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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文曄致力於在整個營運過程中將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並採取協調一致的

創新行動，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以及氣候變遷對我們世界的影響。

責任消費
與生產

氣候變遷
對策

永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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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2020 年制定了環境政策 、氣候變遷政策與倡議、聯
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政策，這些政策與倡議，接軌擁有全球
共識的環保概念與框架。

通過以 2 種語言提供的環境政策、氣候變遷政策與倡議、聯
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政策，我們尋求積極的行為，並支持遵
守適用的法律和法規。我們還向供應商和第三方傳達我們的
環保期望，包括遵守我們的環境政策與環境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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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曄環境政策接軌國際框架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7%92%B0%E5%A2%83%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6%B0%A3%E5%80%99%E8%AE%8A%E9%81%B7%E6%94%BF%E7%AD%96%E8%88%87%E5%80%A1%E8%AD%B0-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8%81%AF%E5%90%88%E5%9C%8B%E5%8F%AF%E6%8C%81%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8%81%AF%E5%90%88%E5%9C%8B%E5%8F%AF%E6%8C%81%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7%92%B0%E5%A2%83%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6%B0%A3%E5%80%99%E8%AE%8A%E9%81%B7%E6%94%BF%E7%AD%96%E8%88%87%E5%80%A1%E8%AD%B0-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8%81%AF%E5%90%88%E5%9C%8B%E5%8F%AF%E6%8C%81%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8%81%AF%E5%90%88%E5%9C%8B%E5%8F%AF%E6%8C%81%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7%92%B0%E5%A2%83%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2030 年目標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被驗證之邊界擴增大中華地區

文曄透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以縱向與延續性的的方式
識別、管理、監測和控制環境問題。與此同時，並與各項國
際標準接軌，都採用了高階結構。

文曄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已通過驗證，邊界包括台灣和
香港物流倉庫。我們的 2030 年目標是，ISO 14001 環境管
理系統被驗證之邊界，預計將擴增大中華地區。

這顯示了文曄可以將系統化的環境管理，彙整到本公司既
有的 ISO 管理系統以及各項外部倡議以及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目標（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文曄透過國際環境標準，以系統化的方式改善我們的環境績
效、有效利用資源和減少浪費，獲得永續競爭優勢和各方利
害關係人的信任，舉例而言，我們依循國際公認的環境標準 
ISO 14001 ，它列出環境管理系統的要求。

環境政策適用於各個營運據點，它要求在營運過程中必需考
慮與其運營相關的所有環境問題，例如空氣污染、水和污水
問題、廢棄物管理、土壤污染、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以及資
源利用和效率。

環境政策包括需要不斷改進組織的系統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方
法。

環境政策最近進行了修訂，並進行了重大改進，例如在公司
永續策略規劃流程，將環境管理的重要性升高。文曄管理階
層也深化對此政策的議和，以及對提高環境績效的積極主動
性的堅定承諾。

環境政策透過當前和將來的環境法規，藉以檢視環境目標與
法規與時俱進。並將環境問題法規要求納入業務管理。

環境政策在高階管理階層的支持下，提升了公司可持續性品
牌聲譽和效率，降低成本，也提高利害關係人對我們永續發
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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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7%92%B0%E5%A2%83%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7%92%B0%E5%A2%83%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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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7%92%B0%E5%A2%83%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EMS 
管理計畫

文曄已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EMS）認證。 通過 EMS 系統驗證的兩個
地點，分別是台灣總部暨辦公室和香港的物流倉庫。

為了實現充分且透明的資訊揭露，我們正在擬定新的環境管理計劃 (EMS)，計畫
中的資訊揭露包括基準年份、邊界、目標以及預計達成的時間表。這項計畫又與 
EMS 國際慣例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接軌。

這項新的環境管理計劃預計將我們在大陸的營運據點納入邊界。
▽ EMS 管理計畫於 2019 年啟動

項目 管理方針 執行細節 期限

1 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1 年以前，完成本項 EMS 專案列舉之第 3 項至第 8 項的任務清單。 於 2021 年以前。

2 ISO 國際標準 ISO 14001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的規定。 已於 2019 年完成。

3 邊界 執行中 於 2021 年以前完成永續
的 EMS 管理計畫。

4 當責與聯繫部門 物流處，執行中 同上

5 預計投入金額 執行中 同上

6 第三方組織協作 執行中 同上

7 具體行動 執行中 同上

8 整體時間表 執行中 同上

9 基準年份 執行中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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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承諾 • 我們承諾致力於環境保護。

• 致力於樹立環保意識 。

• 承諾實施環境管理系統。

• 承諾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或能源。

• 承諾減少排放、釋放和浪費。

• 承諾監控公司的環境績效。

• 承諾定期報告環境議題。

• 承諾就環境問題與利害關係人進行磋商。

• 環境政策經高階管理階層或董事會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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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tmec.com/WT/wp-content/uploads/2020/07/%E7%92%B0%E5%A2%83%E6%94%BF%E7%AD%96-last-updated-July-2020.pdf


12% 
包材循環再利用

1,151 千張
紙減少耗用

2019 年度共計 12% 包材循環再利用。文曄是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的先行者，積極地執行源頭減量，將進
貨後的空紙箱，回收再利用於出貨包裝。本公司物流作業所
需的包裝材料，如外箱、紙盒、紙板等，皆選用可再生物料，
能夠回收利用，或是經由大自然分解再生。

2019 年度共減少 1,151 千張紙減少耗用。文曄於 2014 年
導 入 先 進 的 倉 庫 物 流 作 業 系 統 (Extended Warehouse 
Management, EWM)，在設計系統架構時，已將綠色環保理
念融入作業流程與作業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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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設計
自 2017 年以來，我們持續的資訊揭露綠色設計的相關訊息，以提高資訊透
明度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透明化的資訊更展現了文曄為電子產業的正向影
響力。

推動節能的綠色生態設計電子產品是我們的環境政策之一。

綠色設計之電子產品，以及具備更高能效性能的產品，將幫助我們滿足客戶
需求，並奠定擴展市場的機會。

自 2010 年以來，文曄科技 100％ 鼓勵客戶購買低功率模組產品。在創新電
子產品的設計階段，就已將環境衝擊考慮其中。

文曄科技所銷售的低功耗模組產品包括：

• 低功率節能電源管理晶片。

• 低功耗微處理器。

低功耗微處理器

低功率節能電源管理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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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間接 ( 範疇二 ) 溫室氣體排放

文曄內部的
能源消耗量①② 1

文曄內部的
能源密集度① 1

文曄內部的
能源間接
( 範疇二 )

溫室氣體排放①② 1

文曄內部的
能源間接 ( 範疇二）

溫室氣體排放
密集度① 1

2019 年文曄內部
的能源消耗量為
1,264,434 kWh。

2019年文曄內部的能
源間接 ( 範疇二 ) 溫
室氣體排放為 673.94 
CO2e tons。

2019 年文曄內部的
能源密集度為 1,001 
kWh per person。

2019 年文曄內部的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
度為 0.533 CO2e 
tons per person。

註 1：數字符號所代表的邊界
① 5 台灣辦公室 : a. 中和 b. 深坑 c. 新竹 d. 台中 e. 台南
② 台灣物流中心 
③ 香港
④ 中國
⑤ 南亞
⑥ 韓國

註 2：為了實現充分且透明的資訊揭露，我們正在擬定新的 GHG 計劃，計畫中包括基準年份、邊界、目標以及預計達成的時間表。

文曄設定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標，每 1 年降低 1%。執行方案包括 (1) 空調、燈具上加裝時間控制器、(2) 事務間改裝人體感應
開關、(3) 多功能事務機、飲水機、咖啡機等開啟省電模式、(4) 每年定期汰換高耗能設備、(5) 安裝遮光簾降溫、(6) 綠化辦公
環境、(7) 電源開關旁張貼省電標語。文曄集團台灣區辦公室（含中和、深坑、新竹 、台中、台南）之 2019 年度總用電量為
1,016,734 度，年度人均用電量為 1,001 度，台灣物流中心總用電量為 247,70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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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球友善的廢棄物處理

文曄依循國際標準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廢棄物管理標準，自 2016 年
起，制定並執行了對地球友善的廢棄物處理方式。

本公司 100% 營運據點沒有製造工廠，無產生有害廢棄物。營運過程中僅產生非
有害之廢棄物，包括(1)報廢電子產品、(2)辦公室裝修廢棄物、(3)紙箱、(4)包材。

自 2016 年起，我們想出了對地球友善的已達報廢期限電子產品之處理方式；自 
2016 年起將這些電子產品捐贈非營利組織累計已達 1,105 件電子產品。

自 2016 年起，
已達報廢期限電子產品，
累計捐贈 1,105 件。

1,10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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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環境評估
在 2030 年以前，我們的目標是，依據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供應商環境評估標準 ”，
針對供應商名單中排名前 20 家的公司 100％ 進行
線上公開資訊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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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供應鏈更安全的物料
對人與地球，都更安全

文曄領先業界，減少使用或完全排除在電子產品中常用的有害物質。透
過嚴格的分析流程，也因此我們使用的物料對環境、製造產品的人員，
以及使用產品的顧客都更加安全。我們針對物料供應商進行不同的危害
篩檢，採用歐盟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以及 
REACH。

為能更全面地了解物料安全性，我們對每種供應商產品中的所有物質都進
行辨識，而且所獲得的數據每天不斷累加。我們並採用危害與風險評估工
具，來評估物料中的各種化學物質，以協助我們了解這些物質對人們健康
與環境的影響。

我們的供應商名單中排名前 20 家的公司，100％通過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以及 REACH。

我們針對物料供應商進行不同的
危害篩檢，採用歐盟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以及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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