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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創新連結永續

創新，是台積公司立業的基礎

高效能運算，讓人類文明接軌 AI 未來
智慧型手機，讓思想打破時空限制，走入雲端、通往自由
先進的車用電子，承載著想像力，飛向無遠弗屆的行動力
物聯網，使你我邁向智慧城市與工業 4.0

ESG，是每位台積人的 DNA

以具體行動，串聯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美好的改變
透過源源不絕、創新的科技解決方案
台積公司戮力實現永續，連結共好未來

這 兩 年， 新 型 冠 狀 病 毒（COVID-19） 疫
情持續蔓延，極端氣候對全球帶來的威脅
也與日俱增，身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
的關鍵一員，台積公司有責任攜手產業夥
伴 在 ESG（ 環 境 Environmental、 社 會
Social、治理 Governance）的面向上持續
採取相關行動。我們將 ESG 的精神融入公
司日常營運之中，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系
統性訂定管理策略，確實執行控管並檢視
行動方案；於此同時，我們與各界夥伴及
利害關係人共同攜手，創造永續未來。

我期許持續扎根與擴展永續行動，帶來創
新突破。每年編纂的永續報告書，不僅接
軌國際永續趨勢，成為各組織持續精進
ESG 的指引，擴大資訊揭露與外界交流，
亦不斷累積 ESG 知識財，除既有的《環境
損益分析報告》、《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
告》，今年亦首次發布《重大性分析報告》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行動報告書》。
永續之路沒有終點，隨著企業成長，責任
日益深重，我們秉持「提升社會」的 ESG
願景，堅定前行。

劉德音
董事長暨 ESG 指導委員會主席

何麗梅
資深副總經理暨 ESG 委員會主席

台積價值與永續目標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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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斷強化半導體製程技術與製造服務，台積公司於民國 110 年協助
客戶實現超過 12,300 種晶片創新，使產品更先進、更強大、更智慧化、
更具能源效率且更安全，大幅精進生活品質，創造永續共好社會。

●   持續導入更先進的邏輯／特殊製程技術
●   持續擴增特殊製程技術
●   持續精進及擴增
●   TSMC 3DFabricTM 技術

●   提升產品運算能力
●   增加產品能源效率
●   實現更小尺寸
●   提高晶片設計彈性

客戶應用／產品

技術平台 智慧型手機 高效能運算 物聯網 車用電子

永續創新 技術發展重點 客戶產品創新優勢

消費性電子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   超低功耗微控制器（MCU）
●   應用處理器（AP）
●   基頻處理器
●   射頻收發器
●   無線區域網路
●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影像感測器
●   近場通訊
●   藍芽
●   嵌入式快閃記憶體
 （Embedded Flash Memory）
●   無線射頻辨識（RFID）等

●   中央處理器（CPU）
●   繪圖處理器（GPU）
●   可程式邏輯閘陣列（FPGA）
●   伺服器處理器（Server CPU）
●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加速器
 （AI/ML Accelerator）
●   網路處理器（NPU）
●   高速網路晶片等

●   微控制器
●   基頻處理器
●   射頻收發器
●   無線區域網路
●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影像感測器
●   近場通訊
●   雷達
●   乙太網交換機
●   電源管理晶片等

●   微控制器
●   基頻處理器
●   射頻收發器
●   無線區域網路
●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影像感測器
●   近場通訊
●   藍芽
●   嵌入式快閃記憶體
●   電源管理晶片
●   時序控制器（T-CON）等，應用於 8K/
    4K 數位電視、 4K 串流機上盒／過頂服務
（Over-the-top）、 數位單眼相機（Digital 
   Single-lens Reflex, DSLR）等

●   應用處理器（AP）
●   基頻處理器（Baseband）
●   射頻收發器（RF Transceiver）
●   無線區域網路（WLAN）
●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影像感測器
 （CMOS Image Sensor, CIS）
●   近場通訊（NFC）
●   藍芽（Bluetooth）
●   全球定位系統（GPS）等

推動智能物聯網加速數位化轉型
實現更節能與便利的生活

使 5G、雲端與資料中心可隨時隨地
處理大量人工智慧資料

實現更安全、更智慧、更環保的
交通工具包括油電混合與電動車

實現人工智慧智能元件使工作、娛樂與學習不受時地侷限
溝通更有效率

創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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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民國 111 年，台積公司發布第一本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行動報
告書，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的報導框架，
建立從規畫（Plans）、承諾（Commitments）、
行動（Actions）、進展（Progress）、合作
（Collaboration）五大揭露原則，說明台積公司對
於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支持。民國 110 年，
在 ESG 指導委員會主席劉德音董事長的帶領下，台
積公司持續聚焦 SDG 3（健康與福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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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 9（工業化、創新與基礎建設）、SDG 12（責任
消費與生產）、SDG 13（氣候行動）與 SDG 17（多
元夥伴關係）等 9 個永續目標，透過 44 個 ESG 專案
與 23 個可衡量的民國 119 年長期目標，以具體的行
動實踐影響力。

  
    

 

台積公司依循「瞭解與定義優先順序」、「設定目標與整合」、「揭露與溝通」三大步驟
從五大永續角色及價值鏈階段辨識與 SDGs 的鏈結，擬定長期目標與實踐行動方案。

9 個
SDGs

23 個
長期目標

44 個
永續作為

瞭解與定義優先順序

1 2

3

合作
攜手利害

關係人

行動
採取行動方案

進展
追蹤目標
達成情形

承諾
設定可衡
量的目標

規畫
聲明支持

SDGs

採購階段

台 積 公 司 採
購 原 物 料、
設 備 及 相 關
服務

台 積 公 司 提
供 晶 圓 製 造
與 封 裝 ／ 測
試業務

台積公司提
供完成生產
的客戶產品

公司營運 客戶使用

ESG 方向 流程 台積公司永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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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目標與整合

揭露與溝通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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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SDGReport-c.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SDGReport-c.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SDGRepor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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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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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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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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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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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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環保品質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降 60%
（民國 104 年為基準年）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 99%

責任消費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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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水資源風險
單位產品用水量（公升／十二吋晶圓當量
─光罩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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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水與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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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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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福祉

提供優質薪酬 
整體薪酬維持在業界前 25%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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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與經濟成長

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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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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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健康管理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 件 

責任消費與生產

就業與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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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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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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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創新及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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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pyrroli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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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消費與生產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台積公司民國 119 年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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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經濟
社會

台積價值與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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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創新的
先行者

台積公司專注於「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本業，逐年擴
大研發規模，以創新引領全球科技進步。身為全球半導體
產業的領導者，台積公司堅持生產高品質、低耗能的永續
產品，透過領先的技術與卓越的製造服務，協助客戶產品
成功。

驅動創新
全年研發費用達 44 億 6,500 萬美元
較前年度成長約 20%

20%
透過 291 種製程技術
為客戶生產 12,302 種不同產品

535家客戶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
提供客戶生產製造的技術種類達 894 種
先進封裝技術種類達 98 種

894/98
台積公司市值（新台幣）

16.2兆

領先全球試產 3 奈米製程技術
為下一代科技產品挹注動能

1

美國專利獲准率達 100%
居美國前十大專利權人中第一

100%

民國 110 年年產能超過 1,300 萬片
約當十二吋晶圓

>1,300萬片
占全球半導體（不含記憶體）產值
較前一年增加 2 個百分點

26%
建立 100% 材料的 CMR 物質分析能力
並協助含有疑慮物質的全數供應商
建立 CMR 檢出能力

100%
連續第 12 年營收創紀錄

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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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攜手打造創新基因定序晶片，協助完成 COVID-19 病毒變異株辨識

焦點案例

台積公司角色

對社會的影響

半導體產品
●   美商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的 Ion Torrent Genexus
   次世代基因定序系統

產品創新
與突破

●   業界首個從樣本到分析報告流程自動化的 NGS 方案
●   整個檢測流程只需 2 次、僅 10 分鐘的手動操作，可單
   日完成高精準度基因定序
●   可同時處理高達 16 份 COVID-19 樣本，大幅減少花費
   與處理時間

●   領先業界、能大幅降低感測器噪點的互補式金氧半導
   體架構的微機電（CMOS MEMS）技術，為基因定序的
   準確性帶來重大貢獻
●   設立專業工程團隊協助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釋放產品
   創新

創造雙贏的客戶稽核數位轉型

焦點案例焦點案例

●   COVID-19 病毒變異     
   株迅速定序，對瞭解
   與控制疫情貢獻卓著
●   在腫瘤學、遺傳性疾
   病檢測及生殖健康醫
   學扮演重要角色
●   推進生命科學研究、
   提升病人診斷、實踐
   社區精準醫療

美商 賽 默 飛 世 爾 科 技 公 司 與 台
積 公 司 合 作， 推 出 Ion Torrent 
Genexus 次世代基因定序系統，
協助 研 究 人 員 迅 速 瞭 解 與 控 制
COVID-19 疫情（感謝美商賽默
飛世爾科技公司提供照片）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虛擬稽核」讓客戶能
即時稽核公司晶圓產線

台積公司為客戶生產的晶片被廣泛運用於多元領域，透過不斷精進
的製程技術，進一步驅動現代社會持續進步。美商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推出 Ion Torrent Genexus 次世代
基因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系統，結合賽默飛世
爾科技公司創新且快速的定序科技，以及台積公司領先業界、能大幅
降低感測器噪點的互補式金氧半導體架構的微機電（CMOS MEMS）
技術，提供更快速、更易操作、更彈性的次世代基因定序方案。

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 Ion Torrent Genexus 次世代基因定序系統是業
界首個從樣本到分析報告流程自動化的 NGS 方案。該系統中的 Ion 
Torrent Genexus Integrated Sequencer 定序機台，利用該公司的
Ion Torrent Genexus Purification System 樣本萃取機台與高敏檢測
模組，整個檢測流程只需要 2 次、僅 10 分鐘的手動操作，即可完成
高精準度的數十億的鹼基（Base Pair）定序，與過去需耗時數週相較，
檢測效率大幅提升。此機台採用台積公司製造的 Ion Torrent GX5 晶
片，可同時處理高達 16 份 COVID-19 樣本，大幅減少花費與處理時間。
上述優勢亦能協助研究人員聚焦數據解讀，幫助研究機構迅速辨識如
Omicron 等 COVID-19 病毒變異株，進一步提升政府與國際組織預測
病毒演化與有效控制疫情的能力。

因應終端客戶要求，正式量產前的稽核是一個必要的工作步驟。在
COVID-19 疫情肆虐下，客戶無法進行跨國商務旅行，為讓客戶的
產品能即時獲得認證，台積公司跨越傳統現場稽核的時空限制，民
國 109 年即利用數位轉型契機發展「虛擬稽核」技術，在符合台積
公司與客戶機密資訊的安全標準下，提供不同形式的遠距會議及分
享工具做為客戶稽核平台，使客戶即使無法前來台積公司仍能即時
完成稽核、進而量產。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進一步導入嶄新的「混合實境」技術以提
升虛擬稽核能力，除原有的遠端資料分享，客戶尚可藉由頭戴式顯
示器實際觀察晶圓廠內部狀況，進行「即時生產線稽核」，達到與
傳統現場稽核同樣效果，不但節省客戶長途旅行所耗費的精力與時
間，更能有效縮短量產時程，贏得客戶信任。截至民國 110 年年底，
台積公司及客戶已成
功 完 成 超 過 30 場 遠
端稽核，加速產品上
市時間，創造雙贏的
夥伴關係。

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閱讀 110 度年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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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
採購者

台積公司追求永續經營，落實負責任的採購，除就技術、
品質、交期、環保、人權、安全與衛生等面向引領供應商
夥伴精益求精，同時考量氣候風險、積極提升氣候韌性，
為發展永續低碳的半導體供應鏈全力以赴。

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51%
輔導供應商累計節電量

3.4億度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
單位廢棄物產出量減少 31%

31%
關鍵高風險供應商
安全衛生輔導完成率

100%

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
年度課程完訓人次

>20萬

採購負責任礦產

100%
輔導供應商累計節水量

1,971萬公噸
原物料多元貨源方案開發量

109
關鍵供應商健檢
精進計畫稽核家數

86

帶動國內 1.3 兆元產值（新台幣）
22.4 萬個就業機會

1.3兆元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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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供應商消防專責人員專案」，供應鏈韌性再升級

焦點案例

「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系統化分享
  經驗，驅動供應鏈追求卓越

台 積 公 司 供 應 鏈 遍 布 全 球， 為 精 進 供 應 商 能 力， 已 於 Supply 
Online 360 平台完成「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設置，做為國內業
界開放式教育平台先驅，透過雲端平台有系統地將台積經驗製成動
畫教材，無償分享台積公司製造與營運經驗，使台積經驗成為供應
商智庫。為了強化資訊吸收度、確認學習成效，台積公司指派必修
課程要求供應商完訓，同時開放一般民眾登錄使用，實踐共好。民
國 110 年「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進一步串聯內部承攬商施工管
理系統，除讓工作證申請流程線上化，並管制高風險作業廠商施工
資格，降低潛在工安風險。詳請請參閱「數位化承攬商教育訓練課
程，100% 完訓率」。

焦點案例焦點案例

台積公司積極提升供應鏈韌性，為降低火災導致物料
供應中斷風險，透過「供應商消防永續管理機制」，
以優於法規的標準輔導與稽核供應商消防系統 ; 民國
110 年，進一步啟動「供應商消防專責人員專案」，
針對關鍵供應商及歷年稽核結果顯示防火管理有待加強
的供應商，由台積公司提供訓練資源及技術，為供應商
以廠為單位所指派之消防管理單一專責人員程度分級、
加以訓練與驗收成果，強化供應商自我防火管理能力。

民國 110 年，                        未達第 3 級程度的 48 位供
應商消防專責人員已 100% 完訓，第 3 級及以上學員
比例由 58% 提升至 82%; 民國 111 年，預計將進一步

第一階供應商完訓
台積公司《供應商
行為準則》課程完
訓率

第一階供應商自主
使用「台積電供應
商永續學院」平台
訓練

達 年 度 累 計 課 程
完訓次數超過 20
萬 人 次， 使 用 者
對課程評分達 4.8
分（滿分為 5 分）

92 % 210 家 20 萬人次

供應商消防專責人員專案參加家數

91 家
   台積公司透過「供應商
消防永續管理機制」分享
消防管理經驗，提升供應
鏈營運韌性

感謝台積公司專家團隊的輔導及協助，除給予高科技半導體廠房風
險管控經驗，更進一步舉辦供應商消防專責人員實務訓練，協助廠
區全面提升消防、防災自主管理能力，降低公司整體災損風險。

趙寬俊     台灣圓益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攜手學術單位，透過全產業適用的教學內容與專業師
資、可實際操作練習的教學設備，持續強化供應鏈韌
性，成為全球值得信賴的技術及產能提供者。

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閱讀 110 度年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民國 110 年「供應商消防專責人員專案」執行成果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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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 綠建築認證面積
全球半導體業第一、全台第一

1
單位產品用水量削減
（民國 99 年基準年）

14.9%
連續 2 年獲 CDP 水安全評比
最高等級 A 級

A級
含氟溫室氣體削減
全球半導體業第一

94%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98.4%

獲 UL 2799 廢棄物零掩埋
最高等級鉑金認證

1
年新增 8 大類共 499 項節能措施
有效節電 7 億度

499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
排放量降低 54%
（民國 104 年為基準年）

54%
廢棄物回收率連續 7 年達 95%
掩埋率連續 12 年小於 1%

95%

宣告「民國 139 年淨零排放」

0綠色力量的
執行者

實踐與地球生態共生共榮的信念，台積公司積極開發與應
用創新的綠色技術，透過氣候與能源、水管理、資源循環
及空氣汙染防制等面向，全方位展開永續行動專案，以成
為全球標竿的綠色企業自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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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家驅動先進機台導入節能措施的半導體公司

焦點案例

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里程碑及專案成效

設定新製程機台 20% 節能
效益目標

正式啟動「新世代機台節能
行動專案」

召集前 6 大耗電量設備商

擴大召集前 7 大耗電量設備商5 家廠商提出節能計畫
定期與台積公司討論檢視

建立「綠色機台認證制度」

3 奈米製程啟用節能設計機台

平均機台設備節能
效益 20%

應用的機型（種）
完成節能措施驗證（項）

節能行動方案（項）
節電效益平均（機型）

5 奈米製程啟用節能設計機台
召集前 5 大耗電量設備商
啟動機台節能設計

民國年

107

10%

20
150

37

54
250
110

68
272
139

119
365
159

12%
14%

15%

108 109 110  民國年

105 107 109106

規畫 導入驗證 深化 目標啟動 擴大

108 110 119

台積公司致力打造半導體綠色供應鏈，考量製程機台用電量
佔全公司能源使用 50% 以上，且先進機台數量逐年增加，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共提出
365 項節能行動方案，其中 159 項節能方案已通過驗證並應
用於 119 種 5 奈米及未來的 3 奈米的先進製程機台 ; 針對 17
種耗能元件，專案導入高效能零件與節能設計，成功省下 4
億度年用電量。 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節電量

4 億度

   台積公司攜手設備商持
續開發半導體綠色機台，以
高能源效率生產永續產品

台積公司致力實踐綠色製造，將持續攜手設備商開發創新的節能設
計、導入未來的新機台，讓能源使用效率最大化。

林震賓     台積公司智能工程中心處長

「新世代機台節能行動專案」每年舉行逾百場討論會，尋找
機台節能的機會點與創新思維。針對耗電量前 6 大設備商，
台積公司深入參與先進機台模組設計的節能理念、給予執行
方針，並透過定期召開技術精進會議反覆驗證綠色效益，並
將節能規範納入新機台採購標準規格，為全球第一家驅動設
備商對先進機台導入節能措施的半導體企業，堅定邁向民國
119 年平均機台設備節能效益 20% 的永續目標。

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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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直接員工平均月薪為
台灣基本工資的 4 倍

4倍
獲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評選
為新世代最嚮往企業前十大企業
第 1 名

1
輔導 65% 高風險作業
承攬商導入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65%
提供豐富學習資源
年度員工訓練完訓總人次

224萬人次

獲富比世雜誌（Forbes）評選
2021 為全球最佳雇主之一

1

全球新增優質工作機會

8,536位

獲財富雜誌（FORTUNE）評選
為最受推崇企業之一

1
員工與承攬商通過安全衛生訓練
始能取得作業資格

100%
全球員工整體薪資福利費用
較前年度成長 17%（新台幣）

1,649億元
82.5% 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

82.5%

員工引以為傲
的公司

台積公司秉持「承諾」的核心價值，落實多元與共融文化，
致力營造開放型管理模式，吸引與留任不同背景與專業人
才，並提供優質的薪酬與福利以及持續學習、安全而有樂
趣的工作環境，矢志成為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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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積價值與永續目標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精華摘要

「線上健走挑戰賽」－ 1 萬 4,550 位
   員工健走 102 萬 9,825 公里

台積公司關心員工健康，推廣「日日都是運動日」的生活型
態，舉辦為期 1 個月的「線上健走挑戰賽」。民國 110 年，
共計吸引 1 萬 4,550 名員工組成 1,455 隊參加，合作完成
健走 102 萬 9,825 公里，換算總步數為 13 億 7,310 萬步，
相當於繞行地球 26 圈、環行台灣 2,004 次，總運動時間 20
萬 5,965 小時，總消耗卡洛里 6 萬 4,014 千卡。

挑戰賽讓我更有動力運動，促使自己下班後就「卯起來跑」，賺到健
康就是最好的獎勵。

朱逸競     台積公司員工

   台積公司慢跑社
成 員 自 組「99%-
我 們 靠 官 爺 拿 第
一 」 團 隊， 參 與
線上健走挑戰賽

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焦點案例焦點案例

台積公司新人訓練中心 111 堂專業課程
打造工安環保人員電子化學習地圖

焦點案例焦點案例 焦點案例焦點案例

為培育年輕世代的半導體技術人才，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於中科廠區
成立新人訓練中心（Newcomer Training Center），讓新進員工在安全
的學習環境下，透過專任講師的指導及實務操作，迅速增進半導體基礎知
識與技能，進一步熟悉公
司核心價值，融入公司文
化。民國 110 年，新人訓
練中心共培育超過 2,000
位台積生力軍，學習獨立
作 業 的 時 間 有 效 縮 短 約
10%， 且 目 前 都 已 在 各
自的崗位上為公司貢獻。

台積公司為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意識，積極培育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才，
讓優質的專業人才帶領全體員工共建友善健康職場，民國 110 年，建立
工安環保人員電子化學習地圖，依據職掌擬定 3 階段學科／術科、共
111 堂包含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及緊急應變必修課程，透過系統性學習、
技術與經驗傳承，使新人快速熟習業務，提升個人專業職能及組織安全績
效。民國 110 年，共 189 位年資 3 年內工安環保人員完訓。

機台、元件功能
介紹與實作演練

機台問題分析與
解決

半導體製程介紹、
分析與檢測能力

產線常用系統功能
介紹及實機操作

培養異常處理及
緊急應變能力

設備學程 製程學程 系統學程 值班技能

建立工安環保部各級別
應具備課程項目

遴選專業副理及
種子教官講師群

彙整／製作專業
課程訓練教材

導入電子化平台

1 2 3 4

職掌業務與職能盤點 遴選具證照專業
講師

教案編撰／授課
建立數位圖書館，
同仁進入電子化平
台上課考試，完整
記錄學習地圖

工安環保人員職掌業務與專業技能

   台積公司新人訓練中心協助公司新鮮人更安
全、有效率地了解職務專業

新人訓練中心四大學程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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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page=145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page=155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page=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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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受益人次

89萬1,962
藝文推廣參與人次

2萬5,082
全球防疫援助年度投入（新台幣）

42.6億元
青年培育教育專案服務受益人次

20萬3,814

與 15 間醫療及照護機構合作
愛互聯服務獨老人次

1萬4,083

人才培育年度投入（新台幣）

5.72億元
惜食專案 122 個弱勢單位受益人次

5萬8,862
志工總人數

10,664
推展多元產學合作項目
全球大學、研究所參與學生人數
超過 6,500 人

>6,500

社會參與總投入金額（新台幣）

50億9,200萬元改變社會的
力量

秉持「讓社會更好」的永續願景，「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凝聚公司內外部資源，關注青年
培育及偏鄉教育、藝術文化與環境保育，並關懷弱勢、獨
居長輩，以共好價值為社會進步打下穩健基樁。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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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提供各階段教育資源，培育新世代 STEAM人才國中小 高中 大學生 研究生 學術研究

●   志工服務
●   教師厚學計畫
●   贊助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半導體的世界」展館
●   員工定期定額捐款支持 TFT
    為台灣而教員工支持專案
●   棒助小英雄專案
●   峨眉國中 KIST 公辦民營
    實驗學校
●   台積電科學及美育之旅

●   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
●   台積電女科學家之旅
●   技職職業培訓
●   員工定期定額捐款支持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註

●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
●   科學營贊助
●   台積電青年書法及
    文學獎

●   優秀清寒獎學金
●   台積電半導體學程
●   白先勇清華文學講座
●   雲端大數據課程
●   Careerhack 職涯
    黑客松程式競賽
●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   台積電博士
    獎學金
●   大學研究中心
●   國家重點領域
    研究學院

●   產學合作專案
●   大學晶圓快捷      
    專案

COVID-19 全球防疫援助行動

註：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提供國小、國中至高中免費線上學習教材

焦點案例

充足的篩檢量能是控制疫情的關鍵，特別
感 謝 台 積 電 慈 善 基 金 會 捐 贈 零 接 觸 採 檢
站，對台大醫院防疫醫護團隊真的如一場
即時雨。

吳明賢     台大醫院院長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除培養學生發揮創意、獨立完成晶片設計的
能力，同時可加速學生與業界接軌，進一步讓我們的努力被世
界看見。

劉深淵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與全球一同防禦 COVID-19 疫情，台
積公司民國 110 年提撥新台幣 42.6
億元經費投入防疫援助，其中包括
捐贈疫苗、資助大學進行防疫研究，
以及由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規畫醫療
資源、偏鄉教育與關懷弱勢等層面
之援助。

焦點案例

培育新世代 STEAM 人才

焦點案例焦點案例

為提升國內人才質量，台積公司致力青年培育，實現多
元教育的可能性並關懷教育弱勢，提供各階段學子正規
教育體制內外的發展舞台、接軌產業的學習資源，積極
達成 SDG4 的教育品質目標。

針對大學及研究所師生，台積公司攜手海內外學校推
動大學合作計畫，透過支持師資聘任、業師課程、講
座、競賽、獎學金、突破性的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並
提供產能協助全球頂尖大學師生將積體電路設計轉化
為實體晶片，積極培育下一代半導體產業人才。對於

完備醫療資源 偏鄉教育不中斷 弱勢族群關懷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捐贈零
接觸採檢站，保護醫護人員
工作安全、提升採檢量能

    台積公司擴大舉辦台積
電女科學家之旅，提供女
學生多元的科技學習機會

國民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學子，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台
積電慈善基金會共同挹注教育資源，實現更均等的受
教權，以 STEAM 為孩子們的未來賦能。

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閱讀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了解更多案例詳情

經濟 環境 社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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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績效摘要

營運與經濟面

銷貨收入淨額（新台幣 10 億元） 1,070 1,339

每年研發支出佔營收比例（％） 8.5 8.2

在地與後段封裝材料供應商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賽」晉級決賽比例（％） - -

母公司淨利（新台幣 10 億元） 345 518

全球專利獲准累積件數 39,118 45,162

品質暨可靠性創新檢測方法累積件數 - -

所得稅費用（新台幣 10 億元） 45 67

營業秘密註冊累積件數 88,000 100,000

製程不使用含 4 個碳以上 PFASs 物質 完成 86%PFOA 相關物質替換 3 奈米及更先進製程
100% 不使用含 4 個碳以上 PFASs

PFHxA 相關替代物質選定
並啟動產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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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及可靠性認證作業

完成 完成 完成

現金股利（新台幣 10 億元） 259 259

持續改善活動效益（新台幣／億元）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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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56 70

研究發展費用（新台幣 10 億元） 91 109

109

推動在地主要原物料供應商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100 79

建立致癌、致生殖突變、致畸胎物質分析能力並協助特定供應商同步發展相同能力（％） 83 100 100

資本支出（新台幣 10 億元） 460 507

推動後段封裝材料供應商參加「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 46

NMP 替代率（％）（民國 105 年為基準年） 38 59 75

主要指標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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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

7.9

16

597

50,506

254

66

120,000

26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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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83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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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90 111 132

- 2,130,000 19,710,000

28.5 29.4 31

102 40 60

411 558 759

- - 8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9 60 60.4

- - 3

50 45 46.4

- - 3

0.97 2.1 3.4

- - 51

負責任的採購者

邀請原物料供應商參與年度緊急應變觀摩累計家數（民國 105 年為基準年）

輔導供應商的累計節水量（公噸）（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每 3 年完成要求關鍵供應商接受由負責任商業聯盟認證之第三方機構進行行為準則稽核的比例（％）

供應商參與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畫累計家數（民國 105 年為基準年）

每年要求關鍵高風險供應商接受供應商健檢精進計畫稽核的累計家數

關鍵高風險供應商安全衛生輔導完成率（％）

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證書的完成率（％）

要求供應商執行負責任礦產盡職調查，合規礦產使用率（％）

提升間接原物料在地採購比例（％）

每年稽核至少 3 家供應商負責任礦產盡職調查

（接上頁）

提升零配件在地採購比例（％）

主要產廢之供應商廢棄物產出量減少比例（％）（民國 103 年為基準年）

稽核供應商負責任礦產盡職調查的累計家數

輔導供應商的累計節電量（億度）（民國 107 年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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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指標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接下頁）

社會 附錄經濟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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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溫室氣體排放（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包括範疇－與範疇二市場係數法） 8,769,614 9,464,696 10,304,344

子公司註 2 24,637 29,905 36,057

能源使用（百萬度）（包括電力、天然氣與柴油） 14,323 16,919 19,192

918 1,230 1,671

範疇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註 1 2,071,743 2,004,841 2,151,937

範疇二（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區域係數法） 7,350,195 8,282,509 9,196,964

直接能源使用（百萬度）（包括天然氣與柴油） 747 861 1,112

6.7 7.6 9.2

100 100 100

台灣廠區 1,678,754 1,710,677 1,808,427

範疇三（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註 3 5,307,028 5,511,486 6,049,256

間接能源使用（百萬度）（非再生能源電力）

子公司註 2 392,989 294,164 343,510

碳抵減（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5,376 4,125 241,577

範疇二（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市場係數法） 6,697,872 7,459,856 8,152,497

含氟溫室氣體（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081,212 1,311,530 1,369,478

間接能源使用（百萬度）（再生能源電力）

全公司生產營運據點用電量為再生能源比例（％）

海外公司用電量為再生能源比例（％）

台灣廠區 6,673,235 7,429,951 8,11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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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基準年減少比例（%） 17 23 27

12,658 14,828 16,409

（接下頁）

（接上頁）

主要指標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社會 附錄經濟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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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民國 105 年起新增節能措施累積節電總量（億度／年） 12 17 24

硫氧化物（公噸） 32.18 38.13 39.48

通過 ISO 14001 認證廠區比例（%）

用水量（百萬公噸）

100 100 100

6.3 6.7 6.7

16 奈米製程量產後，生產能效提升倍數 1.4（第 5 年） - -

揮發性有機物（公噸）

空汙防制設備異常事件（件數）

台灣廠區

102.1 106.8 107.7

64.3 77.3 82.8

86.7 86.4 85.4

133.6 173 186.3

10 奈米及 7 奈米製程量產後，生產能效提升倍數 1.4（第 4 年）0.7（第 4 年） 1.5（第 5 年）

單位產品空氣汙染物排放量降低程度（%）

通過 ISO 14001 認證廠數（廠）

子公司註 2

30 45 54

5 奈米製程量產後，生產能效提升倍數 - - 0.2（第 2 年）

揮發性有機氣體削減率（%） 97.8 98.3 98.4

氣候災害造成生產中斷日數 0 0 0

0 0 0

製程用水回收率（%）註 3

總節水量（百萬公噸）註 3

氮氧化物（公噸） 116.67 170.36 205.57

22 23 24

58 70.6 76.1

（接上頁）

主要指標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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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力量的執行者

超純水用量（百萬公噸） 90.1 102.4 109.5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219,584 277,340 335,080

廢棄物回收率（%） 96 95 95

0.89 1.01 0.99

氫氧化四甲基銨 7.9 6.3 5.5

台灣廠區

台灣廠區

台灣廠區

212,465 269,640 326,069

96 95 95

22 22 22

70 80 82

銅離子 0.09 0.07 0.07

子公司註 2

子公司註 2

子公司註 2

7,119 7,700 9,011

單位產品用水量（公升／十二吋晶圓當量 - 光罩數）降低比率（%）（以民國 99 年為基準） 5.2 8.9 14.9

有害廢棄物產生量 197,131 298,400 339,623

水汙綜合指標優於放流水標準程度 43.8 42.4 42.5

183,015 280,635 319,763

單位晶圓委外廢棄物處理量（公斤／十二吋晶圓當量 - 光罩數）

開發多種電子級化學品回台積公司循環使用 - 廠內資源再生活化比例（%）

廢棄物處理廠商取得 ISO 14001 等國際環安衛管理系統認證比例（%）

廢棄物產生量（公噸） 416,715 575,740 674,703

14,116 17,765 19,860

74 77 85

（接上頁）

主要指標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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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員工數（人） 51,297 56,831 65,152

新聘技術職新鮮人女性占比（%） - - 21.3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 50.8 45.2 57.6

- - 前 25%

員工訓練時數（小時） 74,178 926,379 3,185,784

離職率（%） 4.9 5.3 6.8

員工承諾全心全力投入工作的比例（%） - 96 -

0.52 0.42 0.38

9

0

4

0

7

0

全體員工女性比例（%） 37.8 37.1 35.4

1 年以內新進員工離職率（%） 13.4 15.7 17.6

員工願意在未來 5 年於公司發揮所長的比例（%）

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12.7 12.5 13

自願離職率（%） 4.8 5.1 6.7

初階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13.6 13 13.4

整體薪酬在業界排名 前 25% 前 25% 前 25%

在「員工意見調查」中，「永續敬業度」結果對比《韋萊韜悅全球高績效企業常模》中排名

安全 - 失能傷害頻率註 4

安全 - 失能傷害嚴重率註 5

公傷死亡人數 - 員工（位）

高階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11.1 10 8.3

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 - 79.3 82.5

- 95 -

（接上頁）

主要指標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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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改變社會的力量

公傷死亡人數－承攬商（位） 0 0 0

舉辦半導體科普推廣活動場次 - 5 6

愛互聯送餐餐次 -

37

- 304,477

64

794

58,862

1,044

37,071

770

21,791

各廠區 RBA 標準化風險評估範本（Self-AssessmentQuestionnaire, SAQ）自評分數 - - 100

贊助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7 疫情暫停舉辦 12

推動教育機構孝道教學 57

事件發生千人率 0.425 0.311 0.252

導讀時數 8,400 5,060 4,910

惜食專案每年受益人次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件數 0 0 0

每年捐款予弱勢族群金額（新台幣／萬元） 1,321 1,210 2,263

輔導高風險作業承攬商取得 ISO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證率（%） 50 60 65

偏鄉孩童受益人數 1,400 3,279 5,287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服務人次

青年競賽參與人數 - 1,551 1,614

愛互聯服務獨老人次 10,8559,527 15,719

註：   數據涵蓋範圍為台灣廠區及子公司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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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查數據自民國 109 年起，改採用聯合國溫室氣體盤查指引（2019 修訂版），並
            同步將基準年由民國 99 年調整至民國 109 年
註 2：環境面數據的子公司涵蓋範圍為 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采鈺公司
註 3：數據涵蓋範圍為台灣廠區

註 4： 安全 - 失能傷害頻率 = 失能傷害次數ｘ 1,000,000 ／總工時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 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屬「工作相關」公傷，始需納入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
           登錄計算，「非工作相關」公傷如因個人因素於餐廳或停車場等場域跌倒者，不在計算範疇。因應新的計算方式修正目標，相關說明請詳見「失能傷害
           統計分析」
註 5：安全 - 失能傷害嚴重率 = 損失工作日數ｘ 1,000,000 ／總工時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           
           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屬「工作相關」公傷，始需納入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
           率登錄計算，「非工作相關」公傷如因個人因素於餐廳或停車場等場域跌倒者，不在計算範疇。因應新的計算方式修正目標，相關說明請詳見「失能傷
           害統計分析」

（接上頁）

主要指標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社會 附錄台積價值與永續目標 經濟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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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瓊永續指數

   道瓊永續世界指數成分股
（連續 21 年）
   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
   成分股

MSCI ESG 指數

MSCI 全球 ESG 領導者指數成分股
MSCI ESG Research 的 MSCI ESG 評等－ AAA 評等
MSCI 全球社會責任投資指數成分股
MSCI 全球伊斯蘭指數成分股
MSCI 新興市場 ESG 領導者指數成分股

ISS ESG

企業評比「最佳」等級

   地球憲章
（Terra Carta Seal）

   永續市場倡議

   世界標竿聯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

   全球 2,000 大最具影響力公司
（SDG 2000）

碳揭露專案（CDP）

供應鏈議合領導者
水安全 A 等級
氣候變遷 B 等級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

FTSE4Good 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
FTSE4Good 環球指數成分股
FTSE4Good 臺灣永續指數成分股

天下雜誌

天下永續公民獎：
大型企業組第一名

AWS 白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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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台積公司永續行動，請參考台積公司民國 110 年度永續報告書、ESG 網站與
臉書。如有任何建議，誠摯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ESG@tsmc.com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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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
https://esg.tsmc.com/ch/index.html
https://zh-tw.facebook.com/tsmccsr/
mailto:ESG%40tsmc.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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