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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

總論

2014年雖然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但本

公司依然埋首耕耘，在技術、產能與客戶開

發上持續突破，整體營收穩健的逐季向上成

長。此外，聯電更積極的推動永續事務，

並依循最新之全球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於本報告書中揭露過去一年我們在永

續經營的努力。

聯電秉持為客戶提供最適切晶圓專工解

決方案的經營理念，不僅持續於台灣投入高

階製程技術研發，強化自身競爭力，在兼顧

風險與成本的均衡考量下，亦分別宣布投資

與結盟位於日本的富士通半導體公司，以及

參股位於廈門市的合資企業，以因應客戶需

求，同時提升股東價值。另一方面，我們亦

持續落實優化客戶服務，2014年成為台灣

首家取得ISO 15408認證的晶圓專工公司，

除了提供客戶安全產品時的嚴謹安全防護

外，亦可協助客戶節省產品認證時間，加速

其產品上市時程，進一步強化本公司在安全

產品市場的發展。

2014年聯電永續委員會在組織精進部

分，增加綠色製造、綠色技術與客戶服務等

次委員會並成立永續辦公室，讓永續與核心

競爭力更強而有力的連結。公司治理部分，

「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與「資本

預算委員會」持續致力於效率的提升與監督

功能的健全，透過董事會與經營團隊的良性

互動與制衡，不僅提高營運透明度，也保障

全體股東的權益，資訊揭露評鑑獲證劵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評為A++等級，即是本公

司堅持正直誠信的結果。

在環境永續方面，2014年不僅提前達

成多項「369+」能資源減量計畫目標，亦

完成國內第一宗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

交易，交易所得成立環保基金投入『生態保

育希望工程』計畫。聯電除了連續12年獲

頒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外，在回應國際碳

揭露(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的部分，也再次獲得台灣半導體業最高分肯

定；社會參與部分，聯電設立六大核心計

畫，致力於塑造安全工作環境、守護員工健

康及工作生活平衡外，更藉由志工經營與傳

承聯電特有的社會公益服務傳統，從弱勢偏

鄉到生態荒野，用關懷與愛播撒希望種子，

擴大影響力，促進企業與社會良善的循環。

整體而言，永續不僅是聯電的願景也是

聯電營運發展的核心思維與競爭力，2014年
聯電連續七年列名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LE INDEX，DJSI)成分

股、在新加坡亞洲新聞台舉辦的亞洲百大永

續企業評比中排名為台灣第一、亞洲第四、

並獲得國內首屆「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

獎」、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等榮譽，印證聯電

的永續性績效已獲得國內外的認同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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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聯電承諾以最嚴格的自我要

求標準，更積極的自發行動，提升永續經營

的競爭力，GREEN 2020綠色環保目標，員

工照顧、社會關懷與志工公益，都是我們持

續努力的方向。期盼各界的回饋與建議，讓

我們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的道路

上，能不斷成長更加茁壯！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聯華電子發行之第九本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並為連續第十五年度對外

公開發行非財務的永續性年報。聯電始終秉

持誠懇踏實、透明公開、永續共進的原則，

對社會大眾揭露企業永續理念與實作，將

2014年度聯電於企業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

實踐狀況，透過這本報告書向社會大眾報

告。

範疇

本報告書揭露的資料涵蓋聯電2014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間在環境保護、公司治理

與社會參與之作為與各項績效數據。本報告

書內容之報告範圍除了包含聯電公司總部、

台灣及新加坡地區各晶圓廠資訊外，亦涵蓋

依據重大性議題鑑別之內外組織資訊，包含

子公司和艦科技於大陸晶圓廠之資訊，及相

關合資企業及子公司部分資訊。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本報告書主要參考聯電2014年在企業

永續方面的重大議題，並依據利害關係人

回饋之關切議題，而擬定報告書之架構內

容；同時依循全球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之全球永

續性報告書第四代綱領G4.0準則(GRI/G4.0 
GUIDELINES)編撰，及依據AA1000保證

標準及原則之要求，進行鑑別、執行與揭

露所施行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本報

告書中之財務數據，係採用經會計師(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財務年報資料，

有關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數據為依據ISO 
14064-1標準並經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

公司DNV-GL查證後之結果，詳請參閱第三

章之說明。

報告書保證

本報告書於2015年4月通過台灣檢驗科

技(股)公司(SGS TAIWAN LTD.)查證，

依循GRI/G4.0 COMPREHENSIVE全面選

企業永續肯定

連續七年獲頒企業永續報告獎並榮獲首屆台灣
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2014年獲得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氣候領袖獎》
《供應鏈管理獎》

台灣企業永續獎

連續二年列入國際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DLI)
之台灣企業。
2014年國際碳揭露專案(CDP)之揭露成績為
96分

國際碳揭露專案

榮獲2014年亞洲百大永續企業評比第四名 

亞洲百大永續企業評比
入選為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之「世界指數             
(DJSI-World)」成分股(連續七年)入選為道
瓊永續性指數(DJSI)之「新興市場
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成份股

道瓊永續性指數 
被RebecoSAM評為入選道瓊永續性指數
(DJSI)之永續績效為銀級(Sliver Class)企
業

道瓊永續性指數

榮獲「2014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
第七名(連續三年前10名)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榮獲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評等
(A++)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聯電台灣廠區連續12年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企業環保獎」

企業環保獎
榮獲「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的「家庭樂
活、健康快活獎章」

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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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準則與AA1000AS(ACCOUNTABILITY 
1000 ASSURANCE STANDARD)TYPE II
高度保證等級查證標準的精神。SGS查證報

告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報告書發行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15年6月發

行

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預定2016年6
月發行

響應環保，推行無紙化，本報告書以電子版

本公告於公司網頁

聯電公司概況

聯華電子(簡稱聯電)為世界一流的晶圓

專工公司，提供先進製程與晶圓製造服務，

生產各項主要應用產品之IC晶片。聯電提

供完整解決方案能讓晶片設計公司利用尖端

製程的優勢，以及廣泛的特殊製程技術，使

客戶產品能在競爭激烈的IC市場中脫穎而

出。

根植台灣布局全球

聯電在台灣半導體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除身為台灣第一家晶圓製造服務公司

外，也是台灣第一家上市的半導體公司。為

滿足全球客戶的需求，聯電在台灣、日本、

中國、新加坡、韓國、歐洲及美國均設有服

務據點，未來，聯電仍將致力提供客戶領先

世界的製程，以及全方位的晶圓專工解決方

案，使聯電的客戶能在今日快速變遷的產業

中，不斷建立競爭優勢。

永續承諾與政策

聯電秉持著「關心員工、重視環保、力

行公益」的信念，持續深化永續經營並期望

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引導社會走向善的正向

循環。聯電的永續發展係構築於「創造以人

為本、與環境共生、與社會共榮的全球性友

善生態新價值」的願景之下；以「客戶、股

東、員工、環境、社會」為主要關注目標，

共同追求永續成長。聯電永續發展的三大實

踐方向如下：

經濟面：持續提升公司治理績效。

環境面：致力成為綠色晶圓專工產業。

社會面：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永續組織

企業營運組織 vs. 企業永續委員會架構圖

企業永續委員會 企業營運組織

執行長為董事會成員同時並擔任企業
永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董事會
董事長

稽核

執行長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資本預算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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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和與重大議題揭露

自2000年起聯電即透過發行非財務

報告書，向社會大眾說明自身於永續方

面的努力與成果。為了能夠持續與利害關

係人進行有效溝通，聯電針對利害關係

人對於永續資訊的需求會先進行實質性

(MATERIALITY)分析，以決定2014年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資訊內容。

公司治理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建置

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以保障股東權益、尊

重利害關係人、提升資訊透明度及強化與監

督董事會職能，並秉持企業誠信經營守則，

期望能透過有效的公司治理運作，來實踐企

業永續經營責任與提升公司經營績效。

2014 聯電永續績效 

經濟績效

環境績效

89%產能利用率
達成2014年計畫目標84.9%，達成率104.8%

1206.1億元
2014年營收達1206.1億元，較2013年度成長10.3%

經營績效

2.91%用電減量
達成2014年累計削減2%的目標，2014年新增減量29,469Mwh

相當於減少15,353噸CO2排放量，節省費用約8,000萬元

5.02%天然氣減量
達成2014年削減3.98%的目標，節省量10,979Mwh

相當於減少2,159噸CO2排放量，節省費用約2,964萬元

35%單位含氟溫室氣體排放削減量
達成排放強度降低14.4%的削減目標，年度含氟溫室氣體減量達98.8

萬噸CO2e，氣體取代措施節省原物料費用達2,000萬元以上

1st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交易。
完成國內開展碳交易制度後第一筆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交易。

15萬噸減碳額度
聯電取得15萬噸之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減量額度

氣候與能源管理

5.66% ROE
2014年股東權益報酬率為5.66%

0.97 EPS
2014年每股盈餘為0.97元

獲利能力

10,797件專利
2014年共獲得國內外專利347件，總計聯電目前專利總數為10,797件

52%高階製程產能
65奈米（含）以下的營收占晶圓銷售比率達52％

1st超高畫質智慧電視單晶片SoC
聯電與客戶攜手合作，打造業界第一個超高畫質智慧電視單晶片SoC

創新研發先進技術

1st ISO15408認證
為台灣首家取得ISO15408-EAL6之晶圓專工公司，有效提昇公司及客戶

資產管理安全性。

2500家以上供應商
與聯電合作共同承諾永續。

0高風險供應商
UMC建置ISO 22301營運持續管理系統並完成95%採購金額供應商營運持

續風險評鑑。

0衝突金屬/礦石
UMC之12家供應商與15家所屬關係企業均無衝突金屬/礦石。

營運管理與供應鏈管理

7.5%用水減量
達成2014年累計削減4%的目標，2014年新增減量441,475噸，新增之節

水費用約1,100萬元

2644萬噸回收水量
回收水量相當於省下0.84座寶二水庫之蓄水量

526公斤每日氨氮排放減量
達成2014年廢水含氮物質源頭減量目標(500Kg-NH3-N/日)，較基準年竹

科與南科減量比例分別為32%與9%，節省年度原物料成本3,900萬元，節

省廢水年度操作成本約16,100萬元

水資源管理

7.5%廢棄物減量
達成2014年累計削減7%的目標，新增減量達597噸，新增節省年度處理

成本約580萬元

91%廢棄物再利用
再利用數量為24,571公噸，回收再生資源收益超過5,100萬元

廢棄物管理

100%認證
聯電所有廠房均通過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ISO 14001環境

管理認證及QC 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系統認證

0 環保事故與罰款
2014年無任何環保事故與罰款

3000萬元環保基金
聯電投入3000萬元於『生態保育希望工程』計畫

環境管理

社會績效

93.3%課程整體滿意度
2014年共計開課9,169堂，總參與人次為277,005，訓練整體滿意度為

93.3%，講師、教材滿意度及工作助益程度為93.3%、93.2%及93.1%。

90.6%高效經理人七習慣及高效員工七習慣完訓率
落實公司核心價值，貫穿「當責」精神與理念，聯電於2011年首先導入

「高效經理人七習慣」課程，2014年高效經理人七習慣及高效員工七習

慣完訓率達90.6%。

教育訓練

100%全人健康管理計畫達成率
塑造安全工作環境、守護員工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95%健康促進活動滿意度
保健講座類、舒壓系列與檢測活動類⋯等健康促進活動滿意度平均達95%。

福利制度 57.6%員工志工服務總時數提升率
2014年志工服務總時數為13,442小時，相較於2013年提升57.6%並有

10,441人次以上受益。

2014年榮獲教育部『社教公益獎』團體組獎。

公益投入

75.1%育嬰留停回任率，
較2013年提升4%。 

0勞資爭議
以積極性的作法增進勞資關係和諧，降低勞資對立發生的可能性，2014年

成立之勞資爭議案件數為0。

100%溝通會議完成率
包含全公司座談會(4場)、廠處溝通會(67場)、秘書座談會8場)、勞資會議

(36場)與福委大會(4場)，於2014年底119場次全數完成辦理。

100% eSuggestion結案率
透過系統稽催提醒，2014年結案率達100%。

86.2%員工認同凝聚力
2014年員工認同凝聚力達86.2%。

0 人權申訴案件
<5 年度EICC勞工/道德風險威脅指數
2014年EICC勞工/道德風險威脅指數低於5。

良好的勞資關係

0重大職業災害
15%事故件數降低
較2013年度減少約 38萬元之事故財產損失。

2014年失能傷害頻率為0.07及失能傷害嚴重率為2.26，均遠低於半導體業

界的平均值。

安全工作環境

2014年聯電永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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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架構

1. 董事會

聯電之董事會擔負公司營運及監督之

責；董事會成員在學術及產業經驗的多元

化，對企業經營決策及中長期策略規劃有相

當助益。目前董事會設有四席獨立董事、兩

席外部個人董事，不具公司經理人身分之董

事達董事席次三分之二。

2. 功能性委員會

為協助並監督董事會工作的推動，聯電

分別成立資本預算委員會、資訊揭露監督委

員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3. 股東行動主義

聯電於2012年起將電子投票作為股東會

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讓無法親臨股東會的

股東能透過網際網路行使表決權及選舉權。

4. 從業道德準則與反貪瀆

聯電制定相關「聯華電子行為準則」，

供所有董事、經理人及公司同仁遵循，從企

業由上到下，提升公司及全體同仁行為素養

以及從業道德。

5. 內部稽核

建置有效的
公司治理架構

2014達成情形
企業永續委員會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

告推動成效與計劃

2015規劃目標
企業永續委員會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推

動成效與計劃

保障股東權益
強化董事會職能

2014達成情形
資本支出預算需呈資本預算委員會及
董事會審核同意後執行，並追蹤其成效

2015 規劃目標
依公司治理原則進行第 13 屆董事全

面改選

由第 13 屆全體獨立董事成立第 3 屆
審計委員會

由第 13 屆董事會決議委任第3屆薪資
報酬委員會

提升資訊透明度

2014達成情形
2014年更新申報公司治理自評報告

第十一屆公司資訊揭露評鑑獲得
「A++」最高等級得分

2015規劃目標
提升資訊揭露評鑑與公司治理評鑑得分

聯電公司治理主要推動措施

執行要項
每年依據台灣主管機關規定，依年度稽核計畫進

行查核，或因風險考量進行不定期之作業查核

出具稽核報告、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定期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實施細則、年度

內控自評作業等

與獨立董事進行溝通，並呈報予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

設立主要目的
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衡量營運之效率與效果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

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確保各項內控作業得以

持續有效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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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管理

1.永續經營理念之實踐

面對激烈嚴峻的技術競賽，聯電除了大

幅提升關鍵技術能力之外，亦注重專利的布

局以保護技術智財權，獲專利權數量穩定成

長。2014年共獲得國內外專利347件，其中

美國專利共計263件，中華民國專利68件，

中國大陸專利11件，另有多件其他各國專

利。總計聯電目前專利總數為10,797件。為

保持競爭優勢，聯電也大幅增加關鍵技術專

利申請質量，持續強化客戶服務與競爭優

勢，並協助企業創造獲利。

2. 提升聯電競爭力之投資

聯電研發團隊一向致力於推動先進製程

技術的開發。2014年先進製程技術研發經

費約130.4億元，2014年高階產能建置投資

金額約427.9億元。

3. 經營績效

客戶服務

重視客戶意見、滿足客戶需求、獲得客

戶肯定及長期支持，是永續經營之不二法門。

1.客戶滿意度提升

客戶評比的統計數據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86848383
77

2.提升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聯電導入線上服務平台，提供客戶完整

且即時的線上供應鏈資訊，包含了訂單生產

狀況、出貨日期查詢、產品品質數據及狀

況，同時於網站上提供「工程資料分析」功

能，使客戶容易作工程分析。並且開發客戶

線上即時申訴系統，客戶可隨時提出對聯電

公司遭受反壟斷控訴的件數 違 反 產 品 與 服 務 訊 息 與 標 示 相 關  
法令之案件

公司 因 為 違 反 法 規 而 被 處 以 巨 額  
罰款的件數

客戶隱私侵犯/
資料遺失投訴數

0件 0件 0件 0件

2014年 各類法規符合度

註1:2010年至2011年係根據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編制;2012年至2014年係依經行政院金融監管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報準則編制
註2:以上資訊為聯電公司個體資訊，合併資訊請參考本公司2014年報第104~105頁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12,043

10,588 10,600 10,938

12062

2014

26,336 26,61825,829
27,917

營業收入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9785

資產總額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股東權益總額

202
170

22,116

2,263

1,014 916

20,81220,19620,77421,934

149

76

206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所得稅費用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583

2014

1,113

營業損益

6. 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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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服務之任何需求、意見或建議；後續

由專人負責分發、處理及回覆客戶，客戶亦

可隨時上網查詢處理進度。

3.保護客戶資產

聯電為協助廠商有系統地開發、設計及

製造符合國際標準之可信賴資通安全產品，

以滿足客戶的需求。2014年於公司內推動國

際標準資訊安全產品共同準則(ISO 15408)
認證，並由FAB 12A廠區取得德國聯邦資

訊安全局(GERMANY FEDERAL OFF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BSI)
ISO 15408安全認證EAL6級，成為台灣第一

家獲此認證的晶圓專工公司，提供符合ISO 
15408共同準則(COMMON CRITERIA)之

晶圓專工製造條件。

4.災害風險管控

聯電深刻認知天然災害與人為事故對生

產營運的衝擊與影響，所以一直以預防管理

的積極態度來面對災害風險管理的範疇，也

藉由嚴謹的風險工程控制、安全規範與基準

的落實管理，追求達到半導體產業安全的最

高標準。

永續供應鏈管理

對於永續供應鏈管理之推動，由環境

委員會供應鏈管理小組專責；聯電在全球各

地之供應商不僅是商業夥伴，除了品質與交

期，聯電對於供應商的要求，在產品中環境

關聯物質管制、氣候變遷、勞工安全衛生以

及人權，衝突金屬/礦石、水足跡等議題上，

依據要求所屬供應商必須遵循相關社會責

任，自2008年起，聯電廣邀供應商推廣「聯

華電子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共同宣言」。

環境永續

綠色工廠

為紓解生態環境惡化、降低溫室效應及

地球暖化之現象，聯電訂有環境保護政策，

期望達到環境共生、共榮及地球永續發展的

目標。

1. 綠色工廠與綠建築

聯電於2010年參與『綠色工廠推動聯

盟』，未來新設廠都將以綠色工廠及智慧建築

為設計原則，既設廠也會進行綠建築與綠色

工廠評估，並逐步導入相關綠色設計與建置。

2. 能資源生產力提升計畫

環境議題為目前利害關係人高度關注之

企業永續議題之一，為具體提升能資源生產

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聯電持續推動各類

減量措施，並設定各階段目標。

3. 清潔生產

聯電著重於產品生產製造階段及在使用

以零汙染為目標，符合或超越環保法令及國際公約的

要求，致力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企業。 
01

落實環境管理系統，融入整體組織管理體系，全力維

持環境績效之持續改善。 
02

主動引進及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及汙染

預防，以達到綠色設計、生產與經營之目標。
03

順應國際環保趨勢，善用與回收能源與資源，以作為

世界級之環保楷模。 
04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環境生態改善與復育，

與政府及全民合作保護福爾摩沙。
05

推廣環境倫理教育，提升環保理念，以確保各級人員

皆能瞭解與善盡環境保護之職責。
06

環境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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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儘量降低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和危

害，並採用節能減量設計。另一方面，在半

導體產業產品生命周期評估，聯電也不遺餘

力。收集上游供應商之資料，評估聯電產品

的生命周期，以提供下游客戶(终端產品企

業)參考，讓產品生命周期達到資源和能源

消耗的最小化。並且透過物質危害管制措

施、綠色採購管理、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導

入等達成綠色產品之生產。

(1)管理系統與認證

聯電目前全公司所有廠區(共九個廠)及

子公司和艦科技均通過ISO 14001認證，並

持續導入各類環境相關之管理制度與認證。

(2)原物料管理

聯電藉由製程設計與技術提升，減少原

物料耗用。

(3)廢棄物管理

零廢棄是聯電的廢棄物管理之最終目

的，以廢棄物總量削減與廢棄物資源化做為

策略，藉由製程技術改善、原物料減量等源

頭管理措施，減少廢棄物產出，達到廢棄物

減量措施
廢水處理回收 
機台節水
冷凝水回收 

節水量累計944,738噸

達成
基準年 2012減量目標 4%

用水量

減量措施

汙泥：設置汙泥乾燥機
硫酸：源頭減量
廢溶劑：源頭減量

廢棄物量累計減量1,795噸 單位排放量較基準年減低35%

達成
基準年 2012減量目標 7%

廢物產生量

減量措施

新購FC機台採高效率
local scrubber (新廠擴產時同步實施)

實施製程最佳化

達成

基準年 2010減量目標 14.4%
含氟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35%

減量措施

節電量累計63,968Mwh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照明系統改善  
空調 

達成
基準年 2012減量目標 2%

用電量

3 6 9 +

註:含氟溫室氣體(FCs)減量目標為超越世界半導體協會設定之減量基準(2020年之排放強度降低為2010年之30%)

註1: 369+與Green 2020計畫之含氟溫室氣體(FCs)排放強度減量之基準年為2010年

註2:Green 2020減量計畫請參考http://www.umc.com/chinese/news/2015/20150420.asp

2014年聯電「369+ 能資源生產力提升計畫」達成情況

75%75%2 9%

用水量用電量  

廢棄物產生量  
含氟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

333減量計畫 (已達成)
2010年~2012年(基準年2009年)

用水量用電量  

廢棄物產生量  
含氟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

369+減量計畫 (進行中)
2013年~2015年(基準年2012年)

用水量用電量  

廢棄物產生量  
含氟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

Green 2020計畫 (已擬定)
2016年~2020年(基準年2015年)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3%

-33%

-3%

-9%

-6%

-36%

-10% -10%

-10% -36%

聯電能資源生產力提升計畫推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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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

(4)廢棄物資源化

聯電 2 0 1 4 年廢棄物再利用數量為

24,571公噸，廢棄物再利用達91%，已連續

三年達90%以上。有害廢棄物再利用數量

為15,896公噸，有害廢棄物再利用達92%。

2014年回收再生資源收益(台灣廠區)約

5,100萬元新台幣。

(5)廢棄物廠商控管

2014年聯電共完成24家次廢棄物廠商稽

核，稽核結果沒有廠商被列為欠佳或不佳評

等，三家廠商被列為尚可，已減少合作量並列

為替代廠商，其餘廠商均屬於優良評等以上。

(6)空氣汙染防制

聯電的空氣汙染防治策略是將已合理化

減量之汙染物，藉由高效能防治處理設備進

行廢氣處理，降低廢氣中進入大氣的汙染

物，使汙染物含量符合(低於)政府環保法令

的規定；聯電歷年檢測結果，空汙排放均低

於環保署訂定之排放標準。

4. 環境會計

聯電早於2001年1月開始實施環境會計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制

度，每月進行環境會計統計。為國內電子相

關產業中最先推行此制度的企業。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1. 氣候政策與低碳承諾

聯電領先業界於2010年頒布「聯電氣

候變遷政策(UMC CLIMATE CHANGE 
POLICY)」，作為公司因應氣候變遷之最

高指導原則，並訂定「聯電低碳承諾(UMC 

LOW-CARBON COMMITMENT)」以為日

後減碳計畫推展之指引。

2. 氣候治理組織

聯電設有專責之一級部門風險管理暨安

環處負責蒐集與鑑別所有溫室氣體相關議

題，並由環境委員會透過企業永續委員會每

半年定期向執行長及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報告

年度執行成果與目標。

3. 氣候挑戰與機會

4. 減緩氣候變遷之措施

(1)溫室氣體盤查

聯電台灣廠區2000年至2014年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盤查資料，均已通過第三者查

證，且自2006年起聯電即建立內部管理機

制，每年委由第三者進行自願性查證。聯電

新加坡12I廠亦於2011年起每年進行自願性

查證。聯電位於中國大陸之子公司和艦科技

半導體(8N廠)則於2013年起進行溫室氣體

聯電氣候風險挑戰與機會

風險因子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
徵收碳稅、能源稅

自然災害導致員工無法上班
廠房設施遭受損害
原物料供應中斷

產品標示與揭露

進行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並降
低能源用量。
至2 014年聯電已獲環保署認
可302.3萬噸減量額度

持續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產
品碳足跡盤查

AIU保險稽核持續改善
推動企業持續營運管理系統
(已取得ISO22301認證)
工廠及供應鏈全球化

乾季時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問題

消費者、客戶、投資人等利害
關係人要求企業提供綠色產品
並透過供應鏈擴大影響力，間
接淘汰耗能商品

推動產品環境衝擊生命週期分
析與認證，進行源頭減量(聯電
已通過碳足跡/水足跡認證，並
推動LCA專案進行整體供應鏈
減碳)
佈局綠能產業(至2014年聯電
投資60億元)

擴大水的回收和再利用，以降
低對水的需求壓力
有效的利用有限的水資源

因應作法

法規

災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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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並於2014年起每年進行自願性查證。

(2)溫室氣體減量

基於聯電執行產品碳足跡與溫室氣體盤

查之結果發現，碳足跡主要來源是製造階段

之碳排放，而製造階段之主要排放源為製程

上所使用的含氟溫室氣體(FLUORINATED 
COMPOUNDS, FCs)與電力，占聯電整體

溫室氣體排放量90%以上，因此聯電優先進

行FCs與電力減量。以FCs為例，自2000年
至2014年，聯電產能成長2.78倍，但FCs排
放逆勢減少63.9%。

5.碳揭露

聯華電子自2006年起受邀參與CDP國際

碳揭露專案，至今已連續九年，成績逐年進

步，2014年聯電連續二年列名氣候揭露領導

指數，成績96B為台灣半導體產業中最高分。

6. 碳資產與交易

(1)碳資產

2010年與2011年環保署分別公告「溫

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及

「半導體業溫室氣體公告排放強度」，聯電

即委請第三方查驗機構針對過去多年來的溫

室氣體減量成效進行查證以確認執行成果，

同時亦與TSIA會員公司共同合作進一步研

擬半導體業FCs氣體減量方法學。2012年聯

電與工研院及TSIA會員公司所共同研擬之

半導體業FCs氣體減量方法學已通過查驗機

構之評估，並已由本公司於2013年向環保

署提出申請(現況審查中)，未來待此減量方

法學經政府審查通過後，聯電將可據此進行

抵換專案減量額度申請。

聯電於2014年取得環保署核發的15萬

噸先期專案減量額度，並於該年度新提出

21.4萬噸之減量額度申請。

(2)碳交易

聯電與中龍鋼鐵於2014年1月，兩家公

司簽署了針對2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先期專

案減量額度(即碳權)的交易合約，並通過行

政院環保署核可，成為國內開展碳交易制度

後第一筆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交易。

為國內碳交易市場締造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本次碳權交易所得，將全數作為環境保護專

用基金，落實環境保護措施之推動，為促進

環境永續盡一分心力。

7. 能源管理

在各項努力下，聯電2014年節電總計

29,469MWH，相當減少15,353噸二氧化碳

排放量。總計節省10,979MWH天然氣量，

相當減少2,159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水風險管理

1.製程節水

聯電用水原則，首要設計省水製程，再

來做好回收再利用，並結合高效能用水管

理，三者合一才能有效降低水資源消耗。聯

電2013年-2014年節水量944,738噸，相對

效益2,360萬元。累計節水率占2012年自來

水用量之7.5%。

2. 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2014年全公司回收水量共2,644萬噸，

相當於省下0.84座寶二水庫之蓄水量。目前

之總回收水量已超過新增之總取水量，水回

收及再利用的總水量占總取水量的百分比可

達1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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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汙染防治

製程減量、廢液分流、分類處理，聯電

水汙染防治策略首重製程源頭減量，廢液分

流，再分類處理原則進行。

綠色產品

聯電為確保產品符合歐盟EU ROHS 
(R E S T R I C T I O N  O F  T H E  U S E  O 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指令等國際環保法規，及客

戶管制有害物質的要求，聯電率先完成了有

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第三方驗證及第三方公

正實驗室定期檢測產品有害物含量，以落實

並舉證產品安全無毒性之要求。此外，聯電

更完成了產品碳足跡、水足跡之查證，以減

低製程中對環境之衝擊，更可善盡綠色產品

責任。

員工與社會參與

勞工權益

1.勞資溝通

聯電與員工之間透過各式溝通管道，達

到充分溝通及有效解決問題之目的，且結社

自由依據當地法令所賦予員工之權利，由員

工自行決定行使與否，公司不干預、亦不介

入。

各溝通管道中，以E-SUGGESTION我

有話要說平台使用率最高，於2014年接獲

311件同仁意見，結案率100%。同時2014
年聯電無正式立案之勞工實務相關申訴。

2.人權

聯電強調之核心勞動權益

相關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網站「聯華電子行為守則 http://www.umc.com/chinese/CSR/c_4.asp 

不得強迫勞動、禁用童工、工時、薪資福利、
人權保障、不歧視與自由結社。

勞工 強迫勞動

員工加班皆屬自願性質，且公司規範中明訂不
得超時工作，於考勤系統中主動設置提醒功能，
並定時進行檢視與控管，並定期至各廠區勞資
會議中，對主管與同仁進行宣導。

工時

聯電禁止工作場所有任何有形或無形的性騷擾
及歧視行為，明訂不會以種族、性別、年齡、
婚姻狀態、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作為員工任用、
考核及升職的標準，並同樣與遵從前述原則的
廠商合作。

公平

聘僱關係成立時皆依法簽訂書面之勞動契約，
契約載明聘僱關係乃基於雙方合意之前提下所
建立，不得強迫勞動，及無非法販賣人口並反
對奴役制度。

廉潔經營、無不正當收益、公開訊息、知識產
權、公平交易，廣告，競爭、身分保密、衝突
礦產、隱私與杜絕報復。

商業道德

聯電於政策中明確宣示不得任用未滿16歲之童
工，任何可能造成僱用童工的行為皆不被允許。

童工

每位聯電員工與公司之勞動契約訂定皆符合當
地相關法規。

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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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招募與培育

1.人力資源

截至2014年，聯電含中國大陸子公司

和艦科技員工總人數為17,310人，其中正式

員工為97.68%，非正式員工依據合約性質

區分為臨時人員0.51%及派遣人員1.80%。

2.薪資福利

聯電員工薪資乃取決於學經歷、績效及

巿場行情，不因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

場、婚姻狀況而有差別待遇。除依法提供高

於勞基法規定之最低薪資，公司積極參與國

內外知名的企管公司薪酬調查，以確保公司

提供具巿場競爭力之整體薪酬。另外，依據

個人績效表現、職責承擔度及未來發展潛

力，提供調薪、差異化獎金/分紅制度及股

票報酬(員工認股權憑證及庫藏股)，以期吸

引、留任與激勵優秀的同仁。聯電同時提供

所有員工符合當地法令規範以上的員工福利

體制，包含優於勞基法的休假制度、全方位

的保險計畫、退休福利制度等。

3.教育訓練

2014年，聯電所舉辦的訓練開班數達

9,169個班次，總訓練(人)時數達578,203.3
時，總參與人次為277,005人次，訓練總經

費共計新臺幣45,472,798元。各類課程之滿

意度皆達90%以上，且逐年微幅成長。

健康與安全職場

2014年聯電推動全人健康管理計畫，

以形塑優質職場，凝聚員工向心力為主軸，

致力於三大方向，分別是塑造安全工作環

境、守護員工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1)無憂職場：聚焦工作環境安全

聯電以塑造安全無憂之工作環境為宗

旨，並藉由管理機制建立與安全環境建構消

弭工作場所中的危險因子，朝全方位「安全

聯電」方向實踐。詳細做法則包含過勞預

防、主動式休假管理機制、零汙染菸害防治

措施、安心工作場所措施等。

(2)健康職場：守護員工身心健康

聯電全面落實健康職場，2014年以

健康美麗新世「戒」為主軸，營造健康新

生活氛圍，期望同仁持續落實良好生活習

慣，以達成身心最佳健康狀態。詳細活動主

題包含「戒油」、「戒懶」、「戒宅」、

「戒鹽」，並透過「健康管理」、「健康促

進」、「健康講座」、「員工諮商服務」等

方式進行，全面守護同仁健康。

(3)樂活職場：重視工作生活平衡

有健康快樂的員工，才有高生產力的企

業。因此聯電提供樂活職場環境，並秉持福

利、活力與公益融合之精神，透過多樣化的

活動設計，讓同仁於工作及休閒活動中蓄積

創意與活力。

安全工作環境

聯電於台灣地區成立全公司安全衛生委

員會，各廠區亦有各自之安全衛生委員會，

針對各廠區之工作環境安全進行規劃、檢討

與改進，2014年推行「人人工安」重點項

目，目標為降低15%(與2013年相較)輕微

以上事故件數，順利達成。後續公司已制

定十年事故管理目標，預計2020年事故件

數較2011年降75%，持續朝零事故目標努

力。除此之外在承攬商管理、聯電高科技消

防隊的成立與訓練等工作上，也看得出聯電

在工安上的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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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

1.社會公益參與

秉持「以人為本、與社會共榮」之

核心理念，聯電以樂活(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概念來實行企業社會責任，善盡

一己之力，對社會有所回饋。2014年聯電

各公益社團、志工服務隊及聯華電子科技文

教基金會服務時數逐年增長，顯見聯電志工

投入之人力與心力持續擴展，服務範圍遍及

全台，總受益人次已超過10,441人次。

此外，聯電每年也於社會公益相關活動

中固定投入一筆金額，2014年聯電公益捐

贈金額總計超過新台幣2,300餘萬元。2014
年之81氣爆案，聯電立即進行內部員工關

懷，確認員工及親屬均安，同步捐款500萬
元，協助救災及當地民眾重建家園，並由基

金會號召公司內部同仁響應，共募得330餘
萬元。

社會公益專案：希望種子

希望種子分為生命教育志工種子、希望

種子、閱讀種子、環保綠能種子、半導體種

子，每一個分類不僅顯示了聯電在社會公益

上的努力，更承載了聯電對未來的期望。

聯電播撒希望種子之五大種子內容說明

生命教育志工種子 希望種子 閱讀種子 環保綠能種子 半導體種子

組成生命教育志工隊

定期訪視偏鄉與邊緣少年

課後輔導   

閱讀教育   

品格教育

長期關懷   

節慶活動辦理

閱讀研習

閱讀推廣

辦理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半導體產學專班    

創新研發專案

其他產學合作專案   

深耕校園專案

2014執行成效

影響

課輔志工服務800小時   

贊助南投空手道協會

服務150位弱勢學童

辦 理 1 2 小 時 閱 讀 研 習 課 程 培 訓     
說故事志工

說故事志工至偏鄉服務學童

針對資源較匱乏學校補助國語日報
社推廣之讀報教育

閱讀研習課程共計129人次參加

偏鄉小學辦理閱讀活動共計42場，
約840人次

投 入 三 千 萬 於「E c o - e c h o 生 態     
保育希望工程」

與荒野協會合作，捐贈三年三百萬
生態保育計畫基金

以講座及綠市集活動宣導地球友善
之概念

與 三 所 大 學 共 同 辦 理 半 導 體       
產學專班

與 國 內 多 所 大 學 進 行 創 新 研 發   
專案，並取得相關專利

開設產學相關專班課程，總共有
318位學生參與

生命教育志工培訓共計辦理3梯次，
135人完訓

米可之家「行動電影院」及關懷活動
共3梯次

贊助 IC之音洪蘭教授「講理就好」  
節目

誠 正中學 關 懷 活 動 共 1 場 次，關 懷  
學生超過200人次

野趣社說故事志工關懷偏鄉學童  共
計19場次

悠聲蒞麗進行烏克麗麗公益演出  與
教學，共計13場次

定期訪視關懷偏鄉青少年，傳達 正
確生命教育，使其瞭解生 活與生命
成長的真諦

與中途 之 家孩子互 動，建 立 正確的
價值觀

透過志工引導灌輸學童正確觀念，
避免偏差行為發生，協助其透過良
好教育脫貧

贊助南投空手道協會，藉著培養空
手道選手讓弱勢學生找到自信，看
見自己的力量

學童透過活動領略閱讀的樂趣 引 導 同 仁 與 同 學 了 解 環 境 保 護       
之重要性，將環保概念推動給更多
人，讓環保成為每個人的責任及生
活準則

培育半導體種子人才，讓年輕學
子於就學期間即能更深入學習半
導體相關知識與技術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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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

工作重點包含播撒希望種子、聯電愛故

事團、聯電鼓隊、數理資優培育計畫、故事

志工等。

4. 聯電消防隊

聯電於1999年4月成立高科技消防隊，

成為國內電子業唯一成立專屬消防隊之企

業。

(資料來源：聯電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

米可之家進行陪伴服務
仁愛兒童之家服務
偏鄉服務   發起愛心募款

服務內容

弱勢學童   弱勢老人   環境保護

服務對象

合作單位

燭光社

世界展望會、世界和平會、華山基金會、聖
誕圓夢計畫、仁愛啟智協會、米可之家、仁
愛兒童之家

部落孩子陪伴
募集物資/捐款
支持農產品

服務內容

弱勢學童  弱勢果農

服務對象

合作單位

野趣社

埔里卡度部落、台東長濱鄉三間、五峰清泉
桃山部落、大隘部落、善牧、家扶中心

服務偏鄉學童
偏鄉學童烏克麗麗教學

服務內容

弱勢學童

服務對象

合作單位

悠聲蒞麗社

竹東竹中國小、峨嵋富興國小、聯電文教基
金會課輔班、陸豐國小、南和國小、新竹及
彰化街頭藝人演出、城市琴弦音樂會、榮民
之家、樹杞林文化館、寶石國小、馬偕醫院、
新興國小、竹北養老院、寶山國小、竹北安
養中心

2014年服務共計 160場次 2014年服務共計 26場次 2014年服務共計 13場次

2. 聯電志工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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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水足跡」 為環保開闢新路

聯電強調，秉持「以人為本、與社會共

榮」的核心理念，聯電以樂活（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概念來

實行企業社會責任。

有感於企業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

仍需要一個祥和社會的支持，才有可能使公

司業績飛躍成長與展現蓬勃的活力。

因此，聯電在致力於公司營業成長外，

也善盡一己之力，對社會有所回饋。

有薪志工假 半導體業創舉

聯電也是全球第一家實施「水足跡」的

半導體公司，每年回收水產量超過2,000萬
噸，相當於5萬多個家庭的年用量；同時也

制定「有薪志工假」，也是半導體業創舉，

目的是鼓勵員工投入綠色公益。

有鑑於缺水恐成為長期隱憂，聯電每年

也都會增加蓄水設備的研發與資本支出，提

高製程用水的回收率，並建置收集雨水的蓄

水槽設施等。

聯電執行長顏博文表示，聯電平均用水

回收率可達85%，新竹廠區用水回收率更高

達88.5%，相當1滴水重複使用3.7次。聯電

持續強化節能，啟動五年計畫，目標2020
年聯電40周年時，達成節水、省電、減廢

各10%的目標。

顏博文強調，聯電今年起，以每年世界

地球日為「聯電全球綠色志工日」，串聯全

球各營運據點員工，包含台灣竹/南科、新

加坡、日本、中國及歐美等地，同步舉行生

態環保活動，發揚志工精神，親身投入友善

環境的行列，更計劃將聯電特有的志工文化

與環保結合，鼓勵員工投入綠色公益。

多管齊下 投入綠色公益

事實上，聯電已長期透過集團各公益社

團、志工服務隊及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

會，多管齊下，投入企業社會責任且服務時

數逐年增長，服務範圍遍及全台，去年總受

益人次已超過10,441人次。

此外，聯電每年也於社會公益相關活動

中固定投入一筆金額。去年聯電公益捐贈金

額總計超過2,300餘萬元。去年高雄的81氣
爆案，聯電也立即進行內部員工關懷，確認

員工及親屬均安，同步捐款500萬元，協助

救災及當地民眾重建家園，並由基金會號召

公司內部同仁響應，共募得330餘萬元。

聯電除了努力培育高科技人才外，更領

先同業率先投入潛力管理人才之培育，在

2010年設置「聯電經營管理論文獎」，自

2011年起，每年投入300萬元於「聯電經營

管理論文獎」，透過此獎項的辦理，進一步

深耕管理學術界潛力人才培育，促進學術界

與產業界的交流，以期管理實務與理論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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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為企業永續經營盡一份心力。

聯電所屬兩大基金會──「財團法人聯

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聯

園樂活教育基金會」，還設有「聯電消防

隊」。各項社會參與行動相輔相成，是聯電

落實社會公民、弱勢關懷的重要推手。

聯電強調，透過結合聯電內部資源，聯

電同仁共同盡力貢獻社會，期望能為社會營

造更安全、溫暖的氛圍。

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長期用企業力量

贊助社福團體與各類單位，讓社會能發展多

元文化，於2014年榮獲教育部「社教公益

獎」團體組獎。而「財團法人聯園樂活教育

基金會」除負責管「聯園活動中心」，提倡

運動之餘，也在弱勢教育及社會公益上默默

耕耘。

致力提升弱勢學童教育

此外，聯電也致力於提升弱勢家庭學童

的教育，持續執行「播撒希望種子~弱勢家

庭學童教育協助專案」，希望透過企業的力

量，平衡教育資源不均的現況，迄今已投入

1億4,500萬元預算，於弱勢家庭學童課業輔

導項目中，超過5,000名學童在聯電的協助

下持續升學，完成「播撒希望種子」的階段

性任務。

去年，本專案除持續投入「希望種子」

協助弱勢學童教育之外，也致力於深化「生

命教育」、「閱讀推廣」、「環保綠能」、

「基礎科技人才」等其他四大種子議題，從

心靈、學習、環保、基礎科技等面向，進行

新一波的扎根培育活動。此外，有感於企業

社會責任之體現，不能只從公司面著手，而

應更進一步吸納所有同仁的力量，透過親力

親為的具體實現，才能從小我到大我，發揮

群體眾志成城的力量，為台灣儲備新一波成

長動能。

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持續贊助學童課業

輔導費用，並透過志工辦理閱讀、品格等活

動給予全人的教育。希望種子自啟動以來,
於新竹、台南地區陸續成立課輔中心，提供

弱勢家庭學童長期課業補救輔導服務，建立

弱勢家庭學童正確之價值觀與學習態度。

2005年成立由聯電同仁及其親友組成

的志工隊，結合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聯電

燭光社的力量，共同加入協助弱勢家庭學童

的行列。

透過每年不定期舉辦營隊或參訪活動，

及配合節慶辦理禮物募集活動等，藉由企業

長期且持續的關注，希望輔助教育資源匱乏

的孩子自信成長，後續也能號召更多有相同

理念、熱心的教育工作者以及企業加入。

開辦生命教育志工課程

聯電也開辦生命教育志工課程號召公司

同仁及親友參與，組成生命教育志工隊，協

助弱勢青少年迎向社會光明產生對生活的

面，發現自己的力量。

此外，成立「聯電愛故事團」推廣生命

教育，除至偏鄉地區、八八風災受創區進行

公演，也受邀至法務部誠正中學公演，使被

觀護人在有限的教育資源之下，仍能享有豐

富的心靈饗宴；而聯電志工也透過這樣的接

觸而產生對自己生活的反思，並更加珍惜所

擁有的幸福。 （簡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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