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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門哈斯亞太研

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為杜邦公司旗下成員，

設有高階化學機械研磨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CMP)亞
太製造與技術中心。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是本公

司持續發展 CMP 技術

業務的絕佳地點，可善

用當地強勁的基礎設施

和人才以快速生產及繼

續服務我們遍布亞洲的客戶。

CMP技術業務為半導體晶片製造業的化學機械

平坦化（CMP）市場及其他先進基材拋光應用市場

提供由技術支援的拋光墊、研磨液和應用專業知識。

本公司的產品以超越客戶對高級技術性能的期

望、工藝優化和改善擁有成本而著稱，透過強大的客

制化技術產品，確保卓越的材料品質和一致性以及客

戶生產力。

Rohm and Haas Electronic Materials Asia 
Pacific Co., Ltd., a member of DuPont, was founded 
in 2006 and is located in Zhunan Base, Hsinchu 
Science Park. Rohm and Haas Electronic Materials 
Asia Pacific Co., Ltd., is a high- level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CMP) Asia Pacific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 Center.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is an exceptional location for our 
CMP Technologies business to continue to grow, 
leveraging our strong infrastructure and local talent 
to move to production quickly and continue to serve 
our customers throughout Asia. 

The CMP Technologies business delivers 
technology-enabling polishing pads, slurries and 
application expertise to the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CMP) market in the semiconductor 
chip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other advanced 
substrate polishing applications.

羅門哈斯亞太研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陳光民 總廠長

網　　址：https://www.dupont.com/
行 業 別：化學製品製造業

員工人數：500人
地　　址：苗栗縣竹南鎮科西二路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10月11日
負 責 人：陳光民 總廠長

聯 絡 人：鄭鈞蔚

電　　話：(037)539100分機9246
傳　　真：(037)582208
環安信箱：chunwei.cheng@dupont.com
主要產品：CMP（化學機械平坦化）研磨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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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differentiated 
capabilities enable strong, customized technical 
offerings, manufactured in advanced, robust, high-
volume processes, to deliver exceptional material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and customer productivity.

To further enhance customer success, our 
offerings are supported by highly-skille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resources located close to our 
customer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光民 總廠長

團隊成員／

 安全衛生部： 杜業炫 協理、李家豪 經理、 
鄭鈞蔚、吳益民

廠務部： 范聖豐 經理、李佳吉、葉錦峰、 
鄭智鴻、張凱倫、陳俊安、楊崑崙

製造部： 林慈傑 廠長、明道增 廠長、 
張淵琮 廠長

物流部：李俊輝 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保護社會大眾及環境是杜邦所有作業與決定的

重要考量，所有員工皆有責任確保公司的產品及作

業，都能符合國家及杜邦的最高標準。

我們的目標是去除所有傷害，杜絕對環境及健

康的不良影響，減少廢棄物及排放並促進產品使用

生命週期中每一階段資源的有效運用。我們會公布

進展並對社會大眾有所回應。

我們亦會與員工、承攬商及其代表進行諮詢，

及確保他們有時間及資源參與環安衛管理系統所有

過程之活動。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本公司於94年動土，95年成為新竹科學園區第

一家取得綠建築合格獎的建築，99年更進一步取得

內政部頒發「綠建築鑽石級獎」，最終於101年獲得

綠色工廠標章。此外，4期新建廠房於107年啟用，

108年即取得LEED銀獎肯定。我們不斷地追求卓

越，期許成為綠建築及綠色工廠的發展典範。

本廠綠建築認證歷程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JW空調導水鋪面

為新竹科學園區第1家採用JW空調導水鋪面之

公司，其兼具「透水」及「雨水回收」雙重功能，

實際每年節省用水200噸用水量。

JW空調導水鋪面

(二) CDA聯控節能

重視能源管理，利用CDA聯控方式改善能源消

耗，實際節省能源浪費。改善後，每年節省電費新

臺幣58萬餘元，投資成本為新臺幣97萬元，回收年

限僅1.67年，預估可降低全公司用電量達1.8％。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IPA廢水回收優化

為降低製程對環境造成的負擔，本公司取得工

業技術研究院(ITRI)高級氧化程序(AOP)專利，用以

處理IPA廢水。處理後的IPA廢水其丙酮濃度遠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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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限值，可用於補充冷卻水塔，再次利用。

(二) NMP廢水減量

為推動製程廢水減量，藉由清洗機管路改善、

加裝過濾系統以及優化製程條件等措施，讓NMP清

洗用水從一次性排放改善為可使用10次，以減少清

洗廢水的產生量。

四、環境參與

(一) 珍愛海洋

自101年起，每年贊助荒野協會舉辦保護地球的

相關活動，號召員工及其眷屬一起加入淨灘行動，

為我們及下一代建立美麗的永續海洋環境，以107年
為例，淨灘清除廢棄物量達720公斤。

自主淨灘活動

(二) 希望閱讀

致力於發展企業社會責任，透過贊助天下雜

誌基金會「希望閱讀」計畫，實踐協助社區成功發

展的承諾。活動結合地方社區、非營利組織、公司

員工共同參與，推廣海洋生態多樣性、淨灘保育知

識、環保知識、安全衛生知識與生活小常識等，攜

手2大非營利組織，以實際行動培育未來人才。

希望閱讀活動

(三) 世界地球日

每年舉辦「愛地球，愛健走」活動，於上班期

間由高階主管帶領員工進行健走，放鬆身心，並響

應「4月22日地球日」。另推出許多活動，如「素食

日」「減塑」「節能」等，使員工寓教於樂，共同

愛地球。

世界地球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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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植樹愛地球

每年舉辦「植樹愛地球」活動，邀請員工參與

植樹活動，地點遍及公司廠區內及於新竹科學園區

竹南基地內所認養之公用綠地。多年來已種植超過

200顆以上各式樹苗，以公司500名員工計算，比率

超過40％，植樹活動已成為每年員工最期待的活動

之一。

植樹愛地球活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國家永續發展獎

106年獲頒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國家

永續發展獎」為國家級榮譽，對公司長期致力推動

國家永續發展的成果予以肯定。

榮獲國家永續發展獎

(二) 天下雜誌-CSR企業公民獎

106年獲頒天下雜誌外商組「CSR企業公民

獎」，表揚本公司在環保、安全與衛生、勞工條件

等領域上的績優表現。

榮獲天下雜誌CSR企業公民獎

(三) 環境綠美化貢獻獎

長期認養鄰近2.3公頃之公用滯洪池及其公園

綠地，並於公用綠地舉辦植樹活動，由員工認養樹

苗，多年來已種植超過200顆各式樹苗，實際為生態

環境做貢獻，因此，107年獲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頒

贈「環境綠美化貢獻獎」，肯定本公司對於環境美

化的貢獻。

榮獲環境綠美化貢獻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