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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音 董事長

事業簡介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積公司）於 76 年成立於臺灣新竹科學園區，台積

公司以「誠信正直、承諾、創新、客戶信任」4 大企業核心價值為本，除謀求本

業最大成就，亦積極善盡 ESG（環境 Environmental、社會 Social、治理

Governance）管理，秉持「誠信正直、強化環保、關懷弱勢」3 大使命，建

立明確的永續管理機制，並設定具體可衡量的長期目標，不斷檢視與修正相

對應的行動方案，為利害關係人持續創造價值。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 ing Company establ i shed in  1987 and 

headquartered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Taiwan. TSMC focus on 4 core values 

including: integrity, commitment, innovation and customer trust. TSMC 

in addit ion to pursuing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we do our  best 

management in ESG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Insist on 

the 3 missions of integrity,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aring for the disadvantaged. We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management 

m e c h a n i s m  a n d  s e t  s p e c i f i c  a n d  m e a s u r a b l e  l o n g - t e r m  g o a l s , 

continuously revise the corresponding action plan and create maximum 

value for stakeholder.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四 B 廠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tsmc.com/chinese

行  業  別｜電子科技

員工人數｜ 2,840人

地　　址｜ 臺南市善化區南部科學園區南科九路 

1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2年

負  責  人｜劉德音 董事長

聯絡電話｜ 06-505-6688

產品或服務｜ 半導體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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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蘇慶煌 廠長、劉育志 部經理

團隊成員｜ 十四 B廠工安衛生部、南科廠務處

廠務四部、廠務五部、資源循環管理

課、公共設施服務部、臺南廠區人力

資源營運部、十四 B廠製造二部、各 

Module部門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台積公司的環保政策為「促進環境永續，成

為世界級環境保護與能資源節約的標竿企業」，

建立環境管理系統，訂定環保改善目標，並推動

綠色廠房、綠色製造與綠色供應鏈，管控環境風

險，邁向淨零排放；追求能源、水及其他資源之

最佳使用效率，積極投入減廢與污染防治，並維

護生物多樣性；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合作，降低

產品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四 B 廠

（以下簡稱十四 B 廠）主要生產 N20/N16/N12

製程積體電路晶圓，在產能增長與新技術持續發

展的同時致力於綠色生產，以期許對環境耗用量

降低，對環境的污染能持續下降。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台積公司的環保政策期許達成「環境永續發

展」的目標，並成為世界級的環保及資源節用標

竿企業，為達此目標，台積公司的策略是「遵守

法規承諾、投入節能與節水管控措施、提升能資

源耗用／廢棄物管理／循環經濟／污染防治／生

物多樣性績效、建構綠色供應鏈、深植環保責任

文化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節水：持續盤查各項節水措施進行優化，並

新增回收水系統設備，於 110 年共執行 15

項專案，單位產品用水量下降 2％，製程用

水回收率由 86.8％提升至 88％。另外亦積

極開發多元替代水源，109 年啟動「台積電

南科再生水廠」建廠工程，111 年已完成相

關硬體設置，預計 9 月底開始導入工廠做測

試，將成為全球第 1 個導入工業再生水之先

進晶圓廠，有助於降低自來水用水量需求。

2.  節能：持續推廣各項節能措施，包含生產機

台及廠務設備，如安裝 iSYS 系統、氣凝膠

加熱帶、冷凝器自動清洗機等，110 年共執

行 23 件節能管理方案，單位產品用電量下

降 2.3％。

3.  資源減量及循環再利用：除了透過調整操作

參數進行原物料減量外，110 年底完成機械

式蒸汽再壓縮系統建置，可將硫酸銨廢液轉

製為有價的工業級硫酸銨結晶產品，111 年

6 月正式啟用，開創硫酸銨廢液零委外的減

廢里程碑。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物防制減量

以源頭分流、多段式最佳可行技術提升防治

設備處理效能來進行空污減量，並落實防治設備

監測與管理，以優於法規的排放濃度標準監控煙

道。110 年持續加強改善無機酸、氨氮及揮發性

有機物的排放量，包含擴充現址式處理設備／中

央洗滌塔、加裝填充料與水力薄膜、操作參數最

佳化調整等，單位產品空污排放量減量比例大約

7.8％ -47.4％。

(二 )廢（污）水防治減量

廠內廢水依成分與濃度做源頭分流，建置完

整的廢水分類及資源化管理，能有效降解污染物

及提升水資源回收效率。110 年針對廢水中的懸

浮固體、氨氮、TMAH 進行減量，以調整 RO 操

作方式或導入回收系統進行二次回收來進行，單

位產品水污排放量減量比例大約 6.2-80.9％。

(三 )廢棄物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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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廢棄物產出最小化，資源循環使用

最大化」原則，讓原物料充分循環使用，延緩丟

棄成為廢棄物，110 年廠內廢棄物再利用比例達

97.7％。

四、環境參與

(一 )響應綠生活

十四 B 廠綠色生活包含響應綠色辦公，執行

節省能資源、綠色採購、環境綠美化等 30 項措

施，向同仁推廣綠生活訊息，讓綠色行為融入日

常生活中；亦取得綠色餐廳認證，做好源頭減量，

不主動提供免洗餐具、優先使用臺灣在地食材及

惜食點餐政策，並落實垃圾分類及廚餘回收；最

後是綠色旅遊，以行動支持各類環教場所，110

年 12 月參訪環教場所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學習人

與生態環境共存的觀念，尊重環境，讓綠色產業

深根在生活當中。

(二 )推動環保活動

於 110 年共舉辦 4 場廠內環保活動，包含安

全衛生環保訓練、世界地球日關燈節能、環境教

育推廣及 ESG AWARD 競賽等，共 2,978 人參

與。廠外環保活動共 14場，水雉生態志工駐點講

解、螢火蟲生態導覽與復育、淨灘等。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110年台積公司與各地縣市政府合作推動「台

積電植樹薪傳計畫」進行城市綠化，綠化面積達

22 個足球場大小；另外也與當地小農合作，以推

出在地農產市集、節慶時團購小農產品等行動支

持；每年也會舉辦募集物資、發票活動來幫助弱

勢團體。

五、其他績優事蹟

1.  重塑新生行動方案：透過「供應商物料包裝

規範白皮書」規範供應商材質使用，搭配回

收再利用業者駐廠協助分類，結合創新技術

開發共計 20 餘種再生產品，如鋁條、固體

再生燃料等，111年廢塑膠資源化 8,000噸，

資源化比例為 66％。

2.  文件線上簽：將傳統紙本簽核流程轉換為電

子系統簽核，大幅減少用紙，提升綠色環保

的貢獻。

3.  舉辦線上健走挑戰賽：廠內參與人數共 703

人，鼓勵同仁多走路，少搭車，靠自己的雙

腳走出一片藍天，健康又環保，累積總里程

數約 54,000 公里。

4. 近 3年獲得環保獎項

• 行政院環保署第 3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

• 行政院環保署及臺南市政府綠色採購績優企業

• 內政部綠建築標章及優良智慧建築獎

• 經濟部工業局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

• 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工廠標章

硫酸銨乾燥系統（熱交換器及乾燥機）

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

冰機安裝自動清洗棉球 節能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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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全面納管收集 兩階段處理

廢水處理系統完善分流

響應綠色旅遊

臺灣窗螢棲地保育計畫（食餌培育）

參與淨灘活動

室內植生牆

110 年臺南市綠色採購績優企業

第 3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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