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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圓柏

又名香柏；柏科植物；喬木或為枝幹扭曲之灌木，若喬木則成塔形，灌木則成叢生狀；枝條互

生，分生極細。葉於莖上輪生，每輪三片。葉鑿形，長0.3～0.5公分，先端成尖刺，極刺人，

只具一條葉脈而成中肋，腹側具白色蠟質。毬花細小；毬果圓球形，0.6～0.8公分長，肉質且

不開裂，熟呈紫黑色；果鱗對生。每一毬果只具一個種子；種子不具翅，圓形或卵形。

    伴隨著半導體以及平面顯示器兩大產業高度蓬

勃發展，『三十而立』的漢民，秉持著一個不曾改

變的信念─成為半導體與平面顯示器產業中世界級

的服務公司，儘管在業界耕耘多年，但這項堅持讓

漢民不敢鬆懈，持續向自我挑戰。這當中除了運氣

的成分與長期的堅持外，我們一貫追求的夥伴關係

(Partnership)和服務精神(Service)，更是一個關鍵因

素。

   除了專注事業經營，追求營運目標外，漢民也一直

以地球村一份子的角色自居，深切體認『外在資源

有限、內部資源可貴』之事實，致力追求零災害目

標，以保護員工與承攬夥伴之安全，確保客戶使用

漢民產品或服務時之安全。漢民也積極響應綠色環

保運動，以善盡世界公民之責任。

    本著這樣的精神，漢民勾勒了以下的『環境與安

全衛生』(以下簡稱環安衛)營運方針：

『營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保護美好有限的地球

資源』

為落實上述營運方針，我們的具體承諾如下：

●經營承諾－積極落實我們對於環保及安全衛生的承

   諾。

●遵守規定－主動積極配合政府相關法令，遵守客戶

 規定，減少事故發生、提昇公司形象及客戶滿意度。 

●節約能源－全面推動節約能源，以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與降低成本。

●促進健康－關心員工健康，積極辦理促進職場健康

   活動。

●持續改善－持續改善環安衛問題，以降低環境污染

   與安衛災害風險。

     展望未來，我們除了用喜悅的心情歡度漢民成立

的第三十年，更要珍惜一路共同打拼而來的成就，

在此以『在變局中，保持彈性，日新又新，精益求

精！』期許所有夥伴共同追求零災害與零污染的卓

越目標。

第一章

總經理宣達環安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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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簡介

     創立於1977年，三十年來漢民維持一貫的服務精

神，為半導體及平面顯示器客戶，提供完整的加值

服務，從銷售、安裝、技術支援、製程開發、訓練

到移機服務，完善的客戶服務確保客戶的投資獲得

最大的效益。 

    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半導體設備代理，並累積了

一萬台以上設備的實戰經驗與豐厚的技術能量後，

陸續成立漢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漢民微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開發華人第一台「離子植入機 

iStar」和「電子束檢測機 eScan」設備，功能及性能

凌駕全球當代同類產品。我們希望能貢獻此優越成

果，滿足客戶對前端製程設備的需求，且讓全球半

導體產業更上層樓。

    漢民的服務據點遍及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及中國大陸，員工總數超過一千三百位，不僅提供

客戶最佳的在地化服務，並設有功能完備的訓練中

心，提供200mm及300mm晶圓所需的設備及製程相

關之專業技術訓練，幫助客戶於最短時間內掌握先

進製程及應用尖端技術。

 

   漢民以成立三十周年為基礎，立志成為世界級之設

備廠商，我們認為積極推動環安衛作為是不可或缺

的要素，所以我們編撰與出版第一版之環安衛報告

書，證明漢民對環安衛政策之落實，亦期望同仁、

客戶、協力廠商及產業夥伴等，能不吝給予批評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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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韭

於水韭科(Isoetaceae)。葉纖細翠綠，叢生、稍透明，基部寬胖、小湯匙狀、白色，此寬胖膨

大處為大小孢子囊生著之處，葉身長4～15cm長，內具4條氣室，中有隔膜，藉以儲存水生環

境下較缺乏的氧及二氧化碳，供光合及呼吸作用之需。全世界僅分佈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夢幻

湖內，為極待保護之珍稀植物。

全球營運據點



     藉由多重管道(包括內部及外部)的溝通方式，使得相關環安衛團體，例如主管政府機關、客戶、協力廠商(

包括原廠及承攬商等)與內部員工等等，瞭解漢民對推動環安衛相關工作所作的努力；並針對內部及外部關心事

項，採取因應對策，回覆或轉知相關人員。以下將介紹我們的內外部溝通管道：

第三章

內部溝通與外部溝通

3-1 內部溝通

3-1-1環安衛委員會

   於各部門及各區域辦公室設置環安衛人員，進

行環安衛活動之推展及每月召開環安衛委員會，以

建立溝通管道、宣導重要事項及推展環安衛管理活

動，以落實環安衛管理。

3-1-2環安衛網站及佈告欄

     於公司內部架設「環安衛網站」及設置『環安衛

佈告欄』，內容架構分為「工安系統」、「環保園

地」及「健康職場」。主要目的為傳達公司內部及

客戶端環安衛訊息，包括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緊急

應變計劃、承攬商管理、意外事故報告書、環安衛

教育教材、個人防護具說明、意外事故案例學習和環保

節能，使員工能以最快速的方式獲得環安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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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杜鵑

台灣高山杜鵑，常綠灌木，生長於陽光充足的開闊地或高山草原，耐貧瘠及乾燥的土壤，分布

於台灣二葉松、華山松的疏林中，也常與玉山箭竹、巒大蕨及高山芒混生。屬於先驅性的不耐

陰之植物，是中、高海拔山區火災後適存的植物種類。台灣特有種，分布於台灣海拔1,000-3,

600公尺山區的針葉樹林上部。

環安衛委員會架構圖



3-1-3安全衛生訓練

   漢民於2000年開始導入原廠的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系統，並於同年於新人訓練課程增加安全衛生

訓練，課程分為基礎篇及進階篇兩階段。訓練內容

包括政策、職場安全、健康管理及相關作業安全教

育，所有漢民員工都必須完成基礎篇課程訓練並通

過考試，而工程職同仁需另再接受進階篇課程訓練

並通過測驗。

     所 有 員 工 必 須 每 3 年 接 受 一 次 基 礎 篇 課 程 之

更 新 教育，工程職員工則必需每年接受一次進階篇

課程之更新訓練。近年來數位化教學普及，數位學

習也同時運用在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上。此學習方式既可

提高出席率、增加開課頻率並有效降低開課成本，故自

2007年起年度更新訓練方式改採 e-Learning 線上學習。

3-2外部溝通

  漢民秉持『安全第一、回饋社會及關懷環境』的

精神，除了主動配合客戶安全衛生及承攬管理相關

活動外，亦投入各項安全、衛生、與環保節能等活

動。近年來更積極參與國內外半導體與平面顯示器

產業界多項活動。外部溝通的主要對象為客戶、原

廠、政府機關、承攬商、協力與廠商、產業界相關

組織等。外部溝通之主要目的在主動展現漢民環安

衛績效，藉由雙向互動達成共同成長的目標。溝通

方式包括：

3-2-1公開環安衛報告書

     利用出版品及網站，使得客戶、同業及一般民眾

瞭解漢民在環安衛的績效及努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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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名稱及架構



3-2-2配合客戶端環安衛活動及承攬管理措施

      除了內部環安衛教育訓練，更加強對員工實施客

戶端承攬或施工規則的宣導，並主動提出改善建議與

客戶討論，以達成安全第一及創造雙贏為目標。多

年來，漢民積極參與客戶相關環安衛活動，也因此

多次獲頒優良承攬商獎項（詳如第六章獲獎事蹟）。

3-2-3與原廠溝通互動

 每年協助原廠在科學園區辦理環安衛研討會以及

出席業界各項環安衛研討會議。在內部亦定期及不

定期舉辦環安衛會議，出席每年的全球性環安衛

會議，針對環安衛事項提出討論。漢民視合作夥伴

公司員工或工程技師如同家人，除了在工作上共同

努力，也照顧其相關生活事宜，公司內部舉辦之活

動，例如餐會、郊遊、球敘及各項競賽等等，皆邀

請本國籍與外國籍夥伴共同參加。

3-2-4符合政府法令要求

    對於法規要求之各項申報皆向主管機關主動提

報，及配合相關稽查以確保符合環安衛法規規定。

3-2-5實施承攬商管理及教育訓練

    針對承攬商及協力廠商，皆要求遵守漢民公司承

攬商管理規則，確實實施危害告知，防止施工意外

發生，並實施承攬商評比及稽核活動，遴選優良承

攬商以配合公司營運所需。

3-2-6舉辦環安衛研討會，參與推動安全衛生事務

    為促進產業工安環保能力的提昇及知識的交流，

漢民與設備原廠於2002年起每年持續在新竹舉辦「

環境、健康與安全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發

表演講。研討會內容含括：設備能源節約之研究、

氣體使用之安全設計及先進環保議題研討….等。

     漢民於 2007年初，捐助『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

術中心』。藉此機構之成立與發展，整合國內環安

衛技術、提供管理系統服務與促成產業永續發展。

    另外，為達到雙向溝通目的，漢民透過各類環安

衛活動與研討會，提供相關資源或意見，以維繫與

所有關係者之溝通及互動管道，其中包括：

●舉辦業界及學界參訪公司活動。

●配合主管機關參訪活動（環保局、消防隊、原委    

   會….）。

●參加台灣半導體協會及園區同業公會相關環安衛

   會議。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董事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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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進廠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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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民透過不斷改善與實際行動，全面推動環境保護管理機制，強化污染防治設施及落實管理系統。秉持對大

地的熱愛與對社會的責任，給後代一個好的環境，而盡心盡力於環境保護各項活動。對於節能及多項環境保護

改善措施，皆能持續改善且有良好成果，以下說明相關的績效指標：

4-1 環境保護績效指標

4-2節約能源

    為使能源有效運用，達到節約能源、防止過量二

氧化碳及熱氣產生（地球暖化），除建廠初期即考

慮節約能源設計外，並持續推動能源改善活動：

●冰水主機為熱回收冰機(35 ℃)。

●調整冰水主機溫度由6℃至9℃。

●加強清洗空調箱初級過濾網，頻率為1次/週。

●廠務設備加裝功率改善器，節能10%以上。

●一般空調溫度26℃~28℃並採3段Fan調整。

●採用省電型燈管較一般燈管節能30%以上。

●辦公室及庫房採有色隔絕陽光玻璃，並加百葉窗

   簾隔離強光。

●加強宣導並以標語提醒同事節約能源。

第四章

環境保護管理

●安排固定時間以區間車接送往返客戶端之工程師

  們，除減少自行開車浪費能源，亦減少二氧化碳

   及熱氣排放。

4-3節約用水

    台灣水資源相當有限，限水措施與缺水情形除造

成日常生活困擾外，尚影響企業營運與經濟發展。

漢民透過下列的做法，充分利用水資源與提升用水

成效，克盡企業之力量：

●冷卻水塔濃縮倍數提高，使導電度增加以減少排    

   水量。

●回收雨水經砂濾處理後供給澆灌及衛生用水使用。

●自來水出水除以偵測器感應及加裝自給式水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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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杜鵑

主要生長於台灣海拔3,000-4,000公尺山區，常與玉山箭竹或玉山圓柏等混生，為台灣所有杜

鵑類中生長海拔緯度最高者。常綠灌木或小喬木，喜陰涼潮溼的環境，常見於苔蘚植物生長的

岩石、泥土或樹幹上。花初開時為粉紅色，後漸轉為白色，花大而顯著，花期：5-6月。



   整器減少流量外，並宣導節約用水。

4-4減少廢(污)水排放

    漢民雖沒有大量且連續生產設備造成製程廢水，

但對於佔大宗生活及餐廳污水皆嚴格管控，於規劃

建廠之初已將廚房產生大量油污排水，設計前處理

油脂分離槽處理後排放；在實際運轉後，除每週取

樣分析並管控排放水質外，於每月定期保養清除油

脂分離槽廢油，以符合法規排放標準。

4-5減少廢棄物產生

    國際廢棄物管理趨勢已由「管末管理」逐漸發展

至「前端清淨生產」，減少每人生活垃圾量及增加

一般事業廢棄物回收比例，為漢民廢棄物管理首要

目標。對於廠區所產生垃圾分類為生活垃圾、廢塑

膠類、廢金屬類、廢玻璃類、廢木材類等統一集中

管理外，並推動各類廢棄物減量活動：

●減少用紙：以電子郵件作為公司內部主要訊息傳

  遞的工具；宣導雙面影印，以減少用紙量。

●減少使用免洗餐具：由2005年起員工餐廳之餐

  具，即以瓷盤代替免洗紙盤及竹筷，減少免洗餐 

  具之使用及廢棄物產生。

●使用環保棧板：倉庫棧板以環保棧板代替木質棧  

   板，減少損壞也減少木材廢棄物之產生。

●提供杯具，減少紙杯使用：提供新進同仁瓷器杯

   具，以減少紙杯之使用。

●回收資源：各廠區進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再利

   用；並設置廢紙回收箱，統一回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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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災害風險控制

5-1-1緊急應變演練

    為能有效於意外事故發生第一時間即掌握人員

安全及控制災害規模，漢民於2000年即建立完整緊

急通報聯繫機制，並於廠內設有24小時緊急通報專

線，無論是位於廠區內或客戶端都能透過聯繫網回

報系統，迅速掌握人員安全狀態。此外，廠內也設

有緊急災害應變處理器材，除用於因應廠內災害應

變，也對周圍鄰廠及客戶提供支援與協助。並每年

舉辦一次以上專業訓練及實際操演，培養同仁災害

應變及處理能力，有效掌控、縮小災害影響，避免

造成員工損害及公司財產之損失。

5-1-2消防安全管理

    因深知火災發生對員工安全及公司營運可能造成

之重大影響。因此，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以保障員工

生命安全及維護公司財產為重點，並重視火災預防

工作。重點措施如下：

●委託合法建物安檢公司每兩年執行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

●制訂廠區消防防護計畫書並每年檢討修正。

●執行廠內消防設備、設施年度保養作業。

●由專業消防設備檢修公司每季檢查、測試及保養。

●降低消防設備缺失件數。

●2000年起安排教育訓練及標語建置，培訓員工防

   災觀念及火災預防工作。

●對廠區動火作業建立動火管制措施控管。 

●對廠區化學品庫房、紙類回收區等高風險區域實

   施禁火管制。

●成立自衛消防編組及每半年實施組訓及演練。

5-2化學物質管理

    為能提供客戶更直接有效之訓練及協助客戶進行

製程改善，漢民於廠區設置訓練及模擬機台，供應

水、電、氣及化學品從事實驗製程。機台作業現場

並設置專業氣瓶櫃、化學品安全儲櫃，架設氣體偵

測系統24小時進行環境監控，有效監測作業環境，

降低災害風險。

  

  為提昇員工對化學物質之認知及提供洩漏應變處

理、緊急救護等參考，除於作業現場擺放物質安全

資料表外，也同步於內部公共網路架設『物質安全

資料表查詢系統』，供同仁直接於網上查詢物質安

全資料表。此外亦主動收集目前半導體業及平面顯

示器業界常用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並編輯成

冊，提供同仁更多元、豐富的資訊，作為化學災害

應變及化學傷害處理之參考。對於使用、操作及處

理化學物品之同仁，亦每月安排危害通識教育訓

練，增進同仁對於化學物質了解、認知，培養員工

安全觀念及提升作業安全。

第五章

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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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毛櫸

台灣山毛櫸為冰河時期殘留台灣的孓遺植物，分佈範圍狹隘，族群量稀，為了保存物種基因考

量，政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其公告為珍稀植物，列為本島亟待保護的植物。新近並有文獻

指出本種為北插天綠小灰蝶的唯一食草，且本區常出沒的台灣黑熊，也可能將其果實做為部份

食物來源



5-3 事故調查與再發防止

 訂立事故調查回報措施，並於環安衛教育訓練中

加強宣導，以期使同仁對於任何作業行為或作業環

境中的潛在危險、虛驚事故到意外事故，皆有責任

立即回報管理單位，並於24小時內完成意外事故報

告。透過事故報告書、人員訪談及事故環境現場勘

查，找出事故發生之直接、間接原因，進而擬訂及

執行改善措施，避免相同事故重複發生。 

5-4安全巡視

    漢民推展安全巡視並依作業頻率、風險高低、環

境因素及工安管理等不同因素，訂立『例行巡檢』

、『新建廠區巡檢』、『特定主題巡檢』、『特定

部門巡檢』、『管理階層巡檢』等主題，希望藉由

現場實際巡察，發現不安全環境及不安全行為，以

改善作業環境，並輔導同仁改正不安全的行為及作

業流程，減少意外事故發生，提升作業安全。另對

於同仁優良行為也給予立即肯定及表彰，並提供其

他同仁學習效法，以促進職場安全風氣。

     多年來漢民已將安全巡檢推展至客戶端，於工

作現場主動執行『走動式安全管理(Safety 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 SMBWA) 』並邀請客戶共同執

行， 以『人、機、環境』為主軸的安全觀察管理，

有效提昇作業人員安全意識，共同維護作業環境安

全與衛生，進而與客戶建立起堅定的安全夥伴關

係，達成雙贏目的；以2007年1~10月資料為例，與4

個客戶公司及原廠共執行53次 SMBWA活動、除巡視

漢民及原廠人員之作業安全、環境安全外，並提供

共28項相關安全事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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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事故回報流程



5-5個人防護具使用

      除了以提供作業人員個人防護具作為災害防止

之最後的防線外，更致力於對災害危險源作消除、隔

離、替換等直接與有效的作為。近年來並加強發展同

仁個人安全裝備設置制度，著重加強『安全帽』、『

安全眼鏡』、『安全鞋』三點保護原則，安排防護具

使用訓練，教導同仁正確使用，有效發揮防護具應有

之防護作用，預防災害發生。因應空間狹小配戴工程

帽作業問題，與原廠合作以引進國外內盔式安全帽推

廣使用，以能兼顧作業便利與災害預防之雙重目的。

5-6職業災害統計分析

      漢民注重員工安全及健康，積極推動安全衛生管

理活動，致力於降低職災發生率，選擇職業災害千

人率及失能傷害頻率(FR)作為統計分析指標及目標設

定。依據職災統計結果針對發生率較高之作業項目

及單位，進行原因分析及改善方案執行。

      

     近三年職災統計結果，漢民職災指標已遠低於勞

委會公告數值，因近年推展個人安全護具配戴及事

故回報機制建置，藉由事故原因分析，協助改善不

安全環境及不安全行為，故指數亦逐年降低中。本

公司將持續進行職業災害防止工作，以期持續減少

職業災害的發生。對於廠外交通意外，將以增設上

下班尖峰時段警衛交管措施及設置交通安全宣導標

語，提醒同仁注意行車安全，期有效減少交通意外

件數。

      失能傷害頻率:每百萬經歷工時中，所有失能傷害次數。失能傷害

頻率以該時期內之死亡，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

總計次數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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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千人率:每千名勞工發生失能傷害職業災害之平均件數。

失能傷害人數以該 時期內之死亡，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

時全失能之總人數計算。公式如下。

員  工  人  數

職業災害千人率
職業災害致傷病、殘廢、死亡人數

×1,000

總 經 歷 工 時

失能傷害次數×1,000,000
失能傷害頻率 =

=



5-8健康促進

  員工是公司重要的資產，維護員工的職場健康

是企業之責任。漢民以優於法令的作法辦理員工健

康檢查活動，每年第四季舉辦全體員工定期健康

檢查，方式為安排到醫院受檢，讓同仁可於優良的

受檢環境及專業醫護人員的安排下，舒適且精確的

完成受檢。彙集受檢資料進行整體分析、篩檢及了

解員工的健康狀態，辦理健康宣導講座及推展健康

促進活動。對於從事法定特殊作業之同仁，也於每

年第三季安排人員至勞委會指定合格醫院受檢，由

專業職業病醫師會診，有效掌控人員健康，以維持

『零』職業病發生率。近年來有鑒於現代人工作繁

忙，常造成攝食不均及運動量不足之情況，漢民自

2005年起，於同仁餐廳更推出餐食卡路里精算表、

張貼健康宣導海報，並於廠區設置運動設施(如籃球

場、韻律教室等)、健身運動器材及舒壓按摩設備，

希望鼓勵同仁能多關心、重視及維護自身健康。

5-7作業環境測定

      提供員工良好舒適的職場環境是公司的基本責

任，漢民除設置必要維護作業安全之安全設施，並於

每半年定期辦理廠區作業環境測定，監測同仁作業

環境，確保同仁工作環境健全。依據資料顯示，公

司每年監測之平均數據均低於法規標準。對於不同

的作業可能潛藏的危害，配置適當作業安全防護設

備以提供同仁使用，保障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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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來，漢民與國內半導體及平面顯示器產業共同成長茁壯，為客戶提供設備安裝與製程開發等總體解決

方案(Total Solution)的同時，以「安全第一」為基本信念，確保相關人員之安全及生產營運。

近年來，漢民對安全衛生環保的參與及努力成效，多次獲得客戶評鑑肯定，茲摘列如下

第六章

獲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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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欒樹

落葉喬木可高至15公尺以上，葉互生，二回奇數羽狀複葉；小葉9－13對，長橢圓形至卵形，

葉緣細鋸齒狀，葉基歪斜，葉面及葉背光滑；秋天開花，頂生圓錐花序約25公分長，花黃色

，約5公厘寬；蒴果玫瑰紅色，囊狀，膜質，三瓣裂，約4公分長；種子圓形、黑色。本屬植

物有6種，分布於東亞、中國及日本。台灣僅特產本種，分布於低海拔闊葉林陽光強處。

近年獲獎事蹟



     回顧過去，漢民秉持著『營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保護美好有限的地球資源』的信念與方針，積極努力

落實我們的各項承諾。展望未來，我們更要努力不懈，持續達成以下目標，並期許所有同仁、客戶、及夥伴：

第七章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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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蘭

山原生蘭之一，原產於海拔1，500~2,500公尺森林蒼鬱山區，北自桃園插天山，南達屏東大

武山，均有他們的蹤跡。原生地一葉蘭著生於陡直岩壁或稀疏光可透入之林地，球莖埋於水苔

或腐葉內，或著生於倒伏樹幹上，三一四月開花，每朵花壽命1一2星期，花期約一個月。其

花色除有粉紅到粉紫外，也有白色，量很少被視為珍品。

未來環安衛績效指標

1原生蘭之一，原產於海拔1，500~2,500公尺森林蒼鬱山區，北自桃園插天山，南達屏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