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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確認因公司生產、活動及服務而產生之環境考量面，並評估各環境考量面及對環境造成

之衝擊，並比較其重大性。 

2. 適用範圍： 

2.1 凡本公司廠區內目前與過去所有原物料、製程、產品、服務、活動等皆適用。 

2.2 本公司未來已規劃的或新發展，或新的或已修正的活動、產品及服務皆適用。 

2.3 包含正常與異常的作業狀態、關機與開機的狀態，以及常理可預見的緊急情況。 

3. 名詞釋義： 

3.1 環境衝擊：是指直接或間接生產活動及服務對環境所產生之任何影響。 

3.2 已缺乏：物質自然界中已短缺。 

3.3 可循環：物質使用後仍可回復原態。 

4. 權責: 

4.1 各相關權責單位： 

4.1.1 負責協調該單位之環境考量面收集、辨識、登錄及鑑定。 

4.1.2 負責評定環境考量面與環境政策目標之符合性，並彙總各單位之相關資料，提報管理

委員會審查。 

4.1.3 負責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之制訂。 

4.2 各相關權責單位主管： 

4.2.1 負責指派環境考量面收集、登錄及鑑定之權責人員。 

4.2.2 負責各項提報資料與改進方案審查。 

4.3 品保單位： 

負責彙整各部門之環境考量面登錄及鑑定結果。 

4.4  環境管理代表： 

負責環境考量面鑑定結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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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方法： 

5.1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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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成立環境審查小組 

環境管理代表於建立環境管理系統前，依據各部門推派人選成立”環境審查小組”，

其中可以邀請熟悉相關作業流程人員參與審查評估活動。 

5.3 全廠環境調查 

環境管理代表召集環境審查小組人員至廠內各區域及場外周遭環境進行環境現況資

料收集。 

5.3.1 環境現況資料收集 

依公司產品，生產流程及作業活動狀況預先收集環境現況資料，此資料應至少包 

含下列項目： 

（1）“廠房平面圖” 

（2）“廠區與周邊環境平面圖” 

（3）“產品製程流程圖”  

5.3.2 管理部應將上述資料匯總整理並提供給“環境審查小組”作為執行環境評估之依據。 

環境審查包括範圍如下： 

（1）確認現行法規符合性之要求。 

（2）確認重大的環境影響要項、環境衝擊及社會責任。 

（3）重大環境問題之評估與記錄。 

（4）檢討現有之環境管理措施與程序。 

（5）過去違規事件之調查與檢討。 

（6）檢討現行採購、發包之策略與步驟。 

（7）利害相關者意見之反應。 

（8）找出組織中其他可提升或會影響環保績效之功能與活動。 

5.3.3 環境影響評估考量面範圍包含： 

（1）正常和異常所排放之空氣。 

（2）正常和異常控制時所排放之水。 

（3）化學物品和其他廢棄物。 

（4）土地之污染。 

（5）土地、水、燃料、能源及其他自然資源使用。 

（6）噪音、臭味、灰塵、振動和可見之衝擊。 

5.3.4 評估時應考量下列可能狀況之結果： 

（1）正常操作條件下。 

（2）非正常操作條件下。 

（3）事故、意外事件和潛在緊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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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作業活動。 

5.4 環境考量面鑑定 

5.4.1 管理代表應召集“環境審查小組”成員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將評估結果應填記在「環

境考量面鑑定表」，藉以找出重大環境考量面，重大環境考量因素應包含: 

A.環境法令規定。 

B.現存之作業管制。 

C.大眾壓力與環保意識要求。 

D.財務制度要求之環境報告內容。 

E.潛在之大量洩漏、火災、爆炸等。 

5.4.2 環境審查小組”應將先期環境審查情形，填記在「環境考量面鑑定表」中，註明各種

環境考量面之正常、不正常或突發狀態及對環境之衝擊。 

5.4.3 公司的產品本身性質、供應商及承包商環境績效、供應商運輸、協力廠商加工及承包

廠商施工等間接考量面，應仔細分析其環境衝擊。 

5.4.4 因應相關環境法規、社會環境、利害相關團體反應及產品活動之變化，應每年由“ 環

境審查小組”針對前次評定之中、高風險項目進行一次環境審查，若因重大環境因素

或法規之改變，管理代表得提前指派“環境審查小組”成員進行改變部分之環境審查。 

5.4.5 法規不符合事項，不論環境衝擊大小，須訂定目標、標的加以改善。 

5.4.6 環境考量面有疑問項目，由各權責單位主管與填寫單位共同修正。 

5.4.7 由權責單位主管查核各單位是否有遺漏未考量到之項目。 

5.4.8 彙總資料並依各項得分大小排序，並訂定重大性之等級。 

5.4.9 評估結果提報權責單位主管，並由環境管理代表召集相關權責單位進行環境考量面之

檢討並考量法規符合性、外界關心度、控制程度、技術取得、投資金額(含年操作成本)、

利害相關者之意見，作業及業務之影響品質、成本、交期等因素後，訂定優先等級依

規劃結果展開環境管理方案、作業管制或緊急應變措施，其結果填寫在「不可接受風

險管制表」。 

5.4.10 環境考量面鑑定表填寫方式: 

(1)項次:編碼代碼方式說明  

    E代表環境類別 

0001:部門代碼，如:服務(2210)、研發中心(2300)、品保(2400)、生產(2500)、資材(2600) 、

管理(2700) 、TLCC(2800) 

001:流水號(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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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範例說明:E(環境)-2700-001 (意即 2700(管理部)-001(流水號) 

以此類推項目之編碼方式。 

(2)生命週期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a.生命週期評估是針對一個產品系統在生命週期中之輸入、輸出以及其潛在環境影 

響的彙編及評價。 

b.非可持續性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c.可持續性發展的影響，其考量因素如經濟、生態發展、社會公平及需求等。 

d.組織在進行產品生命週期評估時，應考量下列之環保目標 

 

生態 社會 經濟 

· 自然環境本身 

· 物種多樣性 

· 資源保護 

· 生態系統的保護 

· 人身健康 

· 人身安全 

· 平等機遇 

· 就業現今與後代的資源 

· 公司間的競爭 

· 穩定的國民經濟 

· 保護現有的權利 

· 人民的財富 

 

e.產品生命週期評估(ISO 14040)，有關產品的生命週期採用生命週期評估概念分析(不

做詳細評估)，將產品生命週期考量依以下區分為 5個階段： 

i. 原物料獲取，如:原料收購 

ii.製造階段，包括:生產、設計、組織營運(與產品生命週期無直接相關性，如:辦公

室作業) 

iii.運輸階段，如:運輸/配送 

iv.使用階段 

v.廢棄/回收，如:報廢的處理和最終處置 

f.組織在進行產品生命週期評估時，應就各項影響評估結果，登錄於「環境考量面鑑

定表」中，以鑑別其重大環境考量面。 

(3)工作/流程:填寫作業項目，如: 堆高機作業。 

(4)活動/產品/服務:填寫作業內容，如: 堆高機加入柴油。 

(5)環境考量面/污染物產出(風險與機會): 

(風險)如:堆高機加油(柴油)產生洩漏造成地面污染。 

(機會)如:噴漆作業，人員有配戴防毒面具。 

(6)環境衝擊:依分類區域之各項產品﹑活動﹑服務將環境衝擊考量之事件予以描述並具體

辨識其環境衝擊面。 

空氣污染 噪音污染 

廢棄物 景觀 

土壤污染 其他:如高污染行業、老舊場址、外銷比重大、原物料使用之類繁量大

特殊環保法規管制者。 

(7) 現況管制/監控方式:現行管制的措施((如:垃圾分類)或監控方式(如:噪音汙染定期做檢

測) 。 

(8)適法性:共分為三種類別，符合、不符合、無。 

(9)影響範圍:針對環境衝擊影響的範圍。 

(10)作業狀態(N/A/E): N-正常，A-異常，E-緊急 

(11)時間狀態(P/C/F):發生的時間列，P-過去，C-現在，F-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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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環境影響評估採用“風險因子評估法”，其方式及要領如下： 

風險評估係依不同程度之潛在環境衝擊發生狀況，作定性和定量之分析，藉此判斷 

各種災變、事故或環境衝擊對廠內工作人員、周圍居民和環境之影響程度，其結果 

可作為環境改善目標中監測系統規劃、設計及緊急應變計劃擬訂之依據，其具體分 

析公式如下: 

ER :風險評估(Evaluation Risk)= F×C 

 F:事故或環境衝擊發生之頻率(Frequency)= O+D 

O: 事 故 或 環 境 衝 擊 發 生 之 可 能 性

(Occurence)： 

指現存或潛在發生環境事故或衝擊的頻

率。    

D:事故或環境衝擊發生偵測之可能性(Detection): 

· 指在”已界定的偵測方法下進行偵測而未偵測

到的機率”。 

· 偵測方法的難易度取決於偵測工具、偵測方式

(含效率)及偵測頻率。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程程程程度度度度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很高 8 平均每天發生一次以上。 很難很難很難很難    8 
偵測十次中平均有七次以上沒有發

覺。 

高 6 平均每周發生一次以上。 難難難難    6 
偵測十次中平均有五次以上沒有發

覺。 

普通 4 平均每月發生一次以上。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4 
偵測十次中平均有三次以上沒有發

覺。 

低 2 平均每季發生一次以上。 容易容易容易容易    2 
偵測十次中平均有二次以上沒有發

覺。 

很低 1 平均每年發生一次以上。 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    1 
偵測十次中平均有一次以上沒有發

覺。 

 

C:事故或環境衝擊發生之嚴重性(Consequence): 

指對人體、環境所造成的危害與衝擊程度及對法規的符合程度。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法規符合性法規符合性法規符合性法規符合性    環境衝擊範圍環境衝擊範圍環境衝擊範圍環境衝擊範圍    能資源耗用能資源耗用能資源耗用能資源耗用    

很高 10 違反法規 
擴及至廠外其他地區環

境 
違法使用能源及資源者。 

高 8 — 擴及周界邊緣環境 
資源、能源使用量大，改善的可能性較高

者。 

普通 6 — 
擴及廠區內其他工作範

圍 

資源、能源使用量大，但改善之可能性較低

者。 

低 4 — 限於工作區附近 
資源、能源使用量小，但改善之可能性較高

者。 

很低 2 — 限於設備周圍 資源、能源使用量小且改善之可能也小者。 

極低 1 符合法規 無明顯衝擊 無明顯耗用 

備註：非固定評分項目應由環境先期審查小組依據衝擊之影響度、累積性及持續性召集會議 

討論後作成決議。 

(13)依據風險評估分析結果，將風險評估(ER)=得分區分為高、中、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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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則如下 

風險等級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等級代號 H M L 

風險評分 70分至160分 40分至69分 0分至39分 

風險管制 
優先納入環境目標與標的管理

考量。 
經討論擇取要項列入改善項目。維持現有作業管制。

備註 有違反重大法令時為最高風險160分 

 

5.5 審查： 

5.5.1 “環境審查小組”成員所填記之「環境考量面鑑定表」，應由環境管理代表或環境審查
小組與實際狀況作比對進行審查，經確認無誤後作為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之篩選依據。 

5.5.2 環境審查小組組長審核「環境考量面鑑定表」後送交環境管理代表核准。 

5.5.3 環境審查小組針對「環境考量面鑑定表」內之重大環境考量面作為環境政策及風險及
機會目標標的之依據。 

5.6 定期修訂審查 

評估小組於風險評估完成後應召開審查會議，會議依環境風險評估表結果決議顯著性
環境考量面，或經會議討論並考慮技術可行性、財務狀況、人力及業務狀況及利害相
關者的觀點因素，決定列為優先改善項目，而作為制訂環境目標/標的/管理方案或作業
管制或緊急應變或教育訓練之依據。 

5.7 記錄保存 

環境考量評估程序均應由各相關責任單位按記錄管理程序之規定加以保存與維護。 

6. 參考文件 

6.1 品質及環安衛記錄管理程序 02080000 

 

7. 附件： 

7.1 廠房平面圖 03090001 

7.2 廠區與周邊環境平面圖 03090002 

7.3 產品製程流程圖 03090003 

7.4 環境審查小組組織表 03090004 

7.5 環境考量面鑑定表 0309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