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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開發相關風險與因應方式

6.1 關於遠東資源開發

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遠資 ) 成立於 2003 年，為遠東新

世紀全資子公司，負責不動產開發、租售、經營管理等業務。遠資於報告期間內

組織、結構、所有權、供應鏈上並無重大改變。2016 年遠資員工人數為 33 人 ( 男

性 19 人、女性 14 人 )，包括 30 人為正式員工、3 名約聘機電維護專業人員。

2016 年支付政府土地稅 5.5 億元及房屋稅 3,100 萬元，其中土地稅因公告地價大

幅調漲導致較前一年度增加 31%。

遠資之各項行政管理、內部控制、風險因應均依照遠東新世紀公司之規範執

行，而其土地開發相關風險及因應方式與 2015 年無特別差異，唯因近年科技發

展變化快速，2016 年遠資將科技產業變遷與創新增列為風險項目，相關因應方

式說明如下。

土地開發需取得政府審查之相關核可

˙持續強化與政府的友善溝通

˙評估經濟、社會與內外部成本，設計最適的規劃方案

˙委託專業顧問團隊，提升規劃品質

開發過程中，因規劃方案或動工作業引起社區抗議

˙在規劃過程中，召開說明會爭取社區認同

˙動工期間，由專人專線回覆居民意見

˙專人定期拜會里長與社區意見領袖，建立即時、良好之溝通管道

在開發過程中遭遇法令政策改變

˙積極參與相關之法令研討會及公會資訊

˙專人追蹤法律新知及趨勢，提供評估分析作為決策參考

˙保持計劃彈性，因應法令修改

開發過程中可能對環境與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

˙開發前委託第三公證單位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施工過程依法執行環境保護相關措施

˙定期執行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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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重大開發案進度

遠資延續既有規劃進度，持續進行「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Tpark)」與「遠東礁

溪渡假酒店」之主要開發案。

嚴謹的施工管理

遠資以嚴謹的態度執行施工管理，重視社區居民健康與保護環境作為核心理

念，並遵守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之各項承諾。無論施工前或施工過程中均主

動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將社區里民不便影響降到最低，完工後亦持續監測環

境品質，傾聽民眾的意見達到良性互動的共榮關係。

依廢棄物清理法、營建廢棄物處理方案，執行清理、運輸、棄置，並載至合

法處理場、棄土場。事先規劃清運路線，避免於交通尖峰時刻清運，以減輕周圍

交通環境影響。拆除工程、岩石或混凝土等破碎作業、吊車之裝卸作業，均嚴格

限制時間以維護鄰近社區安寧。

◆ 2016年工程產生之廢棄物統計

註：

1.  B8 類營建混合物為磚、混凝土塊、沙、木材、金屬、玻璃、膠帶之混合體，統一送至處理廠進行分解、分類

2.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整地排水的拆除工程中產生 13 公噸石綿屬有害廢棄物，乃舊式紡織廠之屋頂隔熱材料，送至合法處 

     理場，依法固化處理

3.  施工員工所產生之一般生活廢棄物為生活垃圾及廚餘，均委託當地具乙級廢棄物處理資格之清運商。2016 年遠東礁溪

     渡假酒店整地排水工程產生 500 公斤生活廢棄物，北公園之生活廢棄物由遠東新世紀人力發展中心一同處理，未進行

     數量統計

面對台灣氣候變遷，枯水期變長

˙建設全面暴雨管理系統

˙以綠屋頂、滲透帶、生態池保留雨水再利用，2016年已於北公園施作水撲滿增加
    雨水收集

颱風侵襲次數增加

˙進行水文調查，導入低衝擊開發設計概念，達到防洪、蓄洪功能

˙執行大樓租戶防颱宣導工作

˙組成防颱應變小組，事前進行防颱演練及預防措施

護樹觀念提升

˙組成樹藝團隊，委請專業外部顧問、專家學者對園區樹木進行健康檢查

˙針對同仁舉辦樹藝培訓課程，提升樹木種植、移植、修剪及養護等專業知識

˙定期養護及訊息回饋，適地調整

科技產業變化與創新

˙順應科技產業變遷，調整招商對象

˙導入科技應用，補足安全管理面可能發生的人為疏漏

˙參與研討會以接觸科技資訊，增加對科技發展應用之熟悉度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Tpark)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

      位於新北市板橋區，佔地24公頃，因應台灣資通訊產業發展，建構一創新應用平台之

通訊、數位產業園區。

      目前進行TPKA大樓進駐招商，總樓地板面積為6.2萬平方公尺，可出租面積為5.0萬平

方公尺，2016年底出租率為51%。

                                興建佔地約2萬平方公尺之北公園，為一綠生態公園，導入完整雨水管理

                                系統，低衝擊開發、智慧管理系統，2017年2月完工。

      位於宜蘭縣礁溪鄉，佔地約10公頃，規劃興建溫泉飯店、大型購物中心與景觀餐廳。

2016年6月完成整地排水工程，12月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016年開發進度

2016年開發進度

單位：立方公尺營建拆除廢棄物

■ B8類 營建混合物   ■ B5類 磚塊或混凝土塊

1,023

987

18,141

11,414

Tpark
北公園興建工程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
整地排水工程

合計

19,164

1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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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護樹理念

遠 資 樹 藝 團 隊 3 名 員 工 通 過 美 國 樹 藝 協 會 ISA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 的認證考試，取得樹藝師之資格。平時觀察與照料既有樹木生長，

於施工前針對移植樹木進行健康診斷，除提報樹保計劃之受保護樹木外，亦大量

保留現地具有情感價值之樹木。在樹木

有進行移植或假植之需時，更會在移植

前就樹冠修剪、斷根、施工法等與景觀

顧問及承包商充分溝通，並指派具備美

國 ISA 認證樹藝師資格員工現場督導、

協助提供專業喬木修復知識予承包商。

移植前每棵樹均依樹徑大小分階段進行

斷根以利移植，並盡量採全樹移植。

北公園興建移植園區既有 37 株榕樹至北公園內，其中樹幹直徑達 60 公分共

15 株，樹幹直徑低於 60 公分有 22 株。

在整地排水工程施工前，委託景觀顧問進行喬木健康診斷與假植工程，大量

保留基地內之喬木，共假植 162 株包含 16 種品種之喬木於基地內，做為未來景

觀工程使用。

6.1.2 工程類承包商管理

遠資之承包商遴選委由母公司依採購相關規範辦理，除於契約中明列誠信守

則如不得賄賂之條款外，我們亦重視基層勞工權益，明確規範承包商遵守勞動基

準法，優先僱用本地勞工，每日製作施工人員名冊，並額外聘僱保全進行查核，

以確保承包商未發生聘用童工、非法僱用外籍勞工及歧視勞工等情事。

施工現場均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於

施工前承包商須提出安全衛生、環境保護計劃並投保工程綜合損失險。承攬契約

中編列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費用，每位施工人員均需完成 6 小時訓練課程 ( 包

含職業安全、安全衛生、施工現場管理 )，由專人核可後才得以進駐動工。

嚴密移植計劃保留樹冠完整性，確保喬木
移植後繼續正常生長，照片為喬木移植後

註：

1. √ * 為 2016 年前已完成作業，√ 為 2016 年完成作業

2. 邀請政府相關部會、議會與民意代表、周邊居民參加

3. 包含「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剩餘土石方處理計劃書」、「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

     染削減計劃」、「交通維持計劃」

4. 包含地表裸露面灑水、覆蓋防塵網或圍牆，將灰塵集中在施工基地內，防止灰塵逸散；設置洗車台，運輸車輛輪胎清

     潔完畢，方可駛離工區，以避免塵土污染路面

5. 利用物理穩定法、雨水導疏法與泥沙控制法

6. 包含空氣品質、噪音震動、地面 / 地下水及交通流量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

◆ 施工管理措施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T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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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承攬商員工資訊

為加強施工期間人員與工地安全，我們聘請具勞工安全衛生乙級管理員資格

之營造工程管理顧問進駐工地，偕同相關承包商，統一組成勞安協議組織，建構

安全管理體系，執行安全衛生管理與安全激勵。若拆除工程恐面臨墜落、感電、

物體飛落、被撞及移動式起重機等風險，均由顧問事前風險評估，進行安全工程

之設計及施工。每日進行安全衛生巡檢、每週缺失檢討、追蹤改善狀況，協助確

保施工安全、風險控管與虛驚事件通報。

2016年安全施工紀錄

2016 年施工總人次為 6,871 人次、總時數為 54,968 小時，各項工程均依規

劃進度執行，無發生工傷事故。

註：依工程進度、種類由承包商自行安排執行業務人員進場，故出缺勤及請假方式由承包商依各公司之認定自行辦理

註：

1. 為參與 Tpark 北公園興建工程、遠東礁溪渡假酒店整地排水工程之承包商勞工

2. 非正式員工為兼職員工

3. 2016 年執行工程人員均為中華民國國民

6.2 生態保育與友善環境 

遠東資源開發從生態系概念來規劃，建構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環境，於設計、

施工過程中密集與景觀顧問溝通，傳達對生態保育與友善環境的堅持，且採用天

然材料施工，包含利用原土層地表設置草溝、由石頭壘砌的砌石溝來收集地表逕

流等，減少人造材料使用，創造對人、環境、生物之友善空間。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建築物設計以台灣綠建築標章與 LEED

美國綠建築標章之指標為規範，打造台灣綠色園區典範，2016

年動工之北公園工程包含景觀及滯洪水池、環湖步道、綠化植

栽、水撲滿及透水步道，亦根據 LEED Campus Project 規範進

行設計。

◆ Tpark 北公園符合 LEED Campus Project規範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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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

北公園位於原遠東紡織廠內，

富含台灣紡織產業發展歷史，委託

結構技師檢測確保安全無慮下，設

定 875 平方公尺的煙囪保留區，包

含煙囪與相鄰二棟舊有廠房建築，

在不影響保留區原貌下，依現行法

規對原建築物進行結構補強。

6.2.1 生物多樣性

2016 年以環境永續方式設計北公園，不僅規劃多樣性棲地，其綠化面積比

與綠覆率均高於法定標準，並營造有利喬木根系生長之友善環境，運用喬木、灌

木群、誘蝶誘鳥植栽、多孔水岸、人工溼地、廢棄木堆疊來提供生物棲息區位，

為避免鳥類安眠受到干擾或誤導夜間遷移方向，園區戶外路燈投射範圍均設於車

道與人行道，並以遮光罩防止路燈炫光，為適宜人行活動與生物生長之環境。

◆ 北公園多樣性植栽統計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要求，於基地後方靠近十一股溪與山勢

處，劃設14,072平方公尺之生態綠地，此區域維持原始自然景觀，以達淨化空氣、

涵養水源及維護生態之效。

除基地內假植原有 16 種 162 株喬木做為未來景觀工程使用，基地東西兩側

長達 538 公尺的圍牆完成植生綠化，利用珊瑚藤、金銀花及蒜香藤等三種爬藤性

植物，達到誘鳥誘蝶與綠美化功能。

6.2.2 節能減碳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遠東礁溪渡假酒店規劃充滿綠意的自然環境，透過綠化

植物的光合、蒸散及呼吸作用，產生氧氣、吸收二氧化碳，進而改善微氣候、緩

和都市氣候暖化。台北遠東通訊園區以 49% 高綠化覆蓋作為設計標準，規劃中

央公園、行道樹、綠屋頂；遠東礁溪渡假酒店在規劃之初即保留大面積生態綠地、

緩衝綠帶。依綠建築綠化量指標計算，Tpark 北公園興建完成後，將可有 2,364

公噸二氧化碳固定量。

能源管理

面對能源稀少的議題，我們把節約能源導入日常工作項目中，台北遠東通訊

園區的管理團隊，在保持大樓正常運作與工作者的舒適度下，以每年減少 1% 用

電量為目標，2016 年委託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進行大樓節能診斷，作為大樓

營運參考依據。2016 年 TPKA 大樓出租面積較 2015 年增加 12%，用電量僅微幅

上升 1%，園區戶外空間用電量大幅增加乃因北公園興建而產生，平日維運僅有

390 吉焦耳，較 2015 年降低 6%。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T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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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用電量

◆ 總用水量

◆  TPKA大樓用水密集度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TPKA大樓用電密集度 ◆ TPKA大樓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註：1. 2016 年園區戶外空間大幅提高乃因北公園興建而產生 74,441 吉焦耳

         2. 2016 年遠東礁溪渡假酒店乃為整地排水工程與保全維安產生之用電

註：1. 電力排放係數依據經濟部能源局「2015 年度電力排放係數」，以使用電力計算範疇二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2.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北公園與遠東礁溪度假酒店之整地工程為 2016 年新建工程

註：遠東礁溪渡假酒店尚未營運，僅 2016 年進行整地排水工程，用電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均低故未列出

水資源管理

我們重視氣候變遷下的水資源缺乏議題，台北遠東通訊園區透過地下雨水滲

透帶收集地表逕流水與建築物溢流之雨水，作為行道樹澆灌水，以中央公園之南

公園生態池儲存、淨化雨水，作為候鳥等生物的飲用水，TPKA 大樓使用綠屋頂

收集雨水，作為大樓基地內植栽噴灌養護之需，降低自來水使用。依 2016 年中

央氣象局公布之降雨量估算，共有 6.56 萬公秉雨水量進入地下雨水滲透帶與南

公園生態池，TPKA 大樓以水錶統計共收集 1,935 公秉雨水。在大樓用水上，我

們每月監控用水量，並對承租戶宣導節約用水觀念，2016 年自來水用量較 2015

年降低 6%，平均每人自來水使用量降低 7%。

註：1.  取水來源皆為自來水，對水源無相關影響

         2.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用水增加均用於基地內植栽澆灌；園區戶外空間用水增加乃因 20 株喬木養護作業所需

單位：吉焦耳 (GJ)

單位：公噸 / 平方公尺單位：GJ / 平方公尺

單位：公秉單位：t-CO2e

0.35
0.37 0.37

2014 20162015 2014 20162015

0.05 0.050.05

38.23
34.57

32.20

2014 20162015

單位：公秉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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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污染防治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為一低碳綠色園區，園區設置完善的污染防治設備，且持

續投資於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等項目。園區為研發辦公室為主，其廢水、廢棄物

均為員工日常生活所產生，無排放空氣污染物質，亦無製程污水、製程廢棄物。

我們遵守法令，每季監測園區空氣品質，2016 年監測數值均遠低於法規規範之

標準值。

◆ 環境保護支出  

◆ Tpark污水排放量

◆ 生活廢棄物污水管理

全數為生活污水，每週進行污水處理設備保養、水質監測，處理後水質符合

國家放流標準，依規定排至淡水河，並每年向主管機關申報排放量、水質狀況，

污水排放並未造成生態衝擊。

尚於設計階段，目前用水量皆為植栽噴灌養護使用，無污水排放。

註：污水排放量少於總用水量主要差異來自大樓冷卻水塔用水蒸發、每季清洗外牆及消防演練的水直接進排水溝、承          

         租戶消防灑水施工所排放管內水，直接排放於筏基

註：2014 年、2015 年未進行資源回收數量統計，生活廢棄物均委託合格廠商處理

垃圾減量

TPKA 大樓僅有生活廢棄物，無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為避免

病媒蚊孳生與環境舒適，集中垃圾暫時存放區，設置垃圾冷藏設備，做為垃圾清

運前的前置處理。為落實廢棄物減量、資源再利用，TPKA 大樓於各樓層設置資

源回收桶。2016 年開始統計紙類、塑膠類、鐵罐、玻璃、鋁罐等資源回收量，

以作為未來垃圾減量之參考依據。

 單位：公秉

單位：公噸

單位：新台幣仟元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Tpark)

2014

2015

2016

15,825

10,407

7,306

合計

133

152

182

2014

2015

2016

■ 焚化處理類   ■ 資源回收類

133

152

166 16

2014

2015

2016

■ 廢棄物處理  ■ 節能減碳  ■ 污染防治  ■ 環境設備檢測

371288 813

993 3,841 399 813

459 20 2,051

合計

1,472

6,046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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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公園規劃導入之智慧應用

◆ 2016年 Tpark安全演練及防護措施

6.2.4 安全服務管理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屬開放式園區，園區之安全管理最為重要，除平日保全定

時、定點巡檢外，也持續以生態池電子圍籬、行動保全等智慧科技之應用，以提

高園區安全管理之效能。

遠資每月亦定期參加轄區派出所舉行之治安會報，保持密切的警民互動。

為強化園區人行、車行之交通安全，減少車輛違規造成潛在危安因素，我們亦

與 ETC 遠通電收公司規劃大型車輛違規取締系統，預計 2017 年導入。同時規劃

2017 年於北公園導入智慧科技應用，輔助北公園之維運與安全管理。

為提升全體人員之危機意識與安全應變能力，2016 年舉行演練與防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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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共好關係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全日開放居民休憩，周邊鄰里均可自在的享受園區自然環

境。同時我們也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進行智慧綠園區之經驗交流，提供政策研

擬之參考，與國際組織探討產業發展議題，致力生態教育向下扎根，與學校合作

實際觀摩，以期塑造完整的共好關係。

◆ 社會參與投入金額

註：

1. 自願性基礎建設投資包含北公園植栽景觀養護工程、生態池運轉、道路 ( 人行、車道 ) 維護、交通號誌維修等

2. 現金捐贈與非現金捐贈包含社會關懷與產業發展活動等

3.  2016 年採先進生態建置技術興建北公園，投入新台幣 1.3 億元未計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CTOT)
暨 9 大城市代表

日本雨水貯留浸透技術協會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龍華科技大學

合計

1,895

3,238

2,967

2014

2015

2016

■ 現金與非現金捐贈  ■ 自願性基礎建設投資

1,885

2,838

2,710

10

400

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