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惜食專案每年超過 50,000 受益人次  ▪惜食專案受益超過 40,000 人次  ▪惜食專案受益達 37,071 人次 
目標：25,000 人次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服務每年至少 1,200 人次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服務每年至少 1,000 人次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服務達 1,044 人次 
目標：1,000 人次

註 1：民國 109 年上半年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防疫政策，配合政策停止體制內教學以外的志工活動
註 2：捐款金額包含台積公司志工與支持「把愛送出去」專案的內外部捐款，此金額為現金投入，不含修繕及其他物資投入

 ▪每年捐款至少新台幣 1,800 萬元予弱勢族群  ▪捐款至少新台幣 1,300 萬元予弱勢族群

 ▪導讀時數超過 5,060 小時註 1 

目標： 8,500 小時

 ▪捐款予弱勢族群新台幣 1,210 萬元註 2 

目標：新台幣 1,100 萬元

 ▪偏鄉教育受益孩童達 3,279 人 
目標：2,000 人

 ▪導讀時數超過 9,000 小時 ▪導讀時數每年超過 10,000 小時

 ▪偏鄉孩童受益人數超過 10,000 人  ▪偏鄉教育受益孩童超過 4,000 人

 ▪愛互聯服務獨老達 10,855 人次 
目標：10,000 人次

 ▪愛互聯服務獨老每年 12,000 人次  ▪愛互聯服務獨老 11,000 人次

 ▪推動教育機構孝道教學 57 間 
目標：50 間

 ▪推動 120 間教育機構孝道教學  ▪推動 60 間教育機構孝道教學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透過導讀、社區及廠處志工， 積
極關注台灣弱勢教育資源不均與
急難救助需求，即時給予協助

關懷弱勢

透過愛互聯系統與台灣北中南醫
院合作，支持醫療單位提升獨老
醫療照護

照護獨老

成立孝道志工，並與教育部、學
校、媒體及企業合作，於各級學
校進行孝道推廣

推廣孝道

執行惜食計畫降低資源浪費，透
過節能、生態及廠處志工，協助
學校節能及宣導環保知識

保育環境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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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自 106 年成立以來，長期聚
焦關懷弱勢、照護獨老、推廣孝道、保育環境
四大公益主軸，民國 109 年持續以「關懷弱勢」
為主要執行方向，並鎖定「偏鄉教育」為年度
重點，建立完整的偏鄉教育對策，協助孩童習
得專業技能、培養一技之長、強化就業機會，
並改善偏鄉人口外移及企業人才缺口的問題。

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
之際，台積電慈善基金會亦號召同仁發揮影響
力，募款與捐贈工業級防護設備支持第一線檢
疫人員安心工作，並邀請公益合作夥伴一同投
入防疫，為因疫情而動盪的社會增添溫暖而正
向的力量。

註 : 包含金錢捐款、製成商品捐贈、修繕服務等以實物贈送方式間接捐款

64,779
志工時數

73,786
受益人次

12,177
志工人次

26,077
人次捐款

照護獨老
 ▪愛互聯夥伴分享會， 
創新服務貼近受助者
需求
 ▪加 強 醫 療 照 護 與 修
繕，增加便利與安全
 ▪台積志工用心陪伴， 
增添長者生活色彩

關懷弱勢
 ▪持續投入偏鄉教育培力，
弭平城鄉資源差距
 ▪改善弱勢經濟與生活環境，
提升生活品質

保育環境
 ▪惜食專案持續擴大影響力
 ▪節能志工協助學校提升能源效率
 ▪生態志工傳遞綠色永續觀念
 ▪導覽志工拉進半導體與民眾距離
 ▪協助建置太陽能板設備
 ▪透過短劇表演提倡環保理念

3,825萬元
 社會投入註

10,451
志工人數

新台幣

服務主軸
服務主軸

推廣孝道
 ▪開發線上教材包，擴
大推廣孝道意識
 ▪推廣孝道，扎根公民
品德
 ▪導讀繪本，提升孝道
意識
 ▪舉辦內部孝道活動，
孝的種子萌芽
 ▪響應教育部暖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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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119,678,235 元
72.7%

我們的投入方式註 1

志工總人數歷年累積註 3

我們的投入活動類型註 2 我們的投入項目

新台幣 28,823,308 元

志工人次歷年成果

24.1%

新台幣 89,691,216 元
74.9%

119,678,235總金額  新台幣

長期社區投入

一次性投入

志工時數歷年成果

新台幣 10,223,741 元
8.5%

新台幣 4,370,920 元
3.7%

關懷弱勢

新台幣 15,392,358 元
12.9%
照護獨老

推廣孝道
保育環境

註 1：依據道瓊永續指數的定義，將活動分類為金錢、時間、物資及服務，並將所有投入轉換為金額單位（新台幣）計算比例；時間：志工時數 x 平均時薪；物資及服務：公司提供此物資或服務所投入之金額
註 2：依據道瓊永續指數的定義，將活動分類為一次性投入（Charitable Donation）、長期社區投入（Community Investment）、企業相關活動（Commercial Initiatives），並將所有投入轉換為金額單位（新台幣）計算比例
註 3：志工人數涵蓋範疇，從事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舉辦志願服務活動之台積電在職員工、台積電離職員工、台積電退休員工、台積電員工眷屬及友好企業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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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投入狀況

民國年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7,838
8,776

10,266

8,174

10,451

16,570

24,612

27,590

17,593

12,177

93,623
106,176

109,059

83,797

64,779

新台幣 8,435,671 元

時間

新台幣 81,427,203 元

物資及服務

新台幣 29,815,361 元

金錢

3.2%
企業相關活動

新台幣 3,820,586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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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投入偏鄉教育培力，弭平城
鄉資源差距
多元教育－協助孩童適性發展
導讀志工定期陪伴偏鄉孩童專注學習 

導讀志工每學期定期赴新竹、台中、台南偏遠
地區共 8 所小學，為孩童說故事、教授英語與
數學，並提供優秀獎學金，藉此提升孩童的學
習 動 機 與 樂 趣。 民 國 109 年， 參 與 導 讀 志 工
1,012 人次，服務時數超過 5,060 小時。

台積公司透過員工定期定額捐款系統支持均一
平台教育基金會實現更平等的受教權，並由先
進封裝技術暨服務組織、產品發展組織、品質
暨可靠性組織、晶圓三廠運用基金會提供之線
上教育資源長期陪伴台南市安定國小、桃園市
瑞原國小、新竹縣梅花國小、和興國小及桃山
國小，與孩子們建立深摯的情誼。在英文教學
方面，法務組織隔週前往至新竹縣員崠國小服
務，透過生活化的教材、團隊競賽降低孩童對
英文的恐懼，引發外語學習興趣。民國 109 年，
偏鄉教育共照顧 62 個學校及課後照顧據點、
3,279 位孩童受益。

民國 109 年 5,060 註 1

民國 108 年 8,480

民國 107 年 8,463

民國109年
小時5,060導讀時數

關懷弱勢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力行「多元教育」、「學
科教育」及「技職教育」三大對策，依學
生個別特質與需求，提供完整的教學資
源，協助學子發掘潛能，發展專業能力；
以台積志工親力親為為起點，結合大學社
會責任（USR）的力量，攜手在地大專院
校師生共同投入社會關懷，透過青年間的
互助培力，為偏鄉學子建立信心、驅動夢
想行動力，以期未來進一步回饋家鄉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根據教育部民國 108 年核定資料，全國
高級中等學校（含）以下偏遠地區學校
共有 1,177 所，佔全國總校數比例近 3
成，許多偏遠地區學校面臨師資不穩、
人口外移、教育資源落差等問題，影響
學生受教權

我們的行動
 ▪持 續 投 入偏 鄉 教 育培力，弭平 
城鄉資源差距

 ▪改善弱勢經濟與生活環境，提升
生活品質

註 1：民國 109 年上半年因應 COVID-19 防疫政策，配合政策停止體 
 制內教學以外的志工活動

家庭支持
急難救助   一萬一戶

教學陪伴
結合在地USR (大學、專校)
擔任師資、投入志工

設備資源
太陽能板、車、油資、
冷氣、網路、修繕、
冰櫃、電腦平版

溫飽餐食
愛心食品廠商贊助／捐贈

 ▪導讀陪伴
 ▪孝道活動
 ▪攝影
 ▪音樂

品格
多元教育

1
學識

學科教育

 ▪數學
 ▪英文
 ▪科普  
( 科學、
AI、程式 )

2

技職教育
謀生

 ▪電腦維修
 ▪冷氣維修
 ▪美髮設計

3

法務組織透過生活化的教材，引發學童外語學習動機

註 2：更多品格多元教育孝道活動說明，請見推廣孝道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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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ye 看世界

晶圓二廠及晶圓五廠長期陪伴新竹縣玉峰國小
及石磊國小孩童，除透過募捐二手相機提供學
童使用，更由志工們教導孩子攝影技巧、舉辦
成果發表會，鼓勵學童參與全國性攝影比賽培
育自信心，受益人次 224 人。民國 109 年，進
一步帶領孩童學習使用空拍機，紀錄生活點滴
與周遭美景。

透過音樂發揮社會影響力

晶圓十四廠與長期深耕台灣偏鄉教育的均一平
台教育基金會、為台灣而教教育基金會合辦慈
善音樂會，民國 109 年 2 場音樂會門票收入扣
除成本後全數投入基金會營運，共計吸引 5,232

人次民眾參與。晶圓二廠及晶圓五廠支持聖家
啟智中心由院生組成的才藝演出團隊，邀請赴
公司廠區參與尾牙，提供院生商演舞台。

學科教育－接軌孩童未來
挹注偏鄉軟硬體資源，豐富學習素材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攜手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TutorABC，導入軟硬體設備及線上課程資源，

提供偏鄉學子更多元的學習素材，民國 109 年，

共計提供 180 台平板、96 台二手電腦及 210 小

時線上英語家教。此外，在台東縣弱勢孩童伴

讀據點－「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爸」陳俊

朗遽逝後，台積電慈善基金會主動協助，除維

持書屋既有營運規模，更媒合在地資源，導入

國立台東大學高齡健康與照護管理原住民專班

師生力量，每週由該系學生排班前往書屋擔任

家教老師，為具學科潛力的學生進行拔尖教學，

實現更平等的受教權。

攜手大學推動智慧物聯網，提升小學資訊
教育

因應教育部 108 課綱強調資訊教育的重要性，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攜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策略
發展辦公室，運用台積公司生產的晶片製成六
軸感測器，發展出國內第一個智慧物聯網的小
學教材，深化既有資訊課程深度。民國 109 年，
由台積公司提供教學策略，提供獎學金讓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擔任助教，自新竹市政府教
育處推薦的 5 所種子學校啟動課程推廣，同年
年底已推廣至參與計畫之 31 所小學，強化師生
資訊應用能力。

自製教學影音，擴大推廣科普教育

長期帶領新竹縣梅花國小學生進行科學實驗教
學的智能工程中心，民國 109 年除以「任務劇
情」、「分組競賽」為主題推出全新的科學實
驗教案；同時為讓不具理工背景的志工亦能安
全且富有樂趣的引領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特別
自製 6 部教學影片，吸引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
志工投入服務。其中，品質暨可靠性組織與廠
務處運用此教學影音，分別將科普教育導入新
竹縣寶山國小、花蓮地區海厝假日學校，陪伴
孩童快樂學習，投入志工人次約 250 人。 智能工程中心長期帶領新竹縣梅花國小學生進行科學實驗教學晶圓十四廠攜手教育組織會合辦慈善音樂會

舉辦人工智慧營隊，開拓學生視野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為台積
電慈善基金會發展科學教育的主軸之一。除了
延續與台灣微軟公司合作的程式教育外，亦進
一步攜手台灣人工智慧學校（AI4kids）及耐能
智慧公司，為台積志工安排 AI 培訓課程。產品
工程當年度即運用所學投入志工服務，為長期
輔導的新竹縣和興國小舉辦為期 2 日共 16 小時
的人工智慧營隊，透過停車場自動辨識系統、
手機的語音助理功能等程式編寫教學，帶領學
生從日常生活中認識人工智慧，並進一步引導
學子自行設計人工智慧模組，透過做中學，強
化學子的科學應用能力。

 

挹注 
                    

偏鄉教育
單位軟硬體學習資源

6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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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多元職涯視野，找尋適性人生道路

民國 109 年，為挖掘偏鄉學子潛能，啟發對
未來職涯更豐富的想像，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
104 人力銀行合作號召超過 100 種不同職業的
達人拍攝影片，介紹各行各業的工作內容與所
需具備的就業條件，開啟年輕世代職業探索的
可能性。同時，智能製造中心、晶圓八廠及品
質暨可靠性組織協助快樂學習協會、聖方濟少
女之家、新竹市仁愛兒童之家及財團法人苗栗
縣私立幼安教養院，以「協助技藝探索，建立
職能希望」為目標，透過參訪台積公司、農業
相關職業體驗與生活技能學習等多元的職能探
索活動，引導弱勢學童挖掘與自身興趣及能力
相吻合的職業，受益人次 116 人。

技職教育－培養孩童專長
跨領域合作，企業響應技職培訓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攜手屏東縣政府、大金工業推
廣技職教育，為屏東縣 16 歲以上學生開設為期
30 小時的空調清洗及維修課程，經過培訓後可
符合執業資格，未來不僅可接案增加家庭收入，
基金會亦鼓勵結業學子為弱勢單位提供服務、創
造善的循環，並邀請其他有志一同的企業共同
響應。民國 109 年共開設 2 場課程，已培訓 58
位學生，民國 110 年 Happy Hair 快樂髮型預計
提供具熱忱的學子培訓及可能的就業機會。此
外，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號召台積公司的資訊系統
硬體承攬商，一同為彰化與南投偏鄉學子舉辦 3
場技職探索活動，共 60 位學生參與。

「相對教學資源豐富地區，偏鄉的孩子普遍缺乏
自信，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引導學生從發掘自身
潛能、肯定自我能力，到看見未來的可能，使
孩子們更願意即早學習自己有熱忱的領域。」

—林鴻源，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校長

「錄取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大金空調一起開設的
家電維修專班，讓我有機會受到老師耐心指導、
學校提供實作的機會；過年時我更運用所學清洗
家中的冷氣，家中長輩們都誇獎我很專業！感謝
你們，讓我未來多一條路可以走。」。」

—陳信安，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學生

社區志工投入 3,521小時
共計 503 受益人次

改善弱勢經濟與生活環境， 提
升生活品質
經濟支持，成為弱勢生活後盾
民國 109 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持續推動「一
萬一戶」與「急難救助」專案計畫，為社會福
利邊緣戶及因突發事件而造成重大變故的家庭
提供經濟支持。同時，亦與各地縣市政府社會
局合作、走訪弱勢家庭理解需求，透過「把愛
送出去」公益平台號召民眾及愛心企業捐款，
推動惜食專案，媒合社會資源與缺口，照顧弱
勢家庭基本生活所需，共計立案 75 戶。

更新校園環境設備，讓學習更安心
企業規劃組織長期關懷新竹縣竹東、二重埔及
新埔地區弱勢課輔班，發現多數課輔班因經費

短缺，許多教學設備老舊無法更新，包含學習
環境的翻新，因此協助將老舊的桌椅，以及早
已無功能的監視器進行汰換，確保學習環境無
安全死角；民國 109 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協
助整修 3 處弱勢課輔班教室，提供師生舒適的
學習環境。

關懷社區，志工攜老扶幼
台積志工長期陪伴新竹榮民之家及天主教德蘭
兒童中心，透過定期陪伴與活動帶來歡樂與溫
暖。民國 109 年，共 503 志工人次提供 3,521
小時志工服務。

建立安全的家，穩固弱勢避風港
民國 109 年，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引薦，先進
封裝技術暨服務組織協助修繕台南永康區和柳
營區的 4 戶弱勢家庭家屋，解決居住環境因年
久失修導致漏水、管線外露等問題，讓他們能
有安全的家。

萬元1,618捐款予弱勢族群

（民國 107 年因花蓮賑災較多外部捐款）

民國 109 年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2,000

1,618

1,321

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民國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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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案例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偏鄉教育示範點落地生根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推動偏鄉教育示範點，
攜手彰化縣政府，首次將「多元教育」、「學
科教育」及「技職教育」三大對策完整導
入 17 個弱勢課後照顧班，共 937 位學生
受惠。在多元教育方面，由台積公司晶圓
十五 A 廠及晶圓十五 B 廠志工隔週前往博
幼彰化中心、大庄社區課後照護班、馬興
社區課後照護班，進行伴讀與課後輔導，
並透過均一教育平台開設師資培訓課程，
擴大服務志工規模，確保人力資源永續。
在學科教育方面，與博幼社福基金會一同
設立「彰化中心」弱勢課輔班，深入照
顧弱勢學生，提供平板電腦、再生電腦等
數位教育資源，並利用 TutorABC 及均一
平台教育基金會之線上學習資源為孩童強
化英文與數學等學科能力。在技職教育方
面，則攜手台積公司的電腦設備供應商，
開設電腦維修課程，擴展技職探索。

「台積電對台灣的貢獻不是只有經濟，台積人對偏鄉更是積極投入教育資源與身體力行公益
行動，成就共好。」

—賴清德，中華民國副總統

副總統賴清德親至彰化中心了解台積公司對偏鄉教育的投入 

支持地方社福單位，度過疫情挑戰
人力資源、晶圓六廠、晶圓八廠、晶圓十二 A
廠、晶圓十二 B 廠、晶圓十四廠、智能製造中
心、產品發展組織等廠處志工，協助蘆葦啟智
中心、心路基金會、家扶基金會、善導書院等
社福單位募款，使其於疫情期間仍能如常運作，
持續照顧孩童；產品發展組織協助宜蘭縣聖嘉
民啟智中心募資新台幣 100 萬元，支持建立庇
護工廠所需的設備費用；晶圓六廠透過台積公
司 i 公益平台邀請同仁支持台灣世界展望會，
募得新台幣 109 萬元；品質暨可靠性組織則協
助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院募款新台幣 18 萬元，
弭平因疫情造成的捐款缺口。

先進封裝技術暨服務組織協助修繕台南柳營區弱勢家庭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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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互聯夥伴分享會，創新服務貼
近受助者需求
跨界主題式分享，擴大獨老援助範疇
民國 109 年 ，愛互聯分享會首度規畫主題式
分享，邀請涵蓋食品、教育、能源等多元領域
的公益合作夥伴以創新的執行案例彼此腦力激
盪，例如透過線上平台遠端關懷獨居長者，提
升照護資源效益等，分享會逾 70 人參與，藉由
跨領域的案例分享，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加強醫療照護與修繕，增加便利
與安全
提供肌少症檢測儀及接駁車，提升
長者就醫品質
由於偏遠地區交通不便、醫療資源不足，影響
獨居長者的就醫意願與穩定的照護品質，民國

照護獨老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醫療及照護單位合
作，透過「愛互聯」系統提供即時資源
與相互交流，為獨居長者提供全面且高
品質的照護，弭平需求缺口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中華民國內政部資料顯示，民國 109 年
台灣人口出現負成長，預估民國 114 年
將進入超高齡化社會，65 歲以上人口將
超過 20 %，弱勢長者與獨居老人的照
護需求將大量增加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愛互聯夥伴分享會，創新服務
貼近受助者需求

 ▪加強醫療照護與修繕，增加便
利與安全

 ▪台積志工用心陪伴，增添長者
生活色彩

我們的行動

「身為愛互聯的一份子，我們一起前進社會缺
口，運用台積公司的科技力，串連你我對長輩
的關懷，提供獨居長輩最溫暖的陪伴， OLD 
YES！」

—游麗裡，老五老基金會執行長

修繕房屋，提供長者安全居家環境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攜手花蓮門諾基金會，透過嚴
謹的評估與訪視，並運用過去協助災後重建的工
程經驗，攜手協力廠商為 7 戶的獨居長者修繕家
屋，讓長者不必擔心居住安全、安心生活。

「感謝台積電慈善基會，引愛成光，串聯全台，
攜手創造更多善的循環，讓愛無限大 !」

—楊麗慧，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副院長

109 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收到來自台大醫院竹
東分院的求助，表示院內亟需符合社區長輩病
況之可攜式肌少症檢測儀，因此投入新台幣 55
萬元支持院方增置肌少症檢測儀，讓長者無需
出門，也能獲得妥善的居家照顧；同時，挹注
新台幣 90 萬元，為台東縣都蘭村隆昌文化健康
站添購接駁車，接送行動不便長輩就診，免除
長者長途徒步、或因距離過遠無法就醫等問題。

愛互聯分享會邀請公益合作夥伴以創新的執行案例彼此腦力激盪，
創造更多互助合作機會

民國 109 年
10,855愛互聯服務獨老

10,855

9,527

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9,000

人

為 
               

偏鄉醫院及
小型長照機構添購設備
2所

為 
             

弱勢長輩修繕家屋7戶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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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材供應鏈管理處志工陪伴獨居長輩參訪木柵動物園晶圓十二Ａ廠攜手華山基金會推動長輩圓夢計畫，為獨居長輩添購家
電用品，照顧其生活起居

品質暨可靠性組織為獨居長輩慶祝父親節

台積志工用心陪伴，增添長者
生活色彩
寒冬送暖，歡樂慶新年
民國 109 年，品質暨可靠性組織、晶圓十五 B
廠、晶圓十二 A 廠、晶圓三廠、晶圓十二 B 廠
等廠處志工，團購年菜及保暖衣物，在農曆春
節前夕致贈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老五老基金
會、華山基金會、天主教耶穌會新竹社會服務
中心等照護長輩機構，陪伴長者溫暖過節。

端午中秋，陪伴不間斷
民國 109 年，晶圓十二 A 廠及晶圓十五 B 廠募
集 197 份禮盒、40 盒月餅，陪伴華山基金會、
老五老基金會服務的獨居長者歡慶中秋；晶圓

十二 B 廠志工除了親自將熱騰騰的端午節粽子
送至 78 位長者家中，更準備了方便長輩沖泡食
用的營養麥片、象徵趨吉避凶的艾草香皂，讓
長者感受志工的關懷與節慶氣息。

「能有機會擔任服務長輩的志工，覺得很感動，
同仁們也能學習更熱忱的幫助他人，進一步實
現分享的美好。」

—柯宗杰，台積公司資材供應鏈管理處處長

「陪伴是我們能提供最好的支持，透過志工們的
傾聽與關懷，為社會注入暖流，實現共好。」

—蔡飛國，晶圓十二 A 廠廠長

「實質的幫助到人，讓一整天感覺都不一樣了，
也才發現自己有能力而且想要付出更多！」

—共同參與品質暨可靠性組織志工活動的員工子女

出遊採買，共創好回憶
資材供應鏈管理處攜手門諾基金會，陪伴花蓮的
長者至台北參觀木柵動物園，搭乘捷運一圓城市
探險夢。晶圓十五 B 廠陪伴行動不便的長者採
買生活用品，引領長輩再次踏出家門、 接軌社
會；晶圓十二 A 廠則與新竹榮民之家的長者一
起製作蔥油餅，透過美食料理 DIY 的互動方式，
吸引長輩活動筋骨、參與社交，延緩身心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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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孝道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長者獨居比例日
益增加，考量社會照護資源有限，台積
電慈善基金會期盼透過提升孝道意識，
強化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與互動，從源
頭預防獨居長者問題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相信，透過與政府、
企業、學校合力推動孝道，將能強化年
輕世代的孝道意識，增進親子間的相互
理解與關愛，讓長輩獲得關心與陪伴，
有助解決高齡社會可能引發的衝擊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開發線上教材包，擴大推廣孝道意識

 ▪推廣孝道，扎根公民品德

 ▪導讀繪本，提升孝道意識

 ▪舉辦內部孝道活動，孝的種子萌芽

 ▪響應教育部暖暖計畫

我們的行動

開發線上教材包，擴大推廣孝
道意識
民國 109 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教育部國教
署孝道資源中心持續合作，舉辦 4 個場次孝道
親子工作坊，參與人數約 123 人；為擴大推廣
孝道理念，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特別彙整過去的
執行經驗製作線上教材包，包含工作坊簡介、
操作手冊以及教學示範影片，於教育部國教署
孝道資源中心網站供各校與教育單位免費下載
使用。 

台積公司孝道推廣行動

推廣孝道，扎根公民品德
為培養偏鄉孩童的孝道意識，形塑良善品格，
台積志工投入孝道推廣服務，包括晶圓十五 A
廠前往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彰化中心與孩童一

民國 109 年 57

民國 108 年 37

民國 107 年 21

民國109年
間57推動教育機構孝道教學

 ▪與教育部合作孝道「心」計畫註 1

 ▪孝道志工赴學校推廣孝道

 ▪廠處孝道親子活動

 ▪與國教署孝道資源中心持續交流

 ▪舉辦孝道親子工作坊

與中央
合作

與學校／
社區合作

公司內部
活動

 ▪支持國教署暖暖計畫註 2

123人 參與孝道親子工作坊

起製作母親節蛋糕；晶圓十五 B 廠透過孝道相
關主題的繪本分享，為孩童建立孝順的觀念。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註 1：教育部響應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張淑芬董事長所提倡之孝道理念，透過教育現場提供與時俱進的孝道教學，以課程為主軸，鼓勵學子具體實踐於日常生活，從校園帶動到家庭、社會。     
孝道「心」計畫實施策略包含孝道心文化觀點之徵集、微電影徵選、快閃揚孝道等，並成立孝道資源中心深化課程與教學

註 2：暖暖計畫涵蓋於教育部系列孝道活動中，鼓勵學子對家人表達愛意、透過暖胃活動進行家的味道美食傳承，從課程出發，深化學子心中的家庭價值，進而反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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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積電慈善基金會重視孝道的推廣與實
踐，一起推動更和諧的社會。」

— 徐崇哲，葳格國際學校高中部代理校長

「長期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合作，感受到科技人
才的內心竟是如此柔軟，與社區民眾和學校老
師一起學習、推廣孝道，樂此不疲。」

— 廖俞雲，教育部國教署孝道資源中心課程督學

導讀繪本，提升孝道意識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孝道志工到學校進行孝道
故事導讀、規畫孝道主題活動，透過有趣的學習
將孝親觀念融入孩子的教育中，撒播孝道種子，
共計 15 所學校受益，投入孝道志工人數達 122
人。晶圓十五 B 廠至台中市北勢國小，透過分
享孝道故事及課程學習單，讓孩童反思與家中長
輩的互動，深耕孝道意識，共逾510位孩童參與。

舉辦內部孝道活動，孝的種子
萌芽
晶圓十二 A 廠邀請同仁於傳孝月期間，拍攝親子
互動以及家庭成員的生活照片，並透過寫下愛的
便利貼傳達對家人的愛意；晶圓十五 A 廠則於母
親節陪伴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彰化中心的孩童導
讀相關主題書籍，一起製作蛋糕，鼓勵孩童向母
親表達感謝。

品質暨可靠性組織響應暖胃計畫，引領學童透過烹飪體驗父母平日照顧自己的辛勞品質暨可靠性組織響應暖胃計畫，引領學童透過烹飪體驗父母平日
照顧自己的辛勞

「在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支持下，推動暖暖計畫
更順利，謝謝你們為耕耘社會善良風氣不遺餘
力的用心。」

—李金鴦，教育部國教署孝道資源中心校長

響應教育部暖暖計畫
民國 109 年，教育部國教署推動包含暖心、暖
胃以及暖情的一系列教案的「暖暖計畫」，透過
讓學子參與製作保暖針織物、家鄉便當以及長
輩自傳，進而增加親子互動情誼，提升孝道意
識。其中品質暨可靠性組織主動響應暖胃計畫，
前往新竹縣寶山國小山湖分校教導學生製作營
養與美味兼具的一餐，從中體驗父母平日照顧
自己的辛勞；晶圓十四 B 廠則支持暖情計畫，
教導台南市菁寮國中學生透過訪談，協助家中
長輩完成自傳，藉此促進家庭成員彼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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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專案持續擴大影響力
民國 109 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奇美食品、
桂冠實業、新東陽公司、宏亞食品、聯華食品、
大成長城 6 家食品廠商合作，持續擴大「惜食
行善專案」規模，定期配送格外品的弱勢單位
增 至 92 個， 遍 及 全 台 13 縣 市， 受 益 人 次 達
37,071 人；同時捐贈 20 台冷凍櫃給弱勢機構，
確保食物新鮮度，讓受惠民眾安心享用。

分配愛心格外食品至各地關懷據點

37,071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21,791

民國109年 37,071惜食專案受益達 人次

21,577 受益人次
偏鄉單位 （58）

8,515 受益人次
愛互聯夥伴 （13）

264 受益人次
一萬一戶弱勢家庭 （3）

台積志工長期合作之單位 （18）
6,715 受益人次

共計幫助

37,071人次

92 據點

保育環境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透過節能與生態志工
的投入，協助全台各廠區復育周圍的生
態環境，同時至學校及社區宣導節能減
碳，提倡綠色永續作為、提升環保意識、
支持設置再生能源，並與食品公司合作
減少食物浪費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全球氣候變遷不僅影響生態環境，亦出
現糧食分配不均問題，企業應以具體作
為減緩負面衝擊

 ▪惜食專案持續擴大影響力

 ▪節能志工協助學校提升能源效率

 ▪生態志工傳遞綠色永續觀念

 ▪導覽志工拉進半導體與民眾距離

 ▪協助建置太陽能板設備

 ▪透過短劇表演提倡環保理念

我們的行動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新東陽公司合作，由義廚帶給新北市雙溪區居民
豐富的惜食饗宴

6 家廠商
提供新鮮格外品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發起惜食行善專案

台積公司提供冰櫃
與補助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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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志工協助學校提升能源效率
台積公司節能志工致力推廣節水節電知識，晶
圓六廠協助台南在地 2 間偏鄉學校檢視水電使
用狀態、進行安全檢測，確保能源使用效率最
大化；同時，亦透過互動教學、自製教具讓學
生動手操作，宣導節能節水的觀念與措施。民

國 109 年共計由 52 人次節能志工、提供 520
小時的節能教學與服務。

生態志工傳遞綠色永續觀念
台積公司積極復育廠區周邊的生態環境，創造
生物多樣性，開放晶圓十二 B 廠、晶圓十五廠、

晶圓十四廠三大廠區的綠色生態園區，透過志
工進行生態導覽、帶領孩童進行無塵衣體驗、
DIY 活動與科學實驗，扎根學童環保教育；此
外，亦於台南水雉生態園區定期駐點，為大眾
解說生態知識與自然之美。民國 109 年，約有
992 人次的生態志工進行超過 3,968 小時的導
覽服務。

導覽志工拉進半導體與民眾距離
「科技知識的分享」是台積公司回饋社會的方
式之一，透過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半導體
的世界」及台積公司總部的「台積創新館」提
供導覽服務，讓民眾更加了解半導體產業的技
術與應用。民國 109 年，「半導體的世界」重
新翻修，提供更完善且與時俱進的展覽內容，
共計約 2,565 人次導覽志工帶領參觀者以互動
式遊戲理解晶片製作流程並理解半導體的發
展，完成 10,260 小時導覽服務。

協助建置太陽能板設備
民國 109 年，廠務處投入新台幣 120 萬元，為
台中立達啟能訓練中心與瑪利亞霧峰教養家園搭
建太陽能板，不只響應再生能源使用，2 間機構
亦可透過販售每月產生的綠電，獲得經濟支援。晶圓十五廠生態志工帶領學童生態導覽

「人生就像一個積體電路，可以有很多種路徑與
選擇，我們希望讓小朋友透過有趣的學習、有
所收穫。看見孩子的燦笑，不僅是我們激發孩
子們學習熱情的證據，對所有志工來說更是無
價的收穫。」

— 梁文銓，台積公司導覽志工

1,044

771

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653

民國109年

人次1,044保育環境相關
志工服務

透過短劇表演提倡環保理念
長期陪伴新竹縣寶山國小的晶圓十二 A 廠志
工，在服務內容中安排惜食減碳短劇，讓孩童
透過戲劇情境，反思如何珍惜食物、善待環
境，同時捐贈環境相關書籍，培養學生正確的
環保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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