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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豐一廠

網 址

行 業 別

資 本 額

員工人數

地 址

設立時間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環安信箱

產 品

www.unimicron.com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54億元

1,530人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290號
西元2000年2月25日
曾子章 董事長

曹育菁

03-5995899
yuchingtsao@unimicron.com
印刷電路板、IC載板、IC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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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興 電 子

(Unimicr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創立於西元

1990年，總部設立於臺

灣桃園龜山工業園區，

主要從事印刷電路板

（PCB）、HDI板、軟

板、軟硬複合板、載板

（Carrier）與IC測試及

預燒系統的製造、加工

與銷售。欣興目前是全

球營收規模最大的專業

印刷電路板(PCB)與載板（Carrier）製造服務商，多

年來致力於新產品與新技術的開發，是世界先進手機

HDI板及載板的主要供應商。

欣興體認到21世紀企業責任，不再局限於企業

個體的經營與獲利，我們除了持續貢獻、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外，我們也將發揮正向影響力，連結邀約上下

游策略伙伴們，來共襄盛舉，共同成為地球村「企業

公民典範」。

Unimicr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 in 1990, headquartered in Kwei Shan 
Industrial Park, Taoyuan. Unimicron was specializes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and sales of 
printed circuit boards (PCB), HDI, Flexible Print 
Circuits (FPC), rigid-flex boards, carriers, burn-in 
systems, and IC testing. With the largest revenue 
size, Unimicron is currently the top PCB and 
carrier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and after years 
of dedicated effort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Unimicron has become the major 
supplier of HDI PCBs and carriers for advanced 
mobile phones.

We are aware that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expected more than just 
business operation and profitability. While we 
continue to contribute and fulfill ou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a brighter future, we will exercise 
our positive influences to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from our strategic partners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become a true model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 the 
global village.

事業簡介

曾子章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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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領袖／李嘉彬 總經理、廖本衛 副總經理

張水文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H3廠：江武駿廠長、錢戊欽經理、楊松濤經理、

霈玲、葉桂英、羅少均、王濟華

人資部-行政：陳建宇、江柏青、呂佳育

環規部：黃林誠資深經理、許美論、曹育菁、

楊雅萱

廠務部：陳永壽部長、黃賢銘副部長、

鄭永富經理、余威樟、陳世國、曾南彰、

徐明山、李明川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環安政策及理念

新豐一廠秉持欣興電子3”P” 的理念，以「綠

色爭競力(Performance)、綠色人文(People)、綠色

生態(Planet)」為中心，致力成為一個兼顧企業成長

與環境保護雙贏的綠色企業；為此我們制定環境安

全衛生政策，並持續推動改善，以實現企業永續發

展目標及落實對環境與社會的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環境保護規劃依據3P精神為基礎，六大循環指

標為支柱( Reuse、Repair、Reduce、Recycle、
Research、Refuse)，以全面品質管理(TQM)方式，

利用方針管理及日常管理並結合持續管理(PDCAB)
的精神，朝向企業永續發展。欣興電子推行相關事

蹟如下：

■ 依循ISO14001源頭管制、污染預防的精神，依

據環境考量面及SWOT分析，訂定公司環保方

針及目標，持續進行污染預防及改善。

■ 西元2010年10月與供應商一同建置本廠產品碳

足跡盤查資料，並於隔年2月取得認證。

 ■ 每年依據ISO14064規範，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及查證，並訂定減量政策持續推行減量措

施。

■ 以最新公告的G3.1版本來撰寫及公開發行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並獲得「2013臺灣企業永續

獎」。

■ 推行專案管理、提案改善、QCC、教育訓練、

KM等活動，並建立獎金制度，使員工參與度提

升。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1.節能措施及效益：

以減少能源耗用並提升設備效率為主軸，內容

包含：降低鍋爐天然氣用量、排氣管熱能回收

及提升空壓設備運轉頻率等共16項，總計節省

2,032萬的電費支出，並減少2,680噸的二氧化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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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水措施及效益：

以減量、回收、再利用為主要項目，並以降低

新鮮水使用率為目的。總計節省用水量23萬
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7.49噸。

■製程用水中水回收：

將製程廢水收集經活性碳過濾並由陽離子交換

樹脂處理，處理過之中水可供衛生用水、澆灌

用水、消防用水、冷卻塔循環水及Scrubber之
補水使用。

3.資源節用措施及效益：

以減量及提高回收率為主要項目，除可降低環

境污染外亦可減少成本支出。

■錫膏耗用量降低：

透過設備(刮刀)尺
寸修改，使其與基

板間隙縮小，可降

低無效下錫量且單

次錫膏添加量亦會

減少。

4.減廢及資源回收措施及效益：

透過實驗測試以降低廢棄物委外處理量及產生

有價物質為主要目地。

■鈀系廢水回收處理：

透過老化廢液線邊回收，以回收高濃度之有價

廢液，並增設電解回收設備及樹脂交換系統，

將低濃度鈀廢液再回收；如此一來可增加鈀廢

液回收後所得之收入，並省去委外處理所需支

付之費用及避免廢液委外清運之環境污染風

險。

■含銅污泥電解回收：

結合製程酸性含銅廢液及污泥，並經過萃取及

電解之流程，建立一套整合性的銅回收處理系

統，能有效減少銅污泥之委外清運量且可產生

有價之銅管。

5. 採購綠色產品降低環

境衝擊：

為響應政府推行綠

色採購政策，本公

司於西元2011年起

將辦公室耗材、資

訊產品及行政類用

品等購買納入採購

規範；所購買的產品以政府機關所公告之綠色

產品為優先考量。 
6.廠區周邊河川整治及養護：

本廠緊鄰新豐鄉德龜溪，因此維護河川的清潔

是我們的責任；德龜溪之整治以尊重及順應自

然為主要概念，使其能有效降低暴雨所造成的

危害與影響；另外與環保局及社區巡守隊合

作，定期進行河道清潔及環境偵測，以確保河

川的潔淨度，最終希望能保護出海口珍貴的紅

樹林生態。

■放流生態監測池設置：

本廠廢水經處理後之放流水直接排入德龜溪

中，故於放流口設置生態監測池，將放流水導

入池中，並觀察水中生物，以進行放流水之自

我監測。  

三、環境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欣興電子致力於「綠色企業、環境永續發展」

的目標，在企業內部推行各項環保活化活動及教育

訓練，以深根落實企業環保文化。另外，為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欣興亦積極參與各項社區、校園、環

保團體、政府機關等相關環保活動。

1.廠內環保活動推行

■環安月及其他活化活動：

推廣員工參與各項環保活化活動，包含影片欣

賞、環保相關競賽活動、植樹、環保文宣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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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以強化員工環保意識，落實全員參

與。

■ 為響應綠色飲食概念，本公司自助餐採秤重制

度，使同仁能養成「吃多少，盛多少」的習

慣，以減少食物浪費；自推行本項措施後西元

2013年所產生之廚餘量較前年度降低62%。

■ 為維持廠區周邊河川清潔，公司不定期舉辦淨

溪活動，希望藉由環保體驗及自我落實，使參

與者瞭解環境維護的重要。 

2.廠外環保活動推行

■居家/社區/校園節能安全輔導：

對廠區鄰近家庭、社區、員工住家及教育單位

進行環保、節能及環境綠美化實地輔導，並透

過技術及物質支援，以達到敦親睦鄰及節能減

碳愛地球之理念。

■政府/機關團體環保活動參與：

主動參與及協助辦理在地相關環保活動，並邀

請公司同仁及眷屬共同參與為環保盡一分心。

■政府推行相關獎項申請：

藉由參加政府推

行獎項申請以審

核自身環保作業

執行的成果，並

透過經驗分享與

各界共同教學相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