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頁碼
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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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管理 P.41 P.58產品品質

1

100
建立 100% 材料的 CMR
物質分析能力 

P.67客戶服務

客戶滿意度連續 7 年超過
90% 

92.8
%件

保護智慧財產權，全球專
利申請數量為 6,900 件、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超過 
12,000 件

    6,900
> 1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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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保持技術領先，每年研發支出為營收
之 8.5%

 ▪3 奈米製程技術試產  ▪5 奈米製程技術量產  
目標：5 奈米製程技術量產

 ▪全球專利獲准數量累計超過 50,000 件  ▪全球專利申請數量 > 5,500 件  ▪全球專利申請數量 6,900 註件  
目標：> 5,300 件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累計超過 150,000 件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 > 20,000 件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 > 12,000 件  
目標：> 12,000 件                 

創新管理

技術領先
持續投入先端製程研發，以維持
半導體技術領先地位

保護智慧財產權

註：因應前瞻技術專利布局規畫調整，民國 109 年全球專利申請量超越年度目標，民國 119 年長期目標維持不變

持續進行專利布局，專利申請數量
合公司研發資源以確保研發成果
獲得全面保護

專利保護

經由營業秘密註冊與管理，記錄並
整合運用具有公司競爭優勢的營
業秘密，以強化公司營運及智慧財
產創新

營業秘密保護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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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管理架構
台積公司成立至今，以創新的價值觀為基石，
積極打造創新文化，營造勇於創新的工作環境，
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半導體產業特性。民國 109
年，面對競爭者及先進製程技術的雙重挑戰，
台積公司除持續增強研發動能以保持技術領先
優勢，亦藉由內部創新的獎勵機制，鼓勵同仁
在工作上具體實踐各式各樣的創新，不斷強化
組織的創新活力。同時，協助客戶、產業與學
界進行跨領域創新，包含與客戶合作的產品創
新、與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的技術人才創新，以
及與供應商合作的綠色創新。

內部蓄積創新能量
舉辦年度創新點子競賽論壇（Idea Forum）

 ▪營運
 ▪研究發展
 ▪品質暨可靠性
 ▪企業規畫
 ▪財務等組織

優良案例發表會
CSR AWARD

外部跨領域創新合作
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世界級研發機構合作
大學合作計畫

 ▪大學研究中心
 ▪產學合作研究專案
 ▪半導體學程
 ▪台積電博士獎學金
 ▪前瞻 IC 設計學程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創新的價值觀

NEW

NEW

實現創新
技術領先
永續產品
保護智慧財產權
智能精準製造
創新案例

 ▪雲端虛擬設計環境（VDE）
 ▪高效率有害物質篩檢機制
 ▪智慧化技術文件導航系統
 ▪提升 EUV 能源使用效率
 ▪生物薄膜處理系統
 ▪廢棄物全履歷智能化管理
 ▪排放管道檢測基線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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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領先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模，全
年研發費用為 37 億 2,000 萬美元，較前一年成
長約 26%，約占總營收 8.2% 註；研發組織人數
則增加為 7,404 人，較前一年成長約 13%，此
一研發投資規模不僅與世界級一流科技公司相
當，甚至超越了許多公司規模。

延續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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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困難，台積公司研發
組織致力提供有助客戶產品率先上市的先進技

術及設計解決方案，幫助客戶取得成功。民國
109 年，隨著 5 奈米技術的量產，台積公司的
研發組織強化技術整合，持續推動技術創新，
維持業界的領導地位；針對 3 奈米技術，台積
公司與主要客戶完成第六代三維電晶體技術平
台的矽智財設計、啟動驗證，並同時針對領先
半導體業界的 2 奈米以下技術進行探索性研究。

除了發展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邏輯技術，台
積公司亦廣泛研發其他半導體技術，提供客戶

10310210110099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7,404

6,534
6,2166,145

5,423
5,123

4,766
4,367

3,901
3,392

2,881

民國年

研發人力（人數） 研發費用（百萬美元）

3,720

2,9592,850
2,651

2,2112,067
1,8751,6211,366

1,152
943

台積公司致力提供有助客戶產品率先上市的先進技術及設計解決方案

持續投資技術研發

行動系統單晶片（SoC）產品及其他應用所需
的晶片功能，例如智慧型手機、高效能運算、
物聯網、車用電子等應用。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與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
持續保持強而有力的合作關係， 包括美國的SRC
（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oration），比
利時的 IMEC（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藉由與世界各地一流大學的研究合
作，實現半導體技術演進與未來人才。

特殊製程技術／導線與封裝技術整合

註：民國 109 年受營收成長影響，研發支出佔營收比例略低於 8.5%

3D IC 三維積體電路（3D IC) 與系統 
整合晶片（TSMC-SoIC®）技術

InFO
先進扇出與整合型扇出
（Integrated Fan-Out ,  InFO）
封裝技術

BCD
電源積體電路（Power IC）／雙
極—互補式金屬氧化半導體—雙
重擴散金屬氧化半導體（Bipolar 
CMOS-DMOS, BCD）技術

MCU 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新興記
憶體技術

CIS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CMOS）影像感測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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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的技術與創新

 ▪領先業界量產 5 奈米製程技術

 ▪完成系統整合晶片 TSMC-SoIC® 製程認證、晶片對晶圓（Chip on Wafer, CoW）和晶圓對晶圓（Wafer on Wafer, 
WoW）堆疊的微米級接合間距製程的驗證

 ▪量產第五代整合型扇出層疊封裝技術（InFO Package-on-Package, InFO-PoP Gen-5）以支援行動應用處理器，
並成功通過第六代 InFO-PoP Gen-6 的行動應用與增強散熱性能認證

 ▪開發第三代整合型扇出暨基板封裝技術（InFO on Substrate, InFO-oS），提供更多的晶片分割及整合，適用更大
的封裝尺寸與更高頻寬

 ▪擴大十二吋 BCD 技術製程範疇，涵蓋 90 奈米、55 奈米以及 22 奈米，其中包括不同的邏輯整合度，以因應蓬勃
發展的多樣化行動電源管理晶片應用

 ▪完成 28 奈米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支援車用電子及微控制器單元（MCU）技術驗證

 ▪28 奈米電阻記憶體技術進入量產，做為低成本解決方案以支援對價格敏感的物聯網市場

 ▪22 奈米磁阻式隨機存取記憶體已完成技術驗證並成功進入量產，可支援最創新的人工智慧應用；於民國 109 年
獲「快閃記憶體高峰會」最佳參展項目獎肯定 

 ▪CMOS 影像感測器技術進入量產，達成次微米畫素尺寸，使感測器符合車用規格等級可靠度

民國 108 年民國 107 年

 ▪ 領先業界成功試產 5 奈米技術
 ▪ 7 奈米 FinFET 強效版 (N7+) 製程技術開始量產，領
先協助客戶產品大量進入市場

 ▪領先全球推出 7 奈米汽車平台

 ▪開 發 創 新 的晶圓 級 封 裝 技 術，完 成系 統 整合晶片
TSMC-SoIC® 製程認證

 ▪大 量 生 產第四代 整合型 扇出層疊 封 裝 技 術 (InFO-
PoP)，以支援行動應用處理器封裝

 ▪成功驗證第五代整合型扇出層疊先進封裝技術以支
援行動應用；第二代整合型扇出暨基板封裝以支援高
效能運算 (HPC) 應用

 ▪開發業界獨特的 40 奈米 BCD（Bipolar CMOSDMOS)
技術，提供先進的 20-24 伏特功率元件、與 40 奈米
超低功耗平台完全相容，並整合可變電阻式記憶體
(RRAM)，支援行動應用所需的低功耗、高整合度及小
布局面積的高速通訊介面

 ▪開發 28 奈米嵌入式快閃記憶體在高效能行動運算與
高效能低漏電製程平台，達成車用電子及微控制器單
元 (MCU) 技術驗證

 ▪開發最新一代次微米像素感測器以支援行動應用；內
嵌式三維金屬－介電質－金屬 (MiM) 高密度電容予即
時快門與高動態範圍感測器應用

邏輯製程技術

特殊製程技術／導線與封裝技術整合

民國 109 年

 ▪領先試產 7 奈米強效版製程技術，成為業界第一個
商用 EUV 製程技術

 ▪首家生產光學式螢幕下指紋感測器技術的專業積體
電路製造服務公司 

 ▪開發業界獨特的 90 奈米 BCD 技術，提供領先的 5 
－ 16 伏特功率元件和極具成本優勢的製程，整合高
密度的 90 奈米邏輯電路，為下一世代提供行動電源
管理晶片解決方案

 ▪量產用於行動應用的新一代次微米像素感測器，並
開發鍺－矽光感測器及卓越效能的三維距離感測器

 ▪大量生產第三代整合型扇出層疊封裝技術以支援行
動處理器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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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

民國 107 年 4 月開始量產，截至民國 109 年底止，已為逾 100 家客戶產品生產超過 10 億顆功能完備且無
缺陷的晶片

民國 109 年在技術與量產產能領先全球的最先進半導體製程技術，並實現劃時代的產品

民國 109 年推出奠基於 12FFC+ 的技術及矽智財生態系統的 N12eTM 技術，將台積公司世界級的 FinFET 技術
導入智能化物聯網及其他高效率與高效能的邊緣元件。此技術提供領先業界的低操作電壓技術（Operating 
power, Vdd）、低漏電表現優異的 ULL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SRAM) 以及全新的極低漏電元件

民國 109 年接獲超過 20 位客戶的產品投片（Tape-outs）

民國 109 年完成技術矽智財可靠性認證，具有超過 10 萬次循環壽命與回流焊接能力。此一技術展現了汽
車 AEC-Q100 Grade-1 能力，並已於民國 109 年開始為客戶量產穿戴產品

民國 109 年，協助客戶領先將 0.8 微米像素的產品導入市場，於 9 個月內再將製程推進至 0.7 微米像素，
並及時導入量產。藉由縮小像素尺寸，使相同晶片大小的影像感測器元件解析度提高 30% 

與數位邏輯製程完全相容的 22ULL 類比技術平台於民國 109 年建置完成，提供低雜訊 2.5 伏特輸入輸出
埠（Input/output, IO）電晶體以及低溫度係數（Low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TCR）氮化鉭
（Tantalum Nitride, TaN）薄膜電阻

成功支援客戶量產單晶片超音波掃描器

領先業界推出最先進的產品

推出差異化的類比電路設計產品

推出功耗節省領先業界的人工智慧邊緣計算產
品，並延長產品電池的使用時間

推出功耗節省領先業界的人工智慧邊緣計算產
品，並延長產品電池的使用時間

推出 RF 效能領先業界及具備成本效益的產品

推出領先的低功耗微處理器，延長可穿戴產品
電池壽命

領先業界推出最先進的產品

領先業界量產經濟實惠且高效能的可攜式超音
波掃描創新產品，協助促進人類健康與福祉

推出效能及能源效率領先業界的產品

 5 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製程（Fin Field-Effect Transistor, FinFET）（N5）技術
5G 行動通訊 高效能運算

7 奈米 FinFET（N7）系列技術
5G 行動通訊 人工智慧 高效能運算 車用電子

N12eTM 技術
高效能及高能源效率的智能化物聯網邊緣計算產品

22 奈米超低漏電（Ultra-Low Leakage, ULL）（22ULL）類比技術 
智能化的物聯網智慧型手機

22ULL 射頻（Radio Frequency, RF）（22ULL RF）技術
物聯網（IoT）的無線連接4G 射頻

 22ULL 嵌入式磁性隨機存取存儲器（Magne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MRAM）技術
物聯網微控制器（IoT MCU）穿戴設備

 互補式金氧半導體影像感測器（CMOS Image Sensor, CIS）技術
智慧型手機

  互補式金氧半導體（CMOS）微機電（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CMOS MEMS）技術

醫療器材

3DFabricTM 系列技術
5G 行動通訊 高效能運算

針對先進行動裝置的應用，成功開發能夠整合 5 奈米系統單晶片與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的整合
型扇出層疊封裝技術，並於民國 109 年協助數個客戶產品大量進入市場 推出效能與續航力領先業界的產品

整合型扇出層疊封裝技術（Integrated Fan-Out Package-on-Package, InFO-PoP）
先進行動裝置應用

民國 109 年推出 3DFabricTM －完備的三維矽堆疊（3D Silicon Stacking）與先進封裝系列技術。3DFabricTM 係
由台積公司領先的前段 3D 矽堆疊技術 － TSMC-SoIC® 系統整合晶片，以及涵蓋基板上晶圓上晶片封裝（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 CoWoS®）與整合型扇出 （Integrated Fan-Out, InFO）的後端 3D 導線連結技術所組成，
提供客戶整合異質小晶片 （Chipletes） 最具彈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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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持續推進技術為客戶創新
賦能  
藉由許多創新與突破，半導體具備更強大的運
算能力及更佳的能源效率，正為許多關鍵產業，
包括資訊與通信科技、交通運輸、教育、醫療
照護、娛樂和農業等帶來重大改革。對於為人
類生活帶來更多正面影響力的電子產品而言，
這些進步是相當重要的。做為全球值得信賴的
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台積公司不斷領
先推出最新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提供多樣且
完備的特殊製程以及卓越的三維晶片堆疊（3D 
Chip stacking）與封裝服務，為客戶實現各式
各樣的晶片創新，打造更先進、功能更強大、
更具能源效率、更經濟實惠的電子產品，包括
智慧型手機、高速運算、物聯網、車用電子、
消費性電子，以及醫療保健等各式應用。

與客戶攜手打造全球唯一手持式單探頭全
身型超音波系統裝置提升整體醫療成效

其中一個合作案例，是美商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於民國 109 年推出其下一世代的 Butterfly 
iQ+ 產品，是全球唯一的手持式單探頭全身型超
音波系統裝置，亦為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繼
民國 107 年推出其原型 Butterfly iQ 後的新里程

碑。Butterfly iQ+ 具備突破性的效能及無與倫
比的效率，使得成像更快速、更清晰、更鉅細
靡遺，進而協助全球醫療人員節省診斷與治療
病患時間，提升整體醫療成效。

結 合 Butterfly Network 公 司 最 先 進 的 晶 片 超
音 波（Ultrasound-on-ChipTM） 技 術 與 台 積 公
司 領 先 全 球 的 CMOS MEMS 製 造 技 術， 能 夠
將超音波傳感器（Transducer）完全無縫地整
合在一顆單晶片上。Butterfly iQ+ 的影格速率 

（Frame rates）提升 15%、脈波重複頻率（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提高 60%，能提供醫療
人員所需的清晰影像，協助快速取得重要的醫
療判讀與洞見。

此外，Butterfly iQ+ 的操作效率亦進一步提升，
除電池壽命延長 20%，掃描時間也延長 100%，
有效解決以往因機台過熱而停止操作的問題。
Butterfly iQ+ 所具備高效能的成像能力與優異的
操作效率，讓即使身處醫療資源不足的社區或
偏遠地區的全球醫療人員，能為病患及時做出
診斷與治療。此外，時值此全球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感染控制日顯關鍵的情況下，具有
肺部成像能力、方便攜帶與清理優勢的 Butterfly 
IQ+，亦成為一項對感染控制助益良多的工具。

Butterfly iQ+ 的創新與突破，促使超音波即時檢
驗（Point-of-care ultrasound）大步向前邁進，
未來將繼續對醫療、經濟與社會帶來貢獻。

美商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與台積公司合作釋放創新 
協助全球醫療系統提升醫療品質與效率

 ▪提供領先全球的 CMOS MEMS 製造技術，能夠將超音波傳感器整合在一顆單晶片上
 ▪設立專業工程團隊協助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釋放產品創新

對社會的影響
 ▪Butterfly iQ+ 具突破性的效能與效率，
協助全球醫療人員節省診斷與治療病患
時間，以提升整體醫療成效 

美商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與台積公司合作推出的
Butterfly iQ+ 產品，為全球首個手持式單探頭全身型
超音波系統裝置，協助提升全球醫療系統品質與效率
（感謝美商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授權使用照片）

半導體產品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推出
新世代 Butterfly iQ+ 產品 – 
創新的手持式單探頭全身型
超音波系統裝置

產品創新與突破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採 用最
先進的晶片超音波技術將超音
波功能整合在一顆單晶片上
 ▪Butterfly iQ+ 的 影 格 速 率 提
升 15%、脈波 重複頻率亦提高
60%，有助影像品質更清晰
 ▪Butterfly iQ+ 電 池 壽 命與 掃 描
時 間 各 延長 20%、100%，進一
步提升操作效率

Butterfly iQ+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共透過提供 281 種製程
技術，為 510 家客戶實現 1 萬 1,617 種產品創
新，持續為現代社會的進步賦能。

台積公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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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全球專利戰略版圖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在美國專利申請排行榜
躍居第三名，創歷史新高；在美國專利獲准排
行榜名列第六名，與民國 107 年同為歷史新高；
專利獲准率在美國前十大專利權人中名列第
一。台積公司全球專利總數累積超過 4 萬 5,000
件，其中超過 27,000 件專利來自 73 位台積公
司多產發明人之貢獻，台積公司同時鼓勵後進
同仁勇於成為新的專利發明人，民國 109 年，
共計 387 件美國專利來自 459 位首次取得專利
的員工。

專利管理體系四大策略

台積公司制定「專利版圖佈署戰略、戰鬥專
利挖掘打造、專利申請版圖擴建、專利版圖
校閱整編」四大智財管理策略，透過全方位
專利管理體系，以保護公司研發成果及技術
領先地位。

全方位專利管理體系涵蓋各個層面，包括評審
機制、獎勵制度、宣導教育及人才培訓等。台
積公司建立專利提案分級管控，應用在發明提
案審查、專利申請全程管理及專利家族版圖擴
建，最大化運用現有資源，進而打造具全球影
響力的高戰略價值專利版圖。同時，設計多元
的鼓勵創新機制，激勵員工持續提出發明申請；

全球專利布局策略目標

捍衛全球
營運活動自由

保護創新
技術領先地位

強化市場
整體競爭優勢

樹立產業
卓越智權聲譽

保護智慧財產權
為保護公司營運自由、強化產業領導地位，並維
護先進技術成果，台積公司建構全球專利戰略版
圖，以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技術領導高度，
結合專利地圖創新分析方法、擬定全球智權佈
署戰略，根據研發技術藍圖挖掘打造戰鬥專利，
搶佔關鍵技術制高點，使研發投資的專利產出
率高於同業。同時，透過創新的專利管理體系，
全程監管專利申請流程，以確保品質與效率，
並定期校閱專利版圖，執行策略性專利購買或
專利聯盟合作，建構綿密的專利防護網。

民國 109 年質量並重的專利成果

專利申請 
版圖擴建

專利版圖 
校閱整編

專利版圖
佈署戰略

戰鬥專利 
挖掘打造

 ▪ 專利申請全程管理
 ▪ 專利優化確保品質
 ▪ 專利家族倍增運動
 ▪ 專利武器打造佈署

 ▪智權保護類型整合
 ▪專利戰力分級體系
 ▪專利戰區佈署策略
 ▪專利地圖導航智權

 ▪ 專利版圖定期校閱
 ▪ 專利版圖整編成軍
 ▪ 專利版圖戰力分析
 ▪ 持續強化智權版圖

 ▪ 前瞻技術關鍵布局
 ▪ 挖掘發明全面保護　
 ▪ 產學合作專利指標
 ▪ 策略購買強化優勢

 ▪全球專利申請 6,900 件 
包含美國超過 3,500 件

 ▪美國專利申請排行榜躍居 
第三名，創歷史新高

 ▪本國申請數量連續 5 年 
蟬聯第一名

 ▪全球專利獲准近 4,600 件
包含美國超過 2,800 件

 ▪美國專利獲准排行榜名列第
六名，與民國 107 年同為歷
史新高

 ▪本國獲准數量第一名

 ▪美國專利獲准率高達
99%，在前十大專利權人
中名列第一名

專利申請 專利獲准 專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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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三大競爭優勢的營業秘密，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已累計蒐集來自逾 3 萬位員工所研發的
近 10 萬件營業秘密註冊案件。

台積公司對關鍵的營業秘密進行格式化的紀錄
及系統性管理。民國 109 年秉持創新的文化
傳承及精益求精的態度，不斷優化營業秘密註
冊及管理系統，積極運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 8,000件

> 8,800件

> 10,000件

> 12,000件

106
0

民國年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08107 109

營業秘密歷年註冊數量 營業秘密註冊與管理系統效益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年度專利競賽（Patent 
Campaign）」吸引近 1,400 件發明提案競逐、
「專利知識有獎徵答（Online Quiz）」約 3,000
名員工參與、跨部門的「前瞻技術發明論壇」
則針對 6 項新興技術舉辦 8 場論壇，挖掘超過
700 件發明提案。

此外，台積公司主動與國內外多國專利主管機
關進行密切聯繫與技術交流，協助專利審查委
員更加瞭解先進半導體技術，以提升審查效率
並取得高品質專利保護。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
應邀出席 4 場產官學研舉辦之智權研討會，分
享自身的智權管理經驗，裨益智權教育普及與
人才培育，促進智權保護升級；同時，就專利
制度與審查效率等議題提供實務經驗及業界建
言，協助健全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保護產業
研發成果。

營業秘密保護
穩定的本業發展是台積公司實現企業社會責任
的根基。營業秘密是台積公司重要的智慧資產，
不僅攸關公司的競爭優勢，更是永續創新文化
的動能。台積公司首創「營業秘密註冊及管理
系統」，記錄具有領先技術、卓越製造、客戶

Intelligence) 提昇對技術創新的發展趨勢與技術
聚落（Cluster）的掌握，並建構創新菁英人才
庫，發揮營業秘密註冊資訊對公司永續技術創
新與競爭優勢的最大效益。

持續精進營業秘密的管理是台積公司維護創新
文化的具體承諾。台積公司每年遴選對公司競
爭優勢具重大影響的營業秘密，頒發「金質營

業秘密獎」（Golden Trade Secret Award），
表揚員工對公司的貢獻，截至民國 109 年累計
頒發 1,616 座金質營業秘密獎予超過 4,000 位
的營業秘密註冊人。民國 109 年，金質營業秘
密獎增設「特殊貢獻獎」，由董事長劉德音博
士親自頒發，鼓勵 6 年來多次獲獎的優秀員工
對公司的特殊卓越貢獻。

發生侵害權利時，
可快速蒐集相關資料

透過線上系統詳實記載
業務上的發明、技術創新或改良

與公司內部其他系統
整合以發揮最大綜效

策略性管理智慧財產權組合

監督並防止
營業秘密外洩

加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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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精準製造
身為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領導者，台積
公司領先業界完成生產自動化，建構晶圓大
數據與機器學習平台，導入人工智慧，打造
可自我診斷與自我反饋的智能製造環境。民
國 109 年，因應市場更多元、更大量與更高
品質的晶片需求，台積公司全面展開數位轉
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啟 動 數 位 工 廠
（Digitized Fab）的製造流程改造計畫，透過
自動資料收集、系統輔助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之自主判斷，有效改善批貨處
理時間達 30% 至 40%。同時建構晶圓廠人工智
慧品質管制（AI Quality）系統，確保晶圓生產
品質，促動廠區間之標竿學習，強化技術移轉
能力，使智慧製造迅速開枝散葉。

針 對 智 慧 製 造， 台 積 公 司 引 進 虛 擬 實 境
（Augmented Reality, AR）與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技術，實現跨廠遠端合作與遠距
支援，民國 109 年更擴大導入 iWorker 遠距辦
公系統，強化遠端權限管理與網路流量管制，
尖峰時期單日支援超過 2,000 位員工居家辦公，
及時化解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對工
作地點限制的影響。

此外，台積公司自民國 108 年起於八吋晶圓廠
區首度導入地上移動型機器人及空中軌道搬運
車，搭配預測需求派工系統，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自動化搬運系統每日運量已超過 15 萬
次， 協 助 超 過 3,000 位 同 仁 提 升 10% 至 15%
工作效率，有效提升機台產能和生產效率，並
降低人員搬運重物的人因風險，建立安全友善
職場。

藉由智能精準製造，台積公司將穩定推動智能
化輔助生產，以期達成全面智能化自動生產，
持續為全球積體電路製造產業注入創新動能，
成為值得客戶長期信賴的合作夥伴。

分析比較歷年註冊案件的技術關鍵
詞，掌握技術創新的發展趨勢

台積公司推出營業秘密 AI 聊天機
器人（Chatbot），全年無休且即時
回答員工關於營業秘密註冊及保護
的相關問題，加速員工對於營業秘
密管理的認知

營業秘密註冊系統連結合約管理系
統，根據合約系統資料，提醒參與
技術開發或技術移轉相關專案人員
及時註冊研發相關的營業秘密

運用先進的資訊分析軟體，視覺化
（Visualization）營業秘密註冊資
料，透過即時更新、一目瞭然的註
冊數量等數據呈現，更有效掌握註
冊情形、即時更新註冊策略

對具有技術家族關係（Technology 
Family Relation）的註冊案件加以系
統化歸類並註記，以分析技術聚落

營業秘密註冊系統自動比對員工的
營業秘密註冊紀錄，主動提醒員工
加速註冊流程

營業秘密註冊系統結合人力資源系
統，自動記錄員工的註冊資料於其
人事檔案中，彰顯員工對公司技術
創新的貢獻，亦為主管評量考績及
晉升的重要指標

創新菁英人才庫

技術關鍵詞分析

AI 聊天機器人解惑

即時更新的視覺化數據分析

系統化技術聚落

導入智慧提醒功能

結合人力資源系統

NEW

NEW

NEW

AI

連結合約系統

分析「金質營業秘密獎」得獎者背
景建立「創新菁英人才庫」，做為
公司人才發展規畫與策略佈署

智動化與人工智慧管理營業秘密

台積公司領先業界完成生產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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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廠遠端協同合作 

廠際技術移轉 

自動化製造 

精進自動化自動化元年

89民國年 99 100

智能化元年

102-105

 ▪ 建置晶圓大數據平台 
 ▪ 以人工智慧分析生產資料，將結果導入製造系統

 ▪ 建構機器學習開發平台，加速開發流程並擴大應用領域範圍 
 ▪ 計畫培育 300 位機器學習專家

跨界 培育人才  

106

強化 智能系統 

107 108

精進智能化 知識智慧化 

 ▪ 領先業界建立全自動化超大型十二吋晶圓廠 (GIGAFAB®) 
 ▪ 晶圓生產自動化程度近 100%

 ▪ 建置電腦整合製造系統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整合高重覆性、低效率工作 

 ▪ 成熟製程廠區人員生產力每年提升 10 至 15% 

109

數位轉型 

 ▪ 攜手科技部與國立清華大學連續 3 年舉辦「半導體大數
據分析競賽」吸引 50 所大專院校、300 組參賽隊伍 

 ▪ 引領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調整大數據課程，深化學生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實力 

 ▪ 強調專家參與，結合人腦知識與電腦智能的人工智慧模型開發 
 ▪ 與美國哈佛、辛辛那提、俄亥俄等大學跨界交流人工智慧於半導
體製造領域的最新應用與發展

 ▪ 擁有 1,000 位 IT 專家、300 位機器學習專家 
 ▪ 持續透過智能化系統，開發先進技術與潛在應用領域

智能精準製造進程

機台自動化 

物料傳送自動化 

晶圓派工自動化 

晶圓
大數據 機器學習平台 

高效能計算 

資料整合平台 

智慧排程與 精準派工 

人員生產力 提升 

機台生產力 優化 

製程與 機台控制 

品質監控 

虛擬／混合實境 

人工智慧 品質管制 

數位工廠 

遠距辦公系統

專家參與智能模型開發 

專家 知識庫 

分析標的 製程特性 

跨站相依性 資料預處理 

智慧製造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加速數位轉型腳
步，應用 AR 與 MR 技術實現跨廠遠端協同
合作，強化廠際技術移轉能力 
 ▪推動數位工廠（Digitized Fab）的製造流程
改造計畫，有效提升批貨處理效率 40%  

智能化製造 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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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創新平台®
台 積 公 司 開 放 創 新 平 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OIP）是一個持續驅動創新的完整設
計技術架構，涵蓋所有關鍵性的積體電路設計
範疇，有效降低客戶設計時可能遇到的種種阻
礙，提高客戶首次投片即成功的機會。透過與
OIP 夥伴共同合作的五大聯盟—電子設計自動

化聯盟、矽智財聯盟、雲端聯盟、設計中心聯
盟、價值鏈聚合聯盟，台積公司積極實現客戶
與聯盟夥伴們的創新構想，以達成縮短設計時
間、縮短量產時程、加速產品上市時間並加快
獲利時程的共同目標。

OIP 成立邁入第 13 年，台積公司每年主動邀請
OIP 聯盟夥伴針對最新製程需求緊密合作與溝

通，將台積公司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注入聯盟
夥伴的電子設計自動化、矽智財、雲端產品以
及設計服務。每年即時推出生態系統解決方案
提供客戶優化產品功耗、效能及面積（PPA），
進而掌握在台積公司製程技術、OIP 設計解決
方案與客戶產品設計三者之間共同最佳化的
先 機。 截 至 民 國 109 年， 台 積 公 司 在 TSMC-
Online ™ 線上客戶服務系統已累積了自 0.5 微米

至 3 奈米超過 12,000 個技術檔案、450 個製程
設計套件，以及矽智財夥伴們從 0.35 微米到 3
奈米提供超過 35,000 個矽智財組合，協助客戶
更快速且可靠地設計，並推出創新的終端產品、
驅動全球科技發展。

民國 109 年 8 月，台積公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防 疫， 首 次 採 用 線 上 形 式 舉 行

OIP 五大聯盟

OIP

設計中心聯盟
提供系統層面的前端設計及後端實體測試服務

價值鏈聚合聯盟
整合積體電路價值鏈中每一個環節的設計服務，包含矽智財
發展、前後端設計、晶片生產、組裝及測試等

雲端聯盟
首創 OIP 虛擬設計環境、降低晶片設計客戶採用雲端解決方
案的門檻，充分運用雲端高效能運算，加速產品設計時程

矽智財聯盟
擁有業界積體電路設計應用需要且已驗證完成的 
矽智財（IP）組合

透過業界最早、涵蓋業界設計階段所需電子設計自動化
（EDA）工具的認證專案，即時提供符合最新製程技術的
設計工具套件，以滿足最新產品設計需求

電子設計自動化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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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年度技術論壇及開放創新平台生態系統論
壇，揭露一系列與 OIP 聯盟夥伴針對行動裝置、
高效能運算、車用與物聯網應用平台最新推出
的完整設計解決方案，如右圖所示。

台積公司透過 OIP 及領先技術不斷創新，實現
包括 5G、具有節能效益與高效能運算優勢的革
命性終端產品，為人類生活與工作帶來根本性
的改變，於民國 109 年 12 月榮獲全球最大的專
業技術組織—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
頒發 2021 年企業創新獎。

 ▪ 設計解決方案及生態系統準備就緒，並已實際應用於客戶量
產晶片中

 ▪ 已建構完整車用設計解決方案及生態系統

 ▪ 針對智慧型手機、高效能運算應用設計，提供探索功耗、效
能及面積（PPA）所需的配套解決方案（N3）

3奈米

（N5）
5奈米

 ▪ 設計解決方案及生態系統準備就緒，並已實際應用於客戶量
產晶片中（N6）

6奈米

 ▪ 設計解決方案及生態系統準備就緒，並已實際應用於客戶量
產晶片中

 ▪ 已建構完整車用設計解決方案及生態系統（N7）
7奈米

16奈米

 ▪ 支援人工智慧物聯網產品
 ▪ 優化速度及功耗效能N12eTM

 ▪建構整合的特殊製程技術平台，提供整體系統最佳化解決方案

 ▪包括非揮發性記憶體（NVM）、高電壓（HV）、感測技術、雙載子－互補
式金氧半導體－擴散金屬氧化半導體（BCD）、超低功耗（ULP）及超低漏
電（ULL）、類比、射頻（RF）以及邏輯技術

特殊製程技術先進製程技術

 ▪台積公司 3DFabricTM 為行動裝置及高效能運算的設計應用，準備了一系列
的先進封裝解決方案

 ▪包含為晶片堆疊而使用 TSMC-SoICTM（系統整合晶片）的前端 3D 技術，以
及為先進封裝而使用 InFO（整合型扇出），和 CoWoS®（基板上晶圓上晶片）
的後端技術

 ▪設計參考流程準備就緒，可支援客戶三維積體電路（3DIC）設計上的晶片、 
封裝，及系統整合的實現與驗證，促成更高的系統效能

晶圓系統整合技術

 ▪ 設計解決方案及生態系統準備就緒，並已實際應用於客戶量
產晶片中

 ▪ 車用設計解決方案及生態系統發展中

「IEEE 恭喜台積公司獲得 2021 年企業創新獎，
台積公司在 7 奈米技術的開發並協助各地晶片
設計人員實現創新方面締造了卓越的成就，使
其置身於優秀組織的行列，共同為工程領域與
全世界做出長遠的貢獻。」

—福田敏男博士，IEEE 主席

為表揚 OIP 聯盟夥伴的貢獻與合作成果，台積
公司亦於民國 109 年頒發「開放創新平台合作
夥伴獎項」彰顯優秀夥伴加速半導體創新的傑
出表現。

先進、特殊與晶圓系統整合技術的完整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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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合作計畫
「人才培育」為台積公司五大永續發展方向之
一，透過與學校合作，台積公司致力發展 STEM
教育，以強化國內人才素質與產業競爭力。除了
持續挹注資源，推動以「研究合作」、「人才培
育」與「學生職涯探索」為主軸的大學合作計畫，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進一步新設「台積電博士
獎學金」、擴大推動半導體學程及前瞻 IC 設計
學程架構，並跨界舉辦「台積X微軟黑客松競賽」
等活動，為產業創新增添源動能。

 ▪大學研究中心
 ▪產學合作研究專案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半導體學程
 ▪前瞻 IC 設計學程
 ▪實習生專案
 ▪研究助理獎助金
 ▪台積電博士獎學金

58

86

79

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大學研究中心與產學合作研究專案

合作項目 合作對象 受益對象／合作內涵 資源投入

註：提供博士班最高新台幣 36 萬元研究助理獎助金、碩士班新台幣 12 萬元、大學部新台幣 10 萬元；民國 109 年共頒予 86 名大學生、55 名碩士生、  
45 名博士生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國立臺灣大學
 ▪ 國立成功大學
 ▪ 國立清華大學

 ▪ 10 所國內大學與
15 所海外大學

受益對象／師生

提供研究助理獎助金，鼓勵相關科
系師生全心投入半導體元件、材
料、製程、晶片設計領域研究，  
毋須為生活打工壓縮學習時間

受益對象／教授
投入研究經費，鼓勵新的半導體研
究計畫，培育半導體人才

大學研究中心

台積公司攜手國內頂尖大學成立研究中心，透
過投入獎助金，支持大學師生積極提出突破性
的半導體研究計畫，發展半導體元件、材料、
製程、晶片設計等領域之尖端技術，同時培育
半導體相關研究人才。民國 109 年，已累計超
過由 215 名教授帶領的 2,800 位電子、物理、材
料、化學、化工及機械工程等領域之優異學生
加入研究中心。

產學合作研究專案

台積公司攜手國內外大學推動產學合作研究專
案，研究主題涵蓋創新的電晶體、導線技術、
材料、模擬及設計技術研究。民國 109 年，共
計與 25 所國內外大學的 89 位教授一同展開 86
件產學合作研究專案，年度研究經費總額逾台
幣 3 億 3,800 萬元，累計共提出超過 157 件美
國專利申請。

研究合作 人才培育 學生職涯探索

 ▪台積ｘ微軟黑客松
競賽

件86產學合作研究專案數
民國109年

大學
研究中心

產學合作
研究專案

民國 109 年投入 3 億
3,800 萬元研究經費，
展開 86 件合作專案

3 億 3,800萬

民國 109 年共提供 186
位註學生研究助理獎
助金，總金額近新台幣
1,788 萬元

1,788萬

大學合作計畫
註：實習生專案相關內容請參考「人才吸引與留任－人才招募」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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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IC 設計學程

隨著 5G、人工智慧與高速運算等應用科技日
新月異，晶片系統設計日趨複雜；加以摩爾
定律延續，半導體節點持續往前推進至 5 奈
米甚至以下的先進技術，客戶晶片設計與晶
圓製程技術無縫接軌的挑戰性與日俱增。為
確保終端產品的功耗、效能及面積（PPA）競
爭力，台積公司率業界之先，積極培育具備
製程技術與設計專業優化整合力（Design & 

上課前，58% 的學生不知道 
台積公司有 IC 設計相關工作

課程後，超過 87% 的修課學
生理解台積公司在 IC 設計產
業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並期待
加入台積公司從事 IC 設計相
關工作

台積公司
前瞻 IC 設計學程

（前導課程）
NEW

台積電－北科大
最後一哩課程
IC 布局與設計

台積公司的角色 課程內容 授課頻率／受益人數 合作大學

系所教師
 ▪理論教授

台積公司講師
 ▪實際電路設計案例講解
 ▪實際 IC 設計流程案 
例講解
 ▪介紹製程與晶圓布局技
術與矽智財資源
 ▪現場指導解惑
 ▪提供暑期實習機會

NEW

「此次有幸能獲得台積電博士獎學金肯定，並認
識產業經驗豐富的業師，每一次與業師學習的過
程，都有助我對產業的認識更深，謝謝台積電給
我這樣的資源與機會。」

—賴聖宗，元智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生  ▪先進製程的晶片設計與
3D IC 介紹
 ▪先進製程的標準電路
元件
 ▪晶片布局
 ▪前瞻晶片布局與 AI 在
晶片布局上的應用

NEW

NEW

NEW

87%

58%

6小時
每所學校 6 小時

800位
完整學程內容將於民國 110 年推出，
預計當年度修課學生可達 800 位

150位
民國 109 年共計 150 位學生

18堂課
18 堂課／學期

150位
自民國 105 年至今累計 150 位學生

「台積公司所規畫的前瞻 IC 設計課程，對於
學界跟業界差距的消弭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
台積公司業師提供第一手的產業知識，讓學生
能夠對產業需求、最先進的製程技術有實質的
認識，有助更具體描繪各自的未來志向與職涯
規畫。」

— 蘇紘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
系統科學系兼任教授

「獲得台積電博士獎學金對我是莫大的鼓勵。不
僅是經濟上的助益，業師計畫更讓我對未來研究
方向與生涯規畫有了更具體的想像與目標。」

—薛涵方，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
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電子組博士生

台積電博士獎學金

為帶動台灣整體半導體產業關鍵人才質量及研
發能量，台積公司於民國 109 年新設「台積電
博士獎學金」，提供學生每年 50 萬元、至多 5
年新台幣 250 萬元的獎學金，並邀請公司的資
深主管擔任業師，與學校教授共同合作，提供
產學並蓄的研究資源，鼓勵優秀學生攻讀半導
體相關領域的博士學位，當年度共計 22 位同學
獲得獎學金。

NEW

多所大學持續規畫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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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的前瞻 IC 設計學程，6 小時的前導
課程讓人意猶未盡。除了加深我對台積公司的了
解，清楚業界實務上先進製程晶片設計的流程，
也讓我更有興趣加入半導體產業發光發熱。」

—吳宏騰，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台積公司前瞻 IC 設計學程前導課程修課學生

差異化的薪資結構，招募修課完成的學子於
畢業後投入所學，使半導體人才自大學校園
一波波不斷萌芽，倍增國內半導體與晶片設
計人才庫。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台積公司以培養半導體人才為己任，民國 109
年透過「大學晶圓快捷專案（TSMC University 
Shuttle Program）」無償協助全球 16 所頂尖
大學師生將積體電路設計轉化為實體晶片，驗
證其設計應用，並讓學生得以一窺領先業界之
製程。

民國 109 年，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超過七
成以上的國內外合作學校改採遠距授課，但台
積公司大學晶圓快捷專案不受疫情與距離影響
而停歇，當年度透過晶圓快捷專案所發表之論
文數高達 93 篇。此外，大學晶圓快捷專案證明
學子的研究不只具備創新價值，更能透過台積
公司實做成高良率的晶片，其不可忽視的可實
現性讓其中 10 篇論文順利通過層層審核，入選
素有「IC 設計領域奧林匹克大會」美譽的國際
固態電路研討會（ISSCC）。

民國 109 年合作大學投入之研究範疇，不僅
聚焦最先進的 5G、無線通訊、記憶體應用、
人工智慧、穿戴裝置、安全應用與生物科技

等，更關注全球永續趨勢，加入了低耗電相
關研究與設計思維，舉凡美國洛杉磯加州大
學的射頻研究、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生醫研究、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無線通訊研究、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脈衝注入晶體震盪器設計、
國立清華大學的記憶體研究、新加坡國立大
學的眾多應用研究，都涵蓋了低耗電與能源
效益，在在顯示當代的研究不再只著墨於科
技實現的可能，更加入省電、續航力等未來
可永續地商業化之重要因素。

民國 109 年大學晶圓快捷專案製程技術與
研究領域

「記憶體領域的知識變化快速、應用廣泛，過去
數年和台積公司大學晶圓快捷專案攜手合作，不
但培育了眾多優秀學生投入記憶體研究領域，也
讓我們的研究成果屢屢在國際頂尖會議及期刊發
表，獲得產學研的熱烈迴響。」

—張孟凡博士，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透過台積晶圓快捷專案，才能讓我們焚膏繼晷
的成果被看見；也因為即早接觸台積公司領先業
界的製程，讓我求職期間更具競爭力。」

  —柯文昇，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 
曾參與台積公司晶圓快捷專案

（現台積公司技術研究組織工程師）

Technology Co-Optimization, DTCO） 的頂尖晶
片設計與布局專才。

奠基於開辦邁入第 6 年的「台積電－北科大最
後一哩課程：IC 布局與設計」，台積公司於民
國 109 年擴大課程架構為「台積公司前瞻 IC 設
計學程」，率先自國立清華大學展開前導課程，
由台積公司內部組成的專業講師悉心設計系列
教材，將原本的 IC 布局課程拓展為完整的 IC 設
計學程，引領學子認識台積公司如何在落實技術
領先的同時，協助客戶建構每個製程所需的設計
流程、驗證設計軟體，並提供配套的設計輔助方
案，加速客戶產品的量產時程。民國 109 年 12
月，前導課程已開辦於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台積公司前瞻 IC 設計學程」預計將於民國
110 年第一學期正式開課，台積公司同時規畫

提供學生進行設計的製程技術

 ▪非揮發性記憶體
（NVM）
 ▪類比訊號電路
 ▪數位訊號電路

 ▪混合訊號電路
 ▪射頻設計
 ▪超低功耗（ULP）

近年研究應用

 ▪5G 與無線通訊
 ▪記憶體應用
 ▪人工智慧
 ▪穿戴裝置
 ▪安全應用

 ▪生物科技
 ▪車用電子與無人機
相關雷達應用
 ▪數據中心網路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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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學術合作重點對象與該年度研究方向

學校名稱 教授名稱 研究計畫名稱 創新成果 應用

5G 高速乙太網路技術 無線通訊 車用電子 無人機 人工智慧 穿戴裝置 記憶體應用 安全應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陳巍仁  ▪ 112-Gb/s PAM4 有線傳輸收發機  ▪全新的資料與時脈回復電路最佳化演算法，加以超低雜訊頻率合成技術，提高
調變能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周世傑  ▪ 具自我修復以及測試之毫米波基頻適應性系統  ▪採用智慧型數位偵測與校正方法，降低類比電路設計複雜度與提升通信傳輸
吞吐量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管延城  ▪ 寬頻帶多使用者抗干擾雷達系統  ▪高精度跳頻雷達技術，可支援多使用者同時操作各自雷達，而不互相干擾

國立清華大學  ▪ 張孟凡  ▪ 具彩色圖像辨識能力與高能源效率運算之電阻式記憶
體（RRAM）與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RAM）

 ▪具備高速平行運算之記憶體，能同時提供儲存與運算之效益，大量減少傳統邊
緣運算處理器晶片資料搬移所耗費之時間與空間，可加速運算與減少電力消耗

國立清華大學  ▪ 林崇榮
 ▪ 金雅琴  ▪ 可堆疊之 3D 可變電阻式記憶體 （RRAM）  ▪相同的晶片大小，3D 堆疊架構下提供更多可使用的記憶體

國立臺灣大學  ▪ 劉深淵  ▪ 以震盪器整合濾波器之鎖相迴路  ▪能抵抗電壓、溫度變異；當外部訊號改變時，能更快速校準相位

國立臺灣大學  ▪ 李泰成  ▪ 應用次取樣技術於壓控震盪器之鎖相迴路  ▪以次取樣技術應用於壓控震盪器上，使其在 5G 的高頻環境下震盪器的雜訊也
能被有效壓低

密西根大學  ▪ David Blaauw
 ▪ Dennis Sylvester  ▪ 高能量脈衝注入之超低功耗晶體震盪器  ▪注入分頻、高能量、低頻率的脈衝，大幅減少晶體振盪器的功耗與震盪干擾

都柏林大學  ▪ Robert Bogdan  ▪ 基於電荷共享鎖定原理之低功耗鎖相迴路  ▪透過擴大雜訊容忍度與注入能量到晶體震盪器，降低雜訊干擾並產生極低頻
的參考訊號

新加坡國立大學  ▪ Massimo Alioto  ▪ 以物理不可仿製理論（PUF）為基礎之具錯誤校正能
力的金鑰生成架構

 ▪具備運行時錯誤校正功能並融合機器學習，大幅度降低傳統物理不可仿製金
鑰架構上會消耗大量電壓／溫度的問題

註：依合作單位名稱英文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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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虛擬設計環境（VDE）開創先進製程產學合作新模式，大學晶圓快捷專案首顆 16 奈米 FinFET 晶片順利投片

焦點案例

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模，以維持半導體
技術領先地位。隨著台積公司先進製程技
術飛速前進，在保護公司機密資訊的同時，
台積公司推出「大學晶圓快捷專案」，共享
製程與輔助設計資料予學校師生進行學術研
究，加速學校銜接業界演進，弭平產學落差。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透過擴大客戶使用的雲
端虛擬設計環境（Virtual Design Environment, 

VDE）架構，排除資訊安全疑慮，開放學校可
透過遠端連線至 VDE 的方式，使用台積公司先
進製程資料庫進行晶片設計研究與教學。經由
這個創新的雲端解決方案，使學校可應用的製
程技術由原本的 40、28 奈米一舉邁進 2 至 3 個
世代，首度踏入 16 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N16 
FinFET）的先進製程技術門檻。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深化「大學晶圓快捷
專案」影響力，以長期產學合作的美國史丹
佛 大 學 為 起 點， 由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教 授 Mark 
Horowitz 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率先採用 VDE，
以 N16 FinFET 製程進行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 DNN） 的 人 工 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加速器晶片研究。同年 12 月，
成功透過 VDE 將其晶片布局設計檔回傳至台積
公司、完成投片，並藉由「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將積體電路設計轉化為實體晶片，成為第一顆經
由大學晶圓快捷專案實現的 N16 FinFET 學術研
究晶片，大步推進人工智慧研究。同時，亦為
長期合作夥伴的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
研究團隊，也在傑出講座教授張懋中博士的引
領下，同步透過台積公司 VDE 在 FinFET 製程技
術上展開 N16 射頻電路晶片研究。

「經由 VDE，大學晶圓快捷專案的第一顆
N16 FinFET 晶片投片誕生了。美國史丹佛
大學與台積公司體現產學合作的創新模式，
將可讓業界先進製程技術和學校的尖端研究
成果相乘相加，激發更多半導體創新成真。」

—黃漢森博士，台積公司首席科學家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搭配雲端虛擬設計環境
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組合，藉此學生得以使用
獨步業界的先進製程，實現研究創新，進而
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半導體界。」

—張懋中博士，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傑出講座教授

 ▪ 台積公司發表 VDE，
協助客戶在雲端進行
IC 設計

107

110109

 ▪ 預計拓展合作範圍至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推動前瞻 IC 設計研究日新月異

大學台積公司
VDE 限制資料下載

遠端操作製程與輔助 
設計資料

晶片設計
投片資料

台積公司

 ▪ VDE 開創先進製程產
學合作新模式

 ▪ 通過台積公司資安驗
證， 將 FinFET 技 術
資料保護在雲端

 ▪ VDE 讓學子得以首度使
用先進製程進行研發

 ▪ 透過預先認證的人員管
控 與 固 定 連 線 IP 位 址
提升資料安全層級

 ▪ 提供先進的 FinFET 
製程技術，縮短產
學落差

民國年

 ▪ 完成 VDE 架構優化，符合校園研究應用

 ▪ 史丹佛大學首顆 N16 FinFET 晶片設計實體化

 ▪ UCLA 射頻研究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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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質

註 1：以下條件符合其一即為主要供應商（1）佔 85% 採購支出（2）單一採購來源（3）每季度皆有持續交易訂單

強化品質文化

▪創造持續改善活動效益達新台幣 120 億元
並推動至少 5 件優良案例參加「台灣持續
改善競賽」

▪創造持續改善活動效益達新台幣 200 億元
並推動優良案例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創造持續改善活動效益超過新台幣 150 億元
並有 6 件優良案例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目標：新台幣 110 億元；5 件 

▪推動 100% 在地主要原物料供應商與 75%
後段封裝材料供應商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
賽」，且 60% 晉級決賽註 1

▪100% 在地主要原物料供應商參加「台灣
持續改善競賽」與 50% 後段封裝材料供
應商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且 20% 
晉級決賽 NEW

註 2▪79% 在地主要原物料供應商參加  
「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目標：100% 

▪46% 後段封裝材料供應商參加「台灣持續改
善競賽」    
目標：30%

提升品質能力

▪提升十二吋晶圓出貨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
至每人每月為 7,000 片

▪每年提升後段封裝出貨目視檢查人員每人每
月生產力 5%，累積提升 50%（基準年民國
108 年）

▪提升十二吋晶圓出貨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
至每人每月 5,570 片

▪提升每人每月十二吋晶圓出貨目視檢查人員
生產力 5,423 片 
目標：5,415 片

▪後段封裝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提升 10% ▪後段封裝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提升 5.5% 
目標：5%

註 2：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供應商參賽情況不若預期；未參賽廠商，改採遠距分享方式交流

 ▪推行持續改善活動，強化內部 
品質文化

 ▪推動在地供應商參加「台灣持續
改善競賽」，提升在地供應鏈的
品質文化及競爭力

 ▪藉由機器學習方法，建立十二吋
晶圓出貨目視檢查缺陷判定系
統，提高人員生產力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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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註 3

實現品質應用

註 3：NMP 使用量減少指台灣廠區，因替代化學品影響部分廠區產品良率而需重新調整配方測試，民國 110 年開始子公司亦將進行替代計畫

提升品質能力

( 接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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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P 使用量減少 95% ▪NMP 使用量減少 59%     
目標：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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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鈺公司要求光阻供應商完成全氟己酸
(Perfluorohexanoic acid, PFHxA) 相關物質
之替代物質評估選定，並啟動產線測試

▪研發中 3 奈米及其以下的先進製程 100% 
不使用含 4 個碳以上的 PFASs 
目標：100%

▪依據公司技術藍圖，於設計開發階段即完成
最先進製程、特殊製程及晶圓級封裝製程的
可靠性認證作業

▪依研發組織目標完成最先進製程、特殊製程
及晶圓級封裝製程的可靠性認證作業

▪完成 5 奈米製程技術量產、22 奈米超低漏電
嵌入式磁阻式隨機存取記憶體矽智財、第五
代整合型扇出封裝技術的品質認證

▪建立 100 % 材料的致癌、致生殖突變、致
畸胎物質（Carcinogenic, Mutagenic and 
Reprotoxic, CMR）分析能力並協助主要供
應商同步發展相同能力

▪建立 100% 材料的 CMR 物質分析能力 
目標：100%

▪建立 100% 材料的 CMR 物質分析能力並協助
20% 主要供應商建立 CMR 檢出能力 NEW

 ▪建立化學分析實驗室有害物質
分析能力，確保員工健康及安全

 ▪依據公司技術藍圖，於設計開發
階段即完成最先進製程、特殊
製程及晶圓級封裝製程的可靠
性認證作業 

 ▪強化有害物質管理機制，提升 
綠色製造能力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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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組織

台積公司致力提供全球客戶卓越的半導體製造服
務，為了持續降低產品缺陷、精進製程控制、及
早發現異常、避免品質事件對客戶的影響，品質
暨可靠性組織攜手內部各組織精進品質管理系
統。民國 109 年，在製程方面，針對不同封裝技
術，進一步精準定義製程技術識別，確保各階段
品質管制作業正確執行，並將技術識別系統同步
提供業務組織，強化由訂單至產線之流程連貫性
與正確性；在系統方面，則與客戶（系統供應商）
建立品質管制程序，確保產品品質無虞。

台積公司除了將品質提升作為擴大推廣至采鈺
公司，同時為了讓品質成為領先技術的堅實後

註 1：運用機器學習，分析原物料與台積公司製程參數關聯性，設置高自動化先進材料分析實驗室，強化對原物料的檢驗能力   
註 2：針對不同封裝技術，強化製程命名的識別方式，以確保品質管制作業執行無誤
註 3：攜手客戶（系統供應相關）建立雙方合作的品質管制程序，以確保產品品質無虞

客戶服務組織

一般行政與
管理組織

供應商

營運組織研發組織

品質暨可靠性組織

設計服務
▪矽智財開發品質保證
▪設計套件開發管理

技術開發
▪SPICE 模型管理
▪製程技術開發管理
▪可靠度測試
▪技術發布標準

故障分析 供應商／分包商品質管理變更管制平台

潛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管制計畫 統計製程管制 量測系統分析 持續改善 –8Ds品質工具應用

光罩製作
▪遠端光罩資料庫檢查
▪設計定案服務系統
▪光罩圖形檢查系統
▪光罩缺陷檢驗

客戶滿意
▪客戶訴願管理
▪年度客戶滿意度

調查

品質暨可靠性組織跨單位合作

台積公司品質管理系統

晶圓製造
▪進料品質管制註 1

▪先進製程管制系統
▪設備即時監控系統
▪製程可靠度監控
▪晶圓允收測試
▪出貨品質保證

NEW

後段服務
▪製程品質管制註 2 

▪封裝可靠度監控
▪出貨品質保證
▪系統品質程序註 3 

NEW

NEW

盾，於全球廠區布局品質暨可靠性實驗室的完
整版圖，厚植更先進且高效率的品質分析能力，
做為製程持續優化的依據。民國 109 年，台
積公司設置高自動化先進材料分析實驗室，運
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分析原物料與製程參數關聯
性，強化進料品質管制。

積極培育下一代品質管理人才，台積公司持續投
入產學合作研究專案，截至民國 109 年，品質暨
可靠性組織共與5所大學合作完成16項研究專案，
主題範疇涵蓋材料、製程與晶片設計等，部分研
究成果已導入台積公司先進製程開發流程；同時，
亦持續捐贈大學優質分析與量測設備，提升學術
單位的品質分析能力，加強產學合作的綜效。

強化品質
文化

提升品質能力

實踐品質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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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全員參與的品質文化

全體
同仁

改善案例
註冊系統

經廠處主管
書面審核

優良案例知
識分享平台

NEW

經廠處發表會篩選

優良案例發表會
 ▪產能提升組
 ▪品質提升組
 ▪成本及生產支援組
 ▪環安衛與綠色企業組
 ▪STOP & FIX 組
 ▪助理工程師組
 ▪直接人員優良提案組
 ▪流程與效率精進組

經廠處
主管篩選

500件
平均每年獎勵 500 件
優良案例

> 6,000件
截至民國 109 年累積
獎勵超過 6,000 件

1,090 萬
發出獎金超過新台幣
1,090 萬元

台積公司品質暨可靠性實驗室全球布局

▪化學分析實驗室

▪掃描式電鏡實驗室

▪化學分析實驗室

▪特殊氣體分析實驗室

▪穿透式電鏡實驗室

▪表面分析實驗室

▪化學分析實驗室

▪穿透式電鏡實驗室

▪可靠性實驗室

強化品質文化
品質，是台積公司永續經營的重要基石。為確
保產品品質及客戶滿意度，台積公司不斷精進
品質系統及方法，民國 109 年，品質暨可靠性
組織持續舉辦優良案例發表會（Total Quality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Conference, TQE），
實驗設計、統計製程管制、量測技術及機器學
習、品質稽核等全公司性的研討會、訓練課程
與品質提升專案，深化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

台積公司推行第 28 年的優良案例發表會，除了
公開表揚的獎勵機制，民國 109 年首度採用新
的推廣方法，建立「優良案例知識分享平台」，
鼓勵組織間彼此觀摩獲獎案例，激發更多品質
改善的創新構想。民國 109 年，同仁共提出超
過 10,000 件改善案例，創造效益逾新台幣 150 
億元；其中超過 240 篇獲獎案例於「優良案例
知識分享平台」上線，截至 109 年 12 月已累積
點閱逾 30 萬人次。

此外台積公司亦藉由全廠區同步宣導的品質海
報，時時刻刻加深同仁品質觀念。民國 109 年，
逾 99% 同仁回饋文宣海報與優良案例有助提升
品質意識。

為了鼓勵同仁自動自發、及時防堵可能的品質
異常或不合時宜的作業規定，民國 108 年新設
立的「STOP & FIX」改善主題，當年度即收到
5,500 件案例，民國 109 年累計超過 6,500 件案
例，累積創造新台幣 44 億元以上改善效益。

▪可靠性實驗室

▪掃描式電鏡實驗室
▪先進材料分析中心

▪化學分析實驗室

▪掃描式電鏡實驗室

▪穿透式電鏡實驗室

▪可靠性實驗室

▪化學分析實驗室

▪掃描式電鏡實驗室

▪穿透式電鏡實驗室

▪可靠性實驗室

▪表面分析實驗室

NEW

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穿透式電鏡實驗室

▪表面分析實驗室

晶圓二及五廠 晶圓三廠 晶圓十二 A 廠
晶圓十二 B 廠

新竹

子公司 台中

台南

晶圓十五廠

晶圓十四廠
晶圓十八廠▪表面分析實驗室

▪先進故障分析實驗室

▪製程故障分析實驗室

▪封裝故障分析實驗室

▪產品故障分析實驗室

南京

上海

新竹

台中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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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提案主題 對策 改善效益

助理工程師組
機台保養與治具精進

▪設備保養手法最佳化
▪治具模組化，降低機台保養工時

產能提升組
改善光罩機台產能

建立三大自動化系統 : 
▪光罩手臂最佳化排程系統
▪光罩控片檢驗系統
▪光罩圖形檢驗整合平台

每日產出增加比例 作業時間降低比例 1 億 4,000 萬
新台幣／年

1 億 2,000 萬
新台幣／年

4,500 萬
新台幣／年

3,840 萬
新台幣／年

3,000 萬
新台幣／年

品質提升組
提升感光產品品質

▪增加離子佈植濃度，增加色彩飽和度
▪導入 3D 立體閘極，改善影像殘影問題 良率提升比例 色彩飽和度提升

比例

改善影像殘影 5 倍，讓
感光元件尺寸在微縮趨
勢下仍保有超高解析度

直接人員優良提案組
首創晶片自動運輸車技術
維修中心

▪建立馬達回收再生技術
▪針對濕度偏差，建立標準校正流程 警報降低比例

減少馬達報廢次數、
溼度計校正次數，節
省維修費用

民國 109 年優良案例發表會得獎案例

大幅降低資安
弱點數

企業資訊安全評等 99
分，優於半導體企業
平均評等（90 分）

▪導入資安弱點掃描工具
▪建立審查制度，新系統上線前皆須

通過資安審查
▪100% 汰換無安全更新軟體

流程與效率精進組
增強資安防禦能力

NEW

成本及生產支援組
測機架構大突破

▪首創測機自動化處理架構，計算最
佳化流程，自動抉擇程式與機台

▪提高測機使用彈性，降低測機準備
時間，減少產能浪費

測機人員生產力
提升比例  降低測機損失比例      

環安衛與綠色企業組
清新空氣，氨心有保障

▪高濃度氨氣產出機台進行風管改造
▪洗滌塔為具除氨功能，提升除氨效率

氨氣排放量減少
28 公噸／年，減
量幅度 > 60%

單位產品氨氣排放量
減少比例

90 － 97 98 － 103 104 － 108 109 － 迄今

▪提案系統電子化 ( 含案例註
冊、審查、效益統計等功能 )

▪訂定優良提案標準

▪優化提案系統查詢功能

▪新增提案報表分析功能

▪打 造 優良 案 例 知 識
分享平台

累計發放獎金 ( 新台幣萬元 )
累計改善效益 ( 新台幣億元 )累計提案 ( 萬件 )

工作重點

民國 98-103 年
擴大優良案例獎勵

民國 90-97 年
醞釀期

民國 104-108 年
優化申請流程與

獎勵主題

民國 109 年迄今

強化組織學習

STOP & FIX 組
獨家人工智慧光罩影像
生成比對

▪設計新穎人工智慧模型，教電腦畫
出標準光罩影像

防堵品質疑慮光罩
片數

光罩機台檢驗拍攝
時間節省比例

民國年

進程

5% 30%

20%>50%

74%

99

>50 >50

>25%>20%

>70%28
tons

500

1,630

1,090

99

1,480

1,000

98

880

7650

300

優良案例發表會發展重要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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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獎
離子植入，產能再進化

金塔獎
改善車用電子產品出貨檢驗缺陷

金塔獎
機台軟體智慧管理，品質守護無懈可擊

金塔獎
建立智慧型線上檢測系統，增進工作效率

報廢改善比例

產能提升

提升智能自動
化比例

大型片狀缺陷改善
比例

提升缺陷檢測效率

軟體版本管理防禦率

產能提升比例

金塔獎暨最佳改善創新獎
建立探針維修新手法，提升封裝測試生產力

探針效能值提升
比例

測試總產能提升
比例

維修時間縮短
比例

台積公司全面推行品質運動，透過「台灣持續
改善競賽」跨產業交流改善手法，分享台積公
司實務經驗，促進在地產業共同進步，並鼓勵
同仁藉由觀摩其他產業的改善方法，提升與激
發問題解決的創新能力。民國 109 年，台積公
司在「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共獲得 5 座金塔獎、
1 座銀塔獎及 1 座最佳改善創新獎。

為提升供應鏈永續力，台積公司亦鼓勵供應商
參與「台灣持續改善競賽」；繼民國 108 年
達成 100% 在地主要原物料供應商參賽，民國
109 年更擴大推廣至後段封裝材料供應商，首
年度即達成 46% 參賽率，民國 110 年將持續強
化其參賽質量，達成 50% 參賽率及 20% 決賽
晉級率。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供應商共計榮
獲 4 座金塔獎、5 座銀塔獎及 5 座銅塔獎佳績，
為彰顯供應商品質改善成就，台積公司特別將
得獎名單公告於公司官網。

民國 109 年，為配合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防疫措施，台積公司品質暨可靠性組織即時推
動應變作為，邀請未參賽之供應商於賽後觀摩
賽況、進行標竿學習，並由台積公司品質專家
透過遠距交流提供輔導，協助供應商把握改善
機會點，提出適合導入其企業內部的改善措施。

106105104103 108107 109 民國年

原物料廠商參與台灣持續改善競賽比例

目標參與率實際參與率

獎項 改善效益

18%

60%

89%

58%

100%

15.7% 97.9%

18% 31%65%

供應商參與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得獎實績台積公司參與「台灣持續改善競賽」獲獎實績  

台積公司「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參賽案例

18 億
新台幣／年

3 億
新台幣／年

48 億
新台幣／年

3 億 1,200 萬
新台幣／年

8 億 672 萬
新台幣／年

106 106105 105104 104107 107108 108109 109民國年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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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質能力
為了提高產品出貨品質與效率，台積公司自民
國 103 年開始導入機器學習技術與方法，成功
將先進光譜分析應用在晶圓瑕疵自動分類，完
成製程與機台的差異性偵測並加以改善；同時，
亦建立十二吋晶圓缺陷自動判定系統，強化出
貨檢驗手法的一致性，提升台積公司整體競爭
力。截至民國 109 年，十二吋晶圓出貨目視檢
查人員的生產力已提高至每人每月 5,423 片，
並進一步將機器學習自動化推廣到後段封裝目
視檢驗人員，生產力提升達 5.5%。

為落實原物料及供應商管理，品質暨可靠性組
織民國 109 年首次運用機器學習於原物料特性

果，與有害物質管理相關的缺失包括未做好危
害標示與分類貯存、個人防護具防護不足、未
執行產品有害物質定期檢測等，相關供應商依
據台積公司建議，均已於民國 109 年 12 月前完
成改善措施。另一方面，針對化學酸液的回收
及再利用，品質暨可靠性組織提供可靠的品質
驗證管控方法，除協助營運組織持續降低化學
酸液中不純物質的回收比例，民國 110 年預計

將回收再製技術分享給化學品供應商，共同投
入回收再利用發展，以達產品品質及環境友善
兼具的永續目標。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再次攜手國際半導體
產業協會，舉辦全國第二屆「策略材料高峰論
壇」，以論壇為技術交流平台，深化在地供應
鏈永續競爭力。

0

單位：片數12 吋晶圓出貨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

105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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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系統，有效強化進料品質的檢驗能力；同
時，為深化供應商管理，攜手資材管理組織共
同成立材料品質改善專案團隊，增加生產線關
鍵管制點的原物料品質檢查，並要求供應商應
用製程管制圖統計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強化上游原物料分析，嚴格控管製程與
上游原物料品質的穩定性，要求供應鏈工廠進
行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執行符合國際
標準的製程變更管理、評估、品質稽核等。

針對原物料的有害物質管理，尤其是導致罹癌、
生殖突變、畸胎（CMR）等物質，民國 109 年
台積公司已具備 100% 檢驗能力，並透過訂定
有害物質管理規範於《供應商永續標準》、教
育訓練、稽核與輔導，要求主要原料供應商建
立危害物質管理能力，進貨前必須先完成特定
致癌物質檢測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列為品質檢
驗報告（Certificate of Analysis）的必要項目，
主動提供進料品質結果，同時要求所有原料供
應商所生產的物料，若含 CMR 物質需告知台積
公司，且必須依照《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
規則》揭露於安全資料表上；台積公司針對所
有潛藏風險的物料，亦予以分類、執行抽樣測
試。台積公司透過分享 CMR 檢驗技術，同步提
升供應鏈對危害物質的監控與管制能力。民國
109 年，根據風險管理暨資材管理組織稽核結 民國 109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北區推行會會長暨台積公司副總經理何軍博士 ( 右四 ) 擔任頒獎人，鼓勵建立責任供應鏈並促進跨產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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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檢測儀器
(ICPOES ／ GCMS ／ LCMS）

▪台積專屬 CMR 物質頻譜資料庫
▪掃描 178 種 CMR 物質，確保

100% 檢出
▪運用高效率技術，提升 93% 篩

檢速度

致癌疑慮物質

 ▪使用單位評
估替代性化
學品

可取代
 ▪加強安全防護具
 ▪加強作業環境
定期監測

不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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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且高效率的檢測化學品

第三方公證
單位檢測

工廠既有物質

供應商新物料

100%   篩檢能力 
 93%   篩檢效率提升

要求主要原料供應商提供品質檢驗報告
新料評估要求檢測有害物質

 ▪疑慮材料送驗第三方公正檢測單位
 ▪若含危害物質，評估替代化學品或加強安全
防護

▪要求供應商 CMR 物質列為品質檢驗報
告必須項目

▪於綠色採購問卷宣告有害物

▪持續評估有害物質替代性化學品

縝密的源頭管理 周延的配套管理

亦同時提供現場作業人員強效防護具，並依循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定期進行作業環
境採樣分析，確認勞工無暴露風險。針對新材料
的管控，則透過「台積公司綠色採購問卷（TSMC 
Green Procurement Survey）」，要求供應商提
供分析報告證明材料符合規定，全面守護員工與
產業供應鏈安全。 

為了掌握具風險疑慮的材料流向，台積公司
打造高自動化先進材料分析中心，建立專屬
的致癌、致畸胎、致生殖毒性（CMR）物質
頻譜資料庫，利用感應耦合電漿光學發射光
譜儀（ICP-OES）、氣相層析質譜儀（GC-
MS）以及液相層析質譜儀（LC-TOF-MS）
三大光學質譜技術，掃描國際癌症研究機
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列管的第一級致癌性物質，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已完成 3 奈米製程技術材
料評估與選用，100% 完成有疑慮的材料分
析、完整篩檢出半導體材料中 178 種 CMR
物質，大幅縮短分析流程與資料判讀時間，
從 7 天縮短至 12 小時，效率提升 93%。

台積公司堅持對有害物質管理的承諾，依循
自身化學品管理流程積極建立 CMR 危害物
質防線；針對現行所使用的材料，一旦由先
進材料分析中心篩檢發現 CMR 危害物質，
必須送交第三方公證單位檢測，並搭配周延
的配套管理措施，要求使用單位評估替代性
化學品，以不使用為最高原則；若無法立即
100% 限用，除持續投入資源找尋替代方案，

台積公司打造高效率有害物質篩檢機制，100% 完整檢出

焦點案例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台積公司 CMR 檢測能力

實際值 目標值

台積公司有害物質篩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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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有害物質管理
台 積 公 司 對 於 有 害 物 質 的 管 理， 建 構 於 QC 
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系統上，對於對人體健康
有影響或會汙染環境的有害物質，秉持能不用
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的原則，替客戶生產的
產品完全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對產品有害物質
的要求。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持續進行含全氟辛酸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相 關 物 質 廢

止使用專案，經過多次反覆改善測試後，成
功完成所有含此類物質的光阻替代。近年，
國際間關注短鏈全氟烷基物質（Per 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 例 如 6 個 碳 氟 鏈
的 全 氟 己 酸 （Per luorohexanoic acid, 
PFHxA），歐盟預計將立法管制，台積公司目
前僅剩采鈺公司部分光阻使用此類物質，已
主動於民國 109 年與供應商展開替代物質評
估計畫，及早因應未來國際法規管制趨勢。

此外，台積公司部分去光阻濕式清洗製程使
用 N- 甲基吡咯烷酮（N-Methyl-2-Pyrrolidone, 
NMP），為降低人員暴露及環境汙染風險，台
積公司領先業界，早在民國 105 年即啟動替換
專案，7 奈米 ( 含 ) 以下先進製程在設計導入
去光阻濕式清洗製程時 100% 排除使用 NMP，
既有的廠區則陸續進行替代。由於替換過程中必
須改變設備硬體及製程參數，影響部分廠區產品
良率而需重新調整配方反覆測試，台積公司民
國 109 年持續與數家客戶緊密合作，針對超過
50 種製程進行替代性材料評估，儘管無法達成
較民國 105 年基準年 100% 替代的目標，但仍
全力朝民國 110 年全公司 95% NMP 削減率、民
國 119 年前完成 100% NMP 替代、所有製程不
使用含 4 個碳以上的 PFASs 目標前進。

實現品質應用
品質暨可靠性組織在技術發展階段，即協助客
戶將產品可靠性的需求導入產品設計中；民國
109 年與研發組織在先進邏輯製程技術、特殊
製程技術及先進封裝技術的開發及品質認證持
續合作，以確保元件特性、製程良率與產品可
靠性均能達到對客戶的承諾。

針對先進邏輯製程技術，品質暨可靠性組織
成功完成使用極紫外光（EUV）微影技術之 5

奈米三維鰭式場效電晶體（FinFET）產品品
質及可靠性認證作業，協助全世界第一個 5
奈米產品於民國 109 年進入量產。針對特殊
製程技術，則完成 22 奈米超低漏電（ULL）
嵌 入 式 磁 阻 式 隨 機 存 取 記 憶 體（MRAM） 矽
智財的品質認證。另外，在高效能行動運算
與高效能低漏電製程平台方面，亦順利通過 28
奈米嵌入式快閃記憶體的消費性產品級及車用
產品第一級的品質認證。另外，針對先進封裝
技術，台積公司整合前段晶圓製程與後段晶片
封裝、提供先進封裝解決方案、實現晶圓級製
程的系統整合，並完成具備更精細連結線寬與
間距的第五代整合型扇出封裝技術（InFO）以
及更大尺寸中介層異質整合的基板上晶圓上晶
片封裝（CoWoS®）封裝技術的品質認證，成
功進入量產，以支援行動裝置及高效能運算產
品需求。

藉由技術發展的品質認證、半導體製造服務的
即時防禦系統與創新方法應用、供應商品質文
化建立，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並未發生任
何大量產品召回事件；同時持續通過第三方稽
核認證，符合汽車產業品質標準 IATF 16949: 
2016 及國際電工協會電子零件品質認證制度
IECQ QC 080000: 2017 的要求。

依循綠色採購程序，避免新製
程原物料含有有害物質

要求供應商必須提出原物料符合
有害物質規範之佐證文件，台積
公司則隨機抽樣檢測，確認該原
物料之符合性

對於報廢產品，均依照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分類貯存，並委託合法廠商
妥善處理

每年針對各主要產品抽樣送交第
三方公正檢測單位進行有害物質
檢測

產品生命週期的有害物質管理

生產階段

產品階段

廢棄階段

檢測結果均符合相關法規及台積公司規範

為降低危害風險，台積公司針對少量含鉛
凸塊報廢產品制定單獨分類貯存管理流程

新增 1 至 4 個碳的 PFASs 為應揭露物質製程設計
開發階段

具體作為 民國 109 年成效

原物料完成檢測，檢測結果均
符合台積公司規範17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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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客戶滿意度 92.8%，連續 7 年超過 90%.  
目標：90% 以上

 ▪持續維持客戶滿意度 90% 以上高水準  ▪持續維持客戶滿意度 90% 以上高水準 

 ▪每 100 萬片十二吋晶圓產出的工程品質暨可靠
性問題案件數改善至民國 108 年的 70%  
目標：民國 108 年的 95%

 ▪每 100 萬片十二吋晶圓產出的工程品質暨可
靠性問題案件數改善至民國 108 年的 60% 

 ▪每 100 萬片十二吋晶圓產出的工程品質暨可
靠性問題案件數改善至民國 108 年的 70% 

 ▪通過客戶產品資訊安全稽核，無重大缺失  ▪通過客戶產品資訊安全稽核，無重大缺失  ▪通過客戶產品資訊安全稽核，無重大缺失  
目標：無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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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戶生產製造
的技術種類達 860 種，先進封裝技術種類
達 85 種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戶生產製造的
技術種類達 833 種，先進封裝技術種類達 77 種 
目標：技術種類達 800 種，先進封裝技術種類達 60 種

客戶服務

與客戶密切合作，定期以會議／
問卷方式了解並回應客戶的需求
及聲音，提供最佳客戶服務 

精準回應

提供完整且即時的資訊，確保
客戶產品定案的成功；強化流
程與系統架構，確保客戶產品
資訊受到最高規格保護

虛擬工廠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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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信任是台積公司的企業核心價值，我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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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客戶最高
規格的服務，台積公司建立一個全力以赴的客
戶服務團隊，一路從設計支援、光罩、晶圓製
造至後段封裝測試，建立專屬的協調溝通窗口，
提供最即時的協助，創造最佳的客戶服務經驗；
同時，針對客戶機密資訊給予最高規格的保護，
努力與客戶建立深遠的夥伴關係，並成為客戶
信賴且賴以成功的長期重要夥伴。 

精準回應
客戶的回饋與意見是台積公司精進客戶關係發展
的重要基礎。為了瞭解客戶需求，台積公司透過
不定期會議、季評核會議、年度滿意度調查，提
供客戶針對商業行為、客戶關係、技術、品質、
良率、設計支援、製造生產、客戶服務與未來需
求等的意見回饋管道，以供台積公司定期檢視、
分析並提出適當的改善計畫，藉由完整的客戶需
求回應處理程序，持續精進客戶關係。民國 109

年，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的影響下，
透過視訊會議，台積公司共計與 163 家客戶舉行
1,205 場客戶會議，並與 31 家客戶執行 115 場
季評核會議，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則涵蓋近 200
家客戶參與。民國 109 年，針對客戶期待優化技
術文件取得的便利性、商業需求回覆效率，台積
公司將技術文件瀏覽系統智慧化，並進一步簡化
專案評估、報價以及簽約流程，提升客戶商業需

客戶服務策略金字塔

客戶機密資訊保護

透過 TSMC-OnlineTM

提供完整且即時資訊 與客戶緊密合作

客戶信任

精準回應
客戶需求

虛擬工廠
主動提供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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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民國 109 年客戶滿意度統計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及子公司

客戶滿意度

年度客戶滿意度 商業季評核會議客服服務項目滿意比例

求的回覆效率。民國 109 年，年度客戶滿意度為
92.8%，連續第 7 年維持 90% 以上高水準，客戶
亦於客戶滿意度問卷中，針對台積公司商業流程
效率的改善給予正面迴響。同時，在商業季評核
中的客戶服務滿意度亦達 80% 以上。為因應快
速變化的市場需求，台積公司與客戶深入溝通、
緊密合作，在技術領先、卓越製造與高效服務等
面向不斷努力，持續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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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工廠
即時互動與資訊交流，以及完善的客戶機密資訊
保護機制，是取得客戶信任不可或缺的關鍵要
素。在即時互動與資訊交流方面，台積公司透過
TSMC-OnlineTM 系統讓客戶從設計、工程到後勤
整合，可以一天 24 小時、一星期 7 日隨時掌握
重要訊息，並且依據客戶的管理重點與需求，產
生客製化報表，提高客戶的晶圓管理效率。 

在 設 計 整 合 上，TSMC-OnlineTM 主 動 地 提 供
客戶在設計階段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訊，
幫助客戶快速完成產品設計；在工程整合上，
主動地提供客戶工程晶圓、良率、電性測試
分析及品質暨可靠度相關資訊，以利客戶持
續改善產品性能；在後勤整合上，主動地提
供客戶從訂單到收貨的相關訊息，確保客戶

 ▪設計定案
 ▪CyberShuttleTM

 ▪工程資訊

 ▪及時晶圓資訊
 ▪訂單管理
 ▪整合報表

 ▪設計平台
 ▪參考流程
 ▪技術文件

客戶

TSMC-OnlineTM

工程
整合

後勤
整合

設計
整合

民國 109 年
163 家客戶

1,205 場客戶會議

不定期
客戶會議

季評核
會議

民國 109 年
31 家客戶

115 場季評核會議

年度
客戶滿意調查

民國 109 年
近 200 家客戶

客戶需求

改善計畫

進度檢視

多面向的客戶溝通管道 

台積公司客戶服務團隊與
客戶共同舉辦

由中立的第三方
顧問公司透過

訪談或網路進行

行為面、印象面
與執行面

技術、品質、良
率、設計支援、
製造生產及客戶

服務六大面向

客戶需求

>400,000 客戶使用人次

12,000 個技術檔案

450 個製程設計套件

>100,000 下載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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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案例

智慧化技術文件導航系統

隨著技術種類的多樣性與日俱增，截至民國
109 年，TSMC-OnlineTM 提 供 逾 12,000 個
技術檔案，在既有的技術文件樹狀陳列架
構中，客戶容易在複雜文件階層中迷路或出
錯。此外，隨著技術複雜度以及檔案容量擴
增，文件下載也日益耗時。

民國 109 年，由台積公司客戶服務組織、業
務開發組織及企業資訊技術組織共同合作，全
面翻新 TSMC-OnlineTM 技術文件的陳列架構，
推出全新的智慧化文件瀏覽系統，協助客戶更
快速取得設計新產品時所需的技術文件。為了
讓系統功能一次到位，客戶服務組織及業務

開發組織根據客戶的使用回饋，以客戶的視角
出發，重新檢視技術文件的分類架構與操作邏
輯，以二維的矩陣表格取代既有的樹狀陳列架
構，強化篩選及搜尋功能。同時，在企業資訊
技術組織的協助下，TSMC-OnlineTM 以資訊安
全的前提開放雲端下載服務。

透過 TSMC-OnlineTM 全新的技術文件陳列架
構及智慧化文件瀏覽系統，讓客戶可以掌握
一目了然的文件地圖，輕鬆找到產品設計所
需文件；同時，雲端服務亦大幅提升技術檔
案的下載速度。智慧化文件瀏覽系統已於民
國 110 年 3 月漸進式開放上線，預估將有效
減少 70% 客戶查詢技術文件時間，提升文件
下載速度達 3 至 10 倍。

改善前——散布的樹狀陣列架構
改善後——矩陣表格讓檢索更容易 減省

70%

提升

3-10倍

即時掌握訂單狀態。透過 TSMC-OnlineTM，客戶
如同在自己工廠一樣，能即時掌控、管理完整的
產品製造訊息。台積公司透明且完整地提供客戶
所有晶圓製造相關服務，協助客戶產品成功。 

隨著先進技術種類增加，設計複雜性也不斷提
高。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與 OIP 聯盟夥伴以
及雲端服務供應商合作，為客戶提供一個不受
時空限制、完整資訊安全保護，且可在雲端高
效存取的設計環境，來協助客戶加速新產品設
計成功、奪得市場先機。

民國 109 年，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
戶 生產製造的晶圓技術種類累計超過 830 種，
先進封裝技術種類達超過 70 種。在客戶機密
資訊保護方面，為確保所有客戶利益，台積公
司設計滿足客戶需求的機密資訊保護機制，以
便協助客戶縮短產品認證時間，民國 109 年晶
圓十二 B 廠／晶圓十五 B 廠／晶圓十四 A 廠通
過 ISO 15408 廠區安全認證，達到生產安全產
品與客戶機密資訊防護的最高安全標準，具備
隨時可接受並生產客戶高安全性產品訂單的防
護等級。

有鑑於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
下，客戶無法進行跨國商旅，在符合機密資

訊的安全標準下，台積公司根據資料的機密
等級，提供不同的遠距分享平台，成功完成
15 場遠距稽核，協助客戶產品如期量產，贏
得客戶信任。 

台積公司深信，持續的創新與最高品質的產品
及服務是鞏固客戶滿意度的關鍵，做為全球邏
輯積體電路產業中值得信賴的技術及產能提供
者，台積公司將持續以服務為導向，著眼客戶
最大整體利益，成為客戶信任且賴以成功的長
期重要夥伴。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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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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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3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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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77

10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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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戶的技術種類

晶圓技術種類 先進封裝技術種類

客戶查詢
技術文件時間

文件下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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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卓越的製造服務優勢

27 68 25 64 46 47 23 67 75 24 5 2

72 151 51 158 160 148 37 129 229 134 13 4

1,155 1,344 294 1,156 1,805 1,264 407 1,010 2,138 1,194 52 8

晶圓二廠 晶圓三廠 晶圓五廠 晶圓六廠 晶圓八廠 台積電（中國） WaferTech 總公司及晶圓十二廠 晶圓十四廠 晶圓十五廠 台積電（南京） 晶圓十八廠

>1,240 萬片 民國 109 年晶圓出貨量
超越 1,240 萬片十二吋約當晶圓量

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製程技術

281 272

281

261

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客戶
510 499

510

481

民國 109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產品

11,617 10,761

11,617

10,436

歐洲子公司
台積電（南京）
台積電（中國）

韓國子公司 WaferTech

北美子公司
日本子公司

總公司及晶圓十二廠
晶圓二／三／五／八廠

晶圓十五廠
晶圓六廠

晶圓十四廠
晶圓十八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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