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業簡介

聯華電子為全球半導體晶圓專工業界的領導者，提供高品質的晶圓製造服務，專注於邏輯及特殊技

術，為跨越電子行業的各項主要應用產品生產晶片。聯電完整的製程技術及製造解決方案包括邏輯／混

合信號、嵌入式高壓解決方案、嵌入式非揮發性記憶體、絕緣覆矽基板 (RFSOI) 及
功率積體電路製程整合技術 (BCD)。聯電現有 12 座晶圓廠，全部皆符合汽車業的
IATF-16949 品質認證，部分的 12 吋和 8 吋晶圓廠及研發中心位於臺灣，另有
數座晶圓廠位在亞洲其他地區，總月產能達 80 萬片 8 吋約當晶圓。聯電總部位
於臺灣新竹，在中國、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新加坡設有服務據點，目前

全球約有 20,000 名員工。

UMC is a leading global semiconductor foundry company. The company provides 

high quality IC fabrication services, focusing on logic and various specialty 

technologies to serve all major sectors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UMC's 

comprehensive IC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nd manufacturing solutions 

include Logic/Mixed-Signal, embedded High-Voltage, embedded 

Non-Volatile-Memory, RFSOI and BCD etc. Most of UMC's 12-in & 8-in 

fabs with its core R&D are located in Taiwan, with additional ones 

throughout Asia. UMC has total 12 fabs in production with combined 

capacity close to 800,000 wafers per month (8-in equivalent), and all 

of them are certified with IATF-16949 automotive quality standard. 

UMC is headquartered in Hsinchu, Taiwan, plus local offices in 

United States, Europe, China, Japan, Korea and Singapore, with 

worldwide total 20,000 employees.

洪嘉聰 董事長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auo.com

行  業  別｜半導體製造業

員工人數｜ 1,700人

地　　址｜新竹市東區力行二路 3、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3年

負  責  人｜洪嘉聰 董事長

電　　話｜ 03-578-2258

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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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Fab8A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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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劉恩宏 資深廠長

團隊成員｜ 風險管理暨安環處／ 8A 安環部、廠

務暨擴建工程處 FE8A 廠務工程部、

各 Module 工程部門、人力資源處

環保政策及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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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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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動引進及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

及污染預防，以達到綠色設計、生產與經營之

目標。

・ 順應國際環保趨勢，善用與回收能源與資源，

以作為世界級之環保楷模。

・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環境生態改善與

復育，與政府及全民合作保護福爾摩沙。

・ 推廣環境倫理教育，提升環保理念，以確保各

級人員皆能瞭解與善盡環境保護之職責。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聯電永續承諾

聯電秉持著「關心員工、重視環保、力行公

益」的信念，持續深化永續經營並期望善盡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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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願景及目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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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5」

聯電於 109 年 11 月 27 日第 5 屆「綠獎」

頒獎典禮公布下一階段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5」（以 104 年為基準年），展現對永續環境

的承諾：期望 114年節水、節電各 15％。

單位用量 用電量 用水量 廢棄物產生量

110年累計減量比率 8.8％ 21.1％ 30.1％

(二 )綠色能源：太陽能光電系統擴充

聯電 8A 廠早在 101 年即完成公司首座太陽

能光電系統設置。在 111 年響應政府政策推出

「Solar 極大化」專案，擴充太陽能光電系統。於

7月份竣工並與台電並聯供電。

8A太陽能光電系統

(三 )業界首創：CS化學站機台智能節水專案

半導體業用水大宗機台為 Chemical Station

（簡稱：CS）化學站。8A 廠針對此機台除檢視

既有用水量合理性外，亦積極 BKM業界改善作法

並成功進行異業結盟開發出監測儀器進行用水優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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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機台設計中部份管路並沒有流量計的設

置，8A 廠開發的監測儀器可在不破壞管路且不影

響流量的狀況下測得實際流量進行智能節水。

(四 )循環經濟 -內循環

1. 廢光罩再生石英基板出售

推動廢棄物廠內循環利用與資源化成再生產

品出售或回用，減少廢棄物委外處理量，同時降

低自然資源之耗用。

石英基板再生

2. 廢硫酸 100％廠內再利用

推動廢硫酸於廠內 100％再利用，作為氨氮

廢水處理系統、次級回收水系統及空污防制設備

藥劑使用，3年累積共減少 1,291噸廢硫酸產出。

(五 )循環經濟 -外循環：廢硫酸銨再利用

廠區廢水經過兩段脫氣塔將廢水中氨氣脫出

並利用硫酸與脫出之氨氣形成硫酸銨，有效降低

廢水中氨氮濃度。硫酸銨經由廠商回收再製成工

業級硫酸銨，作為焊藥、皮革、電鍍液、染整之

原物料，達成物質循環再利用之目的。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物防制減量

・維持優於法規的 VOC（揮發性有機物）處理

效率，每年減少超過 120噸 VOC（揮發性有

機物）廢氣排放。

・結合工業 4.0，設置極早期空污預警系統，在

廢氣達到人體能察覺的濃度前即時示警並採

取相應處理，減少污染物排放到環境的時間。

(二 )廢（污）水防治減量

推動氨氮源頭減量並投資 1 億 5 千萬元設置

管末氨氮處理設備，使廢水中氨氮濃度自 80.5mg

／ L降至 23.7mg／ L。

(三 )廢棄物減量

「零廢棄」是聯電的廢棄物管理之最終目的，

以廢棄物總量削減與廢棄物資源化做為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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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末控制），達到廢棄物減量；

並推動循環經濟，將垃圾轉變成有用的資源。

項　　目 110年績效 單位

源頭及管末減量 459 噸／年

再利用率 96.8 ％

回收再生資源經濟效益 374 萬元／年

(四 )去毒化

秉持「高效率」「低污染」及 SOG 旋轉式

塗佈玻璃溶液「低成本」的精神，成功以非毒性

化學物質「SOG」取代原有第 4類毒化物「MIBK

甲基異丁酮」。

四、環境參與

(一 )企業結合綠生活

聯電 8A廠積極響應環保署推動綠生活政策，

包含申請綠色餐廳認證，拒用一次性餐具、使用

在地食材、惜食管理；響應綠色辦公，全面改裝

LED 燈具、設置公共飲水設備、落實資源回收、

優先選購具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及綠

建材標章等綠色產品；走出戶外舉辦綠色旅遊，

帶領同仁參訪環境教育場所並在綠色餐廳用餐，

強化同仁綠生活概念。

落實「資源永續立目標，循環利用創新局」

目標，設置「資源交換及二手市場」平台並定期

舉辦二手物品交流會，供同仁將用不到之物品自

行至平台交換或買賣，以延長物品被使用時間，

減少垃圾產量進而減少環境負荷。

公司每年定期舉辦環保季，辦理多項環保活

動，如：加碼老舊機車汰舊換新獎勵、舉辦環保

講座、綠色市集與生態旅行等，讓同仁藉由參加

相關環保活動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環保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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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  綠色工廠 

聯電 8A廠於 101 年榮獲工業局首批頒發之國

內第 1家 8吋晶圓綠色工廠標章，並分別於

104 年、107 年、110 年順利取得綠色工廠認

證展延。

8A 綠色工廠標章

•  連 3年企業環保獎金級獎並獲頒環保榮譽獎座 

製造業組國內同期唯一連續 3年榮獲中華民國

企業環保獎金級獎（24屆、25屆、26屆），

同時獲頒環保榮譽獎座。

•  110 年新竹科學園區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

濟績優企業獎 

8A推動廢硫酸廠內

再利用措施，並於節

電、節水、減廢及循

環經濟措施成果卓

越，經新竹科學園區

管理局評定績效為

「特優」。

•  第 2屆綠色化學應用

及創新獎【團體獎】&【個人獎】獲行政院環保

署頒贈第 2屆「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在

綠色化學教育、綠色安全替代、化學物質管理

及災害防救整備等面向表現優異，獲評審團一

致肯定，聯電也是全國唯一連續 2屆同時獲得

團體組與個人組獎項的企業。

第 25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金級獎

第 26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獲頒榮譽獎座

2015-2017年企業環保獎 第 24屆環保金級獎

第 25屆環保金級獎 第 26屆環保金級獎

110年新竹科學園區廢棄物
減量及循環經濟績優企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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