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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相信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讓社會更好」。做為科技產業重要的一員，展望未來，台積公

司不但期望在全球競爭舞台上保持領先，促進台灣的全球化及經濟成長，更將繼續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致力成為良好的企業公民。

全球最大專業積體電

路製造服務公司，擁

有49%的市場佔有率

利用202種製程技術，為超過440個
客戶生產8,600種以上不同產品

擁有美國綠建築LEED 11個
黃金級以上標章，締創半導

體業界最佳表現

台積志工總服務時數相較於

民國101年增加172%

「道瓊永續指數」所屬

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

業組的產業領導者

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原則

台積公司建立並履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十項原則，成為台積公

司持續為社會帶來正向發展的重要圭臬：

1.  堅持誠信正直，對股東、員工、客戶及社會大眾皆同。

2.  遵守法律、依法行事、絕不違法。

3.  反對貪腐，拒絕裙帶關係；不賄賂、也不追求政商關係。

4.  重視公司治理，力求在股東、員工及所有利害關係人之間

達到利益均衡。

5.  不參與政治。

民國102年聘用超過4,600位
新進同仁

6.  提供優質工作機會，包括良好的待遇、具有高度挑戰的工

作內容，及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以照顧員工的身心需求。

7.  因應氣候變遷，重視並持續落實環境保護措施。

8.  強調並積極獎勵創新，並充分管控創新改革的可能風險。

9.  積極投資固態照明以及太陽能等綠能產業，為環保節能

盡一份心力。

10.長期關懷社區，並持續贊助教育及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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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決策與運作機制，是由董事長指派

財務長擔任全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總負責人，並由其協調公

司內部所有與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單位，於民國100年成

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自民國101年起，納入董事

會的正式議程，每年皆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企業社會責

任的執行成果與下一年度的工作計劃。

台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每季皆有專人參與由財

務長及志工社社長所領導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議，依據「規

劃—執行—查核—行動（Plan-Do-Check-Act）」的管理模

式，定期與利害關係人互動，並檢視其所關切的議題；同時

檢討各項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業務的進展，訂定未來的計畫，

有系統且有效地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經由各組織間的密切合

作，企業社會責任已充份融入台積公司的日常營運之中。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台積公司追求永續發展，有效建立利害關係人鑑別、分析、

計劃、互動與經營四大管理階段，依據各個利害關係人對公

司的影響力與關注議題，建立台積公司利害關係人個別溝通

平台，並透過內部各負責單位建立多元且系統化的溝通管

道，彙整利害關係人關注的經濟、社會及環境議題。

台積公司相信，經由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客戶會因為台積的

誠信正直、守法及良好的公司治理而賦予更多的信賴；投資

人會因為公司明確的核心價值而更願意長期投資；全體員工

也會基於對公司價值觀的認同，進而產生更強的向心力。如

此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將為台積公司帶來更大的競爭優勢，

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價值，並為公司所有關係人開創多贏。

道瓊永續指數產業組領導者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榮獲「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所屬半導體

及半導體設備（Semiconductors an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產業組中產業領導者（Industry Group 

Leader）的肯定，為台積公司在永續發展及企業

社會責任的成就上創下新的里程碑。道瓊永續指數

評比全球前2,500大企業的永續性表現，台積公司

是全台唯一、也是全亞洲僅有四家於24個產業組

（共59個產業）中獲得產業領導者殊榮的企業。

此外，台積公司連續13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

的組成企業，全球僅有兩家半導體公司獲

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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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2年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成效、未來目標、獲獎及認證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成效與目標摘要

台積公司民國102年的企業社會責任成效及未來目標摘要如下：

企業社會責任面向 承諾或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或準則 歷年及／或民國102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創造股東價值 追求獲利與成長

財務目標：

● 橫跨景氣循環，平均股東權益報酬

率至少20%
● 民國99年至民國104年的稅前淨利

年複合平均成長率10%

● 民國102年股東權益報酬率達到24.0%，稅前淨利較民國

101年增加18.6%
● 還原股息後民國102年股價增加12%，市值達到歷史新高

的新台幣2.7兆元

● 貫徹台積公司的成長策略並兼顧獲利率與投資報酬

● 持續增強公司治理，與投資人維持良好關係

創新管理

先進製程技術 延伸摩爾定律

台積公司的16奈米FinFET（16-FinFET）製程已於民國102
年11月進入試產、民國103年初如期完成製程驗證。在此同

時，我們也正在發展可較16-FinFET製程效能更高15%的

16-FinFET製程強效版（16-FinFET+）。我們相信，在民國

103年，台積公司的16-FinFET+將擁有當今業界16／14奈米

技術的最高效能。

● 同時支援10奈米數位及類比產品應用的第三代鰭式場效電

晶體製程技術

● 支援7奈米系統單晶片技術的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技術平

台

● 發展極紫外線及多重電子束技術以延伸摩爾定律

特殊製程技術

持續成功開發出多樣化的新製程技術，

並加速了系統單晶片的技術藍圖，以提

供更高的整合度及更多的不同選擇

● 台積公司已成功完成客戶在28奈米射頻互補金屬氧化物半

導體（RF CMOS）應用產品的驗證，以滿足客戶對下一世

代射頻收發器（例如4G長期演進技術）的需求。

● 台積公司推出0.13微米BCD技術，成為首項在十二吋晶圓

廠實現的BCD技術。

特殊系統單晶片技術，包括新興非揮發性記憶體、微機電、

射頻和類比晶片

客戶滿意
維持專業積體電路製造

服務的領導地位
整體製造技術客戶滿意度

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中，整體製造技術的部分有95%的客戶

均給高的評分（大於4分）（註）

註：客戶滿意度調查評分自最低1分至最高7分

維持台積公司在半導體業的領導地位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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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面向 承諾或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或準則 歷年及／或民國102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供應鏈管理

降低原物料單一供應

商比例

同一原物料需有2個（含）以上的工廠

或替代廠商
達成年度目標降低單一供應商比例 持續降低先進製程物料（N28／N20）單一供應商比例

提高原物料在地供應

比例
在地採購金額／比重 提高民國102年在地供應比例

避免供應鏈過度集中於高危險區域（如天災頻繁之區域）同

時增加備用供應來源

確保原物料來源無來自

衝突地區
符合美國SEC衝突金屬法案要求

15家原物料供應商完成民國102年之揭露衝突金屬之熔煉廠

資訊
持續要求供應商採用GeSI／EICC公告更新之合法熔煉廠

綠色供應鏈 評估供應商之企業永續供應指標 民國102年52家關鍵供應商評核績效平均成績達到標準 確保民國103年供應商評核績效平均成績達到年度目標

溫室氣體減量

民國109年，單位產品

全氟化物排放量將較民

國99年減少30%以上

每單位面積晶圓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噸－二氧化碳／八吋晶圓當量）

民國102年每生產1片八吋約當晶圓之全氟化物排放量較民國

99年減少30%
推動執行世界半導體協會認可的全氟化物減量最佳可行技術

方案

節能

民國104年單位產品用

電量較民國99年再降

低2%

單位用電量密集度指標（度／八吋晶圓

當量－光罩數）

自民國101年的10.5度，下降至民國102年的10.2度，進步約

3.5%

● 持續推動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 持續推動採用綠建築與綠工廠標準

● 加強日常管理以避免能源浪費

● 持續設置節能及能源回收系統

節水

民國104年單位產品用

水量較民國99年再降

低2%

單位用水量密集度指標（公升／八吋晶

圓當量－光罩數）

自民國101年的58.9公升，下降至民國102年的51.5公升，進

步約12.4%

● 持續推動製程最佳化，減少用水

● 持續發展及設置水回收設施

廢棄物管理
民國104年廢棄物回收

率達到95%以上
廢棄物回收比率（%） 民國102年廢棄物回收率達到92%以上

● 持續推動源頭減廢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 要求製程機台廠商提供化學品低耗用之機台

● 與廠商合作研究新的廢棄物回收技術

人才招募
拓展人才以滿足業務成

長需求與促進就業機會
新進人員的質與量

●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聘用超過4,600位新進同仁，不僅成

功滿足公司成長需求，同時創造就業機會

● 台積公司以創新手法，積極地為身心障礙者創造多元優質

的工作機會，以吸引更多合適的人才。截至民國102年底，

台積公司身心障礙者之進用人數達369人，較民國101年度

增加16%

● 持續吸引當地與全球各地適合人才

● 持續強化校園與社區網絡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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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面向 承諾或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或準則 歷年及／或民國102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人才留任 保持健康的離職率 離職率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5.3%，且過去連續五年

離職率皆維持在健康區間內（5%~10%）

持續強化管理效能與向下溝通，確保所有同仁得以在合適的

職位有所發揮與成長

員工認同與向心力

建立正向的員工關係

與營造高度互動的工

作環境

同仁參與公司性活動的參與率

民國102年，共計有超過3萬3,000名台積同仁與眷屬共同參與

台積電運動會。此外，共有超過3萬2,000人次台積同仁與眷

屬參與公司舉辦的其他各項活動

持續強化核心價值、維持通暢的溝通管道，並營造溫暖的工

作環境

工作生活平衡
強化同仁生產力並促進

同仁生活平衡

● 每人營收成長率

● 每週工時

● 自民國98年至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每人營收的年均複合

增長率超過10%
● 民國102年，在擁有高工作品質的前提下，每週工時仍維

持在目標範圍內

持續透過各種人力資源制度與改善方案，提升同仁工作效率

與效益

台積電志工社 擴大志工服務的影響 志工人數、志願服務時數

● 新增「廠處專案」活動，目前除了5個定期的志工活動外，

更整合來自各廠處的力量，進行多元而豐富的CSR活動

● 志工人數增加35%，從民國101年的1,570位，增至民國

102年的2,119位

● 志願服務時數增加172%，從民國101年的3萬8,749小
時，增加至民國102年的10萬5,430小時

● 整合各單位志工活動

● 發掘個體志工、建立登錄平台

社會公益

消弭城鄉教育資源落

差，培養學子的藝術視

野及科學興趣

參與教育及藝文專案人數

● 自舉辦「台積美育之旅」及「科學之旅」以來，共計有超

過8萬7,000名偏遠地區學童參與。

● 「高中物理實驗學程」，自民國99年迄今，共計來自113
所的282名科學教師接受訓練，預估全國5萬名高中學子受

惠。

●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競賽，共計全國188隊參

與，獲得全國高中校園熱烈迴響。

持續推廣藝文，並啟發學子科學潛能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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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及認證

台積公司積極參與各類社會責任相關獎項評選，分享經驗給外部並獲得回饋。透過這種參與，公司更瞭解外界所關注的議題，

並檢視內部績效進而持續改善。歷年來，台積公司持續獲得許多外界的肯定，民國102年得獎如下：

類別 獎項或認證

企業社會責任

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

● 台灣第一家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中「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組」的領導企業
（註：道瓊永續指數將全球2,500家大型企業分為59個產業及24個產業組。獲選為領導企業，代表台積公司於所屬的產業組中獲得

最高分）

● RobecoSAM永續發展獎金獎

● 連續第13年獲選道瓊永續指數的組成企業

高盛證券（Goldman Sachs）

● 獲選為「高盛永續焦點名單（GS SUSTAIN Focus List）」中全球59家產業領導企業之一

天下雜誌

● 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企業第一名

●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遠見雜誌

● 「企業社會責任獎」職場健康組首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 「企業永續報告獎」－製造業特優

● 「企業永續發展績效楷模獎」－透明誠信類

FinanceAsia
● 台灣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第二名

文化部

● 第10度獲頒「文馨獎」

報告範圍與概要

台積公司希望藉由本年度的企業責任報告書，分享台積公司

在經濟、環境和社會等層面上，為永續發展所做的承諾與成

果。

本報告書涵蓋民國102年台積公司經營發展與利害關係人最

為相關的永續經營議題，除了台積公司在台灣的各個晶圓廠

外之外，也包含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及美國WaferTech
公司等海外子公司在永續發展方面之績效；財務報表的數字

以台幣計算，環保安全衛生的績效以國際通用的指標表達。

未來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前次發行時間為民國102年6
月。本次企業責任報告書的內容架構，依據目前廣為全球企

業關注的全球永續性報告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G3.1綱領（GRI G3.1），可參閱本報告附錄中的

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 G3.1對照表；此外，台積公司亦

參考ISO 26000社會責任標準指南及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並於本報告附錄中提供相關對照表。本

報告同時備有中、英文版本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報告查證

DNV挪威船級社依據AA1000保證標準及GRI G3.1綱領查驗

本報告之重大性、包容性及回應性，證明本報告符合GRI應

用等級A+。財務資訊及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資訊係依據經查驗

之財務報告及溫室氣體盤查報告。DNV查證報告  請參考

本報告附錄。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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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類別 獎項或認證

經濟、公司治理

Institutional Investor
● 亞洲最佳執行長第一名（科技業／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執行長第一名（科技業／賣方分析師投票）

●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一名（科技業／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二名（科技業／賣方分析師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第一名（科技業／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第一名（科技業／賣方分析師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業／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業／賣方分析師投票）

IR Magazine
● 大中華區最佳公司治理及資訊揭露

●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

●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

EUROMONEY
● 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科技業）

FinanceAsia
● 亞洲最佳管理公司（香港／韓國／台灣地區）

● 台灣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

● 台灣最佳公司治理第一名

● 台灣最佳執行長第一名

● 台灣最佳財務長第二名

● 台灣最信守股利政策承諾公司第一名

●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第一名

Global IR Awards
● 全球50個最佳投資人關係公司第12名

International Law Office
● 民國102年亞太地區法務獎－年度最佳法務長

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 第10屆上市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

（接續下頁）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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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類別 獎項或認證

環保、安全與衛生

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系統「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認

證

● 美國綠建築協會「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既有建築」黃金級標章－晶圓十四廠第一期辦公大樓、晶圓十四廠第一／

二期廠房

● 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系統「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新建築」黃金級標章－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房、晶圓十五廠第

一／二期廠房

註：截至民國102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11座美國LEED認證（1座「白金級」、10座「黃金級」）。

內政部台灣綠建築EEWH（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and Health）認證

● 台灣「鑽石級綠建築」認證－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房、晶圓十四廠第三期辦公大樓

註：截至民國102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1座台灣EEWH鑽石級智慧綠建築認證、6座台灣EEWH鑽石級綠建築認證。

經濟部工業局

● 綠色工廠認證－晶圓十二廠第五期廠區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 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區、晶圓十五廠

行政院環保署

● 企業環保獎－晶圓十五廠

● 節能減碳行動標章－晶圓六廠、晶圓八廠、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區、先進封測二廠

● 毒化物運作管理績優－晶圓十四B廠

●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總公司

經濟部

● 減碳績效優良獎－晶圓八廠、晶圓十二廠第四／五期廠區

● 節水績優獎－晶圓三廠、晶圓十二廠第四／五期廠區、晶圓十五廠

● 國家永續發展獎－晶圓三廠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 低碳企業績優獎－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區

● 環保績效優良獎－晶圓十二廠第一／二期廠區

●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三廠、晶圓十二A廠

註：晶圓十二A廠包括晶圓十二廠第一／二／三期廠區

（接續下頁）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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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類別 獎項或認證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 績優環境保護單位－晶圓十四A廠

新竹縣環保局

●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晶圓二廠及五廠

● 移動污染源管制－晶圓二廠及五廠

新竹市環保局

● 移動污染源管制－晶圓十二廠第一／二期廠區

● 環境教育獎－晶圓十二廠第一／二期廠區

員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國家訓練品質獎之大型企業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 健康管理獎

● 健康體重管理獎

● 減重領航獎

遠見雜誌

● 企業社會責任獎－職場健康組首獎

概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