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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善用土地資源

開創共生園區 Advocating Balanced Coexistence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Tpark）開發進度

6.1.1 關於遠東資源開發
因應台灣產業結構變遷，為創造土地資源再利用，以提升資源運用效率與投資績效，
於 2003 年整合遠東新世紀台灣近 20 萬坪土地資產，成立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遠資），由遠資負責不動產開發、租售以及經營管理等業務。遠資秉持「永續」
之核心價值執行多元開發，除分析國內外產業發展趨勢，精進開發設計規劃外，更堅持
良好的建築施工品質，致力於將土地資源注入全新價值，為台灣產業貢獻一份心力。

2019 年 3 月 26 日 Google 宣布將於 Tpark 打造全新辦
公園區，徐旭東董事長（中）、時任 Google Taiwan 董
事總經理簡立峰（左）、Google 裝置與服務部門資深
副總裁 Rick Osterloh（右）合影

遠資各項行政管理、內部控制、風險因應均參照母公司之規範與措施執行，於報告
期間內其組織、結構、所有權、供應鏈、員工人數上並無重大改變。2019 年遠資員工人
數為 32 人（男性 18 人、女性 14 人），包括正式員工 29 人、約聘人員 3 人。2019 年
支付政府房屋稅 2,915 萬元、地價稅 3.3 億元，以及土地增值稅 4 萬元。

6.1.2 重大開發案進度
2019 年主要開發案為新北市板橋區佔地 24 公頃之「台北遠東通訊園區（Tpark）」，
宜蘭縣礁溪鄉約 10 公頃「遠東礁溪度假酒店」目前處建築配置審議過程，工程尚未展開。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Tpark）發展規劃

專二 B 住宅開發案示意圖

6.1.3 導入創新思維
遠資透過檢視園區開發、興建、維運過程，將興建工法提前於規劃階段討論，而非
設計階段，避免建築物設計完成後無法採用；並於施工前先運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檢視各類設計圖，由傳統的 2D 空間資料分散作業模式，邁向
3D 空間的協同作業，有效減少錯誤或瑕疵的發生，快速整合不同工程的歧見或誤解，因
而也可避免因重作（rework）而浪費時間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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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工程類承攬商管理及園區維運管理

廢棄物管理

職業健康與安全

•營建廢棄物：

在營造過程中，工地是發生意外風險最
高的場所。因此，事前評估意外事故可能之
原因，以及實施相關控管及災害預防，是不
可輕忽的工作。遠資要求每位承攬商員工進
場施工前，需仔細詳讀施工現場之安全衛生
告示牌及職業安全佈告欄，內容包含職安要
求事項、安全措施標準、現場危害告知，及
個人須配戴之安全防護具等。2019 年無發生
工傷事故、職業病、虛驚事件等。

1. 委託專業承包商處理工程廢棄物，與其簽訂挖土、淤泥清運等相關工程合約，依規運
至合法設立之廢棄物堆置區
2. 所有工地車輛，出工地前依規清洗輪胎等機具，以避免污染道路
3. 工地現場設置工程水龍頭並定時澆灑，以避免粉塵污染環境
•一般廢棄物：

施工現場安全衛生告示牌

作業勞工於施工期間安全作業循環

2019 年遠資的工程類承攬商類別分為設計團隊與營建團隊。所有承攬商須符合企業
社會責任條款，拒用童工、遵守勞基法，並提出安全衛生計劃等遴選條件。
2019 年承攬商員工資訊

一般廢棄物為施工期間產生之生活垃圾，無有害特性認定廢棄物產出，皆委託符合
法規之清運廠商進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工程廢棄物

註：
1. 2017 年營建廢棄物為 TPKC/D 大樓連續壁泥漿； 2018 年營建廢棄物為 TPKC/D 大樓、專二 B 住宅之營建混合物、磚塊 / 混凝土、
連續壁泥漿；2019 年營建廢棄物為 TPKE 大樓、專二 B 住宅之營建混合物、磚塊 / 混凝土、土壤與礫石碎石混合物
2. 2018 年營建廢棄物較 2019 年高，主因 TPKC/D 大樓工程集中於 2018 年施工，2019 年已完工
3. 2019 年一般廢棄物增加，主因 TPKC/D 工程產出生活垃圾及 TPKE 大樓、專二 B 住宅工程開始施工

TPKA 大樓生活廢棄物

註：
1. 2019 年承攬商員工為參與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TPKC/D 大樓、TPKE 大樓、專二 B 住宅興建工程者
2. 執行業務員工均為中華民國員工，依工程進度、種類由承攬商自行安排執行業務人員進場，故出缺勤及請假方式由承攬商依各公司
之認定自行辦理

單位：公噸

註：2019 年 TPKA 大樓生活廢棄物整體較 2018 年增加，因進駐人數增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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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維運管理品質持續優化

公益二手市集活動

有鑑於台北遠東通訊園區之發展趨漸成熟，各建築物完工後，仍需優質維運管理團
隊負責設備維護管理、技術優化。我們致力於汲取最新設備與技術之資訊，透過外部行
動及內部行動作為，來保持流程順暢及品質優化。

2019 年 10 月 4 日、5 日於 TPKA 大樓大廳
協辦「好血有你 二手公益市集」活動，現場擺
設二手物市集，其募款全數捐至台灣兒童家扶基
金會；而除市集外，也鼓勵與會者捲起袖子捐出
熱血，一同為愛接力。為以行動支持在地弱勢團
體，積極參與社區關懷，遠資邀請喜憨兒基金會 新北市喜憨兒板橋烘焙屋於大廳設攤販售西點，
讓憨兒得到生活自立能力與自信。

•外部行動：資訊蒐集與趨勢研討
2019 年外部研習與交流合計 9 場次，包括「室
內植物淨化空氣」種子教室研習會、「日本綠屋
頂交流」參訪團、停車場智慧化研討會、綠色物
業管理人員培訓班等。台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
會辦理「日本綠屋頂交流」為期 5 天，進行日本
綠屋頂交流研討、綠屋頂案例參訪，及東京國際
園藝展觀摩。

二手市集擺攤

新北市政府外國媒體參訪活動

日本綠屋頂交流活動

•內部行動：回饋與檢討
實例：為維持 TPKA 大樓全年度正常運作，團隊與相關機電、行政等同仁舉行內部
會議，頻率約為雙周一次，以確保維運流程及溝通管道順暢。此外，各組同仁每月 25 日
須提出下個月的維護保養計劃，每年 11 月提出下一年度之維護保養計劃。

6.2 營造永續聚落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於 2019 年 7 月 25 日安排
20 家、21 位外國媒體駐台記者進行實地參訪，
進而推廣新北市產業發展與國際觀光行銷，Tpark
作為新北市的產業發展與智慧綠園區典範，協辦
此次外媒參訪活動。活動首站至 Tpark，由侯友
宜市長歡迎所有媒體蒞臨新北市，接著由遠資提
供園區整體規劃設計簡報；後續進行市長座談、
新北市長侯友宜與外國媒體及 Tpark 代表合照
Tpark 園區導覽以及新創座談。本次參訪蒞臨的媒體包括 Asahi Shimbun 朝日新聞デジタ
ル、Sin Chew Media 星洲星洲網、UNTV （The Philippines）等外媒。
2019 新北閱讀節 - 閱讀馬拉松

6.2.1 實踐社會共榮
產學交流 -2019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營隊活動

2019 年 5 月 4 日協助新北市立圖書館舉辦「2019 新北市閱讀節」系列活動。此活
動為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文化局聯手舉辦的年度重點項目之一，Tpark
提供北公園作為場地共襄盛舉，希望透過多元系列活動，協助市府共同推廣閱讀的美好。

2019 年 1 月 22 日接待國立台灣大學生物
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營隊 88 位學生進行產學交
流，分享台北遠東通訊園區發展現況，傳遞建
構永續環境的理念。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營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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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新北市 - 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營造新創聚落

智慧建築及綠建築推廣

「新北市 - 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成立一年多以來，培育兩期 36 家新創公司，
已有 5 家新創公司獲國家發展基金投資，累計 11 家新創公司完成募資，獲投率高達 3 成。

Tpark 園區內之建築持續以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的建物發展設計，提供健康舒適、安全
便利、節能智慧的生活空間。TPKC 遠傳雲端運算中心獲「2019 第三屆台灣優良智慧綠
建築暨系統產品獎（2019 TIBA Awards）」評選為「優良智慧綠建築設計類鉑金獎」。

社會參與投入金額

單位：仟元

能資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2019 年 12 月起，TPKA 研發大樓執行停車場照明燈具汰舊換新專案，由複金屬燈泡
改為 LED 燈具。LED 照明產品具有節能、省電之特點，能創造日後長久的節電效益，用
科技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能源耗用量

單位：吉焦耳（GJ）

註：
1. 自願性基礎建設投資包含園區植栽景觀養護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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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睦鄰等項目
3. 2019 年因道路植栽景觀養護工程之項目整體投入金額提升，故自願性基礎建設投資金額較往年增加
4. 2019 年投入文化教育項目投資，故現金捐贈金額提升

6.2.2 生態保育與友善環境
2019 年 Tpark 智慧建築、綠建築執行狀況

註：
1. 興建工程為 TPKC/D 大樓、TPKE 大樓及專二 B 住宅
2. 能源耗用均為電力
3. 2019 年園區整體用電增加，主要原因為 TPKA 大樓進駐人數增加了 18%

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t-CO2e

註：
1. 興建工程為 TPKC/D 大樓、TPKE 大樓及專二 B 住宅
2. 2019 年 TPKC/D 大樓及 TPKE 大樓新建工程陸續完工、動工，故台北遠東通訊園區之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18 年上升
3. 2019 年 TPKA 大樓進駐人數增加，因此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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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KA 大樓單位面積能源耗用量
單位：GJ/ 平方公尺

註：
1. 面積取每年實際使用及出租面積
2. 僅計算開始營運的 TPKA 大樓
3. 2019 年 TPKA 大樓新租戶因業務發展需求設置機房及測試設
備，每月用電量約佔 TPKA 大樓總用電量 34%，故 2019 年
TPKA 大樓單位面積用電量提升

開創共生園區 Advocating Balanced Coexistence

TPKA 大樓單位面積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t-CO2e/ 平方公尺

註：
1. 面積取每年實際使用及出租面積
2. 僅計算開始營運的 TPKA 大樓
3. 2019 年 TPKA 大樓新租戶因業務發展需求設置機房及測試設
備，每月用電量約佔 TPKA 大樓總用電量 34%。而在用電量增
加的情況下，2019 年 TPKA 大樓單位面積溫室氣體排放量也相
對提升

TPKA 大樓單位人數用水量

Tpark 污水排放量

單位：公秉

單位：公秉 / 人

註：
1. 僅計算開始營運的 TPKA 大樓
2. 僅計算自來水
3. 2019 年 TPKA 大樓總取水量較往年提升，但在進駐人數較
2018 年增加 18% 的情形下，TPKA 大樓單位人數用水量仍
下降了 5.7%

註：Tpark 污水排放量主要來自 TPKA 大樓生活污水。2019 年
污水排放量較 2018 年增加，乃因 TPKA 大樓進駐人數增加
18%

6.2.3 緊急應變措施與預警措施

水資源管理
總取水量與回收及再利用水量

單位：公秉

園區內 TPKA 大樓 B1 設有「防災中心」，並訂定《重大事故緊急應變計劃》，相關
緊急應變措施如台電無預警電力跳脫，2019 年計有 1 次，遠資以積極作為儘量降低可能
造成之人員傷害或資產損失。

註：
1. 興建工程為 TPKC/D 大樓、TPKE 大樓、專二 B 住宅
2. 取水來源為自來水及雨水，對水源無相關影響
3. 2019 年台北遠東通訊園區因納入 TPKC/D 大樓、TPKE 大樓、專二 B 住宅等新建工程，以及 TPKA 大樓租戶人數增加，故整體用水
需求提升
4. 雨水與回收及再利用水進入同一管線，未分別統計
5. 受氣候變遷影響，2019 年之整年降雨量集中於 5 到 7 月，故整體回收再利用水量減少
6. 受降雨集中影響，為營造園區植栽良好生長環境，及使生態池正常運作，2018 年與 2019 年園區戶外空間自來水取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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