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舉辦教育活動， 建構多元舞台
青年培育

與教育組織合作，縮小資源落差

教育合作

 ▪青年競賽參與人數不少於前一屆 ▪青年競賽總參與不低於前一屆  ▪青年書篆大賞參與青年競賽參與人數達
1,551 人 , 較民國 108 年增加 47 人       
目標 : 青年競賽參與人數不少於前一屆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NEW

NEW

 ▪ 舉辦半導體科普推廣活動至少 6 場 ▪舉辦半導體科普推廣活動至少 10 場  ▪捐贈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展館，共同推
動科普教育

 ▪舉辦 5 場台積電女科學家之旅  
目標 : 舉辦半導體科普推廣活動及半導體科學種子營，
至少 3 場 

 ▪持續贊助 5 所國立大學清寒獎學金  ▪持續贊助 5 所大學清寒獎學金，共贊助 70

名學生，新台幣 700 萬清寒獎學金 
目標 : 持續贊助 5 所國立大學清寒獎學金

 ▪贊助新竹縣第一所公辦民營實驗學校峨眉國
中辦學經費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捐
贈教育部 100 部紅外線體溫熱像儀

 ▪與體制內外教育機構合作，每年投入資源不
少於新台幣 1,500 萬元

NEW

NEW ▪持續贊助峨眉國中公辦民營實驗學校辦學
經費

 ▪持續舉辦心築藝術季，每年至少贊助 5 位
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取消心築藝術季 
目標 :  持續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每年至少贊助 5 位國
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贊助 NSO 樂無界教育計畫

 ▪贊助大地之歌音樂會

 ▪台積講堂舉辦 4 場人文講座 
目標 :  持續舉辦台積講堂至少 4 場

 ▪舉辦白先勇清華文學講座 17 堂講座 
目標 :  推動大學人文講座至少 15 場

 ▪贊助 10 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NEW

NEW

 ▪於國內大學校園推動人文講座至少 15 場

 ▪持續舉辦台積講堂至少 4 場
舉辦藝術季，培植國內藝術團隊
推廣藝術文化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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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 87 年，為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於民國 109 年投入新台幣 9,985
萬元，以「青年培育」、「教育合作」、「推廣藝
術文化」三大主軸為基石，與體制內外教育機
構合作，關懷青年世代， 希望為國家培育新時
代的全方位人才；舉辦多元競賽並推廣科普教

105 106 107 108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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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9 9,985

民國年

民國 105-109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 
金額一覽

單位：新台幣萬元

40%41%

12%

7%

青年培育

其他

藝文推廣

教育合作

民國 109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各類投入 
比例圖

育，引領青年探索自我，勇敢追求夢想；舉辦
藝文活動，培植國內藝文團隊，回饋社區民眾， 
豐富國人的精神生活。  

總金額新台幣 9,985 萬元

更多活動訊息及各項贊助案的施行現況， 請參閱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官方網站

推廣藝術文化
 ▪因應防疫，推廣
線上藝文活動
 ▪推廣人文經典

青年培育
 ▪科普推廣，培育未 
來科學人才
 ▪構築多元舞台，引
領青年探索自我，
增厚人文素養

服務主軸

教育合作
 ▪公立校園合作
 ▪非營利教育機構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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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推廣，培育未來科學人才
捐贈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展館
為致力推廣科普教育，引領民眾認識 IC 產業及
培育未來半導體人才，台積公司於民國 86 年首
次贊助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積體電路的世界」
展館，並分別於民國 91 年、民國 100 年持續投
入資源更新展館，並於民國 100 年正式以「半導
體的世界」的館名，向大眾及學子引介半導體及
產業知識。民國 107 年為使展館內容與時俱進，
基金會悉心規畫並執行新一代「半導體的世界」
展館，民國 109 年 8 月正式完工啟用。 

新展館包含「認識半導體」、「應用半導體」、
「躍進半導體」、「創新半導體」以及「想

台積電女科學家之旅－台積公司技術發展組織副理林米華向學生簡介
半導體製程

「感謝公司讓我在退休之後還能夠服務社會大
眾，在科博館值班是我每週最開心的時刻，也
讓我的退休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意義。」

—官明潔，台積退休同仁、台積導覽志工

青年培育

民國 109 年投入逾新台幣 4,086 萬元，
於正規教育體制外舉辦多元競賽、營
隊、講座，啟發科學興趣、厚植人文素
養，引領青年朋友探索自我，實現夢想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國內高級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體制缺乏
文學、美學、科學及自我探索課程規畫，
青年學子缺乏適當機會挖掘與展現自我
才能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的行動
 ▪科普推廣，培育未來科學人才

 ▪構築多元舞台，引領青年探索自我， 
增厚人文素養

投入逾新台幣
扎根科普教育

4,086

「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發揮所學與熱情時，就
無關乎男女性別，女生也能做出和男生一樣
的成就。」

—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參與學生

泰雅堂小朋友體驗探索劇場

台積公司董事長劉德音、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繁城、台積電慈
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與孩童共同體驗電子樂園展區

像半導體」共五大展區，使用先進的體感互
動及虛實視覺整合的展示手法，引領大眾領
略半導體的科學知識以及產業的發展現況與
未來；展館結合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導覽志工，
並廣邀退休同仁投入志工行列，持續貢獻所
長，回饋社會。

舉辦台積電女科學家之旅
為啟發女性學子對半導體科學領域的興趣，民
國 109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舉辦 5 場女性科學家講座 ，邀請 5 所女
子高級中學、共計 200 位女學生參與。基金會
除安排台積公司的女性工程師為學子導覽，更
邀請多元領域的優秀女科學家，例如國立清華
大學物理系教授戴明鳳等，分享自身學習歷程、
職場經驗，期盼透過近距離交流，鼓勵女高中
生打破自我限制，啟發投入科學領域的可能性
與潛能，民國 110 年預計擴大邀請全國 12 所高
中女同學參加台積電女科學家之旅。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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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幼兒園舊衣變身環保袋活動

台積幼兒園學童認識垃圾分類

構築多元舞台， 引領青年探索  
自我，增厚人文素養
舉辦第五屆青年築夢計畫，引領青年
以創意關懷環境永續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國 105 年起舉辦「青年
築夢計畫」，號召青年學子聚焦社會議題，自
我探索，發揮創意，並提供 300 萬獎金幫助學
生實現夢想。

民國 109 年的第五屆「青年築夢計畫」，除既有
的桃竹苗及台南地區學子，更進一步開放台中地
區大專院校學生報名參與，以「循環經濟」為主
題，鼓勵青年關懷環境永續， 吸引來自 36 所大
學院校的 102 組學子參加提案，提案主題從半導
體科普專欄、廢木重生、反毒宣傳、原住民食農
教育至流浪狗義肢輔具製造等，涵蓋社會各層面

「非常感謝文教基金會用心策畫，小行動愛地
球環保體驗企畫寓教於樂，相當符合小朋友興
趣與現階段識讀能力，有助孩子們培養減量回
收再利用的生活習慣。」

—蔡梅嵐，台積幼兒園園長

第五屆初審入圍團隊參訪台積創新館

的創新點子，最後入選的 8 組團隊，贏得新台幣
300 萬元築夢總獎金。

為引發更多青年及台積公司員工對「循環經
濟」的共鳴與認識，除提案競賽外，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特別舉辦「循環之美」示範計畫，在
公司廠區設置玻璃回收機台，鼓勵員工回收生
活中的廢棄玻璃，2 個月內收集逾 1,000 個家
庭生活廢棄玻璃瓶，透過計畫夥伴春池玻璃及
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江怡瑩教授帶領的設
計團隊，先將廢棄玻璃轉製成再生玻璃瓶，再

「謝謝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給我們機會，未來的事是未知的，但這次的體驗卻讓我多了一份勇氣，
去相信和追尋那崎嶇又蜿蜒的夢想長路。」

—陳暄，第 4 屆青年築夢計畫入圍團隊「綠尾巴」團員

設計成具台灣山水意象的「循環之美玻璃裝置
藝術」於台積創新館廣場展出，藉以傳達本屆
青年築夢計畫「愛護自然，尊重人文」的核心
理念。

此外，民國 109 年邀請 2 屆青年築夢計畫獲獎
團隊「袋代」，於台積幼兒園進行環保減塑系列
活動，以繪本故事及遊戲的方式，傳遞環境保
護的理念，並帶領學童用自身的舊衣改造成環
保袋、認識垃圾分類，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友善
環境素養，落實新世代的環境教育。

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江怡瑩教授團隊設計的「循環之美玻璃裝
置藝術」

立即觀賞第四屆青年築夢計畫成果發表精彩花絮

青年築夢計畫
學生團隊參與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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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PackAge Plus 建立社會企業
延續夢想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8 年參加「ATCC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由「Package 
Plus」代表台積公司在全國決賽中榮獲亞軍佳
績。PackAge Plus 透過循環包裝服務，致力打
造無塑網購機制，賽後成立社會企業「配客嘉」
公司。為支持團隊延續夢想及鼓勵循環經濟，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9 年挹注新台幣
100 萬元創業基金，協助「配客嘉」推動翻轉電
商世界的包裝商業模式革命，成功完成 1 萬件
PackAge Plus 循環包裝，持續擴大永續影響力。 

成淵國中參訪迪化街老店乾元行 作家白先勇講座授課實況

PackAge Plus 設計的循環包裝

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與第 13 屆「台
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鼓勵年輕學子投
入文學與書法創作。

第 17 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以「成為
大人以前」為題，徵件總計 831 件，較去年
成長 12%，並舉辦 4 場作家巡迴校園講座 ，
邀請知名台灣作家從自身豐富的創作經驗，指
引學子創作技巧與感知方式，總計吸引 450 人
次參加。除舉辦競賽活動外，台積電文教基金
會亦藉由網路增進大眾對文學興趣，例如「台
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專屬社群平台逾 1 萬
4,000 人關注，更有單篇作品被轉貼超過 3,000
次分享。

民國 109 年，「台積電青年書篆大賞」以「解
藥」為題，將中藥題材融入視覺設計與漢字

活動，舉辦「食藥養生，字藝療心」書法走
讀活動，邀請漢字藝術家古耀華帶領師生走
訪迪化街蔘藥行與青草店，除認識傳統藥材
用具外，也了解老字號歷史及其收藏名家所
書牌匾、毛筆書寫的藥籤與帳冊等珍貴手稿，
總計參與人次 607 人。

獨家贊助「白先勇清華文學講座—
《紅樓夢》」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致力推廣中國經典，
民國 109 年與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合作，共
同規畫並獨家全額贊助「白先勇清華文學講
座—《紅樓夢》」，以厚實青年學子的人文
素養，為理工氛圍濃厚的高等學府注入人文
活水。為期 3 個月共 17 堂的課程規畫，邀請

台灣文學巨擘白先勇及海內外多位紅學專家、
教授與作家，分別就各自研究領域觀點，從
文學、美學、性別、戲劇、現代科技等多元
角度講授《紅樓夢》，引領學生探索《紅樓夢》
中的人文與情感世界，拓展古今文化視野並
厚植人文素養。

課程吸引超過 500 名清華學生搶修，並開放
部分名額供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國立新竹女子
高級中學學生旁聽。 因應預防 COVID-19 疫情
傳播，除前 3 堂課為實體課程之外，後續 14
堂課特別轉為線上講授，並將講座全程錄影開
放於清華大學開放式課程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官網，藉此開放更多民眾能不受時間、空間限
制的聆聽講座。成淵國中參訪黃永生蔘藥行

持續舉辦書法及文學競賽
為厚植青年人文素養，提供青年揮灑才華的舞
台，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民國 109 年舉辦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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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校園合作
持續贊助大學清寒獎學金，支援學生
數位學習設備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致力扶助經濟弱勢的優秀學
生，民國 109 年贊助清華大學「旭日計畫」、
中央大學「向日葵計畫」、 成功大學「成星計
畫」、中山大學 「南星計畫」、中正大學「嘉
星計畫」共 70 名弱勢學生 4 年獎學金新台幣
700 萬元，希望減輕學生財務負擔，使其專心
向學，並給予生活及課業引導。民國 109 年，

105 106 107 108 109 總計

19
29

37
55

70

227

民國年

教育合作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關注教育議題，
民國 109 年挹注新台幣近 3,969 萬元與
體制內外教育機構合作，致力激發弱勢
學生學習動機，導入適合的學習資源，
提高其學習成就；因應「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施行，亦擴 · 大素養學程開發及
推廣、協助培育師資，以期縮小教育資
源落差；提供清寒獎學金，助弱勢學子
減輕接受高等教育之經濟負擔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及數位學習資源不
均的學子，加以經濟弱勢及隔代教養比
例較高，若無穩定、多元且適性的教育
資源挹注，難以實現平等受教權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公立校園合作

 ▪非營利教育機構合作

我們的行動

民國 105-109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大學清寒獎學金贊助人次表

清華大學旭日計畫 中央大學向日葵計畫 成功大學成星計畫 中正大學嘉星計畫 中山大學南星計畫 獲獎學金人次

贊助新台幣
大學清寒獎學金

萬元700

33 萬名應試考生受益 

熱像儀協助逾

投入逾新台幣 3,969萬元
實現更平等的受教權

亦首次提供 25 位受助學生每人一部筆記型電
腦，協助學生就學需求。

捐贈 100 部熱像儀協助學校防疫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台灣在地許多學校未
能及時備齊快速且能多人同時測量體溫的防疫
設備，憂心學子成防疫漏洞，台積電文教基金
會主動聯繫教育部捐贈 100 部紅外線體溫熱像
儀，分配予 25 大學、45 所高中及 1 所國中，並
優先運用於國中教育會考、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等 3 項大型考試，
以提升試場體溫量測效率，讓考生入場更順暢。

「很感動能收到電腦，看著身旁同學都用很好
的筆電，沒想到我竟然也能擁有一台。謝謝台
積電文教基金會願意幫助我。」

—張同學，旭日計畫獎學金受助學生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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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攜手推動台灣的教
育科技發展，讓許多孩子在學習的路上有了
轉變與成長。」

— 節錄至《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2020 年冬季刊》

峨眉國中學生教導陳銳如何泡茶安排小提琴家陳銳前往峨眉國中，以「一日音樂老師」為題，與學子
進行文化交流及互動，分享音樂饗宴

邀請全校師生前往國家音樂廳，欣賞由國際知名小提琴家陳銳及國家交響樂團室內音樂家共同演出的《銳語四季》音樂會，增厚孩子音樂素養

安排音樂導聆活動，介紹韋瓦第經典作品《四季》，引領學生進入古
典音樂殿堂

思考力訓練線上課程
萬人12逾

均一數位教育平台 2.0 計畫
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與聯合報願景工程共同發起媒體調查，於民國
108 年向全台 1,500 所國、高中師生，從師資、
教材與軟硬體設備三大面向進行抽樣調查，希
望了解教學現場的準備情況及需求；民國 109
年，根據調查結果進一步攜手均一平台教育基
金會，合作開發「思考力訓練」線上素養課程，
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底總觀看人次逾 12 萬人，
影片觀看完成率達九成。同時，舉辦 26 場教師
研習，總計 518 位老師參與，為教師素養教學
內容及授課方式增能；暑假期間亦與 3 間弱勢

非營利教育機構合作
實驗教育翻轉新竹縣立峨眉國中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關心台灣偏鄉教育，民
國 109 年攜手志同道合的「誠致基金會」落
實偏鄉教育公平機會的辦學理念，為期 3 年贊
助 新 竹 縣 第 一 所 KIST（Knowledge-Is-Power-
Program Inspired Schools in Taiwan） 公 辦 民
營中學—峨眉國中之實驗教育辦學經費，並進
一步規畫音樂素養教育課程，培養學生音樂及
文學素養，實現更平等的受教權。

課輔班合作「思考力教學體驗營」，舉辦 5 次
教學課程，培養學生邏輯思考。

觀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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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防疫，推廣線上藝文活動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國 92 年以來連續第 17 年
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每年均設定不同主題，
定期於新竹、台中及台南舉辦大型藝術季活動，
引領民眾感受藝文美好。民國 109 年，受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影響，配合政府防疫規範暫停舉辦藝
術季活動；下半年考量國內疫情趨緩，特別安排
2 場實體音樂會，並輔以線上影音播送，讓藝術
的觸角在防疫期間仍可多面向延伸。

贊助大提琴家馬友友與鋼琴家凱薩
琳—大地之歌音樂會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大提琴家馬友友、鋼琴
家凱瑟琳，製作全新的「大地之歌」全球巡迴
音樂會，並將首演舉辦於台積公司廠區所在
地－台南市，邀請民眾感受大師世界級的演奏
功力，吸引逾 1,600 位樂迷前往欣賞。

國家交響樂團樂無界教育計畫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攜手國家交響樂團、公共電
視台，合作啟動「樂無界教育計畫」，邀請世
界級華人小提琴家陳銳於國家音樂廳舉辦「大
師班講座」，拓展國內學子音樂眼界，並藉由
科技傳媒，將大師班講座以全球線上直播方
式，讓無法親臨現場的音樂學子也能同步獲
益，大師班觀看人次達 73,000 人。

國際團隊

台灣團隊
80%

20%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原規畫於民國 109 年
投入新台幣 3,700 萬元舉辦高品質藝文
展演，為藝文團體注入活水，但受新型
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多項
活動因防疫考量而取消。基金會於民國
109 年下半年疫情趨緩後，再次投入新
台幣 723 萬元，以教育課程及線上轉播
的數位途徑，擴大藝文推廣的群眾觸及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國內藝文團隊資源普遍不足，需要更多
展演舞台及觀眾支持；傳統藝術文化薪
火在網路時代的娛樂媒體衝擊下，亦面
臨傳承的考驗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因應防疫，推廣線上藝文活動

 ▪推廣人文經典

我們的行動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支持之國內外  
藝文團隊比例

參與小提琴家陳銳大師班講座
73,000人次

註：數據累計自民國 87 年至 109 年

「因為疫情，世界改變了，我們希望做點不一
樣的事；很開心這次陳銳大師班獲得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的支持，讓我們能藉高畫質技術來呈
現音樂的力與美，將表演藝術透過線上直播觸
及更多聽眾。」

—郭玟岑，國家交響樂團（NSO）執行長

立即觀賞小提琴家陳銳大師班講座精彩花絮

立即觀賞大地之歌音樂會精彩花絮

大地之歌音樂會

推廣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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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講堂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國 103 起舉辦台積講
堂，推廣中西人文哲思。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對人類生活造成的巨大影響，特別邀請中央
研究院院士王明珂博士以「病毒、防疫、迴
響—獵巫：人類社群內的集體恐懼與暴力」為
題，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歷史上不同地域於

辛意雲教授於「老子辛說」有聲書發表記者會 民國 109 年「十六歲正青春藝術節」記者會合影

推廣人文經典
贊助中國經典空中講座，發行「老子
辛說」有聲書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致力於國學推廣、活化經典，
連續 10 年贊助台北藝術大學辛意雲教授製播
「中國經典系列」廣播節目。民國 109 年，邀
請辛教授於 IC 之音播製 52 集「辛意雲說詩經」
廣播節目，聽眾觸及率達 80 萬人次。為接觸更
多學子，民國 109 年發行「老子辛說」有聲書，
捐贈全國逾 130 所高中，並擴大將歷年來出版
的有聲書捐贈 60 個大學中文相關系所，累計捐
贈 3,000 套有聲書。

講師中研院院士王明珂博士

捐贈3,000
中國經典文學有聲書

套

在不同時期的恐懼根源、以及面對恐懼與防疫
的自處之道。本講座共舉辦 4 場，參與人次達
442 人。

贊助青少年劇場計畫—十六歲正青
春藝術節
為拉近青少年與表演藝術的距離，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連續第 4 年贊助台南市文化局策畫的
「十六歲正青春藝術節」，從台南市傳統禮俗
「十六歲成年禮」出發，透過「看戲、做戲、

扮戲」三大面向的藝文參與，打造青少年藝文
參與平台，開放 16 至 18 歲對表演藝術有興趣
的青少年報名，透過展演表達自我。

「十六歲正青春藝術節」，每年甄選 50 人參加，
截至民國 109 年已逾 30 位參與學生選讀戲劇及
劇場相關大學系所；民國 109 年以「出脫」為主
題，舉辦系列觀賞、演出、互動講座、工作坊、
少年扮戲計畫、黑衣小助手（青少年志工）等， 
吸引逾千人參與及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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