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人權 
民國 109 年成果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
違法情事 

 ▪透過全員參與的線上課程，強化同仁
對《台積人權政策》的了解並落實於
工作中

1.  
2. 完成訓練同仁之課後測驗及格率達 100% 

 95% 以上同仁完成訓練 

NEW

 ▪台灣廠區 100% 事業場所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改選採以電子投票方式完成，並將電子投票
機制列為台灣廠區所有事業場所勞資會議勞
方代表改選之固定方式   
目標：台灣廠區事業場所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改選採以電子
投票方式完成

 ▪建立涵蓋全球營業據點的員工溝通與舉
報管道，並建立完整的管理分析機制 

 ▪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 
違法情事 
目標：無任何重大違法情事

 ▪維持台灣廠區勞資會議 100% 電子
投票機制 

 ▪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
違法事情

落實《台積公司人權政策》、《負
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以及《聯
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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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政策 
台積公司深信，尊重人權並打造有尊嚴的工作
環境，對台積公司及供應鏈夥伴都至關重要。
為了能夠在保護人權的實際執行層面能夠做得
更加周延，台積公司在民國 109 年修訂《人權
政策》。 

人權治理  
《人權政策》是台積公司人權治理工作「規
畫、執行、檢核、行動」循環的最高指導原則。
台積公司全球各廠區與子公司人權議題，由負
責全球各營運據點之營運主管，搭配人力資源
組織、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法務
組織等單位之最高主管共同負責：  

 ▪公司內重大人權議題，由人力資源組織最高
主管負責管理與協調，並向經營階層報告。 

 ▪日常與員工相關的人權議題，主要由人力資
源單位之「人力資源營運中心」負責，經由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辦法》以及《人力資源
管理系統內控作業流程》的訂定與施行，確
保公司達到「負責任商業聯盟（RBA）」或
更高的要求標準。 

 ▪與供應商相關的人權議題，主要由資訊技術
及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中「資財供應鏈管理
處」負責，經由《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
的訂定與施行，對供應商進行妥適的管理。 

人權保障訓練
民國 109 年針對同仁實施的人權保障相關訓
練，總時數為 93,822 小時，共計 55,031 位同
仁完成訓練，佔全體同仁總人數的 96.8％；至
於參與總人次共高達 10 萬 7,057 人次。未來，
台積公司仍將持續關注人權保障議題、推動相
關教育訓練，以提高人權保障意識，降低相關
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人權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為「負責任商業聯盟（RBA）」的全
會員，依據其規範進行完整的盡職調查，以確
保台積公司的行為達到或優於《負責任商業聯

盟行為準則》（RBA Code of Conduct）標準。
每一年，台積公司都會利用「負責任商業聯盟」
設計的標準化風險評估範本（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SAQ），自行鑑別業務中最高的
社會、環境與道德風險。 

此外，民國 105 至 107 年間，台積公司亦主動
委託第三方機構為所有晶圓廠持續執行「負責
任商業聯盟」的「驗證稽核流程」（VAP）， 在
16 個廠區中，取得 14 滿分紀錄註。民國 109 年，
因應客戶需求，台積公司針對晶圓十二 B 廠進
行 VAP 稽核，同時預計在民國 110 年將完整的
稽核報告透過 RBA-Online 平台透明地提供給台
積公司客戶。 

人權保障訓練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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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不法歧視以確保工作機會均等 禁止強迫勞動與禁用童工提供安全與健康且零騷擾的工作環境 工時管理

民國 109 年人權關注事項與做法

 ▪盤查是否有因化學品暴露造成的職業疾病
 ▪提高非法規強制之員工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及員工申訴負責人
（Ombudsman）調查案件

 ▪訂定「職業衛生管理程序」，設置「員工健康
管理專案會議」與 ｢ 職業疾病調查委員會 ｣
 ▪制定《性騷擾防治政策》，並設置「性騷擾
申訴處理委員會」

 ▪全體員工

 ▪特別危害健康管理人數為 1,739 人（詳細內
容請參考「職業安全衛生」）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成立 2 件調查案件

 ▪高階主管主持員工健康管理專案季會，跨部
門進行職業疾病五大危害因子管制
 ▪啟動「心理安全計畫」
 ▪開設反騷擾與反霸凌宣導課程

 ▪立即移離原工作
 ▪提供充分的醫療協助
 ▪依法給予假勤與薪資補償
 ▪視情況需要進行職務上或工作區域之調整，
嚴重者將依台積公司員工行為獎懲辦法予
以懲處

 ▪職業病調查委員會、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協助員工維持身心
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始自招募流程，即依內控程序，
杜絕不法歧視

 ▪建立「台積電應徵人員面談內控
作業流程」，明確揭示不歧視原
則，並提供用人主管「招募選才」
訓練課程及面談注意事項提醒

 ▪新進員工
 ▪原住民、婦女、移工、契約人員
與殘疾人士等

 ▪0 人

 ▪民國 109 年「招募選才」訓練課
程共計 730 位主管完訓

 ▪若有主管違反不歧視原則，將
依內部獎懲規範懲處
 ▪招募部邀請該應徵者重新進入
面談流程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

負責任的礦產採購

 ▪ 建立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所發布之《受衝突影
響與高風險地區之全球責任
礦物供應鏈模範政策》盡職
調查（due diligence）架構

 ▪檢視員工參與率
 ▪托兒設施中籤率

 ▪ 要求產品含鉭、錫、金、鎢
的 供 應 商遵 循《 原物 料責
任採購聲明》，並簽署負責
任礦產聲明書

 ▪提供多元活動與社團參與，
豐富「工作生活平衡」理念
 ▪興辦托兒設施、提供同仁子
女教育諮詢及服務

 ▪ 全體供應商  ▪全體員工
 ▪有需求之員工

 ▪0 人  ▪0 人

 ▪要求產品含鉭、錫、金、
鎢的供應商要有非單一的
合作冶煉廠

 ▪福委會委員及廠區組織活
動窗口合作宣鼓勵參與
 ▪為吸引及留任幼兒園優良
教師，優化其薪資結構，
並新增 7 天給薪充電假
 ▪強 化 台 積 幼 兒 園 STEAM
教育

 ▪經查若使用不合規礦產，將
要求供應商立即停用其來源

 ▪發放調查問卷，做為改善
依據
 ▪ 提前抽籤作業，讓同仁適
時找尋適合的優良幼兒園
 ▪ 提供幼兒園教師具競爭力
的薪酬福利制度

 ▪供應鏈員工申訴管道  ▪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透過申訴管道、廠區溝通會及
管理系統了解員工工時情形
 ▪加班需取得員工同意，並於事
後提供加班費或補休

 ▪制定《假勤管理辦法》與建立
「出勤紀錄系統及申報加班
系統」

 ▪全體員工

 ▪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人數
2,738 人（詳細內容請參考「職
業安全衛生」）

 ▪管理及分析員工進出廠區時
間報表，預警廠區主管工時管
理
 ▪員工總體薪酬高於基本工資
規範並優於同業水準

 ▪經查若具強迫勞動之實，要
求 主 管 進 行 必 要 之 改 善 措
施，並返還員工應有權利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面談諮詢應徵者其工作意願
 ▪應徵者須提供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落實查核

 ▪遵守《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自由選
擇就業相關規範
 ▪訂定《招募暨聘僱辦法》，絕不雇用非自願
工作者及年齡未滿 18 歲人員，並透過聘
僱通知書完整說明受僱方之權利義務及福
利項目，以維護平等而透明的僱傭關係

 ▪新進員工

 ▪0 人

 ▪依法進行聘僱流程，杜絕童工聘用問題

 ▪透過定期《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VAP
與 SAQ 機制進行風險預防
 ▪經查若具強迫勞動之實，立即進行必要之改
善措施，並返還員工應有權利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

目標
與作為

風險
評估

影響
對象

高風險
人數

減緩
措施

如何
補救

申訴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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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溝通 
台積公司重視員工的意見與權益，建構多項員工
意見反映管道，其中許多管道由人力資源組織最
高主管負責把關，以快速且保密的方式進行處
理，致力提供主管與同仁以及同儕間開放透明的
溝通環境。同時，台積公司尊重同仁集體協商
與參加和平集會的權利，依照法令定期舉辦「勞
資會議」，向員工報告企業營運概況，並邀請員
工參與勞動條件與勞工福利等議題討論。此外，
為使勞資雙方溝通更為順暢，因應廠區勞方代表
4 年任期期滿改選需求，繼民國 107 年首次於中
科廠區採電子投票方式選舉勞方代表，民國 108
年龍潭廠區、民國 109 年新竹、台南廠區皆以
電子投票方式選出各廠區之勞方代表，擴大員工
參與。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台灣廠
區事業場所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改選已全數採電
子投票方式完成。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內部溝通管道共收到
4,343 件員工意見與申訴案，包括性騷擾申訴處
理委員會 4 件、員工申訴直通車 171 件、員工
意見箱 906 件，以及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3,192 件，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 70 件，所有申報案
件皆已由執掌單位進一步處理。 

其中性騷擾申訴、員工申訴直通車及違反從業道
德行為舉報系統，皆有專責的小組與委員進行案

件調查與審理。員工意見箱及各廠馬上辦等員工
問題反應，則依照問題內容交由負責單位協助處
理，並與同仁溝通對應之做法與結果，以上溝通
管道皆公開於公司內網首頁供員工查詢使用。

民國 109 年經公司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調查
成立之案件為 2 件，涉案同仁均受公司嚴厲懲
處，包含一位解雇處分。同時，因案件均涉及社

群軟體不當使用，台積公司亦於民國 109 年度
性騷擾防治課程中加強宣導使用社群軟體應注
意事項，提高同仁認知。  

違反從業道德成立之案件為 6 件，涉案同仁均
遭公司依規範懲處。公司亦於相關課程中宣導
從 業道德規範的重要觀念。民國 109 年，台
積公司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年度課程完訓人數

50,482 人，完訓率達 99.72%；主管計 5,425 人，
完訓率達 100%。

由於台積公司多年來員工溝通順暢，員工關係向
來和諧，因此雖然公司一直尊重所有員工組織和
參與他們所選擇的工會、集體談判和參加和平集
會的權利，同時也尊重員工迴避這類活動的權
利，截至目前並無員工出面組織工會。

歷年員工溝通管道申報件數 單位：件

註：員工申訴直通車、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員工意見箱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各廠區馬上辦則僅包含台灣廠區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調查成立件數 歧視案件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舉報件數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調查成立案件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舉報件數

民國年
0

105

05 5 2

35

106

037 4

32

107

03 3 1

43

108

02

59

44

109

024 6

70

4,688
4,395

3,6973,856
3,632

2,956

712
645 589

80 79 106

4,343

3,192

906

171

3,998

3,151

643

141

員工溝通管道
收到案件總計 

員工申訴直通車 

員工意見箱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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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溝通管道架構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註：「113 關懷專線」和「傳簡訊 碼ㄝ通」的申訴意見，將會由專人接洽並轉入合適的意見反應管道 

全體員工 董事會及
管理階層 

面對面溝通

 ▪董事長／總裁溝通會 
 ▪勞資會議 

 ▪各組織溝通會 
 ▪各單位活動

員工網站 
員工意見調查 
人力資源服務團隊 
e 晶園網站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員工申訴直通車 
 ▪員工意見箱 
 ▪吹哨者舉報程序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各層級主管 

人力資源組織 

系統／
委員會主席 

e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傳簡訊碼ㄝ通 
 ▪113 關懷專線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廠區內各項議題（機台設備／工作
環境／工作分配／流程改善／內部
管理）負責人：各廠廠長 

113 關懷專線
生活與工作問題 （廠區碼 + 113 ）
負責人：人力資源組織副總 

員工申訴直通車
重大管理缺失、職場
暴力及財務稽核問題
負責人：副總經理

傳簡訊 碼ㄝ通
生活與工作問題  0987-571785
（請一起幫我）
負責人：人力資源組織副總 

吹哨者舉報程序
會計及法務問題 
負責人：台積公司
審計委員會主席 

員工意見箱
公司內各項議題 （食衣住行／
內部轉職／績效發展／假勤加
班／薪資福利／離職與留職停
薪／員工個人權益／其他建言）
負責人：人力資源組織副總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性騷擾問題
負責人：法務副處長

113

導言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負責任的採購者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ESG 封面故事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實踐永續管理      營運與治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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