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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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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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回收增加實際收入，減少了廢棄物處理成本。民國一百

零一年，台積公司台灣廠區的廢棄物回收率已達93%以

上，掩埋率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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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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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納入成為我們製程機台採購要求。

台積公司物料使用與產出示意圖—以台灣晶圓廠為例

輸入 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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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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吋晶圓製程化學需氧量排放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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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百零一年主要水污染防治措施

台積公司改善廢水水質的主要做法列舉如下：

●  設置氫氧化四甲基銨廢水處理系統，以減少排放水中的

含氮物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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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過氧化氫酶（Cata lase）取代亞硫酸氫鈉（Sodium 

Hydrosulfite）去除廢水中過氧化氫，以減少廢水之導電

度。

●  以沉浸式超過濾膜處理晶背研磨（BG）廢水，減少廢水之

懸浮固體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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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收含磷酸之廢液再利用，減少磷酸排放至水體。

●  台積電（中國）新建氨氮廢水生物處理系統，減少氨氮排

放總量。

●  台積電（中國）新建生活廢水生物處理系統，減少化學需

氧量（COD）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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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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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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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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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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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達二十幾種。在台積公司專業團隊小心地操作和維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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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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層光罩數平均廢水排放量，自民

國一百年的40.0公升，下降至民國一百零一年的36.8公升

（註二），進步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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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一年，

台積公司各晶圓廠排放水質之酸鹼值皆控制在5~9之

間（管理局污水處理廠管制標準5~10），懸浮固體物

（Suspension Solid）控制在4.3~25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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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43mg/l（管理局污水處理廠管制

標準<500），此數值亦較民國一百年數據接近，表示台積

公司各廠在廢水處理設備穩定性相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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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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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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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九十八
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能耗指標供參考。

台積公司廢水懸浮固體物統計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灣廠區
海外廠區
全公司

單位：毫克／公升

66.9
32.8

74.0
32.3

82.3
37.835.2

35.435.2
42.3

35.8

台積公司廢水化學需氧量統計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灣廠區
海外廠區
全公司

單位：毫克／公升

65.3

114.0

70.3

100.0

76.0

105.088.0

110.0

88.0
102.0 97.7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積公司單位廢水排放密集度統計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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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40.0

3.70

36.8

4.09

41.7

4.56

48.6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積公司廢水排放量統計

台灣廠區
海外廠區

單位：百萬噸

1.64
10.4

2.14
14.4

2.88
15.1

2.60
16.3

1.84
10.5

93



TSMC 2012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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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三百六十五天的穩定運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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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單位對各類空氣污染物進行一次排放濃度檢測，於民國

九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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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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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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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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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層光罩數揮發性有機氣體，自民國

一百年的0.166公克，下降至民國一百零一年的0.156公克

（註二），進步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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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民國一百零一年排放氮氧化物約為

85公噸，硫氧化物約為42公噸。

先進的控制設備監視系統運轉

台積公司揮發性有機氣體去除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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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公司

88.0 83.6 83.3 90.6 92.3
94.9 94.8 95.3 93.3 94.9

93.194.194.1 93.7 94.7

單位：%

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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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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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九十八年起，加入因產品複雜度能耗

指標供參考。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積公司揮發性有機氣體量密集度統計

0.209 0.166 0.171 0.159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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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6 0.1560.165

0.221

台積公司揮發性有機氣體量統計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單位：公斤

9,027 10,628 11,719 12,2168,702
46,151 56,406 58,666 65,59840,468

台灣廠區
海外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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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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一年，台積公司台灣廠區廢棄物回收率

超過93%，連續五年優於90%；掩埋率則連續五年維持在

1%以下。而海外子公司亦努力增加廢棄物回收率。

●  氟化鈣污泥減量：設置氟化鈣污泥乾燥設備，減少其含水

量以達到體積減量的目的。

台積公司的美國子公司WaferTech亦持續推動廢棄物減

量。自民國九十二年起至民國一百零一年為止，總計已減

少77%的有害事業廢棄物。民國一百零一年，WaferTech

成立了「綠色團隊」，目標為減少廢棄物掩埋、增加廢棄

物回收之比例。此團隊已辨識出數項可回收之廢棄物，並

將某類腐蝕性廢棄物之處理方法由掩埋改為熱回收，預

計每年可減少25,000磅之廢棄物至掩埋場。民國一百零

一年，WaferTech廢棄物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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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cy.wa.gov/programs/hwtr/P2/success/

WaferTech.html）。

創新的廢棄物3R專案

民國一百零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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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製程化學品替代：利用不含重金屬之一般稀釋化學品，取

代含銅蝕刻液，共減少52%（約5,300噸）的含銅蝕刻廢

液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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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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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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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廢棄物回收率統計（台灣廠區）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物質回收 能源回收
焚化 掩埋

6.15%
0.43%

1.52%
91.9%

1%
7%
3%

89%

0.3%
7.9%
1.8%
90%

1%
9%
5%

85%

1%
7%
5%

87%

台積公司海外子公司廢棄物回收率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台積電（中國） WaferTech

44%

95%

46%

92%

50%

89%

41%

91%

52%

64%

台積公司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3,032
17,844

1,802
17,277

2,763
24,688

3,747
25,523

4,301
33,158

台灣廠區（公噸） 海外廠區（公噸）

台積公司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897
19,019

628
30,492

841
61,243

1,122
67,588

1,866
90,596

台灣廠區（公噸） 海外廠區（公噸）

註：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定義依當地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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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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劃，該專

案亦得到經濟部的支持。台積公

司自民國九十六年以來，共捐贈了

37,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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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響應此計劃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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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

個製程機台入廠安裝後的十八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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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一百年導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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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

一年，晶圓十二廠第四／五期與晶圓十四廠第三／四期之

晶圓廠及辦公區域全面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並

分別取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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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隸屬公司中央之環保、安全

與衛生企劃單位亦選定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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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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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公司內部環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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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

零一年，在公司既有的全面品質提升活動（Total Quality 

台積公司環境管理系統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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