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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錢大作戰六吋晶圓廠節能新手法 

Saving money combat – New methods for six-inch fab energy-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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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球的天然資源，經歷數百萬年甚至是數億年的

時間演進下，慢慢成為我們現今所使用的各種原料與

能源。在生產的過程中，付出的除了製造成本外，更

是大量的消耗這些原料以及能源，所獲得的代價也包

含了環境的污染與能源耗竭。現今工業對生態影響甚

鉅，能源與物料消耗下越來越短缺，整體營運成本只

會不斷的攀高(電價、油價、民生、運輸)，加上環境

不斷惡化，氣候變化加劇，終究人類文明發展會造成

更多環境的破壞。 

爲了能永續經營，社會企業提倡節能減量，觀點

不再只是單純的成本考量或所謂的社會企業責任，這

更是我們全體人民應當面對的責任，要有正確的能源

使用觀念與養成不浪費的習性，隨手關閉或調節減少

不必要的耗費，皆可對環境以及企業更多正面的助

益。現今設置的生產系統、廠房，在設計時均已納入

高效能或是低耗量的架構系統，以符合最高經濟效益

模式下，維持良率高產出，卻可大幅縮減能源成本的

比例，早期建制的廠房，系統架構或是系統均為較無

節能設計的設備，因次我們在原設計的廠房系統中，

找出任何可能被耗費的資源，齊心努力的完成每一項

節約效益。 

關鍵詞: 節能減量、Cost down、控管 

 

                    1.前言 

節能政策在本廠行之有年，廠房建置至今已營運

20年來，廠務系統仍為既有舊設計，幾乎在支出成

本、空間、時間允許的狀況下，皆已盡力執行節能措

施，也漸漸地遇到執行上的瓶頸，面對能源局所提出

的新課題，勢必要以嶄新的思惟來檢視各種節能的可

能性。 

魔鬼往往藏在細節中，拿著放大鏡重新檢視了各

個系統的運轉模式，魔鬼一個個的都慢慢現形了，透

過即時用量分析與現場比對，我們發現節能率低的系

統，往往是因為落在近年來節能觀念的窠臼，而不願

在沒有增設節能設備的前提下進行節能改善，錯失了

消滅耗能魔鬼的大好機會。 

                 緣起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4/08/01公佈能源管理法第

8.9.12條規定，能源用戶(契約用電容量超過八百瓩之

法人及自然人)，2015-2019平均年節電率需達 1%以

上，產能因素不得列入節電率計算(節電率計算問題

2-13)，廠內的節能重擔頓時落在用電大宗廠務設備

身上，也因此廠務設備節電率需提升至 1.5%，以利

廠區平均節電率達標，依據這樣的計算方式，本次目

標將 2015及 2016的節電差異一次補足，共需節電

1.2%。 

            表 1.節電目標分析 

 

          2.廠區用電及節電分析 

首先，依據我們現有的電力監控類別，可區分為

8大類用電系統：冰水系統、潔淨室系統、排氣系統、

照明系統、製程冷卻水系統、一般空調系統、壓縮空

氣系統、純水系統，除了找出用電比例外，還要找出

各系統歷年的節電比例，不讓有節能空間的系統被忽

略。 

除了高用電比例以外，依據台電節電獎勵辦法分

級排出節電順位，級數越高代表節能比例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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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A級、2-5%:B級、5%以上:C級)，是最需要

進行節能的系統，在 8項系統中，除了排氣系統與照

明系統外，其餘 6項系統都須重新檢視節能的裕度，

甚至在一般空調系統部分幾乎完全被忽略。 

          表 2.用電比例及節能現況分級 

 

    分級後雖能看出需要進行節能改善評估的系

統，但仍無法確定改善的項目及方向，因此需針對這

6項系統進行節能分析。 

    冰水系統因為泵浦變流量工程的關係，在節電比

例上有很大的貢獻，歷經多年的修正與測試，PID的

設定也找到合適的運轉點，但在冰水主機及冷卻水塔

的部分卻是沒有持續進行任何節能改善。 

         表 3.冰水系統節能現況及分析 

     表 3-1.冰水主機及冷卻水塔 

 

 

冰水主機的效能與冷卻水塔散熱能力是有強烈

相關性的，隨著負載冷凝器高壓側壓力升高，冷凝器

的散熱越顯重要，若不能有效散熱，有可能導致冰機

自我保護卸載，因此即便冰水主機 3台的設計值可達

3010RT，實際運轉至 2800RT時便會開啟第 4台備機

運轉，對於冰水系統整體的用電量有顯著的影響，冷

卻水塔的單台設計風量為 200000CMH，實際量測

C/T-D2 卻僅有 184556CMH，低於設計值 8%，若於

冰機接近滿載時確實難以負荷。 

 

潔淨室系統主要提供生產環境穩定的溫濕度及

潔淨度，因此室壓的維持非常重要，往年已針對潔淨

室的環境溫度由 23℃23.5℃進行節能，OAC 是提

供潔淨室維持正壓及控制相對溼度的重要設備，以空

氣線圖的理論來看，OA供應量過多將會導致該區溫

度偏低，相對濕度偏高，露點溫度的設定則會偏低來

達到相對濕度目標值(45%)，而以調查的結果可看

出，OAC-1的供應量是明顯偏高的。 

         表 4.潔淨室系統運轉現況及分析 

潔淨室內部循環風車 RCF及 FFU皆已有節能停機的

措施，故不列入本次節能改善措施之中。 

       表 5.製程冷卻水系統節能現況及分析 

 

    供應壓力與 control limit 相比有節能空間，但實

際現場機台已接近機台需求流量下限，若進行壓力節

能將會有品質疑慮，進行管路流量平衡無法 on line

施作，故不考慮進行節能。 

         表 6.一般空調系統節能現況及分析 

 

一般空調系統的供應區域可分為 3 大塊，包含

1.Fab 扣除潔淨室的區域(值班室、光罩室) 2.辦公大

樓 3.倉庫，可分為 3 種供應設備，室內送風機、分

離式冷氣機、空調箱，皆是本次節能的重點，進行現

況調查後，發現 3區皆有可改善的位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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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b(非無塵室) : 值班室目前是使用分離式冷氣

進行冷房，但值班室相對位置並非無其他空調設備可

供應，可評估替代方案進行節能。 

辦公大樓 : 空調箱設計為全量供應無變頻，供應時

間為 07:00~18:00，調查下班後環境溫度的變化曲

線，發現溫度在空調關閉 5小時後僅上升 1℃，冷房

的裕度上應該有節能的空間。 

          表 6-1.冷房需求與空調供應量 

 
化倉 : 室內送風機運轉電流小且是唯一供應該區空

調的設備，節能空間小，故將將節能重點放於室內送

風機所使用的冰水泵。 

        表 7.壓縮空氣系統節能現況及分析 

 

目前的供應壓力為 7.6Kg/cm2，理論上與 control limit 

相比確實有節能空間，但本廠備機啟動點為

7.2Kg/cm2，供應壓力變動範圍 0.2Kg/cm2，僅有 0.1 

Kg/cm2的節能空間，故不進行節能改善。 

        表 8.超純水系統節能現況與分析 

    超純水系統泵浦皆無使用變頻控制，而是以回流

方式管控流量，2015 用電最大宗 RO-1 送水泵進行

節能效果良好(運轉模式變更)，故 2016 年可將此概

念進行用電次之的 RO-2送水泵。 

              3.本次節能手法說明 

                 冰水系統節能 

    本次冰水系統的節能目標為冰水主機與冷卻水

塔，首先在冰水主機的部份，運轉的台數與負載比例

是決定關鍵，若能有效提升加開冰水主機的上限值，

便能在夏季及冬季運轉時間上取得提前開關機的節

能效益，目標設定在 2900RT(原 2800RT)，此項目標

需配合冷卻水塔的效率提昇一併進行。 

    首先，運用新型的冷卻水塔節能扇葉(佔總體效

能 70%)，FRP材質具有輕量化(原為金屬)、高彈性、

低吸水特性，加上設計角度的變更，有效提升風量及

降低能源消耗，更換前後單台風量提升 15%(平均

值)，能源消耗降低 25%(平均值)，冰水主機在 2900RT

的負載下，高壓側冷煤壓力僅 11PSI(<14PSI)，可達

到延遲加開及提前關機的目標。 

          表 9.冷卻水塔節能扇葉效益 

    實際節能效益計算部分，冷卻水塔可節省 8.2萬

度/年，冰水主機較 2015 同期溫度高 3℃，加開冰機

時間仍可延後 13天(5/155/28)，可節省 9.3萬度電/

年，冰水系統共可節省 17.5萬度電/年。  

                 潔淨室系統節能 

    OAC-1為供應E/R 4F外氣空調箱，室壓5.4mmaq

明顯偏高，但須考量該區有部份對外出口為出貨區(A 

tunnel)，有長時開啟需求，先進行出貨區洩壓測試，

潔淨室人員將出貨對外門開啟後，出貨區室壓下降

1mmaq，仍高於其他區域正壓維持(0.5mmaq)，故以

A tunnel 室壓維持 1.5mmaq 為基準點進行變頻器輸

出調整，並進行潔淨度量測，皆能有效維持在規範內。 

         表 10.潔淨室節能措施前後比較 

    潔淨室系統節能效益，變頻器頻率可由 50HZ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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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38HZ，運轉電流由 41A降至 18A，共可節省 17

萬度電/年。 

            表 11.潔淨室系統節能效益 

 

               一般空調系統節能 

    分離式冷氣 : 值班室目前使用分離式冷氣取代

室內送風機(fan coil)進行冷房，主要原因為室內送風

機安裝位置保養不易，本次節能措施將再尋找替代方

案。由於值班室相對位置於潔淨室下方，供應此區的

外氣空調箱為全量供應無變頻，主風管於值班室正前

方通過，以室壓條件評估後(1mmaq)，可利用其裕度

直接供應值班室冷房需求，冷氣機便可進行節能停

機，不但降低能源損耗，使用外氣空調箱供應，更有

效提升室內空氣品質，節能效益為 2萬度/年。 

    辦公大樓空調箱  : 辦公大樓空調箱採全量供

應，以辦公大樓各樓層溫度監控看來，明顯供過於求

(能源局建議 26~28 度 C，實際現場為<25 度 C)，但

在設備空間限制及無法 on line 增設變頻設備的考量

下，需考量其他的替代節能方案，以家用冷氣概念為

出發點，達冷房需求便停止供應中央空調，只讓現場

室 內 送 風 機 維 持 循 環 ， 實 際 依 空 氣 品 質

(CO2<1000ppm)及冷房需求測試後，以運轉 0.5 小時

停止供應 0.5小時能符合條件，將此項運轉排程寫入

既有監控設備控制排程，中央空調運轉時數可有效縮

減 1/2，節能效益為 10.6萬度/年 

         表 12.辦公大樓空調箱排程修改 

 

        表 13.辦公大樓公調節能效益計算 

 

 

 

 

室內送風機 : 化學倉庫唯一的空調供應方式為室內 

送風機，故無法以起停控制方式進行節能，該區亦無

其他替代空調方案，故節能上僅能以溫度控制的關鍵

因子下手，室內送風機的盤管冰水由獨立泵浦供應，

以起停的方式進行該泵浦控制便可達到節能效益，測

試倉庫溫度變化後，調整冰水泵供應 0.5小時，停止

0.5小時，節能效益為 2萬度/年。 

                超純水系統節能 

RO-2 送水泵在系統負載圖評估後，無法完全比照

RO-1 送水泵修正運轉模式來進行節能，RO-2 單台

送水量 31CMH 略大於需求 28CMH，但無法單台供

應 RO-2A/B (31<56CMH)，故需進行單台泵浦放大後

(65CMH)方能進行運轉模式變更(3 run 2 改為 3 run 

1)，節能效益 27萬度/年。 

        表 14.超純水系統節能效益計算 

                    4.結論 

旺宏電子一廠多年來參與各項節能活動，包含園

區輔導；經濟部能源局節能輔導團，以及自行參與各

種大小節能研討會活動，多年來提出各種節能如系統

更新、設備減量、停用等，不斷地降低本廠耗電成本，

實質對環境；公司；能源與地球帶來相當大的助益。

本廠系統在多年改善下，面臨節能幅度越來越有限的

瓶頸，本次皆是從節電比例偏低的設備下手來找尋可

能性，在兼顧供應品質的前提下，還是能跨出多年來

很多不敢嘗試的領域，除此之外，適度地投資放大某

些單元設備規格，也能對整套系統有很大的節能效

益，並非一味地要以零成本來達成節能目標，只要事

前能夠審慎評估節能效益，計算出回收年限的時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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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絕對是非常值得投資的項目，在所有廠務成員的

努力下，最後共可節電 71.5萬度/年(2.2%)，順利達

成經濟部能源局所訂定的目標(2%)，廠務系統用電更

是有 3.3%的節能效益，在改善過程中的創新手法，

也能夠幫助我們找出 2017年努力節能的方向。 

           表 15.總節能效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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