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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06 起 F12P3 製程 AWD& CWD 廢水幾

乎全面回收，讓製程回收率創新高，達 90%的高水

準。 

然而達到 90%回收率後，卻發現製造的次級回收水

(RCW)過多，造成 F12P3 所需之 RCW 回收水供過

於求，因此站在降低全廠自來水用量的最高原則

下，F12P3 首創將海水淡化先進二級薄膜處理技術

(Advanced SWRO+BWRO technology) 中 之

BWRO 技術應用於 CCR (Cu CMP Reclaim) 回收

至 UPW FWT, 達到將 RCW 次級回收水提昇至

製程回收水, 達到降低全廠自來水用量。海水淡化

先進二級薄膜處理技術。 

 

1. 前言 

 

    Fac12 P3 CCR reclaim system，每日最大產水

量為：1,400CMD，使用該參數設定來進行水量評

估 (LSR 1400 CMD)。而整個 Reclaim system 的總

回收水量為：2,800CMD，由於 F12P3 的 Cool tower

系統將既有之導電度控制，改善為藉由反洗次數取

代導電度 blow down 後，每月的耗水量由 2010 年

的 2,200CMD 下降至目前的 1500CMD。而改善後

之回收水量，於夏季(6～9 月)時，因為 Cool tower 

blow down 約餘 100 m3/day，至於其他季節則可有

最大 500 m3/day 的回收量，故此 F12P3 藉由歷史

的趨勢，來進行系統設計，預計回收 CCR 的回收

水 500 m3/day，投入 UPW system 的前處理水槽 。 

 

 

 

[1] 水質檢測： 

    Cu CMP 廢水經混凝沉降後，取沉降槽處出口

進行水質分析，經由分析可得知其高於自來水中的

不純物為 : 有機物(TOC)、雙氧水、銅及濁度 

 

表 1：CuCMP 廢水與 City water 水質分析 

 

    其中 H2O2 及 TOC 數值遠大於自來水入水，

將會對 UPW System 水質造成影響，因此如何處理

H2O2 及 TOC 為本次系統改造的目標。 

[2] 利用酵素去除 H2O2： 

    因製成因素，無塵室排放的研磨液中含有高濃

度 的 H2O2 ， 而 高 氧 化 性 的 H2O2 將 對

ACF/SAC/RO 造成破壞，而本廠首次透過添加去雙

氧水酵素降低 CuCMP 中的雙氧水 

 
表 2：CuCMP 廢水與 City water 水質分析 



 
圖 1：添加酵素前後 ACF 出口 H2O2 差異 

 

    由表 2 可知，添加酵素後 30 分鐘 H2O2 去除

率可達 80%以上，實際上線使用，添加酵素前後有

明顯的去除效果，証明酵素可有效分解 H2O2 

 

[3] 何謂海水淡化先進二級薄膜處理技術

(Advanced SWRO+BWRO technology)說明： 

    將海水經過 MMF 去除海水中 SS , 經過

booster pump 提昇至 50~60kg/cm2 進行 SWRO 

(Seawater reverse osmosis)處理此時產水率約 40% , 

再經過第 2 段 booster pump 提昇至 15~20kg/cm2 

進行 BWRO (Brackish water reverse osmosis)處理, 

最後進行磺化處理避免腐蝕輸送水管路. 

 

 

[4] 何謂 BWRO 處理技術說明： 

    藉由圖 2 所示，F12P3 將海水淡化技術中的二

段回流技術，首次引進且應用於系統的架構上，進

行回收水系統的測試。而正常的半導體廠區，為求

得更好的水質 Quality，通常所建設的 RO 系統為 

Two pass RO system。而 Fac12P3 首次利用的技術

為，將二段 RO 產水回流至前處理水，進行二次處

理；捨棄 2pass RO 改採 BWRO,藉此提升水質並且

節省不必要的運轉成本。 

 

 

圖 2： 海水淡化與 Two pass RO 之運轉程序

比較 

 

2.Experiment： 

    Tsmc 致力於改善並靈活運用各種水處理係

數，海水淡化系統的應用，亦可以將該運轉的概

念，部分應用於廠內之 Reclaim 系統，藉此來達到

CCR 回收至 UPW system 之理想。 

 

[1] 利用海水淡化之概念，將既有之 BG reclaim 

RO 變更設計： 

    經過各 RO 模組的選用，選擇具高脫鹽、

高產水量的 HR type RO 膜產品，該型號亦

是 TSMC 300 mm 首次採用

W30-400/34i→BW30HR-440i)。 

 

 

[2] HR type RO 與現行之 type RO 比較： 

    開發於 2009 年，主要應用於 高脫鹽率

及高產水率的需求。與現行之 BW30-34i 比

較，各種去除率都有顯著的提升，唯運轉的

各項參數及需求，依照不同模組有不依樣的

設計。 

 

 

圖 3：HR type(BW30HR-440i)與 Normal 

type(BW30-400/34i)的 RO membrane 比較 

 

[5] Fac12 P3 Pilot Test method : 

    經由評估海水淡化技術後，Fac12 P3 的既有系

統設計，以 BG Reclaim system 來作為修改母版，

改善 RO membrane 的模組變更為 HR type，並且變

更 RO 模組設計，由原有的 2 段式產水改變為 2 段

產水回流，以提升水質 Quality。為求系統運作可



以更完善，並確認水質是否足以符合理想值，是以

協請廠商設計一組小型的 RO pilot，設計產水量

1m3 /hr。藉此小型的 RO pilot 來進行運轉試驗。 

 

圖 4：Fac12 P3 小型 RO pilot 模組架構情形 

 

1. 水質監控儀器 

a. TOC：使用 Sievers 900 型式的   Analyzer

進行線上監控。  

b. Conductivity：每日量測兩次紀錄平均值 

2. 產水量與水質試驗： 

a. 紀錄產水率於 70%、80%、90%的變化。 

b. 紀錄 2 段產水之回流與不回流的水質差

異。 

 

Result/Discussion： 

    經 RO pilot 測試結果顯示，CCR 回收水

於處理前 TOC 濃度：約為 11～13 ppm。處理

後之水質最佳可達 1 ppm 以下，運轉結果符合

預期。Fac12 P3 的 UPW 水質要求，乃依照 UPW

設計廠商 ORGANO 所定義之水質要求，來作

為 Quality back ground。水質表如圖 7 所示： 

 

圖 5：ORGANO UPW system 水質要求 

 

[1] RO Pilot 不同產水率 vs 水質試驗結果： 

a. 產水率  70%： 

該試驗條件，所產出之水質，TOC＜

1ppm，導電度＜100 us/cm。TOC 去除

率更高達＞96%的去除效果，然而產水

量偏低是為該試驗之缺憾。 

 

 

圖 6：RO pilot production rate：70% 

 

b. 產水率 80%： 

    該試驗條件，所產出之水質，TOC

＜2 ppm，導電度＜100 us/cm。TOC 去

除率可達 95%的去除效果，此為

Fac12P3 決定採用之最佳產水率。 

 

 

圖 7：RO pilot production rate：80% 

 

c. 產水率 90%： 

    該試驗條件，所產出之水質，TOC＜3 

ppm，導電度＜100 us/cm。TOC 去除率僅

有 89 %的去除效果，為符合 UPW system

水質要求，此產水率之產水無法穩定控制於

要求之下，是以不採用該試驗產水率。 



 

 

圖 8：RO pilot production rate：90% 

 

[2]  WCF =80% ,RO pilot 水質結果： 

    經過試驗的結果，Fac12P3 於系統建設的產水

率設定於 80%。而 Fac12P3 本著嚴格謹慎的態度，

針對 80%的產水水質，送驗 SGS 的實驗室，檢測

ORGANO 定義之水質標準，進行水質的交叉比

對，以避免因為疏忽而造成資源的浪費，而經過

SGS 檢測報告指出，檢驗結果與標準值比較後，確

認水質完全符合純水系統的水質要求。詳細資訊如

圖 11 所示： 

 

圖 9：SGS 檢測報告資料比對表 

 

4.Conclusion：     

    Fac12 P3 本著資源有效運用的運轉理念，活用

創新的資訊，藉此改善單位內之設施，並結合技

術，只為求資源的有效運用。經由上述的試驗證

明，CCR 回收 UPW system 的技術為可行的創新

運轉模式，針對廠內的既有系統，將原有的 BG 

reclaim 納入 CCR 回收至 UPW system 的設計流程

中，變更為 2 段式產水，藉此實現 CCR 回收 UPW 

system 的設備中。 

    以此流程修改，一方面可以節省系統之擴充費

用，另一面可以達到運轉成本的 cost saving。2013

完成該套系統運轉之設備改善及系統上線，實際運

轉四年後，非夏季期間每月可以減少約 500m3/day

的自來水耗量，不僅降低自來水需求量，更可減少

廠內廢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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