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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是台積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台積公司的人力資源制度及作

為，強調公司整體生產力及同仁工作效能的提升。台積公司承諾

提供員工優質的工作，內含好的待遇、有意義的工作及安全的環

境，並致力於塑造可以持續學習並充滿樂趣的工作氛圍，以吸引

並留任志同道合且最優秀的人才。

台積公司在明確的願景、堅實的核心價值、有效的策略、卓越的

執行力下，已經建立「技術領先、卓越製造、客戶信任」三位一

體的堅強競爭優勢。這些傲人的成績，是台積公司持續吸引並

培養出一群認同公司願景、信守公司核心價值而且才能優秀的人

才，大家一起長期為公司奮鬥而得到的結果。

台積公司人力資源的理念源自於公司「誠信正直、承諾、創新、

客戶信任」的四大核心價值：

•�台積公司用人的首要條件是品格與才能，因為「誠信正直」是台

積公司最基本的理念。

•�台積公司相信每位員工皆應受到公平的對待與尊重；台積公司積

極保障國際公認人權，致力維護及尊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國

際勞動組織基本公約的核心勞動標準。

•�台積公司致力於提供同仁優質的工作，整體薪酬遠高於同業平均

水準。台積公司對同仁有高度「承諾」；同樣的，台積公司也希

望所有同仁能對公司信守承諾，全心全力為公司貢獻，一同邁向

成功。

•�台積公司鼓勵同仁積極做出有價值的創新，因為「創新」是公司

成長的泉源。

台積公司堅守誠信正直與承諾的核心價值，所有人權作為皆符合

國際規範。本公司現正參考聯合國頒布之《A Guide for Business 

– How to Develop a Human Rights Policy》並遵循《國際人權

法典》、《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的核心勞動標準》、《聯合國

全球盟約十項原則》標準擬定《人權政策》草案，以保障台積公

司及子公司員工人權；其內涵亦符合「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

準則，以督促我們的供應商也能達到與本公司達到相同的人權標

準。擬定完成後將進行內部審核，通過後將公布於台積公司企業

網站(http://www.tsmc.com/chinese/csr/human_right.htm)。✚

在招募任用、薪酬設計、績效管理與訓練發展等政策與制度上，

台積公司秉持「志同道合、適才適所」的精神。民國104年，台積

公司共計聘用超過2,700名的主管人員、專業人員和行政人員，以

及超過1,100名生產線技術人員；截至民國104年年底，台積公司

及其子公司之員工總數為4萬5,272人，其中女性同仁約佔員工總

數的41.3%。

為留任最好的人才，台積公司致力於提供同仁最有競爭力的整體

薪酬，並塑造可以持續學習且充滿樂趣的工作氛圍；民國104年，

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5.0%；過去五年，每年員工離職率皆維持

在5%至10%的健康範圍內。

台積公司建立積極正向的員工關係，重視雙向溝通並致力於提供

主管與同仁，員工同儕間開放且透明的溝通管道；此舉營造出高

度參與的工作環境，同仁亦對公司有高度承諾。此外，台積公司

依循「每周50工時」之目標，持續提升同仁工作效率與成效，讓

同仁有更多的時間與家人共享、交朋友、並發展個人興趣，在工

作與生活間得到平衡，贏得快樂人生。

台積公司關注同仁身心健康，持續透過多元健康照護方案及員工

協助方案，打造健康幸福的職場。此外，台積公司以「零事故」

為管理目標，推動嚴謹的硬體設施標準與安全衛生作業程序、持

續改善專案，以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社會參與面向上，台積公司集結公司的資源與員工的智識及愛

心，透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及台積電志工社，打造永續社會、愛

護地球、關懷弱勢，同時致力於教育文化推廣，並協助消弭城鄉

差距。

民國104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共投入逾新台幣6,800萬元，持續

支持多項科教專案，贊助國立清華大學「旭日計劃」及國立中央

大學「向日葵計劃」，提供清寒學子獎助學金，使其有機會於頂

尖學府求學，同時也與台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合作再度舉辦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競賽，鼓勵高中學子吸收科學知

識，強化溝通表達能力，啟發高中學子對於科學知識探索的興

趣。除各項多元教育專案之外，秉持推廣藝文的理念，自民國95

年後，基金支持邀請荷蘭皇家大會堂管絃樂團來台演出，以及國

家交響樂團製作西方歌劇「費黛里歐」，提供民眾美的饗宴，引

動社會藝文風潮，使國人的心靈生活更為豐美。

台積電志工社在董事長夫人的帶領之下，秉持著「選定主題、

長期投入」的志工社宗旨，鼓勵同仁投入快樂、有智慧的志工

活動，廣邀同仁及其眷屬共襄盛舉，致力於教育文化推廣、彌補

弱勢資源、推動節能環保及落實社區關懷。目前志工社服務涵

蓋「台積導覽志工」、「台積導讀志工」、「台積節能志工」、

「台積社區志工」、「台積生態志工」、「台積廠處志工」等多

元面向，提供公司最重要的資產「高科技水準的員工」一個投入

社會服務的管道。

6.1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是台積公司在招募任用、薪酬設計、績

效管理與訓練發展等政策與制度上所努力的方向。所謂的「志

同」，是全體同仁擁有同樣的願景與使命，而「道合」，則是依

循一致的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台積公司努力透過各種人力資源

作為，讓同仁在合適的職位發揮所長並有所成長，也讓公司越來

越好，創造台積公司與同仁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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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人力結構

類別 組
男性 女性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比例

職務 主管人員 4,131 88.5% 538 11.5% 4,669 10.3%

專業人員 16,175 82.3% 3,470 17.7% 19,645 43.4%

助理人員 3,046 80.4% 743 19.6% 3,789 8.4%

技術人員 3,228 18.8% 13,941 81.2% 17,169 37.9%

工作地點 台灣 24,246 59.1% 16,751 40.9% 40,997 90.5%

亞洲註 1,274 46.4% 1,469 53.6% 2,743 6.1%

北美洲 1,023 69.2% 456 30.8% 1,479 3.3%

歐洲 37 69.8% 16 30.2% 53 0.1%

年齡 16~17歲 0 0.0% 0 0.0% 0 0.0%

18~20歲 24 20.5% 93 79.5% 117 0.3%

21~30歲 8,275 58.5% 5,869 41.5% 14,144 31.2%

31~40歲 13,106 58.5% 9,292 41.5% 22,398 49.4%

41~50歲 4,302 59.5% 2,923 40.5% 7,225 16.0%

51~60歲 782 61.4% 492 38.6% 1,274 2.8%

60歲以上 91 79.8% 23 20.2% 114 0.3%

學歷 博士 1,819 91.7% 164 8.3% 1,983 4.4%

碩士 14,499 81.8% 3,234 18.2% 17,733 39.2%

學士 7,247 61.1% 4,619 38.9% 11,866 26.2%

專科 1,592 28.7% 3,947 71.3% 5,539 12.2%

高中 1,423 17.5% 6,728 82.5% 8,151 18.0%

雇用類型 一般雇員 26,578 58.7% 18,688 41.3% 45,266 99.9%

臨時雇員 2 33.3% 4 66.7% 6 0.1%

性別小計 26,580 58.7% 18,692 41.3% --

總計 45,272

註：亞洲包含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

6.1.1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截至民國104年年底，台積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員工總數為4萬5,272

人，其中包括4, 669位主管人員、1萬9,645位專業人員、3,789位

助理人員以及1萬7, 169位技術人員。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的女性同仁約佔員工總數的41.3%、男性佔

58.7%。主管人員與專業人員中，男性比例佔83.5%，此數據反映

出台積公司主要營運據點台灣的社經環境，尤其是就讀大專院校

半導體業相關專業系所的學生以男性佔大多數，故在專業員工的

性別人數上有此比例。然而，從經營階層主管來看，女性主管佔

比達26.3%。

在工作地點分布上，台積公司有超過九成員工工作地點位於主要

營運據點台灣。台積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分布於中國大陸、北美、

歐洲、日本、韓國、印度等地區；其中於中國大陸與北美兩地的

子公司擁有生產基地並提供業務與技術支援；於歐洲、日本與南

韓等地的子公司則提供業務與技術支援等相關服務。

半導體工業係知識及技術密集產業，台積公司在產業中的領先地

位仰賴各類人員的創新與貢獻。台積公司的主管與專業人員中，

擁有碩士以上學歷之同仁佔八成以上。

為確保企業不斷有新血加入，同時考量景氣興衰等外在環境因

素，台積公司認為健康的離職率應介於5%至10%之間。過去五

年，台積公司每年員工離職率均維持在此範圍內。民國104年，

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5%；其中男性員工平均離職率為4.8%，

女性員工則為5.3%；以年齡群來看，30歲以下員工平均離職率為

7.2%；30歲至50歲之員工平均離職率為3.8%；50歲以上員工平均

離職率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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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率—性別

性別／年度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男性 6.0% 5.2% 4.9% 5.5% 4.8%

女性 5.8% 6.3% 5.4% 6.6% 5.3%

全體員工 5.9% 5.7% 5.3% 6.0% 5.0%

註：年度離職率為各月份離職率之總和

離職率—年齡群

年齡群／年度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30歲以下 8.5% 7.7% 8.4% 10.4% 7.2%

30至50歲 5.3% 4.1% 3.5% 4.0% 3.8%

50歲以上 8.6% 8.2% 4.6% 6.1% 7.5%

全體員工 5.9% 5.7% 5.3% 6.0% 5.0%

我國「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它

不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而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亦嚴

禁各種形式之強制勞動。台積公司恪遵當地政府勞動法令及國際

規範，不會強制或脅迫任何無意願之人員進行勞務行為。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與我國「勞動基準法」均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滿15歲之童工；我

國勞基法更進一步規定15歲以上未滿16歲之童工不得從事繁重

或危險之工作。台積公司恪遵當地政府勞動法令及國際規範，特

制定《台積電應徵人員面談內控作業流程》並據以施行，我們僅

接受年滿16歲之應徵者前來應徵，而獲聘員工亦須提供身分證明

予公司進行查驗，雙重把關以確保無所疏漏後才予以進用。經由

以上努力，台積公司自成立以來不曾僱用年齡未滿16歲之人員；

此外，未來也將繼續堅守此原則，不會僱用未滿16歲之人員。另

外，在員工年齡分布上，目前介於20歲至40歲之同仁約佔全體員

工80.7%。

6.1.2 重質重量的人才招募

台積公司的成長仰賴員工持續的貢獻；為強化成長動能，公司積

極聘用各級專業人才。台積公司以唯才是用及適才適所為依據，

對於不同種族、性別、年齡、宗教、國籍或政治立場之應徵者

均平等對待，透過公開、公平的遴選程序招募員工。在實質做法

上，台積公司恪遵政府法規及「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為保護應徵者個人資訊與避免就業歧視，特修訂《台積電應徵人

員面談內控作業流程》並據以施行，於面談階段所收集之應徵者

資訊以與工作相關的內容為主，確定任用之後才進行個人資訊的

收集。

台積公司重視員工的多樣性，除在台灣進行大量招募外，我們也

積極延攬全球各地人才，包括美國、印度等半導體人才相對較多

的國家，都是公司的招募重點。除參與政府單位每年主辦的海外

科技人才攬才團（HiRecruit），台積公司也自行在全球重點大學

舉辦招募活動，以網羅菁英。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在海外各重

點大學院校總共舉辦14場招募說明會，由公司中高階主管與當地

優秀人才面談，募得超過60位海外人才，為未來人才供給持續努

力。

台積公司積極招募多元的半導體專業人才—加州理工學院校園說明會現場

台積公司招募代表在馬里蘭大學的校園招募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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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持續舉辦徵才博覽會，與針對應屆畢業生的「科技菁英

職涯座談會」，以期有效率地針對目標族群進行招募，滿足持續

成長之人才需求。民國104年，台積公司營運持續成長，共計聘用

超過2,700名的主管人員、專業人員和行政人員，以及超過1,100名

生產線技術人員，組成如下表列：

民國104年新進同仁年齡別及工作地點別分布

類別 組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30歲以下 1,902 957

31~50歲 664 306

50歲以上 29 3

工作地點

台灣 2,283 1,011

亞洲註 262 233

北美洲 47 19

歐洲 3 3

總計 2,595 1,266

註：亞洲包含大陸、日本與韓國

為維繫人才的長期供給，台積公司積極促進半導體產業的研究能

量及人才投入，以支持公司在全球化競爭的挑戰下繼續維持競爭

優勢。基於上述理念，台積公司持續耕耘以下目標：

經營校園關係，增進研發動能

延攬擁有技術專業能力之年輕學子為台積公司招募重點之一；有

鑒於此，台積公司於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及國立清華大學設立四所校級研發中心。研發中心的使命為培

育優秀的研究生，未來貢獻予半導體產業；此項創舉亦同時促進

學界跨校和跨領域的研究，以發揮綜效。據此，台積公司提供新

台幣數億元經費予學術界作為種子基金，並協助學術界向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研發經費補助，為半導體相關領域注入大量

的研發能量。

民國104年，此四所校級研發中心贊助電機電子、材料、物理、化

學、化工與機械等領域近百位教授及數百位優秀學生進行產學合

作研究計劃，目前通過審核的專利已有數十件之多。

發揮影響力，及早吸引並鼓勵人才投入

台積公司深入校園，除定期舉辦校園徵才相關活動，更不遺餘力

以各種精心規劃的專案活動，讓莘莘學子及早認識且體驗半導體

產業工作與前景。主要活動如下：

專案 成果

暑期實習 每年提供200名以上暑期實習機會給海內外學生，讓學生得
以學以致用，提早體驗職場文化，並與台積的工作團隊有進

一步的互動與學習

目標系所學校

師生參訪

讓海內外學生提早認識半導體產業工作環境，同時促進產業

與學術交流互動

校園座談 安排內部主管與專業人士到各大專院校分享企業理念與半導

體相關職涯發展機會，鼓勵學生投身相關領域研究

台積公司深入校園吸引即將畢業之學子—台灣大學校園徵才現場

來自海內外的各校暑期實習生，在晶圓十二廠第三期舉行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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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產學合作，共創基礎研究及創新能量的平台

台積公司多年來致力於先進技術研發，為半導體的創新能量打下

穩固基礎。透過校園快梭專案及產學合作，台積公司持續支持學

術研究，並與大學共同合作，鼓勵半導體先進研究與創新。主要

活動如下：

專案 成果

校園快梭專案 透過「多專案晶圓服務（Multi-Project Wafer）」，提供晶
圓共乘服務與量產機台資源給國內外頂尖大學，使其得以突

破缺少經費購置機台的限制，驗證創新的研究理論與模型，

進而使優異的研究成果得以為業界所用

產學合作專案 每年提供約新台幣2億的經費，補助近100件前瞻研究專案，
與各實驗室教授共同合作激盪出更尖端技術的研究成果。產

學合作專案也促進不少優秀學生加入各實驗室的研究團隊，

有超過100位參與產學合作專案的學生在畢業後選擇加入台
積公司

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工作機會

台積公司盡力聘用身心障礙者，亦主動整合外界資源，於民國104

年，持續和39所大專院校合作為身心障礙者創造出多元且優質的

工作機會。除現有的工作職務外，台積公司亦持續發展適合身心

障礙者的工作內容如「校園招募服務代表」等職務。

截至民國104年底，身心障礙員工佔整體員工比率為1.017%，達

政府對身心障礙者定額晉用的法令規定。

6.1.3  提供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以獎勵同仁創造績
效並長期貢獻

台積公司秉持「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及「兼顧同仁福利與

股東權益」的理念，提供同仁最有競爭力的整體薪酬，以吸引及

留任最好的人才。多年來，公司不斷締造營運佳績，股東得到高

於水準之上的報酬，同仁們的總體薪酬也一直優於同業及絕大多

數台灣其他企業水準。

台積公司的整體薪酬包括本薪、津貼及員工現金獎金與酬勞，係

依據同仁的專業知識技能、工作職掌、績效表現與長期投入，結

合公司營運目標，來決定其整體薪酬。

為維持公司整體薪酬的競爭力，台積公司每年都會透過薪資調

查，衡量市場的薪資水準及總體經濟指標，對同仁本薪作出適

當的調整。同仁的本薪調整與獎酬計劃，均透過薪酬委員會的審

核，並考量公司財務、營運績效及未來發展，據以訂定實施方

案。獎酬發放方式的設計，現金獎金為每季發放，一方面挹注同

仁生活所需的現金流，另一方面則對於同仁表現給予適時的獎

勵，至於員工酬勞則於次一年度發放，以鼓勵同仁持續貢獻。

近幾年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然而台積公司在民國104年的營運及獲

利仍再創新高。除在4月份進行同仁的調薪外，台積公司全年度發

給台灣同仁們的現金獎金及酬勞總額，高達新台幣370多億元。以

一位新進的碩士畢業工程師為例，所領到的除12個月的本薪、二

個月的年終獎金，還加上約18個月的現金獎金及酬勞，整體薪酬

約為32個月的本薪，持續優於業界水準。

台積公司的總體薪酬不因性別、宗教、種族、國籍、黨派之差異

而有所不同，各主要據點女性與男性同仁年度總體薪酬之比例如

下表所示。

地區 職務 女性 男性

台灣 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

助理人員

技術人員

1
1
1
1

1.06
1.02
0.91
0.82

大陸 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

助理人員

技術人員

1
1
1
1

1.03
1.01
1.04
0.93

日本 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

-
1

-
1.24

北美 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

1
1

1.23
1.36

歐洲 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

1
1

0.59
1.05

註 :日本無女性主管人員。

身為全球化的企業，台積公司在海外的據點也會依據政府法令、

業界實務及人才市場狀況設計符合當地的薪資制度，同時依公司

整體及子公司營運績效訂定獎酬計劃，以激勵海外同仁能長期投

入工作，與公司共同成長。

6.1.4 員工成長的引擎

公司成長與員工的學習發展密不可分，而員工學習與發展更需具

備「有系統、有計劃、有紀律」三大因素。台積公司致力於營造

一個持續且內容豐富的學習環境，並訂有「台積電員工訓練暨進

修辦法」，整合內外部資源，以培養並提升員工能力，讓員工與

公司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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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化的績效管理與發展

台積公司績效管理與發展系統的目的在於開發同仁潛能，提供可

以讓同仁不斷成長的環境，同時促進主管和同仁間的互動和溝

通。台積公司的績效管理制度依循下述五項原則： 
•�個人應為其績效負責

•�主管與部屬共同合作參與

•�持續地互動與溝通

•�績效評核與發展並重

•�區分績效差異

台積公司經由組織與個人目標的設定與執行，以及每年度的年

中、年終之績效評核，衡量目標達成狀況與訂定同仁發展要點。

個人發展計劃及多元的學習資源

台積公司依照個人工作所需、績效評核結果與職涯發展需要，規

劃「個人發展計劃書」（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 IDP），

並提供下列多元的學習管道與發展資源，包含在職訓練、課堂訓

練、線上學習、工作指導、導師制度及工作輪調等：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投入於訓練發展相關的費用達新台幣8,554

萬407元。總訓練時數達77萬548小時，總參與人次為52萬7,553人

次。平均每位同仁的受訓時數超過17小時。透過這些發展與訓練

的投入，使員工可以更有效能的完成公司賦予的目標，例如：透

過新主管訓練課程，塑造主管的正確心態、培養關鍵技能，使新

任主管能更有效能的領導團隊完成任務。除了訓練之外，台積公

司近年也積極建立導師制，並利用工作輪調與工作指導，豐富員

工的學習經驗，使成功經驗得以有效傳承，縮短員工學習曲線。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A）員工人數（截
至12/31為止）

33,669 37,149 39,794 43,591 45,272

（B）總訓練時數 795,448 779,442 889,184 844,174 770,548

（C=B/A）每位員
工平均受訓時數

23.63 20.98 22.34 19.37 17.02

註1：以上資料含台積公司台灣及海外子公司
註2： 以上資料包括課堂訓練、線上學習、外訓等訓練時數；但未包括導師制、工作

指導、工作輪調等其他學習方式。

台積公司有系統地提供通識類、專業類及管理類訓練課程，不僅

邀請外部專家授課，也培養數百位內部講師，達到傳承公司內部

的重要知識與技術的目標。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 (IDP) 

課堂學習 在職訓練 

導師制度
研討會與
演講

工作指導

工作輪調 座談會

線上學習

外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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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的訓練課程如下：

課程類別 說明

新進人員訓練 •�包含新進人員職前訓練、新進人員基礎訓練，以及新進人員到職引導，協助新進人員快速了解公司核心價值與工作環境
•�輔以主管的指導及完善的「好夥伴制度」，積極協助新進人員適應與融入工作環境。截至民國104年年底，「好夥伴制度」總計
培養了8,492位好夥伴，來幫助新進人員儘速熟悉台積公司的環境與文化

通識性訓練 •�依據政府法令規定和公司政策，所實施的全公司整體性或各階層通識性之訓練活動
•�包含個人效能管理系列課程、工業安全訓練課程、安全衛生訓練課程、品質類訓練課程、廠區緊急應變訓練課程，以及各類語言
訓練等

專業性／職能別訓練 •�各職能單位所需之技術及專業訓練
•�包含設備工程類課程、製程工程類課程、會計類課程及資訊技術類課程等

主管人員訓練 •�依據各級主管之管理才能與管理職責等需求所量身規劃之訓練發展活動，以協助所有主管人員精進其的領導管理素質
•�包含初階主管核心課程、中階主管核心課程、高階主管核心課程，以及其他多元的選修課程

直接人員訓練 •�協助生產線技術員學習工作所需之知識、技能及態度，並通過認證以取得機台操作的許可的訓練課程
•�包含直接人員技能訓練課程、技術員之訓練員訓練課程，以及製造部組長訓練課程等

為特定組織量身訂作之訓練 因應業務與組織的需求，透過嚴謹的需求分析與課程設計程序，提供特定單位所需之訓練課程

同仁透過課堂討論實際案例，強化學習成效 舉辦科技論壇，提供同仁更多元、更先進的半導體及科技產業技術新知

截至民國104年底，台積公司的線上學習系統（e-Learning）總計

提供2,172門線上課程，內容涵蓋工程技術類、專業職能類、管理

類，及其他類等課程，線上學習時數約佔總訓練時數的29%。

除內部學習資源外，台積公司也補助同仁參與外部短期研習課程

及長期學位與學分班課程。民國104年度，共計有1,534位員工參

與總計3萬3,951小時的短期研習課程；156位員工參與總計4萬

2,806小時的在職進修訓練；536位員工參與共計1萬4,082小時的

語言課程。外部訓練時數約佔總訓練時數的12%。

內部講師計劃

為促進知識分享與技術傳承，台積公司建立完善的內部講師發展

系統，培養公司內部的講師群。此外，更持續舉辦年度台積師鐸

獎的系列活動，以肯定內部講師的貢獻，進一步塑造學習文化。

民國104年，共有47位同仁受訓成為內部講師，全公司累計共有

665位經過正式認證程序認可的內部講師。

台積公司每年舉辦師鐸獎頒獎典禮，肯定內部講師在知識及經驗傳承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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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的訓練成效

為確保課程品質，並據以持續改善，台積公司透過課後問卷及課

前與課後評估機制來量測課程效益。台積公司開設的各類訓練方

案皆設立明確的分數標準，並針對未達到標準之訓練課程，擬定

改善行動並加以追蹤。

民國104年，課程整體回饋結果良好，皆達成公司年度設定的課程

品質目標，平均評估分數約為93分（滿分為100分），未達標準的

訓練課程比例亦控制於合理的2%以下。

6.2 推動員工工作生活平衡
台積公司依循「每周50工時」之目標，持續提升同仁工作效率與

成效，讓同仁有更多的時間與家人共享。如同張忠謀董事長對員

工的期勉，希望大家有平衡健康的生活；除工作之外，要有好的

家庭生活、社交生活，也要有運動及個人的興趣等等。有了平衡

的生活，才能夠長久保持身心健康。

基於此理念，台積公司致力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在促進人際網

絡、提升人文素養、提供多元便利服務，以及完善福利政策上持

續努力，以提升同仁的生產力與士氣，維護其家庭生活品質，促

進同仁生活平衡。

6.2.1 擴展人際互動、激發創意能量

員工是單一個體，也是社群網絡的一部分。台積同仁在工作環境

中取得社群的支持，並產生正面的影響。台積公司鼓勵同仁在工

作之餘發展興趣並拓展人際關係，而同仁參與社團的風氣及意願

亦逐年成長。

民國104年，共有超過2萬2,393位同仁積極參與慢跑社、鐵馬社、

極限運動社、勁舞社、合氣道社、書法社、烹飪社、國樂社等73

個社團活動，參與人數較前一年成長31%。

同仁積極參與社團活動，享受多采多姿的平衡人生

優客和弦社    中東肚皮舞社

員工的家庭也是台積社群網絡的一環。台積公司每年定期舉辦多

項親子同樂活動，邀請同仁攜眷參加，不但促進夫妻、親子互

動，亦激發出更廣闊的人際互動。民國104年，共有超過3萬7,000

人次台積同仁與眷屬參與相關活動。

 台積電家庭日活動，緊密連結員工家庭間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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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培養人文氣息、掌握時事脈動

台積公司配合社會時事潮流，舉辦多元藝文活動，包括音樂欣賞

及名人專題講座等；內容涵蓋時事、勵志、兩性互動、生活法律

等主題。同時，透過親子劇場表演，促進親子共同學習與互動；

也配合不同年齡層同仁需求，定期推出熱門電影包場活動。民國

104年，共舉辦場交響樂專場音樂欣賞、22場跨廠區專題講座、38

場親子劇場表演及150場電影包場。

台積公司並於各廠規劃藝廊空間，定期安排各類展覽；除美化工

作環境，也透過藝術傳遞，調劑同仁身心平衡。民國104年，共有

超過2,000件藝術品在各廠區展出。

6.2.3 多元服務、工作生活都便利

餐飲服務

台積公司員工餐廳提供多元化的餐點選擇，以及舒適的用餐環

境。多元選擇包括台灣料理、南洋料理及日式料理等；並提供素

食自助餐及健康蔬食，滿足同仁不同的餐飲需求。為響應環保減

碳，推出「新良食運動」並獲得亮眼成果，簡述如下：

•  廚餘減量不浪費：達成竹／中／南科員工餐廳廚餘減量30%，約

總計可減少3萬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達成「碳中和」目標

•  低碳蔬食饗環保：藉由在地當季餐及My plate活動，推廣健康低

碳飲食概念，鼓勵同仁重視自身健康，打造優質職場生活 

為確保餐飲服務的滿意度並持續精進，自民國98年起建置餐飲滿

意度電子投票系統，及時了解同仁對用餐狀況的看法和偏好，進

而調整並提升餐飲服務的品質。民國104年，同仁對公司餐飲服務

的滿意度為96.6%，連續六年獲得超過95%的高滿意度。

透過創新活動，推廣低碳飲食觀念，促進同仁健康意識

便利服務

廠區內除提供健身房、書局、咖啡廳、24小時便利商店、果汁

吧、麵包坊、牙科診所、保健中心等服務外，也提供乾洗服務、

銀行、電信、保險及家電等定時駐廠服務，以高度便利性滿足同

仁生活上相關需求。

幼兒園服務

台積公司在新竹及台南廠區提供同仁子女學前教育服務，各個幼

兒園皆採用綠建材及一級防火建材，室內設計則採圓弧無尖角之

裝修，提供同仁子女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此外，托兒所各班教

室皆有獨立空氣過濾系統之空調，以降低疾病傳染的機率。台積

公司的幼兒園服務屢次得獎，深受肯定，不僅提供同仁子女良好

學習環境，更協助同仁成為更優秀且更快樂的父母。

 台積托兒不僅提供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更強調快樂學習的重要性

交通服務

為協助同仁安全且有效率的往返各廠區，台積公司在各廠區間提

供交通車服務；而此舉更降低同仁須自行開車的需求。此外，為

了進一步節能減碳，台積公司於民國101年領先台灣各企業，導入

電動車作為公務使用；更於民國103年，導入電動環廠車，持續響

應公司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的承諾。

民國103年啟用電動環廠車，作為員工廠區間代步工具
民國101年使用電動公務車，作為員工往來竹中南科代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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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服務

台積公司考量同仁短期差旅的需求，以及遠距同仁住宿之安全與

便利，提供同仁宿舍服務。除提供舒適的居住環境，並建置宿舍

關懷系統，關懷住宿同仁出入之安全性及緊急狀況應變。

6.2.4 優質福利人人愛、安心工作有保障

台積公司員工薪資福利包括本薪、津貼、員工現金獎金與酬勞、

退休金及其它福利，民國104年員工福利費用合計為912億1,094 

萬2,000元。

全方位照顧同仁的保險計劃

台積公司依法為每位同仁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此外，

台積公司亦規劃團體綜合保險，每位同仁自報到日當天起，台積

公司便將其加入公司的團體綜合保險，保障範圍包括壽險、意外

險、醫療險、癌症險、海外差旅險等，讓同仁得到充分保障。若

同仁遇入營服役、重大傷病、育嬰等事由申請留職停薪，亦得繼

續參加公司的各項保險，使得保障能夠延續。此外，同仁也可以

最優惠的費率為其眷屬選擇加入公司團體綜合保險，讓同仁及眷

屬都能獲得更完備的保障。

穩固的退休金制度

台積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訂定員工退

休辦法，提供穩固的退休金提撥與給付。民國104年，「勞動基

準法」修訂通過雇主應於每年預估次一年度符合退休條件勞工所

需退休金，並補足準備金差額，以確保勞工退休金權益。台積公

司除依法令規定提存退休準備金，公司每年亦透過專業的會計顧

問，進行退休準備金的精算，以確認足額提撥，保障同仁未來請

領退休金的權益：

依據「勞動基準法」提撥之退休準備金

台積公司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按員工服務年資及退休前六

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退休金給付。台積公司每月按員工薪資總額

2%提撥員工退休金基金，交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以該委

員會名義存入台灣銀行之專戶，截至民國104年底計劃資產公允價

值為38億7,014萬8,000元。依上述相關規定，台積公司於民國104

年認列為費用之金額為2億7,893萬元，對於未來依法需提撥的金

額已帳列應計退休金負債，截至民國104年底金額為74億4,802萬

6,000元。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之退休金

台積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依員工每月薪資6%提

撥退休金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專戶。另海外子公司亦就當地員工

每月薪資總額之特定比率提撥退休金至退休金管理事業。依上述

相關規定，台積公司於民國104年認列為費用之金額為20億263萬

9,000元。

兼顧工作與生活的假勤方案

台積公司提供優於勞基法的假勤制度，除依法給予各種假別，更

提供彈性的休假天數。同仁到職滿三個月即可享有特別休假，也

享有每年120小時給予全薪、120小時給予半薪之普通傷病假。

在建構友善女性同仁及同仁配偶之工作職場方面，同仁亦依法享

有生理假、產假、產檢假及陪產假的權益。對於同仁處理個人事

務，除依勞基法給予事假、家庭照顧假，若逢重大事由並經公司

規定之權責主管核准者，尚可申請90天之特別事假。當同仁遇有

育嬰、服役、重大傷病等情況，需要一段較長時間休假時，也能

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後再申請復職，以兼顧個人與家庭照顧

的需要。

自民國105年起，勞動基準法修訂法定正常工時上限由「每兩周84

小時」縮減為「每周40小時」，國定假日則配套從19日縮減為12

日。台積公司一方面依法修改工作時間以配合勞動部縮減法定正

常工時的政策；另一方面站在照顧員工的立場，考慮同仁在努力

工作之餘，有健康而平衡的生活，故決定優於法令維持給予同仁

每年19天的國定假日與紀念日休假。因此，同仁每周正常工時縮

短二小時，全年休假日則完全沒有減少。如此作為亦帶動科學園

區多數企業的響應，紛紛跟進，贏得許多好評。

以育嬰留職停薪為例，民國104年共有559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平均回任率為79.0%，而留任率為80.1%。資料顯示，育嬰留

停復職員工，最常因家庭照顧因素，選擇二次育嬰留停；下表中

74位未於民國104年在職滿一年的員工中，即有41位為選擇二次育

嬰留停，且尚未復職之員工。

總計 男 女

民國104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559 108 451

民國104年育嬰留職停薪原應復職人數
（A）

481 72 409

民國104年育嬰留職停薪原應復職且復
職人數（B)

380 55 325

回任率（B/A） 79.00% 76.40% 79.50%

民國103年育嬰留職停薪復職人數（C） 372 65 307

民國103年育嬰留職停薪復職且於民國
104年在職滿一年之人數（D）

298 54 244

留任率（D/C） 80.10% 83.10% 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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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福利

台積公司福委會亦提供多項其他福利，包括：

•�急難救助，幫助遭受巨變與困難時有需要的同仁度過難關

•�結婚／生育／喪儀等禮金

•�三節與生日禮金

•�部門旅遊活動補助

•�超過8,000家特約商店提供的折扣
•�提供「台積嚴選」團購平台與生活情報

海外子公司相關制度

台積公司海外據點遍布北美、歐洲、日本、中國大陸、南韓、印

度等，不論在保險計劃、退休金制度、假勤方案及其他相關福

利，亦皆遵循或優於當地政府法令規範，使全球台積同仁皆能享

有安心的保障。

6.3 員工參與
台積公司建立積極正向的員工關係，營造高度參與的工作環境，

同仁對於公司亦有高度承諾；這樣的正向循環帶來良好的生產力

與工作績效。

台積同仁於運動會上展現高度向心力與合作精神

聖火傳遞　 啦啦隊　 大隊接力

台積公司平等對待所有員工，給予最適切的職涯規劃及培養。台

積公司針對不同族群同仁，規劃符合其需求的全方位照顧專案。

在全球化競爭下，外籍人才持續加入台積公司，台積公司除針對

外籍員工加強溝通與照顧外，更協助其配偶與子女強化人際交流

與生活適應，使其迅速建立在地網絡，以縮短搬遷來台所需的調

適時間，了解台積核心價值與文化並在公司長期發展。

台積公司定期舉辦各種活動，增強外籍員工及其家人與台灣同事間

的交流，增進彼此了解並提升多元文化意識；民國104年，持續推

出「國際文化節」系列活動，針對不同國籍之員工，邀請他們及家

人一同進行內容設計及執行，含「印度獨立節」、「印度光明節」

及「日本忘年會」等。此系列活動創造包容多元文化、激勵公司士

氣和團隊合作的工作氛圍，並提供機會讓本地同仁於工作之餘，有

更多機會認識不同的文化，並與不同文化的人進行交流，不用出國

就能享有地球村的體驗，進一步學習與海外同仁共事。

國際文化節系列活動

印度光明節　 印度獨立節

6.3.1 提升員工認同感，持續聚焦向心力

台積員工擁有相同的願景與價值，朝同樣的目標邁進。為進一步

增加同仁對公司的認同感，並強化互助合作的團隊力量，公司每

年定期舉辦台積電運動會。藉由參與各項團隊競賽，同仁可互相

交流並增進彼此合作精神。民國104年度共計有超過3萬6,000名台

積同仁與眷屬共同參與台積電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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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開放溝通管道，鼓勵員工參與，促進勞資和諧

台積公司重視雙向溝通並致力於提供主管與同仁，以及員工同儕間開放且透明的溝通管道；縝密的雙向溝通管道如下圖所示：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 員工申訴直通車
• 內部審計委員會
•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系統／委員會主席

員工網站

員工意見調查

人力資源服務團隊

非定期溝通會議

電子化晶園雜誌

公告

公司性活動

員工協助方案

• 廠區健康促進中心
• 心理諮商服務
• 福委會急難救助

人力資源組織

各層級主管

面對面溝通

• 組織性／各單位／跨級會議
公告

廠區／組織性活動

全體員工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

台積公司內部溝通架構

• 員工意見箱
•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 電話及簡訊關懷專線

為聆聽同仁的意見與聲音，公司每季舉行勞資會議並經由員工意

見反映管道等公正、有效的溝通機制，了解同仁之心聲並即時處

理同仁反映的問題，達到促進勞資和諧，共創企業與員工雙贏的

目標。

台積公司建構的雙向溝通管道，讓勞資間的溝通暢行無阻，內容

包括：

•�針對各階層主管及同仁定期舉辦溝通會。

•�定期舉行員工滿意度調查，並針對員工意見規劃改善方針。

•�功能完善的內部網站（myTSMC）：內容包含董事長談話、公司

重要訊息、高階主管專訪及近期活動宣傳等。

•�晶園雜誌網站：電子化的員工內部刊物，即時報導各項公司重

要活動，且定期刊登具啟發性的文章，介紹表現傑出的團隊及個

人。

•�針對重大管理、財務、稽核等各項問題，提供二種機密申訴管

道：

－具獨立性的審計委員會；

－由一位副總經理親自負責的「員工申訴直通車」。

•�員工意見箱提供管道，讓員工反映與工作及環境相關的一般性建

議及意見。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關注員工反映個人工作與生活上的相關議題，

其主要服務對象為線上直接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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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積的核心價值出發；基於「誠信正直」，守法是我們最基本的原則，我們不僅遵守法律條文、

更遵循其精神；基於「承諾」，我們致力於提供同仁有意義的工作內容、安全的工作環境、優質的

薪酬與福利等。在此前提下，台積公司尊重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UN Global Compact’s Ten 

Principles）及中華民國勞動部工會法賦予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此外，我們為電子行業公民聯盟

（EICC）成員，採行「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EICC Code of Conduct），不從事任何妨礙員

工結社自由之行為（http://www.tsmc.com/chinese/csr/eicc_membership.htm）✚。以上原則與

規範與台積公司所追求的目標相契合，且提供很好的實質作為準則與成果檢視方法，讓我們更容易

做得好、做得完善。

台積公司多年來勞資關係常保和諧，內部溝通順暢；雖然員工擁有自由結社之權利，截至目前為止，

並無同仁出面組織工會，都證明了公司致力於此的成果。

此外，台積公司遵循法規，明訂並積極宣導性別工作平等法，推出各項性騷擾防治相關政策與措施，

促進性別工作平等的工作環境。 

台積公司遵循法令並致力於及時回應並解決員工之意見；截至民國104年，台積公司並無勞資糾紛所遭

受之損失。

6.3.3 肯定員工付出，形塑溫暖工作環境

台積公司透過各種內部獎勵方案，表彰優秀團隊與個人，並肯定員工在不同領域的卓越貢獻，鼓勵員

工積極追求持續成長，精益求精，提升整體競爭力。

台積公司提供的多元員工獎勵方案包括：

•�董事長親自頒發的TSMC Medal of Honor獎，表彰員工對提升公司業績做出的卓越貢獻。
•�台積科技院評選，表彰個人專業技術對公司有重大貢獻之傑出科學家與工程師。

•�廠區傑出工程師及優良精進案例選拔，鼓勵同仁持續為公司創造價值。

•�年資服務獎勵及退休感謝禮品，感謝資深員工對公司長期的承諾與貢獻。

•�師鐸獎，表揚傑出的公司內部講師。

•�各組織舉辦鼓勵創新的年度活動，如Idea Forum及提案英雄榜等。

除公司內部獎項外，台積公司亦積極舉薦同仁參加外界各項優秀人才選拔，其中多名優秀同仁於民國

104年獲頒傑出工程師獎、優秀青年工程師獎及國家傑出經理獎等全國性獎項。

6.4 建構最佳安全健康職場

6.4.1 安全衛生政策

台積公司自成立以來，除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本業中謀求最大成就，同時也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積極與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社會等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互動，共同追求永續未來。

遵循或超越國內外安全

衛生法規與標準

深化全體員工對安全衛

生的認知、責任與承擔

關注全球安全衛生議題，

評估風險與機會，建構

安全工作環境

積極與客戶、供應商交

流合作，共同提升供應

鏈安全衛生績效

強化本質安全設計，嚴格

的安全衛生管控，預防職

業傷害與疾病，促進員工

安全與身心健康

分享安全衛生知識與經

驗，透過產官學界及全

體社會的合作，攜手提

升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策略

✓  深植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建構本質安全的
工作環境

✓  促進員工身心健康，達成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  與外界攜手合作，共同降低職場安全衛生風險

致力於達成安全零事故，建構最佳健康職場，

成為世界級安全衛生標竿企業

目錄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1 概況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3 公司治理

4 經濟面向

5 環境面向

6 社會面向

 6.1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
 6.2 推動員工工作生活平衡
 6.3 員工參與
 6.4 建構最佳安全健康職場
 6.5 社會參與
 6.6 社會面向專題

7 附錄

http://www.tsmc.com/chinese/csr/eicc_membership.htm


社會面向  94

6.4.2 安全衛生組織

台積公司設有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主導公司級安全衛生業務之推動，跨組織運作如下：

設置環保安全衛生委員會，落實溝通機制

台積公司設有全公司與廠區環保安全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環保安全衛生相關事項，並依法

推舉勞工代表，提供管理者與員工面對面溝通環保安全衛生議題的正式管道。此外，為因應新廠規模

日趨擴大，台積公司亦增設廠轄部門級的環保安全衛生委員會，由各部門主管每月召開會議討論環保

安全衛生相關事項，以落實環保安全衛生管理。

民國 104年台積公司環保安全衛生委員會勞工代表所佔比例

地區 台灣廠區
台積電

（中國）
美國WaferTech

勞工代表人數 20 3 32

委員會總人數 39 48 34

比例註 51% 6% 94%

註：勞工代表人數 /委員會總人數 *100%

6.4.3 成果與目標

重大關注議題 2015執行成果 民國105年目標

提供員工安全與衛生的工作環境 無重大職業災害（含傷害與職業疾病） 工安零事故、並積極預防職業疾病的發

生

降低員工失能傷害頻率與嚴重率 員工失能傷害頻率與嚴重率低於國內半

導體業界平均值約15%、低於國內電子
零件業平均值40%以上

員工失能傷害頻率與嚴重率成為世界級

安全衛生的標竿

提升安全衛生管理的持續改善方案 安全衛生管理方案件數年增約5% 持續推動安全衛生管理方案，並遴選優

質方案對外分享經驗

降低意外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含

天然災害）

零火災意外事故 零火災意外事故、並成為產業界最佳損

害預防標竿

降低地震造成的財產損失

資材暨風險管理
資深副總

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

• 公司級安全衛生委員會�����• 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營運組織

新廠規劃部

廠區

廠務、工程與製造部門

安全衛生部門／安全衛生技術委員會

廠區安全衛生委員會

非營運組織

研發、人力資源／

健康中心、資材管

理、客服、品質保

證、資訊技術、公

關、法務⋯

• 政府單位
• 世界半導體協
會／台灣半導

體協會  
• SEMI組織
• 客戶
•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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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安全與衛生的重大議題

台積公司長期致力於協助政府制訂質優可行的安全衛生法規與推

廣專案，關注學術界、社會大眾與媒體、客戶與員工對職業安全

與衛生的看法，以瞭解各類利害關係人最關切的相關議題，作為

管理決策的參考。經由歸納，最受關切的重大職業安全與衛生議

題為安全與衛生法規、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為，這也是台積公司

長期努力的領域。另一方面，員工身心健康也正快速成為政府、

社會、雇主與員工的新焦點，台積公司針對此部分已經有積極做

法，未來也會持續努力。

6.4.4.1  參與職安法相關法規與指引制定之專家會議，並落

實「職業安全衛生法」

勞動部為提升國內職業安全衛生水準，落實保障工作者的安全與

健康，於民國102年7月3日經總統公布修訂「職業安全衛生法」，

並於民國103年陸續修訂相關約60條子法。台積公司身為國內領

導企業之一，104年度亦榮獲勞動部職安署邀請，針對相關法規、

指引草案提供可行意見之外，並致力於公司內部落實相關新子法

與指引的要求（例：化學品暴露評估與分級管理、肌肉骨骼疾病之

預防、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女性勞工母性保護等）。迄

目前為止，相關新做法都已經建置完成。此外，台積公司也樂於將

我們業界實際的做法，分享給科學園區同業與管理局，並進一步

推廣至供應鏈的廠商，共同提升與保障工作者的安全與健康。

6.4.4.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為

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台積公司職業災害統計分析資料，係依勞動部及GRI4（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4th）所公布之重要失能傷害統計指標，選

擇失能傷害頻率（FR）、失能傷害嚴重率（SR）及公傷缺勤率

（AR）註為主要統計依據（統計數字不含廠外交通意外事故）。 

台積公司民國104年同仁受傷失能件數共37件，失能傷害頻率

為0.47（男女分別為0.25及0.81），失能傷害嚴重率則為5.12（男

女分別為3.72及7.27），均低於全國電子零件業與全國半導體製

造業。另外，台積公司在民國104並無任何職業病及因工死亡案

例；失能類型中以跌倒居多（37.8%），其次為扭傷（16.2%）與碰

撞傷（16.2%）。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失能傷害頻率

1.03 1 0.96
0.851.01

全國電子零件業 全國半導體製造業 TSMC

0.59

0.24

0.54

0.25

0.54

0.36

0.57

0.47

0.61

0.22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失能傷害嚴重率

26 25 24

16

29

全國電子零件業 全國半導體製造業 TSMC

7

5.19

7

1.34

7

3.48
6

5.12

16

1.97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失能傷害頻率（FR）依性別、地區區分

台灣廠區 台積電（中國） 美國WaferTech

男 0.25 3.28 5.62

女 0.81 2.16 7.04

總計 0.47 2.69 6.03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失能傷害嚴重率（SR）依性別、地區區分

台灣廠區 台積電（中國） 美國WaferTech

男 3.72 49.18 1.41

女 7.27 14.07 0

總計 5.12 30.51 1.00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公傷造成之缺勤率（AR）依性別、地區區分

台灣廠區 台積電（中國） 美國WaferTech

男 6.36 87.00 2.84

女 13.80 27.24 0

總計 9.10 56.57 2.51

台積公司持續透過建立安全文化來提供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所

有職業災害個案均進行原因分析，研擬與執行改善方案，並且定

期統計分析失能傷害率較高的單位與職災類型，將嚴重度相對較

高或屬跨單位、重複發生性質的部門列為教育訓練與管理重點。

註：職業災害統計相關計算公式如下：

1. 失能傷害頻率（FR）=失能傷害次數X1,000,000/總工時
2. 失能傷害嚴重率（SR）=失能傷害日數X1,000,000/總工時
3. 缺勤率（AR）=失能傷害缺勤天數X200,000/總工作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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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製程技術挑戰的安全衛生管控

台積公司為確保半導體技術的領先，在研究發展階段就引入許多

新製程機台與新化學品。為因應新製程挑戰，台積公司自民國101

年即設置專責單位，單一窗口標準化新製程機台與化學品的安全

衛生使用風險；民國104年協助研發單位安全的引入高達498件新

製程機台與化學品，較民國103年增加25%。台灣廠區申請狀況如

下圖：

新機台的設計除須符合SEMI-S2設備安全的國際標準，同時也符合

國內法規與公司的專有規定；而化學品的管理更是當下半導體晶圓

廠環保、安全與衛生的管理重點之一，無論是新建廠、擴廠階段的

環境影響評估，或是廠內的作業人員暴露評估等化學品危害防阻，

都是關鍵項目。台積公司引入新化學品前，與原物料供應商合作，

謹慎地鑑別每一種化學品的環保、安全與衛生風險，進而設置妥

善處理廢水、廢氣及廢棄物的機制，降低對環境的衝擊。民國104

年針對高危害性物質，如發火性物質，首創建立高危害性物質的審

核、使用、運送及緊急應變的程序，降低廠區使用高危害性物質的

風險。另要求研發單位新測試實驗使用的化學品減少選用屬致癌物

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

（Carcinogenic, Mutagenic or Toxic for reproduction, CMR）物

質，源頭把關減少健康危害物質的使用。

廠內既有化學品的管理則是依據化學品不同的特性，以儲存、輸

送、使用及廢棄四個面向進行管控，如分類儲存、供應系統安全

防護、製程機台及附屬設備安全防護、危害通識計劃與訓練、暴

露評估、個人防護具使用、環境毒性氣體監控等，以有效避免化

學品對人員的暴露。

台積公司持續進行危害性化學物質去毒化，包括禁用及尋找替代

物，目前進行中專案如下：

•�因應未來國際法規限用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及相關物質的規定，台積公司提前於民國104年與供應商

合作展開替代方案，計劃於民國106年完成所有含此類物質的替

代。

•�民國104年，為減少廢有機溶劑之產生量，台積公司進行製程使

用危害性化學物質N-甲基吡咯酮（NMP）之減量，在去光阻製

程中不使用此類物質，預計在民國105年年底完成所有十二吋晶

圓廠此減量計劃。

落實安全與衛生管理實務

台積公司認為做好安全與衛生管理是照顧員工及其家庭應有的作

為，也是對社區與社會承諾的直接回饋。台積公司透過持續改善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達成預防意外事故、促進員工安全、衛生及

保護公司資產的目標。台積公司所有廠區均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OHSAS 18001：2007）認證，並於程序書上明文規定新

廠於運轉啟動開始18個月內須取得OHSAS 18001認證，新擴充南

科廠區晶圓十四廠B亦於民國104年取得認證。另外，位於台灣之

所有廠區亦均取得「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

認證。

硬體設施的安全強化

在新建廠房或部分改建時，台積公司的製程、廠務、資訊與總務

部門等相關單位均會依公司規定先進行安全與衛生風險評估，並

依據國內法規、國際規範與公司標準進行規劃、設計與施工，最

後再由專設機制透過以下程序來為安全與衛生把關，台積公司更

建立標準化的新廠房安全設計準則，民國104年更與國家地震中心

合作，進行高架地板錨定螺栓拉力測試，並依據測試結果強化設

備機台與高架地板的固定方式。

安全變更管理制度

安全變更管理制度範圍涵蓋新建廠房設施的規劃設計，與既有廠

房設施、機台設備的任何硬體變更或操作模式改變。一旦造成原

有安全或消防防護等級改變時，均須依循此安全變更管理制度，

由廠務、設備、工安衛生與風險管理等相關單位進行嚴格的分

級、評估及審核，確定安全無虞後始得執行。此外，為確認廠區

運轉學習經驗可以裨益未來的新廠設計，台積公司也建立溝通討

論平台，在新廠展開設計前邀請廠區相關同仁就舊廠運轉經驗，

提出改善建議。

新設備上線前安全簽核制度

台積公司所有生產機台與廠務設備在裝機時都必須經過三階段的

安全簽核管理程序，才能正式開始生產運作。

 二手機台安全管控

對於新購入的二手機台，均需依循二手機台安全管理程序進行管

控。二手機台於進廠前，設備廠商需提供安全衛生環保檢核報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單位：件數

新機台 新化學品

97
103

110
261

145
354

151
247

18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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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確保其符合實質安全與國內外基本法規要求；進廠後，則須通過裝機安全管制程序，並針對二

手機台可能遺漏或故障而造成風險的經驗項目檢查，以提升二手機台裝機過程及驗收安全。

高風險作業管制及高風險區域管制

台積公司針對廠務、工安及設備部門的作業中，可能造成人員傷亡的工安事件定義為高風險作業項目，

加以重點式特別管理，此做法已被證明有效。另外為加強廠商作業管理，各廠區定義廠區高風險區域，

並制訂「高風險區域作業管制程序」，加強管控於高風險區域的施工管理，預防意外事故的發生。

建立大型活動安全檢查程序

台積公司員工對福委會、社團或廠區所舉辦的活動參與頻繁，為避免人群聚集時因場地、設施不完備

或秩序混亂等原因導致員工或眷屬之傷亡，特制定台積公司大型活動安全檢查程序，降低大型活動的

風險。

人員安全衛生訓練

台積公司每年對員工與承攬商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除了建立個人安全衛生之意識

外，更實質降低職業傷害的發生率，以朝向零災害的目標邁進。台灣區相關訓練課程與訓練人次如下

表所示。

對象 項目內容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員工

新人安全衛生訓練 4,394 4,841 3,430

新人個人防護具訓練 2,733 2,816 2,496

新進主管安全衛生訓練 292 347 310

課級安全衛生訓練 10,594 12,231 12,651

每月安全衛生宣導 52,386 64,500 60,243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 467 739 1,136

特化作業主管訓練 527 802 1,067

輻射人員訓練 470 662 860

承攬商
新進廠商安全衛生課 21,441 13,288 16,242

承攬商個人防護具訓練 1,383 1,528 1,998

損害防阻

台積公司損害防阻目標是零災害及降低天然災害風險，在全體同仁努力下，民國104年台積公司並無火

災及天然災害損失。今年主要的損害防阻重要活動如下：

•�廠區損防專責人員任命及養成

民國102年國際半導體廠重大火災事故後，台積公司檢討、強化及修訂廠房損害防阻設計標準。此外，

為避免廠區以往的缺失重複發生，民國104年加強相關管理措施，包括修訂程序書規定損害防阻人員職

掌，並培訓32位專責人員，使業務及督導單位確實負起損害防阻責任。

另外邀請內、外部專家進行損害防阻相關議題演講，強化廠區損害防阻能力以及自身職責及使保險公

司對於台積公司重視損害防阻之程度有深刻印象。

總機構於年度稽核時考核各廠損害防阻成熟度。

自主落實

增修程序

重點強化

符合標準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取得 ACE AAA
認證

強化廠房防護符合

國際標準

• Silane BSGS防火
• AMHS Stocker
防護

• 禁水性物質防護
• Datacenter防火
安全材質使用

增修損防程序書

• N20/16禁水、發
火物質供應安全
設計
• ASRS 消防自動撒
水設計
• Central Scrubber
消防自動撒水設計

落實廠區執行零缺失

•  廠區設置損害防阻
督導人員

• 執行訓練及考核

• ESH/RM稽核驗證

損害防阻目標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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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建築物煙損偵測及控制程序

目的是評估煙損影響，強化新廠設計及既有廠管理措施，使用FDS（Fluid Dynamic Simulation）驗證

模型。

•�南科淹水潛勢評估及控制

台積公司考量南科相對於竹科及中科屬於低海拔且具有淹水可能地區，加上曾文溪堤防在莫拉克颱風

（民國98年）及610水災（民國101年）均潰堤，當時雖未造成工廠生產影響，但本公司使用民國101

年中央氣象局降雨量及成熟軟體驗證之前的結果評估其風險，並作為新建廠房建廠依據。模擬情境為

南科500年重現期降雨及曾文溪潰堤500公尺的情況下，台積公司南科廠房在安裝防水閘門後無淹水風

險。

FDS
驗證模型

潔淨室排煙設計

無塵室排煙系統對火災產生煙塵可以有

效讓人員疏散及降低財產損失

建築物間管橋排煙

相鄰建物間如果有潔淨橋相連，在橋上

會設有效之排煙系統，限制煙擴散影響

相鄰建物人員

防火牆及管橋防火門

限制煙塵漫延造成財產損失，對於重要

資產及跨fab管橋，均設置有效之防火門
阻絕漫延

鄰近廠房火災煙損控制

如果鄰廠屋頂設備火災，產生煙塵隨風

向或濃度有可能被工廠吸入，影響生

產，因此在緊急應變計劃中納入監測及

控制空調設施

做好緊急應變—避免災害擴大

教育訓練：台積公司平日即做好人員訓練以熟悉通報、救災、廠務系統因應、現場管制、傷患救護與

救災設施支援等應變技能。以台灣區為例，訓練種類與人次如下：

對象 項目內容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緊急應變小組

緊急應變基礎訓練 2,935 2,457 2,515

緊急應變進階訓練 1,419 972 1,346

應變指揮官訓練 53 50 26

急救人員訓練 4,058 4,453 4,461

竹山／明湖消防訓練 500 509 296

ERT季演練 7,512 7,932 8,202

年度緊急應變演練 777 846 820

員工、承攬商 年度疏散演練 22,120 23,825 22,916

•�定期應變演練

台積公司依據災害緊急應變策略訂定救災的優先順序，首要為確保內部人員與鄰近居民的安全並避免

污染環境，其次是減少財產損失，最後才是回復正常生產。台積公司認為當天災或意外事故發生時，

第一時間的妥當處置不僅能將人員傷害與環境污染機率降至最低，還可以大幅減少設備損失與降低生

產復原的困難度，因此相當重視緊急應變，從設置器材、訂定應變程序、強化人員訓練與實際演練

等，皆整體規劃、執行、考核與評估改善。

民國104年，為了確保各廠年度緊急應變演練的成效，除了要求各廠區須綜合往年經驗並參考標準演練

劇本，執行地震、火警、氣體外洩、化學品洩漏、電力壓降等各項演練，使關鍵應變程序皆能確實到

位外，還特別強化廠區無預警演練，以測試同仁緊急應變技巧及熟悉度；另外，亦完成重大災害後之

營運持續運轉計劃的沙盤推演與訓練，有效降低緊急事故對廠區生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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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緊急應變中心，設施標準化

台積公司各廠皆設置緊急應變中心，全天候有專職人員值勤。若

有異常狀況或意外事故發生，緊急應變中心可以立即廣播，通報

成立廠區應變小組迅速採取行動。緊急應變中心配置以下設施：

• 應變資訊：包含廠區平面圖、機台分布圖、應變程序圖等。
•�消防與維生監控：包含消防系統、氣體監測系統、緊急排煙系

統、重點區域監視與錄影系統、氣體與化學品供應緊急遮斷系

統、廣播系統等。

•  應變器材：包含各式防護衣、個人防護具、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手提偵測器、洩漏處理器材、警示器材等。另外，為因應緊急應

變中心可能遭受災害波及，各廠均在較外圍適當處所設置第二緊

急應變中心，配置較簡易但可獲取充份資訊的應變器材，確保必

要時可持續應變運作。

•  救護設備：依緊急救護實務，以及參考臨廠服務醫師與工安環保

部對工作場所危害建議設置AED、給氧設備、急救背包及化災包

等救護用物。

•�應變程序標準化，強化人員訓練

台積公司對於半導體工廠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狀況如地震、火

災、化學物質洩漏、毒性氣體外洩、天然災害，與水、電、空調

公用系統突發性中斷等，皆訂有詳盡的緊急處置程序與災後復原

計劃。廠區也每日排定緊急應變指揮官及應變小組當值人員，隨

時應付突發狀況。

•�融合社區應變資源，與協力廠商共同演練

台積公司各廠每年舉辦主題式緊急應變及全員疏散演練，並視主

題與規模，邀請外部消防隊參演或是邀請專家擔任評審。參加人

員除了公司同仁外，也要求長期駐廠廠商共同參與，目的是讓

雙方人員在處理真實意外事故時能合作無間，迅速控制災害。各

演練區域的選定除了潔淨室區、廠務區外，也包含各種機房、實

驗室、餐廳廚房、員工宿舍及交通車等，以符合台積公司建置全

員、全區域應變能力的目標。

6.4.4.3 突破傳統職業衛生作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台積公司於各廠區設立健康中心，配置優於法規要求的專業健康

管理師與特約一般暨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提供24小時緊急救護及

推動多元健康照護服務。此外，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精神，保

護與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特別強化廠區工安環保單位、健康中心

與一般暨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三方的合作，致力於包含長時間、夜

間工作、輪班等作業促發腦血管疾病之預防、人因性危害評估與

管理及母性健康保護與管理等專案之規劃與執行，並提供多項身

心健康促進資源及舉辦相關活動，除了保護員工避免工作上的危

害，更積極主動促進員工的健康。

民國104年晶圓二廠年度緊急應變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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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促發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

自民國103年第四季起，以年度健檢資料（含問卷）合併工時資料分析結果（共計27,258人），定義該

族群中高風險對象（佔分析人數1%），經採行一對一醫師諮詢、個別衛教指導及工作型態調整等個案

管理措施，續於民國104年健檢追蹤其風險等級改善狀況，原中高風險對象超過68.3%其風險等級已降

至低度風險，顯示該個案管理措施有助於同仁管控個人健康風險。

民國104年分析30,645位年度健檢資料，其中0.67%定義為中高風險對象，已續採行上述管理措施，並

將持續追蹤其風險等級改善狀況。

民國103年 (N=27,258)

中高度風險者
中高度風險者一年後改善情形

仍在中高度風險者佔比 已降為低度風險者佔比 離職

1% 19.7% 68.3% 12.0%

民國104年 (N=30,645)

中高度風險者
中高度風險者一年後改善情形

仍在中高度風險者佔比 已降為低度風險者佔比 離職

0.67% 持續管理中

人因性危害評估與管理

針對生產區的機台硬體設計與搬運作業，台積公司從源頭把關，採用「半導體設備人因標準

（SEMI-S8）」相關規定規劃各類設施。台積公司十二吋廠房設置高度自動化的晶圓搬運系統，此舉

不僅有利提升生產效率，也因為不再由人員搬運晶圓，大幅降低員工肌肉骨骼傷害的風險。

此外，台積公司提供廠區同仁人因工程安全教育訓練，建立正確的安全認知，並有人因評估、改善的專

案，例如：機台維修保養作業之人因評估與改善，包括提供吊具、升降台車、與更換零組件的治具等。

而為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健康中心規劃每三年配合年度健康檢查，對所有員工進行身

體各部位痠痛與對工作影響程度之問卷評量，找出高風險族群，除採行個案管理措施外，並通報工安

環保單位進行人因風險鑑別及研擬改善方案。民國104年，優先針對民國103年年底問卷填答結果，因

痠痛請假超過4天之高風險族群進行二次痠痛問卷追蹤評估，共計8人已依醫師面談或現場訪視建議，

採行作業環境或負荷改善等措施並持續個案管理，以提早預防並降低危害。

External 
Training

腦心血管疾病預防

分析27,258人
中高風險對象：1% 
（其中68.3%風險等級已
降至低度）

人因危害評估

評估31,783人
收案管理8人

母性保護與管理

評估1,642人
中、高風險：0人

健康檢查

36,028人

健檢異常追蹤

4,713人
西醫／牙醫門診

7,032/2,264人次
防癌篩檢服務

9,082人次
壓力管理專案

729人次

員工協助方案

1,294人次
心理素質講座

24場次
2,395人次

愛上樂活

健康久久

2,147人

總參與

126,36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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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健康保護與管理

自民國104年第二季起，為預防女性員工暴露母性健康危害作業

場所，健康中心訂定母性健康保護與管理流程，除對有母性健康

危害之虞的作業執行定性與定量的風險評估，並考量個別差異，

經特約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綜合評估後，採行分級管理與現場改善

等措施，以確保女性員工之母性健康。民國104年共計完成評估

1,642人，評估結果皆為第一級管理，顯示工作環境及作業無害母

體、胎兒或嬰兒健康。

落實員工健康檢查與管理

公司每年定期舉辦一般及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在職員工健康檢查，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包含噪音、游離輻射、鉛、二甲基甲醯胺、正

己烷、砷、錳及其化合物、粉塵、鉻酸及其鹽類、鎳及其化合

物、汞及無機化合物作業等類別，由各廠工安人員提報符合該作

業類別名單，民國104年度完檢率100%。

特殊作業健檢結果異常且管理分級列二級管理（含）以上之同

仁，健康中心將會安排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參考歷年健檢結果及

作業環境測定資料進行評估，以提供適當健康指導與適性配工等

健康管理措施。民國104年特殊作業健檢結果無與職業因素相關之

異常案例。

一般作業除健檢頻率優於法規規定外，為善盡照顧員工健康，健檢

項目亦參照臨廠服務醫師建議，由公司負擔費用，增列胎兒蛋白

（AFP）、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及尿酸等檢查，協助腦

心血管等疾病的評估與預防，民國104年度整體完檢率達95%。

台積人專屬診所，提升醫療資源可近性

為提高同仁身體不適或健檢異常追蹤的可近性，特委託外部專業

西醫與牙醫團隊依員工身心健康照護需求於公司內設置門診，同

仁搭乘廠間區間車即可就近看診，由服務人次逐年上升顯示，該

服務對協助員工自我照顧有良好成效。

西醫門診服務人次

民國
99年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3,762 2,739 3,729 3,528 6,219 7,032

註：103年服務人次增列南科台新診所服務量

牙醫門診服務人次

民國
99年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2,975 2,643 4,325 4,463 4,705 2,264註

註：104/06/12前為新廠商進駐準備期未提供服務

推展心理健康方案，促進身心平衡

「壓力調適」是現代人重要的課題之一，台積公司持續以年度健

康狀況評估問卷收集同仁自覺壓力感受程度，透過分析，針對中

高度壓力感受同仁，以專案方式由特約心理師主動電訪與邀約同

仁一對一會談，並依個人需求提供轉介協助，期能提升同仁因應

壓力的能力，促進身心平衡與健康。民國104年，共計729人接受

心理師會談，其中76人於會談後轉介員工協助方案、人力資源相

關單位及醫療院所持續關懷與追蹤。

台積公司多年來一直與新竹生命線合作，共同規劃「員工協助方

案」，提供包括家庭議題、婚姻情感、人際關係、法律及財務等

各項議題的專業諮詢，由歷年使用的趨勢來看，顯示台積公司在

年度健康檢查人數

民國
99年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18,358 26,570 26,166 28,830   32,650 36,028

健檢是健康管理的開始，iCare健康網之建置，累積超過25年的健

檢資料庫，有助於同仁了解個人健康趨勢（落實個資保護，僅限

個人以帳號密碼查詢本人健檢資料）。民國104年健檢結果依健

康管理分級標準分析，符合中／重度異常者共計4,713人，健康中

心將持續採行一對一個案管理關懷追蹤或醫師諮詢安排等措施，

期能幫助同仁早期覺察健康問題，盡早接受治療或落實健康生活

型態，促進個人健康。分析二年健康管理成效（103年與104年比

較）顯示，接受個人異常追蹤管理之同仁（共計2,318人），其在

肝指數、血糖、血壓、三酸甘油酯及尿酸等五項異常指標確實有

顯著的改善。此外，海外營運據點如中國大陸，也會針對每年度

的健檢結果，主動進行追蹤與相關宣導。

iCare健康網提供同仁查詢個人歷年健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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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熱情參與月會講座

持續推動健康促進，落實健康生活

台積公司每年依據健檢結果進行異常率分析，作為推動員工健康

促進活動重要之參考，民國104年健檢結果分析，體重過重與血

脂肪異常仍為主要健康問題，分析結果也顯示，具規律運動習慣

者，對降低總膽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風險有顯著意義，

逐見推動體重管理及培養運動習慣是健康促進持續努力的課題。

異常項目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體重過重

（BMI ≧24）
39.80% 39.60% 40.39% 40.9% 43.65%

總膽固醇偏高 30.60% 28% 32.30% 32.1% 35.65%

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偏低

48.90% 26.60% 12.69% 27.4% 31.19%

台積公司自民國101年提出「健康樂活宣言」，並持續舉辦『愛上

樂活健康久久』系列活動，迄今已邁入第四屆，民國104年活動主

題設計以 i瘦身挑戰賽及愛自己i運動等為主軸，充分呼應上述重

要課題。活動共計2,147人次熱情參與，比較有無參加活動者其民

國103年及104年健檢結果變化，在BMI、總膽固醇、高／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及血糖等多項指標都達顯著改善，而雖然上述整體異

常率仍逐年升高，但推動健康促進活動仍有助於減緩上升趨勢。

民國101年至民國104年減重成效 單位：公斤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969 1,977 2,300 1,676

其他健康篩檢與促進服務，包含子宮頸抹片檢查、乳房及腹部超

音波等「防癌篩檢」系列活動、抒壓按摩與整復推拿服務、特約

流感疫苗注射及身心健康講座等服務，每年逾1萬人次參與，是不

可或缺的常規服務。

台積公司持續致力在促進員工的健康，並獲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及衛生局肯定，頒發健康標竿獎與績優健康職場獎，成功打

造屬於台積健康藍圖。

推動承攬商健康自主評估與管理

為降低承攬高風險作業人員因突發性健康狀況，而引起安全事故

發生的風險，台積公司要求承攬商執行健康自主評估與管理。針

對在台積公司廠區進行高風險作業、高架作業、高空作業、天

花板層作業時，承攬商公司應確保依法配置合適人員，並在施工

類人員進廠前做好健康自主評估與管理，以維護人員職業安全。

若承攬商原先配置人員患有長期慢性病或異常自覺症狀，依法可

能不適合從事高風險作業時，需經醫師進一步評估或定期治療檢

查，以確保施工期間身心健康狀況，降低職災發生風險。

企業新興傳染病防疫方案

•照顧員工的身心健康，善盡企業責任

台積公司認為健康的員工是維繫企業正常營運的基石，照顧員工

的身心健康是企業的責任。面對新興傳染病對職場的潛在威脅，

設立專責單位持續監看全球新興傳染病的發生情形，評估其後續

影響，並擬定工作場所防疫因應計劃，例如新型流感就是近年來

極為重要的防疫標的。台積公司保護員工健康同時也鼓勵員工將

防疫知識應用到家庭，讓員工能安心工作。

•台積公司傳染病防疫計劃

台積公司訂有傳染病防疫計劃，例如「新型流感防疫計劃」就是

依據過去的防疫經驗（如民國92年的SARS和民國98年H1N1新型

流感），與參考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疾病管制局「企業因應新型

系統、工作、生活與健康等層面之服務已趨成熟，於員工端建立

主動求助的精神，關心自己也關心週遭同事和親人。此外，台積

公司亦組成員工協助小組，並雇有專職心理師，建立處理同仁特

殊狀況的機制，讓同仁能安心地在幸福健康職場中工作。

員工協助方案使用人次

民國
99年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484 858 630 898 1,119 1,294

為持續提升員工心理素質，民國104年「新感動．心幸福」系列

活動主要以月會講座形式接受部門預約，由心理師進行心理健康

衛教宣導，學習「正向思考」與「啟動正念療癒力」，並於講座

中鼓勵同仁使用幸福漣漪卡表達暖心支持與回饋，除能共同營造

溫馨與支持的人際關係和工作環境外，更有助於提升自我對生活

壓力的因應能力。該活動共計預約24場次，2,395人參與，滿意度

5.3（滿分6分），同仁並對講座內容表示肯定與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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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安全衛生管理經驗對外分享，共同建置安全健
康職場

台積公司擁有完整的環保、安全衛生管理團隊，除盡力降低自身

風險外，亦不忘以其豐富管理經驗分享給業界、供應商、政府與

社會大眾。

在供應鏈廠商方面：台積公司每年透過問卷、現場稽核與重點輔

導，提升供應鏈廠商的安全衛生績效，減少工安意外與健康危

害。經過近幾年的努力，部分供應商也逐漸將此做法運用至其供

應鏈的管理上，這是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的一環，期望能

擴大對國內廣大基層勞工的保障。

在產業界方面：台積公司深信工安與衛生是普世價值，故而積極

參與在園區同業公會、半導體協會活動與政府、其他企業舉辦的

論壇活動，並分享管理經驗，期望與產業界共同努力，造福我國

數百萬勞工。

6.4.6  安全與健康推廣活動—拓展產學合作、發揮企
業影響力

「勞工健康促進論壇」於民國100年由台積公司及台大公衛學院

發起，針對勞工健康相關的議題進行演講與討論，已成為國內職

業衛生議題的盛會。至民國103年為止，台積公司已經與台大公共

衛生學院合辦了四屆「勞工健康論壇」，四年來亦邀請如中鋼公

司、群創光電公司、中油公司、統一食品公司、中華民國環境職

業醫學會與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加入合辦行列，民國104

年，台積公司將「勞工健康論壇」的主辦責任傳承給群創光電公

司，目的在擴大企業對「勞工健康」議題重視。在「第五屆勞工

健康論壇」中，各合辦單位對不同產業文化所培育的健康職場與

運作方式進行專題分享與討論，尚邀請國內學界教授與專家進行

引言與總結，為提升參與度，本次勞工健康論壇移師高雄舉行，

並邀請高雄醫學大學合辦此次論壇。

台積公司認為員工是企業的重要資產，促進勞工身心健康、創造

快樂工作是企業的責任。台積公司長期積極建構友善職場，保護

勞工身心健康，促進兩性平等，提升員工個人工作效能，所有同

仁也為公司盡心盡力貢獻，進而提升公司的競爭力，充份展現台

積公司「承諾」的核心價值。台積公司透過本論壇，與各界相互

觀摩合作，不僅創造經驗分享的平台，更冀望與各產業一起建構

友善職場，讓我國勞工皆能安心工作，獲得更多保障。

6.5 社會參與

6.5.1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台積公司於民國87年成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由現任台積公

司副董事長曾繁城擔任基金會董事長，以「人才培育」、「藝文

推廣」、「社區營造」及「企業志工」為四大工作主軸，以回饋

社會，善盡企業之責任。

第五屆勞工健康論壇，對健康職場與運作方式進行分享與討論

流感應變計劃」、我國政府疾病管制署「新型流感大作戰」防疫

計劃及新加坡「流感大流行準備與應變計劃」，並諮詢國內防疫

主管機關、傳染性流行病學專家與專業醫師後所制訂完成。

若有任何新型流感等傳染病開始於全球顯著流行，台積公司即會

由副總經理定期召開防疫委員會議，追蹤全球疫情發展，並綜攬

各項防疫工作。當台灣地區進入傳染病流行期，公司將依情況啟

動前述各項作為，以減少其對員工健康與公司營運的衝擊。

防疫小組負責監看全球、台灣與公司內部傳染病疫情發展、宣導

員工防疫觀念、處理感染個案。依據疫情需要發佈規範、監督執

行防疫措施，如物資準備與配發、入廠洗手、體溫量測、環境

消毒、餐廚防疫管理、員工假勤與差旅管理、廠商與訪客防疫

管理、居家上班與限制訪客、個案通報與醫療、員工大量病假因

應、減少會議頻率與聚會以及廢棄物處理等。

•協同海外子公司與供應商、客戶防疫

為了降低新型傳染病對國外子公司的衝擊，台積公司防疫委員會

也通令各海外據點啟動防疫程序，隨時按照疫情變化公告相對應

的應變措施，以降低對員工健康與營運的衝擊。此外，為了減少

全球供應鏈受到新型傳染病的影響，台積公司與客戶及供應商分

享企業防疫經驗，也要求供應商擬訂企業防疫對策，共同因應傳

染病對營運的衝擊。

•持續關注季節性流感等傳染病的威脅

因應季節性流感（如H1N1、H3N2⋯A型或B型）等傳染病疫情每

年仍有大流行的風險，台積公司謹慎以對，持續管控各種傳染病

（如肺結核、傷寒等）之職場風險，並從中累積經驗，避免應變

過度或不足，提升常態防疫能力。同時亦以各種方式提升員工個

人防疫知識，鼓勵員工善用以保護家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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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投入總金額為新台幣6,841萬1,049元。 6.5.1.1 為國家培育人才

人才為社會進步的主要條件，台積公司作為台灣知識經濟的先

驅，一向視培育人才為台積首要社會責任。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依

國內社會所需，針對各學齡階段，投入多元的教育專案，讓國內

人才的成長茁壯完整。

小學—消弭城鄉差距，著重美育扎根

國內社會的快速變遷，城鄉教育資源落差逐漸擴大。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期盼藉由企業的力量消弭城鄉的差距，舉辦「台積電美育

之旅」、「台積電科學之旅」帶領學童欣賞美術館及科學展館等

教育專案，並支持「博幼基金會」進行弱勢課輔，讓國內弱勢學

子擁有更多的資源，期盼能以此為根基，持續向上茁壯。

•「台積美育之旅」、「台積科學之旅」及「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台積電文教基金針對小學階段的學童，著重於美育扎根及科學啟

發的重要性。為使偏鄉學童免於城鄉差距影響，亦能夠接受藝術

的滋養及科學的啟發，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分別於民國92年及民國

99年開始「台積美育之旅」以及「台積科學之旅」，帶領全國

偏遠地區學童參觀故宮博物院、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科學教育

館、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透過實際參

觀展館的經驗，讓偏鄉的學童擴展藝術視野及體驗科學的魅力。

自舉辦以來已有逾9萬4,000名偏遠地區學童參與。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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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金額一覽 單位：千萬元

其他 9%

全國教育 40% 全國藝文 17%

社區營造 21%

企業志工 13%

104年度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各類投入比例圖

民國104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投入逾新台幣6,800萬元，以長遠的

眼光擘劃各項專案，讓教育及文化的百年工程持續不輟。本年度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持續支持多項科教專案，贊助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計劃」及國立中央大學「向日葵計劃」，提供清寒學子獎

助學金，使其有機會於頂尖學府求學，同時也與台灣大學科學教

育發展中心合作再度舉辦「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競賽，

鼓勵高中學子吸收科學知識，強化溝通表達能力，啟發高中學子

對於科學知識探索的興趣。

除各項多元教育專案之外，秉持推廣藝文的理念，自民國95年

後，基金會再度支持邀請荷蘭皇家大會堂管絃樂團來台演出，以

及國家交響樂團製作西方歌劇「費黛里歐」，提供民眾美的饗

宴，引動社會藝文風潮，使國人的心靈生活更為豐美。

目錄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1 概況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3 公司治理

4 經濟面向

5 環境面向

6 社會面向

 6.1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
 6.2 推動員工工作生活平衡
 6.3 員工參與
 6.4 建構最佳安全健康職場
 6.5 社會參與
 6.6 社會面向專題

7 附錄



社會面向  105

台積電文教基金為長期對於美育推廣的用心深獲臺北市立美術館

的認同。民國98年臺北市立美術館邀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參與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合作計劃。經過六年的規劃及建構，此推

廣兒童美育的重鎮於民國104年正式啟用。自開館以來，已吸引逾

36萬3,000參觀人次。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將於兒藝中心持續合作，

為台灣的美感教育持續扎根。

•「天下希望閱讀」及「博幼基金會」

為拉近城鄉教育資源差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國93年起贊助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計劃」，捐贈優良兒童讀物給全

國偏遠孩童，希望透過知識及閱讀的力量，縮短貧富差距造成的

教育資源差距，讓每個弱勢孩童都有可讀的好書，並希望藉由閱

讀改變其一生的發展。藉由「希望閱讀計劃」，基金會每年捐贈

百本優良讀物給位於偏遠地區的170所小學及30所國中。每年藉由

學術專家、作家及專業教師的審核及挑選，為偏區的學童選擇出

當年度出版的優良繪本、故事書及橋梁書。自民國93年以來，基

金會共計已捐贈23萬本優良讀物，豐富校園圖書館典藏，藉而鼓

勵學童培養閱讀習慣。

除了贈書予偏區學童，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與博幼基金會合作，

針對偏區及弱勢家庭的學童，訓練專業教師給予課輔服務。讓弱

勢的孩子得以脫離原生家庭經濟資源的困境，得到更好的教育資

源及學習環境。

博幼基金會創立於民國91年。基金會於訓練中心訓練社區大專

學生及原住民，並對社區中弱勢且學業低成就的中小學生進行課

輔。為了讓學生學業上有明顯進步，學生必須於於周間每個晚上

下課後到中心上課，每次約2-3小時。所上的課程為對中小學生相

對較為困難的英文及數學，皆不收費。目前透過全台11所輔導中

心，服務全國1,967位國中小學童。期盼藉由實際挹注教育資源，

提升這些偏區學童的學業成績，改善課業落後的狀況，增加競爭

力，使其有更大的機會脫離貧窮循環。

中學—科學人文並重，培育全才精英

在中學階段，台積公司強調科學與人文並重。為了讓青少年擁有

更豐富的科學及人文涵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透過舉辦全國性的

科學競賽、科學營隊及人文活動，期望讓國內的青少年得到更完

整的發展。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

閱讀是學習科學的方法之一；寫作與口語敘事則是科學人才必須

具備的基礎技能。為鼓勵青年朋友閱讀科普、闡述科學，本年度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首度支持國立台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舉辦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競賽，期盼以多元且具創意的科

普活動，引發學子對於科學的興趣，並藉以提升其聽、說、讀、

寫的基本學習能力。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競賽是以全國15-18歲高中青年

為對象，辦理「科學短講」形式的創新活動。活動除了階段競賽

外，更結合寫作與表達課程，培訓青年學子吸取、轉化科普知

識，強化其表達能力，並賦予活動更深層的教育意義。透過舉辦

科普競賽、支持科學營隊及人文活動，期望讓國內的青少年得到

更全面的發展。

本年度「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競賽，以「光」作為主

題，呼應聯合國訂定民國104年為「國際光年」，邀請國內高中學

子針對光電的發現歷史及特性進行廣泛的閱讀，撰寫導讀文、發

表短講、並以團隊方式交詰答辯，除培訓學子們科普的寫作力、

口述科學的表達力及對於科學的思辨力之外，亦引發學子對於科

學主題的關心及想像。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關注議題及四大工作主軸

台積公司自我期許成為企業社會公民之典範，為擴大企業贊助

之影響力，於民國87年成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由台積公司副

董事長曾繁城擔任基金會董事長，統整規劃企業資源，為國家

社會挹注活水。

基金會長期關注教育扎根、推廣文化，認為教育為國家之百年

大計。人才之養成，需兼合專業知識的培育及人文素質的厚

植，因此透過基金會四大工作主軸—人才培育」、「藝文推

廣」、「社區營造」及「企業志工」，制定各項長期的教育及

文化專案，期盼為國家的教育工程盡一份心力。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成立官方網站 www.tsmc-foundation.

org✚提供民眾線上課程、活動訊息，以及各項贊助案的施行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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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學生科學營」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培育科學人才堅持不輟，持續贊助「吳健雄科學營」、「吳大猷科學營」以及「居

里夫人化學營」，邀請多位世界級學者專家來台，鼓勵資優學子發揮創意，並激發其追求科學成就的

潛能，為國內基礎科學人才培育新苗。

民國104年吳健雄科學營邁入第18屆，透過吳建雄基金會特別邀請丁肇中教授、中研院翁啟惠院長、何

文程教授以及羅德斯授與123 位來自亞洲各地的科學資優生，及42位科學教師進行一週的密集交流。

透過大師講座與及創意海報競賽，鼓勵學子運用平日累積之科學知識，發揮創意、觸發潛能。吳大猷

科學營研習的主題分為數理科學（包括天文、物理、化學等）和生命科學兩領域，隔年輪流。第13屆

「吳大猷科學營」主題為「幹細胞與生命：再生醫學的現況與未來」，參加學員共計81名主要來自兩

岸四地高中三年級或大一學子，計有台灣學員55人、大陸學員20人、香港學員五人、澳門學員一人及

高中教師五人。邀請大師包含中研院院士鍾正明博士、澳洲昆士蘭大學醫學教授Kerry Atkinson博士、

日本CellSeed Inc.代表取締役社長橋本節子博士、日本佐賀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先端融合醫工學

講座教授中山功一博士、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暨放射學系教授、心血管中心主任Joseph Wu博士、美

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眼科學教授張康博士、陽明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院士吳成文博士

及國內學者專家15位。透過大師對談、論壇、尖端課題介紹與討論兩岸三地的優秀學子，得以與頂尖

大師交流，激盪出知識的火花。同時，基金會持續贊助張昭鼎基金會共同舉辦「居里夫人化學營」，

共有120位學員及30名科學教師參與，透過與國內大師專家的講座及研討會，引發學員對於化學的興

趣。

•贊助「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為扎根科學教育，拓展中學生的國際視野，民國80年起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科教館）開始

舉辦國內科展學生代表出國競賽。民國91起年正式更名為「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後，除徵選國內優

秀的科展作品外，並邀請國外優秀學子及作品參展，作品逐年益增，落實國際交流之理念。

科教館每年自「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中評選優秀作品近70件，再從中選派學生代表我國參加美國、

荷蘭、歐洲及亞洲等國科學展覽會，屢獲佳績。民國104年度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以「台積電特別獎」

贊助二組學子至荷蘭國際環境及永續發展競賽參賽，並獲得一金一銅的佳績。其中來自苗栗縣立公館

國中學生謝馥伊，以「地震與纜車的邂逅」的作品，觀察到地震發生時，空中纜車系統為求安全，會

進行斷電停駛。驟然的停駛，將使車廂懸在空中不停的晃動，謝馥伊藉由實驗驗證在纜車上加裝彈簧

可以有效使晃動時間縮短，細膩的觀察及嚴謹的驗證，讓此作品於108件作品脫穎而出，得到金牌獎

的殊榮。

•「青年學生文學獎」及「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

除培育青年科學菁英外，基金會亦長期舉辦多元的人文活動，為國內新生代注入人文的滋養。如民國

93年創辦的「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即為最兼具意義及影響力的活動之一。「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

獎」自舉辦以來，共計徵得3,004件小說、3,352件新詩以及257件書評（只於首屆舉辦），共計超過

6,000份文學作品的參與。不僅每屆的作品都有令人驚艷之作，更令人欣慰的是，歷屆優勝學子更有持

續精進成長者，或拿下重要社會性文學獎，或已出版著作，更常於報章書刊發表作品，展露出其更成

熟的書寫姿態。

楷隸首獎／高雄市海青高工  陳品豪    行草首獎／高雄市文山高中  陳靜和    
 篆刻首獎／台灣藝術大學書藝所  劉廣藝

2016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得獎作品

目錄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1 概況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3 公司治理

4 經濟面向

5 環境面向

6 社會面向

 6.1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
 6.2 推動員工工作生活平衡
 6.3 員工參與
 6.4 建構最佳安全健康職場
 6.5 社會參與
 6.6 社會面向專題

7 附錄



社會面向  107

書法為中國文化的珍貴資產，為讓書法能在科技發展的洪流下保

存，台積公司期望藉由企業的力量，鼓勵年輕人學習書法，延續

書法藝術。「台積電青年書法大賞」活動今年邁入第八年，除以

優厚獎金鼓勵青年學子習字外，更舉辦多元的活動吸引年輕世代

及社會大眾親近書法藝術及中國文字。「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

大賞」除正規賽事外，為了鼓勵青年朋友親近書法藝術，了解中

國文字之美，本屆賽事也舉辦許多教育推廣活動，持續將書法教

育注入校園，用心遴選優秀書法篆刻教師，於北、中、南三所高

中校園舉辦書法工作坊，帶領師生體驗漢文字在創意變化之後的

書寫樂趣。

大學—提升學術水準，培育多元人才 

在大學階段，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藉由講座及獎學金的捐助，一方

面提升大學院校學術水準，一方面也藉由獎學金的贊助提供經濟

弱勢學子進入高等學院的機會。此外，基金會亦長期於大學校園

舉辦藝文活動，讓藝文活水能夠灌溉大學校園，增厚學子人文素

養。基金會同時延續贊助鼓勵文學創作的理念，舉辦台積電文學

賞，鼓勵華人地區青年創作家持續創作。 

•「張忠謀講座」及清寒助學金

在大學階段，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延續為國家培育人才的理念，支

持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成立「張忠謀講座」，聘請國內知

名學者、培育優秀的科技管理人才。同時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持

續贊助清華大學「旭日計劃」及首度支持國立中央大學「向日葵

計劃」，以專組錄取的方式提供弱勢學子進入頂尖學府的機會，

提供獎學金使其減低財務的負擔，以消弭社會貧富差距所帶來的

教育資源落差。

•台積電文學賞

台積電文教基金為鼓勵文學創作，延續青年學生文學獎，與國內

INK文學誌每兩年共同舉辦「台積電文學賞」，針對40歲以下的

青年華人創作家，以六萬至八萬字的篇幅，進行中篇小說創作。

除給予得獎者豐厚的獎金外，更提供得獎者與INK文學誌出版發行
專書的機會。民國104年舉辦第三屆「台積電文學賞」，影響力逐

漸累積，透過兩岸三地的推廣，本屆參賽的作品質與量均佳。為

使本賽事更具指標，特別邀請華人重量級作家及文學評論家，包

含朱天心、駱以軍、楊照、金羽澄、蘇偉貞共同擔任評審，自近

百件作品中選出得獎作品。得獎作品展現了新一代華人的創作思

維，讓我們對未來華文文學發展充滿期待。

6.5.1.2 推廣藝文與經典傳承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致力藝文推廣，以多項創新的藝企合作模

式，拋磚引玉獲得各方共襄盛舉，共同為國內藝文發展注入活

水。基金會除持續提供國內精緻的藝文團隊展演舞台外，台積公

司同時也支持國際級藝文團隊到國內演出，讓國人有機會接近世

界頂尖藝文活動。不僅是精緻的展演活動，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向

來亦重視中國經典的推廣，藉由廣播節目及大師講座，讓中國經

典的智慧予以傳承。

•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絃樂團

繼民國95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再度支持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

管絃樂團再度來台，由指揮名家葛斯塔夫．西梅諾領軍，演出兩

部交響曲的經典之作—貝多芬〈田園〉交響曲及柴可夫斯基〈悲

愴〉交響曲。更藉此難得機會，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國家兩廳院

共同合作，於音樂廳大廳中陳列樂團歷史介紹、邀請百位偏鄉學

子觀賞音樂會，更於中正文化中心廣場舉辦戶外實況轉播音樂

會，逾5,000民眾共享難得音樂饗宴。

•國家交響樂團歌劇系列「費黛里歐」

除邀請國際樂團外，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以實際力量支持國內藝

文團隊。除了以心築藝術季的形式提供國內團隊揮灑舞台，基金

會亦持續支持國家交響樂團與蘇黎世歌劇院合作，共同演出貝多

芬經典歌劇「費黛里歐」，不僅呈現精緻的歌劇演出，更引進國

外的劇場經驗，提升國內藝文演出水準。

•「中國經典廣播節目—論語辛說」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對於經典的承繼及提倡，視為長期的使命及目

標。透過經典講座的舉辦、廣播節目製播以至有聲書的發行，台積

電文教基金會期盼能將經典活化，讓社會大眾親近及領略中國的經

典哲思。基金會自民國97年起，與IC之音竹科廣播電台合作，邀請

國學大師辛意雲教授製播廣播節目，講授中國經典哲學，深受國內

外華人迴響。繼《論語》、《莊子》及《墨子》之後，辛意雲教授

再度推出《論語下篇》，以更完整的方式，講述這部影響中國人思

想的哲學巨作。

•「人文講座及文學沙龍」

除空中講座外，基金會亦舉辦極具新意的講座，以獨特的空間氛

圍及布置，拉近民眾與講者的距離，感受經典的魅力，此系列講

座極受社區民眾好評。繼辛意雲教授之後，基金會再度邀請中

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在東方文學沙龍的氛圍中，與民眾分享經

典小說《紅樓夢》的故事。而在西方文化系列，再度邀請到紐約

大學榮休教授李弘祺，在清華大學的咖啡館中，帶領民眾穿越時

空，進入宗教改革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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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對「古蹟再生」一貫的關懷，繼「台北故事館」的「文學沙龍」活動後，基金會與聯合報副刊及

「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以「月光下的星期五」為名，邀請文人及作家進行文學朗讀賞析，讓藝文

活水能夠持續灌溉歷史建物，讓老房子在文學中獲得新生命，也期盼藉由活動的舉辦讓更多民眾了解孫

資政偉大的生平。

6.5.1.3 以藝術營造社區—心築藝術季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致力扮演「美的推手」，期盼能將藝術的種子播灑社會各角落。除固定贊助國內外

大型藝文演出外，同時長期於台積公司所在社區的新竹、台中及台南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籌劃

多元的精緻展演，以藝術推動社區營造，並為民眾挹注人文滋養。

本年度台積心築藝術季計近30場的精緻藝文演出，吸引近二萬民眾參與。

2015台積心築藝術季以「英雄之道」作為心築藝術季的主題，邀請最頂尖的人文藝術家，以戲曲、

音樂、詩文及影像引領民眾領略他們的英雄之道。中國經典藝術的傳承向為藝術季的使命之一。藝術

季邀請了心心南管樂坊、國光劇團及黃一農院士以南管、京劇、史學各角度引領民眾進入傳統人文之

美。除中國經典藝術外，藝術季也邀請了英國大提琴家伊瑟列斯、法國鋼琴家巴佛傑及國家交響樂團

為民眾帶來美好的音樂饗宴。其中由國家交響樂團的桂冠指揮赫比希演出貝多芬交響經典之作《英

雄》交響曲，並與2005年伊莉莎白國際小提琴大賽冠軍哈查特揚以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展現無與倫

比的技巧與魅力，風靡了全場樂迷。

本年度心築藝術季更企圖以藝術的力量營造我們的家園，使其更為美好。為使新竹尖石山鄉《泰雅學

堂》孩子的音樂才華綻放，藝術季邀請兩廳院歌劇工作坊，演出二場親子歌劇《睡美人》，以公益演

出的形式，將全數票房捐贈予學堂，讓這群擁有天賦的孩子持續有發光舞台。藝術季也邀請鄭愁予、

林央敏、許悔之等詩人及歌手，於新竹公園旁以詩歌音樂的方式歡度端午佳節。閉幕音樂會則邀請沙

畫藝術家莊明達以及台灣絃樂團，以創意的沙畫及優美的音響，向四季的自然更迭致敬。本年度心築

藝術季計近30場的精緻藝文演出，吸引近二萬民眾參與。

6.5.2 台積電志工社

選定主題、長期投入

台積公司重視企業責任，以此為基礎，台積電志工社在社長張淑芬女士的帶領之下，秉持「選定主題、

長期投入」的宗旨，鼓勵同仁做快樂、有智慧的志工活動；並且讓同仁在工作與生活中，取得平衡。

台積電志工社，統籌規劃各項志工服務，並邀請台積公司暨關係企業的員工及眷屬加入志工服務的行

列。發展至今團隊涵蓋「台積導覽志工」、「台積導讀志工」、「台積節能志工」、「台積社區志

工」、「台積生態志工」及「廠處專案志工」。簡述如下：

•  台積導覽志工：於周末假日在台中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展館進行導覽服務，將半導體的知識以

淺顯易懂的方式帶給民眾。自民國92年成立至今，共計有6,971位志工參與導覽，累計服務時數達6萬

9,00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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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4年導覽志工訓練營     台積導覽志工於台中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展館進行導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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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歷年導覽志工結案報告

20 28 5027 69 67 106 80 132 148 191 203
28

194
208 28

26
206

18
192

45
39

204

41
62

300

63
76

355

59
49

294

63
114
404

141
141
505

65
351
605

69
365
674

台積電 眷屬 青年志工 聯發科 世界先進、采鈺、創意

註： 民國93年（2004年），聯發科捐贈互動式展示機台，台積公司亦邀請共計20位聯發科同仁共計加入導覽志工的行列， 此專案
為期一年。

志工總人數：6,971
總服務時數：逾69,001小時

•�台積導讀志工：於新竹、台中及台南地區偏遠小學為孩童們提供說故事服務，帶給教學資源較貧瘠

的孩子們豐富的心靈饗宴。民國93年至今，共有3,136位志工參與導讀，累計服務時數達4萬8,555小

時。

•�台積節能志工：由公司內部具專業節能知識之同仁所組成，協助各級學校於節能方面進行評估與改

善。服務據點涵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地區，提供用電安全、電量節能建議。目前共有

60位的節能志工，持續為節能環保盡心盡力。
•�台積社區志工：以服務新竹地區榮民之家的長者及德蘭兒童中心的小朋友為主，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超過1,963位志工持續在社區付出愛心，總服務時數超過2萬2,010小時。
•  台積生態志工：服務範疇涵蓋中科晶圓十五廠廠區、台南水雉生態園區及新竹晶圓十二B廠區，帶領

鄰近社群居民進行生態探索之旅，認識園區內栽植之台灣原生種植物，目前共有581位志工夥伴們投

入服務。

•�廠處專案志工：由各廠處自主悉心，規劃多元且豐富的公益活動，舉凡環境保護、節能推廣、弱勢關

懷、教育推廣、助農助工、愛心捐助等範疇，都能看見台積志工溫暖而堅毅的身影，默默守護著台灣。

6.5.2.1 積極推廣科學教育的導覽志工

導覽志工於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半導體的世界」展館進行服務，帶領觀眾以生動活潑、寓教於樂的

方式了解半導體的演進及其原理，並進一步認識半導體產業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性。認真熱情的服務，

無論在態度上、專業上都獲得許多社會好評，每年皆獲台中科學博物館頒發「優良義工團體」。

此外，台積電志工社委請台中市私立聲暉綜合知能發展中心附設希望工坊協力製作「半導體的世界」

展館之「開心生活闖關卡」，協助聽障朋友們獲得工作的機會與成就，也朝自立生活的目標向前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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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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歷年導讀志工結案報告

49 49 4441 51 42 33 62 52 71 98 110
11682 105 106 121 132 21

245
55

339
95

435
105
477

新竹 台中 台南

志工總人數：3,136
總服務時數：逾4萬8,555小時

松林國小導讀活動     溪尾國小導讀活動

6.5.2.3 快樂做環保愛地球的節能志工

台積公司號召內部擁有節能專業的員工組成節能志工，對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有節能改善

需求的學校，提供專業諮詢與服務。透過勘查與溝通，擬定節能改善計劃供學校參考，協助其能源改

善效率。

截至民國104年，台積節能志工的足跡已遍訪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區有節能需求的校

園，持續投入超過1,100小時的服務。除平時於公司內部進行廠區節能外，節能志工更秉持著「環保

愛地球、節能護台灣」的信念，遠赴天然資源匱乏的澎湖科技大學，希望透過自己的專業及熱忱對社

會有所貢獻。因服務態度及績效良好、專業能力受到校方高度肯定，節能志工將會帶著信心持續深入

各個校園，予以社會最直接的回饋。民國103年度第一次踏入大型教學醫院－成大醫院，而民國104

年，更將服務擴及台北榮民總醫院、陽明醫院、台中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提供用電安全、電量節

能建議。

6.5.2.2 努力散播知識種子的導讀志工

由台積公司同仁及眷屬組成的導讀志工，配合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計劃深入至偏遠低區

小學，進行導讀服務，使學生能充分利用既有資源學習。導讀志工們更開創多元閱讀推廣活動，除了

中英文導讀外，更搭配不同節慶、連結孩童生活經驗，延伸為話劇演出或其他活動，作為孩子們的閱

讀推手，希望藉此可以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從喜歡閱讀開始，進而形成持續閱讀之習慣。

台積導讀志工積極無私的服務，除獲得學校及學生的喜愛，更多次受邀到其他團體做導讀經驗分享，

加上多次經由大眾媒體報導，使拋磚引玉的導讀精神播灑至社會更多的角落。

截至民國104年，台積導讀志工共計於新竹、台中及台南八所偏鄉小學進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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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4 溫馨關懷社會弱勢的社區志工

「台積社區志工」以服務榮家老人及德蘭兒童中心的小朋友為

主，透過定期的活動規劃，將榮家長輩、德蘭孩童、台積志工緊

密結合在一起；至今計有超過2,813人次投入社區志願服務，總服

務時數超過2萬2,010小時。

節能志工為醫院提供節能計劃

節能志工為學校提供節能計劃

社區志工分為二組，每周末前往榮民之家陪伴長輩，活動內容簡

述如下：

•�浪漫溫馨組：志工於榮家養護堂唱歌給行動不便的榮民伯伯聽，

或是與伯伯一起玩互動小遊戲；大家共同歡唱卡拉OK，高歌數

曲，歡樂隨著躍動的音符散播至每個人的心中。

•�藝術傳承組：在藝術傳承的課程當中，志工和榮民伯伯一起研究

有趣的美術創造如石頭彩繪等。民國103年，志工與榮民伯伯攜

手製作手工相本，讓伯伯們沉浸於藝術的氛圍中、將生活經驗昇

華為創作的發想。

社區志工透過溫暖的關懷與即時的關心，陪伴德蘭中心院童成

長，與他們共同經歷下列活動：

•�一對一陪伴：志工與小朋友於每月固定於小家家庭日至郊外踏

青，或者在中心內共度美好的周末時光。

•  衛教講座：台積電志工社與台大醫院合作，為德蘭兒童精心規劃

有趣的衛教課程，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孩子能夠對身體健康及

牙齒保健等有進一步的認識。

民國104年7月及8月，社區志工舉辦二場假日志工活動，邀請新

竹、台中及台南八所平時進行導讀服務的學校學生，以及廠處志

工長期陪伴的孩子到「六福村」、「義大世界」遊玩，透過精彩

多元的活動設計，帶領偏鄉地區的學童體驗歡樂且難忘的周六。

民國104年，共計有469位社區志工，透過定期的活動與聚會，將

長輩、孩童與志工緊密結合在一起。
民國104年假日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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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4年九九重陽節敬老活動
民國104年社區志工訓練營

6.5.2.5 台積生態志工

台積公司在新廠興建之初，即保留面積進行生態綠化工程，應用

多層次生態綠化的工法，栽植多種原生樹種及誘鳥、誘蝶植物，

提供各種動物棲息及覓食的場所，以達成營造廠區週遭生物多樣

性環境及生態環境保護的目的。

生態志工號召公司內部對於生態環境有高度興趣的同仁，一同成

為生態解說導覽員，將豐富的生態環境與知識介紹給偏鄉孩童、
民國104年竹科生態志工訓練營
 生態解說導覽員將豐富的生態環境與知識介紹給鄰近學童
民國104年南科生態志工訓練營

鄰近學童與參觀民眾，貢獻心力於自然生態維護上。台積公司生

態志工服務據點如下：

•  台中晶圓十五廠廠區：共計110名志工輪番為鄰近中小學提供豐

富而有趣的生態導覽服務。與民國104年共計邀請五所小學，超

過200名師生來到十五廠參訪，共同體驗台中廠區之美，同時向

孩子們傳達生態保育的理念。

•  新竹晶圓十二B廠廠區：共計237名志工提供生態導覽服務，民

國104年共計邀請新竹地區十所小學，超過300名師生進行生態探

索之旅，認識廠區週遭栽種之台灣原生種植物。

•  台南水雉生態園區：共計237名同仁及其眷屬於週末擔任台南水

雉生態教育園區導覽員，對於瀕臨絕種的水雉，進行保育宣導，

落實自然生態保育的理念。

6.5.2.6 廠處專案志工

台積公司各廠處規劃多元且豐富的公益活動，範疇涵蓋強化環保

及弱勢關懷以符合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使命。舉凡：環境

保護、節能推廣、弱勢關懷、教育推廣、助農助工、愛心捐助，

皆能看見台積志工溫暖而堅毅的身影。台積公司更秉持著成果共

享的信念，使廠處間都能不斷的與時俱進，提供更完善的創新服

務，在社會許多需要被關懷的角落發揮綜效。

強化環保

•  環境保護

民國104年，除了持續利用廠區生態環境作為環境保護教材，邀請

學校單位及弱勢團體進行生態參訪，更於台南官田水雉園區舉行

菱角義賣，並將所得用於園區望遠鏡維修汰換使用，提升生態導

覽品質。此外，亦於台南地區活化古蹟山上淨水廠，並使用其進

行人文及環境導覽，使古蹟重獲新生。

•  節能推廣

台積公司南科同仁長期與曾文水庫合作，為集水區下游的小學規

劃活潑而有趣的校外教學，宣導節水理念，讓孩子體會到「珍惜

水資源」的重要性。此外，台積公司持續開辦節能講座，期許能

夠將自家的綠建築及節能綜效與業界分享知識與工法，讓綠色力

量深耕在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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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關懷

•  長期陪伴

台積志工持續為服務對象修繕年久失修的房屋，於寒風中送上熱

呼呼的湯，提供溫暖的「陪伴」。民國104年度，同仁更為偏鄉孩

童募集二手相機，帶領他們透過相機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資助

高士部落兒童餐費，並推廣部落古謠傳唱文化；支持惠明盲校及

弱勢棒球隊，給予發展舞台；帶領聖方濟少女之家女孩學習一技

之長，培養手作及烘焙專長。牽起社會上無助的雙手，走向希望

且充滿尊嚴的未來。

•  教育推廣

台積志工持續於新竹縣福興國小進行導讀活動，此教育種子更於

民國104年度散播至溪尾國小，除導讀活動外，並贈書及募集二手

書籍予學童，以期啟發學童閱讀興趣，並提供課輔陪伴，替教育

扎根。

•  助農助工

民國104年，台積同仁進行筊白筍掘頭分株、串蚵，並與社團法人

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合作，替孤兒院青少年蓋宿舍與課輔教室、

募集物資並修繕廢棄國小，讓重整後的空間容納更多需要幫助的

人。

•  愛心捐助

廠區間號召不定期的愛心義賣／團購活動，將小愛集結變成大

愛，捐助給社福機關及團體。民國104年相關活動包括於中秋節購

買公益團體商品作為同仁中秋禮盒，以及將感恩節團購之商品所

得捐贈惠明盲校。

廠處志工帶領孩童學習一技之長，培養手作及烘焙專長

6.6 社會面向專題

台積 i公益

台積 i公益網站於民國103年推出，員工可使用此互動平台積極參

與各項公益活動，以回饋地方社群及社會。藉由此內部網站，員

工可以主動提出關懷專案、分享專案成果、提供回應及建議，並

及時進行線上資助。

民國104年，共計有9,600人次參與，累積約新台幣1,800萬的愛心

資助。細節如下：

單位：新台幣

專案名稱 參與人次 愛心資助金額

用eye看世界－愛心郵票義賣 290 140,000

光榮國小圖書室整建－親子閱讀

越幸福

443 630,950

八仙粉塵爆炸關懷專案 6,737 14,545,459

讓孩童聽見學習的鐘響 170 228,300

看見、改變－寶山國小山湖分校

校園修繕

630 920,594

慢飛天使齊飛翔－竹南聖家啟智中心

關懷專案

1330 2,524,211

藉由此互動平台，台積公司希望可以持續其關注社會之承諾，讓

員工可以更容易以各種可行之方式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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