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造業組

事業簡介

日月光集團成立於 73 年，首座旗艦廠設立於臺灣高雄，日月光為全球第一大半導體封裝與測試製造

服務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二廠（以下簡稱 K22 廠）於 105年設立，

提供半導體客戶完整之封裝及測試服務，包括晶片前段測試及晶圓針測至後段之

封裝及成品測試的一元化服務，長期提供全球客戶最佳服務與最先進技術。

ASE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73 and its first flagship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Taiwan.

The world's largest semiconductor packaging and testing manufacturing 

service company. The 22nd Factory of AS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K22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105 to provide complete packag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for 

semiconductor customers, including integrated services from 

front-end chip testing and wafer probe testing to back-end 

packaging and finished product testing., Provide the best 

service and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global 

customers for a long time.

張虔生 董事長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asekh.aseglobal.com/

行  業  別｜電子科技

員工人數｜ 1,236人

地　　址｜高雄市楠梓區創意北路一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5年

負  責  人｜張虔生 董事長

聯  絡  人｜劉香君 廠務部副理

電　　話｜ 07-3617131 分機 13285

聯絡信箱｜ AmyHC_Liu@aseglobal.com

產品或服務｜ 電子零組件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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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王頌斐 資深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二十二廠 (K22)： 溫俊哲 副總經理、黃仰田 廠長

行政管理：周光春 資深副總經理

人力資源：李叔霞 副總經理

廠務環工處：易良翰 處長

廠務部： 劉香君 副理、陳凱琳 工程師、謝緯穎  

專案工程師、陳韋成 副理、簡大貴 副理 

黃琮仁 主任、蘇景明 主任、蔣崴 主任、

蔡慶隆 主任、莊豐鍵 主任、翁恒棊 主任 

鄭景鴻 專案工程師、蘇蕙雯 工程師、 

陳奕全 專案工程師、張瑞濱 專案工程師 

林琨智 專案工程師

環境工程部： 涂秀妹 經理、陳依君 工程師、 

許美論 副理、姜婷毓 主任、黃祈斌 

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永續發展是日月光二十二廠（K22 廠區）一

貫堅持的理念，永續發展政策內容涵蓋商業道德、

環境、勞工、衛生安全、法規遵循以及社會參與，

展現我們永續經營的企業文化，環境政策亦涵蓋

其中，且是被格外重視的。我們承諾投入必要資

源、鼓勵全員參與、積極整合供應鏈、做好營運

績效、綠色環保與社會責任之管理，並遵循最高

道德標準，絕不允許貪污及任何形式之舞弊行為，

以建立永續經營的企業文化，符合利害相關者的

期待，於日月光永續發展政策中特立第 4 點「在

綠色環保範疇，導入綠色設計、材料與製程，並

營造在地多樣性的生態空間，持續改善能源績效

並建議低耗能、省資源、零污染的綠色環境與供

應鏈，進而有效控制與降低產對環境衝擊」。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日月光集團於道瓊永續指數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 連續 5 年蟬聯「世

界指數」與「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獲得「產

業領導者」殊榮，肯定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作為。

永續發展委員會每雙週由日月光高雄廠最高

主管 - 總經理及 K22 廠副總經理進行審查永續相

關策略執行及成果，其內容包含訂定執行策略／

監督管理制度／永續指標 KPI，以降低生產營運

過程中對環境衝擊。

K22 廠區為落實實踐永續環保政策，於生產

營運過程中訂定短、中、長期永續指標減量／提

升妥善率／提升員工環保意識／配合政府環保政

策推動。

為確保符合法令規章、國際規範及客戶要求

等，K22 廠建立、實施及維持環境、安全衛生、

品質、資訊安全及供應鏈等各面向管理制度與認

證，建構以持續改善之系統精神為發展主軸。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節水

K22 廠區推動水資源節用共分為內部及外部

兩個面向，內部 -廠內回收再利用；外部 -廠外回

收再利用（中水回收再利用），於 109 年共推動

10個專案，節水量達 973,982 噸，回收水占比由

19％提升至 74％。

UF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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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能

日月光響應綠能政策，綠電購置以採購為主，

自建為輔，K22 廠積極參與公司再生能源政策，

已與數十家廠商進行洽談綠電採購合作模式，於

110 年起將購買 65 萬度綠電與憑證，並於 112

年廠區可購置約 350 萬度綠電；另於廠區內建置

太陽能板產生綠電自用。

K22 廠區每年遵循永續委員會所訂定之節能

目標，依 ISO 50001 系統廠區能源盤查，包括製

造生產、廠務運轉或辦公室日常區域，盤查可節

能減碳之專案，於 109年共提出 13項節能專案，

總共節能：3,859,745 度。

清洗球

(三 )資源減量與循環再利用

K22 廠區除朝封測科技持續發展，滿足客戶

產品功能外，更致力於使用循環經濟的手法減少

產品原物料使用量／尋找低污染物化學品等，以

減少源頭產出污染量，甚至可降低末端系統（空

污防制設備／廢水防治設備）負載，以達環保永

續政策，於 109 年共提出 9 項專案，總共節省：

20,032.8kg。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物減量

K22 廠區 109 年空污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密度

降至 0.0354(Kg/KUSD)，較前 1 年減少 17％，

除了優化防制設備外，更致力於源頭污染源低濃

度替代或減量，包含評估以低濃度 75％乙醇取代

95％乙醇、高揮發 VOCs 清潔品替代等，達降低

空污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強度。

空污防制設備

(二 )廢（污）水減量

K22 廠以廢水源頭進行檢討其回收再利用可

行性，與生產線共同合作，找出節水熱點，進行

製程或設備用水檢討，並提出減少產出廢水量之

策略，於 109 年共提出 6 件專案，可減少廢水產

生量達 476,654 噸。

廢水廠

(三 )廢棄物減量

K22 廠廢棄物管理以「提高資源化比例、降

低廢棄物產出」為目標，採 3大原則「減量化」「再

使用」「再循環」，持續強化廢棄物管理措施與

執行廢棄物減量專案，包含高有機廢液及廢塑料

再利用、化學品回收、廢膠條製磚再利用及污泥

無害化等專案，創造資源利用最大化，並在產能

持續擴充下回收率提升至 84％。

膠條再製環保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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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一 )響應綠生活

響應環保署全民綠生活，第一進行「綠色辦

公」簽署，包含用紙管理、減廢減塑政策、智慧

節能開關等 32 項措施，向員工宣導綠色生活作

為，由日常環保做起，隨手做環保你我一定好。

第二取得「綠色餐廳」認證，響應源頭減量、使

用在地食材及惜食點餐政策，且不提供一次性餐

具並汰換安全材質的美耐皿餐具（非疫情期間），

將湯麵碗及反口碗更換為 Tritan（共聚聚酯）材

質，同仁拿取更輕一點，使用上更加安全，員工

餐廳為電能低碳廚房，電能廚物設備降低廚房動

火風險，打造更安全舒適的烹煮環境；減少廚房

油煙，提升環境品質。

綠色餐廳

(二 )推動環保活動

於 109 年廠內舉辦 61 場廠內環保活動．包

含響應世界日活動、淨灘、淨山、淨道、環境教

育推廣及員工 SDGs教育訓練，共 2,370人參與。

另舉辦 59場外部環保活動，包含日月光綠科

技教育館參訪、鄰里參訪（里民／鄰近小學）、

環境教育推廣（科工館／全大運／無痕蔬食），

共 1,278 人參與。

淨山活動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日月光以高雄為起點展開「校園 LED 綠能

轉換計畫」更換 LED 燈管數共 9.3 萬支，共減少

1,072噸 CO2排放可節省 507萬的電費。

舉辦「二手市集 x 無痕飲食」愛心公益活

動，由廠區同仁設攤，販售大家捐出的全新或二

手堪用家電生活用品、衣物、玩具等，籌募愛心

基金扶助弱勢，長官更捐出許多私人物品作為競

標拍賣的商品，帶領同仁一同做愛心，K22 所得

18,650 元全數捐至慈善機構。

五、其他績優事蹟

1.   第 2 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 榮獲第 2 屆國家企

業環保獎銀獎及綠色行動獎

2.  109 年全國模範專責人員遴選 - 獲選 109 年

全國空污模範專責人員空污 -鄭景鴻

3.  109 年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 獲選 109 年

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個人獎

4.  台灣循環經濟供應鏈獎 - 獲頒 109 年台灣循

環經濟供應鏈獎

5.  榮譽紀事 -連續 5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 (DJSI)

及產業領導者殊榮

・�入選 4次榮獲 CDP氣候變遷專案評比 A List

・�連續 4 年獲得 TCSA 台灣永續獎供應鏈管

理獎

・ 持續獲得環保署與環保局頒發綠色採購榮

譽狀

6.  廠務專利共 2件 

(1)冰機一對多清洗球節能專利 

(2)空污 RRTO 快速啟動 G模式專利

7.  建置日月光第一座關燈工廠 - 日月光第 1 座

關燈關廠，提升生產效率、節省搬運人力、

節能

8.  廢熱回收節能專案 -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 -

舉辦企業學術示範觀摩

空污模範專責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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