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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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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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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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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84%

108

92.5%

81%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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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
716

833

765

105

22

106

31

107

46

109

77

108

60

民國年

註：民國 109 年技術種類統計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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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