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研發環境保護
飛宏科技持續由價值鏈中尋找創新改善環境的機會，除了導入嚴格管控有害物質

、高效能及縮小體積之綠色研發之外，透過100%環境監控進行環境管理。

32 綠色研發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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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環境保護
飛宏科技是電源的專業設計與製造的優良企業，

更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在過去的近 46 年間持續進
步，就如公司在 2016年修訂的公司使命，除了是「提
供全方位電能解決方案」外，並且是「以環保愛地球

為己任」，我們深信產品的設計開發，不單只是為了

提供人類更舒適便捷的生活品質，更需要對於我們所

存在的地球盡一份心力，為了永續發展，我們持續進

行綠色產品的開發、落實產品設計研發上符合 ROHS
規範或進而符合更高無鹵等要求，將其導入供應鍊管

理之中。同時也進行環境物質管理以及相關節能減碳

數據監測，進行有效地節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藉

著這些實際作為，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以減緩溫室

效應，降低由於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變遷的衝擊。

綠色產品開發

研發設計的源頭是開發綠色產品成功與否的重要

因素，研發人員被要求在產品設計初期需要有綠色設

計的思維，評估產品在生命週期各階段中可能對環境

的衝擊與風險，進而考量導入可行對策在新產品中，

如致力於零件與最終成品的小型化、材質管控，以及

高效率充電器與電動車充電樁的研發，以期降低對環

境的影響。研發方向重點如下 : 

小型電源開發

• 飛宏科技為響應節能環保，設計系列產品符合美

國 2016 年新能源法規 LEVEL 6 效能規範，此外
基於 2016 年 1 月歐盟在非強制要求現有產品能提
升 3-5% 平均效能、低待機功率需低於 75mW 且

在 10% load 條件下能效也要符合，為配合此非強
制要求，飛宏科技在 2017 年開始新開發的產品，
皆以此要求為規格，有部分機種設計甚至還達到了

2% 以上能效裕度，並且產品待機功率可達約只有

30mW，以開發符合節能減碳並優於客戶期望的產
品。

• 通用序列匯流排功率輸出支援 (USB Power 
Delivery:USB PD) 及 C 型 連 接 器 (Type C 
connector)，開發出新一代共用性更高產品，耐受
電流擴充至 5 安培，且將原固定輸出 5 伏特電壓增
加為可以輸出 5 至 20 伏特電壓，以便能夠提供更

多裝置需求的電壓，不但可以接收、輸出更高功率

與電流，且加速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充電，涵蓋更

廣應用，已有多項產品得到 USB 協會認證，目前
設計產品功率已可達到 60W。

• 致力小型化產品開發，讓產品之功率密度 (Power 
density) 提高 5%，進而減少材料及塑膠及五金類
的需求。此外進行開發 GaN Power Device（高頻
切換電源），可以進一步顯著降低體積、提高效率。

• 在變壓器設計方面，藉由減少漆包線繞層由五層降

低為三層，不但節省三分之一材料的用量的使用，

並顯著降低工時（20 秒），在這直接人力短缺的
時候，優化製程以減少人力需求。結果是符合了客

戶需求，減少了材料、人力的耗損，最終也減少碳

的排放量。

• 建立零件資源池以簡化材料種類，讓相近瓦數的充

電器或適配器，使用超過 60% 相同之零件。擴大

標準品的研發、降低研發時程，且降低客製化的數

量種類，以降低對環境的衝擊。增加生產自動化比

率，以達到高品質、高效率生產的目的。

2016 年 18W 尺寸 58X40X23.3

【圖一】Type C-18W VS 24W 小型化產品開發：
功率密度 (Power density) 提高 5%

2017 年 24W 尺寸 54X46X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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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宏科技極力與 IC 供應商技術合作，進行數位化

電源開發，逐步採用數位控制 IC 來取代類比 IC，
估計可達到減少約 30% 周邊元件之使用。以一充

電器產品為例，導入專為充電器應用之數位 IC，
其最大特色是將兩個 OP 放大器整合至 IC 內部，

原電路之控制板採用類比 IC 需要 64 個周邊元件，
改採用數位 IC 後僅需要約 44 個周邊元件，因此該
系列機種每台約可省下 20 個元件，附帶減少體積
並降低人工成本。

EV（電動車）產品開發

• 憑藉著享譽全球的電能轉換技術，飛宏科技成功研

發出一系列高效節能的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包

含直流充電樁、交流充電樁、廣告推播電動車充電

樁、直流電充電模組、輔助電源、通訊模組等。提

供給電動巴士、電動乘用車、物流車、各型特種

車等使用，積極跨足大瓦特數電動車的快速充電領

域。飛宏的充電樁產品統計在 2017 年總共為各式
電動車充電超過 300 萬度，減碳量達 1,800 公噸
以上（以一度電 0.6kg CO2 計算） 。

• 飛宏科技的電動車充電電源模塊，為新一代的數位

控制電源 (Digital Control) ，可以輸出 200V-750V
的電壓，涵蓋了市面上大部分巴士及小車的需求充

電電壓，94.5% 的高輸出效率，更減少了能源的

損耗及等待充電的時間，目前採用飛宏電源模塊的

充電樁已取得了台灣 CNS 及大陸 GB/T 等認證，
預定 2018 年也可取得 IEC61851, CHAdeMO 的

認證。飛宏電源將設計更高的輸出電壓以及 V2G 
(Vehicle to Grid) 的功能，具有雙向充放電功能的
電源模塊可以讓電動車與智慧電網結合，利用電動

車本身的高容量電池來平衡電網尖峰及離峰的用電

需求，並由專業的研發團隊與客戶以及供應商的技

術與材料的共享合作，透過創新思維，持續開發對

環境更友善的永續產品。

• 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簡稱日管處）為響應節能減

碳與提升潭區綠能運具使用量，協同飛宏科技與知

名電動車大廠，於潭區設置 10 支電動車充電樁，
並在 2017 年 12 月 8 號當天在向山遊客中心舉行
充電樁啟用儀式。

有害物質管理　

　　飛宏科技持續地將對環境友善的概念導入產品開

發設計與生產，在原物料的選擇上是以高標準要求

飛宏的綠色供應商滿足飛宏的規範，因此飛宏科技

“-R“料號部件對於有害物質的管控實際上是除了滿
足目前國際法規標準；如歐盟 RoHS2.0 與 WEEE 廢
電子電器設備回收等環保規範外，更加嚴格地要求產

品須滿足 REACH 法規、禁用紅磷阻燃劑的使用、管

控石綿，並且在產品外觀部件也導入 PAH（多環芳香
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的 管 控。

此外，近年來我們更是導入”-H“料號部件，除了

滿足鹵素（氯 & 溴）及 RoHS2.0 規範的四項塑化劑
(Phthalates)(BBP/DBP/DIBP/DEHP) 的管制之外，

同時也規範三氧化二銻阻燃劑的使用與限制 23 項塑
化劑 (Phthalates) 的使用，讓消費者在使用產品過程
中能夠更安全、有保障。

減低對環境的衝擊與影響

含有化學物質的掌握與系統強化

Halogen Free / Phthalates Free

RoHS指令/WEEE指令/REACH指令

綠色產品開發

【圖一】2017 年底與知名電動車廠商攜手於日月潭建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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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宏科技並不僅僅以此為標準，針對未來可能之禁 /
限用之物質，在不影響產品的品質、安全性、可靠度

及對人體健康影響與加重環境衝擊的原則下，我們仍

會階段性評估其禁／限用之可行性，如果經過評估是

可行方案，會進行物質的替換或改善，陸續更新物質

管控之時程，讓人身的安全能夠達到最大保障，並且

藉著提高材料可回收比例，將產品與服務對環境之衝

擊與影響降至最低。

 

　　飛宏科技不僅落實綠色設計，並將此政策與概念

推廣到整個主要生產廠區，進行研發高效能、高功率

密度電源產品的同時，在製程中透過區域電力使用監

控系統強化管理並藉由節能改善達到降低能源消耗、

環境保護及可永續發展的目的。在能源消耗方面，飛

宏台灣是以電力為主要消耗能源。而東莞廠區則以電

力為主，石化能源（柴油）為輔，以確保電力與民生

用天然氣供應異常時之備援使用。2017 年度東莞廠區
能資源消耗統計，與 2016 年相較微幅增加，雖然電
力增加 4.6%，但是 2017 年人員增幅達 8.23%，反而
年人均用電量減少 3.14%。燃油部分增加是因市政施
工造成線路中斷兩次，應急發電所用，此外因天然氣

的空壓機餘熱利用 3 年合同已到期，按合同，放長假
期間的熱水爐用油費用由飛宏承擔，因此排放量計入

飛宏的排放量。

能源強度

　　飛宏在生產製造的活動中消耗的能源種類較為單

純，一次能源為電力，二次能源為壓縮空氣。目前尚

未對壓縮空氣進行評估。

 

水資源控管

　　飛宏科技水資源使用主要以員工生活用水為主，

其中東莞廠區屬電子組裝廠生產製程不產生廢水，廢

污水皆源自於日常生活用水。水資源主要來源為自來

水，各廠區水資源管理主要以推廣節水為主，執行策

略則以改善用水設備，如廁所加裝節水閥並導入省水

水龍頭作生活節水措施。廢水處理部份，營運及廠區

廢水排放皆符合當地政府規範之排放標準。2017 年
飛宏台灣為整體用水量較 2016 年用水量降幅高達

22%。東莞廠區用水量也較 2016 年降幅 15%。

81%(無鉛)

19%(無鉛/無鹵)
無
鉛
︵
符
合
國
際
環
保
指
令
基
準
︶

無
鹵
︵
嚴
於
國
際
環
保
指
令
基
準
以
上
︶

飛宏科技

576項產品

能源與減碳管理

【2017 總開發機種】 【能資源耗用表】

＊以上所有機種皆符合 WEEE 規範，可以達到 75% 以上之可回收
率，甚至有些機種可以達到 90% 以上可回收率。

＊備註：換算系數柴油 : 10,200kcal/kg、天然氣 : 9,310kcal/m3、
電力 : 3,600,000J/kw.h、1Cal=4.1868J

＊備註：廢水排放系數為用水量的 90%

能源
類別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飛宏
台灣

東莞
廠區

飛宏
台灣

東莞
廠區

飛宏
台灣

東莞
廠區

電  力 9,134 75,966 10,150 111,117 10,022 116,477

柴  油 - 138 - 136 - 443

天然氣 - 91 - 300 - 128

能源
類別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飛宏
台灣

東莞
廠區

飛宏
台灣

東莞
廠區

飛宏
台灣

東莞
廠區

用水量
( 噸 )

11,455 610,334 14,488 702,344 11,326 632,949

員工人數 514 3,709 464 4,936 459 5,342

用水強度
( 噸 / 人 )

22 165 31 142 24 118

※ 廢水排
放量（噸）

10,310 549,301 13,039 632,110 10,193 569,654

能源強度 單位 2016 東莞廠區 2017 東莞廠區

電力 KW．H 30,912,623       32,354,730 

產能 台 174,566,552 138,318,330

能源強度 KW/H/ 千台 177                   234 

單位：焦耳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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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氣候變遷為一全球性的永續議題，飛宏科技自

2009 年即開始遵循國際標準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自行
盤查結果除作為訂定內部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及碳資產

管理之基礎外，同時檢視氣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建

立減碳行動計畫與目標，並規劃納入長期經營策略中。

為達成上述目標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飛宏通過營運

控制權法對東莞廠區進行 GHG 盤查，並於 2017 年將
飛宏台灣納入 GHG 盤查，以期了解公司碳排放現狀，

同時藉此基礎展開節能減排活動。2017 年度溫室氣體
排放量如下表：

境相關法規，徹底執行廢棄物管理系統，亦積極透過

下腳料收購回收再利用及付費清理等方式，減少廢棄

物的產生量。飛宏於營運過程所產生之廢棄物，包括

「生活廢棄物」、「事業廢棄物」二大類，我們皆依

照營運所在地之法規，委託合法廠商妥適處理。此外，

我們也在各廠區推動「資源回收及減量」觀念宣導，

從內而外，落實全員減廢行動。2017 年飛宏科技無發
生重大洩漏事件，亦無任何重大違反環境法條規定的

事件、環保違規受處罰或罰款事件發生。

節能與低碳實踐

2017 年飛宏台灣整體用電量較 2016 年減少約
1.1％，為達到減緩地球暖化、環境永續及企業競爭
力，飛宏台灣於 2016年五月邀請「經濟部節能團隊」
至林口總部與台南廠區進行節能診斷服務。診斷團針

對機電、照明、空調、電梯等各方面提供診斷節能提

出建議，飛宏並依專家所提建議逐項完成改善。2017
年林口總部全年用電在用電度數節能達 9 萬多度；電
費節省達 NTD31 萬元以上，節能成果效益斐然。

廢棄物管理

飛宏秉持企業良知，避免因廢棄物對環境造成的

污染，已將廢棄物處理納入管理，以有效降低廢棄物

的量和預防對環境的衝擊。除了確實遵守環保法令及

客戶環保要求，並且針對廢（污）水、廢氣、廢棄物、

噪音、化學品、禁用物質及有毒物質等必要之規定與

相關人員進行宣導。已通過 ISO14001 認證、進行定
期審查並公開環境績效成果。預計 2018 第四季完成
ISO14001 (2015 版 ) 認證。對於廢棄物的管理，主要
是透過減廢減碳與污染預防，並恪遵營運所在地的環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飛宏台灣節電成果表（林口總部）】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差異 差異百分比

用電量（度） 1,896,016 1,805,000 ↓ 91,016 ↓ 5％
用電費（元） 5,976,380 5,660,362 ↓ 316,018 ↓ 5.3％

類 別／單 位
東莞廠區 飛宏台灣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7 年
直接排放 (Scope 1)／ T-CO2e 650 1135 1,195 13
間接排放 (Scope 2)／ T-CO2e 19,378 27,204 28,824 1521

總排放／ T-CO2e 20,028 28,339 28,826 1534
員工人數 5,294 4,936 5362 460

排放強度（T-CO2e／人） 3.78 5.74 5.38 3.33
排放強度（T-CO2e／百萬元） 2.3 2.6 2.59 7.4

廢棄物類別 ( 噸 )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生活廢棄 ( 噸 ) 21.79 3,154 27.47 3,162 27.594 2,190

事業廢棄物（噸） 0.74 1093.74 1.47 1134.49 0.696 1253.25

有害廢棄物（噸） - 146.44 - 183.84 - 233.14

總重量（噸） 22.53 1240.18 28.94 1318.33 26.907 14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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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宏台灣對於員工上下班之交通工具，我們亦提

供交通車接駁方式，鼓勵員工於上下班時一同搭乘， 
避免上下班通勤時間所造成道路壅塞，舒緩主要道路

之交通及降低員工於通勤時所產生之風險。並希望達

 

著眼未來企業環境成本日益攀升趨勢，建置環保

支出收益統計可有效成為公司的管理工具。因應環境

會計的編制準則，環保經濟效益的統計，是依據執行

環境保護計劃所減少的能源、水使用量或廢棄物產生

量，估算出可節省的成本，再加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到減少員工自行開車所產生之碳排放造成環境的汙

染。因此 2017 年因搭乘交通車而減少之碳排放，總
計減少 4,374 噸 CO2 排放外，也讓搭乘交通車的員工

除了便利外，也可達成減少環境污染之雙贏。

所帶來的收益而成。本報告書呈現的環保效益包括實

質金錢收入，例如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收益，以及其他

因執行環保計劃而節省的成本。飛宏台灣及東莞廠區

環保支出及效益統計如下表：

環保支出及收益

【2017 年度飛宏台灣員工交通車碳減排統計】

交通路線（車型） 2016 減碳量 ( 頓 ) 2017 減碳量 ( 頓 )

台北車站線（大巴） 764.34 700.8

板橋線（大巴） 2021.56 105

中壢線（中巴） 180.72 2026.08

蘆洲線（中巴） 1180.23 1545.6

總減碳量 4146.85 4377.48

環保成本項目分類 說 明
2017 年支出 (NTD)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減輕環境負荷之直接成本

污染防治成本 空氣污染防治費用、水污染防治費用、其他污染防治費用 30,000 229,320

節能耗用成本 為節省資源（如水、電資源 ) 所花費成本 60,000 29,776

事業廢棄物和辦公室一般
廢棄物處理、回收費用

為事業廢棄物處理 ( 污泥清運費、廢溶劑、廢水、一般垃圾處理 ) 費用 460,305 3,849,454

減輕環境負荷之間接成本
( 環保相關管理費用 )

環保教育支出
643,358 30,429

環境管理系統和認證費用

監測環境負荷費用
29,852 2,305,753

環保專責組織相關人事費用

採購環保產品所增加之費用 0 0

其他環保相關成本

土壤整治及自然環境修復等費用 0 0

環境污染損害保險費及政府課征環保稅和費用等 0 0

環境問題和解、賠償金、罰款及訴訟費用 0 0

總                                              計 1,223,515 6,444,732

環保效益統計表

項目 說 明
2017 年效益 (NTD)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事業廢棄物回收 (NTD) 如電子零件下腳料、廢電腦回收收益 14,591 11,050,184

環境影響效益 ( 噸 ) 二氧化碳減量 42.393 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