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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DNA開始的全員教育

事業單位介紹
友達光電原名為達碁科技，成立
於85年8月，90年與聯友光電合併後更
名為友達光電，95年再度併購廣輝電

等世界營運據點。

子。經過兩次合併，友達得以擁有製造

先進的顯示器創新研發技術

完備大中小尺寸面板的各世代生產線。

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組合

友達光電亦是全球第一家於紐約證交
所（NYSE）股票公開上市之TFT-LCD設
計、製造及研發公司。公司自97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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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日本、新加坡、韓國、美國及歐洲

友達以創新技術提供先進的顯示
器整合方案，包括4K2K超高解析度、

進軍綠能產業，致力提供客戶高效率太

3D、超輕薄、窄邊框、透明顯示器、

陽能解決方案。

LTPS、OLED，以及觸控解決方案等。

友達光電101年營業額為新臺幣

友達並擁有從3.5G、4G、4.5G、5G、

3,785億元，目前公司全球員工人數達

6G、7.5G到8.5G最完整的各世代生產

45,000人，營運據點遍布臺灣、中國大

線，能提供各種液晶顯示器應用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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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零廢棄發展研討會

綠色方舟競賽

淨灘活動

福科國中參訪活動

面板產品，尺寸範圍涵蓋1.5吋到65吋

S e te k 、 友 達 晶 材 高 品 質 上 游 原 料 ，

TFT-LCD面板。

與美國太陽能大廠SunPower合資AUO

友達為全球領先的TFT-LCD面板製

SunPower太陽能電池廠，從多晶矽、

造業者，大尺寸面板市占率為15.2%，

晶錠、晶片、太陽能電池及模組上下游

致力提供客戶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產品組

整合，打造高效率的「垂直整合的太陽

合，運用完整世代生產線的競爭優勢，

能價值鏈」。透過「全球營運、在地服

彈性調整並開發各種應用產品，進一步

務」的經營策略，就近提供全球客戶來

掌握市場先機，取得綜效之利基。

自於歐洲、臺灣、中國大陸與美國製造

友達擁有多項研發專利，並獲選為
美國2012/2013年Ocean Tomo 300®專利

的太陽能模組產品，並已成功在世界各
地完成多項太陽能專案。

指數成分股之一。截至102年4月，友

自101年起，友達的太陽能事業以

達累積的專利申請量已達18,300件，獲

BenQ太陽能（BenQ Solar）為品牌，持

核准之全球專利總數超過10,800件。

續在歐洲、美洲與亞洲建立其通路網絡

高效能的太陽能解決方案
友達結合日本多晶矽大廠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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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銷商據點，以提供客戶即時完整的
在地支援，以及易於安裝、高效率與可
靠的太陽能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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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減碳

追求環境永續

友達光電更致力在產品開發時即考
量對環境永續的保護，率先導入能源管
理平臺，為全球第一家獲得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和ISO 14045生態效
益評估的產品系統驗證的製造業者，並
連續3年入選道瓊世界永續性指數成分
股，為產業樹立重要里程碑。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友達光電於89年初正式揭櫫「友
達綠色承諾 (AUO Green Solutions)」，

對內強化員工減碳觀念及行動上
的作為，包括持續透過廣播系統播放
環保政策，以傳達綠色概念，推動電
子簽呈系統減少紙本用量，定期舉辦
Green Recycle資源回收暨公益活動，建
置Green Life平臺分享廠區樹種生態及
成長日記，透過定期傳遞不同綠色主題
及活動推展，讓員工持續接收綠色新知
及落實節能減碳之具體行動。
向外擴展推動的作為則包括家庭日
活動增設環保趣味闖關遊戲，邀請參與
活動之親友及眷屬共同體驗，將降低食

內容涵蓋創新研發、採購、製造、運

物里程之在地農產品團購活動推廣至集

輸、回收處理以及員工親身參與等全方

團員工，邀請集團員工及眷屬假日參

位的環保計畫，把對環境的關懷融合於

與淨灘淨山及關燈1小時等活動，前述

營運策略中，包含公司政策、內部營運

之活動皆期望將友達人所特有之綠色

管理模式及教育訓練規劃等，並且期望

DNA，擴散影響至外部社群共同響應，

經由「友達綠色承諾」各面向的努力，

建立「Green Community」。

落實友達對社會「永續發展」的決心，

友達綠色方舟計畫

推動企業環保文化，提供客戶及消費者
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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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經驗。

★綠色領航站—研討會活動

友達光電於101年初宣布綠色方舟

友達光電於101年2月23日宣布綠

計畫正式啟航，針對既有廠房，友達

色方舟計畫正式啟航，友達綠色方舟艦

全面實施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以

隊跨產業全面推廣環保節能及電子產品

友達獨創的能源管理平臺，將節能技

零廢棄概念，除了內部持續實踐綠色節

術導入所有廠房，打造出友達的Smart

能創新，同時，友達把綠色思維向下扎

Green Fab，目標在104年所有廠區的碳

根至校園學子，並將全球領先的綠色經

排量將比99年減少25% 。

驗與產業界分享，帶領產學業界共同投

而友達綠色承諾7大組織之核心

入，為環境永續而努力。領航活動於

「Green DNA」，則先從內部員工深植

101年3月2日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行「電

綠色思維開始，進而將環境的責任意

子產品零廢棄發展趨勢與案例分享研討

識影響推至員工家人及社群，將友達的

會」，國內產業、企業團體等共約160

Green DNA擴大至外部，分享相關的綠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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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綠葉亭

太陽能廚餘回收系統

一畝田活動（體驗收割）

原生種復育區參訪

★方舟巡迴－校園開講
友達光電希望發揮企業公民的精
神，將永續管理經驗分享給校園學子，
進而培養新一代的永續管理人才。在
101年，友達光電規劃了「企業永續發
展經驗分享」系列課程，講座內容包含
「產品生命週期之企業碳管理」、「職
場工作安全與衛生」、「從綠建築到能
源管理策略」、「員工職場關懷與照
顧」、「綠色生產製程與污染預防」及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策略」。
在全球永續思維興起及綠色產業發
展的浪潮下，友達光電希望能結合產學
雙方資源，為國家培育更多的綠色永續
人才，一同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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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綠色行動具體作為
★太陽能廚餘回收系統建置
友達光電臺中廠區整合太陽能發電
（綠能）∕ 電池儲能（RD平臺）∕廚
餘回收系統（資源再利用），規劃獨立
型太陽能廚餘回收系統；100年7月完
成系統試運轉，每月固定可消化處理
約150公斤之廚餘，9月份首批液肥產
出，產出之液肥應用於廠區內重點灌木
區植栽施肥使用，以及配合廠區枯枝落
葉堆肥，轉製景觀用途之有機土。整體
回收系統有效率的提供一種新式廢棄物
（廚餘）處理規劃，將廢棄物轉製為資
源再利用，同時結合太陽能發電，突顯
綠色環保廠房之特色。
★響應共乘．便利平臺「卡噗網」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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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員工上下班共乘，99年推

臺灣原生樹苗的移植復育合作，規劃具

出卡噗網（Carpooling），提供員工一

生物多樣性的臺灣原生樹種復育區，並

平臺介面，以方便進行共乘資訊交流與

安排鄰近學校學生參觀及解說導覽，苗

媒合，只要有意願共乘的員工，都可至

區共包含22種210株原生植物，分為三

平臺輕鬆查詢或刊登路線資訊。另為鼓

大分區：蘭嶼區、濱海植物區及中低海

勵員工多加利用共乘平臺，同步舉辦減

拔植物區，各區域預留參觀教學步道，

碳之星競賽，依實際節能減碳成效之排

依照植物高度建立高低複層。
★環境教育─福科國中新生導覽

行，可享有「減碳之星專屬車位」的福

友達光電致力於學校環境教育，自

利。
★減碳綠生活．植樹愛地球

99年起臺中廠區即與鄰近福科國中合

友達光電致力於廠區綠化的核心理

作，規劃每年600位新生入學之必要參

念，為鼓勵員工將綠色承諾化為具體行

訪地點，並由友達員工擔任志工分站解

動，於植樹節號召同仁親手種下小樹
苗、世界地球日邀請部門認養辦公室植
栽；更於97-102年皆舉辦「Green Party
綠色嘉年華‧植樹活動」，邀請員工及
眷屬共同參與植樹活動，實踐造林減碳
的公民責任。

Green Community
★萍蓬草復育
臺灣萍蓬草為國寶級的臺灣特有種
水生植物，友達光電為挽救臺灣萍蓬草
逐漸減少之困境，自95年起於廠區內
復育臺灣萍蓬草，99年成功的復育於
龍潭德龍國小，100年更將復育成功的
萍蓬草贈送至全臺5所國小，包括龜山

說廠內「文化、生態、綠廠房」之相關
設施，藉由志工的專業導覽、解說牌及
互動問答之方式，引導學生認識及瞭解
在地文化，自99–102年共計超過2,400
人參與。
★捐贈長安國小臺中首座「太陽能綠葉
亭」
友達光電與明基友達基金會共同捐
贈臺中首座結合太陽能發電、教育、校
園景觀及公共藝術的「太陽能綠葉亭」
給長安國小。「太陽能綠葉亭」融入友
達太陽能團隊的專業技術及工藝美感，
每年可為學校節省12,000度電，相當於
6間教室每天8小時的發電量，同時也
能減少7,632公斤的二氧化碳，是小朋
友學習再生能源的最佳生活教材。

鄉文華國小、龍潭鄉龍星國小、 新豐
鄉山崎國小、臺中市后里國小與汝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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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未來展望

★臺灣原生種復育

友達綠色承諾的核心「Green

臺中市忠明國小因擁有臺灣首座原

DNA」，建構起綠色承諾的6個面向，

生種植物教材園，特別贈苗與友達光

秉持著企業打造綠色工廠的目標，善待

電，利用友達臺中廠區綠帶區域，進行

在地資源，並積極與外界連結推廣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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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地方文化遺址─清末西大墩窯，透

作的認知、改變員工的行為，將實踐綠

過西大墩故事館的建立，對員工、訪客

色承諾的成效及影響力內化至每個人的

及鄰里學校師生的導覽解說，能讓更多

細胞之中。未來更透過環境教育設施場

人瞭解工廠在地原始的樣貌及生活。除

所設立，讓廠區擁有的資源（生態、文

了硬體設施的改善與保存，我們更重視

化及綠廠房）傳播給更多中小學學童、

的是如何教育員工關懷社會和落實環

甚至是社會大眾，讓大家瞭解企業在維

保。因此，在97年，友達推出「綠色

持營運的同時，照顧環境、投入環保教

承諾」，期望透過教育讓全體員工養成

育更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

綠色思維，打造友達人的Green DN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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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教育，以持續強化員工對於環保工

從上而下共同承諾對環境友善。
企業要從重視環境保護跨至推動環
境教育，確實要跨越不同的領域。我們
透過多元的方式教育員工（包括全公司
一天兩次的環保廣播、定期舉辦Green
Recycle資源回收暨公益活動等），更
積極將環境教育的力量向外延伸到國中
小學、社區居民及大眾。推廣初期，整

推動心得
我們堅信，企業經營的目標不只為
了獲利，不只是為了走上全球舞臺，更
是代表對這塊土地、人民的一種堅定承
諾。友達光電專注液晶面板及太陽能科
技在生活的節能應用及發展，更深層的
社會責任就是透過我們的綠色力量，創
造更廣泛的影響力。
「如果一定要蓋工廠，那我們要蓋

合臺中廠的特色資源，與鄰近的福科國
中合作，自99年起每年規劃環境教育
走讀課程「文化」、「生態」及「綠廠
房」，傳達環境教育的理念。未來，通
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後，更希望能
將這股力量傳達給更多的居民及社區。
友達光電在全球化的視野中昂首闊
步，除了致力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更
期許謙卑地對待環境。因為我們永遠記
得這裡才是燈光開始亮起的地方。

一座環保工廠；如果要發揮綠色力量，
那就必須先從DNA改變。」因為這樣的
信念，新建的廠房為了要更符合綠建
築，從源頭重新設計，花更多的時間、
投入更多的研發，為的就是將工廠對環
境的影響降到最低。
在臺中建廠的過程中，更有幸的能

Green Party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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