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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關於年報

● 本年報內容所呈現的環保、安全與衛生績效統計範圍包括晶圓一廠、二廠、三

廠、五廠、六廠、七廠、八廠及十二廠；晶圓一廠因工廠租約於民國九十一年

三月到期而歸還工業技術研究院，故晶圓一廠之資料僅統計至民國九十一年三

月。

● 本年報之環保、安全與衛生績效並不適合做跨業別之比較。

● 本年報內容係本公司依據出版年度當時之政策法令及公司狀況所製作而成，惟

可能因時間之經過或政策法令之變更，致使年報內容之資訊不正確或不完整，

本公司特此聲明對此類之資訊，不負任何更新或修訂之責任。

● 本年報插圖之主題為台灣樹木及高山，其簡介如下：

玉山圓柏

分布在海拔 3,400 至 3,590 公尺的地域。葉三枚輪生，為披針形葉；新葉側稍

粉白。其枝幹盤札區張，樹皮表光滑，為紅褐色；毬果則似球形或橢圓形。

台灣冷杉

屬松科之常綠針葉喬木，分布在海拔 3,000 至 3,900 公尺的地域。其葉寬呈線

形，葉背有兩條白色氣帶；該毬果為深紫色，表面常凝結似白臘之樹脂膠體。

台灣鐵杉

屬松科之常綠大喬木，分布在海拔 2,500 至 3,200 公尺的地域。葉片呈平狀線

形，末端呈鈍圓狀，枝椏分叉較多，樹皮薄呈灰褐色或鐵色，樹株冠層枝條呈

水平伸展。

台灣二葉松

分布在海拔 1,600 至 3,100 公尺的地域，其葉二針一束，呈暗綠色。樹皮灰褐

色，以龜甲狀排列﹔樹幹通直，冬芽則為栗褐色，表面有鱗片保護；該毬果雌

雄同株。

台灣刺柏

屬常綠小喬木，為台灣特有，分布在海拔 2,600 至 3,500 公尺的地域。葉呈狹

線狀，前端則呈尖刺狀，於小枝上三枚輪生；其表面具兩條白色氣帶，背面則

粉白有龍骨狀凸起。

玉山圓柏



ii關於年報

玉山

位於玉山國家公園，主峰海拔標高 3,952 公尺，為台灣排名第一名之高山。主

稜脈略呈十字形，南北長而東西短，從西南向眺，玉山尖峭崢嶸；從東北向觀

之，則雍容華貴，不失第一風範。

中央尖山

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北部，海拔標高 3,703 公尺，亦為台灣百岳之列。中央尖

山南面削刻可畏，北面則平易可親，與大霸尖山同為“台灣三尖”之一。

大霸尖山

位於雪霸國家公園範圍，海拔標高 3,492 公尺，為台灣百岳排名之內，與中央

尖山同列“台灣三尖”之一。由硬砂岩層疊而成，每一面造型不同，崢嶸孤

高，山容壯麗，又有“世紀奇峰”之譽。

雪山

位於雪霸國家公園，主峰海拔標高 3,886 公尺，為台灣排名第二名之高山，台

灣府誌有“積雪瑩澈光明晴霽望之，輝白如玉”而名之雪山，四週幅射多支稜

脈，層次分明，地勢崇峻。

合歡山

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西部，海拔標高 3,416 公尺。合歡山開發極早，觀光事業

發展蓬勃，在松雪樓下方的滑雪埸屬滑雪協會及合歡山莊的寒訓中心滑雪埸，

均為冬季受歡迎的活動地點。

● 任何有關本年報訊息之諮詢方式如下：

聯絡人：黃中一

風險管理暨工安環保衛生處

地址：30077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二路6號

電話：03-578-5112轉2672

傳真：03-564-3820

E-Mail：cyhuangb@tsmc.com.tw

玉山圓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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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經理的一封信

玉山

民國九十一年底，生態保育團體陸續在七股曾文溪口發現黑面琵鷺體力衰弱無法

飛行、走動，最後發生集體暴斃的情形，此訊息不僅引起國際保育人士的關切，

也令我感到十分的震驚。黑面琵鷺是十分漂亮也是瀕臨絕種的鳥類，全世界百分

之七十以上黑面琵鷺會在台灣七股度冬，這種機會實在非常難得，因此台灣應落

實黑面琵鷺保護工作。

由於黑面琵鷺集體暴斃情形發生於經濟蓬勃發展的台灣，我們深感發展經濟一定

不可以忘記生態保護工作。台積公司今天已成為世界工業發展及經濟體系中的重

要成員之一，我們瞭解企業界要在現今注重永續經營及環境管理的國際競爭社會

中取得一席之地，對於企業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及資源永續利用，勢必有責無

旁貸的義務。

台積公司不僅要呼應政府將民國九十二年定位為「永續元年」的倡議，並將遵循

聯合國「地球高峰會—里約宣言」及「世界高峰會—約翰尼斯堡宣言」，擬定永續

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以「全球考量，在地行動」的國際共識，積極發展及引進

創新之環保、安全與衛生之管理工具與技術，提昇管理績效，營造保護環境及安

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在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台積公司過去的一年在環境保護方面持續推動環境會計、

生命週期評估、綠色採購⋯等管理專案，建立一套既環保又有效率之管理制度。

在降低職業災害與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方面，亦加強員工教育訓練、承攬商及供

應商管理工作。在風險分析與損害防阻上，除了強化緊急應變及災害復原計畫及

訓練外，在新建廠房及先進研發技術導入風險管理制度，並透過損害防阻稽核系

統，建立一套國際化風險管理制度。在這些制度的推動下，期許提升台積公司國

際競爭力，同時與政府、企業公民及一般公民聯手將台灣打造成「安居樂業、永

續發展」的明日科技島。

蔡力行

總經理暨營運長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



2公司簡介

玉山

台積公司於民國七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台積公司股票在台

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台積公司股票的存託憑證（A D R）以 TSM 為代號，在

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掛牌交易。

台積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也是規模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由於台積

公司專為客戶提供製造服務，而且絕不從事設計、生產或銷售自有品牌產品，所

以台積公司與客戶之間的商業利益沒有任何衝突，是全球積體電路業者最理想的

伙伴。

目前，台積公司在台灣設有六吋積體電路晶圓廠一座（晶圓二廠）、八吋晶圓廠五

座（晶圓三廠、五廠、六廠、七廠及八廠）以及十二吋晶圓廠二座﹝晶圓十二廠

（第一期）及十四廠（第一期）﹞。同時，台積公司另擁有三家轉投資、合資公司

的產能配合，包括在台灣轉投資的世界先進公司（ 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V I S）、在美國轉投資的 Wa f e r Tech 公司，以及

在新加坡與飛利浦半導體（Philips Semiconductor）公司所合資設立的 S S M C

（Systems on Silicon Manufacturing Company）公司。在民國九十一年，台積

公司及其轉投資、合資公司的總產能，已達全年 390 萬片八吋晶圓（約當量）。

除了致力本業，台積公司亦不忘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常積極參與社會服務，並

致力維護與投資人的關係。

台積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經驗豐富的企業家及知名學者，以維護財務誠信及高標

準的經營管理為職志。民國九十一年，台積公司邀請前英國電信（ B r i t i s h

Te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執行長邦菲爵士（Sir Peter Bonfield）及麻省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梭羅教授（Lester Thurow）擔任獨立董事，並邀請哈佛大學波特教授

（Michael Porter）為監察人。同年，董事會下設立稽核委員會，確保財務和審計

系統的完整與嚴正。

公司總部及晶圓二廠

晶圓三廠

晶圓五廠

晶圓六廠

晶圓七廠

晶圓八廠 晶圓十二廠



台灣冷杉

3

本公司成立於民國七十六年，主要業務為尖端積體電路委託製造服務，在生產過

程中須使用製程設備、矽晶片、化學品、氣體及水電能源，其日常運作管制不僅

要符合安全衛生環保法令規定，並以國際相關規範為標竿。在此前提下，本公司

之目標為「預防意外事故，促進員工安全衛生及保護公司資產，營造安全舒適的

工作環境；預防污染，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致力成為綠色企業」。為達成上述目

標，我們承諾持續改善，並做到：

1.確保員工之安全衛生及維護環境品質，是各階層主管的首要責任。

2 .遵守國內相關安全衛生環保法令，並致力符合先進國際相關安全衛生環保標

準。

3 .提供相關教育訓練及資源，提高員工對安全衛生環保之認知，並主動積極與各

階層同仁溝通並尋求合作。

4.引進國際安全衛生環保之新觀念與相關技術，以提高管理效能。

5.製程研發設備及新物料使用前，經過安全衛生環保評量，以降低風險。

6 .對供應商及承攬商在安全衛生環保議題上進行了解及溝通，以增進其安全衛生

環保績效。

環保、安全與衛生政策



4環保、安全與衛生組織

台灣冷杉

台積公司早期負責環保、安全與衛生的專責單位為直接隸屬於行政副總經理的工

安環保課。民國八十四年，因應公司的業務成長，將原環保、安全與衛生專責單

位升格為直屬於總公司之風險管理部以及隸屬於各廠區之工安環保部。風險管理

部是負責規劃、稽核以及與外部溝通的部門，除了訂定全公司性的環保、安全與

衛生規範外，並引進最佳技術來預防或解決環保、安全與衛生問題，同時又透過

系統性稽核發現潛在風險以尋求改善；而廠區工安環保部負責廠區工安環保業務

的規劃、督導及推動。民國九十年底，因台積公司組織日漸龐大，故將公司組織

重整以提昇整體管理績效，工安環保部由原隸屬於各廠區改為向各廠廠長報告。

在新建廠房部分則由新廠規劃暨工程處負責，從規劃、施工至運轉各階段，皆採

用風險管理部所提供國內法規要求及最先進的國際標準規範，不僅建立了生產技

術最先進的半導體工廠，同時亦成為合乎國際環保、安全與衛生標準的世界級廠

房。

此外，在民國八十七年台積公司成立技術委員會，此組織是由各廠區定期派員開

會，以加強各個廠區間的橫向聯繫。於民國九十年底將技術委員會更名為「技術

製造中心」，並指派專職人員成立正式組織。如此藉著各個廠區的共同參與和溝

通，使得各廠區間得以累積和分享彼此之技術及經驗；並藉由跨廠區之合作與分

工，整合各廠區的力量，將解決問題之方法最佳化，並進一步使之標準化，使台

積公司的生產規模和技術能發揮加乘的效果。技術製造中心共包括十個技術委員

會，其中環保、安全與衛生議題由廠務技術委員會負責，將環保、安全與衛生之

經驗與技術經由此技術委員會進行交流與分享。



5環保、安全與衛生組織

台灣冷杉

備註：晶圓一廠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因工廠租約到期而歸還工業技術研究院。

環保、安全與衛生組織圖



6環保、安全與衛生重要發展過程

台灣冷杉

ISO 14001 證書

OHSAS 18001 證書

時　間 主　　要　　事　　項　

民國七十六年 台積公司成立。

民國七十九年 成立工安環保課。

民國八十四年 因應公司業務快速成長，為更有效管理環保、安全與衛生風

險，成立「風險管理部」及「工安環保部」兩大主要「環保、

安全與衛生」專業部門。

民國八十五年 晶圓二廠取得「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認證。

民國八十六年 晶圓一廠、三廠及四廠取得「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認

證。

民國八十七年 成立技術委員會，其中「環保、安全與衛生」之議題由廠務技

術委員會負責，將環保、安全與衛生之技術與經驗由此技術委

員會進行交流與分享。

民國八十七年 加入 International SEMATECH 組織，透過參與此組織所推

行「環保、安全與衛生」計畫，以作為持續改善的助力。

民國八十九年 晶圓五廠取得「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認證。

民國八十九年 晶圓七廠取得「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認證。

民國八十九年 晶圓一廠、二廠、三廠、四廠及五廠取得「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 18001)」認證。

民國九十年 技術委員會更名為「技術製造中心」，並成為正式組織。

民國九十年 晶圓六廠及八廠取得「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認證。

民國九十年 晶圓六廠、七廠及八廠取得「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18001)」認證。

民國九十一年 晶圓十二廠取得「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及「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 (OHSAS 18001)」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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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水是地球上寶貴的資源，尤其是在民國九十一年初北台灣經歷嚴重的缺水危機，

政府單位緊急調度水資源，民間廠商更是勵行節約用水，共同度過缺水難關，此

時更顯現出水資源的可貴。台積公司在缺水期間對公司外部除了嚴密監視相關水

庫之蓄水量外，並與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自來水公司保持密切聯繫，以隨時進

行最適當之應變行動。在公司內部則致力於提升用水回收率，並不斷地向同仁宣

導節約用水的重要性。

由製程用水回收率來看，由於製程用水設備的調整及廢水回收設備的設置與改

善，台積公司平均製程用水回收率五年來有明顯的進步，由民國八十七年的

63.7% 成長到民國九十一年的 7 3 . 3 %。民國八十七年節省的水量約為 0.40 座寶

山水庫，至民國九十一年節省的水量約為 1.59 座寶山水庫，節省水量約成長 4

倍。台積公司未來除了致力於提升用水回收率外，亦致力於減少製程設備之用水

量，以降低對水資源之需求。為達到以上的訴求，台積公司於民國九十一年與國

際半導體研究機構 International SEMATECH 合作進行晶圓三廠化學機械研磨製

程機台用水量之量測研究，在不影響生產之條件下減少用水量，估計每年約可減

少 4,600 公噸之自來水用水量。

中央尖山

備註：1.製程用水回收率是依據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規定之公式計算。

2.標準游泳池大小為 50 公尺（長）X 25 公尺（寬） X 2 公尺（深），共有 2,500 公噸之水量。

3.寶山水庫滿水位之蓄水量為 535 萬公噸。

台積公司最近五年之節水成效表

項 目 民國八十七年 民國八十八年 民國八十九年 民國九十年 民國九十一年

平均製程用水回收率（%）1 63.7％ 63.1％ 66.2％ 69.5％ 73.3％

節省之自來水水量（萬公噸） 213 285 531 711 852

節省之標準游泳池（個）2 850 1,138 2,124 2,844 3,410

寶山水庫（座）3 0.40 0.53 0.99 1.33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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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九年初，晶圓六廠開始生產運轉，且因晶圓七廠及晶圓八廠於民國八十

九年七月加入台積公司的大家庭，使得晶圓產出量大幅提升。民國九十年因國際

經濟景氣逆轉，使得晶圓產出量較民國八十九年明顯減少。民國九十一年初，晶

圓十二廠開始生產運轉，且國際經濟景氣略為好轉，晶圓產出量稍微增加。在單

位營業額所使用之自來水水量方面，於民國九十年均較往年增加，這些都是因為

受到國際經濟不景氣影響，晶圓產出量大幅降低，且因為維持生產設備及污染防

制設備運轉均有基本用水量，故單位營業額之用水量均有增加，使得節約用水的

成效無法顯現出來。民國九十一年因各廠製程用水回收率均有提升，且晶圓產出

量及營業額均有增加，故單位營業額所使用之自來水水量有減少之趨勢。

中央尖山

單位營業額所使用之自來水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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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節約

為了減少溫室效應氣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台積公司對於持續推動節約能源措

施一向不遺餘力。單位營業額之用電量自民國九十年之 1.08 百萬度 / 新台幣億元

降至民國九十一年的 0.97 百萬度 / 新台幣億元。台積公司繼民國九十年晶圓六廠

獲得經濟部「節約能源獎」後，民國九十一年再度由晶圓八廠蟬聯獲獎，其能源

節省費用約新台幣 25,900 仟元 / 年（節省耗電量約 7,300 仟度）。

中央尖山

單位營業額之用電量



10能源與資源使用

主要的節能措施包括（以晶圓八廠為例）：

● 空調系統、排氣系統與製程用水系統使用變頻控制以控制輸出功率，依使用端

負載之需求自動調整風量或水量之供應，以減少能源之消耗。

● 實施無塵室外氣空調 (Make up Air) 供風溫度與冷卻盤管 (Dry Coil) 負載搭配措

施。外氣空調之供風溫度即以冷卻盤管控制閥開度為設定之參考，可減少用電

量 1,175 仟度/年。

● 降低無塵室外氣空調洩漏量。

● 重新施作伸縮縫、實施無塵室貨梯的梯廳門禁管制、管道間穿牆孔密封等措施

可降低外氣空調供應量，節省能源消耗，減少用電量 4,818 仟度/年。

● 更換最適規格電抗器以提高 161 KV 功率因素，可減少用電量 747 仟度/年。

● 改善酸性排氣洗滌塔排氣管以平衡無塵室兩側之負載，降低風管壓損，減少用

電量 409 仟度/年。

● 修改製程有機溶劑排氣管路，將兩套原本各自獨立之有機溶劑排氣風管系統相

連通，藉由控制風門做相互支援運用，降低風管壓損，減少用電量 91 仟度/年。

● 調降無塵室正壓設定值與降低濾網風車 (Fan Filter Unit) 轉速，可節省用電量

24 仟度 / 年。

中央尖山

二次冰水泵變頻器

管路穿孔密封，防止空調洩
漏

散熱水塔風扇變頻器

伸縮縫重新施做

散熱水塔風扇

變頻器

二次冰水泵
變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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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

台積公司所產生之廢水主要分為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兩大類，其中又以製程廢水

為主要之廢水來源。製程廢水分為一般酸性廢水、含銅廢水及含氟廢水，此三種

廢水經由管線將製程區所產生之廢水分別收集後，排放至本公司之廢水處理場進

行處理；處理完的廢水達到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之進廠標準後，排入

園區污水下水道，再匯流至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本公司廢

水處理場所產生之氟化鈣污泥主要為運送至再利用機構進行再利用；所產生之含

銅污泥均會經過事業廢棄物毒性溶出程序分析，以判斷是否為有害事業廢棄物，

作為後續妥善處理之依據。

製程廢水處理流程圖



12污染預防

台灣鐵杉

台積公司除了對各廠放流水設置連續監控設備外，每年均對廢水處理場之放流口

進行放流水水質檢測，頻率每年至少三次，其檢測結果均符合科學工業園區污水

處理廠之進廠標準。

台積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廢水水質檢測結果

晶圓二廠 晶圓三廠 科管局

四月四日 八月二日 十二月二日 一月三日 八月一日 十二月五日 標準

pH 6.5 7.6 6.7 8.2 8.2 7.6 5-10

溫度(Temperature)(℃) 24.6 31.6 25.3 20.0 23.0 23.0 35

懸浮微粒(SS)(mg/L) 15.6 243.0 20.0 28.6 112.0 13.0 300

化學需氧量(COD)(mg/L) 16.0 29.1 56.6 37.2 32.7 22.1 500

生化需氧量(BOD)(mg/L) 7.3 10.6 28.9 19.4 13.4 12.2 300

氟離子(Fluoride)(mg/L) 3.5 3.2 2.2 9.9 6.3 3.3 15

晶圓五廠 晶圓六廠 科管局

四月四日 八月二日 十二月二日 一月十五日 四月八日 八月二十七日 標準

pH 6.4 6.5 6.3 7.1 7.4 6.6 5-10

溫度(Temperature)(℃) 25.4 32.7 25.0 28.1 27.0 25.0 35

懸浮微粒(SS)(mg/L) 181.0 104.0 113.0 78.2 112.0 172.0 300

化學需氧量(COD)(mg/L) 28.0 59.9 51.9 242.0 167.0 185.0 500

生化需氧量(BOD)(mg/L) 16.2 26.2 22.6 11.8 68.1 122.0 300

氟離子(Fluoride)(mg/L) 12.1 12.0 6.3 10.9 7.4 13.3 15

廠別
檢測日期

檢測項目

廠別
檢測日期

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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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廢水水質檢測結果（續）

晶圓八廠 晶圓十二廠 科管局

二月十八日 六月五日 十月三日 一月十五日 六月四日 九月十七日 標準

pH 7.3 6.6 6.8 8.1 6.8 6.9 5-10

溫度(Temperature)(℃) 23.7 25.8 17.3 22.5 26.7 26.5 35

懸浮微粒(SS)(mg/L) 141.0 53.2 112.0 71.5 228.0 69.2 300

化學需氧量(COD)(mg/L) 90.4 126.0 54.1 181.0 285.0 213.0 500

生化需氧量(BOD)(mg/L) 27.0 41.7 14.0 111.0 69.2 114.0 300

氟離子(Fluoride)(mg/L) 5.5 7.0 1.3 7.7 5.7 7.7 15

廠別
檢測日期

檢測項目

晶圓七廠 (7A1) 晶圓七廠 (7A2) 科管局

一月四日 七月四日 十月七日 一月四日 七月四日 十月七日 標準

pH 6.8 7.4 6.7 8.6 8.3 8.5 5-10

溫度(Temperature)(℃) 23.3 28.4 25.6 21.6 28.1 26.0 35

懸浮微粒(SS)(mg/L) 78.5 27.4 7.5 47.0 7.3 3.4 300

化學需氧量(COD)(mg/L) 76.5 59.6 66.0 30.2 28.9 44.9 500

生化需氧量(BOD)(mg/L) 27.4 10.2 15.3 119.0 62.7 33.7 300

氟離子(Fluoride)(mg/L) 0.6 6.8 3.5 0.9 2.9 0.7 15

廠別
檢測日期

檢測項目



空氣污染防制

在空氣污染防制方面，台積公司不僅新增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以符合新修訂之環保

標準，並陸續於民國九十年開始擴充備用之防制設備及其備用燃料供應系統，以

期將設備故障之風險降至最低。在民國九十一年初，中國石油公司天然氣因施工

而供應中斷，此時備用燃料供應系統適時發揮功效，使污染防制設備均能正常運

轉，避免造成環境污染。

依據環保法令之規定，台積公司各晶圓廠除了對揮發性有機物有連線監控設施

外，每年並進行一次之空氣污染物濃度檢測；依據歷年來檢測結果分析，各晶圓

廠空氣污染物濃度均遠低於排放標準。

14污染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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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物污染防制設備—
沸石轉輪

酸性氣體污染防制設備—
濕式洗滌塔

台積公司民國九十一年製程排氣檢測結果

廠 別 晶圓二廠 晶圓五廠

煙囪編號 P001 P002 P003 P005 P006 P007 P008 P009 P011 P101 P102 P103 P104 P201 P202

硫酸液滴 (kg/hr) ND ND ND * * ND * * * * ND ND * * ND

總氟量 (kg/hr) ND ND ND * * ND * * * * ND ND * * ND

氯化氫 (kg/hr) ND ND ND * * ND * * * * ND ND * * ND

氯氣 (ppm) ND ND ND * * ND * * * * ND ND * * ND

氨氣 (g/s) * * * 0.379 0.256 * 0.086 * * * * * 0.061 * *

硝酸 (kg/hr) ND ND ND * * ND * * * * ND ND * * ND

磷酸 (kg/hr) ND ND ND * * ND * * * * ND ND * * ND

揮發性有機物削減率 (%) * * * * * * * 92% 95% 95% * *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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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硫酸液滴、總氟量、氯化氫、硝酸及磷酸之處理均符合「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之濕式洗滌設備之控制條件。

2.揮發性有機物之處理均符合「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之排放削減率大於90%或工廠總排放量小於 0.6kg/hr。

3.氯氣及氨氣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4.*表示此項目不需要檢測。

5. ND 表示低於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定值。

廠 別 晶圓三廠

煙囪編號 P101 P102 P103 P104 P105 P106 P107 P108 P109 P110 P111 P113 P203 P204 P209

硫酸液滴 (kg/hr) ND ND *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 ND ND ND

總氟量 (kg/hr) 0.030 0.130 * ND 0.060 0.100 0.080 0.070 0.010 0.030 0.030 * ND 0.070 0.010

氯化氫 (kg/hr) 0.210 0.210 * 0.210 * * * * * ND * * ND ND ND

氯氣 (ppm) * * * * ND ND ND ND ND * ND * ND ND *

氨氣 (g/s) 0.007 0.012 0.013 0.015 * * 0.008 * 0.010 0.039 * * 0.007 0.024 *

硝酸 (kg/hr) * * * * ND 0.010 ND 0.010 * * 0.010 * ND ND ND

磷酸 (kg/hr) * * * * ND ND 0.010 ND ND * ND * ND ND ND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 (kg/hr) * * * * * * * * * * * 0.020 0.210 * *

廠 別 晶圓三廠 晶圓八廠 晶圓十二廠

煙囪編號 P211 P212 P214 P217 P108 P110 P113 P114 P115 P002 P003 P007 P008 P009 P010

硫酸液滴 (kg/hr) ND * * * ND * * * * 0.061 0.021 0.031 0.068 * *

總氟量 (kg/hr) 0.020 * * * ND * * * * 0.061 0.004 0.010 0.062 * *

氯化氫 (kg/hr) 0.200 * * * ND * * * * * 0.280 ND 0.430 * *

氯氣 (ppm) ND * * * ND * * * * ND 0.006 0.007 0.010 * *

氨氣 (g/s) 0.066 * * * * 0.001 * * * * * * * ND *

硝酸 (kg/hr) 0.050 * * * ND * * * * 0.003 0.004 * ND * *

磷酸 (kg/hr) ND * * * ND * * * * ND ND ND ND * *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kg/hr) * 0.150 0.005 0.005 * * 0.088 0.022 0.094 * * * * * 0.084

台積公司民國九十一年製程排氣檢測結果（續）

廠 別 晶圓六廠 晶圓七廠

煙囪編號 P101 P105 P107 P109 P115 P119 P102 P106 P110 P302 P306 P308 P314

硫酸液滴 (kg/hr) ND ND * * ND * 0.017 * * 0.059 * * *

總氟量 (kg/hr) ND ND * * ND * 0.005 * * 0.008 * * *

氯化氫 (kg/hr) ND * * * ND * 0.210 * * ND * * *

氯氣 (ppm) ND ND * * * * 0.311 * * 0.184 * * *

氨氣 (g/s) ND ND * * * * * ND * * 0.015 * ND

硝酸 (kg/hr) ND * * * ND * ND * * ND * * *

磷酸 (kg/hr) ND * * * ND * ND * * ND * * *

揮發性有機物削減率 (%) * * 92% 98% * 99% * * 94% *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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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理

台積公司從事生產時所產生之廢棄物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兩

類。一般事業廢棄物包含辦公室廢棄物、一般廢溶劑和氟化鈣污泥等；而有害事

業廢棄物包含易燃性廢溶劑、廢積體電路零組件及廢硫酸、廢磷酸等。

台積公司一向秉持著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之理念，進行廢棄物之處理工作。對於可

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都積極主動的尋找合作廠商，將廢棄物送往再利用機構進行

處理；對於不能進行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則委託合法之清理機構採用焚化或掩埋

方式進行處理。

台積公司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方式

廢 棄 物 種 類 回 收 再 利 用 方 式

廢積體電路零組件 簡單粉碎及分離過程後，送至國外金屬冶煉廠進行回收

提煉稀有貴金屬（如金、鉑）。

包裝晶舟盒 研磨處理作為塑膠原料。

異丙醇 蒸餾回收作為工業級溶劑。

廢溶劑 作為水泥窯業輔助燃料。

氟化鈣污泥 作為水泥原料。

化學品空桶及空瓶 由原供應商回收重覆使用。

廢硫酸和廢磷酸 作為化工廠之原料。

廢日光燈管 將金屬及玻璃切割分類後，分別進行再利用。

辦公室資源回收 分類收集後，交由廢棄物資源回收商進行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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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一年台積公司更積極地推廣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工作，具體成效如下：

1. 持續推動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方案，民國九十一年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較民

國九十年增加 3,660 公噸。

2. 降低事業廢棄物至掩埋場進行掩埋處置量，民國九十一年事業廢棄物以掩埋方

式處置量較民國九十年減少 163 公噸。

3. 氟化鈣污泥已廣泛的作為水泥窯業之原料，因此氟化鈣污泥再利用率由民國九

十年的 19.6% 提昇至民國九十一年的 61.6%。

4. 廢溶劑送往水泥窯業作為輔助燃料，使得廢溶劑再利用率由民國九十年的

76.3% 提昇至民國九十一年的 86.6%。

5. 廢棄物總回收率也有明顯的進步，由九十年的 58.2% 提昇至九十一年的

73.9%。

歷年廢棄物總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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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鐵杉

台積公司不僅堅持將廢棄物交給合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廠商清理外，並要確實掌

握廢棄物流向，因此經常派員稽核廢棄物清除處理廠商，以確保所有廢棄物均以

合法方式進行處理，以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民國九十一年台積公司進行了 87 個廠

次稽核工作，被稽核廠商包含廢溶劑處理廠商、水泥窯業及廢空桶回收廠商等。

未來，仍繼續朝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化的方向努力，將持續推動廢氫氟酸再利用、

廚餘回收作為堆肥再利用、印表機碳粉匣回收再利用、 N -甲基- 2 -呲咯酮 ( N M P,

N-Methyl-2-Pyrrolidinone) 再利用等工作。

歷年廢棄物再利用量

氟化鈣污泥收集區 廢硫酸桶槽暫存區 資源回收箱 廢溶劑收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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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鐵杉

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減量

隨著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國際性環境議題被重視，針對半導體製程所

使用的三氟甲烷 ( C H F
3
)、六氟乙烷 ( C

2
F

6
)、六氟化硫 ( S F

6
)、四氟化碳 ( C F

4
)、全

氟丙烷 ( C
3
F

8
)、八氟丁烯 ( C

4
F

8
)及三氟化氮 ( N F

3
)等全氟化物 ( P F C s ,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的排放量管制活動，已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TSIA,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Association) 及世界半導體協會

(WSC,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的一個重要課題。

台積公司於民國九十年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簽署「全氟化物排放減量協議書」，

協議書中要求民國九十九年全氟化物排放減量至民國八十六年與民國八十八年排

放量平均值的 90 %。為了達成以上目標，台積公司制定全氟化物排放減量政策及

展開一系列相關活動。在政策方面制定了「台積公司全氟化物排放減量程序書」，

成為台積公司推動全氟化物排放減量之準則，程序書明確規範全氟化物排放減量

之相關單位執掌和減量之策略、方法及目標。

基於「台積公司全氟化物排放減量程序書」之要求，裝設全氟化物處理設備是達

到排放減量目標之最有效方法。因此台積公司成立了評估小組，此小組是由設備

部門、廠務技術委員會所屬工安環保組及風險管理部所組成，此評估小組主要評

估內容如下：

1. 全氟化物處理設備的去除方式及去除效率是否符合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及世界

半導體協會之要求，其去除效率需達 90% 以上。

2. 處理設備是否符合安全與衛生考量。

3. 運轉之成本效益考量。

依據上述的要求，評估小組首先針對處理設備之處理方式進行篩選。基於安全考

量，將燃燒處理方式予以排除，並選擇觸煤及電漿等兩種處理方式進行評估。民

國九十一年評估小組成員已經訂定全氟化物處理設備去除效率之規範，並且已完

成處理設備書面評估。同時協調晶圓三廠、七廠及八廠進行全氟化物處理設備去

除效率測量及相關運作成本估算，此項評估將於民國九十二年完成。完成並通過

測試之處理設備，將成為台積公司可選用之全氟化物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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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會計

環境會計是將公司營運時與環境相關之直接及間接成本予以辨認、量化及統計的

制度，對內可將會計之成本效益觀念應用在環保計畫之評估，做為公司營運及對

環保相關政策決定之參考；對外則可揭露相關資訊以達成和政府及相關團體溝通

之目的。台積公司於民國九十一年開始推動並建立環境會計制度，以推行具效益

的環保活動為主要目的，掌握公司從事環保相關活動所發生的成本及評估執行環

保措施成效。

台積公司於民國九十一年聘請日本大阪大學顧問，引進日本政府及企業界推展環

境會計之經驗，並且將台積公司現行之環境會計制度與分類科目做適當的修正，

對於定義不明確及不屬於環境會計範圍之科目一一澄清，不足的部分則新增會計

科目（如綠色採購、環境復育及罰款費用等）。此外，台積公司亦結合環保計畫之

經濟效益評估與現行環境管理系統，藉由統計各廠區環境管理方案之環保與經濟

效益，建立效益評估制度。

大霸尖山

台積公司環保效益統計表
統計期間：從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貨幣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說 明 效益

1. 事業廢棄物回收效益 包括回收廢棧版、包裝材、晶片盒、晶片、電腦及週邊設備、 5,990

日光燈管、金屬材料等。

2.事業廢棄物減量效益 減少各類事業廢棄物產生量所節省之廢棄物處理費用。 851

3.節省能源與資源耗用效益 減少電力與水資源耗用所節省之費用。 26,149

總計 3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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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環保支出統計表
統計期間：從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貨幣單位：新台幣仟元

環保成本項目分類 說 明 投資金額 費用

減輕環境負荷之直接成本

● 污染防治成本 空氣污染防制費用、水污染防治費用、 1,102,688 718,729

其他污染防治費用。

● 節省資源耗用成本 節省資源（如水資源）所花費的成本。 9,169 20,079

● 事業廢棄物和辦公室一般 事業廢棄物處理（包括再利用、焚化、 0 52,291

廢棄物處理、回收費用 掩埋等）費用。

減輕環境負荷之間接成本 (1) 員工環保教育支出。 308,068 401,702

（環保相關管理費用） (2) 環境管理系統架構和認證取得費用。

(3) 監測環境負荷費用。

(4) 採購環保產品所增加之費用。

(5) 環保專責組織相關人事費用。

減輕環境負荷之社會活動支出 (1) 贊助環保活動及設立環保基金等相關 0 4,908

（環保相關社會活動成本） 社會活動費用。

(2) 環保廣告支出。

其他環保相關成本 (1) 土壤整治及自然環境修復等費用。 0 60

(2) 環境污染損害保險費及政府所課徵

環保稅和費用等。

(3) 環境問題和解、賠償金、罰款及

訴訟費用。

總計 1,419,925 1,19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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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評估

為順應未來客戶之需求，提供產品之「環境特性說明書 ( E c o - p r o f i l e )」及降低產

品在各個階段之環境衝擊，台積公司於民國九十一年委託工研院進行「生命週期

評估計畫」。此計畫以生產八吋晶圓為對象，包含矽砂開採、晶片製造、積體電路

(晶圓)製造等作業，即整個從搖籃 (供應商原物料之開採及製造 )到大門(台積出貨)

的過程，對其能源、原物料和環境污染排放物進行數據收集與運算。

依據盤查的結果，原物料使用量最大者為水，其次為空氣、煤及原油，但空氣目

前仍視為可再生之資源，所以沒有耗竭的問題。按初步之權重分析，每片八吋晶

圓環境衝擊類別最重要的是水資源的耗用，其次是能源耗用，再次是對水中生物

之毒性與溫室效應。

此計畫建立了八吋晶圓製造之「環境特性說明書」及其相關的環境負荷值，未來

若客戶有需求時，可即時提供。預計在民國九十三年建立台積公司所有廠區之

「環境特性說明書」，同時亦將建置台積公司生命週期評估軟體，進一步根據評估

結果提供廠區改善建議及產品與製程設計之參考。

大霸尖山

八吋晶圓製造之各種環境衝擊類別之負荷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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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

台積公司在民國九十一年推動綠色採購制度，完成「台積公司綠色採購程序書

(TSMC Green Procurement Procedure)」。希望藉由提倡使用環保產品及對供

應商之環保要求，減少公司活動及產品製造過程所產生之環境衝擊，以達成與供

應商共同邁向永續經營之目標。

綠色採購程序中對於使用環保產品的做法為推動使用具有環保標章之辦公室用

品，如再生紙、再生碳粉匣、省能源之電器等。對供應商之環保要求則包括要求

其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並取得驗證；此外，對於產品中有害物質的管控，亦參考美

國電子工業聯盟 (EIA, Electronic Industries Alliance) 所建議之有害物質種類，

包括：石棉類、破壞臭氧層物質、多氯聯苯類、重金屬類、乙烯醚酯類、有機磷

類、含鹵素耐燃劑、氯化石蠟、鄰苯二甲酸鹽、偶氮類及聚氯乙烯等物質，建立

有害物質調查清單，調查供應商所供應之原物料是否含有害物質，進而加以管

控，避免產品中含有禁用之有害物質。

大霸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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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低頻電磁場量測

據媒體報導，長期曝露在高電磁場之作業人員，可能造成白血病及腦瘤等病變，

為避免職業病的發生，消除員工疑慮。於民國九十一年台積公司針對台灣區廣範

使用的 60 赫茲極低頻電力的電磁場進行量測，量測區域包括辦公區、生產區、維

修區、變電站等區域。根據磁場與電場量測結果顯示所有量測數據均不超過國際

半導體設備材料組織 (SEMI,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及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CGIA,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所定的建議標準值。

大霸尖山

值班室及監控室 一般機台操作區

人員操作區量測結果

電力設備

機台維修區量測結果

一般機台維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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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小時輪班工作對血壓的影響研究

根據文獻顯示，長期上夜班的人員血壓較高，且其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高於

上日班的人員。台積公司採十二小時輪班作業生產，為瞭解是否會直接造成心血

管短期之負荷，因此希望針對現場輪班工作人員進行研究，調查輪班工作是否對

血壓及心搏狀況之變化造成短期影響。

民國九十一年台積公司與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合作進行研

究，以 24 小時血壓心脈儀抽樣進行血壓變化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白天工作者

在白天工作時所量測到的收縮壓是最高，而晚上休息時血壓值則下降至最低；即

當工作後獲得休息，可使血壓下降，心臟可以獲得適度的休息，使得心臟的負荷

減小；夜班工作者工作後休息則呈現出血壓值比工作時來得高的現象；由此得

知，原本工作後的休息，應該會降低血壓，提供心臟適度休息，但是上夜班後的

休息，心臟無法減少負擔，反而增加負擔，所以長期從事輪班之下，發生心血管

疾病的風險有增高的可能。

針對此一發現，台積公司積極地向輪班員工宣導，以培養運動習慣、減少抽菸、

規律作習、班別調整來降低危害。

大霸尖山



大霸尖山

台積公司自從民國八十五年各廠區陸續獲得 ISO 14001 認證，民國八十八年陸續

獲得 OHSAS 18001 認證；民國九十一年六月晶圓十二廠更在通過開工檢查半年

後，同時獲得 ISO 14001 / OHSAS 18001 認證，台積公司在獲取認證後，仍秉

持著 ISO 14001 / OHSAS 18001 的 Plan-Do-Check-Act 持續改善的精神，不斷

地鼓勵員工提出管理方案以實際行動將存在的問題加以改善來降低潛在的環保、

安全與衛生風險。

民國九十一年由於各廠區推動 ISO 14001 活動，所完成之環境管理方案共有 5 7

件，其中在污染防治方面，增加污染防治設施，於運轉產生異常狀況時，避免造

成環境污染；在能源與資源節約方面，加裝省電裝置，節省能源之耗用；在廢棄

物管理方面，進行相關減廢活動，減少紙張及投影片使用、減少廢空桶和氟化鈣

污泥等廢棄物之產生；而在清潔生產方面，改善光阻液供應系統以降低光阻液使

用量、調整製程參數以減少氫氟酸使用量、修改製程設備氣體供應管路，並以

C
3
F

8
取代 C

2
F

6
降低溫室效應之影響。

在推動 OHSAS 18001 活動方面，民國九十一年所完成之安全衛生管理方案共有

127 件，包括作業環境監測、化學品洩漏預防、地震危害預防、火災爆炸危害預

防、人員碰撞危害預防、電器安全、預防保養及危害防阻等。

26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歷年 ISO 14001 管理方案完成件數 歷年 OHSAS 18001 管理方案完成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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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統計分析

藉由廠內安全衛生觀念宣導及活動的進行，民國九十一年台積公司有關職業災害

之各項指標皆較民國九十年呈現下降之趨勢，且遠低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簡稱勞

委會)所公佈之全國性指標。台積公司持續且積極地推動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計畫，

進一步將安全衛生理念，落實於全體員工日常工作的行為當中。詳細說明如下：

台積公司之職業災害統計分析資料，係依據勞委會所公佈之職業災害統計指標，

選擇下列三類做為台積公司職業災害績效評量之指標。

● 職業災害千人率（每千名勞工發生失能傷害職業災害之件數）

● 百萬工時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次數乘 1,000,000 除以全年總工時）

● 百萬工時失能傷害嚴重率（失能傷害日數乘 1,000,000 除以全年總工時）

備註：統計數字均不含交通意外事故。

1. 職業災害千人率

由民國八十八年的 3.24 下降至民國九十一年的 0 . 6 8，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皆

低於勞委會所公佈之民國九十年度全國職業災害千人率。

台灣二葉松

台積公司職業災害千人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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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萬工時失能傷害頻率

由民國八十八年的 1.45 下降至民國九十一年的 0 . 2 6，低於勞委會所公佈的民國

九十年全國百萬工時失能傷害頻率 1 . 8 7。美國勞工統計局 (BL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所公佈之民國九十年美國半導體業界之失能傷害頻率為 6 。

註: 美國勞工統計局採用之傷害頻率係為每二十萬工時；所列之數據己經過換算為

每百萬工時之失能傷害頻率。

台灣二葉松

台積公司歷年失能傷害頻率比較圖

3. 百萬工時失能傷害嚴重率

由民國八十八年的 6 下降至民國九十一年的 1，遠低於勞委會所公佈的民國九十

年全國百萬工時失能傷害嚴重率 187。

台積公司失能傷害嚴重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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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及供應商管理

台積公司每年不斷成長，有賴於承攬商及供應商全力配合。民國九十一年全年共

有七十六萬人天承攬工時（平均一天約二千一百人），相較於民國九十年成長了

3 3 %，此大量進出之承攬商及供應商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安全衛生才能得以確

保。

民國九十一年完成整合全公司門禁管制系統，使得各廠門禁管制資料庫得以連

線，更發揮電子化管理的功能，在此單一資料庫的環境下完成所有進廠施工人員

電腦資料建檔；整合承攬商教育訓練資源，以避免各廠區自行舉辦訓練而所造成

的資源浪費；同時可管制嚴重違規之承攬商人員進入各廠區作業；除此之外，記

點制度之實施、協議組織施工前會議之落實、承攬商安全衛生制度輔導等措施，

均有效地降低意外事故的發生。

台灣二葉松

承攬商意外事故統計表

民國八十七年 民國八十八年 民國八十九年 民國九十年 民國九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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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管理

為落實勞委會「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定，並針對國際間相關組織所關切

之禁用或限用化學物質進行更有效之監督與管理，民國九十一年起建立以電腦化

機制進行新化學物質之環保、安全與衛生審核。當使用者提出新化學物質採購申

請時，即需遵循新物料評估程序，經通過內部相關部門進行新化學物質之品質及

環保、安全與衛生等評估程序後，才得以進行採購。

1. 物質安全資料登錄

於新化學物質評估中，要求供應商檢覆該化學物質之原廠物質安全資料，並於系

統中登錄該物質之品名與廠商資料表、成分資料、危害辨識資料、物理及化學特

性、急救措施、滅火措施、洩漏處理方法、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暴露預防措

施、安定性及反應性、毒性資料、生態資料、廢棄物處置方法、運送資料、法規

資料及其他共十六個項目。

2. 審核及篩選列管化學物質

供應商登錄化學物質成分時，系統即進行比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CWC, Chemical Weapon Convention)、美國

電子工業聯盟 (EIA, Electronic Industries Alliance)及歐盟之危害物質管制

(RoHS,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法案等所關切之 517 種禁用或限

用化學物質，並自動給予警示，俾使化學物質尚未進入台積公司之前，即予以受

到管制。

3. 物質安全資料查詢

目前台積公司物質安全資料系統中，已登錄 458 筆公司內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安全

資料，並建構於台積公司內部網路中，供廠內使用者直接查詢及列印。

台灣二葉松

物質安全資料查詢列管化學物質篩選

系統顯示此化學

物質為列管物質



台灣二葉松

健康促進活動

為增進員工身體、心理、社會及心靈方面的完美狀態，健康促進課秉持專業服務

的精神，提供了一系列健康促進服務。

健康促進服務內容涵蓋每一層面的需求：除了每年規劃體檢項目外，並針對員工

健檢結果異常的項目，規劃許多改善的活動，例如：在廠內對有心血管危險因子

者提供頸動脈超音波檢查、肝功能異常者提供腹部超音波檢查、異常項目之複

檢、追蹤與保健諮詢。另舉辦女性同仁子宮頸抹片及乳房檢查、減重班、健康伸

展操、流行性感冒疫苗接種、穴道按摩及各種健康講座與衛生教育。

在設施方面已設立晶圓五廠與晶圓十二廠門診、體適能教室、心理諮商室、集乳

室等，並已進行籌設牙科門診中，提供員工更多關懷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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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活動

參加人次表

活動名稱 參加人次

穴道按摩 422

捐血活動 617

高血壓量測 16,086

肝炎疫苗 52

婦癌防治篩檢 1,242

腹部超音波 1,966

運動活力營 227

主管活力營 37

流行性感冒疫苗 3,777

頸動脈超音波 206

抽血活動

養身術保背之道 1,497

運動營養講座 1,173

總計 27,302

心理諮商宣傳海報 集乳室宣傳海報

晶圓五廠健康中心門診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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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風險評估

半導體生產所使用的設備由設計、操作至廢棄均需考量到環保、安全與衛生以及

生產中斷所產生的問題，以確保人員的安全及避免財產的損失，以達到企業永續

經營的目標。因此台積公司所購買之新機台均需在進廠前通過國際半導體設備材

料組織 (SEMI,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的

SEMI S2 要求規範。SEMI S2 是供應商及使用者在評估半導體設備是否符合環

保、安全與衛生的指導方針，這個指導方針是參考許多國際法規及標準，針對半

導體產業使用設備所制定的一套設計基準，並作為設備製造商的參考。

採用SEMI S2 的目的在於消除或控制整個設備系統的安裝、操作、維護、服務及

廢棄等有害的因子。本指導方針不允許所有可預見的單點(例如：設備之零件)失效

或是操作失誤而導致人員、設施或人群暴露於會導致死亡、重大傷害以及設備危

害的危險下。

機台進行安裝時是半導體廠風險最高的時期之一，為使各廠區機台的安裝與廠務

系統的連接均符合安全需求，因此訂定「機台裝機安全檢查管制程序」，範圍則包

括所有需與廠務系統連接之新機台的安裝作業。機台安裝時為確保各項功能及安

全措施可以符合設計上的要求，「機台裝機安全檢查管制程序」要求完成三個階

段檢查，並在完成檢查後於機台標示「裝機安全檢查完成」。

針對既有設備之搬遷及除污作業，制定「設備搬遷、安裝及除污安全環保程序」，

以符合環保、安全與衛生之規範，並作為與危害性物質接觸設備之移機安全作業

準則，使設備搬遷及除污之風險降至最低。

雪山

台積公司十二吋晶圓設備符合 SEMI S2 機台數量統計圖

需持續改善
19%

已通過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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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

緊急應變計畫的規劃及執行需要整體性的考量及不斷的更新與演練。台積公司的

緊急應變措施包括第一時間意外事故的處理（或稱為緊急應變時期）、危機管理階

段與災害復原計畫。

台積公司在總公司設置災害應變組織，並且訂定「災害復原計畫指導方針」以作

為各廠區及支援部門緊急應變的遵循方向。各廠區亦訂定災害復原計畫，針對可

能發生的意外事故，制定相關的應變及配合措施。

在民國九十一年，各廠區不僅成功地完成年度緊急應變演習，並且依據「災害復

原計畫指導方針」，執行每兩年一次災害復原計畫演習，總共有 166 人次參與訓

練，參與人員包括廠長和製造、工程、採購、資訊技術、人力資源、財務、會

計、廠務及工安環保等相關部門主管。

晶圓廠遭遇強震時，建築物內部人員必須依照「緊急應變程序」撤出室外；地震

過後，又需在極短時間內初步評估建築物有否嚴重損傷，並決定第一波廠務、工

安環保、設備部門人員能否立即進入建築物內做初步震後緊急檢視。因此訂定

「台積公司建築物震後危險度緊急初級評估程序」，平日先期訓練經指定之評估人

員，以協助各廠工程師及主管在強震之後，得以快速判斷建築物是否允許其他人

員進出；其檢視結果除供廠區主管決定所有人員應否即時回崗位回復工作外，亦

可做為後續外部延聘結構技師進行專業檢查之參考。

雪山

災害復原計畫演習─開會針對可能
災害，提出緊急應變措施

緊急應變演習─應變小組穿著個人
防護裝備，準備進入無塵室搶救

消防滅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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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廠房風險管理系統導入

台積公司新建廠房設計是依據現代最佳之風險管理標準，在新建廠房設計到完工

階段，由新廠規劃暨工程處與風險管理部密切配合執行設計資料檢討及工程品質

察勘。由於在新建工程設計初期即導入風險管理系統，因此可以減輕未來潛在修

改成本及工期延誤之損失。在民國九十一年，對於新建廠房之設施及系統制定相

關設計安全要求，包括自動物料運送系統、防火隔間牆、防震設計、工地消防規

定、設備風險評估及製程危害評估系統，以提供建廠小組清楚的設計規範。

雪山

新建廠鋼結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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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Triple A) 財產損害防阻評估制度

AAA 是一個財產損害防阻評估制度，此評估制度可細分為 27 個項目，其涵蓋範

圍包括消防安全管理系統、消防設備及半導體原物料輸送儲存系統等。

此評估制度建立員工對火災防護之認知，藉由簡單明瞭之評估標準使抽象的損

失、預防觀念深入工廠之每一個角落。評估等級具有標準化之功能，可使管理階

層明確瞭解各單位或工廠間之執行成效，並協助管理階層建立有關工廠改善計畫

之優先次序，以提昇工廠安全保護層次，達到世界級之標準；並可將損失預防之

觀念融入公司之企業文化內，進而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自從民國八十四年引進 AAA 計畫以來，藉由不斷地提出降低風險計畫及執行相

對改善方案，於民國九十一年時努力成果得到 AAA 多項的肯定。晶圓五廠連續

五年蟬聯 AAA 最高榮譽，而晶圓六廠也連續三年達到 AAA 最高標準，同時晶圓

十二廠也連續二年獲得 AAA 最高榮耀。AAA 的肯定再次證明台積公司於災害防

阻工作上所做的努力，未來各廠亦將持續改善，以降低營運風險。

雪山

台積公司歷年獲得 AAA 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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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危害評估資料庫

為符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台積公司針對新建

廠、製程修改或每五年執行製程危害評估等作業，將各廠區所累積之製程安全評

估的經驗資料，加以收集、彙整及分類，配合國內外相關安全規範，發展製程危

害分析診斷模組專家系統。其架構主要分為初步危害分析自動化診斷模組及製程

危害分析診斷模組。

本製程危害評估資料庫效益如下：

1. 針對各模組，協助使用者藉由專家知識庫所提供的資訊，更快速、有效率的完

成風險分析。以期能降低事故之發生機率，進而提高廠內安全。

2. 針對評估類型相近之機台，利用製程危害分析診斷模組專家系統，將可同時降

低未來執行每部機台評估之費用及人力約 50%。

雪山

製程危害分析診斷模組專家系統

製程危害分析診斷模組專家系統

初步危害分析自動化診斷模組

製程危害分析 (HazOp)診斷模組

廠務系統 製程系統

是否為高危害機台 初步評估報告

半導體機台相對

危害等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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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刺柏

配合著晶圓廠生產、設備及人員的增加，台積公司應用電腦化系統於環保、安全

與衛生管理上，除了有效的落實 ISO 14001 / OHSAS 18001 的 Plan-Do-Check-

Act 持續改善精神，並將環保、安全與衛生之相關資訊得以流通，達到資訊共享

及經驗交流的目的。

民國九十一年完成的電腦化系統包括：

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方案系統

管理方案為實現環保、安全與衛生政策中進行

持續改善承諾的工具，透過電子化的流程對各

類的環保、安全與衛生之持續改善專案進行有

效的控管。

環境考量面鑑別及安全衛生風險評估

管理系統

提供環境考量面鑑別及安全衛生風險評估工

具，讓使用者藉由簡易問項的設計迅速進行各

項鑑別與評估。此系統亦同時具備修改舊案件

功能，使系統中的評估案件能隨製程的修改而

同時變更。

異常事件通報調查管理系統

縮短異常事件會簽及通報時間，且有效追蹤改

善預防措施，並提供各廠區預防同質性意外事

故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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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刺柏

法規暨外部溝通登錄系統

透過電子化的流程對各類的環保、安全與衛生

之法規及溝通進行有效的執行控管，使各廠區

在環保、安全與衛生作業上不僅能符合法規之

需求，更能進一步提供員工在工作時之環保、

安全與衛生的保障。

物質安全管理系統

使用者藉物質安全管理系統，快速取得台積公

司所有危害性化學物質相關之安全處理、緊急

應變及污染防治等資訊。此外，此系統連結新

物料/供應商評估系統，於採購階段即施行新化

學物質之環保、安全與衛生審核，有效的管理

及控制潛在之化學物質危害。

製程危害評估資料庫

將各廠區所累積之製程安全評估的經驗資料，

加以收集、彙整及分類，配合國內外相關安全

規範，發展製程危害分析診斷模組專家系統，

可降低未來執行每部機台評估之費用及人力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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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安全與衛生教育訓練之推行主要以法規及配合廠區作業之實際需求，進行

課程之安排及實地操作。主要課程包含：

1. 新進人員環保、安全與衛生教育訓練 (2,579 人次，15,474 小時)

2. 新進暨晉升主管安全衛生訓練 (118 人次，708 小時)

3.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 (314 人次，5,966 小時)

4. 特定化學作業主管訓練 (367 人次，6,973 小時)

5. 現場安全衛生監督人員訓練 (219 人次，4,161 小時)

6. 各類污染防治專責人員訓練 (17 人次，1,365 小時)

7. 緊急應變(基礎)訓練 (1,093 人次，5,465 小時)

8. 緊急應變(進階)訓練 (539 人次，1,093 小時)

9. 金山消防安全訓練 (662 人次，11,916 小時)

10. 合格急救人員訓練 (718 人次，2,154 小時)

此外，為使員工能在任何時間及地點都能學習環保、安全與衛生之知識，台積公

司採用電子化學習 ( e - L e a r n i n g )網站，將相關的環保、安全與衛生課程納入網路

教學。民國九十一年間，共計有 18 種環保、安全與衛生課程，計 5,079 人次完

成修習。

台灣刺柏

電子化學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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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於民國八十三年起，為響應四月二十二日世界地球日活動，提昇全體員

工環境保護意識，喚起更多人關懷地球的心，特於每年四月舉辦各類動態及靜態

之環保活動，使員工在參與活動的同時，也能把環境保護的觀念融入生活，動手

“做”環保。

為了提昇員工之環境保護意識及工作安全認知，台積公司除了持續推動各項環

保、安全與衛生活動外，並積極主動參與及協助科學工業園區及環保單位舉辦環

保、安全與衛生相關活動，民國九十一年參與相關活動如下：

協助環保單位舉辦活動

● 協助新竹縣環境保護局舉辦稽查人員訓練。（二月五日）

● 協助並參與新竹縣環境保護局舉辦移動式機車排氣檢測活動。

（五月二十九、三十日及六月四至七日）

● 協助台北縣環境保護局舉辦環保設施參觀活動。（八月十二日）

● 協助環境保護署舉辦事業廢棄物處理績優工廠示範觀摩會。

（十一月二十五日）

參與科學工業園區工安環保活動

● 參與並舉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工安環保月生態活動—探索高峰植物園。

（八月二十五日及九月八日）

● 參與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環境維護競賽活動。（九月）

● 參與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敦親睦鄰及工安環保月活動。（十一、十二月）

舉辦地球日及環保月活動

● 舉辦世界地球日參觀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焚化廠活動。（四月二十二日）

● 舉辦環保月活動。（四月）

台灣刺柏

世界地球日參觀新竹市焚化
廠活動

舉辦移動式機車排氣檢測活
動

協助新竹縣環境保護局舉辦
稽查人員訓練

舉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工安
環保月生態活動—探索高峰
植物園



41獲獎事蹟

台積公司過去五年榮獲政府有關單位頒獎以表揚在環保、安全與衛生方面的努力

及成果。

合歡山

晶圓七廠榮獲「污染防治設
施操作維護績優工廠獎」

晶圓八廠榮獲「節約能源獎」

晶圓三廠榮獲「企業環保
獎」，廠長獲總統接見

「企業環保獎」獎牌 「污染防治設施操作維護
績優工廠獎」獎牌

晶圓八廠及十二廠榮獲「勞
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牌

「節約能源獎」
獎盃

時　 間 獎 項

民國九十一年 環境保護署「企業環保獎」

民國九十一年 經濟部工業局「污染防治設施操作維護績優工廠」

民國九十一年 經濟部「節約能源獎」

民國九十一年 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績優單位」

民國九十一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民國九十一年 勞工委員會新制「榮譽安全衛生自護單位」

民國九十年 經濟部工業局「污染防治設施操作維護績優工廠」

民國九十年 經濟部「節約能源獎」

民國九十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民國九十年 勞工委員會「自護制度三年榮耀優良單位」

民國八十九年 經濟部「工業精銳獎」

民國八十九年 經濟部工業局「污染防治設施操作維護績優工廠」

民國八十九年 勞工委員會「全國推動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

民國八十九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

民國八十八年 環境保護署「企業環保獎」

民國八十八年 經濟部及環境保護署「全國工業減廢績優工廠」

民國八十八年 經濟部「節約能源獎」

民國八十八年 勞工委員會「全國推動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

民國八十八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民國八十八年 勞工委員會「自護制度三年榮耀優良單位」

民國八十七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42未來的期許

雖然民國九十一年為經濟不景氣的一年，但台積公司在推動環保、安全與衛生工

作上仍相當積極，各項新的管理制度及技術也不斷推行展開。這一年來台積公司

的努力也為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所肯定，獲得多項政府機關有關環保、安全與衛

生的獎項，更第三度獲得最佳企業公民責任獎，顯示台積公司對台灣經濟發展的

影響力。

展望民國九十二年，台積公司將依循誠信、客戶服務導向、創新及承諾之核心價

值觀，持續推展各項環保、安全與衛生活動。同時也秉持著董事長張忠謀先生的

理念，堅守「企業公民」身分：對環境生態保護、提升資源利用效益、提供優質

的工作環境需盡心盡力，以建造一個安全、健康、舒適且永續經營的環境。

一如往年，台積公司將依循「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及「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OHSAS 18001)」的精神持續改善，並積極參與國際環保、安全與衛生的活

動，也參酌國際其他公司的做法不斷改進，這不僅使台積公司在製程技術上領先

同業，也在環境、安全與衛生等各方面與全球同步。台積公司將持續推動下列環

保、安全與衛生工作：

1. 在環境保護方面，將推展污染預防、節約能源與資源、環境會計、生命週期評

估、綠色採購及綠建築等工作及專案，致力成為一個綠色企業，並實現企業永

續發展之目標。

2. 在安全與衛生管理方面，將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增進輻射安全管理、強化稽核

機制、增進人員行為安全、執行電子化作業、職業病預防及健康風險分析等專

案，以達到零事故、零災害及零職業病之目標。

3. 在風險管理方面，將導入供應鏈風險管理、新技術研發製程與廠務危害評估及

管理、機械設備風險管理制度，以達成持續降低意外事故之目的。

合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