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19 年目標

註 1：民國 109 年起，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單位由公克／八吋晶圓當量－光罩數改為公克／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註 2：民國 119 年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永續發展目標由較基準年減量 45% 提高為減量 50％
註 3：空汙防制設備異常事件定義為空氣汙染防制設備故障後無法於 24 小時內修復或停止操作導致異常排放

民國 109 年成果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異常事件通報主管機關 < 1 件 ▪異常事件通報主管機關 0 件 
目標 :  < 1件

▪異常事件通報主管機關 < 1 件註 3

民國 110 年目標策略

空氣汙染防制

利用雙軌管理搭配備援系統及多
種汙染物監測儀，執行參數變更
管理，確保防制設備正常運作，
避免異常事件發生

強化空汙防制設備監測

採用最佳可行技術處理營運產生
的汙染，降低環境衝擊

最佳可行技術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降低 50% 

（民國 104 年為基準年）註 1 註 2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 98%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降低 45%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 96%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降低 46%

（民國 104 年為基準年） 
目標 :  32%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98.3% 
目標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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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執行 空 氣 汙 染 防 制 不遺 餘 力，民 國
109 年，得力於既有廠區陸續執行「低效沸石
單轉輪汰新計畫」及新設廠區持續導入「沸石
濃縮雙轉輪系統」，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提
升至 98.3％，遠優於「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汙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所規範之 90％削減率及環保

署「揮發性有機氣體最佳可行控制技術」92％
削減率建議，提前達成民國 119 年永續目標。
同時，台積公司透過源頭有效分流、搭配高效
率現址式處理設備（Local Scrubber），以多段
式最佳可行技術處理空氣汙染物，降低單位產
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持續打造永續未來。

最佳可行技術
半導體製造業的空氣汙染物主要分為酸鹼性氣
體及揮發性有機氣體二大類，台積公司採用「排
氣源頭分流」搭配「多段處理系統之最佳可行
技術」進行汙染防制，並與業界專家持續合作
精進各項防制系統，包含「高效能現址式空氣
處理設備持續引進」及「末端防制設備處理效
能提升改善」等，使排放的空氣汙染物含量符
合或優於政府規定。

台積公司將第一階段的源頭分流，依據製程特
性針對毒性、腐蝕性、易燃性、溫室氣體全氟化
物等酸鹼性製程排氣，增設高效能現址式空氣
處理設備有效處理製程排氣，最後再將含微量
無機酸鹼之氣體送至中央式處理設備（Central 
Scrubber）進行第二階段水洗中和之末端防制
設備處理；揮發性有機氣體則依沸點判斷是否
加裝冷凝式現址式處理設備，再將製程排氣送
至沸石濃縮轉輪系統處理，透過源頭分流及二
階段串聯處理後，全面提升空氣排放處理效率。

空氣汙染防制處理流程

第一階段 - 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汙染物來源 雙軌獨立監測系統第二階段 - 中央式處理設備

乾式製程機台 電漿 + 水洗式 燃燒 + 水洗式 電熱 + 水洗式

水洗式（廠務端）

水洗式（製程端） 濕式靜電集塵 NEW

冷凝式

酸鹼性氣體

揮發性有機氣體

酸鹼性氣體

中央洗滌塔
串接高效水洗設備

監測排放削減率

異丙醇線上監測 煙囪排放

監測操作條件

氟氣線上監測 煙囪排放
廠務化學儲槽 廠務廢水桶槽 NEW

濕式製程機台

有機製程機台

排
氣
風
管

吸附式

廠務參數變更管理系統 NEW

兩段式洗滌塔

沸石濃縮
雙轉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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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源頭有效分流—現址式處理設備
台積公司持續擴充先進製程產能，並加速研發進
度。為避免新製程及新化學品導致空氣汙染風
險，台積公司成立「新機台及新化學品審查委員
會」，由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工安環保部及廠
務處等單位人員組成，審查新機台及新化學品的
環境安全衛生危害性，其中新化學品須經由二階
段審查。第一次審查時先確認新化學品相關風險
並建立管控機制，亦依原物料特性審慎評估該製
程或化學品之環境衝擊，包含排氣分流方式評估
及現址式處理設備選用；第二次審查則評估放量
測試之環境影響、決議排氣分流處理方式，做為
後續新化學品使用時的標準配置。

各廠區如需使用已通過第二次審查之新化學品，
須申請變更管理，並經廠務處及各廠工安環保部
確認空汙防治設備的適用性是否符合需求後才
可投入量產。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共執行 422
件審查，其中包括 239 種新化學品、183 件新型
機台，為製程潛藏之空氣汙染嚴格把關。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與供應商合作，引進與測試多
種吸附式、燃燒式、濕式靜電集塵式等新型現址
式處理設備，依安全性及處理性能評估、並由第
三方驗證設備處理效率，以確保目標汙染物的削
減率符合台積公司個別汙染物相關規範，方可依
照製程的汙染物處理需求導入使用。

新化學品審核流程

第一次
審查 實驗測試 第二次

審查 放量測試 變更管理 量產

確認新化學
品相關風險
及實驗階段
控管機制

廠務監控 
系統

評估放量測試對
人員、環境影
響，建立汙染物
有效分流及最佳
可行技術處理

廠務監控 
系統

廠務處與各
廠工安環保
部審查確認

廠務監控 
系統

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設施分類

乾式製程

濕式製程

有機製程

製程類別 半導體製程 目標汙染物 控制技術     設備圖示 削減率 即時監控參數

乾蝕刻磊晶

乾蝕刻

薄膜
擴散
濺鍍

濺鍍
磊晶

離子植入

薄膜

濕式蝕刻

光阻剝離

化學儲槽

腐蝕性氣體
全氟碳化物
燃燒性氣體

腐蝕性氣體
全氟碳化物
燃燒性氣體

毒性氣體

氧化亞氮（N2O）

腐蝕性氣體
有機性氣體

硫酸（H2SO4）

高沸點有機物

酸鹼性氣體

腐蝕性氣體

> 99%

> 95%

> 95%

> 95%

> 90%

> 95%

> 95%

特定高沸點
有機物 > 95%

> 95%

▪天然氣流量
▪氧氣流量
▪循環灑水量
▪進氣壓力

▪電流安培數
▪循環灑水量
▪進氣壓力

▪反應爐溫度
▪pH 值
▪循環灑水量
▪進氣壓力

▪塔體壓差
▪進氣壓力

▪循環灑水量
▪進氣壓力

▪塔體壓差
▪pH 值
▪循環灑水量
▪進氣壓力

▪電暈電壓

▪進氣壓力
▪電暈電流

▪塔體壓差
▪冷凝溫度

▪塔體壓差
▪pH 值 
▪循環灑水量
▪進氣壓力

▪反應爐溫度

腐蝕性氣體
全氟碳化物

廢水桶槽 NEW

燃燒
+

水洗

電漿
+

水洗

電熱
+

水洗
+

加藥

吸附

高溫電熱
+

水洗

水洗
+

  加藥（製程端）

冷凝

水洗
+

  加藥（廠務端）

濕式靜電集塵

廠務儲槽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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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排氣處理，針對高濃度酸鹼廢水排氣全面
加裝高效水洗加藥設備，削減率可達 95％，進
而減輕末端中央式處理設備負荷。藉由源頭有
效分流及現址式處理設備汰舊換新，民國 109
年，氨氣（NH3）排放量相較民國 108 年降低
27％，有效減少空氣汙染物排放總量。

末端防制設備再進化
因應空氣汙染物排放隨製程演進增加，台積公司
近來積極提高末端汙染防制設備處理效能，根據
民國 108 年空氣汙染物分佈比例，揮發性有機氣
體約佔台積公司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34％，台積公
司將其視為降低空氣汙染物排放量的首要目標。

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效能提升
台積公司將製程機台排放的高濃度排氣依據汙
染物特性不同，分別採用電熱水洗式、燃燒水
洗式、電漿水洗式、水洗加藥式（製程端）、吸
附式、冷凝式、水洗加藥式（廠務端）、高溫電
熱水洗式等 8 種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進行預先
處理。鑑於近年先進製程技術不斷發展，台積
公司持續與供應商合作引進新型現址式處理設
備，民國 109 年針對濕式蝕刻製程排氣首度導
入濕式靜電集塵（Wet － EP）現址式處理設備，
其應用電暈技術有效加強酸鹼性氣體處理效能，
針對硫酸（H2SO4）可達到 95％以上削減率。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十二吋晶圓廠首度將現
址式處理設備由廠務化學儲槽延伸至廢水桶槽

民國 109 年，偕同防制設備供應商，台積公司
將沸石濃縮單轉輪系統削減率驗收標準由 95％
提高至 97％，並採用高效之新型玻璃纖維基材，
進一步提升沸石濃縮單轉輪系統吸附性能。同
時，既有廠區沸石單轉輪亦陸續執行「低效沸
石單轉輪汰新計畫」，於民國 108 至 109 年間共
計完成 8 套沸石單轉輪更換，預計民國 110 年
將再更換 8 套效能偏低之沸石單轉輪，使揮發
性有機氣體削減率穩健提升至 97％以上。此外，
民國 106 年開發之「潔淨氣體脫附沸石濃縮單
轉輪」技術，亦已於民國 109 年度全數導入台
積公司 7 奈米暨以前製程之十二吋晶圓廠區，
搭配沸石濃縮單轉輪系統運轉操作參數最佳化，

使十二吋晶圓廠各廠揮發性有機氣體平均削減
率有效提升至 98％以上。

廠務處攜手防制設備供應商採用「沸石濃縮雙
轉輪系統」技術，將原經過第一道轉輪吸附並
燃燒後的製程廢氣，新增第二道轉輪濃縮流程
後再送回第一道轉輪反覆處理，削減率最高可
達 99.5％，截至民國 109 年，已完成建置於晶圓
十五 B 廠、晶圓十八 A 廠，預計民國 110 年推展
至晶圓十八Ｂ廠、晶圓十二廠第八期、先進封測
六廠等廠區。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揮發性有機氣體平均削減
率達 98.3％，提前達到民國 119 年度永續發展目
標，展現台積公司對於空汙減量的決心。

沸石濃縮轉輪系統性能發展重要時程

107 108 109 110

既有廠區「潔淨氣
體脫附沸石濃縮單
轉輪技術」

新建廠區導入「沸
石濃縮雙轉輪系統」

既有廠區導
入「沸石濃縮
單轉輪系統
參數最佳化」

沸石濃縮轉輪系統削減率持續提升

▪低效沸石濃縮
單轉輪

▪沸石濃縮轉輪
系統低效爐體

▪低效沸石濃縮
單轉輪

▪沸 石濃 縮
單轉輪

▪沸石濃縮雙
轉輪系統▪潔淨氣體脫附沸石

濃縮單轉輪技術
▪沸石濃縮單轉輪系

統參數最佳化
▪沸石濃縮單轉輪系

統應用人工智慧智
能參數

效率

技術
演進

95%
96%

97%
98%

99%

民國年

既有廠區導入「沸石
濃縮單轉輪系統應用
人工智慧智能參數」

既有廠區導入「低效沸石
單轉輪汰新計畫」

既有廠區導入「沸石濃縮轉
輪系統低效爐體改造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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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酸鹼性氣體，台積公司既有廠區透過洗
滌塔水洗搭配一般除霧層處理，為提升末端
防制設備整體效能，民國 109 年，廠務處與
工研院合作設計「酸鹼強效洗滌塔」、選用
高效能除霧器、前端加裝氣流分配器及前濾
器，並重新訂定填充層、灑水系統、拉西環
等相關選用規範，預計將於民國 110 年首先
導入晶圓十八 B 廠。

此外，民國 109 年，廠務處與企業環保安全
衛生處共同合作，訂定煙囪排放濃度基線標
準，並針對離群煙囪施行改善措施並定期追
蹤成效。藉由上述汙染削減精進作為，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較基準年減量 46％（公克／十二吋晶圓當量－
光罩數），提前達到民國 119 年減量 45% 目
標，進而將民國 119 年永續發展目標提高為
較基準年減量 50％。

防制技術可行性與減量成效評估圖

可
行
性

減量效益

空氣汙染物歷年排放量及單位產品排放量 揮發性有機氣體歷年削減率

氯氣 硝酸 氨氣 氫氟酸總碳氫化合物
鹽酸 硫酸 磷酸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子公司平均削減率 台灣廠區平均削減率
台積公司 ( 含子公司 ) 平均削減率

桶槽排氣
洗滌塔

沸石濃縮轉輪
系統低效爐體

改造專案

桶槽排氣洗
滌塔增設加

藥系統
中央洗滌
塔增設水

力薄膜

中央洗滌
塔增設水

力薄膜

潔淨氣體脫
附沸石濃縮

單轉輪

設備端增
設高效率
微粒濾網

沸石濃縮單
轉輪系統應
用人工智慧

智能參數

沸石濃縮
雙轉輪系統

酸鹼強效
洗滌塔

沸石濃縮
單轉輪系統
參數最佳化

空汙防制技術持續精進
台積公司為提升空汙防制設備性能，不斷鑽研
減量技術，同時從廠區空間、技術安全、經濟
效益等面向評估可行性，並考量防制技術的
減量效益，多面向評估是否導入該項防制技
術。民國 109 年新增「酸鹼強效洗滌塔」、「沸
石濃縮轉輪系統低效爐體改造專案」、「沸石
單轉輪系統應用人工智慧智能參數」3 項新技
術，其中為持續實現智能製造目標，針對既

有廠區沸石濃縮單轉輪系統，首度將智能調
控參數應用於空汙防制設備，導入入口濃度、
溫度與風量等外部參數，自動調整燃燒溫度、
脫附溫度、轉輪轉速等運轉參數，藉由激發
函數與神經網路架構，針對揮發性有機氣體
削減率提供最佳化建議設定值，初步已測試
出最佳脫附風車風量及最佳轉輪轉速設定值，
可進一步將沸石濃縮單轉輪系統揮發性有機
氣體削減率提升至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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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WaferTech 因未設置總碳氫化合物監測儀而未有削減率紀錄

註 1：台積公司空氣汙染物排放量依各地法規項目申報
註 2：空氣汙染物排放量包含總碳氫化合物（THC）、硫酸（H2SO4）、

鹽酸（HCl）、硝酸（HNO3）、氫氟酸（HF）、磷酸（H3PO4）、氯
氣（Cl2）及氨氣（NH3）共 8 種排放量總和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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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空汙防制設備監測
台積公司積極提升設備處理效能，亦針對空氣
汙染防制設備提升運轉系統穩定性及加強監
控，以確保國內相關法規合規，海外廠區亦符
合當地法規標準。為確保汙染防制設備穩定運
轉，空汙防制設備均採用「N+1」之至少一套
備援系統設置，搭配不斷電系統的電力備援，
達到防制設備零失效的管理目標。同時，為確
保穩定且持續的汙染排放監控，防制設備亦設
有完整的警報機制，一旦系統故障，「雙軌獨
立監控系統」將即刻啟動，通知「廠務運轉監
控中心」及「工安環保緊急應變中心」，進行
設備修復或開啟備援設備。

廠務參數變更管理系統

廠務運轉監控中心工安環保緊急應變中心

因製程演化快速，台積公司十二吋晶圓廠於不
同世代製程排氣汙染物種類及現址式處理設備
需求不盡相同，為求有效管控現址式處理設備
相關設定參數，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於十二
吋晶圓廠首度應用「廠務參數變更管理系統」，
有效控管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及末端防制設備
操作參數，每日固定時間自動與標準參數值進
行比對，確保防制設備以最佳參數運轉，若有
不一致情形即自動回報負責人進行系統確認，
確保排氣正常無虞；同時，搭配既有的「空汙
防制設備運轉狀態平台」預警監控，民國 109
年無發生空汙防制設備異常事件通報主管機關。

每日定時傳送運轉參數至資料存取中心，並與系統標準值比對

每日定時將監控系統控管參數與標準值比對

網路網路

即時資料存取中心 參數比對資料庫

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

中央式處理設備

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監控系統

中央式處理設備監控系統

十二吋晶圓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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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秉持「零排放」的思維致力削減空
氣汙染物排放量。為持續使空汙防制設備維
持高處理效能，台積公司除了以「廠務參數
變更管理系統」控管最佳操作參數外，亦同
時監測並管制排放管道濃度，藉由源頭分流
減量、末端防制設備效能提升二大方向改善
排放濃度。

民國 109 年，廠務處與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
合作導入「排放管道檢測基線管理機制」，
收集台灣廠區各廠排放管道排放濃度資料，
訂定各項空氣汙染物排放濃度基線標準，發
現揮發性有機氣體排放濃度超標煙囪多採用
蓄熱式燃燒爐 ，因蓄熱式燃燒爐型式爐體內
具有共管管路，導致管路交叉汙染，揮發性
有機氣體削減率僅約 95％，相較直燃式燃燒
爐型式平均高於 98％削減率仍具改善空間。

因此，針對濃度超標的排放管道，台積公司
於民國 109 年啟動「沸石濃縮轉輪系統低效
爐體改造專案」，將蓄熱式燃燒爐修改為具

焦點案例

導入排放管道檢測基線管理機制，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提前達成 45% 減量目標

備單一燃燒進出路徑的直燃式燃燒爐，搭配汙染
源頭加裝冷凝式現址式處理設備捕捉高沸點有機
物，大幅降低末端防制設備排放濃度。民國 109
年已完成改造之蓄熱式燃燒爐，揮發性有機氣體
平均削減率穩定提升至 98％以上。此外，針對酸
鹼性氣體超標的煙囪，除利用「空汙防制設備翻
新專案」汰換已達使用年限之末端防制設備，同
時亦於排氣源頭進行汙染物來源調查及執行「高
效能現址式空氣處理設備增設專案」，並定期追
蹤改善成效。

民國 109 年，針對 79 支排放濃度超過基線標準之
排放管道，台積公司執行以上三大專案，共完成
36 支排放管道改善驗證，尚未達到減量目標的煙
囪亦將編列預算持續進行改善。

藉由落實排放管道檢測基線管理機制、積極改善
排放濃度超過基線標準的煙囪，台積公司民國
109 年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較基準年民國
104 年減量 46％（公克／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
數），提前達成民國 119 年之永續發展目標。

排放管道檢測基線管理機制

排放濃度基線標準
超標標準

台灣廠區煙囪

排
放
濃
度

沸石濃縮轉輪系統
低效爐體改造專案

空汙防制設備
翻新專案

高效能現址式空氣
處理設備增設專案

收集台灣廠區各廠
煙囪排放濃度資料

訂定空氣汙染物排
放濃度基線標準

超標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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