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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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其產品對環境的各種衝擊，減少單位產品所消

耗的資源與污染物，提供客戶更先進、更具便攜性、更省

能與更環保的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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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台積公司對環境面與社會面的綠色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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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貢獻。台積公司很榮幸

可以在製造提升環境與社會價值產品的同時，公司也隨

之一起獲利成長，以下列舉出我們對於整體人類在「環境

面」及「社會面」有顯著貢獻的產品範例。

台積產品對環境面的貢獻

提供大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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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每二十四個月製程技術就推進一個世代。摩爾定律將

積體電路線寬持續縮小，使得晶粒面積愈來愈小，讓製造

單位晶圓所耗用的能資源、原物料愈來愈少，也讓單位產

品在使用階段所消耗的電力更為降低。例如，28奈米晶粒

所能容納的電子元件數量約為相同面積55奈米晶粒的4

倍。而28奈米積體電路產品經過我們內部測試結果，在待

機或使用狀態下所耗用的電力則約略僅為55奈米產品的

四分之一。這代表當客戶採用了台積公司的28奈米製程技

術製造晶片，晶片的耗電量將相較於其使用前幾代奈米

製程大幅減少，顯示了我們的先進製程技術為世界的能

源節省帶來的貢獻。

●  台積公司持續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領先，28奈

米尖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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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製

程中，28HP、28HPL、28LP、28HPM已成功產出包括場域

可程式化閘陣列（FPGA）、繪圖晶片（GPU）、中央處理器

（CPU）以及行動運算系統單晶片（Mobile SoC）等產品。

客戶在28奈米投片數量倍增於40奈米同時期投片量。眾

多客戶產品投入台積生產線，較之前幾世代產品更快初

期量產，也獲得更佳良率與環境效益。公司與客戶更早而

且更密切合作終而有此成果，未來仍將持續努力提供客

戶更先進、更省能的環保產品。

●  28奈米是台積公司民國一百零一年營收顯著成長的主要

動能，28奈米在民國一百零一年晶圓出貨量為前一年的

30倍，佔營收的比例也由前一年的1%大幅提升至12%，

相當於大約新台幣600億元或20億美元的年收入。這顯

示了台積公司的先進製程技術，在為地球節省能源的同

時，也讓公司可以持續成長及獲利，同時為台積公司及地

球環境的永續發展盡一份力。

為客戶生產最佳電源效率的電源管理晶片（Power 

Management IC）

●  台積公司領先全球的製造技術，成功協助客戶實現綠色

產品之設計與製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綠色產品，是生

產更低耗能且高效率的電源管理晶片。電源管理晶片是

所有電子產品處理用電需求的核心元件，決定了能源效

率的運用及節能技術的實現，使電子產品得以達到最佳

55奈米 45奈米 40奈米 28奈米 20奈米

不同技術產品晶粒大小比較
—線寬愈小晶粒愈小

1 0.25  0.130.480.53

55奈米 40奈米 28奈米 20奈米

不同技術產品使用耗電比較
—線寬愈小愈省電

1 0.57 0.29 0.20

55奈米 40奈米 28奈米 20奈米

不同技術產品待機耗電比較
—線寬愈小愈省電

1 0.54 0.24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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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源效率。台積公司類比功率製程研發團隊利用六吋

及八吋晶圓廠開發出精進電源半導體製程技術（Bipolar-

CMOS-DMOS and Ultra-High Voltage Technology），為

客戶提供精進製造技術能力，支援客戶實現其綠能產品

設計理念。這種服務協助客戶獲得優於同業的電源管理

晶片，穩定電子產品的電力供應，能源損耗也更低，不但

有益於地球環境也證明有助於市場推廣。

●  除了製造服務之外，台積公司也提供客戶設計參考流程

平台，納入許多創新的低耗電技術。客戶可以藉由此平台

設計其省能產品並交由台積公司製造，例如台積公司與客

戶合作整合省能技術專利，並提供先進製造技術的「降

功耗服務（Power Trim Service）」平台。

●  電源管理晶片的營收，在台積公司工業應用產品別中佔有

相當重要的比例，民國一百零一年台積公司在高壓及電源

管理產品方面共計出貨逾100萬片晶圓給客戶。

減少能源消耗的綠色製造技術

●  台積公司持續研發製造技術，提供更先進、效率更佳之製

造服務，在晶圓製造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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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的清潔生產，經由節約能

源造成的費用節省，為公司提供了相當高的經濟效益，關

於民國一百零一年我們透過綠色製造實現的整體效益，

請參考第97頁「環境會計」。

台積產品對社會面的貢獻

提供大幅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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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興行動裝置近年的快速成

長，顯示了社會對於輕薄、可攜性電子產品的強烈需求。

行動裝置帶給人類極大的便利性，台積公司也在其中發

揮了很大的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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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了電子產品需要配置的晶片數

量，也同步造成電子產品體積縮小的效果，提高行動裝置

的可攜性；（2）新製程使晶片耗電更少，使行動裝置產品

可夠有更長的使用時間，提高使用便利性；（3）無線通訊

晶片，使人們可以隨時使用網際網路、衛星定位等無線通

訊，隨時與彼此溝通、處理事務，大幅提高現代社會的移

動性。

●  這 類 通 訊 應 用 的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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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近場通訊（NFC）、藍芽

（Bluetooth）、全球定位系統（GPS）等晶片，佔台積公司

年營收比例已超過30%，相當於超過新台幣1,500億元或

美金50億元的年營收，這些行動運算及無線通訊晶片需

求的大幅成長，也是近年台積公司成長的主要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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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保健上有相關多的

應用。透過我們的先進製造技術，

各種醫療晶片相繼問世，對於現

代醫療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我

們的微機電系統晶片，除實際應

用在醫療外，還可提供包括偵測

老人跌倒的預警機制、感測個人

生理狀況變化、運用於汽車安全

系統等各項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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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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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EU  R o H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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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國一百年歐盟新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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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部分客戶目前對無鉛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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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 OS）限制標準：台積公司已於民國

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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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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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民國九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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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民國一百年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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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查驗，符合英國PAS2050產品碳足跡標準。同年十一月，台

積公司完成八吋晶圓PAS2050產品碳足跡驗證；民國一百

零一年，則完成六吋晶圓產品碳足跡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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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於民國九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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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國際上針對水足跡而發展中的標準，將持續

關注，做好準備。晶圓十二廠在民國一百零一年與五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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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體電路產品碳足跡示意圖—以BGA 晶粒為例
假設產品碳足跡= 1

BGA: ball grid array, 球柵陣列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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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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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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回收至台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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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複使用率高達百分之百，上述做法將產品包裝

材料的用量及廢棄物的產生均減至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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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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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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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與供應商水足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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