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友善作為8.

營業額7,184 百萬元



創造出無論何時何地，皆可簡單、便利且

安心使用的商品，徹底地替客戶省下

無謂的浪費 (時間、金錢成本、
程序 )

使用愛普生的商品，可

減低客戶的作業程序，

進而降低對環境的負

擔，並持續替客戶與社

會帶來持續性的發展。

可大幅提升客戶的生產

力、精準力及創新力的

成果，我們稱之為高性

能的商品，並希望客戶

透過愛普生的協助，增加業

界間的競爭力。

智 慧

高性能 環 境

省

精 小

節能診斷企業數：44 家
(2017/1/1 – 2017/12/31)

新申請環保標章產品

47項

新申請環保節能產品

13項

自行回收數量近 82,041項

自行回收處理費用 1,575,651元

節能推廣預估效益：近1,800 萬度

(依建議診斷100%執行估算)

0件環保法規違法案件

氣候變遷
對策

海洋生態

負責任的

生產消費循環

人人可負擔
的永續能源

潔淨水資源

營業額7,184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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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普生集團秉持著珍惜地球資源的信念，以循環經濟的模式去擴大生命週期範疇，從搖籃到搖籃之邊

界，透過重新設計原料、產品、製程及商業模式來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致力於 2050年達成所有產
品在其生命週期階段能減少 90% 排碳量的目標。台灣愛普生身為愛普生集團的海外子公司，主要負
責 Epson品牌全產品於台灣地區的行銷業務與售後服務，包含從輸入設備、創意軟體、影像輸出到
售後服務等營運模式，為了落實集團經營理念，以 Exceed Your Vision為己任，除了積極引進對環
境友善的產品並使用多元商業模式去降低環境衝擊外，更希望透過 Epson核心技術與號召力去回饋
社會，以延續品牌影響力並擴大服務範圍。

以下為台灣愛普生引進之綠色創新產品介紹：

8.1.1 智慧穿戴式眼鏡 (BT-300)
愛普生集團自 2012年跨入智慧穿戴式眼鏡
領域，不斷精進產品性能、擴增應用方式，

並於 2017年 7月 5日由台灣愛普生導入，結
合空拍機連結，同步於螢幕上獲取相關飛行數據，

開啟個人化的飛行體驗；此外，智慧穿戴眼鏡應用領域廣泛，

包含運動、空拍、學習、旅行或醫療保健，甚至可遠端進行技術性支援維修服務，

以減少人員因移動所產生的碳排量，突破以往的使用限制，在休閒娛樂之餘發展

出更為多元之商業模式。

8.1 綠色創新商品
為了響應 Better Products for Better Future的概念，台灣愛普生在導入商品前會先以綠色產品作
為優先選擇，台灣愛普生2011至2017年度，符合環保標章的有489項，具有節能標章的有107項，
其中包含 2017年度新申請環保標章產品 47項、新申請節能標章產品 13項，顯示出其對於綠色產
品的設計與製程上趨向成熟化與高應用性，身為集團子公司一員，台灣愛普生更積極拓展此一理念，

強化產品端的後續使用機制，以符合綠色使用與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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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LS-100雷射大電視
台灣愛普生於 2017年 11月 17日引進全新雷射電
視，搭載獨家 3LCD雷射投影技術，擁有高流明度及超
短焦設計，無論是電玩、影音撥放或運動賽事轉播，皆可依據居家環境條件調整螢幕大

小，提供家庭影音市場全新的選擇；此外，相較其他投影機而言，其光源壽命可使用達

30,000小時，兼具環保、節能之設計，而其設計輕巧更可減少不必要的耗材使用。

8.1.3 省彩印 A3極速微噴 (印表機 )
2016年產品WF-C869R每台每年可省電 135.2 kwh，而台灣愛普生於 2017年 10月 5
日引進省彩印 A3極速微噴影印機種WF-C20590，擁有每分鐘 100張的列印速度，最
大功耗 320W較同級雷射影印機減少近 75%的功耗；此外，相較前期機種省彩印微噴
影印機WF-R8591而言，相同墨水匣規格可提供逾兩倍列印產能，達 150,000張文件列
印量。其魔珠墨水科技，可保持文件列印品質，不僅可降低企業隱形的成本支出，同時

大幅減少環境負荷。

每週所需總電量比較。所需電量測定

的印刷條件：每週使用 5天、停機 2
天，每日使用 32次 (每次印刷 16張 )
共印刷 512張。參照能源之星所公開
的國際標準中，其耗能參數資訊，與

LP-M8710同等級的耗能設備進行比
較。所需電量因客戶使用印表機的狀

況有所差異。

T E C  ( T y p i c a l  E l e c t r i c i t y 
Consumption)為耗能參數，於辦公
環境下設定使用條件，進行 1週測試

的所需電量，5天以開機、休眠、關閉模式循環，2天以休眠或關閉模式。
註 :資料來源 https://www.epson.jp/SR/report/pdf/2017/epson_sr2017_all_j.pdf

耗電量比較

2.9 kWh/週
LP-M8170 

A3彩色複合機

PX-M7070FX
同等於WF-C869R

搭載大容量

墨袋模組

消耗電力量

0.3 kWh/週

FY16 vs FY17 
主力商品列印速度比較

100 ppm

24 ppm

FY17
 WF-C20590

FY16
 WF-C869R

列印速度
ppm =每分鐘列印張數 

負責任的

生產消費循環透過高效性產品降低能源使用，

減少企業的成本支出，朝向永續

發展的生產模式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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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潔淨水資源

8.1.4 辦公室製紙機 (PaperLab)
愛普生集團利用獨家技術，使用廢紙作為原料，改變紙的再生循環，創造出乾式辦公室

製紙機，其優勢是可將原先在紙上的文字與紀錄完全消除，並於辦公室內進行一系列紙

的纖維化、黏合及成形，減少環境衝擊、保障資料安全，更能有效縮短其作業流程，日

本地區已於 2016年 12月開始販售。

為持續精進研發技術，愛普生集團正進行 PaperLab改版作業，縮小商品體積，節省辦
公空間；台灣愛普生正致力於引進此一產品，以解決商辦大樓大量廢紙處理的需求，達

成資源循環再利用的目標。

• 智慧循環模式

愛普生集團以活化循環資源為目標，將

廢紙自再製到完成階段，大幅縮小其

循環迴路。

• 不需用水技術

一般而言，製造一張 A4紙需要
耗費一杯水的水量，但「Paper 
Lab」不需要使用額外的水資源製造
紙張，因此亦未有任何廢水產生。

•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透過辦公室製紙系統，讓紙的回收與再製過

程更為簡單，不僅可減少紙的採購，更能降低物流

運輸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8.2 深耕品牌環境貢獻
8.2.1 回收報廢機制

除了拓展新的商業模式外，台灣愛普生亦重視產品端的回收與廢棄，自 2001年起因應
行政院環保署將印表機產品列入公告，台灣愛普生於商品進口同時，皆按商品進口數量

申報，且每台機器亦繳交回收基金予「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由基金會負責產品

回收工作，從資源回收網數據來看，2017年度廢印表機的回收數量約為 3,965,082公斤
(資料來源：資源回收網 https://recycle.epa.gov.tw/result/%E5%9B%9E%E6%94%B6%E9%87%8F86%E5%B9
%B4-106%E5%B9%B4.pdf) 

由於「PaperLab」獨家技術在使用
階段不會耗用水資源，因此不會產生

水汙染流放到海洋的疑慮。

「PaperLab」乾式製紙技術，全程不需使用額
外的水資源製造紙張，完成製程零廢水的指標，

並落實水資源永續管理。

循環

辦公室

販售

再生

回收

註：2016年(含)以前單位為台，2016年以後單位為公斤

廢印表機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451,198 551,037 687,376 669,4543,965,082

氣候變遷
對策主動掌握廢棄物回收流向以強化產品與耗材

之回收率，促進同品項產品的集中式處理，

以減緩其處理所帶來之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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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出自台灣節能巡邏隊聯盟 http://energy-patrol.com.tw/front/index.php

2017年台灣愛普生共投入約 61萬元，鼓勵 157名志工參與義診，包含台灣愛普生內部
員工與外部專業團隊，期間共診斷了 44家企業，預估成效可協助企業節省將近 1,800萬
度電，相較 2016年節電效益成長 76%。

「台灣節能巡邏隊聯盟」主要分為北、中、南台灣節能巡邏隊，集結機電工程、冷凍空調、

專業照明、鍋爐操作等領域之專業團隊，協助企業進行空調、照明、電力及管理健診，

提供企業各層面之節能新知與節電作法。未來期望透過更多企業的響應，串聯成功節能

案例，以提供資源短缺的組織或機構最適切的建議與服務，將節能減碳的影響力從台灣

愛普生擴展至整體社會，並朝向永續地球的目標邁進。

人人可負擔
的永續能源

此外，除了公家單位的回收管道外，台灣愛普生亦建立多重免費的回收管道服務消費者，

由愛普生集團旗下子公司 -捷修網負責消費者與企業端各三種回收管道，包含到府回收、
定點回收與回收專線等形式，鼓勵大眾自主回收印表機相關耗材。

為了提升整體回收數量，台灣愛普生著重在B2B的經營模式，強化產品與耗材之回收率；
此外，亦搭配以租代買模式主動掌控機器回收流向，減少最低的廢棄物產生並創造最佳

的回收機制。因此，本年度主要自行回收耗材數量共 82,041項、回收比例大於 7%，因
回收處理耗材所產生的總費用共 28,482,739元。

8.2.2 節能巡邏隊
台灣愛普生自 2010年起，將日本母公司之信州節能巡邏隊成功經驗引進台灣，協同中華
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成立「台灣節能巡邏隊聯盟」，設置「台灣節能巡邏隊」事務局，

負責計畫統籌，以「合作取代競爭」為導向，為企業進行節能診斷。

自 2011年累計至今，節能巡邏隊已診斷 246家企業，若受診單位按照診斷報告建議
100%執行，預期效益如下：

透過免費的節能診斷服務，提供企業節

省能源改善措施，進而達到溫室氣體減

量並改善能源使用效率。

預估可節電

101,179,526  度/年

減少碳排量

55,217 噸/年

節省

345,294,522 元/年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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