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中小企業綠色小巨人輔導計畫

綠色小巨人 永續大贏家 成果發表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多年來推動「中小企業綠色小巨人輔導計畫」
，致力扶植臺灣中小企
業，透過一系列產業輔導、研討會、國際法規驗證培訓等，激發中小企業綠色創意設
計、製程創新，且能屢屢獲獎，甚至是獲得海外訂單！如今已超過百家中小企業永續
發展、千位企業先進掌握綠色新知、觸及萬人消費綠色產品，共同關心全球與在地綠
色永續議題。
2018 年「綠色小巨人 永續大贏家」成果發表會，邀請今年度參與計畫的 30 家業者成
果展示與分享，以及提倡低碳生態旅遊、資源再生產業綠色永續示範，透過企業授證
典禮、輔導業者分享會、實體成果展示，刺激每位與會者的新想像，讓未來無論是企
業還是民眾都能成為最 in 的 Green Winner！
此次活動精采不容錯過，您將能透過現場展品展示、各種產業經驗分享交流會，了解
如何達成企業綠色永續與節能管理。邀請全臺灣中小企業主代表、各產業及供應鏈業
者共同參與及學習，一起成為 Green Winner！


活動日期：10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 及 10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



活動地點：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9 路 59 號 4F



報名費用：活動免費，每場講座名額上限 100 位；成果展示自由參加。報名參與講座者
贈送《循環經濟 引領企業永續》專書一冊及循環經濟指南電子化教材。



活動諮詢：04-2359-5900 分機 305 張小姐



注意事項：
1. 現場提供紙本講義，電子檔將於會後上傳至中小企業綠色環保資訊網。
2. 主辦單位保有學員人數、場地、講師更換及活動內容調整之權力，若有相關異動將公告
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3. 響應環保及紙杯減量，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及自備環保杯與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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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議程
12/11(二)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1:05~11:15

處長致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吳明機 處長

11:15~12:00

【導覽與合影】
成果展示區巡禮與大合照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30家受輔導業者、輔導團隊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3:30

開幕場報到入場

13:30-13:40

綠色小巨人 永續大贏家
開幕致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與會貴賓

13:40~14:10

【授證頒獎】
授證儀式暨節能管理示範團隊頒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驗證公司、授證廠商、
節能管理示範團隊

14:10~14:50

【示範成果分享(一)】
深度旅遊的另一項選擇－
低碳永續旅遊

原森旅行社有限公司
林純如 執行長

14:50~15:10

15:10~15:50

15:50

中場休息
【示範成果分享(二)】
循環經濟的實踐家－
成亞資源推動BS 8001之經驗分享
結束賦歸

成亞資源科技(股)公司
周信輝 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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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三)
時間
08:30~09:00

09:00~09:40

09:40~10:20

10:20~10:40

活動

主講人
上半場報到入場

【綠色永續業者分享&QA(一)】
機械業的隱形巨人－
歐群科技的企業社會責任
【綠色永續業者分享&QA(二)】
撐起幸福－
富雨洋傘的設計精神與永續實踐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月照 董事長
富雨洋傘有限公司
周淑秋 董事長

中場休息

10:40~11:20

【綠色永續業者分享&QA(三)】
老品牌文具的永續之美－
文明鋼筆的故事與再生產品

文明鋼筆股份有限公司
林冠宏 經理

11:20~12:00

【綠色永續業者分享&QA(四)】
喜樂+可愛－
三雨國際環保尿布綠色行銷策略

三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楊聖傑 總經理

12:00~13:00

午餐時間

12:30~13:00

下半場報到入場

13:00~13:40

13:40~14:20

14:20~14:40

14:40~15:20

15:20~16:00

16:00~

【節能示範業者分享&QA(一)】
玻璃廠節能新亮點－
春池全廠能源監控管理實務經驗分享
【節能示範業者分享&QA(二)】
智慧製造新標竿－
三惟科技由能源管理邁向智慧智造分享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鄭振仕 經理
三惟科技有限公司
鄭健偉 經理

中場休息
【節能示範業者分享&QA(三)】
家電廢棄物的救星－
綠電再生ISO50001系統建置及節能改善
【節能示範業者分享&QA(四)】
回收不織布的再生－
信織產品碳足跡盤查與查證實務
結束賦歸

綠電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鄭智允 經理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光輝 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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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區

以「循環經濟」、「智慧製造」、「綠色生活」、「成果影片」三大主題情境展示及影
片觀賞，於四樓免費參觀。30 家綠色企業成果，讓參觀的你身歷其境，讓你從居家到
工廠，都能實踐綠色永續，帶你一覽各產業的 Green Winner！
【循環經濟】廢棄物如何搖身一變成為超有價值的資源？台灣中小企業讓垃圾變
黃金的真實力！
【智慧製造】智慧製造當紅，原來國際知名的工具機翹楚在台灣。看看台灣智慧
機械如何成為世界的隱形冠軍！
【綠色生活】居家生活的綠色實踐，從生活中找尋你的綠色品味！
【成果影片專區】提供歷年 Green Winner 成果影片撥放觀賞，認識各產業的綠色
小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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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與位置圖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九路 59 號 4 樓

【自行開車】
1.國道一號
(一)南下：中山高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左轉工業 1 路→工業 16 路→工業 28 路→第一
個路口左轉到底。
(二)北上：中山高下南屯交流道(五權西路/龍井)→往龍井方向→工業 37 路右轉→約 150m 後
第一個路口左轉即可抵達。
2.國道三號
中二高龍井 182.8 公里→交流道往台中方向→遊園路後第一個紅綠燈左轉進入工業 28 路→至
38 路右轉到底
【其他】
高鐵台中站，建議搭乘計程車(約 25 分鐘)至工業 39 路 59 號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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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聯絡人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品質環境安全部 企業永續組
電話：(04) 2359-5900 分機 305 張小姐



報名方式(建議下載報名表)：
1. 傳真報名：04-2350-8013
2. E-mail 報名：peggy0925@pidc.org.tw ，張小姐
3. 線上報名請點選以下連結，並選取欲報名之活動：
12/11 活動報名 http://www2.pidc.org.tw/zh-tw/news/Pages/ActivityDisp.aspx?ActivityId=2087
12/12 活動報名 http://www2.pidc.org.tw/zh-tw/news/Pages/ActivityDisp.aspx?ActivityId=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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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107 年 中 小 企 業 綠 色 小 巨 人 輔 導 計 畫
~2018「綠色小巨人 永續大贏家」成果發表會~ 計畫成 果發表會 暨授證典 禮
請勾選場次

□12/11

13:30~16:00 □12/12 09:00~12:00 □12/12 13:00~16:00

公司名稱

員工人數

主要產品

統一編號

地
聯

址
絡

人

E-mail
傳真

聯絡電話/分機
限定 12/12 全日
參加者勾選

參加者姓名

部門/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個資蒐集、
處理及利用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中小企業綠色小巨人輔導計畫(下稱「本計畫」)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包含個人姓名、公司名稱、職稱、地址、
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相關資訊)，將使用於活動(說明會、研討會、發表會、課程…
等)業務之執行，包括辦理學員報名、繳費、證書製作、滿意度調查分析、活動訊息通知(電子報/EDM 廣宣)…
等相關作業，以及辦理本計畫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與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內部稽核業務行為之目的範圍內。
本計畫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保障您的個人資料，皆
以尊重個人權益為基礎，依誠實信用原則為之，並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本計畫服務訊息、教育訓練最新課程資
訊使用。如有請求查詢、閱覽、複製本、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之需要，請來信寄至：QES@pidc.org.tw，
或於非假日週一至週五早上 8：30 至晚上 5：30 來電（04）23595900＃301 謝小姐告知，謝謝！
主辦單位：經濟 部 中 小 企 業 處 中 小 企 業 綠 色 小 巨 人 輔 導 計 畫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謹啟
□本人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並同
意送出報名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