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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
環境保護 節能減碳

環保收支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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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環保政策

環境保護是企業社會責任重要的一環，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環境日益惡化，節能減碳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地球

公民最重要的議題，飛宏科技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善盡企業社會公民責任，持續不斷推動節能減碳，以環境永續發展為主

軸，並在產品研發和製造方面致力推動綠色產品，創造綠色價值服務，落實環保企業文化，並透過每日環境巡檢及每月進行

辦公室環境評核，讓同仁在日常生活中養成節能減碳及落實環境管理的習慣。

環保認證

飛宏科技於 1997 年通過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 的驗證並取得證書，每年安排執行外部稽核作業。並於 2018 年 9 月

通過國際標準組織 ISO 14001：2015 新版認證。從原物料、製程、產品、服務及廢棄物管理等進行全面管制，以有效管理可

能對環境造成的負面衝擊或不符規定事項。

同時，飛宏將環境永續納入管理體系並藉由利害關係人溝通有效掌握環境議題的持續變化，如氣候變遷、綠色產品及污

染防治等重大環保議題，落實於日常業務活動中，以確實減少營運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對環境永續發展做出正面貢獻，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環保教育推廣與執行

透過系統化的組織與教育訓練，飛宏執行環保教育、

環保行動、身心靈健康講座等等，拓展環保行動的深度與

廣度，帶動全體員工參與環保的推動。

清理海岸垃圾，減少海洋污染，共同守護台灣海岸美麗生態

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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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氣侯變遷

全員環保

溫室氣體管理

能資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

有害物質管理

衝突礦產管理

設計節能產品

節能行動

節水行動

廢棄物減量回收

空氣污染防制

廢污水排放管理

資源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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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

飛宏參照國際環保規範外，同時參考多方客戶管制

標準，以此制定一套完整的飛宏有害物質管理辦法：" 環
境管理物質管制標準 " 提供對環境友善且安全的產品是飛
宏對自己的期許與責任，更是對客戶的承諾；落實產品
設計開發階段的材料選用，延伸到產品生產與銷售，每
個環節都經過嚴格把關審核以確保產品符合國際環保規
範，以提升產品的獨特性與競爭力並滿足客戶與使用者
的需求與期待。其內容包含 RoHS、REACH、禁止添加紅
磷阻燃劑以及無鹵素規格產品的管制要求外，歐盟提出 
EU RoHS 指令 2015/863 納入四項塑化劑 (Phthalates)、
(BBP,DBP,DIBP,DEHP) 禁用標準，並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實施的要求，飛宏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已強制要求
供應商零件承認及更新報告時須提供 RoHS10 項測試告在
ECHA 制定的 REACH 高關注物質 (SVHC)，每半年新增物
質清單，2017 年高關注物質清單 183 項，至 2018 年 9 月
提出的物質清單在 2019 年 1 月 15 正式通過，因此目前管
制總計 197 項物質。

2018 年飛宏科技總開發機種數共有 411 件產品，
100%機種符合WEEE規範，其中無鉛 (RoHS) 機種案件數：
344 件，無鹵素 (Halogen Free) 機種案件數：67 件。

飛宏科技除了在產品材質方面的物質控管之外，在產品研發技術上，以法規為必要基本遵循原則，並且致力於增加產品

能源效率與功率密度，以開發出更節能減碳的產品。繼配合歐盟之非強制要求（CoC : 產品效能須能提升 3-5%、低待機功率

降低 75mW），為達到進一步節能減碳的目的，2018 年開發的大部分新產品，在效能方面的設計又比 2017 年機種提升了 2%

餘度；如 10W、13.5W、25W 等機種，並且在 2018 年底前完成開發，進入量產，符合節能減碳並達到客戶期望。 

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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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面機種，飛宏

開發出新一代共用性更高產品，繼耐受電流 3 安培機種量產後，2018 年持續開發擴充至 5 安培耐受電流機種，讓電源接收或

輸出更多電流、電壓 (5 - 20V) 與功率的 power，可以更快速的對電腦或行動裝置進行充電，並輸出該裝置需要的最佳電壓，

功率由 60W 提升到 100W 產品，涵蓋更廣應用。

鑒於電源小型化導致節省產品原材料（如塑膠及五金類）、減少環保汙染與需求增加，飛宏致力於系列電源小型化規劃

與實行，大部分機種可以達到至少 10% 體積縮小，有些機種如 25W 電源甚至體積縮小可以達到 35% 以上。

致力開發自動化生產之產品，以減少手插零件、人工作業（如點膠）與增加易製性，進而提高生產自動化比例，避免人

為疏忽，最終達到產品品質改善與節能減碳。

飛宏 2018 年持續研發 GaN/ 氮化鎵新技術之電源產品，因其特性在設計上可以達到雜散電容小、驅動電流小、開關速

度快、高效能且低損耗，在高頻操作下變壓器可以變小並達到小型化，大幅降低原功率輸出之電源體積。期許藉由新一代電

源產品之性能，創造更多的營收價值，並在節能減碳上更進一步。

＊所有機種皆符合 WEEE 規範，總回收率可以達到 80% 以上，甚至有些機
種之總回收率可以達到 90% 以上。

84%

16%
(-H 無鹵機種, 嚴於國 

際環保指令基準之上)  

(-R 無鉛機種, 符合
國際環保指令基準)

產品
411 減少螺絲使用，改用卡勾及超音波設計

所有產品皆以能效六級CoC V5 teir 2 為標準

所有物料均符合EU RoHS與REACH

選用優於法規要求之材料並增加可回收或再生利用率

致力發展10W/每立方英吋產品

2019年預計開發27W/45W小型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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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

EV（電動車）產品開發

隨著全球環保意識逐漸升起的趨勢下，各國紛紛立法

推動電動車，而飛宏科技憑藉多年來享譽全球的電能轉換

技術，成功研發及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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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式、移動式），交流充電

樁（壁掛式、立柱式、便攜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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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8 年初參加了外貿協會舉辦的「創新產品獎」

競賽，共計 126 件作品參賽，飛宏電動車充電樁不僅獲得

了創新產品獎銅獎殊榮也是同業唯一的獲獎廠商！

飛宏充電樁依據不同國家的充電規範發展出相對應的

設備規格，至今已於亞洲、美洲、及歐洲等各大區域使用。

在美洲區域，我們協同台灣新創的營運商一同於洛杉磯迪

士尼喜來登酒店建置飛宏充電設備，使前往迪士尼樂園的

遊客們能夠更方便地為電動車進行充電。而在歐洲及大陸

區域，我們憑藉著軟硬體研發團隊，依據車廠客戶需求客

製電動車充電樁外觀及內部細節，結合車體設計一同於市

場上推行。

為了要營造更友善的充電環境，飛宏與多家客戶進行

策略性合作，利用多年在電動車產業深耕的經驗，全台積

極的佈建與規劃，並在北、中、南建案以及各大公共停車

場建置充電站，供全台車主一個最完整可靠的充電網絡環

境，不論各項公共建案或是執行全台充電站建置計畫，對

綠能環保與環境的保護是飛宏企業社會責任重要的一環。

除了與營運商及車廠合作推動電動車充電設備之外，

飛宏科技近幾年也開始著手與政府合作，配合政府所推出

的計畫實施充電樁設置。就台灣市場來說，為了響應減碳

政策，日前各地方政府已開始進行相關策略設施，如：

2018 年台中市政府偕同飛宏科技於地方停車場設置約 22

支電動車充電樁，方便市民使用，並持續擴增充電樁數量，

計畫於 2019 下半年完成安裝至少 50 台飛宏充電樁。根據

充電樁使用管理後台統計，公司產品在 2018 年總共為各國

各式的電動車充電超過 500 萬度電，減碳量達 3,000 公噸

以上。（以平均一度電排放 0.6kg CO2 計算）。為了進行

高效充電且節省等待時間，飛宏充電樁採用的是數位控制

電源，可根據不同電動車的充電需求電壓調整輸出電壓；

此外未來預計推出以水冷模塊打造的直流充電設備，與現

有的風冷系統比較，除了大幅降低設備運轉時的噪音之外，

並且擴大電壓範圍，使其能夠廣泛應用於更多不同車種。

另外依據台灣 2030 巴士全面電動化的願景，飛宏也持續提

供直流充電設備給多家電動巴士廠商做檢測及實際運營使

用。

按照各國的充電安全規範需求，目前公司部分充電樁

已取得台灣 CNS、大陸 GB、美國 UL、歐洲 CE 以及日本

CHAdeMO 的認證，預定 2019 年將會增加產品於各國的安

規認證，期望藉由公司多年累積的電能轉換技術，透過專

業的軟硬體研發團隊，再配合上市場需求，持續於各地區

推出對環境更友善的綠色永續產品。 此外因申請以上認證

與充電樁性能提升計畫，飛宏在 2018 年共獲得來自於經濟

部之新台幣 $1,100,000 元補助。

2018 年外貿協會舉辦的「創新產品獎」競賽

2018 台北市首條全電動公車路線 - 欣欣客運

2018 台中統聯豐員客運站 - 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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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宏台灣節電成果表（林口總部）】

【能資源耗用表】 單位：焦耳 (GJ)

節能減碳

2018 年飛宏台灣整體用電量較 2017 年減少約 6％，

為達到減緩地球暖化、環境永續及企業競爭力，飛宏台灣

於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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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林口總部全年用電與 2016 年用電基準

年相較節電高達 19.8 萬度（降幅 10.4%）；節省電費達

NTD42.28 萬元（降幅 7.1%）成果斐然，提前達成以 2016

為用電基準年，2020 年前節能達 5% 以上之節電目標。

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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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使用再生能源，亦無對外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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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東莞廠

區能資源消耗統計，與 2017 年相較微幅增加，雖然整體電

力增加 2.4%。但燃油與天然氣部分也持續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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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2018 年之產值與產量皆較 2017 年增加，

總用電量微幅增加 2.4%。但是因為 2018 年四月導入二级壓缩空壓機新技術，由原來需要 4 台 75KW 空壓機生產壓縮空氣，

減少為只需 2 台 110KW 的空壓機即可，所以在 2018 年 4~12 月期間共節省 627,728KW ∙ H 電力，導致 2018 年能源強度實

際是顯著下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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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二級壓縮空壓機新技術，原需要 4 台 75KW 生產壓縮空氣，現只需 2 台 110KW 的就可滿足，2018 年 4~12 月期間節省了 627,728KW ∙ H，約減
排 562 噸 CO2e，年相當於年減排 749 噸 CO2e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與 2016 年
差異

與 2016 年 
差異百分比

用電量 
（度）

1,896,016 1,805,000 1,698,300 ↓ 197,716 ↓ 10.4％

用電費
（元）

5,976,380 5,660,362  5,553,606 ↓ 106,756 ↓ 7.1％

能源類別
2016 年 2017 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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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0 111,117 10,022 116,477 9,185 119,274

柴  油 - 136 - 443 - 121

天然氣 - 300 - 128 - 116

電力能源 單位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能源強度 

2018 v.s. 2017

東莞廠區 東莞廠區 東莞廠區 東莞廠區

電力 KW．H 30,912,623 32,354,730 33,131,750 2.40%

產能（量） 台 174,566,552 138,318,330 157,851,908 14.12%

能源強度 KW/H/ 千台 177 233.91 209.89 -10.27%

產值 NTD NTD 11,211,825,822 11,063,611,182 11,850,324,896 7.11%

能源強度 KW/H/ 萬元 27.57 29.24 27.96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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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

【水資源耗用表】

【溫室氣體碳排放表】

【廢棄物分類表】

  註：2018 年用水強度是引用 2018 年之「平均員工人數」計算

註：2018 年排放強度是引用 2018 年之「平均員工人數」計算
能源
類別

2016 年 2017 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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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8 702,344 11,326 632,949 12,741 622,799

員工人數 464 4,936 459 5342 453 5510
※用水強
度 (噸 /人 ) 31 142 24 111 28 113

廢水排 
放量（噸）

13,039 632,110 10,193 535,404 11,467 560,519

廢棄物類別 ( 噸 )
2016 年 2017 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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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47 3,162 26.211 2,190 28.401 2,278
事業廢棄物（噸） 1.47 1134.49 0.696 1253.25 1.05 1289.64
有害廢棄物（噸） - 183.84 - 233.14 - 234.59
總重量（噸） 28.94 1318.33 26.907 1486.39 29.451 1,524.23

類別／單位
東莞廠區 飛宏台灣

2015 年 2016 年 
（基準年） 2017 年 2018 年 比較

基準年
比較

去年同期
2017 年 
（基準年） 2018 年 比較

去年同期
直接排放 (Scope 1) ／ T-CO2e 650 1,135 1,195 870 -23% -27% 13 13 0%
間接排放 (Scope 2) ／ T-CO2e 19,378 27,204 28,824   28,113 3% -2% 1,521 1,413 -7.1%

總排放／ T-CO2e 20,028 28,339 30,019   28,983 2% -3% 1,534 1,426 -7.0%
員工人數 5,294 4,936 5,362 5,510 12% 3% 460 453 -7%

排放強度（T-CO2e ／人） 3.78 5.74 5.38 5.26 -8.4% -2.2% 3.33 3.14 -5.71%
排放強度（T-CO2e ／百萬元） 2.3 2.6 2.59 2.45 -5.9% -5.6% 0.19 0.18 -5.41%

溫室氣體排放

飛宏科技落實整合碳管理，透過溫室氣體 (GHG) 盤查

來追蹤碳排放量，直接排放計算包括的氣體種類為二氧化
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碳、六氟化硫、
三氟化氮，但不包含生物源 CO2 排放，且根據 IPCC 係數
與計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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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達成上述目標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水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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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程不產生廢水，廢污水皆源自
於日常生活用水，並無使用任何回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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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飛宏台灣為整
體用水量較 2017 年用水量增加 11.1%。東莞廠區用水量較
2017 年下降 1.6%，人均用水量增加 1.8%。

廢棄物管理與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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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2018 年 9 月完成
ISO14001 (2015 版 ) 認證。對於廢棄物的管理，主要透過減廢減碳與污染預防，並恪遵營運所在地的環境相關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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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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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部分廠區自 2010 年進行第一次盤查，且經由勞氏檢驗 (LRQA) 第三方稽核，確認溫室氣體盤查完全符合 ISO 14064-1 標
準。於 2016 年起將盤查範圍擴大至東莞全部廠區，因此飛宏東莞將 2016 年設立為溫室氣體盤查的基準年。此外飛宏台灣也在
2017年開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將 2017年設立為其溫室氣體盤查的基準年。 請見 2018年度溫室氣體 (GHG) 排放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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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成本項目分類 說 明
2018 年支出 (NTD)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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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800

節能耗用成本 為節省資源（如水、電資源 ) 所花費成本 60,000 5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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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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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0

環境管理系統和認證費用

監測環境負荷費用
29,852 1,21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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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環保效益統計表

項目 說明
2018 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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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3,755

環境影響效益 ( 噸 ) 二氧化碳減量 42.393 1,036　

環保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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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