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 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
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屬「工作相關」公傷，始需納入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登錄計算，「非工 作相關」公傷如因 個人因素於餐廳或停車
場等場域跌倒者，不在計算範疇。因應新的計算方式修正目標，相關說明請詳見「失能傷 害統計分析」

職業安全衛生

 ▪事件發生千人率 < 0.20 

 ▪失能傷害頻率 < 0.3 註 1 

 ▪失能傷害嚴重率 < 3 註 1

 ▪事件發生千人率 < 0.20

 ▪失能傷害頻率 < 0.4

 ▪失能傷害嚴重率 < 4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 件 

 ▪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 53%

 ▪輔導 65% 高風險作業承攬商導入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事件發生千人率 0.311
目標 : < 0.20

 ▪失能傷害頻率 0.42
目標 : < 0.45

 ▪失能傷害嚴重率 4
目標 : < 6

 ▪輔導 60% 高風險作業承攬商導入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目標 : 60%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 件 

 ▪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55%

 ▪輔 導 高 風 險作 業 承 攬 商註 2 取 得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
認證，通過認證率 100%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註 3

註 2：高風險作業承攬商每年會增加新廠商，故持續進行輔導
註 3：事件發生千人率未達成，改善措施請詳見「安全績效指標」

推動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管
控安全風險，建構本質安全的
工作環境

推動安全文化

落實職業疾病預防，促進員工
全方位健康

全方位健康管理 

內外串聯
與外界攜手合作，建立產業鏈
安全的工作環境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 件 
目標 : 0 件

 ▪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 53.5%
目標 :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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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台灣廠區 100％取得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且因應
ISO 45001 認證系統轉換，協助子公司台積電
（中國）、台積電（南京）、WaferTech 及采鈺
公司取得 ISO 45001 認證，落實職業安全衛生
國際標準，保障所有員工的安全與健康。面對
嚴峻的新型冠狀病毒 (COVID –19) 疫情，台積
公司成立防疫委員會，因應疫情適時調整防疫

措施，規畫員工及廠商分組辦公，維持公司正
常營運生產。

民國 109 年，隨著產能擴張，每日進出台積公
司的承攬商人數再創新高，由民國 108 年的每
日 3 萬 2,168 人提高至每日 3 萬 9,470 人，居
全國半導體業之冠。為確保承攬商更安全的工
作，與台積公司共創友善健康職場，台積公司

自民國 108 年起，以「讓每位承攬商安全工作
與回家」為初衷，由 86 位台積公司工安環保部
門工程師成立編輯委員會，共同將複雜的環安
衛相關規定分門別類、重新架構，以工作前、
中、後的時間軸為編製邏輯，於民國 109 年 8
月正式發布《台積公司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
讓承攬商應用此工具書時，可更直覺的透過漫
畫般的圖像指引確實遵循，同時藉由知識與經

驗的分享，引領業界齊力建構供應鏈安全衛生
職場。《台積公司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順應
法規更新而與時俱進，例如勞動部職安署公告
最新的「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
引」，台積公司隨即建立熱危害預防管理流程，
並增列於藍皮書中，提醒承攬商戶外高溫施工
可能引發熱中暑、熱衰竭或熱痙攣等熱疾病預
防與因應措施。

廠區工安環保部
負責安全衛生相關業務推行

 ▪作業場所健康風險鑑別
 ▪化學品暴露評估管控
 ▪噪音、游離與非游離輻射防護
 ▪人因工程管理
 ▪召開廠級安全衛生委員會
 ▪承攬商管理

以全公司的角度，制定環安衛發展藍圖、管理
規章及相關標準管理程序

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

全公司各單位
配合安全衛生相關活動執行

政府單位、半導體協會、   
 SEMI 組織

透過產官學合作，攜手提
升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供應商、承攬商
藉由輔導合作，共同提升

供應鏈安全衛生績效

與外界攜手合作，共同降低職場安全衛生風險內部落實安全衛生管控

 ▪主導廠級職業疾病預防
 ▪協助子公司建置環安衛管理規
範與執行目標
 ▪就近協助租賃、借用廠房或辦
公室緊急應變啟動時應變組織
支援

健康促進管理課
負責健康促進相關業務推行

 ▪健康照護  ▪員工協助  ▪健康促進  ▪職業疾病預警

NEW

 ▪制定政策、目標與方案
 ▪主導並引入新技術、新危害和職安衛風險之知識或資訊、管理程
序稽核廠區安全衛生績效
 ▪召開公司級安全衛生委員會
 ▪與外部利害關係者溝通公司性安全衛生議題
 ▪對供應商提出環安衛管理要求，建置永續供應鏈
 ▪主導職業疾病調查委員會，落實公司級職業疾病預防
 ▪建立廠區外設施租賃、借用管理權責，及該環境的環安衛法規符
合度風險鑑別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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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安全文化
台積公司多年來秉持著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
各級管理階層主管皆負有推動安全衛生工作的
義務與責任，透過管理系統制度與規範，確實
要求員工遵守及執行，並不斷的持續從觀察人、
環境、行為三面向改善，持之以恆的教育訓練，
使每位員工落實建立安全友善職場的目標，讓
台積公司持續往永續發展邁進。

安全衛生執行項目
遵循《台積公司安全衛生政策》，台積公司持
續推動安全衛生執行項目，並以安全衛生績效
指標（Safety performance index, SPI）追蹤執
行成效。安全衛生執行狀況於每月的廠級安全
衛生委員會及每季的公司級安全衛生委員會，
定期向公司內部各組織的勞工代表說明。

法規鑑別
標準化管

理程序
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風險鑑別
及評估

變更管理 化學品管理 機台管理

承攬商管理 落實度查核 緊急應變
職業災害 

預防

註 1：因應各地法規差異，台積電（中國）與台積電（南京）法規鑑別
平台，因網域防火牆設置問題，將延至民國 110 年完成

註 2：民國 109 年教育訓練成果表
註 3：新增互動式新進人員安全衛生訓練線上學習課程，採互動式影片

教學，提高趣味性及學習效果，同仁回饋滿意度高於 95%

法規鑑別
 ▪定期鑑別法規，追蹤所有廠區法規遵循狀況，共 10 項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變更
 ▪因應快速擴廠需求，台積公司對外租賃辦公室、實驗室、測試中心、停車場或廠房等，於管理程序中增加外部租賃的環
安衛管理責任畫分

標準化管理程序

 ▪標準化安全衛生管理程序共 58 份文件，民國 109 年檢視後修訂更新 29 份
 ▪因應 COVID–19 防疫作為，新增《台積公司傳染病防治作業指導書》，明確定義防疫的權責單位、疫情調查、健康
聲明、內外部溝通、防疫落實度稽核及作業環境消毒等完整程序
 ▪台積公司全數完成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83 位同仁通過 ISO 14001 ／ ISO 45001 內部稽核員訓練，強化內部稽核人員專業職能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註 2

 ▪持續推行員工與承攬商安全衛生訓練，電子化完整保存訓練紀錄，以符合安全衛生法令與緊急應變需求；針對法規
要求的職業危害項目，員工皆依法取得操作資格
 ▪精進一般新進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註 3，由原先實體課程修正為線上課程搭配實體課程，提高學習與訓練效果
 ▪員工、承攬商 100％通過安全衛生訓練

風險鑑別及評估註 4  ▪執行員工、承攬商工作環境危害辨識、安全衛生管理方案、作業現場、作業觀察及施工作業安全、健康管理分析，所有的風
險鑑別作為採取分級管理、執行追蹤管控以控制、預防或削減危害及風險。民國 109 年共執行 2 萬 8,000 件風險鑑別及評估 

變更管理  ▪完成 5,626 件變更管理，0 件因變更管理造成的虛驚事件

化學品管理註 5  ▪所有化學品入廠前皆須通過安全審查程序，民國 109 年評估引入 259 種新化學品，0 件因使用新化學品造成的虛驚事件

機台管理  ▪評估引入 194 種新機台，0 件因使用新機台造成的虛驚事件

承攬商管理
 ▪承攬商於廠內共執行 2 萬 8,758 高風險作業
 ▪新增「承攬商作業現場會勘作業危害告知」及「戶外高溫熱危害預防管理機制」二項規定，詳情請參閱《台積公司
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

落實度查核  ▪內部稽核共提出 1,628 件缺失事項，各項缺失事項皆依規範時間內完成改善

緊急應變  ▪領先業界導入「全災害管理」思維部署防災演習，民國 109 年執行 195 場實兵演習，75 場桌上演習註 6

 ▪改善疏散點名機制由人工點名修正為刷卡點名， 100％掌握人員動向

職業災害預防  ▪持續召開員工受傷分析調查會議，並將相關改善作為水平展開至各廠區，期能降低災害案件數

註 1

項目 民國 109 年執行作為

已完成 進行中
註 4：台積公司建立員工與公司互護的安全文化，鼓勵員工主動提出工安改善建議，並採取分級管理、

執行追蹤管控以控制、預防或削減危害及風險，進而達到建置友善安全職場目標
註 5：台積公司化學品管理流程
註 6 :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領先業界導入全災害管理計畫，防災力更升級」

民國 109 年安全衛生執行項目

台灣
廠區

SPI
指標

海外
廠區

采鈺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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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績效指標
台積公司的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採「四級燈號管
理」，含主動及被動指標。主動指標鼓勵員工
積極參與安全衛生活動、提出工安改善建議，
被動指標則涵蓋缺失數、虛驚事件數等。民國
109 年，藍燈燈號出現比例由前一年的 88.8%

歷年事件數

0.100

0.200

0.400

0.500

0.300

單位 : 事件類別數／千人率歷年事件類別分析

降至 70.4%，紅燈增加了 1％，主因為今年的
虛驚事件數由去年 21 件增至 30 件，經使用品
質 分 析 工 具 3L5W(Three-Legged Five Whys)
進行事件調查，發現其中 11 件為氣體洩漏預
警報啟動、10 件為人員受傷、4 件為火警預警
系統啟動、4 件為化學品洩漏警報系統啟動、

1 件為全廠電力中斷。有鑑於安全績效指標從
民國 107 年起逐年下降，民國 110 年將評估
於部分廠區導入安全文化評估問卷，協助鑑別
需要精進的事項，問卷調查結果預計將於民國
111 年完成分析並取得對應之相關改善成效。

安全績效指標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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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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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0

6

0.257
0.311

0.142

註：民國 109 年起，事件發生千人率計算入廠總人數，範疇涵蓋員工
及承攬商，員工計算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 ( 中國 )、台積
電 ( 南京 )、 WaferTech 及采鈺公司；承攬商計算範疇涵蓋台灣
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 ( 南京 )、采鈺公司

民國年105 107 109106 108

事件數
事件數／入廠總人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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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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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0.104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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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民國 109 年起，事件發生千人率計算入廠總人數，範疇涵蓋員工
及承攬商，員工計算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 ( 中國 )、台積電
( 南京 )、WaferTech 及采鈺公司；承攬商計算範疇涵蓋台灣廠區、
台積電 ( 中國 )、 台積電 ( 南京 )、采鈺公司

民國年

全廠電力中斷
火警預警系統啟動 

化學品洩漏
人員受傷氣體警報系統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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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 ( 中國 )、台積電 ( 南京 )、
WaferTech 及采鈺公司

優 佳
警示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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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件氣體預警警報，皆於警報發出後立即關閉該
特殊氣體，由風管排入後端尾氣處理設備處理，
故未實際洩漏至環境中造成人員傷亡或環境汙染。
已分析啟動氣體預警警報原因，將朝標準化、自
動化及強化人員訓練三大層面改善

 ▪明定台積公司特殊氣體鋼瓶更換程序，將各類特殊氣體保壓及氦測漏標準化程序寫入管理程序書
 ▪增加安全裝置，自動化判斷氣體鋼瓶保壓狀態，不符合測漏標準之鋼瓶即不可上線使用，降低人為判
斷風險
 ▪更換氣體作業時，人員需配戴影像傳送設備，傳送現場影像資料至緊急應變中心及廠務系統控制中
心，即時監控每個高風險作業執行狀況，強化現場作業安全

降低氣體預警警報啟動

改善作為

民國 109 年
虛驚事件改善重點

7 件員工受傷事件中，6 件為走路不慎摔倒導致腿部或手部
骨折，調查後確認與工作環境無關；1 件為設備工程師進行
機台維護保養工作時，未使用正確的上下設備所致，已建
立《工作場所列管機具安全管理程序書》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承攬商每日高風險作業數達 2 萬
8,758 件，其中因未確實遵守現場會勘程序、高重心機台未
即時修正搬運程序、作業前未完成安全教育訓練，共發生 3
起承攬商受傷事件

 ▪明定所有梯凳或 A 字梯等上下設備，須於進廠時進行安全檢查，通過檢查後張貼「注意事項 ( 中／英 ) 
」及「機具使用標示或工作梯標示」
 ▪明定梯凳踏板寬度、深度及梯面踏板間隔高度，作業中禁止腳尖踩踏或單腳站立、地面不可有高低落
差、嚴禁梯凳間放置踏板當平台使用，且禁止在梯凳上從事劇烈震動之作業

 ▪增加「會勘現場安全衛生注意及危害告知事項」表單，除提醒施工相關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外，增修會
勘時需由台積公司工程負責人全程陪同，不得獨自進入高風險區域會勘；如需進入 3.5 層天花板，須
申請「天花板作業許可管理」
 ▪增訂「高搬運風險機台鑑別程序」，施工會議中提出搬運的易傾倒機台清單及提出對策
 ▪新增整合承攬商管理與門禁系統，未完成台積公司廠商安全衛生訓練課程的廠商，不可進入廠區執行作業

承攬商

員工

改善作為

改善作為

4 件火警預警系統啟動事件，僅 1 件為廠務設備模鑄式變壓器導致火警警報啟動，顯示自民國 107 年持續執行模鑄式變壓器異常改善專案深具成效，
其他則為偶發事件，包括鋰電池管理、避雷針設置等改善事項皆已完成降低火警預警系統啟動

1 件電力中斷事件，改善措施為提送用電設備予台電審查，放大電驛協調設定，即時監控用電管理負載避免用電量驟增導致電力

4 件化學品洩漏事件，主要是元件損毀或鬆脫造成，改善措施為強化化學品管路固定方式，降低因管路震動造成的接頭鬆動而洩漏；另外針對化學品管路上的
重要閥件，納入日常檢點項目，達到提早檢修目的降低化學品洩漏警報啟動

降低人員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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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職業災害統計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災害定
義及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公布之重要失能傷害統計指
標計算，以失能傷害頻率（FR）、失能傷害嚴
重率（SR）為主要數據指標。民國 109 年，台
積公司重新檢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工
作相關」公傷始納入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
嚴重率計算，至於因個人因素在餐廳或停車場
跌倒的「非工作相關」受傷案件，雖不列入職
業災害相關統計，仍會針對案件發生原因進行
調查分析及改善作為，而員工的假勤、醫療及
保險權益仍維持不變。

註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 
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屬「工作相關」公傷，始需納入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登錄計算，「非工作相關」公傷如因個
人因素於餐廳或停車場等場域跌倒者，不在計算範疇。上表為以新定義修正過往 5 年數據

註 2：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註：範圍涵蓋包含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
鈺公司

註：範圍涵蓋包含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
 鈺公司

透過現場觀察並收集作業同
仁意見，重新規畫推車動線、
指定推車擺放位置

推車四邊加裝防撞邊條，
減少不慎碰撞時人員受傷
嚴重度

於易發生碰撞區域裝設反光
鏡，加強推車運送過程警示

男 女 男 女

落實LOTO（Lock out Tag out, 
LOTO）措施，要求同仁進行
機台保養作業時，捲夾動件
必須掛牌上鎖，民國 109 年
共完成 2,577 項作業內容並
增修於維護保養程序書

落實防夾治具使用與關閉
閥件氣源驅動裝置，以防
呆裝置避免人員操作過程
受傷，並由各廠區的工安
環保單位納入每日現場不
定期稽核項目，提高人員
警覺性

建 立 設 備 作 業 人 員 與 監 督
人員之技能認證機制，未通
過 認 證 者 不 可 執 行 該 項 作
業；訓練紀錄與作業申請紀
錄串聯，未通過訓練者不可
申請該作業，以提升人員作
業安全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專
章介紹防切／割／擦／刺
傷防護器具的使用時機與
方式

1 2 3 4

民國 109 年，女性受傷類型多為跌倒與衝撞／被撞，案
件主要發生於六吋及八吋廠區無塵室推車運送過程

女性受傷類型

民國 109 年，員工失能傷害件數共 43 件，失能傷害總損
失工作日數 422 天，其中男性失能傷害共 29 件、累計
308 天，女性失能傷害共 14 件、累計 114 天。男性的工
作相關失能傷害件數與總損失日數高於女性，男性受傷
類型除跌倒註 外，主要為進行機台維護保養作業過程中發
生夾／捲傷害及切／割／擦／刺傷

員工失能傷害

總工時、損害件數及損失日數註 1

失能傷害嚴重率傷害件數 損失日數 總工時 失能傷害頻率

註：跌倒事件的相關說明請詳見「民國 109 年虛驚事件改善重點」

改善作為

改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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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內部發生 37 件非工作相關的受傷事件，其中以跌倒佔最高比例共 24 件，總損失日數 485 日。

 10.3%  10.3% 13.8% 41.4%17.3%6.9%

28.6% 7.1% 21.5%7.1%35.7%

員工跌倒原因分析及改善作為 失能傷害頻率依公傷類型區別

失能傷害嚴重率依公傷類型區別 非工作相關受傷類型百分比 

跌倒 衝撞／被撞 人因傷害 被夾／被捲 被切／割／擦／刺傷 其他

22 件個人因素：包含走路不專心、轉身過程重心不
穩、踩到鞋帶絆倒、樓梯間踩空、停車場下車自行絆
倒、戶外天雨路滑跌倒或因身體不適暈眩跌倒等

持續優化廠區內易跌倒區域，加強海報宣導，提醒同
仁重視個人安全

2 件辦公室清潔作業未落實區域管制

 ▪重新審視辦公區域清潔及打蠟作業流程，制定安
全作業圍籬設置辦法，要求非清潔人員禁止進入作
業管制區
 ▪使用吸酸棉清潔地面油漬，減少同仁滑倒風險
 ▪將清潔及打蠟流程列入清潔人員每月的定期訓練
課程內容

個人

改善作為改善作為

辦公室

18.6%

 16.3%

 7% 
11.6%

 11.6% 

 34.9%

跌倒
衝撞／被撞

人因傷害
被切／割／擦／刺傷

運動傷害
其他

61%17.1%

12.2%

4.9%
2.4%

2.4%

15.8%48.2%

35.2%

23.9%

12.6%

5% 

19%

4.3% 

3.5%

30.7%

1.8%

11.4% 5.2% 37%26%5.5%14.9%

台積公司廠務學院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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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健康管理
工作造成的職業疾病或因個人健康不佳而造成的
生產力下降，對企業的潛在影響不容小覷。全方
位的健康管理應包含鑑別工作環境健康風險，因
應鑑別結果採取管控措施，預防職業疾病及推動
員工個人健康管理，促進個人身心健康。

落實職業疾病預防
台積公司致力突破傳統職業衛生作為，矢志建
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將工作項目依照風險
鑑別方式，找出可能導致職業疾病的化學性、
物理性、人因性、生物性、社會／心理性五大
危害因子，並執行相對應的預防作為。在危害
因子方面，民國 109 年持續與成功大學工業衛
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蔡朋枝進行化學
品作業環境監測採樣最佳化與結果分析，攜手
外部學者專家共同營造健康職場。

民國 109 年 1 月，因應全球 COVID–19 疫情，
成立台積公司防疫委員會，並於公司內部網站
設置即時防疫專區，讓同仁可隨時了解各項最
新的管制訊息及防疫相關措施。

 ▪安排職業專科醫師進行台灣廠區搬運作業現場訪視，並給予建議
 ▪簡化人因鑑別系統檢核表，同仁可即時確認作業危害等級
 ▪持續使用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找出高人因風險作業
 ▪配合健康中心健檢問卷及酸痛貼布領用記錄，關懷因肌肉骨骼痠
痛請假的員工，並安排職業專科醫師面談

 ▪安排 6 場次職業專科醫師現場訪視，共給予 2 項共通建議，包
含人員每年定期教育訓練、修正設計不當的握把等，改善完成率
100%

 ▪完成 10 個身高超過平均辦公室人員Ｅ化系統評估，透過調整桌
椅高度及增加踏墊強化工作舒適度，同仁滿意度達 100%

 ▪185 位因痠痛影響工作員工須進行人因因子暴露狀況調查，經職
業專科醫師綜合評估後，共協助 7 位疑似人因風險員工進行配工
評估，並適時提供工作調整建議
 ▪因痠痛影響工作者經比對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皆未於具潛在或
有人因風險區域作業

 ▪針對後段封測廠使用的含鉛混合物之製程進行鉛暴露風險預防
作業盤查

 ▪化學品管理：相關說明請詳見台積公司化學品管理流程
 ▪領先國內業界，導入「歐盟 EN 14175-3 局部排氣櫃效能測試標準」，
建立實驗室局部排氣櫃通風排氣標準 

 ▪完成廠區鉛暴露作業場所環境改善
 ▪所有化學品危害風險評估結果皆屬低風險，且所有台積公司使用
的化學品安全資料表正確性 100%

 ▪實驗室內的所有化學品作業皆必須於局部排氣櫃內進行，降低操
作人員健康風險

職業疾病相關預防作為及成效

民國 109 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持續性作為

成效 成效

人因性
與職業專科醫師合作現場訪視

化學性
建構暴露評估模式，管制化學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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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性
實施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方案

民國 109 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成效

民國 109 年新增作為民國 109 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持續性作為

成效 成效

生物性
即時追蹤疾病管制署公告資訊，適時提供衛教資訊

物理性
增加環境物理性暴露鑑別

 ▪運用系統整合員工健檢資料（不受限當年度健檢資料），擴大風
險管理對象，且建立工時系統提醒機制，每日監控高風險人員工
時狀況

 ▪每年健檢後進行員工健康風險評估與分級管理，並提供衛教資料
與就醫協助
 ▪依醫師評估進行員工工時管理與工作職務調整 

 ▪管理人數增加為 2,738 人，並將職業專科醫師綜合評估建議，告
知員工本人、單位主管與所屬人力資源服務代表，協助員工調整
工作負荷，以降低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
 ▪結合工時系統，每月個別提醒員工本人、主管和所屬人力資源服
務代表，或安排職業專科醫師進行健康風險再評估

 ▪持續關心各國傳染病即時現況，建立法定傳染病準備與因應準則
 ▪成立防疫委員會，因應疫情狀況建立台積公司 COVID–19 防疫對
策及非法定傳染病通報機制

 ▪針對至傳染病盛行區域出差的同仁，提供防疫包及相關衛教訊息
 ▪提供季節性流感、登革熱等衛教資料 

 ▪配合 COVID–19 相關管制措施，針對高風險人員進行個別防疫管
理總計共 5,937 人次
 ▪管理法定及非法定傳染病 401 人次，有效管控及避免疫情擴散
 ▪提供出差人員 295 份差旅防疫包

 ▪建立《機台雷射射源校正作業規範》及新增眼部特殊體檢

 ▪建構系統化游離輻射量測結果，追蹤分析歷年機台輻射防護；
建立輻射源專人管制機制，並於僱用前載明佩戴心律調整器者，
不可從事相關機台作業
 ▪建置廠區歷年機台非游離輻射量測結果，要求製程機台每半年
非游離輻射量測

 ▪完成機台操作人員 1 人眼部特殊體檢，檢查結果正常
 ▪無任何輻射造成暴露個案
 ▪非游離輻射量測結果無異常項目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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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109 年， 因 應 COVID–19 全 球 肆 虐，
台積公司由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人力資
源、營運、資材管理、客戶服務、資訊技術、
公共關係、海外子公司跨組織成立台積公
司防疫委員會，由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
管理資深副總經理及人力資源副總經理擔
任疫情指揮官，負責傳染病防疫管制措施
及緊急應變事宜，全盤審視防疫相關所需
之人力及物力資源調度，適時公告台積公
司防疫管制措施；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處
長擔任執行秘書，蒐集並彙整台灣廠區及
子公司所在地政府防疫政策，參考國內外
疫情訊息，向指揮官提出防疫措施建議，
並與健康促進管理課隨時管控高風險人員
名單，同步建立「台積公司傳染病防治作
業指導書」。相關管制作為及防疫規定涵
蓋台灣廠區與海內外子公司，確保疫情有
效控制，保障工作者健康，並維持公司正
常營運生產。

焦點案例

防疫大作戰 － 杜絕
COVID–19 於千里之外

落實防疫風險管理，保護員工及承攬商健康

勤洗手 入廠前體溫量測 公共區域配帶口罩 用餐採梅花座 餐桌 上張 貼 警 示語，提 醒
桌椅不要移動、用餐不交談

入廠前身分驗證

控管所有
進廠人員

設計雲端問卷進行
體溫、接觸史調查

防疫控管 － 
門禁通行權限管理系統

通關機控制
主機 

一站式服務
居家辦公

依照防疫委員
會政策動態判
讀高風險人員
體溫追蹤與門
禁自動控制

接收高風險人
員 名 單，執 行
人員權限限縮
與下派利用外部問

卷系統隨時
快速填寫健

康狀況

自動門禁權限
( 關／開 ) 控管

每日分析
管理報表

健康追蹤與
體溫監控

防疫委員會
小組負責監控

自動限縮高風險人員門禁

即時監控追蹤警示人員
進
公
司
前
確
認
健
康
狀
況

即
時
回
饋
健
康
狀
況

自
動
匯
入
高
風
險
人
員
清
單

管
控
高
風
險
啟
動
居
家
辦
公

防疫風險控管流程

透過雲端服務，台積公司
整合智慧型手機即時簡訊
功能，隨時確認所有進入
人員的體溫回報狀態，並
連動門禁權限控管，有效
預防高風險人員進出，並
每日分析追蹤管理監控人
員體溫，將高風險人員杜
絕於台積公司廠區

所有人員進廠時落實勤洗
手、體溫量測、身分驗證，
確認已完成體溫回報及填
寫健康聲明書，並要求其
在公共區域全程配戴口罩、
保持適當安全社交距離、
嚴格執行員工用餐規範

依據「台積公司傳染病防治作業指導書」，台積公司針對廠內確診情境，建立完整的疫情調查流程及分工明確的緊急應變組織。民國 109 年，當廠內發生 1 例確診個案，立即於 1
小時內成立防疫緊急應變小組進行個案疫情調查，除參照國家衛生指揮中心指引，台積公司更擴大匡列接觸者並採取隔離措施，並同步展開工作區域消毒清潔，期間提供確診同仁
及匡列接觸者後續醫療狀況追蹤、COVID-19 相關衛生教育溝通及日常生活協助

員工

落實員工與
承攬商自主管理2

雲端掌控人員狀況1

確診案例的疫情調查
及緊急應變作為3

廠商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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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的職場健康風險的預防作為涵括社會／心理與個人健康二大層面，需同時協助改善
以維護員工健康

健康風險管理 健康照護

工作相關程度

提供支持性環境與各式照護服務方案，持續促進員工健康

46,801 人次參與109 年健康促進活動

防癌篩檢 8,631 人次 完成糞便潛血、子宮頸抹片，或乳房／婦科超音波檢查

129,375 人次參與運動館

3,704 人次接受諮商諮詢員工協助

鼓勵員工培養規律運動習慣，設置台積運動館，各廠健身房、韻律教室及綜合球場等，積極提供支持性環境及
多元課程，服務對象涵蓋員工及眷屬，提供游泳池、瑜珈、飛輪等健身課程

長期與專業心理師、律師與會計師合作，提供免費諮商諮詢服務，協助員工因應身心生活壓力等問題

對象涵蓋員工、眷屬、廠商、訪客17,581 人次西牙醫門診

參與專家在線開講、健康小學堂、健康食堂聰明選、減重等活動。因
應 COVID-19 防疫考量，健促活動形式調整為數位學習或線上講座方
式；其中線上互動講座較往年實體講座參與人數成長約 2 倍，透過
生活化的案例分享，提升員工生活習慣改變動機

18,981 人次健康健促活動

生／心理健康講座 1,377 人次 參與疾病預防、運動、飲食、壓力調適等主題講座

按摩服務 231 人次 由外部按摩師駐廠提供服務

中／高度風險者接受醫療協助、
工時管理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方案 2,738 人

遵循「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規範，
針對員工生理狀況及防護需求，進行生理評估呼吸防護具生理評估 12,672 人

協助 643 位孕產婦工作環境評估，並
送出 1,788 份揹巾禮品母性健康保護管理 643 人

高壓力感受者由心理師主動面談關懷高壓力感受員工關懷 1,245 人

肌肉骨骼痠痛且請假≧ 4 天者主動評
估，必要時協助調整工作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209 人

中高度健檢異常 9,882 人
100% 追蹤管理一般員工健康照護 54,100 人

特別危害健康管理  1,739 人 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4,753 人參與
特別危害健康檢查，100% 完檢

健
康
風
險
程   
度

職場健康風險圖

協助員工健康管理，涵蓋健康風險管理與健康照護

台灣廠區 台積電（中國 ) 台積電（南京） 采鈺公司 Wafer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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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串聯
身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導者，台積公司視帶
領供應商、承攬商一同建立健康職場為責無旁
貸的使命。民國 109 年上半年，因應 COVID-19
疫情，台積公司管制並降低與外界面對面交流、
分享自身安全衛生推行經驗的次數，直至下半
年疫情趨緩後重啟訓練及輔導，透過與商業夥
伴、產官學界及全體社會的合作，齊力降低供
應商、承攬商的安全衛生風險。

攜手外界，建構優良工作環境
台積公司代表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定期參與
世界半導體協會的安全衛生環保會議（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ESH Working Group of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與 各 界 交 流
職場安全衛生的風險管控作為。民國 109 年，
因應 COVID-19 疫情，安全衛生環保會議改以線
上會議方式進行，在降低群聚性風險的前提下，
積極分享安全健康職場的管理經驗。

民國 109 年持續性作為

 ▪安排台積公司的職業疾病專科醫師針對駐廠承攬
商作業進行現勘，鑑別作業環境的化學品接觸風險

 ▪要求承攬商特殊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必須主動
通報台積公司

 ▪持續蒐集廠商意見修正《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

 ▪確保駐廠人員於台積公司內部作業無任何化學品
暴露健康疑慮

 ▪0 件特殊健康檢查異常通報

 ▪《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採納承攬商建議，增加
版本修訂履歷，讓讀者隨時掌握最新內容

加強承攬商危害告知，強化人員健康
風險觀念
依據化學品暴露風險、作業頻率及型態，台積公
司定義高化學品暴露風險承攬商，約佔承攬商總
人數 3%，致力降低承攬商化學品暴露相關職業疾
病發生。民國 109 年，承攬商失能傷害頻率與失
能傷害嚴重率雖較民國 108 年下降，仍有 3 位廠
商於台積公司廠區發生職業災害，工時損失 262
天，相關事件改善措施請詳見「事件改善重點」。 成效

註：數據涵蓋範疇為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註：數據涵蓋範疇為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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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承攬商

既有承攬商

承攬商教育訓練成果 承攬商失能傷害統計資料

失能傷害頻率

既有承攬商

民國年107 109106 108

0.03 0.032 0.07 50.10

94

0

安全衛生訓練 針對駐廠且會接觸化學品的廠商進行個人防護具訓練 駐廠且會接觸化學品的廠商參與年度緊急應變演練 失能傷害嚴重率

台積公司解說滅火系統的運作方式與保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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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161

https://esg.tsmc.com/download/csr/TSMC_BlueBook_ESH_Contractors.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csr/TSMC_BlueBook_ESH_Contractors.pdf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台積公司致力提升職場環境，民國 109 年啟
動「駐廠承攬商從業人員關懷專案」，目標
族群鎖定工作地點於台灣廠區之基層服務承
攬商，在維持基本工資保障、法定工時規範
下，規畫二階段工作環境升級措施，受益人
數達 7,000 人。

民國 109 年，針對清潔、團膳、保全三類符
合目標族群，透過抽樣訪談了解平日工作現
況，定義改善項目以執行對應的關懷措施，
已完成增設休息空間、提升溝通工具便利性
與健檢落實度確認三項作為。民國 110 年
將以槽車、貨運司機為第二階段關懷對象，
主要改善項目為工作流程改善及提升環境設
施，致力打造更友善的承攬商工作空間。

駐廠承攬商從業人員關懷專案

實施廠區 執行完成率執行改善

焦點案例

評估流程改善減少司機等待時間，例
如車牌辨識入廠、無紙化作業等措施

優化現有休息空間增設躺臥設施、研
擬特定區域開放使用私人手機

台灣廠區

100%

50%

100%

因入廠規範無法使用
私人手機

發現問題階段／對象

送貨等候時間過長

送貨等候時間無法使用手
機與休息空間

第二階段
槽車、貨運司機

第一階段
清潔、團膳、

保全駐廠從業人員

執行中執行中

要求落實執行健康檢查，以入廠
工作證系統勾稽相關資料

無償發放合規手機給有需求
之從業人員

新廠區規畫增設休息區域；既有
廠區保留會議室時段專屬使用休息空間不足

輪班制從業人員健康
檢查落實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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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管理作為

1

3

強化營建工地安全輔導
為確保晶圓廠興建過程中工程營建人員的安
全，台積公司攜手承攬商建構安全的施工環境，
強化工地安全管理組織，由施工廠商、工地安
全委員會及台積公司合力建構三級管理制度，
共同守護工地的勞工安全。

民國 109 年，為強化第三級營建承攬商高階主管
落實工地安全管理的決心，台積公司邀請承攬商
高階主管參與「台積電新建工程承攬作業安全精

透過工地運作觀察，就 36
項 防 護 計 畫 整 理 170 項 
「工作安全分析」，再透過
工作安全分析訂定防護計
畫發展 163 項標準流程

風險鑑別

請外部專家輔導員和承攬商管理
者於工安會議上報告檢討，共同
審核工程風險鑑別成果

執行考核

進會」，簽署承攬商工地安全宣言，並邀請外部
專家輔導團，由風險鑑別、管理輔導、執行考核
三大步驟，提升承攬商第一線工地安全監督人員
的安全管理認知與能力，輔導承攬商深入了解優
良營建工地的管理政策、安全監督與查核機制，
並依各承攬商的風險鑑別結果提供改善建議，讓
承攬商的安全管理制度更臻完善。

為持續強化營建工地的施工安全，民國 109 年，
台積公司邀請外部專家，針對經常性高風險工作

項目比例較高之 5 家土建與 3 家鋼構組裝承攬
商，執行為期 3 個月的高強度現場評核作業，稽
核結果與建議除提供權責單位進行改善，並彙整
現場稽核缺失，依據工項、工法及法令規定編製
成訓練教材，在工務所舉辦 3 小時教育訓練，共
約 300 人次的第一線工安人員與監工參加。

此外，自民國 110 年起，台積公司將強化開孔管
制措施，以期降低施工人員墜落風險；同時推動
「營建工地廠商安全自主管理精進計畫」，除要

求工地廠商的環保安全單位每月執行工地現場
稽核、將稽核缺失與改善結果回報其高階主管
外，並將不定期抽檢廠商自主稽核落實度，以
確保稽核品質。針對高職災發生率的土建及鋼
構組裝廠商，則將每季舉辦安全溝通會議，要
求高階主管說明當季安全績效、稽核缺失改善
與防止再發作為，透過高階主管的重視，由上
而下落實工地現場安全管理；倘若發生意外，
則將視情節嚴重度給予必要的停權或終止合作
處分。

承攬商安全防護
輔導計畫

2
透過輔導承攬商進行「工作安全
分析」，讓承攬商熟悉工作安全
分析手法，並應用此手法，推廣
到其他工項，落實工程風險管理

管理輔導

註 1：民國 109 年舉辦「台積電新建工程承攬作業安全精進會」，要求承攬商高階主管簽署承攬商工地安全宣言
註 2：民國 109 年委託「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協助教育訓練並輔導承攬商擬定並執行安全防護計畫

第
一
級

廠商工安及監工人員
監督自家施工人員
要求建置職業安全與衛生
管理系統與認證

第
二
級

安全委員會獨立聘僱之工安
監督人員
監督整個工地人員
要求確保現場監工品質、提升
工安人員專業與訓練有效性

第
三
級

台積公司及承攬商管理階層
承諾並授權安全人員
之監督與處置權
對承攬商執行工地現場稽核、
缺失改善與預防再發措施

3 台積公司

工地安全衛生委員會
 ▪總幹事
 ▪工安工程師

 ▪環保工程師
 ▪用電管理工程師

註 1

註 2

工地專案

1

2

施工廠商 1 施工廠商 N施工廠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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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新建工程承攬作業安全精進會－
台積公司主管重申工地安全管理重要性

台積電新建工程承攬作業安全精進會－
台積公司主管重申工地安全管理重要性

工地安全輔導計畫－
宣導作業

工地安全輔導－
專家現場檢視

高處防墜訓練

雙勾安全帶使用訓練

民國 109 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提升工安人員專業與訓練有效性，要求施工
人員通過工地安全教育訓練後始能取得工
作證

 ▪邀請外部顧問協助輔導，提升承攬商第一線
工地安全監督人員的安全管理認知與能力

 ▪要求承攬商建置職業安全衛生與衛生管理
系統認證

 ▪ 施工人員工地安全教育受訓率 100%；承攬
商工地安全人員專業訓練 10 場次

 ▪ 新增 1 家廠商取得認證，高風險施工廠商
34 家廠商全數取得「ISO 45001：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認證，達成 100% 廠商取得
認證目標

 ▪要求高風險施工廠商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認證

 ▪確認廠商負責人了解雇主在《職業安全衛生
法》的相關權責、親自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
改善缺失

 ▪授權現場工安人員停工權，避免危害發生

成效

工地安全管理作為與成果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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