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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本公司因體認環境保護為企業永續經營不可缺少的因素，並因應全球環境保護的理念
，建立企業環境管理體系，致力於符合環保概念的產品設計，改善設備及作業環境，
已減少製程產生之廢氣、廢水、噪音、廢棄物並節約能源，妥善資源的回收再利用，
並加強工業安全宣導，持續各項污染的防致，以增強體質，使企業與環境和諧共生永
遠生生不息。

永續環境

我們對環境的承諾為:

在環境管理方針方面，本公司藉由環境管理系統ISO14001「規劃—執行—查核—行動」
（Plan-Do-Check-Act）的模式不斷改善，每年訂定節能、節水、減廢與省資源的目標，並
透過環保委員會定期檢視與追蹤管理，以有效提升整體環境績效。

本公司生產的產品為輪胎製品，主要使用原物料為生膠、人造膠、碳煙、鋼絲等，為
減少對地球資源的開採，也節省採購成本資出，我們採取以下方法，盡可能節約原料
耗損。2014年我們總計使用原物料量共160,328噸，輪胎(含內胎)生產量為150,480噸
，原物料使用強度為0.94，而近三年平均原物料使用強度也控制在0.94左右，未來我
們將持續有效率的使用原物料，以逐年提高原物料使用強度。

遵守各項工安環保法令規定及相關要求。

考量產品生命週期，自設計、原料、製造、貯存、運送、使用至廢棄各階段過程中，
均致力於技術及方法持續改善，以降低對環境衝擊與安全提昇。

建立公司內、外健全的溝通管道並對承包商、協力廠宣導環保理念。

持續推動環保教育，建立完整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

調整製程參數降低原物料之耗損。

尋求副材替代品，並降低使用量或去副材化。

定期檢討材料使用量合理性。

尋找高強度輕量化之補強材來替代。

能資源減量
資源管理

使用強度 0.94 0.95 0.94

2012年年    度 2013年 2014年

原物料使用強度

註: 原物料使用強度=產品總重量(噸)/消耗總物料(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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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本公司因體認環境保護為企業永續經營不可缺少的因素，並因應全球環境保護的理念
，建立企業環境管理體系，致力於符合環保概念的產品設計，改善設備及作業環境，
已減少製程產生之廢氣、廢水、噪音、廢棄物並節約能源，妥善資源的回收再利用，
並加強工業安全宣導，持續各項污染的防致，以增強體質，使企業與環境和諧共生永
遠生生不息。

永續環境

我們對環境的承諾為:

在環境管理方針方面，本公司藉由環境管理系統ISO14001「規劃—執行—查核—行動」
（Plan-Do-Check-Act）的模式不斷改善，每年訂定節能、節水、減廢與省資源的目標，並
透過環保委員會定期檢視與追蹤管理，以有效提升整體環境績效。

本公司生產的產品為輪胎製品，主要使用原物料為生膠、人造膠、碳煙、鋼絲等，為
減少對地球資源的開採，也節省採購成本資出，我們採取以下方法，盡可能節約原料
耗損。2014年我們總計使用原物料量共160,328噸，輪胎(含內胎)生產量為150,480噸
，原物料使用強度為0.94，而近三年平均原物料使用強度也控制在0.94左右，未來我
們將持續有效率的使用原物料，以逐年提高原物料使用強度。

遵守各項工安環保法令規定及相關要求。

考量產品生命週期，自設計、原料、製造、貯存、運送、使用至廢棄各階段過程中，
均致力於技術及方法持續改善，以降低對環境衝擊與安全提昇。

建立公司內、外健全的溝通管道並對承包商、協力廠宣導環保理念。

持續推動環保教育，建立完整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

調整製程參數降低原物料之耗損。

尋求副材替代品，並降低使用量或去副材化。

定期檢討材料使用量合理性。

尋找高強度輕量化之補強材來替代。

能資源減量
資源管理

使用強度 0.94 0.95 0.94

2012年年    度 2013年 2014年

原物料使用強度

註: 原物料使用強度=產品總重量(噸)/消耗總物料(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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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能源管理是我們對環境的基本承諾，在總廠已成立能源管理組織，每年設定節能
目標與執行方案。對於能源使用情形，本公司以電力、重油、柴油與天然氣為主，
2014年能源使用量為1,911,823 GJ，使用強度為12.70 GJ/噸，近三年能源使用強度已
呈現逐年降低趨勢，2014年相較2013年使用強度降低7%。

從2009年起本公司各廠已陸續推動多項節能方案，近三年節能主軸面向則放在廠務設備
最佳化、舊設備汰換與節能控制管理等，共計每年約可減少電力5,905,285度，且將完全
不使用重油，以及CO2排放量12,693噸。2015年節能目標為節省電力1%、熱能1%。

能源管理

能源使用情形

使用強度 14.86 13.67 12.70

2012年年    度 2013年 2014年

能源使用強度

註: 能源使用強度=千兆焦耳(GJ)/產品總重量(噸)。

2012年單    位 2013年 2014年

用電量 度

公秉重油用量

公升

立方公尺

千兆焦耳(GJ)

24,452

99,220

10,218,384

2,255,499

柴油用量

天然氣

總熱值

257,551,300

13,514

98,640

20,300,785

2,074,982

235,727,700

3,369

66,400

29,718,142

1,911,823

216,361,900

近三年節能方案

廠區 節能方案
減碳效益

總廠

二廠

三廠

中庄廠

溪州廠

空壓機主管路節能
重油鍋爐改天然氣
行政大樓空調循環泵浦節能
Q棟冰水管路節能
加硫BE棟溫水泵浦控制節能
溫水系統節能
備載電力電壓器溫機控制節能
行政大樓與實驗中心飲水機用電節能
舊水池冷卻回收水散熱馬達控制節能

高壓空壓機節能
水銀燈改用節能燈
冷卻水塔系統改善
給水設備系統改善

生胎輸送帶截短路徑改善
加硫外壓排冷凝水回收桶改善
水池過濾槽清洗排放水回收

BO-017節煤器更新
製程區照明設備改裝節能T5燈具或省
電燈具
吸附式乾燥機改善

履帶作業區水銀燈節能
押出輪筒輸送帶節能
加硫作業區工業用扇自動斷電定時
改善
油壓裁斷機改裝節能 T5 燈管
二廠避難方向燈改節能LED改善
成型廠房旁走道日光燈增設自動檢
滅燈改善

4,241,107度電
2,912公秉重油

15,970度電

201,881度電

28,539度電

1,417,788度電
193公秉重油

11,306 噸CO2e

8.49 噸CO2e

108.1噸CO2e

15.5噸CO2e

1255.53噸CO2e

節能效益

方案導入後 方案導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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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能源管理是我們對環境的基本承諾，在總廠已成立能源管理組織，每年設定節能
目標與執行方案。對於能源使用情形，本公司以電力、重油、柴油與天然氣為主，
2014年能源使用量為1,911,823 GJ，使用強度為12.70 GJ/噸，近三年能源使用強度已
呈現逐年降低趨勢，2014年相較2013年使用強度降低7%。

從2009年起本公司各廠已陸續推動多項節能方案，近三年節能主軸面向則放在廠務設
備最佳化、舊設備汰換與節能控制管理等，共計每年約可減少電力5,905,285度、重油
3,105公秉，以及CO2排放量12,693噸。2015年節能目標為節省電力1%、熱能1%。

能源管理

能源使用情形

使用強度 14.86 13.67 12.70

2012年年    度 2013年 2014年

能源使用強度

註: 能源使用強度=千兆焦耳(GJ)/產品總重量(噸)。

2012年單    位 2013年 2014年

用電量 度

公秉重油用量

公升

立方公尺

千兆焦耳(GJ)

24,452

99,220

10,218,384

2,255,499

柴油用量

天然氣

總熱值

257,551,300

13,514

98,640

20,300,785

2,074,982

235,727,700

3,369

66,400

29,718,142

1,911,823

216,361,900

近三年節能方案

廠區 節能方案
減碳效益

總廠

二廠

三廠

中庄廠

溪州廠

空壓機主管路節能
重油鍋爐改天然氣
行政大樓空調循環泵浦節能
Q棟冰水管路節能
加硫BE棟溫水泵浦控制節能
溫水系統節能
備載電力電壓器溫機控制節能
行政大樓與實驗中心飲水機用電節能
舊水池冷卻回收水散熱馬達控制節能

高壓空壓機節能
水銀燈改用節能燈
冷卻水塔系統改善
給水設備系統改善

生胎輸送帶截短路徑改善
加硫外壓排冷凝水回收桶改善
水池過濾槽清洗排放水回收

BO-017節煤器更新
製程區照明設備改裝節能T5燈具或省
電燈具
吸附式乾燥機改善

履帶作業區水銀燈節能
押出輪筒輸送帶節能
加硫作業區工業用扇自動斷電定時
改善
油壓裁斷機改裝節能 T5 燈管
二廠避難方向燈改節能LED改善
成型廠房旁走道日光燈增設自動檢
滅燈改善

4,241,107度電
2,912公秉重油

15,970度電

201,881度電

28,539度電

1,417,788度電
193公秉重油

11,306 噸CO2e

8.49 噸CO2e

108.1噸CO2e

15.5噸CO2e

1255.53噸CO2e

節能效益

方案導入後 方案導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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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參考ISO14064-1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程序，自願性每年揭露溫室氣體排放量。
2014年排放量為188,606噸CO2e，其中範疇1直接排放量為75,882噸CO2e、範疇2間接
排放量為112,725噸CO2e。而在排放強度的部分，近三年每噸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已
有逐年降低趨勢，2014年為1.25，相較2013年降低9.4%，可見節能推動已見成效。

此外，依台灣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申報管理辦法規定，本公司被列為第二批應申報對
象(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溫室氣體大於2.5萬公噸CO2e)，應於2015年8月底前完成2014
年度之盤查及登錄，為符合法規，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已經由第三方查證完成，以建立
完整盤查程序並提高數據品質。

註: 範疇1包括固定(如鍋爐重油、天然氣燃燒)、移動(如汽、柴油車輛)與逸散排放源(如
化糞池)；範疇2則為外購電力之排放源。

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範疇1(直接排放量)

範疇2(間接排放量)

合計排放量

123,050

209,895

86,845

137,017

235,752

98,735

112,725

188,606

75,882

單位  噸CO2e

註: 排放強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e) /產品總重量(噸)。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排放強度 1.381.55 1.25

因環境氣候變遷，水資源日益貧乏，不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已受到水資源日漸
減少的影響。面對台灣地區雨、旱季越來越明顯，水資源條件不佳的困境，供水穩定
為企業營運所關注的議題。我們所使用的水源包括自來水與地下水，抽取地下水之各
水井皆持有主管機關核發之水權狀，按水權狀核可量運作。2014年總用水量為
1,304,583噸。
本公司雖使用地下水源但也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基於環境保護與企業永續之立場，
公司內部早已推動冷卻用水專管回收循環再利用，鍋爐蒸氣回收等，並宣導節約用水
，水龍頭加裝省水器等。本公司RO逆滲透主要供應給鍋爐使用，逆滲透後之廢水再
引入冷卻用水循環使用，避免水源之浪費。

水資源節約

水資源使用情形

450,552433,848 484,639

1,405,2341,432,669 1,304,583

954,682998,821 819,944

RO給水系統

單
位
:
噸

年度

2012 2013 2014

自來水

地下水

總用水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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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參考ISO14064-1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程序，自願性每年揭露溫室氣體排放量。
2014年排放量為123,521噸CO2e，其中範疇1直接排放量為24,040噸CO2e、範疇2間接
排放量為99,481噸CO2e。而在排放強度的部分，近三年每噸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已
有逐年降低趨勢，2014年為0.82，相較2013年降低17.2%，可見節能推動已見成效。

此外，依台灣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申報管理辦法規定，本公司被列為第二批應申報對
象(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溫室氣體大於2.5萬公噸CO2e)，應於2015年8月底前完成
2014年度之盤查及登錄，為符合法規，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已經由第三方查證完成，
以建立完整盤查程序並提高數據品質。

註: 範疇1包括固定(如鍋爐重油、天然氣燃燒)、移動(如汽、柴油車輛)與逸散排放源(如
化糞池)；範疇2則為外購電力之排放源。斗六廠區尚未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故未納入統
計。

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範疇1(直接排放量)

範疇2(間接排放量)

合計排放量

103,254

150,657

47,403

113,877

190,184

76,307

99,481

123,521

24,040

單位  噸CO2e

註: 排放強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e) /產品總重量(噸)。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排放強度 0.991.25 0.82

因環境氣候變遷，水資源日益貧乏，不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已受到水資源日漸
減少的影響。面對台灣地區雨、旱季越來越明顯，水資源條件不佳的困境，供水穩定
為企業營運所關注的議題。我們所使用的水源包括自來水與地下水，抽取地下水之各
水井皆持有主管機關核發之水權狀，按水權狀核可量運作。2014年總用水量為
1,304,583噸。
本公司雖使用地下水源但也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基於環境保護與企業永續之立場，
公司內部早已推動冷卻用水專管回收循環再利用，鍋爐蒸氣回收等，並宣導節約用水
，水龍頭加裝省水器等。本公司RO逆滲透主要供應給鍋爐使用，逆滲透後之廢水再
引入冷卻用水循環使用，避免水源之浪費。

水資源節約

水資源使用情形

450,552433,848 484,639

1,405,2341,432,669 1,304,583

954,682998,821 819,944

RO給水系統

單
位
:
噸

年度

2012 2013 2014

自來水

地下水

總用水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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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秉持遵循法規，改善環境品質，降低環境污染之原則，透過有效的環境管理系
統之內部稽核方式，定期自我檢視污染預防情形與污染防制設備妥善率，若遇缺失即
時矯正。然而2014年我們仍有1件違反環保法規，為未依核可事項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三氯甲烷、重酪酸鉀、1,4二氧陸圜)，致遭受主管機關以違反毒化物管理法第13條
第4項予以處罰，後續已向主管機關新申請核發許可證，並確實依許可濃度運作，同
時也加強各類許可證管理，以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污染預防

近三年空氣污染排放量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粒狀物

79.2

8.1

112.9

122.8

16.5

181.1

56.3

3.3

VOC

合計

115106 150

315.2426.4 255.7

46.1

單位:噸

廢棄物產生量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生活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發棄物

5,100

0.0000206

572

3,379

0.816

564

4,735

0.466

合計 5,6723,943 5,105

370

單位:噸

近三年廢水排放量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廢水處理量(M3) 468,852380,026 460,357

單位:噸

輪胎業空氣污染物來源主要為製程逸散與鍋爐燃燒所產生的廢氣，其污染物的種類包
括有粉塵、粒狀物、硫化氣體、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VOC)及臭味等。針對各類
污染物的防制我們主要重點放在提高管末處理效率與進行嚴密的監控。歷年的空氣污
染排放量已呈下降趨勢，主要與重油鍋爐替換為較環保之天然氣鍋爐有關。

空氣污染防制

針對日常營運產生的廢水，本公司皆依照法令規範進行廢水排放作業，並確保放流水
的水質在「放流水標準」之限值內。此外，我們也透過鍋爐用水改用RO純水，讓殘
水可回收於製程使用；及製程用水逆洗水回收使用等方法，以減少廢水排放。2014
年我們未發生嚴重洩漏，以及排放廢水至受保護生物棲息地之情況。

廢水管理

目前廠內廢棄物均依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執行，委託合格專業之環保公司處
理，並追蹤掌握廢棄物最終流向。可回收(下腳品)廢棄物包含廢橡膠、金屬類廢棄物
、廢塑膠、廢棧板及廢紙/紙箱等，經分類收集後交由當地合格回收業者進行回收。
對內公告應回收再利用之廢物品及容器，建立分類回收制度。除遵循法規進行廢棄物
處置外，我們也採取以下作法，以盡可能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分類回收，減少清運之種類及數量

公司自主一、二、三級保養，以定期維護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逐步導入環保材質之耗材及原材料

依公告類別委託再生機構，處理公司相關可回收(下腳品)廢棄物

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員工發給個人餐具、餐廳使用不鏽鋼餐具可供重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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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秉持遵循法規，改善環境品質，降低環境污染之原則，透過有效的環境管理系
統之內部稽核方式，定期自我檢視污染預防情形與污染防制設備妥善率，若遇缺失即
時矯正。然而2014年我們仍有1件違反環保法規，為未依核可事項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三氯甲烷、重酪酸鉀、1,4二氧陸圜)，致遭受主管機關以違反毒化物管理法第13條
第4項予以處罰，後續已向主管機關新申請核發許可證，並確實依許可濃度運作，同
時也加強各類許可證管理，以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污染預防

近三年空氣污染排放量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粒狀物

79.2

8.1

112.9

122.8

16.5

181.1

56.3

3.3

VOC

合計

115106 150

315.2426.4 255.7

46.1

單位:噸

廢棄物產生量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生活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發棄物

5,100

0.0000206

572

3,379

0.816

564

4,735

0.466

合計 5,6723,943 5,105

370

單位:噸

近三年廢水排放量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廢水處理量(M3) 468,852380,026 460,357

單位:噸

輪胎業空氣污染物來源主要為製程逸散與鍋爐燃燒所產生的廢氣，其污染物的種類包
括有粉塵、粒狀物、硫化氣體、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VOC)及臭味等。針對各類
污染物的防制我們主要重點放在提高管末處理效率與進行嚴密的監控。歷年的空氣污
染排放量已呈下降趨勢，主要與重油鍋爐替換為較環保之天然氣鍋爐有關。

空氣污染防制

針對日常營運產生的廢水，本公司皆依照法令規範進行廢水排放作業，並確保放流水
的水質在「放流水標準」之限值內。此外，我們也透過鍋爐用水改用RO純水，讓殘
水可回收於製程使用；及製程用水逆洗水回收使用等方法，以減少廢水排放。2014
年我們未發生嚴重洩漏，以及排放廢水至受保護生物棲息地之情況。

廢水管理

目前廠內廢棄物均依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執行，委託合格專業之環保公司處
理，並追蹤掌握廢棄物最終流向。可回收(下腳品)廢棄物包含廢橡膠、金屬類廢棄物
、廢塑膠、廢棧板及廢紙/紙箱等，經分類收集後交由當地合格回收業者進行回收。
對內公告應回收再利用之廢物品及容器，建立分類回收制度。除遵循法規進行廢棄物
處置外，我們也採取以下作法，以盡可能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分類回收，減少清運之種類及數量

公司自主一、二、三級保養，以定期維護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逐步導入環保材質之耗材及原材料

依公告類別委託再生機構，處理公司相關可回收(下腳品)廢棄物

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員工發給個人餐具、餐廳使用不鏽鋼餐具可供重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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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充分了解取得社區居民與地方政府機關的認可，工廠才可以永續生產。因此我們按照ISO
環境管理系統中「環境溝通程序」作業原則，確實與外界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與對話，使
其理解本公司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與管理。各廠平常主要透過不定期與廠區附近社區、鄰里之地
方活動，與鄰里長與居民建立通暢的溝通管道，另外若各廠區周遭居民或外界相關團體，對於
生產過程中對當地有環境衝擊上的疑慮，本公司也提供電話申訴管道。當各廠接到電話申訴時
，其過程會詳實記錄於「外部溝通記錄表」，如有任何改善事項，則由權責單位根據申訴內容
進行改善，並由安全衛生部追蹤。2014年共有7件溝通事件，其中2件為廠區附近居民對環境污
染申訴，我們相當重視，並已進行妥善的處理與充分溝通，當年度2件申訴案件已全部結案。

環境溝通

2014年對外環境溝通案件

日期 發生廠址 外部機構 溝通摘要 建議改善事項 廠內處理情形

04/18 總廠

無

住戶表示夜晚工
廠內馬達噪音(
不定時)吵雜導
致他無法入眠，
多次投訴環保機
構無效，要求我
方處理。

中清產業
道路與東
港路口住
戶黃先生

於今日04/18晚間，由
安全衛生部至住戶家外
量測噪音值，並口頭給
予承諾，隔音牆在一週
內動工，待完工後再看
是否還有噪音問題。廠
內隔音牆外牆已於4/23
施作完成，隔音棉及內
牆待料中，另日施工。
施工前(04/21) 廠外噪
音:48.8~52dBA；施工
後 (04/23 )噪音值
:46.6~51dBA

日期 發生廠址 外部機構 溝通摘要 建議改善事項 廠內處理情形

07/14 中庄廠 中庄廠
北側商家

中庄場北側商家
停放於中山路旁
之汽車，近日來
常有黑色黏性微
粒布滿汽車，造
成汽車髒汙，懷
疑為中庄廠所排
放之汙染

附近民眾檢舉，
聞到濃濃的惡臭
味，疑似正新斗
六廠排放，環保
局人員到廠後並
無發現異味及異
常，故於查核紀
錄會簽後離開。

商家希望我司查
明原因

安全衛生部會同中庄廠
務股長於現場了解。也
向商家表達了廠內製程
遵守環保法規之要求，
並不會造成該黏性微粒
子。該黏性微粒用沾溼
之抹布擦拭即可去除。
另檢視中庄廠北側巷道
、員工停車場、及中庄
廠大門前等週遭環境看
是否有相同情況，只有
在靠近大馬路旁的門前
有發現少數黏性微粒。
我司亦自行採樣檢驗。
經分析室該物質分析非
為我司所產生之物質，
已告知環保局並結案。

07/29 斗六廠 環保局
稽查隊

其要求確保相關
污染防治設備之
操作正常。

相關污染防治設備運作
查核，確保作業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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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充分了解取得社區居民與地方政府機關的認可，工廠才可以永續生產。因此我們按照ISO
環境管理系統中「環境溝通程序」作業原則，確實與外界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與對話，使
其理解本公司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與管理。各廠平常主要透過不定期與廠區附近社區、鄰里之地
方活動，與鄰里長與居民建立通暢的溝通管道，另外若各廠區周遭居民或外界相關團體，對於
生產過程中對當地有環境衝擊上的疑慮，本公司也提供電話申訴管道。當各廠接到電話申訴時
，其過程會詳實記錄於「外部溝通記錄表」，如有任何改善事項，則由權責單位根據申訴內容
進行改善，並由安全衛生部追蹤。2014年共有7件溝通事件，其中2件為廠區附近居民對環境污
染申訴，我們相當重視，並已進行妥善的處理與充分溝通，當年度2件申訴案件已全部結案。

環境溝通

2014年對外環境溝通案件

日期 發生廠址 外部機構 溝通摘要 建議改善事項 廠內處理情形

04/18 總廠

無

住戶表示夜晚工
廠內馬達噪音(
不定時)吵雜導
致他無法入眠，
多次投訴環保機
構無效，要求我
方處理。

中清產業
道路與東
港路口住
戶黃先生

於今日04/18晚間，由
安全衛生部至住戶家外
量測噪音值，並口頭給
予承諾，隔音牆在一週
內動工，待完工後再看
是否還有噪音問題。廠
內隔音牆外牆已於4/23
施作完成，隔音棉及內
牆待料中，另日施工。
施工前(04/21) 廠外噪
音:48.8~52dBA；施工
後 (04/23 )噪音值
:46.6~51dBA

日期 發生廠址 外部機構 溝通摘要 建議改善事項 廠內處理情形

07/14 中庄廠 中庄廠
北側商家

中庄場北側商家
停放於中山路旁
之汽車，近日來
常有黑色黏性微
粒布滿汽車，造
成汽車髒汙，懷
疑為中庄廠所排
放之汙染

附近民眾檢舉，
聞到濃濃的惡臭
味，疑似正新斗
六廠排放，環保
局人員到廠後並
無發現異味及異
常，故於查核紀
錄會簽後離開。

商家希望我司查
明原因

安全衛生部會同中庄廠
務股長於現場了解。也
向商家表達了廠內製程
遵守環保法規之要求，
並不會造成該黏性微粒
子。該黏性微粒用沾溼
之抹布擦拭即可去除。
另檢視中庄廠北側巷道
、員工停車場、及中庄
廠大門前等週遭環境看
是否有相同情況，只有
在靠近大馬路旁的門前
有發現少數黏性微粒。
我司亦自行採樣檢驗。
經分析室該物質分析非
為我司所產生之物質，
已告知環保局並結案。

07/29 斗六廠 環保局
稽查隊

其要求確保相關
污染防治設備之
操作正常。

相關污染防治設備運作
查核，確保作業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