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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致力克服實踐永續發展目標所遭遇的挑戰，持續
為現代社會的進步賦能。

民國110年，台積公司透過提供291種製程技術，為535家客戶
實現超過1萬2,302種產品創新。奠基於技術卓越的基礎上，台
積公司擘畫ESG五大方向：推動綠色製造、打造多元包容職
場、建立責任供應鏈、培育人才、關懷弱勢，做為實踐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支柱。我們期待貢獻台積公司的創新力與
永續力，並與利害關係人攜手合作，驅動一個永續共好的未來。

面對全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聯合國於民國104年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設定宏大的願景，期盼民國119年來臨時，全世界能實現一個
永續且公平的未來，為人類及地球的和平與繁榮，提供從現在
到未來的共同努力藍圖。距離民國119年，僅剩下不到十年時
間，面臨全球地緣政治、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與極端
氣候加劇等挑戰，我們必須以創新與正向思維驅動改變，堅定
邁向2030永續發展目標。

台積公司是全球半導體製程技術及製造服務的領導者，運
用晶片創新，打造更先進、更強大、更具能源效率、更安全的
產品，不僅提升人類生活品質，更是邁向永續社會的關鍵。在
疫情影響下，半導體加速超級電腦的運算，提升疫苗開發效
率，為生物科學與醫藥科技帶來貢獻；疫情亦改變民眾生活模
式，消費習慣朝向數位化發展，使占全球用電量1%以上的資
料中心大幅成長。台積公司以創新的半導體技術，支援資料中
心達到最佳效能，兼具功耗效率及

何麗梅
資深副總經理暨 ESG 委員會主席

ESG委員會主席的話

從呼應到實踐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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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創造美好世界的契機 
為解決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未改善人類生活困境與推動進展未達預期等問題，聯
合國提出 「2030永續發展議程」（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發展一套以人為本（ People-centered）
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為全球人民實現可持續與公平的未來。

「2030永續發展議程」包括17 個永續發展目標（ Goals）與 
169 個細項目標（Targets），深切呼籲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於
全球夥伴關係中採取行動，共同消除貧困、改善健康與教育、
減少不平等、刺激經濟成長，同時因應氣候變化、戮力保護海洋
與森林的生物多樣性。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根據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2021永續發展
目標報告」指出，自民國104年推動SDGs以來，民國109年全
球SDGs指數分數首次低於前一年（民國108年），主因為新型冠

狀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導致貧困率與失業率攀升。全
球經濟、社會與環境受疫情全面影響，各國政府皆優先投入
非藥物干預、疫苗研發與配送事務，致力抑制疫情持續擴散，
挽救經濟復甦，排除永續發展障礙。

台積公司明白單一國家或企業無法單獨對抗全球永續發展面
臨的挑戰，須藉由多邊系統的有效運作，以因應當前及未來風
險。根植於基業長青的永續使命，台積公司從本業核心能力出發，
透過積極落實五大永續角色，攜手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以具
體行動方案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持續創造正向改變與影響
力，以期達成2030全球共好願景。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20
https://www.un.org/millenniumgoals/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https://www.sdgindex.org/reports/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1/
https://www.sdgindex.org/reports/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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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實現SDGs目標 匯集與聚焦改變力量

台積公司的永續承諾與角色
秉持提升社會的ESG願景，台積公司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具使命感，從半導體核心的創新力出發，聚焦於「綠色製造、建立責任供應鏈、打造多元包容職場、培育人才、關懷弱勢」五大ESG方向，透過台積
公司五個永續角色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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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使命
    願景： 提升社會
    使命： 誠信正直、強化環保、關懷弱勢

ESG方向
     綠色製造                             培育人才                                                     
    建立責任供應鏈                 關懷弱勢         
    打造多元包容職場   

永續角色
     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負責任的採購者               改變社會的力量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下方整圖插畫重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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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為解決全球永續發展問題，台積公司從核心能力出發，積極
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依循「瞭解SDGs與定義優先順序」、

「設定目標與整合」、「揭露溝通」三大步驟，檢視與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的連結，嘗試從本業的關鍵優勢，攜手上下游夥伴為

與社會帶來改變及創新。 

民國108年，台積公司董事長與ESG委員會主席召集技術發展、
業務開發、營運、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管理、人力資源、台積 電

文教基金會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等高階主管，合力擘畫鏈結台
積公司核心永續發展目標推動藍圖，正式宣示：「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是台積公司永續DNA的一環，永續發展願景是我們必須
連結的長期目標。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是台積公司永續DNA的一環，
       永續發展願景是我們必須連結的長期目標。

個
SDGs目標
9

個

永續管理作為

23個

個

民國119年
永續發展目標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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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SDGs與定義優先順序
根據台積公司的重大ESG議題、價值鏈與ESG五大方向，檢視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台積公司營運的相關性，定義SDG 3

（健康與促進福祉）、SDG 4（優質教育）、SDG 6（淨水與衛生）、
SDG 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SDG 8（就業與經濟成長）、SDG 
9（工 業 化、創 新 及 基 礎 建 設）、S D G  1 2（責 任 消 費 與 生 產）
與SDG 13（氣候行動）為優先項目，同時透過SDG 17（多元
夥伴關係），實現台積公司做為企業公民的重要角色，攜手利
害關係人共同推動永續倡議。

金色標題整欄字齊引言第二行字
的字首（圖整群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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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註 1：「上游」邊界為台積公司採購的原物料、設備及相關服務     註 2：「公司營運」邊界為台積公司提供的晶圓製造與封裝／測試業務     註 3：「下游」邊界為台積公司提供完成生產的客戶產品

採購階段           晶圓製造      封裝／測試   客戶使用
ESG發展方向     上游註 1              公司營運註 2               下游註 3

重大議題

綠色製造
落實清潔生產，領先開發高效節能半
導體技術以因應氣候變遷，促進全球
永續發展

建立責任供應鏈
攜手供應商及承攬商推展永續營運，
提升製造標準

打造多元包容職場
建立安全、健康、重視人權且能釋放員
工潛能的工作環境

培育人才
支 持 職 涯 發 展，並 攜 手 學 界 推 動
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與數學）
教育，培育未來人才

關懷弱勢
整合資源投入教育、文化與社會發展，
實現均等的共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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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供應鏈管理

產品品質與安全

創新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

氣候與能源

水管理

多元與共融

人才吸引及留任

人才發展

社會影響力

資源循環

空氣汙染防制

人權

職業安全與衛生

永續角色 

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負責任的採購者

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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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既有做法，瞭解自身營運造成的影響，接著透過ESG委員會
整合跨組織的資源與力量，揭露「台積公司民國119年永續發展目
標」，設定44個可衡量且具時效性的長期目標，將SDGs融入組
織文化與日常營運，執行23個相對應的永續管理作為，並以SDG 
17全球夥伴為核心，透過參與、合作及對管理作為，並以SDG 17

設定目標與整合
誠如SDGs基金的主席Paloma Durán所言：「企業需瞭解SDGs中的
實務案例，以各種方法將這些目標整合至日常活動，並找尋可行的
路徑，將永續發展目標融入組織文化、報告系統與營運。」台積公司
定義優先投入的9個SDGs目標後，從上游採購、晶圓製造、封裝／測
試、客戶使用的價值鏈階段進行整合，首先盤點組織內部與9個SDGs

SDG 3   健康與福祉
提升獨居老人醫療照護
     愛互聯服務獨老每年1萬2,000人次

     以更具能源效率的方式生產
          相同製程技術量產5年後，生產能效提升1倍
          民國105年至119年新增節能措施累積節電總量50億度
     與供應商合作推動節電
           輔導供應商進行節電行動，累計節電量達到15億度（民國107年為基準年） 

     使用再生能源
          自3奈米起，新廠再生能源占比20%以上，並逐年增加購買量，達全
        公司生產營運據點40%用電量為再生能源

SDG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推廣年輕世代孝道
          120間教育機構推動孝道教學
     青年教育與人才培力
          每年投入優質教育資源不少於新台幣5,000萬元
     偏鄉孩童關懷
          導讀時數每年超過1萬小時    
          偏鄉孩童受益人數超過1萬人

SDG 4     優質教育

     降低水資源風險（公升／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單位產品用水量降低30%（民國99年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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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放流水質
          水汙綜合指標優於放流水標準50%
     提高再生水使用量
          再生水替代率達60%以上 

SDG 6     淨水與衛生

     提供優質薪酬
          整體薪酬維持在業界前25%水準
     促進產業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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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關鍵供應商接受由負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認證之第三方機構進行行為準則稽核，每3年完成率達100%
          每年稽核至少3家供應商負責任礦產盡職調查，累計達30家
           要求關鍵高風險供應商接受供應商健檢精進計畫稽核，每年執
        行100家，累計達980家

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鼓勵創新
          持續保持技術領先，每年研發支出為營收之8.5%
          全球專利獲准數量累積超過80,000件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累計超過200,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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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 9   工業 、 創新及基礎建設

     該目標過去三年成效呈現正向影響趨勢
     該目標過去三年成效呈現負向影響趨勢
     過去三年數據呈現不穩定、無比較基礎的新增或調整後目標

     促進工作環境安全
          失能傷害頻率 < 0.3
          失能傷害嚴重率 < 3
          事件發生千人率 < 0.20 
          廢棄物處理廠商100%取得ISO 14001等國際環安衛管理系統認證
          關鍵高風險作業供應商安全衛生輔導完成率100%
          輔導高風險作業承攬商取得ISO 45001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
         證，通過認證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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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植在地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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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100%在地主要原物料供應商與75%後端封裝材料供應商參
        加「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且60%晉級決賽

全球夥伴為核心，透過參與、合作及對話，攜手員工、客戶、供應
商／承攬商、社會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不斷發掘治理／經濟、環
境、社會三大面向的發展契機，將SDGs目標轉換成實質行動，共
創人權尊嚴平等、地球生生不息及社會和平繁榮的永續未來。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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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溝通
台積公司遵循《SDG企業行動指南》（SDG Compass）的揭露與
溝通二大原則，以重大性議題為基礎，鑑別連結SDGs的優先項目，
每年不斷檢視與修正永續發展目標的優先順序，期許持續創造實
質且有意義的貢獻；同時針對已被鑑別出與SDGs有關的永續目
標，清楚說明每年績效、目標達成狀況及後續推動措施，主動向
利害關係人揭露與溝通。

台積公司亦參考全球永續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 n i t i a t i v e ,  G R I ）的 報 導 框 架，建 立 規 畫（ P l a n s ）、承 諾

（Commitments）、行動（Actions）、進展（Progress）、合作
（Collaboration）五大原則，揭露台積公司呼應與實踐SDGs的

作為。

支持與實踐SDGs的溝通原則

     推動事業廢棄物產出減量
          單位晶圓委外廢棄物處理量（公斤／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0.50
     推動循環經濟
          開發多種電子級化學品回台積公司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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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品管理
           建立100% 材料的致癌、致生殖突變、致畸胎物質（Carcinogenic, 
          Mutagenic and Reprotoxic, CMR）分析能力並協助含有疑慮物質的供
         應商同步發展相同能力
        100% N‒甲基吡咯烷酮（N-methylpyrrol idone,  NMP）替代
          （民國105年為基準年）
         所有製程皆不使用含4個碳以上的全氟烷基物質
       （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
     提升環保品質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降低60%（民國104年為基準年）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99%
     促進健康管理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0件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落實氣候風險調適策略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減少30%（民國109 年為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回到民國109 年水準
            高 用 電 供 應 商 取 得 I S O  1 4 0 6 4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查 證 證 書，完 成
      率100%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0天
     提升供應鏈氣候變遷風險韌性
          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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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環保／節能志工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服務每年至少1,200人次

SDG 13   氣候行動

 

原則四

進展
追蹤目標達成
情形

原則一 

規畫
聲明支持SDGs

AI

原則二

承諾
設定可量測目標

原則三

行動
採取行動方案

原則五

合作
攜手利害關係人
共同實踐SDGs

120ppm

0＝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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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獨居老人醫療照護

攜手醫療機構與社福單位等利害關係人，串連志同道合的點與線，打造全國性的獨居老人照
顧網「愛互聯」

呼應SDG 3健康與福祉目標，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3.4
2030年前，透過預防、治療，以及促進心理健康與福祉，將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
亡率降低三分之一

3.d 強化所有國家的早期預警、減少風險，以及國家與全球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特別是開發
中國家

行動

合作

9,000 9,527
10,855

15,719

進展

承諾
&

永續行動方案與進展

驅動具意義的影響力

119年承諾進展
愛互聯
服務獨老人次
單位： 人次／每年 12,000

人次

民國年                                            107               108             109             110                                                   119

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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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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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Oticon公司
打造人工智慧助聽器
每年3月3日是「世界聽力日」，台積公司長
期與助聽技術領導者Oticon公司合作，共
同 推 出 第 一 個 可 運 用 深 度 神 經 元 網 絡

（Deep Neural Network, DNN）晶片處理／
分析聲音的最新世代助聽器。

低功耗技術
28奈米1億5,400萬

       電晶體

內含
1,200萬
個真實聲音場景

導入

DNN技術

愛互聯自民國106年起舉行年度分享會，民國
109年第4屆愛互聯分享會首度規畫主題式分
    享，邀請公益合作夥伴以創新的執行案例彼
        此腦力激盪，創造更多互助合作機會。

民國110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為台東縣都
蘭診所及台南德蘭啟智中心挹注新台幣300
萬元購買接駁車，接送行動不便的長輩就診，
免除其長途徒步或因距離過遠無法就醫等問
題，強化醫療資源的可移動性。

疫情來襲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三部曲共同抗疫
民國110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升溫，全國進入第三級警戒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打造 「醫療、偏鄉教育、關懷弱勢」抗疫三部曲：

激盪更貼近需求的創新服務模式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愛互聯進化2.0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外部機構合作，成立愛互聯系統
串聯全台北中南數家醫療機構，與社福機構協助醫療
單位擴大低收入獨老服務對象。

台數百萬
協助客戶生產助聽器

座10
捐贈零接觸採檢站

15 間

愛互聯醫療及照護
機構合作夥伴

民國109年，Oticon公司的Oticon More™助聽器使用台積公司
28奈米低功耗技術、內含1億5,400萬個電晶體，導入由1,200萬個
真實聲音場景訓練而成的DNN技術，成為具備人工智慧聲音處理
與分析能力的最先進晶片。過去16年來，
全球已累計超過數百萬台搭載台積公司
生產之晶片的Oticon助聽器，協助聽障與
聽損人士體現無礙人生。

愛互聯分享會首度規畫不同主題
夥伴們認真聆聽分享          

台積公司協助Oition公司推出內建深度神
經元網絡的最新助聽器          

個

Read more

力挺醫療人員守護台灣
捐贈零接觸採檢站、製氧機與醫療物資包

助偏鄉不停學
攜手電腦相關企業共同捐贈筆記型電腦及平板、網路
分享器、科普教育輔助素材包、線上學習平台會員帳號

讓弱勢免於飢餓
攜手惜食廠商與食物銀行，提供調理包及食物給社
福機構長者與偏鄉孩童 Read more

Read more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提供3,000 箱食物至長
期關懷的偏鄉據點

桃園

彰化

雲林

嘉義

屏東

南投

花東

台北市

花蓮

台東

新竹

苗栗
台中

台南

高雄

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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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年輕世代孝道
青年教育與人才培力
偏鄉孩童關懷

呼應SDG 4優質教育，確保有教無類、公平及高品質的教育，並提倡終身學習

4.4
2030年前，大幅增加掌握技術和職業技能的青年與成年人人數，以備就業、正式工作和
創業所需

4.7                           
2030年前，確保所有學子都能獲得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包括永續發展教
育、永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全球公民意識、尊重文
化多樣性，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規畫

行動

合作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攜手員工、供應商夥伴、產業界、社福團體、學校與政
府等共同投入優質教育合作與倡議

進展

承諾
&

投入優質教育
資源

進展

＜5,000
萬元

志工導讀
時數 ＜10,000

小時

119年承諾

民國年                                            107               108            109          110                                                   119

單位： 新台幣萬元／每年

單位： 小時／每年

8,400 8,400

5,060 4,910

6,715
8,055

5,483
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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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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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程式教育增能計畫受益學生

隊+100
第五屆台積電青年築夢
計畫報名

78 位

偏鄉技職教育培
力計畫完訓學生

位18,000

12110年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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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培力偏鄉青年專業職能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民國109年起推動「偏鄉技職教育培力計畫」，
培力偏鄉孩童的學習資源，透過與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大金空調
合作，為國立恆春工商、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開設空調清
洗與維修培訓課程，
學生完訓後即符合執
業資格，可優先加入大
金空調或自行接案。

除大金空調，HAPPY HAIR快樂髮型也加入共好行列，截至民國110年，共計78位高職學生完成技職教育培訓，
預計民國111年將新增IKEA宜家家居、樂活生技二家公益夥伴，以跨領域共好的增能模式，協助學生找到志向、
習得專業技能。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攜手HAPPY HAIR快樂髮
型、大金空調協助學生培養專業技能

Read more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推動「新竹市程式教育增能計畫」
扎根在地資訊教育
因應教育部108課綱強調程式教育的重要性，台積電慈善基金會以「培
力」與「共好」二階段推動程式教育訓練課程。

攜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推動「新竹市
程式教育增能計畫」，透過教師研發
的創新教案，鼓勵學生運用台積公司
生產的晶片所製成的物聯網感測器
Rabboni 載具與程式語言軟體Scratch，開發創意遊戲，培訓由新竹市政府
教育處推薦的種子學校與教師，再由種子學校進一步教授其他學校與教師，
達到共好。民國 109 年受益學生已達1萬8,000人，民國110年以1個鄉鎮至少培
育1所種子學校的形式，持續推展至新竹縣小學，擴大扎根資訊教育。

參展學生於成果發表會中上台分享實作
心得

Read more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青年築夢計畫
「循環下世代」，助學子勇於逐夢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創辦「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每年提供新
台幣300萬元築夢計畫獎金，鼓勵大專院校學子勇於逐夢。

第五屆專題主題訂為「循環
下世代」，期盼藉此引發新世
代提出創意解方與正視環境永
續議題，共吸引超過百支隊伍報
名參加，最終入選8隊隊伍，於民國
110年實現夢想並舉辦成果發表會。

國立清華大學江怡瑩教授設計團隊於台
積創新館前與「循環之美」裝置藝術合影

Read more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將循環經濟理念推廣至公司員工，特別於台積
公司總部設置一台玻璃回收機台，鼓勵員工參與廢棄玻璃瓶回收行
動，深化環境永續意識與作為。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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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水資源風險
改善放流水質
提高再生水使用量

呼應SDG 6淨水與衛生，確保所有人皆能享有水資源、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6.3 2030年前，透過減少汙染、消除傾倒廢物、減少危險化學物質與材料釋放等方式改善
水質，將未處理廢水的比例減半，並提高全球水資源回收率與安全再利用率

6.4                           2030年前，大幅提升各產業用水效率，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回收，以解決水資源短
缺，並大幅減少面臨缺水問題的人數

參與國際倡議組織，攜手政府、員工與供應商夥伴共同提升水資源品質，打造淨正向的水
資源影響力

規畫

行動

合作

進展

承諾
&

單位產品
用水量
民國99年為基準年
單位： %

進展

降低30
%

                                               107               108          109              110                                                119

水汙綜合指標
優於放流水標準
單位： %

＜50
%

119年承諾

5.2 8.9 14.9
24.7

36.8
43.8 42.4 42.5

民國年

淨水與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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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第一座民營再生水廠

1
第一家獲AWS白金級
驗證的半導體企業

  

ppm120
化學需氧量排放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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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十五廠生態池

可持續水管理標準（AWS）評鑑分數再創新高
晶圓十五廠獲白金級驗證

晶圓十五廠依循此一標準，根據自身廠區用水數據及鄰近流域水資源
分布狀況，進行聰明複製（Smart Copy），取得117分的評鑑結果，民國
110年獲得AWS白金級證書，成為全球第一家連續2年以最高分獲AWS
白金級驗證的半導體企業。 Read more

為實踐水資源永續管理，台積公司引進全球唯一可持續水管理（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dship, AWS）標準，民國108年成立可持續水管理
推動小組，將晶圓六廠及晶圓十四B廠成功經驗彙整成《可持續水管
理藍皮書》，推動廠區一致性（Fab Matching）的水管理方針。

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為台灣第一座
民營再生水廠     

開全球半導體企業之先，工業再生水導入製程
台積公司實踐綠色製造，持續透過「節流」與「開源」並行的方針，投入資
源與人力強化用水效率，並打造高效且周密的水管理網絡。

自民國104年即開始發展再生水技術，民國105年打造全國第一條半導
體工業再生水試產線，回收處理工業放流水，並於民國109年啟動「台
積電南科再生水廠」建廠工程，為台灣第一座民營再生水廠，民國110
年完成管路配置、系統清水測試與建物外觀建置，預計民國111年運轉
供水，成為全球第一個導入工業再生水的先進晶圓廠。 Read more

開發氫氟酸廢水生物薄膜處理系統
降低化學需氧量平均濃度至120ppm
台積公司持續投資創新的水汙預防措施，透過縝密分流追蹤與專管蒐集高階
有機廢水，滾動調整機台的有機化學物質排放參數，成功削減製程化學需
氧量指標（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排放濃度達90%以上。

針對含有氫氟酸的有機廢水，
提升氟化鈣結合效率，控管
水中硬度濃度小於300ppm
標準，成功改善生物薄膜
結構堵塞狀況，回收取
得次級用水。

台積公司氫氟酸廢水生物薄膜處理系統

民國110年，晶圓十八A廠透過此創新技術將COD納管平均濃度從
150ppm（民國109年全年平均值）降至120ppm，預計民國114年達成
COD排放小於100ppm目標，同時成為新建廠房的標準設計。 Read more

COD
150ppm
12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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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具能源效率的方式生產
與供應商合作推動節電
使用再生能源

與供應商夥伴、客戶共同提升生產製程的能源效率，同時提供低耗能、高能效技術，協助客戶
產品成功應用

呼應SDG 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確保所有人皆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以及現代的能源

7.3 2030年前，使全球能源效率改善率成長一倍

7.a                           2030年前，加強國際合作，提升清潔能源研究與技術，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更先
進與清潔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對能源基礎建設與清潔能源技術的投資

規畫

行動

合作

進展

承諾
&

節能措施累積
節電總量

進展

50
億度

                                            107              108            109             110                                                   119

生產營運據點
再生能源占比
單位： %

40
%

119年承諾

民國105年為基準年
單位： 億度

17
24

9 12

6.7 7.6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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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

照片來源：
鹿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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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度2,171
民國119年預計為客戶生產
產品節電

159
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
專案數

項

iSystem™系統每年節省電量

萬度8,200
開發世界級半導體綠色機台
有鑑於製程機台用電量占全公司能源使用50%以上，
加以先進製程機台數量逐年增加，台積公司自民國105
年起攜手機台設備商，合作開發半導體節能綠色機台，
成為全球第一家要求設備商對先進機台導入節能措
施的半導體企業。 

民國107年，節能減碳委員會啟動「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民國110年
共累計159項節能方案驗證應用於119種先進製程機台，結合跨廠區導入
節能措施，截至民國110年共累計減省4億度用電量，邁向民國119年平均
機台設備節能效益20%的永續目標。

該技術於晶圓十五B廠建置成功後，民國110年持
續導入晶圓十八廠並逐步推展至台灣廠區所有十
二吋晶圓廠，預計未來每年可省電8,200萬度、減少8萬4,600公噸碳
排放量，創造新台幣5億2,000萬元節能效益，持續朝碳中和與淨零
碳排放的永續目標邁進。

領先業界打造「iSystem™物聯網智慧節能系統」
半導體晶圓製造過程中會使用不同製程氣體，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台積公司攜手應
用材料公司與附屬設備供應商針對非生產區（Sub-fab）的附屬設備打造「iSystem™
物聯網智慧節能控制系統」，同時整合「ISO 50001（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MS）能源管理系統」，改變既有
的全載方式運轉，極大化能源使用效率。

CO2

台積公司將「iSystem™ 物聯網智慧節
能控制系統」導入非生產區的現址式尾
氣處理設備，實現全時段動態節能

台積公司將「iSystem™ 物聯網智慧節能
控制系統」導入非生產區的真空幫浦，實
現全時段動態節能

台積公司攜手機台設備商開發半導體節
能綠色機台，成為全球第一家要求設備商
對先進機台導入節能措施的半導體企業

領先全球的高效節能半導體技術
協助客戶生產更具能源效益的終端產品 
台積公司開發領先全球的高效節能半導體技術，協助客戶生產更具能
源效益的產品。

民國110年，工研院產業
科 技 國 際 策 略 發 展 所
更新全球用電、國內生產
毛額與電子產品數量後進行模型推導分析，發現節電係數自民國
109年的-0.10提高至-0.128，以此預估台積公司每使用1度生產用
電，能為全球減省4度電；當進一步分析以半導體為核心的電子產
品應用，台積公司為客戶生產的產品將於民國119年協助全球節電
2,171億度，大約為生產用電的4倍以上。

隨著研究發展帶來的產品與製程效能精進，台積公司持續實現更
具能源效率的ICT應用，進而協助其他產業與民生節約能源。

隨著研究發展帶來的產品與製程效能精進，
台積公司持續實現更具能源效率的ICT應用

16110年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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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Read more

Read more

1kWh
4kWh

CO2

0＝

節能管理

異常警報
管理

AI

iSystem™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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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單位： %

單位： %

提供優質薪酬
促進產業永續性
促進工作環境安全
扶植在地供應商

呼應SDG 8就業與經濟成長，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發展，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8.7 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以消除強迫勞動、結束現代奴隸制度、人口販賣，確保禁止與消除最
惡劣形式的童工，包括童兵的招募使用，並於2025年終結一切形式的童工

8.8                           保護勞工權益，為所有工人創造安全與有保障的工作環境，包括外籍移工，尤其是婦女
移工及從事危險工作的勞工

攜手供應商與承攬商夥伴，建立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保障所有工作者的人權

規畫

行動

合作

進展

承諾
&

119年承諾

民國年                                     107               108            109          110                                                         119   

失能傷害
嚴重率 3

失能傷害
頻率 ＜

＜

0.3
進展

0.93

0.42 0.38

0.80

13 15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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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與
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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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移工人權維護規範

大面向4
每人平均疫調時間

分鐘15
駐廠承攬商從業人員關懷計畫
受益人次

人次60,000

18110年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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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供應鏈夥伴在疫情期間應確保人權維護》聲明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嚴峻，為提醒子公司及供應鏈夥伴應在尊重人權的前提下
妥善落實移工防疫作為，台積公司於民國110年7月發布《供應鏈夥伴在疫情期間應確保
人權維護》聲明，針對子公司及供應鏈夥伴所聘用移工的「人身自由、防疫宣導、意外及傷
亡、宿舍管理」四大面向訂定規範，提供移工有尊嚴的工作環境，打造負責任的供應鏈。

為擴大溝通效果，台積公司以移工母語翻
譯《供應鏈夥伴在疫情期間應確保人權維
護》聲明，查核國內供應鏈夥伴的移工工
作環境與宿舍，未合規者要求限期改善。

台積公司發布《供應鏈夥伴在疫情期間
應確保人權維護》聲明，保護移工人權

人身自由 防疫宣導 意外及傷亡 宿舍管理

Read more

截至民國110年，逾6萬人次受益，確保駕
駛員健康與公共運輸安全，實踐《供應商
運輸管理白皮書》承諾。

台積公司領先國內半導體業界發布《供應
商運輸管理白皮書》，針對車輛、駕駛人員、
運輸作業管理訂定具體規範

優化槽車灌充流程
縮短駕駛員50%作業時間、提升運輸安全
台積公司致力打造友善職場環境，以「駐廠承攬商從業人員關懷計畫」
精進貨運駕駛員晶圓傳送效率，亦優化槽車進料品質管制流程，透過品
質暨可靠性組織、資材供應鏈管理處實地考察及抽樣訪談，完成「保壓測
試、自動取樣系統、自動清潔裝置、車槽分離／彈性量測管理、線上液位
偵測系統」五大改善事項，使槽車駕駛員作業時間縮短50%、減緩疲勞
駕駛風險，並全面導入國內十二吋晶圓廠區、列為新建廠區標準設備。

提高50％灌充效率

Read more

COVID-19防疫網
守護員工職場環境安全與健康
面對國內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台積公司於民國
110年新增導入「熱點區域」概念，透過更細緻的區域畫分與
數值統計判斷傳播風險，並針對居住地與經常或偶爾活動於
熱點區域的員工，由單位主管評估安排其居家辦公，降低潛
在的感染機率。

同時，根據同仁每日回報的
體溫數據及調查紀錄，與系
統內的個人基本資訊如辦公
室樓層、座位位置、同居者、交通方式、曾參與的會議場次及用餐狀況等
連結，將疫調時間從一人平均2小時大幅縮短為15分鐘，並可快速取得密
切接觸者名單，使其後續防疫規畫安排更有效率。

台積公司致力將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傳播風險降至最低，提供廠區內所有人員
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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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創新

呼應SDG 9，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9.4 2030年前，所有國家應依各自能力採取行動，藉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採用乾淨環
保的科技與工業製程，升級基礎建設、改造工業以達成永續

9.b                           支援開發中國家的國內科技開發、研究與創新，包括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協助工業多
元化發展及提升商品附加價值

規畫

行動

合作

進展

承諾
&

結盟產業界、大學機構與學生，提升創新能量與技能，實現產品價值

119年承諾

39,118
45,162

50,506

34,958

全球專利獲准
累積數量
單位： 件

進展

8.2% 7.9%
8.5%8%

2,850 2,959
3,720

4,465

8.5
％

每年研發支出
營收占比
單位：          %

研發費用（百萬美元）

>12,000

>20,000

>8,800 >10,000

107              108               109          110 119

營業秘密註冊
累計數量
單位： 件

＜200,000

民國年

＜80,000
件

件

工業 、 創新
及基礎建設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20


110年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行動報告書

21

從呼應到實踐SDGs 創造美好世界的契機 匯集與聚焦改變力量 驅動具意義的影響力 建立多元的夥伴關係

所21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合作

5,155 位

台積公司金質營業秘密獎發明人 第二屆Careerhack競賽
報名人數

位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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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營業秘密管理
實現企業永續經營願景

台積公司每年頒發「金質營業秘密獎（Golden Trade Secret Award）」，截至民國110年，
共計頒發1,919個獎項予5,155位台積公司發明人，同年更進一步推出「綠色營業秘密獎

（Green Trade Secret Award）」，激勵員工更多ESG創新，註冊有關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水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空氣汙染防制的營業秘密。

此外，台積公司同時啟動「供應鏈營業秘密管理分享」
公益服務專案，針對規畫選定的6家在地供應商，完成
第一階段營業秘密保護理念與管理經驗分享，帶動供
應鏈發展更完善的智財管理實力。

台積公司分享營業秘密管理制度及經驗予供
應鏈策略夥伴          

TSMC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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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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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民國110年，已協助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史丹佛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等全球21所大學。

FinFET

其中，美國史丹佛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Mark Horowitz
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率先採用雲端虛擬設計環境（Virtual Design 
Environment, VDE），以N16 FinFET製程進行深度神經網路的人工智慧
加速器晶片研究，成功透過VDE將其晶片佈局設計檔回傳至台積公司且完成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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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推出「大學晶圓快捷專
案」，將學校師生的積體電路設計
轉化為實體晶片

（照片來源：國立清華大學）        

Read more

獲勝及參賽隊伍亦將優先獲得正職及實習的面試機會，為產業
創造更多優秀人才。

因應國內COVID-19疫情升溫，第二屆
Careerhack職涯黑客松程式競賽改為
線上舉辦

攜手台灣微軟跨界舉辦
「Careerhack職涯黑客松程式競賽」

民國109年，台積公司首次跨界攜手台灣微軟舉辦第一屆「Careerhack職
涯黑客松程式競賽」，深入校園鼓勵學生發揮所長；民國110年邁入第二屆，
報名人數增加逾百人，共計955位來自10國、69所大專院校學生，針對智慧
                      物聯網（AI Internet of Things, AIoT）、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與智能助理（AI Chatbot）
                                                                                           三大領域，激發出更多創新
                                                                                           應用，並實際接觸產業最需
                                                                                           要的技術，進而解決實務上
                                                                                           的挑戰。

AI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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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事業廢棄物產出減量
推動循環經濟
化學品管理
提升環保品質
促進健康管理

呼應SDG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2.5 2030年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及再利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產生

12.7                           依據國家政策與優先要務，推動永續性的公共採購流程

與廢棄物處理廠商、供應商、政府分享自身經驗，共同打造循環經濟生產模式

規畫

行動

合作

進展

承諾
&

進展 119年承諾

民國年                                                     107               108           109               11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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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

單位晶圓委外
廢棄物處理量 0.5

公斤單位： 公斤／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

1.01 0.99

0.35 0.40

29.4 3128.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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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消費
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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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智能追蹤查核
效能提升

65 倍

 創新化學濾網減廢效益

16 億元（新台幣）

廢棄物零掩埋最高等級認證

鉑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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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廢棄物智能追蹤系統
查核效能提升65倍
台積公司一年超過4萬次廢棄物清運出廠並委由廠商處理，
過去主要以人工查核方式進行追蹤，為有效提升查核效率，
台積公司於民國109年啟動「廢棄物智能追蹤系統」建置
計畫，以人工智慧技術取代現場抽查，協助廢棄物處理廠
商轉型升級。

截至民國110年，已成功導入4種不同類型的廢棄
物處理廠商，可逐筆追蹤台積公司廢棄物進廠與
再利用產品出廠車次，處理廠內貯存及處理查核
次數更提升65倍，透過遠端追蹤防堵廢棄物違法
棄置，全面掌握廢棄物處理流程。

台積公司透過收集廢棄物處理廠商桶槽的即
時液位數據，遠端追蹤廢棄物貯存及處理情形

IOT

Read more

領先業界持續創新化學濾網應用
累計創造逾16億元減廢效益
隨著半導體先進製程演進，氣態分子汙染物（AMC）控制技術已
成為提升晶圓良率的關鍵。

為減少因過濾AMC而產生的化學
濾網廢棄物，台積公司改良濾網
吸附效能及結構，除延長其使用
壽命，亦降低更換作業可能造成的
人因傷害；截至民國110年6月，共減少濾網廢棄物3,251公噸、
碳排放量1萬2,028公噸，約當31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二氧
化碳吸附量，成功創造超過新台幣16億元減廢總效益。

此外，台積公司亦進一步研發濾網再生功能，使其可重複使用，民
國110年已完成驗證，民國111年將陸續導入台灣廠區所有晶圓廠，
預計每年可再減少20%濾網廢棄物。

台積公司攜手供應商創新化學
濾網應用，累計創造逾16億元
減廢效益

Read more

晶圓十二廠獲UL 2799廢棄物零掩埋最高等級鉑金認證
台積公司推動綠色製造，以「廢棄物產出最小化，
資源循環使用最大化」為營運方針，截至民國110
年，連續7年廢棄物回收率達95%。

同年10月，晶圓十二廠第1期、第2期廠區取得UL 2799廢棄物零掩埋
最高等級鉑金認證，預計民國112年前所有台灣廠區將聯合取得UL 
2799鉑金級認證，並持續延伸綠色經驗予全球其他廠區及子公司，落
實資源永續再生的使命。

台積公司領先業界首創電子級銅物料循環
再生，讓循環經濟的永續行動生生不息

Read more

449 537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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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氣候風險調適策略
提升供應鏈氣候變遷風險韌性
成立環保／節能志工

呼應SDG 13，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3.1 強化各國對氣候變遷浩劫、自然災害的抵禦與適應能力

13.3                           針對氣候變遷的減緩、調適、降低衝擊與及早預警，加強教育和意識提升，精進機構與
人員能力

帶動員工、社區、供應商提升氣候意識與知識，實現氣候行動

規畫

行動

合作

進展

承諾
&

單位產品溫室
氣體排放量減少

進展

30
％

保育環境相關
志工服務 1,200

人次

119年承諾

                                               107               108                 109             110                                            119

單位： ％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單位： 人次／年

23 23
17 17

770

950
1,044

704

民國年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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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257
第二屆TSMC ESG AWARD
提案數

1
國內首家取得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的半導體公司

民國139年達到淨零排放

Net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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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ESG AWARD實現數位創新
永續新動能躍升60%
台積公司以TSMC ESG AWARD鼓勵員工提出鏈結公司ESG五
大方向的好點子、表彰組織的ESG績效，為社會帶來正向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屆獲獎提案之一「浸潤式冷卻高效運算電腦機房」已成功實現，
預估自民國119年起，每年減少4億度耗能。此外，為進一步厚植各組織ESG文化，第
二屆新增「ESG創新推廣獎」，獎勵以創新方法激發組織內部同仁實踐ESG的組織
ESG種子代表，為共好價值賦能。

民國110年首度涵蓋2個海外子公司台積電（中國）、
台積電（南京）共襄盛舉，並透過3D虛擬展覽空間、
全公司性直播活動等數位創新途徑，降低疫情間群
聚風險；第二屆總計報名提案數達1,257件，相較第
一屆成長60%，其中符合年度主軸「節能減碳、淨零
排放」的提案達542件，顯示同仁積極投入友善環
境的氣候行動。

第二屆TSMC ESG AWARD提案數達1,257
件，持續擴大共好影響力ESG

Read more

發布第一本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啟動氣候挑戰下的淨零宣言

民國110年9月，台積公司宣布民國139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並發布第一本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TCFD Report），透過「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四大方向，推動低碳轉型與氣候調適。

台積公司首創環境友善的「乾式EUV光罩
潔淨技術」，運用落塵分析技術取代傳統
的沖洗流程，有效削減99％落塵率

台積公司持續
力行製程溫室
氣體用量最佳
化、排碳潛勢最
小化與尾氣削
減最大化的標
竿作為，全面導
入最佳可行技術，同時長期追蹤四大主要管理策略的中長期目標及各
項指標績效，並將其納入高階主管薪酬制度，不僅可吸引與留任高階主
管，更進一步強化並落實台積公司ESG策略。

＝

CO2

Read more

國內首家獲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半導體企業
培育新一代環保公民
晶圓十五廠為台積公司第一座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廠區，
打造12大特色的生態導覽地圖，亦為國內第一家獲得此認證的半導體企業；
民國110年推出不同年齡層的學習課程並通過環保署核定，可於導覽活動中
正式講授，深化環境教育教學量能。

生態志工透過「百合操」，讓學
員了解台灣百合的生命週期

晶圓十五廠亦與中科台中園區汙水處理廠、友達光電台中廠區、
臺中都會公園等其他鄰近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組成夥伴聯盟，
共享環教資源及課程，未來亦將逐步推廣至新竹、台南廠區，
預計民國112年申請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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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呼應SDG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透過參與不同產業公、協會與公共政策相關的非營利組織，帶動產業交流與發展，並持續關注科技創新、公司治理、環境永續、人權與供應鏈管理等重要議題，同時積
極參與國內外相關組織與永續倡議，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為永續發展而努力。在GRI建議的SDG揭露框架中，供應商夥伴被視為是實踐永續發展的重要一員，台積公司打造開放式的「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著
眼於永續知識與技能的提升，邁向供應鏈的永續轉型之路。民國���年，與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合作，並透過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邀請醫療、電機、化學、機械、運輸、食品、紡織等非半導體產業共同使
用「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資源，發揮自身影響力到供應商與其供應商，擴大半導體產業鏈的正向影響力。

倡議與合作的永續力

建立多元的夥伴關係 

�����年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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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台積公司體認永續轉型的路徑，須奠基於提升供應鏈ESG意識與能力上，才能帶動
整個半導體產業鏈朝向低碳與永續生產模式發展。因此，透過全球責任供應鏈

管理平台Supply Online ���，建立國內業界唯一開放式教育平台「台積電供
應商永續學院」，無償分享學習資源予供應商，為供應商打造企業營運與永續
學習資源的雲端知識庫，同時開放一般民眾登錄使用，擴大共好範疇。截至

民國���年，上線課程數達��堂，類別涵蓋安全與衛生、勞工人權、環境保護、
營運法規、供應鏈永續管理、資訊安全、品質控管，有效提升供應商對永續管

理的認知。

國內唯一
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

Read more

���家
關鍵供應商參與健檢精進計畫
台積公司針對關鍵供應商啟動「供應商健檢精進計畫（Supplier Healthiness Assessment 
Rectification Program，S.H.A.R.P.）」，集結內部專家稽核團隊，偕同專業第三方機構進行「供應
鏈風險、品質與可靠度、環境衛生與安全、消防系統、勞工道德」五大面向健檢，從現場查核找
出可能的潛在風險，由S.H.A.R.P.團隊親自與供應商管理階層面談，尋求最佳解法，並每月追
蹤改善進度，民國���年共執行���家關鍵供應商健檢，列出�,���條改善要求，持續透過事先
防範提升供應鏈競爭力，為半導體供應鏈的快速擴張打造堅實後盾。 Read more

�
全球第一家加入RE���的半導體企業 
台積公司於民國���年�月領先業界加入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再生能源倡議組織（RE���），
具體承諾民國���年底前，全公司包含生產廠房與辦公室等所有據點，將���%使用再
生能源，成為RE���第一個半導體企業成員。民國���年，台積公司購買約��.�億度再生
能源及憑證，海外子公司全部使用再生能源，期盼驅動全球企業支持責任綠電產業發展。

台積公司亦是「台灣氣候聯盟」與「台灣淨零行動聯盟」創始會員，共同倡議
企業、組織實踐淨零排放，並協助政府達成碳中和的核心
理念、攜手供應鏈接軌國際邁向淨零。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20
https://esg.tsmc.com/ch/update/responsibleSupplyChain/caseStudy/29/index.html
https://supply.tsmc.com.tw/supply360/dist/
https://supply.tsmc.com.tw/supply360/dist/
https://esg.tsmc.com/ch/update/greenManufacturing/caseStudy/37/index.html
https://esg.tsmc.com/ch/update/responsibleSupplyChain/caseStudy/24/index.html


本報告書著作人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並保留所有著作權法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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