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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方案 ( 活動 ) 成效 ( 執行成果 )

台聚文教基金會  捐贈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 ( 註 )  ●  2017 年起長期提供頭份國中 30 台平板電腦及無線網路硬體設備，做為教學資源。

生態保護
 淨灘活動

 ●  2018 年 9 月舉辦動員 123 人 ，廢棄物統計 357 公斤；自 2017~2018 年累計參與 244 人次，
    廢棄物累計清除有 857 公斤。

 
 ● 獲苗栗縣政府頒感謝狀，2018 年贊助 10 萬元，自 2014~2018 年，已經連續認養 4 年，累
    計金額 40 萬元。

社區營造

 志工隊掃街  ● 每年舉辦三次，成員 60 人，每次動員 10~15 人，自 2010~2018 年累計動員約 540 人次。

 

 ● 獲苗栗縣政府頒感謝狀，2018 年贊助 10 萬元 (200 盞路燈 )，自 2010~2018 年，已經連續
       認養 9 年，累計金額 90 萬元及 1800 盞路燈。
 ● 公園認養，志工隊每次動員 1~2 人，每月四次，自 2010~2018 年長達 9 年，累計動員約
    540 人次。

 愛心社關懷活動  ●  2018 年訪問 8 次，自 2010~2018 年累計探訪約 72 次。

 台聚盃網球錦標賽  ● 每年舉辦 1 次，自 2001~2018 年長達 16 年，開辦至今累計約 3,500 人次。

  ●  2018 年贊助苗栗縣政府 20 萬元。

  ●  2018 年贊助苗栗縣政府 20 萬元。

註：台聚教育基金會以從事公益性教育事業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辦理下列業務：
        1. 贊助偏遠地區教育。
        2. 設置獎助學金。
        3. 舉辦演講、專題研討或其他社會教育公益活動。
        4. 贊助各級學校或教育團體從事文學、體育、音樂、舞蹈、美術、劇藝等活動。
        5. 產學合作。
        6. 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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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gpc.com.tw/CSR/zh-tw/CSR57.aspx

路燈與公園認養

東興橋濕地認養

中台灣農業博覽會

全民運動大會

https://www.cgpc.com.tw/CSR/zh-tw/CSR57.aspx
https://www.cgpc.com.tw/CSR/CSRFiles/Docs/CSR57-4.pdf
https://www.cgpc.com.tw/CSR/CSRFiles/Docs/CSR57-3.pdf
https://www.cgpc.com.tw/CSR/CSRFiles/Docs/CSR57-2.pdf
https://www.cgpc.com.tw/CSR/CSRFiles/Docs/CSR5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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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海岸淨灘
環保署為迎接 422 地球日鼓勵民間企業響應淨灘活動，華夏公司頭份廠自

2017 年開始配合苗栗縣環境保護局的海洋環境政策，主動認養竹南鎮龍鳳

漁港海灘 500 公尺。( 請參閱海岸淨灘認養系統，網址 https://ecolife2.epa.

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aspx)。

2018 年 9 月 8 日為華夏公司舉辦認養後的第二次淨灘活動，參與的同仁本著

一顆關愛地球的心，包括台北總公司共有 123 位同仁共襄盛舉，自發性的參

與淨灘，為海洋環保盡一份心力。

東森電視財經台於得知本公司同仁自主發起淨灘的公益活動後，積極與本公司

聯繫，希望能一同前往龍鳳漁港海灘做現場採訪報導，除以共同守護社會環

境、豐富心靈為宗旨，並藉公益新聞素材，顯揚正面社會價值且具有教育的涵

義作為報導，發揮影響力，帶動社會向上的力量。

在大家同心協力的努力下，收集到的廢棄物約為 357 公斤，感謝竹南鎮清潔

隊協助清運，除了完成清除海灘垃圾的任務外，在努力的同時，增進同仁間團

結合作的默契，讓人感受到本公司員工可愛純樸的一面。除多數同仁相約明年

還要再來淨灘外，本公司高層主管亦期許同仁能在各種場合宣導環保觀念，由

本身做起，進而影響周圍人群，讓資源循環使用，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有清潔

的環境才有幸福，讓臺灣朝最幸福國家邁進。

 本次，參加淨灘的同仁於活動結束後，當晚與家人一同關心淨灘報導，此公益

活動，有助於員工與家人分享及做好榜樣教育下一代守護環境，此報導對公司

形象、同仁及同仁親屬都具有積極正面的影響力。

7. 社會共融關於報告書 經營者的聲明 2018 關鍵績效 1. 認識華夏 2. 永續議題 3. 永續發展 4. 夥伴關係 5. 環境管理 6. 幸福職場 8. 附錄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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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量，正本清源解決海洋垃圾

根據近年於國際淨灘團體的垃圾統計，海洋垃圾的兩大頭號殺手為免洗餐具
及塑膠垃圾。這些廢棄物歷經幾十年也不會分解，不知不覺中污染海洋，也
迫使海洋生物吞食人類製造的垃圾。對自然生態、人類健康、觀光旅遊都有
影響。

台灣海岸線長、海灘垃圾分布廣，要集中各地資源清除非常不易，淨灘仍是
目前最有效的清理方式。淨灘目的，為避免垃圾進入下水道、河流，造成阻
塞或是在進入大海後，分解成小碎片，被魚類、海鳥、海龜吃掉之前提早收
集到這些垃圾，讓負面的影響減小。對於參與淨灘工作的志工來說，可使其
意識到垃圾問題的嚴重性，本身就很有教育意義。希望藉此活動讓大家改變
不良的行為與習慣，不再亂丟垃圾，教育意義轉換成環境意識，從源頭真正
解決海洋廢棄物的問題。

當然，光靠淨灘行動，並沒有辦法讓問題消失，「源頭減量」才是海洋垃圾
正本清源的方法，希望全民持續參與。

2017、2018 年淨灘廢棄物分類統計 ( 單位：公斤 )

活動地點 :
竹南鎮龍鳳漁港淨灘範圍
( 沿岸 500 公尺 ) 紅色標示區

●

●

類    別 2018 重量 2017 重量

 人數 123 140

 保特瓶 32.90 40.00 

 鐵鋁罐 6.00 70.00 

 玻璃瓶 31.70 70.00 

 廢紙 　 10.00 

 竹子、木材 66.30 0.00 

 保麗龍 25.30 30.00 

 漁網、漁具 15.00 100.00 

 其他一般垃圾 179.80 180.00 

 合    計 357.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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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志工服務
社區關懷

華夏公司 ( 含子公司台氯及華聚公司，不含海外轉投資公司 ) 秉持企業回饋鄉里精神，關

懷社區發展及參與地方活動，除贊助廠區附近各鄰里、社區發展協會、文化協進會、學校

機關 ( 畢業典禮、校慶活動…)、地方民俗節慶 ( 重陽節、中秋節、中元節…) 與清寒獎助學

金等活動，給予設備或活動經費之補助，尾牙活動也會邀請鄰里社團表演與聚餐。

推廣運動風氣，落實關懷員工健康

企業的根本是「員工」，為了同仁的健康與發展，以「一起運動」為號召，提倡運動為社

會所帶來的美好改變，鼓勵年輕一代學習永不放棄，釋放工作壓力，帶動公司運動風氣。

目前同仁自己組成的運動團體有羽球、桌球、瑜伽、有氧舞蹈、台北集團也提供運動器材

給台北同仁，上班前或下班後就近運動。 

台氯公司連同集團內的台聚、亞聚及台達四家公司林園廠，多年來委由林園網球協會每年
舉辦「台聚盃網球錦標賽」，至 2018 年已達十六屆，參與人數約 224 人，開辦至今累計
參加人數超過約 3500 人次。除提倡運動健身，希望將運動融合企業文化，同時促進員工
健康、塑造優良職場環境並增加集團同仁與地方鄉親互動及促進敦親睦鄰。無形中增加員
工的向心力，因為運動而讓身體更健康、頭腦更清晰，也間接提高工作效率。

社區營造

企業的經營必須兼顧地方環境，促進與社區之發展，為能提供更美好的社區環境，華夏長

期以經費捐助或定期維護之方式，認養中港溪東興橋溼地公園、頭份市永貞宮公園、頭份

工業區公園綠地及頭份市路燈。

華夏志工隊服務 2018 年第 16 屆
台聚盃網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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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中港溪東興橋溼地公園
感謝狀 (2018)

中港溪東興橋溼地公園：
自 2014 年起，每年捐助新台幣 10 萬元認養維護。溼地公園位於東興橋下游約 1.5 公里處，
希望藉由濕地系統有效淨化中港溪水質，另一方面提供生物棲息繁衍的生態環境，同時也
提供地方居民休憩場所，以達到水質淨化、生態調和、遊憩、教育、美化景觀等功能。

頭份市永貞宮公園：
位處頭份市田寮里，廟宇恢宏中不失樸實，前有古榕垂蔭，環璄清幽，為地方信仰中心與
休憩場所。自 2010 年開始參與活動，除定期維護外，每季安排 10-15 人左右參與志工活
動並每年均贊助民俗節慶活動。

志工隊服務：
為提昇社區環保意識與維護社區環境，華夏於 2010 年成立志工團隊，鼓勵同仁利用工作
之餘的時間，從事社區維護與清掃服務，志工隊成員約 60 人，每季定期舉辦活動，每次
參與人數約 10-15 人，多年來辦理過海邊淨灘、社區環境整理、公園養護、街道清掃…等
活動。

頭份工業區公園綠地：
位於頭份工業區服務中心周邊設有小型公園，提供區內員工休憩場所。自 2010 年開始參
與活動，長期認養維護，並於 2014 年獲產業園區公共設施認養綠美化北區第三名佳績。

頭份市路燈：
華夏公司為守護頭份居民安全，自 2010 年起開始每年捐助頭份市公所新台幣 10 萬元認
養民族路及自強路路燈共 200 盞路燈。

海岸環境清潔：
華夏公司頭份廠自 2017 年開始配合苗栗縣環境保護局的海洋環境政策，主動認養竹南鎮
龍鳳漁港沿岸約 500 公尺，每年定期由志工隊號召同仁及家眷們進行淨灘活動，維護海
岸沿線之環境清潔。

永貞宮公園 志工隊服務

認養路燈共 200 盞。                          頭份工業區公園                                      

認養路燈感謝狀 2014 年獲產業園區
公共設施認養綠美化
北區第三名             

2017 年認養工業
區公園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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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益捐助
愛心社
華夏愛心社於 1972 年在頭份廠成立，集結同仁的愛心捐款在委員會的
運作下，投入社會濟弱扶傾的工作，1995 年總公司又成立華夏台北愛
心社，成員有 72 人，共同秉持「散播愛心，關懷社會」的理念，攜手
合作，發揮華夏人為善不落人後的精神，為社會盡一份企業人的責任。
弱勢兒童扶助
兒童是未來的國家棟樑，為幫助弱勢貧困或家庭破碎的兒少，使其有
健康的成長環境、充分受教育的機會、快樂學習的生活與協助改善兒
少的生活條件。愛心社經常性長期捐助聖方濟少女之家、聖方濟育幼
院、世界和平展望會、苗栗家扶中心、創世基金會…等機構。
關懷社會之身心障礙者與貧困老人
促進貧苦身心障礙者生活自立及健康，協助其充份地發揮潛能，並且
融入社會；協助孤苦老人之安養。愛心社 2018 年度共協助 5 人，經常
性長期捐助華嚴啟能中心、廣愛教養院、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明德
教養院、幼安教養院…等機構。
急難救助
鄰近各社區或公司同仁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意外事故，致使其經濟陷
入困境，愛心社即派人前往關懷並提供急難救助金，期能協助渡過難
關，愛心社 2018 年度共協助 3 人，使其生活回歸常軌。並積極參與各
社區寒冬送暖相關活動，協助弱勢族群渡過艱困時刻。

關懷台灣八八水災，
華夏公司捐助新台幣
150 萬元，華夏員工
發揮愛心不落人後之
精神，自主捐款新台
      幣 295,800 元。

 2009 年
八八風災

 2014 年
高雄氣爆

關 懷 高 雄 八 一 氣
爆，台聚集團捐助
新 台 幣 1.000 萬
元。

 2015 年
八仙塵爆

   2016 年
尼伯特風災

關 懷 八 仙 粉 塵 氣
爆，華夏公司捐助
新台幣 100 萬元。

為協助台東仁愛國
小尼伯特颱風災後
重建華夏公司捐款
新台幣 50 萬元。

靜安康復之家感謝狀 寒冬送暖活動世界和平會感謝狀創世基金會謝卡

關懷社會

20%
創世基金會

20%
幼安教養院

20%
世界和平會

40%
同仁 / 里民

20
18

年

愛
心捐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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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特派代表到廠頒發紀念品

贊助中台灣農業博覽會、全民運動大會

全民運動會及中台灣農業博覽會為台
灣推廣體育與農產之兩大盛會，2018
年適逢由苗栗縣政府主辦。華夏公司
為響應地方政府，並表達對於地方農
業與體育賽事之支持，分別予以贊助
20 萬元。

弱勢關懷—沈芯菱

自華夏 CSR 信箱收到沈芯菱小姐的來
函，我們從網路上查找其生平經歷後，
發現她是一位優秀足以為人表率的有
為青年。她自小家境清寒，從 11 歳起
就致力於各類公益慈善活動，在許多
報章雜誌網路都有她的榮譽事跡，更
在 2016 年獲得國家最高榮譽「總統
創新獎」以及天下雜誌票選為「台灣
十大慈善家」，時代雜誌稱芯菱小姐
為「掉落凡間的天使」。如今看到這
位天使又在為了我們的辛苦農民四處
奔走，而這些農民很可能是你是我身
邊的親朋好友。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永續關懷鄉里的信念，華夏公司
全員共襄盛舉共訂了 51 箱大斗六文旦
老農聯合產銷網農產品，為台灣農業
盡綿薄之力與大善之愛。

華夏公司看見社會需求，推廣在地農
產品，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提升員工照顧
福利，華夏公司本著關懷斯土斯民的
良善精神，配合採購林園洋蔥節農產
品，與農民共同推廣在地農產品，期
能藉由洋蔥美食促進員工健康外，且
幫助台灣農民、促進敦親睦鄰以達社
會和諧共融。
近年來因天候等因素，台灣農產品，
例如：洋蔥、鳳梨、香蕉、高麗菜、
青花菜等，生產過剩問题屢見不鮮。
在高雄林園地區，因為在地小農的用
心與種植技術提升，使得林園栽種的
洋蔥有著更加飽滿、鮮甜的滋味。「洋
蔥」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所含豐富
水分、膳食纖維、粗纖維、維生素 A、
C、鉀、鈣、鐵等，對身體健康維持甚
具功效，素有「蔬菜界皇后」之封號。
華夏公司本著「誠信、關懷」的理念，
號召台聚集團關係企業共同啟動「善
循環，擴散正向能量」目標。2019 年
3 月採購在地小農種植的洋蔥，合計共
7,500 公斤 (3 公斤 / 袋 )，其中 1,000
袋由華夏、台氯、華聚公司分別轉贈
同仁。
華夏希冀藉由此採購支持台灣在地小
農，且為林園洋蔥節共襄盛舉，以達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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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教育學習
台聚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為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及亞洲聚合股

份有限公司於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共同捐助設立，2012 年正式運作，

以從事教育性公益事業為宗旨，弱勢、偏鄉及環境生態關懷為主軸，透

過設置獎助學金、捐助公益平台、贊助教育公益活動，以強化服務能量

並提升服務效益。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7 年加入贊助行列 (2018 年贊助 200 萬元 )，讓台聚教育基金會能

投入更多資源於偏鄉教育及環境永續等公益事業，以回饋社會。

本公司協助台聚教育基金會在 2017 年開始贊助苗栗縣頭份國中導入均

一教育平台，初期提供 30 台 iPad 及無線網路硬體設備，讓老師能在

課堂上使用 iPad 進行教學。未來也期待藉由基金會與公益平台的持續

陪伴和在地教師的交流學習，幫助更多老師邁出轉變的步伐。

頭份國中老師分享：

班上同學對於這種上課方式，感到非常新鮮，遇到不會的題目，也很積

極和同學討論，相較於傳統授課方式，學生參與度更高，雖因導入時間

較短，學生成績尚未有明顯進步，但同學上課態度認真、更加專心學習。

2018 年台聚教育基金會各項贊助支出合計為新台幣 849 萬元，其中包

含頒發獎助學金 125 萬元；贊助大專院校服務性社團活動 50 萬元；贊

助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150 萬元及台東均一實驗高級中學 400 萬元；

贊助各項其他教育公益活動 124 萬元。

頭份國中歡迎「台聚教育基金會」

頭份國中學生操作平板電腦                 苗栗縣政府感謝狀

項目 贊助金額 ( 新台幣萬元 )
  獎助學金                         125
  大專院校服務性社團活動                           50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150
  台東均一實驗高級中學                         400
  其他教育公益                         124
  總計                         849

2018 年台聚教育基金會各項贊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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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聚教育基金會認同嚴長壽先生關懷台灣偏鄉教育及永續發展的理念，故藉由贊助公益

平台 ( 註 1) 及均一 ( 註 2)，支持其進行偏鄉教育培育與深耕等各項計畫。近年來，公益平

台已逐步從偏鄉走向支持全國教育改革的行政平台。

2016 年起開始協助推廣學思達教學法及舉辦學思達亞洲年會。

2017 年暑假更受教育部師資培育司之邀，重新規劃「初任教師志業及教學專業導入」研

習課程，扮演公部門與第一線老師的串連角色，邀請超過 340 位優秀老師擔任課程講師和

共輔員，將豐沛能量灌注給台灣的初任教師，每位共輔員陪伴 8-10 位初任教師，讓他們

在研習後回到學校、甚至是偏鄉服務時，可以持續有資深老師和同儕的支持。同時，公益

平台也擔負 Taiwan Connection (TC) 古典音樂推廣宣傳及行政支援的角色，透過音樂讓台

灣連結國際，並藉由進入企業與校園分享，讓每位 TC 音樂家肩負起推廣古典樂的使命，

提升台灣古典音樂演奏與賞樂的環境。

在部落青年培育方面，公益平台從 2010 年開始藉由每年暑假為不同年齡層學生舉辦的英

語、音樂、動畫和工業設計等主題式學習營隊，讓超過二千名花東子弟得以探索自己的天

賦、啟發學習動機；此外更先後安排近 50 位花東及原住民優秀青年到國外接受歷練與培訓，

包含楊百翰大學亞洲經理人培訓、夏威夷文化永續學習之旅、台灣原住民青年海外遊學計

畫，藉由走入世界，找到自己的文化優勢與定位。未來更希望凝聚這些播下的種子，透過

定期的議題討論，培養台灣原住民青年領袖人才，帶來更多正面的鼓舞力量。
註 1：公益平台指「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註 2：均一指「台東均一實驗高級中學」

花東青少年英語生活營

夏威夷文化研習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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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高雄愛河端午龍舟嘉年華」活動

高雄市政府為提倡民俗體育活動，發揚區里特色文化，特舉辦龍舟競賽，

競賽日期：2019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星期五、六、日〉3 天

                    AM 8:30~PM9:00。

傳統文化對下一代的教育很重要，會讓下一代人富有內涵和教養，希望文化傳統能夠推廣

並持續發展，不要因時代變遷而斷絕。

本次台聚集團再次配合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舉辦之「2019 高雄愛河端午龍舟嘉年華」活

動，除了參與地方活動外，更希望培養員工團隊合作精神，激發爭取榮譽的鬥志，無形中

達到教育員工，提升員工向心力的目的。

本次活動於 2019 年 6 月 8 日在林園區中芸港舉辦，選手來自台聚集團林園廠區各廠的同

仁。賽前一次又一次揮汗練習，比賽當天無懼艷陽高照，憑著練習時的默契，選手們跟著

戰鼓節奏奮力划槳前進，每場比賽勝負均差距毫釐，戰況激烈，經過多場的鏖戰後，由台

聚集團勇奪本次廠商組的冠軍，除了為集團爭取榮譽外，也證明了台聚集團同仁團結合作

的精神。

期許未來，台聚集團的同仁們，就像在賽場上「永不放棄」的心一樣，共同努力一起為台

灣拼經濟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