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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集結國內頂尖京劇演唱家，以創新舞台形式為戲娓娓

道出百年來的京劇故事；古典音樂方面首度國內兩大樂團

同時齊聚，國家交響樂團為新竹的樂迷呈現白遼士《幻想

交響曲》，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則與法國鋼琴大師提鮑德演

出A小調葛利格鋼琴協奏曲，為兩地的古典樂迷提供華麗

的音樂饗宴；除經典劇場型活動外，台積心築藝術季亦與

社區空間結合，分別於新竹市動物園舉辦親子音樂會「動

物狂歡嘉年華」，以及新竹、台南孔廟前演出兒童劇「拜

訪小孔丘」，讓藝術的能量活化社區。民國一百零一年度

的台積心築藝術季逾四十場的精緻展演，為新竹、台中及

台南地區注入蓬勃藝文活水，逾15,000名民眾在社區各角

落，皆能汲取人文的滋養，使得心靈更為豐美。

7.5 「選定主題，長期投入」的台積電志工社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向來是台積公司在專注於專業積體電

路製造服務與太陽能及發光二極體之本業外，對社會大眾

的回饋與服務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再者，台積員工作為

高科技從業人員，雖然具備高素質專業能力及訓練，但平

日工作內容規律，環境亦較為單一，鼓勵兼顧工作與生活，

有其必要。台積電志工社在董事長夫人的帶領之下，秉持

「選定主題、長期投入」的志工社宗旨，鼓勵同仁做快樂、

有智慧的志工活動，同時呼應董事長對志工社的期許，透

過志工社的活動，讓同仁在工作與生活中，取得平衡。（台

積志工社影片 ）

台積電志工社，統籌規劃各項志工服務，並邀請台積電暨

關係企業的員工及眷屬加入志工服務的行列。發展至今，

目前志工團隊涵蓋「台積導覽志工」、「台積導讀志工」、

「台積節能志工」、「台積社區志工」及「台積生態志工」。

簡述如下：

「台積導覽志工」於週末假日於台中科博館「半導體的世

界」展館進行導覽服務，將半導體的知識，用淺顯易懂方

式使民眾理解，至今共有3,578位志工參與、服務時數逾

47,400小時。「台積導讀志工」分別於新竹、台中及台南地

區較偏遠小學為孩童們提供說故事服務，讓教學資源較

貧瘠的孩子們依然能擁有豐富的心靈饗宴。九十三學年

度至今，共有1,351位志工參與、服務時數逾23,800小時，

服務學生人數超過12,000名。「台積節能志工」成軍於民

國九十七年，主要為台積內部具專業節能知識之同仁所組

以藝術營造社區—台積心築藝術季

自民國九十二年起，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社區舉辦大型藝術節慶，以藝

術推動社區營造。第十屆台積心築藝術季，隨台積擴廠腳步，從原本新

竹、台南，延伸至台中，共計超過四十場的演出，超過1萬5,000名的民

眾參與。

成，協助高中校園於節能方面提出評估及改善計劃。初期

服務於新竹地區二所高中，民國一百零一年已將服務範圍

擴大至新竹、台中、台南三個地區；目前共有50多位專業

的節能志工，努力為節能環保盡心盡力。民國九十九年甫

成立「台積社區志工」，以服務新竹榮家老人及德蘭兒童中

心的小朋友。其前身係為民國九十八年因莫拉克颱風重創

南台灣，台積公司協助風災影響的民眾及地區救濟措施，

成立之「莫拉克颱風專案小組」。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社

區志工更將服務觸角延伸至台東地區，透過面對面及網際

網路，關懷患有第一型糖尿病的小朋友。至今共有超過770

位志工參與，總服務時數超過10,000小時。「台積生態志

工」係成立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主要服務地點為台中及台

南，在台中的部分，是讓志工認識廠區周環生態圈後，邀請

廠區週遭鄰近的國小、國中，進行導覽解說服務；而在台南

的部分，是在週末假日，於台南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對來參

觀的民眾，提供導覽服務及解說水雉生活型態。

台積電

志工社

導覽志工

導讀志工

節能志工

生態志工

社區志工

志工社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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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一年，在台積電志工社成立近十年之際，社長

張淑芬女士思忖，如何帶領這些志工力量與經驗，邁出更

有意義的步伐。秉持著「分享，就會有力量」的心念，張社

長提議舉行一個跨業的「企業志工分享會」，並由公司內

部相關單位同仁親自規劃、執行。會中邀請產、官、學界代

表，從不同的角度分享志工經驗，藉由理論與實務的相互

對話，豐富「志工」角色的內容、深化企業社會責任的內

涵。

第一屆企業志工分享會由社長張淑芬女士主持，共計有來

自產、官、學界200多位志工代表參與，其中，產業界代表

最多，佔90%。台積公司財務長暨發言人何麗梅資深副總

經理與人力資源副總經理杜隆欽皆與會仔細聆聽。

積極推廣科學教育的台積導覽志工

知識的分享，是企業服務與回應社會的重要方式之一。透

過知識的傳遞與啟發，能讓社會大眾對於所處環境更加瞭

解；更甚者，使未來主人翁有所啟蒙進而產生改變社會的

力量。秉此原則，台積公司為推廣科學教育，使民眾對半

導體產業有更多的認識，於民國八十六年捐贈並設立國立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之「積體電路的世界」展覽館，並於民

國民國九十二年進行第一次的展館更新工程，而民國一百

年進行第二次硬體更新時，同時加入了LED及太陽能的元

素，並將展館更名為「半導體的世界」，使觀眾以生動活

潑、寓教於樂的方式瞭解半導體的演進及其原理，並認識

半導體產業與日常生活的相關聯性。

為配合展館之揭幕，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九十二年起

於公司內部招募具有服務熱忱、有志從事志工服務之同仁

及眷屬們，投入志工服務行列，於假日期間擔任導覽解說

員，共為推廣科普教育盡一份心力。

民國九十五年新增招募青年志工，邀請員工帶著就讀國中、

高中的孩子一同參與導覽服務，除了增進親子關係，也培

養孩子回饋社會的精神。民國九十六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開始邀請關係企業夥伴一同加入志工行列，包括世界先

進、采鈺科技、精材科技、創意電子等；民國一百零一年，

更邀請台積固態照明與台積太陽能的夥伴一起加入，為導

覽志工增加另一批生力軍，更擴大了企業參與社會服務的

層面。

台積導覽志工認真熱情的服務，無論在態度上、專業上都

獲得許多社會好評，每年亦獲台中科博館頒發「優良義工

團體」。

努力散播知識種子的台積導讀志工

面對全球化與科技普及，貧富差距伴隨而來的知識落差，

正一點一滴剝奪許多孩子扭轉人生的機會。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期待以「閱讀」為媒介縮短城鄉差距，自民國九十三年

起，持續贊助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計劃迄今，

每年捐贈2萬本書至200所偏遠小學，為弱勢學童搭起通往

世界的橋樑。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為激發學童對書籍的閱讀意願，民國

九十三年同年即於公司內部號召同仁及其眷屬組成「導讀

志工」，配合「希望閱讀」計劃深入至聯盟小學，並依「希望

閱讀」捐贈之圖書書目進行導讀服務，使學生能充分利用

既有資源學習。

台積導覽志工歷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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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閱讀的推手，讓他們喜愛閱讀，進而形成閱讀習慣。

台積電志工社也於民國九十八年，招募外籍同仁至新竹陸

豐國小，開辦了英文導讀服務，在志工陪伴的過程，讓孩

子面對英文能更有信心，更勇於開口說，無形也提升了孩

子們的外語能力。透過每個月定期上山的導讀相處，志工

們與學校孩子們培養出深刻情感，讓孩子們除了跟著台積

大哥哥、大姊姊一同進入閱讀的世界外，也多感受一份溫

暖友誼。

除了對孩子有所助益，對志工們也同樣有所增長，學習

「付出」的可貴之處其實也是「獲得」。台積導讀志工至

今，共招募1,351位台積志工及眷屬參與，累積服務時間逾

23,800小時，導讀的學生逾1萬2,000名。積極無私的服

務，除獲得學校及學生們的喜愛，更多次受邀到其他團體

作導讀經驗分享，加上多次經由大眾媒體報導，使拋磚引

玉的導讀精神播灑至社會更多的角落。

招募初期計有49名志工參與，服務範疇自新竹地區兩所偏

遠小學開始，因著孩子們的殷殷企盼與熱情回應，促使導

讀志工們利用個人年度休假安排，長途跋涉只為偏遠學童

說故事，持續在偏遠地區深耕，帶領孩子們透過書本看世

界。導讀志工們更開創多元閱讀推廣活動，搭配不同節慶，

連結學童生活經驗，延伸為話劇演出或相關活動，作為孩

子們的閱讀推手，落實終身學習。

此外，志工們也會根據不同節日將導讀活動延伸為話劇演

出或其他活動，希望更吸引並啟發孩子的學習興趣，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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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做環保愛地球的台積節能志工

隨著地球暖化加速、環保意識抬頭，未來地球上有限資源及能源將慢慢耗盡，節能是人類共同努力的方向。台積公司於內

部號召有節能專業的員工成立「節能志工」，對新竹、台中、台南地區有節能改善需求的學校，提供專業諮詢與服務。透過

勘查與溝通，擬定節能改善計劃供學校參考，協助其改善能源使用效率。

「節能志工」民國九十七學年度成軍，初期投入之專業志工為25名，首期以

鄰近社區之學校為服務對象，選定新竹市二所高中，於每校

各設一組服務團隊，服務內容遍及電力節費、空調

節能、電信費用節費、節水、環境安全等五大

方向。透過各校設備勘查、資料量測收

集，節能效益評估等步驟，擬定相關

節能計劃及方法，提供校方參考。

因 服 務 態 度 及 績 效 良 好、專

業 能 力受 到 校 方 高度 肯 定。

九十八學 年度 增加 服務台南

地區學校。民國九十九學年度

起，接受鄰近學校依個別需求

提出申請，除提供重點式的節能

檢測外，也新增節能知識的宣導

教育，並以新竹錦屏國小為第一所推

廣的學校。民國一百學年度，更將服務

為教導正確的用電知識，志工們透過簡單的器材與
小學的小朋友們遊玩

範圍擴大至台中地區，幫助台中一中與台中女中，在節能

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台積節能志工除平時於公司內部進行廠區節能外，更秉持

「環保愛地球、節能護台灣」的信念，希望透過自己的專業

及熱忱對社會有所貢獻。民國一百學年度更將服務擴展到

台中，實現了「哪裡有台積電，就有志工社」的志工諾言。

民國一百零一學年度，節能志工於新竹、台中及台南等地

區，持續投入超過950小時的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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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關懷社會弱勢的台積社區志工

民國九十八年，莫拉克颱風重創了南台灣，台積電員工們

對此次災難感同身受，於志工社張淑芬社長的號召下，成

立「莫拉克颱風專案小組」，透過同仁彼此平日團隊合作

默契與迅速、準確的做事方法，及時提供受風災影響的民

眾所需資源及地區救濟措施。張淑芬社長於風災過後，深

刻地體認到社會上仍有許多不被看見的弱勢族群，期待能

夠帶領志工投入社區服務，予以高關懷的支持。因此，此小

組在風災後，民國九十九年轉型成為「台積社區志工」，走

入最需要協助的人群中。

其中，老人與小孩是台積社區志工關心的族群。一方面，

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已超過200萬

人，其中約五分之一需要有人照顧。另一方面，國家未來的

希望：孩童，生長在如此急速動盪變遷的今日，其人格養成

塑造的黃金期更顯重要，一個良性的親子互動，對於孩童

的成長重要性，不言可喻。但在育幼院的孩子，缺乏家庭

溫暖，更待陪伴。

「台積社區志工」以服務榮家老人及德蘭兒童中心的小朋

友為主，民國九十九年首次招募便有156名志工加入，透過

定期的活動，將老者、孩子、志工緊密結合在一起。志工社

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更招募了一群新的志工，準備將愛

心擴展至台東地區，關懷患有第一型糖尿病的小朋友；四

月份共有36的志工夥伴，一同到台東與小朋友進行第一次

的接觸。「台積社區志工」，至今共有超過有770名志工參

與，總服務時數超過10,000小時。

新竹榮民之家志工活動：在民國一百零一年，共計有308

位台積社區志工在每週末前往榮家，陪伴伯伯們。主要分

成三組：

●  熱情活力組：帶領伯伯們一起運動，志工和榮民伯伯每2

個星期的早上一起玩槌球，並不定時的會有小小的比賽，

讓伯伯們除了舒展筋骨，也能享受比賽刺激的快感。

●  浪漫溫馨組：由志工夥伴至榮家養護堂，唱歌給行動不

便的榮民伯伯聽，或是與伯伯一起玩互動小遊戲，大家

一同唱卡拉OK，高歌數曲，歡樂隨著躍動的音符散播每

個人。

●  藝術傳承組：在些藝術傳承課程中，志工和榮民伯伯一

起研究有趣的美術創造如石頭彩繪，讓伯伯們也能沉醉

於藝術之美氛圍中，並在聊天中，有機會了解彼此。我們

希望榮民伯伯與我們分享他們的願望，也許一天我們或

許可以讓他們的夢想成真。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八日，台積電志工社於新竹榮民之

家舉辦假日志工活動，規劃辦桌聚餐讓榮民伯伯感受年節

將至的溫馨氣氛，更邀請國內知名交響樂團，為伯伯演奏

耳熟能詳的歌曲，與伯伯共度愉快的週末上午時光。

新竹德蘭兒童中心志工活動：在德蘭中心，共有62位的志

工夥伴們，透過溫暖的關懷與即時的關心，陪伴成長。並

與小朋友一起完成了下列活動：

●  一對一陪伴：每個月的德蘭小家家庭日，志工們與小朋友

們一起度過美好的週末時光，有時出遊、有時在中心內

伴讀。

●  暑假生活體驗營：三天二夜的生活體驗營，志工們悉心

規劃許多情境，讓小朋友適應並接納社會的生活、延續

社會化的學習，以達到離院後能夠自立生活的目標。

● 湯姆熊的歡樂時光：帶全中心的小朋友一起至新竹巨城

的湯姆熊遊樂園，享用美味可口的麥當勞套餐，一起度過

快樂的下午時光。

台東專案活動：台積電於民國一百零一年招募了共計36名

志工，遠赴台東關懷患有第一型糖尿病的小朋友，我們與孩

子們共同經歷了下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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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見歡：台積社區志工於四月初次與孩子們聚會，我們透

過活動的引導，使志工與孩子們熟識，並分為五個家族，

以小規模的團體維繫遠距離的情感。

●  暑假聚會：除了平時透過網路社群互動、郵寄明信片表達

關心等方式消弭距離的隔閡，志工們更把握孩子們的暑

假時光，規劃家族旅行，藉由活動的相處讓彼此的感情

更緊密。

●  圓夢之旅：為鼓勵認真控制血糖且有顯著進步的小朋友，

籌畫兩天一夜的圓夢之旅，帶領小朋友玩遍台北城。

溫馨關懷社會弱勢的台積生態志工

台積電志工社集結公司內部對生態環境議題有高度興趣的

同仁，於民國一百零一年發展全新的「台積生態志工」，貢

獻其心力於環境保護課題與自然生態維護不遺餘力，更致

力於訓練志工成為生態導覽解說員，將生態介紹給鄰近學

童與參觀民眾。以下是我們的服務據點：

台中晶圓十五廠廠區：我們在中科晶圓十五廠廠區共號召

47名志工。台積電為促進生態志工對於原生植物的認識，

舉辦三場進階訓練課程，幫助志工在生態導覽的過程中，

具備更多的知能。我們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開始生態導覽，將豐富的生態環境導覽給汝鎏國小學童認

識。

台南水雉生態教育園區：我們招募共計91名同仁及其眷屬

於週末與假日擔任台南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導覽員，對於瀕

臨絕種的水雉，進行保育宣導，落實自然生態保育觀念。

生態志工們栽種各式植栽，綠化台中十五廠廠區

一對一陪伴：台積志工於每個月的德蘭家庭日，
與小朋友們一起度過美好的週末時光，
有時出遊、有時在中心內伴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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