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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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則向董事會報告。

8.3.1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總策略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之策略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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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善盡公司的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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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管理架構

氣候變遷

外部溝通與報告

綠色供應鏈

調適

綠色產品（低耗能、低耗水、低耗化學品積體電路產品）

員工教育訓練

減緩

全氟化物排放減量

節能節水

綠建築

颱風、水患、缺水、供水供電中斷

廠務系統

製程機台

辦公室

新建廠房

既設廠房

新機台

舊機台

公司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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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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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建議政府承認在法規訂定之前

產業經第三者查證之自願減量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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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發生的頻率愈來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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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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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民國

九十八年，全球最大零售公司沃爾瑪宣佈要求其所有供應

商在五年內都必須取得產品環保標籤；電子工業公民聯盟

（Electr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成員也要

求供應商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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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求與協助上下游主要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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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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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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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於民國八十九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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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台積公司亦向行

政院環保署申請先期減量額度，期望在未來取得後，可做

為本身擴廠或碳交易使用，為公司帶來效益。

●  產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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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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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使全球對於綠能產業的需求

更為顯著。台積公司自民國九十八年起，開始從事固態照

明裝置及其相關應用產品與系統，以及太陽能相關技術

與產品之研究開發、設計、製造與銷售。民國一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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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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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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自民國九十七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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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於民國九十四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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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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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一年，美國WaferTech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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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民國一百零六年減量20%的目標，WaferTech亦

積極參與美國半導體協會的定期會議。

台積公司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歷年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結果如

下圖所示。

台積公司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244,432 315,405 323,856 271,644302,118
1,249,088 1,344,830 1,046,806 1,291,6621,382,878 

0.00338 0.0030.00431

0.00626

台灣廠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海外廠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所有廠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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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子公司WaferTech亦依據美國環保署eGRID公告係
數修正計算。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積公司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

177,242 208,586 275,898 304,216144,351
1,632,421 2,048,718 2,345,625 2,738,5981,589,727

0.006 0.0060.006

0.007

台灣廠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海外廠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所有廠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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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民國九十五年起，台積公司參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專案，每年揭露台積公司位於台灣地

區所有廠區之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資訊，並取得符合ISO 

14064-1標準的第三者驗證，最後自願性地將結果申報給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及行政院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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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九十四年起，台積公司參與非營利組織碳揭露計

劃（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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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project.net /en-US/

Pages/HomePage.aspx）中查詢相關資訊。

●  自民國九十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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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民國九十七年起，台積公司每年均發行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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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r f  l u o r i n a t e d 

Compounds, PFCs）是半導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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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氟丙烷（C3F8）

及八氟環丁烷（C4F8）等。經過多年的努力，台積公司於民

國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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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年及八十八年的平均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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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達成民國

一百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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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九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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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安全環保人員共同

努力，制定節能指標並擬定五年行動計劃，以有效降低能

源消耗，並設法達到更佳的單位能耗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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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國一百零一年主要節能措施

民國一百零一年，台積公司持續成功地將各項節能措施導

入既有廠區，成效卓著，其中更有幾項已經成為新廠設計

的標準做法。主要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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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系統

◆  先進廠全面導入ISO 50001，以更全面性進行能耗評估，作為改善依據。

2. 節約用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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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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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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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善既有廠區冷卻水塔風筒，以減少飛濺損失。

◆  外氣空調箱採低壓損濾網及導流板最佳化，降低風車負載。

◆  外氣空調箱之外氣水洗幫浦由全載啟動改為依外氣狀態變頻控制。

◆  廢氣處理洗滌設備（Local Scrubber）之各項水電氣的減量。

◆  針對機台氣密做進一步改善，以降低抽氣量，降低排氣系統的負載。

◆  針對新設電腦機房，導入綠機房作法，採冷熱通道分流設計。

◆  使用熱效率較高之熱泵（Heat pump）代替熱水鍋爐作為熱超純水的熱源，有效降低能源消耗。

◆  減少或停用廢氣處理洗滌設備（Local Scrubber）之製程冷卻水，達到相同溫度控制的效果並有效降低耗電量。

◆  停止部分區域之泵浦運轉，利用廠區的高程差輸送自來水或廢水，達到節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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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回收能源

◆  在冬季以冰水主機出口設置熱回收熱交換器，以廢熱加熱自來水，減少天然瓦斯消耗。

◆  以製造潔淨乾燥空氣（Compressed Dry Air）過程中產生之廢熱加熱超純水，有效利用原本排放至環境

之熱能。

◆  台積電（中國）在超純水生產過程新增原水預熱系統，通過增加原水一次加熱環節，回收利用製冷機組冷卻水廢熱，達到

降低或者替代原水加熱之天然氣消耗，從而達到節能效果。此項節能申請「上海市節能改造技術」，每年可節省天然氣

934,234立方米，折合1,135噸標煤。

◆  美國子公司WaferTech新設置的節能系統，應用熱交換器及冷卻水塔等設施提供製程冷卻水，在較寒冷的季節時可替代

高耗能之冰機，每年可節省超過300萬度電力消耗。

● 電力使用量統計

台積公司用電量統計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283 323 400 435

單位：百萬度

295
2,924 3,884 4,382 5,0722,917

台灣廠區 海外廠區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積公司單位用電密集度統計

1.214 1.036 1.069 1.053

單位晶圓面積耗電量（度 / 平方公分）

單位晶圓面積耗電量（度 / 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10.67 10.5310.63

13.06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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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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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九十八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光罩數）
能耗指標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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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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Semiconductors Council, W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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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一百年的10.7度，下降至民國一百零一年的10.5度

（註二），進步約1.3%。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積公司單位天然瓦斯密集度統計

單位晶圓面積耗天然瓦斯量（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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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 69.7 64.966.787.4

0.066
0.061

0.065

0.088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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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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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九十八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能耗指標供參考。

台積公司天然瓦斯用量統計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8,908
16,845

7,933
15,140

8,196
18,770

9,255
21,548

8,314
23,413

台灣廠區
海外廠區

單位：千立方公尺

台積公司柴油使用量統計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灣廠區
海外廠區

22.2
297

34.9
246

21.0
251

36.9
250

42.3
246

單位：公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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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為主要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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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九十八年的

0.066立方公尺，下降至民國一百零一年的0.061立方公尺

（註二），進步約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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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一年，台積公司柴油使用量約24.7

萬餘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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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長期風險管控

●  災害緊急應變

●  建置未來新建廠房相關標準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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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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擬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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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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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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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九十八年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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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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