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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台積公司堅持營運透明，注重股東權益，並相
信健全及有效率之董事會是優良公司治理的基
礎。在此原則下，台積公司董事會授權其下設

立之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分別協助董事
會履行其監督職責，各委員會的主席並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其活動和決議。

董事會及委員會
承續了台積公司創辦人張忠謀博士對公司治
理的理念，在劉德音董事長及魏哲家總裁暨
副董事長的領導下，董事會嚴肅對待它的責
任，是一個「認真、有能力、獨立」的董事會。

 ▪監督  ▪績效評量及任免經理人
 ▪決議重要事項  ▪指導經營團隊

董事會四大責任

在公司整體推動企業永續管理策略上，董事會
亦扮演督導與指導角色，由董事長擔任 ESG 指
導委員會主席，執行秘書由 ESG 委員會主席擔

任並每半年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成果與未來工作
計畫，自民國 110 年起，增加為每一季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

多元背景
本公司董事成員組成具備多元背景，包括不同
產業、學術及法律等專業背景，來自台灣及歐
美不同國家國籍，擁有世界級公司經營經驗，
其中並包含一名女性董事。

董事提名及選舉
台積公司董事會訂定「董事提名辦法」，明訂
董事候選人之提名、資格及評估之相關程序及
標準。此外，台積公司十分重視董事成員的獨
立性，除提高獨立董事席次外，並遵從相關法
規對於獨立董事的獨立性進行判斷及評估。

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本公司於民國 109 年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針
對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審計委員會每
年定期進行績效評估，評估作業採用問卷方式
自評。民國 109 年年度績效評估結果請參考本
公司年報。

公司治理架構

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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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秉持企業願景及對業界與社會的長
期永續責任，建置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機制，整合並管理可
能影響營運及獲利的各種策略、營運、財務及
危害性（氣候變遷、水電供應、地震、火災、
化學品洩漏）等潛在永續風險。台積公司風險
管理組織係由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風險管理
執行委員會、風險管理專案及風險管理工作小

風險管理組織圖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風險管理
指導委員會

風險管理
執行委員會

風險管理
工作小組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

風險鑑別及
風險評估

風險控制及
風險減緩

風險應對風險監控及
風險報告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3.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5. 內部控制

台積公司董事會
績效評估衡量項目

1.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 董事職責認知
3.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 內部控制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審計委員會職責認知
3. 提升審計委員會決策品質
4. 審計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 內部控制

組所組成，並以風險鑑別及風險評估、風險控
制及風險減緩、風險應對、風險監控及風險報
告等管理架構，定義風險控管的優先順序與風
險等級，採取對應的風險管理作為。台積公司
風險管理組織每年於審計委員會議中報告公司
所面臨的風險環境、風險管理重點、風險評估
及因應措施，審計委員會主席並於董事會報告
討論重點。有關本公司風險管理請參閱本公司
民國 109 年年報「6.3 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個別董事成員
績效評估衡量項目

台積公司審計委員會
績效評估衡量項目

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

風險管理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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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誠信正直」是台積公司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據此建構其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體系，包括法
規鑑別與規範制訂、落實執行、自我評估與檢
視、暢通的舉報管道以及舉報者保護等規範，
並由管理階層以身作則，由上而下身體力行。
對內，透過對員工完整的教育訓練與宣導，持
續深化「誠信正直」的企業文化；對外，攜手
客戶與供應鏈，以誠信經營落實產業共好，成
為利害關係人值得信賴的夥伴。

貪腐零容忍

台積公司對貪腐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不允
許任何賄賂、舞弊、勒索、濫用、挪用公司
資產或犧牲公司利益以換取個人利益的行為。
台積公司的《從業道德規範政策》是實踐以
上價值理念的核心指引，要求每一位同仁都
必須以最高的從業道德標準自我要求，在日
常營運中具體落實「誠信正直」的價值觀。
台積公司經營管理階層除定期向董事會及審
計委員會就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相關事項進

行 報 告 外， 並 成 立 從 業 道 德 委 員 會（Ethics 
Committee），負責監督從業道德的落實、
舉報案件的調查與懲處。

同時，供應商是落實台積公司從業道德與法規
遵循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台積公司制訂《供
應商行為準則》，使供應商能瞭解並共同遵循
台積公司的從業道德規範，將「誠信正直」的
核心價值擴及供應鏈，在商業行為中如實展現；
台積公司亦將《台積公司反貪腐承諾》公告於
台積公司網頁，使社會大眾亦能認知台積公司
的經營信念。

法規鑑別與規範制訂

台積公司透過持續的法規追蹤，評估法規變
動對台積公司可能造成的潛在風險及影響，
並根據法規鑑別結果，檢視台積公司是否具
有相應的內部規範，確保台積公司相關政策
規範的合宜與適足。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
更新其出口管控內部規章，以遵循最新施行
的出口管控規定。

落實執行 — 教育訓練宣導

台積公司要求內部各個組織、子公司及每位同
仁均須遵循法令與公司的政策及規章， 並透過
年 度 內 控 自 評（Control Self-assessment） 自
我檢視遵循情形，同時接受內部稽核組織稽核。

為提升同仁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的認識，台積
公司根據同仁業務職掌給予多種形式不同的訓
練課程，例如重點式面授課程、面對面宣導會、
線上必修及選修課程等，並透過廠區海報、公
司內部網頁、公司內部電子郵件、教育宣導文
章等，提供法規遵循指引及常見問答集，使同
仁能隨時取得法規新知，厚植同仁對於各議題
的知識。

民 國 109 年， 總 計 5 萬 482 名 同 仁 完 成「 年
度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教育訓練，完訓率達
99.7%，此線上必修課程包含從業道德與反貪
腐、利益衝突迴避與申報、隱私權保護、出口
管控、個人資料保護以及反托拉斯法（公平交
易法）等議題。此外，因應出口管控及反托拉
斯法法規內容的更新，另行提供業務相關單位

超過 20 場面對面法規遵循訓練與線上課程，並
要求同仁 100% 完成指定的線上課程。總計出
口管控課程與反托拉斯法規課程分別有 1,272 
及 841 名同仁完訓。台積公司亦透過環保安全
衛生實務經驗分享以及年度責任供應鏈論壇，
就從業道德、勞工人權、環保、職業安全等各
項重要議題，與供應商進行實務經驗交流，共
計 337 家供應商、518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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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關於性騷擾申訴案件，請見本報告 ｢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

評估與檢視

為實踐從業道德相關規範並避免潛在衝突，台積
公司要求每一位新進同仁到職時須完成利益衝
突申報作業，特定職級及職務同仁也必須每年度
進行利益衝突申報。民國 109 年，共 18,235 人
完成年度利益衝突申報、聲明遵循台積公司從業
道德規範。同時，內部稽核單位每年依照董事會
核准的年度稽核計畫進行各項稽核，並將稽核結
果與後續改善方案報告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同步
推動前述的年度內部控制自評，對各廠處級單位
進行內部控制成熟度評估，全面落實稽核及內控
自評成效。

此外，台積公司每 2 年 1 次，分別針對供應商及
員工進行不記名的問卷調查，定期追蹤並檢討台
積公司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政策推行狀況。民國
109 年依據年度員工問卷調查結果，有 88.7% 員
工信賴舉報管道的保密措施，且高達 92.5% 員
工有意願使用舉報管道舉報不法行為。

舉報與保護

台 積 公 司 訂 定 並 公 開「Complaint Policy and 
Procedure for Certain Accounting & Legal 
Matters」，承諾遵循政策中相關規定，並透過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單位：件

暢通的多元舉報途徑聽取來自內部及外界的聲
音，維護利害關係人與公司權益。所有台積公
司內外部舉報管道所收受的舉報事件，均經妥
善記錄及追蹤處理，對於善意舉報者或參與調
查者予以保密，避免其受到報復。民國 109 年，
台積公司從業道德委員會共召開 6 次會議，審
查受調查的重大舉報案件。

對於接獲的舉報事件，台積公司依照案件屬
性由特定單位進行調查，採取毋枉毋縱的嚴
肅態度，謹慎有效處理。對於經確認屬實的
個案，則視情節採取包括終止僱傭契約或業
務往來在內的處置及必要的法律行動。同時，
從業道德委員會亦會針對違規案件審視其為
特殊個案，或是從業道德規範認知不足等系
統性問題，以持續評估是否需要改善公司管
理流程及內部控制程序，並接續配合各種宣
導方式，包括每季以電子郵件通知全體同仁
當季違規懲處案件等，提高員工認知並防範
類似案件再次發生。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並未接獲違反財務、會計
或競爭法相關案件舉報，亦無違反客戶個人資
料保護或客戶資料遺失相關之舉報案件，且無

舉報管道收受案件暨調查成立數

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的違法
情事。

總計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自審計委員會 Whistleb 
lower 舉報系統、員工申訴直通車（Ombudsman 
舉報系統）及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所收受
舉報案件共 246 件，其中 155 件與員工關係相

關，69 件屬其他類別（如員工詢問個人權益或
私人領域問題等），與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相
關件數為 22 件。以上舉報經從業道德委員會調
查成立，決定懲處的違反從業道德案件共 6 件。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已針對上述案件情節，再
次對全體員工重申與供應商業務交誼時應遵循的
從業道德規範。

經調查後成立案件數與從業道德相關管道總收受舉報案件數 與從業道德相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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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
堅實的財務基礎是企業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
透過良好的財務績效、穩健的營運計畫及有紀
律的資金管理，台積公司得以打造厚實的財務
根基以因應半導體產業的景氣波動循環。藉由
營業收入的成長與獲利能力的持續提升，台積
公司長期穩定地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並回饋予
包括股東／投資人、員工、客戶、供應商、政
府、社會等所有利害關係人。

為了與投資人溝通台積公司的長期投資價值，
台積公司於民國 104 年提出明確的量化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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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至民國
109 年的稅後純益年複合平均成長率介於 5%
至 10% 之間。民國 109 年結算，台積公司達
成（1）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24.4%；（2）民

國 104 年至民國 109 年的稅後純益年複合平均
成長率 11.1%，均超越原設定目標。

5G 行動通訊網路及高效能運算二大產業趨勢在
未來數年間對先進製程技術的強勁需求，將使
台積公司自民國 109 年起進入高度成長期。因
此，台積公司預期（1）民國 109 年至民國 114
年的營業收入以美金計算的年複合平均成長率
介於 10% 至 15% 之間；（2）橫跨景氣循環，
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至少 20%。

鑑於上述成長契機的資金需求、總體經濟的不
確定性、當前的低利率環境及分散籌資管道的
考量，台積公司民國 109 年以優惠的訂價條件
陸續發行總計 1,200 億元以新台幣計價的公司
債與 40 億元以美金計價的公司債，並且仍持
續維持半導體產業中最高的信用評等。

AA-
標準普爾信用評等

Aa3
穆迪信用評等

twAAA
中華信評信用評等

財務表現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427
506

597
763

843 948 977

1,031 1,070

1,339

134 166 188
264 307 334 343

351 345
518

22%

25% 24%

28%
27% 26%

24%

22% 21%

30%

股東權益報酬率營收（單位 : 新台幣 10 億元） 稅後純益（單位 : 新台幣 10 億元）

四大策略，建立台積公司長期投資價值

持續投資製程技術
及產能

維持或增進獲利率與
投資報酬

維持與客戶之間
良好的信任關係

追求營業收入成長
並擴大市場佔有率

十年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民國 100 年 - 民國 109 年）24.8%

十年稅後純益年複合平均成長率
（民國 100 年 - 民國 109 年）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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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積公司的產業地位、未來成長潛力及良好
營運績效的支持下，在計入現金股利後，民國
109 年全年股價表現共上漲 64.7%，連續 12
年呈現正成長。同時，自民國 83 年股票上市
以來，台積公司每一年度皆維持盈餘而未有虧
損，市值於民國 109 年年底已達到新台幣 14.2
兆元（4,985 億美元）。

台積公司致力穩健的財務績效，將當年度盈餘
以分派股息及紅利的方式回饋股東。民國 109

民國 109 年年底台積公司市值（新台幣） 

14.2兆

民國 109 年股東總報酬率

64.7%

民國 93 年至民國 109 年累積發放現金股利

1.9兆

於民國 109 年度配發之每股現金股利總額（新台幣） 

10元

年，董事會核准每季發放每股現金股利 2.5 元，
因此台積公司普通股之股東在民國 109 年總計
獲得每股 10 元現金股利。自民國 93 年至民國
109 年止，已累積發放現金股利總額約新台幣
1.9 兆元或 624 億美元。

展望未來，台積公司將持續採取穩健的股利政
策、維持每季穩定的現金股利，且每年之現金
股利將不會較前一年為低。

單位：新台幣兆元公司市值

民國年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現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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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2.0

0.6

2.5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5

6.0
7.0

8.0

10.0 10.0

$12B

$46B
$62B

$156B

$182B

$207B

$259B $259B

$77B $77B $77B
$78B$78B $78B $78B $78B

$117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歷年股利分派紀錄請詳見台積公司網站

導言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負責任的採購者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ESG 封面故事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實踐永續管理      營運與治理 附錄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195

https://www.tsmc.com/chinese/investorRelations/dividend_history.htm#dividendHistory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註：地區別稅前淨利與已繳納稅款係依據台積公司及其子公司
所在國家分類

民國 109 年度台積公司在全世界繳納稅款 註

新台幣
589 億元

2.4%

87.2%

10.4% 

其他

勞健保費及社會福利支出 

公司所得稅

新台幣
589 億元

93.9%

1.9%

4.1%

0.1% 

中華民國
亞洲地區 ( 不含中華民國 )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公司所得稅繳納－ 514 億元（新台幣）

中華民國 97.0% 亞洲地區（不含中華民國) 1.8%

北美地區 1.2%

稅前淨利－ 5,848 億元（新台幣）

亞洲地區（不含中華民國) 3.4%中華民國 94.7%

北美地區 0.5% 其他地區 1.4%

八大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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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在世界各地經營與拓展業務，同時
遵循各個營運據點所屬國家之稅法規定。稅
法與法規的任何不利變動都會增加公司的有
效稅率，並對經營業績產生不利影響。為有
效管理稅務風險，台積公司遵循內部控制流
程，執行識別、評估和管理源自法規變更及
其營運活動產生的稅收風險，對風險進行適
當衡量、管理與控制。

稅收風險管理已納入台積公司的企業風險管
理（ERM）計畫中，由風險管理組織定期向
台積公司審計委員會報告公司面臨之不斷變
化的風險環境、公司企業風險管理的重點、
風險評估和緩解措施。更多有關風險管理的
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公司民國 109 年年報
「6.3 風險管理」。

稅務治理
台積公司的財務長為稅務管理負擔最終責

任，日常稅務行政與管理則委託由會計長執行，
並由合格且經驗豐富的稅務專業人員協助會計長
履行台積公司的稅務義務。此外，台積公司亦透
過外部稅務諮詢機構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強化專
業知識。

台積公司的董事會委託審計委員監督公司執行有
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財務控制上的品
質和誠信度，定期審查包括會計政策與程序、內
部控制制度、法律遵循、企業風險管理等重大事
項。而稅務遵循亦包含在法律遵循中。

有效稅率
台積公司民國 109 年有效稅率與民國 108 年相
同，為 11.5%，低於中華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之
法定稅率 20%，主要係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與產業創新條例的規定，台積公司適用以前年度
增資擴展所申請之五年免稅優惠，並享有投入研
究發展支出而依法取得的投資抵減稅額所致。

10.1%> 90%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所有繳納
所得稅約占中華民國 109 年營
利事業所得稅實徵淨額比例

根據彭博資料庫 
（Bloomberg Professional）， 
台積公司是民國 109 年台灣
繳納所得稅最多的公司

589億元新台幣

民國 109 年度台積公司
在全世界已繳納稅款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經由台
灣的營運所產出的營收及稅
前淨利超過全公司 90%；
同時，繳納稅款中超過 90%
係繳納予中華民國政府

財務報告資訊透明，稅務之揭露遵循
相關規定與準則要求處理03

關係企業間交易係依據常規交易原則，
並遵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公布的國際公認移轉訂價準則

02

所有營運皆依據相關稅務法律與規定
辦理01

不以避稅為目的使用避稅天堂或進行
租稅規畫04

06 基於互信與資訊透明，與稅務機關建立
相互尊重的關係

05 不將公司創造之利潤移轉至低稅率
國家

08 分析營運環境，運用管理機制進行稅
務風險評估

07 公司的重要決策皆考量租稅的影響 1

導言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負責任的採購者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ESG 封面故事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實踐永續管理      營運與治理 附錄
1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196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企業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與機密資訊保護是台積公司對客戶、股
東及同仁的承諾。台積公司積極推行資訊安全
管理制度，明訂相關的政策、管理程序及規範，
民國 109 年，進一步發表《資訊安全宣言》，
宣示捍衛資訊安全的決心與推動資訊安全的目
標—維護台積公司的市場競爭力及保障客戶與
合作夥伴利益。 

企業資訊安全治理組織
台積公司民國108年設立「企業資訊安全組織」，
下轄資訊安全處與資訊保護處，統籌資訊安全及

保護相關政策制定、執行、風險管理與遵循度查
核，並由企業資訊安全組織最高主管每半年向董
事會審計委員會彙報資安管理成效、資安相關議
題及方向。台積公司審計委員會肩負監督治理
企業資訊安全之責，由具有資安領域相關背景
的審計委員會主席彼得 · 邦菲爵士（Sir Peter L. 
Bonfield）監督評核台積公司資訊與網路安全管
理機制及方向。 

台積公司為執行企業資訊安全組織訂定的資安策
略，確保內部遵循資安相關準則、程序與法規，

特別成立「台積公司專屬資訊保護委員會」，由
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管理資深副總經理擔任主
席，法務、人力資源、研究發展、營運組織副總經
理擔任委員會成員，並設置企業資訊安全組織最
高主管為執行秘書、內部稽核最高主管為觀察員，
每季召開會議，檢視及決議資訊安全與資訊保護
方針及政策，落實資訊安全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企業資訊安全管理策略與架構
企業資訊安全組織為有效落實資安管理，透過
涵蓋台灣廠區與海外子公司各單位的「資訊保

台積公司資訊安全宣言 台積公司企業資訊安全組織架構

董事長

董事會

審計 
委員會

總裁

資訊技術及資材
暨風險管理

企業資訊安全組織

資訊保護處 資訊安全處

護工作推動團隊」，每月召開例行會議，依據
規畫、執行、查核與行動（Plan-Do-Check-Act, 
PDCA）的管理循環機制，檢視資訊安全政策適
用性與保護措施，並定期與專屬資訊保護委員
會回報執行成效。 

「規畫階段」著重資安風險管理，建立完整
的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系 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推動各廠區持續
通過國際資安管理系統認證（ISO/IEC 27001、
ISO/IEC 15408），從系統面、技術面、程序面

台積公司扮演全世界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角
色，在持續提供卓越之半導體製造服務給全
球客戶並與之建立長期互惠夥伴關係之際，
台積公司願意積極深化資訊安全與機密資訊
保護機制，以維護台積公司的市場競爭力及
保障客戶與合作夥伴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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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業資安威脅，建立符合客戶需求、最高
規格的機密資訊保護服務。「執行階段」則建
構多層資安防護，持續導入將資安防禦創新技
術，將資安控管機制整合內化於軟硬體維運、
供應商資安管理等平日作業流程，系統化監控

資訊安全，維護台積公司重要資產的機密性、
完整性及可用性。「查核階段」積極監控資安
管理成效，依據查核結果進行資安指標衡量及
量化分析，並透過定期模擬演練資安攻擊進行
資訊安全成熟度評鑑。「行動階段」則以檢討

與持續改善為本，落實監督、稽核確保資安規
範持續有效；當員工違反相關規範及程序時，
依據資安違規處理流程進行處置，並視違規情
節進行人事處分（包括員工當年度考績或採取

必要的法律行動）；此外，亦依據績效指標及
成熟度評鑑結果，定期檢討及執行包含資訊安
全措施、教育訓練及宣導等改善作為，確保台
積公司重要機密資訊不外洩。 

台積公司專屬資訊保護委員會架構 企業資訊安全風險管理與持續改善架構

企業 
資訊安全

行動

執行查核

規畫

檢討與持續改善 資安風險管理 

 ▪企業資訊安全風險評估 
 ▪資訊安全風險管理與對策制定 
 ▪遵循資安國際標準（ISO/IEC 27001, ISO/
IEC 15408, SCF, NIST, SAFE） 
 ▪客戶資訊安全保護機制

多層資安防護

 ▪人員與實體安全
 ▪雲端安全 
 ▪帳號與權限管理
 ▪資安監控與維運 
 ▪資料安全保護技術強化

 ▪網路安全
 ▪ 裝置安全 
 ▪   應用程式安全 
 ▪供應鏈資訊安全 
 ▪資料安全 

 ▪資訊安全措施檢討改善 
 ▪資安威脅及技術掌握 
 ▪資訊安全違規及處置 
 ▪資訊保護問卷調查
 ▪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與宣導 

主席 : 資訊技術及資材暨
風險管理資深副總經理

觀察員 :
內部稽核最高主管

執行秘書：
企業資訊安全組織最高主管

研究發展
副總

人力資源
副總

法務副總
暨法務長營運副總

專屬資訊保護委員會

監控資安管理成效 

 ▪資訊安全持續監控 
 ▪資訊安全指標量化評估 
 ▪資訊安全攻擊模擬演練
 ▪機密資訊保護遵循度查核
 ▪資安成熟度評鑑  
 ▪通過資安國際稽核認證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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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
安全 

 ▪建置機台入廠掃毒機制，防止內含惡意軟體的機台進入公司
 ▪依電腦類型建置端點防毒措施，強化惡意軟體行為偵測

   應用
程式安全

 ▪制定開發流程應用程式安全自檢表、評核標準及改善目標
 ▪持續強化應用程式安全控管機制，並整合於開發流程及平台

網路
安全

 ▪導入先進技術執行電腦掃描及系統與軟體更新
 ▪強化網路防火牆與網路控管，防止電腦病毒跨機台及跨廠區擴散

資料安全
保護技術

強化

 ▪開發先進資訊保護工具，藉由資料標籤加強文件機密分類及資料保護
 ▪文件及資料加密控管及有效追蹤
 ▪郵件外寄控管

供應鏈 
資訊安全

 ▪建構供應商資安保護自我檢核機制
 ▪定期傳達台積公司最新的資安規定及注意事項

多層資安防護 

資安成熟
度評鑑 

 ▪委託外部專家（包括資訊安全稽核組織、網路資安風險評核機構）定期執行公司
網路與資訊安全評鑑
 ▪整合第三方驗證之客觀結果與威脅情資，進行風險分析，資安管理體制進階強化

資安成效監控 

 ▪加強員工對郵件社交工程攻擊的警覺性，執行釣魚郵件防禦偵測
 ▪定期舉辦員工辨識能力演練，提升員工資安意識

教育訓練
與宣導 

檢討與持續改善 

民國 109 年企業資訊安全創新作為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通過資安相關稽核無重大缺失，亦無違反資訊安
全、造成客戶資訊洩漏及罰款等重大資安事件發生。此外，不論是由第
三人或主管機關因為台積公司違反客戶個人資料保護或客戶資料遺失而
向公司投訴，並且導致司法行動之投訴案件數為零。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資安體檢第三方評核結果

台積公司平均分數 半導體產業公司平均分數

台積公司平均分數 = 99 半導體產業公司平均分數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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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民國 109 年機密資訊保護相關績效指標範疇包含台灣廠區及所有海外子公司

52,818名
52,818 名員工完成年度資訊安全線上
教育訓練課程，重要內容包含：

 ▪大事記及重要新制規定
 ▪違規案例暨觀念說明
 ▪規範查閱與諮詢及資安舉報管道

執行 6 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釣魚郵件
演練，演練人數超過 4 萬人

共計超過 150,000 供應商資
訊安全電子報發送人次

與二家客戶合作使其安全產品取得
國際 ISO/IEC 15408 產品安全認證，
確保客戶產品在晶圓製造過程中得
到完善保障

2
客戶安全產品稽核

6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3 期供應商資訊安全管理電子報

政策 認證

0.05%
員工因未遵守資訊安全與機密資訊保護程序
而受到人事處分的比例為 0.05%

台積公司依據違規事由與對公司造成的影響
程度進行懲處，後續改善措施包含：

 ▪持續強化人員教育訓練及宣導
 ▪建立改善措施進行人員控管

事件／違規

訓練／宣導

10規範
新增修訂 10 個資安規範

所有新進員工皆完成資訊安全與保
護教育訓練課程，超過 5,000 名新
進人員

100%

晶圓十四 A 廠、晶圓十五 B 廠、晶
圓十二 B 廠通過德國聯邦資訊安全
局 ISO/IEC 15408-EAL6 廠區安全
認證

3
通過 ISO/IEC 15408 廠區認證

所有新進廠商皆完成 PIP 教育訓練
課程，超過 23,000 名廠商

100%

製作 32 張宣傳海報，傳達資訊保
護與資訊安全重要規定與注意事項

95分

 ▪109 年針對全體員工執行資訊保護問卷調查
 ▪員工對資訊保護相關政策認同程度達 95 分
水準
 ▪總計回收超過 4 萬 3,000 份問卷，填答率超
過 82%

問卷調查

32宣導海報

10宣導影片

製作 10 支宣傳影片，傳達資訊保
護與資訊安全重要規定與注意事項

範圍包含：客戶矽智財合併（IP 
merge）、光罩製造生產、倉儲管
理及相關資訊技術管理用以支援
十二吋晶圓製造（台南）

300

NEWNEW

通過 ISO/IEC 27001:2013 資
訊安全認證

民國 109 年企業資訊安全措施推動執行成果

17 個民國 107 年

12 個民國 108 年

10 個民國 109 年

100%民國 107 年

100%民國 108 年

100%民國 109 年

100%民國 107 年

100%民國 108 年

100%民國 109 年

30 張民國 107 年

24 張民國 108 年

32 張民國 109 年
45,989 人民國 107 年

47,397 人民國 108 年

52,818 人民國 109 年

95 分民國 107 年

95 分民國 108 年

95 分民國 109 年

7 支民國 107 年

14 支民國 108 年

10 支民國 109 年

mm Fab 晶圓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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