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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關注全球環境保護趨勢，視其為自身的責任。因

此，除了完全遵守營運據點所在地的環保法規外，更關注

全球環境議題的最新發展，並率先採取各種對環境友善的

行動，也積極領導與協助供應商建立綠色管理系統，提升

   環保績效。同時，公司不吝於與半導體及其他產業、學

     界分享本身的環境保護專業知識，並對政府提出建言，

        期能共同面對各種新的挑戰。台積公司環境保護做法 

          摘要如下：

綠色管理

●  建制環境管理系統

台積公司所有廠區在營運初期即導入ISO14001環境

管理系統，以「規劃—執行—查核—行動」（Plan-

Do-Check-Act）的模式，結合年度稽核以及公司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

台積公司張忠謀董事長揭櫫台積公司環保政策目標為「致力達成環境永續發展，成為世界級之環

保標竿企業」，同時以「遵守法規承諾、強化資源利用及污染預防、管控環境風險、深植環境保

護文化、建構綠色供應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等作為達成目標之策略。

TQE（Total Quality Excellence）活動，設置綠色獎項以

推動持續改善環保績效的行動。

綠色製造

●  推動「綠建築」認證

所有的新建廠房與辦公大樓均依據美國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與台灣綠建築

EEWH（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 and 

Health）標準來規劃興建，並運用綠建築觀念改善既有廠

房的環境績效。

●  推動「綠色工廠」認證

結合廠房綠建築與清潔生產機制，使運轉中的工廠符合綠

色工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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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氣候變遷

持續推動全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同時亦推動產、

官、學合作進行氣候變遷調適之因應措施，包括洪水與旱

災風險評估與強化防洪、抗旱等。

綠色產品

●  生產綠色產品

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週期，以減少各階段帶來之環境衝

擊。同時，建立產品有害物質管理系統QC 080000，確保

晶圓或外包之後段封裝產品均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對有害

物質之相關要求。

●  提供低環境足跡產品

台積公司與上游原物料供應商及下游封裝測試業共同合

台積公司減緩價值鏈環境衝擊之努力

台積客戶

台積客戶
消費者使用電

子產品

電子電器產品廢棄

物回收／處理
晶圓測試／封裝廠台積晶圓廠原物料供應商

作，以降低其產品對環境的各種衝擊，減少單位產品所消

耗的資源與產生之污染物。

●  提供先進製造技術，協助客戶實現綠色終端產品設計

台積公司持續推進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提供客戶更先

進、更具便攜性、更省能與更環保的上游產品。

綠色推廣

●  強化對內與對外之環境教育

台積公司不僅對內透過課程及各種宣導活動於員工內心深

植環保觀念，對外亦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建立與維護環境教

育設施，同時，台積公司也與產業分享自身節水、節能經

驗，做到無私與共好。 

●  建立綠色供應鏈

台積公司針對上游原物料供應商、下游晶圓測試及封裝協

力廠商建立永續性評分制度，要求與敦促他們保護環境、

改善安全與衛生、重視人權，以共同善盡企業的社會責

任，並做好風險管理與營運持續計劃。

選擇重大的環保議題

台積公司長期致力於協助政府制訂優良的環境保護法規與推

廣專案，關注學術界、媒體、客戶對環保的看法，並參與環

境永續相關的民間組織活動，來瞭解利害關係人最關切的環

境保護議題。台積公司歸納出最受關切的重大環保議題為：

全球氣候變遷之因應、水資源管理、綠色產品及污染預防等

（請參考本報告「3.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之利害關係

人關係議題重大性分析結果  ）。台積公司持續探討與回

應利害關係人關注的這些環保議題。
環境保護

8.1  民國102年主要環保活動

8.2  從綠建築走向綠色永續

8.3  氣候變遷

8.4  水資源管理

8.5  綠色產品

8.6  污染預防

8.7  環境管理系統

8.8  推廣綠色觀念與生態保育



TSMC 2013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83

環境保護

目錄

概況

董事長的話

公司概況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公司治理

最佳職場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社會參與

環境保護

8.1  民國102年主要環保活動

8.2  從綠建築走向綠色永續

8.3  氣候變遷

8.4  水資源管理

8.5  綠色產品

8.6  污染預防

8.7  環境管理系統

8.8  推廣綠色觀念與生態保育

附錄

8.1  民國102年主要環保活動

●  持續推動新建廠房及辦公大樓符合美國LEED與台灣EEWH等綠建築

標準

至民國102年底為止，台積公司總計已取得11座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

系統「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標章（一座白金級、十座黃金級）、

六座台灣綠建築標準鑽石級認證及一座台灣智慧綠建築鑽石級認證。

●  領先取得「綠色工廠標章」

民國101年8月，台積公司晶圓十二廠第四期廠房成功通過經濟部

工業局綠色工廠認證，成為全國第一家獲頒「綠色工廠標章」的企

業。隨後，晶圓十四廠第三期及第四期廠房亦於同年11月取得相同

榮譽。民國102年則由台積公司晶圓十二廠第五期廠房取得綠色工廠

認證。

●  持續推動「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

自民國100年至民國103年初，台積公司晶圓十二廠第四期資訊中

心、晶圓十二廠第四／五／六期、晶圓十四廠第三／四期及晶圓十五

廠之晶圓廠及辦公區域已全面導入ISO 50001，並取得外部驗證。

●  持續舉辦公司內部綠色獎項競賽

為鼓勵同仁持續改善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績效，台積公司在全面品質

提升活動（TQE, Total Quality Excellence）中設置「環境保護、安

全與衛生（ESH）」分組，進行競賽與獎勵，並於年度TQE大型論

壇發表，相互分享與觀摩學習。民國102年各廠區總共選出27件ESH
優良改善案例進入初審，再評選出六件參加論壇發表會。公司藉由這

種競賽獎勵、相互分享改善經驗的方式，讓持續改善環境保護、安全

與衛生的習慣與方法深植各廠區基層同仁的日常工作中。

全氟化物減量

減量

30%

平均用電量 
下降

3.5%

平均天然氣用量 
下降

4.9%

廢棄物減量 

廢棄物回收率

92%
廢棄物掩埋率下降

52%

平均用水量 
下降

12.4%

民國102年環保定量目標達成狀況

台積公司持續精進節能節水減廢技術，並將累積經驗落實於新建廠區。

●  溫室氣體全氟化物減量

台積公司在達到民國99年全氟化物總排放量目標後，仍持續進行減

量活動，民國102年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之全氟化物排放量較民

國99年減少30%。

●  節能

台積公司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每層光罩（Layer）數平均用電

量，自民國101年的10.5度，下降至民國102年的10.2度，進步約

3.5%。

●  節能

台積公司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每層光罩（Layer）數平均用氣

量，自民國101年的0.061立方公尺，下降至民國102年的0.058立方

公尺，進步約4.9%。

●  節水

就台積公司單位用水量密集度指標觀察，台積公司每生產一片八吋

約當晶圓每層光罩（Layer）數平均用水量，自民國101年的58.9公

升，下降至民國102年的51.5公升，進步約12.4%。

●  減廢

民國102年之廢棄物回收率達到92%，高於至少90%的目標。同時廢

棄物掩埋的比例則較民國101年降低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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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未來仍將持續擴充產能，以因應全球半導體需求。

雖然能源、水資源密集度績效已經達到全球半導體業的最高

水平，過去十年也完成了極具挑戰性的全氟化物減量目標，

公司仍將持續減少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各種能源和資源，提高

生產效率，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基於此，台積公司的中長期環保目標訂為：

●  溫室氣體減量

台積公司依循世界半導體協會之規定，全面採用其認可之

最佳可行技術。民國109年，單位產品全氟化物排放量將

較民國99年減少30%以上。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則較

民國99年減少18%。

●  節能

民國104年，單位產品用電量將較民國99年再降低2%。

民國109年則較民國99年再降低12%。

●  節水

民國104年，單位產品用水量將較民國99年再降低2%。

民國109年則較民國99年再降低20%。

●  減廢

民國104年，廢棄物回收率將達到95%以上。民國109年

則持續維持95%以上。

觀看影片

台積公司首開台灣企業之先，將位於竹、

中、南的廠區規劃為綠色園區，創造工業

成長與環境的共生共榮。 

8.2  從綠建築走向綠色永續

打造生態、生活與生產一體的綠色園區

自民國95年起，台積公司全面推動綠建築，承諾所有的新

建廠房與辦公大樓將全數依據最新的綠建築標準與規範予

以規劃興建，並導入綠建築的觀念改善既有廠房的環境與

績效。此計劃採行美國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與台灣綠建築EEWH（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 and Health）雙認證標

準，民國97年至民國102年，台積公司總計榮獲11座LEED
綠建築認證建築物，共計包括：

台積公司綠建築認證

1. 新竹廠區：晶圓十二廠第一／二期廠房、台積總部大樓、

晶圓十二廠第四／五期廠房、晶圓十二廠第四期辦公大

樓、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房；

2. 台中廠區：晶圓十五廠第一／二期廠房；

3. 台南廠區：晶圓十四廠第一／二期廠房、晶圓十四廠第一

期辦公大樓、晶圓十四廠第三期廠房、晶圓十四廠第三期

辦公大樓、晶圓十四廠第四期廠房；

其中，新竹晶圓十二廠第一／二期廠房更是榮獲全球半導體

業第一個美國LEED白金級標章。

綠 色 工 廠
GREEN FACTORY

綠 色 工 廠
GREEN FACTORY

綠 色 工 廠
GREEN FACTORY

新竹 台中 台南

認證單位
P1

總部大樓

P1／P2
晶圓廠房

P4
辦公大樓

P4／P5
晶圓廠房

P6
晶圓廠房

P1／P2
晶圓廠房

P1
辦公大樓

P1／P2
晶圓廠房

P3
辦公大樓

P3
晶圓廠房

P4
晶圓廠房

美國綠建築

認證

評量制度 LEED-EB
O&M

LEED-EB
O&M

LEED-NC LEED-NC LEED-NC LEED-NC LEED-EB
O&M

LEED-NC LEED-NC LEED-NC LEED-NC

台灣綠建築

鑽石級認證 

台灣綠色

工廠認證

台灣智慧

建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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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積公司總計榮獲11座LEED綠建築

認證（含一座白金級標章）

座美國 LEED
綠建築認證

此外，台積公司亦同時獲得六個台灣EEWH鑽石級的綠建築

認證，共計包括：

1. 新竹廠區：晶圓十二廠第四期廠房、晶圓十二廠第四期辦

公大樓、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房；

2. 台南廠區：晶圓十四廠第三期廠房、晶圓十四廠第三期辦

公大樓、台南晶圓十四廠第四期廠房；

其中，新竹晶圓十二廠第四期辦公大樓亦領先成為全台第一

座鑽石級智慧綠建築；綜上所述，台積公司不僅為國內擁有

新竹教育綠園區（晶圓十二廠廠區）：強調親和友善，規劃

為綠色廠房、綠色科技、綠生活的教育綠園區；

台中生態綠園區（晶圓十五廠廠區）：因位於大肚山山腳，

設計上以凸顯永續環保為主軸，規劃為生態復育、培育志工

的生態綠園區，使廠房與環境和諧共存；

台南生活綠園區（晶圓十四廠廠區）：原為碩大甘蔗田，規

劃為生產、生態乃至營造綠環境的生活綠園區。

提供舒適綠生活

「有機‧森活」，一語道出台積公司以積極態度營造生活與

生產的和諧、生產與生態的平衡，以及生活與生態共存的世

界級綠色廠房，台積公司引入綠化概念至室內的挑高中庭，

一座座如瀑布的巨幅綠色畫布，緩和緊湊的工作氣氛，營造

激發創意的想像空間；建築室內裝修大量採用綠建材、低有

機塗料及粘著劑，嚴格控制室內空氣品質，以減少「病態大

樓症候群」在此發生。此外，台積公司的辦公大樓設有智能

控制系統，例如：照明控制器、夜間空調啟動開關、二氧化

碳感測器等，可大幅降低各項能源耗費。

綠建築景觀圖：室內植生牆

最多綠建築認證的企業，未來仍將循此政策並朝向智慧建築

與健康建築持續努力。

台積公司於民國99年首開台灣企業之先，率先將台積公司位

於竹、中、南的廠區規劃為綠色園區。綠色園區的發展強調

資源共享，有效節省能源、水資源，促進廢棄物減量或再利

用，以減少成本浪費，並強調完整的基地規劃，不僅可將綠

地化零為整，乃至於活化自然景觀、復育生態，創造工業成

長與環境的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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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景觀圖：戶外陽光綠牆 台中綠園區生態現況：

台中廠區─綠頭鴨及紫斑蝶

台積公司綠建築參訪圖：

台中廠區─綠園區參訪

生態復育的前鋒

為緩衝對環境的衝擊，護持原有的生態系統，台積公司台中

十五廠秉持永續環境的觀念與生態複層概念，復育原生於大

肚山上的台灣百合，並配合大鄧伯、九重葛、炮仗花等引蜂

引蝶的景觀植物，創造出多樣化的生態棲地，同時兼顧綠地

與水域營造出多層次綠化景致，增加了園區內生物多樣性，

建構了穩定且自然的生態綠網，提供動植物自然繁衍的區

域，讓綠園區的建築美學得以實現；目前台中綠園區也已成

功復育了紫斑蝶與綠頭鴨，廠區綠地生態與當地環境和諧共

生。

分享廠房節能省水技術

台積公司主動與外界分享綠建築、節能省水經驗，配合政府

政策，結合產、官、學、民推動各項低碳活動，並協助對此

傳遞知識的力量   出書共享綠色經驗

129
482 1,219

2,119

3,163

4,548

6,297

綠建築參訪統計

129 353 1,385900 1,7491,044737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民國97年民國96年

新書發表會

台積公司於民國102年與天下文化

出版公司合作，集結公司多年的綠

建築、節能省水經驗，出版兩本專

書：《台積電的綠色力量�21個關

鍵行動打造永續競爭力）及《台積

電的綠色行動�高效能綠廠房的實

務應用》，前者著墨於企業推動永

續的責任展現，後者完整闡述綠色廠房的實務知識。這兩本書

亦於民國103年在中國大陸地區發行簡體字版本，將台積公司

的綠廠房經驗與環保作為分享致更廣大的華人世界，發揮更深

遠的影響力。台積公司秉持積極態度打造生態、生活與生產融

為一體的綠色園區，這股綠色力量是推動環境永續與低碳綠能

的堅持，亦宣誓這些努力能成為社會向上提升的推力。

有興趣的企業，現場參訪，縮短其學習曲線；以民國102年

而言，共有47個外部團體進行參訪，計1,739人次。過去幾

年已累計超過6,297人次進行參訪與節能省水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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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氣候變遷

台積公司高度關注全球氣候變遷議題

全球氣候變遷是聯合國、各國政府與台積公司目前最關注的

環境議題之一。台積公司密切注意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國際

應變方向，將氣候變遷納為企業重大風險之一，持續進行分

析與管控，並由高階主管定期審查，遇有特殊議題時則向董

事會稽核委員會報告。

8.3.1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總策略

氣候變遷管理程序

由於氣候變遷的重要性，台積公司採用PDCA管理循環來構

建氣候變遷管理，它是由連續監控，風險評估和機會創造，

策略／戰術準備與執行、績效確認，標竿學習和策略／戰術

修正等數個步驟所組成。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之策略

●  兼顧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  兼顧綠色製造與綠色產品。

●  兼顧台積公司與供應鏈。

●  結合產、官、學力量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在實務層面上，台積公司持續推動全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與

減量，同時亦推動產、官、學合作進行氣候變遷之調適因

應，包括洪水與旱災風險評估與強化防洪、抗旱等措施。近

年來，上述措施已經逐步由公司內部擴至供應鏈，以產品碳

足跡與水足跡檢視「減緩」成果。這些措施目的在於降低氣

候變遷對公司營運的風險，並善盡公司的企業責任。

三面向監控氣候變遷風險

台積公司認為企業應視氣候變遷為重要的風險，必須對此做

好管控以提升企業競爭力。氣候變遷風險大致可分為法規、

氣候災害及其他類風險，台積公司針對這些風險的管控措施

如下：

●  氣候法規風險管控

世界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法規或協定愈來愈多，

也愈來愈嚴格。這些法規除了要求企業須定期揭露溫室氣

體相關資訊外，亦限制其排放量；與此同時，各國政府正

在研議開徵碳稅或能源稅，全球生產所需原物料與能源的

價格也逐年提高，而這些都將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台積

公司持續關注國內外法規變化，了解法規趨勢，及早做好

因應準備；同時，積極透過產業公、協會等組織與政府溝

通，對法規修定提出建議，使其更為合理與適用。台積公

司在最近幾年在內部環保安全衛生平台上建置「法規鑑別

系統」，新訂／修改的環保法規安全衛生法規內容、衝擊

評估與建議因應行動都會登錄在該系統上，繼之所有台積

公司的工廠執行因應以降低法規風險。

●  氣候災害風險管控

全球溫室效應產生氣候異常而帶來更劇烈的風災、水患與

乾旱，其發生的頻率與嚴重度愈來愈增加，將對企業及其

供應鏈造成相當的衝擊。台積公司認為管控氣候風險應兼

顧減緩與調適，結合政府、民間與產業的力量共同降低風

險。因此，除了在公司內部與上下游供應商工廠內做好基

本減碳與節水措施外，亦發起同業與政府部門成立高階專

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管理架構
行動

查核 執行

規劃

氣候變遷

策略

持續改善

減緩 調適

氣候變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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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同合作進行台灣新竹、中部與南部三個科學園區的

長期氣候災害風險評估與管控，期能整合政府與公司資源

做好事前準備，一旦發生洪水、乾旱等災害，可以將損失

降至最低。台積公司為了確保電力與水源穩定供應，亦透

過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的專業委員會平台，積極與電力

公司、水公司定期舉行會議，共同解決供應與調配應變等

問題。

●  其他氣候風險管控

氣候變遷也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壓力，包含節能減碳壓力

與天災預防之需求。電子工業公民聯盟（EICC, Electr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成員也要求供應商必須

氣候變遷風險鑑別與控制

風險 風險鑑別 風險控制

法規風險

● 新法規的衝擊

● 生產費用上升，包含材料與能源使用的增

加與碳稅／能源稅的開徵

● 持續監控法規變化趨勢 
● 透過產業公、協會等組織與政府溝通，對法規修定提出建議，使其更為

合理與適用。

天災風險
● 風災、水患與乾旱的發生機率與嚴重度的

增加

● 節約用水

● 提高新建工廠的地基高度

● 與中央政府合作，評估與減緩台積公司工廠所在之3個科學園區的氣候

災害風險。

其他氣候風險

● 企業名譽受損 
● 供應鏈對於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能力不

佳

● 不只符合當地與國際法規，並超越法規需求提升環境保護績效與與抵抗

天災能力，然後為了共好，將經驗分享給其他產業。 
● 幫助與要求供應商建立溫室氣體盤查與降低排放計畫。

氣候變遷之機會

台積公司認為企業做好氣候變遷風險之管控，可提升企業競

爭力，並創造機會。因此，台積公司持續進行節能減碳相關

計劃，為公司帶來的機會如下：

●  法規面的機會

行政院環保署為鼓勵在實施「溫室氣體減量法」之前即自

願從事溫室氣體減量活動之企業，特別訂定溫室氣體先期

減量專案，經過驗證、申請與審核等程序後，給予該企業

減量額度，使其可自行運用於其未來之溫室氣體排放抵減

或碳交易。台積公司於民國89年起，即開始自願性地進行

溫室氣體減量，十多年來已減少數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溫

室氣體排放。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各廠區歷年之溫室氣

體減量成果，初步已通過行政院環保署之先期減量審查，

可做為公司未來溫室氣體抵換之用。

●  產品面的機會

氣候變遷已使節能減碳成為電子電器產品的主要訴求，亦

為台積公司客戶主要要求之一。台積公司持續推進半導體

高階製程技術，實踐摩爾定律，使製造單位晶圓所耗用的

能資源、原物料愈來愈少，也使單位產品在使用階段所消

耗的電力更為降低，持續減低電子電器產品之碳足跡、水

足跡及其他環境衝擊足跡。基於此，台積公司期待客戶對

於台積公司之晶圓產品與服務將更為滿意。

●  綠能事業發展面的機會

氣候變遷使全球對於綠能產業的需求更為顯著。台積公司

自民國98年起，開始從事固態照明裝置及其相關應用產品

揭露其溫室氣體排放資訊，而台積公司與主要客戶對此也

都高度關注。台積公司不但每年公開自己的溫室氣體排

放資訊，同時要求與協助主要供應商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

度、致力溫室氣體減量活動，此外，也要求上下游主要供

應商每年提供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資訊給台積公司，作為

公司採購策略中永續績效評分的重要依據。

如果違反法規的事件發生或天然災害導致生產廠房受損，將產

生對生產、財務與商譽的負面影響，台積公司不但符合當地與

國際法規，並超越法規要求，以達到更高的環境保護績效與抵

抗天災能力，進而將經驗分享給其他產業，以達到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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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統，以及太陽能相關技術與產品之研究開發、設計、

製造與銷售。民國100年，台積公司成立台積固態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及台積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兩家子公司，持續

投入發展綠能產業。

8.3.2  氣候變遷減緩

溫室氣體盤查

台積公司認為溫室氣體減量是對抗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的

重要手段，而溫室氣體盤查則可提供減量依據。經由盤查結

果，可以訂出減量目標與優先順序，讓後續的減量過程更有

效率，並且可以藉此確認減量成果，因此，越早進行盤查行

動將達到越好的減量效果。

台積公司每年確認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作為自身節能減碳的

第一步，並且自民國97年起，即積極地將碳盤查與減量納為

建立「台積綠色供應鏈」的重要項目，要求與協助供應商建

立溫室氣體盤查與計算產品碳足跡的能力。台積公司綜合上

述努力，建立了整體產品碳足跡及碳管理能力，增加產品的

國際競爭優勢，同時，也獲得政府、國內外綠色團體、主要

投資人與客戶的認同。

台積公司溫室氣體排放源可分為三部分，範疇一為台積公司

各廠區之直接排放源，包括製程所使用之溫室氣體（全氟化

物、氫氟碳化物、氧化亞氮、甲烷、二氧化碳等）、燃料使

用之溫室氣體（如天然氣、汽油及柴油），以及化糞池、消

防設備等逸散性排放源；範疇二主要為外購之電力與蒸汽等

間接排放源，由於台積公司各廠區並無使用外購蒸汽，因此

範疇二主要來自外購電力；範疇三則包括員工差旅、產品及

原物料運輸、原物料供應商生產及廢棄物回收與處理等其他

間接排放源。範疇一、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各廠依據

實際盤查計算所得；而範疇三之排放量則使用估算的方式，

包括：（1）實際統計：每年員工差旅距離、公司外包交通

車油耗、產品運輸油耗；（2）碳足跡資料庫：原物料供應

商生產及運輸、廢棄物運輸及回收處理等。

台積公司於民國94年起，即建立台灣各廠區之溫室氣體盤查

制度，每一年，各廠區皆須完成前一年度該廠區之範疇一與

範疇二的溫室氣體盤查，且須通過外部驗證機構，符合ISO 

台積公司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

台灣晶圓廠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全公司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海外晶圓廠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244,432 271,644 272,956323,856315,405
1,086,341 1,291,662 1,441,0951,051,2541,175,625

0.003
0.004

0.006

0.003 0.003

139,726 304,216 295,948234,896169,076
1,632,421 2,738,598 3,051,9812,345,6252,048,718

0.0060.006
0.007

0.006 0.006

台積公司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

台灣晶圓廠（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全公司（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海外晶圓廠（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台積公司台灣廠區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最新公佈

之電力排放係數修正計算。

14064-1標準之查驗。同時，台積公司亦建立了內部環保、

安全與衛生資訊系統，各廠區須定期將盤查結果登錄於此系

統中。

台積公司海外廠區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美國WaferTech
亦依循ISO 14064-1標準自行盤查，並每年將盤查結果彙整

予總公司。民國101年起，美國WaferTech亦每年取得第三

者驗證。

台積公司美國子公司WaferTech持續進行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以達成民國106年減量20%的目標，WaferTech亦積極

參與美國半導體協會的定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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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溫室氣體資訊

台積公司對於溫室氣體揭露採取開放態度，透過各類管道將

企業相關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資訊對外揭露。藉由資訊揭露

的過程，台積公司不斷自我檢討及取得外部建議以持續改善

溫室氣體排放量。相關資訊揭露管道如下：

●  自民國95年起，台積公司每年均將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申報

給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及行政院環保署。

●  自民國94年起，台積公司參與非營利組織碳揭露計劃

（CDP,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的評比，每年揭露

氣候變遷相關訊息，包含全公司、子公司、關係企業與海

外辦公室等之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資訊，並就法規、天

災、財務與營運各面向之風險與機會進行檢討改善。外界

可以於 CDP 網站  中查詢相關資訊。

●  自民國90年起，台積公司每年參與道瓊永續指數評選，揭

露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相關資訊。

●  自民國97年起，台積公司每年均發行企業責任報告於公司

網站，公開揭露相關資訊。台積公司亦提供客戶、投資人

等諮詢相關議題。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  達成全氟化物排放過去十年減量承諾

全氟化物（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是半導

廠仍以火力發電為主，產生電力過程需要燃燒煤炭或天然

氣，雖然電力公司努力提升發電效率，仍會排放較多二氧

化碳。對此，我國政府正在執行擴充以風力及太陽能為主

的再生能源計劃，台積公司樂觀其成。然而在政府完成相

關計劃之前，透過節能方式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對於台

灣地區的企業便更加重要。台積公司透過持續推動節約能

源措施，除了達到降低溫室氣體與二氧化碳排放目的外，

同時也可以節約成本。

●  台積公司綠色工廠委員會

民國99年起，台積公司籌設跨部門之專責綠色工廠委員

會，邀集技術委員會、廠務、新廠工程處、設備、採購、

資材、及工安環保人員共同努力，制定節能指標並擬定行

動計劃，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並設法達到更佳的單位能

耗水準。民國102年起擴大執行範疇，將原物料、廢棄物

零配件等的減量，排放廢水與廢氣品質的改善納入。技

術委員會負責提升既設運轉廠區的廠務與製程設備之能源

效率，並將經驗轉為未來新建廠、新機台的標準；新廠工

程處則在新建廠房時即導入已知的最佳節能設計。與此同

時，公司亦設法調整採購規範，購入能源效率最高的機

台，以鼓勵並推動供應商的綠色認證。邀集採購、資材、

設備及製程等專家加入，從生產的源頭改變減少消耗，擴

大可回收再利用物資範圍等方法，使環境永續的執行能夠

更廣更深。

體製程必需使用的溫室氣體與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

包括四氟化碳（CF4）、六氟乙烷（C2F6）、六氟化硫

（SF6）、三氟化氮（NF3）、三氟甲烷（CHF3）、全氟�

烷（C3F8）及八氟環丁烷（C4F8）等。經過多年的努力，

台積公司於民國99年達成全氟化物十年減量目標，亦即

全氟化物之排放總量降低至民國86年及88年的平均值之

90%以下。此排放減量目標為排放總量的降低，對於產能

不斷擴充的台積公司，可說是相當不容易。

台積公司持續積極參與世界半導體協會活動，協同訂定未

來十年的全球自願減量目標。公司根據以往經驗所彙整成

的全氟化物減量最佳可行技術方案，經台灣半導體產業協

會之建議，已被世界半導體協會採用，做為全球達成民國

109年減量目標之主要方式。

●  持續推動綠建築與節能方案

台積公司各廠區範疇二之排放源主要來自外購電力，因

此，持續推動綠建築與節能方案可持續降低範疇二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相關措施，請參考本報告綠建築  與節能

方案  章節內容。

節約能源措施

●  節約能源在台灣

台積公司使用的能源以電力為主，天然氣次之，其餘極

少。由於台灣腹地小，再生能源發展較受限制，現有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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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2年主要節能措施

民國102年，除了成功持續各項公用設施節能外，並正式納入生產設備節能。由於更接近晶圓生產的精密流程，任何細微改

變都可能影響生產， 因此一般晶圓廠都遲疑於從事，不過從台積公司的成果看來，已經逐步有了收穫。主要措施如下：

類別 節能做法

公用設施節能

● 非無塵室區改用低耗能的LED省電燈具

● 將效率較差之不斷電系統除役，改用高效能之新設備

● 既有廠區冰水主機以海棉球及極化冷凍油增進主機熱交換效率。

● 以泵浦塗佈陶瓷層技術，改善老舊泵浦間隙過大，表面粗糙度差之耗能問題

● 以客製化之高效率葉片應用於冷卻水塔，達到不同特性冷卻水塔之能源效率最佳化

● 以仿生科技塗佈減少廢氣處理洗滌設備之積垢，減少因阻塞或葉片變形造成之能源消耗

● 逐步汰換能源效率較低之泵浦，更換為新型高效率泵浦於水系統。

● 用變頻控制降低非全載運轉設備之負載，以節約電力消耗

● 無塵室採用高通量之空氣過濾濾材，降低壓力損失

● 減少廢氣處理洗滌設備使用之氮氣以壓縮空氣取代，間接減少能源消耗

● 以風扇冷卻取代壓縮乾空氣冷卻方式，減少能源消耗

● 既有廠區冰水主機之冷卻水塔全面執行按季節外氣條件，最佳化調整風扇的變頻設定，節省能耗

● 將既有廠區冰水主機冰水泵、冷卻水泵運轉，由全流量改為變流量控制，依據實際的空調需求調變冰水流量，可以有效

降低用電量。

● 外氣空調箱出口溫度最佳化調適，減低昇降溫間的能耗

● 揮發性有機廢氣處理系統增設三次熱回收裝置，充分利用熱能

● 無塵室氣密加強，減少空調能源損失

● 局部排氣設備，以排氣減量或加強密封材方式 

生產設備節能

● 以高效率中央供應之製程冷卻水，代替耗能之小型獨立冰機

● 依製程屬性，採用適合型式之高效率乾式真空泵浦，改善能源效率

● 引進智慧型乾式真空泵浦系統，以製程需求適時啟停泵浦，改善全時運轉耗能

● 減少乾式真空泵浦使用之氮氣，間接減少能源消耗

● 以壓縮空氣取代黃光設備使用之氮氣，間接減少能源消耗

●  電力使用量統計

台積公司持續推動各種節能措施，過去長期以廠務系統節能

為主，近兩年來則加大推動製程設備節能的力度。由於晶圓

廠的單位產品用電量受製程技術、產品複雜度（光罩數）與

新廠初期產能影響甚大，就ITRS（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of Semiconductors）耗能目標與世界半導體協會

（WSC, World Semiconductors Council）統計數據視之，

相同製程技術下邏輯產品複雜度較高，所以晶圓廠生產邏輯

產品通常比生產記憶體耗能。台積公司製造晶圓係以邏輯製

程與產品為主，多年來皆位居全球同業最低能耗者之一，未

來也將持續投入更多節能措施，達到更高的水準。就台積公

司單位用電量密集度指標觀察，台積公司每生產一片八吋約

當晶圓每層光罩數平均用電量，自民國101年的10.5度，下

降至民國102年的10.2度，進步約3.5%。

●  直接能源使用情形

台積公司使用的直接能源包括天然氣及柴油，天然氣主要是

用於鍋爐與有機廢氣吸附及燃燒處理系統，以後兩項用途為

主要部份，台積公司藉由三項主要改善措施，將天然氣用量

做最適化調整：一、有機廢氣吸附轉輪變頻調整及脫附風量

最佳化、二、有機廢氣燃燒溫度與去除效率最佳化、三、有

機廢氣吸附及燃燒處理系統熱回收。就台積公司單位用氣

量密集度指標觀察，台積公司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每層

光罩（Layer）數平均用氣量，自民國101年的0.061立方公

尺，下降至民國102年的0.058立方公尺，進步約4.9%，顯

示生產每片晶圓的天然氣耗用量已逐漸減少。

柴油主要使用於緊急發電機及消防幫浦，當停電、定期保養

或緊急狀況時才會啟動，並不是工廠生產所必須使用的直接

能源。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柴油使用量約27.1萬餘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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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05 1.051.071.04

台積公司單位用電密集度統計

10.510.710.6
10.2

單位晶圓面積耗電量（度／平方公分）–全公司

單位晶圓面積耗電量（度／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全公司

13.1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1：台積公司年度總用電量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封裝及測試廠、晶圓凸塊廠、電子束作業處、研發等生產相關用電與辦公室、廠區景觀等非生產相關用電）。

註2：單位用電量密集度指標，係統計已實際達成量廠規模之晶圓廠生產相關用電（含總部及海外）；自民國98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layers）能耗指標供參考。

7,933 8,314 8,1719,2558,196
15,140 23,413 27,76321,54818,770

台積公司天然瓦斯用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千立方公尺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1：台積公司年度天然氣用量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封裝及測試廠、晶圓凸塊廠、電子束作業處、研發等生產直接相關需求與辦公區廚房餐廳等非生產需求。

註2：單位天然氣用量密集度指標，係統計上述全部資料僅除以晶圓廠實際產出（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自民國98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layers）能耗指標供

參考。

87.6 64.9 61.574.466.7

台積公司單位天然氣密集度統計

0.061
0.0660.065

0.058

單位晶圓面積耗天然瓦斯量（立方公尺／平方公尺）–全公司

單位晶圓面積耗天然瓦斯量（立方公尺／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全公司

0.090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283 435 447400323
2,924 5,072 5,7824,3823,884

台積公司用電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百萬度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42.3 22.2 25.434.921.0
246 297 246246251

台積公司柴油使用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千公升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42.3 22.2 25.434.921.0
246 297 246246251

台積公司柴油使用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千公升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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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氣候變遷調適

與中央政府合作，評估、管控氣候風險

台積公司與半導體友廠獲得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

公會、科學園區管理局、國科會、水利署、電力公司、自來

水公司等的支持，針對新竹、台中、台南三個地區，重新評

估因氣候變遷、極端氣候所可能帶來的旱洪期間之供水、供

電、供氣、淹水、風損、交通中斷、通訊中斷等風險，提出

因應與改善方案並將其落實。

新竹、中部、南部科學園區之候變遷風險評估專案主軸：

●  颱風水患風險

●  長期乾旱風險

●  氣候變遷下工業發展限制風險

氣候變遷風險管控對策：

●  中期與長期的風險管控

●  災害緊急應變

●  建置未來新建廠房相關標準參考值

 

8.3.4  供應鏈氣候變遷管理

除了做好自身的氣候變遷管理外，台積公司亦要求與協助供

應商跟進。具體的做法包括：

●  節能減碳管理

原物料主要供應商必須建立本身製造工廠的溫室氣體盤查

資料、產品碳足跡與提供具體的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與績

效。

●  水資源與節水管理

原物料主要供應商必須建立本身製造工廠的用水與排放廢

水盤查資料，學習水足跡觀念與提供具體的水資源管理、

水污染防治計劃。

●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近年來因全球氣後變遷可能造成風災、缺水、洪水、交通

與通訊中斷等災害損失，台積公司要求原物料主要供應商

必須準備可能的因應方案，減少事故發生導致對台積公司

供應中斷的衝擊。供應商也必須對其供應商做好相同管

理。

註：原物料主要供應商佔台積公司原物料採購金額80%以上。

8.4  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是台積公司氣候變遷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近年來，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水資源的開發與分配成了

世界各國的重要課題。自民國98年以來，台灣地區雨季與

旱季降雨量的豐枯變化逐漸極端化，缺水與水災的風險日益

明顯。因此，水資源的管理、節水與缺水緊急應變顯得更重

要。台積公司認知到降雨量極端化是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的

結果，須先解決前者才能解決後者，在這可能長達數十年的

時間內，水資源管理就成了企業氣候變遷風險管理與災害調

適（adaptation）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台積公司也認知

到相較於其他氣候變遷因應手段，管理水資源更有與政府合

作的必要，否則難以達成。合併這些認知，台積公司擬訂了

水資源管理政策與策略。

台積公司水資源管理政策與策略

台積公司視成為世界級水資源管理的標竿企業為目標。台積

公司的水資源管理政策是推廣節水以降低單位產出的用水

量，並推動產官學合作以長保供水無缺。為了達成此目標，

台積公司的執行策略是日常節水與缺水調適兼顧，企業內部

與供應鏈並重。在有效的水資源管理平台上做好製程省水與

回收再利用，達到大幅降低水資源消耗的目的。

台積公司水資源管理的核心活動是：

●  與中央政府合作，評估科學工業園區的氣候風險，從基礎

建設著手，採行降低極端氣候災害的方案。

●  與地區主管機關、水電公司、友廠合作，協調地區水資源

調度，訂定節水目標與分享節水經驗。

●  分享台積公司節水經驗，促進各產業重視水資源風險與共

同致力節約用水。

●  推動公司內部與供應鏈水盤查、節水，建立水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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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風險減緩與調適

台積公司認為水風險是台積公司的主要營運風險之一，必須進行監控以提高公司的競爭力。水風險包括法規風險，實質風險及

其他風險。台積公司的控制措施如下表所示：

水資源風險鑑別與控制

風險 風險鑑別 風險控制

法規風險 ● 水資源相關新法規的衝擊

● 持續監控法規變化趨勢。

● 透過產業公、協會等組織與政府溝通，對法規修定提出建議，使其更為

合理與適用。

天災風險
● 暴風雨與洪水的發生機率與嚴重度的增加

● 水源短缺壓力增加

● 提高新建工廠的地基高度。

● 與中央政府合作，評估與減緩台積公司工廠所在之3個科學園區的氣候

災害風險。

● 節約用水

其他風險 ● 供應鏈對於水風險的減緩與調適能力 ● 幫助與要求供應商建立節約用水觀念與水資源管理系統。

與主管機關合作水資源保護

因為水資源具地區共有性與侷限性，台積公司積極參與台灣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的專業委員會活動，與半導體同業交換

節水經驗，共同提升各公司節水率。台積公司與科學園區

管理局定期討論供水調配以及缺水應變等議題，同時也多

次成功處理水質問題，例如改善總有機碳（Total Organic 

Carbon）污染、水庫優養化研究、降低廢水中氨氮離子濃

度等。同時也每年舉辦技術研討會，進行水回收技術的討論

與交流，並與科學園區管理局合作輔導園區部分小廠做好水

資源管理，以達到全園區的共同目標，確保長期水資源供需

平衡。

與外部各方積極分享經驗

在民國102年8月和9月，台積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於台積公

司在竹科、中科與南科的晶圓廠共同舉辦水回收及節能經驗

分享，期望提升台灣各產業的節水績效。共有100多名各產

業負責水處理業務的主管與工程師參加。 

向公司員工宣導節約用水觀念

台積公司在民國102年與經濟部水利署聯合舉辦員工家庭節

水競賽，許多員工參加了此次獎金豐富的比賽。台積公司期

望透過此次比賽將節約用水觀念有效的深值於員工腦海中。

積極鑑別與因應水資源風險

台積公司深切了解氣候變遷會造成降雨過度集中，致使發生

澇旱的機率增加，因應此降雨趨勢所造成的水資源風險，台

積公司已執行下列行動：

●  鑑別短期與長期水資源風險，尤其是台積公司所在的台灣

北中南三科學工業園區的廠區。

●  構思與執行減緩短期與長期水資源風險之計畫，如廢水回

收再利用等。

●  各廠持續節約用水。

節約用水─減量與回收再利用

台積公司各廠區對於製程排水，依其水質由獨立管排分別收

集後，將較乾淨的排水回收再使用於製程或改供其他次級用

途。次級用途包括了供應冷卻水塔補充水、廢氣洗滌設備補

充水、廢水處理之污泥脫水機濾布清洗，或用於沖廁所等不

與人體直接接觸之用水等。這些次級用水的耗水量也全都需

要合理化以減少不足時所需要新鮮自來水的補充量。台積公

司將製程使用後的排水充份再利用，新建廠依照排水特性區

分為超過20種以上的不同排水管路，以及超過15種以上的回

收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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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目前仍然快速成長中，在擴建新廠的同時，除了以

科學園區所要求的85%製程回收率做為最低標準外，還選用

低耗水製程機台、做好製程排水管路分流、建置各種製程水

回收系統，以及量產後持續推動節水措施等。採取這些措施

的目的都在於降低對原水的依賴。

台積公司亦不斷與外部合作，創新製程廢水回收技術與廢水

中回收化學物質的技術。例如研究含氨氮（NH3-N）及氫氧

化四甲基銨（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TMAH）

廢水經分離濃縮廢液後的水回收再利用。

民國102年主要節水措施

民國97年，台積公司部分廠區的製程用水回收率達到90%，

成為全球半導體業界之翹楚；民國102年，台灣廠區的總平

均製程用水回收率則達到86.9%，優於我國科學園區所訂定

的標準，亦遠高於國際間半導體廠用水回收率。台積公司節

水的主要具體做法如下：

類別 節水做法

減少用水
● 改進外氣空調箱（Makeup Air Unit）之洗滌水使用效率，由一次性使用改善為循環再利用，減少自來水消耗。

● 調整製程機台、排氣洗滌塔、冷卻水塔等的合理用水量。

水回收

● 設置電鍍清洗廢水回收系統，將廢水回收至超純水系統或次級用水。

● 以超過濾膜（Ultra Filter）回收晶背研磨廢水（Backside Grinding），不僅回收水資源，流程中不加化學藥品，減輕環

境負擔。

● 以超過濾膜（Ultra Filter）回收化學機械研磨（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廢水，不僅回收水資源，同時資源化研 
磨後廢水中之固體物。

● 設置含臭氧（ozone）廢水回收系統，將廢水回收至次級用水。

● 設置有機排水／酸鹼性排水回收系統，依據常態水質分流，經過偵測監控後回收至純水系統或是導入冷卻水塔等次級用

水回收使用。

● 設置一般及含銅化學機械研磨廢水回收系統，將廢水回收至超純水。

● 設置濕式洗滌塔排水回收系統，將濕式洗滌塔排水處理後回收使用。

● 設置含氨鹼性廢水回收系統，將廢水回收至超純水系統或次級用水。

● 回收空調冷凝水提供冷卻水塔使用，減少空調用水。

● 酸槽超音波震盪外槽水回收，將廢水回收至超純水系統。

● 設置氫氧化四甲基銨（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廢水再處理回收系統

節水成效與製程回收統計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位於台灣之廠區全年總計節省5,277
萬噸的用水，較民國99年成長約52%。

自來水使用統計

就台積公司單位用水量密集度指標觀察，台積公司每生產

一片八吋約當晶圓，每層光罩（Layer）數平均用水量，自

民國101年的58.9公升，下降至民國102年的51.5公升（註

2），進步約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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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位於台灣廠區最近五年之節水成效表

項目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平均製程用水回收率（%）（註） 83.4% 84.1% 84.6% 86.5% 86.9%

節省之製程水水量（百萬公噸） 27.05 34.66 37.73 53.37 52.77

註：依據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規定之公式計算。

台積公司用水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百萬噸

2.06 3.44 3.473.222.51
16.4 25.8 29.724.322.3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6.98 6.01 5.396.036.14

台積公司單位用水密集度統計

58.959.8
62.6

51.5

單位晶圓面積耗水量（公升／平方公分）–全公司

單位晶圓面積耗水量（公升／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全公司

74.4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1：台積公司年度總用水量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封裝及測試廠、晶圓凸塊廠、電子束作業處、研發等生產相關用水與辦公室、廠區景觀、廚房餐廳等非生產相關

用水。

註2：單位用水量密集度指標，係統計已實際達成量廠規模之晶圓廠生產相關用水（含總部及海外）；自民國98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layers）能耗指標供參考。

先進的廢水回收設備，減少能資源消耗與廢棄物產生

台積公司代表參與經濟部水利署節水競賽並接受績優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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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綠色產品

台積公司與上游原物料供應商及下游封裝測試業共同合作，

以降低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減少單位產品所消耗的資源與

污染物，為客戶生產更先進、更具效能且更環保的產品。我

們除了協助客戶設計低耗能、高效率產品，以降低產品生命

週期能的資源耗用外，同時亦積極投入清潔生產，進一步為

客戶及社會創造綠色的價值（Green Value）。

台積公司為客戶生產的晶片被廣泛地運用在電腦、通訊、消

費性、工業應用等各式電子產品之中。透過我們的晶圓製

造，客戶的設計得以實現並應用在人類生活。這些晶片對於

現代社會的進步具有重大的貢獻。台積公司在不斷努力達到

獲利成長的同時，也致力提升環境保護與社會價值。台積公

司對環境及社會具顯著貢獻的產品列舉如下：

台積公司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對環境面的貢獻

1.  提供減少耗電的新製程技術

●  台積公司持續推進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實踐摩爾定律，

此一定律預測約每24個月製程技術將推進一個世代。半導

體製程技術每向前推進一個世代，積體電路線寬就得以持

續縮小，使得晶粒面積愈來愈小，製造單位晶圓所耗用的

能資源、原物料自然也愈來愈少，也讓單位產品所消耗的

電力更為降低。例如，台積公司28奈米晶粒所能容納的電

子元件數量約為55奈米的四倍；而經過我們內部的測試

結果，28奈米積體電路產品在使用或待機狀態，所耗用的

電力皆約僅為55奈米產品的三分之一。在卓越製造能力的

襄助下，台積公司不斷簡化製造流程及提供更新的設計方

法，協助客戶降低在晶片設計及產品製造上的資源浪費。

●  台積公司持續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領先，28
奈米製程技術已經全面量產。28奈米製程技術提供高效能

（28HP），高效能低耗電（28HPL），低耗電（28LP）

以及移動式高效能（28HPM）等不同製程選項。客戶在

28奈米投片數量倍增於40奈米同時期投片量，而此一技

術較之前幾個世代技術更快進入量產，其產品良率也超越

了前幾個世代技術。這些成果歸功於與客戶更早而且更密

切的合作。未來台積公司仍將與客戶不斷合作，提供更先

進、更節能及更環保的產品。

●  台積公司28奈米製程技術於民國102年快速量產，佔全年

營收的比例也由前一年的12%大幅提升至30%，約相當於

新台幣1,800億元或60億美元的年營收，顯示台積公司的

先進製程技術，除了有益地球永續發展，也有助公司持續

成長及獲利。

●  台積公司的20奈米系統單晶片及16奈米鰭形場效電晶體

製程技術持續提升晶片的每瓦效能（Performance-per-

Watt）。由於具備能源效率更佳的電晶體及導線，台積公

司20奈米系統單晶片製程的晶片總耗電較28奈米製程減少

了三分之一，而16奈米鰭形場效電晶體製程技術的晶片總

耗電則僅為28奈米製程的40%。20奈米系統單晶片製程

技術已於民國102年成功通過所有製程驗證，許多客戶的

產品也締造首次投片生產便成功的佳績；同時，16奈米鰭

形場效電晶體製程技術已於民國102年開始試產。

2.  生產最佳電源效率的電源管理晶片

●  台積公司領先全球的製造技術，成功協助客戶實現綠色產

品的設計與製造，其中電源管理晶片是最具代表性的綠色

產品。電源管理晶片是所有電子產品處理用電需求的核心

元件，台積公司類比功率製程研發團隊利用八吋及六吋晶

圓廠，開發出BCD與超高壓製程（Ultra-High Voltage）

和下一世代更高效能的氮化鎵（Gallium Nitride）製程技

術，協助客戶生產優於同業的電源管理晶片，能使電源供

應更穩定、更有效率並能降低能耗，可廣泛應用於消費電

子、節能馬達、通訊以及電腦產品。

●  台積公司也提供客戶深具能源效率的設計平台，客戶可藉

此平台開發省能產品。電源管理晶片在台積公司工業應用

產品別中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在

0 12 3010

28奈米製程技術對台積公司年營收貢獻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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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及電源管理產品方面共計出貨逾130萬片晶圓。民國

102年，台積公司為客戶所生產的電源管理晶片，應用於

全球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電腦、通訊及消費性電子3C系

統之中。

3.  減少能源消耗的綠色製造 

●  台積公司持續研發製造技術，提供更先進、效率更佳的製

造服務，持續減少單位產出所消耗的能資源與污染物產生

量，而在產品使用階段亦能達到低耗能、低污染的目標。

關於民國102年透過綠色製造實現的整體效益，請參考第

108頁「環境會計」  。

台積公司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對社會面的貢獻

1. 提供高便攜性的行動運算及無線通訊晶片

●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近年的快速成長，反映出對行動裝

置元件的強烈需求。行動裝置帶來極大的便利性，台積公

司也在其中貢獻良多，例如：（1）新製程使晶片可以在

更小的體積下具備更強大的運算功能，進而使電子產品體

積也得以縮小。此外，系統單晶片的技術可將更多不同的

功能集中在單一晶片上，減少了電子產品需配置的晶片數

量，也同步造成電子產品體積縮小的效果；（2）新製程

使晶片耗電更少，使行動裝置產品的使用時間更長，便利

性更高；（3）利用3G／4G、無線區域網路（WLAN）／

藍芽（Bluetooth）優異的無線通訊能力，使人們可以隨

時彼此溝通、處理事務，大幅提高現代社會的移動性。

1 0.2 0.120.30.6

不同技術產品使用耗電比較
線寬愈小愈省電

55nmLP
(1.2V)

40nmLP
(1.1V)

28nmHPM
(0.9V)

20nmSoC
(0.9V)

16nmFF
(0.8V)

>400K >1,000K >1,300K>800K>700K

高壓及電源管理晶片出貨量 單位：千片八吋晶圓約當量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1 0.25 0.120.480.53

不同技術產品晶粒大小比較
線寬愈小晶粒愈小

55nm 45nm 40nm 28nm 16nmFF

0.13

20nmSoC

25 33 363127

行動運算產品對台積公司年營收貢獻 單位：%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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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運算產品包括：基頻處理器（Baseband）、射頻收

發器（RF Transceiver）、應用處理器（AP）、無線區域

網路、近場通訊（NFC）、藍芽、全球定位系統（GPS）

等晶片，民國102年營收超過新台幣2,130億元或美金72
億元，佔台積公司同年總體營收比例已超過36%。全球行

動運算產品相關晶片需求的大幅成長，是台積公司近年來

成長的主要動能。

2. 提供提升人類健康與安全的微機電系統（MEMS）晶片

●  台積公司為客戶製造的晶片，廣泛應用於醫療保健領域。

透過台積公司的先進製造技術，各種醫療晶片相繼問世，

對於現代醫學的發展貢獻良多。台積公司客戶的微機電系

統晶片，除應用在先進醫療外，也廣泛運用在許多預防醫

療的照護上，例如偵測老人跌倒的預警系統、感測個人生

理狀況變化系統以及汽車安全系統等，從各種層面維護人

類的健康與安全。

與供應商合作，全面降低產品對環境的衝擊足跡 

台積公司生產的產品除要求品質外，亦堅持生產綠色產品，

從原物料生產、運輸、產品生產、產品運輸、產品使用至產

品廢棄後處理等，所有過程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均納入考

量。當這些環境績效呈現在產品面時，產品的碳足跡、水足

跡或其他環境衝擊足跡等都是重要的指標。

因此，台積公司要求自身工廠做好有害物質管理、污染預

防、節能、節水與減廢等清潔生產，亦進一步要求或協助供

應商做好上述項目，再而責成主要供應商亦應要求其供應商

也做好。數年下來的努力逐漸形成了綠色供應鏈。

符合或優於國際產品環境法規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台積公司透過建立產品有害物質管理系

統QC 080000，持續確保台積公司所生產的晶圓及外包之

後段封裝產品均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對有害物質管理相關要

求，包括：

●  歐盟的有害物質限用指令（EU RoHS）

限制產品中鉛（<1,000ppm）、鎘（<100ppm）、汞

（<1,000ppm）、六價鉻（<1,000ppm）、多溴聯苯

（<1,000ppm）、多溴二苯醚（<1,000ppm）等濃度，

而民國100年歐盟新版RoHS 2.0, 2011／65／EU對於限

用物質之管制並未改變，目前仍列鉛為EU RoHS所允許

半導體業使用的項目。台積公司的產品均可符合前述要

求，而晶圓後段之凸塊製程因技術上限制，某些特定產品

仍須使用少量鉛以達到品質要求，公司也持續發展無鉛凸

塊製程，以滿足部份客戶目前對無鉛凸塊產品的需要。

●  電子產品無鹵素要求

一般而言，客戶對無鹵素要求為產品中溴與氯之各別含量

<900ppm、總含量<1,500ppm，台積公司的產品均可符

合前述要求。

●  全氟辛烷磺酸（PFOS）限制標準

台積公司已於民國99年完全廢止製程中使用含PFOS之原

物料。

●  歐盟化學物質登錄與管制法令（EU REACH）

針對歐盟REACH所公布的危險性物質及陸續公告之高關

注物質（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

台積公司的產品均可符合此法規要求。

●  歐盟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WEEE）

此法規為針對電子電機設備之終端產品，如電腦、行動電

話…等產品廢棄物規範其回收率。台積公司的半導體晶片

產品非終端產品，不直接適用於此法規。半導體元件在終

端產品由最終使用者使用後而成為廢棄物，併由終端產品

業者負責回收。

除了現今的國際法令與客戶要求外，台積公司亦持續關注未

來可能新增的法規要求，做好因應準備。

領導供應商建立半導體產品碳足跡

台積公司持續要求與協助供應商建制溫室氣體盤查制度，於

民國98年率先完成積體電路產品類別規則（PCR）與第三

類環保產品（EPD）宣告，並於民國100年，與上游原物料

供應商及下游積體電路封裝廠共同建立十二吋晶圓及封裝後

積體電路產品碳足跡，通過第三者驗證機構查驗，符合英國

PAS2050產品碳足跡標準。民國100年及民國101年，台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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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別完成八吋及六吋晶圓PAS2050產品碳足跡驗證，可

滿足所有客戶之需求。

關注半導體產品水足跡

如今，關於水資源風險管理與產品水足跡在國際上已有許多

討論，包括道瓊永續指數與碳揭露計劃之年度評選調查。然

而，產品水足跡目前尚不具國際標準。台積公司一向視水資

源為珍貴資源，對於自己工廠與供應商之節水要求已持續多

年，除了於民國98年在積體電路第三類環保產品宣告中納入

水資源耗用與其他環境衝擊足跡之外，也將水資源耗用資料

納於供應商問卷中，提醒其注意此議題。台積公司對於國際

台積晶圓廠

（含運輸）

原物料供應商 
（含運輸）

晶圓測試／封裝廠

（含運輸）

台積客戶

7.4% 45.6% 46.6%

積體電路產品碳足跡示意圖─以球柵陣列結構晶粒為例

台積公司在產品包裝材料的減量上，則做到幾乎完全重複使

用。台積公司將產品出貨到客戶端、外包測試或封裝廠之包

裝材料包括紙箱、防震材及晶圓盒等，均努力盡量回收至台

積公司重複使用；而原料晶圓的晶圓盒亦回收並重複用於產

品出貨，其重複使用率接近100%，前述做法將產品包裝材

料的用量及廢棄物的產生均減至最少。此做法每年約可減少

14萬個八吋及20萬個十二吋全新晶圓盒使用，相當於減用

1,222噸之塑膠。

上針對水足跡而發展中的標準，將持續關注，做好準備。除

了晶圓十二廠在民國101年與五家主要供應商合作完成十二吋

晶圓之產品水足跡，同時取得外部驗證機構之驗證外，晶圓

三廠亦於民國102年完成八吋晶圓之產品水足跡與外部驗證。

產品包裝材料管理與減量

台積公司產品出貨所使用的包裝材料均為可回收物質，包括

紙類、塑膠類等，這些包裝材料均符合歐盟對於包裝材料

所定之鉛、鎘、汞及六價鉻等四種重金屬總含量不得超過

100ppm的規定，而塑膠類中亦不包括被普遍禁用的聚氯乙

烯（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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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污染預防

台積公司認為污染預防是企業的首要責任之一，因此將污

染預防建構於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之上，以「規劃—執

行—查核—行動」（Plan-Do-Check-Act）的管理模式推動

持續改善環境管理方案。台積公司認為在源頭減少原物料、

能源及其他資源的使用，並減少製造污染物與廢棄物，能夠

兼顧生產成本及環境保護等雙重目的。

預防污染是底線

台灣地區土地狹小，人口眾多且工廠密集，因此政府所訂定

的環保標準可能是全世界最嚴格的標準。對於日益嚴格的環

保標準，台積公司致力於與政府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並於

法令標準起草初期即參與討論，協助政府訂定合理可行的法

規標準。在各廠區亦針對頒訂的環保標準進行評估，若發現

有法規風險，則立即採取預防性改善措施。

台積公司針對空氣污染、水污染防治等管末處理，訂定了完

整的管理與操作維護程序書，同時確實執行，使各類設施均

能發揮其最大功效。在污染防治設施的排放端，台積公司則

設有各類監測系統，線上監控污染物排放情形，倘若遇到排

放超出警報值時，廠內人員將即時按照緊急應變與通報程序

立即處理，避免造成環境污染。

協助非屬半導體行業的子公司做好污染先期防治

台積公司協助非屬半導體行業的子公司台積固態照明廠與台

積太陽能電池廠等，對於其所可能產生與晶圓廠不同之廢

水、廢氣與廢棄物及使用的化學品進行風險評估，並採取適

當對策，以減少其所帶來的環境衝擊。

資源回收再利用已成公司內部廣泛共識

在廢棄物管理方面，台積公司將傳統的清理與處置概念轉化

為有效管理資源的觀念，眾多部門都將其落實於日常運作

中，創新做法也一直受到鼓勵。台積公司將廢棄物視為資源

並加以管理，做法是在產生廢棄物的源頭處確實做好分類收

集設施，提高廢棄物的可回收性，並與廢棄物處理與回收再

利用廠商合作，尋求及開發可能的回收再利用方式，降低最

終焚燒與掩埋量。更進一步地，台積公司亦積極與原物料供

應商合作，盡可能在生產源頭便減少產生化學品之使用量與

廢棄化學品，並共同研究由原物料供應商回收再製成原物料

的方式，期能達到資源永續循環再利用的目標。

藉由前述廢棄物資源管理模式，台積公司成功地逐年提升廢

棄物回收率，降低最終焚燒與掩埋率，同時亦藉由廢棄物回

台積晶圓廠

台積公司

原物料供應商

科學園區污水

處理廠

雨水

竹科：客雅溪

中科：烏溪

南科：鹽水溪

自來水

處理後廢水 放流水

回收水

台積公司與供應商水足跡示意圖

凝結水

蒸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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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增加實際收入，減少了廢棄物處理成本。民國102年，台

積公司台灣廠區的廢棄物回收率已達92%以上，掩埋率則連

續六年維持在1%以下。

8.6.1  源頭減量─減少使用原物料

對於原物料的使用，台積公司一向秉持最適化的原則，盡

量減少原物料的使用，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及減少生產成

本，達到既經濟又環保的雙贏目的。台積公司成立了專責

單位，定期檢討全公司減量績效。對內，不斷調整原物料

使用參數，以達到最適化與最少化要求，不但減少生產成

本，同時亦減少污染物與廢棄物產生；對外，則要求製程

機台供應商檢討其化學品使用量之合理性，並逐步達到最小

用量之要求。目前台積公司已與製程機台供應商討論引用

SEMI-S23指引，使製程機台耗用能資源與化學品最適化，

亦將SEMI-S23指引納入成為台積公司製程機台採購要求。

台積公司生產使用的直接原料主要為晶圓，晶圓由純度極高

的矽組成，目前並無可回收再使用於晶圓製程之技術。然

而，台積公司在生產過程中需使用控片以監控製程條件，使

用過的控片則透過再製後重覆使用，估計每一控片約可重複

使用十次。如此，不但節省購買全新控片的成本，同時亦減

少許多廢棄物產生。

台積公司物料使用與產出示意圖─以台灣晶圓廠為例

台積晶圓廠

輸入 產出

製程原物料

公共設施

產品

廢氣 廢水

廢棄物

原料晶圓 
（千片 – 八吋當量）

17,320

製程化學品
（立方公尺）

273,691

製程氣體
（公噸）

6,006
廠務化學品
（公噸）

112,070

廠務氣體
（百萬立方公尺）

1,869

電力 
（百萬度）

6,334

自來水 
（百萬噸）

29.8

天然氣 
（百萬立方公尺）

27.8

晶圓 
（千片-八吋當量）

16,400

揮發性有機氣體
（公噸） 78.6

溫室氣體
（百萬公噸）

硫氧化物 （公噸） 48.7

氮氧化物 （公噸） 26.4

廢水量 
（百萬立方公尺）

19

一般事業廢棄物  
（公噸） 42,180
有害事業廢棄
物 （公噸） 101,100

8.6.2  水污染防治

分流處理，嚴格監控，環保優先於生產運作的策略

台積公司的水污染防治策略中，首重減少製程污染物進入廢

水中，其次是藉由高效能設備進行水回收與水中污染物處

理，其排放水質必須優於或符合政府的規定。

晶圓廠主要用水流程係純水設備將自來水製造成超純水，用

於製程機台清洗晶圓表面所殘存之化學品。為了減少總用水

量，台積公司將純水設備及製程機台的排放水依照其乾淨程

度分級，最乾淨者優先循環純化回製程使用；次之者經水回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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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設備處理後，做為非製程之次級用水；最後，無法回收使

用的廢水則排至廠區內設置的廢水處理廠進行終端廢水處理。

台積公司採取嚴格的前端廢水分類分流策略，以提升其處

理效能。各晶圓廠製程產生的廢水可分為含氟廢水、含銅廢

水、含氨廢水、含氫氧化四甲基銨廢水、一般酸性廢水及研

磨廢水，所有廢水均在製程機台端即做好嚴格的分類管理，

經由分流管路收集至各類廢水的處理設施。為達嚴格的分類

管理，目前廠房內之分流管高達20幾種。在台積公司專業團

隊小心地操作和維護之下，將廠房廢水處理至符合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規定之納管標準後，再排放至科學工業園區污水

處理廠做更進一步的處理。廢水經過上述綜合處理程序，確

認符合河川排放標準，才由園區污水處理廠排入河川。而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也會不定期抽測各公司排放口的水質。

相較於製程運作，台積公司更優先的考量在於確保環境不受

污染。各廠廢水處理設備皆設置有包含緊急電源在內的妥善

備援系統，以確保萬一廢水處理設備在運轉中發生部分設備

故障時，備援系統可自動代之，降低污染物異常排放的機

率。台積公司所有廢水處理設備的運轉狀況皆納入中央監

控，由每日24小時輪值之人員嚴密控管，若出水狀況產生偏

移或超越預設之限定值，就會即時送出警訊並暫停出水，直

至異常狀況排除才予以恢復。除了即時監控運轉狀況之外，

系統效率檢知資訊也列入廢水處理的重點追蹤項目，以預知

各系統階段的效能變化，確保排放水水質。

發展新技術，因應新法規

除了符合既有的科學園區管理局污水納管標準，台積公司亦

持續進行產學技術合作，降低排放水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氫氧化四甲基銨（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TMAH）、氨氮（NH3-N）等濃

度，以減少對排放水體的危害，例如改善十二吋晶圓製程廢

水化學需氧量排放量減少62.5%。

此外，台積公司持續以前瞻性思維，研究可能的廢水處理

技術與回收水中的化學物質。例如含氨氮（NH3-N）及晶

背研磨廢水回收再利用、高濃度含氟廢水的委外回收再利

用、高濃度含磷酸廢水的委外回收再利用、氫氧化四甲基銨

（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TMAH）的委外回

收再利用等，皆領先業界進行一連串實驗，取得最佳處理技

術，足以證明台積公司為環境保護所盡的心力。

民國102年主要水污染防治措施

台積公司減少廢水水量的具體做法登錄在「主要節水措施」，

改善廢水水質的主要具體做法則列舉如下：

●  先進廠區全面設置氫氧化四甲基銨（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廢水處理系統，以減少排放水中

的含氮物質。

●  設置氨氮廢水處理系統，以回收再利用方式回收硫酸銨，

同時降低水中的氨氮物質。

污水處理設備，提升放流水品質

●  以超純水代替氨水的清洗流程，從源頭降低氨氮物質的使

用。

●  以樹脂塔再生或逆滲透膜排放之高濃度酸鹼廢水，作為廢

水的酸鹼中和藥劑，以減少廢水之導電度。

●  以超過濾膜處理化學機械研磨（CMP）廢水，同時將研磨

後廢水中之固體物資源化，減少廢水之懸浮固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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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水量排放統計

就台積公司單位排放量密集度指標觀察，台積公司每生產

一片八吋約當晶圓，每層光罩（Layer）數平均廢水排放

量，自民國101年的38.1公升，下降至民國102年的35.5公

升（註2），進步約6.8%。

排放水水質檢測結果

台積公司各廠在廢水處理設備的排放口均設有水質（酸鹼

值、懸浮固體物、氟離子濃度）與水量的連續監測設施，

監測及記錄水質與水量的變化，提供相關人員在發現異常

狀況時進行適當的應變處置。台積公司每年對排放水各類

水質項目進行至少四次離線採樣檢測，可供線上偵測儀器

比對校正，台積公司因此確保排放廢水的水質符合標準。

就台積公司廢水排放水質分析結果，民國102年，台積公

司各晶圓廠排放水質之酸鹼值皆控制在6~9之間（管理局

污水處理廠管制標準5~9），懸浮固體物（Suspension 

Solid）控制在2.4~151 mg／l（管理局污水處理廠管制標

準<300）、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控

制在10.3~331 mg／l（管理局污水處理廠管制標準<500
），此數值亦較民國100年數據接近，表示台積公司各廠

在廢水處理設備穩定性相當良好。

1.64 2.60 2.692.882.14
10.4 16.3 19.015.114.4

台積公司廢水排放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百萬噸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台積公司單位廢水排放密集度統計

單位晶圓面積排廢水量（公升／平方公分）–全公司 

單位晶圓面積排廢水量（公升／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全公司 

4.56 3.89 3.504.374.09

38.1

43.641.7

35.5

48.6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1：台積公司年度廢水排放量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封裝及測試廠、晶圓凸塊廠、電子束作業處、研發等生產相關廢水與辦公室及廚房餐廳等非生活污水。

註2：單位廢水排放量密集度指標，係統計上述全部資料僅除以晶圓廠實際產出（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自民國98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layers）能耗指

標供參考。

註：台積公司年度廢水懸浮固體與化學需氧量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封裝及測試廠、晶圓凸塊廠、電子束作業處、研發等生產相關廢水與辦公室及廚房餐廳生活

污水等各廠之算術平均值。

35.2 32.8 29.932.337.8
66.9 41.782.3

台積公司廢水懸浮固體物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毫克／公升

35.2
42.3

35.8 35.4 30.7

全公司

74.0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0.209 0.159 0.1650.1710.166

台積公司單位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密集度統計

0.156
0.1660.165

0.153

單位晶圓面積耗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公斤／平方公尺）–全公司  

單位晶圓面積耗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公克／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全公司  

0.221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台積公司廢水化學需氧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毫克／公升

全公司

88.0 114.0 123.0100.0105.0
65.3 73.370.376.0

88.0
102.0 97.7

110.0
119.0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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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空氣污染防制

依據廢氣特性予以有效處理

台積公司的空氣污染防治策略首先為藉由製程，合理化減少

進入廢氣的污染物，其次使用高效能設備，處理廢氣中的污

染物，使排入大氣的污染物含量少於（或符合）政府規定。

台積公司歷年實際檢測結果，空氣污染物排放濃度亦均遠低

於環保署所規定之排放標準。

晶圓廠廢氣依據其特性，大致分為酸性排氣、鹼性排氣、揮

發性有機物排氣等三種，而一般機台散熱排氣並不會造成空

氣污染。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依據處理污染物的種類特性而

有所不同，台積公司針對特定有毒性、易燃性及全氟化物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製程廢氣，都在製程設備

端設置現場尾氣處理設備（Local scrubber），進行吸附、

觸媒轉化、氧化、燃燒或電漿等特殊處理，之後廢氣仍含較

微量有無機酸鹼成分者，再送至中央廢氣洗滌塔進行水洗中

和；仍具有少量有機成分者，則送至揮發性有機廢氣沸石轉

輪設備，進行吸附燃燒後，再排入大氣。

穩定操作，持續監控

台積公司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處理能力，符合台灣「半導體

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之相關規定，而非台灣廠區之設備功能亦符

合（或高於）當地法規標準。台積公司各晶圓廠之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運轉均至少為N+1設計，以提供24小時與365天的

穩定運轉，並具備先進的即時控制系統，24小時監視系統

運轉參數的變化。若數值偏移或超越預設之限定值，就會即

時送出警訊。為了達到最佳控制，台積公司除了掌握即時運

轉狀況，也將系統效率檢知資訊列入重點追蹤項目，設置連

續監測設施以先期預知各系統階段的效能變化，確保排氣品

質。另外，每年也會委由第三公証單位對各類空氣污染物進

行一次排放濃度檢測，於民國98年新增空污季申報電子化系

統，可自動確認申報的準確性。

各晶圓廠均設置包含緊急電源在內的妥善備援系統，以確保

萬一運轉中發生部分設備故障時，仍可由備援系統自動代

之，降低污染物異常排放的機率。揮發性有機廢氣處理設備

需使用較潔淨的天然氣為燃料，但也設置其他備用燃料供應

系統，在天然氣供應發生問題時，可使用備用燃料，確保污

染防制設備得以正常操作。

註：台積公司年度揮發性有機溶劑氣體去除率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晶圓凸

塊廠、研發等生產相關廢氣等各廠之算術平均值。

0.209 0.159 0.1650.1710.166

台積公司單位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密集度統計

0.156
0.1660.165

0.153

單位晶圓面積耗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公斤／平方公尺）–全公司  

單位晶圓面積耗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公克／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全公司  

0.221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94.8 94.9 94.993.395.3
83.6 92.3 93.190.683.3

台積公司揮發性有機氣體去除率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

93.7 94.1
93.1

94.7 94.8

全公司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9,027 12,216 12,05211,71910,628
46,151 65,148 78,58258,66656,406

台積公司揮發性有機氣體量統計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公斤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0.209 0.159 0.1650.1710.166

台積公司單位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密集度統計

0.156
0.1660.165

0.153

單位晶圓面積耗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公斤／平方公尺）–全公司  

單位晶圓面積耗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公克／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全公司  

0.221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1：台積公司年度揮發性有機氣體總排放量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封裝及測試

廠、晶圓凸塊廠、電子束作業處、研發等生產相關揮發性有機氣體總排放量。

註2：單位揮發性有機氣體總排放量密集度指標，係統計上述全部資料僅除以晶圓

廠實際產出（包括總部及海外晶圓廠）；自民國98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

（layers）能耗指標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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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再利用

台積公司廢棄物管理的觀念已由傳統的清理、處置轉化為綜

合資源管理，並設有廢棄物資源管理專責單位，將廢棄物視

為有價值的資源盡量回收使用。為了資源永續利用，廢棄物

管理的首要原則為製程化學物質減用，藉此減少廢棄物的產

生量，再者為廢棄物物質回收再利用、能源回收，最後才是

焚化、衛生掩埋等其他處理方式。

多年來，台積公司的努力已達到顯著成果。雖然廢棄物的種

類越趨複雜，公司與廠商持續努力，共同發展新的廢棄物回

收再利用技術，不僅提升了回收率，也降低了廢棄物掩埋

量。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台灣廠區廢棄物回收率達92%；

掩埋率則連續六年維持在1%以下。而海外子公司亦努力增加

廢棄物回收率。

91% 93% 92%91%92%
58% 79% 79%73%67%

廢棄物回收率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空氣污染排放統計

台積公司所有廠區之揮發性有機廢氣系統皆裝設沸石轉輪

處理設備，民國102年，台灣廠區揮發性有機廢氣平均去除

率達94.9%，海外廠區亦高達93.1%，優於各地區的相關規

定。

就台積公司單位排放量密集度指標觀察，台積公司每生產一

片八吋約當晶圓，每層光罩（Layer）數揮發性有機氣體，

自民國101年的0.156公克，下降至民國102年的0.153公

克，進步約1.9%，此外，依據環保署針對半導體業訂定氮氧

化物（NOX）與硫氧化物（SOX）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係數

推估，台積公司民國102年排放氮氧化物約為26.4公噸，硫

氧化物約為48.7公噸。

穩定操作的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處理品質優於各地區的相關規定

628 1,866 1,5151,122841
30,492 90,596 101,10067,58861,243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公噸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定義依當地法規定之。

1,802 4,301 5,1563,7472,763
17,277 33,158 42,18025,52324,688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台灣晶圓廠 海外晶圓廠

單位：公噸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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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廢棄物3R專案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積極推動多項環保專案，盡可能選用

危害性較低的化學原物料，並減量使用，及用後回收再利用

該化學原物料。例如：

●  硫酸減量：與製程機台廠商合作將硫酸減量，同時減少廢

棄物產生。

●  開發化學廢棄物再利用之新技術：與供應商合作，開發顯

影液回收再利用，共回收約6,095噸的濃縮顯影液，使其

可重複再使用於其他產業製程，減少資源耗用及衍生氨氮

廢棄物的產生。

台積公司的美國子公司「WaferTech」亦持續推動廢棄物減

量。自民國92年以來，總計已減少77%的有害事業廢棄物。

民國102年，WaferTech有害事業廢棄物減量及污染預防之

努力受到當地政府機關之肯定，將其相關措施與績效公佈在

政府機構之相關網站中。

再生電腦希望工程

台積公司基於理念相同與專業考量，全力支持華碩電腦公司

的「再生電腦希望工程」專案計畫，該專案亦得到經濟部的

支持。台積公司自民國96年以來，共捐贈了4萬1,227台的桌

上型電腦主機、筆記型電腦及液晶螢幕，約佔此計劃總回收

數量的三分之一，是最大的捐贈者。

台積公司響應此計畫的目的，在於支持宣揚物質再利用的觀

念。透過這個計劃，再生電腦將贈予偏遠地區中小學及社會

弱勢團體，有助於縮減數位落差，兼顧社會公益與環境保護。

8.7  環境管理系統

8.7.1  建置環境管理系統

建立積極的環境管理願景

台積公司積極推動環境保護行動，要求自身不僅需符合國內

相關法令的規定，更與國際認同的標準接軌，期望成為世界

級之環保標竿企業。

建置完整的內部環境管理系統

台積公司的環境管理組織分為中央環保、安全與衛生企劃單

位、工安環保技術委員會與廠區專責工安環保部門，各單位

間權責劃分明確，協同運作。目前既有廠區均取得環境管理

系統（ISO 14001）及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QC 080000）

認證。所有新建的廠區也須依公司規定，於量產後的18個月

內，取得這些管理系統的認證。

領先業界完成資訊中心及晶圓廠「ISO 50001能源管理

系統」驗證

台積公司為持續推動節約能源，於民國100年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並且由晶圓十二廠第四期廠區資

訊中心取得「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成為業界

首先完成該驗證的高密度運算資訊中心。台積公司認為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對節能減碳績效有實質助益，將持續

推廣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至各晶圓廠區。迄民國102年

止，晶圓十二廠第四／五期、晶圓十四廠第三／四期及晶圓

十五廠之晶圓廠及辦公區域已全面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

系統，並取得外部驗證。

依據管理系統之精神持續改善環保行動

為降低整體的營運風險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台積公司秉持

著持續改善環保行動的精神，致力於：

●  空氣與水污染預防與控制。

●  廢棄物減量與回收。

●  溫室氣體減量（包含節能、全氟化物減量）。

●  節約資源（如節水、化學品減用）。

●  產品節能與有害物質限用。

台積公司各廠區依據環境管理系統運作狀況，除了由廠區專

責工安環保部門每年進行內部稽核，亦邀請外部查驗機構進

行稽核，提出改善建議。而隸屬公司中央之企業環保、安全

與衛生單位亦選定主題，針對法規符合性及環境風險管控進

行年度稽核，以強化全公司的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

台積公司環境管理系統運作情形

行動 規劃

查核 執行

環保政策

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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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應商合作擴大永續績效

台積公司近年來也積極與供應商合作，針對國際前瞻性議題

進行管控，提升供應鏈永續性，包括要求主要供應商建置同

樣標準的環境管理系統，並持續改善系統績效：

●  碳足跡建立

●  水足跡建立

●  衝突礦源管理

●  有害物質限用管理

台積公司供應鏈永續性管理的相關細節，請詳參本報告「6.2
供應商管理」  。

公司內部環保、安全與衛生激勵方案

為鼓勵同仁持續改善環保、安全與衛生績效，民國101
年，在公司既有的全面品質提升活動（TQE, Total Quality 

Excellence）增設「環境保護、安全與衛生（ESH）」分

組，進行競賽與獎勵，並於年度TQE 論壇發表，提供台積公

司不同單位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民國102年，TQE評審委

員自各廠區選出27件ESH優良改善案例進入初審，再從其中

選出六件參加論壇發表會。台積公司藉由這種競賽獎勵、相

互分享改善經驗的方式，讓持續改善環境保護、安全與衛生

的習慣與方法深植各廠區基層同仁的日常工作中。

環境會計

台積公司環境會計制度的目的，除了辨識並統計公司的環境

成本，對於因執行環境保護計劃而使成本降低或產生收益的

狀況進行效益評估與統計，藉此鼓勵推動具經濟效益之環境

保護計劃。在預期未來企業環境成本將愈來愈高的趨勢下，

環境會計能夠幫助台積公司更有效地管理環境保護計畫。環

境會計的實際做法為將各類環境支出清楚分類，訂出獨立的

會計科目，由各單位在編列年度預算時即正確歸類。在進行

成本統計時，則以電子化系統按照環境會計科目進行統計。

而經濟效益之統計方式，則是依據執行環境保護計劃時減少

的能源、水使用量或廢棄物產生量，估算出可節省的成本，

再加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所帶來的收益計算。

本報告所呈現之環保效益包括實質金錢收入，如廢棄物之回

收再利用收益，以及其他因執行環保計劃而節省之成本。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各晶圓廠總計推動92個環境保護計

劃，加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收益，預估可帶來約新台幣14億

5,100萬元的經濟效益。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位於台灣廠區之環保支出統計表

環保成本項目分類 說明 資本支出 費用支出

減輕環境負荷之直接成本 

● 污染防治成本

包括：空氣污染防治費用、水污染防治費用、其他污染防治費用。

4,303,659 3,139,691

● 節省資源耗用成本

節省資源（水資源）所花費的成本。

1,904,749 106,175

● 事業廢棄物和辦公室一般廢棄物處理、回收費用

事業廢棄物處理（包括再利用、焚化、掩埋等）費用。

0 426,887

減輕環境負荷之間接成本

（環保相關管理費用）

● 員工環保教育支出

● 環境管理系統架構和認證取得費用

● 監測環境負荷費用

● 採購環保產品所增加之費用

● 環保專責組織相關人事費用。

306,030 190,105

其他環保相關成本

● 土壤整治及自然環境修復等費用

● 環境污染損害保險費及政府課徵的環保稅和費用等

● 環境問題和解、賠償金、罰款及訴訟費用。

0 0

總計 6,514,438 3,86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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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子公司之環境管理

台積公司要求主要投資的子公司（台積電（中國）有限公

司、美國WaferTech公司、台積固態照明公司、台積太陽能

公司），的環境管理做法與台積公司一致。因此，對於環保

政策及相關作業準則均要求各子公司參照辦理。

台積公司的子公司積極建立環境管理系統，持續改善環保績

效，同時比照台灣的晶圓廠標準，要求其於量產後18個月內

取得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認證。

除了建立上述管理系統，台積公司亦協助非屬半導體行業的

子公司（台積固態照明公司、台積太陽能公司）針對其特有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位於台灣廠區之環保效益統計表

類別 說明 效益

推動環保計畫所節省的

費用

● 節能方案：完成35件。 665,300
● 節水方案：完成11件。 95,900

● 減廢方案：完成5件。 10,100

● 減少原物料使用方案：完成41件。 499,000

事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之

實質收入

● 包括回收廢化學品、廢晶圓、廢靶材、廢電池、廢燈管、廢包材、廢紙箱、 
廢金屬、廢塑膠及其它廢棄物。

181,000

總計 1,451,300

之化學品管理、製程設備安全、污染防治（廢水、廢氣與

廢棄物處理）等做好相關應對措施，確保其完全符合相關

法規之規定。台積公司亦要求各廠區（包括各子公司）之

各項環保績效指標需定期登錄於總公司之TSM（Total ESH 

Management）電子資訊平台中，並加以監督管理，持續進

行改善。

8.7.2  環保法規符合性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及子公司無任何重大化學品外洩、環

保違規受處罰或罰款的事件。

8.8  推廣綠色觀念與生態保育

台積公司持續在公司內外推廣環保觀念，�部推廣係藉由新

人教育訓練、E-learning、家庭日及每年「珍愛地球、由我

開始」活動。其中「珍愛地球、由我開始」活動，除了專

業環保教育課程，也在各廠區指定的佈告欄、電梯車廂、廁

所、員工內部刊物等刊登與環保相關的主題，讓同仁瞭解公

司的環保行動，也將環保概念深植於同仁的每日工作與生活

中。民國102年的主題是「幸福生活 游走綠色時尚」，從平

時生活習慣、在地飲食到低碳旅行讓同仁瞭解如何過個綠色

低碳又樂活的時尚新生活。經此一系列的活動，除強化了同

仁們的環保意識，也提高了同仁的環保行動力，目前許多部

門都會自行尋找節能、節水與減廢的機會並執行。為使同仁

能更方便取得環境保護相關宣導資料及新知，公司也於內部

設置專屬網站，永久保存相關資料並可連結至全球環境保護

相關網站。

台積公司廠區綠色時尚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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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共培訓21名師資陣容；7月21日獲得環保署認

證通過正式啟用，為新竹縣市社區、學校、公務機關提供

便利以及多元化的環境教育教學環境。民國103年將與新

竹縣政府合作「看見台灣─愛在頭前溪」活動，邀請在地

學生於頭前溪生態公園進行闖關及環境教育活動讓環境教

育向下扎根。

●  「綠色公益旅遊」活動

台積公司旅遊活動除了朝綠色旅遊型態規劃，部分旅程設

計也納入「節能減碳」與「生態文化觀光」元素，於旅程

中實行綠色生活與消費。此外也嘗試結合公益景點支持部

落產業、幫助弱勢團體，更支持在角落默默耕耘的機構，

協助他們憑自己的力量獲得該有的報酬。這些都讓同仁有

了無限感動與充滿愛的回憶。

台積公司子公司之環保推廣活動

台積公司子公司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與美國子公司

WaferTech透過環保推廣活動提昇員工環保觀念，並其維持

與政府機構及社區之良好關係。相關活動如下：

民國102年9月22日，為增進公司與周邊居民的互動，共有

11名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的志工走上街道至松江老城區

人流量較大的平高廣場舉辦了無車日知識問答公益活動，用

實際行動宣導「低碳出行、健康騎行」。兩個多小時的活動

得到了近500名市民的熱情參與和回應。

台積公司美國子公司 WaferTech 積極進行節能、廢棄物減量

與回收再利用。由於引進新的回收技術，WaferTech成功地

將超過80噸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由焚化處理轉為回收再利用，

台積公司響應世界地球日，同仁參與「淨化室內空氣品質盆栽DIY」

活動

世界環境日「在地當令食 環境真有餘」活動台積公司工作人員與民眾

互動

對外推廣部分，除了系統性地推動供應鏈的綠色管理之外，

也積極地與學術界、產業以及全球營運據點的當地政府、社

區互動，發揮企業影響力，為地球盡一份心力。除了自身做

好環境保護，也協助政府與社會進行環保行動，是公司一致

的共識與信念。

●  舉辦「2013淨化室內空氣品質盆栽DIY」活動

台積公司響應世界地球日，選擇淨化空氣效果最佳及最適

合室內栽種，具有「減碳、除污、綠美化三得利」的淨

化室內空氣植物盆栽給參與同仁，透過現場解說及DIY活

動，提供同仁在辦公室或居家生活綠美化參考依據，讓同

仁身體力行達成建立「低碳綠色時尚」的目標。

●  積極參與外部環保活動

台積公司響應行政院環保署世界環境日「在地當令食 環

境真有餘」活動，協助環保署於臺北市圓山公園廣場的花

海廣場舉辦「在地當令食 環境真有餘」嘉年華會，並透

過闖關、認識當令食材的多元、豐富的活動形式，向民眾

推廣低碳飲食，並強調氣候變遷造成糧食短缺也對環境資

源產生影響。並贈送具有「免裝電池，裝水就可發電」的

環保水能時鐘給參與活動的民眾，讓民眾身體力行達成建

立「低碳永續家園」的目標。

●  輔導新竹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台積公司持續與新竹縣政府合作，為「竹東頭前溪生態公

園」申請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導，除了民國

101年已完成七個環境教育方案，民國102年持續協助環

境教育園區現場評審時的教案解說，及規劃種子教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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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同時亦有超過150公噸的固態事業廢棄物由衛生掩埋轉為回

收再利用，全年度之液態廢化學品之總回收量則超過了630
公噸。另外，在環保觀念宣導方面，民國102年，WaferTech
舉辦第12屆年度「地球週」活動，推廣內部員工環保愛地球

之觀念。此次活動，�近高中之生態社參觀並了解WaferTech
在資源回收、節省能源與水資源所做的努力。

儘管台積公司的綠能產業子公司：台積固態照明公司、台積

太陽能公司尚在起步階段，但卻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環保、

安全與衛生管理制度（ESH）並步入軌道。台積固態照明公

司於建廠階段即採用環保建材，獲得新竹市政府頒發民間企

業與團體實施綠色採購優良企業。

保育生態

台積公司所有位於台灣的晶圓廠及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

的廠房均位於工業區內，對當地社區相關之環境影響均依循

工業區開發前即已做好的整體環境影響評估之承諾事項，持

續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台積公司持續推動的「廠房綠建築」也納入生態保育觀念。

自民國95年以來，台積公司在台灣新建的廠房不但達到了節

能、節水、減少廢棄物等綠建築標準，同時也致力於生態保

護，包含在廠區內種植原生植物、設置生態池，盡力提供昆

蟲與鳥類自然棲息環境等。如今，廠區綠地長成的樹上已是

台積公司與新竹縣政府合作設立之頭前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啟用 台積公司結合環保與公益之「綠色公益旅遊」活動─921長青

村自給自足外燴養生餐

鳥巢居處；而生態池除了台灣原生種水生植物昌盛繁衍外，

也可見到蝴蝶、蜻蜓翩翩飛舞。台積公司努力的成果正在逐

漸顯現。

雖然台積公司的美國子公司WaferTech並未位於工業區

內，但對於當地的生態仍有專責部門負責監測及維護。 

WaferTech已於民國96年成功完成了溼地十年保育計劃，共

有29英畝溼地獲得永久保育，其中的8英畝屬於加強保護之

溼地。此計劃維護了當地許多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包括河

狸、鹿、兔子、狼與多種鳥類等。

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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