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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二廠

企業簡介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世界先進）於83年12
月5日在新竹科學園區

設立。自成立以來，在

製程技術及生產效能上

不斷精進，並持續提供

最具成本效益的完整解

決方案及高附加價值的

服務予客戶，成為「特

殊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的領導廠商。世界先進

目前擁有3座8吋晶圓廠，109年平均月產能約29萬9
千片晶圓。 

世界先進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於101年設置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由各單位推派代表

針對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具體可行的做法，負責制定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以及提出管理制度與執行，在

「環境保護」方面，世界先進透過環境與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建置，針對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水

資源管理、水污染防治、節能、節水及減廢等議

題，擬訂各項中、長期目標，達到珍惜自然資源與

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

Vanguard Internat 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VIS) is a leading specialty IC foundry 
service provider. Since its founding in December 
1994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Taiwan, VIS 
has been achieving continuous success in i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VIS has also been consistently 
offering its customers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and 
high value-added services. VIS currently has three 
8-inch fabs with a monthly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299,000 wafers in 2020.

To fulfi l l  CSR, VIS established the CSR 
Committee in 2012; various divisions elect a 
representative to propose feasible practices for 
addr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方略 董事長暨總經理

網　　址：http://www.vis.com.tw/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1,882人
地　　址：新竹科學園區力行路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3年
負 責 人：方略

聯 絡 人：陳威仲

電　　話：03-5632111 分機1512
傳　　真：03-5632119
聯絡信箱：wcchenae@vis.com.tw
產品或服務：半導體（八吋矽晶圓）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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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representative is responsible for formulating 
CSR policies, proposing managerial systems 
and implementations, reviewing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nd cont inual  improvements.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VIS build up mid-term 
and long term policy for Environment, Safety and 
Health System for climate chang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water management,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ergy conservation, water saving, 
to sav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方略 董事長暨總經理

團隊成員／

營運副總經理：郭昭仁

廠長：余俊良 
世界先進二廠團隊：

王益豐經理、陳盈美經理、陳鐿元副理、

吳倩瑜副理、熊詩芸副理、俞聖華經理、

陳維民經理、余浚銘副理、韓昆恩副理、

陳威仲、曹庭瑋、林美惠、蘇昭吉、陳興中、

李哲軒、王正邦、魏良錦、劉博武、李耀輝、

李昌明、何建興、許木興經理、陳政義經理、

吳俊緯、王信傑經理、程介凡副理、劉志祥、

古錦祥、黃家齊、曾文駒、郭瑞祥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世界先進為維護企業永續經營，善盡良好企業

公民責任，以風險管理、綠色生產及環境衝擊考量

為基礎，全員參與安全、衛生及環境管理系統之運

作，達成符合法規、國際環保公約、整體安全、身

心健康與環境保護之目標。

為了達成對社會的承諾，我們制訂了安全衛生

與環境政策與目標，並持續進行下列各項工作：

1.  遵守法令國際公約之規定，建構安全衛生的

工作環境。

2.  由風險評估達成源頭控管，落實損害防阻對

策之執行。

3.  改善製程與污染防治技術，達成減廢及環境

污染預防。

4.  執行能資源的回收再利用，持續提升節約能

資源成效。

5.  進行諮詢溝通與教育訓練，強化安衛環保責

任之認知。

6.  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制度，提升產業環安衛

管理績效。

7.  享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預防職傷病促進

身心健康。

8.  持續關注內外部環安議題，達到善盡企業社

會之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世界先進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於101年設置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在方略董事長領導

下，各單位推派代表針對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具體可

行的做法，負責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以及提出管

理制度與執行。在「環境保護」方面，世界先進透

冰機智慧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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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針對氣候變遷、

溫室氣體減量、水資源管理、水污染防治、節能、

節水、減廢等議題擬訂各項中、長期目標，並持續

對環境保護友善之技術的研發與執行之投資，以節

能減廢，源頭管理、全體動員、環教生活、環教幼

苗、向下扎根，社會參與、自然人文達到珍惜自然

資源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導入產品碳、水足

跡、ISO 14064溫
室氣體盤查，從廠

內產品製造使用的

燃料及能源到客戶

端，過程數據量化

並持續改善，世界

先進公司的減碳目標為109年之單位晶圓面積溫

室氣體排放量較104年再降低20%；世界先進公

司晶圓二廠108年單位晶圓面積溫室氣體排放量

較104年再降低14%。

2.  106年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世界先進

公司訂定109年單位晶圓面積用電量較104再降

低30%為節能目標。截至108年止，世界先進

公司晶圓二廠單位晶圓面積用電量已較104降低

29.5%，逐步展現效益，每年持續驗證。

3.  107年導入ISO 14051物質流成本分析方法學並

獲得第三方的認證，瞭解產品產線物質和能源

使用情形與相關成本，進而評估物質使用和物

質損失的減量空間，同時達到減少環境衝擊和

增進營運利潤，世界先進公司晶圓二廠化學品

減量改善效益約為5,407.22萬元。

4.  107年參與國際碳揭露計畫(CDP)在評比全球

8,400家企業所揭露資料的對抗氣候變遷行動

後，108年世界先進獲得「A-」的評等，肯定世

界先進於氣候數據的透明度與揭露的完整度領

先產業。

5.  製程原物料源頭減量，原先以較耗能耗酸之短

酸槽執行投片作業，世界先進公司以長酸槽

取代單槽式短酸槽，將換酸時間延長，達成

NH4OH日用量109年比104年下降 47%，總使

用量相較減少了195,275 kg／年的成效，原物

料開支減少5,174K／年。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世界先進晶圓二廠，除以科學園區的85%製

程回收率標準做為目標外，選用低耗水製程機

台、製程排水管路分流、建置各種製程水回收

系統，以及推動節水措施，以減少自來水用

量。108年，世界先進公司晶圓二廠的平均製程

用水回收率則達到85.5%。以製程用水回收量而

言，以108年回收量與104年比較，晶圓二廠成

長約6.6%。自104年累積至108年，世界先進公

司累積製程用水回收量已達4,000萬噸，節省約

8座新竹寶山水庫的蓄水量。

2.  世界先進晶圓二廠進行專案改善NH4OH每日平

均用量以較耗能耗酸之短酸槽執行投片作業，

每個Run需換酸一次，NH4OH用量達19.97 
kg/1000 pcs，世界先進公司以長酸槽取代單槽

式短酸槽，約48小時換酸一次，在109年達成相

較104年氨氮排放濃度降低了72.5%。

四、環境參與

• 全體動員、環教生活

對內世界先進公司的環境教育活動以全體動

員，環教生活，教育對象為公司同仁，環教時數20
小時，世界先進藉由購買環保集點100萬點來鼓勵同

仁攜手做環保，我們推動廠區美化、午休關燈節約

用點、使用環保杯袋等。在108年家庭日活動中推動

更換節能pump

2018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濟績效特優 家庭日器喝茶環保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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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仁使用環保杯，推廣「器喝茶」環保杯具免

費借用與歸還活動，獲同仁熱烈響應，將此融入節

約資源的思維，也藉由這些活動，將環保理念傳達

到員工的心，員工回到家時，也將此理念傳給下一

待，環保意識將會生生不息。

• 環教幼苗、向下扎根  
對外影響，102年起世界先進即以環保志工的

身分，目前已有員工1,050人參與環保志工活動，至

廠區鄰近國中小學，實施環境教育向下扎根。我們

的題材多元。除了資源回收、節能講座、多肉植物

DIY等環保議題，我們更結合自家的「災害防救」專

業，介紹消防設備、使用無線電、試穿消防衣等，

將安全意識傳輸給孩子們，除了學校的孩子，我們

也想到了育幼院的孩子，我們召集世界先進的志

工，帶孩子們到智慧農場認識水耕蔬菜種植，在吃

的健康的同時，也學習到食物得來不易，要惜食。

偏鄉教育，是世界先進長年的投入，世界先進及同

仁共捐贈新臺幣200萬元為司馬庫斯部落興建幼兒

園。召集公司同仁擔任志工每月上山一次，陪伴部

落小朋友，並募集書本及捐贈電腦給幼兒園為環境

教育扎根。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 社會參與 
世界先進透過贊助 IC之音「台灣的明天」、

「春風華語、聚焦台灣」節目，以及贊助「台灣的

明天」書籍出版，探討節能減碳等環保永續議題，

我們藉由聲音與文字，將環保意識傳遞出去，累計

影響人數達385萬人次。世界先進公司發起敦親睦

鄰，關懷大地，與緊密好鄰居金山里認養了櫻花公

園及柯子湖溪，結合綠地及河川，進行整治工程；

為往後的環境生態復育，立下了美好的基礎，去年

起，我們開始認養河岸環境，與臺大昆蟲系楊平世

教授合作，進行復育場址環境現勘，規劃未來用這

生態作為螢火蟲復育地，為未來打造環境教育場所

立下厚實基礎。

世界先進公司環保理念無遠弗屆，由新竹市環

保局搭起橋樑與千甲里曾里長合作，認養新竹市面

積最大空氣品質淨化區，占地3.81公頃，世界先進公

司固定修剪草皮及植栽養護，千甲里里長巡守志工

團隊每週有志工撿拾垃圾及環境清潔，結合民間及

企業力量，共同維護環境之美化、綠化等，達到雙

贏。VIS FAB2 發起「讓樹呼吸，護樹行動」，號召

同仁前往千甲公園護樹，巡視公園將有勒住的樹木

鬆綁，並重新

固定。世界先

進重視環保事

務，結合新竹

市府提供認養

機會來回饋社

會，協助新竹

左岸定期投入

人力巡檢及植

栽維護，共計

220棵，提供

碳匯量6.16 噸
／年。

千甲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

公園輪值守護

老樹立牌老樹認證

清大交流

櫻花公園認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