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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大同盟

開放創新平台

CoW
oS

TM三維封裝

特殊製程技術

微影技術

28奈米

20奈米

16奈米

10奈米

台積公司的客戶遍布全球，為客戶生產的晶片被廣泛地運用

在電腦產品、通訊產品、消費性、工業應用與其他電子產品

等多樣應用領域。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所擁有及管理的產能達到1,645萬片八

吋晶圓約當量。台積公司在台灣設有三座先進的十二吋超大

晶圓廠（GIGAFABTM）、四座八吋晶圓廠和一座六吋晶圓

廠，並擁有兩家海外子公司—WaferTech美國子公司、台積

電（中國）有限公司之八吋晶圓廠產能支援。

台積公司在北美、歐洲、日本、中國大陸、南韓、印度

等地均設有子公司或辦事處，提供全球客戶即時的

業務與技術服務。至民國102年年底，台積公司

全球員工總數超過4萬人。

公司概況

公司概況

台積公司成立於民國76年2月21日，總部設立於台灣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領先業界開創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商業模式。台

積公司專注生產由客戶所設計的晶片，本身並不設計、生產或

銷售自有品牌產品，確保不與客戶直接競爭。時至今日，台積

公司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單單在

民國 102 年，台積公司就以 202 種製程技術，為超過 440個客

戶生產8,600種以上不同產品。

公司總部及晶圓十二A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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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在先進製程技術及「超越摩爾定律」製程技術

（More-than-Moore）的發展上持續領先專業積體電路製

造服務領域。奠基於65奈米和40奈米量產製程技術的發展

經驗，台積公司於民國102年成功量產28奈米製程技術，

並締造優異的良率表現，包括支援高效能表現的28奈米高

效能製程技術（28HP）及28奈米高效能行動運算製程技

術（28HPM）；支援低耗電表現的28奈米低耗電製程技術

（28LP）及28奈米低耗電高效能技術（28HPL）。此外，

台積公司也如期成功開發20奈米系統單晶片（SoC）及16
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FinFET）製程技術，客戶亦開始投

片生產20奈米SoC製程產品。除了一般邏輯製程技術，台

積公司也針對客戶需求提供廣泛的「超越摩爾定律」製程技

術，例如嵌入式非揮發性記憶體（Embedded Non-volatile 

Memory）製程、嵌入式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Embedded 

DRAM）製程、混合訊號／射頻（Mixed Signal／RF）

製程、高壓（High Voltage）製程、互補金屬氧化物半

導體影像感測器（CMOS Image Sensor）、微機電系統

（MEMS）、矽鍺（Silicon Germanium）製程以及符合車

用電子等級的半導體製造套裝服務（Automotive Service 

Packages）等。

本公司之子公司台積固態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積太陽能股

份有限公司，亦從事固態照明裝置及其相關應用產品與系

統，以及太陽能相關技術與產品之研究開發、設計、製造與

銷售。

台積公司股票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為2330，另

有美國存託憑證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股票代號

為TSM。

2.1  市場概況

2.1.1  台積公司卓越表現

民國102年，即使面對既有競爭者及新進競爭者的挑戰，台

積公司在全球半導體業之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仍以49%
的市場佔有率持續保持領先地位。

擁有最先進的製程技術是台積公司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領域保持領先地位的重要關鍵。民國102年，約有50%的營

收來自40奈米／45奈米及以下更先進製程。

2.1.2  市場分析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預估全球半導體市場的產值約為美金

3,220億元，較民國101年成長5%。其中，從事半導體製造

的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產值約為美金370億元，年成長率為

11%。

2.1.3  產業未來展望、機會與挑戰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市場的需求與供給

經過了民國101年16%的成長後，受惠於無晶圓廠設計公司

市佔率增加以及先進製程的引進，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再

次呈現雙位數成長，在民國102年達到11%。

民國103年整體半導體產業預計將成長5%。長期而言，因

電子產品採用半導體元件的比率提升，無晶圓廠設計公司持

續擴大市佔率，以及系統公司增加特殊應用元件直接委外代

工，自民國102至民國107年，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的成長

可望較整體半導體產業4%年複合成長率為高。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位居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上游，其表

現與通訊、電腦、消費性電子產品等主要終端產品的市場狀

況息息相關。

●  通訊

就通訊產業，尤其是手機部分而言，民國102年的單位出

貨量達4%的平穩成長。擁有較多半導體組成元件的智慧

型手機，更是帶動成長的主要力道。

手機由3G演進至4G／LTE及LTE-Advanced將推動市場的

成長。民國103年，擁有更高效能、更低耗電及更多智慧

型應用的智慧型手機，將更為吸引消費者的購買興趣；同

時，中低階智慧型手機在新興市場國家的普及，亦是推動

手機市場成長的新動力。

低耗電特性的晶片對手機製造商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擁有最佳成本、耗電及外型尺寸（晶片面積）的系統單晶

片，以及對於運算複雜軟體的高效能需求，將加速先進製

程技術的推進，而台積公司在先進製程技術方面已居領導

地位。

910億

市值突破美金910億 
創下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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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

繼民國101年電腦相關領域的衰退後，民國102年電腦相

關領域產品的單位出貨量再度減少10%。主要係因已開發

國家的保守支出，缺乏產品創新，以及因平板電腦出現，

取代了消費者在電腦上的支出。

展望民國103年，預期電腦產業將持續呈現負成長。然

而，超輕薄筆電價格的下降， 作業系統的更新，以及企

業換機潮仍有助刺激電腦的消費。

因應低耗電、高效能及高整合度的電腦主要半導體元件如

中央處理器、繪圖處理器與晶片組等的需求，產品設計將

朝向先進製程技術發展。

●  消費性電子

民國102年消費性電子產業經歷最急劇的衰退，整體單位

出貨量減少了7%。手持式消費性電子產品，例如數位相

機、MP3播放器以及掌上型遊戲機的銷售量顯著地受到行

動運算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成長的影響；

而家用消費性電子產品，例如數位電視及DVD播放器，則

已達銷售成長停滯期。

展望民國103年，新世代電視遊樂器的推出以及智慧型穿

戴式裝置的興起可望帶動消費性電子產業重拾成長動能。

隨著行動運算產業的強勁成長與世界級領導公司的支持，

智慧型穿戴式裝置產品未來幾年將呈現跳躍式成長。

此外，數位消費電子產品的創新應用已創造了如：觸控螢

幕、運動感測、高解析度及3D顯示等在新產品上的整合

使用模式，除將提高對先進製程技術的需求外，也將進一

步增加對如互補金屬氧化物影像感測器、高壓製程、嵌入

式記憶體、微控制器及微機電製程等「超越摩爾定律」的

特殊製程的依賴。台積公司提供的技術全面且完整，以求

在新趨勢下持續獲利。

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的應用正快速成長中，對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營

收的貢獻持續增加。在主要原廠設備製造商（OEMs）與中

國平板電腦製造商的帶領下，平板電腦於民國102年出貨量

達到2億5,589萬台，遠高於民國101年1億6,520萬台的出

貨量。隨著新興國家平板電腦滲透率的提高以及在端點銷售

（Point-of-Sale, POS）、教育、醫藥等領域更多平板應用

的推出，這股強勁的銷售動能勢必延續到民國103年。民國

102年至民國107年間，平板電腦市場估計年平均複合成長率

可達16%，成為推動半導體業及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持續成

長的強勁動力。

產業供應鏈

電子產品的供應鏈複雜而冗長，且各個環節環環相扣。身處

產業鏈的上游，半導體元件供應商必須提供即時且充足的產

能以因應市場的激烈變化，而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更是確保產

業鏈穩健的重要元素。台積公司身為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

的領導者，將持續提供最先進的製程技術及充足的產能，以

確保整體產業的穩定與持續創新。

2.2  創新管理

創新是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台積公司的成長的

泉源。台積公司追求的是全面，涵蓋策略、行銷、管理、

技術、製造等各方面的創新。創新不僅僅是有新的想法，

還需要執行力，做出改變，讓想法實現，否則只是空想，

沒有益處。

2.2.1  台積公司的創新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模。全年研發總預算

約佔總營收之8%，此一研發投資規模不僅與眾多世界級一

流科技公司相當，甚至超越了許多公司的規模。由於研發

預算增加，台積公司也同時擴增研發團隊人力，增幅超過

11%。台積公司積極的營造創新的環境，鼓勵員工實現創

新的價值，近年來已陸續展現成果。

2.2.2  領先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的技術

台積公司有鑑於驅動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製程

微縮的摩爾定律技術是否能繼續延伸所面臨的技術挑戰日趨

複雜，台積公司研發組織的努力著重於讓台積公司持續提供

客戶領先的製程技術及設計解決方案，以協助客戶在今日複

雜且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中成功且快速地推出其產品。民國

102年研發組織成功克服這些挑戰，推出業界領先的20奈米

技術，並完成首項利用三維鰭式場效電晶體（3D FinFET）

整合式技術平台之16奈米技術的開發目標並且進入試產。

研發組織持續創新以維持技術領導地位，10奈米技術已完

成進階開發並進入全面開發，同時7奈米技術已進入初期開

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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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發展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技術，台積公司並廣泛地

對其他半導體技術進行研發，以提供客戶行動系統單晶片

（SoC）產品及其他應用所需的功能。民國102年完成的重

點包括: CoWoSTM三維封裝技術量產、28奈米技術延伸應

用至射頻及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技術、領先業界於十二吋廠

導入雙極—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雙重擴散金屬氧化半導體

（BCD）電源技術、以及台積公司針對高頻功率應用的首項

寬能隙（Wide Band Gap）氮化鎵（GaN）半導體技術已生

產就緒。

台積公司亦致力於維繫與外部重要研發夥伴的合作以及與世

界級研發機構的聯盟，例如台積公司是歐洲知名半導體技術

研發中心IMEC的核心合作夥伴，並持續贊助全球頂尖大學

從事奈米技術研究，以推動創新及奈米電子技術的演進。民

國102年台積公司與國立台灣大學及交通大學攜手成立共同

研發中心，並預期民國103年在台灣成立更多的研究中心。

先進製程技術創新

台積公司身為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的領導者，台積公司一向

注重技術創新，在先進製程技術及「超越摩爾定律」製程技

術（More-than-Moore）的發展上持續領先專業積體電路製

造服務領域，不僅率先將65奈米和40奈米先進製程技術導入

量產，也是第一家提供28奈米製程技術量產的公司中，率先

提供28奈米高介電層／金屬閘（HKMG）技術。台積公司更

進一步發表全球首項28奈米高介電三閘極技術（28HPT），

相較於28奈米高效能技術（28HPM），28HPT在相同漏電

功率基礎上速度增快10%。

●  28奈米製程技術

台積公司發表全球首項28奈米高介電三閘極技術

（28HPT），相較於28奈米高效能技術（28HPM）， 

28HPT在相同漏電功率基礎上速度增快10%，28HPT
在晶圓十二廠以及晶圓十五廠已完成生產驗證，良率與

28HPM相當。

●  20奈米製程技術

台積公司20奈米製程技術已成功通過量產認證。

●  16奈米製程技術

16奈米製程技術主要使用鰭式場效電晶體（FinFET）加

上第三代高介電層／金屬閘極（HKMG）元件結構、第五

代應力技術以及先進的193奈米微影（Lithography）技

術。在相同的晶片效能基礎上，鰭式場效電晶體相較於傳

統平面式架構的電晶體能夠提供更優異省電優勢，是先進

行動應用產品不可或缺的要素。民國102年研發組織成功

地完成製程開發測試載具（TV1R）的驗證，提供客戶1.0
版設計套件（設計法則與SPICE模型），並且提供兩個公

開的晶圓共乘服務，超過十家客戶及矽智財供應商使用此

晶圓共乘服務並且完成其矽智財驗證。16奈米製程技術已

經以良好的良率完成生產驗證。

●  7位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院士（包含1位終身院士）

●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士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榮譽勳章 
（Medal of Honor）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Andrew S. 
Grove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Cledo 
Brunetti 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Robert N. 
Noyce Medal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企業創新獎 
（Corporate Innovation Award）

●  美國商業周刊雜誌2001年亞洲之星（Stars of 
Asia from Business Week）

●  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最高榮譽Robert N. 
Noyce獎

●  SEMI「Akira Inoue獎」

●  日本經濟新聞社「亞洲獎」 

●  行政院「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

●  經濟部第一屆奈米產業科技菁英獎

●  16座國家產業創新獎

歷年獲獎紀錄1st 發表全世界第一個28奈米三高

介電閘極絕緣層金屬閘極技術

（28HPT）
28H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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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奈米製程技術

10奈米製程技術已於民國102年開始進行研發，相較於前

幾世代製程技術，10奈米製程將顯著地降低晶片功率消耗

並維持相同的晶片效能。民國103年的研發將著重於基礎

製程制定、良率提昇、電晶體效能改善及可靠性評估。10
奈米製程技術預計於民國104年進入試產，民國105年開

始量產。

●  微影技術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除在16奈米微影技術的研發上獲得

豐碩的成果，該項技術步入試產階段，亦針對48奈米間

距矽鰭結構開發許多創新的成像技術，這些技術克服了

三維元件結構的高深寬比所帶來晶片表面凹凸落差的挑

戰，此外，需要特殊的努力方能有效降低上述因三維結構

所造成之缺陷，民國102年，許多關鍵的解決方案因應而

生，例如，提升機台潔淨度、材料與製程的協同最佳化、

以及缺陷檢測方法強化。高度自動化及包括強化機台控

制與穩定度的先進製程控制系統顯著地降低了產品重製率

（Rework Rate）並加速生產週期，加快降低缺陷及提升

良率的速度。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推出多項創新技術，成功地展開10
奈米製程的研發。雖然浸潤式微影技術將延用到10奈米製

程，針對20奈米製程及16奈米製程開發的雙重顯影技術

已不足以應付10奈米的需求，因此，多重曝光成為實現高

良率生產不可或缺的技術。 此外，為了進一步提高光學

微影的製像能力，已完成材料製程的有效學習、影像模型

化、以及缺陷控制，以實現10奈米技術。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成功地安裝了一台NXE3300極紫外

光（EUV）曝光機。相較於浸潤式光學微影多重曝光，

EUV技術擁有製程簡化的明顯優勢，但是EUV光源功率不

足仍是一大隱憂。

多重電子束直寫技術（MEB DW）不僅擁有實現關鍵層成

像的潛能，亦可能針對非關鍵層與十八吋晶圓製造降低成

像成本。此項技術正在被開發來滿足7奈米及未來更先進

製程的成像需求。台積公司結合設計、互補金屬氧化物半

導體、微機電系統及封裝領域所組成的團隊，正合力開發

與製造應用於KLA-Tencor的反射電子束微影（Reflective 

E-Beam Lithography, REBL）系統之數位圖形產生模

組。首顆由KLA-Tencor與台積公司共同開發的數位圖形

產生測試晶片已於民國102年第三季完成產品設計定案。

先進技術與卓越製造是台積公司競爭優勢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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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罩技術

光罩技術是先進曝光微影技術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民國

102年，台積公司完成16奈米光罩技術的開發，在10奈

米光罩技術的開發上取得實質的進展。同時，極紫外光

（EUV）的光罩技術亦不斷地進步。台積公司與供應商合

作持續降低光罩基板上的缺陷密度。此外，台積公司持續

與許多產業聯盟合作開發EUV光罩技術所需要的架構。

導線與封裝技術整合創新

●  三維積體電路（3D IC）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完成CoWoSTM系統整合解決方案量

產，締造一項業界的全新里程碑。CoWoSTM解決方案結

合台積公司先進的矽晶片技術，在傳統系統單晶片之外，

提供客戶系統級整合替代解決方案。此項技術已通過客戶

28奈米場域可程式化閘陣列（FPGA）產品的認證。20奈

米研發工作持續進行中，客戶產品設計定案預計民國103
年上半年完成。台積公司成功地展示採用28奈米高效能行

動運算製程（28HPM）穿透電晶體堆疊技術（Through 

Transistor Stacking, TTS）生產應用處理器及加寬匯流

排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Wide I／O DRAM）之三維積體

電路封裝技術，並完成16奈米製程矽穿孔技術（TSV）的

開發。

●  先進封裝研究發展

台積公司提供了多樣的無鉛覆晶封裝技術。民國102年台

積公司通過超精細間距陣列（80微米間距）銅凸塊的20奈

米製程銅柱導線直連封裝技術（Bump-on-Trace, BOT）

的生產認證以用於行動式裝置。台積公司亦擴大無鉛封裝

技術的範圍到超大晶粒尺吋晶粒（≥600平方毫米）用於高

效能產品應用（繪圖處理器／中央處理器／場域可程式化

閘陣列／網路處理器）。 

●  先進導線技術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持續聚焦在開發最低RC延遲的先進

導線技術。針對16奈米製程技術，台積公司已經開發一種

新的絕緣體結構以有效減少銅導線間的電容。針對10奈米

與更先進製程技術，台積公司已開發一種新的間隔層成像

方式以減少銅導線之線寬與間隔，並將信號延遲最小化。

台積公司的銅導線有效電阻率具高度競爭力且低於國際半

導體技術藍圖（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 ITRS）的預估值。

先進電晶體元件研究發展創新

市場對於高效能及低耗電應用產品的強烈需求推動電晶體結

構的創新與研究，台積公司在這方面的研究一直走在業界的

前端，特別是台積公司積極投入研發除了矽晶材料外的其

它高效能、低功耗替代性元件材料，例如鍺及三五族化合

透過創新的資訊科技與良好的團隊合作，讓台積公司的技術不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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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半導體等。舉例來說，台積公司研發團隊在民國102年國

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 Meeting, 

IEDM）針對鍺通道P型金屬氧化層半導體鰭式場效電晶體結

構及N型金屬氧化層半導體銦化鎵半導體發表了創世界紀錄

的電晶體效能。台積公司亦積極研究採用創新奈米技術電晶

體結構的新觀念。

特殊製程技術

除了上述先進製程的研發成果，台積公司亦持續成功開發出

多樣化的新製程技術，以協助客戶廣泛解決各類產品的應

用。台積公司強化系統單晶片技術發展藍圖以滿足特殊應用

產品的需求，包括混合訊號、射頻市場、高壓電源管理IC、

面板高壓驅動IC、微機電系統、以及嵌入式記憶體。

●  混合訊號／射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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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亦正在開發20奈米高效能類比及射頻技術解決方案。

第一代0.18微米互補雙極互補金氧半導體（CBCMOS）

技術已完成開發並導入生產。

●  電源IC／雙極—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雙重擴散金屬氧化

半導體（BCD）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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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研發團隊完成了寬能隙材

料氮化鎵（GaN）高電子移動率電晶體（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HEMT）技術的開發與量產驗證，適

用於高功耗與高頻率應用產品。55奈米高壓技術已完成驗

證，支援高品質行動顯示器，而0.15微米高壓技術的推出

在於支援大尺寸面板市場，台積公司亦開發完成0.18微米

高壓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技術支援觸控面板應用。

●  微機電系統技術

多樣化產品已於民國102年通過量產驗證，主要支援產品

包括千兆級畫素顯示密度、人類基因組測序等生物微機電

系統應用、第二代運動感測器產品、以及高解析度噪音消

除麥克風。

●  快閃記憶體／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技術

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在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技術領域達

成數項重要的里程碑。在較成熟的65奈米製程與55奈米

製程方面，單一閘及分離閘（Split-gate）等反或閘式

（NOR）技術已經完成客戶驗證。40奈米分離閘技術已

經出貨支援車用及消費性電子產品。支援28奈米低功耗與

28奈米高效能行動運算製程平台的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技術

開發正在進行中，因應智慧卡（Smartcard）、微控制器

（MCU）、以及車用電子等產品的應用。

2.2.3  開放創新平台

一直以來，創新即是件令人振奮且富挑戰性的一件事。隨著

日趨頻繁的產業整併與技術商品化的更加普及成熟，半導體

公司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企業需要不斷創新以維持成長

動能。藉由與外在夥伴的密切合作，有助企業加速從外到

裡、從裡到外的全面創新。這個與外在夥伴積極合作的方

式，稱為開放式的創新，也是台積公司「開放創新平台 」的

濫觴。開放創新平台是台積大同盟重要的一部份。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是一個完整的設計技術架構，

涵蓋所有關鍵性的積體電路設計範疇，有效降低設計時可能

遇到的種種障礙，提高首次投片即成功的機會。「開放創新

平台」結合半導體設計產業、台積公司設計生態系統合作夥

伴、台積公司的矽智財、設計應用、可製造性設計服務、製

程技術以及後段封裝測試服務，帶來最具時效的創新。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主要建構了一組生態系統介

面，藉由台積公司所開發、支援的合作平台，帶來供應鏈

各方面的創新，因而產生並共享新增的營收與獲利。台積

公司主動、精確及品質優先（Active Accuracy Assurance, 

AAA）的績效是「開放創新平台」成功的關鍵，為生態系統

介面及合作平台提供了精確及品質上的保證。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模式（Open Innovation model）彙集

客戶與夥伴的創新思考，秉持縮短設計時間、降低量產時

程、加速產品上市時間，最終是加快獲利時程的共同目標，

觀看影片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是一個完整的

設計技術架構，涵蓋所有關鍵性的積體電路

設計範疇，有效降低設計時可能遇到的種種

障礙，提高首次投片即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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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放創新平台」的建立則是台積公司開放創新模式的具

體實踐：

●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擁有全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

域最完整的電子設計自動化（EDA）驗證流程，及時提供

新製程所需的設計工具套件。

●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擁有全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

域最大、 最完整、最周全，且經由晶片驗證完成的矽智財

（IP）與元件資料庫。

●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結合最新的電子設計自動

化、元件資料庫、矽智財與設計服務夥伴，推出完整的設

計生態系統聯盟專案。

台積公司OIP聯盟包含了28個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的夥

伴，41個矽智財夥伴，和25個設計服務的夥伴。台積公司和

這些夥伴們主動積極地在一開始設計時便及早深入的合作，

以克服在先進製程中日益複雜的設計挑戰。經由這種更及早

更密集的合作模式，台積公司的OIP提供了完整的設計架構

與及時的EDA工具的強化，並可於客戶需要時提供關鍵性的

矽智財及高品質的設計服務。如此一來，將來客戶在製程技

術成熟量產之際，為客戶帶來最大的利益與關鍵性的成功。

民國102年10月，台積公司在美國加州聖荷西會議中心主辦

了OIP生態系統論壇。來自台積公司及夥伴公司的高階主管

擔任主講。台積的客戶和合作夥伴熱烈地參與這個論壇，也

由此展現了經由OIP共同合作創新的成果。

台積公司的OIP合作夥伴管理入口網站在生態系統夥伴之間

促進溝通已產生最有效率的商業合作。這個入口網站有直觀

性使用的介面，並可與TSMC-Online直接連結。

2.2.4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台積公司在台灣的大學研究中心

台積公司已顯著地擴大與台灣的大學進行合作，與有名望的

大學攜手成立許多新的研究中心，這些研究中心擔負雙重的

任務：首先是培養更多未來適合服務於台積公司的高素質學

生，其次是激勵大學教授提出新的研究專案計劃，包括專注

於最先進的半導體元件、製程、及材料科技、半導體製造及

工程科學、以及與半導體產業相關的特殊製程技術。民國

102年，台積公司在國立台灣大學及交通大學分別成立研究

中心，預計民國103年於國立成功大學及清華大學成立兩個

新的研究中心。這些研究中心由政府單位及台積公司出資贊

助，台積公司承諾投入數億元新台幣並提供大學晶圓共乘

專車。民國102年，大約300名在電子、物理、材料工程、

化學、化工及機械工程領域成績優異的學生加入這些研究中

心。

具體實現創新構想的推手─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台積公司成立「大學晶圓快捷專案」（TSMC University 

Shuttle Program）之目的係提供全球頂尖大學傑出教授使

用先進的矽製程技術以研發創新的電路設計觀念。台積公司

的大學晶圓快捷專案有效地串起來自全球頂尖大學的教授、

研究生與台積公司主管們的研究動力與熱情，在半導體領域

創造更卓越的先進技術與新世代的人才培育。

台積公司的大學晶圓快捷專案提供的製程技術包括：進行

類比／混合訊號電路與射頻設計的65奈米製程及40奈米製

程、支援微機電系統（MEMS）設計的0.11微米／0.18微米

製程、以及特殊研究計劃使用的28奈米製程。參與台積公

司大學晶圓快捷專案的頂尖大學，包括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

（M.I.T.）、史丹福大學（Stanford）、加州大學柏克萊校

區（UC Berkeley）、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德

州大學奧斯汀校區（UT Austin）、以及密西根大學。在台

灣，積極參與的研究小組包含國立台灣大學、交通大學以及

清華大學。其它的參與者還有來自中國的北京清華大學、香

港的香港科技大學與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

參與台積公司大學晶圓快捷專案的大學肯定此項專案的重要

性，讓他們的研究生們得以實現令人興奮的設計，範圍涵蓋

從低功耗記憶體、類比數位轉換器，到先進的射頻和混合訊

號生物醫療系統，實屬產學雙贏的世界級合作。民國102年，

台積公司接獲來自全球各大學教授的感謝函，包括麻省理工

學院、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洛杉磯

校區、密西根大學、國立台灣大學、以及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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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機密資訊保護

台積公司了解機密資訊對公司本身的重要價值，以及如何保

護這些機密資訊，對維護公司的競爭優勢具有絕對的重要

性。因此，台積公司制定機密資訊保護（PIP）專案來規範

及管理如何保護公司機密資訊（包括商業秘密，智慧財產權

等），以確保公司、股東、客戶、供應商及公司員工的最佳

利益得以保存。

台積公司採用以下各種辦法，以確保機密資訊能得到適當且

有效的保護。

●  利用門禁和監控系統，持續監控和管控人員及車輛進出公

司。更重要的是，它有助於防止禁制品被用作私自將機密

資訊攜出公司的工具。 

●  定期對公司所有員工進行機密資訊保護（PIP）相關宣

導。同時收集回饋意見，提供線上培訓課程，並進行內部

稽核。主要協助維持員工對保護公司機密資訊應有的適當

行為，涵蓋範圍由最高管理層至基層員工。 

●  對於嚴重違反機密資訊保護的行為，公司將會作適當且嚴

格的處理。嚴重違規者，將面臨解僱，甚至面臨法律訴訟。

●  台積公司將供應商視為公司重要的合作夥伴，提供其安全

訓練及管理，協助供應商遵循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每

位供應商皆須接受PIP和工安訓練，簽訂保密協議，並在

通過PIP和工安考試後，才能領取工作證並入廠工作。同

時，台積公司也舉辦座談會，讓供應商分享經驗、檢討與

台積公司未來主計劃摘要

計劃名稱 描述 試產（目標時程估計）

10奈米邏輯技術平台應用 同時支援數位及類比產品應用的第三代鰭式場效電晶體製程技術 民國104年

7奈米邏輯技術平台應用 支援系統單晶片技術的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技術平台 民國106年

三維積體電路
因應系統級封裝技術，開發更具成本效益及更具尺寸、效能優勢的解

決方案
民國103年至民國105年

下一世代的微影技術 發展極紫外光及多重電子束技術以延伸摩爾定律 民國103年至民國108年

長期研發
特殊系統單晶片技術，包括新型非揮發性記憶體、微機電、射頻、類

比晶片和5奈米電晶體
民國103年至民國108年

註：以上計劃之研發經費約佔民國103年總研發預算之70%，而總研發預算預估佔民國103年全年營收的8%。

2.2.5  未來研發計劃

基於民國102年在先進技術上締造的優異成果，台積公司未

來將繼續擴展其研發投資。台積公司計劃進一步強化前瞻

性技術研究，繼續研發新的電晶體及製程技術，例如三維

（3D）結構、應變層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Strained-layer 

CMOS）、高載子移動率材料以及創新的三維積體電路元

件。目前，奈米級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電晶體的基本物理和

其特性的研究是台積公司的研發重點之一，以作為了解和引

導未來先進製程元件的設計方向。台積公司已經運用相關的

研究結果，確保我們繼續在28奈米和20奈米製程技術世代的

領導地位，並將此領先優勢延續到10奈米和7奈米製程。台

積公司的目標之一，是藉由內部的創新以及與產業領導者和

學術界共同合作來延續摩爾定律，我們尋求具有成本效益的

技術和製造解決方案。

台積公司將持續和國際聯盟及光學微影設備供應商緊密合

作，確保能夠及時進行193奈米波長高數值孔隙（High-

NA）掃瞄機技術、極紫外光微影技術和多重平行電子束直寫

技術的開發。這些技術在台積公司10奈米、7奈米及更先進

製程技術的製程研發上具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台積公司亦將繼續和光罩寫入器及檢驗設備供應商合作，共同

開發先進的光罩製造技術，以維持在光罩品質及交期週期上的

領導地位，並滿足研發、產品試製及生產的高標準要求。

台積公司擁有優異、高度專注的研發團隊，加上對創新的承

諾，我們深信一定能提供客戶最具競爭優勢且最具成本效益

的系統單晶片製程技術，從而支援台積公司的營運成長及獲

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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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公司之一。同時，台積公司於供應鏈管理、環境政策及管

理系統、工廠營運環保效益、水資源風險管理、人才發展、

勞動環境指標及人權、社會責任報告、利害關係人議合等項

目取得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組別中最高分。

台積公司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DJSI）」全球半導體

及半導體設備廠商中的永續經營領導者

民國102年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組總分

台積公司 平均

總分 88 50

民國102年各面向分數

權重 台積公司 平均

經濟面 40% 85 59

環保面 35% 95 47

社會面 25% 85 42

改進計劃。這項制度實施以來，已成功促使供應商更有效

地配合並遵守相關規定。

整體而言，機密資訊保護（PIP）方案的範圍如下:

●  制定機密資訊保護（PIP）方案

●  界定機密資訊保護管理程序和指導方針

●  對機密資訊保護實施實體安全措施和控管

●  善用IT安全技術能力，部署創新的機密資訊保護解決方案

●  提供強制性的機密資訊保護訓練

●  推廣機密資訊保護最佳做法

●  進行內部稽核

●  獎勵機密資訊保護相關的創新做法

●  處理違反機密資訊保護事件

 
台積公司將繼續不斷地尋求實用的方法，以求更有效地保護

公司機密資訊。

2.4  協會（公會）之會員身分

台積公司積極參與產業公會與協會的活動，並扮演產業領導

者的角色。在為數眾多的公會及協會當中，台積公司主管先

後接受同業推舉，擔任過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科學園區同

業公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

玉山科技協會、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等組織之理事長

或理監事等職務。此外，台積公司部分同仁也依其負責之

業務屬性，分別於各公會或協會組織中擔任各專業委員會的

召集人或副召集人等職務，為整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貢獻心

力。

2.5  對投資人的責任

台積公司的經營管理策略及財務政策一向以維護及增加長期

投資人的投資價值為目標。台積公司不僅用國際標準來展現

台積公司在投資價值及企業永續經營上的地位和聲譽，同時

也是名列全球半導體產業永續發展的優秀企業。

台積公司於民國102年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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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產業組中產業領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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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瓊永續指數由59個產業分為24個產業組所組成，台

積公司是全台唯一、也是全亞洲僅有四家於24個產業組別中

獲得產業領導者殊榮的企業。更難能的是，台積公司是全世

界連續13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僅有的兩家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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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積公司民國93年至民國100年財務績效係依據我國會計準則（ROC GAAP）編製。

0.6 3.0 3.03.02.5

現金股利
自民國93至民國102年間，發放新台幣超過6,600億元

2.0 3.0 3.03.03.0

12

46

62

77 7777 78 78 78 78

每股現金股利（新台幣） 現金股利發放總金額（新台幣10億元）

民國93年 民國94年 民國95年 民國96年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財務表現

10年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 24%；稅前淨利年複合平均成長率 = 15%

256 420 597333317
92 170 215111133

民國93年 民國94年 民國95年 民國96年 民國97年

營收(新台幣10億元) 稅前淨利(新台幣10億元)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股東權益報酬率

94 145 18295122
267 427 507296323

25%
22%

27%

22% 21%
18%

30%

22%

25%

24%

公司市值
超越新台幣2.7兆元 單位：新台幣兆元

民國84年 民國86年 民國88年 民國90年 民國92年 民國94年 民國96年 民國98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2年

民國83年 民國85年 民國87年 民國89年 民國91年 民國93年 民國95年 民國97年 民國99年 民國101年

台積公司自民國83年公司上市以來，不只透過股利股息的發放與股價的上漲、維持穩健的財

務結構、及名列全球半導體產業與所有台灣產業最佳信用評等（標準普爾信用評等：A+；穆

迪評用評等：A1； 中華信用評等：twAAA）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提供價值給投資人，台積公

司於半導體製造的本業中亦持續投資，擴大並強化本公司於產能及技術上的領導地位。民國

102年，台積公司不僅在研發費用達到創紀錄的16億美元，為滿足廣大客戶的產能需求，台

積公司的全年資本支出也創下紀錄，達到97億美元。此外，台積公司也積極以固有的技術優

勢、工程能力、大規模製造的豐富經驗投資固態照明、先進薄膜太陽能等新事業。台積公司相

信上述的投資可為台積公司開創新的成長契機，並且為股東創造價值。

為了能以最快的方式將公司重大資訊傳遞給投資人，台積公司設立高效率的溝通系統。每一

季，台積公司的執行長與財務長定期共同舉行法人說明會及電話會議，向全球的投資人公佈

並說明每季財務數字及營運狀況。從民國101年7月起，台積公司更進一步將法人說明會及電

話會議合併，讓更多的投資人能同步參與透過網路實況轉播的法人說明會。在法人說明會結束

後，台積公司還會將錄影重播及會議紀錄逐字稿存放於公司網站上供投資人參考。此外，台積

公司的投資人關係處每年頻繁地在世界各地與投資人及分析師進行數百場的溝通會議與電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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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藉由參與券商舉辦的科技論壇以及主動拜訪投資人，台

積公司的足跡不僅達到亞洲，更至歐洲和北美洲。民國102
年，台積公司共與全世界的投資人進行了超過260場次的溝

通會議與電話會議，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提供投資人正

確、及時、透明的經營策略、營運狀況與財務數字。台積公

司亦將主要活動及重要的事件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上千位投

資機構的網站會員，並即時地將公司基本資料、分析師投資

建議一覽表、信用評等，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各項公告文件，

上傳到公司網站。

為了增加股東的價值，台積公司在財務方面設有明確的策略

性目標，台積公司的策略性財務目標包括：（1）橫跨景氣

循環，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至少20%；（2）民國99年至民

國104年的稅前淨利年複合平均成長率10%。這些策略性財

務目標的設定，讓投資人可以更清楚了解台積公司的長期投

資價值，而台積公司過去良好的財務表現，更提供了投資人

對於台積公司能夠達成這些目標的信心，以過去十年為例，

台積公司的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為24%，稅前淨利複合年平

均成長率為15%，都符合台積公司的長期財務目標。在良好

的財務表現支持下，台積公司計入現金股利後的股價表現在

民國102年全年共上漲12%，連續第五年呈現正成長。台積

公司自民國83年股票上市以來，市值穩健的成長，截至民國

102年12月31日止，台積公司的市值已超過新台幣2.7兆元或

910億美元。

每年在媒體雜誌的多項評比中，台積公司持續得到來自全球

各地投資人的肯定，表揚其在資訊透明、資訊揭露、公司治

理、平等對待投資人的努力與成績。民國102年，台積公司

持續於Institutional Investor、IR Magazine等國際重要評比

中獲得各項大獎，關於民國102年的所有獲獎內容，請參考

第六頁「2013年獲獎紀錄整理」  。

2.6  財務績效

股利政策

台積公司盈餘分派得以現金股利、股票股利或部分現金股利

部分股票股利等方式為之。目前本公司的盈餘分派則以現金

股利為優先，依照目前公司章程規定，股票股利分派的比例

以不高於股利總額之50%為原則。台積公司於當年度無盈餘

或無保留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台積公司自民國93
年起，每一年度皆分派現金股利予股東，並自民國96年起維

持各年度之每股現金股利為新台幣3元。台積公司將維持穩

定的股利政策，並於自由現金流量顯著超過每股新台幣3元

的水準以上時，考慮增加每股現金股利之發放。

台積公司在民國102年配發101年度盈餘，每股普通股配發現

金股利3元。

賦稅政策

台積公司支持有助於企業創新及促進經濟成長的賦稅政策，

前揭政策在中華民國為提昇企業全球競爭力及鼓勵研究發展

活動之各項措施。

台積公司對政府之支出，主要為支付公司所得稅。民國102
年度，台積公司所給付之公司所得稅為新台幣145億元，其

中超過90%係繳納予中華民國政府。台積公司同時亦是該國

繳納最多稅款的公司。

台積公司於民國102年就歷次增資擴展、購置生產設備及研

究發展等支出，而享有免稅及投資抵減之租稅優惠相關資訊

如下：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法令依據 減免／抵減項目 金額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9條 5年免稅 8.6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6條 機器設備投資抵減 4.8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6條
研究發展及人才培

訓支出投資抵減
4.0

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
研究發展支出投資

抵減
3.1

12%
還原股息後民國102年
股價增加12% 24%

民國102年股東權益報酬率

達到24.0%，稅後淨利較民

國101年增加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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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82 215145170
6 16 27118

稅前利益與所得稅費用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稅前利益 所得稅費用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88 246 288214187
22 40 483430

資本支出與研究發展費用

資本支出 研究發展費用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資產與資本額─年底總額

資產總計 股東權益總計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惟每股盈餘為元

595
499

26
3.44

719
579

26
6.23

774
632

26
5.18

961
723

26
6.41

1,263
848

26
7.26

加權平均股數

稀釋每股盈餘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3.00 3.00 3.003.003.00

股利分配─盈餘年度

現金股利

單位：新台幣元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1,719 2,531 2,7301,9781,868

股本總市值─年底總額 

股本總市值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296 507 597427420
89 166 188134162

銷貨收入與母公司淨利

銷貨收入淨額 母公司淨利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註：台積公司民國98年至民國100年財務績效係依據我國會計準則（ROC 
GAAP）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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