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過目標 未達成達成目標

策略
成果

民國107年

永續發展
目標

49

目標
民國108年

永續產品

● 100% 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相關

法規及客戶規範
● 完成 100%PFOA 相關物質替換 

● NMP 使用量減少 70%

● 完成所有廠區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目標年：民國 108 年

● 100% 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相關法規及客戶規範

 ☉目標：100%
● 完成 86% PFOA 相關物質替換註

 ☉目標：100% 

● NMP 使用量減少 48% 註

 ☉目標：70%

依據完整產品生命週期思維，評估每個階

段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提供客戶低環境

足跡、低碳足跡及低水足跡的產品

產品生命週期考量

持續推動製程原物料有害物質替代計畫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 ● 100% 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相關法規及

客戶規範

 ☉目標年：持續 

● N– 甲基吡咯烷酮

（N-methylpyrrolidone, NMP）使用量

較民國 105 年減少 95% 
 ☉目標年：民國 109 年

● 完成所有廠區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註 因替代化學品影響部分廠區產品良率而

需重新調整配方測試

附錄永續治理 焦點與進展
焦點一  
誠信經營

焦點二  
創新與服務

焦點三  
責任供應鏈

焦點四  
綠色製造

焦點六  
共好社會營運

焦點五  
包容職場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E5%B0%8D%E5%8F%B0%E7%A9%8D%E5%85%AC%E5%8F%B8%E5%A0%B1%E5%91%8A%E6%9B%B8%E7%9A%84%E5%BB%BA%E8%AD%B0


50

台積公司產品生命週期環境／社會衝擊考量致力減少環境足跡，打造永續產品

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週期，致力減少環境

足跡，降低產品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及能源

耗用；同時審慎評估選用低危害性的原物料，

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標準；以精進的製程技

術，協助客戶實現更具能源效率的產品設計，

提供兼具創新與環保的永續產品。

產品生命週期考量

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包

括與客戶合作產品開發、原物料製造與運輸、

產品製造、測試與封裝等階段。除致力於製

造過程做好有害物質管理、汙染預防、節省

能資源耗用外，亦要求與協助供應商做好環

境保護，持續減少半導體產品生命週期環境

足跡、碳足跡與水足跡。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啟動所有晶圓廠區的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碳足跡與水足跡的更新

計畫，並完成評估與第三者查驗，同時取得

ISO 14040、ISO 14067、ISO 14046 等認證。

依據晶圓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與水足跡盤

查結果，顯示晶圓產品生命週期環境衝擊、

● 產品無有害

物質

● 產品碳足跡

／水足跡

● 產品生命週

期評估

● 產品本身節

能

● 產品應用促

進全球節能

● 汙染防治

● 廢棄物循環

再利用、妥

善處置

● 溫室氣體減量

● 節能、節水

● 減廢、廢棄物管理

● 汙染預防

● 有害物質管理

● 環境管理系統

環
境
衝
擊
考
量

廢棄物處理

與回收商

消費者、工業

及其他用戶

台積公司客戶

及終端產品客戶
測試封裝廠台積公司晶圓廠原物料供應商

● 協助客戶實現

行動運算及無

線通訊

● 協助客戶生產

微機電系統晶

片，廣泛應用

於提升人類健

康與安全之相

關產品

● 行動運算及

無線通訊帶

來生活便利

● 微機電系統

晶片創新應

用提升人類

健康與安全

● 職業安全

衛生

● 勞工人權

工時

● 職業安全衛生

● 勞工人權、工時

廢棄物處理與

回收

資訊與通信

科技產品使用

資訊與通信

科技產品

組裝與銷售

封裝測試晶圓生產原物料生產

社
會
衝
擊
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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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與水足跡主要在晶圓製造階段，約佔 70% 以上，而在上游供應鏈則以原料晶圓及化學品與氣體為主。因此，台積公司為了減少產品環境

足跡，除了持續推動全公司的溫室氣體減量、節能、節水、減廢與資源循環再利用，以及汙染預防等工作；同時，台積公司仍積極要求上下游供

應鏈廠商投入前述各項綠色行動。

氣候變化
單位：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酸化
單位：莫耳氫離子當量

臭氧消耗
單位：公斤 CFC-11 當量

陸地優養化
單位：莫耳氮當量

人體毒性癌症效應評估
單位：相對人體毒性單位（CTUh）

淡水優養化
單位：公斤磷當量

人體毒性非癌症效應評估
單位：相對人體毒性單位 （CTUh）

海洋優養化
單位：公斤氮當量

粒狀物
單位：公斤 PM2.5 當量

淡水生態毒性
單位：相對生態毒性單位 （CTUe）

電離輻射（人類健康）
單位：千貝克 U235 當量

土地利用
單位：公斤碳消耗

電離輻射（生態系統）
單位：相對生態毒性單位 （CTUe）

水資源消耗
單位：立方公尺水當量

光化學臭氧形成
單位：公斤非甲烷揮發性有機物當量

礦物、化學、可再生資源枯竭
單位：公斤銻當量

0.00%

0.00%

100%

0.66%

25.00% 75.00%

26.12% 2.45%71.43%

26.14% 2.54%71.32%

26.23% 2.05%71.72%

29.32% 4.94%65.74%

20.04% 0.66%79.30% 0.66%

25.68% 73.61% 0.70%

20.61% 0.66%79.11% 0.28%

25.82% 73.22% 0.95%

21.68% 0.66%78.22% 0.10%

29.14% 1.11%69.75%

81.84% 0.03%18.13%

80.68% 3.41%15.91%

原料 製造 運輸

晶圓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結果
（以十二吋晶圓為例）

晶圓產品碳足跡
（以十二吋晶圓為例）

能資源（含燃
料及水電使用）

PFC 及 
其他逸散

化學品 /
氣體

晶圓

大宗氣體

廢棄物（含運輸）0.28% 水污 0.21% 
包裝材 0.02%

63.28%14.50%

10.21%

6.70%
4.79%

晶圓產品水足跡
（以十二吋晶圓為例）

42%

31%

27%

廠內直接
用水

廠內耗能

原物料生產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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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階段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

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週期的社會衝擊，除

了自身做好安全衛生管理建構安全與健康職

場外，亦依循負責任商業聯盟及其行為準則

的標準，與客戶、供應商交流合作，共同提

升供應鏈安全衛生績效。在半導體產品使用

階段，也積極加強全人類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促進健康與安全等功能。

台積公司透過推動「產品有害物質管理系

統 QC 080000」與取得認證，建立產品有害

物質管理制度。在製程設計開發階段，即依

循綠色設計原則，避免製程中使用含有害物

質的原物料，確保產品符合國內外法規及客

戶的產品有害物質限制的要求。在原物料採

購階段，台積公司訂有綠色採購程序，嚴格

審核並控管研發階段、量產及工程變更作業

時預計使用的新原物料，從源頭把關，確保

所有原物料符合台積公司有害物質禁限用規

範。針對未來可能被列為禁用或限用有害物

質的原物料，台積公司亦及早進行製程與化

學品替代評估作業，訂定逐年汰換計畫。

優於或符合國際法規的全方位產品有害物質管理

國際法規／客戶規範 法規符合度說明

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EU RoHS）
  ●    台積公司提供無鉛封裝製程給客戶，但少數客戶因產品特性之需仍要求使用微量含鉛凸塊，目前屬於 EU 

RoHS 之豁免項目
  ●    其他 EU RoHS 物質完全不使用於台積公司製程

產品無鹵素要求   ●    台積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要求

製程使用全氟辛烷磺酸（PFOS）、全氟辛酸
（PFOA）管制

  ●    台積公司已分別於民國 99 年、104 年完全廢止使用含 PFOS、PFOA 的原物料，所有產品皆不含此二類物質

歐盟化學物質登錄與管制法令附件十七物質 
（EU REACH Annex XVII）

  ●    台積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要求

歐盟化學物質登錄與管制法令高關注物質 
（EU REACH SVHC）

  ●    台積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要求

歐盟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WEEE）   ●    台積公司生產晶圓半導體，為電子電機設備的部分元件，不直接適用此法規

進料管理
  ● 允收規範

  ● 化學實驗室產品有

害物質檢測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系統

產品有害物質第三方檢測報告

供應商管理量產階段

新設備與新化學品審核 
  ● 物質安全資料

  ● 綠色採購規範

  ● 環保、安全與衛生規範

研發階段

變更管理
  ● 物質安全資料

  ● 綠色採購規範

  ● 環保、安全與衛生

規範

產品有害物質年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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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程使用的化學品管理方面，台積公司對

於致癌、致畸胎與生殖危害等物質，一向秉

持盡量不使用與盡量少用的原則，若因製程

研發需要而必須使用時，則使用單位必須擬

定嚴謹的環保、安全與衛生防護計畫，經過

內部嚴格的審查過程，確保將環保、安全與

衛生風險降至最低，最後經副總級主管批准

後方可使用。

近年來，由於全氟烷基物質（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對於人體、環境可能

產生的危害，受到全球關注，各國政府亦陸

續研擬相關管制法規。針對全氟辛酸前驅物

及衍生物等相關物質，台積公司已提早於民

國 105 年啟動替代專案。評估過程中，經常

面臨新的替代物質在測試時造成產品良率下

降，必須調整製程參數、重複測試，以解決

問題。截至民國 107 年年底，已完成 86% 替

代物質的轉換，預計民國 108 年將完全不使

用 PFOA 相關物質。此外，台積公司亦持續

關注短鏈 PFASs 物質對人體、環境的影響，

以及各國政府的立法管制趨勢，及早採取因

應措施。此外，另一工業界常用的化學物質

NMP，屬於對人體有生殖危害物質，台積公

司亦積極地減少使用，民國 107 年全公司

NMP 使用量已較民國 105 年減少 48%。

協助客戶生產有助全球節能的永續產品

半導體製程技術持續進步而使產品日益精

進，除提升產品使用時的能源效率外，採用

半導體產品的各種智慧應用，例如智慧建築、

智慧製造、智慧電網等，亦可協助使用者節

能及提升工作效率。

PFASs法規管制與台積公司對應行動

（民國年）

全氟辛烷磺酸 （PFOS）
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為持久性污染物 
民國 99 年開始各國限制使用

國際法規管制情形

台積公司對應行動

99 107105

全氟辛烷磺酸

民國 99 年替代完成

全氟辛酸 （PFOA）
歐盟化學品指令列為高度關注物質 
民國 102 年開始，輸入歐盟產品若

含有則必須揭露

全氟辛酸

優於法規規定，提早於民國

104 年替代完成

全氟辛酸相關物質 （PFOA 
related substances）
歐盟化學品指令列為高度關注物質 
民國 104 年開始，輸入歐盟產品若

含有則必須揭露

全氟辛酸相關物質

優於法規規定，預計民國 
108 年完成替代計畫

短鏈全氟烷基物質 
（PFASs）
歐盟及美國環保署開始關注並

評估是否具危害性

短鏈全氟烷基物質

民國 106 年開始關注歐盟

及美國環保署評估情形並

研究替代方案

已完成替代 替代計畫進行中 替代研究中

104 106 108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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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的模擬分析

情境二 若半導體業按過去五年平均的研發與應用累

計幅度正常發展與停止研發與應用（情境

一）做比較，在民國 114 年將可協助台灣節

省 13% 工業用電

情境三 若半導體業按過去五年最高的研發與應用累

計幅度加速發展的情境下與情境二比較，在

民國 114 年將可協助台灣再節省 10% 工業

用電

資料來源：ISTI

半導體產業研發與工業用電情境模擬

工業用電＝工業部門＋能源部門自用（億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9108 110 111 112

情境一

半導體業停止

研發與應用 

情境二

半導體業正常

研發與應用

情境三

半導體業加速

研發與應用

節省 13%
工業用電

節省 10%
工業用電

（民國年）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持續進行危害性化學品 NMP 減量，已完成主要

製程替代程序測試，並逐一在各廠區展開。由於 NMP 屬生殖危害性物

質，台積公司在使用時的作業環境檢測結果均遠低於法規限制值，並

做好最佳防護，避免人員暴露；在新製程化學品審核時，亦盡量避免

使用。台積公司將持續進行 NMP 減量計畫，預計民國 109 年將完成

95% NMP 減量。

NMP 減量，降低環安衛衝擊

NMP減量里程碑

（民國年）

92

率先設置 NMP 廢液獨立收集系

統，與供應商合作將 NMP 廢液

蒸餾純化，再製成工業級原料，

提供一般工業使用

106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綠色採購 展開原物料替代計畫

將 NMP 及其他致癌、

致畸胎及生殖危害等

物質列為管控物質，

新材料盡量不使用

去光阻清洗製程採用新的去光阻

液替代，以超純水加二氧化碳替代

NMP，有效減少 NMP 使用

全公司 NMP 減量

48%
全公司 NMP 減量

70%
全公司 NMP 減量

95%

109107 108105104

持續進行原物料替代計畫

1,300

1,500

1,700

1,900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繼民國 104 年，持續

與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enter, ISTI）合作研究，推論半導體

產品技術進步與應用可提高電腦、通訊、數

據中心、發電廠等的能源效率，提高台灣整

體能源效率。

ISTI 的研究結果發現，研究發展知識存量（也

就是累計投入的研發經費）每增加 1.0%，電

力消費可降低 0.27– 0.30%。以「全國研發總

量」或「半導體研發總量」進行分析，隨著

研究發展所帶來的產品與製程效能精進，有

助工業部門電力耗用下降。民國 106 年全國

半導體產業研發金額為 2,399 億元，台積公

司的研發支出佔其中的 33.3%，較民國 105

年增加 6.2％，台積公司為國內半導體研發支

出的重點公司，透過研發與產品的擴散效益，

有助提高國內能源效率並降低電力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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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先進、更具能源效率的電子產品 
半導體製程技術每向前推進一個世代，積體

電路線寬就得以持續縮小，使得晶粒面積愈

來愈小，電子產品所消耗的電力也更為降低。

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台積公司向

來是首家推出最新世代技術的公司，不斷領

先推出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並提供多樣且

完備的特殊製程，以優異的前段及後段製程

整合能力，提供功耗、效能及晶片尺寸最佳

化的競爭優勢，為客戶生產更先進、更節能、

更環保的產品，降低科技進步對環境所造成

的衝擊。透過台積公司的晶圓製造技術，客

戶的設計得以被廣泛運用在電腦、通訊、消

費性、工業應用等各式電子產品之中，為現

代社會的進步帶來重大貢獻。

其中一個卓越案例是美商博通公司（Broadcom）

採用台積公司領先業界且值得信賴的 16 奈

米製程技術，於民國 107 年量產其領先業界

的 Tomahawk® 3、交換能力每秒 12.8 兆位元

（Terabytes Per Second,Tbps）的乙太網路交

換器（Ethernet Switch）晶片系列產品。

Tomahawk® 3 系列產品是全球效能最高的單一晶片乙太網路交換器產品。

與現有的解決方案相較，此系列產品能夠顯著減少每單位埠傳輸 100GbE

（Gigabit Ethernet，十億位元乙太網路）數據量的成本達 75％，降低每

單位埠傳輸 100GbE 數據量的功耗達 40％。同時，亦支援高密度與可設定

的連接配置，包括 32x400 GbE、64x200 GbE，或 128x100 GbE 的線路速

率配置，以滿足超大規模雲端資料中心的需求。這將是下一世代雲端網路

促使資料中心業者升級與擴充其網路基礎架構的關鍵催化因素，以滿足 5G

行動通訊世代，來自於物聯網、內容串流，以及人工智能等產品應用所產

生的、指數型式快速成長的資料流量。

Broadcom 公司採用台積公司領先業界且值得信賴的 16 奈米製程技術，量產其領先業界的

Tomahawk® 3 乙太網路交換器晶片系列產品，協助超大規模雲端資料中心滿足 5G 行動通訊世代

以指數型成長的資料流量。（感謝 Broadcom 公司同意使用照片）

資料來源：台積公司

0.063１ 0.48 0.110.25

不同技術的產品晶粒大小比較－線寬愈小晶粒愈小

註 影響晶粒大小與耗電量的邏輯晶片 /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 輸入輸出比例重新調整校正

0.047 0.035

55 奈米 10 奈米16/12 奈米 
FFC

28 奈米40 奈米 5 奈米7 奈米

0.0561 0.6 0.070.3

不同技術的產品使用耗電比較－線寬愈小愈省電

註 影響晶粒大小與耗電量的邏輯晶片 /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 輸入輸出比例重新調整校正

0.034 0.022

資料來源：台積公司

55 奈米

LP
（1.2V）

10 奈米 
（0.75V）

16/12 奈米 
FFC 

（0.8V）

28 奈米

HPM
 （0.9V）

40 奈米

LP 
（1.1V）

5 奈米

（0.75V）
7 奈米

（0.75V）

附錄永續治理 焦點與進展
焦點一  
誠信經營

焦點二  
創新與服務

焦點三  
責任供應鏈

焦點四  
綠色製造

焦點六  
共好社會營運

焦點五  
包容職場

https://www.broadcom.com/blog/broadcom-s-tomahawk-3-ethernet-switch-chip-delivers-12-8-tbps-of-speed-in-a-single-16-nm-device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E5%B0%8D%E5%8F%B0%E7%A9%8D%E5%85%AC%E5%8F%B8%E5%A0%B1%E5%91%8A%E6%9B%B8%E7%9A%84%E5%BB%BA%E8%AD%B0


56

台積公司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對社會的貢獻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近年的快速成長，反映出大眾

對行動裝置元件的強烈需求，以及對於便利生活的高

度渴望。台積公司致力於協助客戶實現行動運算及無

線通訊晶片的創新，並且已有顯著貢獻。

● 創新製程使得晶片更小、運算速度更快，進而縮

小電子產品體積

● 系統單晶片的技術可將更多不同功能集中在單一

晶片上，減少電子產品需配置的晶片數量，縮小

電子產品體積

● 新製程使晶片耗電更少，行動裝置產品使用時間

更長

● 協助實現 3G ／ 4G、無線區域網路（WLAN）／藍

芽等更便利的無線通訊能力，使人們可以隨時溝

通、處理事務，大幅提高現代生活的機動性

協助客戶實現晶片創新，使行動通訊生活更快速便利

民國 107 年第二季，領先業界的 7 奈米 FinFET 製程

技術已於進入量產，此一技術能夠支援客戶更廣泛的

產品應用，包含行動裝置、遊戲機、人工智慧、中央

處理器、圖形處理器，以及網路連接裝置等，也創下

台積公司量產速度最快的新紀錄。 

最新成就

重要突破

台積公司持續投資強化或開發創新的影像感測器

（CIS）及微機電系統（MEMS）晶片技術， 並從傳

統感測技術延伸至機械感測（Machine）技術。結合

傳統感測及機器感測的優勢，使用台積公司 CIS 及

MEMS 技術生產的新產品，尺寸更小、速度更快、功

耗更低，能大幅增進生活便利、改善健康、促進安全。

● 延伸傳統感測技術至機械感測技術，如紅外線、超

音波，以及微型致動器（Micro-actuator）等

● 應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及智慧型手機等數位工具，

提升生活便利性

● 應用於先進醫療及預防醫療的照護，改善健康品質

● 應用於車用電子，提升汽車安全系統

協助客戶實現晶片創新，提升人類健康與安全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成功為客戶生產全球第一個

單晶片互補式金氧半導體微機電（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CMOS-MEMS）電容式氣壓計（Capacitive 
Barometer），能精準感應小至五公分以內的高度改

變，封裝尺寸約略小於一平方公厘，能夠整合於不同

系統應用，包括個人活動紀錄或室內導航等。

最新成就

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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