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程廢液減量 3P 計劃 

 

宋哲銘 1 游智評 2 

1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cmsungd@tsmc.com 

  2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jpyu@tsmc.com 

 

摘要 

 

本廠區於 103 年起實施製程廢液 3P 計劃「污

染預防有回報(Pollution、Prevention、Pays,3P)」，

針對製程廢液進行源頭管理, 透過分流, 回收達成

減量的目的 , 於活動期間達成廢 M2 回收 , 

DMSO/Non-DMSO 回收, Cu 廢液及廢溶劑減量, 

總效益達 NT$34.88M/Yrs.，並響應公司綠色製程

的政策，降低廢液量的產出為 CSR 企業社會責任

盡一份心力。 

關鍵字(3~5 個字)： 廢液減量、廢液回收轉賣、綠

色製程轉換、績效評估。 

 

I. 前言 

 

    本廠區自 99 年起，為響應公司綠色製程的

環保政策，降低廢棄物產出，廠務組成綠色專

案小組進行廢水減量改善，分析 IC wet bench 

及 Bump UBM 製程廢水水質，有效分流並回收

可用廢水量達到減量效果，共減量 59,495 噸廢

水(163CMD)（如圖 1）。 

 

圖 1 前期廠區廢水減量成果圖 

 

    為了繼續響應政策，降低廠區廢棄物對於

環境的汙染，103 年起廠務再度精進，針對兩大

問題進行分析: 

A. 內部問題: 經由柏拉圖及圓餅圖分析（如圖 2）

可發現廠區內第二大非固體廢棄物為廢液

(占總比利 35%)，廢液種類多達 11 種(酸鹼類

*3、有機類*3、重金屬*2、其他貴重金屬廢

液*3)，其因素為本廠區製程種類複雜，包含

封裝測試機台(Bump Fab)及生產機台(IC 

Fab)，並包含 RD 相關測試機台，其製程所

產出之廢棄物皆須經過廠務處理後才可進行

清運，故回收種類繁多且系統複雜，且本廠

區前身為德儀半導體，經多次整體製程轉換

及變更，既有系統廢液回收分類不佳導致額

外清運費用產生。

 

        圖 2 廠區廢水廢液比例圓餅圖 

 

B. 外部問題: 近年來因環保意識抬頭，日月光

廢水環境汙染事件、德翔台北石油汙染事

件，我們知道，產品有價、環境無價，符合

環保標準的清運廠商日益減少，相對的處理

費用亦轉稼到廠區身上，造成清運費用不斷

上升，以廢溶劑為例，每噸清運費用 2010

到 2014 增加 4 倍。 

 

 

為解決此兩大問題，呼應公司 CSR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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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本廠區廠務部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此次專案: 

廢液減量 3P 計畫，其中的 3P 指的就是「污

染預防有回報(Pollution、Prevention、Pays,3P)」，

期望經由分析各類廢液產出因素進而達到減量目

標。依照 SIPOC 分析及柏拉圖 80-20 法則，找出

前三大產出及成本廢液(如圖三、四)，我們發現前

三大廢液因子為硫酸銅(CuSO4)、HH(Solvent)、

M2(H3PO4) 

 

 

圖 3 SIPOC 分析 

 

 

圖 4 廠區廢液產量柏拉圖 

 

    因此降低此三大廢液量為此次最大課題，為達

成此一目標，我們以廢液減量為出發點，提出共

11 項可能執行的對策，再經由專案小組由維持性、

效益性、困難性、成本性及時間性進行攻堅點評

分，連選出三大攻堅對策(如圖五):  

 

 [回收生財]:  

M2廢液回收轉賣有機廢液分流回收 

 [源頭減量]: 

有機廢液源頭管理降低含水率 

 [製程變更]: 自動分流加製程物料轉換降低  

Cu廢液 

 
圖 5 攻堅對策評分表 

 

    為達成以上的目標，並且對於減量結果有一致

標準性的，建立了廢液含水率分析標準，自購 Karl 

Fisher 水份分析儀進行含水率測定(如圖六)，並且

同時驗證水份分析儀量測能力分析(如表一)。 

 
圖 6: Karl Fisher 水份分析儀器 

 

 

表 1 水份分析儀量測能力分析 

 

II.  實驗 

    為順利達成廠務減量的目標，針對三大減量廢

液進行分析及相關對策: 

A. M2廢液回收轉賣有機廢液分流回收 

    本廠區所使用的M2化學品主要成分為磷

酸(H3PO4)，每月回收量約 73M3(如表二)，每

年需花費約 27萬回收費用， 

 



化學品 M2 ( H3PO4)

來源機台 DXXXX5 DXXXX6 DXXXX7

排量 35Drums/Month(7,309KG)

H3PO4 濃度 (%) 74% ( > 70%)

換酸週期 LOT/次  
表 2 機台 M2 廢液分析表 

 

    廠務端取樣後確認磷酸濃度為 74%，為高

濃度廢液，因此尋找機會，垃圾變黃金，經由

各項可能性評估後，發現可尋找委外廠商將高

濃度磷酸經由處理後製造磷酸二氫鉀，

(KH2PO4，又稱磷酸一鉀，如圖七)，其反應式

如下:   

  

2242

5~4

3243 22 COOHPOKHCOKPOH pH

工業級磷酸二氫鉀產品的應用領域非常廣

泛，在主要行業中的具體用途分別是: 製藥工

業中作為緩衝調節劑、發酵工業中用作細菌培

養劑、緩衝調節劑和營養劑，因此進行 M2 廢

液回收轉賣給廠商生產高效能磷酸產品有可

獲得回收效益亦可減少環境汙染。 

 

tsmc

回收磷酸轉賣 廠商處理
製造

磷酸二氫鉀

施肥

養菌
 

圖 7 磷酸二氫鉀生產流程 

 

    然而，進行此回收作業廠務端遇到最大困

難為設置一套新回收系統，在寸土寸金及受限

於廠區建蔽率的條件下，新設系統難度高，因

此經各項設置成本評估後，採用符合成本可考

量及最簡變更的延用既有 Cu 廢液桶槽為最佳

方案(如圖八)，並且分析既有管路、元件及桶

槽材質進行系統材質化學適應性改善，以達到

安全回收高濃度磷酸系統的目標。 

 

新設回收桶槽 既有設備延用

桶槽 1,370 0

管路 530 170

基座 403 0

消防 210 0

人工 170 85

總計 2,683 255

成本分析比較( NT$ K )
項次

勝

15 M3

CuSO4中
(閒置)

30 M3

CuSO4中
(使用中)

評估延用
轉回收M2

Cu drainM2 drain(新增)

 

圖 8 新設 vs.沿用系統成本分析 

 

Failure Mode Action

1-1.管路簡化減少接點

1-2.O-ring材質(Viton→PFA)

2.離心式Pump軸封易滲漏 2-1.更改為氣動式Pump

3.機台重力排放速度慢 3-1.增加排氣管路 

1.管路銜接處易滲漏

 

表 3 系統弱點分析改善方案 

經由執行此改善後(如圖九)，原來每月需花費

支出的回收費用(支出 NT$ 270K)，轉變成了可

回收的實際效益(回收 NT$ 630K)，轉虧為盈，

垃圾變黃金，除了降低清運費用外，亦減少了

廢液的排放降低對環境的汙染，替社會責任盡

一份心力。 

 

NT$ : -270K/Yr
NT$ : 630K/Yr

 

圖 9 M2 廢液回收效益 

 

B. 有機廢液源頭管理降低含水率 

    本廠區 waste drain 二大類為 solvent 廢液

(18.6%)；配合廢液 3P 減量計畫，廢管課主動

協助反應清運廠商有回收意願 waste solvent，

其中含 DMSO(二甲基亞砜)及 Non-DMSO(含

氫氧化鉀)等 2 種有價廢液，符合廠商之回收

要件(如表四) ，但仍需取樣化驗確認含水率

<20%，才符合清運商才有回收效益處理，若

含水量符合條件只需進行分流回收即可符合

減廢回報的 3P 目標。 

品名 SPR920 SPR801 Dynastrip 7000T AP7880 MX2302

Process CLEN

用途 光阻剝離液 光阻剝離液 光阻剝離液 光阻剝離液 KYZEN清潔溶劑

二甲基亞碸

dimethyl sulfoxide

N -甲基吡咯烷酮

N-Methyl-2-Pyrrolidone

氫氧化鉀

Potassium

hydroxide

二甲基亞碸

dimethyl

sulfoxide

四氫糠醇

tetrahydrofurfuryl

alcohol

氫氧化四甲基銨

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

二乙二醇單丁醚

Di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乙醇胺

Ethanolamin

e

氫氧化鉀

Potassium hydroxide

丙二醇

Propylene

glycol

Bumping solvent drain (HH) chemical list

成分

STRP

 



表 4 廠區含 DMSO/N-DMSO 化學品 

 

  為了符合回收條件，經與設備端討論瞭解機

台保養程序，發現洗槽程序中前兩次為單純水

洗作業，此股廢液有機溶劑含量低，故前期廢

水可回收使用，並且後期原液洗槽排放可獨立

回收，降低廢液含水率(如圖十): 

 

前2Batch 洗槽
無化學品DI水

回收
( 降低含水率)

DMSO/N-DMSO

分類回收
(降低產量)

 

圖 10 有機廢液減量方案說明 

 

進行機台端製程洗槽水回收及 solvent 回收改

善後，持續取樣測試含水率( 圖十一、十二)，

可見經改善後含水率皆下降至符合廠商回收

標準， 

 

 

圖 11 DMSO 回收量 vs 含水率% 

 

 

圖 12 N-DMSO 回收量 vs 含水率% 

 

經由有機廢液減量方案改善執行，並進行廢液

排量統計(如圖十二)，每月有機廢液量降低

55%(6.28 噸/月2.85 噸/月)，含水率亦由 87%

降低至 65%符合理論計算值，達成有效減量及

控管效果。 

 

圖 12 有機廢液回收量 

 

C. [製程變更]: 自動分流加製程物料轉換降低

Cu廢液 

     Cu 廢液的產出主要來自於 Bump 溼式蝕

刻製程，本廠區每月產出量約達 431 頓

(14.3CMＤ，如圖十三)，機台端所使用的原液

來 自 於  AM/AR 的 化 學 品 混 合 液 體

(A-Process-W Charge Solution/ A-Process-W 

Replenisher)，其中 AM 此類化學品本身含有

30%濃度的銅銨化合鹽， 

 
圖 13 廠區 2014 半年 Cu 廢液排量 

 

    故經由機台端蝕刻及清洗階段後，所排放

的金屬廢液及含高濃度銅離子，此為廠區最大

量銅廢液之來源。藉由綠色製程的概念---以取

代減少源頭汙染，本廠區製程提出以新型的綠

色化學品 LDPP 取代既有 AM/AR，在原液成

分比較上(如表五)，可見 LDPP 此類化學品本

身並不含銅，因此在使用上並不會造成含銅廢

液的產生， 

AM

銨銅化合鹽 30%

氯化銨         15%

氨                   5%

安定劑           5%

H2O              45%

LDPP

H3PO4   3%

H2O2     1%

H2O      96%

Cu 蝕刻液成份分析

 

表 5 AM & LDPP 成分比較 

 

而且經由機台廢液排放分析端測試結果(如表

六)可發現，使用 LDPP 產出廢液不含銅離子



(0.05mg/L 為 LDL 值)，符合管理局放流水質標

準(<3mg/L)，可直接經本廠區廢水處理系統處

理後直接放流，漸少 Cu 廢液產量， 

 

 
表 6 LDPP vs. AM/AR 廢液成分分析表 

 

    因此，廠務部及設備端合作架設分流管路

及切換閥件避免後續機台及設備端人員誤排

造成水質汙染，達到有效管控效果(如圖十四) 

 

 

圖 14 Cu 廢液分流回收 

 

經有廠務端減量改善後，仍持續定期取樣及監

控廢水銅離子含量，確認經分流後每月 Cu 廢

液產出減少 81% (431 噸/月-->80 噸/月)，且放

流水質並無影響(圖十五) 

 

圖 15 銅廢液減量成果及水質檢測結果 

 

III. 結果 

根據以上三項主要廢液減量成果，在 103~104

年期間經由廠務部主導，並協調本廠區各單位

如製程、設備、RD 單位協調下，進行了三大

類別相關的系統改善，藉由歸納永久對策，評

估副作用，展開永久對策的管制並獲得持續性

的改善成果，確認減廢成果及環保效益持續發

生。 

 

圖 16 歸納永久對策及效果持續 

本次 3P 主題為「污染預防有回報(Pollution、

Prevention、Pays,3P)」，在效益上，本次計畫

獲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1) 廢液減量共 573M3/月，約 66.7%廢液量 

2) 清運費用節省共 NT34.7M/Yr. 

可由下方前後對照柏拉圖(如圖十七)結果

明顯看出前後差異。 

 

 
圖 17 廢液減量總成果柏拉圖比較 

 

IV. 結論 

    台積電為世界第一大的半導體製造廠

商，環保社會責任亦為公司營運目標之一，然

而從源頭做起的廢液減量才符合最適化原

則，確實達成經濟與環保雙贏的目的。在此過

程中廠務端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關係著整

體專案的成敗及綠色省錢列車是否能順利到

站。透過本文的介紹，期能與各位先進賢達分

享由機台端使用、廠務端回收的流程改善中遭

遇的問題及可資運用的手法，並藉此將物料轉

換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先期預防並作到立即反



應，如製程轉換、機台分流、量測能力檢定到

In-line 分析等手法都已於本廠廠務端得到有

效實證，當然今後也將持續以此模式推動，以

穩健的腳步持續推動 3P 計畫並驗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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