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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Introduction)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創立於1976年，目前資本額達新台幣68億8仟3百萬元，由純

對苯二甲酸(PTA-Purified Terephthalic Acid)生產技術的擁有者英商INEOS公司擁有

61.43%股權，台灣中油公司擁有38.57%股權。台北總公司位於台北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段

413號6樓，台中廠位於台中港西碼頭專區(台中市梧棲區草湳里南堤路2段89號)，年產能達

76萬公噸；大部份供應國內重要聚酯纖維公司。 

 

 

中美和所製造與銷售的產品純對苯二甲酸(PTA)是一種無毒白色粉末，為聚酯業(Polyester)

的主要原料，用途廣泛，日常生活不可或缺之用品有很多以 PTA製成，其應用可概分為： 

 

1. 民生用品

(紡織用品)： 

聚酯纖維服裝布料、機能性紡織布料、拉鍊、不織布等。 

2.民生用品 

(其他)： 

寶特瓶、錄影帶、錄音帶、醫療 X 光片、底片、食品包裝袋、塑

膠製品等。 

3.工業用品： 塗料、接著劑、烤漆、輪胎襯布、輸送帶、汽車安全帶、電子零件

包裝、電器絕緣膜、太陽能背板層、汽車材料、電子材料等。 

 

 

面對全球急遽氣候變遷、國際局勢變化，中美和不斷引進前瞻的觀念與做法、以先進技術

與高科技設備，創新公司價值，為相關產業發展做出積極貢獻，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秉

著安全、人才、誠信、卓越的經營理念，積極培訓優秀員工，建立核心自主技術，持續改

善產品及服務品質，並以誠信原則經營企業，尊重當地文化，全心投入健康、安全、保全

及環保工作。以科學與負責的精神兼顧環境生態與企業發展；更以滿足客戶需求為著眼，

架構品質、成本與交期的最佳組合，與客戶攜手共創豐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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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願景與使命 

 

2.1  公司的願景  

「 讓中美和利益關係人能肯定我們是安全、可靠、誠信、高品質、高效率的公司。

利益關係人包括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承攬商、銀行、社區、政府等」。  

 「安全」 

能確實做到零傷害、零事故、不對環境造成危害。 

 「可靠」 

在經營管理的各層面，包括安環、生產、維修、採購、銷售、財務、人事等都獲

得利益關係人的信賴。 

 「誠信」 

凡事都符法規及行為準則。 

 「高品質」 

凡事都符內部及外部客戶的需求，提供具有競爭的市場價格、穩定的產品品質、

準時交貨，具有價值的售後服務給外部客戶。 

 「高效率」 

反應在員工持續不斷的改善、追求卓越，各項經營管理的績效指標，均能及時達

標。 

 

2.2  公司的使命 

「滿足客戶需求，成為客戶優先選擇的供應商」。  

 

2.3  執行方針 

 客戶導向 : 認真的傾聽並了解顧客 (內部及外顧客 )；以積極熱誠的態度， 

建立良好合作關係。滿足顧客目前及將來之需求；以顧客滿意為優先目標。 

 持續改善 : 採取行動來改善現今的狀況及流程；運用適當方法尋找機會，執

行改善方案以及衡量成效。 

 促進團隊成功 : 有效率的和團隊工作成員一起工作，團結一致地去達成組織

目標。 

 發展人才 : 規劃並支持個人技巧與能力的發展，使他們夠更有效達成目前或

未來工作 /角色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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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環保政策(SHE Policy) 
 

本公司第 12 任總經理 劉昌吉先生於2020年7月13日接任迄今，就任後簽署「健

康、安全、保全與環境政策」如下，以作為公司推行安環工作的最高指導原則。

本公司安全衛生環保政策每年定期檢討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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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衛生與環保組織(SHE Organization) 
 

本公司為落實健康、安全、保全及環境政策，有效推動執行每年度的安環工作計畫，

設置安環組織架構如下： 

 
 

中美和 

健康、安全、保全與環境管 理架構 
 
 
 
 
 
 
 
 
 
 
 
 
 
 
 
 
 
 
 
 
 
 
 
 
 
 
 
 
 
 
 
 
 
 
 
 

 安環目標與策略： 

 落實零災害、零事故、不對環境造成衝擊之目標。 

 實踐全員參與工安、環保活動。 

 實施製程安全管理，確保工廠安全運轉。 

 參與及推動台灣責任照顧制度(TRCA)。 

 成立承攬商安全衛生委員會，推行承攬商自主管理。 

 重視道路行駛安全，強調社會責任，並作良好運輸安全模範。 

 經由PTA/化學品運輸安全委員會，帶動下游供應商重視安全理念，提昇大眾運輸

安全水平。 

 全員參與稽核與溝通，確保廠區設備完整性、人員安全，並藉以提升全廠人員含

承攬商安全文化。 
 

台北總公司 

台中廠 

PTA/化學品運輸 

安全委員會 

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 
安環部門 

承攬商安全委員會

(承攬商主導) 
部門安全會議 

風險與機會管理 

委員會(RMP) 

領班安全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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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保護、安全與衛生管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fety and Hygiene Management) 

5.1  環境保護 

 環境管理 

在環境管理上，中美和全廠無使用任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產品純對苯二甲酸

(PTA)亦為非危險物品，中美和也要求供應商配合加入綠色供應鏈。為減緩全球氣

候變遷，中美和除在建廠之初即採用潔淨能源天然氣當作燃料外，也不斷進行持

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原物料耗用量持續減少，產品單位能源耗用

量也逐步降低。 

在污染防治方面，採用最佳可行技術處理營運產生的污染，降低環境衝擊。製程

反應後之尾氣經過觸媒轉化單元及排氣洗滌塔處理至符合法規標準後，由排放管

道排至大氣。在監測管理上，設有固定汙染源連續自動監測設施系統(CEMS)、水

質連續監測系統(CWMS)、線上分析儀、手持式VOC檢測儀、廠區周界異味分析儀。

除了廠內密切監測外，每年亦委託合格檢測機構進行檢測，並向主管機關申報檢

測結果。歷年實際檢測結果，空氣污染物、噪音、土壤、地下水、放流水、事業

廢棄物排放濃度及總量均低於環保法規排放值及環評承諾值。 

 

 空氣與水污染防治 

中美和台中廠設置空氣及水污染防治設備，並符合法規排放標準。空氣污染與水

污染防治設備的運轉狀況，納入中央監控系統，由每日24小時的輪值人員監控，

並將系統效率檢知資訊列入追蹤項目，以確保空氣及廢水的排放品質。此外，為

確保無異味洩漏，廠區周遭並裝設即時線上異味偵測器，搭配風向計及警報設定，

可以在第一時間偵測到異常狀況並立即啟動緊急應變程序。 

− 台中廠建廠時即採用當時最新製程，使用潔淨的天然氣作為燃料，減少空氣

汙染物排放，製程水大部分回收使用，與傳統PTA廠比較，廢水量大幅減少。 

− 台中廠製程尾氣採高壓洗滌塔、觸媒氧化器、溴氣洗滌塔、低壓洗滌塔等設

備處理排放尾氣，製程尾氣經由高壓洗滌塔回收溶劑，觸媒氧化器把內含的

揮發性有機物轉化成二氧化碳、水及溴氣，溴氣洗滌塔則除去溴氣，最後由

低壓洗滌排放尾氣，THC 削減率＞95%，以確保排放之尾氣符合法規要求。 

− 製程水回收部分，台中廠全回收PTA製程母液水，用水回收率由原環評承諾

74%提高至近90%；並減少冷凝水之排放，以減少用水量。 

− 本公司投資三級廢水處理設施，將廢水處理至河川放流標準後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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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管理與資源回收 

為保護員工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中美和公司不使用任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廠區廢棄物也僅為一般事業廢棄物，無任何有毒事業廢棄物產出。本公司廢棄物

管理策略為優先進行製程減廢、回收再利用，最後才是處置或處理。 

− 持續推動源頭分類減廢，並要求廠商配合廢棄物分類與資源回收。本公司依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核定內容運作，廢棄觸媒取得回收再利用許可，使用

之觸媒透過回收再利用方式由供應商回收精煉再使用，並與鄰廠進行能資源

整合，減少廢棄物產生量，以落實循環經濟理念。 

− 積極推動垃圾分類及資源回收制度，並藉由製程改善降低事業廢棄物數量，

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 為確實掌握廢棄物的流向，確保所有廢棄物均合法且妥善處理或再利用，本公

司對事業廢棄物產出、儲存、清運與處置訂有嚴格之管理辦法，並慎選廢棄物

清除處理及再利用廠商，承攬廢棄物之廠商需通過安環與採購部門之評鑑作業。 

− 所有事業廢棄物產出、儲存與清運皆有完善紀錄。同時為確保最終處置符合法

規要求，除清運車輛加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衛星車隊系統來追蹤所有

清運車輛清運路徑及異常停留點，並指派專人跟車確認且定期追蹤查核事業廢

棄物流向，以確保廢棄物合法且妥善的再利用與處理。在固體廢棄物產出方面，

大致上呈現逐年持續減量趨勢。 

 能源管理與溫室氣體減量 

中美和台中廠於建廠時為維護環境,就選用當時股東最先進的低耗能製程，承諾使

用潔淨的天然氣為燃料，大幅降低空氣污染物排放量(TSP、SOX及溫室氣體)，故能

耗及汙染物排放低於同業。中美和公司之溫室氣體減量管理可以分為策略面、技

術面與管理面，說明如下： 

1) 策略面 

以符合法規及環境友善及持續改善之基本理念，採用INEOS英力士公司先進製

程及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為燃料，並採行區域能源整合，整體提升能源使用效

率，從源頭降低溫室氣體排放強度及排放量。 

2) 技術面 

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術並持續改善，針對可能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之製程、排放

管道，建立最適化操作模式及能資源回收循環使用系統，全盤檢視、逐步檢討，

擬定改善計畫賡續執行，確保符合法規要求及環評審查結論之承諾。 

3) 管理面 

建置ISO 50001能源管理系統，並依循溫室氣體減量及管理法盤查機制建立管

理平台，採行每月自行監測掌握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每年委請公正第三方執

行溫室氣體盤查管理報告書及查證聲明書，期了解並掌握溫室氣提排放量及

單位產品排放強度，以作為後續改善計畫之參考依據。 

 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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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和自民國86年起即建立溫室氣體盤查制度，台中廠自建廠開始即進行溫

室氣體盤查作業，每年皆須完成前一年度廠區之溫室氣體盤查，且須通過外

部查證符合 ISO 14064-1 標準，歷年來溫室氣體排放量及產品單位CO2e排放

強度均低於環評承諾值。 

 產品碳足跡 

推動產品環保驗證，於2012年台灣PTA第一家通過產品碳足跡查證;並於2017

年取得純對苯二甲酸水足跡盤查及認證。 

 能源管理 

台中廠於2013年開始導入ISO 50001能源管理系統，推動日常作業中持續改善

節能績效，降低能源使用，達到節能減碳目標並完成ISO 50001 能源管理第三

方查證作業。 

 區域能源整合 

建置廠外公用流體管線，引進鄰廠較低壓蒸氣，減少台中廠高壓蒸氣鍋爐操

作負載，以提升整體能源效率。 

 提升能源使用效率 

使用 LED照明、逐步汰換老舊設備，每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約0.8公噸。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中美和公司於廠區內設置太陽能板產生再生能源供自廠使用，自2018年建置

太陽能板裝置容量99千瓦，累計已發電量為 339,429度，減少碳排放量達 

179,753公斤。 

 提升能源使用效率 

賡續完成鍋爐效率最適化、鍋爐尾氣熱回收、焚化爐最適化操作、反應器操

作改善、加熱爐最適化操作等節能專案，並持續設備管線防腐蝕等專案，以

進一步降低產品單位能源耗用率。 

 

 

5.2  安全與衛生管理 

 安全理念-高階主管的承諾 

中美和公司相信零事故是可達成。包括應紀錄傷害事故、零製程安全事故及零環

境污染事件。我們持續在每天日常工作上將安全視為第一要務。中美和公司除了

提供足夠的資源以改善安全衛生系統外，高階管理階層包括董事長及總經理均親

自到工廠廠區實地視察作業控管情形，具體展現高階主管的安全領導。 

 

 安全與衛生管理系統 

中美和公司的安全衛生管理架構在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ISO 45001）上，透過

計劃、執行、檢查、行動（P-D-C-A）的管理精神，達成預防意外事故、促進員工

安全衛生及保護公司資產的目標。 

 2021年度ISO外部合併稽核計畫委託財團法人金屬研發中心驗證稽核，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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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品質管理系統)/ISO-14001(環境管理系統)/ISO-45001 (職業衛生

安全管理系統) /TOSHMS(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於2021年11月進行合併

追查稽核。本次外稽重點為ISO-14001環境管理系統重新驗證，經過三天稽核，

金屬中心認可中美和ISO系統之有效運作與持續改善精神，同意重新驗證結果

符合驗證標準，續予認可登錄，本公司已於12月中完成ISO證書換證程序。。 

 本公司在2007年取得勞動部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TOSHMS)10年績效

認可，於2019年到期並於同年度重新申請績效認可再度通過。 

 在安全管理上，中美和採用作業管理系統架構，範圍含括人員、製程、工廠、

績效四大面向，及八項營運基本要項(領導、組織、風險、程序、資產、最適

化、操作許可、結果)。所有人員在廠區作業均須遵守工安八大黃金定律「工

作許可(Permit to Work)、設備隔離(Energy Isolation)、地面開挖作業 

(Ground Disturbance)、侷限空間作業 (Confined Space Entry)、高處作業

(Working at Heights) 、吊掛作業  (Lifting Operations) 、駕駛安全 

(Driving Safety)、變更管理 (Management of Change)」。 

     

           (ISO9001/14001/45001/TOSHMS驗證證書) 

 

 工作人員安全保護 

安全衛生環保政策的重點在於建構安全的工作環境，積極預防職業傷害與疾病，

維護員工身心健康。 

1) 工作環境與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依主管機關規定，制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員工遵照安全衛生作業規

範辦理。 

 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及人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設置勞工安全衛

生管理單位，並核備奉准。作業場所，依法設置有現場安全衛生監督人

員並配置優於法規之急救人員員額。 

 訂定年度安衛管理計畫並據以實施；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擬定年度

自動檢查計畫並實施。 

 依規定按月進行職災申報。 

 每二個月召開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報告及研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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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規定每半年實施作業環境監測，2021 年無不符規定事項。 

 落實飲用水管理，飲水機委託合格廠商每月保養，以優於法規標準，每

月檢測飲用水質，確保員工飲用水衛生。 

 訂定勞工健康四大保護計畫：人因危害防止計畫、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預防計畫、職場母性勞工健康保護計畫及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

計畫。 

 

2)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對於新進人員、承攬商、司機、訪客分別安排不同之安全教育訓練，並建立

安環證照追蹤系統，確保落實法規要求的勞工安全衛生證照訓練及回訓。此

外並設立操作員及技術人員技能認證制度，以驗證作業人員具備應有之能力

與資格。 

為強化員工的安全意識，營造健康的安全文化，安環部不定期對員工進行安

環宣導，具體作法包括：每日進行員工及承攬商晨間安全宣導、分享股東工

廠事故及國內外事故案例、工安新聞宣導、電腦開機工安宣導、健康講座、

健康促進活動及年度工安宣導週活動等。 

 

3) 安全稽核 

為發掘可能的不安全行為與不安全環境，以消弭潛在風險，中美和公司推行

全員安全稽核活動。對於好的行為，給予肯定；對不合規定的行為，馬上糾

正並要求承諾改善。在 2021 年台中廠區總共進行 7,282 件安全稽核，並且在

每日工廠晨間會議檢討稽核缺失，指定專責單位立即改善。 

除內部稽核外，亦透過外部稽核機制以了解系統運作缺陷，以持續改善安全

績效，如保險公司稽核、股東現場稽核、港務分公司稽核、政府單位稽核與

ISO 外部稽核。 

   
        (金屬中心 ISO 驗證)            (總經理視察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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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務中心危險品管理督導) 
 

4) 健康衛生管理 

中美和公司認為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為確保員工的身心健康，中美和

公司除了提供優於法規項目與頻率的健康檢查服務，並針對健檢結果施行健

康管理措施，提供諮詢、轉診等服務；特殊作業場所人員則皆按計畫進行特

殊健康檢查，檢測項目包括噪音、粉塵、有機及特殊化學等。 

− 醫務室依每年健康檢查結果提醒員工針對異常項目追蹤並改善之，並聘

請專家就員工健檢與作業環境測定數據進行研究，以進行後續健康分級

管理及衛教輔導，以提升同仁健康福祉。 

− 2021 年度安排員工至童綜合醫院進行健康檢查，並同時進行異常工作負

荷(過勞) 調查、人因肌肉骨骼症狀調查。醫務室也針對員工健康檢查報

告進行統計分析，並舉辦健康講座提醒員工針對檢查異常項目到醫療院

所再進行詳細檢查。 

− 為確保員工用餐衛生及安全，公司定期檢查員工餐廳消防安全、中央廚

房及員工餐廳衛生情形及從業人員健康檢查紀錄。 

− 為確保員工用餐健康，公司除了在餐廳進行各類食物營養成分標示外，

也提供健康飲食宣導，以促進員工均衡飲食，維持健康體重。 

− 本公司為強化健康職場，辦理各項健康促進活動，如健康篩檢、減重、

心理諮商、營養與運動諮詢及健康講座(認識冠心症、職場過勞宣導、熱

危害預防、認識骨質疏鬆、肌肉骨骼傷害防治等)。 

    

(衛教健康講座 熱危害預防)      (健康講座認識骨質疏鬆 

 新冠肺炎(COVID-19)應變措施 

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擴散全球，確診病例超過1億7千萬人，死亡數超

過380萬人，台灣也自5月份爆發嚴重疫情。統計至6/21日止，全國累計確診

人數達14,157人，累計死亡575人。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自5/19日宣布全

國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公司為因應COVID-19疫情升溫，依據指揮中心公

告的「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於5/19日重新檢討修訂1-4級各項防疫措

施，摘要說明第3級防疫措施如下： 

1) 員工自主健康監測(每日量測體溫並回報)，倘若發燒(額溫超過37度/耳溫超

過37.5度)、有呼吸道症狀或咳嗽，請同仁在家實施自主健康管理，並通報

主管。 

2) 所有工作人員全程配戴口罩，未配戴口罩逕予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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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場所加強消毒。 

4) 暫停對外之拜訪，並謝絕訪客來訪，如有必要應先報備總經理(台北公司)或

廠長(台中廠)取得核准。 

5) 每14天填寫新冠肺炎調查表，如有本土案例發生時啟動足跡調查。 

6) 持續員工衛教宣導。 

7) 要求工作人員有相關症狀時，立即通報主管及安環/人資部門。 

8) 所有人員一律用便當取代到餐廳用餐，員工餐廳暫停供應廠外人員用餐。 

9) 暫停廠內週二擴大晨間會議，晨間會議改採視訊會議(Teams)，每間會議室

人數控制5人以下。 

10) 承攬商晨間會議暫停，改由各家承攬商自行宣導，並提交會議紀錄給安環

部。 

11) 除法規要求外，暫停其他不必要之會議，並停止參加外部訓練、研討會。 

12) 暫停舉辦員工健康檢查。 

13) 辦公室內如無法保持社交距離(室內應保持1.5公尺)，應裝設隔板。 

14) 所有工作人員應遵守「指揮中心強化COVID-19第三級疫情警戒相關措施」 

 避免出外旅遊 

 禁止在外餐廳用餐(全國餐飲業一律外帶) 

 避免不必要長距離異地移動 

 員工上班方式 

1. 辦公場所分艙分流(A/B組)。 

2. 實施部分居家上班。 

 承攬商作業管制 

1. 停止所有非長期承攬商入廠工作；承攬商非必要不得入廠工作(包括長期

承攬商），如必要入廠工作之承攬商需提出符合第三級防疫辦法，呈廠長

同意後始得入廠工作。 

2. 除至控制室施工外，禁止承攬商進出控制室。(女性承攬商洗手間改至控

制室外西側洗手間)。 

3. 承攬商非必要不得入廠工作(包括長期承攬商），如必要入廠工作之承攬

商需提出符合第三級防疫辦法，呈廠長同意後始得入廠工作。 

4. 承攬商工作許可證簽核，由控制室中庭改至承攬商訓練教室(貨櫃屋)東

側棚區，操作部門配合將簽核所需設施移至棚區。承攬商工作結束後，

在承攬商訓練教室以電話通知轄區人員，由轄區人員到現場確認並取回

工作許可證。 

5. 承攬商每日工作排程會議，由控制室會議室改至承攬商訓練教室舉行或

改用電話溝通舉行。 

6. 在三號門警衛室西側設置一座流動廁所(三號門警衛室內已有另一間承攬

商廁所)，專供男性承攬商使用，避免承攬商使用控制室廁所，減少承攬

商與員工接觸機會。 

7. 三號門吸菸區設置區隔，間隔1.8公尺，限制吸菸人數不超過8人。專區

之間，絕對禁止交談。 

 清潔人員作業方式 

1. 入廠前全身消毒。 

2. 只清潔公共區域，不進入辦公室與同仁接觸。 

 交通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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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機自行量測體溫、全程戴口罩、車輛每次發車前消毒。 

2. 司機協助幫每位上車員工量測體溫、酒精消毒。 

3. 上下班交通車依個人分組組別搭乘，車內以左、右側分組，固定座位搭

乘。 

 運輸公司(化學品、PTA運輸車隊) 

1. 司機每日量測體溫、進入廠區戴口罩。 

2. 運輸公司提供司機每日健康監測報告。 

3. 請運輸公司提交各公司防疫計畫，特別是司機健康管理。 

4. Logistic訂定管理程序，避免司機與發貨人員的接觸。 

5. Logistic與客戶的收料單位溝通，協調運輸公司符合客戶的防疫規定。 

6. Logistic/採購共同訂定因應疫情下PTA槽車駕駛供給吃緊對策。 

 其他 

1. 定期檢討防疫物資整備。 

2. 訂定物品進出管理程序。 

 訂定各種工作人員可能發生之特殊狀況處置方式 

1. 有工作人員確診時 

2. 有員工需居家隔離時(與確診患者近距離接觸) 

3. 有員工需自主健康管理時 

4. 有員工需自主健康監測 

5. 有員工需收到細胞簡訊 

6. 員工居家在社區警戒範圍內 

7. 工作人員因工作必需進入警戒範圍 

8. 交通車路線行經警戒範圍/封鎖範圍 

 

 
(台中廠施行環境清潔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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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廠COVID-19 承攬商作業管制) 

5) 勞工參與(諮詢溝通) 

在員工諮詢、溝通與參與方面，公司透過以下方式進行： 

− 發行安環年報與C-News 

− 總經理部落格(CEO Blog) 

− 總經理主持小集團座談與現場人員直接溝通 

− 每月製造改善會議(MIM)與績效檢討會議(Performance Review Meeting) 

− 每季總經理主持全員會談(Townhall)、勞資會議與退休金委員會議 

− 每二個月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暨風險管理委員會議 

− 每日晨間會議 

− 部門工安會議與領班安全會議 

− 重要事件召開Safety Stand down會議 

− 歲修開俥前召開安全集會Safety Stand up會議 

− 主管安全巡視與溝通 

− 每三個月承攬商KPI檢討會議 

− 年終承攬人負責人安全訪談 

− 每季PTA槽車運輸與化學品運輸公司安全績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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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停爐前stand-up)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6) 年度安全衛生宣導週活動 

配合「世界職業安全衛生日」，中美和公司於2021/09/06至2021/09/10舉辦

年度安全衛生宣導週活動。宣導週安排包括近幾年國內外所發生工安事故回

顧宣導、安全宣導、健康醫學講座、危險性機械危害預防訓練、自衛消防編

組人員職責訓練、承攬商/運輸公司安全管理座談等。藉由推動相關活動措施、

落實職場安全衛生，以持續降低職業災害，並維護員工安全與身心健康。 

  
     (安全週工安宣導)                (危險性機械危害預防訓練) 

 

 

 風險管理(RMP)與危害評估 
為能鑑別出本公司製程、物質、設備、技術、作業、環境或利害關係人所從事之

活動等所潛在之安全、衛生、環境及品質的危害，台中廠風險管理委員會定期評

估各部門提出之風險與機會，並依評估結果申請RMP經費採行適當之控制措施，以

使風險降低至可接受水準。2021度共執行增設消防栓增加水泥基座. 材料倉庫/維

修工廠/包裝倉庫加裝安全立柱及安全母索等RMP工程改善案，以提升作業場所安

全。 

 

 製程安全管理(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台中廠在建廠時即採用本質安全設計(Inherently Safer Design)，將工廠危害與

風險降至可接受程度，並根據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製程安全管理(PSM)14要項及中

美和作業管理系統(COMS)進行製程安全管理。 

− 為確保製程安全，台中廠持續進行ISBL與OSBL之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HAZOP)，

依據HAZOP分析結果(8x8風險矩陣)，針對嚴重性等級在E以上之風險再進行

LOPA分析。 

− 另外依據製程特性分別設定安全設計極限(Safe Design Limit, SDL)、安全

操作極限(Safe Operating Limit, SOL)、關鍵警報(Critical Alarm）、操

作範圍(Operating Envelop, OE)，以避免導致設備損壞、人員傷害或環境衝

擊。 

− 定期辦理製程安全訓練，特別加強員工對危害辨識/風險評估的認知，了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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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用哪些風險管理工具來管控潛在的威脅。並定期召開風險管理委員會，

討論並追蹤員工所提出之各項風險。 

− 防腐蝕專案： 

中美和台中廠位處台中港區西碼頭內，屬於海洋性腐蝕環境。設備、管線、

鋼構極易遭受外部腐蝕，而導致可能的洩漏或設備故障。因此本公司自2014

年開始即編列高額預算經費，逐步進行防腐蝕工程，將原管線、設備材質汰

換與升級，降低製程洩漏發生之機率，以確保人員與製程安全，並避免財產

損失與發生可能之環保事件。 

   

 承攬管理 

承攬商為中美和公司重要夥伴，中美和溝通並鼓勵承攬商致力於安全、衛生、環保與

品質各方面的精益求精。藉由與承攬商管理階層間的定期交流、稽核與經驗分享，強

化夥伴關係，共同追求更好的績效。 

− 承攬商進廠前經需經過中美和評鑑合格，並投保相關保險； 

− 承攬商於工程簽約時，均書面告知安全衛生應注意事項; 

− 施工前必須依照中美和規範及工安環保規定接受工安訓練、召開施工前安全會議/

共同協議組織會議、申請工作許可證、工作安全分析(JSA) 完成機具檢查並參加

安全宣導與工具箱會議； 

− 針對承攬進廠進行酒精抽測、高處作業者量測血壓。 

− 每日進行安全稽核，針對違反公司承攬管理規定者要求立即改善。違反安全保命

規則(Life Saving Rule, LSR)者，當事人永久禁止入廠，並對其公司處以高額罰

款。 

− 施工過程採取必要的安全防護及預防措施並執行安全稽核；更要求承攬專案工程

的承攬商，必須建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並提出施工安全計畫經中美和審核通

過，以確保施工安全。 

− 為確保承攬商管理績效，台中廠每季舉辦承攬商KPI會議，藉由承攬商KPI評比各

承攬商安全績效，檢討稽核缺失，並由承攬報告自主管理落實情形，藉此以提升

承攬商安全文化。 

− 為協助承攬商在工程進行方面能更順利並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每年12月舉辦承攬

商負責人年終訪談。邀請廠內各家承攬商進行座談，針對施工安全，工程品質與

進度，作業期間所碰到問題提出分享。廠商亦承諾，落實廠區安全要求，遵守法

令規章將安全列為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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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歲修前入廠訓練 )               (承攬商停爐安全宣導) 

  
            (承攬商施工前安全會議)                (承攬商工具箱會議) 

 

 

 運輸安全管理 

中美和公司除注重工廠內作業安全外，也重視道路安全，包括產品運輸安全、員工交

通車安全及公務車輛道路行駛安全。因此，本公司成立運輸公司與化學品運輸公司委

員會，定期實施運輸公司安全管理制度評核及召開績效檢討會議。 

− 除PTA運輸公司需取得OHSAS-18001(ISO 45001)或ISO-39001認證外，每位運輸公

司司機必須接受防禦駕駛/疲勞警覺駕駛訓練，並取得證書。在行車安全管理上，

每條行駛路線必須實施道路風險評估，所有運輸車隊納入運輸安全監測系統，包

括衛星定位 (GPS) 監控系統、行車紀錄器監控管理(ICC)、安全稽核、疲勞警示

系統、司機家庭訪視、司機酒精測試與血壓量測、健康管理與工時管理等。 

− 所有員工因公務駕駛車輛，也必須接受防禦駕駛/疲勞警覺駕駛訓練。 

− 為確保員工乘坐交通車安全，定期辦理交通車緊急逃生訓練。 

− 每年舉辦運輸公司司機家庭日活動，活動內容包括駕駛安全、有獎徵答及意見交

流等。藉由辦理此活動讓司機家屬了解中美和安全理念與要求，以共同推動建立

優良之安全文化。 

   

                      

5.3  緊急應變 

中美和基於企業風險管理，訂定危機及持續營運管理(C&CM)作業程序，並成立風險管

理委員會。由各部門辨識各種作業可能產生之危害，評估其嚴重性與發生機率決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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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等級，經風險管理委員會討論評估並決定優先順序，並登錄於風險登錄表(Risk 

Register)。台中廠針對火災、地震、IT 服務中斷、原物料供應鏈中斷、重大傳染病、

環保事件或外部水電供應中斷等重要危機事件，進行危機管理，並著重於持續改善與

進行演練。 

− 設置緊急應變櫃、消防衣及空氣鋼瓶(SCBA)等緊急搶救器材，並將設備檢點列入

自動檢查項目。 

− 依消防法之規定設置完整之消防系統，委託合格廠商進行消防設施(備)檢修及申

報。 

− 廠區每年均舉行緊急應變與疏散演習，除了公司同仁之外，承攬商人員亦需參與

緊急應變計劃與演習，以確保將災害造成的損失降至最低，每年至少舉辦二梯次

緊急應變與實兵演練。除了製造與後勤部門舉行緊急應變演習外，也針對實驗室、

餐廳及交通車等人員，舉行如地震、化學品洩漏、氨氣外洩、火災與交通事故等

緊急應變演習。 

− 藉由演練項目及實際操作，以驗證同仁在意外發生時之災害搶救、指揮調度與協

調之應變能力。演習後並於緊急應變中心立即召開檢討會議，廠長除嘉勉演習同

仁的辛勞外，也針對演習過程之缺失進行檢討，冀望透過每次演練來強化廠內同

仁的應變能力。 

  
         (消防演練控制室兵推)                    (現廠實際演練) 

 

六、安環績效(SHE Performance) 

為符合公司願景，中美和建立嚴謹的安環制度，遵循或超越國內外安全衛生法規與標

準，並採取嚴格的安全衛生管控措施，強化員工與承攬商對安全衛生的認知與責任，

積極建構一個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以預防職業傷害與疾病，促進員工與承攬商的安

全與身心健康。台中廠訂定安全績效指標(KPI)，包括虛驚事故、安全稽核、安全聯鎖

旁路、製程洩漏(LOPC)、製程安全事件發生率(PSER)、超過安全操作極限/安全設計極

限(SOL/SDL)、車禍事故、急救事件、應記錄傷害事故、失能事故件數及法規遵循度等

領先指標與落後指標，並以燈號顯示健康狀態。 

 

6.1  安全績效(Safety Performance) 

 員工安全指標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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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總工時 411866 452196 440845 467430 441966

失能傷害次數 1 0 0 0 0 
總損失工作日 0 0 0 0 0 

TRIF 2.43 0.00 0.00 0.00 0.00 
失能傷害嚴重率(SR) 0.00 0.00 0.00 0.00 0.00 
綜合傷害指數(FSI) 0.00 0.00 0.00 0.00 0.00 

 
  

 OHSA 安全指標紀錄 

年        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總工時(員工及承攬人) 819089 274429 834367 821795 750158

失能傷害次數 1 0 1 1 0
應紀錄傷害次數 2 0 1 1 0

TRIF (OSHA) 0.24 0.00 0.24 0.24 0.00

DAFW Frequency (OSHA) 0.49 0.00 0.24 0.24 0.00

 
註：統計包括員工及承攬人並依據 OSHA 規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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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安全績效(Road Safety Performance) 

年        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百萬公里交通事故率 0.29 0.28 0.00  0.16  0.30 
百萬公噸交通事故率 2.88  2.78  0.00  1.68  2.85 

 
 

 
6.2  資源使用(Resource Usage) 
 用水及能源績效  (Water & Energy Performance) 

歷年單位產量能源耗用量紀錄圖表 (以2007年為基準年) 

年      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原水(百分比) 89% 90% 95% 103% 92% 
能源(百分比) 82% 82% 83% 93%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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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空污排放 (Air Emission) 

 空污排放記錄 ( Air Emission Record) 

  歷年單位產量空氣排放紀錄圖表 

年         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NＯx/產量 (公斤/公噸) 0.04 0.04 0.02 0.03  0.03 

SOx/產量 (公斤/公噸) 0.00 0.00 0.00 0.00  0.00 

TSP/產量 (公斤/公噸) 0.00 0.00 0.00 0.00  0.00 

CO2/產量 (公噸/公噸) 0.31 0.29 0.31 0.26  0.29 

VOC/產量 (公斤/公噸) 0.05 0.05 0.04 0.05  0.04 

 
 

6.4  廢水排放(Wastewater Discharge) 

 廢水排放記錄( Wastewater Discharge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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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單位產量廢水排放紀錄表 

年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廢水量/產量 (公噸/公噸) 1.16 1.13 0.95 1.17 0.86  

化學需氧量/產量 (公斤/公噸) 0.02 0.06 0.05 0.05 0.05  

 
 

6.5  固體廢棄物清理 (Solid Waste Disposal) 

 固體廢棄物清理排放記錄 (Waste Disposal Record) 
歷年單位產量廢棄物紀錄圖表 

年          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量 (公斤/公噸) 1.57 0.45 0.41 0.47  0.22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量 (公斤/公噸)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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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環評承諾(EIS Commitment) 

 台中廠依環境影響說明書之承諾執行環境監測計畫，年度環境監測成果

(Environmental Testing Results for TCP EIS Commitment)如下： 

 

1. 空氣污染項目 

1.1 鍋爐煙囪P002、P003設置NOx連續自動監測系統(CEMS)進行監測及連線至台中市

環保局，並依法實施相對準確度測試查核(RATA)檢測，監測及檢測結果均符合

法規要求。 

1.2 製程排放管道P102設置THC連續監測系統及連線至台中市環保局，並每年委託合

格檢測機構實施VOC定期檢測一次，監測及檢測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1.3 其他製程排放管道及焚化爐煙囪P001，依排放之污染物每年委託合格檢測機構

實施定期檢測一次，檢測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1.4 廠內所有排放源排放量，每季實施一次排放總量統計，以管控年度累計排放總

量不超過環評承諾之排放總量。 

1.5 VOC泵浦每週目視洩漏檢查，其他之製程設備元件，每季委託合格檢測機構實施

VOC之定期檢測一次，檢測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1.6 對二甲苯儲槽，每季委託合格檢測機構檢測內浮頂上方VOC一次，檢測結果均符

合法規要求。 

1.7 對二甲苯儲槽，每年由其固定頂上之人孔或頂艙口實施目視檢查，檢查結果未

發現異常。 

1.8 焚化爐煙囪P001並每三年委託合格檢測機構實施戴奧辛之定期檢測一次，檢測

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2. 水質項目 

2.1 廠址內設置四口地下水監測井，每半年委託合格檢測機構實施THC濃度之檢測一

次，檢測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2.2 選擇鄰近海域定點之水質及廠區放流水，每年委託合格檢測機構進行採樣檢測

鈷及錳的濃度，檢測結果未發現異常。 

 

3. 土壤項目 

3.1 廠內於儲槽周圍設置土壤氣體監測井，每年委託合格檢測機構實施油氣濃度之

檢測一次，檢測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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