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爭向上
的精神

• 環境承諾與願景

• 智慧創能

• 低碳管理

• 資源管理

綠色共生
2

產業報國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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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官合作研發潔淨能源創能及儲能系統

• 嚴謹的 2 階段環境管考機制

• 台灣松下電器榮獲 2020 年新北市智慧節能企業「智慧節能產業組特優獎」章節亮點

章節重大主題 - 能源管理

 對松下的意義 承襲全球 Panasonic 環境願景 2050「耗能 < 創能」，台灣 Panasonic 集團將
能源管理視為產品設計及生產中重大議題之一，並配合全球 Panasonic 集團進
行每三年 (2019-2021) 階段性檢討，期望藉由能源管理達到「耗能 < 創能」之
目標。

 松下的承諾 •  針對能源管理，加強控管因用電量及範疇二增加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  透過積極汰換老舊耗能設備，優先使用節能設備，確保每年減少能源使用，
近年各主要製造工廠皆穩定減少能源使用量。 

•  秉持與地球環境共存之精神，持續改善能源使用效率與汰換高耗能設備，期
望能為保護地球環境貢獻心力。

 松下的目標 短期：2019-2021 年每年節電 1％。

中長期：達成全球 Panasonic 環境願景 2050「耗能 < 創能」。

 申訴與溝通機制 定期舉辦相關社內外環保活動，蒐集員工及外部利害相關人意見並持續改進。

 具體實績與專案 •  集團節能約 2,407,223 度，節碳量約 1,398.6 噸。

•  2020 年台灣 Panasonic 集團於節能專案共投入 12,637,000 元。

2-1 環境承諾與願景

台灣 Panasonic 集團深知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與急迫性，為兼顧「更舒適

生活」和「與地球環境永續發展」兩大面向，於 2017 年制定「Panasonic

環境願景 2050」目標，除儘量降低公司營運活動、製品及服務過程中對

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外，更以創能‧儲能‧節能‧能源管理為四大主軸

開發環境友善的產品及技術方案，期望商品使用帶來的能源效益大於能

源使用，積極構築「耗能 < 創能」的永續發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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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在地經營‧回饋台灣社會」的精神，台灣 Panasonic 集團架構在地綠色推廣方針，並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致力提昇能源效率，追求潔淨能源與更舒適生活品質的社會。

• 製造公司全面依循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 設定環境目標與標的並實施審查

• 遵守環境相關法規、規定及組織訂定之績效標準

• 全面推行節能減碳、污染防治、廢棄物管理等綠色方案

• 降低生產、服務及商業活動之環境衝擊

• 推廣環境方針至供應夥伴

2-1-1 綠色行動計劃 2021

自 2011 年率先同業發表環境宣言後，台灣 Panasonic 集團每三年與全球 Panasonic 集團一同訂定下一階段之挑

戰以推進 Panasonic 環境願景 2050，並於 2018 年達成目標後重新制定了適用於 2019 年至 2021 年之「綠色行

動計畫 2021」，本階段重點課題為「能源」和「資源」。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5年

制定 2022-2024
綠色行動計劃

取得清潔 
生產認證

全製造公司 
發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使用
達總用電 10%

能
耗

使用的能源

創造的能源

2050

Panasonic環境願景 2050

耗能  創能

為實現「A Better Life（更美好的生活）」以及「永續全球

環境」，Panasonic 致力朝向創造並提升能源有效利用，超

越所用能源量，追求潔淨能源與更舒適生活品質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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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總目標

台灣松下電器

目標
2020 年
達成情形

2020 年
達成作為

能源

相對於所用能源總量，擴大創能總
量的比率

‧	每年節電 1％

‧CO2 排量原單位
5 對前年比減少
１％

 

‧	較 2019 年度節省用電量
5.51%

‧	CO2 排量原單位對前年
比減少 17.2%

產品

‧	增加產品與服務的節能效率

‧	擴大創能相關事業

‧	利用 AI/IoT 產品與服務達
到節能產品與服務之功效

工廠

‧	推廣零碳排工廠

‧	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或購買

‧	在生產過程中達到節能效果

資源

‧	創造循環經濟商業模式

‧	減少資源消耗並採用永續性原料

‧	工廠端藉由廢棄物回收達到零廢
棄物之目標

資源再利用率達
99.5% 以上

 

‧	7.79% 一般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回收及再生使用

‧	除掩埋外於可再利用、
回收及再生使用之資源
實際化率達 100%

化學 
物質

將生產活動與產品中化學物質對環
境的負荷降到最低

產品停止使用有害
物質

 
符合歐盟 2019 年 7 月發佈
之 RoHS 2.0 法令

用水 生產活動中減少用水量
用水原單位 6 對前年
比降低１％

 
原單位對前年比減少
19.1%

生物 
多樣性

推廣永續性原物料採購
持續評估供應商之
環境績效

 

台灣 Panasonic 集團遵照
全球 Panasonic 政策，對
供應商之環境績效有嚴格
評估，並於可行範圍內陸
續採購永續性原料

在地 
社區

於在地社區推廣環境倡議並教育下
一世代

不定期舉辦及推廣
環境教育

 

與環境教育推行業者合作，
2020 年 共 辦 理 4 場、414
人次的小學生到校節能宣
導教學活動

法令 
遵循

確保符合當地環境法規 零環境違規   
本年度無任何環境法規相
關違規事項

註 5： CO2 原單位為 CO2 排放量 ( 千噸 )/ 當年度銷售額 ( 百萬元 )

註 6： 用水原單位為用水量 ( 千噸 )/ 當年度銷售額 ( 百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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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機制，台灣松下電器積極達成各項目標，也以更嚴苛的標準要求自己，設定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前年減少

1% 之目標並成功達標。我們期望未來持續進步，透過進一步的和全球 Panasonic 集團之合作，於本期環境目標

中有所貢獻，也希望能透過積極的協助與溝通將此願景推廣到台灣在地合作夥伴，加深供應鏈協作關係並加速推

進環境願景的實現。

環境部門每月監控全公司能源使用量、水使用量與廢棄物產生量，並進行目標達

成比對，若有異常狀況需進行分析與改善。

環境部門將環境績效登錄於全球 Eco system 線上系統，由日本總部監控能資源

使用情形，若有異常須回報差異說明及改善計劃。

2-1-2 環境法規遵循

台灣松下電器致力於提供安全可靠的產品，並將產品在客戶使用期間及廢棄處置後對人體健康和環境影響列入重

要考量。為防止工廠地區的環境污染及附近居民的負面影響，我們持續努力改善生產方式，並定期檢視內部系統

運作情形。集團各公司亦定期關注環保政策的發展與法規的制定、更新，確保系統、設備及營運皆符合法規與作

業規範。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於 2019 年導入法規雲端資

料庫，系統主動通知政府法

規公告網站新增與修正之法

規訊息。

環安部門每季彙整環安衛相

關法規進行自主守規評估，

並傳達相關部門以確保合規。

集團內製造公司相互監察環境法規情形，

並與全球總公司每月交流環境管理作為。

定期舉辦員工及承攬商環境

法規教育訓練。 

環安衛專責人員定期 ( 每周

至少一天定期巡檢 ) 與不定

期進行廠內巡檢，確保落實

守規。

台灣 Panasonic 集團於環安衛法規遵循管理

台灣 Panasonic 集團設有嚴謹的兩階段環境管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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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綠色家電

Panasonic 家電商品搭載多項智慧節能科技，並可透過 Smart App 與智慧型手機連動，實現各種家電用電量的

可視化節能，為消費者打造兼具生活品質與永續價值的優質居住環境。

2-2 智慧創能

全球 Panasonic 集團制定「環境願景 2050」計畫，竭力邁向 2050 年「創造能源」超越「所用能源」的願景。由

於電器產品在使用時比生產過程中消耗更多的能源，Panasonic 致力於以「節能」、「創能」、「儲能」和「能

源管理」四個概念全面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們會繼續努力，為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提供新價值，讓每一位使用

者在使用舒適安全的產品之餘，也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採用日本最新一代晶片，可以精準控頻，

讓壓縮機的效能完全發揮，智慧調整壓縮

機頻率、膨賬閥開度及風扇轉速，依據負

荷調控電流，降低耗損，維持恆溫舒適，

發揮最高效能，達到省電節能的最佳狀態。

省電安靜、安全耐用、榮獲歐美多國品質

認證。通過強大磁力來確實調控及提昇馬

達的運轉效率，讓空調更節能更省電。

原廠高效率
壓縮機

AI
控頻晶片

主動偵測室內人的活動位置、感應日照變

化程度、調節氣流及分流量，能更有效調

節溫度，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舒適的空調，

達到節能省電的最佳效果。

智慧
節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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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Panasonic 集團推動智慧居家解決方案，開發「Smart App」提供遠距家電控制服務，

讀消費者除了可以透過手機輕鬆操控、管理家電的運作，也解決了一般消貴者需要等待冷

氣開機丶冰箱食物經常過期、沒有時間曬衣服的日常家電使用問題，並進一步達到節能、

省電的效果。

室內機及室外機皆採用無刷式 DC 直流馬達，

能夠平順地調節風量，高效能線圈與強力磁

石設計，能提昇馬達效率，有效降低耗電、

同時減少發熱，延長使用壽命。

螺旋氣流扇設計：

有效排出熱風，幫助系統散熱。

扇葉尖端設計：

最佳風扇形狀的設計，降低風切的聲音，有

效減少噪音。

扇葉裏面凹洞設計：

如同高爾夫球表面般凹洞設計，能降低風阻，

讓風流更順暢，可將風送的更遠。

高效率蒸發器及散熱氣更省

電，與以往機種相比，增大室

內機蒸發器及室外機散熱器，

以提高效能。散熱器銅管內部

採用螺紋式設計，搭配鰭片採

多縫式風窗設計，能有效增加

冷媒流速與散熱效率。

採低風阻大風道設計，風扇

及風道加大，讓出風氣流更

順暢，產生更強的風力，達

到瞬速冷、暖房效果，更可

有效降低噪音。

直流
變頻馬達

高效率蒸發器
及散熱器

雙葉風扇
高效節能

全新設計
的風道

Smart App
智慧居家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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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節能住宅

Panasonic 於住宅中導入 SUMAie 智慧家居系統，家電可與全熱交換器、環境感知器、智慧家居系統主機等能源

管理設備連結，並研發 IAQ 智慧空氣品質系統，自動改善從室外流入的空氣品質，全方位的實現舒適的家居生活。

此 外， 我 們 引 入 日 本 工 法 建 造 高 斷 熱、 高 氣 密、 省 能 源 的 環 保 創 意 住 宅， 獨 家 研 發 出 空 氣 調 節 技 術 

「PURETECH」，具備先進優異的斷熱性及氣密性結構，讓地板下的新鮮空氣自然循環於家中，並輔以天然調濕

素材，除了節省能源之外，更有效控制濕度。

Panasonic 積極推動家電汰舊換新，提供消費者高能源效率家電。

註 1：以十年前 EER 值舊商品為比較基礎
註 2：銷售數量以年度空調銷售目標台數 30 萬台、除以每戶家庭 4 台，大約 7.5 萬個家庭計算得出

冷氣

當偵測到濾網需要清
潔 時，Smart App 將
主 動 送 出 推 播 通 知，
維護居家的空氣品質；
並可於 APP 中確認每
月累積電費及用電趨
勢圖。

冰箱

結合食材建檔、即期提
醒通知、庫溫調節等功
能以確保食材新鮮度，
並有追蹤冰箱溫度及
ECONAVI/nanoe ™是
否開啟等實用功能。

除濕機

主動感知適合人體的
最 適 濕 度， 當 實 際 濕
度 達 到 設 定 濕 度 時，
則 自 動 停 止 運 轉。 並
透過空氣過濾網協助
抑 菌、 除 塵 脫 臭 及 抗
過敏。

洗衣機

當洗衣完成時將主動
發 送 推 播 通 知， 若 無
法 即 時 晾 衣， 即 可 啟
動「延後晾衣」功能。
洗衣機將會主動釋放
nanoe ™ ，消除異味；
再定時翻動洗好的衣
物，防止悶臭。

運用自然的力量節能換氣
實現健康舒適的環保創意住宅

來自地表的輻射熱

太陽光

以 CSPF 值能源效率 1 級的冷氣為例 
每年可為台灣家戶節約

用電度數 202 百萬度

相當於種下

40 億棵樹

減下1/5座
核2廠1號機發電量（H）

或是約 80 萬座大安森林公園的碳吸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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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RI
創蓄系統連結

PTW 
EMS Server

SMART 照明・IAQ 住宅

SUMAie HGW 

Panasonic Smart 住宅家電系統

未來環境型「舒適、健康住宅」

IAQ 是指室內的空氣品質、對供氣、循環、

排氣，做最合適的控制。

健康的空氣環境，抑制病毒黴菌，實現

舒適的空間環境。

IAQ 指的是室內的空氣品質系統，內建二

氧化碳濃度監測模型，在不同二氧化碳濃

度時自動控制供氣、循環、排氣的多寡，

並藉由過濾器和溫溼度控制機制分別降低

PM 2.5 的濃度和減少空氣中的黴菌，實

現更加健康舒適的生活空間。

通過全熱交換器的室內外空氣交換，PM2.5 濃度大幅降低

IAQ 空調

SUMAie 住宅空間＋非住宅空間
全方位解決方案

以數據分析對場域理論，進行
設備能力確認。

二氧化碳監測模型可確認家中
各區域的二氧化碳濃度。

對人的生活＝

舒適、健康、安心、IAQ 最為重要。

熱交換器

空調
na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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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永續城市

台灣 Panasonic 集團近 60 年來與台灣社會共同成長，我們積極與政府及企業合作研發潔淨能源創能及儲能系統，

期待能運用日本藤澤 SST (Fujisawa Sustainable Smart Town) 永續智慧城市的建置經驗，為台灣社會創造零排

碳 (CO2±0) 的綠能生活發展願景。

台灣中油智慧綠能示範加油站 - 瓦斯燃料電池作為機車充電基載能源實證實驗

低碳新能源 - 大台北瓦斯 GHP 瓦斯冷暖空調機

台灣松下電器於 2018 年與台灣中油簽訂合作

備忘錄，共同發展太陽能及燃料電池等多元能

源應用，創能之外更積極邁向儲能，創造的電

力除提供智慧綠能加油站充電使用之外，同時

更以加油站為核心發展社區微電網。未來台灣

松下電器將持續研究適合台灣使用之燃料電

池，並與台灣中油合作推動智慧能源方面的廣

泛應用，希望將台灣中油的能源開發體系與 

Panasonic 集團的全球經驗相結合，共同發展

能源管理應用模式，擴大推動智慧城市理念。

引進日本成熟技術，台灣 Panasonic 集團與大台北瓦斯合作推廣「瓦斯冷暖空調機」(GHP)，特點為

使用一次能源的天然氣，直接供應到使用端，減少集中發電造成的環境衝擊及電力輸配產生的損失，

能有效地運用能源，提高環境友善性。以二台 20 匹馬力之瓦斯空調為例，只需電力供應空調十分之

一的電力便可提供 100 坪空間的降溫能力，每小時約可省下 16 度的電力。並可分散尖峰季節的能源

使用密集度，降低限電風險，更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未來我們希望持續推廣新能源，協助在地

城市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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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 - 智慧低碳實證屋

應用儲能電池系統 - 商店營運持續支援

台灣松下電器積極引進藤澤永續發展城市的經驗，透過與產官學合作

希望在台灣推廣。2014 年我們與非常積極推動智慧城市的台南市政

府簽署智慧宜居城市合作備忘錄，無條件提供了： 

1. 以藤澤智慧永續發展城市為藍本編制的智慧城市規劃白皮書。 

2. 以台南厝為基礎設置的 CO2±0（碳中和）的實證屋。 

一切以能讓智慧永續發展城市能在台灣落實為考量，找來南台科大研

究生，實際入住進行實證實驗，找出居家生活零排碳的研究數據，作

為永續城市中智慧綠能住宅的設置基準。 

2020 年 12 月與工研院合作，在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設置，智慧節能

屋進行實證實驗，就是台南厝實證屋的進階版，導入智慧家電及空氣

品質管理系統，並預定與微電網連結，與電力負荷需求連動調節。 

響應政府推行 2025 年 20% 再生能源政策，在太

陽能、風力發電等綠能均蓬勃發展之際，如何減少

再生能源發電對電網產生的衝擊，儲能系統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集團於 2020 年 8 月與博能科技合

作於大型連鎖量販店建置 300kWh儲能電池系統，

單位體積小、防延燒設計，設計壽命超過 10 年，

協助業者優化電力系統並提供緊急備用能源。

氣候變遷影響日益明顯，節能減碳成為環境保護的主要議題之一。台灣 Panasonic 集團以「綠色經營革新」為理

念推動營運流程，致力減少商品和生產過程中的二氧化碳足跡，為降低環境負荷做出貢獻。

本小節之範圍除特別標註之外，揭露範疇涵蓋台灣 Panasonic 集團中四大製造公司：台灣松下電器、台灣松下電

腦、台灣松下電材以及台灣松下多層材料。另因台灣松下電器與台灣松下電腦共同使用台灣 Panasonic 集團之中

和廠區部份資源，因此本章節所稱之中和廠區為此兩家製造公司之代稱。

2-3 低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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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Panasonic 集團之能源耗用以製程用電為主，其次為天然氣，分別約佔總能源耗用量的 68% 及 30%，2020

年能源消耗量減少 1.42%。未來我們也將持續減少能源損耗、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為打造永續環境盡最大努力。

註：1. 電力轉換係數 1kWh = 0.0036GJ ; 1cal = 4.1868 GJ
 2. 能源熱值參考經濟部能源局之公告熱值

2-3-1 能源管理

能源類型 原始單位 原始單位 轉換為 GJ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非再生電力 度 58,153,100 54,308,420 53,123,848 209,351 195,510 191,246

再生電力 度 24,577 22,885 24,018 88 82 86

天然氣 立方公尺 2,223,605 2,240,864 2,253,177 83,788 84,438 84,900

液化石油氣 公升 184,418 138,623 129,987 5,123 3,851 3,611

加總 298,350 283,880 279,843

 近三年能源耗用情形 (GJ)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液化石油氣
 天然氣
 再生電力
 非再生電力

3851 36115123

84,438 86.4683,673

82 8688

195,510 191,246209,351

 2020 年能源消耗量占比  2020 年各公司能源消耗量占比

非再生電力

68.34%
液化天然氣

1.29%

再生電力

0.03%
天然氣

30.34%
台灣松下電器

61%
台灣松下電材

8%
台灣松下多層材料

25%
台灣松下電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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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Panasonic 集團於廠區內建置能源監控系統，以蒐集各饋線用電狀況並運用數據分析，規劃節電措施。

2020 年各製造工廠透過製程優化以及汰換老舊高耗能設備共節能約 2,407,223 度，節碳量約 1,398.6 噸。我們

將持續改善能源使用效率，積極進行節能減碳。

2020 年台灣 Panasonic 集團於節能專案共投入 12,637,000 元

註： 1. 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採用日本母公司對全球規範之排放係數，其中電力排放係數為 0.581 kg-CO2/kWh；LPG 排放係數為 3.000 kg-
CO2/kg；LNG 排放係數為 2.698 kg-CO2/kg。前述排放係數僅考量 CO2，其他種類溫室氣體由於對排放量最終結果影響極微，故未納
入計算。

 2. 溫室氣體排放量未經第三方查證。

公司 方案
電量 節碳量

( 度 ) ( 噸 CO2e)

台灣松下電器 
+

台灣松下電腦

空壓機汰舊換新 69,188 40.20

變壓器汰舊換新 399,802 232.28

空調汰舊換新 113,473 65.93

高用電生產線減動 17,100 749.42

台灣松下多層材料 空調汰舊換新 463,697 9.94

台灣松下電材
製程設備更新改造 47,348 269.41

空調汰舊換新 6,734 27.51

合計 2,407,223 1,398.60

台灣松下電器節電率 5.51% - 榮獲新北市智慧節能企業「智慧節能產業組特優獎」

台灣松下電器為確實掌握廠區用電情形，建置能源監控系統及空壓機智慧勾表，收集各饋線用電情況

並透過數據分析及時掌握用電實態。當設備故障或異常時，雲端平台將自動發送簡訊通知維修人員，

以利及時排解危機，減少營運損失。如遇超約用電及異常信息等狀況，可即時通報管理人員進行處理。

透過系統化監控，我們定期進行節能措施及需量控制，持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2020 年節電量為 185 萬度電

節電率達 5.51%
獲新北市政府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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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溫室氣體管理

台灣 Panasonic 集團最大溫室氣體來源為外購電力所產生之範疇二間接排放溫室氣體。台灣 Panasonic 集團藉

由節能省電控制範疇二排放，近年來成效優越，2020 年度達成集團 CO2 排放量原單位比前年度至少降低 1% 之

目標。

依循 Panasonic 全球減碳目標，台灣松下電器承諾在 2030 年前 CO2 排放量降低 30% ( 以 2013 年 52248.06 噸

為基準 )，不僅提前達標，更自我要求每年減量 1%。

噸 CO2e

範疇一 ( 直接排放 ) 12613.42

範疇二 ( 間接排放 ) 24545.11

排放量總計 37158.53

 台灣松下電器 CO2 排放量推移

年度 2013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CO2 排放量 ( 噸 CO2e) 52248.06 21019.53 19702.94 18680.54

2013 年相對減碳率 100% 60% 62% 64%

台灣松下電器投入 2,200 萬元於中和廠區導入高效能空

污防制設備－蓄熱式觸媒焚化爐 (RCO)，2020 年正式啟

用後製程空污年排放量減少約 38.97 公噸 (36.1%) VOCs

排放量，且空污年排放量的去除率可達 95％。

2018 年2013 年 2019 年 2020 年

100%

60% 62%
64%

2013 年
相對減碳率

CO2 排放量
( 噸 CO2e)

台灣松下電材

6%

台灣松下多層

38%
中和廠區 

56%

亮點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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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Panasonic 集團目前於台灣松下電材廠區設有太陽

能板，為實踐「耗源 < 創能」之 2050 環境願景，我們

積極開發再生能源的使用與儲存技術，在 2021 年底完

成評估後，預計於 2022 年第一季將開始架設、2023 年

完成集團全廠區自發自用之太陽能創能暨儲能系統的安

裝作業，屆時再生能源可望佔總用電 10%。

年度 2013 年 2018 2019 2020

使用量
( 百萬公升 ML)

13.28 11.83 12.03

比例 7% 5% 6%

使用量
( 百萬公升 ML)

186.76 207.89 195.61

比例 93% 95% 94%

總用水量 200.04 219.72 207.65

氣候變遷造成不穩定且極端的氣候型態，對自然資源的穩定供應影響顯著。台灣 Panasonic 集團為因應此潛在風

險，並響應 2021 綠色行動計畫，積極投入資源管理計畫。

本小節之範圍除特別標註以外，原則包括台灣 Panasonic 集團中四大製造公司：台灣松下電器、台灣松下電腦、

台灣松下電材以及台灣松下多層材料。另因台灣松下電器與台灣松下電腦共同使用台灣 Panasonic 集團之中和廠

區部份資源，因此本章節所稱之中和廠區為此兩家製造公司之代稱。

2-4-1 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為台灣 Panasonic 集團所關注之環境指標。2019 年因應年度增產用水量增加，經過檢討我們積極導

入措施以提升再生水使用比例及降低水資源之浪費，例如導入分支水錶每日檢核有無漏水現象，及早發現異常以

提前應對。2020 年度用水量下降到 207.65 噸，相當於節省 5.5% 用水量，超越 1% 之減量目標。其中以自來水

為主，佔總用水量的 94%，包含生產、員工餐廳及宿舍等用水。

地下水

自來水

2-4 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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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松下電器自 2017 年開始導入水回收及回收水處理系統，將廠內可

再回收利用之廢水回收處理後用於澆灌、沖廁或洗滌等用途。目前廠內

生活用水占 50% 以上，除積極回收再利用外，也加強檢漏，增加如明

管等可檢測異常之設備偵測不必要之水資源浪費。未來期望加強源頭控

管，珍惜每一滴水資源。2020 年回收水比例占總用水量約 10%。

台灣松下多層材料改變系統配置，把原先使用效率不佳的 RO 次級水透

過增設桶槽及配管直入冷卻水池，提高 RO 次級水利用率及降低廠內水

排放量，每月約可節省水 797.5m3。

台灣松下電器於 2020 年 3 月底改善洗衣機生產線，將洗衣機烤漆板改

成不鏽鋼板原色，時尚外觀不僅獲得消費者好評，也有效減少粉體塗料

製程用水，年度節水量約４%。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自來水
 地下水

186.76 207.89 207.65

13.28 11.83 12.03

 近三年水資源使用情形 (ML)

台灣松下電材

4%
台灣松下多層

24%

中和廠區 

71%

亮點專案一

亮點專案二

亮點專案三

RO/EDI
排放水

儲水塔 冷卻水塔
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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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廢水管理

台灣 Panasonic 集團清楚認知到未經處裡的廢污水

都可能對環境帶來不可預料的衝擊。因此我們不斷監

控廢水排放量，也定期委由外部第三方檢測單位協助

進行水質監測，確保排放水質之生化需氧量 (BOD)、

化學需氧量 (COD) 以及懸浮固體 (SS) 皆處於合規標

準之內。

廢水主要來源皆為廠區生活及製程用水，經生物及化

學污水處理排放至附近溪流。

台灣 Panasonic 集團定期檢測廢水排放之水質，其標準因產業不同而有所變動，但本集團皆符合法規標準取得檢

測水質合格數據如下：

檢測項目 排放標準 中和廠區 台灣松下電材 台灣松下多層材料

BOD(mg/l) <30 4.6 13.18 N/A

COD(mg/l) <30 13.5 45.18 85

SS(mg/l) <100 1.1 14.08 20

年度 廢水排放量 (m3 )

2018 194.39

2019 224.38

2020 208.76

 台灣松下多層材料       台灣松下電材       中和廠區    

 2.4.3 廢棄物管理

台灣 Panasonic 集團主要廢棄物來自於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響應循環經濟理念，廢棄物處理儘可能

回收及再利用，力求對環境造成最低的污染。考量部分廢棄物為不可再利用、回收及再生使用性質，集團訂定管

理目標為可再利用、回收及再生使用之資源實際化率已達 99.5% 以上，2020 年已達成此目標。

不可再生原物料 可再生原物料 再利用原物料

塑膠與橡膠

銅、鐵、錫、鋁

潤滑油

冷媒、冷媒壓縮機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51

142.37

58.1 63.1

1.02 9.97 1
156.31 144.66

 近三年廢水排放情形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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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松下多層材料       台灣松下電材       中和廠區    

 中和廠區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

電子廢料在回收處理前須經過多道處理程序，

首先使用粗破碎機進行人工破碎，再經過鎚

磨機、震動篩選及靜電篩選工序，最後產生

銅粉、塑膠、粉塵等物料，分類後交由外部

合格再利用廠或掩埋場。2020 年中和廠區電

子廢料處理的總量為 24.216 噸，回收率為

100％。

 一般事業廢棄物 3108.67( 公噸 / 年 )  有害事業廢棄物 309.57( 公噸 / 年 )

廢棄物統計 處置方式 處置量（公噸／年） 占比

再利用 689.18 22.17%

回收 1591.49 51.20%

再生使用 5.14 0.17%

焚化 822.85 26.47%

掩埋 0.00 0.00%

小計 3108.67 100.00%

再利用 36.64 11.84%

回收 0.00 0.00%

再生使用 0.00 0.00%

焚化 272.93 88.16%

掩埋 0.00 0.00%

小計 309.57 100.00%

總計 3418.24　（公噸／年）

再利用

回收

再生利用

焚化

再利用

回收

再生利用

焚化

24.07 %

46.56 %

0.15 %

21.07 %

11.81 %

0 %

0 %

88.19 %

有害事業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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