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虔生 董事長

事業簡介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二廠（以下簡稱 K22 廠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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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服務，長期提供

全球客戶最佳服務與最先進技術。

於 110 年 日 月 光 連 續 第 6 年 被 評 為 道 瓊 永 續 發 展 指 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 中的「半導體和半導體設備行業領導者。同年，被
列入國際 CDP氣候變遷和水安全 2項專案評比領導等級，進一步表明日月光致力
於應對氣候變遷和建設水安全世界的承諾。

The 22nd Factory of AS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05 to provide semiconductor customers with complete packag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including chip front-end testing and wafer needle testing 

to the back-end packaging and product testing. Diversified Service, 

providing the best service and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global customers for a long time.

I n  110 ,  ASE  has  been  r a ted  a s  a  "Semiconduc to r  an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Industry Leader" in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 for the sixth consecutive 

year. In the same year, it was inclu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DP c l imate change and water  secur i ty  two project 

evaluation leadership rankings, further demonstrating 

ASE's commitment to address ing c l imate change and 

building a water-safe world.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asekh.aseglobal.com/

行  業  別｜電子科技

員工人數｜ 1,486人

地　　址｜高雄市楠梓區創意北路 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5年

負  責  人｜張虔生 董事長

聯絡電話｜ 07-36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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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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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韋成 副理、簡大貴 副理、 

黃琮仁 主任、蔡慶隆主任、蔣崴 主任、

蘇景明 主任、莊豐鍵主任、翁恆棊 主任、
鄭景鴻 專案工程師、蘇蕙雯 工程師、 

柯博薰 工程師、陳奕全 專案工程師、 

賴煌焜 專案工程師、劉銘哲 專案工程師、

林琨智 專案工程師、呂宜霖 專案工程師、

楊超傑 工程師、陳相伯 專案工程師、 

方冠璋專案工程師、謝緯頴 專案工程師、
何緗筠 工程師

自動化工程整合部： 蘇勁達 廠長、邱士城 副理

環境工程部： 涂秀妹 資深經理、陳依君 專案工程

師、許美論 副理、姜婷毓 副理、 

黃祈斌 副理、陳郁雯 主任、余姿儀 

專案工程師、何思縈 專案工程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永續發展是 K22 廠一貫堅持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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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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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供應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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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政

策包含 1 項保證、9 大承諾，同時呼應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 (SDGs)中的永續發展目標，持續推動

永續相關策略。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高雄廠區最高主管 - 總經理成立永續發展委

員會，由 K22 廠副總經理組成永續發展小組，每

雙週固定舉行永續發展會議，其內容包含訂定永

續發展指標、確定各目標及方針、並定期檢視永

續發展專案執行進度及成效，且同時每半年定期

召開管理審查會議，說明永續發展指標相關執行

進度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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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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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10 年 10 月取

得 ISO46001 水 資 源

效率管理系統認證，針

對機台、設備進行用

水盤查，建置廠區水

平衡圖，並尋求節水

熱點，其節水專案包

含中水回收再利用、

雨水回收及製程導入高

效能植球設備等，以提

升水回收率，降低自來

水使用量，110 年推動 11 件節水專案，節水量：

1,643,286 噸／年，用水量：401,129 噸／年，

用水密度：0.82 噸／ KUSD，相較於 109 年降低

57％。

(二 )節能

K22 廠建廠／擴廠特性為逐樓層／逐廠依生

產能擴增機組，110 年用電量約 130,270,965 度

ISO46001認證

第4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2022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013



製造業組

014

／年，其用電密度 :264.99 度／ KUSD，相較於

109 年下降 17％，於永續發展委員會訂定每年減

碳目標及綠能使用比率，108 年起持續規劃綠電

購置以採購為主，自建為輔方式獲得再生能源，

110 年起購買綠電與憑證，於 112 年廠區可使用

約 341 萬度綠電；另於廠區內建置太陽能板產生

23,360 度／年綠電自用，110 年推動 15 件節能

專案，節電量：5,453,710 度／年，總節碳量：

2,737.76 噸 CO2e／年。

(三 )資源減量與循環再利用

生產服務過程中以 6R「Reduce、Reuse、

Recycle、Repair、Redesign、Refuse」手法推

動循環經濟，109 年集結各部門成立循環經濟組

織，更於 110年加入產線自動化部門 (CIM)人員，

並透過與成大產學合作進行物質流分析及結合廠

區循環經濟地圖，擬定相關循環經濟專案，轉為

「從新設計」，110年主軸「智程演進 -三減策略」

以透過「流程簡化」「原物料儉化」「搬運減化」

方向展開，110 年推動 13 件循環經濟專案，經

濟效益 :43,959 千元 / 年，環境效益：442.71 噸

CO2e／年。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物防制減量

透過源頭管制（如：使用 KOH 氫氧化鉀取

代丙酮等）、空污防制設備效率提升（如：提高

RRTO 迴轉蓄熱式焚化爐濃縮倍數等），以降低

污染物產生，110 年 VOCs（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量：18,860.4kg ／年，排放密度 0.038kg ／

KUSD，相較於 109 年降低 3％；此外，於廠區

周界設置微型感知器，連結公司內部系統，即時

連線蒐集雲端數據進行預警派報機制。

(二 )廢（污）水減量

以源頭分管分流來進行廢水管理，評估廢水

回收再利用之可行性，提出減少產出廢水量之節

水三部曲，包含 MBR 產水回收再利用、冷卻水塔

回收水至水洗塔、建置自廠小型 RO 回收，110

年共推動 8項廢水減量專案，總減量：1,050,170

噸 /年，總節碳量：159.63噸 CO2e／年。

(三 )廢棄物減量

廢棄物以可產品化及資源化為目標，包含廢

膠條再製環保磚、廢塑膠回收再製垃圾袋，以達

「循環經濟，廢棄再造」效益，110 年推動 6 件

廢棄物減量專案，廢棄物減量：1,716 噸／年，

資源化比例 91.67％，較 109 年提升 7.25％。為

更有效管理廢棄物，建置「K22 廢棄物清運全履

歷」系統，由「人工」朝向「系統化管理」並以「逐

步突破 完整揭露 追根究柢」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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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一 )培育環境教育人員

為提升廠區環境教育品質，逐年安排人員接

受環境教育人員訓練（110年 2名、111年 3名），

環保須「從人出發 從知做起」，使人員由環保活

動中取得知識及正確執行環保概念，進而向外擴

展成就一起做環保。

(二 )廠區綠生活

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廠區綠生活，包

含辦公室事務機及區內接駁電動公車皆採「以租

代買」、召開會議使用玻璃杯盛水取代瓶裝水、

IPad 取代審查紙本文件及購置使用回收材質之紙

盒盛裝水果餐盒等，以響應環保不使用 (Refuse)

一次性物品，同時與旅遊公司合作推動綠色旅遊

行程，讓員工多了新的旅遊選擇，向員工推動綠

色生活作為。

員工餐廳使用美耐皿餐具及湯麵碗／反口碗

Trian 材質非一次性餐具，取得環保署「綠色餐廳

認證」。

(三 )推動環保活動

以行動實踐綠色承諾，透過廠內、外活動

教育共學扎根，成為散播環保意識的一顆種子，

110 年共舉辦 20 場內部環保活動，包含世界地球

日 -K22 周邊植樹、世界糧食日 - 零剩食，廚餘減

量、蚵仔寮認養海灘 - 淨灘活動等，共 4,792 人

參與，5 場外部環保活動，包含後勁溪河川巡守

隊、都會公園綠植栽、生物多樣型活動等，共 98

人參與。

(四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響應 SDGs 舉辦「搶救弱勢族群 熱捐發票」

「二手市集 x 無痕飲食」愛心公益活動，將募集

全數發票及所得全數捐至慈善機構，「小小行動 

大大感動」不只是響應環保，一起朝 ESG 邁進。

環教人員參與科工館舉辦臺灣科學節 - 循環

生活嘉年華活動，擔任節水小尖兵之角色，與現

場大小朋友分享我司及日常節水行動，說明節水

對臺灣缺水的重要性。

參加第 1 屆 110 年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以

「同島一隊、逆轉未來」為號召，透過展覽與論

壇方式引領跨領域氣候對話，展現臺灣推動「淨

零轉型」的決心，利用宣誓 APP 邀請參展人員進

行減碳行動宣誓，共累計 3,361 個宣誓、宣誓減

碳量達 2,047.98kg（相當於 3.12 個高雄凹仔底

公園，約 63,093 顆樹木之日吸收量）。

五、其他績優事蹟

1. 國家企業環保獎：109 年榮獲第２屆國家企

業環保獎銀級獎及綠色行動獎；110 年榮獲

第３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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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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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循環經濟獎獲頒 109 年第二屆臺灣循環

經濟獎 -供應鏈獎

5.110年日月光三屆廠務大聯盟競賽榮獲第一名

6.110 年日月光第第一屆循環經濟競賽榮獲第

一名

7.榮譽紀事：110年連續 6年入選道瓊永續指

數 (DJSI)及產業領導者殊榮；台灣企業 CDP

問卷 -氣候變遷／水安全榮獲領導級評比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 

-連續 2年榮獲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 

-連續 6年榮獲供應鏈領袖獎 

榮獲 3D InCites頒發 110年永續獎 

持續獲得高雄市政府環保局頒發綠色採購榮

譽狀

8 廠務專利申請：冰機銅管自動一對多清洗節能

裝置設計；旋轉式蓄熱焚化爐智能啟動系統

9 建置關燈工廠：提升生產效率、節省搬運人

力、節能

10.  廢熱回收節能專案：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補

助 -舉辦觀摩示範

11.  空氣污染突發事故：建置突發事故緊急應

變程序

12.  毒性化學物質管制措施：建置毒化物 E 化

管理

13. 廠區飲用水管控 飲水設備定期保養 /檢測

14.  媒體採訪 TVBS新聞網 -ESG永續發展專題；

三立新聞採訪 -台灣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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