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擬訂氣候變遷應變與預防措施，
降低氣候風險影響

強化氣候韌性

持續採用最佳技術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成為產業低碳製造標竿

推動低碳製造CO2

使用再生能源註 4

持續購買再生能源及設置太陽能發
電系統，達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新增年度節能措施，積極落實節
能行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註 1：民國 109 年起，溫室氣體排放量已納入含氟溫室氣體排放量，未來以此指標管理各項作為績效
註 2：民國 109 年起單位產品指標以十二吋晶圓當量計算
註 3：環境外部性指企業營運活動過程投入與產出所衍生之環境足跡對人類生活福祉帶來的潛在影響，並以環境損益做為綜合指標；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完成「全方位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電子化系統」內部環境損益工具模組建置，並將 19 家關鍵供應商納入
環境損益評估，持續鑑別改善機會。此外，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海外廠區未能如期完成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現場查核，預計民國 110 年完成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目標：0 天

 ▪自 3 奈米起，新廠再生能源佔比 20% 以上，
並逐年增加購買量，達全公司生產廠房 25%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非生產廠房 100% 使用
再生能源

 ▪持續採購再生能源，達到全公司用電量 9% 為
再生能源，海外子公司 100% 使用再生能源

 ▪購買約 12.3 億度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
海外子公司 100% 使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
使用比例佔全公司用電量 7.6% 
目標：全公司 7% 用電量、海外子公司 100% 使用再生能源

 ▪民國 105 年至 119 年新增節能措施累積節
電總量 50 億度

 ▪節能目標 5 億度，累積節能 22 億度  ▪節能 5 億度，累積節能 17 億度 
目標：節能 4 億度；累積節能 16 億度

 ▪相同製程技術量產 5 年後，生產能效提升
1 倍註 5

 ▪5 奈米製程量產第 2 年生產能效提升 0.2 倍  ▪10 奈米及 7 奈米製程量產第 4 年生產能效
提升 1.4 倍註 6 

目標：10 奈米製程量產第 4 年生產能效提升 0.8 倍

 ▪單位產品環境外部性註 3 減少 30%               
（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單位產品環境外部性減少 8%   
（新台幣元／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單位產品環境外部性減少 7.5%（新台幣元
／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目標：5%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註 1（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註 2 －光罩數）減少
40%（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減少 20%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減少 23%                                          
目標：18%

註 4：使用再生能源之定義：購買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憑證、再生能源所產生的碳權
註 5：生產能效為每度電可產出的產品當量數（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度）
註 6：部分 10 奈米製程產線已轉為 7 奈米製程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民國 119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民國 110 年目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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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

巴黎「氣候峰會」

中國「上海市碳排放試行辦法」

美國「華盛頓州潔淨空氣法」

「巴黎協定」

台灣「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修正」

台灣「開發行為溫
室氣體排放量增
量抵換處理原則」

發布 ESG 政策 註 2 發布環境保護政策

1. 成立碳管理平台
2. 成立節能減碳委

員會

成立再生能源專案

加入科學基礎目標
倡議註 1

1. 加入工業局自願
減量平台

2. 啟動台灣半導體
產業協會節能工
作平台

啟動綠色機台認證
專案
海外據點 100% 使
用再生能源

成立碳權開發專案

成立由董事長領導的
ESG 執行委員會註 3

通過環保署 TM002
減碳方法學抵換專案
註冊

訂定民國 119 年永續
發展目標

1. 建立中國廠區碳
交易流程

2. 建立內部碳定價
與績效認可制度

註 1：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是國際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全球氣候商業聯盟 (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 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 及世界自然基   
             金會（World Wide Fund, WWF）等共同成立的倡議組織，希望企業以符合巴黎協議的目標情境設定減量目標 。台積公司於民國106年承諾發展SBT減量目標，但因無適合半導體製造業指引，無法於 SBTi 要求的 24 個月
             期限內完成目標設定。
註 2：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自民國 110 年起更名為 ESG 政策
註 3：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委員會自民國 110 年起更名為 ESG 指導委員會

民國 109 年，是台積公司對抗氣候變遷的重要里
程碑。台積公司密切關注與實踐巴黎協定後的各
項氣候行動目標，並由董事長劉德音博士為主席
所領導的「ESG 指導委員會」1 年 2 次定期檢視
公司對抗氣候變遷方針、由 ESG 委員會主席資
深副總何麗梅每年向董事會報告公司當年度的氣
候行動與成果。同時，台積公司於民國 109 年 5
月簽署全球最大的企業再生能源購售電契約，並
於 7 月正式通過資格審核，成為全球第一家加入
RE100 全球再生能源倡議組織的半導體企業，宣
告將於民國 139 年達到 100% 使用再生能源的永
續目標，驅動綠電產業發展，實現環境永續的未
來。

隨著先進製程不斷演進、積體電路製程複雜度日
益增加而衍生的用電量增加，民國 109 年，台
積公司除了積極購買再生能源，亦投入資源開發
綠色機台，並戮力執行 460 項節能措施、導入新
世代節能機台，致力達成各世代製程的單位產品
生產能效倍增的綠色目標。面對極端氣候與全球
溫升可能帶來的營運危機，台積公司以「法規遵
循、節能減碳、碳資產管理」為三大工作方向，
並使用金融穩定委員會定義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建 議 書（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架構鑑別氣候風險及機會，依
鑑別結果建立衡量指標進行目標管理，有效掌握
因應作為的進度與成果，進而降低氣候風險對營
運所造成的財務影響。　

平台 倡議政策 制度流程 專案 重要里程

溫室氣體 
管理法規

台積公司
因應

104 105 106 107 108 109民國年

氣候變遷因應歷程

成立淨零排放專案

1. 全球辦公 100%
使用再生能源

2. 全球辦公室溫室
氣體淨零排放

加入全球 RE100
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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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低

短期 中期 長期

影
響
度

強化氣候韌性
面對日益惡化的極端氣候，具備因應氣候災害的
韌性是企業營運的重要一環。台積公司運用聯合
國發布評估報告中「RCP 8.5」全球暖化推估情
境，每年鑑別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因子，建立強
化營運韌性的氣候風險調適作為準則，民國 109
年成功防禦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災害衝擊與營
運損失，達到無生產中斷目標。

氣候風險鑑別
台積公司依據 TCFD 執行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鑑
別，跨組織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與因應措施，找出
潛在危機與可能機會。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
再次舉辦「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工作坊」，邀集
公司相關組織，以「政策／法規」、「市場／技

術／名譽」、「實體風險」3 大類組進行團體討
論。考量內部與外在環境變化，民國 109 年度
氣候變遷財務影響分析新增淨零排放趨勢、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要求、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之不確
定性、供應鏈水災／旱災與天災保險費增加等風
險，並將提升企業聲譽列為新的氣候變遷機會；

民國 109 年亦具體執行相關的氣候變遷因應作
為，包括積極購買在地再生能源、興建「台積電
南科再生水廠」、規畫並興建綠建築、執行節能
減碳與省水的相關專案、持續投入節能產品開
發，及提升建築物基地高度等，詳細內容請參閱
「氣候變遷財務影響分析」。

5 機會 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矩陣

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與碳稅、碳費
淨零排放趨勢
環評承諾

1

2

3

4

5

1
4

4 3

5

1

6

3
7

2

3

4

2

1

6

2

8

水災（自身營運）
水災（供應鏈）
旱災（自身營運）

1

2

3

4

5

6

旱災（供應鏈）
天災保險費增加
氣溫上升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參與碳交易市場
取得公部門獎勵與碳排放抵減合作
興建綠建築
使用再生水
開發低碳產品服務／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推動低碳綠色生產
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提升企業聲譽

1

2

3

4

5

6

7

8

新節能減碳技術
發展之不確定性
公司聲譽衝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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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財務影響分析

潛在財務影響氣候風險 潛在財務影響氣候機會 民國 109 年因應作為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稅、碳費

淨零排放趨勢

環評承諾

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不確定

企業聲譽衝擊

水災／旱災

天災保險費增加

氣溫上升

 ▪產能擴增受限、營運成本增加

 ▪減碳設備設置與運轉成本增加
 ▪購買抵碳產品註 1 費用增加

 ▪因再生能源與再生水取得不
順，導致先進技術生產受阻

 ▪新製程技術產線用電量提升，
     導致營運成本增加

 ▪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期待，造
成企業聲譽損害

 ▪生產受影響，導致財務損失、
營收下降

 ▪營運費用增加

 ▪用電量、成本與碳排放量上升

使用再生水

興建綠建築

提升企業聲譽

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推動低碳綠色生產

取得公部門獎勵與碳排放抵
減合作

開發低碳產品服務
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參與碳交易市場

 ▪順利建設先進產線

 ▪降低營運水電成本

 ▪提升利害關係人永續評比成績

 ▪強化氣候韌性，降低營運中斷
機率與可能損失

 ▪節約用電，節省成本

 ▪累積取得未來排放抵減所需
碳權

 ▪滿足客戶對節能產品需求，增
加營收

 ▪早期購買再生能源，順利擴增
產能

 ▪開始興建「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

 ▪取得 2 張綠建築證照

 ▪唯一連續 20 年入選道瓊永續發展指數成分股的半導體企業；
名列 CDP 氣候變遷與水資源領袖等級

 ▪晶圓十八廠第三期基地提高 2 公尺
 ▪晶圓十八廠第三期承諾使用、開發再生水
 ▪建立完善水情監控機制

 ▪節能專案節電約 5 億度

 ▪通過含氟溫室氣體與氧化亞氮削減抵換專案獎勵
 ▪使用碳權抵減達成全球辦公室淨零排放

 ▪投入 5 奈米節能產品開發

 ▪在台灣簽署再生能源合約已達 1.3 GW
 ▪購買約 12.3 億度再生能源，100% 抵銷全球辦公室與所有海
外營運據點的電力碳排放

註 1：抵碳產品為再生能源憑證、碳權或其他碳中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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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低碳製造
台積公司長期致力綠色製造，矢志成為全球低
碳製造的領導者。每年藉由經第三方查證的溫
室氣體盤查結果檢視整體減碳成效，鑑於溫室

氣體二大主要排放源—製程用含氟溫室氣體的
直接排放、電力使用所造成的間接排放，台積
公司多年來持續推動領先業界的溫室氣體減量

標竿作為，民國 109 年共汰換、新設 1,684 台
的含氟溫室氣體與氧化亞氮製程現址式處理設
備；同時持續建造綠色廠房、新增 2 座取得綠

建築認證之廠房，執行機台與廠務節能專案，
搭配逐步擴大使用再生能源，有效降低單位產
品的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溫室氣體直接排放 溫室氣體間接排放（外購能源） 溫室氣體間接排放（價值鏈）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方查證
 ▪ 所有廠區及子公司完成盤查與第三方查證

ISO 50001 能源管理與第三方查證
 ▪所有廠區進行 ISO 50001 盤查與第三方查證，民國
109 年台灣廠區及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全數完成第三方認證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方查證
 ▪ 高用電量供應商註 2 需通過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方
查證，民國 109 年供應商查證通過率達 40% 

能源使用效率標竿
 ▪ 要求高用電量供應商設定節能年度目標並展開節
能行動，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供應商節電量達 1.13
億度、減碳 5 萬 9,000 公噸

運輸排程優化
 ▪ 改善機台交期排程，以海運取代空運，降低運輸的
溫室氣體排放 9,531 公噸 

製程氣體使用量最佳化
 ▪ 依智能工程中心的製造規範導入最佳化製程參數

打造綠建築廠房
 ▪綠建築認證面積全球半導體業第一，新增 2 座廠
房通過綠建築認證，累計共取得 34 座美國 LEED
認證及 23 座台灣 EEWH 認證

替換高溫室潛勢的製程氣體
 ▪ 十二吋晶圓廠全面使用最佳製程氣體—遠端電漿
解離三氟化氮

 ▪ 六吋及八吋晶圓廠使用三氟化氮／環八氟丁烷

能源使用效率標竿
 ▪先進技術製程能源使用效率優於技術相仿同業註 1，
執行 8 大類共 460 項節能措施，有效節電 5 億度

含氟氣體製程安裝現址式處理設備
▪ 新裝機全面安裝，新增 1,684 台
▪ 汰換既有機台 84 台，安裝率提升至 92%

新世代製程設備導入節能減碳設計
 ▪全球唯一半導體新世代製造機台節能專案， 完成
68 種機型節能方案，省下 2 億度用電量

導入現址式氧化亞氮削減技術
▪ 開發氧化亞氮削減技術，列入新裝機標準；領先

全國優先導入於晶圓十八 A 廠、晶圓十八Ｂ廠
100% 新機台

導入再生能源以降低能源碳排放
 ▪全球辦公室 100% 使用再生能源，全球購置約
12.3 億度再生能源，全國半導體廠最多

註 1：資料參考世界半導體協會聯合指導委員會（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JSTC）會議報告
註 2：高用電供應商定義為單一廠區用電 >500 萬 kWh ／年

領導性 ( 領先全球半導體同業 )全面性 (100% 全廠區導入 ) 代表性 ( 全球半導體業唯一 )

100 %

100 %

100 %

領先
全國

100 %

1

12.3 
億度

100 % 全球
唯一

40 %

59,000 
公噸

9,500 
公噸

460 
項

溫室氣體減量標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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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持續力行製程溫室氣
體用量最佳化、排碳潛勢最小化與尾氣削減最
大化的標竿作為，並全面導入最佳可行技術，
以具體行動有效降低直接排放的範疇一溫室氣
體達約 42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單位產品

身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技術與產能提供者，台
積公司深切了解對當地與全球環境的責任，並
密切關注包括限制全球溫升 2° C 情境的科學基
礎減量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s, SBT）與
RE100 全球再生能源倡議等各項氣候行動。由
於使用再生能源為目前全球企業採取之主要減

含氟溫室氣體排放量較民國 99 年更大幅減少
68%，為世界半導體協會減量目標的 2 倍以上。
而能源使用所產生的間接排放範疇二溫室氣體
也因擴大再生能源使用而有所抑制；上下游價
值鏈的範疇三間接排放則以原物料生產與能源
相關活動為主，目前已與供應商訂定盤查及減
量目標，攜手為打造永續供應鏈全力以赴。

碳方法，搭配外部合作減碳與負碳技術開發取
得碳權抵減，才能夠逐步達成 SBT 減量及淨零
排放目標。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全球辦公室
達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電力，並利用碳權抵
減廚房所耗用之天然氣碳排放，取得全球辦公
室淨零中和的里程碑。

105

註 1：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
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WaferTech、采鈺公司

註 2：範疇三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

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 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

105106 106107 107108 108109 109民國年 民國年

台灣廠區（公噸） 子公司（公噸）
排放強度（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台灣廠區（公噸） 子公司（公噸）
排放強度（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註 3：電力排放係數以能源局民國 109 年公告 0.509 公斤二氧化碳
當量／度電，１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約當 6,805 千焦耳估算

註 4：民國 109 年起單位產品指標以十二吋晶圓當量計算

1,648,268

387,242

1,638,051

435,396

1,705,746

419,979

1,678,653

392,989 300,015

2,150,339

0.0054
0.0050

0.0045 0.0043 0.0041

5,030,647

347,796

5,702,511

377,700

6,325,931

23,711

6,673,235 7,429,951

24,636 29,905

0.0141
0.0124

0.0140 0.0133 0.0138

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量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單位：公噸

註 1：溫室氣體排放含範疇一與範疇二，以民國 109 年數值為標準
化基準 

註 2：台積公司科學基礎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s, SBT）基準年
自民國 106 年改為民國 109 年

民國年

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趨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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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9 109104 114 119

1x
0.88x 0.75x

未減碳排碳路徑 節能減碳計畫排碳路徑 
實際排碳路徑 科學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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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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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服務及產品
（引用 SimaPro model）

營運廢棄物處理 
（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上游運輸及輸配
（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下游運輸及輸配
（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燃料與能源相關活動
（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員工通勤
（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海外商旅
（ 引用 Boustead model )

總量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台積公司主要營運生產所在地位於台灣，儘管
其再生能源市場民國 109 年取得首批再生能
源轉供等重大進展，但仍未達到歐美地區之供
應充足度，因此在產能持續成長下，台積公司
即便執行全球同業最佳的節能減碳標竿作為、
達成單位產品排碳量下降目標，仍無法抑制整
體排碳量的持續攀升。台積公司目前除了不斷
強化各項綠色創新作為、透過採購再生能源積
極帶動區域綠能產業發展，亦啟動使用碳中和
原料並擴大外部合作開發碳權，持續努力邁向
SBT 與淨零排放願景。

重視環境損益，致力減少產品外部性
台積公司台灣廠區每 3 年進行一次產品生命週期
評估、水足跡與碳足跡評估的更新或建置，並取
得 ISO 14040、ISO 14066 與 ISO 14047 等 國 際
認證；原定民國 109 年完成海外廠區產品生命
週期評估，因 COVID-19 疫情導致第三方認證機
構無法現場查驗，因而將延至民國 110 年達成。

在落實產品環境足跡減量上，台積公司運用環
境損益（EP&L) 評估工具，將自身營運階段所

產生的環境足跡轉換成外部社會成本（亦稱為
環境外部性），並於民國 109 年於內部的「全
方位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電子化系統」，完
成環境損益工具模組建置，能更即時且有系統
地彙集各廠區運轉資料，做為持續進步的管理
工具。民國 109 年分析結果顯示，範疇一與範
疇二溫室氣體排放是台積公司環境外部性的主
要來源，佔比約為 96.6%。為減緩能資源耗用
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台積公司持續推動低碳製
造、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
永續作為，民國 109 年每單位產品環境外部性
已較前一年減少 7.5%。同時，台積公司亦將
環境損益延伸運用於上游原物料供應商，民國
109 年發現化學製品類供應商佔整體供應鏈環
境外部性之 51%，主要為粒狀汙染物及溫室氣
體排放所致。環境損益分析目前已成為台積公
司擬定減碳策略的參考基石，民國 110 年將與
供應商擴大合作，共同致力降低因溫室氣體排
放所衍生的社會成本，達成民國 119 年單位產
品環境外部性減少 30% 目標。

使用再生能源
民國 109 年，在董事會與經營團隊的全力支持
下，台積公司更積極採購再生能源，以具體行
動朝向「碳中和」目標，並於民國 109 年 7 月
正式加入 RE100，成為全球第一家加入的半導
體企業，承諾於民國 139 年前全球營運 100%
使用再生能源、因使用電力所間接排放的二氧
化碳全部歸零，期許以自身的永續作為帶動全
球半導體業再生能源使用風潮 ，民國 109 年獲

溫室氣體 水資源 空汙 廢水 廢棄物

0

10

20

30

40

50

民國年106105
0

民國 109 年 5 月台灣首批再生能源轉供，嘉義鹽灘地太陽光電廠產
出的電力正式送抵台積公司（照片來源：韋能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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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損益趨勢圖
單位：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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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再生能源量與比例

國內再生能外購（億度） 海外再生能外購（億度） 使用再生能源比例（％）

105 107 109 民國年106 108

2.1%

0.8%

7.0%

25%

119

2
1

9.2
8.8

9.8

2.5

6.8%

7.6%

再生能源發展歷程

 ▪首次 購買 綠電，
成為台灣最大綠
電購買者

 ▪因應台灣開放電力市場，成
立再生能源工作小組 
 ▪加入台灣再生能源憑證平
台，成為第一批取得台灣再
生能源憑證的半導體廠 
 ▪連續 3 年成為台灣最大綠電
購買者

 ▪蟬聯台灣最大
綠電購買者

 ▪簽訂台灣廠區購買再
生能源長期合約
 ▪海外廠開始 100%
使用再生能源

 ▪承諾台灣廠區使用再生能源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完成為台灣首批再生能源轉供交
易，購買約 12.3 億度再生能源 
 ▪加入 RE100，成為第一個半導體
企業會員 
 ▪簽署全球發電量最大的企業購
售電契約（920MW）

頒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首屆 RE100
領袖獎「最有影響力先驅」（RE100 Leadership 
Awards － Most Impactful Pioneer）。

購買再生能源
台積公司以企業成長與環境共榮為願景，以「全
公司生產廠房 25%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非生產
廠房 100%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為民國 119 年

永續目標，繼海外子公司全部使用再生能源，
亦持續擴大國內再生能源使用率。

由於台灣正值再生能源發展萌芽期，台積公司
與經濟部、能源局、標準局、台電公司、科學
園區同業公會合作，共同討論並弭平法規與實
際運作間的落差，具體規畫未來轉供後的各項
執行細節，透過與政府的緊密溝通及與再生能

源業者的努力，民國 109 年 5 月，台灣達成
首批再生能源轉供里程碑，由嘉義鹽灘地太陽
光電廠產出的再生能源電力正式送抵台積公
司，而數個陸域風場所發出之綠電亦於第 4 季
傳輸至台灣廠區，顯示國內再生能源產業正趨
茁壯；截至民國 109 年年底，台積公司已完
成 1.3GW 再生能源購置契約簽訂，每年約當
減少 220 萬公噸碳排放量，並達成「全球辦

公室 100% 使用再生能源」，為減緩氣候變遷
盡一份力。

台積公司希望透過洽購大量再生能源與支持政
府再生能源政策，帶動產業界使用再生能源與
相關產業發展。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先從法
規完備與再生能源供給量充足的營運所在地開
始，利用購買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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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100% 抵銷位於美國、加拿大、歐洲、
中國、日本、韓國等海外據點電力使用量所產
生之二氧化碳排放，截至民國 109 年，已連續
3 年達成海外子公司零電力碳排放目標。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除了外購再生能源，台積公司亦於廠區內設置
太陽能板發電系統，產生零碳再生能源供自廠

使用。民國 109 年，新增太陽能板裝置容量
416 千瓦，全公司再生能源總發電量 463 萬度，
減少碳排放量 2,356 公噸，相當於 20 萬棵樹一
年的碳吸收量；民國 110 年將持續擴充太陽能
裝置容量 227 千瓦，預計發電量可達 576 萬度。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持續落實「相同製程技術

量產 5 年後，生產能效提升 1 倍」的製程生產能
源效率提升計畫，透過擴展創新的節能措施、智
慧節能設備及導入節能元件，10 奈米及 7 奈米
製程技術量產第4年的生產能效成功提升1.4倍，
提前達成民國 119 年的長期目標；同時，16 奈
米以上製程技術的生產能效亦已提升 1.8 倍。面
對未來更複雜的先進製程技術，不斷提升生產能
源的使用效率是台積公司堅定不變的承諾。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使用的總能源消耗量為
169 億度，其中電力約佔 95%；天然氣佔 5%；
柴油則小於 0.1%。電力是製程生產設備及廠務
系統的主要供能來源；天然氣供給廢氣處理設
備，以降低含氟溫室氣體及揮發性有機汙空氣染
物的直接排放；柴油則使用於緊急發電機及消防
幫浦，當出現緊急狀況、停電或年度歲修保養時
才會啟動，屬於非生產需使用的直接能源。

10 奈米及 7 奈米製程生產能效

註 1：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WaferTech、采鈺公司

註 2：柴油及天然氣並非用於產品生產，不列入計算
註 3：民國 109 年起單位產品指標以十二吋晶圓當量計算

註 1：生產能效以 10 奈米與 7 奈米製程量產第 1 年數值為標準化基準
註 2：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WaferTech、采鈺公司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及發電量 單位產品用電量 單位：度／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竹科 (kWp） 海外 (kWp）南科 (kWp） 中科 (kWp） 發電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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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節能措施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節能減碳委員會加大節
能力道，全面推動節能措施。為創造更多節能機
會，委員會根據製程技術定義五大節能團隊—先
進製程研發廠區組、十二吋晶圓廠區組、後段封
測與八吋晶圓廠區組，極紫外光微影（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EUV）組及廠務組，節
能範圍涵蓋生產機台及廠務設備。

有鑑於廠區機台種類漸增，智能工程中心於民國
109 年成立「綠色製造工程專案」，透過整合各
廠生產機台節能規畫與運作，每月將五大節能團
隊會議所分享的節能創新措施快速平行展開於各
廠區，並第一時間制定為新建廠房的標準規格，
減少機台修改風險，提升節能效果。其中，民國
107 年啟動的「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於
民國 109 年再創佳績，累計共 139 項節能方案
驗證應用於 68 種 5 奈米及 3 奈米的先進製程機
台，成功減省 2 億度用電量。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全年執行八大類共 460
項電力節能措施，新增節電量 5 億度，相當於
減少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節省電費共新台
幣 12.5 億元，因減少排碳而降低的潛在外部碳
成本新台幣 3.8 億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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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0

250

107 109108 民國年

10%

20

54

150

37

110

139

250
272

68

12%

14%

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成效

電力使用排放二氧化碳
含氟溫室氣體 氧化亞氮

甲烷與二氧化碳

註 1：1 立方公尺天然氣 =10.5 度電能；1 度電 =3,600 千焦耳
註 2：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及海外子公司

再生能源電力 柴油天然氣非再生能源電力

105 107 109106 108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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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總消耗量 溫室氣體排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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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節能量（累計至前年度） 當年度新增節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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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
3 奈米／ 5 奈米

機台

現有十二吋
晶圓機台

現有封測、
八吋晶圓機台

EUV 機台

 ▪ 優化既有機台程式設定
 ▪ 尋找新的節能機會
 ▪ 建立節能最佳標準方法

 ▪ 汰換低能效附屬設備
 ▪ 制定封裝測試新機台規格 

 ▪ 提升能效
 ▪ 制定新機台規格

 ▪ 開發與驗證節能元件
 ▪ 評估機台程式節能最佳化設定
 ▪ 制定新機台規格

 ▪汰換低能效設備
 ▪建立廠務設備智慧節能系統
 ▪制定新機規格

非製程設備
的公用設施

後段封測與
八吋晶圓廠區組

EUV 組

先進製程
研發廠區組

十二吋晶圓
廠區組

廠務組

五大節能團隊 節能標的 節能任務分類／主責單位 民國 109 年亮點專案成效

落實綠色創新的五大節能團隊

晶圓十二 B 廠導入新型節電元件、節能幫浦
與排氣最佳化設定，年省 2,500 萬度電

晶圓十二 A ／ B 廠、晶圓十四 B 廠、晶圓十五 A 廠、
晶圓十五 B 廠及晶圓十八Ａ廠智慧節能不斷電系統
採用鋰鐵電池，年省 1,710 萬度電

晶圓十五 A ／ B 廠導入低耗能管路加熱系統， 
有效降低管路表面溫度，減少 25% 能耗

晶圓十二 B 廠、晶圓十五 B 廠、晶圓十八 A 廠 
導入大數據分析手法，提升 5% 能源使用效率

所有八吋晶圓廠房更換節能幫浦及冰水機， 
年省 1,200 萬度電

生產機台節能
智能工程中心

廠務設備節能
廠務處 1,710萬

2,500萬

25%

5%

1,200萬

台積公司節能減碳委員會以年度節能目標達成率與節能點子創新度
為指標，頒發節能模範獎與節能創新獎

獎座以台積公司製程回收的銅棒為原料，鼓勵節能創新並彰顯環保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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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台製程冷卻水減量
 ▪ 機台排氣減量 
廠區：全廠區

 ▪ 非無塵室智慧照明
 ▪ 更換 LED 照明 
廠區：全廠區

 ▪ 智慧節能冰機系統
 ▪ 空調節能調整 
廠區：全廠區

 ▪ 空調機加濕器改裝濕膜 
廠區：十二吋廠區

 ▪全新機台採購使用高效率節能
附屬設備 
廠區：十二吋廠區／封裝廠

 ▪機台用電單元最佳化修改 
廠區：全廠區

 ▪汰換高效能節能幫浦 
廠區：晶圓三廠、晶圓二／五廠、 

 晶圓六廠、晶圓八廠

共 92 項節能 4,200 萬度，減碳 2.14 萬公噸 CO2共 10 項節能 1,600 萬度，減碳 0.81 萬公噸 CO2

共 10 項節能 9,400 萬度，減碳 4.78 萬公噸 CO2

共 7 項節能 3,200 萬度，減碳 1.63 萬公噸 CO2 共 9 項節能 9,800 萬度，減碳 4.99 萬公噸 CO2

共 25 項節能 1,000 萬度，減碳 0.51 萬公噸 CO2

共 125項節能 9,600萬度，減碳 4.89萬公噸 CO2

共 182項節能 1億 1,200萬度，減碳 5.7萬公噸 CO2

廠務節能

用量管理照明節能

空調節能

效能提升
 ▪ 不斷電系統節能模式
 ▪ 電池櫃風扇節能 
廠區：全廠區

待機節能

新機規格

機台修改

機組汰換

電力節能措施

生產機台節能

註：碳排放當量係數以 0.509 公斤／度；1 度電 = 3,600 千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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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擴大節能設施與設備，台積公司亦透過打
造綠建築認證廠房，降低興建過程及營運階段
的各項能資源耗用、增加建物的氣候韌性，並
納入生態營運的設計巧思。截至民國 109 年，
台積公司累計共取得 34 座美國綠建築協會評
量系統「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認 證 黃 金 級 以 上 綠 建 築 認 證 及 23 座 內 政 部
台 灣 綠 建 築（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 and Health, EEWH）認證；LEED 認
證面積全球半導體業第一、全台第一；綠建築
認證面積、智慧建築數及綠色工廠認證數亦為
全台第一。此外，台積公司亦於民國 109 年啟

註：「高科技節能減碳論壇」提出自主承諾目標：民國 109 年  
「ISO50001 建置率達 50%，溫室氣體削減率達 80%」；民國 
114 年「ISO50001  建置率達 80%，溫室氣體削減率達 85%」

註：民國 109 年新增認證廠房為晶圓十五 B 廠第７期與晶圓十八 A 廠第 1 期

綠建築及綠色工廠里程碑

台積公司打造綠建築認證廠房

動「植樹薪傳計畫」，與政府機關合作取地造
林，為社會提供更健康、更宜居的都市環境。

從自身做起，帶動產業標竿學習
民國 109 年，全球許多生產與商業活動皆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而減緩，但台積公司仍積極
節能減碳、致力成為產業標竿。民國 109 年，
台積公司除了再次獲得工業局頒發「產業溫室
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亦獲國際碳揭露專
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評比為領
導級企業，落實綠色製造承諾。

台積公司深耕氣候減緩與調適作為，並樂於對
外分享環保知識及經驗。透過台積公司主導的
台灣半導體協會能源委員會平台，定期與 13 家
協會成員交流節能經驗與管理做法。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除了以身作則節能 5 億度電，同
時引領成員共同節電 3 億度，並帶領會員一起
達成 ISO 50001 建置率達 71%、溫室氣體削減
率達 82% 的年度管理成就，超越協會提出自主
承諾的目標註，共同樹立永續產業標竿。

所有十二吋廠房均取
得 LEED 黃金及以上
認證註

LEED 綠建築認證面積 
全球半導體業第一
全台第一

綠建築認證面積
全台第一

綠色工廠認證數
全台第一

智慧建築數
全台第一

所有十二吋廠房
均取得 EEWH 認證

綠色廠房

鑽石級智慧
建築認證

EEWH

優良智慧
建築

綠色工廠

LEED
34座

23 座

13

1

1

1

1

座

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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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案例

EUV 機台領先業界導入大數據分析手法，有效提升 5% 能源使用效率

半 導 體 技 術 日 新 月 異，EUV 技 術 的 應 用
是半導體製程成功演進到 5 奈米以下的
關 鍵。 然而，EUV 機 台 耗 電 量 是 傳 統 深
紫外光微影 (Deep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DUV) 機台的 10 倍以上，為兼顧製程技術
演進與環境永續，台積公司積極尋找 EUV
機 台 的 節 能 機 會， 民 國 109 年， 透 過 大
數據分析手法及機台改善，成功提升 5% 
EUV 機台整體能源使用效率。

EUV 是半導體微影製程中最新進的機台，
儘管任何製程改變都潛藏對產品品質的極
高風險，但是為履踐強化環保的使命，台
積公司攜手供應商積極投入「新世代機台
節能行動專案」，其中針對 EUV 機台進行
的研究發現，傳送 EUV 光需要特殊的反射
鏡，每一次傳送將損失 3 成能量，而在機
台內平均 10 次以上的反射過程，最後僅
剩下少於 2％的光能。為了提升機台能源
使用效率，台積公司運用大數據研析 EUV

光產生過程的耗能狀況及運作模式，發現 EUV
光產生的脈衝與反射鏡面反射效率是影響耗能
的主因後，立即啟動相關機台改善措施。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首先透過機台程式的修
正，達到 EUV 光脈衝能量最佳化；同時，重新
設計鏡面反射結構，有效增加 3% 反射率。此
外，台積公司分析二氧化碳雷射系統放大器的
運轉數據，發現利用變動頻率取代固定頻率的
運作模式，可進一步強化放大器 10% 能源使用
效率，透過三管齊下的手法，成功提升 EUV 機
台 5% 能源使用效率，並將此綠色創新作為應
用於 3 奈米的 EUV 新機台，積極落實節能減碳
的社會企業責任。

台積公司透過大數據分析手法及機台改善，成功提升 5% EUV 機台整體能源使用效率

雷射光脈衝的能量

精進雷射系統運作模式改善鏡面反射率

提升

5%

運用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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