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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率

-1.28%
聯嘉光電2020年度節

電率已降低1.28%

節省電力度數

124,100度

2020年共節省電力度
數124,100度

溫室氣體排放量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評鑑

-278噸CO2e

聯嘉光電2020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約4593噸
CO2e，較2019年減少

約278噸CO2e

一般事業廢棄物

-3%
聯嘉光電2020年一般
事業廢棄物減量1.69
噸，減量達3%，有害
事業廢棄物減量8.597

噸，減量達41%。

有害事業廢棄物

-41%
聯嘉光電2020年有害
事業廢棄物減量8.597

噸，減量達41%。

 5家

2020年共完成5家廢
棄物清除處理業者評
鑑，確認委託廠商均
依法進行清除與處理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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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環境永續管理方針

相關重大主題 能源、排放、創新研發

重要性與目的

	� 隨著各國經濟發展，全球對能源需求持續增加，全球的能源正在匱乏當中，而能源減量管理可降低成本風險與提高

・	 產品在永續議題上的競爭力。聯嘉光電為有效管理本公司節能減碳、環保法規風險，減少包材的使用，掌握物料使

・	 用趨勢之變化，期望優化原材料之使用量。

	� 促進技術創新、提升公司能資源有效使用及製程優化，減少不良品的產生，可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競爭力與增加公

・	 司獲利，減少公司資金的積壓與整個供應鏈的資源浪費，造成地球資源的無形浪費，打造營運成本與環境保護雙贏

・	 的企業競爭力。

	� 遵守能源管理法及依經濟部於2015年3月4日公告「電子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並執行節能減碳之效

・	 益。

管理策略/具體作為

	� 藉由每個產品零件之使用減量，以其降低成本，	減少能源之耗損，	產出符合節能環保之產品。

	� 關注業界同業的包裝方式，作為設計跟改善的參考。新產品開發時，包裝設計除參考競爭對手外，可與包材廠商討

論找出最佳設計。

	� 找出最佳材料組合與生產製程參數，通過AEC-Q10x、USCAR	33測試認證。

	� 研究過往失效模式做為Lesson	Learn，以加速產品通過測試認證

	� 降低能源浪費。(空調使用管理/生產空間有效使用/降低不良品的產出(物料浪費)/人員生產效率改善(提升有效工時)/

減少水資源浪費)。

	� 針對內外部關係人的需求與期望，訂定公司之品質政策，期望聯嘉光電成為全球車用創新光源的模組領導廠商以及

追求LED	車燈模組產品零缺點的品質水準。

74

永續節能環保

環境永續管理方針 綠色節能產品 生產管理 污染防治



														

相關重大主題 能源、排放、創新研發

管理策略/具體作為

	� 垂直整合的開發模式：

・	 (1)與晶片廠合作開發新型結構晶片

・	 (2)配合車用模組與業務市場需求開發LED

	� 執行減廢及防治污染工作，以污染預防為前提，自主導入節能、節水、減廢等有效利用能資源的措施。

	� 致力開發綠色節能設計新產品、技術開發。

	� 利用機器設備來取代人工生產，可大量縮短生產工時，及減少人工工時，維持穩定生產的品質。

	� 落實生產說/寫/做一致之原則，避免生產異常發生，造成相關資源浪費。

	� 落實教育訓練及人員考核機制，優化標準工時/提升良率/降低人力成本。

	� 生產計劃有效管理及安排，集中生產避免少量多機生產模式及同生產空間進行生產,避免空調及電力浪費。

	� 提高產能降低無效工時，達到工時節能的效果。

	� 配合廠務單位實施節水措施，避免水資源浪費。

	� 制定良率KPI指標。

承諾

	� 「社會責任、永續發展、邁向國際」

	� 排放遵循當地環保法規及CDP「Commit	to	Action」倡議。

	� 將與(廠務/生管/工程/品保)等單位，進行持續性的改善及監控車用產品通過AEC-Q102與USCAR-33測試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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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節能小組、廠務部、研發部

評估機制

	� 本公司依IATF	26262、	ISO14001內部管理審查程序，每年針對排放管理進行PDCA之有效性評量。

	� 依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針對LED應用產品專案開發管理及品質系統程序，並參考IATF	16949車用品質管理系統

・	 之精神，強化開發過程之風險管理，每年針對KPI進行有效性評量。

	� 定期生產週會/生產月會/品質週會/工程週會來進行檢討及改善

	� 依KPI作為衡量指標指標

	� 每年逐步調升2~3%之比例，以降低零件之使用量。降低每個車燈模組之零件使用量	>=5%。

	� 按月統計進料筆數，觀察實際運作狀況，提供生管、採購單位進行優化。

	� 按月統計VIP客戶出貨頻率，提供生管單位進行優化。

績效與調整

	� 每年逐步調升KPI指標，持續提升改善績效。

	� 將原由手動作業，改成半自動作業，減少人力及不良品的產出，改善後每生產100K可節省7.1小時。

	� 模組工程與製造設定好優化UPH。

	� 工單的投產時間提昇至8~10個小時。

	� 持續請模組工程與製造提昇現有UPH至少1~2%。

	� 物料的掌握度由現行的四週提昇到六至八週

	� 年度新產品開發專案如期達成率≧90%，各專案都如期達成

	� 相較於2019基準年，本公司2020年度節電率已降低1.28%，符合公司短期目標之設定，未來將持續管理節能議題。

	� 針對每個產品的包裝方式進行更優化與裝載更多的數量，並透過外部的測試確保包裝品質無虞，在客戶同意之後進

行更換作業。

	� 貨櫃裝載的容積率從98%提昇至100%，同時單板的承載數量比以往提昇3~5%。

	� 協調採購及生管在空間允許條件下，增加交貨數量減少交貨次數，以減輕經辦人員之工作負擔，同時達到節能減碳

效果。

	� 協調生管在客戶同意配合之下，增加交貨數量減少交貨次數，以減輕出貨工作負擔及節省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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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綠色節能產品

聯嘉光電提供精密LED元件、LED汽車模組、汽車電子與控制器、車用顯示器等創新技術設計、開發與量產服務給全球主要車業客戶，近年來，為了減緩全球

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問題，全球均致力於發展節能減碳技術，本公司一直致力於綠色能源產業及其可持續發展，因此不斷研發新節能綠色設計技術來達到減碳效

果。

3.2.1 綠色產品設計

聯嘉光電主要產品為LED光源應用，車燈模組主要依照客戶規格需求進行設計開發，LED產品的特性能耗相較傳統光源僅需25%~50%功耗	 (比較水銀燈或鎢絲

燈)，產品壽命長，正常使用下壽明可達10年，甚至更久，相較傳統燈具多出3~5倍的壽命表現，也可以間接的節省燈具替換維修的人工與燈具替換物料的消耗，在

長時間比較下實際會比傳統燈具環保。

除此之外，LED光源模組使用材料	95%	以上是可回收再利用，沒有類似傳統水銀燈有汞污染風險的物質，電子元件之選用須以RoHS、IMDS為依據，材質符合

綠色產品規範，降低零件使用量，相對環境生態較為友善，未來將持續投入綠能相關產品的研發與行銷。

節能產品主要使用LED元件設計戶外工業照明應用產品，如號誌燈、路燈、投射燈…等，取代傳統光源，如白熾燈泡	(Incandescent	 lamp)、高壓納燈(HPS)、金

屬鹵素燈(MH)…等，每年約節省能源174兆	焦耳，2020年號誌燈可節省量92.98%，路燈可節省54.71%。

類別 號誌燈 路燈

每年傳統光源耗電量(mWh) 27,912 41,044

每年LED節能產品耗電量(mWh) 1,960 18,589

每年能量節省量(mWh) 25,952 22,455

每年能量節省比例(%) 92.98% 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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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創新研發

聯嘉光電在綠色創新研發上的對策為結構最佳化，除了關注車燈產業技術趨勢，研發對應新產品及開發新技術。將持續深化產品技術開發，提供車用光電相

關應用市場所需，為客戶提供高品質具競爭力的車燈模組結產品。

在車燈模組結構最佳化產品設計上，評估每一零件除了原本功能外，多思考設計上具有附加功能以減的概念設計研發產品，降低地球資源消耗，減輕對環境

的衝擊。落實新產品開發創新技術審查之設計與量產機制。提早發現設計或製程加工前的可能問題與預防解決對策，避免事後一再地修改與追錯，不僅降低因產品

失效所引發各種機會成本，並可提高品質，使顧客滿意度能最大化。此外，協調採購及生管在空間允許條件下，增加交貨數量減少交貨次數，以減輕人員之工作負

擔，同時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為提升LED綠色節能創新研發能力，聯嘉光電2020年增加11位研發人員，研發費用上升至147,116仟元。

行動方案 目標

	� 降低材料使用:	採用簡約設計概念並維持流線造型，降低材料使用。

	� 產品材料及製造過程中符合RoHS要求，並配合WEEE(廢棄電子電機設備回收標準)。

	� 檢視產品最優化結構與每一零件使用數目&尺寸。

	� 新設計的模組逐步減少材料用量(產品設計審查時確認是否達成指標)

	� 產品用料依性能設計適度使用，且延長包材生命週期，降低生產過程中原物料與能源消耗以及廢棄物產生。

每瓦(流明)下材料重量或成本減少5%

進行模組內零件及材料使用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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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目標

	� 優化光學與機械結構，提高模組出光利用率

	� LED經光學元件的光能利用率提高

	� 模組溫差降低

	� 模組標準化設計，再評估該案是否適合以組裝方式配合造型車燈

	� 短期時間：能效改善	車燈模組每瓦

光能利用率提高3%

	� 中長期時間：效能提升車燈模組每

瓦光能利用率每年提高4%

行動方案 目標

	� 選用車規之零件(符合AECQ之要求

	� 設計時考慮零件操作餘裕度，以延長電子元件的壽命

	� 設計時導入MTTF分析，提高產品可靠度，增加產品壽命

	� 每年新產品設計案要比前一年產品

壽命提升3年以上或保證>10年壽命

對能源需求降低

產品壽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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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體功能提升(功耗減少)

行動方案 目標

	� 增加休眠功能等以減少功耗

	� 軟韌體開發設計準則標準化

	� 結構化及模組化軟韌體設計以提升執行效率降低CPU	loading

	� 功耗減少10%

	� CPU	loading	<=	80%

	� Follow	ASPICE	V3.1進行軟體相關

之設計

	� 結構化及模組化軟韌體設計達80%

行動方案 目標

	� 開發輕薄短小，高效率的LED

	� 承認導入散熱效率更佳的基板(支架)

	� 承認導入更高發光效率的晶片	

	� 承認導入效率更好的螢光粉/膠材

	� 每年亮度提升5~10%

高能效產品、提升LED亮度  (備註:同樣耗電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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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嘉光電擁有六大研發核心技術：光學、散熱、機構、電路、LED	 封裝、	 軟韌體等設計開發技術能力，可有效掌控車燈關鍵技術並於設計時進行產品差異化

及客製化。本公司持續開發性價比更高的LED戶外照明及號誌燈等綠能產品，並參與智慧城市之服務，期望成為北美重要供應商之一。

提供
掌握關鍵技術

產品技術差異化

客製化設計

電子
電路設計

光學
光學測試

熱流
熱流分析

智能
軟韌體設計

機構
模具設計

LED
封裝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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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驗證設備

擁有國家級
光量標準實驗室

EMC/EMI
電磁實驗室

使用之研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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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嘉光電公司持續取得多項車載系列專利，積極技術推廣與量產設計規劃

LED車載線型光源模組及LED車載雙功能線型光源模組

車載可撓曲高散熱性線性光源模組

 1 車載CSP RGB全功能動態尾燈總成模組 3

2 車載可撓曲高散熱性線性光源模組4

應用於整車指示燈各功能需求

順暢的動態顯示效果

高均勻/高亮度的線性與面光源模組

高可靠度專用LED光源設計

客製化車體造型靈活變化彎曲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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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綠色採購

聯嘉光電除善盡自身企業社會責任之外，亦主動辨識供應鏈在CSR	風險上的暴露及管理程度，以利後續進行差異化管理。	聯嘉光電自	2021年起要求所有可能

對營運造成影響之關鍵供應商回覆	「社會責任與道德規範評估表」，並依調查結果篩選年度優先稽核之對象。	

供應商之「社會責任與道德規範評估表」分為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大面向。經濟面調查財務、公司治理、營運持續計畫等管理現況；社會面關注於勞工人

權、個資保護、道德規範等遵循程度；環境面則檢視消防安全、污染處理、環安衛系統導入等因應措施。此評估分數將納入每季之績效考核，與交期、品質與服務

等項目一同列入考量，共同決定下一年度稽核的對象。

84

永續節能環保

環境永續管理方針 綠色節能產品 生產管理 污染防治



綠色供應鏈

除對於供應商的品質、成本、交期、服務、品質及技術能力的評估之外，聯嘉

實施以綠色供應鏈為基礎的採購管理：

材料供應商須完全符合環境安全的國內／國際的法律、法規及慣例。

材料供應商應建立環境、員工衛生與安全與無有害物質管理體系。

完全遵從，包括但不限於歐盟所發佈的電子電機產品禁止使用的有毒物
的法規以及REACH規章標準。

配合聯嘉限制物質管理計畫並提供適當與定期更新之自我宣告或證明文件。

衝突礦石（金屬）採購政策

聯嘉光電身為世界企業公民，我們宣示並承諾不接受使用來自衝突礦區的金

屬，同時要求供應商遵守聯嘉衝突礦石（金屬）採購政策並將此要求傳達給其上游供

應商：

確保產品不使用來自剛果及其周圍地區的衝突礦產，並遵守衝突礦產之
區域及國際法規。

追溯所有產品中所含的金	(Au)、鉭	(Ta)、錫	(Sn)	和鎢	(W)	來源，供應
商均應完成填寫調查表，並按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指南進行
調查以避免直接或間接的資助武裝衝突團體。

 1

 1

2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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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用量統計

年度 區分 類別
HQ DG LXF 合計

數量(pcs) 重量(kg) 數量(pcs) 重量(kg) 數量(pcs) 重量(kg) 數量(pcs) 重量(kg)

2018年

不可再生原物料

主機板 3,850,570 146,322 - - - - 3,850,570 146,322

晶片 108,878,522 13 - - 84,122,700 9 193,001,222 22

塑膠 1,556,471 412,465 - - - - 1,556,471 412,465

鋁 1,067,279 448,257 - - - - 1,067,279 448,257

可再生原物料 紙箱 113,418 113,418 - - 15,101 3,509 128,519 116,927

3.2.4物料管理

本公司產品的原材料所用的不可再生物料為矽膠、晶片、支架、主機板、鋁，並沒有使用可再生物料，再生物料以包材紙箱為紙類為符合項目，紙漿因為原

物料端有禁用再生紙的政策，目前包材都是使用原生紙漿，包裝紙箱還是可在客戶端回收處理再利用。近年聯嘉光電為了就近服務客戶，在美國設廠後也不排除評

估使用週轉包裝，經由回收機制降低紙材的使用。

聯嘉光電的產品主要銷往海外，近年聯嘉光電為了就近服務客戶，美國廠也不排除評估使用週轉包裝，經由回收機制降低紙材的使用。聯嘉光電在包裝材料

選用都是可以讓客戶或使用者回收再利用的材質，包裝開發空間運用，能提升10~20%以上，直接減少包材使用，並減少運輸所需成本，造成資源浪費。

2018年至2020年5大類年度使用數量及重量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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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用量統計

2019年

不可再生原物料

主機板 7,898,758 300,153 - - - - 7,898,758 300,153

晶片 168,038,539 20 - - 94,011,112 10 262,049,651 31

塑膠 4,053,545 1,074,189 - - - - 4,053,545 1,074,189

鋁 2,568,306 1,078,689 - - - - 2,568,306 1,078,689

可再生原物料 紙箱 164,838 164,838 - - 26,568 4,591 191,406 169,429

年度 區分 類別

HQ DG LXF 合計

數量(pcs) 重量(kg) 數量(pcs) 重量(kg) 數量(pcs) 重量(kg) 數量(pcs) 重量(kg)

2020年

不可再生原物料

主機板 5,801,463 220,456 - - - - 5,801,463 220,456

晶片 102,578,671 12 - - 99,522,840 11 202,101,511 24

塑膠 4,269,422 1,131,397 - - - - 4,269,422 1,131,397

鋁 1,525,414 640,674 - - - - 1,525,414 640,674

可再生原物料 紙箱 147,861 147,861 - - 27,411 5,008 175,272 152,869

說明：使用數量會隨著每年度產品項目之波動而變化。

備註：原料包括主要原物料、輔助原料、包材。

車燈大型專案(	主要車燈專案	:	KX	/	TX	/	CX		)使用主要材料雖然不可再生，但都是可回收利用材質，材質也在國際IMDS系統登錄材料規格，可作為回收資訊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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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產品標示

聯嘉光電在產品開發時會建立客戶產品開發規格表，與客

戶做初期RFQ	&	ODM開發設計規格確認，加速產品開發速度，

避免人力資源浪費。並針對產品開發依照流程設計，確保產品

設計品質與安全型確認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和服務資訊、標示的各類資訊、產品內容物成分，特

別是可能產生環境或社會衝擊的物質，皆符合綠色產品的規範

(RoHS、REACH)。此外，公司的產品上皆有條碼，可供出貨後

追蹤生產過程中的相關資訊。

符合綠色產品規範(RoHS、REACH)及禁用Pb(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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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節能產品主要為LED路燈及LED號誌燈，主要銷售地區為美國、加拿大、台灣區域，並依產品及銷售地區類別，透過第三方實驗室取得UL/cUL、DL-

C、ITE/ETL、CNS認證，於各項產品明確標示產品規格，並依認證項目標示相關認證標章。

	� 路燈系列產品標示：UL/cUL認證產品會於產品上貼UL	Mark、產品規格標籤、警語標籤，並附上各產品安裝手冊。

UL/cUL Mark包含產品類別、認證地
區及編號

產品規格標籤包含製造商、產品型號、產品功耗、
操作電壓/頻率、產品色溫、PF、輸入電流、操作溫

渡、製造年月、製造地及產品序號
警語標籤用於產品及包裝上，包含可用環境、安裝注

意事項，並採英、法雙語表示

警語標籤用於產品

CNS認證於產品上貼產品規格標籤，規格標籤包含製
造商、產品型號、產品功耗、操作電壓/頻率、產品
色溫、PF、輸入電流、操作溫渡、發光效率、製造年

份、製造地及產品序號DLC標示於型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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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嘉光電提供給客戶之PPAP均含所有物料的來源，並用MES系統追蹤所有物料的使用和品質，元件符合REACH或是RoHS法規，車燈模組符合客戶IMDS要求，

美規產品符合SAE法規，歐規產品符合ECE法規。	 車用產品量產出貨前100%皆有在認可實驗室進行DV與EMC測試驗證並完成報告，也皆有標示符合RoHs、Pb	 Free

等規範要求。在車燈LED元件和模組，本公司要求上游供應商提供物料有無有害物質或有無產生環境、社會衝擊的物質等檢測，並依照客戶需求提供SDS(物質的安

全資料表)、SGS(電子電器禁限用物質)等報告。節能LED路燈和號誌燈，點亮測試與耐久性等檢驗後，皆符合法規產品檢驗，才可出貨。

此外，聯嘉光電深信做好源頭管理是減緩環境衝擊的第一要務。我們堅持從綠色供應鏈取得之原物料至產品的最終處置，在市場販售之產品均符合各國環保

法令要求，採用環保的設計，落實各項預防性的綠色管理措施，以降低產品設計、生產與使用過程中，產生對環境生態的負面衝擊。藉由開發友善環境綠色產品的

實際行動，透過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生產及綠色教育的管理平台，傳遞生態維護、愛護地球的綠色理念，期盼企業、員工、供應商夥眾伴三方共同實現綠色

承諾。

因此在2020年，聯嘉光電相關產品於品質及客服管控系統，並沒有違規及違反法規之紀錄。

安裝手冊

ITE/ETL認證產品於產品上貼ETL　Mark、產品規格標籤，規格標籤包含製造商、產品型號、產品功耗、操作
電壓/頻率、製造年月、產品符合ITE及產品序號

cETL認證產品於產品上貼cETL	Mark、產品規格標籤
CNS認證於產品上貼產品規格標籤，規格標籤包含製
造商、產品型號、產品功耗、操作電壓/頻率、製造年
月及產品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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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專利提案管理辦法

為鼓勵公司同仁技術創新與研究發明，踴躍提出專利申請提案，公司同仁若有新技術或新創意時，得檢具「專利提案申請書」及相關資，向本公司專利提案

審查會議召集人提出專利審查申請，若該新技術或新創意，具有申請專利之急迫性時，專案呈總經理核准，視同經專利審查委員會決議通過。經專利提案審查委員

會決議過後，得對外以公司名義向國內外專利機關提出申請專利，其所有權屬公司所有。

專利審查申請經審查會議決議通過或總經理核准者，本公司將發給獎金獎勵之。獎金頒發以每案為基本計算單位，若由多人一同提出則獎金均分。說明如下：

項 目 內容
發明專利
獎金(NT$)

新型/設計(新式樣)
專利獎金(NT$)

1 專利審查委員會決議通過或總經理核准

台灣地區 20,000元/件 10,000元/件

大陸地區 10,000元/件 5,000元/件

其他地區 20,000元/件 10,000元/件

2 實質審查通過並取得專利證書 不分地區 20,000元/件 10,000元/件

3 不須實質審查通過 不分地區 10,000元/件 5,000元/件

標的較廣，包括物質（無一定空間型態）、物品（有一定空間型態）、方法、生物材料及其用途。發明必須具有技術性。

標的則僅及於有形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的創作，非僅屬抽象的技術思想或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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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產管理

3.3.1近三年各廠區能源耗用量

聯嘉光電各廠主要使用的能源包括電力、汽油、柴油。2020年能源的單位營收耗用量較2019年略降5.7%。	

年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汽油使用量 81,326,918.4000 56,426,260.8000 72,907,036.8000

柴油使用量 2,917,084.8000 24,004,444.8000 11,035,718.4000

天然氣(LNG)使用量 0.0000 0.0000 0.0000

液化石油氣(LPG) 0.0000 0.0000 0.0000

重油使用量 0.0000 0.0000 0.0000

電力使用量 34,979,040,000.0000 34,418,880,000.0000 32,443,200,000.0000

蒸氣使用量 0.0000 0.0000 0.0000

合計(KJ) 35,063,284,003.2000	 34,499,310,705.6000 32,527,142,755.2000

組織特定度量 3,387,837,000.0000 4,301,775,000.0000 3,776,717,000.0000

合計(KJ / 貨幣單位(收入、銷售) 10.3498	 8.0198 8.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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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

聯嘉光電之溫室氣體排放可分為直接排放與間接排放，直接排放源包括製程使用之溫室氣體、能源(柴油、天然氣)，間接排放源則主要為外購之電力，，聯嘉

光電於本報告書中暫不量化範疇三說明，僅定性敘述，將持續精進努力。聯嘉光電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4593噸CO2e，較2019年減少約278噸CO2e，主要是因

為新冠疫情導致產量減少所致。

(註：在此份報告中不包含範疇三、以及逸散性排放源，只計算大宗能源排放量)

內容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範疇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6,101.6451 5,651.8316 6,096.4596

範疇2：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5,178,841.2000 4,866,447.2000 4,587,108.0000

總排放量=範疇1+範疇2 5,184,942.8451	 4,872,099.0316 4,593,204.4596

備註：

1.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公斤CO2e÷組織特定度量標準)=總排放量/當年度財報營收金額

2.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為本公司內部統計，尚未經第三方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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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檢測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排放量

(kg)

排放標準

(ppm)

年平均監

測值(ppm)

排放量

(kg)

排放標準

(ppm)

年平均監

測值(ppm)

排放量

(kg)

排放標準

(ppm)

年平均監

測值(ppm)

揮發性有機物VOCs 9290.17 - - 9889.72 - - 9083.6 - -

粒狀污染物TSP - - - - - - - -

硫氧化物SOx - - - - - - - -

氮氧化物NOx - - - - - - - -

3.3.4 近三年空污排放

聯嘉光電聯嘉光電在製程中並無使用臭氧層破壞物質，亦無排放氮氧化物與硫氧化物等氣體污染物。所生產之產品、使用之原物料，於運送過程亦未造成環

境顯著之負面衝擊，2020年未有違反環境法條規定的事件而受罰。

聯嘉光電將持續達成環境與公司產值之平衡而努力，恪守相關環境法規，改善污染防治設備，並提升員工環保意識，以減少能資源的消耗和廢棄物的產生。

單位：公斤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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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近三年空污排放

聯嘉光電致力於環境節能減碳，持續改善於製程設計、環保相關設備、污染防治措施、環保管理系統等，以達到遵守環保法規、降低環境污染及永續環境管

理之目標。

透過設備更換及淘汰，2020年共節省電力度數124,100度，製程優化後每生產100K可節省7.1小時。

2020年節能措施與估算節約量

節能措施 具體作為 估算節約量

新增變頻式空壓機
將原製程使用的定頻式空壓機改由新增變

頻式空壓機供應
預估節約91,250KWH/年

汰換真空式乾燥機
將原製程使用的吸附式乾燥機改由真空式

乾燥機供應
預估節約32,850KWH/年

製程優化
將原由手動作業,改成半自動作業,減少人

力及不良品的產出
改善後每生產100K可節省7.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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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污染防治

3.4.1廢污水與廢棄物管制

聯嘉光電生產過程中，產生之廢(污)水及廢棄物，廢(污)水由竹南污水處理廠處理，廢棄物則委託合法、合格之清運業者處理。所有廢棄物之申報及清運處理

作業均依環保法令要求辦理，本公司依既定費率2020年度水汙染防治費用、廢棄物清運費(一般廢棄物物)、環保系統認證費用及空氣汙染防制費用等，總支出金額

為新台幣1,137,903元。	

聯嘉光電屬環保署列管之作業場所，皆依法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並做好相關化學品管理，及備妥相關應變器材；依法每年辦理化學品洩漏應變計畫演練

與教學，藉以提升同仁應變處理能力及熟悉防護具穿戴，降低危害發生機率與衝擊。2020年無發生嚴重洩漏事件。

同時，本公司從產品設計到生產過程，皆導入產品生命週期概念進行管控，落實製程減廢及回收再利用等改善方案，促使資源再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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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汙染防治費用

廢棄物處理(一般廢棄物) 費用

空氣污染防制費用

環保系統認證費用

合計

 1,137,903元316,704 652,666 74,533 94,000



														

3.4.1廢污水排放

本公司依規定提報水污染防治措施，依法取得許可證明。製程所產生之廢水經過前處理系統後，藉由污水下水道排放至工業區污水廠統一

處理。用水主要來源為生活用水、製程用水，水源為自來水，並無地下水，對廠區附近之水源及生態環境無顯著影響，且每半年針對廢水排放

水質進行檢測，其檢測結果符合主管機關的排放標準。2020年度總部排水量為12 ,423m3、總部耗水量為32 ,318m3。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取水量(百萬公升) 35.696 32.287 32.318

排水量(百萬公升) 22.459 13.922 12.423

耗水量(百萬公升) 13.237 18.365 19.895

廠內循環用水量(百萬公升) 3.64 4.355 3.992

水回收再利用率(%) 9.25 11.89 10.99

組織度量標準單位(仟元) 3,387,837 4,301,775 3,776,717

取水強度(百萬公升/組織度量標準單位) 0.000011 0.000008 0.000009

註：

1.耗水量＝取水量－排水量

2.水回收再利用率=廠內循環用水量	/	(取水量+廠內循環用水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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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嘉光電廠房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用水符合園區，符合科學園區放流水標準(2018~2020年園區標準>>化學需氧量為500mg/L、生化需氧量為300mg/L、懸浮

固體物為300mg/L)	，無影響重大水源。

項目 單位 2018 2019 2020 園區標準

放流水監測年平均值，監測結果均符合放流水標準(竹南園區)(mg/L) 2018 2019 2020

化學需氧量 (mg/L) 34.15 84.2 77.8 500

生化需氧量 (mg/L) 10.1 20.7 47.2 300

懸浮固體物 (mg/L) 7.35 12.9 15.7 300

98

永續節能環保

環境永續管理方針 綠色節能產品 生產管理 污染防治



														

3.4.2廢棄物處理狀況

為有效管控各廠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本公司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皆依其性質進行委外回收再利用、焚化或掩埋，其中的部分有害事業廢棄

物(以廢溶劑及下腳料為主)，採廠商回收再利用及委外焚化等方式處理。

在廢棄物清除處理部份，均確實執行垃圾分類及廢棄物減量，設置符合規定的廢棄物貯存區，並委託政府許可的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進行

清運，及依規定上網申報。除了每年定期評鑑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評鑑內容包括清除車輛載運作業、貯存設施、處理方式與文件查核等項

目，以及追蹤廢棄物處理情形與流向。2020年共完成5家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評鑑，確認委託廠商均依法進行清除與處理廢棄物。

2020年產出之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20 . 67噸、一般事業廢棄物55 . 34噸、資源回收廢棄物30 . 93噸，共計106 . 94噸，其中，一般

事業廢棄物減量1 .69噸，減量達3%，有害事業廢棄物減量8 .597噸，減量達41%，經由回收再利用等資源化廢棄物量達48 . 82噸(佔45%)，其

他的清理方式皆已委託國內專業合格清理機構辦理，以提高社會環境使用資源，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本公司在2020年有違反環保法規1件，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式及設施標準遭環保局裁處新臺幣12 , 0 0 0元罰

緩，後續已完成資源回收廢棄物清運，資源回收廢棄物清運頻率由每週一次調整為每週二次，貯存區分類標示重新區隔劃分，並加強宣導與巡

檢。

2020年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資源回收廢棄物
再利用 委外焚化

噸數 20.47	噸 0.2	噸 55.34	噸 30.93 噸

合計 106.94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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