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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公司簡介

矽品精密成立於

7 3年，提供積體電路

封裝測試服務，生產基

地位於新竹園區、臺中

潭子、中科，彰化和美

及大陸蘇州等各處共7
個廠，服務據點橫跨北

美、亞洲、歐洲等地，

是全球第4大封測廠。

矽品的產品包含先

進的晶圓級、基板類及

導線架類封裝，廣泛應

用於電腦、手機、液晶顯示器、穿戴式裝置、智慧

家電及遊戲機等產品。因應物聯網的發展，矽品也

在技術上不斷突破，將封裝產品朝向微型化、高效

能、低功耗及成本優勢發展，並透過研發團隊發展

出創新的技術，包括：高階微間距覆晶封裝（Fine 
Pitch Flip Chip）、扇出型晶圓封裝（Fan Out-
WLP）、2.5D IC封裝、系統級封裝（SiP），這些

產品將是未來參與智慧城市（Smart City）、智慧汽

車（Smart Car）、智慧健康（Smart Healthy）、

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的重要推手。

Established in May 1984, Siliconware Precision 
Industries Co., Ltd. provides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services. SPIL operates seven 
factories located in Hsingchu Science Park, Tantzu, 
Taichung,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Hemei, 
ChangHua, and SuZhou, China. Our offices in A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er convenient 
support to customers' headquarters. SPIL is now 
the fourth largest OSAT in the world.

SPIL’s products include wafer level, substrate, 
and lead frame packages, which are widely applied 
in PCs, smartphones, LCD TVs, wearable devices, 
smart appliances, game consoles, etc. Facing the 
emerging IoT, SPIL continues to break through 
technology barriers to develop small form factor, 
high performance, low-power consump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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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cost products. SPIL’s R&D team persists i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such as fine pitch flip 
chip, fan out-WLP, 2.5D IC, and SiP.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smart cities, smart cars, smart 
health, and smart factorie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廠長 顧永川 副總經理

　　　　　環安衛處 莊欽傑 處長

　　　　　廠務處 吳正義 處長

團隊成員／

環安衛二部 陳昆森 部經理

彰化環安衛課 王辰中 副理、梁裕詮、劉名軒、

　　　　　　 吳嘉峰、葉姿廷、姜亞君、

　　　　　　 黃薏臻

環安衛處企劃課 林子軒 經理、陳仕恩

　　　　　　　 江佩珊、蔡美純、李怡貞

彰化廠務部 唐聰 部經理、賴健右 副理

中彰人資部 徐美惠 部經理、楊仲強 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矽品精密始終秉持「遵守法規」、「節能減

廢」、「危害預防」、「持續改善」、「宣導溝

通」5大環安衛政策，落實環境管理，並致力於空氣

與水污染預防與控制、廢棄物減量與回收、溫室氣

體減量等，使矽品公司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企業。 
1.  遵守法規：遵守國內與國際相關環安衛法令、

綠色產品及其它要求。 
2.  節能減廢：提高能、資源使用率，推行工業減

廢，回收及節約地球資源。 
3.  危害預防：落實風險評估，改善製程，減少安

全衛生危害，避免可能的環境影響。 
4.  持續改善：持續維持環安衛管理系統有效運

作，減輕環境衝擊，降低危害風險。 
5.  宣導溝通：實施環安衛及無有害物質教育及宣

導，提升員工環安衛意識及無有害物質認知，

並加強與員工及其代表、供應商及承攬商或利

害相關團體之溝通及諮詢，及確保員工及其代

表有時間及資源參與環保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

有過程之活動，以提升環保安全衛生及無有害

物質績效。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環境保護為矽品精密最重要的管理項目之一，

依循PDCA的管理手法，落實環境管理；總經理更言

簡意賅的訓示「努力維護環境，不影響後代生活條

件」作為環安衛管理的指導與期許。

(一)  矽品精密環境管理組織包括總公司環安衛企劃

單位與廠務工程規劃部門，廠區直設專責環保

及專責空污廢水防制設備操作維護團隊，落實

現場管理，分工明確，協同運作。各廠區成立

環安衛委員會，由廠負責人為主席，總公司成

立環安衛聯席會，並以系統管理代表為主席，

每季皆召開會議檢討執行績效，邀集單位主管

及員工代表共同協調、研議、檢討環安衛管理

議題，並於會議上表揚績效優良單位，展現對

環安衛管理的重視。

(二)  矽品精密受第3方公證單位驗證取得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ISO 
28000供應鏈安全管理系統、OHSAS 18001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CNS 15506臺灣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將環安衛管理擴及整個產品

生命週期，及各階段的環安衛風險與機會，並

宏觀的決定策略方針與行動方案，以符合最新

國際管理趨勢。

(三)  矽品精密於102年首度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迄今已連續4年，以展現企業應有的透明

度，使利害關係人更加了解矽品精密在社會責

任的努力與付出，並以負責任的態度與所有關

注矽品的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報告通過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Taiwa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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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並符合GRI G4核心選項及AA 1000AS 
2008 TYPE Ⅱ高度保證等級。

(四)  矽品精密自94年起進行溫室氣體盤查，99年起

每年溫室氣體盤查數據都經由第3方公證單位執

行ISO 14064查證通過。

(五)  矽品精密有害物質管理系統已取得第3方公證單

位以及國際大廠認證，且能生產符合歐盟RoHS
指令及相關國際有害物質法令規章之綠色產

品，並通過QC 080000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

標準認證，從研發設計、進料檢驗、供應鏈管

理及生產製造管理流程等各階段均做好有害物

質風險管理，以確保最終產品中的有害物質能

持續及穩定的符合客戶及國際法規要求。

(六)  矽品精密近3年獲頒「台灣企業永續獎 大型企業 
金獎」、「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Channel 
NewsAs ia  亞洲百大永續企業」、「SGS 
15Years Merit Award環境永續獎」，且積極參

與國際碳揭露組織CDP（碳揭露計畫），於104
年獲選「碳揭露領導指數企業（CDLI, Climate 
Disclosure Leader Index）」。

 

15Years Merit Award環境永續獎

(七)  本廠通過產品（TFBGA）PAS 2050 產品碳足

跡查證。

(八)  本廠於105年取得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合格證書，

藉由清潔生產評估系統的認證，確保在營運過

程中致力於降低對環境衝擊的作法，包括如何

提升能資源節約、綠色製程、污染物管控、環

境友善設計、綠色管理與社會責任等。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空污、廢水污染防制（治）

1.  空氣污染物以VOCs為主，污染防制採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BACT），設有沸石轉輪及蓄熱式

焚化爐（RTO），以低污染燃料天然氣作為輔

助燃料進行廢氣焚化，去除效率可達近95％，

另於103年投資700萬設置活性碳塔處理備用機

組，以預防瓦斯意外中斷時，RTO因缺乏燃料

而停機之應變作法。

2.  針對廢水特性建置多套廢水處理系統分流處

理，以確保有效降低廢水排放對環境負荷，並

設置水質實驗室，定期自主抽檢，建立查核機

制，確保處理效能。

3.  空污、廢水排放均設有監控系統，24小時人員

中央監控，設置警報控管，以利及時掌握及排

除異常，確保符合法令規範。

4.  每年投入近2,500萬元進行防制（治）設施操作

及維護，並依法進行空污煙道、放流水水質等

檢測，歷年各項檢測值皆低於排放管制標準。

(二) 用水減量及水回收

1.  製程用水減量採參數調整、生產流程改善及機

台改善等方案進行，且製程新購機台時，須通

過能源效率評估審核，採購低耗水機型，103至
105年減量推行成果，單位產品耗水量由1.04降
至0.81噸／Kpcs。

2.  為有效提升水資源使用效能，自103年起投入近

2,800萬元，依廢水特性設置回收系統，增加回

收水量達20萬噸／年，提升水回收率逾10％。

(三) 能源管理

1.  本廠溫室氣體（GHG）排放，主要來源為營運

所需之外購電力，故成立能源小組，針對節電

有組織且持續的施行最有效的減量對策，藉由

生產節能、系統最佳化、照明節能3大面向的節

能方案執行，且積極參與經濟部工業局「產業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並配合績效查核，確認

執行成效，103年-105年約減少3,300噸CO2e排
放，節電約633萬度。

2.  能源再利用方面，設置冰水主機熱回收，可免

去空調熱水使用鍋爐加熱，減少約84.5萬公升

／年的柴油用量，節省逾2,150萬元／年的支

出。

(四)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管理策略以積極推動4R（reduce, reuse, 
recycle, replace）為原則。

1.  藉由顯影液減量、光阻剝離液回收再利用專案

的推行，105年減少廢液焚化、化學處理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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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噸，經濟效益約4,052萬元／年，整體廢

棄物回收率由103至105年提升4.1％。

2.  導入新製程時，藉由製程改善，以低污染性原

物料取代原高污染性化學品投入作業，可免除

近300噸廢液處理量。

(五) 廠區做環保

1.  採購管理優先考量綠色產品、節水、節能、高

效能、碳標簽、等環保標章之商品，105年度綠

色採購金額3,367萬元。

2.  廠區綠美化，種植喬木80餘株、灌木4,000餘
株、草坪700餘m2，優化生活環境。

 

廠區綠美化

3.  辦公室做環保：a.資源回收及垃圾分類；b.文件

簽辦、教育訓練系統e化；c.以刊物專欄發行、

海報公告、標語張貼等方式，進行環保資訊宣

導。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內容

(一) 舉辦員工環保活動

1.  舉辦環保問答活動，藉由空污、水污、廢棄物

等環保主題的測驗，使員工在參與活動的同

時，更進一步了解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環保議

題。

 

環保活動

2.  於工安環保健康月舉行環保相關活動，如環保

講座、綠色生活集點抽禮券等。

3.  辦理「跳蚤市場」，讓員工一起響應環保、愛

物惜物，將整理好的物品捐給公益團體，並邀

請公益團體入廠作二手物品義賣，由同仁在義

賣中買入二手物品，讓賣出所得幫助公益團

體。

4.  關懷鄰近社區弱勢族群，協助居家環境清潔及

資源回收整理。

(二)  自104年起持續認養空氣品質淨化區-道東書

院，為彰化縣內7間認養企業之一，養護內容

包含植栽植種及維護、綠美化、環境整理等，

該區為鎮內最大淨化區，碳匯量占所有淨化區

85％，且為民眾重要之休憩場所，並供環保局

辦理親子活動，於105年獲頒彰化縣評鑑績優。

 

 空品淨化區 道東書院 空品淨化區績優

(三)  推行節能減碳，提供交通車予員工上下班搭

乘，且設置廠區間往返接駁車，減少自用汽

車、公務車使用，並鼓勵騎乘自行車，提供便

捷的專用停車位及淋浴設施。 

 

 自行車專用車位 淋浴設施

(四)  參與15個民間發起的協會組織，共同研討科

技業半導體業的未來方向，其中半導體協會

（TSIA）是直接參與運作，與同業組成封裝業

環安小組，頻繁交流、討論封裝業環保議題，

如廢棄物處理、溫室氣體減量、節能節水等，

共同發產綠色產業。

(五)  響應世界地球日，於大安濱海樂園辦理「矽手

護海洋」矽品淨灘活動，近400名員工參與。

世界地球日 淨灘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