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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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目標
民國108年

● 海外據點全部使用再生能源
● 台灣廠區持續洽談再生能源長期

購買

● 依單位產品用電量降低 11.5%
（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 節能目標 2 億度，累積節能

11 億度

●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16.5%（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 單位產品含氟溫室氣體排放量減

少 60%（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 含氟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少 15%

（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17%
（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目標：15%
● 單位產品含氟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60%

（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目標：55%
● 含氟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少 10%

（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目標：10%

● 購買約 8.8 億度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海外據

點全部使用再生能源

● 台灣廠區簽訂 90MW（百萬瓦）再生能源

長期購買合約

☉目標：持續採購再生能源

● 單位產品用電量降低 7% 註

（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目標：11%
● 節能 3 億度，累積節能 9 億度

☉目標：節能目標 2 億度，累積節能 8 億度

●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八吋晶圓當量－光罩

數）：減少 18%（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目標年：民國 109 年
● 單位產品含氟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八吋晶圓當量－光罩

數）：減少 60%（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含氟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少 20%（民

國 99 年為基準年）

☉目標年：民國 109 年

● 持續採購再生能源，達到 3 奈米起新

廠能源佔比 20%，並依照台灣再生能

源建置情況，增加再生能源購買量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單位產品用電量（度／八吋晶圓當

量－光罩數）：減少 12%（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目標年：民國 109 年
● 民國 105 年至 114 年新增節能措施

累積節電總量 28 億度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持續採用最佳技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成

為產業低碳製造標竿

推動低碳製造

持續購買再生能源及設置太陽能發電系

統，增加再生能源使用量

使用再生能源

規劃年度新增節能措施，積極落實節能行

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擬訂氣候變遷應變與預防措施，降低氣候

風險影響

強化氣候韌性 ●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目標：0 天

●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註 積體電路製程複雜度日益增加，生產

用電量持續提升，未來將持續增加再

生能源在台積公司能源結構中的比例

以茲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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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頒布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7月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11月  巴黎氣候峰會

2月   中國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試行辦法  

9月   美國華盛頓州潔淨空氣法  

11月 巴黎協定

3月   頒布環境保護政策  

5月   成立碳管理平台

8月   成立節能減碳委員會

2月   建立中國廠區碳交易流程  

3月   成立再生能源專案  

6月   建立內部碳定價與績效 
認可  

7月   加入科學基礎目標倡議註 

3月   加入工業局自願減量平台   

5月   啟動綠色機台認證專案  

11月 啟動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節能工作平台
 簽署長期再生能源合約 90MW（百萬瓦）

12月 海外據點完成購置再生能源

氣候變遷因應歷程

因應氣候變遷是企業永續經營的責任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台積公司不僅加強氣候

韌性調適，降低災害可能帶來的營運衝擊，

亦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上持續努力。如同「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及「環境保護政策」中所

宣示的使命，因應氣候變遷是公司永續經營

的責任，藉由持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

再生能源，致力成為全球綠色製造的領導者。

台積公司透過與商業夥伴、產官學界及全體

社會的合作，齊力跨越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嚴

峻挑戰。

回顧民國 107 年，能源管理是台積公司最刻

不容緩的議題之一。然而隨著先進製程不斷

演進，積體電路製程複雜度日益增加，用電

量也持續攀升。儘管台積公司在民國 107 年

投入大量資源、戮力執行 524 項節能措施，

有效節電 3 億度，但單位產品用電量仍難達

到預期減量目標。為此，台積公司積極回應，

透過外購再生能源、建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等行動，增加再生能源在台積公司能源結構

中的比例，有效降低因生產用電所造成的溫

室氣體排放，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民國年）

溫室氣體管理法規

台積公司因應

107106105104

註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是國際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全球氣候商業聯盟（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及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共同成立的倡議組織，希望企業以符合巴黎協議的目標情境設定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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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 TCFD框架

類別 公司管理行動

60%
提前達成民國 109 年單位產品含氟溫
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60%目標

台積公司成立全方位的碳管理平台，以「法

規遵循、節能減碳、碳資產管理」為三大工

作方向，並在「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

領導下，長期持續關注氣候變遷趨勢、國內

外政府法規演變，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公司因

應氣候變遷的計畫執行狀況。此外，在負責

晶圓廠營運、資材暨風險管理二位資深副總

所帶領的「節能減碳委員會」，定期追蹤檢

視各項能源排碳指標表現、訂定持續改善

目標。有鑑於氣候變遷對營運可能造成的

財務風險，台積公司自民國 107 年起，開

始運用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來鑑別風險及機會，並依

結果建立衡量指標與目標管理。

氣候策略六大指標
降低單位產品總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單位產品含氟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市場供需成熟下逐步擴大使用再生能源、降低單位產

品用電量、提升累積節電總量、極小化氣候災害避免生產中斷

氣候策略行動方針
新廠全面執行最佳可行技術、既有廠房汰換削減設備、建置再生能源自發電設備、購置再生能源、符合 US LEED 綠建築、擴大

節電措施、氣候風險緊急應變長期目標：根據上述六大氣候指標，擬定民國 109 年或 114 年長期目標，管理氣候風險與機會

溫室氣體排放揭露 每年皆按照「14064-1 標準與議定價值鏈計算報告準則」盤查範疇一、二與三排放數據，並接受外部查證

指標與目標

鑑別風險與機會 依內部既有目標管理期程，定義短（小於三年）中（三－五年）長（大於五年）期的氣候風險與機會

評估潛在財務衝擊 針對鑑別的重大風險與機會，評估對公司帶來的潛在營運與財務衝擊

擬定氣候策略 依據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的長期目標，擬定低碳製造、使用再生能源、改善能源使用效率與強化氣候韌性四大策略

氣候情境分析 因應國際減碳目標，採用科學基礎目標方法學進行情境分析，評估對公司的衝擊並制定對應作為

策略

導入 TCFD 利用 TCFD 架構辨識氣候風險與機會，舉辦工作坊凝聚共識，由高階管理階層確認

氣候風險管理 採用企業風險管理（ERM）流程管理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整併氣候風險因子至營運風險管理，據此提出行動方案風險管理

董事會 氣候變遷造成的水電資源風險已納入企業風險管理範疇，每年由資財暨風險管理資深副總向董事會報告企業風險與因應措施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台積公司因應與管理氣候變遷的最高層級組織，由財務長擔任主席，每季審議氣候變遷相關議題推動狀況，每年由主席直接向

董事會報告氣候變遷相關議題執行成果

節能減碳委員會
台積公司執行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行動的最高層級管理組織，由負責晶圓廠營運、資財暨風險管理兩位資深副總擔任共同主席，

每季檢視管理方案執行狀況，深入討論與決策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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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氣候風險與機會

為因應氣候變遷與能資源供應的潛在危機，台積公司發展結合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的政策與解決方案，積極執行節能、減碳與省水的相關專案，鑑別與降低氣候變遷相關風險，建立

碳資產，開發節能產品與服務，強化氣候韌性與建立環境永續文化。

氣候風險與機會矩陣圖

轉型風險 機會

1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交易制度 1    參與碳交易 / 再生能源市場

2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承諾 2    取得公部門合作獎勵

3    水電供應不穩定 3    興建綠建築

4    低碳節能產品開發之成本 4    提升水資源效率與使用新興水源

5     公司形象衝擊 5    開發低碳產品與服務市場

6    提升投資人長期投資意願

實質風險 7    提升對天災抵禦能力 

6    颱風、水災 8    推動節能減碳生產

7    旱災

8    氣溫上升

1
2

3

4

5

6

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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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高低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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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 
交易制度 

產能擴增受限、營運成本增加
參與碳交易市場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早期購買再生能源，順利擴增產能
●    在台灣簽訂 90MW（百萬瓦）再生能源長期合約

●    全球購買約 8.8 億度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承諾 減碳設備設置與運轉成本增加 取得公部門獎勵／合作 累積碳權，滿足後續擴廠需要 ●    申請空壓系統效率提升抵換專案獎勵通過

水電供應不穩定 生產受到衝擊、營運成本增加

興建綠建築 降低營運水電成本 ●    持續興建二座綠工廠，六座建築物取得綠建築證照

提升水資源效率與 
使用新興水源

強化氣候韌性，減少災害對生產影響

成本

●    新建廠房（晶圓十五廠七期、晶圓十六廠、晶圓十八廠）保持 > 85%
水回收率

低碳節能產品開發成本 低碳節能產品開發成本增加
開發或擴大節能產品 
與服務

滿足客戶對節能產品需求，增加營收 ●    投入節能產品開發 

公司形象衝擊
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期待，造成公司

聲譽或形象損害

提升投資人長期投資 
意願

穩定股東結構，降低股票價值大幅波

動機率
●    強化綠色製造

颱風、水災

生產受影響，導致財務損失、營收下降 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強化氣候韌性，降低營運中斷機率與

可能損失

●    晶圓十八廠安裝防水閘門

●    晶圓十八廠基地提高二公尺

旱災
●    晶圓十八廠承諾使用、開發再生水

●    建立完善水情監控機制

氣溫上升 用電量增加，成本與碳排放量上升 推動低碳綠色生產 節約用電，節省成本 ●     節能專案節電 3 億度

潛在財務影響氣候風險 潛在財務影響氣候機會 民國 107年因應作為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財務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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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噸／二氧化碳當量

103

458,360
1,655,498

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

台灣廠區

子公司

排放強度（tCO2e/wfr-layer）

（民國年）

419,979
1,705,746

107106105104

460,983
1,566,662

435,396
1,638,051

387,242
1,648,268

單位：公噸

註 1 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

京）、采鈺公司

註 2 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涵蓋台灣廠區所有晶圓廠、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註 3 電力排放係數以能源局民國 107 年公告 0.554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度電，一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約當 6,805 千焦耳估算

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

（民國年）

105

單位：公噸

代與安裝尾氣削減設備」，做為降低直接排

放的標竿行動，於民國 107 年排放削減達約

26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較前一年大幅下降；

推動低碳製造

溫室氣體盤查

台積公司矢志成為全球低碳製造領導者，每

年藉由分析溫室氣體盤查找出解決方案，並

追蹤總體減碳成效。分析結果發現，製程用

含氟溫室氣體的直接排放與電力使用造成的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為主要排放源，因此全面

導入製程氣體減量與尾氣削減的產業標竿做

法，再加上持續執行製造節能專案，搭配逐

步擴大使用再生能源，來降低單位產品的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行動中最重要的是依循設

定限制全球溫升 2oC 情境的科學基礎減量目

標（Science Based Targets, SBT）。 科 學 基

礎減量目標是企業響應巴黎協定最積極的表

現，台積公司積極尋找達此減量目標的各種

機會，希望攜手上下游價值鏈一起節能減碳，

促進區域再生能源發展，促進環境永續。

含氟溫室氣體與氧化亞氮是半導體製程溫室

氣體的最主要直接排放源，台積公司以「製

程氣體用量最佳化、執行低溫室潛勢氣體替

單位排放量與基準年民國 99 年相比，降幅達

60%，成功達到公司年度目標，且遠超過世

界半導體協會（WSC）所訂定的「2020 年全

氟化物全球自願減量目標」，製程氣體排放

削減量業界第一。

0.0029
0.0027

0.0024
0.0022

0.0020

103

303,100
3,939,172

（民國年）

23,711
6,325,931

107106104

326,880
4,315,766

377,700
5,702,511

347,796
5,030,647

0.0057

0.0061
0.0063 0.0062

0.0059

台灣廠區

子公司

排放強度（tCO2e/wfr-layer）

104

購買服務及產品（引用 SimaPro model）
燃料與能源相關活動（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營運廢棄物處理（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上游運輸及輸配（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下游運輸及輸配（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員工通勤（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海外商旅（引用 Boustead model）

（民國年）

107106

4,315,4974,242,5213,770,912

105

3,446,138

註 1 範疇三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

廠、後段封測廠）

註 2 電力排放係數以能源局民國 107 年公告 0.554 公斤二氧化碳

當量／度電，一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約當 6,805 千焦耳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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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1 盤查

與第三方查證
所有廠區及子公司完成盤查與第三方查證

製程氣體使用量最

佳化

晶圓十五 B 廠依照技術委員會的製造規範導入溫室氣體最

佳化製程參數

替換高溫室潛勢的

製程氣體

十二吋晶圓廠全面使用目前最佳的製程低碳削減技術—遠

端電漿解離三氟化氮；六吋及八吋晶圓廠使用三氟化氮／

環八氟丁烷

含氟氣體製程安裝

現址式處理設備

新建廠區與既有廠區（含子公司） 新裝機全面安裝

民國 107 年持續汰換既有廠區的既有機台 127 台，安裝

率提升至 87%

持續開發現址式氧

化亞氮削減技術

持續開發現削減技術，通過驗證設備種類由一增加到三

列入新廠裝機標準配備

ISO 50001 能源管

理與第三方驗證
公司進行 ISO 50001 盤查與第三方驗證

新世代製程設備導

入節能減碳設計

全球半導體廠唯一啟動半導體新世代製造機台節能專案，民

國 107 年針對 30 種機型完成 42 個節能方案的驗證導入

導入再生能源
全球購買約 8.8 億度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全台半導體

廠最多

能源使用效率標竿
先進技術製程能源使用效率優於同業，執行八大類共 524
項電力節能措施，有效節電 3 億度

溫室氣體減量標竿作為

註 同業比較資料來源為世界半導體協會報告

因應電業法修正案開放電力市場，成立再生能源工作小組，

進行再生能源購買評估

加入台灣再生能源憑證平台，晶圓六廠成為第一批取得台

灣再生能源憑證的半導體廠房

持續購買 1 億度綠電，連續三年成為台灣最大綠電購買者

購買 2 億度綠電，蟬聯台灣最大綠電購買者

（民國年）

購買 1 億度綠電，成為台灣最大綠電購買者

台積公司再生能源發展歷程 

104 105 106 107

台灣廠區簽訂購買再生能源長期合約

全球購買約 8.8 億度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

範疇一

溫室氣體 
直接排放

範疇二

溫室氣體 
間接排放

使用再生能源

台積公司持續投資自身再生能源設施，並與

能源供應商和其他公司合作，擴大使用再生

能源，具體實踐環境永續。

購買再生能源

台積公司承諾在法規與市場供給等條件成熟

的情況下，直接購買再生能源或再生能源憑

證，支持聯合國「可負擔與清潔的能源」與

「氣候行動」的永續發展目標，降低氣候變

遷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由於公司據點分布

全球各地，而不同國家的再生能源法規完備

性與市場供給量不盡相同，民國 107 年先從

法規完備與再生能源供給量充足的營運所在

地開始，利用購買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憑證

及碳權的方式，抵銷位於美國、加拿大、歐

洲、中國、日本、韓國等據點電力總使用量

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約 60 萬噸，同時亦積

極在台灣尋找再生能源來源。民國 107 年在

供給量不足的困難情況下，已先簽署長期再

生能源合約 90MW（百萬瓦），並承諾未來

3 奈米生產用電量之 20% 為再生能源，以實

際行動支持再生能源發展，期許有效降低溫

室氣體排放。 

台積公司標竿作法 民國 107年執行現況

100%

最佳化 
製程參數

100%

100%

87%

1 3

ISO 50001

全球半導體廠

唯一

8.8億度

52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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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累計設置容量

103
（民國年）

3,007

107106105104

1,090 1,301 1,8931,313

單位：千瓦

註 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

廠）、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
鈺公司

台積公司能源總消耗量

103

柴油總用量（百萬度）

天然氣總用量（百萬度）

非再生能源電力總用量（百萬度）

420 450 624 721485

（民國年）

4.8

107106105104

3.1 5.1 4.24.5

單位：百萬度

註 一立方公尺天然氣 =10.5 度電能；一度電能 =3,600 千焦耳

7,545 8,460 11,388 11,5649,358

台積公司總用電量統計

103

再生能源

非再生能源

7,545 8,460 11,388 11,5649,358

（民國年）

877

107106105104

單位：百萬度

註 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

廠）、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
鈺公司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除了外購再生能源外，台積公司於廠區內亦

設置太陽能板發電系統，產生零碳再生能源

供自廠使用。民國 107 年新增太陽能板裝置

容量 1,114 千瓦，已發電量 302 萬度，減少

碳排放量 167 萬公斤，相當於 16.7 萬棵樹一

年的碳吸收量。民國 108 年將持續擴充 2,000

千瓦太陽能裝置容量。

單位產品用電量及目標達成度

103
（民國年）

9.9

107106105104

10.1 10.0
9.69.8

單位晶圓產品用電量（度 / 八吋晶圓當量－光罩層）

用電密集度－目標值

用電密集度－實際值

註 1 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WaferTech、台積電  
（中國）、台積電（南京）

註 2 柴油及天然氣並非用於產品生產，不列入計算

9.4
9.8 9.9

9.59.7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全面能源盤查與效能提升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使用的非再生能源

總消耗量為 12,290 百萬度，其中電力約佔

94.1%；天然氣次之佔 5.9% ；柴油則小於

0.1%。在台積公司，電力為製程生產設備及

廠務系統的主要能源；天然氣則用於廢氣處

理設備，用以降低含氟氣體的直接排放；柴

油主要使用於緊急發電機及消防幫浦，當出

現緊急狀況、停電或年度歲修保養時才會啟

動，屬於非生產需使用的直接能源。

台積公司制訂民國 105 年至 114 年能源使用

效率提升計畫，平均年節電率應大於 1%。

民國 107 年節電率 2.4%，民國 105 年至民國

107 年平均節電率 2.6%，高於台灣半導體協

會平均節電率 2.4%，符合設定目標。然而民

國 107 年因應新廠房試機運轉與先進製程產

線轉換，導致電力總用量比民國 106 年增加

9%，儘管單位產品用電量較基準年（民國 99

年）降低約 7%，仍未達成原先設定的 11%

目標。未來台積公司將投入更多節能措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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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十年節能目標

105
（民國年）

114113107106

單位：億度

280.9 96

民國 105–114年
平均年節電率>1%

新增
3億度

6億度
106 年已完成節能量

3億度
107 年新增節能量

9億度
107 年累計節能量

民國 114 年
共計節電 28 億度

民國 107年新增節能績效

註 碳排放當量係數以 0.554 公斤／度

照明節能

● 無塵室定時照明

● 更換 LED 照明

晶圓十四 B 廠、晶圓十五 B 廠、
晶圓六廠、晶圓八廠

共 7項節能 1.3百萬度 
減碳 0.1萬噸 CO2

生產機台節能廠務節能

空調節能

● 自動化冰機系統節能

● 空調節能調整

晶圓十二 A 廠、晶圓十二 B 廠、
晶圓十五 A 廠

共 3項節能 32.9百萬度 
減碳 1.8萬噸 CO2

效能提升

● 大型空調機加濕器改裝濕膜
● 設備汰換提升效率 

全廠區

共 8項節能 28.5百萬度 
減碳 1.6萬噸 CO2

待機節能

● 不斷電系統節能模式

晶圓十二 A 廠、晶圓十四 B 廠、晶
圓十五 A 廠、晶圓十五 B 廠

共 4項節能 22.9百萬度 
減碳 1.3萬噸 CO2

用量管理

● 機台製程冷卻水減量
● 機台排氣減量

全廠區

共 188項節能 32.9百萬度 
減碳 1.8萬噸 CO2 機組汰換

● 汰換高效能節能幫浦

晶圓三廠、晶圓二 / 五廠、晶圓六
廠、晶圓八廠

共 98項節 4.8百萬度 
減碳 0.3萬噸 CO2

採購要求

● 全新機台採購使用高效率

節能附屬設備

12 吋廠區

共 104項節能 106.8百萬度 
減碳 5.9萬噸 CO2

機台修改

● 機台用電單元最佳化修改

全廠區

共 112項節能 70.3百萬度 
減碳 3.9萬噸 CO2

響應國家節約能源目標，並進一步發展節能

管理平台，落實全面能源盤查，確認每一度

電都達到最妥善使用。民國 108 年將與國際

接軌，所有廠區皆會通過 ISO-50001：2018

新版認證，期望發掘更多精進能源管理機會。

拓展節能措施

廠務及製程設備部門是台積公司主要的用電

單位，同時也是節能措施的主要推動者。民

國 107 年，廠務部門完成自動化與人工智慧

兼具的冰機系統節能創新，並規劃逐年以濕

膜汰換大型空調機；製程設備部門則以汰換

低能效元件及機台設備耗能最佳化為主，合

計全年規劃並執行八大類共 524 項電力節能

措施，有效節電 3 億度，相當於減少 16.6 萬

公噸二氧化碳排放，節省電費共 7.5 億元，

因減少排碳而降低的潛在外部碳成本為新台

幣 2.5 億元。此外，為驅動供應鏈綠色創新，

台積公司持續與機台設備商合作開發新世代

節能機台，民國 107 年針對 30 種機型完成

42 個節能方案的驗證導入，其中 24 種機型

節能設計驗證可達到平均 10% 機台設備節能

效益，超越年度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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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作為準則 民國 107 年新廠符合度

氣候風險調適
作為準則

 ● 十二吋晶圓廠廠房符合 US LEED 綠建築節能設計

 ● 限電應變措施，配備緊急發電機，各廠發電機備援能力 > 15%
之供電能力，可提供最大限電幅度時的電力來源

 ● 戶外設施（冷卻水塔、除污設施⋯）強化抗風標準 

 ● 公司內部執行節約用水，提高製程水回收率

 ● 支持政府推廣再生水政策，承諾使用、開發再生水

 ● 建立缺水緊急因應措施：各廠設置足夠二日用量水池，備

妥水車及水源，足以提供最大限水 20% 時的水源補給

 ● 南科新建廠房地基高度提高二公尺，降低淹水風險

 ● 依洪水潛勢分析，檢視外部公用設施與主要供應商洪災風

險，促進改善

 ● 針對淹水風險較高的既有廠區建築物設置擋水閘門

缺電

強風

缺水

洪水

強化氣候韌性

台積公司每年固定鑑別氣候變遷、極端氣候

可能帶來的旱災、高溫缺電、洪水、強風破

壞等影響營運的關鍵因子，並建立組織營運

韌性強化的標準化準則，要求包含新廠在內

的所有廠區全面執行。民國 107 年全公司達

到無生產中斷目標，成功防禦氣候變遷可能

帶來的自然災害。

因應氣候變遷，帶動產業標竿學習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任何企業皆無法

置身事外。台積公司除本身積極進行氣候變

遷的減緩與調適作為，也樂意對外分享自己

的環保知識與經驗，將自身推行的各項最佳

可行措施藉由公協會導入產業標準，並得到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科學

園區管理局、國科會、水利署、台灣電力公

司與台灣自來水公司的支持。台積公司相信，

唯有產官學界通力合作，攜手各產業中的標

竿企業引領其上下游供應鏈共同參與，才能

有效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深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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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與外界積極合作，主動分享綠色經驗

● 民國 107 年偕同 WSC 修訂「聯合國溫室氣體盤查指引」改版相關細

則與資料

● 民國 107 年偕同 TSIA 共同合作申請－「半導體業含氟溫室氣體與

N2O 破壞處理設備排放減量方法學」通過環保署減量方法學審查

● 獲民國 107 年工業局自願減碳減量佔比模範獎，參與政府舉辦的成果

發表與論壇，分享減碳心法與溫室氣體減量成果

● 參與 CNFI 舉辦之產業研討與冰機及製程節能經驗分享

● 參與研究智庫舉辦論壇，分享產業因應溫室氣體管制挑戰、新能源

政策等議題

● 舉辦供應鏈節能減碳省水訓練課程，並開放現場觀摩

● 自民國 107 年 11 月起，啟動 TSIA「能源委員會」轄下的節能減碳

專案平台，帶領同業共享節能與管理經驗，積極推行各項節能行動

方案，二個月內收到超過 85 項的可行節能技術

● 參與政府舉辦能源高峰會與水資源論壇

● 代表工業總會提供政府政策與法規制定建言

● 代表 TSIA 參與工業局溫室氣體產業因應小組探討產業減碳方針

● 代表 TSIA 與公私部門定期討論水電資源議題

● 民國 107 年參與能源局「能源轉型白皮書－節能小組」的政策討論
提出政策與法規制度

的建言

建立方法學與指引

分享節能減碳經驗

世界半導體協會 
（WSC）

台灣半導體協會 
（TSIA）

台灣顯示器產業協會 
（TTLA）

中華民全國工業總會 
（CNFI）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

科技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台積公司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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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全球邏輯積體電路產業中，長期且值得信賴的技術及產能

提供者，台積公司除不斷引領技術創新，亦持續建廠以擴充產

能。為建造更節能省水、對環境更友善的綠色廠房，台積公

司深耕世界級的綠色實力，兼顧科技與環境的共生共榮，自民

國 95 年起所有新建廠房與辦公大樓均依據美國 LEED 與台灣

EEWH 綠建築標準來規劃興建並取得認證，既有廠房與辦公大

樓也逐步強化環保功能，減少營運對環境的衝擊。

目前台積公司所有十二吋廠房均取得 LEED 認證，民國 107 年

共有 30 座晶圓廠房及辦公棟獲得美國綠建築 LEED 標章、21
座台灣綠建築 EEWH 認證及 12 座綠色工廠認證，為台灣擁有

最多綠建築的企業。台積公司 LEED 認證面積全球半導體業第

一，綠建築認證面積、綠色工廠認證數全台第一。

截至民國 107 年年底，台積公司 LEED 認證面積全球半導體業

第一、全台第一；綠建築認證面積、綠色工廠認證數亦為全台

第一。此外，民國 107 年，晶圓十四廠第五期辦公棟引進智

慧化控制（例如窗廉自動光控伸降、二氧化碳偵測器適時補充

新鮮外氣），能依四季氣候自動調控室溫及空氣品質，建立一

個健康舒適、低能耗的智慧職場環境，獲得內政部首屆優良智

慧建築肯定獲選優良智慧建築。

台積公司 LEED 綠建築認證面積全球半導體業第一

台積公司的四項綠色第一

美國 LEED 
綠建築

1
LEED 綠建築認證面積
全球半導體業第一、全台第一

30座
所有十二吋廠房均取得 LEED 黃金 
及以上認證

台灣綠建築 
EEWH

1
綠建築認證面積  全台第一

21座
所有十二吋廠房均取得 EEWH 認證

綠色工廠 1
綠色工廠認證數  全台第一

12座
綠色廠房

優良智慧 
建築

1
第一座優良智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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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守護環境，以創新實現綠色

製造承諾。繼民國 106 年成功開發業

界第一個「冰水系統最佳化節能控制

程式」，民國 107 年再次運用人工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與 機 器

學習（Machine Learning, ML），自創

AI-ML 智慧冰水系統節能手法，建立冰

水系統最低能耗預測控制模型，進一步

提升節能效率 2%。

精準控制，預測系統最佳控制點

台積公司鼓勵創新，透過「機台節能競

賽」，鼓勵同仁以嶄新的思維，從日常

業務中挖掘更多節能行動。民國 107 年

廠務與製程跨部門合作，攜手參加「機

台節能競賽」，應用人工智慧數值演算

法分析，精確預測冰水系統運轉程式與

冰機、冷卻水塔、熱回收、泵等基礎設

備性能間的相關性，並可依據機台運轉

老化年限、管路配置差異等因素動態調

整參數，精準管控系統最佳效能。

成功導入，產業推廣效益極大化

為了找到冰水系統最佳能源效率，台積

公司運用冰機最佳化控制程式所產生的

巨量運轉資料，再透過類神經網路產生

數據模型，自數千個相關參數找到 90

個關鍵參數，在為期 15 個月共 415 萬

筆數值模型訓練期間，反覆不斷探索參

數之間的交互關係與權重，最後完成冰

水系統即時預測功能，節能效益與民國

106 年相較，成功再提升 2%，預估未

來每年可節省 3,000 萬度用電量。目前

台積公司已將此技術推行至台灣半導體

產業協會，無私分享節能標竿做法，擴

大綠色創新效益。

深耕綠色創新，自創人工智慧冰水系統節能手法

AI－ML智慧冰水系統節能

應用 AI前

應用 AI後

全系統 
數據收集

全系統單機
最佳控制

類神經網路（實際運轉數據深度學習）

單系統間 
數據收集

單系統對
單系統 
最佳控制

運算程式（數學理論推導）

冰水供應

冰水主機

冷卻水塔

冷卻水泵 冰水泵

冰水供應

冰水主機

冷卻水塔

冷卻水泵
冰水泵

冷卻水塔

冷卻水泵

冰水主機

冰水泵

冰水主機

冰水主機

反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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