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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責任生產，減少營運衝擊
降低環境衝擊，共創永續價值

以低碳產品與綠色營運為環境永續策略方針，
推動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水資源管理、廢棄物及回收再利用，

提升因應永續環境議題的韌性。

光 寶 與 環 境4

CDP「國際碳
揭露計畫」氣候

變遷專案A頂級評等

台灣廠區再生能源
使用量達台灣廠區

總用電量的48.66%

取得能源管理
認證之

生產據點達6個

溫室氣體排放
密集度較基準年

減少 18.32%

廢棄物總量
較基準年

減少14.89%

耗水較基準年
減少8.13%

A
CDP

14.89%8.13% 18.32%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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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目標通過
科學基礎目標

倡議組織(SBTi)
審查

SBT



2017 2018 2019 2020 2025 2030

啟動內部碳價制訂計畫
啟動溫室氣體範疇三 (Scope	
3) 全類別盤查計畫
光寶電子 (	東莞 )	取得取得東
莞市企業能源管理甲級

承諾支持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
光寶電子(	東莞)設置1.35MW
太陽能發電系統
光寶電子 (	廣州 )	等 5 營運據
點取得 ISO	50001
推行 SEA	HOPE 光寶海洋日
永續發展計畫

CDP 氣候變遷榮獲 A	List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SBT) 通
過 SBTi 審查
TCSA 榮獲製造業氣候領袖獎
獲邀參與 COP25 聯合國氣候
峰會周邊會議
擔任TCFD繁體中文版翻譯審查
泰國廠啟動設備節能全面改
造計畫

台灣廠區再生能源 100%
總用水量減量 6%
總廢棄物減量減量 6%

溫室氣體碳密集度降低39.3%
廢棄物減量 3300 公噸

溫室氣體範疇三排放量累積
減少 200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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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永續環境承諾與政策

光寶深信做好對利害關係人及環境的關心責任，為實踐我們「光電節能、智慧科技	
最佳夥伴」經營願景的根基，遂積極強化公司永續經營與永續環境相關之公司治理
機能，於 2019 年 4 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直屬董事會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作為光寶永續治理作業的最高指導組
織，提升環境管理績效與環境風險管控，並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為落實光寶的永續環境承諾，我們秉持永續策略藍圖中之責任生產策略理念，以低
碳產品與綠色營運為環境永續策略方針，持續推動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水資源管
理、廢棄物及回收再利用，以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對環境議題的期待，並提升我們
因應永續議題之韌性。

2019 年主要成果
•	國際碳揭露計畫（CDP）氣候變遷專案榮獲「A	List」最高評等
•	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榮獲製造業氣候領袖獎
•	道瓊永續指數（DJSI）之氣候策略位居產業類組首位
•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通過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SBTi）審查
•	SEA	HOPE 光寶海洋日永續發展計畫獲邀參與聯合國第二十五屆氣候峰會

（UNFCCC	COP	25）周邊會議
•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CFD）繁體中文版擔任翻譯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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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 	綠色營運行動方案	
設定積極減碳目標
•採用 SBT 的部門基礎路徑法 (Sector	Based	Approach) 與積極的溫室氣體價值

鏈減碳承諾，制定以 2014 年為基準年，於 2025 年達成每百萬營收排碳量減碳
39.3%；與以 2016 年研發的產品與技術為基礎，於 2023 年電源供應器產品能源
轉換效率提升 2%，等同於每單位產品減少 28.8％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SBT 目標，
並於 2019 年 4 月通過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SBTi）審查，成為亞洲前 50、台
灣第二獲得 SBTi 國際認證的企業。

•光寶展現成為碳管理標竿企業的企圖心，擴展碳管理至價值鏈，設置以 2018 為基
準年，於 2030 年溫室氣體價值鏈 (Scope	3) 排放量累積減少 200 萬公噸的目標，
與價值鏈夥伴共同對抗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推動循環經濟
•光寶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14) 倡議減少海洋

污染，於 2018 年起與澎湖縣政府所合作之海廢保麗龍清運專案，於 2019 年清運
30 公噸以上，並將處理後所產生的聚苯乙烯 (polystyrene,	PS) 再生料改質為高抗
衝擊聚苯乙烯 (high	impact	polystyrene,	HIPS)，並進行產品開發原物料使用，以
每年完成 100 噸海廢保麗龍再生塑料開發計算，可達到相對原物料降低 327.8 公
噸	CO2e 碳排達的成效。

降低自身營運環境衝擊
•光寶持續發展製程優化與廠房營運改善，期以在產品的開發、生產、使用及廢棄

過程，得以有效提升能源與水資源使用效率，提高水資源的有效利用，並落實廢
棄物量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利用率最大化理念。

•我們以打造具備高度適應性及資源統合完善的智慧工廠為目標，並透過自主研發
之變頻液壓節能系統、高性能變頻控制器與跨事業群合作持續提高營運能效，於
2019 年泰國廠啟動設備節能全面改造計畫，運用變頻並聯控制等措施，預期每年
減少電力使用達到 217 萬度。

•2019 年度光寶無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發生。( 環保重大情事定義係依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罰鍰金額累
計達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之重大事件 )

4 .1 .2 	環保管理目標	
近一期目標達成狀況註

項目 永續發展目標 2017 成果 2018 成果 2019 成果

減碳目標註 以 2014 為基準年，於 2025 年每百萬營
收排碳量減碳 39.3%	(Scope	1+2)

-12.77% -15.22% -18.32%

節電目標註 以 2014	為基準年，於 2017 年每百萬營
收用電量減少 6%

+0.67% - -

以 2017 為基準年，於 2020 年用電量絕
對減量 6%

- +3.13% +2.25%

減廢目標 以 2014	為基準年，於 2017 年每百萬營
收產生之總廢棄物量減少 6%

-6.92% - -

•以 2017 為基準年，於 2020 年廢棄物
絕對減量 6%

•以 2017 為基準年，於 2025 年廢棄物
絕對減量 3,300 公噸

- -2.62%

-623 公噸

-14.89%

-3,534 公噸

節水目標 以 2014	為基準年，於 2017	年每百萬營
收用水量減少 6%

-9.10% - -

以 2017 為基準年，於 2020 年用水量絕
對減量 6%

- -1.39% -8.13%

再生能源 於 2020 年台灣廠區 100% 使用再生能源 56.69% 54.98% 48.66%

註：1.	 2019 年新增高雄廠及印度廠至統計範疇之中，數據範疇為全球共 23 個主要營運據點。
2.		因相機模組事業與可攜式機構事業於 2018 年內轉讓出售，為求計算基礎一致性，將相機模組事業與

可攜式機構事業數據從 2017 及 2018 數據中移除重編。
3.		2019 年受新增高雄廠及印度廠之影響，光寶全球總用電量上升且台灣廠區再生能源使用比率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