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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執行架構

《台積公司 ESG 政策》是台積公司永續發展
的最高指導原則，而由台積公司創辦人張忠
謀博士親自定義的「台積公司 ESG 矩陣表」
則清楚闡明台積公司 ESG 的涵蓋範圍。呼應
「讓社會更好」的初衷，台積公司透過「ESG
執行架構」，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本業
中落實永續治理，與員工、股東／投資人、客
戶、供應商、社會等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互
動、創造共好價值，攜手打造永續未來。 

+

+

+

+

方向 綠色製造 包容職場 責任供應鏈 人才培育 關懷弱勢

角色 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負責任的採購者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能力 創新研發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 供應鏈管理 環境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利害關係人議合

利害關係人 員工 股東／投資人 客戶 供應商／承攬商 政府 社會

價值創造 重視道德 堅守法治 商業水準 經濟成長 平衡生活關懷地球 公益共好

治理 ESG 指導委員會 ESG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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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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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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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管理平台

台積公司履行企業公民責任，遵循《台積公司 ESG 政策》的願景與使命，以「ESG 指導委員會註」為
內部最高層級的 ESG 決策中心，由董事長出任主席，「ESG 委員會」主席擔任執行秘書，與多位不
同領域的高階主管共同檢視公司的核心營運能力，訂定中長期 ESG 發展方向，合力擘畫鏈結台積
公司核心優勢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推動藍圖。

註：民國 110 年 3 月，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委會正式更名為 ESG 指導委員會；同時，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更名為 ESG 委員會

由董事長指派高階主管擔任委員會主席董事長

ESG 委員會主席

每季

每季

與經濟、環境、社會及治理面向相關的
功能組織推派管理代表

企業規畫、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
管理、業務開發、法務、人力資源、
技術發展、營運、財務、台積電慈善
基金會、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每季召開會議 

 ▪  鑑別需關注的永續議題，擬定因應
行動方案

 ▪  督導跨部門溝通、資源整合協調
 ▪  追蹤各面向永續議題的實踐績效，

建立持續改善計畫
每季由主席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成果與工
作計畫

由董事長帶領經營團隊討論、擬定
公司 ESG 的願景與策略，會同 ESG
委員會一同推動相關作為，深耕永
續文化，驅動更多正向的改變

主席 主席

執行 
秘書

委員

委員

開會 
頻率

開會 
頻率

工作 
項目

工作 
項目

ESG 指導委員會 ESG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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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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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玉傑
技術發展 

資深副總經理

台積公司積極培育半導
體人才，營造創新的工作
環 境，鼓 勵 同仁不畏 挑
戰、同心協力開 發 領 先
全 球的半 導體 技 術，協
助客戶實現創新，帶來更
美好的未來。

林錦坤
資訊技術及資材

暨風險管理 
資深副總經理

供應商是台積公司永續
營運的重 要夥 伴，期 盼
透 過 共 同 提 升 ESG 標
準，打造責任供應鏈，藉
由 Supply Online 360 全
球責任供應鏈管理平台、
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
驅動正面影響力。

何軍
品質暨可靠性 

副總經理

永續經營的目標下，台積
公司秉持共好的精神，與
客戶、供應商在品質與服
務上縝密合作並追求卓
越，以高度創新持續提升
責任供應鏈品質。

何麗梅
歐亞業務 

資深副總經理

客戶信任是台積公司的
核心價值之一。我們與客
戶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
透過不斷的技術創新、
卓越製造、緊密合作，一
起用創新產品驅動更美
好的社會。

張曉強
業務開發 

資深副總經理

半導體是現代科技創新
的核心，驅動生活不斷進
步。我們致力與全球客戶
建立有意義的夥伴關係，
發展永續技術藍圖，共同
開發功能更強及能源效
率更好的環境友善產品。

註：依所負責之章節次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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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落實 ESG 指導委員會決議，台積公司以 ESG 委員會為跨部門溝通平台，由董事長指
派高階主管擔任委員會主席，接軌國際標準、洞察國際趨勢，建立由上而下、橫向串聯的運
作方式，領導各組織委員擬定永續議題的年度執行策略與目標，追蹤執行成效，積極平衡各
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充份落實 ESG 策略於台積公司日常營運中。

利 害 關 係 人

E SG 委員 會

ESG 
指導委員會

業務開發 研究發展

品質暨 
可靠性

資訊技術
及資材暨
風險管理

投資人關係

客戶服務營運

法務環保安全
衛生

公共關係人力資源
台積電慈
善基金會

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

財務

經濟

環境 治理

社會
社會

客戶

員工

供應商
承攬商

政府

股東
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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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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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昭
財務副總經理暨

財務長

台積公司秉持企業成
長與生態環境共存共
榮的信念落實永續經
營，透過良好的財務績
效、穩 健 的股 利 政 策
及健全的公司治理，建
立公司長期投資價值，
為全球投資人帶來優
良報酬。

馬慧凡
人力資源 
副總經理

人才是公司重要的資
產，也 是 產 業 升級 和
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我們營造多元且包容
的工作環境，廣納志同
道合的人才；我們也強
化產學合作，為半導體
產業培育生力軍。

張淑芬
台積電慈善 

基金會董事長

做好 ESG 不是為了自
己，而是將我們所擁有
的傳遞出去，讓愛心生
生不息，讓台灣社會變
得更美好。

方淑華
法務副總經理暨

法務長

台積公司以優良的公
司治理為基礎，視「誠
信正直 」為最重要的
核心價值，將從業道德
與法規遵循以及風險
管理機制，具體落實在
日常的商業行為中。

秦永沛
營運 

資深副總經理

我們持續在綠色製造
方面努力，透過更多創
新的作法，在晶片製造
過程中我們利用對環
境最友善的方式，用最
少的資源創造最大的
價值。

曾繁城
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
擊全球，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率先捐助百台紅
外線熱像儀予教育部，
守 護 學 子 健 康，並 持
續 投 入 資 源，縮 小 教
育資源落差與提升藝
文環境，為家園盡一分
心力。

註：依所負責之章節次序排序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  依循董事長與 ESG 指導委員會成員選定的 9 項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追蹤並管理民國 119 年目標的執行進度與
作為

 ▪  實踐綠色製造，加入 RE100、擴大 AWS 水資源管理認證
廠區、建立「全方位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電子化系統」
EP&L 計算功能並推動供應商 EP&L 專案、打造再生水廠、
推動零廢中心設立

 ▪  Supply Online 360 上線、推出供應商永續學院及承攬
商駐廠服務人員關懷計畫，發布《台積公司供應商永續
標準》執行指引，建立供應商風險管理矩陣，要求供應
商提出並落實綠色製造目標，帶動供應鏈永續發展

 ▪  發布《資訊安全宣言》深化資訊安全與機密資訊保護機制，
維護台積公司市場競爭力及合作夥伴利益

 ▪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打造偏鄉教育支持藍圖、關心獨居長
者、積極推行孝道、強化台積志工服務能量；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推廣精緻藝文、攜手外部組織實現更平等的偏鄉
受教權、建構青年多元發展舞台

 ▪  因應氣候變遷，強化再生能源使用率，擴大廠內資源再生
活化比例，啟動零廢中心建置，落實循環經濟及「台積電植
樹薪傳計畫」

 ▪  推動永續供應鏈管理，持續要求供應商簽署《供應商行為
準則》，打造全球責任供應鏈管理平台 Supply Online 360

 ▪  啟動員工「心理安全感計畫」，打造開放的多元包容職場
 ▪  支持半導體人才培育及 STEM 教育
 ▪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積極支持青年培
育、藝文教育推廣、偏鄉教育及弱勢扶助，為社會帶來正
向改變

 ▪  持續發展再生能源、廢棄物再生技術，擴大實現循環經濟，
實踐綠色製造

 ▪  打造高標準且共融的永續供應鏈
 ▪  持續栽培優質的半導體產業及 STEM 人才

 ▪  以永續發展為目標，探討國際 ESG 趨勢、評鑑標準與企
業最佳實踐

 ▪  訂定台積公司 ESG 長期策略及目標；更新人權政策並重
新檢視執行方式

 ▪  扎根公司 ESG 文化，推動台積公司首屆 CSR AWARD，吸
引 785 件來自員工與組織的永續提案

 ▪  核准並監督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捐贈專案執行，運
用台積公司在技術、採購與供應鏈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
支援全球防疫

 ▪  民 國 110 年 3 月，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執 行 委 會正 式 更 名 為
ESG 指導委員會；同時，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更名為 ESG
委員會

民國 109 年 

ESG 議題呈報
董事會要點

民國 109 年 

ESG 指導 
委員會

民國 109 年 

ESG 委員會

次年度工作目標

當年度執行成果 成果實績 成果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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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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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台積公司在 推 動 企 業 永 續 的 過 程中，非常重
視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需求。參考民國
107 年最新版的 AA 1000 當責性原則（AA 1000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 2018），台積公司依循包
容性（Inclusivity）、重大性（Materiality）、回應性

（Responsiveness）與衝擊性（Impact）四大原則，
建立 ESG 資訊揭露的管理架構。每一年，透過多
元的溝通管道，台積公司定期檢視利害關係人反
饋與 ESG 議題發展趨勢，同時執行重大性分析，
鑑別具重大性的 ESG 議題，並據此建立長期 ESG
目標、採取具體的行動方案，追蹤 ESG 作為的進
展與成效，擴大對社會的永續影響力。同時，台
積公司亦遵循 GRI 準則（GRI Standards）辨識重
大議題，並融入風險管理（ERM）精神，評估重大
ESG 議題的風險趨勢與風險影響，向外界說明台
積公司如何推動風險減緩措施，打造具韌性的營
運組織，因應國際變動情勢與風險。

階段一：包容性
股東／投資人、員工、客戶、供應商／承攬商、政府／公協會與社會（社區、
學術單位、媒體、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等六大類利害關係人，是台積
公司遵循 AA 1000 SES（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s, SES）標準
辨識為優先溝通的對象。透過檢視國際永續趨勢與內部各組織與利害關
係人溝通過程，民國 109 年總共彙整 21 個與台積公司相關的 ESG 議題。

股東／投資人、員工、客戶、供
應商／承攬商、政府／公協會
與社會（社區、學術單位、媒體、
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為
台積公司主要的溝通對象

問卷回收包括：股東／
投 資 人（25 份）、員 工

（511份）、客戶（32 份）、
供 應 商 ／承 攬 商（136
份）、政 府／公協會（7
份）與社會（131 份）

從國際永續標準與規範（GRI Standards, 
ISO 26000, RBA, SDGs, SASB, TCFD, UN 
Global Compacts）、永續投資機構（CDP, 
DJSI, MSCI ESG Index, SDGs Invest）、組
織內部發展目標，以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
來源蒐集議題

涵 蓋 董 事 長、資 深 副
總、副總、資深廠長與
廠 長 等 150 位 同 仁參
與辨識 ESG 議題對公
司營運的影響

根據步驟 3 跟 4 的分析
結果，繪 製台積公司的
重大性矩陣，此結果經
由 ESG 委員會討論，最
後選定 14 個重大議題

階段二：重大性
民國 109 年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重大性調查主要回歸到問卷形
式，由各組織同仁鑑別與台積公司互動頻繁、具影響性的利害關係人後，對其發放
ESG 議題的調查問卷，當年度共計回收 842 份問卷，藉以分析利害關係人對台積
公司 ESG 議題的關注度。在衡量 ESG 議題對台積公司營運影響上，由劉德音董事
長領導的 ESG 指導委員會，偕同 ESG 委員會主席何麗梅資深副總，帶領台積公司
的資深副總、副總、資深廠長與廠長等 150 位同仁，衡量每個議題對營運的影響
程度（獲利、營收、客戶滿意、員工向心力、風險），檢視公司長期發展的永續藍圖。

6 類利害關係人 842 份問卷21 個議題 150 位同仁 14 個重大議題

2 蒐集永續議題 3 調查關注程度 4 分析營運衝擊 5 繪製重大性矩陣1 確立溝通對象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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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回應性
依 據民國 109 年重 大 性 調 查與分析 結果，經由
ESG 委 員 會 討 論，確 認 14 個 ESG 議 題 具 有 重 
大性。台積公司逐一查核這 14 個重大 ESG 議題
在價值鏈的上游、公司營運、下游邊界的影響範
疇，並將其對照 GRI 準則，鑑別出屬於台積公司的
23 個特定主題（Topic），依循報導要求，蒐集內部
資訊、數據與管理方針。此外，7 個屬於 GRI 一般 
揭露、治理面向與結果導向的「公司治理、風險管
理、從業道德、法規遵循、財務績效、稅務政策、企
業資訊安全」議題，雖不在重大性矩陣中呈現，仍
將同步對外揭露年度的重點專案與推動成果。

階段四：衝擊性
台積公司針對各個重大 ESG 議題已訂定民
國 119 年長期目標，並由 ESG 委員會定期檢
視年度目標的達成率，做為下年度擬定各項
ESG 專案的調整基礎，並揭露於每年編製的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向外界傳遞台積公
司的 ESG 投入方向、進展與成效。

採購、晶圓製造、封裝
／測試、客戶使用是台
積公司的四大價值 鏈
階段，亦是永續資訊的
揭露邊界，藉以瞭解永
續 議 題 對於上下游 階
段的影響

針對重大 ESG 議題，由
各 組 織 同 仁與 主管共
同 制 定 74 個 民 國 119
年長期目標

根 據 鑑 別的 14 個重 大議
題，對應 GRI 準則中的 23
個特定主題，依據每個主
題 的 報 導 要 求 與 管 理 方
針，進行永續資訊的蒐集
與揭露

每季召開 ESG 委員會，
由各 組 織同仁報告所
負責 ESG 議題的目標
達成狀況及績效，追蹤
與管理影響力趨勢

營運衝擊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4 個階段 74 個長期目標23 個主題 4 次會議

7 審查揭露內容 8 研擬長期目標 9 檢視影響力

台積公司重大性矩陣

註：「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從業道德、法規遵循、財務績效、稅務政策、企業資訊安全」議題屬於一般揭露與結果導向，不在重大性矩陣中呈現，但其 
相關資訊仍會定期揭露於公司年報、公司網站、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ESG 網站、ESG 電子報

實現創新的先行者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負責任的採購者 改變社會的力量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創新管理

產品品質

客戶服務

水管理

能源管理

廢棄物管理
氣候變遷

空氣汙染防制

社會參與

人才發展

人權

職業安全衛生

人才吸引與留任

6 決定揭露邊界

（接上頁）

供應商永 
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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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與台積公司價值鏈關係

永續角色 重大議題 GRI 準則特定主題
上游註 1 公司營運註 2 下游註 3 營運重要性

採購階段 晶圓製造 封裝／測試 客戶使用 獲利 營收 客戶滿意 員工向心力 風險

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創新管理 能源

產品品質 顧客健康與安全

客戶服務 客戶隱私

負責任的採購者 供應商永續管理 採購實務、供應商環境評估、供應商社會評估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能源管理 能源

氣候變遷 排放、經濟績效

水管理 水、廢汙水和廢棄物

空氣汙染防制 排放

廢棄物管理 廢汙水和廢棄物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人才吸引及留任 經濟績效、勞雇關係、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市場地位

人才發展 訓練與教育

人權
勞資關係、無歧視、結社自由與團體協約、童工、強迫
或強制勞動、人權評估

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

改變社會的力量 社會參與 經濟績效、間接經濟衝擊、當地社區

註 1：「上游」邊界為台積公司採購的原物料、設備及相關服務 註 2：「公司營運」邊界為台積公司所提供的晶圓製造與封裝／測試業務 註 3：「客戶使用」邊界為台積公司提供完成生產的客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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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來自投資人、客戶、環保團體
對台積公司增加再生能源使用的要
求，可能造成公司成本增加，若無
法滿足此要求，則將影響企業聲譽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氣候變
遷與能源管理」

氣候變遷

氣候災害造成營運衝擊、溫室氣 
體排放上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法規及其他要求

供應鏈中斷（包含原物料、機台設
備）將影響公司營運及對客戶的承
諾

減緩作為請參考民國109 年年報「6.3
風險管理」及本報告書「供應商永續
管理」

供應商永續管理

採購集中、供應商不符台積公司或 
法規要求

先進製程在技術難
度、生產成本及供
應鏈難度劇增，若
無法洞察技術的改
變 及 發 展 創 新 技
術，公司競爭優勢
及市佔率將會受到
影響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
報告書「創新管
理」

公司需以專利保護研
發創新成果，確保技
術領先地位，捍衛公
司與客戶全球營運自
由。如果沒有完善專
利保護，可能影響公
司技術競爭優勢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
報告書「創新管理」
及 民 國 109 年 年 報
「6.3 風險管理」

晶圓產品品質檢驗隨著產品複
雜度增加備受挑戰，若未檢出
不合格產品，將造成客戶損失
並影響企業聲譽

品質異常的原物料可能造成產
品報廢並影響客戶及公司營運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產
品品質」

幾乎確定   
很可能   
可能    
不太可能    
罕見   

災難性   
嚴重   
中等   
輕微   
不顯著   

重大議題與風險管理

（接下頁）

創新管理 產品品質

無法洞察技術的
改變及發展創新
技術

專利保護─公司的
研發創新成果未能
以專利適當保護

風險考量

風險評估及 
減緩作為

風險屬性

風險發生機率及趨勢

風險發生嚴重度

產品品質與良率受到挑戰

趨勢上升
趨勢持平
趨勢下降

策略
營運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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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法及時招募到質量俱優的人才，
公司業務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人才吸引
與留任」

人才吸引與留任

無法及時招募到質量俱優的人才

空汙防制設施若操作不當或故障，導
致空氣汙染物排放超過法規標準，將
使公司遭受主管機關處罰，影響企業
聲譽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空氣汙染
防制」

空氣汙染防制

空氣汙染物排放影響環境

水源供應異常，產能受限，無法達到
客戶需求

廢水排放異常，汙染環境造成外界觀
感不佳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水管理」

水管理

水源供應短缺或中斷、廢水排放影響
環境

電力供應異常，產能受阻，影響企業
聲譽

影響客戶下單信心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氣候變遷
與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

電力供應短缺或中斷

幾乎確定   
很可能   
可能    
不太可能    
罕見   

災難性   
嚴重   
中等   
輕微   
不顯著   

（接下頁）

（接上頁）

風險屬性

風險發生機率及趨勢

風險發生嚴重度

趨勢上升
趨勢持平
趨勢下降

策略
營運
危害

風險考量

風險評估及 
減緩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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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才不能夠與時俱進，將侵蝕公司
競爭優勢及成長動能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人才發展」

人才發展

人才不能夠與時俱進

職業安全衛生

發生地震、火災 發生職災、職業疾病、化
學品危害

新興傳染病（如 COVID-19）

 
地震、火災導致公司
內部機台、供應設備
損壞，造成營運中斷，
財產損失

 
人員未落實作業安全規
範，發生失能傷害

減緩作為請參考民國 109 年年報「6.3 風險管理」及本報告書「職業安全衛生」

 
公司內部發生新興傳染
病（ 如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COVID-19），造成人員
群聚感染，導致公司營
運中斷

若不能適切保護員工人權，不僅影響
企業聲譽，也將侵蝕同仁的向心力並
減損招募人才的吸引力

若不能適切保護供應商員工人權，將
影響公司聲譽以及客戶與公司業務往
來意願

減緩作為請參考本報告書「人權」及
「供應商永續管理」

人權

無法適切保護員工以及供應商員工
人權

幾乎確定   
很可能   
可能    
不太可能    
罕見   

災難性   
嚴重   
中等   
輕微   
不顯著   

（接上頁）

風險屬性

風險發生機率及趨勢

風險發生嚴重度

趨勢上升
趨勢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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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營運
危害

風險考量

風險評估及 
減緩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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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通

關注工作內容與意義、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優質的薪酬與福利，學習與成長
的機會、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

員工

62 場 
勞資會議

4,343 件 
內部溝通管道處理件數

 ▪  各組織溝通及工作會議／每日

 ▪ 各級溝通會／每季

 ▪ 勞資會議／每季

 ▪ 馬上辦中心、員工意見箱、
申訴直通車／不定期

 ▪ 員工意見調查／每年

 ▪ 從業道德教育訓練／每年

 ▪ 員工核心價值調查／每 2 年

 ▪ 人才吸引與留任

 ▪ 人才發展

 ▪ 在全球地緣政治下公司
的長期發展

 ▪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 社會參與

 ▪ 在全球地緣政治角力及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衝擊下，公司的長期發展前景

 ▪ 期望公司增加全球產學合作，發掘與
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 期望擴大跨組織交流與合作，拓展員
工視野，培育全方位人才

 ▪ 期望公司舉辦多元化活動，增進工作
生活平衡

 ▪ 期望公司利用大數據或 AI 工具，強化
辦公室自動化，提升工作效能、縮短
工時

 ▪ 提供業務相關的最新法規資訊 
 

 ▪ 期望公司提供更多社會參與、關懷弱
勢的機會

 ▪ 經由內部溝通管道，讓同仁了解當前全球局勢變動及產業競爭下，
公司的發展前景

 ▪ 持續提升半導體學程的質與量，並擴大產學合作至資訊工程領域

 ▪ 強化技術專業／管理人才雙軌制，讓員工依個人特質與專長適才
適所發展

 ▪ 強化人才培訓、提供更多內部轉職機會，讓同仁與公司同步成長 

 ▪ 持續舉辦各式藝文、親子活動及運動賽事，輔以多元社團活動，促
進同仁工作生活平衡

 ▪ 致力知識智慧化，引進最新的工業 4.0 與工業人工智慧（Industrial 
AI）技術，建立工程分析知識庫 

 ▪ 更新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課程教材，「年度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教育訓練完訓人數 50,482 人，完訓率達 99.72%；主管計 5,425 人，
完訓率達 100%

 ▪ 持續透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為社會缺口挹注
資源，鼓勵同仁投入志工服務

溝通方式／頻率 關注議題 關注內容 台積回應
台積公司 CSR AWARD 初選海報嘉年華

離開公司多年後，很高興能
從學校借調回來負責產學合
作計畫，協助公司與優秀教
授合作推動前瞻研究，縮短
產學落差，並經由半導體學
程等，為半導體業培養優秀
生力軍。

張孟凡
台積公司技術研究組織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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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注台積公司的永續投資價值，聚焦業務成長策略、穩定的獲利能力、
良好的股東投資報酬及 ESG 表現

股東／投資人

302 家 
投資機構溝通家數

262 場次 
交流會議

 ▪ 股東大會／每年

 ▪ 法人說明會／每季

 ▪ 海內外投資機構研討會／不
定期

 ▪ 面對面會議、視訊會議及電
話會議／不定期

 ▪ 公司年報、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美 國 證 期 局 20-F 報
告書發行／每年

 ▪ 財務績效

 ▪ 創新管理

 ▪ 風險管理

 ▪ 氣候變遷

 ▪ 國際政經情勢對經營環境的影響及對策

 ▪ 競爭環境變化 

 ▪ 未來成長潛力與獲利能力 

 ▪ 股利政策 

 ▪ 因應氣候變遷措施與能源政策

 ▪ 持續於每季法人說明會及 262 場投資人會議中向投資人溝
通市場發展趨勢、成長策略與獲利能力，並針對經營環境的
變化提出看法

 ▪ 在良好營運績效及未來成長潛力的支持下，連續 12 年提供
投資人正投資報酬

 ▪ 台積公司每季發放現金股利；普通股之股東於民國 109 年
總計獲得每股新台幣 10 元現金股利

 ▪ 根據 SASB 發布的半導體產業指標揭露 ESG 資訊與數據；
再次舉辦「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工作坊」，以 TCFD 架構鑑
別氣候風險及機會，民國 109 年新增淨零排放趨勢等 5 項
氣候變遷風險，並將提升聲譽列為新機會

溝通方式／頻率 關注議題 關注內容 台積回應
台積公司民國 109 年股東大會

台積公司在技術領先、長期
股東報酬及投資人溝通的不
懈追求，充分彰顯其價值、
經營理念與文化。期許台積
公司未來持續透過獨特的經
營模式為科技創新賦能，並
與利害關係人創造雙贏的夥
伴關係。

Stefan Magnusson & 
Stanley Lu
Orbis Investments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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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台積公司技術發展與生產規畫資訊，包括符合客戶要求的產品品質、縝
密的客戶資訊保護機制，協助客戶取得產品應用上的成功，贏得市場先機

客戶

115 場 
季評核會議

1,205 場 
客戶會議

 ▪ 商業及技術評核／每季

 ▪ 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年度

 ▪ 客戶會議／不定期

 ▪ 創新管理

 ▪ 產品品質

 ▪ 客戶服務

 ▪ 資訊安全

 ▪ 技術發展時程與計畫 

 ▪ 產能規畫與生產資訊 
 
 
 

 ▪ 產品品質 
 
 

 ▪  資訊保護

 ▪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戶生產製造的技
術種類達 833 種，先進封裝技術種類達 77 種

 ▪ TSMC-OnlineTM 全新的智慧化技術文件導航系
統，讓客戶可以輕鬆找到產品設計所需文件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提供客戶遠端稽核服
務，協助客戶產品如期量產，贏得客戶信任

 ▪ 藉由新增系統版端（System Level）的動態熱點
失效定位方法，提升失效分析成功率，加速新
製程開發與客戶設計階段的故障排除（Trouble 
Shooting），改善製程缺陷，提高產品可靠度

 ▪ 訂定資訊保護管理流程、建立自動化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取得 ISO 27001 認證，達到符合國際
標準的資安管理作業程序

 ▪ 晶圓十二 B 廠／晶圓十四 A 廠／晶圓十五 B 廠
已通過 ISO 15408 廠區安全認證，達到生產安
全產品與客戶機密資訊防護的最高安全標準，
提供產品製造過程與供應鏈上下游的安全製造
環境，隨時可接受客戶安全產品生產訂單

溝通方式／頻率 關注議題 關注內容 台積回應
客戶感謝台積公司全力協助，讓新產品能快速地從設計定案到量產成功

台積公司的客服團隊洞悉
我們的製造需求，全力捍
衛我們的權益；總是及時
回應，擁有專業的處理能
力，與其共事深感榮幸。
他們打造卓越服務的標準，
未來請續保佳績。

Dilip Vijay
博通（BROADCOM）副總裁暨
APD/CSG/DCSG 業務單位總經理

在台積公司先進製程技術
及穩定的品質與可靠度保
證下，聯發科技不斷實現
領先業界的創新設計、滿
足高階晶片解決方案的嚴
格要求，贏得全球多家一
線大廠的肯定。

高學武
聯發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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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台積公司在新製程技術開發、品質提升、環保安全衛生規範、從業道德與行為
準則、資訊安全的發展，期許持續精進與深化合作關係，實現供應鏈永續管理模式

供應商／承攬商

395 家 
廠商參與年度供應鏈管理論壇

72 場次 
供應商稽核溝通會議

 ▪ 供應商管理論壇、責任供應
鏈論壇、「環保安全衛生訓
練計畫」實務經驗分享會／
每年

 ▪ Supply Online 360 全 球 責
任供應鏈管理整合平台／不
定期

 ▪ 現場輔導稽核／不定期

 ▪ 供應商會議／不定期

 ▪ 供應商資訊安全協會會議／
每月

 ▪ 供應鏈永續管理

 ▪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 產品品質

 ▪ 職業環境安全衛生

 ▪ 資訊安全

 ▪ 執行永續行動並持續改善 
 
 

 ▪ 台積公司從業道德規範與
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

 ▪ 原物料品質要求 
 

 ▪ 建立有效的環境安全衛生
管理機制 

 ▪ 資安遵循、評核結果與經
驗分享

 ▪ 打造 Supply Online 360 全球責任供應 
鏈管理平台、增設雲端「台積電供應商
永續學院」，已上線 5 堂供應商行為準
則規範課程

 ▪ 第一階供應商從業道德規範與供應商
行為準則遵循簽署完成率 100%

 ▪ 24 家關鍵供應商接受第三方稽核機構
執行永續風險稽核；輔導 12 家供應商
精進生產流程與品質

 ▪ 舉辦「責任供應鏈論壇」與訓練課程進
行實務經驗分享，並要求供應商實際
應用於工廠運營

 ▪ 舉辦 9 場供應商資安協會會議、完成
9 家供應商資安評核，以及 5 件供應商
資安改善專案，建立供應商資安與機
密資訊保護文化

溝通方式／頻率 關注議題 關注內容 台積回應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陳朝興總經理（右）代表接受台積公司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
險管理資深副總經理林錦坤（左）頒發優良供應商獎項

環 境 保 護 是 我 們 該 負 的 責
任，透過精進製程、工業減
廢、汙染預防並研發各項綠
色創新技術，未來將持續與
台積公司堅定攜手，善盡社
會責任。

陳朝興
長春集團所屬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

企 業 的 成 長 應 以 永 續 為 基
石，我們樂意與台積公司合
作，持續在永續營運的方向
上前進，創造生生不息的正
向循環。
 

謝俊安
美商英特格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區總裁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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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先進製程技術發展、ESG 相關作為、海外投資、政府環保（溫管法、毒管法、
空汙／水汙等）法規修訂趨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經驗交流與法規溝通

政府／公協會

50 次
參與政府部門會議

48 次
產業公協會交流會議

 ▪ 公文往來與參訪／不定期

 ▪ 面談提供產業經驗與建言／
不定期

 ▪ 會議（例如說明會、公聽會、
座談會、研討會、聯誼會）／
不定期

 ▪ 公協會溝通平台／每月

 ▪ 溫室氣體減量／能源管理

 ▪ 水管理

 ▪ 環保法規

 ▪ 職業安全衛生

 ▪ 創新管理

 ▪ 建廠新增電力與使用再生能源 

 ▪ 新廠新增水資源與使用再生水 

 ▪ 環境相關法規因應、建言與推動 

 ▪ 提升供應鏈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 

 ▪ 赴美投資申請之相關事項 

 ▪ 半導體先進製程技術發展趨勢

▪  訂定「民國 139 年台積公司 100% 使用再生能源」的長期目標，並
加入國際再生能源倡議組織 RE100

▪  積極建置「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及規畫使用民生再生水，預計民國 
110 年啟用

▪  代表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與環保署溝通，協助訂定更合理可行的
半導體業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促進產業未來正向發展

▪  舉辦 7 場「環保安全衛生實務經驗分享會」，要求供應商訂定長期
永續目標，精進節能減碳、消防、職業安全衛生、緊急應變演練相
關管理

 ▪ 民國 109 年 12 月成立 TSMC Arizona Corporation，規畫於美國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設置一座十二吋晶圓廠，預計民國 113 年開始
生產 5 奈米製程產品，就近滿足北美市場對先進製程的強勁需求

 ▪ 應邀赴美國專利局介紹半導體先進製程技術發展趨勢及台積公司
多種技術內容

溝通方式／頻率 關注議題 關注內容 台積回應
台積公司舉辦供應鏈消防設備介紹與操
作課程，以台積公司廠內自設消防訓練場
地，提供各類消防系統教具，使供應商實
地了解系統細部構造及操作方式，達到教
學效果

身為全球第一家加入 RE100
的半導體公司，台積公司不但
展現其不凡的遠見，同時發揮
先行者的影響力，帶動其他企
業 100% 使用再生能源。

Helen Clarkson
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執行長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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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提供教育及藝文資源，為社會培育新時代的全方位人才
關注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急難救助、志工活動及各項公益專案

社會

225 
公益合作團體數

646,975 
受益人次

 ▪ 志工服務／一週至少一次

 ▪ 「台積電 · 愛 · 行動」臉書
官方粉絲專頁／不定期

 ▪ 台積電文教與慈善基金會官
方網站／不定期

 ▪ 「把愛送出去」公益平台／
不定期

 ▪ 專案合作與拜訪／不定期

 ▪ 台積公司 ESG 電子報／每月

 ▪ 社會參與  ▪ 增加弱勢教育與青年多元
教育的合作單位

 ▪ 持續推廣藝文活動，擴大
贊助國內優秀藝術團隊 
 
 

 ▪ 對社會問題及重大事故
的因應措施與影響

 ▪ 環保相關公益專案的推
動情形

 ▪ 民國 109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投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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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支持多元教育專案。為強化 ESG
與女性影響力，舉辦「台積電青年築夢計
畫」引領青年以創意落實環境永續；規畫
5 場台積電女科學家之旅，為國家培育優
秀人才

 ▪ 民國 109 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透過資
金、物資及志工服務，針對「關懷弱勢、
照護獨老、推廣孝道、保育環境」四大主
軸進行公益專案，並鎖定「偏鄉教育」與
「弱勢救助」二大面向持續投入資源，志
工人數 10,451 人，服務時數近 6 萬 4,000
小時，投入超過新台幣 1 億 600 萬元

溝通方式／頻率 關注議題 關注內容 台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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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嚴峻的疫情中，有道光射
進心坎裡，暖暖的，謝謝台積
電慈善基金會提供個人防護設
備與營養補給品，看見了醫檢
師們的辛勞。

蔡德龍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長

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透
過築夢計畫讓青年學子們看
見實踐夢想最真實的日常；
雖然辛苦，卻也因此更清楚
自己在哪裡。

林育君
聯合大學工業設計系學生，第三及
第四屆青年築夢計畫入圍團隊成員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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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影響力

台積公司提供先進製程與技術平台，協助客戶實現創新、驅動產品的應用與成功，為社會與利害關係
人帶來價值。這是「共好，更好」精神的展現，也是台積公司得以持續成長、不斷發揮影響力的關鍵。
在堅實的公司治理基礎上，台積公司秉持誠信領導，結合六大資本、四大管理核心與六大永續管理

能力，利用環境損益（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的評價模式，建立永續影響力管理架
構，衡量與管理公司整體價值鏈為社會所帶來的貢獻。

六大資本 過程及方法

財務
透過有效率的財務資源管理，創造經
濟價值回饋

高階主管支持
董事長親自參與 ESG
推動，邀集高階主管帶
領各功能組織提出以台
積公司核心能力為基礎
的永續方案，擴大正向
影響力

ESG 管理平台
定期召開 ESG 指導委
員會與 ESG 委員會，
擬訂長期策略、進行跨
部門溝通協調，督導專
案執行進度與績效，在
組織內部建立永續動能

中階主管參與
中階主管是台積公司推
動永續的堅實力量，針
對牽涉層面複雜的永續
議題，進行跨組織、跨
單位的合作，帶來實質
改變

組織文化
建立不輕易承諾，一旦
做出承諾，就全力以赴
的組織文化。針對永續
議題，訂定長期目標、
戮力改善並定期檢視成
效，持續承諾做到最好

人力
尋找志同道合的優秀人才，強化人才
培育，與公司共同成長

製造
仔細維護設備與建築物之製造資源，
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服務

自然
透過源頭管制，降低自然資源耗用，
維持最佳使用效率

智慧
持續投入創新研發與專利，強化知識
資本的力量

社會
透過社會參與，回饋社會並取得信賴 營運影響：  員工向心力      風險      營收      獲利      客戶滿意

價值鏈：  採購階段     公司營運     客戶使用

創新研發管理
 ▪ 創新管理
 ▪ 產品品質

環境管理
 ▪ 能源管理
 ▪ 氣候變遷
 ▪ 水管理
 ▪ 廢棄物管理
 ▪ 空氣汙染防制

人力資源管理
 ▪ 人才吸引與留任
 ▪ 人才發展
 ▪ 人權
 ▪ 職業安全衛生

客戶關係管理
 ▪ 客戶服務

供應鏈管理
 ▪ 供應商永續管理

利害關係人議合
 ▪ 社會參與

六大永續 
管理能力

誠信領導
四大管理核心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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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價值

（接上頁）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完成經濟、
環境與社會的衝擊評估，新增「供
應鏈員工薪資」與「台積公司企業
志工」的評估結果，完成以三重盈
餘（Triple Bottom Line, TBL）為基
礎的永續影響力評價。詳細資訊請
參閱「永續影響力評價」。

註 1：民國 109 年「帶動供應鏈產值」由「工業技術研
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協助為依據民
國 108 年主計處公布最新之民國 105 年產業關
聯表、輔以 RAS 方法修正後計算，並同步調整
民國 107 年至 108 年資料

註 2：本章節所呈現的環境損益，係針對台積公司採
購及生產對外可能影響的貨幣化評估；至於因
執行環境保護計畫而生的成本及經濟效益，請
參考台積公司民國 109 年年報「環保支出」。關
於環境損益相關方法學，請參考《台積公司民國
109 年度環境損益分析報告》

註 3：民國 107 年至 108 年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更新，
同步調整環境損益計算結果

註 4：供應鏈環境損益係以單年度交易 3 次以上且金
額大於新台幣1,000萬元之供應商為主，共1,041
家，依其產業屬性及採購金額透過環境延伸投
入產出分析法（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Input 
Output, EEIO ）計算。因民國 109 年篩選標準調
整，評估範疇擴大至廠房及設備供應商，故同
步調整民國 107 年及 108 年計算結果

註 5：工傷價值 =工傷成本＋醫療成本＋避免職災之
願付價格

註 6：供應鏈員工薪資 = 依供應商產業別及所在地 
區，以採購金額帶入 EXIOBASE 2 資料庫薪資相
關係數計算

註 7：企業志工價值 = 以志工服務時數乘以台積公司
員工平均時薪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民國 107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現金股利

稅後盈餘

營業收入

折舊及攤銷費用

帶動供應鏈產值 註 1

溫室氣體 註 2&3

空氣汙染 註 2

廢棄物 註 2

廢水 註 2

水資源耗用 註 2

供應鏈環境影響 註 2&4

工傷 註 5

稅

員工薪酬

供應鏈員工薪資 註 6

企業志工 註 7

經濟

環境

社會

207,443
  259,304
  259,304

351,184
345,344

518,158
1,031,474
  1,069,985

1,339,255
292,546
286,884
   331,725

        806,100
726,800

1,080,200

-7,696
-9,454
-11,503

-12,430
-13,183
-15,209
-253
-210
-209
-93
-86
-124
-102
-123
-166
-25
-28
-36

-12
-13
-12

51,728
 58,740
 58,893

108,215
  109,985
    140,817

91,633
        159,172
       157,619

117
88
80

 ▪  為投資人帶來穩定 
股利與報酬

 ▪  協助客戶實現產品 
應用與成功

 ▪  帶動半導體供應鏈 
產值與轉型 

 ▪  透過環境損益維護 
自然資本

 ▪  為政府挹注稅收與 
社會福利 

 ▪  創造就業機會與員 
工福祉政府

社區

客戶

供應商

影響力

員工

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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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結合財務損益（Profit and Loss, P&L）
與永續管理的思維，建立以因果關係為導向的
永續影響力策略地圖（Strategy Map），從外部
觀點（Outside In）衡量台積公司價值鏈的社會
影響力。自民國 107 年起，台積公司攜手東海大
學企業永續影響力中心團隊，導入「環境損益」
評價模式，將生產營運過程所衍生的環境足跡，
轉化為以貨幣為單位基礎的社會成本，整合至
公司既有的「全方位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電子
化系統（Total ESH Management, TSM）」。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在自身生產營運階段共創
造新台幣 1 兆 3,390 億元的營業收入，提列 3,317
億元的折舊及攤銷，並配發 2,593 億元的現金股
利，不僅協助客戶產品成功及供應商永續轉型，
亦為投資人帶來優質報酬。在社會價值方面，繳
納稅額與員工薪酬共計新台幣 1,997 億元，支持
政府擴大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增加就業機會；
同仁投入的志工服務創造 8,032 萬元社會效益；
工傷則帶來 1,290 萬的社會成本。此外，因生產
過程衍生的環境足跡與資源耗用造成新台幣157
億元的環境成本。至於在上游供應鏈階段，除帶
動新台幣 1 兆 802 億元供應鏈產值，亦創造 19
萬個就業機會及 1,576 億元薪資收入，同時衍生
新台幣 115 億元的環境成本。

台積公司自民國 107 年起導入「環境損益」於生產營運管理，民國 108 年
進一步將環境損益分析應用至上游供應鏈，以環境延伸投入產出分析法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Input Output, EEIO）進行產業環境熱點（Hot 
Spot）分析，透過生命週期思維，逐步針對關鍵供應商進行實際盤查 
評估，截至民國 109 年已累計盤查與分析超過 40 家供應商。

民國 109 年調查結果顯示，在台積公司生產營運方面，過去三年環境外
部性微幅上升，主因為新廠擴建及先進製程技術演進導致用電、用水及
原物料需求攀升；為減緩能資源耗用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台積公司持續

推動低碳製造、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永續作為，
民國 109 年每單位產品環境外部性已較前一年減少 7.5%。在供應鏈方
面，因台積公司採購需求衍生的環境外部性著重於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業生產過程排放的 PM2.5 及溫室氣體造成的影響，台積公司將持續
積極推動負責任的供應鏈，要求及協助供應商力行汙染防治、減少能
資源使用，並計畫於民國 110 年進行供應商環保主題稽核專案，進一
步挖掘降低環境足跡與提升社會福祉的機會，帶動供應鏈永續力提升，
為價值鏈產生更大綜效。詳情請參考《台積公司民國 109 年度環境損
益分析報告》。

永續影響力評價
焦點案例

台積公司以環境損益思維落實營運管理

邊界與範疇 投入／產出

繪製衝擊
路徑

結果

方法建置
與分析 影響

管理應用
與規畫 評價

經濟價值

營業 
收入

溫室
氣體

全球
暖化

碳社會成本 人體健康損失 個人／雇主／
社會成本

工傷

損失
工時

現金
股利 用水

缺水

納稅稅後
盈餘 空污

懸浮
微粒

員工
薪酬

折舊／
攤銷 廢水

光化學
臭氧

志工
服務

時間
價值

採購

帶動產
業供需

提升產值

廢棄
物

毒性
物質

環境價值 社會價值

台積公司
永續影響力

評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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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游採購、公司營運到客戶使用，台積公司描繪價值鏈的策略地圖，藉由線線相連的因果關係，全面檢視企業各項行動，以貨幣化衡量自身對經濟、環境及社會可能衍生的外部成本（-）與價值（+），成為永
續管理的工具。

台積公司善用全球半導體業領導地位，提升在地供應
商技術及能力，推升半導體產業鏈的發展與產值，面
對伴隨而來的供應鏈永續議題，積極推動負責任的供
應鏈，降低衍生的環境及社會衝擊

台積公司以創新為本，從再生能源、再生水源與循環經濟著力，減緩因耗用能資源所帶
來的社會成本與影響；植基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透過公平的就業機會、安全與健康的
工作環境、優質的薪酬與福利，並鼓勵員工投身社會參與，一同創造社會正向影響力

台積公司藉由最新世代的製程技術，協助客戶實現創
新與節能效率的提升，以科技驅動人類健康、安全與
便利，同時協助建構低碳社會

永續影響力策略地圖

上游採購 客戶使用公司營運

$10,802 億

經濟價值
$12,804 億

經濟價值
578 億度

產品節電
-$115 億

環境價值
-$157 億

環境價值
11,617 種

產品創新
$1,576 億

社會價值
$1,998 億

社會價值

營業
收入

折舊／
攤銷

稅後
盈餘 工傷

研發 
專利

薪酬

企業 
志工

環境 
外部性

社會
外部性

現金
股利

環境 
外部性

社會
外部性

帶動供應
鏈產值

原料
投入

採購
需求

客戶
設計

人才 
招募

產品
銷售

就業 
機會

生產／
營運

能資源
耗用

汙染
排放

循環
再生

製程
節能

源頭
減量

末端
防治

產業 
供需

先進
製程

就業
機會

工傷能資源
耗用

供應商
輔導

薪酬汙染
排放

最佳化
面積低功耗 高效能

晶片
創新

產品 
創新

產品
節能

  正向影響          負向影響          因果關聯

註 1：「策略地圖」係由 Robert S. Kaplan 及 David P. Norton 在 1990 年代後期研究並推展的績效管理工具 – 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衍生而來，利用因果關係的思考邏輯，連結預期目標與驅動因子，成為組織的管理工具

註 2：「台積公司永續影響力策略地圖」是以績效管理的概念，將價值鏈活動的預期結果及驅動因子之間的因果關係加以連結，應用財務損益的管理思維，辨
識其對經濟、環境及社會帶來的正向或負向影響，包括直接或間接創造的經濟價值，以及對自然環境與社會所帶來的外部成本或效益

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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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創新，是台積公司成長的基礎、持續突破的動力。身為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
領導者，我們擁抱每一位台積人的創新，並透過獨步全球的領先技術，為客戶生
產高品質、低耗能的永續產品，協助解決人類面臨的各項挑戰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綠色製造是台積公司永續經營的基石。我們秉持企業成長與生態環境共榮的信念，厚
植綠色管理於日常營運，透過導入創新的綠色技術，持續落實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水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空氣汙染防制，矢志成為全球環保標竿企業

負責任的採購者
做為世界領先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負責任的採購是台積公司的使命。
我們發揮影響力，引領上下游供應商在技術、品質、交期、環保、人權、安全
與衛生等各面向持續精進，打造綠色永續的半導體供應鏈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員工是台積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我們重視與員工之間的相互承諾，致力於營造具挑戰
性、可以持續學習而又有樂趣的工作環境，建立開放型管理模式，提供同業平均水準
以上的薪酬與福利，成為員工引以為傲的世界級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台積公司立基台灣，受社會各界的支持而茁壯。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信
念，長期透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深耕弱勢關懷、
關注青年教育、提升藝術文化，回饋社會、創造共好價值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SG 方向 流程

綠色製造
落實清潔生產，領先開發高
效節能半導體技術，以綠色
創新因應氣候變遷，促進全
球永續發展

台積公司依循「瞭解與定義優先順序」、「設定目標與整合」、「揭露與
溝通」三大步驟，從五大永續角色與價值鏈階段辨識與 SDGs 的鏈結，擬定
長期目標與實踐行動方案。

打造多元包容職場
尋找志同道合夥伴，注重勞
工人權，確保員工享有學習
發展與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

建立責任供應鏈
透過採購力量，推展台積公
司的經營及製造標準至供應
鏈相關產業，帶動整體供應
鏈向上提升

人才培育
透過與學校合作，發展台積
學程與 STEM 教育，培育未來
半導體創新人才

弱勢關懷
結合公司資源與同仁自發性
的志工服務，由教育與生活
切入，傳遞愛的力量與社會
影響力，建立共好社會

瞭解與定義
優先順序
9 個SDGs

設定目標與
整合
44 個長期目標

揭露與溝通 24 個永續作為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採購階段 公司營運 客戶使用
台積公司採
購原物料、
設備及相關
服務 

台積公司提
供晶圓製造
與封裝／測
試業務 

台積公司提
供完成生產
的客戶產品 

台積公司永續角色

面對全人類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台積公司以十大經營理念與四大
價值觀為本，專注提升本業核心能力，積極落實五大永續角色，
從上游採購、公司營運與客戶使用三大階段，帶動半導體產業具
體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在 ESG 指導委員會的帶領下，台積公司設定五大 ESG
發展方向、選定 9 個主要的 SDGs 目標，透過 ESG 委員會整合跨
組織的資源與力量，擬定 44 個可衡量且具時效性的長期目標，執
行 24 個相對應的永續作為，將 SDGs 融入組織文化與日常營運，

並以 SDG 17 全球夥伴為核心，透過參與、合作與對話，攜手內外
部利害關係人，不斷挖掘治理／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大面向的發
展契機，共創價值共享的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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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力助台灣基層
棒球隊發揮無限潛能

鏈結 SDGs 與台積公司民國 119 年永續發展目標 

提升獨居老人醫療照護
愛互聯服務獨老每年 12,000 人次

健康與福祉

以更具能源效率的方式生產
相同製程技術量產五年後，生產能效提升一倍
民國 105 年至 119 年新增節能措施累積節電總量 50 億度

與供應商合作推動節電
輔導供應商進行節電行動，累計節電量達 15 億度（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使用再生能源
自 3 奈米起，新廠再生能源佔比 20%，並逐年增加購買
量，達全公司廠房 25%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非生產廠房
100% 使用再生能源

可負擔能源

該目標過去三年成效呈現正向影響趨勢
該目標過去三年成效呈現負向影響趨勢
過去三年數據呈現不穩定、無比較基礎的新增或調整後目標

推廣年輕世代孝道
推動 120 間教育機構孝道教學

關懷教育弱勢
持續與教育機構合作，每年投入資源不少於新台幣 1,500 萬元

成立偏鄉孩童導讀志工
導讀時數每年超過 10,000 小時

教育品質

降低水資源風險
單位產品用水量 ( 公升／十二吋晶圓當量 - 光罩數 )
降低 30%（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輔導供應商進行節水行動，累計節水量達 3,500 萬噸 
（民國 109 年為基準年） NEW

改善放流水質
水汙綜合指標優於放流水標準 50%

提高再生水使用量
再生水替代率達 30% 以上

淨水與衛生

為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4 項「教育品質」，確保有教無類、公平與高品質
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台積公司將受疫情取消之民國 109 年的運動會經費中，
提撥新台幣 2,000 萬元，首度跨界攜手中華民國原住民族棒球運動發展協會（原
棒協）、 台灣球芽棒球發展協會（球芽基金），啟動「台積公司棒助小英雄計畫」，
為打棒球的偏鄉弱勢孩童扎根教育基礎，支持孩子們建立自信、發揮無限潛能。

台積公司棒助小英雄計畫支持原棒協透過「教練增能訓練」為球隊教練強化運動
營養與傷害防護、運動科學與應用等知識，藉「球員第二專長培育」提供花東地
區國中棒球校隊球員職涯規畫與職能訓練；同時，支持球芽基金為花蓮及台積公
司廠區所在地區的國中小棒球隊設置「棒球閱讀教室」，輔以設置由職棒球星親
自頒獎之「棒球獎學金」，激勵小球員們培養閱讀素養、奠定教育基礎。

台積公司晶圓十二 B 廠壘球隊隊員及台積公司壘球社社員，亦在熱愛棒球的台積
公司副總經理張宗生的引領下，走入新竹在地社區校園，透過分享棒球與職棒新
知、課業與生活輔導等形式，陪伴小球員們勇敢逐夢。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 ESG 網站《台積運動會經費首跨界投入，力助台灣 
基層棒球隊發揮無限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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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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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首屆 CSR AWARD 激勵組織
永續績效、孕育員工 ESG 好點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透過串聯全球各個國家與企業的
具體永續行動，致力達成人類與地球未來的共榮藍圖。台積公
司呼應 SDGs，並秉持著提升社會的 ESG 願景，民國 109 年首
次舉辦 TSMC CSR AWARD 表彰組織的 ESG 實績，同時鼓勵每
一位台積人提出與公司 ESG 五大方向息息相關的好點子，希
望激發同仁在每天的工作中勇於探索，挖掘各種進步的可能，
並透過分享將共好的力量向外延伸，為世界帶來正向改變。第
一屆 TSMC CSR AWARD 共收到 785 件永續提案、吸引 25,883
人次員工參與，為公司創新的永續文化挹注源源動能。

100% 的參與同仁透過問卷表示，TSMC CSR AWARD 讓他
們了解 ESG 不只是做公益，更是透過本業發揮影響力，為社
會及環境做出貢獻；98% 的參與同仁反映，透過 TSMC CSR 
AWARD 發現自身工作蘊藏的永續價值，未來更願意主動在
日常工作中提出永續建言並付諸行動。

   立即觀賞民國 109 年 TSMC CSR AWARD 精彩花絮

推動高事業廢棄處產出減量
單位晶圓委外廢棄物處理量（公斤／十二吋
晶圓當量 - 光罩數）≦ 0.5

推動循環經濟 
開發多種電子級化學品回台積公司循環使用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廢棄物產出量減少
35%  ( 民國 103 年為基準年 ) 

化學品管理
建立 100 % 材料的致癌、致生殖突變、致
畸胎物質分析能力並協助主要供應商同步發
展相同能力 

100% N– 甲基吡咯烷酮
（N-methylpyrrolidone, NMP）替代（民國
105 年為基準年）

所有製程皆不使用含 4 個碳以上的全氟烷基
物質（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

提升環保品質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降低 50％（民
國 104 年為基準年）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 98％ 

促進健康管理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 件 

責任消費與生產
鼓勵創新

持續保持技術領先，每年研發支出為營收
之 8.5%

全球專利獲准數量累積超過 50,000 件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戶生產製
造的技術種類達 1,200 種，先進封裝技術
種類達 170 種

綠色產品創新
單位產品環境足跡減少 30% （民國 99 年
為基準年）

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

落實氣候風險調適策略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 二氧化碳
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 - 光罩數）減少 40%

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
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100%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提升供應鏈氣候變遷風險韌性
邀請供應商觀摩年度緊急應變演練，累計
達 300 家（民國 105 年為基準年）

成立環保／節能志工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服務每年至少 1,200 人次 

氣候行動

就業與經濟成長
提供優質薪酬

薪酬維持在業界前 25% 水準

促進供應鏈永續性
每年要求第一階供應商以「永續管理自評問
卷」自評風險，完成率達 100%

每 3 年要求第一階供應商簽署「台積公司供
應商行為準則」，完成率達 100%

要求關鍵供應商接受第三方（RBA 認證之稽核機
構）執行稽核，每 3 年達完成率達 100%

每年稽核 3 家供應商負責任礦產盡職調查，
累計達 30 家 

促進工作環境安全

扶植在地供應商
在地原物料供應商接受製程精進與品質改善
輔導計畫，累計達到 145 家（民國 105 年為
基準年）

推動 100% 本土主要原物料供應商與 75%
後端封裝材料供應商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
賽」，且 60% 晉級決賽

NEW

NEW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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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能傷害頻率 < �.�

 失能傷害嚴重率 < �

 事件發生千人率 < �.��

 廢棄物處理廠商皆取得 ISO���� � 等國際環安
衛管理認證

關鍵高風險作業供應商安全衛生輔導完成率 ���%

輔導高風險作業承攬商取得 ISO ���� � 職業健康安
 全管理系統認證，通過認證率 ���%

在地供應商參與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畫家數累
 計達  �,���  家（民國  ��� 年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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