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 : 第一階供應商：直接交易且年度訂單 3 筆以上，交易金額大於 500 萬新台幣者，民國 109 年共 1,144 家符合定義，同時因每年簽署供應
商重複度高，簽署頻率由每年調整為每三年

註 2 : 關鍵供應商：符合占比前 85% 採購支出或單一採購來源條件或台積公司評估其採購金額、提供產品關鍵程度與台積公司商務合作關係等
綜合指標後認定

註 3 :  因應民國 109 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防疫措施，為降低現場
稽核潛在風險，本年度下修現場稽核家數以利防疫管理

永續風險控管
要求供應商以《台積公司供應
商行為準則》為行動依據，提
升勞動人權、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商業道德與管理系統績
效，持續降低營運中斷風險。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每年稽核至少 3 家供應商衝突礦產盡職調查，
累計達 30 家以上 NEW

 ▪稽核至少 3 家供應商衝突礦產盡職調查 NEW

 ▪每 3 年要求第一階供應商簽署《台積公司供
應商行為準則》，完成率達 100% 註 1

 ▪第一階供應商簽署《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
準則》完成率達 100% 
目標：100%

 ▪持續監督供應商從業人員於台積公司廠區出
勤狀況

 ▪持續監督供應商從業人員於台積公司廠區出
勤狀況

 ▪自動化報表每月示警供應商從業人員於台
積公司廠區出勤狀況 
目標：持續監督

 ▪每年要求第一階供應商以「永續管理自評問
卷」自評風險，完成率達 100% 

 ▪要求第一階供應商以「永續管理自評問卷」
自評風險，完成率達 100%

 ▪第一階供應商以「永續管理自評問卷」
自評風險：完成率達 100% 
目標：100%

 ▪要求供應商執行衝突礦產盡職調查，合規礦
產使用率達 100%

 ▪要求供應商執行衝突礦產盡職調查，合規礦
產使用率達 100%

 ▪100% 採購非衝突礦產 
目標：100%

 ▪持續要求關鍵供應商接受第三方 RBA 稽核，
預計完成 60 家

 ▪要求關鍵供應商接受第三方（RBA 認證稽核
機構）執行稽核，每 3 年完成率達 100% 註 2

 ▪完成 24 家供應商第三方 RBA 稽核 
目標：40 家

註 3

供應商永續管理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保障勞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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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ttps://esg.tsmc.com/download/csr/csr_supplysCodeOfConduct_c.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csr/csr_supplysCodeOfConduct_c.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csr/csr_TSMC_statement_on_Responsible_Sourcing_of_Minerals_c.pdf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註 4 : 多元方案開發提前達成民國 119 年之 125 項目標，民國 119 年目標由 125 項提高至 145 項
註 5：民國 108 年共稽核 32 家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原高風險作業供應商），其中 3 家安全衛生稽核分數低於 70 分，已於民國 109 年接受輔導，並經評估通過改善要求

在地採購優化
為持續增加在地採購比例，積極輔
導在地供應商精進核心能力，並訂
立節電、節水、減廢與減碳目標，
提升在地供應鏈永續發展。

精進供應鏈永續力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接上頁 ) 

強化供應鏈韌性
永續風險控管
要求供應商以《台積公司供應
商行為準則》為行動依據，提
升勞動人權、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商業道德與管理系統績
效，持續降低營運中斷風險。

 ▪在地供應商參與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畫家數
累計達 1,500 家 ( 民國 105 年為基準年 )

 ▪供應商參與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畫  
累計達 680 家

 ▪供應商參與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畫累計達 558 家 
目標：累計 500 家

 ▪舉辦年度「責任供應鏈論壇」  ▪結合台積公司年度「供應鏈管理論壇」舉辦 
「責任供應鏈論壇」   
目標：舉辦年度「責任供應鏈論壇」

 ▪在地原物料供應商接受製程精進與品質改善
輔導計畫，累計達 145 家（民國 105 年為
基準年）

 ▪10 家供應商接受製程精進與品質改善 
輔導計畫，累計達 55 家

 ▪12 家供應商完成製程精進與品質改善輔導，
累計達 45 家 
目標：12 家 ; 累計達 45 家

 ▪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安全衛生輔導完成率 100% ▪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安全衛生輔導完成率
100% 註 5

 ▪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安全衛生輔導完成率 100% 
目標：100%

 ▪完成開發 105 項原物料多元貨源方案開發  ▪完成原物料多元貨源方案開發達 70 項 
目標：64 項 

 ▪持續進行分散生產基地與新供應商評估，
完 成 原 物 料 多 元 貨 源 方 案 開 發 達 145 項 
( 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 註 4

 ▪累計達 130 家在地原物料供應商參與年度 
緊急應變觀摩

 ▪21 家在地原物料供應商參與年度緊急應變
觀摩，累計達 111 家 
目標：20 家；110 家

 ▪邀請在地原物料供應商參與年度緊急應變觀
摩，累計達 300 家（民國 105 年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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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環境衝擊

民國 119 年目標策略 民國 110 年目標 民國 109 年成果

達 成 超 越 未達成( 接上頁 ) 

註 6：以台積公司主要營運所在地台灣地區為主要執行範圍
註 7：高用電供應商定義：單一廠區用電 >500 萬 kWh ／年
註 8：指在地原物料廢棄物產出量前 80% 之供應商，其計算公式為 A ／（A+B）（%），當

月工廠廢棄物消除量為 A（公噸），當月工廠廢棄物總產出量為 B（公噸）

註 9：零配件因先進製程佔比提高、品質要求日漸嚴謹，目前台灣地區供應商尚無法滿足台積公司生產需求，且因應 COVID-19 影響需提高
庫存水位，因此未達年度在地採購目標 

註 10：後段設備因先進封裝佔比提高、對於品質與技術規格要求日漸嚴謹，台積公司同步提高國內、外供應商採購量，目前仍對國外供應
商需求較高，自民國 110 年起不再設此目標

在地採購優化
為持續增加在地採購比例，積極輔
導在地供應商精進核心能力，並訂
立節電、節水、減廢與減碳目標，
提升在地供應鏈永續發展。

 ▪供應商累計節電量達 3.2 億度  ▪供應商累計節電量達 2.1 億度 
目標：2 億

 ▪輔導供應商進行節電行動，累計節電量達
15 億度 ( 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廢棄物產出量減少
30.4%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單位廢棄物
產出量減少 29.4% 
目標：29.1%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廢棄物產出量減少
35% ( 民國 103 年為基準年 ) 註 8

 ▪供應商累計節水量達 450 萬噸 ▪輔導供應商進行節水行動，累計節水量達
3,500 萬噸 ( 民國 109 年為基準年 ) NEW

 ▪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
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50%

 ▪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
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100% 註 7 NEW

- 間接原物料在地採購比例達 60.5%  

- 零配件在地採購比例達到 50%

- 間接原物料達 64%   

- 零配件達 60% 註 9

註 10

 ▪提升在地採購比例註 6 

 ▪間接原物料在地採購比例達 60% 
目標：60%

 ▪零配件在地採購比例達 44.8% 
目標：50%

 ▪後段設備在地採購比例達 31% 
目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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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身為全球半導體產業領導者，引領供
應鏈向上提升，致力營造對環境及社會負責任
的營運模式。台積公司定錨「永續風險控管」
與「在地採購優化」二大策略為供應鏈永續發
展核心，使供應鏈朝向安全的工作環境、有尊
嚴的勞工關係、遵守道德規範的營運與促進環
境保護措施之模式持續進步。民國 109 年，
台積公司與供應商夥伴密切合作，透過「遵循
準則」、「評估風險」、「參與稽核」及「持
續改善」四大執行方針驅策供應商夥伴持續改
善、勇於承諾，主動與其上游供應商展開永續
行動。

落實責任供應鏈管理四大執行
方針
為促進全球供應商夥伴共同成長，台積公司持
續擴大管理版圖，升級供應鏈商務入口網站
「Supply Online」為全球責任供應鏈管理平
台「Supply Online 360 」， 統 整 供 應 商 溝 通
管道，提升訊息溝通正確性與即時性，於已於
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上線啟用，所有供應商
100% 完成系統轉換作業。Supply Online 360
以四大執行方針為架構、《台積公司供應商行

 ▪ 要求關鍵供應商接受第三方
稽核，由台積公司監督稽核
結果並要求改善

 ▪ 成立「供應鏈永續專案」，
以 S.H.A.R.P. 方法執行現場
稽核

 ▪ 給予輔導或協助，安排複查
檢視達標情況

 ▪ 對無法達標的供應商，可能
降低交易量或終止交易

 ▪ 無償提供企業營運與永續知
識學習資源並要求完訓

關 鍵 供 應 商 接 受 RBA 認 證 之
第三方機構執行或由台積公司
S.H.A.R.P. 團隊現場稽核

供應商依據稽核結果進行改善
行動，並接受相關輔導

 ▪ 建立「永續管理模組」的
稽核功能

 ▪ 成立「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 

 ▪ 建置「供應商員工申訴管道」

實施規則

管理措施

供應商遵循《台積公司供應商
行為準則》，並據此管理上游
供應商

 ▪ 第一階供應商需簽署《台積
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

 ▪ 關鍵供應商需要求其上游供
應商、承攬商與服務提供商
承諾遵循《台積公司供應商
行為準則》

 ▪ 新增《台積公司供應商永續
標準》

 ▪ 整合台積公司對供應商各項
標準與要求於線上平台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Supply 
Online 

360

遵循準則

 ▪ 以「永續自評問卷」鑑別第一階供應
商準則遵循表現，評估永續風險

 ▪ 由 台 積 公 司 供 應 商 健 檢 精 進 計 畫
（S.H.A.R.P.）團隊根據採購金額、
提供產品關鍵程度、台積公司商務合
作關係等指標鑑別風險

 ▪ 追蹤重大違規供應商，關注持續改善
狀況，降低風險

 ▪ 要求供應商評估與減緩氣候變遷風險

供 應 商 透 過「 永 續 自 評 問 卷（Self-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SAQ）」自
主衡量合規程度，或由台積公司團隊評
估永續風險

 ▪ 建立供應商永續指標數位管理工具
「永續管理模組」，含永續自評問卷
功能 NEW

NEW

評估風險 持續改善參與稽核

為 準 則 》 為 本， 透 過 Supply Online 360「 永
續管理模組」全新功能—數據化追蹤「行為準
則合規簽署」、「自評問卷永續風險評估」與

「稽核輔導改善進度」，以線上數據控管來推
動線下改善成效。同時，台積公司亦於 Supply 
Online 360 成立「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並

建置「供應商員工申訴管道」，具體實踐台積
公司的責任供應鏈行動，攜手供應商共創永續
半導體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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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準則
台積公司做為負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的會員，以其「行為準
則 」為藍本制定《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
規範供應商行動依據，要求第一階供應商遵守
行為準則，並鼓勵第一階供應商要求上游供應
商、承攬商與服務提供商共同採用本準則實踐
管理；同時所有新進供應商需簽署《台積公司
供應商行為準則》始能取得合作資格，並在後
續合作中定期接受風險評估與現場稽核，持續

進行改善措施。為協助供應商更具體落實永續
作為，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進一步制定《台積
公司供應商永續標準》，明訂五大項目實務執
行指引，對焦永續作為。

評估風險及參與稽核
為深入了解供應鏈發展現況，掌握潛在風險，
台積公司自民國 109 年起以三階段風險評估進
行管理，透過分級分類鑑別供應商所需提升的
作為，於 Supply Online 360 提供教育訓練資

源，並針對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實施現場稽核與
輔導，以確保有效控制風險。

為鑑別供應商永續風險，台積公司在初步分析
所有供應商後，進一步要求第一階供應商以
SAQ 檢視永續表現。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營
運總部所在地的台灣地區之第一階供應商共完
成 1,144 份 SAQ，問卷內容涵蓋《台積公司供
應商行為準則》五大項目，調查結果發現，針
對「勞工」部分，供應商常見問題為沒有具體

第一階供應商家數 《供應商行為準則》簽署比例

106 108107 109 民國年

1100

1200

1300

1400

1000

1,349

1,229 1,226

1,144

100%100%100%

87%

第一階供應商家數 「永續自評問卷」自評完成比例

民國年106
10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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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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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100%

2%

《供應商行為準則》簽署執行成果 永續自評問卷（SAQ）自評執行成果 三階段風險評估

以台積公司與供應商業務關係為基礎，檢視所有供應產品類別、所在地
等，進行初步評估，分析潛在風險

台積公司將第一階供應商以 SAQ 與交易金額等依據，定義其「關鍵」
與「風險」現況，並以「供應商風險矩陣」為本，實施供應商分級管理第　　階段2

針對「供應商風險矩陣」分類中，管理急迫性較高的「關鍵高風險供應
商」，實施現場稽核確認其風險實質現況，並持續輔導供應商降低風險

第　　階段3

第　　階段1

規畫監控其供應鏈勞動環境之規範；「健康與
安全」則發現供應商於環保法規、局限空間作
業、有害物質作業等項目尚缺乏鑑別風險規畫；
而「商業道德標準」調查結果則呈現出有 21%
的供應商尚未建立從業道德管理體系。此外，
台積公司亦要求關鍵供應商回覆其上游關鍵供
應鏈永續管理狀況，並自民國 110 年起透過
Supply Online 360 進行第一階供應商及其供應
商的整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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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風險矩陣與分級管理措施

簽署《台積公司供
應商行為準則》

以 SAQ 評估風險

永續學院
《台積公司供應商行

為準則》學程完訓

 現場稽核
風險程度：中

關鍵低風險
供應商

風險程度：低

非關鍵低風險
供應商

高
風
險

低
風
險

關鍵 非關鍵

風險程度：中

非關鍵高風險
供應商

風險程度：高

關鍵高風險
供應商

年度完成稽核家數 累計完成稽核家數

完成第三方稽核供應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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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8 110

24

46

79

163

103

60

33

民國年

關鍵高風險供應商評估流程

第一階供應商

同時，台積公司以採購金額、提供產品關鍵程
度與台積公司商務合作關係等指標定義關鍵供
應商，並依照 SAQ 結果、重大事故紀錄判定風
險高低；藉由「關鍵」與「風險」二大維度，
台積公司建立供應商風險矩陣，定義年度供應
商等級，據此訂定專屬永續管理行動，持續強
化供應商對 RBA 五大項目的認知程度，期望提
升供應商能力，有效掌握整體供應鏈永續風險。

透過「供應商風險矩陣」鑑別風險後，台積公
司執行分級管理措施，民國 109 年由台積公司

S.H.A.R.P. 團隊攜手 RBA 認證之第三方機構，完
成 24 家關鍵高風險供應商現場稽核，確實掌握
實際風險狀況並提升供應商永續表現。

台積公司期望與供應商密切合作，維護物料供
應與服務穩定，並引導供應商建立安全工作場
所保護勞工健康、降低環境衝擊，達到合作雙
贏。台積公司於 Supply Online 360 成立「台積
電供應商永續學院」開放式教育平台，將自身
經營與製造標準課程化，分享勞工權益、環境
保護、職場安全衛生等企業管理免費學習資源，

關鍵供應商 高風險供應商 關鍵高風險供應商
執行現場稽核

!

關鍵高風險
供應商

關鍵低風險
供應商

非關鍵高風險
供應商

非關鍵低風險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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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重大缺失」（Priority）：顯示有潛在的停產風險、生命危險、違法事項、系統性缺失風險，例如無非預期產線停止對應機制、已汙染環境、聘用童工或非自願性勞工等
註 2：「主要缺失」（Major）：執行面與程序書規定具明顯落差，例如日常運作不符合程序書規定等
註 3：「次要缺失」（Minor）：除了重大缺失及主要缺失以外的其他風險，例如未完整保留訓練記錄、程序書內容不完整等 

民國 109 年關鍵高風險供應商稽核

勞工 ▪未完全落實勞工工時符合法規規範 ▪要求落實勞工工時符合法規規範

道德
▪未建立禮品政策與程序：如規定供應商與

客戶間的往來禮品金額／頻率及鼓勵員工
申報利益衝突

▪將要求供應商建立從業道德規範，預計於民國
110 年完成

供應鏈風險

1. 未建立原物料與成品的多元來源與安全庫存
2. 缺乏完善的備水備電計畫以因應極端氣候變遷
3. 無完整的人力規畫以因應多變時局（如

COVID-19） 

1. 建立並驗證原物料與成品的多元來源，同時增加安
全庫存

2. 訂立備水備電計畫，並於新產線建置時期提早規畫
3. 針對 COVID-19 訂定完整持續經營計畫

品質可靠度

1. 原料品質掌握度不足
2. 未落實上游供應鏈風險評估與持續經營計畫、

未針對上游供應商定期進行現場與文件稽核
3. 製程變更未提早規畫並事先通知台積公司

1. 針對原物料品質進行控管，確保其品質穩定而非僅符
合規格

2. 進行上游供應鏈風險評估，現場稽核並宣導台積規範
3. 針對製程變更相關規範加強內部教育訓練 

消防系統

1. 未建立有效的防火管理制度
2. 消防設備未符合消防法規
3. 未落實消防設備保養

1.1. 要求供應商指派消防管理專責人員
1.2. 要求落實動火作業管理、易燃化學品管理與消防 

設備管理，並分享台積公司相關管理程序提供參考
2. 要求供應商依據法規改善消防設備，並給予輔導
3. 分享消防保養表單給供應商，並辦理消防設備實務操

作訓練

安全衛生 ▪缺乏完善的個人防護具與緊急應變管理 ▪要求建立完整管理程序，並分享台積公司實務經驗
與程序

環境保護 ▪未建立有效的雨水管理系統 ▪建立雨水與廢水分流管理措施

稽核單位 台積公司 S.H.A.R.P. 團隊偕同 RBA 認證之第三方機構

24 家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工廠稽核家數

現場稽核評鑑，共 24 場稽核方式

稽核缺失分布比例

43%

46%

11%
重大缺失註 1

主要缺失註 2

次要缺失註 3

勞工

道德

供應鏈風險

品質可靠度

消防系統

安全衛生

環境保護

8%

0.3%

10%

2%

16%

4%

2%

勞工

道德

供應鏈風險

品質可靠度

消防系統

安全衛生

環境保護

1%

0%

2%

1%

3%

4%

1%

勞工

道德

供應鏈風險

品質可靠度

消防系統

安全衛生

環境保護

2%

1%

13%

9%

11%

7%

3%

主要稽核缺失類別 關鍵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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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升供應鏈永續力
隨著全球半導體產業規模持續成長，有效管理
供應鏈為台積公司的重要使命之一。台積公司
關注環境、社會與經濟三大面向的永續經營，
致力提升供應鏈管理績效、持續推動改善行
動，以二大策略—「永續風險控管」要求供應
商以《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為行動依據，
提升勞動人權、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商業道

舉報管道程序圖

 ▪ 供應鏈員工申訴管道
供應商員工

 ▪ 檢視問題真因
 ▪ 實施改善措施

供應商

 ▪ 監督舉報案件調查
 ▪ 懲處措施
 ▪ 向台積公司供應鏈處理最高負
責人報告調查結果予懲罰措施

台積公司申訴處理委員會

四大行動方案

經濟

社會

永續風險控管 在地採購優化

精進供應鏈
永續力

降低環境衝擊強化供應鏈韌性

保障勞動人權
二
大
策
略

精進供應商能力並進一步推廣予其供應商，強
化整體供應鏈永續力。

另外，台積公司秉持以人為本的精神，在 Supply 
Online 360 設立公開的「供應鏈員工申訴管道」，
提供供應商員工保護措施，將管理觸角進一步向
外深化，推動供應鏈更友善包容的職場。

「感謝台積公司專家團隊的稽核與輔導，將
防災理念延伸至風險管控、系統維護保養
及損防設計，讓我們的防災標準短時間內
躍升為國際級半導體廠規格，強化公司整體
災損防護能力，同時提升員工安全認知。」

－馮志宏，台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協理

德與管理系統績效，降低營運中斷風險；以及
「在地採購優化」持續增加在地採購比例，輔
導在地供應商精進核心能力，並訂立供應商節
電、節水、減廢與減碳目標，提升在地供應鏈
永續發展。台積公司藉此二大策略、輔以四大
行動方案，持續推動供應鏈永續進程，發揮產
業領導者影響力。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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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風險控管
台積公司深耕「保障勞動人權」與「強化供應鏈韌性」二大行動方案，透過稽核與輔導要求供應商持續進步，攜手供應商建構勞工有尊嚴、企業有道德的職場環境。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啟動 S.H.A.R.P. 專案，
以迅速、有效且緊密的全面性合作，持續降低供應鏈風險。

訂單加註罰則，接受訂單視為接受處罰條例註 2

民國 109 年共計 1 家供應商接受懲處

頒發漢唐集成公司與和淞科技「傑出供應商獎」

第一階供應商簽署完成率 100%

24 家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取得第三方 RBA 稽核認證

當年度無申訴案件

升級管理工具，每月以自動化報表示警供應商
並要求改善措施

供應鏈 100% 落實非衝突礦產盡職調查

 ▪ 要求第一階供應商簽署《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 

 ▪ 要求供應商完成 RBA 認證之第三方稽核機構稽核 

 ▪ 於 Supply Online 360 設立「供應鏈員工申訴管道」

 ▪ 每季檢視供應商從業人員在台積公司廠區是否有連續 7 日
工作狀況

 ▪ 持續進行盡職調查，確保 100% 非衝突礦產採購

 ▪ 強化承攬商工安管理，特別是現場施工包商及再下游包商人
員，明訂違反工安作業懲處罰款 

 ▪ 強化承攬商工安管理，將工安管理列入供應商綜合評比考量

供應商問題／挑戰行動方案 台積公司輔導作為

供應商從業人員於台積公司廠區有連續
7 日工作紀錄註 1

供應商不確定是否符合負責任礦產原物
料採購規範

廠區內承攬商與其施工包商之工作安全
規範不完整

供應商對《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
合規能見度不足

註 1：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廠區內仍有供應商從業人員出現連續 7 日工作情形，台積公司加強宣導工時管理的重要性
註 2：自民國 107 年起於訂單中增設罰則，民國 109 年持續沿用

民國109年績效 供應商家數

1,144

24

1

 
2

36

 ▪ 持續開發多元貨源方案

 ▪ 邀請供應商參與台積公司年度緊急應變觀摩

 ▪ 啟動 S.H.A.R.P. 專案 

完成開發 70 項多元貨源方案

完成 21 家、累計達 111 家供應商參與

執行 24 場 S.H.A.R.P. 稽核

現有供應鏈緊急應變能力不足，可能導
致供應中斷風險

21

24

強化
供應鏈韌性 

保障
勞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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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


S.H.A.R.P.

台積公司 S.H.A.R.P. 團隊 外部第三方機構

NEW供應鏈風險

品質與可靠度

NEW消防系統

勞工道德

 ▪ 模擬多種意外情境與解決方案，事先預防降低損害

 ▪ 嚴謹的品質與可靠度要求，避免表現偏差

 ▪ 建立完善的消防系統，將產線與鄰近社區損傷風險
最小化

 ▪ 要求重視勞工權益與道德規範，創造正向的工作
環境留住人才

 ▪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確保操作人員的安全防護 

 ▪ 要求供應鏈重視節能減碳
環保衛生與安全

負責任礦產採購

台積公司支持採購非衝突（conflict-free）原物
料，藉此實踐人道精神與人性尊嚴的社會道德
準則。基此信念，台積公司已依循產業的領先
作為採取一系列法規遵循措施，包括建立符合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發布之「受衝突影響與
高風險地區之全球責任礦物供應鏈模範政策」

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架構。同時，台積
公司也是 RBA 與全球永續議題 e 化倡議組織最
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依據「負責任礦產確保計
畫」要求供應商採購非衝突原物料。台積公司
要求產品中含有鉭、錫、金、鎢的供應商遵循
負責任礦產政策採購，並簽署非衝突礦產聲明
書；民國 107 年起，台積公司對客戶揭露其產
品使用到鈷的來源熔鍊廠。民國 110 年起，台

積公司規畫每年度至少稽核 3 家使用鉭、錫、
金、鎢之供應商，進一步確保供應鏈申報狀況。

參閱台積公司最新申報文件，請至台積公司官網或美國證
管會網站。

供應商健檢精進計畫 (S.H.A.R.P.）

台積公司強化供應鏈韌性，確保營運持續不中
斷，民國 109 年，成立供應鏈永續專案，集結內

部專家組成稽核團隊，搭配 RBA 認證之第三方
稽核機構進行供應商全方位健檢，定名供應商健
檢精進計畫（Supplier Healthiness Assessment 
Rectification Program, S.H.A.R.P.）。 稽 核 五 大
領域為供應鏈風險、品質與可靠度、環保衛生
與安全、消防系統與勞工道德，透過現場稽核、
面對面意見交流等方法，持續挖掘五大領域標
竿作為，帶動供應鏈精益求精。

負責任礦產管理流程

原物 料責任 採 購聲明
台積公司

礦 產 來源 調查
供應商回應

盡職 調查

公開 揭露

01

02

03

04

衝突礦產盡職調查

註：數據涵蓋台灣廠區及WaferTech、台積電 （中國）、台積電（南京）、
采鈺公司的第一階供應商

合規冶煉廠家數 供應商家數 非衝突礦產使用比例

民國年

100%100%100%100%100%

106105 108107

173

10

235

29

256

31

259

234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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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採購優化
「精進供應鏈永續力」與「持續降低環境衝擊」二項行動方案為台積公司在地採購優化策略的實際作為。台積公司持續輔導供應商擴充產能、精進製程與品質改善，也要求落實職業環境安全衛生，致力
降低環境衝擊及其外部成本，減緩氣候變遷、資源耗竭所造成的影響，並執行供應商環境損益（EP&L）評估以量化衝擊，領導供應商訂立環境目標，提升在地供應鏈。

供應商問題與挑戰行動方案 台積公司輔導作為 供應商家數

精進供應鏈
永續力

持續降低
環境衝擊

民國109年績效 

17

10

30

在地化生產衍生環境衝擊與資源
耗用問題

 ▪ 推動在地採購降低運輸成本，設定間接原物料、零配件
與後段設備採購目標

 ▪ 要求高用電量的供應商節約用電

 ▪ 要求單位廢棄物高產出的前 10 家供應商持續減廢， 
逐年申報成果

 ▪ 執行年度供應商環境損益（EP&L）評估

間接原物料採購比例達 60%、零配件 44.8%、後段設備 31% 

輔導供應商節電，累計節能達 2.1 億度

供應商單位事業廢棄物產出量削減 29.4%  

邀請原物料供應商參與評估，預計於民國 110 年完成

32產能、製程能力與品質管理待強化  ▪ 輔導供應商擴充產能、提升先進量測技術與製造品質
精進

完成 89 項先進製程材料的品質改善；32 家供應商配合
5 奈米及 3 奈米量產需求完成產能擴充

環保安全與衛生制度落實度不足

101

147

1

 ▪ 舉辦年度「責任供應鏈論壇」

 ▪ 舉辦「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畫」實務經驗分享會

 ▪ 強化供應商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並列入供應商
綜合評比指標

頒發「優良供應商獎」，表揚長春石油化工公司永續績效，
鼓勵供應商觀摩借鏡

台積公司 ESG 委員會主席暨資深副總經理何麗梅分享台積
公司永續理念，超過 92% 與會供應商表示關注永續發展策
略、89% 關注風險控管議題

說明《台積公司供應商永續標準》，要求供應商建立環保安全
與衛生及消防系統管理制度，且由供應商高階主管加強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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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供應鏈環境安全衛生與損失防阻能力

提升供應鏈環保安全衛生與損失防阻能力，台積
公司的供應鏈環境安全衛生訓練，分為經驗分享
課程與實地稽核輔導二大面向。民國 109 年，針
對分享課程，台積公司特別說明《供應商永續標
準》的內涵與執行方針，針對永續稽核常見缺失
進行案例說明，例如未確實穿著個人防護具、消
防系統中斷／動火管理程序不完整、消防閥件應
開而未開等，並提供改善行動建議；此外，亦分
享具體可行的節能省水解決方案，全方位提升供
應商軟實力，共計 147 家供應商、347 人次參與

分享會。針對實地稽核輔導，民國 109 年則由台
積公司 S.H.A.R.P. 團隊親至現場稽核供應商生產
線、評核其消防軟硬體設施並提出改善建議。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持續精進經驗分享課程，
邀請供應商至位於晶圓十五廠的廠務學院，實地
解說消防系統設備的運作方式、保養與測試程
序，並開放實體操作演練，具體提升訓練成效。
民國 109 年，台積公司連續 5 年舉辦在地原物
料供應商廠區緊急應變觀摩，共計 21 家參與現
場實際緊急應變觀摩，累計達 111 人次。

衛生
消防

環安衛與
損失防阻

 ▪ 汙染防治 
 ▪ 節能省水 
 ▪ 有害物質管制

 ▪ 職業傷害 
 ▪ 職業病
 ▪ 化學品管理

 ▪ 火災防護
 ▪ 消防設備保養
 ▪ 地震防護

環保
安全

供應鏈環境安全衛生與損失防阻重點

 ▪ 個人防護具 
 ▪ 承攬商管理 
 ▪ 機器防護 

 ▪ 緊急應變 
 ▪ 自然災害風險

109

 ▪ 供應商輔導 
( 環保安全衛生訓練
／緊急應變觀摩 )

 ▪ 供應商輔導 
 ▪ 供應商現場稽核

 ▪ 消防系統實物解說
 ▪ 供應商共通缺失分享改善 
 ▪ 節能省水輔導 
 ▪ 持續緊急應變觀摩

供應商輔導及節電

累積家數每年參加家數

供應商環境安全衛生與損失防阻重點推動項目 「 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畫」分享會
參與供應商家數

0
105 107 109 民國年106 108

600

400

200

89
108 115

147

188

296

411

558

99

105

108

110

 ▪ 新輔導議題：RBA 7.0
 ▪ 動手實作 - 消防系統實作訓練 
 ▪ 現場確認供應商改善狀況
 ▪ 緊急應變桌上型沙盤推演
 ▪ 供應商新建廠導入節能標準設計 
 ▪ 供應商節水新目標
 ▪ 高用電量供應商取得 ISO14064-1

NEW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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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在地供應鏈不斷升級

台積公司主要營運生產地位於台灣，採購內容
包含設備、零組件、原物料、廠務、自動化暨
商品等六大類別。為建置更有效率、具競爭優
勢的供應鏈，台積公司積極提升在地供應商先
進製程技術能力，建立完整的在地半導體產

業鏈。台積公司除了在台灣廠區推動在地採
購，亦於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WaferTech 等子公司設置獨立的採購組織，做
為台積公司全球供應鏈的延伸，並協助當地供
應商提升技術、穩定的品質能力，降低成本及
碳排放量。

民國 109 年台灣廠區供應鏈管理行動

積極提升關鍵設備、零配
件及原物料供應商技術與

品質，提高在地採購量

持續推動或維持在地採購
比例，達到長期目標

邀請海外供應商來台設立
生產、研發、培訓單位

提升技術品質訂立採購目標 邀請來台設廠

緊急應變觀摩參與供應商家數 台灣地區在地採購比例 美國地區在地採購比例 中國地區在地採購比例

累積家數每年參加家數 間接原物料 間接原物料 間接原物料零配件 零配件 零配件後段設備 設備 直接原物料 直接原物料

民國年

33%

66%

33%

49%

34%

50%

59%

31%

45%

50%

60%
60.5%

60%

64%

民國年

12%

34%

77%

92%

13%

68%

80%

94%

15% 15%

76% 76% 

92% 92%

76%

92%

6%

72%

45%

21%

45%

86%

97%

16%

民國年106 108 119107 109 110 106 108 119107 109 110 106 108 119107 109 110

9%

0.4%

9%

33%

37%

1%
2%

15% 15%

11%

31%

35%

16%

5%

22%

40%

民國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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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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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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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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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改善成果輔導目標 台積公司輔導作為供應商問題／挑戰

高階先進製程
零件開發

產能建置

先進量測
技術提升

在地供應商先進製程技術能力輔導成果

零件維修 2 家

零件塗層 2 家

零件加工 4 家

化學品 4 家

研磨劑 1 家

光阻液 2 家

氣體 2 家

 ▪ 產能未達先進製程需求 產能提升 

建立品質缺失改善最佳標準
方法

研磨劑 1 家

光阻液 1 家

氣體 4 家

化學品 5 家
 ▪ 量測技術未達先進製程需求

 ▪ 部分先進製程高階零件進口比例偏高，
且國內廠商缺乏關鍵加工技術

 ▪ 部分高階機台維修保養須送國外，來回
需時較長，影響生產排程 

完 成 開 發 110 項 高階先 進
製程零件

 ▪ 組成專業團隊輔導在地廠商，提供技
術指導，協助完成驗證

 ▪ 與廠商定期交流產業發展趨勢與前瞻
技術，確保產業需求與廠商技術發展
方向一致

 ▪ 產線擴充

 ▪ 新增分析儀器

 ▪ 導入先進儀器

零退貨率

提高偵測極限 

具備 IC 材料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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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降低環境衝擊

台積公司以自身經驗要求並輔導供應商持續提
升永續績效，民國 109 年，供應商力行節電行
動，累計節電量達 2.1 億度，民國 110 年將進一

累計節電量（億度電)

減廢比例（％）

15

4.3
3.2

2.1

109 111110 119

100

56
50

0

ISO 14064-1認證比例107（％）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1,000

2,000

3,000

4,000

民國年109 111110 119

3,500

711
450

213

累計節水量（萬公噸）

民國年

步要求供應商將節電目標紀錄於單一廠區環保
年度目標，以推進 3.2 億度累計節電量之永續目
標；而針對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單位廢棄
物產出量民國 109 年減少 29.4%，超越原訂之
29.1% 年度目標。

除了節電與減廢，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將擴
大管理項目至節水及減碳，要求供應商進行節
水行動並訂定具體節水目標，定期追蹤執行成
果，目標於民國 119 年累計節水量達 3,500 萬

公噸；同時，台積公司亦要求高用電供應商需
通過溫室氣體排放查證、取得 ISO 14064-1 溫室
氣體盤查證書，目標於民國 119 年完成 100%
查證，合力減緩氣候變遷風險。

供應商節電節水減廢減碳目標與成果

0

3

6

9

12

15

18

0

10

20

30

40

106 107 110108 109 119

20.5

26.2
28.5 29.4 30.4

35.0

民國年

第一階段供應商目標
對象

節電

目標
對象

減廢

單位廢棄物
高產出供應商 高用電供應商目標

對象

碳管理

第一階段供應商目標
對象

節水

民國年109 11111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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