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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世 界 經 濟 論 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每年定期發布的《全
球風險報告》，長 期將氣候 變 遷相
關議題列為最顯著風險之一，民國
111 年報告進一步將氣候行動失敗
列為未來 10 年全球最嚴重的風險。
台積公司重視氣候對企業營運的影
響，以 及 對社會可能引發疾 病、糧
食等經 濟 性問題，在日常工作中以
「ESG 政策」、「氣候變遷宣言」與
「環境保護 政 策 」為 指引，積極 規
畫及執行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
作為，邁向民國 139 年淨零承諾的
目標。

面對 氣候 變 遷 對 營 運 可能 產 生 的
衝 擊，台 積 公 司 自 民 國 107 年 起
即 依 據 氣候 相 關 財 務 揭 露建 議 書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架構，
進行內部跨組織討論與外部顧問諮
詢，持續鑑別價值鏈氣候風險與機
會、規 畫因 應 措 施，進一步建 立衡
量指標與目標管理，有效確保行動
方案的推展與成效。

堅持的信念
氣候議題對台積公司的重要性

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管理以
強化自身「減緩」與「調適」
能力為核心，向外串聯「供
應鏈減碳」，以及提供客
戶「低碳產品與服務」，
建構成四大管理策略

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管理以強化自身
「減緩」與「調適」能力為核心，向
外 串 聯「供 應 鏈 減 碳 」，以 及 提 供
客戶「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建 構 成
四大管理策略。台積公司從自身做
起，帶動供應鏈依循零碳轉型路徑
前進，強化面對氣候災害的抵禦與
復 原 能 力，展 現 氣候 韌 性；同 時，

透過最大化氣候相關機會，積極實
踐 節 省能 資 源 耗 用 相 關 行 動 並 擴
展至價值鏈，不僅有效降低氣候風
險、節省 營 運 成 本，亦 提 供 客戶更
具能源效率的低碳產品與服務，逐
步達 成 整 體 價 值 鏈 淨 零 排 放 的長
遠目標。

台積公司重視氣候對企業營運的影響，積極規畫及執行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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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淨零排放 •	  因應零碳趨勢，管理費用與生產成本增
加，進而提升其產品售價

•	  增設減碳設備及購買再生能源與碳權，
造成營運費用增加

•	  客戶承諾淨零，台積公司將被要求更積
極減碳

碳費／碳稅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	  產能受碳排限制，進而影響其出貨量能

•	  符合法規之相關費用上升，造成其產品
價格增加

•	產能擴增受限，影響營收成長

•	符合法規之相關費用上升

•	生產成本提高

•	  客戶因碳稅徵收，要求台積公司更積極
減碳

旱災／水災 •	  因旱災／水災衝擊，導致無法正常供貨 •	因旱災／水災衝擊，營運受到影響 •	  客戶考量旱災／水災衝擊，為降低其供
應鏈風險，要求台積公司強化持續營運
相關投資

聲譽 •	  供應商推動氣候與碳管理不夠積極，連
帶造成對台積公司聲譽負面影響

•	  無 法 滿 足 利 害 關 係 人 期 待，衝 擊 企 業 
聲譽

•	  客戶無法滿 足利害關 係人 期 待，影 響
企業聲譽

低碳產品／服務 •	  供應商開發低碳產品，有助於台積公司
供應鏈減碳，滿足台積公司客戶與其他
利害關係人期待

•	  滿足客戶的綠色／低碳產品要求，創造
營收

•	  客戶對台積公司產品需求與信任度增
加，進而 提 升與台積公司的長 期 夥 伴
關係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碳交易市場

•	  供應商參與再生能源計畫與碳交易市場，
有助於台積公司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中的
範疇三碳排放減量，並符合法規要求

•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與碳交易市場，有助
於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並符合法規要求，
順利擴充產能

•	  客戶消費市場競爭力提升，轉而帶動對
台積公司產品需求成長

推動水資源效率提
升與多元化

•	  供應商水資源管理績效提升，強化供應
鏈氣候韌性

•	強化氣候韌性，提升競爭力 •	  維持營運持續，增加客戶對台積公司信
任度

機
會

風
險

價值鏈的風險與機會

上游採購 台積營運 客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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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於民國 109 年成立淨零排
放專案，在「節能減碳委員會」指導
下 規 畫 民國 139 年淨 零 排 放 路 徑
與藍圖，透過優化製程氣體用量、
全面導入製程尾氣削減設備與零碳
排能源、提 升能源使 用效率、擴 大
資源循環、選用低碳足跡原物料及
開發高效節能設備等綠色行動，全
力降 低碳排放量，並進一步與外部

單位合作碳抵減，逐步實踐淨零排
放目標。

台積公司民國 139 年淨零排放路徑
分為：短期（民國 109-114 年）碳排
放隨先進製程持續擴充而上升，但
在持續推動自身及價值鏈節能減碳
與使 用再生 能源下，預 期民國 114
年將 達 到碳 排 放零成長；中期（民

淨零企圖決心

114 年 

台積公司制定短中長期目標，規畫民國 139 年淨零排放路徑與藍圖

透過優化製程氣體用量、
全面導入製程尾氣削減
設備與零碳排能源、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擴大資源
循環、選用低碳足跡原物
料及開發高效節能設備
等綠色行動，全力降低碳
排放量，並進一步與外部
單位合作碳抵減，逐步實
踐淨零排放目標

國 114-119 年）在再生能源供給量
提升後，台積公司整體碳排放將逐
步減少，於民國 119 年降低至民國
109 年排放量；長期（民國 119-139
年）展 望，透 過導入 創新的減 碳技
術、應用負碳科技、履行 RE100 承
諾，穩健達成民國 139 年淨零排放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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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Net Zero

邁向淨零藍圖

持續擴大先進製程產能 
建置，碳排放量增加

主要生產基地的再生能源供給量
預計逐漸提升，排放趨勢呈現下降

啟用製程溫室氣體替代 
方案與外部碳權取得

排放零增量

降回民國 109 年排放量
加入 RE100 倡議

達成 RE100 與
淨零排放

範疇一
製程直接排放

•	全面安裝含氟溫室氣體削減設備
•	開發氧化亞氮削減設備
•	使用碳中和天然氣

•	全面安裝氧化亞氮削減設備
•	開發製程溫室氣體取代方案 •	導入製程溫室氣體替代方案

範疇二	
能源間接排放

•	使用再生能源
•	提升製程能源使用效率
•	開發新世代節能機台
•	製程機台冷熱能回收

•	擴大再生能源使用
•	導入新世代節能機台
•	EUV 氫能回收

•	100% 使用再生能源
•	擴大新世代節能機台

範疇三	
價值鏈間接排放

•	供應鏈碳盤查與節能減碳輔導
•	  要求供應商設定目標、管理策 

略、低碳生產技術開發
•	  打造零廢製造中心、啟動電子級 

化學品回收計畫

•	要求供應鏈導入再生能源
•	  導入廢液再製的電子級回收化學品
•	運輸排程優化與使用低碳運具

•	要求供應鏈使用低碳原物料
•	外部減碳與負碳合作

民國年 109
0

114 119 139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民國 139 年	
淨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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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頒布氣候變遷宣言 頒布環境保護政策

成立碳管理平台

 成立節能減碳委員會

 成立再生能源專案 全 球 辦 公 室 100% 使 用 再 生 能
源註 3 及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加入工業局自願減量平台

 啟 動台灣半 導體 產 業 協會 節能 減
碳共享平台 

啟 動 氣候 變 遷 風險 與 機會財務 影
響分析專案

 啟動綠色機台認證專案

 海外據點 100% 使用再生能源

 加入世界半導體協會
全 氟 化 物 排 放 減 量
倡議

 加入全球 RE100 倡議

 

 成立淨零排放專案

 發行綠色債券

 成立 ESG 委員會註 1

註 1：  民國 110 年 3 月，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委會正式更名為 ESG 指導委員會；同時，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更名為 ESG 委員會
註 2：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是國際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全球氣候商業聯盟（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聯

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及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WWF）等共同成立的倡議組織，希望企業以符合巴黎協議的目標情境設定減量目標。台積公司於民國
106 年承諾發展 SBT 減量目標

註 3： 包含台灣廠區及所有海外子公司所購買的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憑證、再生能源所產生的碳權

民國年

去碳轉型重要里程碑

 氣候變遷宣言改版，宣告「2050 淨零排放」目標

 董事會通過將高階主管獎酬連結 ESG 成果

  加入「台灣氣候聯盟」倡議

 加入「台灣淨零行動聯盟」倡議

 發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成立碳中和天然氣專案

加入「台灣淨零排放協會」

加入「CDP 供應鏈專案」

台積電南科 再生水 廠 正式
營運

台灣廠區 100% 使用碳中和
天然氣

 加入科學基礎目標倡議註 2

 建立中國廠區碳交易流程

建立內部碳定價與績效認可
制度 加入 CDP 碳揭露計畫

頒布 ESG 政策 訂定民國 119 年永續發展目標 

成立 ESG 指導委員會註 1

 支持 TCFD 倡議

  通過環保署 TM002 抵換專案註冊

碳權開發專案

90
94 104

105100 107
106 108

109
110

111

 政策頒布      治理組織      加入倡議
 氣候行動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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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節能減碳委員會
管理氣候變遷實體及轉型

風險與機會行動

ESG 委員會
氣候變遷議題跨部門溝通
平台，每 季由主 席向董 事

會報告執行成果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負責辨識及執行氣候變遷
風險 控制方案，持續精進

相關風險管理作為

ESG 指導委員會
台積公司最高層級的氣候 變 遷管理決策中

心，由董事長擔任主席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負責指導及核准氣候變遷風險控管，督導持

續改善的相關管理措施

董事會
督導台積公司整體氣候變遷管理作為

營運氣候變遷管理
氣候永續治理
台積公司因 應氣候 變 遷 挑 戰 的 指 導方針，包括

「ESG 政策」、「氣候變遷宣言」、「環境保護政策」，
皆由董事長劉德音博士簽署並發布，積極以具體
行動實踐環境永續承諾。台積公司的氣候變遷治
理與管理架構由董事會直接督導，並由「ESG 指
導委員會」負責訂定公司中長期氣候變遷管理的
策略方向，「ESG 委員會」跨 部門整合氣候 行動
的資源與進展，「節能減碳委員會」每季擬定氣
候變遷調適與減緩管理方案、檢視執行狀況與討
論未 來計畫，並透 過「ESG 委員會」主席向董事
會報告。同時，由「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負責辨
識公司所面臨的氣候風險、管理重點及因應措施，
並經「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核准後執行，每年
亦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成效。

氣候變遷治理與管理架構

台積公司積極以具體行動實踐環境永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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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堅持營運透明，重視股東權益，並相信健全與有效率的董事會是公
司治理的堅實基礎。在推動氣候變遷與永續管理策略上，董事會亦扮演督
導與指導角色，授權其下設立的審計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協助監督企業永

續及氣候變遷相關管理作為，各委員會主席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其活動與
決議。

董事會氣候變遷督導要點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權責

民國 110 年	
重要決策

評估與執行公司經理人 ESG 相關	
績效之報酬

董事會決議並經股東常會核准，將台積
公司高階主管獎酬連結股東利益與 ESG
（包含 氣候 變 遷管理）成果，核准發行
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民國 111 年 2 月，
董事會核准發行民國 110 年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共 1,387 仟股

督導企業永續管理策略及作為 督導公司整體營運風險

擴大採購再生能源、支持碳中和天然氣、
持續開發綠色機台，並提出民國 139 年

淨零排放策略與目標

審 視 並核 准氣候 變 遷相 關 的主 要 風 險
與控制方案，例如極端天氣、天然災害、
水電供應短缺可能導致新廠營運中斷風
險，以及關鍵供應商可能因淹水導致供

貨中斷風險

董事會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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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管理階層權責
「ESG 指導委員會」是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管理的
最高組織，由董事長擔任主席，ESG 委員會主席
出任執行祕書，訂定公司氣候變遷與再生能源的
長期目標與發展策略，每季審議並向董事會報告；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則每年於審計委員會議
中報告公司面臨的風險環境、風險管理重點、風
險評估與因應措施，並由審計委員會主席於董事
會報告討論重點。

在 ESG 指導委員會與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督導
下，台積公司透過 ESG 委員會、節能減碳委員會、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管理氣候相關議題的行動
計畫。

董事長
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管理 

資深副總經理

每季開會，每季向董事會報告 每半年開會，每年向董事會報告

企業規劃組織、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
管理、業務開發、法務、人力資源、研究
發展、營運、財務、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等高階主管

由各組織最高主管組成 
（內部稽核最高主管擔任觀察員）

由董事長帶領經營團隊討論、擬定公司
ESG 願 景 與 策 略，與 ESG 委 員會一 同
推動相關作為，深 耕永續文化，驅動更

多正向改變

指導及核准風險控管的優先順序，並督
導風險管理持續改善

ESG 指導委員會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開會頻率

委員

主席

權責

台積公司 ESG 指導委員會為氣候變遷管裡最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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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ESG 委員會

「ESG 委員會」擔任垂直整合、橫向串聯的跨部
門溝通平台，由董事長指派高階主管擔任委員會
主席，引導依議題而設的任務小組辨識攸關公司
營運與利害關係人關注的永續議題，擬定對應策
略與工作方針、編列各組織與 ESG 相關預算、調
度協調資源、規畫並執行年度方案，同時追蹤執
行成效，確保 ESG 策略充分落實於台積公司日常
營運中。

節能減碳委員會

台積公司執行及管理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行動的
組織，由負責晶圓廠營運的副總經理擔任主席，
每季擬定管理方案、檢視執行狀況與未來計畫。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風險 管 理執行委 員會」由各功能 組 織 指 派 代
表 組 成，透 過 風險 矩陣 評 估風險事件發生機率
及 對 營 運 衝 擊的嚴 重性，執行風 險 控 制方案 及
持續改進。

主席

開會頻率

委員

工作項目

由董事長指派 
高階主管擔任

每季開會，每季向 ESG
指導委員會報告

與治理／經濟、環境、社
會面向相關的功能組織

推派管理代表

•	  鑑 別 需 關 注 的 永 續 議
題，擬定因應行動方案

•	  督導跨部門溝通、整合
協調資源

•	  編 列各 組 織 與 ESG 相
關預算

•	  追蹤各面向永續議題的
實踐績效，建立持續改
善計畫

ESG 委員會

由負責晶圓廠營運的 
副總經理擔任

每季開會，每季向 ESG
指導委員會報告

由 廠 區 營 運、廠 務 及 企
業 環 保 安 全 衛 生 處 推 派

代表

•	  討 論 因 應 氣候 變 遷 實
體風險、轉型風險與機
會相關的策略

•	  擬 定 管 理 方 案、檢 視
執行 狀 況 與 討 論 未 來
計畫

節能減碳委員會

由風險管理專案 
最高主管擔任

每季開會，每半年向風險
管理指導委員會報告

由各功 能 組 織 指 派 代 表
組成

•	  辨 識 及 執 行風 險 控 制
方案

•	  持 續 精 進 風 險 管 理 做
法與有效性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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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風險監控與報告風險控制與抵減風險鑑別與評估 風險應對

秉持企業願 景與長 期永續責任，台積公司建置企業風險 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機制，整合並管理各種可能影響營運與獲利的策
略、營運、財務及危害性等潛在風險。台積公司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每年向
ESG 委員會主席報告氣候相關風險／機會評估與財務衝擊結果，檢討因應
方案執行成果及未來規畫。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則透過企業風險管理架構
（包含風險鑑別與評估、風險控制與抵減、風險應對、風險監控與報告）及

風險矩陣（Risk Map），針對水電供應短缺或中斷、淹水等天然災害及供應
鏈氣候變遷風險，分別成立風險管理工作小組，依據氣候風險事件發生機
率與營運衝擊嚴重度進行量化風險評估，定義風險等級並鑑別重大氣候風
險事件，決定風險控管的優先順序，採取對應的風險控制措施、危機管理與
營運持續管理，強化氣候變遷風險韌性。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

•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及董事會
之審計委員會審視並核准風險
策 略 執 行 與 風 險 控 管 的 優 先
順序

•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以風險矩
陣（Risk Map）評估風險事件發
生機率與營運衝擊

•	   風險管理專案進行跨功能組織
的風 險 溝通，促 進 各功 能 組 織
強化風險控制與抵減

•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執行風險
控制方案並持續改善

•	  各單位將風險控制的有效性納
入年度內控自評審視檢討

•	  風險管理工作小組制定危機管
理與企業營運持續計畫

•	  風險管理專案規畫執行重大危
機事件應變及演練

•	  各單位落實企業營運持續計畫
訓練與執行

•	  風險管理組織彙整風險管理重
點、風險評估與抵減措施，分別
向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及董事
會之審計委員會報告

風險全面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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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風險與機會之鑑別及評估

台積公司依據 TCFD 架構，跨組織鑑別並評估氣
候變遷風險及因應措施，找出潛在危機與機會；
藉由定期舉辦「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工作坊」，
台積公司邀請內部相關組織代表及外部專家，針
對政策、法規、市場、技術、聲譽、實體風險等議
題，考量內部與外在環境變化，鑑別出氣候變遷
對台積公司價值鏈的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機會，
並擬定相關因應作為。

前瞻策略整合

短期 (1~3 年 ) 長期 (>10 年 )中期 (3~10 年 )

風
險
／
機
會

高

低

❺

❸

❹

❺

❹

❻

❶
❸

❷

❼ ❹
❶

❸

❺

❶
❷

❷

❻

實體	
風險

1. 水災（自身營運）
2. 水災（供應鏈）
3. 旱災（自身營運）
4. 旱災（供應鏈）
5. 天災保險費增加
6. 氣溫上升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矩陣

轉型	
風險

1.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稅、碳費
2. 淨零排放
3. 環評承諾
4.  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
5. 企業聲譽衝擊

1.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參與碳交易市場
2. 取得公部門獎勵與合作
3. 提升廠房能源使用效率
4. 推動水資源效率提升與多元化
5. 開發低碳產品服務／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6. 推動低碳綠色生產
7. 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機會

註：短期為 1~3 年、中期為 3~10 年、長期為 >10 年

台積公司致力提升廠房能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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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氣候變遷財務影響分析

氣候風險 潛在財務影響 氣候機會 潛在財務影響 因應作為

•	  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與碳稅、碳費

•	  產能擴增受限、營運成本 
增加

•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	參與碳交易市場
•	  早期購買再生能源，順利擴

增產能
•	  設定積極減碳目標：承諾於民國 139 年

前全球營運淨零排放，因營運所排放的
溫室氣體全部歸零

•	   成立再生能源專案小組，偕同政府加速
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並積極洽購綠電

•	淨零排放 •	  減碳設備設置與運轉成本 
增加

•	  購買再生能源與碳權費用 
增加

•	  取得公部門獎勵與合作 •	  累積取得未來排放抵減所
需碳權

•	  繪製全公司淨零排放路徑，研擬淨零策
略，並執行相關作為 

•	  持續執行溫室氣體減量行動，並參與政
府減碳獎勵專案，累積碳權

•	  進行購買碳權的長期規畫

•	開發低碳產品服務

•	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	  滿足客戶對節能產品需求，

增加營收
•	  持續投入研發資源，開發節能產品

•	環評承諾 •	  因再生能源與再生水取得不
順，導致先進技術生產受阻

•	  推動水資源效率提升與 
多元化

•	順利建設先進產線 •	持續推動節水措施

•	開始使用再生水

•	  新節能減碳技術 
發展的不確定性

•	  新製程技術產線用電量提
升，導致營運成本增加

•	  提升廠房能源使用效率 •	降低營運水電成本 •	  興建綠色廠房，取得綠建築證照，並對
外分享經驗

•	企業聲譽衝擊 •	  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期待， 
造成企業聲譽損害

•	  堅持綠色製造與綠色創新，並透過透明
揭露提升企業綠色形象

•	  水災 •	  生產受影響，導致財務損 
失、營收下降

•	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	  強化氣候韌性，降低營運中
斷機率與可能損失

•	  評估製造廠區旱災／水災風險，並研擬
與執行風險減緩措施

•	  建立完善水情監控機制與緊急應變程
序，並定期演練

•	旱災

•	天災保險費增加 •	營運費用增加

•	氣溫上升 •	  用電量、成本與碳排放量 
上升

•	推動低碳綠色生產 •	節約用電，節省成本 •	  成立節能減碳委員會，由高階主管領導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  

實
體
風
險

轉
型
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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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財務衝擊估算

氣候變遷相關財務衝擊估算區分為轉型風險、法規風險、實體風險及衍生
的氣候機會。台積公司轉型風險主要為邁向民國 139 年淨零排放路徑產生
的各類去碳成本，例如節能減碳技術開發與應用專案支出、投入購買綠電
的溢價或再生能源憑證費用、購買碳權等費用；法規風險則為預估目前台灣
政府規畫未來實施碳費而產生的費用。實體風險主要估算因未來溫度上升
的慢性氣候變化而提高的電力成本，以及因應急性氣候變化災害所投入的
成本；以旱災而言，包括建置水回收系統、使用再生水與購買備用水源等費用；
至於同樣屬於急性氣候變化災害的水災，其預防措施已納入台積公司新建
廠設計規範中，因此未計入財務衝擊中。此外，針對未能達到淨零排放路徑
所規畫的目標，可能對企業聲譽造成損失，目前國際上並無財務衝擊評估方
法，根據內外部專家討論與評估的共識，台積公司採用 1% 營業額的財務衝
擊基礎。

至於氣候變遷相關機會的財務衝擊估算，則包括提高廠房能源使用效率、水
資源效率提升與多元化水源等措施所節省的水電成本，以及開發與提供 7
奈米及更先進製程、電源管理晶片與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 ULP）晶
片等低碳產品與服務增加的營收。綜合分析結果顯示，整體財務衝擊以低碳
產品與服務帶來的機會最高。

氣候風險與機會財務衝擊評估結果
 單位 : 財務衝擊約當營收比例     轉型   實體   法規

提升廠房能源使用效率 
與推動低碳綠色生產 ( 短期 )

推動水資源效率提升 
與多元化 ( 短期 )

  慢性氣候變化 - 氣溫上升 ( 中期 )

 企業聲譽衝擊 ( 中期 )

 法規 - 碳費 ( 短期 ) 

 急性氣候變化 - 旱災 ( 短期 )

  技術 / 市場 - 
淨零排放 ( 長期 )

開發低碳產品與
服務 ( 短期 )

1~2%

	<0.1%

	<1%

	<0.1%

<0.2%

	<1%

1%

15~20%

風險 0 機會

台積公司超低功耗技術協助實現更具節能效益的醫療裝置創新

氣候變遷相關機會的財務衝擊估算，包括提高廠房能源使用效率、水資源效
率提升與多元化水源等措施所節省的水電成本，以及開發與提供 7 奈米及
更先進製程、電源管理晶片與超低功耗晶片等低碳產品與服務增加的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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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轉型風險	
━	

淨零排放

台積公司依據 TCFD 建議的準則，以轉型與實體二種風險類型面臨的最嚴重
情境（The Worst-case Scenario），評估不同溫室氣體排放控管對公司營運
或供應鏈產生的影響，並將評估結果納入策略韌性考量；同時參照聯合國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科學評估報告中 SSP1-1.9 與 RCP 8.5 的排放情境，分別評估轉型與
實體風險的最大衝擊，將未來公司營運成長、新建廠房可能增加的碳排放，
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各項減碳行動納入評估，分析氣候風險可能帶來的財務
衝擊。

註： 旱災情境模擬參考台積公司多數廠區所在地的《臺灣氣候變遷關鍵指標圖集》最新版本，此版本依據 IPCC 第五次科學評估報告中 RCP8.5 情境，約等同 IPCC 第六次科學評估報告中 SSP5-8.5 情境

選用的氣候情境 評估方法 假設條件 風險財務量化結果 決策影響

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
放，估 計 世 紀 末 溫 升
將 可 控 制 在 1.5 ℃ 以
下，於 民 國 139 年 達

到淨零排放

預 估未 來台積公司邁
向民國 139 年達 淨零
排 放，每 年 的 內 部 減
碳 成 本，以 及 需 購 買
的綠電、碳權等費用

IPCC 第六次科學評估
報告 SSP1-1.9 情境

民國 139 年所增加成
本約占年營收 1~2%

•	  內部減碳措施

•	  購 買 再 生 能 源、憑
證、碳權

•	  外部碳抵減合作

•	  供應鏈減碳

實體風險	
━	
旱災

溫 室氣 體 排 放一如往
常，估 計 世 紀 末 溫 升

將達到 3.2℃

預 估旱災未 來發生 頻
率、維 持 備 用 水 源 成
本，以及可能對台積公
司造成部分營業損失

IPCC 第五次科學評估
報告 RCP 8.5 情境註

預估 10 年發生一次，
約影 響 年平均 營收小

於 1%

•	內部節水

•	使用再生水

•	備用水源準備

SSP1-1.9 與 RCP	8.5 情境下最大的轉型風險與實體風險

情境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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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10%

8%

6%

4%

2%

0%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4 年 民國 119 年 民國 124 年 民國 129 年 民國 134 年 民國 139 年

台積公司廠區
所在位置 所在縣市 基期

民國 75 年至 94 年

改變量（%）／天數

近期
民國 105 年至 124 年

世紀中期
民國 135 年至 154 年

世紀末期
民國 170 年至 189 年

竹科 新竹縣（市） 40 天 4.15 ／ 42 6.8 ／ 43 14.44 ／ 46

中科 台中市 52 天 2.42 ／ 53 4.83 ／ 55 11.33 ／ 58

南科 台南市 62 天 2.28 ／ 63 5.36 ／ 65 10.73 ／ 69

單位 : 營收百分比

轉型風險方面，台積公司考量淨零排放承諾的各
階段減量目標路徑，採取綠色創新行動行動與碳
權抵減做法實踐淨零排放目標。此外，依據綠色
溢價的市場價格預估，推算淨零排放路徑對各年
度財務產生的影響，隨著越趨嚴格的減碳承諾要
求與再生能源及碳權市場可能面臨供不應求的
情況，預計淨零承諾的轉型成本將自民國 119 年
激增，在達到淨零目標的同時，財務支出約占當
年營收 1~2%。此情境亦符合國家自主減量貢獻
承諾（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於民國 139 年減量 50% 的目標。

實 體 風 險 方面，民國 110 年台灣 經 歷 大 規 模 旱
災事 件，為了解 未 來 潛 在 的 旱災 風 險，台 積 公
司 使 用 年 最 大 連 續 不 降 雨日（Consecutive dry 
days, CDD）為 關 鍵 因 子，根 據 未 來年最 大 連 續
不 降 雨日數 與 基 期（ 民 國 75 年 至 94 年）的 改
變，評估旱災增加潛勢；同時參考臺灣氣候變遷
推估 資訊與調適 知識平台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In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 Platform, TCCIP）的臺灣氣候 變 遷關
鍵 指 標，其 中 包 括 RCP2.6、RCP 4.5、RCP 6.0 及
RCP 8.5 情境。在 RCP 8.5 的情境下，以台積公司
台灣廠區所在縣市為範疇，比較基期與未來的連
續不降雨天 數。結果顯示，近 期（民國 105 年至
124 年）及世 紀 末（ 民國 170 年至 189 年）年最
大連續不降雨日，皆以竹科改變較多，約分別增
加 4.15% 及 14.44%。面對未來旱災風險加劇，
台積公司除加強節水力度、提高製程水回收率，
亦建立完善水情監控機制，擴大再生水使用並備
妥水車以因應缺水情況，將旱災對營運造成的衝
擊降至最低，以達到生產零中斷目標。

未來旱災增加潛勢評估結果

邁向淨零排放路徑之財務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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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制定包括溫室氣體、能源使用與水資源等氣候相關指標以追蹤管
理成效。身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技術與產能提供者，台積公司深知對廠區所
在地與全球環境的責任，除針對四大管理策略設定中長期目標、每年審視達
成情形，並依外在環境趨勢滾動調整，期望透過目標管理減緩氣候變遷衝擊，

維持正常穩定營運。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董事會決議並經股東常會核准，
將高階主管獎酬連結股東利益與 ESG 成果，高階主管於氣候承諾的付出與
達標結果，將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獎勵。

民國 119 年	
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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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水準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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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註 2

•	  民國 105 年至 119 年新增節能措施累積節
電總量 50 億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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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同製程技術量產 5 年後，生產能效提
升 1 倍註 4

四大管理策略長期目標

氣候減緩

•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	  單位產品用水量降低 30%（公升／十二吋晶
圓當量－光罩數）（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	再生水替代率 60% 以上註 3

氣候調適

低碳產品與服務

•	  輔導供應商註 5 進行節電行動，累計節電
量註 6 達 15 億度 （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	  高用電供應商註 7 取得 ISO 14064 溫室氣
體排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100%

•	  輔 導供 應 商進行節水行動，累計節水量
達 3,500 萬公噸（民國 109 年為基準年）

•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廢棄物產出量註 8

減少 35% （民國 103 年為基準年）

供應鏈減碳

承諾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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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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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目標：20%（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使用約 16.7 億度再生能源、憑證；海外子
公司 100% 使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使用
比例占全公司用電量 9.2%

    目標： 全公司 9% 用電量、海外子公司 100% 使用
再生能源

   節能 7 億度，累積節能 24 億度
   目標：節能 5 億度；累積節能 22 億度

     單位晶圓委外廢棄物處理量（公斤／十二
吋晶圓當量 - 光罩數）0.99

   目標：≦ 1.15

     10 奈米及 7 奈米製程量產第 5 年生產
能 效 提 升 1.5 倍；5 奈 米製程 量 產第 2
年生產能效提升 0.2 倍

   目標： 10 奈米及 7 奈米製程量產第 5 年生產能
效提升 1 倍；5 奈米製程量產第 2 年生產
能效提升 0.2 倍

     單位產品環境外部性註 10 減少 18%（新
台幣元／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目標：8%（民國 99 年為基準年）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 0 天
   目標：0 天

    單位產品用水量降低 14.9%（公升／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目標：9%

   「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持續施工中，於民國 111 年開始供水註 9

   目標：「 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完工並開始供水

四大管理策略達成情形

氣候減緩

氣候調適

低碳產品與服務

     供應商累計節電量達 3.4 億度
   目標：3.2 億

     高 用電 供 應 商 取 得 ISO 14064 溫 室 氣
體排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51%

   目標：50%

   供應商累計節水量 1,971 萬公噸
   目標：450 萬公噸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單位廢棄物產出
量減少 31%

   目標：30.4%

供應鏈減碳

註 1：    呼應「民國 139 年淨零排放」目標，台積公司設定「民國 11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回到民國 109 年水準」為階段目標，同
步將基準年由民國 99 年調整至民國 109 年，並將民國 119 年全公司生產營運據點用電量為再生能源的比例上調至
40%

註 2：   使用再生能源之定義：購買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憑證、再生能源所產生的碳權
註 3：  台積公司積極與政府合作推動再生水計畫，民國 119 年台灣廠區再生水替代率目標因此由 30% 提升至 60% 
註 4：  生產能效為每度電可產出的產品當量數（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度）
註 5：  以台積公司主要營運所在地台灣地區為主要執行範圍

註 6：  累計節電量包含過去既有及新增之節電效益
註 7：  高用電供應商定義：位於台灣之供應商，單一廠區用電 >500 萬 kWh ／年
註 8：   以位於台灣、原物料廢棄物產出量前 80% 之供應商為主要執行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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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政府再生水輸水工程尚在進行，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供水未能如期完工，預計於民國 111 年運轉供水
註 10：  因「單位產品環境外部性」95% 來自溫室氣體排放，與「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指標的管理意義與內涵相同，故不

再列為策略目標

    達成         未達成

民國 110 年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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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效益指標	

生態效益指標係指每單位汙染物排放與資源消
耗量所創造的營收。台積公司採用「以少生多」與
「提高資源生產力」的生態效益概念，推動節省
能 資 源與減 少排 放 等作 為，期望以 最 少的能 資
源創造更多價值與營收，逐年提升生態效益。

依 據 近 3 年統 計 結果，台積公司各 類 生 態 效 益
指標中以溫室氣體排放的生態效益提升最顯著，
顯示落實節能減碳措施及使 用再生能源的成效
卓越；廢棄物的生態效益方面，相較於民國 108
年，民國 109 年反而 下降 9.4%，主因 為先 進 製
程複雜度及潔淨度要求所致。有鑑於此，台積公
司擴 大推動生產 使 用端 化學品源 頭 減 量、擴充
廠內資源再生設 施、建置「零廢製 造中心」等措
施，與民國 109 年相比已呈現反轉趨勢；預計民
國 112 年「零廢製造中心」正式啟用後，逐步將
廢棄物再製成電子級物料回用於製程，目標取代
30% 原物料，進一步提升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統計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溫室氣體排放
新台幣千元／公斤 - 二氧化碳當量

用水
新台幣千元／公噸

廢水
新台幣千元／公噸

廢棄物
新台幣千元／公斤

用電
新台幣千元／千度

23%

11%

11%
-8% -9%

6%

4%4%

15%16%

台積公司將原先需委外處理的廢硫酸銅轉製為再生銅管

「零廢製造中心」正式啟用後，逐步將廢棄物再製成電子級物料回用於製
程，目標取代 30%原物料，進一步提升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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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

台積公司對淨零排放的承諾認真以對，藉由每年溫室氣體盤查結果檢視整
體減碳成效，並擬 定排放減量策略。民國 110 年，範疇一製程直接 排放占
13%，主要來自製程含氟溫室氣體與氧化亞氮；範疇二電力使用造成的排放
占 50%；範疇三上下游價值鏈的排放則占 37%，以原物料生產、能源上游相
關活動與運輸為前三大排放項目。

105 105 105106 106 106107 107 107108 108 108109 109 109110 110 110

購買服務及產品（引用 SimaPro model）
燃料與能源相關活動（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營運廢棄物處理（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上游運輸及輸配（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下游運輸及輸配（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員工通勤 （引用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海外商旅（引用 Boustead model ）
總量   

註 1：  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WaferTech、采鈺公司
註 2： 範疇三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
註 3：  電力排放係數以能源局民國 110 年公告 0.502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度電，１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約當 6,805 千焦耳估算
註 4： 為維持民國 109 年後續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目標的數據一致性，範疇一盤查數據從民國 109 年起改使用「聯合國國家溫室氣體盤查指引 2019 年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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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分布圖

溫室氣體排放量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範疇一13%

範疇二 50%
範疇三37%

民國年民國年 民國年

   台灣廠區（公噸）
   子公司（公噸）
   排放強度（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台灣廠區（公噸）
   子公司（公噸）
   排放強度（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單位：公噸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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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主要指標	

能源使用（百萬度）（包括電力、天然氣與柴油） 12,016 13,167 14,323 16,919 19,200

        直接能源使用（百萬度）（包括天然氣與柴油） 628 726 747 861 1,120

        間接能源使用（百萬度）（電力） 11,388 12,441 13,576 16,058 18,080

再生能源使用（百萬度） 100 880 920 1,230 1,670

        國內再生能源購買 100 0 0 250 660

        國外再生能源購買 0 880 920 980 1,010

單位產品用電量 ( 度／十二吋晶圓當量－光罩數 ) 21.4 22.3 28.1 26.7 25.9

用水量（百萬公噸） 48.9 56.8 64.3 77.3 82.8

        台灣廠區 45.2 51.0 58.0 70.6 76.1

        子公司註 1 3.8 5.7 6.3 6.7 6.7

單位產品用水量 ( 公升／十二吋晶圓當量 - 光罩數 ) 106.2 105.9 133.4 128.4 119.7

製程用水回收率（%）註 2 87.5 87.5 86.7 86.5 85.4

總節水量（百萬公噸）註 2 103.4 129.0 133.6 173.0 186.3

註 1： 子公司涵蓋範圍為 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註 2： 數據涵蓋範圍為台灣廠區

民國年 106 107 108 109 110

其他氣候相關管理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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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	推動低碳製造
   持續採用最佳技術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成為產業低碳製造標竿

•	使用再生能源
    持續購買再生能源與設置太陽能發

電系統，增加再生能源使用量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規 畫年度新增節能措施，積極落實

節能行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	  減 少溫 室氣 體 排 放，包括（1）製程
溫室氣體排放處理設備（2）購買綠
電 溢 價（3）購買碳權 費 用（4）其他
減少溫室氣體直接 排放的成本，總
計新台幣 51 億 7,000 萬

•	  節能設備投資：新台幣 22 億元

•	  直接排放約減碳 470萬��

•	  使用 16億7,000萬度再生能源，
約減碳 102 萬公噸

•	  提 升能源使 用效率，年省 24億度
電，約減碳 120 萬公噸

主要措施 民國 110 年	
投入成本

民國 110 年	
管理效益

氣候減緩行動力
氣候減緩管理策略
台積公司執行氣候減緩的主要措施包括：推動低碳製造、使用再生能源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減少公司營運生產
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宣布民國 139 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擴大使用再生能源是達標的關
鍵行動；在董事會與經營團隊支持下，台積公司積極採購再生能源，並將民國 119 年再生能源使用的永續目標由「全
公司生產廠房 25%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非生產廠房 100%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提升為「全公司生產營運據點 40%
用電量為再生能源」，加速擴大再生能源使用。 連續 4 年達成海外子公司零電力

碳排放目標

4年

民國 110 年新增 8 大類共 499 項
節能措施，有效節電 7 億度

499項節能措施

台積公司推動低碳製 造，減少營運 過程產生
的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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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多年來持續推動領先業界的溫室氣體減量標竿作為，減少範疇一
的直接排放與範疇二、三的間接排放。範疇一溫室氣體直接排放主要來自製
程使用的含氟溫室氣體及氧化亞氮，其次為廠內使用的天然氣，設置現址式
製程尾氣處理設備可有效降低含氟溫室氣體及氧化亞氮排放。民國 110 年，
台積公司導入碳中和天然氣，抵減使用天然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範疇二溫
室氣體主要為電力使用造成的間接排放，台積公司除持續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興建綠建築，以及由「節能減碳委員會」領導五大節能團隊

執行生產機台及廠務設備節能外，亦擴大使用再生能源；透過於各廠區內設
置太陽能板、購買再生能源及其憑證與碳權，短期內使海外據點及全公司
辦公室 100% 使用再生能源，長期則朝民國 139 年 RE100 目標邁進，截至
民國 110 年，已連續 4 年達成海外子公司零電力碳排放目標。範疇三溫室
氣體間接排放則大部分來自上游的原物料生產，與供應商合作減碳將是減
少排放的關鍵，相關管理措施請參閱本報告書「供應鏈氣候影響力」。

氣候減緩標竿作為

截至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已連續 4 年達成海外子公司零電力碳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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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廠務節能

用量
管理

照明
節能

機台	
修改

待機
節能

共 18項節能 1,600 萬度，減碳 8,0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機台製程冷卻水減量、排氣減量
•	機台加熱設備溫度設定最佳化

共10項節能 813萬度，減碳 4,000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	非無塵室智慧照明
•	更換 LED 照明

廠區 : 全廠區廠區 : 全廠區

機組
汰換

空調	
節能

共187項節能 8,600 萬度，減碳 4萬 3,2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汰換高效能節能幫浦及冷水機

廠區 : 全廠區 ( 晶圓十八廠除外 )

共 71項節能 1億 8,300 萬度，減碳 9 萬
2,0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新機台使用高效率節能附屬設備與節能元件
•	最佳化用水與排氣設定

廠區：十二吋廠區／封裝廠

廠區 : 全廠區

共 8項節能 4,100 萬度，減碳 2 萬 500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	不斷電系統節能模式
•	電池櫃風扇節能
•	現址式處理設備待機節能

生產機台節能

新機	
規格

共 26項節能 9,300 萬度，減碳 4 萬 6,6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外氣空調箱改裝濕膜板
•	冷卻水塔節能扇葉
•	製程真空設備變頻節能

廠區：十二吋廠區

效能
提升

共 4項節能 3,870 萬度，減碳 1萬 9,400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	智慧節能冰機系統
•	風機過濾機組降速運轉

廠區 : 全廠區

共 175項節能 2 億 3,900 萬度，減碳 12 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機台更換節能型元件

廠區 : 全廠區

電力節能措施

註：電力排放係數以 0.502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度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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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標竿作為 績效 民國 110 年執行狀況

ISO 14064-1 盤查與第三方查證 100% •	所有廠區與子公司完成盤查與第三方查證

製程氣體使用量最佳化 100% •	依智能工程中心的製造規範導入最佳化製程參數

替換高溫室潛勢的製程氣體 100% •	十二吋晶圓廠全面使用最佳製程氣體—遠端電漿解離三氟化氮

•	六吋及八吋晶圓廠使用三氟化氮／環八氟丁烷

含氟氣體與氧化亞氮製程安裝現址式 
處理設備

100%
•	  開發氧化亞氮削減技術，並列入新裝機標準；含氟氣體與氧化亞氮製程新裝機全面安

裝，新增 3,285 台

•	既有廠含氟氣體製程汰換既有機台 104 台，安裝率提升至 94%

•	啟動既有廠氧化亞氮削減計畫汰換／安裝削減設備

導入碳中和天然氣 1 •	  全國第一個使用碳中和天然氣的企業，台灣廠區天然氣使用產生碳排放經中和後為
零，碳抵減量約為 24 萬公噸

溫室氣體減量標竿作為

範疇一	 溫室氣體直接排放

台積公司攜手機台設備商，合作開發半導體節能綠色機台

截至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累計提出 365 項節能行動方案，共 159 項節
能措施通過驗證，成功應用於 119 種先進製程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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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標竿作為 績效 民國 110 年執行狀況

ISO 50001 能源管理盤查與第三方驗證 100% •	  所有廠區進行 ISO 50001 盤查與第三方驗證並全數完成第三方認證

打造綠建築廠房 1 •	  綠建築認證面積全球半導體業第一，新增 3 座廠房通過綠建築認證，累計共取得 37
座美國 LEED 認證及 25 座台灣 EEWH 認證

能源使用效率標竿 499項 •	  先進技術製程能源使用效率優於技術相仿同業註 1，執行 8 大類共 499 項節能措施，
有效節電 7 億度

新世代製程設備導入節能減碳設計 1 •	  全球唯一半導體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完成 119 種機型節能方案，節電 4 億度

導入再生能源以降低能源碳排放 16.7億度 •	  包含全球辦公室 100% 使 用再生能源在內，全球購置約 16.7 億度再生能源，占比達
9.2% 

台積公司標竿作為 績效 民國 110 年執行狀況

ISO 14064 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方驗證 51% •	  高用電供應商註 2 需通過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方驗證通過率達 51%

能源使用效率標竿 6萬5,000�� •	  要求高用電量供應商設定節能年度目標並展開節能行動，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供應商
節電量達 1 億 3,000 萬度、減碳 6 萬 5,000 公噸

運輸排程優化 1萬7,848�� •	  改善機台交期排程，以海運取代空運，降低運輸的溫室氣體排放 1 萬 7,848 公噸

範疇三	 溫室氣體間接排放（價值鏈部分）

註 1：資料參考世界半導體協會聯合指導委員會（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JSTC）會議報告
註 2：高用電供應商定義：位於台灣之供應商，單一廠區用電 >500 萬 kWh ／年

範疇二	 溫室氣體間接排放（輸入能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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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	強化氣候韌性
   擬訂氣候 變 遷 應變與預防措施，降

低氣候風險影響

•	拓展多元水資源
   整合公司內外部資 源，發展 再生水

技術，持 續落實製程節水與 再生水
利用

•	  節水與水回收設備投資：新台幣 29
億元

•	  節 水 與 水 回 收 設 備 操 作 與 維 護 保
養：新台幣 13.6 億元

•	  單位 產 品 用水 量 降 低 14.9%（ 民
國 99 年為基準年）

•	  新增節水 248萬��

•	  面對台灣 70 年來最大旱災、政府減
量供水 7~15% 情況下，無生產中斷

氣候調適展現韌性
氣候調適管理策略
面對日益極端的氣候現象與事件，具備因應氣候災害的韌性是企業營運的重要一環。台積公司運用聯合國發布科學
評估報告的最大全球暖化情境，每年針對既有與新建廠區鑑別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因子，建立強化營運韌性的氣候
風險調適作為準則，民國 110 年成功防禦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災害衝擊與營運損失，達到無生產中斷目標。

連續 2 年獲 CDP 水安全評比最高
等級 A 級

A級

連續3年獲可持續水管理	（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dship,	AWS）最
高等級白金級驗證

AWS白金級

台積公司民國 110 年達成無生產中斷目標

主要措施 民國 110 年	
投入成本

民國 110 年	
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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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氣候風險調適作為準則

氣候風險 調適作為準則 						民國 110 年符合狀況

缺電
十二吋晶圓廠廠房符合美國 LEED 綠建築節能設計  

限電應變措施、配備緊急發電機、各廠發電機備援能力 > 30% 之供電能力，可提供最大限電幅度時
的電力來源

 

洪水

南科新建廠房地基高度提高 2 公尺，降低淹水風險  

依洪水潛勢分析，檢視外部公用設施與主要供應商洪災風險，促進改善  

具潛在淹水風險的工廠，依計畫完成應變演練  

針對淹水風險較高的既有廠區建築物設置擋水閘門  

缺水

公司內部執行節約用水，提高製程水回收率  

支持政府推廣再生水政策，承諾使用、開發再生水  

建立缺水緊急因應措施：各廠設置足夠 2 日用量水池，備妥水車及水源，足以提供最大限水 20% 時
的水源補給

 

強風 戶外設施（冷卻水塔、除汙設施等）強化抗風標準  

法規
參與法規溝通，使政府管制合理可行  

強化減緩作為，開發再生能源市場，以降低碳稅費與能源稅的衝擊  

客戶要求
積極議合，使客戶要求合理可行  

參與客戶開發的碳中和方案，降低違約風險  

其他利害關係人
的期待 積極規畫與布局碳中和策略，適度與外部溝通議合取得認同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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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提升系統產水率

•	  提升回收系統 RO 產水率 
8萬6,000 公噸（3.5%）

•	  調配回收水提升使用效率 
52萬7,000 公噸（21.2%）

台積公司引進可持 續水管 理（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dship, AWS）標準以
實踐水資源永續管理，透過《可持續水管理藍皮書》推動廠區一致性（Fab 
Matching）的長期策略。截至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位於新竹、台中、台南科
學園區的代表廠區均取得 AWS 驗證，致力達成 AWS 五大成果─良好的水
管理、可持續水平衡、優良水質、健康的水環境、安全飲用水與環境衛生。此
外，台積公司亦連續 2 年取得 CDP 水安全評比的最高等級 A 級，永續水管
理行動獲得國際肯定。

民國 110 年上半年，台灣面臨 70 年來最嚴重的旱災挑戰，台積公司採取積
極開發多元替代水源、新增回收水系統設備等因應措施，於水情嚴峻期間仍
維持穩定生產、未受影響。節水方面，持續落實「提升系統產水率、廠務系
統排水減量、增加廠務廢水回收、降低系統排水損失」四大措施，積極尋求
節水機會以達最大效益，民國 110 年新增 248 萬公噸節水量，較前一年提
升 28.7%。

民國 110 年節水措施與成果

增加廠務廢水回收

•	  回收水再精煉為工業用水 
18萬3,000 公噸（7.4%）

•	  反洗廢水再回收 
9萬4,000 公噸（3.8%）

•	  酸性廢水回收 
16萬2,000 公噸（6.5%）

•	  中央濕式洗滌塔廢水回收再利用 
32萬公噸（12.9%）

•	  有機廢水回收再利用 
20萬5,000 公噸（8.3%）

降低系統排水損失

•	   外氣空調箱冷凝排水回收系統 
85萬5,000 公噸（34.5%）

廠務系統排水減量

•	  減少冷卻水塔、沙濾塔洗水
4萬8,000 公噸（1.9%）

年度新增	
節水量

萬公噸

248

有效管理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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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	開發與採購節能綠色機台
   與機台設備商合作開發節能機台、

結合跨廠區節能措施，同時納入採
購標準

•	落實低碳供應鏈管理
   建立管理機制，要求供應商設 定節

電、節水與減碳目標，數據化管理執
行績效並要求第三方驗證

•	  新增新台幣 7 億 元，累計共 新台幣
15 億元 ( 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

•	  年度投入人力成本超過新台幣 800
萬元

•	  新增 20 項節能方案，結合跨廠區節
能措施導入，成功應用於 51 種先進
製程機台，節電 1億7,000萬度

•	  供 應 商 年 度 總 節 電 績 效 達 1億
3,000萬度； 年 度 節 水 績 效 達
1,758萬��；51% 高用電供 應
商取得 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查
證證書

供應鏈氣候影響力
供應鏈減碳管理策略
台積公司致力落實對環境與社會負責任的營運模式，持續強化與供應商合作減碳，以「開發與採購節能綠色機台」、「落
實低碳供應鏈管理」為核心策略，並依據自身淨零排放目標擬定供應商低碳管理藍圖與行動方針，系統性推動供應
鏈減碳、建置訓練資源以提升其自主管理能力，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

累計提出 365 項新世代機台節能
行動專案，減省 4 億度用電量

4億度

供應商永續學院累計上架課程數

37門
主要措施

台積公司舉行「供應商環保安全衛生論壇」，
攜手供應鏈節能減碳

民國 110 年	
投入成本

民國 110 年	
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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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開發與採購節能綠色機台

台積公司是全球第一家驅動機台供應商對先進機
台導入節能措施的半導體公司，除要求前 90% 耗
電量設備商開發更具綠色效益的先進機台，並將
節能規範納入新機台採購標準規格。民國 107 年，
台積公司啟動「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針對
10 大機台領域，從節能項目發想、規畫、模擬測
試到產品驗證等過程不斷反覆進行，並持續與設
備商合作開發低耗能元件，導入高效能零件與節
能設計；截至民國 110 年，累計提出 365 項節能
行動方案，共 159 項節能措施通過驗證，成功應
用於 119 種先進製程機台，透過結合跨廠區導入
節能措施，累計減省 4 億度 用電量，平均機台設
備節能效益 15%，穩健邁向民國 119 年 20% 的
節能目標。

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成效
  應用機型（種）       節能行動方案（項）       完成節能措施驗證（項）      節電效益平均（機型）

365
159
119

15%

272
139

68
14%

250
110

54
12%

150
37
20

10%

民國年107 108 109 110

+ +

台積公司攜手供應商開發智能壓縮乾燥空氣（CDA）流量控制系統，減碳又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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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供應鏈營運過程產生的碳排放是台積公司極為重視的一環，身為半導體製
造領域的領導企業，台積公司透過「設定目標、數據盤查、減碳行動、績效
確認」四大方針持續精進供應鏈低碳管理作為。台積公司要求高用電、高
碳排供應商設 定節能中長 期目標，並以全球責任 供應鏈管理平台 Supply 
Online 360 進行數據化追蹤與即時盤查，且進一步結合台積公司實務經驗

分享與節能減碳相關計畫，提升供應商能源使用效率。民國 110 年，共 18
家供應商參與經濟部工業局節能減碳輔導計畫，挖掘 37 件具潛在節能效益
的專案，預計每年總節電量約 1,300 萬度、減碳 6,600 公噸。此外，台積公
司亦要求關鍵供應商加入 CDP 供應鏈揭露專案、接受第三方單位評等與審
核，持續強化低碳供應鏈發展。

落實低碳供應鏈管理

低碳供應鏈管理

設定目標
優先要求較高用電與高碳排的供應商落
實數據管理，訂定可追蹤的中長期目標

數據盤查
 定 義管 理 對 象 範 疇 與 界定 標 準方法，
要求供 應 商 執行 數 據 盤 查，完 成 後 於
Supply Online 360 平台回報

減碳行動
提供輔導資源，包含實體論壇、數位課
程與現場訪視，提升供應商能源使用效
益、降低碳排放

績效確認
要求供應商回報行動方案執行績效，確
保目標達成度，同時選擇適合案例進行
水平展開，使其效益最大化

低碳供應鏈管理

33營運氣候變遷
管理

氣候減緩	
行動力

氣候調適展現
韌性

產品氣候創新 邁向永續發展 附錄堅持的信念 供應鏈氣候影
響力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
https://www.tsmc.com/chinese
https://supply.tsmc.com.tw/supply360/dist/
https://supply.tsmc.com.tw/supply360/dist/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不只積極要求供應商達到節電、節水與減碳目標，同時透過供應商
永續學院提供供應商及其上游供應商教育訓練資源，截至民國 110 年，供
應商永續學院共上架 37 門課程，與低碳管理相關的課程為「《供應商行為

準則》環境保護篇」、「節能與節水」與「廢棄物生命週期管理」，上課人次達
25,525 人次，其中 92% 第一階供應商完訓「《供應商行為準則》環境保護篇」，
有效精進供應商永續能力與氣候韌性。

民國年

12	月	 12	月	 6	月	

6	月	 4	月	 10	月	 3	月	

12	月	

•	  啟動供應鏈合作，完成產品碳、
水足跡盤查，取得 ISO 14067、
ISO 14046 第三方認證

•	  首次於永續報告書中揭露
供應鏈環境損益數據

•	  發布《供應商永續標準》，說
明災害風險減緩、能耗與溫室
氣體排放等執行方針

•	  要求供應商參與民國 111 年
CDP 供應鏈揭露專案，接受氣
候變遷與水安全評等

•	  啟動 CDP 供應鏈揭露專案

•	  年度供應商管理論壇以「共好
更好的企業社會責任」為題，
由資深副總經理暨 ESG 委員
會主席何麗梅與供應商分享
ESG 經驗

•	  「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上
線，涵蓋環境保護等七大學程

•	  董事會決議高階經理人績
效連結 ESG 表現，涵蓋供
應鏈管理最高主管

•	  舉行年度優良供應商頒獎大會，
供應鏈管理最高主管暨資深副
總經理林錦坤宣告啟動綠色低
碳供應鏈，攜手供應商夥伴邁
向淨零

推動低碳供應鏈發展進程

104 109 110

108 110 110 111

110

推動低碳供應鏈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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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民國 111 年，台積公司擴大淹水情境模擬範圍至國內所有材料及設備耗材
供應商，並強化模擬參數的全面性與分析數據解析度，以獲得更準確的數據，
同時評估強降雨可能伴隨引發的土石流、山崩風險。在未考量供應商對淹水
基礎防護及應變能力的情況下，符合較高淹水風險的供應商共 201 家（高
度風險 8 家、中度風險 193 家），後續將優先針對高風險供應商進行現場調
查，並發送自評問卷要求中度風險供應商回覆淹水風險準備度及供應韌性。
至於土石流與山崩的潛勢評估結果，則未發現顯著風險。

台積公司將綜觀氣候變遷風險、既有應變對策完整度、供應商關鍵程度等
資訊，歸納改善優先順序，透過現場稽核鑑別受淹水風險威脅的生產關鍵
設備，並採取強化擋水功能、重要設備移出地下室或一樓等緊急應變措施，
降低淹水風險。此外，台積公司亦訂定完善的《營運持續管理政策》，強化
備援機制以提升供應鏈韌性，並持續檢視供應商對氣候災害的應變力，協
助關鍵供應商強化淹水防禦能力，降低其營運中斷風險。

關鍵供應商未來淹水風險評估
     中度風險供應商家數      高度風險供應商家數

註： 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淹水潛勢模擬結果，
超大豪雨（24 小時 500 毫米）情境下，可能淹水深度達 0.5 公尺屬於高風險；極端降雨情境（24 小時 650 毫米）情境下，
可能淹水深度達 0.5 公尺以上屬於中風險

氣體

化學品

晶圓

包裝 / 包材

設備耗材

總計

17 2

106 2

50 4

193 8

19

1

供應鏈風險評估與管理

台積公司專家稽核團隊確認供應商桶槽內化學品特性、防溢溝規畫與廢水排放管理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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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	發展永續產品
   研發低 耗電晶片，並依 據 完 整 產品

生命週期思維，評估各階段對環境
與社會的影響，提供客戶低 環境足
跡、低碳足跡及低水足跡產品

•	  先 進 製 程 研 發 費 用 達 新 台 幣 968
億元

•	  電源管理晶片、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 ULP）技 術 平台 研 發 費 用 達
新台幣 60 億元

•	  永 續 產品營業 額 達 新台幣 8,190
億元

•	   台積公司為客戶生產的產品，預估將
於民國 119 年協助全球節電 2,171
億度

•	  10 奈米及 7 奈米製程量產 5 年能效
提升 150%，超越效能加倍目標

產品氣候創新
低碳產品與服務管理策略
台積公司依據完整產品生命週期思維，攜手上游原物料與設備供應商、設計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及下游封裝測試業者，
以具體行動共同降低產品碳足跡；同時，透過創新領先的半導體製造技術，協助客戶生產更先進、更低耗電且更環
保的產品。這些採用台積公司高效節能技術生產的晶片，可支援永續城市基礎建設、更省電節能的交通工具、智慧電
網，以及更具能源使用效率的伺服器與數據中心等應用。台積公司協助客戶生產的低碳產品是生活中常見且不可或
缺的元素，亦將驅動產業鏈上的相關產品貢獻更多節電成效。 每用 1 度電生產約可為全球減省 4

度電

4度電

各世代製程產品量產 5 年後生產
能效提升 1 倍

1倍

台積公司將民國 119 年再生能源使用的永續
目標提升為「全公司生產營運據點 40% 用電
使用再生能源」

主要措施 民國 110 年	
投入成本

民國 110 年	
管理效益

36營運氣候變遷
管理

氣候減緩	
行動力

氣候調適展現
韌性

供應鏈氣候影
響力

邁向永續發展 附錄堅持的信念 產品氣候創新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
https://www.tsmc.com/chinese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先進技術帶動全球節能
台積 公司為 客戶生 產 的晶片，被 廣 泛 運 用於 電
腦、通訊、消費性、工業應用、電動車、伺服器與
數據中心及其他終端產品，透過台積公司的晶圓
製造技術，客戶的設計得以實現並應用於人類生
活，這些晶片對現代社會的進步及帶動全球節能
具 重 大 貢 獻。由於半導體製程 技術 每向前 推進
一個世代，積體電路線寬便持續縮小，使電晶體
愈來愈小，電子產品在完成相同任務或達到相同
水準運作效能時消耗的電力更低；台積公司持續
推進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為客戶生產更先進、
更 具 能 源 效率的產品，民國 110 年，包含 10 奈 
米、7 奈米製程，均已達成量產 5 年後生產能效
提升 1 倍的目標，而 5 奈米製程技術也在量產第
2 年成功提升 20% 生產能效，達成年度目標。

109104 113102 111106 115101100 110105 114103 112107 116 118108 117 119 民國年

節省 2.29 兆度電情境 1：電子產品應用停止成長

情境 2：電子產品應用正常成長

情境 3：電子產品應用加速成長
節省 1.65 兆度電

34.29

32.01

30.36

全球用電量模擬結果
單位：全球整體用電（兆度）

55 奈米
低功耗

（1.2V）

40 奈米
低功耗

（1.1V）

28 奈米
高效能行動
運算（0.9V）

16/12 奈米
精簡型

（0.8V）

10 奈米
（0.75V）

7 奈米
（0.75V）

5 奈米
（0.75V）

0.0220.034
0.056

0.07

0.3

0.6

1

不同技術的產品使用耗電比較－線寬愈小愈省電

55 奈米 40 奈米 28 奈米 16/12 奈米
精簡型

10 奈米 7 奈米 5 奈米

0.0350.0470.063
0.11

0.25

0.48

1

不同技術的產品晶粒大小比較－線寬愈小晶粒愈小

註：  邏輯晶片／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輸入輸出的比例影響晶粒大小與耗電量，已重新調整校正

台積公司協助客戶生產更低能耗並促使全球節能的永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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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依 據 工研 院 產 業 科 技 國 際 策 略發展 所（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enter, ISTI）的 全 球 能 源 耗 用 模 型 結 果 推 算，以半
導體為核心的電子產品應用，民國 119 年約可協助全球節電 11.5%，約當
39,400 億度；而以半導體占電子產品比率及台積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來看，預
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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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每用 1 度電生產約可為全球減省 4 度電。此外，依據每 3 年進行一
次的產品碳足跡與水足跡評估結果，台積公司各技術節點的產品碳足跡及

水足跡均呈現降低趨勢，以先進製程廠區（7-10 奈米）為例，民國 109 年單
位晶圓碳足跡與水足跡較民國 106 年分別降低約 54%、53%；而較成熟製
程之廠區（16 奈米及以上）的民國 109 年單位晶圓碳足 跡，則較民國 103
年減少約 38%；至於單位晶圓水足跡，因受產能波動與空汙改善須耗費更
多水資源影響而略顯上升。台積公司將持續推動自身及供應鏈節水措施，未
來亦將擴大使用再生水，預計可有效降低產品水足跡。

台積公司產品碳足跡 單位：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片─晶圓     
  8 吋晶圓廠平均    16-90 奈米晶圓廠    7-10 奈米晶圓廠   

109106103民國年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台積公司產品水足跡 單位：立方公尺／片─晶圓     
   8 吋晶圓廠平均     16-90 奈米晶圓廠    7-10 奈米晶圓廠

109106103民國年

60.000

40.000

2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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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持續創新先進製程機台綠色行動

以半導體占電子產品比率及台積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來預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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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每用 1
度電生產約可為全球減省 4 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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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邁向永續發展
淨零承諾是台積公司面對氣候變遷的責任，透過「減緩、調適、供應鏈減碳、
低碳產品與服務」四大管理策略，從自身營運、上游採購、客戶使用，以及社
會影響四大面向探求氣候轉型機會，維持地球環境的承載能力，實現所有生
態體系共好的永續發展原則。

儘管邁向淨零承諾的目標充滿挑戰，台積公司仍自期以創新思維與作為戮
力實踐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的低碳角色，營運過程中除持續推動氣
候減緩與調適措施外，同時舉辦 TSMC ESG AWARD，鼓勵全體員工提出淨
零的創新方案，將氣候思維內化至員工日常工作與生活；上游採購方面，則

以自身經驗輔導供應商提升永續績效，建立「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強
化氣候變遷認知與意識，深化供應鏈永續力；客戶使用上，協助客戶生產低
耗能、高能效產品，實現各種智慧應用、促進全球節能；社會影響上，導入環
境損益（EP&L）工具，衡量台積公司整體價值鏈對社會經濟衍生的正向價
值或負向衝擊，使公司決策兼顧企業與社會共好的永續脈絡。

因應氣候緊急狀態，台積公司身為全球企業公民的一員，將與多方利害關係
人建立夥伴關係，加速落實氣候風險控管與減緩行動，擴散對半導體產業
零碳綠色影響力，穩健邁向民國 139 年全公司「2050 淨零排放」的長期目標。

身為全球企業公民的一員，台積公司將加速落實氣候風險控管與減緩行動，實現所有生態體系共好的永續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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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附錄

面向 TCFD 建議揭露項目 本報告對應章節 頁碼

治理
董事會如何監督氣候相關議題 董事會督導 9

管理階層如何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議題 管理階層權責 10

策略

公司辨認出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風險與機會之鑑別及評估 13

氣候相關議題對公司的商業模式、策略與財務規畫的衝擊  財務衝擊估算 15

情境分析（包括 2℃或更嚴苛的情境） 情境模擬分析 16

風險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風險與機會之鑑別及評估 13

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風險全面控管 12

說明上述的辨識及管理風險流程如何整合至公司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風險全面控管 12

指標與目標

評估指標是否與公司策略與風險管理一致 承諾與目標 18

揭露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與相關風險
溫室氣體排放
風險與機會之鑑別及評估

21
13

管理目標及相關績效
承諾與目標
供應鏈氣候影響力
產品氣候創新

18
31
36

TCFD 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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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相關報告與政策
台積公司永續報告書

台積公司 ESG 政策

台積公司 ESG 執行準則

台積公司氣候變遷宣言

台積公司環境保護政策

台積公司營運持續管理政策

含氟溫室氣體減量聲明（IEEE 1680.1）

可持續水管理（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dship, AWS）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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