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與共融 人才發展人才吸引與留任 人權 職業安全與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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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與承攬商通過安全衛生
訓練，始能取得作業資格

100%
全球新增優質工作機會
8,536位

台灣地區直接員工平均月
薪為台灣基本工資的 4倍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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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與共融
策略與民國 119年目標 民國 111 年目標 民國 110 年成果

建立開放型管理模式
落實核心價值與經營理念，持續塑造共融文化

在「員工意見調查」註中，「多元與共融」結果對比《韋萊韜悅全球
高績效企業常模》達前 25%水準 NEW

釋放女性員工潛能
提供資源，支持女性員工成功與成長

女性主管占比達 20% NEW 女性主管占比達 14% 女性主管占比達 13.0% 
目標：12.5%

新聘技術職新鮮人女性占比達 30% NEW 新聘技術職新鮮人女性占比達 25% 新聘技術職新鮮人女性占比達 21.3% 
目標：21% 

註：「員工意見調查」每 2 年舉行一次，下次執行時間為民國 112 年，民國 110 年調查結果請參閱「人才吸引與留任」議題中「強化員工敬業度」說明

 超越       達成       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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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多元與共融宣言》主張員工組合
應反映社會現況，以多元的管理階層及人才
結構，強化公司競爭優勢、永續發展。台積
公司積極實現多元職場價值，打造包容的工
作環境，培育半導體未來人才，使產業得以
受益於全球人才資源的最大潛能。

「多元與共融」四大範疇

建立開放型管理模式

秉持創辦人張忠謀博士親筆揭示的《企業經
營理念》，台積公司期許以開放型管理模式，
呼應社會發展趨勢，積極營造多元與共融的
環境。民國 110 年，成立「多元與共融推動
小組」，持續深耕「多元溝通管道、豐富學
習資源、推動員工福利、釋放女性員工潛能」
等四大範疇，展現育才、培才、留才的承諾
與行動，落實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

建立開放型管理模式

我們要營造樂於溝通的環
境，以建立開放型管理模
式。「開放型」代表員工
間互相以誠信、坦率、合
作相待。員工樂於接受意
見，也樂於改進自己。同
時，更將透過集思廣益的
方法接受各方看法，而在
做成決定後，就團結一致、
不分你我、集中力量朝共
同目標戮力以赴。

多元溝通管道

釋放女性員工 
潛能

推動多元員工 
福利

豐富學習資源

 ● 各層級／跨層級溝通會議
 ● 全球員工意見調查，定期系統性彙集員工意見
 ● 建立多項員工意見反映管道，即時回應員工需求與建議

 ● 推出「台積寶寶茁壯
計畫」支持員工兼顧
生活與工作 NEW

 ● 員工任職每滿 5 年公
費公假進階健檢 NEW

 ● 年資禮品優化，表揚
久任員工的貢獻 NEW ● 提供多元課程資源及

學習工具，強化各級
員工的專業職能與自
我效能

 ● 多元化的學習方式，
協助員工了解「多元
與共融」內涵

 ● 舉辦「包容領導力工作坊」 NEW

 ● 成立「女性員工資源團體」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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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我成長。民國 111 年，預計將在「包容
領導力工作坊」之外，進一步開辦「多元與
共融」系列課程、多元包容相關主題的專題
演講及女性論壇活動，並將人才培育的觸角
延伸至女高中生 STEM 探索之旅，培育生生
不息的半導體人才。

女性員工與男性員工整體薪酬比例

註：自民國 107 年起，日本、北美及歐洲數據自分別統計改為整併統計

地區／子公司 職務 民國 106年 民國 107年 民國 108年 民國 109年 民國 110年  

台灣

主管人員 0.93:1 0.99:1 0.95:1 0.97:1 0.97:1
專業人員 0.96:1 0.93:1 0.93:1 0.93:1 0.93:1
助理人員 1.09:1 0.98:1 0.97:1 0.97:1 0.93:1
技術人員 1.18:1 1.14:1 1.13:1 1.13:1 1.14:1

大陸

主管人員 0.96:1 0.96:1 0.94:1 0.96:1 1:1
專業人員 0.87:1 0.89:1 0.89:1 0.88:1 1:1
助理人員 0.95:1 0.93:1 0.88:1 0.91:1 1.14:1
技術人員 1:1 1.07:1 1.05:1 1.11:1 1.16:1

北美、歐洲、 
日本、韓國 註

主管人員 - 0.88:1 0.95:1 0.94:1 0.97:1
專業人員 - 0.78:1 0.79:1 0.78:1 0.82:1

日本
主管人員 0.57:1 - - - -
專業人員 0.83:1 - - - -

北美
主管人員 0.82:1 - - - -
專業人員 0.73:1 - - - -

歐洲
主管人員 1.98:1 - - - -
專業人員 0.9:1 - - - -

采鈺公司

主管人員 0.78:1 0.79:1 0.72:1 0.71:1 0.69:1
專業人員 0.88:1 0.87:1 0.86:1 0.86:1 0.85:1
助理人員 0.89:1 1:1 1.03:1 1.06:1 1.18:1
技術人員 1.05:1 1.04:1 1.13:1 1.03:1 1.04:1

WaferTech 

主管人員 0.8:1 0.79:1 0.84:1 0.75:1 0.79:1
專業人員 0.81:1 0.83:1 0.91:1 0.83:1 0.87:1
助理人員 0.9:1 0.87:1 0.91:1 0.91:1 0.93:1
技術人員 1.08:1 1:1 0.99:1 1:1 1.02:1

全體員工女性占比
初階管理階層女性占比註 1 管理階層女性占比 台積科技院女性占比註 3

新聘技術職新鮮人女性占比註 2新聘人員女性占比 高階管理階層（經營團隊）女性占比註 1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註 1：初階管理階層包括第一線主管，高階管理階層為副總經理以上主管
註 2：新聘技術職新鮮人，包括所有承認年資小於 1 年之新聘技術職專業人員
註 3：台積科技院成員為對特定技術領域有傑出成就、有洞悉或突破，並對台積公司有卓越貢獻之專家
註 4：女性員工占比在近 5 年中呈現下降走勢，主因為公司大幅擴充產能的過程中，新聘人力以工程師為最大宗，而相關人力市場中女性

的供給顯著少於男性所導致

28.3
23.6

27.5
30.9

25.5

39.3 38.7 37.8 37.1 35.4 註 4

13.6 13.7 13.6 13.0 13.4

12.3 12.6 12.7 12.5 13.0

2.0
2.0 3.6 3.6 5.2

20.0 18.5

11.1 10.0
8.3

22.3
22.0

23.4
21.1 21.3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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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女性員工潛能

 民 國 110  年 ， 台 積 公 司 共 舉 辦  3 場「包
容 領 導 力 工 作 坊（Inclusive Leadership 
Workshop）」， 並 籌 備 成 立 女 性 員 工 資
源 團 體（Women�s Employee Resource 
Groups）―「Women@tsmc」，提供女性
員工相互支持的平台，強化女性員工在公司
內部的人脈網絡，鼓勵其勇於追求職涯目標

女性員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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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年齡層分布

18~30 歲 31~50 歲 50 歲以上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69.3 71.4 70.9 67.9 63.6

26.9 24.1 24.1 26.6 30.8

3.8 4.5 5.1 5.5 5.6

單位：%

員工職務別分布

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 助理人員 技術人員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45.0 45.7 47.6 48.9 49.0

10.5 10.9 10.5 10.3 10.2

8.4 8.4 8.5 8.5 10.2

36.0 35.0 33.5 32.3 30.7

單位：% 員工學歷分布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41.5
42.6 44.7 46.7 47.3

4.6 4.7 4.5 4.4
4.1

26.3
25.9 25.3 25.7 27.6

11.4
11.1 10.6 9.8

8.9

16.2
15.7 14.8 13.3

12.0

單位：%

員工工作地區分布

台灣地區 亞洲其他地區註 北美地區 歐洲地區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7.5 7.5 7.2 6.9 6.6

89.3 89.2 89.7 90.1 90.0

3.1 3.1 2.9 2.9 3.4
0.1 0.1 0.1 0.1 0.1

單位：%

註：亞洲其他地區包含上海、南京、日本及南韓

女性員工與男性員工晉升比例

男性員工晉升率 女性員工晉升率 晉升率女男比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註：民國 106 年的資料未納入采鈺公司及 WaferTech

7.6 8.1

5.4

11.2

14.3

8.2 8.9

5.9

12.4
14.9

單位：%

0.92:1 0.91:1 0.92:1 0.91:1  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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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吸引與留任
策略與民國 119年目標註 1 民國 111 年目標 民國 110 年成果

落實「承諾」核心價值
提供員工優質的工作，並強化員工敬業度

每 2年執行「員工核心價值調查」，並據以落實強化方案
· 95%以上員工承諾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 95%以上員工願意在未來 5年於公司發揮所長

· 95%以上員工承諾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 95%以上員工願意在未來 5年於公司發揮所長

請參閱本章節「強化員工敬業度」內容
目標：根據民國 109 年「員工核心價值調查」結果落實強化方案，

並執行民國 110 年註 2「員工體驗調查註 3」以提升員工投入
度，邁向永續承諾企業

每 2年執行「員工意見調查」，並據以落實強化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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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名達前 25%水準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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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名未達前 50% NEW

目標：前 50%

整體薪酬維持在業界前 25%水準 整體薪酬維持在業界前 25%水準 整體薪酬維持在業界前 25%水準
目標：25%

全體員工離職率介於 5%到 10% 全體員工離職率介於 5%到 10% 全體員工離職率為 6.8% 
目標：5%~10%

1年以內新進員工離職率不超過 10% 1年內新進員工離職率不超過 15% 1年內新進員工離職率為 17.6%註 4 
目標：≦ 15%

 超越       達成       未達成

註：原「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 50%」及「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提升≧ 75%」永續目標因應公司發展策略調整，移至「人才發展」議題說明
註 1：因應民國 110 年重大性調查結果及公司發展策略，本議題策略及永續目標調整部分內容
註 2：「員工意見調查」每 2 年舉行一次，下次執行時間為民國 112 年，民國 110 年調查結果請參閱「人才吸引與留任」議題中「強化員工敬業度」說明
註 3：「員工體驗調查」為民國 109 年永續報告書設定民國 110 年目標之名稱，於民國 110 年更新名稱為「員工意見調查」
註 4：請參閱「維持健康的離職率」段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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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02 48,752 51,297 56,831 65,152

隨著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台積公司
近年來亦更加快速成長。配合全球客戶需求，
台積公司除了在台灣持續深耕先進技術、擴
建產能，在美國、大陸、日本等海外地區的
建廠亦同步展開，並投注心力招募、培育、
留任全球人才。台積公司員工承諾提供員工
優質的工作機會，包括有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優於法令的福利制度、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
境，以期提升員工敬業度與對公司的歸屬感
（Engagement），確保能持續吸引與留任
豐富的人才資源，支持長期成長需求。

落實「承諾」核心價值

確保核心價值
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誠信正直」、「承
諾」、「創新」及「客戶信任」為創辦人張
忠謀博士定義，現任董事長劉德音博士、總
裁魏哲家博士亦要求全體員工堅守不懈，透
過公司內部網站、會議、演講與刊物等多種
溝通管道，持續深化公司經營理念與願景，
同時每 2 年執行「員工核心價值調查」，傾
聽員工回饋以了解溝通成效，確保員工與公
司齊步成長。

在人才吸引與留任上，台積公司強調「志同道
合、適才適所」。「志同」指的是全體員工擁
有同樣的願景與使命，「道合」是依循一致的
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而「適才適所」則指公
司致力協助員工在合適的職位上發揮所長。

豐富的人才資源
台 積 公 司 堅 持 核 心 價 值， 以 成 為 令 員 工 引
以 為 傲 的 公 司 為 目 標 前 進。 民 國 110 年，
《Cheers 快 樂 工 作 人 雜 誌 》 所 舉 辦 的「 新
世代最嚮往企業」調查中，台積公司連續 5
年票選為冠軍企業。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
全球共進用 12,683 名新進員工，截至民國
110 年 年 底， 全 球 共 計 65,152 位 員 工， 包
含 65,133 位一般雇員以及短期內即將轉為
一般雇員之臨時雇員 19 人；另外聘有契約人
員 307 人、專案及短期支援契約人員 94 人，
則未納入全球員工人數統計中。

 ●選才標準
秉持「志同道合」的原則，台積公司以「多
元與共融」為招募基礎，不因其性別、宗教、
種族、國籍或政治傾向而有不公平對待，用

人首重「品格」與「才能」，其次是專業能
力。每一位獲得聘僱的應徵者，皆需經過嚴
謹的選才標準評量與面談評估加以綜合判斷，
始成為台積公司的一員。

 ●台灣地區人才招募
台積公司全球人才招募皆以當地聘用為主，
唯主要營運據點的台灣地區需兼顧技術開發
需求及人才多元化考量，除專業人員、社會
新鮮人招募之外，亦將海外特殊專業人才列
為招募重點。

 » 持續強化實習生專案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DNA 暑期實習積因
計畫」，以「自我發展、航向未來與預先聘
用（Advance Offer）」為主軸，搭配講座、
課程、工作坊等學習活動與實務專案參與，
提供實習生探索自我與認識半導體產業／技
術的機會。表現優異的實習生可獲得預先聘
用的資格，並於畢業後立即加入台積公司，
為學子與公司創造雙贏。

台灣地區實習生專案預聘人數

實習生總人數 取得預聘實習生人數
女性實習生人數 取得預聘女性實習生人數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97 83 92
114

154

278 259
240

347

415

79 67 69
105

127

28 20 21 29 45

單位：人全球員工人數

一般雇員 臨時雇員 總數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48,598 48,752 51,289
56,825

65,133

4 0 8 6 19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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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聘用身心障礙者
台積公司遵循法令規定，共聘用輕度及中度
身心障礙者共 413 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共 100 人。子公司采鈺公司雖然亦致力提供
身心障礙者職缺，但因其工作性質，導致應

徵者不足，全年聘用加權占比未達總員工人
數比率 1%，已依法繳納差額補助費。

 ●海外地區特殊專業人才招募
為促進人才多元化、廣納特殊專業人才，台
積公司持續在全球招募海外菁英。在產學合
作方面，持續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美國史
丹佛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日本
東京大學等國際頂尖大學密切合作，透過共
同規畫研究專案培養尖端研究生，同時提早
接觸優秀學子，以利未來延攬加入台積公司。
此外，針對有經驗的半導體人才，除了美國

重點城市，招募範圍亦擴及印度、加拿大、
日本與歐洲。

» 招募外國人才的風險管理做法
台積公司依據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
標 準， 評 估 聘 雇 海 外 人 才 潛 在 風 險， 同 時
考 量 營 業 秘 密 保 護 及 相 關 國 際 法 規， 在 招
募 流 程 中 制 定 了「 敏 感 聘 僱 」（Sensitive
Hiring）管制與風險評估程序，以有效管理
招募外國人才時可能面對的風險。其中在各
項管制與風險評估作為中，以法規遵循為首
要之務。台積公司招募團隊針對擬聘僱人才

身分檢查結果，依循對應的規定由專人協助
辦理簽證、工作證等各項申請，確保公司及
員工均符合政府法令規定，預防風險產生。

» 協助外國人才在組織的適應性
為幫助外籍員工快速適應新環境，台積公司
除提供來台搬遷、安置（包含眷屬居住、子
女就學）的協助外，亦提供專屬的新人教育
訓練、華語訓練補助暨認證獎金，以鼓勵外
籍員工融入工作場域與生活環境。此外，亦
邀請外籍員工及其眷屬加入專屬社群、舉辦
文化節，增進彼此交流。

392 392 394 454 513

台灣廠區歷年身心障礙者雇用總人數

雇用人數（位） 加權後佔比（％）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1.0 1.0 1.0 1.1 1.1

4 3 3 5 5

采鈺公司歷年身心障礙者雇用人數

雇用人數（位） 加權後佔比（％）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0.7

0.4
0.3

0.4 0.4

台灣廠區歷年海外菁英來台就職人數

海外菁英來台就職人數（人）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124

67

178

281 283

采鈺公司歷年海外菁英來台就職人數

海外菁英來台就職人數（人）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0
3

2

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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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 年，共計有 415 位實習生加入「DNA
暑 期 實 習 積 因 計 畫 」， 其 中 女 學 生 人 數 為
127 名，占實習生總數31%。實習結束後，共
 154 名實習生 （約占總數 37%）經主管評估
為表現優異，獲得預先聘用通知書，其中女
 學生占比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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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利桑那州廠來台
受訓員工協助方案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迎接 600 餘
位美國亞利桑那州廠新進員工赴晶
圓十八廠接受為期 18 個月的訓練，
特別推出「員工協助方案」，協助
受訓員工能夠更穩定適應在台工作
與生活：

1. 在受訓員工抵台前，由熟悉美國
文化之資深心理師提供線上溝通
與心理建設課程包括 3 個場次的
文化適應講座、118 人次參與焦
點團體活動、62 人次使用個別心
理諮商服務，以期降低文化衝擊

2. 受訓員工入境隔離檢疫期間，提
供專人定期關懷與運動器材，鼓
勵維持身心平衡

3. 由健康中心專業人員提供全天候
的健康諮詢與就醫協助

焦點案例
強化員工敬業度
民 國 110 年， 台 積 公 司 導 入「 員 工 意 見
調 查 」， 以 韋 萊 韜 悅 顧 問 公 司「 全 球 高 績
效 企 業 員 工 體 驗 模 型（High Performing 
Employee Experience Model）」為藍本，
系統性全面了解員工工作體驗並分析公司的
優勢與機會點，並依調查結果制定改善行動。
此調查範圍涵蓋台積公司台灣廠區及海外子
公司，唯采鈺公司因產業背景不同而未參與
調查，總填答人數高達 55,491 位，有效填
答率為 93%。

台積公司以民國 119 年「員工意見調查」中，
「永續敬業度」及「多元與共融」題組之結
果對比《韋萊韜悅全球高績效企業常模》達
前 25% 的水準為長期目標。根據民國 110
年調查結果顯示，員工認可公司在市場上具
有強勁競爭力、能迅速回應市場變化，並提
供創新的產品與服務，為客戶創造價值；員
工肯定公司的決策速度，認同持續追求工作
流程及組織效能提升。同時，台積公司亦根
據調查結果，規畫以下 3 點精進事項：

1. 建立開放型管理模式，營造相互尊重的工
作環境，支持員工勇於提出想法，鼓勵主
管樂於接納意見並做出適切回應

2. 主管有責任盡力釋放員工潛能，讓員工樂
於工作、持續學習與成長，以獲得高度的
歸屬感及成就感

3. 多元的獎酬方式外，建議主管多運用非金
錢的鼓勵工具來激勵與留任人才

提供有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台積公司提供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包括本
薪、津貼、員工現金獎金與酬勞，以吸引、
培育、留任人才，並獎勵能夠創造績效且持
續貢獻的員工。員工的整體薪酬依公司營運
目標及獲利表現，綜合該員專業知識技能、
工作職掌、績效表現與長期投入程度等因素
而異。近年來台積公司屢創營運佳績，民國
106 年至民國 110 年每年員工整體薪資福利
費用，總額由約新台幣 1,041 億元增至約新
台幣 1,649 億元，而同一期間之年度人均薪
資福利費用，則由新台幣 214 萬元增至新台
幣 253 萬。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營收及獲利再創新高，
台灣廠區核定現金獎金及酬勞總額達新台幣
712 億元，並對台灣廠區所有正職員工進行
薪酬結構調整，將部分變動薪酬轉換為固定

薪酬，經調整後每位員工的本薪增加 20%，
以提升基層員工每月可支配的固定薪酬所得，
同時民國 110 年的年度調薪作業仍依既訂規
畫執行。

台積公司整體薪酬包括本薪、津貼、現金獎
金及酬勞。以台灣地區新進碩士畢業工程師
為例，民國 110 年年度平均整體薪酬高於新
台幣 200 萬元；直接員工民國 110 年年度平
均整體薪酬則高於新台幣 100 萬元，每月平
均收入約當為台灣基本工資的 4 倍。與前一

全球員工薪資福利費用 全球人均員工薪資福利費用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近 5年薪資福利費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143
104,130

2.219
108,215

2.144
109,985

2.478
140,817

2.532
16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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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較，民國 110 年台灣廠區全時員工人數、
薪資平均數、薪資中位數均同步成長。（如
下表所示）

 ●獎酬計畫
台灣廠區各年度的獎勵方案分成 2 年實施，
其中「員工現金獎金」採取當年度每季發放，
給予員工適時的獎勵；而「員工現金酬勞」
則於次年度發放，以鼓勵員工長期服務及持

續貢獻；至於海外廠區的獎酬方案則視當地
市場、國情，分別提供年度現金獎金或 1 至
3 年的長期激勵獎金計畫。民國 110 年，台
積公司全球員工總體薪酬（不含退休金及福
利）中位數約為新台幣 206 萬元，與總裁總
體薪酬相較約為 1 比 194。無論各國薪酬制
度之地區性差異，此處全球員工薪資中位數
係指全年度皆在職人員，及當年度實際支付
予前述在職員工之金額。

 ●經理人持股規範
台積公司相信經理人長期持有公司股票可強
化其與股東利益連結，因此，台積公司於民
國 109 年制定經理人持股規範（Corporate 
Officer Shareholding Guidelines）， 要 求
董事長、總裁及其他經理人之持股價值應達
年度本薪的一定倍數，經理人應於受任命為
經理人後 3 年內達成上述要求之持股價值目
標；且經理人受僱期間，皆須維持公司要求
之持股價值。另外，為吸引及留任公司高階
主管，並將其獎酬連結股東利益與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成果，台積公司於民國
110 年訂定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生育福利
台積公司員工在育嬰期間，除可依法申請留
職停薪，公司亦提供完善的假勤管理制度，
讓員工能夠更彈性地運用於育嬰及照護子女。
民國 110 年，進一步修改公司內部《工作規

181 萬 9,000 
237 萬 7,000 

185 萬 1,000
242 萬 5,000

薪資平均數及中位數

薪資平均數（新台幣／元）

全時員工人數（人）

薪資中位數（新台幣／元）
109 110 民國年

註：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規定，台積公司自民國 109 年起揭露非擔
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薪資平均數、薪資中位數及前
1 年度的差異。統計方式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規範，扣除主管
（經理人）及符合排除豁免統計人員、在職未滿 1 年者以在
職天數加權計算，且員工酬勞採應計基礎，尚未發給的員工
酬勞皆為概估金額。

47,314 53,212
增加 5,898 人

增加 4 萬 8,000 元

增加 3 萬 2,000 元

台積寶寶茁壯計畫

每位台積寶寶生育補助由新台幣 
1,000元增加為 10,000元

女性員工有薪產假由法定 
8 週延長為 12 週

員工逢配偶懷孕至新生兒出生 1 年內
給予 10 天陪產親職假

新增假日科普營隊，提供適合親
子共同參加的主題活動，增進員工與
其家人的互動與情感

則》，並自民國 111 年起於台灣廠區推出「台
積寶寶茁壯計畫」，以增加對員工平衡家庭
照顧需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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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 年，台灣廠區及采鈺公司共計 600
位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全年度育嬰留停預
計復職人數為 546 人，當中如期或提前復職
人數為 445 人，回任率為 81.5%；員工復職

留任率方面，民國 109 年復職的 542 位員工
中，432 位於民國 110 年年底仍舊在職，留
任率為 79.7%。（請參考下圖）

民國 110 年，台灣廠區及采鈺公司 20 至 64
歲人口數約占台灣同年齡人口比例 0.38%，
而員工新生兒人數 2,686 人，則占台灣新生
兒數比例的 1.7%，顯示台積公司的優質福利
制度，有助緩解國內少子化衝擊。

 ●穩固的退休金制度
台積公司為員工所規畫之退休金制度，包括
依台灣《勞動基準法》訂定之確定福利計畫，
以及依台灣《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海外當地
實務訂定之確定提撥計畫。除依法令規定提
存退休準備金，每年亦透過專業的會計顧問，

進行退休準備金精算，確保足額提撥，保障
員工未來請領退休金的權益。

維持健康的離職率
為確保健康的人才移動及長期的成長需求，
台 積 公 司 確 信 員 工 離 職 率 應 維 持 在 5% 至
10% 的 健 康 範 圍。 民 國 110 年， 離 職 率 為
6.8%，較民國 109 年增加 1.5%，影響因素
有二，其一，近年來高科技產業快速成長，
人才市場競爭激烈，流動加速；其次，民國
110 年招募量較前幾年顯著增加，新人離職
率增至 17.6%。

台灣廠區及采鈺公司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人數、回任及留任狀況

申請率

7.94%
(600/7,630)

回任率

81.5%
(445/546)

留任率

79.7%
(432/542)

18.8％3.4％

♂ ♀
82.6％78.3％

♂ ♀
79.2％81.3％

♂ ♀

民國 110 年符合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人數

2,205 人5,425 人

♂ ♀

民國 110 年育嬰留職停薪預
計復職人數

403 人143 人

♂ ♀

民國 109 年育嬰留職停薪確
實復職人數

414 人128 人

♂ ♀

民國 110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人數 

414 人186 人

♂ ♀

民國 110 年育嬰留職停薪預
計復職且當年（或提前）復
職人數

333 人112 人

♂ ♀

民國 109 年育嬰留職停薪復
職，且於民國 110 年底仍在
職人數

328 人104 人

♂ ♀

193,844
2,721

181,601
2,682

177,767
2,531

165,249
2,469

153,820
2,686

台灣廠區及采鈺公司新生兒數 

台積公司台灣地區新生兒數 台灣新生兒數

台積公司台灣地區新生兒數佔全台灣新生兒數比例（％）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1.4
1.5

1.4
1.5

1.7

員工離職率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註：新人離職率自民國 110 年起將采鈺納入統計
新人離職率 離職率 自願離職率

4.2 4.5 4.9 5.3
6.8

11.6 11.0

13.4
15.7

17.6

4.1 4.3 4.8 5.1
6.7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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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
策略與民國 119年目標註 1 民國 111 年目標註 1 民國 110 年成果

儲備未來人才能力
依據台積能力模型，建構人才梯隊

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提升至不低於 80% 註 2 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提升至不低於 80% 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為 82.5%
目標：≧ 75%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不低於 50%註 2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不低於 50%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為 57.6%
目標：≧ 50%

廠處長職位 3年內之人才梯隊完備率達 90% NEW 廠處長之人才梯隊狀態盤點完成率達 80% 廠處長之人才梯隊狀態盤點完成率達 79% NEW

釋放員工學習動能
提供多元學習資源，促動員工自主學習

員工全年平均學習時數達 100小時 NEW 員工全年平均學習時數達 50小時 員工全年平均學習時數達 48.9小時 NEW

因應組織需求規畫的學習發展專案中，自主學習機制比率為
68%
目標：≧ 50%

自主學習之學習資源造訪人次超過 50,000人次
目標：≧ 50,000 人次

註 1：因應民國 110 年重大性調查結果及公司發展策略，本議題策略及永續目標調整部分內容
註 2：原「人才吸引與留任」議題中之「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 50%」及「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提升≧ 75%」永續目標，因應公司發展策略調整，移至本議題說明

 超越       達成       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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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人才發展」旨在確保員工能與時
俱進，除支持公司長期成長需求外，也滿足
員工的終身學習動能。

儲備未來人才能力

面對營運成長的需求，台積公司重視未來人
才的能力儲備及人才梯隊管理，確保有任務
指派需求時，合適的人才能即時補位，支持
公 司 快 速 發 展。 民 國 110 年， 台 積 公 司 執
行「廠處長人才梯隊盤點」，盤點完成率達
79%， 藉 此 有 系 統 且 詳 細 地 討 論 人 才 的 發

台積公司能力模型

核心特質

共通能力

領導能力

專業能力

驗學習（占比 70%）」、「回饋與指導（占
比 20%）」 與「 教 育 訓 練（ 占 比 10%）」
提供員工所需的特定發展需求。「70-20-10
法則」請見下頁說明。

釋放員工學習動能

台積公司提供豐富的實體、線上課程，並發
展貼近員工工作與生活之直播課程，建構多
元學習資源，讓員工選擇最符合個人所需的
學習內容與方式，以期員工有助工作績效提
升，並精進員工自我價值。

台 積 公 司 採 用 柯 氏 四 級 培 訓 評 估 模 式
（Kirkpatrick Model）的反應、學習、行
為、結果等 4 個評估層次驗證訓練有效性。
民 國 110 年， 所 有 課 程 均 做 到 反 應 評 估，
評估面向包含課程內容設計、講師、行政服
務與整體課程效益滿意度，其中課程效益滿
意 度 平 均 達 94 分； 逾 159 萬 人 次 完 成 超
過 5,400 門線上課程並完成學習評估；4%
的訓練課程做到行為評估；各組織自行舉辦
的在職訓練，則多數達到學習或行為層次評
估，而結果評估則建構於員工績效管理與發
展制度中。

展計畫，對焦公司營運所需，完備公司人才
庫。以「新任主管課程」為例，民國 110 年
中超過 2,000 人次完成必修課程以晉升至下
一階職位；此外，營運組織技術訓練委員會
（OETC）亦針對工程師在不同職位與工作階
段規畫訓練，建構階段性學習藍圖，提供法
規、技術、管理、個人效能等課程。年度參
訓人數超過 3 萬人，儲備未來人才。

同時，以「台積公司能力模型」為人才發展
依據，透過「70-20-10」法則，分別從「經

訓練指標

民國年110

2,242,971

3,185,784

108

700,482

741,178

109

1,005,260

926,379 

107

551,752

540,408

106

549,376

639,852

認證內部講師（人） 實體課程滿意度評估分數（分）

95 93

1,862 2,003
2,302

93 9494

1,629 1,694

完訓總人次（人） 總訓練時數（小時）

每人平均訓練時數

註：民國 110 年數據蒐集，除涵蓋歷年既有之台積公司學習平台
數據，亦因相關學習系統數據整合完成、台積公司中科新人
訓練中心啟用，員工平均訓練時數顯著增加

主管 間接人員 直接人員
民國年110

13.5
63.1
20.3

108

8.4
19.0

5.6

109

8.9
21.0

6.9

107

5.7
15.1

5.4

106

5.9
16.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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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0-20-10」法則

註：台灣地區竹科包含晶圓二廠、晶圓五廠、晶圓三廠、晶圓八廠、總部及晶圓十二 A 廠、研發中心及晶圓十二 B 廠、先進封測一廠、先進封測三廠、先進封測六廠；中科包含晶圓十五 A 及 B 廠、先進封測五廠；南科包含
晶圓六廠、晶圓十四 A 及 B 廠、晶圓十八廠。海外地區包含台積電（南京）、台積電（中國）、WaferTech、TSMC Arizona Corporation 及其他海外子公司

學習發展面向及
民國 110 年執行項目

經驗學習 

發展管理職與技術專業職「雙軌制」
 ● 在技術職軌道上，「台積科技院」遴選出 1 名卓越科技院士、

1 名資深科技院士、5 名科技委員，其中包括 1 位台積科技院
成立 10 年以來最年輕的女性科技委員

內部晉升、轉職與輪調比例
 ● 內部轉職與輪調，提供同仁安排與規畫個人職涯及自身多元能力發

展，同時促進內部人才移動，傳承組織知識
 ● 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達到 82.5%
 ● 主管人員與專業人員轉職、輪調比例分別為 40% 與 38.2％
 ●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率為 57.6%
 ● 內部轉職落實比率達 100%，共 22,792 人次轉職 民國 110 年「台積科技院」當選典禮

民國 110年公司轉職與輪調人次

18 

73

17

2,173

2,281

7,813

300 

468 

25

8,606

297 

1,867

229 

3 

2,396

1,256 

725 

7,475 

53

9,509

總計

9,384 

2,965 

8,189 

2,254

22,792

台灣地區 海外地區
竹科 南科中科

竹科

中科

南科

海外地區

台灣地區

總計

 轉入
轉出

 ● 新進員工透過 Buddy 的指導，得以
加速了解並適應公司文化。於員工就
職期間，Buddy 可持續扮演給予回
饋與建議的角色

好夥伴（Buddy）制度

 ● 鼓勵員工向職場中優秀的前輩與楷模
持續學習，在職期間，對於工作或個
人適應層面，皆可由導師指引，持續
成長

導師制度

 ● 鼓勵主管與同仁持續進行績效與發展
的討論與規劃，並於年中及年終進行
績效評核

績效回饋

回饋與指導

 ● 依據「個人發展計畫」實施
 ● 針對不同職別的同仁，在領導能力與

專業能力上規畫不同的訓練藍圖；同
時，亦提供一系列領導能力、專業能
力與共通能力的訓練課程

 ● 舉辦 1,344 堂實體課程
 ● 提供 5,400 門以上的線上課程

教育訓練

7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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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師資培育與師鐸獎
「人才」是台積公司強化競爭力的關鍵策略
之一，而內部講師透過個人知識及經驗分享，
則成為協助公司培育人才的重要推手。「台
積師鐸獎」創立迄今已 15 年，每年除了表揚
教學成效卓著的內部講師，亦藉此鼓勵更多
優秀員工投身經驗傳承的行列，以最大化技
術與知識的學習效益。

民國 110 年，經由超過 2,000 位的內部講師，
培育學員超過 16 萬人次。在師鐸獎講師充電營
暨頒獎典禮上由總裁魏哲家博士親自頒獎鼓勵
優秀的內部講師，以彰顯其對公司成長的貢獻。

民國 110 年師鐸獎講師充電營暨頒獎典禮

台積公司新人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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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半導體生產線的思
考邏輯、熟悉生產線的溝通方式、提升工安意識，並且養成獨立思考及自主學習的能
力，進一步熟悉公司核心價值，融入公司文化。

民國 110 年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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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透過在職訓練持續
精進個人能力，與公司一起成長。

焦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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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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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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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
策略與民國 119年目標註 1 民國 111 年目標 民國 110 年成果

落實《人權政策》
強化員工尊重人權意識，確實執行《負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行為準則》

所有執行負責任商業聯盟「驗證稽核流程」（VAP）的廠區中，其中「人
權相關議題」皆維持零缺失水準 NEW

所有執行負責任商業聯盟「驗證稽核流程」（VAP）的廠區中，
其中「人權相關議題」皆達到零缺失水準 NEW

優化「杜絕性騷擾與權力霸凌、做好工時管理、優化身心障礙者人權、
保護個人隱私」之訓練及管理機制 NEW

舉辦《杜絕性騷擾與權力霸凌、保護個人隱私》課程 
- 完訓率達 95%
- 課後測驗及格率達 100%
研擬民國 112年至民國 119年各年度工作計畫 NEW

台灣廠區勞資會議代表改選 100%經由電子投票機制完成
目標：100%

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違法情事
目標：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違法事情

舉辦《認識台積人權政策，打造友善職場，杜絕性騷擾》課程
目標：透過全員參與的線上課程，強化員工對《台積人權政策》的了

解並落實於工作中

完訓率 98%
目標：95%

完成訓練員工之課後測驗及格率為 100%
目標：100%

註 1：因應民國 110 年重大性調查結果及公司發展策略，本議題策略及永續目標調整部分內容

 超越       達成       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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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秉持核心價值，支持《聯合國世界人
權宣言（UDHR）》及相關國際尊重人權理念，
同時恪守全球各營運據點所在地法規，有尊嚴
地對待並尊重所有員工。

落實《人權政策》
《人權政策》是台積公司人權治理工作的最高
指導原則，不僅對各項人權關注事項訂有明確
的執行方針，也採取和 RBA 一致的行動方案，
確保每位員工得到公平的對待與尊重。

人權保障訓練

民國 110 年，推出多元人權保障訓練課程，
包括廠區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處理、急救人員
訓練、友善職場相關等，訓練總時數為 18 萬
1,314 小時，共計 6 萬 2,822 位員工完成訓練，
佔全體員工總人數 96%，總參與人數達 15 萬

與供應商相關
的人權議題

與員工相關的
日常人權議題

全球各廠區與
子公司人權議題

由人力資源組織之「人力資源營運中心」負責，
經由《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辦法》以及《人力資
源管理系統內控作業流程》等內部規則訂定與
施行，確保公司達到 RBA 或更高的要求標準

由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的「資材供
應鏈管理處」負責，經由《台積公司供應商行
為準則》的訂定與施行，管理供應商相關人權
議題

由負責全球各營運據點之營運主管及人力資源
組織、資訊技術及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法務
組織等單位之最高主管共同負責，並由人力資
源組織最高主管負責向經營團隊報

註：人權訓練課程自民國 107 年開辦

參與人數 訓練時數（小時）參與人次

107

43,923
75,903
57,885

108

48,763
92,971

116,907

109

55,031
107,057

93,822

110

62,822
157,076
181,314

民國年

人權保障訓練參與情形

人次。其中，為落實人權政策，台積公司推動
「認識台積人權政策、打造友善職場，杜絕性
騷擾」課程，已有 5 萬 8,904 位員工完成訓練，
所有完訓員工之課後測驗及格率為 100%。

台積公司人權議題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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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區 子公司
總公司 晶圓

二廠
晶圓
三廠

晶圓
五廠

晶圓
六廠

晶圓
八廠

晶圓
十二
A廠

晶圓
十二
B廠

晶圓
十四
A廠

晶圓
十四
B廠

晶圓
十五
A廠

晶圓
十五
B廠

晶圓
十八廠

先進
封測
一廠

先進
封測
二廠

先進
封測
三廠

先進
封測
五廠

采鈺 台積電
（中國）

台積電
（南京）

WaferTech

SAQ
95.6 92.6 92.0 92.2 92.2 92.2 92.6 92.7 92.3 92.7 93.5 93.4 91.6 94.0 93.7 95.2 91.1 90.5 93.2 91.3 88.7

－ 200 200 200 200 200 193.3 200 182.4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 － 200 － 200

VAP － － 200 200 200 200 200 － － 200 200 － － － － － － － － 196.5 －

VAP － － － － － － － 200 － － － － － － － － － － － － －

VAP － － － 200 － － 200 －
預計將
於民國
111年
執行

200 200 200 200 － － 200 － － － － －

人權風險評估及管理
台積公司為 RBA 的全會員（Full member），
依據其規範進行完整的盡職調查，以確保台積
公司的行為達到或優於《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
則（RBA Code of Conduct）》標準。

低風險（≥ 85） 中風險（≥ 65 & <85） 高風險（<65）民國 110 年 SAQ 自評分數

台積公司每年採用 RBA 設計的標準化風險評
估範本（SAQ）自行鑑別業務中最高的「勞
工、健康與安全、環境、道德規範」四個面向
的實質作為、風險及管理體系。民國 110 年，

台灣各廠區 SAQ 自評分數皆達到 88 分以上，
符合「低風險」範圍 （85 分以上即低風險）。
此外，台積公司回應客戶要求，亦委託第三
方機構為 7 個廠區持續執行 RBA 的「驗證稽

核流程」（Validated Assessment Program, 
VAP），民國 110 年，VAP 驗證廠區全數獲
得滿分，完整的稽核報告亦透過 RBA-Online
平台透明揭露予公司客戶等利害關係人。

民國 110 年

民國 105 至 
107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V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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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調查委員
會、員工意見反映
管道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
員會

「違反從業道德行
為舉報系統」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供應鏈員工申訴
管道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違反從業道德行
為舉報系統」

民國 110年人權關注事項與做法

訂定「職業衛生管理程序」，設置「員工
健康管理專案會議」與 ｢ 職業疾病調查委
員會 ｣

盤查是否有因化學品暴露造成的職
業疾病
提高非法規強制之員工健康方案自
主參與率

高階主管主持員工健康管理專
案季會，跨部門進行職業疾病
五大危害因子管制
新增新進員工與非主管員工每 5
年之高階影像健檢
心理師主動追蹤壓力感受前 5%
員工，提供心理諮商服務

立即移離原工作
提供充分的醫療協助
依法給予假勤與薪資補償

制定《性騷擾防治政策》，並設置「性騷
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及員工申訴
負責人（Ombudsman）調查案件

開設反騷擾與反霸凌宣導課程 視情況需要進行職務上或工作區域之調整
嚴重者將依台積公司員工行為獎懲辦法
予以懲處

遵守 RBA 自由選擇就業相關規範
訂定《招募暨聘僱辦法》，絕不雇用非自願
工作者及年齡未滿 18 歲人員，並透過聘僱
通知書完整說明受僱方之權利義務及福利
項目，以維護平等而透明的僱傭關係

面談諮詢應徵者其工作意願
應徵者須提供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落
實查核

透過禁止強迫勞動管理程序，
監督任用期間各項程序符合標
準，杜絕童工及強迫勞動問題

透過定期 RBA 驗證稽核計畫（Validated 
Assessment Program） 與 SAQ 機 制 進
行風險預防
經查若具強迫勞動之實，立即進行必要
之改善措施，並返還員工應有權利

制定《工時管理辦法》與建立「出勤系統
及申報加班系統」

透過申訴管道、廠區溝通會及管理
系統了解員工工時情形
加班需取得員工同意，並於事後提
供加班費或補休

管理及分析員工進出廠區時間
報表，預警廠區主管工時管理
員工總體薪酬高於基本工資規
範並優於同業水準

經查若具超時工作之實，要求主管進行
必要之改善措施，並返還員工應有權利

興辦托兒設施供員工子女教育諮詢及服務 托兒設施中籤率 為吸引及留任幼兒園優良教師，
優化其薪資結構，並新增 7 天
給薪充電假
強化台積幼兒園 STEAM 教育

提前抽籤作業，讓員工適時找尋適合的
優良幼兒園
提供幼兒園教師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制
度

要求產品含鉭、錫、金、鎢的供應商遵循
《原物料責任採購聲明》，並簽署負責任
礦產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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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產品含鉭、錫、金、鎢的供
應商要有非單一的合作冶煉廠

經查若使用不合規礦產，將要求供應商
立即停用其來源

提供多元活動與社團參與，豐富「工作生
活平衡」理念
員工

檢視員工參與率 福委會委員及廠區組織活動窗
口合作宣傳，鼓勵參與

發放調查問卷，作為改善依據員工

「台積電應徵人員面談內控作業流程」，
明確揭示不歧視原則，並提供用人主管
「招募選才」訓練課程及面談注意事項
提醒

始自招募流程，即依內控程序，杜
絕不法歧視

民國 110 年「招募選才」訓練
課程共計 676 位主管完訓

若有主管違反不歧視原則，將依內部獎
懲規範懲處
招募部邀請該應徵者重新進入面談流程

提供安全與健
康且零騷擾的
工作環境

全體員工

 ● 特別危害健康相關管理詳
細內容請參考「職業安全
衛生」

 ● 員工健檢問卷調查結果，
壓力感受前 5% 員工

 ●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成
立 11 件調查案件

禁止強迫勞動
與禁用童工

新進員工

0

杜絕不法歧視
以確保工作機
會均等 

新進員工、原住民、婦女、移
工、契約人員與殘疾人士等

0

工時管理

過勞風險相關管理詳細內容
請參考「職業安全衛生」

全體員工

協助員工維持
身心健康及工
作生活平衡 0

全體員工／有需求的員工

負責任的礦產
採購 0

全體供應商

目標與作為議題／影響對象 風險評估 如何補救 申訴管道減緩措施

全體員工 高風險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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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意見反映管道及相關案件處理
台積公司重視員工的意見與權益。為保護員
工人權免於受到侵害或遭致負面影響，特別
建構完整的員工意見反映管道，包括由總裁

指派之資深主管擔任負責人的「員工申訴直
通車」、吹哨者舉報程序及架構於台積公司
官網開放外部共同使用的「違反從業道德舉
報系統」等。

員工溝通管道架構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註：「113 關懷專線」和「傳簡訊 碼ㄝ通」的申訴意見，由專人接洽並轉入對應之意見反應處理專責單位

台積公司員工溝通架構

全體員工 董事會及
管理階層

員工意見
反映管道

面對面溝通

系統／
委員會主席／
副總經理

人力資源
組織

各層級
主管

 ● 員工申訴直通車
 ● 員工意見箱
 ● 吹哨者舉報程序
 ●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

 ● 傳簡訊碼ㄝ通
 ● 113 關懷專線

 ● 員工網站
 ● 員工意見調查
 ● 人力資源服務團隊
 ● e 晶圓報導

 ● 董事長／總裁溝通會
 ● 勞資會議
 ● 各組織溝通會
 ● 各單位活動

廠區內各項議題

負責人： 
各廠廠長

各廠區
馬上辦中心

性騷擾問題

負責人： 
法務副處長

性騷擾申訴
處理委員會

會計及法務問題

負責人： 
台積公司審計委員
會主席

吹哨者
舉報程序

公司內各項議題

負責人： 
人力資源營運中心
處長

員工
意見箱

生活與工作問題

負責人： 
人力資源營運中心
處長

傳簡訊
碼ㄝ通

重大管理缺失、職
場暴力及財務稽核
問題

負責人： 
副總經理

員工申訴
直通車

生活與工作問題

負責人： 
人力資源營運中心
處長

113
關懷專線

從業道德問題

負責人： 
副總經理

違反從業道德
行為舉報系統

113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溝通管道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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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 年公司共收到 4,469 件員工意見與
申訴案，其中申訴案件包括「性騷擾申訴處
理委員會」14 件、「員工申訴直通車」231
件、「吹哨者舉報程序」4 件，以及「違反

· 經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調查成立之案
件為 11 件，行為不當的員工均依情節輕
重受到不同的懲處。有鑑於這些案件分別
涉及不當追求、言語或肢體動作騷擾等，
公司於年度性騷擾防治課程中，也特別針
對性騷擾行為的可能樣態以及應注意事
項進行宣導

· 經調查違反從業道德成立之案件有 4 件，
行為不當的員工亦依情節輕重受到包括
解雇在內的不同的懲處。台積公司亦持續
在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中，宣導從業道德規
範重要觀念，民國 110 年「從業道德與
法規遵循年度課程」完訓人數 5 萬 9,366
人，完訓率 99.9%，主管員工的完訓率
達 100% 。

尊重員工自由結社的權力、定期舉辦勞資
會議
持續打造開放型管理模式，台積公司提供多元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並尊重員工自由結社的權
力。同時，於台灣廠區依照法令定期舉辦「勞
資會議」，由公司經營團隊指派的代表向員工
推選之代表說明公司營運概況，並共同討論員

工關切的議題，務期強化公司經營團隊與員工
間的良好溝通。

依照法令規定，「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4 年
任期期滿後即需改選，繼民國 107 年首次於
中科廠區採電子投票方式選舉勞方代表起，截
至民國 110 年年底，台灣廠區事業場所勞資
會議勞方代表的改選，已全數採行電子投票方
式，日後亦將維持此線上投票形式，鼓勵員工
參與。

長期承諾
為穩定邁向民國 119 年永續目標―所有執行
負責任商業聯盟「驗證稽核流程」（VAP）的
廠區中，其中「人權相關議題」皆維持零缺
失水準，同時優化「杜絕性騷擾與權力霸凌、
做好工時管理、優化身心障礙者人權、保護個
人隱私」之人權治理與訓練機制，台積公司
預計民國 111 年新增「杜絕性騷擾與權力霸
凌、保護個人隱私權」訓練課程，以提升主
管及員工人權意識，同時組織專案小組，由
專人、專職檢視改善機會點並提出改善措施，
進一步規畫民國 112 年至民國 119 年各年度
人權保障具體工作計畫。

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92 件等。對於員工
提出的申訴案件，皆於第一時間以保密的方
式進行處理、員工回應與追蹤。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申報件數

註 1：員工申訴直通車、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員工意見箱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各廠區馬上辦
中心則僅包含台灣廠區

註 2：「違反從業道德舉報系統」之舉報數包含外部舉報及內部員工舉報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員工意見箱

106 民國年

調查成立性騷擾案件
調查成立違反從業道德案件

調查成立歧視案件員工申訴直通車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吹哨者舉報程序

3,632
645

7

3
4

79
2

32

0

2,956
589

3

3

1

106
1

43

0

3,151
643

4

4

2

141
5

59

0

3,192
906

4

2

6

171
5

70

0

2,831
1,297

14

11

4

231
4

92

0

4,4694,397 4,0033,698 4,348

107 108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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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與衛生
策略與民國 119年目標 民國 111 年目標 民國 110 年成果

推動安全文化
推動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管控安全風險，建構本質安全的工作環境

事件發生千人率 <0.20 事件發生千人率 <0.2 事件發生千人率 0.252
目標：<0.2

 
註 3

失能傷害頻率 <0.3 失能傷害頻 <0.4 失能傷害頻率：0.38
目標：<0.4

失能傷害嚴重率 <3 失能傷害嚴重率 <4 失能傷害嚴重率：7
目標：<4

 
註 4

全方位健康管理
落實職業疾病預防，促進員工全方位健康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件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件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件
目標：0

血脂、血壓、血糖異常率分別不超過 11%、13.5%、2.5%註 1 血脂、血壓、血糖異常率分別不超過 11%、13.5%、2.5 %註 1 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73.7%
目標：≧ 53%

員工自陳高壓力感受比率 < 9 %註 1 員工自陳高壓力感受比率 < 9 %註 1

內外串聯
與外界攜手合作，建立產業鏈安全的工作環境

輔導高風險作業承攬商註 2取得 ISO 45001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
證，通過認證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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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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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65%

註 1：考量原指標「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未能呈現台積公司員工的健康狀態，故自民國 111 年起，將指標變更為生理性與心理性二個向度，生理指標為員工血脂、血壓、血糖異常率；
心理指標為員工自陳高壓力感受比率，詳情請參考「健康指標與健康風險管理」

註 2：高風險作業承攬商每年會增加新承攬商，故持續進行輔導
註 3：事件發生千人率未達成，改善措施請詳見「安全績效指標」
註 4：失能傷害嚴重率未達成，改善措施請詳見「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超越       達成       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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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深植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建構本質
安全的工作環境，促進員工與承攬商身心健
康、達成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在海內、外持續
擴廠的挑戰下，與利害關係人攜手共同降低職
場安全衛生風險。民國 110 年，台灣廠區共
新增 3 座廠房，分別為晶圓十二 B 廠第 8 期、
晶圓十八 B 廠第 1 至 3 期及先進封測六廠，
預計於民國 111 年取得 ISO 45001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其餘既有廠區及子公司台
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WaferTech
及采鈺公司皆已取得 ISO 45001 認證。同時，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台積
公司防疫委員會持續因應疫情調整防疫措施，
規畫員工及承攬商分組辦公，針對確診案件快
速反應圍堵擴散，維持公司正常營運。

民國 110 年，隨著產能擴張，每日進出台積
公司的承攬商人數再創新高，由民國 109 年
的 3 萬 9,470 人提高至 4 萬 8,602 人，居全
國半導體業之冠。為確保承攬商工作安全，
台積公司民國 110 年起與國立中興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合作，開發「人工智能（AI）危害

天花板作業影像辨識實況―AI 可偵測作業人員是否確實佩戴安全
帽及勾掛安全帶

全公司各單位
配合安全衛生相關活動執行

以全公司的角度，制定環安衛發展藍圖、
管理規章及相關標準管理程序

 ● 制定政策、目標與方案
 ● 主導並引入新技術、新危害和職安衛風險

之知識或資訊、管理程序及稽核廠區安全
衛生績效

 ● 召開公司級安全衛生委員會
 ● 與外部利害關係者溝通公司性安全衛生議題
 ● 對供應商提出環安衛管理要求，建置永續

供應鏈
 ● 主導職業疾病調查委員會，落實公司級職

業疾病預防
 ● 建立廠區外設施租賃、借用管理權責，及

該環境環安衛法規符合度風險鑑別

廠務發展處 NEW
負責新建廠房安全衛生相關業務推行

 ● 營建工地安全行為規範
 ● 營建工地安全環境管理

 ● 營建工地傳染病預防管理

健康促進管理課
負責健康促進相關業務推行

 ● 健康照護

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內部落實安全衛生管控 與外界攜手合作，共同降低職場
安全衛生風險

廠區工安環保部
負責安全衛生相關業務推行

 ● 作業場所健康風險鑑別
 ● 化學品暴露評估管控
 ● 噪音、非游離輻射防護
 ● 人因工程管理
 ● 召開廠級安全衛生委

員會

 ● 承攬商管理
 ● 主導廠級職業疾病預防
 ● 協助子公司建置環安衛

管理規範與執行目標
 ● 就近協助租賃、借用廠

房或辦公室緊急應變啟
動時應變組織支援

辨識技術」，於晶圓十五 A 廠區無塵室天花
板維修作業進行測試。該技術運用廠區既有
緊急應變使用的 4G 行動攝影機，整合大數
據智能運算與機器學習，成功運用智慧辨識
功能監測高風險作業場所，當系統辨識出不
安全行為或環境時，可立即通報台積公司工

程負責人及緊急應變中心，立即要求承攬商
做出改善，通過複驗後方可繼續施工，避免
無塵室天花板維修空間碰撞及墜落等職業災
害發生。本項危害辨識技術預計民國 111 年
陸續導入各廠區。

 ● 員工協助  ● 健康促進  ● 職業疾病預警
政府單位、半導體協會、

SEMI組織
透過產官學合作，攜手提升安

全衛生工作環境

供應商、承攬商
藉由輔導合作，共同提升供應

鏈安全衛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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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安全文化
台積公司關注全球安全衛生議題。民國 110
年，因應疫情停辦部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體
課程，並開發線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將原先
一次性的實體課程，提升為年度線上持續性訓
練課程，加深學習記憶，深耕安全工作文化；
全公司各單位透過安全衛生執行項目及 ISO 
45001 管理系統，亦積極建構本質安全的工
作環境、要求員工落實管理規定。民國 110
年因應持續擴廠計畫，廠務發展處擴編營建工
地安全行為及安全環境管理單位，強化營建工
地安全管理落實度，提升工地安全。

安全衛生執行項目
遵循《台積公司安全衛生政策》，台積公司
持 續 推 動 安 全 衛 生 執 行 項 目， 並 以 安 全 衛
生 績 效 指 標（Safety Performance Index, 
SPI）追蹤執行成效。安全衛生執行狀況於每
月的廠級安全衛生委員會及每季的公司級安
全衛生委員會，定期向公司內部各組織的勞
工代表說明。民國 110 年因應廠區擴建，為
加速安全衛生相關領域新人熟悉業務，特別
建立廠區工安環保人員專業學習地圖，系統
性學習及傳承專業技術與經驗。

註 1：因應興建中的海外晶圓廠，法規鑑別平台延至民國 111 年完成
註 2：民國 110 年教育訓練成果表 : 訓練對象涵蓋員工及承攬商
註 3：詳情請參閱「111 堂專業課程，打造工安環保人員電子化學習地圖」

安全衛生執行項目

項目 民國 110年執行作為

法規鑑別
 ● 定期鑑別法規，追蹤廠區法規遵循狀況，共 5 項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變更
 ● 因應海外廠區擴廠需求，美國及日本的新廠房於設計階段，陸續開發新系統建置美國聯邦／州政

府、日本法規資料庫，聘僱海外法規諮詢顧問 

標準化管理程序  ● 因應海外廠擴廠需求，重新檢視安全衛生管理程序共 62 份文件，每份文件新增英文版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註 2

 ● 持續推行員工與承攬商 100% 通過安全衛生訓練，電子化完整保存訓練紀錄，以符合安全衛生
法令與緊急應變需求；針對法規要求的職業危害項目，員工皆依法取得操作資格

 ● 精進承攬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式，將原先承攬商一次性實體課程，修正為年度線上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未完成訓練者無法入廠

 ● 建立廠區工安環保部員工專業學習地圖，共 189 位完成註 3

風險鑑別及評估註 4
 ● 執行員工、承攬商工作環境危害辯識、安全衛生管理方案、作業現場、作業觀察及施工作業安全、

健康管理分析，所有的風險鑑別作為採取分級管理、執行追蹤管控以控制、預防或削減危害及風
險，共執行 3 萬 1,419 件風險鑑別及評估 

變更管理  ● 完成 5,037 件變更管理，0 件因變更管理造成的虛驚事件

化學品管理註 5  ● 所有化學品入廠前皆須通過安全審查程序，評估引入 212 種新化學品，0 件因使用新化學品造
成的虛驚事件，且未新增使用國際癌症研究機構中心公告的第 1 級致癌物

機台管理  ● 評估引入 191種新機台，0 件因使用新機台造成的虛驚事件

承攬商管理
 ● 承攬商於廠內共執行 3 萬 2,880 件高風險作業
 ● 新增「執行高風險作業者須每年完成線上教育課程」、「高壓水切割作業許可」及「工具充電電

池管理辦法」3 項規定，詳情請參閱《台積公司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

落實度查核  ● 內部稽核共提出 1,999 件缺失事項，各項缺失事項皆於規範時間內完成改善

緊急應變

 ● 建置數位化疏散點名系統 APP 版本，點名人員使用公司手機即時得知疏散集合應到／實到名單，
掌握全廠區點名狀況

 ● 為提升持續擴廠的廠房安全，結合外部消防隊，執行火災兵推演練，協助消防隊更清楚掌握災害
狀況及優化事故簡報內容，加快指揮官對消防隊指揮權轉移等

職業災害預防  ● 持續召開員工受傷分析調查會議，並將相關改善作為水平展開至各廠區，期能降低災害案件數

註 4 : 風險鑑別及評估 : 建立員工與公司互護的安全文化，鼓勵員工主動提出工安改善建議，並採取
分級管理、執行追蹤以控制、預防或削減危害及風險，進而達到建置友善安全職場目標

註 5 : 台積公司化學品管理流程

台灣 
廠區

采鈺 
公司

SPI 
指標

海外 
廠區

註 1

 達成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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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堂專業課程，打造工安環保人員電子化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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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安環保人員電子化學習地圖將學習目標區
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 27 堂課、訓練時數
123 小時，完訓後具備執行例行性業務能力；
第二階段共 50 堂課、訓練時數 251 小時，
完訓後具備危害辯識及控制風險能力；第三
階段 34 堂課、訓練時數 261 小時，完訓後
具備專業知識技能。

焦點案例

工安環保人員職掌業務與專業技能

安全

 ● 機台設備本質安全
 ● 化學品
 ● 工作分析危害鑑別
 ● 變更管理
 ● 機具檢查

 ● 個人護具
 ● 承攬商施工管理
 ● 高風險作業
 ● 危險性場所
 ● 危險性機械設備

 ● 事件調查
 ● 績效評估

環保

 ● 汙染物防治 
（空／水／廢／毒）

 ● 毒化物關注物質
 ● 定期檢測
 ● 運作申報

 ● 綠色採購
 ● 節能減碳
 ● 生命週期
 ● 碳水足跡

衛生

 ● 暴露評估
 ● 作業環測
 ● 輻射
 ● 母性保護
 ● 職業傷病

 ● 人因
 ● 聽力保護
 ● 精密作業
 ● 傳染病防治
 ● 特作健檢

 ● 情境辨識
 ● 應變訓練
 ● 應變演練
 ● 器材維護
 ● 事件處理

緊急應變 

 ● 公危／消檢申報
 ● 消防系統
 ● 損防管理
 ● 氣體偵測
 ● 地震監控

企業環保安全
衛生處

 ● 法規／標準
 ● 管理系統
 ● 教育訓練
 ● 稽核

建立工安環保部各級別應具備課程項目
職掌業務與職能盤點

彙整／製作專業課程訓練教材
教案編撰／授課

遴選專業副理及種子教官講師群
遴選具證照專業講師

導入電子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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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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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安全績效指標 
台積公司的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採「四級燈號
管理」，含主動及被動指標。主動指標鼓勵
員工積極參與安全衛生活動、提出工安改善
建議，被動指標則涵蓋缺失數、虛驚事件數
等。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安全績效指標藍
燈（優等）比例佔 75.9%，較民國 109 年比
例再提升 5.5%；針對未達優等的廠區，將加
強現場輔導。

同時，預計民國 111 年修訂安全績效指標，主
動指標將新增鼓勵主動提出工作區域不安全環
境或不安全行為改善建議者，被動指標則針對
重複出現相同缺失項目者加重扣分。原訂民國
110 年於部分廠區導入安全文化評估問卷，然
因全球 COVID-19 疫情持續嚴峻，配合國內邊
境管制措施，延後專家赴台積公司參與調查計
畫與訪談時程，預計民國 111 年完成安全文化
調查、評估分析並取得對應之相關改善成效。

民國 110 年廠區擴建，儘管入廠承攬商及員
工數增加，透過有效的安全控制，虛驚事件
數自前一年的 30 件下降至 28 件，事件發生
千人率由去年 0.311 下降至 0.252。台積公
司使用 3L5W 品質分析工具進行事件調查，
其中 10 件為氣體洩漏警報、11 件為人員受
傷、6 件為火警預警系統啟動、1 件為化學品
洩漏警報系統啟動。

安全績效指標圖

優 警示佳 警告
106

94
3.0
3.0

0

107

89.4
5.0
5.6

0

108

88.8
9.1
4.3

0

109

70.4
12.8
15.8

1.0

110

75.9
12.7
10.5

0.9

民國年

註：數據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WaferTech 及采鈺公司

歷年事件數

事件數 事件數 / 入廠總人數
民國年

註：民國 109 年起，事件發生千人率計算入廠總人數，範疇涵蓋員
工及承攬商。員工計算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
台積電（南京）、WaferTech 及采鈺公司；承攬商計算範疇涵
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106

6

107

10

108

22

109

30

110

28

0.083

0.142

0.270
0.311

0.252

歷年事件類別分析

氣體警報系統啟動 人員受傷 全廠電力中斷火警預警系統啟動 化學品洩漏
民國年

註：事件類別分析發生千人率，人數部分涵蓋員工及承攬商。員工計算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WaferTech
及采鈺公司；承攬商計算範疇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106

0.042
0.042

0
0
0

107

0.028
0.085
0.028

0
0

108

0.049
0.073
0.147

0
0

109

0.114
0.041
0.104
0.041
0.010

110

0.090
0.054
0.099
0.009

0

單位：事件類別數／千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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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年
虛驚事件改善重點

降低氣體預警警報啟動

10 件氣體預警警報，皆於警報發出
後立即關閉該特殊氣體，由風管排入
後端尾氣處理設備處理，未洩漏至環
境中造成人員傷亡或環境汙染。分析
歷年氣體預警警報啟動原因，主要為
現場人員未確實遵守氣體鋼瓶更換程
序，以及強氧化性氣體選用錯誤材質
墊片，遇到高轉速時，墊片過熱導致
洩漏。

改善措施

 ● 強化現場作業人員標準化程序遵循度、提
高作業熟練度 : 更換氣體作業時，增加使用
5G 攝影紀錄作業情形，提升現場作業人員
重視度，當異常狀況發生時可真實還原現
場、定期進行現場作業人員更換鋼瓶訓練及
認證，並於供應商原廠進行查核時，增加氣
體鋼瓶回供應商端檢查落實度，確認所有送
回供應商端的氣體鋼瓶接頭清潔完成

 ● 依氣體特性定義適合的閥件材質、使用壽命
及允收標準，並寫入化學品原物料採購規範

 ● 重新檢討不同壓力的氣體鋼瓶標準更換手
法及測漏方式

降低人員受傷
（續下頁）

降低火警預警系統警報啟動

6 件火警預警系統啟動事件中，4 件
為廠務設備模鑄式變壓器因元件壽命
老化引發火警警報事件；1 件為機台
後端泵浦微滲漏，該機台使用自燃性
氣體，當泵浦元件老化，危害性氣體
從老化元件裂縫處發生滲漏，產生火
警預警警報

改善措施

 ● 為提高管理機制，自民國 111 年起，預計
5 年內將汰換 363 台高年限模鑄式變壓器

 ● 民國 110 年，針對改善氣體滲漏問題導入
手持式聲音顯像儀

降低化學品洩漏警報啟動

1 件化學品洩漏事件，主因為承攬商
使用堆高機作業不慎造成化學品洩漏

改善措施

 ● 強化承攬商訓練及提高安全意識

導入手持式聲音顯像儀，有效降
低火警預警系統啟動
台積公司積極尋找更適合的技術、儀器與方法，優化以往傳統超音
波測漏儀耗時且易受背景音源干擾問題。民國 110 年，攜手財團法
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專家精進量測手法，導入全新工學顯像儀檢測，
於管路安裝後檢測管路密閉性，確認是否出現氣體洩漏，及早發現
152 個異常點後加以改善，並納入標準作業程序，避免氣體／火警
預警系統啟動引發虛驚事件。

焦點案例

聽聲辨位逐點量測，耗時、費工且易受背景音
干擾

書面顯示依區域掃描，快速、方便且可過濾背
景音源

改善前 改善後

157

ESG封面故事導言 實踐永續管理 營運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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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10年度永續報告書

mailto:CSRSURVEY@tsmc.com?subject=對台積公司報告書的建議


數位化承攬商教育訓練課程，100% 完訓率
因應承攬商人數大幅增加，高風險作業施工數由民國 109 年的 2 萬 8,758 件，提高
至民國 110 年的 3 萬 2,880 件。為降低災害發生率、確保入廠承攬商確實了解作業
風險，台積公司推動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數位轉型，於「台積電供應商永續學院」新增
線上互動式安全管理規範教育訓練、高風險作業規定訓練及危險性作業許可介紹等課
程，並要求全員年度複訓，將教育訓練紀錄連動門禁管制系統、施工單申請系統，全
方位管控承攬商施工資格。承攬商教育宣導期至民國 110 年 12 月止，預計民國 111
年將正式實施。

同時，針對高風險作業承攬商，改採
100% 線上高風險作業訓練課程，並
精簡承攬商工作證置證流程，讓新製
證承攬商不必排隊預約，完訓即可取
得施工資格。民國 110 年 12 月選定
晶圓二廠、五廠與晶圓六廠共 3 個廠
區進行測試，共 592 名承攬商完成線
上高風險作業訓練課程，減少 15 堂
實體課程。

焦點案例降低人員受傷 改善措施

 ● 建立機台保養標準作業程序，並將標準流程
口訣寫入安全訓練教材中，搭配線上視頻方
式進行教學

 ● 廠區工安環保單位將防夾防護規範列入每月主
題式稽核項目，透過現場查核確認防夾治具使
用與閥件氣源驅動裝置關閉的落實度，提高人
員警覺性

 ● 建立設備作業人員與監督人員之技能認證機
制，未通過訓練或認證者，不可執行該項作
業，提升人員作業安全

 ● 在每季總機構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每月廠區
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及各單位工安協調人會
議，報告人員受傷案件並進行審查與擬定改
善措施，從廠區管理者的角色來強化員工重
視度

 ● 為強化承攬商安全意識，提高施工管理落實
度，自民國 110 年 12 月起，新增承攬商線
上訓練課程，由課程系統自動查核受訓紀錄、
確保承攬商施工資格，並通知每年複訓，若
承攬商未完成訓練，將關閉其台積公司通行
權，無法入廠施工

員工：經調查，歷年員工受傷案
件多屬重複發生，將於民
國 111 年修訂安全績效指
標，鼓勵現場員工反應不
安全環境，要求各單位主
管加強宣導、查核不安全
行為，重複發生的忽視行
為將加重 SPI 扣分。

承攬商：承攬商受傷多數起因於
未依規定標準流程執行
作業。

教育訓練紀錄連動門禁管制系統，全方位管控承攬商施工資格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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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職 業 災 害 統 計 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職 業 災
害 定 義 及 全 球 永 續 性 報 告 協 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公布之重要失能
傷害統計指標計算，以失能傷害頻率（FR）、
失能傷害嚴重率（SR）為主要數據指標。民
國 110 年，員工失能傷害件數共 44 件，失
能傷害總損失工作日數 826 天，其中男性失
能傷害共 25 件、累計 417 天，女性失能傷
害共 19 件、累計 409 天。男性的工作相關
失能傷害件數與總損失日數高於女性，受傷

類型以夾傷件數占比最高，主要為機台維護
保養作業過程中未遵守標準操作流程導致夾
傷。機台夾傷改善措施請詳見「民國 110 年
虛驚事件改善重點」。

民國 110 年，女性受傷類型多為衝撞／被撞，
案件主要主要發生於六吋、八吋廠區無塵室
員工使用推車過程，因動線不良或未注意前
方人員而不慎碰撞導致。

失能傷害頻率依性別區分

男 女
民國年

註：範圍涵蓋包含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采鈺公司

106

0.16
0.67

107

0.43
0.53

108

0.49
0.58

109

0.45
0.37

110

0.34
0.46

失能傷害嚴重率依性別區分

男 女
民國年

註：範圍涵蓋包含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采鈺公司

106

1
7

107

7
7

108

8
8

109

4
2

110

5
10

總工時、損害件數及損失日數

總工時 損失日數傷害件數 失能傷害頻率 失能傷害嚴重率
106

82,115,207 
29

285

107

90,837,537
44

659

108

92,608,573
44

762

109

102,139,494
43

422

110

115,093,160
44

826

民國年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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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3

7
8

4

7

0.35
0.48 0.48

0.42

0.38

規畫固定式及移動式貨架位置，安排
固定推車移動動線，降低因路況不明
引發碰撞事件，並將推車放置位置列
入安全衛生落實度查核重點

職業醫學醫師現場訪視，指出廠區
碰撞風險區域，已完成改善

延續路平專案，獎勵
主動通報員工，改善
不安全環境

每 季 於 製 造 部 溝 通
會，進行碰撞傷預防
宣導

針對易碰撞區域或員
工 反 應 的 不 安 全 環
境，持續加設反光鏡

衝撞／被
撞事件改
善措施

1

3

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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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發生 30 件非工作相關的受傷事件，其中以跌倒 17 件占最高比例，總損失日數 443 日，其次為扭傷共 6 件，總損失日數 57 天。

員工跌倒原因分析及改善作為

加強個人宣導，提醒員工重視個人安全

包含上下樓梯不慎踩空、走路過程不專心、停
車場下車未注意跌倒、被椅子或他人絆倒等

個人因素

地面積水時，第一時間通報清潔人員進行專
業處理，減少員工滑倒風險

辦公室區域地板積水濕滑導致跌倒

辦公室區域
原因分析

改善作為 改善作為

14 件 3 件

非工作相關受傷百分比

其它
30.0％

跌倒
56.7％

運動傷害
10.0％

衝撞／被撞
3.3％

台積公司建構本質安全的工作環境、要求員工落實管理規定

失能傷害頻率依公傷類型區別 失能傷害嚴重率依公傷類型區別

16.9％

5.4％ 35.8％

15.1％

11.9％

14.9％

13.7％

9.1％

20.5％

29.5％

4.5％

22.7％

男性 男性

女性 女性

被夾／被捲 人因傷害 被切／割／擦／刺傷跌倒 衝撞／被撞 其他

1.0％

7.4％ 24.9％57.1％ 9.6％

20.8％ 29.1％ 16.4％ 10.7％ 8.8％14.2％31.5％ 5.3％ 31.5％ 21.1％ 5.3％5.3％

12.0％

4.0％

28.0％ 20.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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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健康管理
台積公司的全方位健康管理涵蓋落實職業疾
病預防及推動員工個人健康促進，透過管控
工作環境健康風險、守護員工身心健康，達
成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落實職業疾病預防
台積公司持續建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反
覆檢視工作項目，並依照風險鑑別方式，與
職業疾病醫師及外部專家合作，期能找出可
能導致職業疾病的化學性、物理性、人因性、
生物性、社會／心理性五大危害因子，並執
行相對應的預防作為。

職業疾病相關預防作為及成效

人因性
與職業專科醫師合作現場訪視

化學性
建構暴露評估模式，管制化學品使用

 ● 安排職業專科醫師進行台灣廠區搬運作業現場訪視並給予建議
 ● 簡化人因鑑別系統檢核表，員工可即時確認作業危害等級
 ● 持續使用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找出高人因風險作業
 ● 配合健康中心健檢問卷及酸痛貼布領用記錄，關懷因肌肉骨骼痠痛請假的員工，

並安排職業疾病醫師面談

 ● 升級供應商化學品安全資料表審查系統，因應台積公司於海外設廠，彙整台灣、
大陸、美國、日本全球調和制度危害分類差異與化學品安全資料表匯入格式，讓
各地方員工可即時取得安全資料表資訊

 ● 重新檢視 144 間實驗室內的化學品手動作業區域，確認無化學品暴露風險
 ● 成立無塵室手套過敏調查改善專案，各製程所使用的化學品建立手套抗化標準，

並分析可能原因並檢視流程及保存方式，避免過敏案件再發

 ● 化學品管理：相關說明請詳見台積公司化學品管理流程
 ● 領先國內業界，導入「歐盟 EN 14175-3 局部排氣櫃效能測試標準」，建立實驗

室局部排氣櫃通風排氣標準 

 ● 共安排 15 場次職業專科醫師現場訪視，共 16 項單一場區建議，包含調整清洗
晶舟盒機台的傳送距離、工作桌加裝局部照明設備等，皆已完成改善並分享各廠
區，改善完成率 100%

 ● 完成 18 個身高超過平均辦公室人員Ｅ化系統評估，透過調整桌椅高度及增加踏
墊強化工作舒適度，員工滿意度達 100%

 ● 161位因痠痛影響工作員工須進行人因因子暴露狀況調查，經職業專科醫師綜合
評估後，共協助 14 位疑似人因風險員工進行配工評估，並適時提供工作調整建議

 ● 因痠痛影響工作者經比對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皆未於具潛在或有人因風險區域
作業

 ● 所有化學品危害風險評估結果皆屬低風險，化學品安全資料表正確性 100% 
 ● 確認 144 間實驗室內的所有化學品作業，皆於局部排氣櫃內進行，操作人員無

健康風險
 ● 檢測分析手套未含職醫提出有疑慮的過敏源；評估不同作業內容手套使用正確性，

同時考量員工過敏體質問題，提供多種手套品牌供給領用
 ● 新設置的局部排氣櫃，皆遵循實驗室局部排氣櫃通風排氣標準設置
 ●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病維持 0 件

持續性作為

成效

民國 110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成效

台積公司落實職業疾病預防及推動員工個人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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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性
持續精進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方案

生物性
即時追蹤疾病管制署公告資訊，適時提供衛教資訊

物理性
增加環境物理性暴露鑑別

 ● 運用健康管理系統結合員工最新健康檢查結果與工時狀況，評估其健
康風險，除告知員工本人，並提醒單位主管與所屬人力資源服務代表
協助調整該員工作負荷

 ● 結合工時系統，如發現異常超時狀況，由系統自動發信提醒員工本人、
單位主管與所屬人力資源服務代表。

 ● 建立實驗室機台強磁場非游離輻射基線資料及風險地圖 ● 給予台灣廠區之中／高度健康風險員工公費、公假執行進階影像檢查，
協助員工預防腦心血管疾病發生

 ● 持續關心各國傳染病即時現況，建立法定傳染病準備與因應準則，防
疫委員會持續因應 COVID-19 疫情狀況，擬定台積公司防疫對策

 ● 持續落實非法定傳染病通報機制，並提供季節性流感、登革熱等衛教
資料

 ● 針對至傳染病盛行區域出差的員工，提供防疫包及相關衛教訊息

 ● 台灣廠區共 2,138 人完成進階影像健檢，其中 44 人列高度異常均協
助就醫治療中

 ● 管理人數為 4,168 人，均每月追蹤是否有工時高負荷或超過醫囑限制
工時者

 ● 配合 COVID-19 相關管制措施，針對高風險人員進行個別防疫管理總計
共 5,794 人次。 

 ● 管理法定及非法定傳染病 82 人次，有效管控及避免疫情擴散
 ● 提供出差人員 576 份差旅防疫包

 ● 完成機台操作人員 1人眼部特殊體檢，檢查結果正常
 ● 無任何輻射造成暴露個案
 ● 非游離輻射量測結果無異常項目

持續性作為

民國 110年新增作為民國 110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 建構系統化游離輻射量測結果，追蹤分析歷年機台輻射防護；建立輻射
源專人管制機制，並於僱用前載明佩戴心律調整器者，不可從事相關機
台作業

 ● 建置廠區歷年機台非游離輻射量測結果，要求製程機台每半年量測非游
離輻射

持續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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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 COVID-19 防疫網，守護員工職場環境安全與健康
因應全球 COVID-19 疫情，台積公司防疫委員會持續更新防疫管制措施，確保台灣廠區與
海內外子公司疫情有效控制，保障工作者健康，並維持公司正常營運。

民國 110 年，廠內發生 1 案 3 例的辦公室群聚案，防疫委員會立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進行
個案疫情調查，除參考國家衛生指揮中心指引，快速掌握 COVID-19 群聚案四步驟、擴大
匡列接觸者並採取隔離措施、分發快篩試劑予同樓層員工、同步展開工作區域消毒清潔外，
更於第一時間與醫療院所合作，安排全棟樓層員工及承攬商核酸篩檢，提供確診員工及匡
列接觸者後續醫療狀況追蹤，以及 COVID-19 相關衛生教育溝通及日常生活協助。經 14 日
觀察期，有效阻斷疫情，未有其他員工感染確診，過程中台積公司維持正常營運，未造成
任何生產中斷影響。

群聚案發生後，台灣廠區隨即展開大規模確診者演練，強化員工防疫認知與因應能力；同
時建置內部 COVID-19 疫調系統，根據員工每日回報的體溫數據及調查紀錄，連結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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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疫調時間從民國 109 年的 1 人平均 2 小時，大幅縮短至民國 110 年一人平均 15 分鐘，
並可快速取得密切接觸者名單，更有效率地執行後續防疫規畫。

焦點案例

台積公司核酸檢測篩檢站

身分證條碼刷卡報到 採檢等候區列隊 正壓式核酸檢測篩檢亭

台積公司環境清潔消毒

辦公區執行消毒作業 辦公區執行消毒作業 公共空間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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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標與健康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的職場健康風險的預防作為涵括工
作危害控制與個人健康促進二大層面。除遵
循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亦依照工作性質與健
康風險矩陣圖定期分析員工健康風險，民國
110 年的前三大主題為特別危害健康管理、
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與高壓力感受員工關
懷專案。

在特別危害健康管理方面，由員工健檢結果
分析，並無與工作相關的異常對象；至於腦
心血管疾病預防與高壓力感受員工關懷方面，
台積公司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十大死因相關統
計，已知腦心血管疾病為造成人口死亡與失
能的主因之一，而三高（血脂、血壓和血糖）
問題則與腦心血管疾病息息相關，若合併長
期高壓、工作疲勞或睡眠障礙等問題，亦可
能提高腦心血管疾病罹患機率。經與職業疾
病專科醫師討論，決定自民國 111 年起，將
全方位健康管理指標中的「健康方案自主參
與率」，變更為生理性與心理性二個向度，
生理指標涵蓋員工三高異常率；心理指標為

員工自陳高壓力感受比率，做為長期監測員
工健康及改善措施規畫的重要依據；同時參
考衛生福利部公布的台灣地區三高盛行率，

綜合考量員工年齡及近 3 年健檢數據，制定
民國 111 年及民國 119 年永續目標為三高異
常 率 指 標 分 別 為 11%、13.5%、2.5%， 員

工自陳高壓力感受比率 < 9 %，未來將每年
檢視健檢異常率，滾動式調整永續目標，進
一步把關員工的身心健康。

職場健康風險圖

工作相關程度

健
康
風
險
程
度

6,107 人
特別危害健康管理

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100% 完檢；其中 2,402 人列
入追蹤對象

中／高度風險者接受醫療協助與工時管理

高壓力感受者由心理師主動面談關懷

協助孕產婦進行身心與工作環境評估，必要時協助調整工作

肌肉骨骼痠痛且請假≧ 4 天者主動評估，必要時協助調整
工作

遵循「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規範，針對員工生理
狀況及防護需求，進行生理評估

905 人
高壓力感受員工關懷

15,493 人
呼吸防護具生理評估

4,183 人
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方案

249 人
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1,311人
母性健康保護管理

48,999 人
一般員工健康照護

中高度健檢異常 9,724 人，100% 追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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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健康照護
台積公司提供支持性環境、各式照護服務方案與健康促進活動，持續照料員工健康。

運動館

 ● 鼓勵員工培養規律運動習慣，包含台積運動館、各廠健身房、韻律教室及綜合球場等，提供游泳、
瑜珈、飛輪等多元課程，服務對象涵蓋員工及眷屬

員工協助

 ● 長期與專業心理師、律師與會計師合作，提供免費諮商諮詢服務，協助員工因應身心生活壓力等問題

民國 110年健康促進活動

 ● 防癌篩檢：21,080 人完成糞便潛血、乳房攝影、乳房／婦科超音波，或子宮頸抹片檢查

 ● 西牙醫門診：17,893 人次，對象涵蓋員工、眷屬、承攬商、訪客

 ● 健促活動：75,433人次參與專家在線開講、健康小學堂、減重、專家諮詢、健康講座、線上健走、
健康檢測、健康餐等活動

114,406 人次參與

175,357 人次參與

3,316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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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新形態線上運動 App 為員工設計運動賽事，不僅突破防疫限制，
還可以跨組織、跨地域組團參加，同時結合健康中心、服務整合部，合力推出健康小學
堂、健康餐盒、營養／運動直播系列講座等健康促進活動，獲得同仁熱烈迴響。

線上健走挑戰賽妥善設計每階段運動目標，從 10 公里到 18 公里逐步增加，方便員工利用
閒暇時刻輕鬆完成任務，讓不擅長運動的員工也有機會一起加入同樂、獲得運動的成就感，
進而建立規律的運動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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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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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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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ring Committee ESH Ｗ orking Ｇ roup 
of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與 各
界交流職場安全衛生的風險管控作為。民國
110 年，在降低群聚性風險的前提下，舉行線
上安全衛生環保會議，突破時空限制，積極分
享安全健康職場的管理經驗。

此外，亦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合作，民國
110 年針對工作職場之風險評估與管理概論、
實務，編撰進階在職教育訓練教材，預計民國

111 年於北、中、南分區辦理實務課程講授與
演練，增進各產業的職業衛生管理師危害辨識
與解決問題能力，共創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加強承攬商危害認知，強化健康風險意識
依據化學品暴露風險、作業頻率及型態，台積
公司定義高化學品暴露風險承攬商，約佔承攬
商總人數 3%，致力降低承攬商化學品暴露相
關職業疾病發生。民國 110 年，承攬商失能傷
害頻率與失能傷害嚴重率較民國 109 年上升，
相關事件改善措施請詳見「安全績效指標」。

承攬商失能傷害統計資料

失能傷害頻率 失能傷害嚴重率
106 107 108 109 110 民國年

註：數據涵蓋範疇為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0.03

0.03
0.1 0.07

0.19

2

0

94

5
9

109 110 民國年

承攬商教育訓練成果

安全衛生訓練 針對駐廠且會接觸化學品的承攬商進行個人防護具訓練 駐廠且會接觸化學品的承攬商參與年度緊急應變演練
106 107 108

註 1： 數據涵蓋範疇為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註 2：因疫情關係，採分組營運模式，減少實體緊急應變演練次數

1,891 2,011 2,355 1,911 2,429

778 1,344 1,147 954 444 註 2

15,708
21,749 19,889

30,850

55,625

新進承攬商

既有承攬商

法規規定項目

內外串聯
身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導者，台積公司視帶
領供應商、承攬商一同建立健康職場為責無旁
貸的使命。民國 110 年因應 COVID-19 疫情，
台積公司與商業夥伴、產官學界的合作，多改
採線上連線會議方式進行，在嚴峻的疫情環境
下，仍期望能與供應商、承攬商分享自身安全
衛生推行經驗，共同降低職場風險。

攜手外界，建構優良工作環境
台積公司代表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定期參與
世界半導體協會的安全衛生環保會議（Joint 

持續性作為

● 安排台積公司的職業疾病專科醫師針對駐廠
承攬商作業進行現勘，鑑別作業環境的化學
品接觸風險

● 要求承攬商特殊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必須
主動通報台積公司

● 確保駐廠人員於台積公司內部作業無任何化
學品暴露健康疑慮

● 0 件特殊健康檢查異常通報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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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營建工地「安全第一」的責任與文化
台積公司為確保晶圓廠興建工程營建人員的
安全、強化工地安全管理組織功能，由施工
承攬商、工地安全衛生委員會及台積公司建
構成三級管理制度，共同把關安全的施工環
境，守護工地的勞工安全。台積公司以規畫、
執行、查核、行動為管理架構，透過「風險

承攬商工地安全管理機制

台積公司及承攬商
管理階層
承諾並授權安全人員
之監督與處置權

安全委員會獨立聘
僱之工安監督人員
監督全體工地人員

承攬商工安及監工
人員
監督自家施工人員

工地專案 台積公司

工地安全衛生委員會

施工 
廠商 1

施工 
廠商 2

施工 
廠商 N

 ● 總幹事
 ● 工安工程師

 ● 環保工程師
 ● 用電管理工程師

3

2

1

第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1

2

3

要求建置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系統與認證

要求確保現場監工品質、提升工安人員專
業與訓練有效性

對承攬商執行工地現場稽核、缺失改善與
預防再發措施

駐廠承攬商從業人員關懷專案 
逾 6 萬人次受益
延續民國 109 年針對清潔、團膳、保全三類駐廠從業人員的「駐廠承攬商從業人員
關懷計畫」，民國 110 年進一步針對槽車、貨運駕駛員優化工作流程，透過重新規
畫運送動線、確立各站點時刻表、增設停車位等方式縮短貨運駕駛員的等候時間，提
升 95% 晶圓傳送效率；同時亦優化槽車進料品質管制流程，使槽車駕駛員作業時間
縮短 50%。截至民國 110 年 12 月，逾 6 萬人次受益，確保駕駛員健康與公共運輸
安全。詳情請參閱「台積公司優化槽車灌充流程，縮短駕駛員 50% 作業時間、提升
運輸安全」。

焦點案例

台積公司改善化學品槽車作業效率，縮短駕駛員 50% 作業時間

鑑別」、「管理輔導」、「執行考核」三大
面向落實工地安全管理，並與外部營造業安
全專家合作檢視工作安全分析資料，針對改
善機會點加以現場查核、優化安全工作手法；
同時，建立承攬商總公司安全自主管理機制，
要求其環保安全衛生中央單位每月執行現場
安全查核，由上而下強化管理力道，確保承
攬商一級主管親自掌握施工現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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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工地安全管理

 ● 延續 170 項「工作安全分析」，觀察現場作業
狀況，持續優化安全工作手法

 ● 台積公司為標準化新建工地作業安全衛生管理程
序，著手規畫《新建廠工程作業環安衛藍皮書》， 
內容包含管理／安全／防火／衛生／環保五大面
向、共計 85 份作業管理程序，預計於民國 112
年全數完成

 ● 就 13 項高風險作業依「工作安全分析」進行風
險評估，與承攬商重新檢視，修正制定工地高風
險作業防護計畫

 ● 全體承攬商施工前提出防護計畫，須由工地安全
衛生委員會與承攬商施工前會議審核，逐筆討論
安全的施工工法

 ● 持續輔導承攬商進行「工作安全分析」，讓承攬
商熟悉工作安全分析手法，並應用此手法落實工
程風險管理

 ● 選定高風險作業工項，建立實體訓練及虛擬實境
（VR）體驗設施，強化施工人員對高風險作業危
害的體認，現場作業違規者須重新通過考核

 ● 每日工具箱會議進行主題式安全提醒、高風險作
業現場進行 2 次工具箱作業風險說明

 ● 收工後進行當日安全檢討，串聯完整的安全管理，
加以宣傳海報深化施工人員時刻留意自身工作安
全意識

 ● 邀請外部專家輔導員、承攬商管理者於工安會議
上報告檢討，共同審核工程風險鑑別成果

 ● 夏季環境熱危害預防
 ● 持續落實工地防疫作為

 ● 導入火災預警機制，使用紅外線熱顯像檢查，提
早偵測異常電盤，確保用電安全

 ● 透過施工動線協調會議，調整吊掛區域、施工動
線，避免動線阻塞，減少重疊作業風險

 ● 新增高風險工項查核，由工安人員進行專項查核，
包含局限空間、電盤開盤作業、5 公尺以上之施
工架組拆、吊掛作業、天花板上施工等作業，確
認環境安全無虞才得以進行施工

安全管理面

風險鑑別

安全行為面

管理輔導

安全環境面

執行查核

持續性作為

民國 110年新增作為民國 110年新增作為民國 110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持續性作為

透過風險鑑別，建立工地安全管理程序
台積公司要求全數承攬商施工前提出「施工
安全防護計畫書」，並於施工前經工地安全
衛生委員會與承攬商會議，逐筆討論與審核
安全的施工工法，以確保全面管控施工安全。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為標準化新建工地作
業安全衛生管理程序，著手規畫 《新建廠工
程作業環安衛藍皮書》，預計將於民國 112
年公告後要求工地承攬商遵循。

走動式管理實況

每日工具箱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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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管理輔導，落實安全行為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持續推動營建工地安
全輔導文化―關懷、溝通、意識提升及行為
改變，針對工地安全規範違規人員採取二大措
施：其一為立即輔導，由台積公司工安人員以

約談輔導替代強制性懲處，透過合理且對等的
溝通模式，引導施工人員重新檢視營建工地安
全規範，進而提升個人工安意識，避免不安全
行為再次發生；其二，針對 13 項高風險作業
違規，除立即輔導違規人員，更進一步加強實

工安稽核員現場巡檢

虛擬實境訓練設施

作及虛擬實境訓練，透過重複演練及考核，協
助人員改變不良施工行為。

執行查核，建構安全的工地環境
民國 110 年，台積公司導入智慧科技防災技

術、建立工地智能化管理，並開發人工智能
影像判讀技術，能即時針對不安全行為與不
安全環境發出警報，由工地監控人員立即要
求改善，並經現場檢查無虞後，方可繼續施
工。目前該系統功能持續建構中，預計民國
111 年完成啟用。

自然環境 施工環境

 ●  夏季環境熱危害預防：針對營造工地曝曬風險，台積公司導入綜合
溫度熱指數（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WBGT）量測室內
外環境溫度，架設工地現場熱危害風險等級告示板，並設置冰水、
酸梅等解渴食品，提醒戶外作業人員適當休息與飲水，民國 110
年熱危害較前一年降低 144 人次

 ●  工區防疫：因應 COVID-19 防治，承攬商每日進入工區前，須完
成線上體溫回報及健康聲明書，工區內外委託專業承攬商進行每週
全面消毒至少 3 次，並檢測環境病毒殘餘量，監控工地消毒程序
是否符合標準，確保人員健康

 ●  導入火災預警機制：透過紅外線熱顯像檢查，提早偵測異常電盤，確保用電安全

 ●  引進新型安全預警、偵測設備及安全施工機具：於堆高機增設視覺警示燈及聽覺警告聲，民國
110 年累計裝設 88 輛次，無堆高機壓傷人員事件再發

 ●  成立工地安全設施改善小組：縮短不安全環境改善時間自 7 日為 1 日，加速改善承攬商未能立即處理
的不安全環境、清運工區無主的廢棄物，民國 110 年累計辦理 131 件任務，達 230 出工人次

 ●  增加工安巡檢人力：民國 110 年施工現場工安人員共 715 人，較前一年增加 91 人，同時著重
高風險作業查核，確認安全無虞才得以施工

環境溫度量測預防熱危害 熱危害風險等級告示板 堆高機視覺警示燈 工地安全管理中心 人工智能影像判讀技術實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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