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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摘要

主要指標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經濟面 銷貨收入淨額（新台幣十億元） 427 507 597 763 843

母公司淨利（新台幣十億元） 134 166 188 264 307

所得稅費用（新台幣十億元） 11 16 27 38 44

研究發展費用（新台幣十億元） 34 40 48 57 66

資本支出（新台幣十億元） 214 246 288 289 258

環境面 溫室氣體排放（公噸二氧化碳當量/8吋晶圓當量-每層光罩） 0.00978 0.00937 0.00885 0.00862 0.00846

溫室氣體排放（噸二氧化碳當量） 3,996,631 4,606,119 5,222,778 6,356,130 6,670,291

範疇一 1,375,110 1,563,306 1,716,174 2,113,858 2,027,645

台灣廠區 1,051,254 1,291,662 1,443,218 1,655,498 1,566,662

海外廠區 323,856 271,644 272,956 458,360 460,983

範疇二 2,580,521 3,042,814 3,506,970 4,242,258 4,642,646

台灣廠區 2,345,625 2,738,598 3,211,022 3,939,172 4,315,766

海外廠區 275,898 304,216 295,948 303,086 326,880

能源使用（兆焦耳－包括電力、天然氣與柴油） 18,374 21,019 23,773 28,683 32,095

直接能源使用（兆焦耳－包括天然氣與柴油） 1,159 1,194 1,349 1,522 1,639

間接能源使用（兆焦耳－電力）  17,215  19,825   22,424 27,161 30,456

用水量（百萬立方公尺） 27.5 29.2 33.2 38.2 37.5

台灣廠區 24.3 25.8 29.7 34.9 34.0

海外廠區 3.2 3.4 3.5 3.3 3.5

製程用水回收率（台灣廠區）（%） 84.6 86.5 86.8 87.6 87.3

製程節水量（台灣廠區）（百萬公噸） 37.7 53.4 52.7 56.2 65.4

廢棄物產生量（公噸） 97,980 129,921 149,951 208,211 291,90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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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標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環境面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29,270 37,459 47,336 66,462 137,524

台灣廠區 25,523 33,158 42,180 61,026 132,427

海外廠區 3,747 4,301 5,156 5,436 5,097

有害廢棄物產生量 68,710 92,462 102,615 141,749 154,376

台灣廠區 67,588 90,596 101,100 140,024 152,164

海外廠區 1,122 1,866 1,515 1,727 2,212

廢棄物回收率（%） 88.32 90.89 91.36 92.59 94.67

台灣廠區 89.65 91.83 92.19 93.06 95.08

海外廠區 73.23 79 78.74 79.25 78.94

社會面 員工數 33,669 37,149 40,483 43,591 45,272

員工訓練時數 795,448 779,442 889,184 884,174 780,546

安全－失能傷害頻率（台灣廠區）

註：安全－失能傷害頻率 =失能傷害次數 X1,000,000/總工時
0.22 0.24 0.25 0.36 0.47

安全－失能傷害嚴重率（台灣廠區）

註：安全－失能傷害嚴重率 =損失工作日數 X1,000,000/總工時
1.97 5.19 1.34 3.48 5.12

公益捐贈（新台幣百萬元） 152 76.4 95.2 99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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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 G4對照表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策略與分析

G4-1 提供組織最高決策者的聲明（如CEO、董事長或等同的高階職位者），內容包
含判斷與組織相關的永續性議題，及針對這些對組織具相關性的面向提出永續

性策略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1. 概況：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
3
5

不適用 是

G4-2 描述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1. 概況：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 5 不適用 是

組織概況

G4-3 說明組織名稱 4.1 公司概況 31 不適用 是

G4-4 說明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 4.1 公司概況 31 不適用 是

G4-5 說明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4.1 公司概況 31 不適用 是

G4-6 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包括主要營運所在國或與永續發展議題有

關的所在國）

1. 概況：資料範圍
4.1 公司概況

7
31

不適用 是

G4-7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4.1 公司概況；詳本公司民國104 年年報(二) 財務報告(http://www.tsmc.com.
tw/chinese/investorRelations/annual_reports.htm)

31 不適用 是

G4-8 說明組織所提供服務的市場（包含地理細分、所服務的行業、客戶／受惠者的

類型）

4.1.2市場概況；詳本公司民國104 年年報(http://www.tsmc.com.tw/chinese/
investorRelations/annual_reports.htm)

31 不適用 是

G4-9 說明組織規模 4.1 公司概況
4.1.5 財務績效
6.1.1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詳本公司民國104年年報(http://www.tsmc.com.tw/chinese/investorRelations/
annual_reports.htm)

31
37
82

不適用 是

G4-10 聘僱人力分類統計 6.1.1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82 不適用 是

G4-11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無相關協約 不適用 是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4.2.2 供應商管理；詳本公司民國104 年年報(http://www.tsmc.com.tw/chinese/
investorRelations/annual_reports.htm)

40 不適用 是

G4-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任何重大變化 民國104年新增兩座廠房資料 不適用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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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G4-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相關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3.5 風險管理，詳本公司民國104年年報「6.3 風險管理」或2015 Form 
20-F“Item 3. Key Information — Risk Factors”

28 不適用 是

G4-15 列出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制定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規章、原則或其他

倡議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台積公司採行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44 不適用 是

G4-16 列出組織參與的公協會（如產業公協會）和國家或國際性倡議組織的會員資格 4.1.1 公司簡介：協會（公會）之會員身分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31
44

不適用 是

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列出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所包含的所有實體。說明是否有在組織合

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的實體未包含在此報告書中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重大性議題邊界鑑別 18 不適用 是

G4-18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組織如何依循「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19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20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21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外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22 說明對先前報告書中所提供之任何資訊有進行重編的影響及原因 無重編 不適用 是

G4-23 說明和先前報告期間相比，在範疇與考量面邊界上的顯著改變 民國104年新增兩座廠房資料 不適用 是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G4-24 列出組織進行議合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25 就所議合的利害關係人，說明鑑別與選擇的方法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26 說明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包含依不同利害關係群體及形式的議合頻率，

並說明任何的議合程序是否特別為編製此報告而進行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27 說明經由利害關係人議合所提出之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以及組織如何回應這

些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包括透過報告。說明提出每一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的

利害關係人群體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報告概況

G4-28 所提供資訊的報告期間（如會計年度或日曆年度） 1. 概況 4 不適用 是

G4-29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如果有） 1. 概況 4 不適用 是

G4-30 報告週期（如每年一次、兩年一次） 1. 概況 4 不適用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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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G4-31 提供可回答報告或內容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不適用 是

G4-32 說明組織選擇的「依循」選項。說明針對所擇選項的GRI內容索引（詳下表）。 
如報告書經過外部保證/確信，請引述外部保證/確信報告

1. 概況：報告查證 7 不適用 是

G4-33 說明組織為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與現行做法。說明組織與保證/確信雙
方之間的關係。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與管理階層是否參與尋求永續報告書外部認
證的程序

1. 概況：報告查證 7 不適用 是

治理

G4-34 說明組織的治理結構，包括最高治理機構的委員會。鑑別哪些委員會分別負責

經濟、環境及社會衝擊的決策

3.1 公司治理架構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22
23

不適用 是

G4-35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授權委任給高階管理階層與其

他員工的流程

3.1 公司治理架構
3.1.1 董事會：董事會職責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22
22
23

不適用 是

G4-36 說明組織是否任命經營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並是否直接向最

高治理機構報告

3.1 公司治理架構
3.1.1 董事會：董事會職責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22
22
23

不適用 是

G4-37 說明利害關係人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諮詢的流程。如果

最高治理機構委派代理人進行諮詢，描述代理人為何及任何反饋給最高治理機

構的流程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14
23

不適用 是

G4-38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3.1. 公司治理架構 22 不適用 是

G4-39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的主席是否亦為經營團隊成員（如果是，說明其在組織管理

階層的功能及如此安排的原因）

3.1.1 董事會：董事會職責 22 不適用 是

G4-40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之提名與遴選流程，以及最高治理機構成員提名

和遴選的準則

3.1.1 董事會：董事選舉
3.1.2 審計委員會
3.1.3 薪酬委員會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23
23
23
23

不適用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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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G4-41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如何確保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之流程。說明是否有向利害關

係人揭露利益衝突

3.1.1 董事會：董事會組織
3.1.1 董事會：避免利益衝突
3.1.2 審計委員會

請參考本公司104年年報：
-2.4.1 董事會成員簡介
-4.1.4 主要股東名單
-4.1.8 持股比例佔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之資料
- 5.3.4 主要原物料暨供應鏈風險管理-最近二年度佔全年度進貨淨額10%以上之
供應商資料

-5.4 客戶信任-最近二年度佔全年度營業收入淨額10%以上之客戶資料
-8.1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請參考104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附註四十三 附註揭露事項
- 附註四十三 附註揭露事項-附表六（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
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23
23
23

不適用 是

G4-42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與高階管理階層，在發展、核准與更新該組織之宗旨、價值

或願景、策略、政策，以及與經濟、環境、社會衝擊相關之目標上的角色

3.1.1 董事會：董事會職責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22
23

不適用 是

G4-43 說明為發展與提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的整體知識所採取

的措施

請參考本公司104年年報第三章公司治理 民國一百零四年「董事進修情形」及
「經理人進修情形」

不適用 是

G4-44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表現的評量流程。說明此評量流程

是否獨立進行且頻率為何。說明此流程是否為自我評估。說明因應最高治理機

構於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之績效評量而採取之措施，至少應包括成員和組織

行為的改變

目前未包含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表現的評量流程 不適用 是

G4-45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於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與社會產生之衝擊、風險和機會所

扮演的角色。包括最高治理機構在實施盡職調查上的角色。說明與利害關係人

之諮詢是否用於支持最高治理機構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風險和機會之

辨識與管理

3.1.1 董事會：董事會職責
3.1.2 審計委員會
3.5 風險管理

22
23
28

不適用 是

G4-46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在檢視組織針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風險管理流程之有效

性上的角色

3.1.1 董事會：董事會職責
3.1.2 審計委員會
3.5 風險管理

22
23
28

不適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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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2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G4-47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檢視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與機會之頻率 3.1.1 董事會：董事會職責
3.1.2 審計委員會
3.5 風險管理

22
23
28

不適用 是

G4-48 說明最高層級委員會或職位，其職責為正式檢視及核准組織永續性報告書，並

確保已涵蓋所有重大考量面

本報告由本公司各組織最高主管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財務長）檢視及

核准

不適用 是

G4-49 說明與最高治理機構溝通重要關鍵議題的程序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23 不適用 是

G4-50 說明與最高治理機構溝通之重要關鍵議題的性質和總數，以及後續所採取的處

理和解決機制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1. 概況：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一封信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成員角色與責任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
3.1.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3
5

15
16
23

不適用 是

G4-51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政策。說明有關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

管理階層在經濟、環境和社會目標的績效標準如何與薪酬政策連結

3.1.1 董事會：董事及經理人薪酬
3.1.3 薪酬委員會

請參考本公司104年年報：
-2.4.2 董事酬金
-2.5.2 執行長、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2.5.3 配發員工紅利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
-5.5 員工章節中之5.5.4 薪酬

23
23

不適用 是

G4-52 說明薪酬決定的流程。說明是否有薪酬顧問參與薪酬的制定，以及他們是否獨

立於管理階層。 說明薪酬顧問與組織之間是否存在其他任何關係
3.1.3 薪酬委員會 23 不適用 是

G4-53 如適用時，說明如何尋求利害關係人意見並將其意見與薪酬結合，包括對薪酬

政策和提案之投票結果

3.1.3 薪酬委員會 23 不適用 是

G4-54 說明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之年度總收入與組織

在該國其他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收入之中位數的比率

 此為公司機密資訊，本公司不對外公開揭露 不適用 否

G4-55 說明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收入增加之百

分比與組織在該國其他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平均年度總收入增加百

分比之中位數的比率

 此為公司機密資訊，本公司不對外公開揭露 不適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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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3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倫理與誠信

G4-56 描述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如行為準則和倫理守則 3.2 從業道德規範
3.3 法規遵循

24
25

不適用 是

G4-57 說明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及組織誠信相關事務之內外部機制，如服務專

線或諮詢專線

3.2 從業道德規範
3.3 法規遵循

24
25

不適用 是

G4-58 說明對於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相關問題的內、外部機制，如

透過直屬管理向上報告、舉報機制或是專線

3.2.3 舉報管道與舉報者保護 25 不適用 是

類別：經濟

考量面：經濟績效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2.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14 是 是

G4-EC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4.1.5 財務績效
6.2.4 優質福利人人愛、安心工作有保障
附錄：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摘要

37
90

116

是 是

G4-EC2 氣候變遷對組織活動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5.1.1.1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總策略 53 是 是

G4-EC3 組織確定福利計畫義務的範圍 6.2.4 優質福利人人愛、安心工作有保障 90 是 是

G4-EC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4.1.5 報告中揭露主要的免稅及抵減項目 37 是 是

考量面：市場表現

G4-EC5 在重要營運據點，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例 非重大議題，未揭露於本報告中 否 否

G4-EC6 在重要營運據點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非重大議題，未揭露於本報告中 否 否

考量面：間接經濟影響

G4-EC7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6.6. 社會參與 113 否 是

G4-EC8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包括衝擊的程度 4.2.2 供應商管理
6.6. 社會參與

40
113

否 是

考量面：採購行為

G4-EC9 於重要營運據點，採購支出來自當地供應商之比例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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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4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類別：環境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5.環境面向 50 是 是

考量面：物料

G4-EN1 所用原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5.1.4.1 源頭減量－減少使用原物料 64 否 是

G4-EN2 使用再生原物料的百分比 台積公司未使用再生原料作為生產原料 否 是

考量面：能源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5. 環境面向
5.1.1.1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總策略

50
53

是 是

G4-EN3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5.1.2 能源管理：能源使用狀況 58 是 是

G4-EN4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5.1.5 綠色產品：以產品碳足跡方式揭露 69 是 是

G4-EN5 能源密集度 5.1.2 能源管理 57 是 是

G4-EN6 減少能源的消耗 5.1.2 能源管理：節約能源措施 60 是 是

G4-EN7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5.1.5 綠色產品 69 是 是

考量面：水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5. 環境面向
5.1.3 水資源管理

50
61

是 是

G4-EN8 依來源劃分的總取水量 5.1.3 水資源管理：總用水量 62 是 是

G4-EN9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台積公司各營運廠區均依科學工業園區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要求運作，對於取水

的水源無顯著影響

是 是

G4-EN10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百分比及總量 5.1.3 水資源管理：節水成效與製程回收統計 63 是 是

考量面：生物多樣性

G4-EN1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生

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美國WaferTech廠區內有8英畝屬溼地保護區；位於台灣及中國的廠區則依照科
學工業園區之環境影響評估運作，對生物多樣性無顯著衝擊

否 是

G4-EN12 描述組織的活動、產品及服務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對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樣

性價值的地區之顯著衝擊

美國WaferTech已經於民國九十六年成功完成了溼地十年保育計劃，共有29英畝
溼地獲得永久保育，其中的8英畝屬於加強保護之溼地；位於台灣及中國的廠區
則依照科學工業園區之環境影響評估運作，對生物多樣性無顯著衝擊

否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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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5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G4-EN1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美國WaferTech已經於民國九十六年成功完成了溼地十年保育計劃，共有29英畝
溼地獲得永久保育，其中的8英畝屬於加強保護之溼地；位於台灣及中國的廠區
則依照科學工業園區之環境影響評估運作，對生物多樣性無顯著衝擊

否 是

G4-EN14 依瀕臨絕種風險的程度，說明受組織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IUC紅色名
錄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總數

台積公司企業營運活動區域無 IUC 紅色名單與國家保育類生物 否 是

考量面：廢氣排放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5. 環境面向
5.1.1.1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總策略

50
53

是 是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5.1.1.2 溫室氣體盤查 55 是 依據被第三方查驗過

之溫室氣體排放報告

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二） 5.1.1.2 溫室氣體盤查 55 是 依據被第三方查驗過

之溫室氣體排放報告

G4-EN17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三） 5.1.5 綠色產品：領導供應商建立半導體產品碳足跡與水足跡 71 是 是

G4-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5.1.1.2 溫室氣體盤查 55 是 是

G4-EN19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5.1.1.3 氣候變遷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56 是 是

G4-EN20 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排放 台積公司並未使用蒙特婁公約規範之第一、二類破壞臭氧層物質 是 是

G4-EN2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顯著氣體的排放 5.1.4.3 空氣污染防制：空氣污染排放統計 67 是 是

考量面：廢水排放與廢棄物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5. 環境面向
5.1.4 污染預防

50
64

是 是

G4-EN22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總排放水量 5.1.4.2 水污染防治 64 是 是

G4-EN23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總重量 5.1.4.4 廢棄物管理與資源回收 68 是 是

G4-EN24 嚴重洩漏的總次數及總量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所有廠區並未發生嚴重洩漏事件 是 是

G4-EN25 說明組織運輸、輸入、輸出被「巴塞爾公約」附錄I、II、III、VIII視為有害廢棄
物的物質之重量，以及運往國外的百分比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無「巴塞爾公約」有害廢棄物的運輸、輸入、輸出 是 是

G4-EN26 受組織廢水及其他（地表）逕流排放而顯著影響的水體及相關棲息地的特性、

面積、保護狀態及生物多樣性價值

台積公司處理後的廢水均排放至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對生態環境無顯著衝擊 是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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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6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考量面：產品與服務

G4-EN27 降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度 5.1.5 綠色產品 69 是 是

G4-EN28 按類別說明回收已售出之產品及產品之包裝材料的百分比 5.1.5 綠色產品：產品包裝材料管理與減量 72 是 是

考量面：符合性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5. 環境面向
5.1.6 環保法規之遵循

50
72

是 是

G4-EN29 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5.1.6 環保法規之遵循 72 是 是

考量面：運輸

G4-EN30 為組織營運而運輸產品、其他商品、原料以及員工交通所產生的顯著環境衝擊 非重大議題，未揭露於本報告中 否 否

考量面：整體情況

G4-EN31 按類別說明總環保支出及投資 5.2.2 環保成本與效益: 環境會計 75 否 是

考量面：供應商環境評估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G4-EN32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的比例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所有新供應商皆需簽署宣誓合約確切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方能與台積交易

44 是 是

G4-EN33 供應鏈對環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影響，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44 是 是

考量面：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G4-EN34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環境衝擊申訴之數量 民國104年無環境衝擊申訴案件 否 是

類別：社會

子類別：勞工實務與尊嚴工作

考量面：雇用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6.1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 81 是 是

G4-LA1 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6.1.2 重質重量的人才招募 83 是 是

G4-LA2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只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6.2.4 優質福利人人愛、安心工作有保障 90 是 是

G4-LA3 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比例 6.2.4 優質福利人人愛、安心工作有保障 90 是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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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7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考量面：勞資關係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6. 3 員工參與 91 是 是

G4-LA4 是否在集體協商中具體說明有關重大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無相關協商 是 是

考量面：職業健康與安全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6.4 建構最佳安全健康職場 93 是 是

G4-LA5 在正式的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中，協助監督和建議職業健康與安全相關

規劃的勞方代表比例

6.4 建構最佳安全健康職場 93 是 是

G4-LA6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傷類別、工傷頻率、職業病、損失日數比例及缺勤率，

以及因公死亡事故總數

6.4.4.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為：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95 是 是

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的勞工 台積公司廠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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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作業等類別，由各廠工安人員提報符合該作業類別之單位人員，每

年接受特別危害健康檢查及分級健康管理

對於具工作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人因危害、母性健康危害之風險族群，以分級

健康管理，協助降低或排除風險

是 是

G4-LA8 工會正式協約中納入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 無相關協約 是 是

考量面：教育訓練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6.1.4 員工成長的引擎 85 是 是

G4-LA9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6.1.4 員工成長的引擎 85 是 是

G4-LA10 強化員工持續受僱能力以及協助其管理退休生涯的職能管理與終生學習計畫 6.1.4 員工成長的引擎
目前針對持續強化員工受雇能力、終生學習有相關方案，但未有針對"退休生涯"
的職能管理、亦未有離職後的相關協助方案

85 是 是

G4-LA11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檢視的員工比例 6.1.4 員工成長的引擎 85 是 是

考量面：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G4-LA12 按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及其他多元化指標劃分，公司治理組織成員和各類

員工的組成

3.公司治理
6.1.1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21
82

否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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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8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考量面：男女同酬

G4-LA13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女男基本薪資和報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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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否 否

考量面：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G4-LA14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勞工實務準則篩選的比例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所有新供應商皆需簽署宣誓合約確切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方能與台積交易

44 是 是

G4-LA15 供應鏈對勞工實務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台積公司遵循定義的風險評估，稽核和缺失管理流程

44 是 是

考量面：勞工問題申訴機制

G4-LA16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實務申訴的數量 3.3.4 開放的舉報系統 26 否 是

子類別：人權

考量面：投資

G4-HR1 載有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篩選的重要投資協定及合約的總數及百分比 選擇相關合作對象時，合作對象之公司聲譽(包含人權)是本公司篩選指標之一，
此外，本公司並將針對投資合約及協議之合作對象進行法規遵循(包含人權)之相
關評估

否 是

G4-HR2 員工接受營運相關人權政策的訓練總時數，以及受訓練員工的百分比 6.1.4 員工成長的引擎 85 否 是

考量面：不歧視

G4-HR3 歧視事件的總數，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未發生歧視事實，公司提出相關作法（管理及預防）如：

6.1.2 重質重量的人才招募
6.3.2 開放溝通管道，鼓勵員工參與，促進勞資和諧

83
92

否 是

考量面：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G4-HR4 已發現可能違反或嚴重危及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以及保

障這些權利所採取的行動

未發現可能違反或嚴重危及員工結社自由或及集體協商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公司提出相關作法如：

6.3.2 開放溝通管道，鼓勵員工參與，促進勞資和諧 92

是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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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9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考量面：童工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G4-HR5 已發現具有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採取有助於杜絕使用

童工的行動

未發現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公司提出相關作法如：

6.1.1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82
是 是

考量面：強迫或強制勞動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G4-HR6 已鑑別為具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有助於減

少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的行動

未發現具有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公司提出相關作法

如：

6.1.1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82

是 是

考量面：保全措施

G4-HR7 保全人員接受與營運相關之組織人權政策訓練的百分比 非重大議題，未揭露於本報告中 否 否

考量面：原住民權利

G4-HR8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總數， 以及組織所採取的行動动 非重大議題，未揭露於本報告中 否 否

考量面：評估

G4-HR9 接受人權檢視或衝擊評估的營運據點之總數和百分比 非重大議題，未揭露於本報告中 否 否

考量面：供應商人權評估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G4-HR10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人權標準篩選的比例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所有新供應商皆需簽署宣誓合約確切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方能與台積交易

44 是 是

G4-HR11 供應鏈對人權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台積公司遵循定義的風險評估，稽核和缺失管理流程

44 是 是

考量面：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G4-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人權問題申訴的數量 3.3.4 開放的舉報系統 26 否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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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0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子類別：社會

考量面：當地社區

G4-SO1 營運據點中，已執行當地社區議合、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據點之百分比 台積公司各營運廠區均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要求，對於當地社區與環境無顯

著影響

否 否

G4-SO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據點 台積公司各營運廠區均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要求，對於當地社區與環境無顯

著影響

否 否

考量面：反貪腐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3.3 法規遵循 25 是 是

G4-SO3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比，以及所鑑別出的顯著風險 針對反貪腐的風險評估，依本公司營運狀況，主要是依業務屬性作評估，較不

適合以營運據點作評估。本公司評估方式如下：

1. 由法務、內部稽核及採購部門組成的專案小組，於每年第三季委託第三公正
單位，以無記名方式進行供應商針對本公司從業道德的問卷調查

2. 內部稽核每年第四季諮詢高階經理人未來可能風險的評估，包括可能的貪腐
風險

3. 要求所有處級單位進行內控自評(CSA)，包括從業道德規範的認知及可能之風
險評估

4. 設立從業道德舉報專線，藉以控制及評估任何可能之貪腐風險

根據2015年度供應商調查報告、高階經理人諮詢結果、各處級CSA報告及從業
道德舉報專線舉報內容與調查結果，本公司貪腐風險已獲適當控制，並未發現

顯著風險

3.3 法規遵循
3.3.5 重要成果：反貪腐之強化

25
26

是 是

G4-SO4 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3.3 法規遵循 25 是 是

G4-SO5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3.3 法規遵循
民國104年本公司無經舉報而成立之貪腐事件

25 是 是

考量面：公共政策

G4-SO6 按國家和接受者/受益者分類的政治獻金總值 3.3.6 其他事項：政治上的捐贈 27 否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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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1

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考量面：反競爭行為

G4-SO7 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訴訟之總數及其結果 本公司無在訴訟中或已結案之反競爭行為或違反反托拉斯及壟斷法相關之法律

訴訟

否 是

考量面：符合性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3.3 法規遵循 25 是 是

G4-SO8 違反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3.3.6 其他事項：法規遵循紀錄
民國104年，本公司皆完全遵循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以及環保相關法令規定，僅
有一件因主管機關認定本公司加班申報制度及同仁出勤情形與勞動基準法規定

不符，處以罰鍰新台幣40,000元。本公司不服主管機關之事實認定及處分理由，
已提起訴願

27 是 是

考量面：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2 供應商管理 40 是 是

G4-SO9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社會衝擊標準篩選的比例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所有新供應商皆需簽署宣誓合約確切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方能與台積交易

44 是 是

G4-SO10 供應鏈對社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台積公司遵循定義的風險評估，稽核和缺失管理流程

44 是 是

考量面：社會問題申訴機制

G4-SO11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社會衝擊申訴之數量 3.3.4 開放的舉報系統 26 否 是

子類別：產品責任

考量面：客戶健康與安全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TSMC非最終產品製造者，非重大議題，未揭露於本報告中 否 否

G4-PR2 依結果分類，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週期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

和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本公司無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週期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和自

願性準則的事件

否 是

考量面：產品與服務標示

G4-PR3 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分的產品與服務資訊種類， 以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
規定的重要產品及服務類別的百分比

台積公司依客戶要求提供產品成分資訊 否 否

G4-PR4 依結果類別劃分，違反商品與服務資訊標示的法規及自願性規範之事件數量 本公司無違反商品與服務資訊標示的法規及自願性規範之事件 否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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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編號 說明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是否為重大考量
面?（是/否）

是否經第三公正機
構驗證?（是/否）

G4-PR5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4.2.1 客戶服務與滿意 39 否 是

考量面：市場推廣

G4-PR6 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 民國104年本公司無被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 否 是

G4-PR7 按結果類別劃分，違反有關行銷推廣（包括廣告、推銷及贊助）的法規及自願

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民國104年本公司無違反有關行銷推廣（包括廣告、推銷及贊助）的法規及自願
性準則的事件

否 是

考量面：客戶隱私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4.2.1 客戶服務與滿意 39 是 是

G4-PR8 經證實與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有關的投訴次數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無相關之投訴 是 是

考量面：符合性

G4-DMA 管理方法一般揭露 3.3 法規遵循 25 是 是

G4-PR9 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律和規定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 民國104年本公司無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律和規定被處巨額罰款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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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分類 10項原則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相關章節 頁碼

人權 企業界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6. 社會面向

44
80

保證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污 3.2 從業道德規範
4.3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成員

24
44

勞工標準 企業界應支持結社自由及切實承認集體談判權 6.3.2 開放溝通管道，鼓勵員工參與，促進勞資和諧 92

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6.3.2 開放溝通管道，鼓勵員工參與，促進勞資和諧 92

切實廢除童工 6.1.1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82

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3.3 法規遵循 25

環境 企業界應支持採用預防性方法應付環境挑戰 5. 環境面向 50

採取主動行動促進在環境方面更負責任的做法 5. 環境面向 50

鼓勵開發和推廣環境友好型技術 5.1.5 綠色產品 69

反腐敗 企業界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的腐敗，包括敲詐和賄賂 3.2 從業道德規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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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總部及晶圓十二A廠
3007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六路8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637000

●研發中心及晶圓十二B廠
30075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二路168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6687827

●晶圓二廠、五廠
30077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三路121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781546

●晶圓三廠
30077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一路9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781548

●晶圓六廠
74144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北路1號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2057

●晶圓八廠
3007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路25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662051

●晶圓十四A廠
74144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北路1號之1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1262

●晶圓十四B廠 
74144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九路17號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5217

●晶圓十五廠
42882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科雅六路一號
電話：+886-4-27026688 傳真：+886-4-25607548

●北美子公司
2851 Junction Avenue, San Jose, CA 95134, U.S.A.
電話：+1-408-3828000 傳真：+1-408-3828008

●歐洲子公司
World Trade Center, Zuidplein 60, 1077 XV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20-3059900 傳真：+31-20-3059911

●日本子公司
21F, Queen’s Tower C, 2-3-5, Minatomirai, Nishi-ku
Yokohama, Kanagawa, 2206221, Japan
電話：+81-45-6820670 傳真：+81-45-6820673

●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區文翔路4000號
郵政編碼：201616
電話：+86-21-57768000 傳真：+86-21-57762525

●台積電韓國有限會社
15F, AnnJay Tower, 208, Teheran-ro, Gangnam-gu
Seoul 06220, Korea
電話：+82-2-20511688 傳真：+82-2-20511669

●印度聯絡處
1st Floor, Pine Valley, Embassy Golf-Links Business Park
Bangalore-560071, India
電話：+1-408-3827960 傳真：+1-408-3828008

●加拿大子公司
535 Legget Dr., Suite 600, Kanata, ON K2K 3B8, Canada
電話：+613-576-1990 傳真：+613-576-1999

關於本報告或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相關訊息，請聯絡
台積公司CSR電子信箱：csr@tsmc.com
http://www.tsmc.com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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