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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環境的諸多挑戰，民國104年依然是台積

公司再創佳績的一年。我們不但締造營收與獲利的新紀錄，更成

功推出領先業界的16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FinFET）製程，以創

紀錄的速度開始量產，成功滿足客戶需求。在各項利害關係人關

心的議題上也達成許多成就，包括：在10奈米與7奈米製程研發及

系統級封裝等先進技術上達成關鍵里程碑；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

中持續進步；針對供應商進行了60場稽核，以確保供應商遵守勞

工、道德、環境、健康和安全等多樣標準；推動採購在地化，間

接為台灣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向政府繳交的稅款創下歷史新

高並連續第三年蟬聯國內繳稅最多的企業；雇用的員工人數及其

總薪酬也再創新高；為股東達成再創公司新高紀錄的股價，並預

備在民國105年股東會通過後發放再創公司新高紀錄的現金股利。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再度展現高度獲利成長，更加強了企業永續

經營的基礎。

營運上的優異表現使得台積公司在民國104年創造了8,778億元的

總收入（定義請參考註2），將總收入扣除商品採購及服務的成本

與設備折舊攤銷及減損的費用後，我們在民國104年創造的經濟價

值達到新台幣4,450億元。在這些經濟價值中，我們將35%分配給

了股東、20%分配給員工、10%支付予政府、1%支付予債權人，

而剩餘的34%則留存在台積公司，作為未來創造更多經濟價值的

基礎。

折舊、攤銷及減損$225.1

原物料成本／
其他費用$207.7

總收入 
（註1）
$877.8 

社區捐贈$0.1（0%）

股東（註2）
$155.6（35%）

債權人$3.2（1%）

所得稅款$43.9（10%）

員工$91.2（20%）

留存經濟價值
$151.0（34%）

經濟價值
$445.0

為了能持續創造經濟價值，台積公司在經濟層面鑑別出幾個主要

的重大議題，包括：（1）持續獲利成長；（2）達到最佳的客戶服務與

客戶滿意度；以及（3）積極主動地進行供應鏈的永續性管理。

台積公司的獲利成長來自於技術領先、卓越製造以及客戶信任。

藉由每年不斷增加在先進製程技術研發及產能的投資，台積公司

設定了在未來五年內每年持續擴大市場佔有率以及提升先進製

程技術的營收貢獻等目標。目前為止，台積公司已連續六年持續

增加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市場佔有率，於民國104年達到

55%；同時，先進製程技術（28奈米及以下更先進製程）的營收

貢獻自民國103年的42%提升至民國104年的48%。台積公司更以

維持或增進結構獲利率為目標，透過優異的營運效率及與客戶緊

密合作所帶來的預測與規劃能力，使得台積公司得以擷取前述的

經濟價值。

另外，台積公司於民國104年9月成為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ICC）

全會員後，台積公司業務的各個面向現已吻合「電子行業公民聯

盟行為準則」（EICC Code of Conduct）。台積公司更計劃從民國

105年開始，為期兩年，為所有的晶圓廠執行由EICC認定有效且

可分享的「驗證稽核流程」（VAP），並由受過社會和環境稽核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註 1： 總收入包含營業收入淨額、與關聯企業間之已（未）實現利益、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不含減損損失）及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不含財務成本）。
註 2：俟股東會決議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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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訓練的第三方機構執行。我們相信這些更積極的作為將能進

一步強化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同時提升利害關係人對

台積公司的信心。

展望未來，台積公司相信我們對創新技術及高效率產能的投資、

對客戶滿意的重視，以及對供應鏈的永續性管理，將使我們能夠

提供更優異、更環保、更具成本效率的半導體，以持續滿足市場

需求。我們也相信在未來許多年裡，這些努力將為我們所有的利

害關係人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

4.1 公司概況

4.1.1 公司簡介

台積公司成立於民國76年2月21日，總部設立於台灣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領先業界開創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商業模式。台積公司

專注生產由客戶所設計的晶片，本身並不設計、生產或銷售自有

品牌產品，確保不與客戶直接競爭。時至今日，台積公司已經是

全世界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單單在民國104年，台

積公司就以228種製程技術，為470個客戶生產8,941種不同產品。

台積公司的眾多客戶遍布全球，為客戶生產的晶片被廣泛地運用

在電腦產品、通訊產品、消費性、工業應用與其他電子產品等多

樣應用領域。如此多樣化的晶片生產有助於緩和市場需求的波動

性，使公司維持較高的產能利用率及獲利率。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所擁有及管理的產能超過900萬片十二吋

晶圓約當量。台積公司在台灣設有三座先進的十二吋超大晶圓廠

（GIGAFAB® Facilities）、四座八吋晶圓廠和一座六吋晶圓廠，

並擁有二家海外子公司—WaferTech美國子公司、台積電（中

國）有限公司之八吋晶圓廠產能支援。民國104年12月，台積公司

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提出赴大陸南京市獨資設立十二吋晶圓

廠與設計服務中心之申請，目的係提高台積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

商機。經濟部核准後，此投資案預計於民國105年啟動，並於民國

107年下半年進入量產。

台積公司在北美、歐洲、日本、中國大陸、南韓、印度等地均設

有子公司或辦事處，提供全球客戶即時的業務與技術服務。至民

國104年年底，台積公司全球員工總數超過4萬5,000人。

本公司之子公司台積固態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積太陽能股份有

限公司，原從事固態照明裝置及其相關應用產品與系統，以及太

陽能相關技術與產品之研究開發、設計、製造與銷售。民國104年

1月，台積公司董事會核准出售台積固態照明（股）公司股份予晶

元光電（股）公司。此交易完成後，台積公司已全面退出LED產

業。民國104年8月，台積公司宣布台積太陽能（股）公司因業務

發展已不具長期經濟效益，於該月底前停止其工廠生產業務。台

積公司仍持續提供客戶所有既有的產品保固，同時邀聘全部台灣

廠區員工至台積公司任職。

台積公司股票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為2330，另有美

國存託憑證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股票代號為TSM。

協會（公會）之會員身分

台積公司積極參與產業公會與協會的活動，並扮演產業領導者的

角色。在為數眾多的公會及協會當中，台積公司主管先後接受同

業推舉，擔任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華民

國工商協進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

展協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等組織

之常務理事或監事職務。此外，台積公司部分同仁也依其負責之

業務屬性，分別於各公會或協會組織中擔任各專業委員會的召集

人或副召集人等職務，希望藉由跨產業合作，提升台灣半導體產

業發展及國際能見度，對政府提出建言並分享企業永續經驗。

4.1.2 市場概況

台積公司卓越表現

民國104年，即使面對既有競爭者及新進競爭者的挑戰，台積公司

在全球半導體業之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仍估計以55%的市場

佔有率持續保持領先地位。

擁有最先進的製程技術是台積公司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

保持領先地位的重要關鍵。民國104年，有48%的營收來自28奈米

及以下更先進製程。

市場分析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預估全球半導體市場的產值約為美金3,540

億元，相較前一年度的年成長率10%，急遽下滑為零成長。其

中，從事半導體製造的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產值約為美金440億

元，年成長率為4%。

產業未來展望、機會與挑戰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市場的需求與供給

經過了民國103年14%的成長後，全球景氣趨緩，連帶地庫存消

化時間的延長，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在民國104年成長率降到

4%。

民國105年，台積公司預估整體半導體產業將成長1%。長期而

言，因電子產品採用半導體元件的比率提升，無晶圓廠設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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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續擴大市佔率，以及系統公司增加特殊應用元件直接委外代

工，自民國104年至民國109年，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的成長可

望較整體半導體產業3%年複合成長率為高。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位居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上游，其表現與

通訊、電腦、消費性電子產品等主要終端產品以及新興物聯網的

市場狀況息息相關。

• 通訊

就通訊產業，尤其是智慧型手機部分，民國104年的單位出貨量

達10%的成長。雖然成長力道趨緩，但智慧型手機持續演進至4G/

LTE及LTE-Advanced將推動市場於民國105年呈現中至高個位數

百分比成長。擁有更高效能、更低耗電及更多智慧型應用的智慧

型手機，將持續吸引消費者的購買興趣；同時，低階智慧型手機

在新興市場國家的普及，亦推動市場的成長。

低耗電特性的晶片對手機製造商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一環。擁有最

佳成本、耗電及外型尺寸（晶片面積）的系統單晶片，以及對於

運算複雜軟體的高效能需求，將加速先進製程技術的推進，而台

積公司在先進製程技術方面已居領導地位。

• 電腦

繼民國103年電腦相關領域衰退1%之後，民國104年電腦相關領域

產品的單位出貨量減少8%。衰退幅度擴大的主要原因在於更替週

期增長、庫存調整、Windows XP換機結束，以及Windows 10免

費升級。

展望民國105年，預期電腦產業將呈現中等個位數百分比衰退。

然而，多樣化的電腦型態（例如：可變式筆電、超輕薄筆電及低

價筆電）、企業逐步採用Windows 10，以及消費者汰換老舊電腦

等，預期將有助電腦的需求。

因應低耗電、高效能及高整合度的電腦主要半導體元件如中央處

理器、繪圖處理器與晶片組等的需求，產品設計將朝向先進製程

技術發展。

• 消費性電子

民國104年，消費性電子產業整體單位銷售量較民國103年衰退

6%；除了新世代電視遊戲器及數位機上盒銷售量成長外，電視、

數位相機、MP3播放器以及掌上型遊戲機市場則因為世界景氣及

匯率影響，以及功能被智慧型手機所取代，銷售量持續下滑。

雖然民國105年消費性電子出貨量預計將持續下降，4K超高解析

度電視及數位機上盒將繼續維持高成長。台積公司掌握此波成長

趨勢，提供先進製程技術以滿足客戶對市場趨勢之需求。

• 物聯網

當未來所有東西都將被連上網以提供各種更好的服務，物聯網正

開始成形為一個大趨勢。到了民國114年，物聯網的裝置數目將比

智慧型手機多上十倍，產品涵蓋智慧型穿戴裝置、家用機器人、

智慧電表、自動駕駛車等。這些應用對電池使用壽命，各種感測

器，以及低功耗無線連結上的需求將挑戰技術發展的新方向，台

積公司提供的超低功耗邏輯與射頻方案以及感測器方案，將幫助

客戶在此快速發展的物聯網市場中贏得先機。

產業供應鏈

電子產品的供應鏈複雜而冗長，且各個環節環環相扣。身處產業

鏈的上游，半導體元件供應商必須提供即時且充足的產能以因應

市場的激烈變化，而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更是確保產業鏈穩健的重

要元素。台積公司身為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的領導者，將持續

提供最先進的製程技術及充足的產能，以確保整體產業的穩定與

持續創新。

4.1.3 創新管理

創新是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台積公司的成長泉源。台

積公司追求的涵蓋策略、行銷、管理、技術、製造等各方面的創

新。創新不僅僅是有新的想法，還需要執行力，做出改變，讓想

法實現，否則只是空想，沒有益處。

4.1.3.1 台積公司的創新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模，全年研發總預算約佔

總營收之8%，此一研發投資規模不僅與眾多世界級一流科技公司

相當，甚至超越了許多公司的規模。台積公司積極營造創新的環

境，鼓勵員工實現創新的價值，近年來已陸續展現成果。

歷年獲獎紀錄

•  5位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院士（目前任職於台積公司）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協會（IEEE）Spectrum雜誌發布之全球專利實力2015
評鑑半導體製造類組第一名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榮譽勳章（Medal of Honor）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Andrew S. Grove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Cledo Brunetti 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Robert N. Noyce Medal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企業創新獎（Corporate Innovation 

Award）
•  美國商業周刊雜誌2001年亞洲之星（Stars of Asia from Business Week）
•  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最高榮譽Robert N. Noyce獎
•  SEMI頒發Akira Inoue獎
•   日本經濟新聞社「亞洲獎」 
•  行政院92年度「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
•   經濟部第一屆奈米產業科技菁英獎
•  20座國家產業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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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技術領導地位

有鑑於延續每兩年半導體運算能力增加一倍之摩爾定律所面臨的

技術挑戰日趨複雜，台積公司研發組織的努力著重於讓台積公司

持續提供給客戶領先的製程技術及設計解決方案，以協助客戶在

今日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中成功且快速地推出其產品。民國104年

研發組織成功克服這些挑戰，業界領先的16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

強效版（16FF+）製程技術進入量產，此技術為首項採用三維鰭

式場效電晶體之整合式技術平台。研發組織持續創新以維持技術

領導地位，10奈米技術的開發符合進度，並於民國105年第一季開

始客戶產品設計定案，目前7奈米技術已進入全面開發階段，而5

奈米技術的定義正在進行中，需要密集的進階開發。

除了發展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技術，台積公司並廣泛地對其

他半導體技術進行研發，以提供客戶行動系統單晶片（SoC）

產品及其他應用所需的功能。民國104年完成的重點包括：強化

CoWoS技術以涵蓋面積大於1000毫米平方的尺寸、3D InFO技術

完成量產驗證並進入量產、TSV封裝技術已進入大量生產、發展

0.13微米雙極—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雙重擴散金屬氧化半導體

（BCD）技術於十二吋晶圓廠生產、嵌入式快閃記憶體增加55奈

米射頻技術以滿足物聯網應用的需求、完成650伏氮化鎵（GaN）

功率電晶體技術量產驗證，以及支援顯示器驅動的55奈米高壓製

程技術驗證。

台積公司亦致力於維繫與外部重要研發夥伴的合作以及與世界級

研發機構的聯盟，例如台積公司是歐洲知名半導體技術研發中心

IMEC的核心合作夥伴，並持續贊助全球頂尖大學從事奈米技術研

究，以推動創新及奈米電子技術的演進。台積公司已經在台灣成

立四個聯合研發中心，包括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

清華大學，以及國立成功大學，這些研發中心的目標是期望更加

了解先進矽製程技術量產所需的元件與材料。

領先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的技術與創新

先進製程技術：

•  65奈米和40奈米先進製程技術率先導入量產
•  第一家提供28奈米製程技術量產，率先提供28奈米高介電層／金屬閘
（HKMG）技術

•  全球首項28奈米高介電三閘極技術（28HPT），相較於28奈米高效能技術
（28HPM），28HPT在相同漏電功率基礎上速度增快10%

•  相較其他公司量產的20-/22-SoC技術，台積公司的20-SoC閘密度最高
•  領先業界推出16奈米技術並且進入量產，此技術為首項採用三維鰭式場效
電晶體之整合式技術平台

多樣且完備的製程技術：

•  成功地驗證了整合型扇出－封裝內建封裝先進技術（InFO-PoP），該技術
提供行動裝置客戶低成本的解決方案

•  第三代0.18微米BCD技術以台積電新創的元件架構，實現世界領先的效
能。在行動電源管理IC上，達到更高的效能與更低的功耗來滿足行動裝置
的電源功率需求

•  唯一能在六吋晶圓廠同時提供低壓及高壓（100伏及650伏）氮化鎵半導體
元件技術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廠商

4.1.3.3  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Initiative）

一直以來，創新即是件令人振奮且富挑戰性的事。隨著日趨頻繁

的產業整併與技術商品化的更加普及成熟，半導體公司之間的競

爭也日益激烈，企業需要不斷創新以維持成長動能。藉由與外

在夥伴的密切合作，有助企業加速從外到裡、從裡到外的全面創

新。這個與外在夥伴積極合作的方式，稱為「開放式的創新」，

也是台積公司「開放創新平台 」的濫觴。開放創新平台是台積大

同盟重要的一部分。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是一個完整的設計技術架構，涵蓋

所有關鍵性的積體電路設計範疇，有效降低設計時可能遇到的種

種障礙，提高首次投片即成功的機會。「開放創新平台」結合半

導體設計產業、台積公司設計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台積公司的矽

智財（IP）、設計應用、可製造性設計服務、製程技術以及後段

封裝測試服務，帶來最具時效的創新。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主要建構了一組生態系統介面，藉

由台積公司所開發、支援的合作平台，帶來供應鏈各方面的創

新，因而產生並共享新增的營收與獲利。台積公司主動、精確及

品質優先（Active Accuracy Assurance, AAA）的績效是「開放創

新平台」成功的關鍵，為生態系統介面及合作平台提供了精確及

品質上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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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模式彙集客戶與夥伴的創新思考，秉持縮短

設計時間、降低量產時程、加速產品上市時間，最終加快獲利時

程的共同目標，而「開放創新平台」的建立則是台積公司開放創

新模式的具體實踐：

•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擁有全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最完

整的電子設計自動化（EDA）驗證流程，及時提供新製程所需的

設計工具套件。

•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擁有全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最

大、最完整、最周全，且經由晶片驗證完成的矽智財與元件資料

庫。

•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結合最新的電子設計自動化、元件

資料庫、矽智財與設計服務夥伴，推出完整的設計生態系統聯盟

專案。

台積公司OIP聯盟包含了23個電子設計自動化的夥伴、43個矽智財

夥伴，和25個設計服務的夥伴。台積公司和這些夥伴們主動積極

地在一開始設計時便及早深入的合作，以克服在先進製程中日益

複雜的設計挑戰。經由這種更及早更密集的合作模式，台積公司

的OIP提供了完整的設計架構與及時的EDA工具的強化，並可於客

戶需要時提供關鍵性的矽智財及高品質的設計服務。如此一來，

將來客戶在製程技術成熟量產之際，為客戶帶來最大的利益與關

鍵性的成功。

民國104年9月，台積公司在美國加州聖塔克拉拉會 議中心主辦了

OIP生態系統論壇。來自台積公司及夥伴公司的高階主管擔任主

講。台積的客戶和合作夥伴熱烈地參與這個論壇，也由此展現了

經由OIP共同合作創新的成果。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合作夥伴管理入口網站，有效促進

生態系統夥伴間的溝通，並已產生最有效率的商業合作。這個入

口網站有直觀性使用的介面，並可與TSMC-Online直接連結。

4.1.3.4 大學合作計劃

台積公司在台灣的大學研究中心

台積公司已顯著地擴大與台灣的大學進行合作，與多所知名大學

攜手成立的四個研究中心，這些研究中心擔負雙重的任務:首先是

培養更多未來適合服務於半導體產業的高素質學生，其次是激勵

大學教授提出新的研究專案計劃，包括專注於最先進的半導體元

件、製程、及材料科技、半導體製造及工程科學，以及與電子產

業相關的特殊製程技術。民國102年，台積公司在國立台灣大學及

交通大學分別成立研究中心，民國103年於國立成功大學及清華大

學成立兩個新的研究中心。這些研究中心由政府單位及台積公司

出資贊助，台積公司承諾投入數億元新台幣並提供大學晶圓共乘

專車。民國104年，數百名在電子、物理、材料工程、化學、化工

及機械工程領域成績優異的學生加入這些研究中心。

具體實現創新構想的推手－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台積公司「大學晶圓快捷專案」（TSMC University Shuttle 

Program）的成立目的在於提供全球頂尖大學傑出教授使用先進

的矽製程技術以研發創新的電路設計觀念。台積公司的大學晶圓

快捷專案有效串聯來自全球頂尖大學的教授、研究生與台積公司

主管們的研究動力與熱情，在半導體領域創造更卓越的先進技術

與培育新世代的人才。

台積公司的大學晶圓快捷專案提供進行數位／類比／混合訊號電

路與射頻設計以及微機電系統（MEMS）設計的製程技術。參與

台積公司大學晶圓快捷專案的成員，包括了來自全球的各頂尖大

學的研發團隊 包括了來自全球的各頂尖大學的研發團隊。

台積公司與參與台積公司大學晶圓快捷專案的各大學藉由這個專

案達成雙贏的世界級合作，這個專案讓優秀的研究生在台積公司

的製程技術上實現他們的想法，進而落實他們在各個研究領域上

的創新。

4.1.3.5 未來研發計劃

為了保持並強化台積公司的技術領先地位，台積公司將持續大舉

進行研發投資。除了10奈米及7奈米技術，台積公司強化的前瞻性

技術研究和開發亦符合進度，以建立穩固的基礎來支援7奈米以下

製程的技術平台。前瞻性技術研究著重於新電晶體及製程技術，

例如3D結構、應變層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高載子移動率材

料，以及創新的3D積體電路技術，這些研究強調創新並由奈米級

CMOS電晶體及相關技術基本物理的深入了解來引導。台積公司

亦持續與來自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外部研究機構共同合作，期望延

續摩爾定律，為支援客戶的未來具有成本效益之技術及製造解決

方案鋪路。

台積公司擁有優異、高度專注的研發團隊，加上對創新的承諾，

我們深信一定能提供客戶最佳且具成本效益的系統單晶片製程技

術，確保台積公司在未來的營運成長及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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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未來主要研發計劃摘要

計劃名稱 計劃內容 預計試產時程

10奈米邏輯技術平台
應用

同時支援數位及類比產品應用的第

三代鰭式場效電晶體製程技術

民國105年

7奈米邏輯技術平台
應用

支援系統單晶片技術的第四代鰭式

場效電晶體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技術平台

民國106年

三維積體電路 因應系統級封裝技術，開發更具成

本效益及更具尺寸、效能優勢的解

決方案

民國105年至民國
106年

下一世代的微影技術 發展極紫外光及多重電子束技術以

延伸摩爾定律

民國105年至民國
108年

長期研發 特殊系統單晶片技術（包括新型非

揮發性記憶體、微機電、射頻、類

比晶片）和5奈米電晶體

民國104年至民國
108年

以上計劃之研發經費約佔民國105年總研發預算之70%，而總研發預算預估佔
民國105年全年營收的8%。

4.1.4 對投資人的責任
台積公司的經營管理策略及財務政策一向以創造更高的經濟價

值並回饋予包括投資人在內的利害關係人為目標。我們不僅以

國際標準來展現台積公司在投資價值及企業永續經營上的地位和

聲譽，同時也是名列全球半導體產業永續發展的優秀企業。民

國104年，台積公司連續第三年獲得「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所屬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

同步參與公司的法人說明會，同時。在法人說明會結束後，並將

錄影重播及會議記錄逐字稿存放於公司網站上供投資人參考。此

外，我們的投資人關係處每年頻繁地在世界各地與投資人及分析

師進行數百場的溝通會議與電話會議。藉由參與券商舉辦的科技

論壇以及主動拜訪投資人，我們的足跡不僅達到亞洲，更至歐洲

和北美洲。民國104年，我們共與全世界超過320家投資機構進行

了超過270場次的溝通會議與電話會議，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提

供投資人正確、及時、透明的經營策略、營運狀況與財務數字。

我們亦將主要活動及重要的事件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上千位投資

機構的網站會員，並即時地將公司基本資料、股利發放歷史、股

東會資料、分析師投資建議一覽表、信用評等及主管機關規定之

各項公告文件，上傳到公司網站。

台積公司致力於增加股東的價值，在財務方面設有明確的策略性

目標，我們的策略性財務目標包括：（1）橫跨景氣循環，平均股

東權益報酬率至少20%；（2）民國103年至108年的營業淨利年複

合平均成長率介於5%到10%之間。這些策略性財務目標的設定，

讓投資人可以更清楚了解台積公司的長期投資價值，而我們過去

良好的財務表現更提供了投資人對於我們能夠達成這些目標的信

心；以過去十年為例，台積公司的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為24%，

營業淨利複合年平均成長率為13%，皆符合我們的長期財務目

標。在良好的財務表現支持下，台積公司計入現金股利後的股價

表現在民國104年全年共上漲4.6%，在總體經濟環境不佳之際仍

然連續第六年呈現正成長。台積公司自民國83年股票上市以來，

市值一向穩健成長，至民國104年底已超過新台幣3.7兆元或1,130

億美元。

（Semiconductors an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產業組中產

業領導者（Industry Group Leader）的肯定，再次印證了台積公

司在永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成就。台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表

現，除了在全球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組別中的各個面向得分

加總最高分外，也在21個子項目中的「營運環保效率、產品環境

責任、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發展、人才招募與留任」等10個項

目，獲得該組最高分。

台積公司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DJSI）」全球半導體及半導體

設備廠商中的永續經營領導者 

民國104年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組總分

台積公司 平均

總分 89 52

民國104年各面向分數

權重 台積公司 平均

經濟面 40% 84 56

環保面 35% 96 51

社會面 25% 89 46

為了能以最快的方式將公司重大資訊傳遞給投資人，台積公司設

立高效率的溝通系統。每一季，我們的共同執行長與財務長定期

連袂舉行法人說明會及電話會議，向全球的投資人公布並說明每

季財務數字及營運狀況。從民國101年7月起，我們更進一步合

併法人說明會及電話會議，透過網路實況轉播讓更多的投資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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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 民國96年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財務表現 十年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24%；營業淨利年複合平均成長率=13%

營收（新台幣10億元） 營業淨利（新台幣10億元） 股東權益報酬率

843
320

597
209

507
181

427
142

420
159

296
92

333
104

323
112

317
127

763
296

27%
24%25%

22%

30%

18%
21%22%

27%
28%

民國93年 民國94年 民國95年 民國96年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現金股利 自民國93年至104年間，發放新台幣超過8,500億元

每股現金股利（新台幣元） 現金股利發放總金額（新台幣10億元）

4.53.03.03.03.03.03.02.50.6 2.0 3.0 3.0

117

787878787777

62

12

46

77 78

台積公司自上市以來，透過股利股息的發放與股價的上漲、維持穩健的財務結構以及名列全球半導體

產業與所有台灣產業最佳信用評等（標準普爾信用評等：A+；穆迪評用評等：A1；中華信用評等：

twAAA）的方式，為投資人持續不斷創造價值。台積公司自民國93年以來，每一年皆發放現金股利給

股東。台積公司並向股東承諾，我們的股利政策為維持穩定且可持續的股利政策，並於自由現金流量

足以支應先前股利發放水準及公司債到期還本的資金需求時，考慮增加每股現金股利之發放。由於自

由現金流量在民國103年及104年呈現顯著成長，台積公司將民國104年發放的每股股利增加50%到新台

幣每股4.5元。因此，自民國93年至民國104年止，已累積發放現金股利超過新台幣8,500億元或270億

美元。

公司市值 超越新台幣 3.7兆元（單位：新台幣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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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媒體雜誌的多項評比中，台積公司持續得到來自全球各地投

資人的肯定，表揚其在資訊透明、資訊揭露、公司治理、平等對

待投資人的努力與成績。民國104年，台積公司持續於Institutional 

Investor、IR Magazine等國際重要評比中獲得各項大獎，關於民

國104年的所有獲獎內容，請參考第12頁「企業社會責任獲獎及認

證」✚。

4.1.5 財務績效

股利政策

台積公司於當年度無盈餘或無保留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

利。台積公司自民國93年起，每一年度皆分派現金股利予股東。

台積公司將維持穩定且可持續的股利政策，並於自由現金流量足

以支應先前股利發放水準及借款到期還本的資金需求時，考慮增

加每股現金股利之發放。台積公司業於民國105年2月2日董事會中

擬定民國104年度盈餘分派案，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6元。本

案將俟民國105年6月7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稅務政策

台積公司支持有助於企業創新及促進經濟成長的稅務政策，並致

力於資訊透明化及永續發展，據此我們承諾：

• 所有營運皆依據相關稅務法律與規定辦理。

• 財務報告資訊透明，稅務揭露已遵循相關規定與準則要求處理。

• 不進行只為避稅目的之交易。

• 基於互信與資訊透明，與稅務機關建立相互尊重的關係。

• 公司的重要決策皆考量租稅的影響。

台積公司對政府之租稅貢獻，主要為支付公司所得稅。民國104年

度台積公司在全世界已繳納的稅款約為新台幣450億元。台積公司

經由台灣的營運所產出的營收及營業利益已超過全公司90%，同

時，台積公司所有繳納的稅款中也有超過90%係繳納予中華民國

政府，是民國104年度台灣繳納所得稅最多的公司註：

亞洲地區（不含中華民國）（1.5%）

歐洲地區（0.2%）北美地區（1.8%）

中華民國（96.5%）

新台幣
450億元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在全世界已繳納的稅款

其他（1%）
勞、健保費，
社會福利支出（10%）

公司所得稅（89%）

新台幣
450億元

台積公司於民國104年就相關法令，享有免稅及投資抵減之主要租

稅優惠相關資訊如下：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法令依據 減免／抵減項目 金額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9條 5年免稅 16.1

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 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4.2

註：「企業繳稅狀況出爐 台積電蟬聯繳稅王」（聯合報，10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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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稅前利益與所得稅費用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稅前利益 所得稅費用

145
11

182
16

215
27

302
38

350
44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資產與資本額－年底總額 單位：新台幣10億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資產總計 股東權益總計
加權平均股數 稀釋每股盈餘

774
632

961
723

1,263
848

1,495
1,046

1,658
1,223

26
5.18

26
6.41

26
7.26

26
10.18

26
11.82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股本總市值－年底總額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股本總市值

1,978 2,531 2,730 3,660 3,750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資本支出與研究發展費用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資本支出 研究發展費用

214
34

246
40

288
48

289
57

258
66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股利分配－盈餘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現金股利

3.0 3.0 3.0 4.5 6.0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銷貨收入與母公司淨利 單位：新台幣10億元

銷貨收入淨額 母公司淨利

427
134

507
166

597
188

763
264

843
307

註1：台積公司民國100年財務績效係依據我國會計準則（R.O.C GAAP）編製。
註2： 台積公司自民國104年起開始適用2013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2013年版Taiwan-IFRSs），並追溯調整民國103年之財務績
效。

註3：市值以外之資訊係依經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財務報表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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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客戶信任一直是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之一。台積公司優先考慮客

戶需求，也視客戶的競爭力為台積公司的競爭力，而客戶的成功

也是台積公司的成功。台積公司努力與客戶建立深遠的合作關

係，成為客戶信任且賴以成功的長期重要夥伴。

台積公司一直將供應商視為夥伴，致力引導供應商長期合作，以

共同建立穩定發展的半導體永續供應鏈。台積公司除兼顧供應商

產品的品質、交期與價格之外，也敦促他們保護環境、改善安全

與衛生、重視人權，攜手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並做好風險管理

與營運持續計劃。台積公司於民國104年再度獲得「道瓊永續指

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產業領導者

（Industry Group Leader）的肯定，並於供應鏈管理項目取得組

別中最高分。

4.2.1 客戶服務與滿意

客戶成功

技術領先 卓越製造 客戶信任

財務及產能優勢

台積公司的價值主張

客戶服務

台積公司致力提供客戶最好的服務，並深信客戶服務是鞏固客戶

滿意及忠誠度的關鍵，而客戶滿意度及客戶忠誠度對穩固現有客

戶、吸引新客戶及強化客戶關係具有重要影響。台積公司建立一

個全力以赴的客戶服務團隊作為協調溝通的窗口，矢志在設計支

援、光罩、晶圓製造與後段封裝測試領域，提供客戶世界級的服

務，創造最佳的客戶服務經驗，並贏得客戶信任與實現公司的長

久獲利。

為了促進與客戶的互動及資訊的即時交流，台積公司以網際網

路為基礎，提供積極主動的設計、工程及後勤整合的「TSMC-

Online」服務系統，讓客戶可以一天24小時、一星期七天隨時掌

握重要訊息，且能產生客製化報表。其中TSMC-Online的設計整

合架構可提供客戶在每一設計階段準確及最新的資訊；工程整合

可提供客戶線上工程晶片、良率、電性測試分析及可靠度相關的

資訊；後勤整合可提供客戶訂單在晶圓製造、後段生產及運送相

關的資訊。

客戶機密資訊保護

客戶信任一直是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之一。與客戶之間的信任，

更是眾多客戶將晶圓製造交託給台積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因

此，對於客戶的機密資訊，台積公司堅持給予最高規格的保護。

台積公司承諾致力客戶機密資訊的保護以確保客戶的利益。台積

公司制定「機密資訊保護政策」，明定機密資訊管理程序與規

範。對所有同仁，台積公司定期實施機密資訊保護宣導及訓練，

以強化同仁對機密資訊分級與處理程序的認知與能力。除此之

外，台積公司定期執行「機密資訊保護政策」稽核並將機密資訊

保護列為所有同仁的年度必修課程以確保「機密資訊保護政策」

的落實。

台積公司所有的日常作業流程以及系統權限都是以確保遵行機密

資訊保護政策為基礎：

• 台積公司所有的系統皆有資料存取控管機制，只有客戶自己及因

工作需要而被授權的台積公司員工能讀取客戶的機密資訊。

• 台積公司不斷強化高規格的網路安全設定，包含使用者多重安全

認證以及多層網路防火牆防護，以確保客戶機密資料的安全。

台積公司自民國97年起，主動取得ISO 27001資安相關認證並持續

通過，且於民國104年升級至ISO 27001:2013。

客戶滿意度

台積公司定期舉辦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Annu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以確保客戶的需求得到適當的瞭解。此滿

意度調查係由中立的第三方顧問公司針對台積公司的現有客戶，

透過網路或訪談來進行。

配合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台積公司的客戶服務團隊每季亦對客

戶進行商業及技術評核會議（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s），來

更進一步了解客戶的需求及滿意度。透過問卷，檢視及與客戶的

深入互動，台積公司更能密切貼近客戶的需求以提升服務與合作

品質。

針對客戶的意見，台積公司會定期檢視、考量並提出適當的改善

計劃，形成一個完整的客戶滿意度處理程序。台積公司不僅將客

戶滿意評估與調查的結果用來評量過去的績效，也是確認未來發

展的重要基礎，並堅信客戶滿意度的提升最終會促成客戶忠誠度

及業務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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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2年至104年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
客戶整體滿意度分數趨勢表

註：客戶整體滿意度分數是由主要客戶針對整體滿意度做評分

+7.7%

+9.6%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2年至104年商業季評核會議
客戶服務項目分數趨勢表

+2.3%

+4%

4.2.2 供應商管理

4.2.2.1 供應鏈概況

台積公司採購類別大致分為設備、零組件、原物料、廠務、自動

化暨商品採購專案六大類，為了強化台積公司與供應商之間的合

作、提升供應鏈彈性、縮短新產品的開發時間、減少供應鏈中不

必要的成本，以確保對客戶的服務品質，台積公司推動在地化多

年，並在雙贏的前提下，與供應商夥伴們共享在地化的好處。截

至民國104年止，原物料的在地採購比為42%（請參考台積公司民

國104年年報5.3.4關於「主要原物料供應商」的揭露✚），此進展

亦間接為台灣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歐洲4%

美國13%
日本37%

其他5%

台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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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供應商管理重點及實績

在技術不斷創新領先的過程中，沒有供應商夥伴們的合作，台積公司難以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挑戰摩爾

定律的極限，除了技術之外，供應商夥伴們必須充分了解並配合台積公司在品質改善、環境保護、企

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管理各方面的要求。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在供應鏈管理的重點及實績如下：

項目 目標 管理實績

供應鏈風險管理 確保供應無虞 •  擴大「供應鏈風險管理委員會」，針對高階製程所使用
關鍵原物料，研擬營運持續對策

•  民國104年完成了78個行動方案以降低供應鏈風險
•  鼓勵關鍵供應商來台設廠，民國104年維持原物料的本
地採購比例在42%

供應商績效管理 確保供應商績效符合台積公司期望 •  完成民國104年年度關鍵供應商年度績效評估（包含53
家原物料、32家廠務及自動化系統供應商）作為配量及
頒獎的考量

•  民國104年12月3日舉行第15屆供應鏈管理論壇，超過
600家受邀參加，8家表現傑出的設備和材料供應商接受
頒獎表揚

採購非衝突原物料 確保採購非衝突原物料 •  完成2014 FORM SD申報 
•  截至民國104年12月31日為止，台積公司產品原物料供
應商之所有上游冶煉廠，皆已通過無衝突冶煉廠方案

（CFSP）認證

綠色供應鏈

台積公司致力建置綠色供應鏈，關注全球環境保護的議題，並發揮影響力促使供應鏈廠商與台積公司

共同對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  供應商環保要求

 環境保護法規符合性：供應商必須符合在地政府相關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制、廢棄物與毒性物質

管理等環境保護法規，如有違反法規情事，則必須及時提出改善計劃。

 節能減碳：供應商必須建置工廠的碳盤查資料、建立產品碳足跡、提供具體的減碳績效。 

 水資源與節水：供應商應建置工廠的水盤查資料、提供具體的水資源管理計劃。

 綠色產品與原物料有害物質禁用：台積公司推動「綠色採購」，要求製程原物料的供應商提供聲明，

保證其產品不含對環境有害的國際禁用物質，確保產品符合客戶與國際相關法令的要求，如歐盟

RoHS、產品不含全氟辛烷磺酸（PFOS）與全氟辛酸（PFOA）、歐盟化學品管制指令（REACH）。

當執行供應商環保稽核時，若發現重大缺失，會由採購主管要求供應商改善。

 設立環境管理系統與環境目標：供應商必須擁有ISO 14001或RC14001。

•  生產設備綠色要求

台積公司要求設備供應商在設計新世代生產

設備時，必須考量省水、省電、省耗材，

且須有長遠節能減碳規劃及未來環保策

略藍圖，並在定期會議中檢視設備商

在機台節能減廢上的成效。目前新

購置的設備機台皆使用高效率的馬

達、幫浦等附屬設備，並將節能元

件與設計列入採購規範中。各設備

商在完成安裝後，應確認相關設備

操作的能源績效符合或優於採購合

約。

環保標章用品推廣

台積公司持續推動綠色採購，鼓

勵使用具環保標章的辦公設備及

用品、電腦及周邊設備、列印用

再生紙及環保清潔用品；衛生紙

與擦手紙則採用永續森林驗證標

章（FSC）紙漿等等。

交期指標

永續指標品質指標
整合供應商
評核制度

營運與成本 財務

差 普通        好 非常好

風險圖譜

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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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視供應鏈風險管理為公司競爭優勢的一環。在全球化的

世界，任何重大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皆可能對台積公司產生影

響。因此，台積公司要求供應商全面提升供應鏈風險自主管理的

能力，並主動提供協助。台積公司的關注焦點與要求包括：

•  營運持續計劃：台積公司要求供應商對自身生產服務造成損失之

各種潛在自然或人為威脅，應有應變計劃及程序，以確保持續營

運，並降低事故發生時對台積公司的衝擊。

•  地理位置的風險：台積公司將全球供應鏈的廠商地理位置與全

球重大意外或天災事故位置相連結，必要時立刻啟動營運持續計

劃，並主動提供供應商夥伴所需的資源，盡快恢復生產。

•  地震的風險：台積公司主動協助廠商，指導防震強化工程。

•  氣候變遷風險：因應可能的乾旱與洪災風險，台積公司要求供應

商事先備妥因應方案，如海外生產支援、增加庫存等，以減少事

故發生時的衝擊。

•  火災的風險：台積公司除分享防災經驗，同時也嚴格要求供應商

必須遵守當地消防法規，確實執行維護保養與功能測試。

•  安全衛生：台積公司主要的供應商必須取得OHSAS 18001或其他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驗證。

•  運輸：台積公司要求供應商對其運輸車輛做好品質管控，特別是

運輸危險或有害性的化學品時，需要有適當的應變計劃與人員訓

練。

•  次一層供應鏈風險：台積公司要求供應商做好自身風險管理，也

要求供應商向其次一層供應商進行風險管理，以提升整體供應鏈

的可靠度。

•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台積公司認為企業不僅應提供員工安全的工作環境，還應該與

協力廠商共同努力，為整個業界建立更高的環保、安全與衛生

標準。因此，台積公司在公司環保、安全與衛生政策上明確承諾

「對供應商及承攬商在環保、安全與衛生議題上進行了解及溝

通，以鼓勵其增進環保、安全與衛生績效」；實務上則是將廠商

人員等同公司員工做好工作場所的安全防護，也領導廠商夥伴共

同降低供應鏈對環境的影響。

•  定義高風險作業進行重點管制

台積公司為了強化承攬商施工安全管理，優先對承攬高風險作業

的合作廠商及員工制訂出安全認證標準，並針對高風險工程採行

重點管理及自主管理。重點管理主要將可能會不慎造成人員傷

亡或重大財物損失的項目如危險性機械作業、局限空間、活電作

業、動火作業及氣體／化學品管路切斷等定義為第一級高風險作

業；而將會造成系統停機或生產中斷的作業項目定義為第二級高

風險作業，之後依據不同作業特性，明確定義施工人員所需的安

全防護措施及管制程序。 

•  要求承攬商建構OHSAS 18001 管理系統及人員技能認證計劃

在廠商自主管理部分，台積公司要求承接第一級高風險工程的承

攬商，必須完成施工人員的技能認證後始得施作；同時必須完成

建構OHSAS 18001安衛管理系統才能參與投標，藉此加重承攬商

自主管理的責任感與成效，進而提升整個業界承攬商的安全文化

與技能素質。本計劃自民國94年實施以來，工作場所的意外事故

已減少一半以上。民國97年起，除了驗證公司的例行稽核外，台

積公司針對取得OHSAS 18001認證的承攬商進行抽樣稽核，以確

保承攬商推動OHSAS 18001及人員技能認證的品質，稽核結果若

為不合格者，最嚴重將取消其承接第一級高風險工程資格。台積

公司深信，領導業界的承攬商達到更高的環保與安全標準，並營

造友善的工作環境，將有利於社會與地球生態。

•  降低材料單一供應的風險

為了降低供應鏈風險，並積極管理成本，台積公司於民國103年6

月擴大供應鏈風險管理專案小組，成員除了晶圓廠、風險管理、

環安衛、資材及品質管理等單位外，更動員技術委員小組高達上

百位成員，以20奈米製程為核心的先進製程高風險材料為首，並

延伸至16奈米、28奈米、4X奈米、65奈米及90奈米平行展開為期

兩年的風險管理計劃。本專案目標包括減少單一供應來源（包含

引進第二供應商及第二生產工廠的相關驗證）、擴產計劃、持續

品質改善、建立生產履歷及廠務設施高風險管理稽核等，過去一

年來，針對78個高風險材料達成降低單一供應風險的目標，預計

民國105年計劃至少完成更多項目。台積公司投入大量資源從事供

應鏈風險管理，彰顯對風險認知及重視程度的與時俱進。台積公

司認為唯有積極解決供應鏈問題，取得供應商認同降低潛在供應

鏈風險的重要性，才能偕同供應商夥伴提升供應鏈應變能力。

加強供應商環保、安全衛生、稽核與輔導

•  稽核、輔導與改善追蹤

為了降低原物料供應中斷的風險，並滿足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

要求，我們透過供應商現場稽核要求供應商持續進行環保、安全衛

生方面的改善，一旦發現特殊缺失，會協助與供應商合作共同找出

合適的解決方案，在明確的改善目標與改善時間內確保其執行。

民國104年12月24日，台積公司舉辦一年一度的「供應鏈環保安全

衛生與風險管理論壇」，邀請到供應商負責環保安全衛生與風險

管理相關的經理人參加，強調符合國內環保法規是台積公司與供

應商夥伴們合作的共識，會中台積公司採購單位與環保安全衛生

的二位處長對供應商夥伴們說明全球最新環保法規的趨勢，其中

包含巴黎協議草案、供應商稽核報告，以及新的供應商環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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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方面的要求。台積公司環保安全衛生專業人員簡短地給予供

應商綜合性建議，以期透過建立有效的管理體系、職業安全／衛

生、消防，以及緊急應變的能力，進而精進其管理能力。

台積公司也對在品質、交貨和永續評比未達標準的供應商持續追

蹤其改善狀況，並邀請一些主要供應商的資深經理人討論其整體

表現並要求持續改進，透過每半年或每季評分表和清單追蹤的關

鍵指標，確保供應商能遵守台積公司的要求。

台積公司持續對主要供應商，以問卷盤查或現場稽核的方式進行

稽核，為了提升供應商環保安全ˋ衛生的表現，民國104年，台積

公司指派三位專家進行環保安全衛生高風險稽核並且發現更多的缺

失。台積公司邀請審核得分低於平均水平的供應商高層經理人參訪

台積公司和追蹤改善成果，並面對面討論預防措施。台積公司還提

供現場協助和經驗分享論壇，以促進他們的表現。我們會觀察改善

成果，在民國105年持續進行環保安全衛生現場稽核以驗證成效。

110位供應商代表受邀參加民國104年「供應鏈環保安全衛生與風險管理論壇」

類別 稽核內容 民國103年重點 民國104年重點 民國105年重點

品質 品質管理系統 ● ● ●

製程控制 ● ● ●

廠務控制 ● ● ●

統計製程管制 ● ● ●

實驗室能力 ◎ ◎ ◎

環境安全衛生 環境法規 ● ● ●

氣候變遷 ◎ ●

綠色供應鏈 ◎ ● ●

職業安全及衛生 ◎ ● ●

有害物質管理 ◎ ● ●

消防設施 ● ● ●

勞工及道德規範 勞工政策

- 自由選擇職業
- 童工
- 工時
- 工資與福利
- 人道的待遇
- 不歧視
- 自由結社

◎ ● ●

道德規範

- 誠信經營
- 身份保護及防止報復

◎ ● ●

供應鏈風險管理／衝突金屬管理 持續營運計劃 ◎ ● ●

產能 ◎ ● ●

庫存管理 ● ● ●

衝突金屬

- 負責任地採購礦物
X ○ ○

聯合稽核專案重點及內容 ● 重點項目    ◎ 次要項目    ○ 選擇性項目    X 無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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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採購非衝突原物料

台積公司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新頒布的「衝突礦物來源

揭露規定」（Rule 13p-1 of the U.S.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的規範對象。身為全球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的領導者，我們

體認到採購「非衝突（conflict-free）」的原物料，並藉此提倡人

道精神與實踐人性尊嚴的社會道德準則，是台積公司應善盡的企業

社會責任。基此信念，台積公司已依循產業的領先作為採取一系

列的法規遵循措施，包括建立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於民國100年所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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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Supply Chain Policy for a Responsible 

Global Supply Chain of Mineral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 

Risk Areas）」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架構。

台積公司是電子產業公民聯盟與全球永續議題e化倡議組織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最堅定的支持者之

一，並藉由此兩個國際組織所發展出的「無衝突礦產冶煉廠計劃

（Conflict-free Smelter Program, CFSP）來協助我們的供應商

採購非衝突的原物料。台積公司除自民國100年起要求所有供應

商揭露其合作的熔煉廠與礦場名單外，更積極鼓勵供應商向經過

特定產業組織（如EICC）所認可為非衝突的熔煉廠與礦場進行採

購，並要求供應商積極督促尚未取得此認可的熔煉廠與礦場接受

「無衝突礦產冶煉廠計劃」或其他同等之獨立第三方稽核計劃的

檢驗。台積公司要求我們所使用的金、鉭、錫及鎢均須符合「非

衝突」的原則。我們將定時更新對供應商的年度調查，要求其改

善與擴大資訊揭露的範圍，以符合法規與客戶的要求。

欲參閱台積公司最新向SEC申報之Form SD，請至http://www. 

tsmc.com/chinese/investorRelations/sec_filings.htm✚或www. 

sec.gov網站✚。 

註： 「非衝突（conflict-free）」的原物料係指該原物料係來自於經電子產業公民聯
盟與全球永續議題 e化倡議組織或其他同等組織所認可之熔煉廠，或經合理查
證和盡職調查後依相關法規足資認定為「非來自剛果衝突地區」（DRC conflict 
free）者。

4.2.2.4 供應商能力提升

強化供應商績效管理

台積公司重視供應鏈的永續管理，持續針對供應商品質、成本、

交期、服務、以及永續發展各項指標設定目標與評比，鼓勵供應

商配合台積公司的採購策略，並定期稽核供應商，以確保各項指

標符合台積公司要求。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對矽晶圓、再生晶

圓、氣體、化學品、石英零件、光罩等原材料供應商完成永續績

效調查並做出考評，涵蓋比例已超過90%的原料採購總額。除了

針對現有供應商的持續管理，台積公司亦鼓勵供應商分散風險，

共同提升供應鏈彈性，期許所有合格供應商皆能與台積公司攜手

強化供應鏈。

表揚績優供應商

台積公司於民國104年12月3日舉行第15屆供應鏈管理論壇，主題

是「偕同共創雙贏」。會中除了感謝所有供應商夥伴在過去一年

裡對台積公司的支持與傑出貢獻外，更特別頒獎嘉許八家表現傑

出的設備和材料供應商。如同以往，超過600家來自世界各地的設

備、材料、封裝、測試、廠務、IT系統服務及環保和廢棄物管理

服務領域的供應商受邀參加論壇。會中，台積公司總經理暨共同

執行長劉德音博士向供應商合作夥伴們分享先進製程的進展，並

再度強調台積公司期望彼此攜手克服眼前挑戰，包含推動摩爾定

律演進、電力消耗和廢棄物減量領域。

台積公司總經理暨共同執行長劉德音博士於民國104年第15屆供應鏈管理論壇
中發表演說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ICC）成員
作為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企業，台積公司承諾確保

供應鏈工作環境的安全、員工受到尊重並具有尊嚴、營運促進環

保並遵守道德。為體現此一承諾，台積公司於民國103年12月加入

全球最大的電子行業聯盟—「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為申請會

員，矢志為全球電子行業供應鏈從業者及社群的權利及福祉努力

不懈。經過與內外部夥伴多月的密切合作，並在公司提供行為準

則採行證據後，「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於民國104年9月接受台積

公司的申請成為正式會員。此過渡期共計9個多月，比原計劃的12

個月和該聯盟規定的24個月都來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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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名正式會員的意義代表台積公司業務的各個面向現已吻合「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EICC Code of Conduct）。台積公司經歷了嚴格的盡職調查程序，確保自己的行為準則與「電子行

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保持一致，甚至更為嚴格。為了實現此目標，台積公司更改了一些適用於全球

廠區的內部政策和程序。舉例而言，禁止使用強逼勞工以及童工現已明文規範在招聘政策中，儘管台

積公司從沒聘僱這類勞工。在員工申訴辦法中，員工現可得到匿名保證並在沒有報復顧慮下進行申

訴。

台積公司也在「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之基礎上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此

準則中英並存，並且刊登在供應商網路平台TSMC Supply Online✚以利供應鏈勞工了解其內容。所有

供應商在有生意往來前皆需簽署一份準則遵循承諾書。此外，供應商也必須將此準則落實在他們的上

游供應商、契約商、和服務提供者。為確保此準則合乎時宜，台積公司至少每二年檢視準則內容。事

實上，此準則已經來到第三修訂版，每一次的修訂都讓此準則更為嚴格。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是一套有關電子行業供應鏈的社會、環境與道德相關的行為規範，符

合了「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以及

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與「世界人權宣言」（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等關鍵性國際人權標準。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涵蓋以下規範：

勞工

•  自由選擇職業
•  青年勞工
•  工時
•  工資與福利

•  人道的待遇 
•  不歧視
•  自由結社 

健康與安全

•  職業安全
•  應急準備
•  工傷和職業病
•  工業衛生

•  體力勞動工作
•  機器防護
•  公共衛生和食宿
•  健康與安全信息

環境

•  環境許可和報告
•  預防污染和節約資源
•  有害物質
•  污水及固體廢物

•  廢氣排放
•  物質控制
•  雨水管理
•  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道德規範

•  誠信經營
•  無不正當收益
•  資訊公開
•  知識產權 

•  公平交易、廣告和競爭
•  身份保護及防止報復
•  負責任地採購礦物
•  隱私

管理體系

•  公司的承諾
•  管理職責與責任
•  法律和客戶要求
•  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
•  改進目標
•  培訓

•  溝通
•  員工意見和參與
•  審核與評估
•  糾正措施
•  文檔和記錄
•  供應商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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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EICC專案組

在台積公司內部，EICC方案是一個涉及多個部門的團隊，成員

包括了供應鏈、營運、人力資源、環境、安全與衛生（ESH）、

公共關係、投資者關係、客戶服務及法務等單位。該團隊以一個

專案組的方式運作，成員們定期會面討論重要事項和草擬執行計

劃。為了強化管理層責任，該專案組分別向二位資深副總報告。

其中一位副總掌管供應鏈單位，另一位則負責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進展。該專案組也每一季向內部相關人員

發布公報，把進度與問題帶出。

有別於其他公司，該專案組由供應鏈單位協調，而這樣的安排是

刻意的。相對的，台積公司認為供應商的風險比較高，而供應鏈

單位自然是推動供應商績效提升的理想人選。

4.3.2 自我評估和驗證

每一年，台積公司利用「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設計的標準化風險

評估範本，簡稱SAQ，來鑑別其業務中最高的社會、環境和道德

風險，同時建立制度防止違規。針對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完成了

總公司和全球各地所有廠區的評估。整體而言，台積公司的業務

被認定為低風險，其結果總結在下表中：

廠區 評鑑分數 風險分類

總公司 95.3% 低風險

晶圓二廠，台灣 92.9% 低風險

晶圓三廠，台灣 93.1% 低風險

晶圓五廠，台灣 92.9% 低風險

晶圓六廠，台灣 92.6% 低風險

晶圓八廠，台灣 92.8% 低風險

晶圓十廠，中國 95.7% 低風險

晶圓十一廠（WaferTech L.L.C.），美國 89.7% 低風險

晶圓十二A廠，台灣 92.9% 低風險

晶圓十二B廠，台灣 92.9% 低風險

晶圓十四A廠，台灣 92.6% 低風險

晶圓十四B廠，台灣 92.8% 低風險

晶圓十五廠，台灣 92.9% 低風險

先進封測一廠，台灣 93.9% 低風險

先進封測二廠，台灣 93.6% 低風險

了解到任何自評的限制，台積公司已計劃從民國105年開始，為

期二年，為所有的晶圓廠執行「驗證稽核流程」（VAP）。由受

過社會和環境稽核專門訓練的第三方機構執行，所謂的「驗證稽

核流程」是「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認定為有效、可分享的稽核標

準。而後產生的稽核報告將透過EICC-ON的平台提供給台積公司

的客戶。

台積公司VAP計劃（截至民國105年3月有效）

期間 廠區 第三方稽核機構

2Q16 晶圓十四A廠 TÜV Rheinland

3Q16 晶圓十二A廠、晶圓六廠、晶圓三廠 TÜV Rheinland

4Q16 晶圓十五廠、晶圓八廠 TÜV Rheinland

1Q17 晶圓十廠、晶圓二廠、晶圓五廠 未定

2Q17 晶圓十一廠、晶圓十四B廠、晶圓十二B廠 未定

3Q17 先進封測一廠、先進封測二廠 未定

實際上，在沒有高風險廠區的存在下，執行VAP並非「電子行業

公民聯盟」會員規章的必要項目，更何況是一個涉及所有廠區

的計劃。透過這樣一個積極的規劃，台積公司希望糾正外界偶見

但不實的印象，也就是說營運地處台灣的公司普遍雇用外勞而且

廠區工作條件惡劣。但更重要的是，VAP的執行能讓台積公司找

出營運中的弱點然後進行有意義的改善，而這也是台積公司身為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肩負的一個承諾。

4.3.3 供應商評估和驗證

風險識別

台積公司的供應商家數眾多而且來自不同領域，所以一個有系統

的風險識別流程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對於佔前80％採購支出的

主要供應商，台積公司要求他們完成總公司和廠區的SAQ評估，讓

台積公司了解這些供應商在社會和環境上所存在的風險。然後，

台積公司把評估對象擴大到所有其他供應商身上，考量他們地理

位置及產品類別帶來的危險。最後，台積公司也將申述管道或公

司外部收集到的意見納入考量，建立一個多面向的風險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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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前80％採購支出一共對應到24家供應商，而他們透過遍布世界各地的83個廠區為

台積公司從事生產活動。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供應商絕大部分位於日本、美國和西歐，而這些開發區

域一般上具有較好的社會和環境標準和表現。此外，由於半導體供應商數量有限而且數目持續在下滑

中，不難合理的推論出這些供應商也是其他較早加入「電子行業公民聯盟」的半導體公司的主要供應

商。即便不考量他們低風險的性質，台積公司認為把改善努力花在這些供應商上重複性質太高。

主要供應商和供應廠區 

供應商 總公司
評鑑分數
–總公司 供應廠區地點

評鑑分數
–廠區

A 阿倫敦，賓夕法尼

亞州，美國

97.5 伴月，韓國 90.7

B 聖塔克拉拉，加利

福尼亞州，美國

94.8 1)奧斯汀，德克薩斯州，美國，2)格洛斯特縣，維吉尼
亞州，美國，3)卡利斯佩爾，蒙加拿州，美國，4)聖塔
克拉拉，加利福尼亞州，美國，5)雷霍沃特，以色列 
6)樟宜，新加坡

85.9 - 91.9

C 費爾德霍芬，荷蘭 95.2 1)費爾德霍芬，荷蘭，2)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州，美
國，4)威靈頓，康涅狄格州 美國，3)新北市，台灣

90.3 - 93.3

D 路德維希港，德國 99.6 桃園，台灣 95.7

E 奧羅拉，伊利諾

州，美國

94.5 1)三重，日本，2)高雄，台灣，3)新竹，台灣，4)台
南，台灣

94.3 - 95.2

F 東京，日本 90.3 1)熊本，日本，2)神奈川，日本 92.5 - 93.4

G 比爾里卡，麻薩諸

塞州，美國

84.2 1)吉打，馬來西亞，2)伯尼特，德克薩斯州，美國，3)
丹伯里，康乃狄克州，美國

81.1 - 88.3

H 雲林，台灣 76.8 雲林，台灣 81.7

I 東京，日本 87.5 1)梅薩，亞利桑那州，美國，2)湖口，台灣，3)靜岡，
日本

90.8 - 96.5

J 東京，日本 94.4 1)茨城，日本，2)山口，日本 92.1

K 東京，日本 90.0 1)魯汶，比利時，2)森尼韋爾，加利福尼亞州，美國，
3)三重，日本，4)佐賀，日本

88.2 - 94.1

供應商 總公司
評鑑分數
–總公司 供應廠區地點

評鑑分數
–廠區

L 東京，日本 98.6 1)茨城，日本，2)錢德勒，亞利桑那州,美國 93.4 - 94.7

M 米爾比塔斯，加利

福尼亞州，美國

95.3 1)米格達勒埃梅克，以色列，2)米爾皮塔斯，加利福尼
亞州，美國 3)實龍崗，新加坡

89.3 - 91.1

N 費利蒙，加利福尼

亞州，美國

83 1)利佛蒙，加利福尼亞州，美國，2)圖瓦勒頓，俄勒岡
州，美國

87.0 - 88.2

O 慕尼黑，德國 87.7 1)阿爾法，紐澤西州，美國，2)梅德福，俄勒岡州，美
國，3)桃園，台灣，4)台中，台灣

88.1 - 89.6

P 京都，日本 86.5 滋賀，日本 93.8 - 94.4

Q 東京，日本 93.7 新潟，日本 93.7

R 東京，日本 93.7 1)溫哥華，華盛頓州，美國，2)西洛錫安，英國，3)雪
蘭莪，馬來西亞，4)福島，日本，5)新竹，台灣，6)福
井，日本，7)群馬，日本，8)新潟，日本，9)長野，日
本

85.2 - 94.6

S 慕尼黑，德國 96.5 1)巴伐利亞，德國，2)薩克森自由州，德國，3)波蘭,俄
勒岡州,美國，4)淡濱尼，新加坡

94.5 - 96.1

T 東京，日本 92.6 1)鳳凰城，亞利桑那州，美國，2)阿布奎斯，新墨西哥
州，美國，3)宮崎，日本，4)佐賀，日本，5)長崎，日
本，6)北海道，日本，7)山形，日本

91.9 - 93.2

U 聖彼得堡，美國 93.1 1)聖彼得堡,密蘇里州，美國，2)栃木，日本，3)諾瓦
拉，義大利，4)天安市，南韓，5)雪蘭莪，馬來西亞，
6)吉打，馬來西亞，7)新竹，台灣

85.3 - 95.5

V 港區，東京，日本 89.5 1)熊本，日本，2)宮城，日本，3)岩手，日本，4)山
梨，日本，5)查斯卡，明尼蘇達州，美國，6)比爾里
卡，麻薩諸塞州，美國

83.8 - 92.1

W 波士頓，麻薩諸塞

州，美國

91.0 米德爾薩克斯，麻薩諸塞州，美國 89.7

X 神奈川，日本 91.6 福島，日本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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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評估範圍擴展到所有供應商，情況則有所不同。整體而言，這些供應商的製造廠區涵蓋了超

過20個國家；其中，中國、馬來西亞和台灣，皆是被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歸類於風險較高的族群。簡單

地說，就是勞工問題普遍存在於這三個國家。根據「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童工和

劣質工作環境的問題仍然困擾著許多中國工廠。Verité在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強迫勞工在馬來西亞電

子業「可以被認定為普遍存在著」。台灣的勞工情況則稍微不同；部分基於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台灣人

權報告，根深柢固的文化基礎造成了台灣勞工普遍高工時。綜合所有觀察，在這些國家營運的供應商

被列入觀察名單中，受到嚴格的要求（下段落說明）。

台積公司供應商各國分布圖

在中國和馬來西亞營運的供應商註

供應商 廠區地點 供應商 廠區地點

A 寧波，中國 E 吉打，馬來西亞

B 上海，中國 F 雪蘭莪，馬來西亞

C 永春，中國 G 吉打，馬來西亞和雪蘭莪，馬來西亞

D 杭州，中國

註：限於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製造的夥伴

供應商稽核

為了確保供應商充分將「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整合入其業務並讓他們對自己的供應鏈負責，台

積公司定期進行現場稽核。根據前述的風險評估，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將稽核資源集中在觀察名單中的

供應商，而這些供應商又分為二組：國內與海外供應商。在台灣的供應廠商由台積公司人員親自負責

稽核，而在中國和馬來西亞的供應商則被要求由通過認證且熟悉當地相關法規的第三方單位稽核。

在台灣的每場稽核都是由供應鏈同仁負責總籌，並且由人力資源、法務部、環境、安全和衛生、廢棄

物管理和工安環保單位的專家支援。為了確保負責總籌的供應鏈同仁具備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在民國

104年台積公司一共為超過25名的成員進行了四場次的培訓（內容分別為供應商行為準則、一般稽核技

能、有效勞工稽核和工資工時的檢視）。

在每場稽核中，稽核人員都會進行廠區檢查、文件審查，以及和主管、員工的面談。作為供應商管理

程序的一個組成部分，台積公司在民國104年一共進行了60場稽核（對象為原物料供應商，因為台灣的

設備供應商數量很少），以確保供應商遵守勞工、道德、環境、健康和安全等多樣標準。就當年度而

言，被稽核的廠區佔了全國生產原物料廠區數目的65%以上。以下報表總結了台積公司的稽核結果和

發現。

類別 平均分數 每場稽核平均缺失數目

勞工、道德 72.0 3.7

環境、安全與健康 71.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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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常見缺失

勞工、道德 •  未於公司文件中確保員工每週工作時數不超過60小時（包含加班，但緊急情況除外），且不得
連續工作7天

•  未於公司文件中明文禁止聘僱童工和強迫勞動；未於招募流程中確實查驗應徵人員之年齡
•  缺乏完善的員工申訴管道，並保護投訴員工之身分（可匿名申訴），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  針對反貪腐，没有定期給予員工培訓和推廣

•  雖然幾乎所有的供應商在員工工作規則中有基本的反貪腐條款，其中幾家卻明確定義禮物給予
和接受的標準

環境、安全與健康 •  環境、安全與健康規則與設備保養程序並未明確訂定與落實執行
•  對於氣候變遷的風險認知與因應不足，部分供應商未執行碳盤查與產品碳足跡
•  廢棄物不當分類、申报和存儲

•  由於缺乏廠商背景調查機制而與記錄不良的廢棄物處理廠商有商業往來

在撰寫此文的同時，台積公司已指導七家中國和馬來西亞的供應商針對他們的總公司和各廠區完成

SAQ評估。在台積公司的要求之下，目前他們正為民國104年第四季或以前的VAP做籌備。

缺失結案

針對台積公司同仁所執行的稽核，每個發現的缺失都會啟動一個內部稱為CAR的改善要求；依據嚴重

性，每個改善要求會分為優先改善要求或者一般改善要求。為了有效結案，每個開出的改善要求都會

註冊在一個網路平台進行追踪。省去了手動的方式，該系統會自動在必要時提醒和警示相關人員。改

善時間可因多個因素而有所不同，但正常來說台積公司會給供應商一到六個月的時間實施改善計劃。

即便如此，對於如危及生命的工作條件之缺失，台積公司會要求立即改善。無論輕重緩急，所有對供

應商開出的改善要求都需要進行糾正，而每個改善要求只能在改善證據確切提供並記錄在系統上後才

能進行結案。截至民國105年2月，民國104年所有被開出的改善要求結案率為80%。

在供應商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進度時，台積公司會將議題升級到供應商管理階層。但是如果供應商還

是沒有意願改善，台積公司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如降低業務量甚至終止業務關係。此外，台積公司也

將勞工、道德和環境、安全衛生列入對供應商評分和獎勵計劃中。該評分由專門的管理委員會每季進

行審查；該評分也是台積公司每年提名優良供應商的重要考量之一。

深化承諾

雖然「電子行業公民聯盟」主要關注的是和直接生產相關的供應商，台積公司認為廠區服務供應商如

保全、晶圓運輸車、交通車、食堂、廠務供應商也值得特別關注，因為這些供應商的勞工往往比較弱

勢，沒有足夠的能力確保自己的權益不受損。既然承諾提升社會，台積公司計劃將這些供應商納入勞

工稽核的範疇裡，預計在民國105年會另外產生至少50場次的稽核。工時和工資的審查將是這些稽核的

重點之一，主要因為台積公司在過去透過各申訴管道收到了來自供應商員工的相關投訴。為此，台積

公司開發了符合台灣勞基法和「供應商行為準則」的工時工資評估範本。可以預期的是，以此準則來

稽核這些供應商會有一定程度的挑戰，因為其中不少供應商規模小，對產業期望不見得熟悉。為了縮

小差距，台積公司會繼續定期為供應商舉辦推廣會議和培訓。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供應鏈論壇EICC推廣會議     民國104年供應商環境、健康與安全訓練

4.3.4 供應商減廢

廢棄物處置和管理向來是大型製造商的挑戰。在不能回收的情況下，焚燒和掩埋是常見的處理方法，

但是他們帶來了空氣和土壤污染的風險。與其在廢棄物產生後處理它，台積公司認為更好的辦法是在

源頭處減少它的量。為此，台積公司有一個非常積極的內部減廢計劃，目標是在民國107年底前每年

以雙位百分比的規模減少廢棄物的產出（以每晶片層為單位）。同時，台積公司也鼓勵廢棄物產出量

相對高的本地供應商建立類似的減廢方案。過程中，台積公司的多位採購同仁與供應商的管理階層進

行了一系列的溝通會，向他們解釋台灣廢棄物處理行業的潛在風險，並與他們分享台積公司的減廢方

法。令人鼓舞的是，這些供應商都做了積極的回應。平均來說，他們承諾在民國109年底前減少24%的

單位廢棄物產出（相對於民國103年的基準）。目前的進度是令人滿意的，多個供應商的表現也優於原

來的目標。值得一提的努力包括一些矽晶圓供應商回收油泥，然後調和成製程所需的切削油。一些化

學品供應商也改變了儲存槽清洗方式，在後期洗滌週期改用非新液達到減廢效果。台積公司在未來幾

年將繼續與他們合作，以確保他們積極朝著目標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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