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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與防護
標準的締造者

精益求精、永不停止突破塗料的定義與用途的極限。

集團介紹
我們是精通油漆與塗料製造工藝的專家。
我們的產品應用範圍極為廣泛，而在您的生活周遭可能就有
我們的產品陪伴著您的每一天。
我們旗下擁有各種世界一流的品牌，並深受全球客戶信賴。
我們的業務遍及150多個國家/地區，致力成為全球行業領導者
而努力不懈。經過逾200年的發展壯大，我們不斷推陳出新，
引領油漆與塗料行業的未來趨勢。

業務範圍
AkzoNobel擁有廣泛的業務組合，而油漆與塗料製造僅僅是
我們廣泛業務中的其中一項。 
我們希冀憑藉著本身的專業能力以及對油漆與塗料的熱情，
來改變世界所有從渺小至偉大的事物。
所以，我們的產品無論是應用在船舶、建築物、汽車、混凝土、
飛機、電話、牆面或木材上，往往能夠展現意想不到的功效。
我們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甚至在客戶
尚未發現需求之前，主動滿足其潛在的需求。



         以為油漆/塗料
只是油漆/塗料而已？THINK AGAIN

我們以雄厚的技術實力
以及豐富的色彩專業
作為堅強後盾…… 

大眾運輸變得
更加環保可持續

生活空間
變得溫馨愜意

工業巨輪
不停轉動

設備
與時俱進

建築物能夠
承受時間考驗



我們的油漆/塗料可以…… 

改造
家居環境

神采奕奕的居民
生氣勃勃的社區 色彩能夠改變生活。Kusadası的Tepe山頂社區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改造整個社區使用了超過50,000公升的
馬歇爾油漆。色彩斑斕的牆面為400個生活空間增添光彩，
使2,000名居民的生活煥發生機。這就是我們如何利用
自己對油漆的熱情，為世界帶來改變的最好例子。

我們熱愛色彩，並且致力與社會分享我們數百年來累積的專業技術。

所以，我們注重啟發客戶，幫助其選擇自己喜歡的色彩。

我們希望令每個人都能表達自我個性，並且打造

充滿活力的生活空間。



我們的油漆/塗料可以…… 

1996年，我們向航運業推出了Intersleek產品，旨在防止海洋生物附著在
船隻身上（因為它們會造成船隻阻力），這款不含生物殺滅劑的塗料
至今已幫助客戶節省逾45億美元的燃料成本，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
4300萬噸。同時持續開創提高效率、性能及可持續性的新標準。

提高
船舶的效率

提升汽車的
空氣動力學性能 我們不斷加倍努力，以幫助客戶變得更好。

Sikkens品牌自從2008年成為麥拉倫F1車隊的
官方塗料供應商以來，就一直在實踐這個理念。
透過與該品牌的技師合作，我們的科學家繼續開發
具備先進技術特性的新型功能塗料，這些塗料有助於
減少阻力並改善表面滑爽性及耐久性，所有這些特性
都是旨在提升賽車與一般車輛的性能。



我們的油漆/塗料可以…… 

讓建築物
變得更環保

提高效率 我們與木材行業的客戶合作，開發出一種創新的方式，

可以幫助他們提高效率的新型膠合工藝。新型intelliCURE by AkzoNobel

系統將實際產品、軟體與機械捆綁集成，形成了對膠合木零件製造商的

一站式解決方案。這是一個非常靈活的解決方案，能夠盡可能幫助客戶

提高生產線運作效率！ 

雖然綠色環保並非建築物的必須擁有的特性，但是，可以令建築物宇
具備這樣的特性。綠色並不僅僅是代表一種顏色， 而是專注於
提高城市與社區的可持續性。我們在許多方面都能發揮重要作用，
所以我們熱衷於扮演主要角色。我們的產品可以清潔室內空氣，
為結構鋼抵禦烈火，降低外牆的溫度並且説明人們抑制城市
熱島效應。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將繼續開發能夠為
建築物、人類，乃至於為地球謀福祉的開拓性產品。



我們的油漆/塗料可以…… 

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為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之一，
當其展開新的修復項目，人類藝術史上一項最具創新性的修復工程。  
啟動時，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AkzoNobel，為其提供色彩專業技術。
我們的色彩專家參與了一幅世界名畫， Rembrandt的《Night Watch》
提供古畫保護服務的專門項目團隊。透過完美的新舊融合，
幫助這幅經典名畫永留存於世。

保護文物

我們的航空塗料幫助飛機製造商巴西航空工業公司
（Embraer）徹底放飛想像力。該公司運用我們的
高性能產品，在其最新的E2系列公務機上創作動物
彩繪，效果令人震撼。四架飛機經過特殊塗裝，呈現
鷹、虎、鯊魚及雪豹的造型，全部均由Embraer的一位
才華橫溢的內部技術人員創作。

化單調乏味為
妙趣橫生



我們的油漆與塗料每天都在保護生活中的各種物件，並為其

增添色彩。我們的產品還應用在許多世界性的地標性建築物上，

我們的產品、技術與專業知識遍佈全球七大洲。

不一樣的世界
納爾遜·曼德拉灣球場 

南非-伊麗沙伯港

濱海灣花園 
新加坡

哈雷六世研究基地 
南極洲 

雪梨海港大橋 
澳大利亞-雪梨 

阿拉伯塔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 布魯克林大橋 

美國-紐約 

倫敦眼 
英國-倫敦

馬拉卡納體育場
巴西-里約熱內盧

瓦索塔 
波蘭-華沙

火焰塔 
亞塞-拜然巴庫

上海中心  
中國-上海

打造



細心防護 

色彩繽紛

我們立志於精通色彩之道。
所以，我們保持引領全球的趨勢浪潮，並預測客戶的需求。

我們的塗料擁隱形的超能力 —— 防護力。
它們具備出眾的防護能力，能夠輕鬆應對極端惡劣的環境挑戰。

我們熱衷於打造激勵人心、啟發創意的色彩，幫助人們
表達個性、豐富文化並改造生活空間與工作環境。

200多年來，AkzoNobel始終堅持創造色彩，並且積極
著眼未來。

我們為日常生活中各種會見到或用到的物件提供防護，例如
飛機、遠洋輪船、汽車零件、飲料罐、洗衣機、手機、地板，
此外還有平常見不到、用不到的一些東西，例如海底管道及
風力渦輪。

我們的產品，無論是防腐蝕、防火災還是耐化學侵蝕產品，
都深受客戶青睞，他們相信縱使標準再嚴格，我們的技術
創新及技術服務都能完全支持。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斷開發數位色彩工具，並提供各式
艱難技術挑戰的解決方案。

每個人都有自己最鍾情的顏色。而我們能夠調製成千上
萬種顏色，其中一定有一種能擄獲您的心。

我們在海事、建築物、汽車、航空、木材、包裝及
消費品等市場積累下的良好口碑，就是我們強大的
專業實力最好的證明。所以，無論您需要什麼防護，
我們都能提供。



INNOVATION創新無限  
塗創未來！

我們分秒必爭的努力，只為了加快新產品推出的步伐，並解決
客戶面臨的無數挑戰，我們創建了「塗創未來」（Paint the Future），
這是一個專門用於加速油漆與塗料創新的生態系統。

這一切始於2019年初在行業裡首次成功舉辦的全球初創企業
挑戰賽。現在，除了初創公司之外，供應商、學術界及客戶也
紛紛加入這波尋找出色創意的浪潮。這一系列活動的目的就是，
在現有的知識與未知領域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令我們匯聚所有人的力量，發掘新的機會，
成就不同凡響的創意匯集！

加入我們，一起踏上這個激動人心的旅程吧！ 
www.letspaintthefuture.com

創新是我們超越自我的要求。超越平常的預期、超越客戶的想像、
跨越世代的界線，盡到保護地球的責任。

油漆與塗料的功能不再只是色彩及防護。客戶希望油漆與塗料產品
具有出色的性能、更好的應用以及擁有更多的新功能。提升油漆與
塗料的功效，勢在必行。同時，我們憑藉數位工具的創新，創造出
越來越多在數十年前沒人能夠想像得到的解決方案。

為了滿足未來更高的需求，我們必須改變思維與做事方式。我們
已經準備好朝向循環經濟價值鏈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並且與他人合作。

經過200多年的發展，
我們追求突破行業的極限
熱情從未像今天這般強烈。



人類 

為了保持我們作為行業可持續發展領導者的地位，我們需要最大
限度地為員工、合作夥伴、社區及客戶謀福祉。

因此，我們需要為員工隊伍提供發展平台，並且宣導人權與多元化。
同時，我們還要提供最具可持續性的產品組合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具體措施包括因地制宜地展開多項對大眾及社區大有裨益的專案。

地球

保護地球是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方針，制定此的方針就是為了表明，
我們要透過減少自己的環境足跡來保護地球。

為此，我們展開了許多工作並且將繼續採取行動，透過重新檢視
價值鏈來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此外，我們還致力於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減少VOCs及廢棄物產出，同時增加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

塗料

可持續發展是推動我們產品創新的原動力。這意味著我們推向市場
的所有新產品，不僅能為環境而且能給客戶帶來可持續性的效益。

我們約40%的銷售額來自於具有可持續性效益的產品。我們將運用
可持續性效益優勢及領導地位，來大幅擴大持續性產品的比例。我們
還透過呼籲大家利用「涂創未來」（Paint the Future）創新生態系統
進行協作創新，引領油漆與塗料業踏上激勵人心的轉型之旅。

繪製更多

可持續的未來
我們的油漆與塗料產品致力於保存、保護及強化重大資產。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我們已經成為遙遙領先的行業領導者，

並且我們會繼續保持這樣的領先地位。

為此，我們推出了全新的可持續發展方針： 人類、地球、塗料。

該方針的意義就在於立即行動，對客戶、業務以及地球環境

產生積極的影響。這樣一來，就能把可持續發展落到實處。

我們相信，只有這樣做，才能持續推進可持續發展。

從1792年我們踏上這段
非凡的旅程到今天，
可持續發展一直都是
我們的DNA。



關愛社會與當地社區是我們全球活動的
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家負責任的公司，
我們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執行各種活動，
為社會送上暖心的關懷。

這些活動在幫助大眾及周圍社區的同時，還有助於培養員工對企業
自豪感，並且提升AkzoNobel的企業形象。

我們主要透過3個途徑為社會做貢獻，我們的社區計劃、
「魅色台灣」（Let’s Colour）計劃以及歷史悠久的教育基金會。

看見自己的產品
引發的變革效應，
我們真心感到無比自豪。

Ruud Joosten 
AkzoNobel首席運營官

透過我們的社區計劃，員工們可以提名

有價值的項目，前提是他們必須親自參與其中。

迄今為止，已有約97,000人從這些項目中受益，

參與項目的員工人數超過1,500名。

「魅色台灣」 （Let’s Colour）運用油漆的

 力量來改善人們的生活。迄今為止，

這個倡議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完成了近 

2,300個項目，有12,000多名志願者參加，

使用了130萬公升的油漆。

透過教育基金與Plan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聯合運作，支持培養年輕人的就業能力，幫助他們

走上職業道路。我們還與SOS兒童村合作，為透過

教育解決全球青年失業問題。

關愛社會



作為雇主，我們有著怎樣的魅力？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指出，我們在全球
範圍內獲得了一系列「最佳雇主」獎，對此我們
深表感激。這些榮譽是對我們不斷為員工提供
更好的條件的認可。作為雇主，我們尤其注重
為員工創造具有包容性並且多元化的工作環境，
為他們打造令人們感到被尊重、被接納、能夠
參與其中並且獲得回報的公司。
 
 

理想的公司是值得信賴的；是能夠令人
有所成長、鍛煉自己的技能、發揮自己的
特長並且獲得成就感的；是能夠令人自由地
表達自己，實現抱負並且實實在在地改變
世界的。AkzoNobel就是這樣的公司。

如需了解詳細資訊，
請訪問我們網站的「人才招募」網頁。

我們鼓勵員工攀登事業高峰，透過分享

自己對油漆與塗料事業的熱情，並且

幫助他們發揮所有才能，希望他們能夠

帶領AkzoNobel走向未來。

Thierry Vanlancker 
AkzoNobel行政總裁

合作共贏
雖然Alfred Nobel是我們的創始人之一（公司的名字反映了這種淵源），
但我們的持續成功應該歸功於那些曾經，並且現在仍然在為我們這個全球
大家庭貢獻力量的人們。

我們志在成為最好的企業，我們很幸運，擁有一批才華橫溢並且充滿活力
的同事，他們與我們一樣對塗料充滿熱情並且志向遠大。

在我們悠久輝煌的歷史，即將翻開新的篇章之際。
 
全球各地的運營點都有職缺，我們一直尋找能將我們帶往未來的創新思維與
具有遠見的思想家，此時就是想要加入我們的絕好機會。 

我們公司的歷史可以追溯

到1792年，許多人都為我們

的發展壯大貢獻了自己的

力量。在兩個多世紀的輝煌

歷程中，我們積累了許多

珍貴的專業知識，並且把

這些知識傳遞給了客戶。



我們的
全球業務結構

聯繫方式

我們的業務足跡覆蓋以下三個地區：

 歐洲、中東及非洲

 南美洲

 亞洲

台灣阿克蘇諾貝爾塗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廠：桃園市中壢區東園路52號 32063

台北辦公室：台北市信區基隆路一段200號13樓 11071

聯絡電話：+886-3-4523116

 

阿克蘇諾貝爾常誠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21號 24450

聯絡電話：+886-2-26035700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裕民街20號 83162

聯絡電話：+886-7-7873959

其他链接 

我们的最新年度财报 

akzonobel.com/report 我們主要從事4個方面的業務：

 船舶與防護塗料

 汽車與特殊塗料

 工業塗料

 粉體塗料

facebook.com/akzonobel

twitter.com/akzonobel

linkedin.com/company/akzonobel

instagram.com/akzonobel

AkzoNobel全球媒體部

Sarah Keur 
品牌與創意服務負責人 

David Lichtneker 
編輯經理 

John O'Neill 
資深設計師

 
品牌與商標 

本宣傳冊提到了AkzoNobel
擁有或持有許可的品牌與商標

未經授權，嚴禁使用這些品牌與商標

裝飾塗料 高性能塗料

主要品牌： 主要品牌：



AkzoNobel致力於以最優質的塗料構建宜居世界，並不斷地
精益求精。自1792年起，我們生產的塗料與油漆一直傳承匠心
工藝，並為色彩與防護制定標準。AkzoNobel擁有世界一流的
品牌 —— 得利(Dulux)、國際(International)、新勁(Sikkens)、 
Interpon等著名品牌，在全球廣受信賴。AkzoNobel總部位於
荷蘭，足跡遍及世界150多個國家與地區，擁有約34,500名
優秀的員工致力於為客戶提供高性能產品與高品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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