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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降低衝擊的綠色服務

5-1-1 能資源使用

 環境管理系統

大聯大深知環境保護之重要

性，為有效推動與落實環境

管理，大聯大林口倉庫通過

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

統認證，以建立完整組織、

政策及相關管理作為，降低

營運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之

衝擊。

 辦公用紙管理

大聯大控股台灣區各辦公據點於 2015 年起透過多功能事務機租賃整合專案，精化設備的質

與量，取捨不必要或汰除老舊的印表機與傳真機設備，減少不必要的能源耗損。同時，因多

功能事務機建置，實體傳真以電子傳真方式取代，減少紙張及列印使用，另外透過刷卡取件

方式，誤印產生的紙張耗費亦大幅減少，同時管理者更可透過系統產生的報表，進行有效的

分析與管理，以利未來監督與改善。

除了設備精化，耗材的選擇如影印紙，以符合環保規章之品牌為遴選條件，並選用適當的紙

張磅數，避免過度耗用資源。同時提倡紙張單面回收利用，降低用紙量、推廣事務機列印前

確認，減少誤印與重複列印的浪費，並張貼環保標語，加強自發性的環保意識，達到節約節

能的表現。

 水資源管理

大聯大控股暨旗下集團對於水資源使用管理，採取多項節水措施，如選用省水馬桶與水龍

頭、定期進行設備保養與維護、馬桶水箱內置入回收保特瓶、洗手台玻璃張貼節水宣導標

示，定期統計用水量，發現異常立即進行追蹤檢討與改善措施。

大聯大一直以來秉持環境保護、節能省碳等理念進行資源維護與管理，除了汰舊換新，更換並選用節能設備外，亦透過各項宣導提倡與鼓勵員工響應環保，同時積極參與各項綠

色活動，進一步提升環保氛圍與意識。

大聯大為回饋社會，建立「重拾技職教育精神」之社會參與主軸，以產業供應鏈管理的核心能力，透過產學合作、支持教育等方式，培養產業所需專才，期待為社會注入活水，

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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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噸

類別 地區 2015 2016 2017

辦公區域 控股及各集團 28,135 28,516 26,276

物流倉庫

台灣 5,387 7,166 4,705

香港 3,227 3,075 2,799

深圳 3,450 2,477 3,070

總計 40,199 41,234 36,850

註：水資源來源皆為民生用水

 響應愛地球關燈一小時活動

大聯大與荒野基金會合作，向同仁們傳達珍惜地球資源的理念，於三月份最後一個週六晚上

8:30~9:30，運用一小時，在公司及個人家裡關上不必要的電源，台灣區共計 444 名同仁報

名一起響應。

 能源管理

大聯大控股暨旗下集團能源主要來源為電力使用，對於節約電源、減少碳排放之能源管理上採取多項節能措施，並於每月統計用電量，針對異常用量進行追蹤管理，並進行檢

討與改善措施，來達到節約能源之積極作為，2017 年大聯大控股暨旗下集團、物流倉庫總電力使用為 7,482,238 度電 (26,936,056.8 百萬焦耳 )。

水資源使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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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度電

類別 地區 2015 2016 2017

辦公區域 控股及各集團 4,317,842 4,142,589 3,981,854

物流倉庫

台灣  900,400  837,600 938,000

香港 2,228,301 1,967,716 2,236,057

深圳 381,452 326,140 326,327

總計 7,827,995 7,274,045 7,482,238

* 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 公斤 CO2e)

類別 地區 2017

辦公區域 控股及各集團 2,106,401

物流倉庫

台灣 496,202

香港 1,140,389

深圳 172,007

總計 3,914,999

註：台灣地區計算基準使用經濟部能源局公布之 2016 年電力排放係數 0.529 公斤 CO2e/ 度，深圳、香港地

區計算基準分別使用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最新公布之電力排放係數 0.5271 公斤 CO2e/ 度、0.51 公斤

CO2e/ 度。

5-1-2 廢棄物及耗材管理

 辦公室廢棄物管理

大聯大對於辦公室廢棄物管理，主要透過推動辦公室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以及各項環境宣

導，鼓勵員工舉手之勞做環保，冀透過每一個人的隨手環保，為我們居住的土地盡一份心

力。

2017 年起大聯大控股暨旗下集團，針對資源回收進行分類秤重，希望透過秤重統計，進一

步的了解資源回收分類的現況與執行成效。經量化統計，2017 年辦公室可回收廢棄物總回

收量為 13,862 公斤，其中 70% 係提供予慈善機構如慈濟、社福基金會進行回收（不含機

密文件），其餘則由合法廢棄物處理單位進行處理。

 2017 年台灣地區資源回收各項分類統計

電力使用統計

溫室氣體排放統計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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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儲廢棄物管理

大聯大控股營業項目為服務業，有關於廢棄物之管理，將聚焦在倉儲

物流作業上，目前廢棄物大致可分成一般垃圾廢棄物及可回收再利用

廢棄物（紙箱與廢紙類約占 95%、塑膠與鋁罐等約占 5%）兩種，一

般垃圾廢棄物均送到垃圾焚化廠處理，前述廢棄物均委託合法之廢棄

物處理業者，遵循環保相關法令規定清除、處理。2017 年大聯大三

地倉庫並無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被處以罰款的金額。

* 單位：噸

廢棄物種類 處理方式 地區 2015 2016 2017

一般垃圾廢棄物

焚化處理

台灣 60 60 60

香港 150 147 145

深圳 45 45 45

可回收廢棄物

回收再利用

台灣 24 24 24

香港 154 150 178

深圳 18 18 18

廢棄物總量 451 444 470
註：台灣區廢棄物處理量以清運廠商之合約處理量概估之；深圳區廢棄物處理量以人均廢棄物處理量概估之。

 倉庫耗材管理

隨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大聯大倉庫內部除了主動檢視各項節能減及溫室效應等議題外，對於物流過程中所產生的紙箱耗材亦列為重要的綠色作為管理之範疇。

配合物流營運上之必要規範，搭配運用再生紙製品之使用及回收紙箱之使用等兩種型態來達到耗材之回收使用，降低成本，節省消耗。

在商品進貨時，回收可再利用之紙箱循環使用，2017 年回收數量已較 2016 年增加；在商品出貨時，使用再生紙製品所製成的紙箱，透過上述兩項做法使耗材減量及再回收利用，

進而達到節能減碳之成效。

* 單位：公斤

註：2016 年台灣區及深圳區出貨量減少，回收紙箱使用量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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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結合職能的產學計畫

5-2-1 供應鏈管理產學合作計畫

臺灣雖是蕞爾小島，卻是全球著名的生產、設計重要基地，因代工而衍生之上下游各項需求

的經驗，使得供應鏈管理成為臺灣產業之重要環節，但在臺灣供應鏈管理領域專業人才卻是

屈指可數。大聯大教育基金會本著培育及傳承的心，藉著大聯大控股雄厚的市場經驗值加乘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在商業管理豐富的教學累積，由基金會出資，以三年為一期成就了「大

聯大供應鏈管理計畫」，於 2016 年邁入為期三年之第三期。期望透過與政治大學的合作，

為台灣的供應鏈管理做深耕，並能與產業無縫接軌，培育相關供應鏈管理人才。

 計畫目標

2017 年為了讓政大商學院同學們瞭解供應鏈管理的實際運作，由運籌長至

政大商學院進行供應鏈管理之演講，並安排同學們至林口物流倉庫實地參

訪等，加深校園學子們對企業運作的整體多元角度之瞭解。

政大商學院 供應鏈管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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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資訊科技應用合作計畫

大聯大資訊服務部門有感於科技的進步，持續與學術界密切交流、分

享業界經驗，透過產學合作實現產學互惠，使學界理論和業界應用與

時俱進。延續 2016 年大聯大產學合作案，2017 年持續規畫執行一系

列相關專案。

1. 雲林科技大學 - 產學合作案

有鑑於資料經濟時代到來，物聯網、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等

技術的蓬勃發展，與雲林科技大學的老師合作不再僅限於大數據分析，

進而利用文字探勘、圖像與語音辨識等等相關科技應用，期許雙方產

學合作為大聯大帶來更多智能的服務科技延伸。

2. 清華大學 - 產學計畫

大聯大資訊服務部門於 2017 年下半年，因緣際會接觸國立清華大學決

策分析研究室，發現到清大過去在製造業的研究經驗，如利用機器學

習的技術去預測產能與良率改善，亦有些許可應用在大聯大獨特的產

業範圍。此一合作令雙方都非常期待可為大聯大帶來更精準的決策建

議，亦期盼為學界帶來延續深度與廣度的應用。

3. 資訊科技實習生專案

大聯大多年來積極致力於促進企業價值的提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於 2017 年首次舉辦資訊科技科系實習生專案，協助實習生深入了解企

業的工作與產業環境，幫助確立未來職涯的發展方向。同時藉此傳達

大聯大的企業理念：誠信、團隊、專業效能，讓實習生願意開發自己

的潛能，專注學習、嘗試不同的可能，在大聯大不斷成長、有更多機

會接受不同的挑戰，在大聯大的工作舞台上盡情發揮專才。

2017年實習學生共計 13人，其中包含 3位應屆畢業生，共 2位於實習結束後直接轉任成為正式員工，

達成校園職場無縫接軌之目標。

5-3積極參與的社會回饋

大聯大控股暨旗下集團共同本著企業社會責任之願景與核心專長；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信念；

共同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大聯大教育基金會」，整合集團資源與核心競爭能力，透過基金會之平台

銜接各類別、各永續面向的組織，一同發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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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產業支持與回饋

 類別：供應鏈管理 / 企業管理 / 技職教育

 專案緣起

1996 年，台灣啟動了教育改革，我們選擇用鏡頭記錄這個對台灣產生巨大改變的一刻，採集世界各地教育

制度和第一屆教育新制下都市、偏鄉等各地孩子的故事，《海闊天空的一代》紀錄片，旋即造成轟動。

在歷經過教改 10 年之後，時序來到 2006，昔日 15 歲的孩子已然從校園走向了社會。真實的人生中，我們

想要追蹤他們產生了何種改變，因此開拍了《長大以後（又名：教改 10 年後）》。

二十年過去了，天下的鏡頭依舊忠實的記錄著，歷經教改的這一代孩子如今三十而立、承上啟下，將是台灣

走向未來的重要力量。面臨成長的選擇、世代的和解、自我的認同，繼而啟發下一代夢想。他們的故事，也

是你我的故事。期望以此片共同努力打破目前社會的負循環，為台灣凝聚向上的希望，重新建立對美好社會

的嚮往。

 映後座談

1996 年，臺灣教育改革的開端，《天下雜誌》用鏡頭記錄這個對臺灣產生巨大改變的一刻。2006 年，天

下雜誌以《長大以後》( 又名： 教改 10 年後 )，追蹤昔日 15 歲的孩子從校園走向社會的歷程，震撼了整個

教育界。20 年時光荏苒，如今已經 35 歲的他們，再度對著鏡頭，展現他們的人生故事。夢想與現實交織

的道路上，如何勇敢做自己，展現屬於自己的光芒？

 專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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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與大聯大控股公司攜手合作，將這部歷時 20 年追蹤《海闊天空的一代》紀錄片，播放予學生觀賞。為擴大觀影後的影響與思想啟發，在映後舉辦座談，

由大聯大董事長及人資長與學生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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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社會關懷與參與

大聯大響應藝文教育、社會公益及環境保護活動，並與基金會、社會企業、

社福機構等多元團體合作，協助在各面向持續推動相關理念及作為，以共

創美好社會。

類別 對象 內容

藝術人文

教育

財團法人台北市

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

第 25 屆視障音樂節

【EYE 樂 25】慈善音樂會

展翼合唱團
「瞽」樂歡唱，傳愛四方

-2017 年展翼合唱團公益巡演

雲門舞集
支持及贊助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

之藝術創作及表演活動

綠色環境

保護

荒野保護協會 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活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路燈工程管理處
公園綠地認養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

發展協會
參與台灣節能巡邏隊

弱勢教育

培力

夢想之家

青年發展協會

夢想之家青年中心夢想標竿學校

- 課業提升計畫

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澎湖湖西弱勢家庭學童

- 課業輔導計畫

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擁抱未來 - 補救教學計畫

財團法人普仁

青年關懷基金會

推動社會關懷青年，帶動青年關懷社會

為宗旨，推展各類服務方案，全方位關

懷青少年，發展青少年全人教育

社會公益

回饋

義光育幼院 中秋佳節捐贈

家扶中心 愛心捐贈

台北巿南港區西新里 中秋睦鄰活動

地區：台灣區

 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活動

響應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荒野基金會等「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活動」，召集同仁們一

起發揮影響力，號召大家響應隨手關燈、減碳愛地球的行列，並把減碳的觀念及態度推廣出

去，帶動更多的人參與。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的調查指出，只要一個人參與關燈一小時活動，便能減少 0.25 公斤的碳排

放量，台灣區共 444 名同仁報名參加，代表減少 111 公斤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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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政府鼓勵市民參與綠地認養，大聯大於 2011 年起持續認養南港向陽公

園，冀透過綠地維護，營造多樣性的市容景觀，提升整體的生活品質，令鄰

近市民能享有良好的綠色空間，同時亦培育維護環境、保護地球的意念。

世平集團於 2011 年加入台灣節能巡邏隊，跟隨公益節能志工團隊，至各公

司行號、學校等單位進行節能減碳宣導與義務診斷，同時亦提供節能建議。

2017 年共服務 44 小時、11 家公司行號，累計至 2017 年共計服務 156 小時、

39 家公司行號。

 綠色生活 21 天電子報訂閱及徵文活動

為響應世界地球日，大聯大響應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舉辦之「百萬綠行動」，並與社會企業綠

藤生機合作，邀請同仁主動參與訂閱「綠色生活 21 天電子報」。經由電子報每天派送介紹

的一個綠色行動，提醒同仁每日皆養成一個綠色生活的好事習慣，並帶動推廣、影響週遭親

朋好友們。

台灣及大陸地區共計 420 位同仁參加，以每一位同仁在這 21 天內，至少影響同仁們各自做

了 5 項綠色行動，代表總計約響應了 2,100 項綠色生活行動。希望透過這個活動，擴大促

成了更多綠色生活好事行動。

另為加深同仁能將這些綠色生活觀念，更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大聯大舉辦徵文活動，並於

CSR 專區分享，舉辦全員票選活動，不斷的加深同仁綠色生活的觀念，執行綠色生活其實很

簡單，只要小小的一個行動，就可幫助地球資源做更好的運用。本活動共計 71 名同仁投稿，

經由 851 位同仁票選出前十名，公告分享全體同仁知悉。

公園綠地認養

公益節能志工團體台灣節能巡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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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帶動健康生活運動氛圍，大聯大邀請同仁及眷屬一起參加公益路跑活動。

路跑當日低溫又下雨，同仁仍不畏風雨前來，共計 48 名同仁含眷屬一起參

與，更有同仁及家屬為人生首度參與路跑競賽活動。活動主辦單位將每位報

名費 50 元，捐贈至癌症基金會，除培養員工運動好習慣之外，更可幫助癌

友們，展現了大聯大同仁的熱血與愛心。

大聯大與夢想之家合作，協助台北地區的需要幫助的弱勢青少年，同仁親手準備愛心鞋盒的

禮物，交由夢想之家志工親送給需要幫助的青少年，本次活動共為弱勢青少年募集 285 份

愛心鞋盒，將愛心不吝分享給這個社會。

揪團一起去跑步-科技人路跑賽 聖誕愛心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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