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碳 格蘭富再獲環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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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銅鑼工業區第一家外商公司丹麥格蘭富集團台灣分公司大力推動節能減碳近
年得獎不斷，還應邀在國際研討會發表成果，總經理邊士杰最近再度捧回中華民國企
業環保獎，成為苗栗縣的驕傲。
第廿三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頒獎典禮上個月 29 日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舉行，全國
有 36 家事業單位獲獎，格蘭富台灣分公司榜上有名，先前格蘭富台灣分公司也獲 2012
年環保署節能減碳行動標章、2013 年水利署愛水節水績優廠商，及今年全國綠色採購
績優單位等獎項。
格蘭富台灣分公司也因節能減碳環保領域的成效，邊士杰應邀參加今年 9 月 29 日在
環保署舉行的「2014 泛太平洋氣候變遷調適夥伴國際研討會」，發表並分享經驗，邊
士杰認為格蘭富台灣分公司不僅立足台灣，更是揚名國際。
他說，格蘭富台灣分公司主要製造泵浦和給水系統，1989 年在銅鑼工業區成立，台灣
分公司 2012 年的營業額比 2008 年增加 25%，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10%，數字會說話，
顯示分公司一直為環保及節能減碳努力。
此外，格蘭富也盡社會責任，對抗日益嚴重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捐出集團生產的泵浦
及配套供水系統，提供賴比瑞亞每年 200 萬丹麥克朗捐款，另建構抽水站為 5 萬人提
供每天 4 萬公升乾淨飲用水，希望可以減少伊波拉疫情擴散。
【2014/11/09 聯合報】@ http://udn.com/

Grundfos Honoured for green achievements in Taiwan

General Manager of GTW, John Pien (on the righ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Duen-Yih Wu.

Grundfos Taiwan (GTW) has been awarded with the annual Taiwa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It is a prestigious prize which is only given to the best
within green development.
Thinking green is a well-integrated part of Grundfos on a global scale. It is incorporated to the way work
is done. This is not least manifested in the Taiwanese production company, where several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nitiatives have been launched during the past years.
Now, the company has received recognition from the highest possible place, when they were granted
The Taiwa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EEP Award). It is granted by the country’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it was handed out by the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Duen-Yih Wu.
The prize has been given to selected companies once a year since 1992, and apart from acknowledging
impressive environmental feats, it focuses on rewarding those who combine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with a streamlined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In addition, having been given the EEP Award means a
membership of an exclusive club of companies, with which Grundfos can interact and share
experiences.
“We are very happy about the recognition we’ve received from the government. It means a lot to be
highlighted for your work, not least when it comes from such a high place. Furthermore it materialises
us as a credible and leading green company in Taiwan. We’re also excited to be brought together with
other companies with a green focus like ours, with whom we can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become
even better,” says John Pien, General Manager of Grundfos Taiwan.

The award was given in October and was handed out 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西門子獲頒經濟部「多元創新夥伴獎」

台灣西門子總裁艾偉(Erdal Elver)從經濟部部長杜紫軍(左)手中接獲「多元創新夥伴獎」獎盃。
台灣西門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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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Siemens)今宣布獲經濟部頒發「多元創新夥伴(Diversified innovation
partners)」，這份榮譽是經濟部為表揚國際企業在台提供創新應用服務，並能協助台灣
業者建立各種多元創新應用者產品或具相關業務合作實績的廠商。西門子在台灣導入「未
來工業(Future of Manufacturing)」，協助台灣製造業轉型與升級而深獲肯定。
經濟部為表彰及感謝外商對促進臺灣產業成長之卓越貢獻，並使台灣 IT 產業朝向高附加
價值發展，同時希望外商與臺灣資通訊廠商能夠共同在產業結構轉型關鍵時刻，擴大彼
此在產業鏈達到價值提升、夥伴共生、多元創新等合作層次。
台灣西門子總裁艾偉 (Erdal Elver)表示，面對快速變動的經濟發展環境，西門子仍將致
力於多元化的技術創新，並持續與本地客戶緊密合作，積極提供電氣化、自動化與數位
化的技術解決方案外，也協助客戶有效整合資源，共創產業發展契機。
在激烈的競爭下，製造業要維持永續競爭力的致勝關鍵在提升效率、彈性及縮短上市時
程，其中結合生產力與效率的技術發展更為決定性的關鍵因素，西門子導入「未來工業」，
同時也響應德國政府工業 4.0 的願景，帶領本地製造業進行數位化與智慧化轉型，並協助
台灣製造業從自動化與工業技術的結合中提升效益，以成功邁向未來工業及產業升級。

德國萊茵 TUV 助力聯想集團再創智能科技新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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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萊茵 TUV 助力聯想集團再創智能科技新佳績

全球首張智能可穿戴設備及首張擬紙化顯示技術產品證書花落聯想
香港 2014 年 11 月 27 日電 /美通社/ -- 德國萊茵 TUV 在北京為聯想集團頒發了全球
首張智能可穿戴設備證書。作為國際領先的獨立第三方檢驗、檢測和認證機構，TUV
萊茵在全球率先推出可穿戴設備認證標準，希望能協助製造商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
出，引導消費者選擇安全優質的產品，並推動可穿戴設備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與此同時，Yoga 3 Pro 作為 2014 年聯想集團主推的明星款筆記本，除了具有更加優
異的性能之外，更帶上了德國萊茵 TUV 的擬紙化顯示技術產品標誌，這是德國萊茵
TUV 頒出的首例筆記本擬紙化顯示技術產品認證 (Paper Looking Display)。此項技
術旨在綠色環保，提供最佳的用戶體驗。
「聯想選擇與 TUV 萊茵合作，表明雙方共同致力於開發綠色產品的信心和決心。通
過雙方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我們能夠更好地履行環境保護的義務，為消費者帶來更
好的使用體驗。」德國萊茵 TUV 大中華區電子電氣產品服務部副總裁 Uwe
Halstenbach 在頒證儀式上說。

健康環保，品質生活
由於可穿戴設備時需要使用者長時間佩戴，可穿戴設備的安全與質量不可避免地成為
影響其普及的重要因素。 TUV 萊茵依據國際標準對可穿戴設備、電池盒電源適配器
的安全性進行檢測，同時無線連接、電磁兼容、有害物質的使用也在認證評估範圍內，
以最大化地減少給用戶可能造成的危害。
當前，綠色環保的理念已深入人心，TUV 萊茵高度重視綠色環保事業發展，順應時代
要求，將綠色環保這一指標納入產品認證中，旨在針對消費品及其環境的影響做自律
性規範，促進可穿戴設備製造商融入綠色理念, 推出安全、環保和可持續的產品。
「TUV 萊茵是綠色 IT 解決方案的領軍企業，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將綠色環保理念
融入產品設計中，實現了對環境保護的承諾。」聯想全球選件及服務事業部高級總監
兼總經理于海先生說。
首個可穿戴設備研討會將在香港舉行
為製造商了解可穿戴設備發展趨勢，法律法規的要求並介紹德國萊茵 TUV 可穿戴設
備的認證和評估方法，德國萊茵 TUV 將於 12 月 5 日在香港工業總會舉辦研討會，
屆時將分享可穿戴設備測試技術和可穿戴設備案例分析，請點擊這裡報名。
關於德國萊茵 TUV 大中華區
德國萊茵 TUV 集團作為國際知名的獨立第三方檢驗、檢測和認證機構，擁有逾 140
年的經驗，在全球五大洲 66 個國家設有 500 家分支機構，全球員工數超過 18,000，
能提供全球客戶所需的專業服務支持。德國萊茵 TUV 大中華區員工約 3,000 人，服
務範圍包含工業及能源服務、電子電氣產品測試、通訊測試、消費品測試、人體工學
評估、交通服務、軌道系統安全、食品安全、管理體係等檢驗認證服務。德國萊茵
TUV 向來以嚴謹高質量的測試認證服務著稱，並以公正獨立的角度提供各項專業評估，
為當地企業提供符合安全、質量以及環保的優質服務和解決方案。www.TUV.com
更多有關德國萊茵 TUV 的新聞：
1. 太陽能市場新攻略前景錢景一起打包 : http://bit.ly/1ynqNGm
2. 宏碁顯示器取得德國萊因大中華區首張低藍光認證 : http://bit.ly/1saI1kK
3. 德國萊因 TÜ V 推出全球首個可穿戴設備認證標準 : http://bit.ly/1rjofo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