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為地球的一分子
你我攜手合作，綻放共融色彩

擘畫共榮的永續藍圖

創新是台積公司前進的動能
承載著利害關係人的深深期許

我們勇於逐夢，孜孜努力
持續為 5G、人工智慧賦能

以跨時代的科技創新為顏料
一筆一畫，交疊錯落

譜出更便利、舒適、安全的人類生活樣貌

以永續未來的驅動者自許
台積公司凝聚每一分正向的力量

釋放創新，帶來你我共享的美好改變
一個更繽紛的世界

創新　為永續創造多彩



劉德音
董事長暨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委員會主席

企業在追求獲利與成長的同時，必須也要重視環境
保護、社會責任以及公司治理。自台積公司成立以
來，除在本業追求發展之外，致力於公司治理，並
且與各方面利害關係人有良好互動，善盡企業公民
責任，追求我們的永續未來。而對台積公司來說，
企業社會責任最重要就是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要
求所有同仁身體力行展現出我們的經營理念，在各
自崗位上不斷精進「技術領先、卓越製造、客戶信
任」的三大競爭優勢。以此透過台積的產業領導地
位來驅動我們環境及社會的美好改變。

長期以來，台積公司秉持提升社會的願景，用科技
與創新來協助解決人類面臨的各項挑戰。台積公司
抱持著感恩的心情，具體做了許多事情，積極回饋
社會，近年來已成為業界的標竿。我們在致力於企
業社會責任的同時，也鼓勵了員工在思想上，在做
法上，追求創新突破，培養了同理心與視野。我希
望我們台積的同仁以自身專業投身更多的社會參與，
讓我們有更多的全人發展。

因此，民國  108  年，我們組成了企業社會責任執行
委員會，與多位不同領域的高階主管一同訂定公司
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方針。會同我們的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一同推動台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
工作並使它成為台積文化的一部份。

我們重新檢視公司的核心能力以及兩大基金會能夠
發揮影響力的領域，選訂了 SDG 的重點，並鼓勵同
仁運用自身的專業與熱情，幫助公司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回饋社會。我們更訂定了民國119年的整體目
標及具體的做法以落實我們的承諾。

我要謝謝我們在每一個角落，認真做好每一件事
的同仁。在每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可以看
到大家在過去一年如何在各方面採取行動並成為永
續未來的實踐者。在此期許台積人能以責無旁貸的
精神，在追求永續共好的路上，一同往前持續邁
進，成為提升社會的正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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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麗梅
資深副總經理暨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

每一年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的運作，台積公司在
每一個經營層面，注入對社會與環境的承諾。我們堅
持創新的商業模式，民國 108 年，以 272 種製程技術
為客戶實現 1 萬 761 種產品創新，提供更具能源使用
效率的科技應用，為人類帶來更安全便利的生活。今
年我們做出更大的突破，將長期的永續目標延伸至民
國 119 年，希望以台積公司獨有的核心價值與優勢，
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解決人類面臨的挑戰共
同努力。

在此同時，我們投入新台幣近 196 億 6,000 萬元的環
保支出，成功推動 763 項節能、節水、減廢的創新專
案，海外據點再次達成零碳排放目標，實現綠色的低
碳營運模式；推動環境損益（EP&L）評估，將生產製
造的環境衝擊全面貨幣化，讓外部成本成為永續管理
的新思維。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締創可持續水管理
標準（AWS）史上最高分紀錄，是全球第一家白金級
認證的半導體企業；而在再生能源方面，則特別成立
再生能源專案小組，偕同政府加速推動發展，以具體
行動減緩氣候變遷。

台積公司的運營以永續為本，同時致力帶動供應鏈夥
伴基業長青。民國 108 年，第一階供應商全部完成永
續管理自評、高風險供應商全數接受現場稽核，亦更
進一步要求關鍵供應商對其上游供應商發揮影響力，
共創半導體產業鏈價值。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將藉
由數位科技落實更全面的供應鏈管理，擴大既有的管
理架構，打造 Supply Chain 360 管理系統，以可追蹤
的數據管理，整合線上學習平台，並建立供應商員工
舉報申訴管道，提升供應鏈永續水準。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首次發表《多元與共融宣言》，
期望創造一個孕育創新的包容職場，讓同仁安心工
作、發揮所長，與公司一同成長；鼓勵同仁深度社會
參與，這一年共有 1 萬 7,593 志工人次，投入 8 萬 3,797
小時志工服務。透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台積
電慈善基金會」，我們深耕弱勢關懷、孝道倫理、偏
鄉教育、青年培育、藝術文化與節能生態等多元專案，
運用一加一大於二的共融力量，為社會暗角點燈。

台積公司相信企業存在的意義，是為世界持續帶來正
向的改變。面對充滿挑戰的未來，「誠信正直」與「負
責任的經營」是我們一貫不變的立業基石。因為每一
位台積人的堅守崗位，更多美好的改變正在不斷發
生，如此生生不息的美善循環，將為台積公司邁向永
續之路，挹注源源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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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架構

企業社會責任 
執行委員會

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

治理

綠色製造

責任供應鏈

多元包容職場

人才培育

弱勢關懷

方向

值得信賴的公司

負責任的採購者

實現創新的 
先行者

綠色力量的 
執行者

員工引以為傲 
的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角色

誠信領導

客戶關係管理

創新研發管理

供應鏈管理

環境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利害關係人議合

能力

員工

客戶

股東／投資人

供應商／承攬商

政府

社會

利害關係人

+ + + +

重視道德

商業水準

堅守法治

經濟成長

關懷地球

平衡生活

公益共好

價值創造
願景

提升社會

使命
誠信正直
強化環保
關懷弱勢

價值
取得利害關係人
信任，實現共享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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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績效

全球最大 
專業積體電路製
造服務公司

7 奈米強效版（N7+）製
程技術領先全球導
入極紫外光（EUV）微影
技術進行量產

持續擴大研發規模，
研 發 費 用 達 29 億
5,900 萬美元，佔總
營收 8.5%

8.6 兆
公司市值（新台幣）

全 球 購 置 約 9.1億
度再生能源、憑證及
碳權，全台半導體廠
最多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
率 達 97.8%， 連
續 5 年超過 95%

廢棄物回收率達 96%，
且連續 5 年達 95%，掩埋
率連續 10 年小於 1%

美國 LEED 綠建築
認證面積全球半導
體產業第一

全台第一家通過
TM002 獎勵碳權申
請的半導體企業

台灣廠區直接員工每
月平均收入達台灣基
本工資 3 倍

台灣地區新進碩士畢業
工程師全年整體薪酬約
為其 31 個月本薪，優
於業界水準

584,830,008 元
社會參與總投入（新台幣）

83,797 小時
志工服務時數

221,935 人次
社會參與受益人次

53.9%
股東總報酬率

環境

經濟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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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與榮耀
道瓊永續指數 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

MSCI ESG 指數
MSCI ESG Research 的 MSCI ESG 評等： AA 評等

MSCI 全球社會責任投資指數成分股

企業騎士（Corporate Knights） 全球百大最佳永續發展企業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首獎

台灣 Top 50 企業永續報告獎－白金獎（電子資訊製造業） 

永續水管理獎 

氣候領袖獎

循環經濟領袖獎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

亞洲最受尊崇企業之一（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 ESG ／ SRI 指標企業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企業治理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執行長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方案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日本亞洲評論 （Nikkei Asian Review） 亞洲 300 強企業

富比世雜誌（Forbes）

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強

亞太營業額 10 億美元以上之 200 大企業

全球百大數位公司

財富雜誌（FORTUNE） 全球前 500 大企業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連續 7 年獲選全球市值百大企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 連續 5 年獲選「公司治理評鑑」前 5% 公司
Cheers 雜誌 新世代最嚮往前十大企業

富比世雜誌（Forbes） 
全球最佳雇主之一

ISS ESG 
企業評比 「最佳」 等級

FTSE4Good 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
FTSE4Good 臺灣永續指數成分股                                      

MSCI 全球 ESG 領導者
指數成分股

連續 19 年獲選道瓊永續世界
指數組成企業

財富雜誌（FORTUNE） 
全球最受推崇企業之一

天下企業公民獎 
大型企業組第一名

更完整獎項清單，請參考台積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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