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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Fab12A 廠

聯華電子（以下簡

稱聯電）成立於69年，

為臺灣第一家半導體公

司，引領了臺灣半導體

業的發展，是臺灣第一

家提供晶圓專工服務的

公司，也是臺灣第一家

上市的半導體公司（74
年）。聯電以策略創新

見長，首創員工分紅入

股制度，此制度已被公

認為引領臺灣電子產業

快速成功發展的主因。聯電同時也透過MyUMC線上

服務，讓客戶能在線上取得完整的供應鏈資訊，此

服務於87年上線，亦為業界首創。

聯電身為半導體晶圓專工業界的領導者，提供

先進製程與晶圓製造服務，為IC產業各項主要應用

產品生產晶片。聯電完整的解決方案能讓晶片設計

公司利用尖端製程的優勢，包括28奈米Poly-SiON技

術、High-K/Metal Gate後閘極技術、14奈米量產、

超低功耗且專為物聯網(IoT)應用設計的製程平台以

及具汽車行業最高評級的AEC-Q100 Grade-0製造

能力，用於生產汽車中的IC。聯電現共有11座晶圓

廠，遍及亞洲各地，每月可生產超過60萬片晶圓，

全球超過20,000名員工，在臺灣、日本、韓國、中

國、新加坡、歐洲及美國均設有服務據點，以滿足

全球客戶的需求。

F o u n d e d  i n  1 9 8 0  a s  Ta i w a n ' s  f i r s t 
semiconductor company, UMC 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It was the first local company to offer foundry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first semiconductor company 
to list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1985). UMC 
is responsible for many local industry innovation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mployee share 
bonus system, often credited as a primar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minent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aiwan. UMC also enables customers to access 

洪嘉聰 董事長

網　　址：www.umc.com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4,500人
地　　址：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18、2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0年
負 責 人：洪嘉聰 董事長

廠　　長︰莊裕智 協理

聯 絡 人：張炳坤 經理

電　　話：06-5054888 分機8621906
傳　　真：06-5053899
環安聯絡信箱：p_k_chang@umc.com
主要產品： 專業晶圓製造服務，依客戶個別

之需求提供矽智財（IP, 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嵌入式

積體電路設計、設計驗證、光罩

製作、晶圓製造、測試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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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online through 
the MyUMC online service portal, an industry first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n 1998.

UMC (NYSE:  UMC, TWSE: 2303)  is  a 
leading global  semiconductor foundry that 
provides advanced IC production for applications 
spanning every major sector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UMC's comprehensive foundry solutions 
enable chip designers to leverage the company's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which include world-class 28nm High-K/Metal 
Gate technology, 14nm FinFET volume production, 
specialty process platforms specifically developed 
for AI, 5G and IoT applications and the automotive 
industry's highest-rated AEC-Q100 Grade-0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ICs found in vehicles. UMC's 11 wafer fabs a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throughout Asia and are able 
to produce nearly 600,000 wafers per month. The 
company employs over 20,000 people worldwide, 
with offices in Taiwan, China, Europe,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MC can 
be found on the web at http://www.umc.com.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莊裕智 協理

團隊成員／

風險管理暨安環處：

莊燿瑋 處長、張炳坤 部經理、賈定山、

周欣慧、林珮萱、吳政修、陳子秦

廠務暨擴建工程處：

黃建溢 副處長、李榮哲 部經理、李春茂經理、

王烱柱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聯電以公司及廠區之事業活動、服務產品特

性、企業經營理念與廠區環保衝擊與風險所制定環

境保護政策。包含持續改善與污染預防及符合相關

環保法規要求事項的承諾，並作為各廠設定與審查

環安衛目標、標的架構。聯電在環境保護方面，以

環保政策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公司環境保護政策並

公告於公司網頁(http://www.umc.com/chinese/CSR/
d_1.asp )，列於企業永續專頁中之「環境永續共

生」章節中，使社會大眾及利害關係者周知，以展

現公司遵循環境政策之宣示及決心。

環境政策內容如下：

1.  以零污染為目標，符合或超越環保法令及國際公

約的要求，致力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企業。

2.  落實環境管理系統，融入整體組織管理體系，全

力維持環境績效之持續改善。

3.  主動引進及發展環境友善技術，應用於生產活動

及產品服務流程，致力減少生命週期各階段的環

境負荷，以達到綠色設計、生產與經營之目標。 
4.  順應國際環保趨勢，善用與回收能源與資源，促

進循環經濟，成為環保科技領導者。

5.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政府、民眾及全球營運夥

伴合作，攜手參與環境生態改善與復育。

6.  推廣環境倫理教育及環保理念，提升企業、上下

游供應鏈及整體公民環境保護意識，以展開行動

並善盡職責。

7.  透明揭露環境資訊，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議

合，盡職調查發揮影響力，促進環境永續。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聯電的永續承諾

聯電秉持「關心員工、重視環保、力行公益」

信念，持續深化永續經營並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引

導社會走向善的正向循環。聯電的永續發展係構築

於「創造以人為本、與環境共生、與社會共榮的全

球性友善生態新價值」的願景之下；以「客戶、股

東、員工、環境、社會」為主要關注目標，共同追

求永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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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永續委員會統籌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

聯電企業永續委員會於97年成立，為聯電內部

最高階的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及擬定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每半年檢視委員

會之績效與目標達成度，並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涵蓋

經濟、環境和社會重大主題之推動成效與計畫。

3. 推動聯電3R大聯盟(UMC Triple R League)倡議

推動「Triple R大聯盟」，聯電領航攜手供應商

從「節能減廢」走向「循環經濟」，推廣綠色供應

鏈、永續發展的價值。3年內已超過40家供應商參

與，供應鏈累計減碳量達670座大安森林公園，並於

每年4月辦理傑出廠商頒獎。

3R大聯盟合照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之執行成效

聯電於104年4月20日世界地球日公布下階段

之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以104年為基準

年），展現對永續環境的承諾：到109年節水、省電

及減廢各10％的目標，期望在109年聯電進入40週年

之際，得以歡喜收割綠色果實。

●12A廠至107年「Green 2020」之執行成效

項目 用電量 用水量
廢棄物

產生量

109年減量目標

（基準年104年）

減量

10 ％
減量

10 ％
減量

10 ％
至107年NER

（單位用量）實際

累計減量比率

減量

23.1％
減量

24.5％
減量

18.25％

2. 舉辦「綠廠獎」「綠創獎」競賽

公司為鼓勵各廠積極推動節能工作、提出創新

方案，從105年開始以廠區為單位設立獎項－「綠廠

獎 (Green FAB Awards) 」，主要藉由廠區競賽方式

促進各廠努力提出節能方案，除節能減碳外，亦可

降低運轉費用、提升企業競爭力。另針對提出創新

方案達節能減廢之團隊或個人獎勵之「綠創獎」以

激發創新點子達到小工程大改善。

綠廠獎及綠創獎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污染防治設施使對環境衝擊極小化

建廠初始即預先規劃至產能滿載之空污防制系

統藍圖，各項防制設備

均以(N+1)台模式規劃設

置，且留有安全裕度；

並包含緊急備用電源，

於緊急狀況時仍可有效

處理空氣污染物，以確

保所有排放符合法規要

求，並維護空氣品質。

廢水依特性分類處理並多重再利用，以提升

水資源最大效益，使廢水成份簡單化，最後再經由

廠區廢水處理設施，將廢水處理符合科管局納管標

準，才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2. 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化讓資源利用的極大化

廢棄物管理以「廢棄物總量削減」與「廢棄物資

源化」為策略，最終目地達「零廢棄」。藉由製程技

術改善、原物料減量等源頭管理措施，減少廢棄物產

出，並推動循環經濟，將垃圾轉變成有用的資源。

107年度廢棄物管理績效總表

項目 數量 單位

廢棄物減量 387 噸／年

資源回收率 97.92 ％

回收再生資源經濟收益 1,275萬 元／年

廠內資源化比率 38.2 ％

N+1空污防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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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學品及毒化物管理資訊平臺

已建置電子化管理系統，針對新化學品於進廠

使用前皆須經過系統評估，事先評估相關法令規定

及後續污染處理程序，維護人員安全與健康。為有

效管理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免於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對毒化物之運作與流向亦建置電子化

管理系統，方便查核並進行管控。

四、環境參與

1. 推動廠區綠美化，是工廠也是公園

12A廠利用大量植栽綠化戶外空間，以美化廠區

景觀。基地周圍也設置有緩衝綠帶，整廠之綠覆率

達30％。廠區東北角及西南角生態湖泊景觀公園，

營造樂活工作環境。

廠區綠美化

2. 每年舉辦環保季推動員工環保教育

每年度4月-6月為聯電環保季，舉辦一連串環

保節能相關活動，透過同仁參與，將永續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觀念融入同仁的職場與生活。107年聯電

環保季以綠色生活節

「Green Life」做為主

題概念，全公司共辦

理10餘項活動，總參

與人數為7,984人，其

中12A廠參與人數為

2,820人次。

3. 用碳交易做生態保育，創辦綠獎

用碳權交易回應大眾關注之環境議題，創辦「綠

獎」(UMC Eco Echo Award)，鼓勵生態保育團體提

出具體環境永續發展和具開創性的計畫，3年來共幫

助14個保育計畫實現影響力，攜手守護臺灣生態。

4. 成立「南科節能暨安全服務隊」

108年成立「南科節能暨安全服務隊」以參與臺

南市政府節電大聯盟活動，共同推動低碳城市。截

至108年4月，服務隊針對臺南用電大戶免費提供節

能診斷輔導及臺南地區弱勢社福機構提供節能及安

全輔導、工程改善等服務，可產生539萬元的經濟效

益，並可減少約869噸CO2排放量。

5. 推廣偏遠地區環境教育

12A廠配合南科管理局推廣南科永續園區環境教

育場址，於106年-107年與南科管理局合作共同推廣

偏遠地區環境教育活動，共計辦理4場次偏遠地區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參與學生人數達109位。

偏遠地區環境教育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2A廠近3年環保榮耀獎項 

1.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環保績優事業（107年）

12A廠力行環境保護、節約能

資源，以及綠美化環境景觀，已連

續7年獲得南科管理局肯定（100
年-107年）。

2.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107年）

為配合政府「推動民間企業

與團體之綠色採購實施計畫」，推

行購買環保標章產品；107年採購

環保標章OA產品金額約3,813萬，

已連續5年（103年-107年）獲臺

南市政府環保局之肯定。

3. 綠色工廠（108年，12A）
12A廠為全國第一批取得綠色工廠標章，108年

7月甫取得經濟部工業局續用核可。綠色工廠標章內

容涵蓋廠房建築之綠建築評估系統及營運管理之清

潔生產評估系統，依經濟部工業局發展之各特定行

業之評估系統，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評定合格。

員工環保季活動

園區環保績優獎

綠色採購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