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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

總論

台積公司身為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

製造服務公司，深知企業規模愈大，對產

業、社會的影響力也愈深。我們重視道德、

遵守法治，希望能以自身的經營建立永續典

範，成為社會向上的力量。

台積公司社會責任的目標是「讓社會更

好」。27年來，我們除了在本業中謀求最

大的成就，以有效的策略及優異的營運績效

持續創造高的經濟附加價值外，同時也在日

常業務中，堅守商業道德，講求誠信正直，

遵守法律、反對貪腐、不賄賂、也不搞政商

關係。台積公司以身作則、帶動風氣，以期

提升社會一般的道德、法治與商業水準。

注重公司治理，平衡各個利益關係人的利益

台積公司重視公司治理、力求在股東、

員工、社會及所有利益關係人之間達到利益

平衡。在瞬息萬變的產業競爭中，結合客戶

與關鍵供應商，以不間斷的創新激發更多產

業的創新，以此提升一般大眾的生活品質與

工作效率，並與價值鏈上的夥伴們共享美好

成果。我們與股東、員工、社會、客戶、供

應商等利益關係人建立良好關係，確保所有

利益關係人的利益得以平衡。

平衡生活／快樂，投入公益

台積公司懷抱「共創永續發展、公平正

義、安居樂業社會」的社會願景，提供優質

工作、促進就業機會。

2014年，我們透過公平、公開、公正

的招募管道，於全球聘用超過5,500位新進

同仁，以高於同業平均水準的整體薪酬，積

極營造具挑戰性、可以持續學習而又舒適安

全的工作環境，全力推動工作與生活的平

衡，希望同仁擁有快樂幸福的人生。

工作之餘，台積公司也鼓勵同仁投身社

會參與，不僅出錢也要出力。台積公司文教

基金會長期贊助教育及文化活動；台積公

司志工社長期關懷社區，盡力做對社會有

意義的事情。志工社於近幾年發展快速，

2014年人數已超過3,200人，比前一年增加

68%。

2014年8月，高雄發生氣爆事件，台積

公司在事發當下立即回應社會需求，與同仁

及協力廠商一起迅速投入氣爆區域重建。過

程中，我們收到社會各界的致意，這是我們

讓社會更好的一個體現。

關懷地球，為下一代著想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台積公司重視並持

續落實環境保護措施，積極推動節能、減

碳。目前全公司已有16座十二吋晶圓廠房

通過國際綠建築認證，並成功協助兩家供應

商在2014 年取得綠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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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的晶圓產能在過去十年中增加

2.5倍，但我們每單位晶圓面積平均耗電量

卻下降6%、自來水耗用量也減少30%，並

同時完成了極具挑戰性的全氟化物減量目

標。為提高生產效率並降低對環境衝擊，台

積公司已制訂出中、長期的環保目標：相較

於2010年，台積公司2020年的單位產品全

氟化物排放量將減少30%以上、單位產品溫

室氣體排放量將減少18%、單位產品用電量

將降低12%、單位產品用水量將降低30%、

廢棄物回收率將維持95%以上。

身為綠色製造的領導者，台積公司積極

推動綠色供應鏈，並在2014年主動加入電

子產業公民聯盟(EICC)，依聯盟標準有系

統地進行環保、安全、衛生、風險管理、勞

工人權與道德的法規遵守和實務管理。台積

公司並將此標準擴及產業下游，輔導主要供

應商採用EICC的工具與標準作業。此外，

我們也對相關的供應商進行盡職調查，以確

保所採購之原物料符合台積公司「非衝突礦

產」的目標。

展望未來，我們仍會秉持著對公平美好

社會的追求，戮力於企業與社會的永續發

展，為所有利益關係人開創多贏、持續成為

社會向上提升的力量。

CSR得獎紀錄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成效、未來目標、獲獎及認證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成效與目標摘要
台積公司民國103年的企業社會責任成效及未來目標摘要如下：

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治理 法規遵循 持續提升
對於法規
的認知與
遵循

• 維持良好法規遵循
紀錄，避免違規情
事發生

• 提供多樣的法規遵循課程，並特
別著重於從業道德行為、反貪
腐、公平競爭行為、環保法規、
出口管制等領域，提升業務相關
同仁之法規遵循認知

• 對現行或在立法中之法規提供修
法建言，例如我們積極倡導強化
營業秘密的保護，成功促成營業
秘密保護之修訂

• 持續針對從業道德規範與
重要法規遵循課題，例
如：反貪腐、公平競爭、
勞動法規等加強教育宣導
並強化相關法規遵循措施

• 持續提供政府建議，使國
內法規得與國際接軌，俾
健全產業投資環境並促進
經濟發展

經濟 創造股東價
值

追求獲利
與成長

• 財務目標：
- 橫跨景氣循環，平
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至少20%

- 2000年至2015年
的稅前淨利年複合
平均成長率10%

• 2014年股東報酬率達到27.9%，
稅前淨利較2013年增加40.2%
• 還原股息後 2 0 1 4年股價增加
36.7%，市值達到歷史新高的新
台幣3.7兆元

• 持續投資在先進技術以追
求未來成長，同時維持或
增進獲利率與投資報酬

• 持續增強公司治理，與投
資人維持良好關係

創新管理 先進製程
技術

• 延伸摩爾定律 • 1 6奈米 F i n F E T強效版製程
(16FF+)如時於2014年第四季完
成所有可靠性驗證。相較於台積
公司的平面式20奈米系統單晶
片(20SoC)製程，16FF+速度增
快40%，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
50%，能夠協助客戶達到最佳效
能與功耗，成功支援下一世代高
階行動運算、網通及消費性產品
的應用

• 同時支援10奈米數位及類
比產品應用的第三代鰭式
場效電晶體製程技術

• 支援7奈米系統單晶片技
術的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
體技術平台

• 發展極紫外線及多重電子
束技術以延伸摩爾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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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經濟 創新管理 多樣且完
備的製程
技術

• 持續成功開發出多
樣化的新製程技
術，並加速了系統
單晶片的技術藍
圖，以提供更高的
整合度及更多的不
同選擇

• 55奈米高壓製程進入量產，並
提供業界面積最小的靜態隨機記
憶體(SRAM)單元，可幫助縮
小面板邊框設計，以支援應用
於高階手機超級視網膜解析度
(SuperRetina)的面板驅動晶片
• 成功為客戶量產全球最小的互
補式金氧半導體微機電單晶片
(CMOS-MEMS Monolithic)加
速度計(Accelerometer)
• 完成嶄新的矽穿孔(TSV)平台技
術之生量產驗證，這是在整合矽
穿孔技術於主動元件上締造了一
個重要的產業里程碑

• 首家在六吋晶圓廠使用氮化鎵半
導體技術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
務廠商

• 特殊系統單晶片技術(包
括新型非揮發性記憶體、
微機電、射頻、類比晶
片)和5奈米電晶體
• 因應系統級封裝技術，開
發更具成本效益及更具尺
寸、效能優勢的解決方案

客戶滿意 維持專業
積體電路
製造服務
的領導地
位

• 客戶滿意度 • 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中，客戶服
務項目的分數於最近這三年的表
現持續上揚，2014年較前一年上
升了2.3%
• 商業季評核會議的評分中，客戶
服務綜合指標(包含服務、技術
及品質暨可靠性)於最近這三年
的表現持續上揚，2014年比較前
一年上升了1.7%

• 維持台積公司在半導體業
的領導地位

供應鏈管理 降低原物
料單一供
應商比例
及風險

• 同一原物料需有兩
個(含)以上的工廠
或替代廠商

• 達成年度目標降低單一供應商比
例

• 要求供應商提升緊急應變能力包
含建置第二生產工廠

• 持續降低先進製程物料
(N28/N20)單一供應商比
例

提高原物
料在地供
應比例

• 在地採購金額／比
重

• 提高2014年在地供應比例 • 避免供應鏈過度集中於高
危險區域(如天災頻繁之
區域)同時增加備用供應
來源

確保原物
料來源無
來自衝突
地區

• 符合美國SEC衝突
金屬法案要求

• 確保原物料供應商自非衝突地區
取得所供應予台積公司的原物料

• 持續要求供應商採用
GeSI/EICC公告更新之合
法熔煉廠

綠色供應
鏈

• 評估供應商之企業
永續供應指標

• 2014年52家關鍵供應商評核績效
平均成績達到標準

• 持續降低原物料中有害物質
• 持續減廢及鼓勵回收再利用

• 確保2015年供應商評核
績效平均成績達到年度目
標

環境 溫室氣體減
量

降低單位
面積晶圓
二氧化碳
排放量

• 每單位面積晶圓二
氧化碳排放當量

(噸－二氧化碳／
八吋晶圓當量)

• 2020年，單位產
品全氟化物排

放量將較2000年減
少30%以上

• 2014年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
之全氟化物排放量較2010年減少
33%

• 落實世界半導體協會認可
的全氟化物減量最佳可行
技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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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環境 節能 降低單位
用電量

• 每層光罩數平均用
電量(度／八吋晶
圓當量－光罩數)

• 2015年單位產品
用電量較2000年
再降低2%
• 2020年單位產品
用電量較2000年
再降低12%

• 自2013年的10.2(度／八吋晶圓
當量－光罩數)，下降至2014年
的9.8(度／八吋晶圓當量－光罩
數)，進步約3.5%
• 晶圓十五廠取得ISO 50001認證
• 再新增五座美國LEED綠建築認
證、一座台灣EEWH綠建築認證
及兩座台灣智慧建築認證

• 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取得綠色工廠
認證

• 持續推動ISO50001能源
管理系統

• 持續推動取得綠建築與綠
色工廠認證

• 加強日常管理避免能源浪
費

• 持續設置節能及能源回收
系統

節水 降低單位
用水量

• 單位用水量密集度
指標(公升／八吋
晶圓當量－光罩
數)

• 2015年單位產品
用水量較2000年
再降低2%
• 2020年單位產品
用水量較2000年
再降低30%

• 自2013年的51.5(公升／八吋晶
圓當量－光罩數)，下降至2014
年的4 6 . 3(公升／八吋晶圓當
量－光罩數)，進步約10.1%

• 持續推動製程最佳化，減
少用水

• 持續發展及設置水回收設
施

廢棄物管理 提升廢棄
物回收比
率(%)

• 廢棄物回收比率
(%)

• 2015年廢棄物回
收率達到95%以上

• 2014年廢棄物回收率達到93%以
上，連續六年超過90%
• 2014年廢棄物掩埋率僅0.15%，
連續六年低於1%

• 持續推動源頭減廢及廢棄
物回收再利用

• 要求製程機台廠商提供化
學品低耗用之機台

• 與廠商合作研究新的廢棄
物回收技術

社會 勞資關係及
員工認同

(含集會集
結社自由)

建立正向
的員工關
係與營造
高度互動
的工作環
境

• 核心價值意見調查
結果

• 勞資糾紛所遭受之
損失

• 2014年舉行的台積電核心價值
意見調查中，97%的同仁表示願
意全心全力投入工作，使公司更
好；此外，95%的同仁願意在未
來五年於公司內發揮所長，與公
司一起成長

• 2014年，每季舉行勞資會議；此
外，尊重員工於法律上所賦予之
權利，不阻止或妨礙員工結社之
自由。然而，勞資關係和諧，截
至目前為止，並無同仁出面組織
工會

• 截至2014年，台積公司並無勞資
糾紛所遭受之損失

• 持續強化核心價值、維持
通暢的溝通管道，並營造
正向溫暖的工作環境

勞工問題申
訴機制及人
才留任

謹慎及時
處 理 員
工申訴案
件，維持
健康的離
職率

• 勞工申訴案件及處
理

• 離職率

• 2014年總申訴案件數為62件，兼
顧謹慎與時效性下，已全數解決

• 2014年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
6%，過去連續五年離職率皆維
持在健康的5%~10%間

• 持續強化管理效能與雙向
溝通，確保所有同仁得以
在合適的職位有所發揮與
成長

職業健康及
安全並維持
工作生活平
衡

強化同仁
生產力並
促進同仁
生活平衡

• 健康年齡
• 每人營收成長率
• 每週工時

• 2014年同仁健康年齡比實際年齡
年輕2.9歲
• 自2009年至2014年，台積公司每人
營收的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10%
• 2014年，在擁有高工作品質的前
提下，每週工時仍維持在目標範
圍內

• 公司持續推動各類健康方
案，有效促進員工身心健
康；並持續透過各種人力
資源制度與改善方案，提
升同仁工作效率與效益

D01-台積電.indd   4 2015/10/30   下午 01:19:58



— 5 —

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社會 人才招募 拓展人才
以滿足業
務成長需
求與促進
就業機會

• 新進人員的質與量 • 2 0 1 4年，台積公司聘用超過
5,500位新進同仁，不僅成功滿
足公司成長需求，同時創造就業
機會

• 2014年，台積公司持續和30所
大專院校合作為身心障礙者創造
出多元且優質的工作機會。截至
2014年底，身心障礙者之進用人
數達399人，較2013年增加了8%

• 持續吸引台灣與全球各地
適合人才

• 持續經營、強化社區及校
園關係

台積電志工
社

擴大志工
服務的影
響

• 志工人數
• 志願服務時數

• 整合各廠處的力量進行多元豐富
的CSR活動，截至2014年，已有
14個廠處加入「廠處專案」
• 志工人數增加67.8%，從2013年
的2,119位，增至2014年的3,211
位

• 2014年的志工服務時數為3萬
6,823小時

• 整合各單位志工活動
• 發掘個體志工、建立登錄
平台

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

消弭城鄉
教育資源
落後，培
養學子的
藝術視野
及科學興
趣

• 參與教育及藝文專
案人數

• 舉辦「台積美育之旅」及「科學
之旅」，自舉辦以來，共計有超
過9萬1,000位偏遠地區學童參與
• 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共同成立兒童
藝術教育中心，於本年度4月落
成啟用，參觀人數達15萬8,000
人次

• 「高中物理實驗學程」，自2000
年迄今，共計來自283所的350名
科學教師接受訓練，預估全國5
萬名高中學子

•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
競賽，共計全國253隊參與，獲
得全國高中校園熱烈回響

• 持續推廣藝文，並啟發學
子科學潛能

社會公益 整 合 資
源、援助
弱勢

• 參與援助專案人次
• 獲得善款總額

• 推出台積i公益網站，整合主動提
案及線上資助功能；截至2014年
底，共計有超過9,000人次參與
愛心資助，共計獲得超過新台幣
1,800萬的善款

• 持續鼓勵同仁主動提出專
案，分享成果且及時提供

回應及建議

企業社會責任獲獎及認證

台積公司積極參與各類社會責任相關獎項評選，分享經驗給外部並獲得回饋。透過這種參與，公司更瞭解外界所
關注的議題，並檢視內部績效進而持續改善。歷年來，台積公司持續獲得許多外界的肯定，2014年得獎如下：
類別 授獎／認證單位 獎項或認證

企業社會
責任

道瓊永續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

• 連續兩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中「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
組」的領導企業RobecoSAM 永續發展獎金獎
• RobecoSAM 永續發展獎：產業領導者
• 連續第 14 年獲選道瓊永續發展世界指數的組成企業

Fortune Magazine • 獲選為全球最受尊崇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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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授獎／認證單位 獎項或認證

企業社會
責任

倫敦金融時報／渣打銀行 • 「台灣企業獎」大型企業組：經濟貢獻獎首獎
• 「台灣企業獎」大型企業組：企業責任獎首獎

高盛證券 • 獲選為「高盛永續焦點名單(GS SUSTAIN Focus List)」中全
球 60 家產業領導企業之一

天下雜誌 • 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企業
•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 天下雜誌年度主題獎：公司治理

遠見雜誌 • 「企業社會責任獎」環境保護組首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  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首獎
經濟、公
司治理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 • 亞洲最佳執行長第二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賣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資人投
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賣方分析師投
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
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賣方分
析師投票)

IR Magazine • 大中華區最佳整體投資人關係大獎(大型市值企業)
• 大中華區最佳公司(科技業)
• 大中華區最佳公司治理
• 大中華區最佳永續發展
• 大中華區最佳財務報告
•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
•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

FinanceAsia • 亞洲最佳公司(科技業)
• 台灣區最佳借貸者

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

• 第 11 屆上市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

環保 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系統「能源
與環境設計先導」(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認證

• 美國綠建築協會「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既有建築」白金級標
章－晶圓十二廠第三期廠房
• 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系統「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新建築」黃
金級標章－晶圓十五廠第三／四期廠房、晶圓十二廠第六期辦
公大樓、晶圓十五廠第一期辦公大樓、晶圓十五廠塔樓
註： 截至民國103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16座美國LEED認

證(2座「白金級」、14座「黃金級」)

內政部台灣綠建築 EEWH
(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and Health)認證

•台灣「鑽石級綠建築」認證－晶圓十二廠第六期辦公大樓
註： 截至2014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三座台灣EEWH鑽石級

智慧建築認證、七座台灣EEWH鑽石級綠建築認證
經濟部工業局 • 綠色工廠認證－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房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 晶圓十五廠
行政院環保署 • 企業環保獎－先進封裝廠

• 節能減碳行動標章－晶圓五廠、晶圓十二A廠、晶圓十四A
廠、晶圓十五廠
• 毒化物運作管理績優－晶圓六廠
•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二A廠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 國家永續發展獎－晶圓十二A廠
經濟部 • 溫室氣體減量績優廠商－晶圓八廠、晶圓十二B廠

•節約用水績優廠商－晶圓二廠及五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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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概況

台積公司成立於1987年2月21日，總部

設於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領先業界開創

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商業模式。時至今

日，台積公司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專業積體

電路製造服務公司，單單在2014年，台積

公司就以210種製程技術，為453個客戶生

產8,876種不同產品。

台積公司的客戶遍布全球，為客戶生

產的晶片被廣泛地運用在電腦產品、通訊產

品、消費性、工業應用與其他電子產品等多

樣應用領域。2014年，台積公司所擁有及管

理的產能達到818萬片十二吋晶圓約當量。

台積公司在台灣設有三座先進的十二吋超大

晶圓廠(GIGAFABTM Facilities)、四座八

吋晶圓廠和一座六吋晶圓廠，並擁有兩家海

外子公司—WaferTech 美國子公司、台積公

類別 授獎／認證單位 獎項或認證

環保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低碳企業績優獎－晶圓十二 B 廠、晶圓十二 A 廠
•節約用水績優廠商－晶圓十二 A 廠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績優環境保護單位－先進封裝廠
新竹縣環保局 •企業環保績效評鑑－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二 B 廠

• 環境教育獎－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二 B 廠安全、衛生與健
康促進

勞動部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三廠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三廠、晶圓十二 A 廠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十五廠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十四 A 廠

員工 行政院勞動部 •第一屆工作生活平衡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健康管理獎

•健康體重管理獎
•減重領航獎

2014年，市值達到歷史新
高的新台幣3.7兆元

連續兩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中「半導體及

半導體設備產業組」領導企業

截至2014年底，共計獲得16
座美國綠建築LEED認證

2014年，聘用超過5,500位新進同仁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積美育之旅」及「科學之旅」，

自舉辦以來，共計有超過9萬1,000位偏遠地區學童參與

2014年，台積電志工社人數增至3,211位

5,550 91,000
3,211

23.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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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國)有限公司之八吋晶圓廠產能支援。

台積公司在北美、歐洲、日本、中國大

陸、南韓、印度等地均設有子公司或辦事

處，提供全球客戶即時的業務與技術服務。

至2014年年底，台積公司全球員工總數超

過4.3 萬人。

經濟表現

2014年，台積公司持續受益於近年來

正確的策略決策，不僅營收及獲利顯著成長

並再創高峰，同時台積公司在其他方面也達

成許多成就，包括：以公司史上最快的速度

量產20奈米技術，成功滿足客戶需求；在

新的先進製程技術研發中達成關鍵里程碑；

致力於建置更環保、反應速度更快的供應

鏈；向政府繳交的稅款創下歷史新高；僱用

的員工人數及其總體薪酬也再創新高；為股

東達成公司史上新高紀錄的股價，並預備在

2014年股東會通過後發放公司歷史新高的

現金股利。對台積公司以及其利害關係人而

言，2014年的確是另一個破紀錄的一年。

基於營運上的優異表現，台積公司在

2014年創造了7,722億元的總收入，將總收

入扣除商品採購及服務的成本與設備折舊攤

銷及減損的費用後，我們在2014年創造的

經濟價值達到新台幣3,868億元。在這些經

濟價值中，我們將30%分配給了股東，21%
分配給員工，10%支付予政府，1%支付予

債權人，而剩餘的38%則留存在台積公司，

做為未來創造更多經濟價值的基礎。

公司核心價值

誠信正直

這是我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念。我

們說真話；我們不誇張、不作秀；對客戶我

們不輕易承諾，一旦做出承諾，必定不計代

價，全力以赴；對同業我們在合法範圍內全

力競爭，我們也尊重同業的智慧財產權；對

供應商我們以客觀、清廉、公正的態度進行

挑選及合作。在公司內部，我們絕不容許

貪污；不容許有派系；也不容許「公司政

治」。我們用人的首要條件是品格與才能，

絕不是「關係」。

承諾
台積公司堅守對客戶、供應商、員工、

股東及社會的承諾。所有這些利害關係人對

台積公司的成功都相當重要，台積公司會盡

力照顧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同樣地，我

們也希望所有利害關係人能對台積公司信守

其承諾。

創新

創新是我們的成長的泉源。我們追求的

是全面，涵蓋策略、行銷、管理、技術、製

造等各方面的創新。創新不僅僅是有新的想

法，還需要執行力，做出改變，否則只是空

想，沒有益處。

2014年，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

模，全年研發總預算約佔總營收之8%，此

一研發投資規模不僅與眾多世界級一流科技

公司相當，甚至超越了許多公司的規模。台

積積極營造創新的環境，鼓勵員工實現創新

的價值，近年來已陸續展現成果。

台積公司未來將繼續擴大研發投資，計

劃進一步強化前瞻性技術研究，持續研發新

的電晶體及製程技術，例如三維(3D)結構、

應變層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Strained-layer 
CMOS)、高載子移動率材料及創新的三維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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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電路元件。目前，奈米級金屬氧化半導體

電晶體的基本物理與其特性的研究是台積公

司的研發重點之一，以做為了解和引導未來

先進製程元件的設計方向。目前，台積公司

已經運用相關的研究結果，確保我們在20奈
米及16奈米製程技術的領導地位，並將此領

先優勢延續到10奈米及7奈米製程。台積公司

的目標之一，是藉由內部的創新及與產業領

導者與學術界共同合作來延續摩爾定律，並

尋求深具成本效益的技術與製造解決方案。

客戶信任

客戶是我們的夥伴，因此我們優先考慮

客戶的需求。我們視客戶的競爭力為台積公

司的競爭力，而客戶的成功也是台積公司的

成功。我們努力與客戶建立深遠的夥伴關

係，並成為客戶信賴且賴以成功的長期重要

夥伴。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決策與運作機

制，是由董事長指派財務長擔任全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的總負責人，並由其協調公司內

部所有與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單位，於

2011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

自2012年起，納入董事會的正式議程，每

年皆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企業社會責任

的執行成果與下一年度的工作計劃。

台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每

季皆有專人參與由財務長及志工社社長所

領導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議，依據「規劃—

執行—查核—行動 PDCA(Plan-Do-Check-
Act)」的管理模式，定期與利害關係人互

動，並檢視其所關切的議題；同時檢討各項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業務的進展，訂定未來的

計劃，有系統且有效地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歷年獲獎紀錄

‧ 七位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院士（包含一位終身院士）

‧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 （U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院士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榮譽勳章 （Medal of Honor）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Andrew S. Grove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Cledo Brunetti 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Robert N. Noyce Medal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 企業創新獎 （Corporate Innovation Award）

‧ 美國商業周刊雜誌 2001 年亞洲之星（Stars of Asia from Business Week）

‧ 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最高榮譽 Robert N. Noyce獎

‧ SEMI頒發Akira Inoue獎

‧ 日本經濟新聞社「亞洲獎」

‧ 行政院92年度「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

‧ 經濟部第一屆奈米產業科技菁英獎

‧ 20座國家產業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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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各組織間的密切合作，企業社會責任已

充份融入台積公司的日常營運之中。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台積公司追求永續發展，有效建立利害

關係人鑑別、分析、計劃、互動與經營四大

管理階段，依據各個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影

響力與關注議題，建立台積公司利害關係人

個別溝通平台，並透過內部各負責單位建立

多元且系統化的溝通管道，彙整利害關係人

關注的治理、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

台積公司相信永續發展、道德與誠信正

直是企業長期成功的關鍵基礎。經由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客戶會因為台積的誠信正直、

守法及良好的公司治理而賦予更多的信賴；

投資人會因為公司明確的核心價值而更願意

長期投資；全體員工也會基於對公司價值觀

的認同，進而產生更強的向心力。如此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將為台積公司帶來更大的競

爭優勢，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價值，並為公司

所有關係人開創多贏。

道瓊永續指數產業組領導者

2014年，台積公司連續第二年榮獲「道

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所屬半導體及半導體設

備(Semiconductors and Semiconductor 
E q u i p m e n t )產業組中「產業領導者」

(Industry Group Leader)的肯定，再次彰顯了

台積公司在永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卓越

表現。此外，台積公司已連續14年獲選為道

瓊永續指數的組成企業，全球僅有兩家半導

體公司獲此殊榮。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範圍與概要

台積公司本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全面揭露台積公司在經濟、環境和社會

各層面，為永續發展所做的承諾與成果。本

報告書涵蓋2014年台積公司經營發展與利害

關係人最為相關的永續經營議題，內容著重

在本公司定義具「重大性」的議題，而其他議

題部分則以專題方式針對當年度的活動進行

敘述。報告邊界的設定部分，除了台積公司在

台灣的各個晶圓廠外之外，亦包含台積公司

(中國)有限公司、美國WaferTech公司及其他

子公司在永續發展方面具重大性之績效，報

告範疇上與前一報告期間相比並無顯著差異

(註：關於本公司重大性議題鑑別及報告邊界

設定，請參閱「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章

節 )。財務報表的數字是基於合併財務報告

的資訊，除特別註明外皆以新台幣表達；環保

安全衛生的績效則以國際通用的指標表達。

台積公司未來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

前次發行時間為2014年5月。本次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的內容架構，依據目前廣為全

球企業關注的全球永續性報告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G4綱領(GRI 
G4)，詳細內容可參閱本報告附錄中的全

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 G4對照表 ；此外，

我們亦參考聯合國全球盟約(UNGlobal 
Compact)，並於本報告附錄中提供相關對

照表。本報告同時備有中、英文版本公告於

本公司網站。

報告查證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依據

D01-台積電.indd   10 2015/10/30   下午 01:19:58



— 11 —

DNV GL VeriSustain Protocol及GRI G4 綱
領查驗本報告，證明本報告依循GRI G4 的
全面選項。財務資訊及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資

訊係依據經查驗之財務報告及溫室氣體盤

查報告。DNV GL查證報告請參考本報告附

錄。

公司治理

台積公司堅持營運透明，注重股東權

益，並相信健全及有效率之董事會是優良公

司治理的基礎。在此原則下，台積公司董事

會授權其下設立之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分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各委

員會的組織章程皆經董事會核准，且各委員

會的主席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其活動和決議。

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完全由獨立董事所

組成。

公司治理架構

1. 董事會及其職能

台積公司董事會由八位(註)擁有世界級

公司經營經驗或學術經驗的董事所組成。身

為最高治理單位，董事的任期為三年。董事

成員的提名不僅考量專業能力，也非常重視

其個人在道德行為及領導上的聲譽，獨立董

事候選人之獨立性亦需符合「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規定。公

司章程中亦明訂董事酬勞不超過盈餘的特定

百分比，並經由資訊揭露等程序來避免利益

衝突。

目前台積公司八位董事中五位為獨立董

事，分別為：前英國電信公司執行長彼得．

邦菲、宏碁集團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施振榮

先生、前德州儀器公司董事長湯馬斯．延吉

布斯先生、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先生，

以及現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及中華民

國行政院政務顧問陳國慈女士。台積公司董

事成員中有一名為女性，且獨立董事人數已

經超過全體董事席次的二分之一。

台積公司董事會目前有一大股東也是

最大股東之一－「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

會」，其自本公司成立以來一直是本公司董

事，因其是法人，依規定須指派代表行使其職

務。台積公司董事長及副董事長並不兼任公

司經理人職務，董事會任命兩位資深經理人

為本公司總經理暨共同執行長，他們應執行

董事長所指定之職務並直接向董事長負責。

台積公司董事會的首要責任是監督。監

督公司守法、財務透明、即時揭露重要訊

息、沒有內部貪污等。為了善盡監督責任，

董事會建立了各式組織與管道，例如審計委

員會、薪酬委員會、隸屬審計委員會的財務

專家以及內部稽核等。

董事會的第二個責任是指導經營團隊。

台積公司董事會每季定期聽取經營團隊的報

告，也花相當多時間與經營階層對話，經營

階層必須對董事會提擬公司策略，董事會必

須評判這些策略成功的可能性，也必須經常

檢視策略的進展，並且在需要時敦促經營團

隊作調整。

經營團隊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股東大會

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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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的第三個責任，是評量經營團隊

之績效及任免經理人。台積公司經營階層與

董事會之間維持著順暢良好的溝通，專心致

力於執行董事會的指示與業務營運，以為股

東創造最高利益。始於對公平美好社會的追

求，2012年，台積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領

域開創新局，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董事會的

正式議程。

2. 審計委員會

2002年，董事會於其下設立審計委員

會。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

公司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

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

3. 薪酬委員會

2003年，董事會於其下設立薪酬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

公司整體薪酬與福利政策，以及董事及經理

人之報酬。

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台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由董事

長任命成立，其主要責任涵蓋經濟、環境與社

會三大面向的議題管理，直接向董事長報告，

每年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執行狀況及績效。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由財務長與台積公司志

工社社長共同領導，每季定期開會討論及檢

討執行狀況。台積公司相信此委員會在不是

本公司經理人的志工社社長共同帶領下，將

帶來更多創新且平衡社會各個面向的觀點。

核心價值與從業道德

「台積公司從業道德政策規範」(以下

稱「從業道德規範」)是實踐台積價值理念

的最核心指引。它要求所有台積公司同仁，

包括子公司及關係企業的成員，都必須肩負

起維護高度道德標準、公司聲譽與遵守法令

的重要責任。

法規遵循

台積公司的營運區域遍及全球，依照不

同法規遵循領域，台積公司分別訂有相關政

策或指引，這些領域包括：反貪腐、反騷擾

／反歧視、反托拉斯(公平交易法)、環境保

護、出口管制、財務報告編製／內部控制、

內線交易、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密資訊保護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IP)、
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保護、文件資料保存及銷

毀及非衝突原物料採購(非衝突礦產)等。

機密資訊保護

台積公司了解機密資訊對公司本身的重

要價值，以及如何保護這些機密資訊，對

維護公司的競爭優勢具有絕對的重要性。

因此，特別制定機密資訊保護專案來規範

及管理如何保護公司機密資訊(包括商業秘

密，智慧財產權等)，以確保公司、股東、

員工、客戶、供應商的最佳利益得以保存。

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組織定期於審計委

員會議中報告公司所面臨的風險環境、風險

管理重點、風險評估及因應措施，審計委員

風險管理專案

審計委員會

執行長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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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並於董事會報告討論重點。台積公司

同時建置企業風險管理專案，其目的在於為

台積公司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提供適當的風險

管理，以風險矩陣(Risk MAP)評估風險事

件發生的頻率及對台積公司營運衝擊的嚴重

度，定義風險的優先順序與風險等級，並依

風險等級採取對應的風險管理策略。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台積公司一直將供應商視為夥伴，致力

引導供應商長期合作，以共同建立穩定發展

的半導體永續供應鏈。台積公司除兼顧供應

商產品的品質、交期與價格之外，也敦促

他們保護環境、改善安全與衛生、重視人

權，攜手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並做好風險

管理與營運持續計劃。台積公司於2014年
再度獲得「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產業領導者

(Industry GroupLeader)的肯定，並於供應

鏈管理項目取得組別中最高分。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ICC)成員

台積公司承諾確保供應鏈工作環境的安

全、員工受到尊重並具有尊嚴、營運促進環

保並遵守道德。為體現此一承諾，台積公司

於2014年12月加入全球最大的電子行業聯

盟—「電子行業公民聯盟」，矢志為全球電

子行業供應鏈從業者及社群的權利及福祉努

力不懈。

台積公司除了採行「電子行業公民聯盟

行為準則」(EICC Code ofConduct)來衡量

自己在社會、環境及道德方面的進步表現

外，同時亦主動將「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

準則」運用到主要的供應商，輔導他們採用

EICC的工具與標準。台積公司計劃在2015
年針對供應商進行超過80場次的稽核，以

確保供應商遵守包括勞工、道德、環境、健

康和安全等各類規範。台積公司的主要供應

商絕大部份位於日本、美國和歐洲，而這些

開發區域一般上具有較好的社會和環境表

現。因此，台積公司會將大部分稽核資源花

費在位於台灣的供應商上。針對這些供應

商，我們的評估(參考了由美國國務院公佈

的台灣人權報告)顯示童工、限制結社、不

人道員工待遇等的風險並不高。反之，一些

因素如長工時文化、外來勞工和台灣公司偶

發的環安醜聞，將會是台積公司稽核工作計

劃的重要考量。相關的稽核結果與缺失將刊

登在下一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符合「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以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工

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Declara t ion 
of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與「世界人權宣言」(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等關鍵性國際

人權標準，是一套有關電子行業供應鏈的社

會、環境與道德相關的行為規範。「電子行

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涵蓋以下規範：

永續發展

台積公司環保政策目標為「致力達成

環境永續發展，成為世界級之環保標竿企

業」，同時以「遵守法規承諾、強化資源利

用及污染預防、管控環境風險、深植環境保

護文化、建構綠色供應鏈、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等做為達成目標之策略。

台積公司關注全球環境保護趨勢，視其

為自身的責任。因此，除了完全遵守營運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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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在地的環保法規外，更關注全球環境議

題的最新發展，並率先採取各種對環境友善

的行動，也積極領導與協助供應商建立綠色

管理系統，提升環保績效。同時，公司不吝

於與半導體及其他產業、學界分享本身的環

境保護專業知識，並對政府提出建言，期能

共同面對各種新的挑戰。

台積公司長期參與政府制訂環境保護法

規與專案並提出建言；藉由參與環境永續相

關的活動與透過設置於公司網站的信箱雙向

溝通，了解利害關係人如學術界、客戶、永

續性評比機構、環保團體等所關注的環保議

題。台積公司歸納出2014年利害關係人最

關注的環保議題為：全球氣候變遷之因應、

水資源管理及汙染預防等。針對此三大重要

環保議題之管理方式，摘要如下：

 1. 全球氣候變遷

台積公司將氣候變遷視為企業重大風險

之一，持續推動全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驗

證、節能減碳與全氟化物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等工作，同時亦推動產、官、學合作進行氣

候變遷調適之因應措施，包括洪水與旱災風

勞工

• 自由選擇職業

• 青年勞工

• 工時

• 工資與福利

• 人道的待遇

• 不歧視

• 自由結社

健康與安全

• 職業安全

• 應急準備

• 工傷和職業病

• 工業衛生

• 體力勞動工作

• 機器防護

• 公共衛生和食宿

• 健康與安全信息

環境

• 環境許可和報告

• 預防汙染和節約資源

• 有害物質

• 汙水及固體廢物

• 廢氣排放

• 物質控制

• 雨水管理

• 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道德規範

• 誠信經營

• 無不正當收益

• 資訊公開

• 知識產權

• 公平交易、廣告和競爭

• 身份保護及防止報復

• 負責任地採購礦物

• 隱私

管理體系

• 公司的承諾

• 管理職責與責任

• 法律和客戶要求

• 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

• 改進目標

• 培訓

• 溝通

• 員工意見和參與

• 審核與評估

• 糾正措施

• 文檔和記錄

• 供應商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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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與強化防洪、抗旱等。2014年底，

台積公司加入電子工業公民聯盟，將藉此組

織與其他會員公司共同推動供應鏈氣候變遷

管理，進一步降低供應鏈之環境衝擊，並保

持生產所需原物料穩定供應。

在能源管理上，2014年台積公司的能源

總消耗量為2萬8,690兆焦耳。主要以電力為

主，年度總用電量占能源總消耗量約95%；

天然氣次之，占能源總消耗量約5%；柴油

消耗量占能源總消耗量則小於0.05%。其

中，可再生能源主要以太陽能板方式產生，

產出量為5.65百萬焦耳，均提供自廠使用。

2014年，台積公司合併營收為7,628.06億新

台幣，以此為基礎計算能源密集度，台積公

司以新台幣計每單位營收所消耗之能源，自

2013年的0.0398百萬焦耳，下降至2014年的

0.0376百萬焦耳，進步約5.54%，顯示生產

每單位營收的能源效率持續增加。

2. 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是台積公司氣候變遷最重要

的議題之一。台積公司認知到降雨量極端化

是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的結果，須先解決前

者才能解決後者，在這可能長達數十年的時

間內，水資源管理就成了企業氣候變遷風險

管理與災害調適重要的一部分。台積公司也

認知到相較於其他氣候變遷因應手段，管理

水資源更有與政府合作的必要。綜合上述，

台積公司擬訂了水資源管理政策與策略。

2014年，台積公司位於台灣之廠區全年總

計節省5,622萬立方公尺的用水，相當於省

下62萬人口的城鎮一年的用水，亦等同於

省下超過1.75座寶二水庫的蓄水量。

3. 汙染防治

台積公司針對空氣汙染、水汙染防治等

管末處理，訂定了完整的管理與操作維護程

序書，同時確實執行。2014年，台積公司

及子公司無任何重大化學品外洩、違反環保

法規的事件。

台積公司中長期環保目標與達成狀況

台積公司未來仍將持續擴充產能，以因

應全球半導體需求。雖然能源、水資源密集

度績效已經達到全球半導體業的最高水平，

過去十年也完成了極具挑戰性的全氟化物減

量目標，公司仍將持續減少單位產品所需要

的各種能源和資源，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對

環境的衝擊。基於此，台積公司的中長期環

保目標訂為：

•  溫室氣體減量：台積公司依循世界半導體

協會之規定，全面採用其認可之最佳可行

技術。2020年，單位產品全氟化物排放量

將較2000年減少30%以上。單位產品溫室

氣體排放量則較2000年減少18%。

•  節能：2 0 1 5年，單位產品用電量將較

2000年降低2%。2020年則較2000年降低

12%。

•  節水：2 0 1 5年，單位產品用水量將較

2000年降低2%。2020年則較2000年降低

30%。

•  減廢：2015年，廢棄物回收率將達到95%
以上。2020年則持續維持 95%以上。

從綠建築走向永續園區的綠色三部曲

首部曲： 打造生態、生活與生產一體的綠色

園區廠房及廠辦綠建築

自2006年起，台積公司全面推動綠建

築，承諾所有的新建廠房與辦公大樓將全數

依據最新的綠建築標準與規範予以規劃興

建，並導入綠建築的觀念改善既有廠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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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績效。目前台積公司總計榮獲16座
LEED綠建築認證、七棟EEWH台灣綠建築

認證及三棟智慧建築認證。智慧綠園區為目

前台積致力發展的另一項目，冀望整合物聯

網各項成熟產品，朝綠色智慧與健康永續的

廠辦建築持續努力。

二部曲：綠色環境推廣

綠色園區發展除了綠建築的推動外，生

物多樣性也是台積綠園區的建構目標，採用

的執行方式包含：栽植複層植被、生物棲地

營造等。低汙染的環境維護是綠園區永續發

展的準則，因此台積公司將生態景觀設計與

專業的維運管理經驗進行結合，並因應區域

特性設定環境復育目標，讓科技與生態共存

共榮。

三部曲： 綠色力量的傳遞―綠建築專書分

享、園區參訪與綠色服務團隊

台積公司於已獲綠建築認證之各廠區舉

辦生態綠園區參訪活動，並進行實地觀摩行

程。2014年間，包含享譽國際綠建築的知

名人士―USGBC副主席Jennivine Kwan、
台南市政府及中科管理局等政府單位、台

大EMBA及交大建築研究所等營建與綠色

產業相關科系成員，以及中華電信、裕隆

汽車、新光人壽等民營企業代表等，共計

1,047人次參訪生態智慧綠園區。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員工是台積公司重要的資產；台積公司

的人力資源制度及作為，強調公司整體生產

力及同仁工作效能的提升。台積公司承諾提

供員工優質的工作，內含好的待遇、有意義

的工作及安全的環境，並致力於塑造可以持

續學習並充滿樂趣的工作氛圍，以吸引並留

任志同道合且最優秀的人才。台積公司為提

供員工「最佳職場」所作的努力獲得多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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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肯定，包括2014年由勞動部所頒發的第

一屆「工作生活平衡獎」最高榮譽獎座，及

連續第18年被天下雜誌評選為「台灣最佳

聲望標竿企業」。

台積公司在明確的願景、堅實的核心價

值、有效的策略，及卓越的執行力下，建立

「技術領先、卓越製造、客戶信任」三位一

體的堅強競爭優勢。這些傲人的成績，也是

台積公司持續吸引並培養出一群認同公司願

項目 執行方法

台灣原生種

植物復育

• 科博館植物園之原生種植物復育合作

• 瀕臨絕種之原生種植物復育

• 台灣百合復育

「蝴蝶王國」

美譽遍地開花

• 紫斑蝶遷徙動線連結

• 廣植蜜源植物吸引更多種類蝴蝶蒞臨

• 營造完善的棲地讓蝴蝶長駐廠區

動態的生態園區

• 生態工法之景觀工程

• 落葉堆肥活化貧瘠的土壤

• 避免殺蟲劑使用，讓生物生存不受威脅

• 多元生態景觀吸引更多生物駐足

• 善用色彩搭配的多層次植物運用，創造廠區繽紛的環

境與活力

環境教育

的持續努力

• 鄰近區域中小學生態導覽

• 綠建築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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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信守公司核心價值，且才能優秀的人

才，大家一起長期為公司奮鬥得到的結果。

台積公司人力資源的理念源自於公司

「誠信正直、承諾、創新、客戶信任」的四

大核心價值：

•  台積公司用人的首要條件是品格與才能，因

為「誠信正直」是台積公司最基本的理念。

•  台積公司相信每位員工皆應受到公平的對

待與尊重；台積公司積極保障國際公認人

權，致力維護及尊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和國際勞動組織基本公約的核心勞動標

準。

•  台積公司致力於提供同仁優質的工作，整

體薪酬遠高於同業平均水準。台積公司對

同仁有高度「承諾」；同樣的，台積公司

也希望所有同仁能對公司信守承諾，全心

全力為公司貢獻，一同邁向成功。

•  台積公司鼓勵同仁積極做出有價值的創

新，因為「創新」是公司成長的泉源。

在招募任用、薪酬設計、績效管理與訓

練發展等政策與制度上，台積公司秉持「志

同道合、適才適所」的精神。2014年，台

積公司共計聘用超過3,200名的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和行政人員，及超過2,300名生產

線技術人員；截至2014年年底，台積公司

及其子公司之員工總數為4萬3,591人，其中

女性同仁約占員工總數的42.0 %。

為留任最好的人才，台積公司致力於提

供同仁最有競爭力的整體薪酬，並塑造可

以持續學習且充滿樂趣的工作氛圍；2014
年，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6.0%；過去五

年，每年員工離職率皆維持在5%至10%的

健康範圍內。

台積公司建立積極正向的員工關係，重

視雙向溝通並致力於提供主管與同仁，及員

工同儕間開放且透明的溝通管道；此舉營造

出高度參與的工作環境，同仁亦對公司有高

度承諾。此外，台積公司依循「每周50工
時」之目標，持續提升同仁工作效率與成

效，讓同仁有更多的時間與家人共享；台積

公司鼓勵所有同仁在工作上追求傑出的表

現，更在工作與生活間得到平衡，贏得快樂

人生。

台積公司關注同仁身心健康，持續透過

多元健康照護方案及員工協助方案，打造健

康幸福的職場。此外，台積公司以「零事

故」為管理目標，推動嚴謹的硬體設施標

準、安全衛生作業程序、持續改善專案，以

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員工政策執行狀況：以薪資福利與教育訓練

為例

多年來，公司不斷締造營運佳績，股東

得到高於水準之上的報酬，同仁們的總體

薪酬也一直優於同業及多數台灣其他企業

水準。台積公司在2014年的營運及獲利再

創新高，除在四月份進行同仁的調薪外，

2014年台積公司全年度發給同仁們的現金

獎金及員工分紅總額高達新台幣200多億

元，其中包含給予超過3萬名基層同仁，每

個人新台幣1萬2,000元的特別獎金。以一位

新進的碩士畢業工程師為例，於2014年度

所領到的除12個月的本薪、固定兩個月的

年終獎金，還加上約14個月的現金獎金與

分紅，整體薪酬約為28個月的本薪，持續

優於業界水準。

2014年，台積公司投入於訓練發展相

關的費用達新台幣8,290萬8,641元。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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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達84萬4,174小時，總參與人次為53萬
6,493人次。平均每位同仁的受訓時數超過

19小時。截至2014年底，台積公司的線上

學習系統(e-Learning)總計提供2,236門線

上課程，內容涵蓋工程技術類、專業職能

類、管理類，及其他類等課程，線上學習時

數約占總訓練時數的31%。除內部學習資源

外，台積公司也補助同仁參與外部短期研

習課程及長期學位與學分班課程。2014年
度，共計有1,655位員工參與總計2萬4,056
小時的短期研習課程；343位員工參與總計

9萬2,864小時的在職進修訓練；773位員工

參與共計1萬8,689小時的語言課程。外部訓

練時數約占總訓練時數的16%。

社會參與及公益

社會參與面向上，台積公司集結公司的

資源與員工的智識及愛心，透過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及台積電志工社，打造永續社會、愛

護地球、關懷弱勢，同時致力於教育文化推

廣，並協助消弭城鄉差距。

2014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投入逾新

台幣6,400萬元，以長遠的眼光擘劃各項教

育及人文專案。包含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合作

成立「兒童藝術中心」，為國內兒童美育

推廣打造專屬空間，並連續13年帶領偏鄉

國小學童參觀故宮及台北市立美術館等美術

展館，迄今帶領超過8萬名學童參與美育之

旅，持續紮根美育。而針對中學以上之學

子，文教基金會舉辦多項科教專案及人文活

動，增厚學子在人文及科學之涵養。同時

文教基金會連續12年於社區舉辦藝術季活

動，邀請台積所在的居民參與精緻藝文展

演，讓美的種子廣播於社會每個角落。

台積電志工社在董事長夫人的帶領之

下，秉持著「選定主題、長期投入」的志工

社宗旨，鼓勵同仁投入快樂、有智慧的志工

活動，廣邀同仁及其眷屬共襄盛舉，致力於

教育文化推廣、彌補弱勢資源、推動節能環

保及落實社區關懷。目前志工社服務涵蓋

「台積導覽志工」、「台積導讀志工」、

「台積節能志工」、「台積社區志工」、

「台積生態志工」、「台積廠處志工」等多

元面向，提供公司最重要的資產「高科技水

準的員工」一個投入社會服務的管道。

台積公司文教基金會

 

台積公司自我期許成為企業社會公民之

典範，為擴大企業贊助之影響力，於1998
年成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由台積公司副董

事長曾繁城擔任基金會董事長，統整規劃企

業資源，為國家社會公益挹注活水。

基金會長期關注教育扎根、推廣文化，

認為教育為國家之百年大計。人才之養成，

需兼合專業知識的培育及人文素質的厚植，

因此透過基金會四大工作主軸—「人才培

育」、「藝文推廣」、「社區營造」、及

「企業志工」，制定各項長期的教育及文化

專案，期盼為國家的教育工程盡一份心力。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成立官方網站提供

民眾線上課程、活動訊息、以及各項贊助案

的施行現況。

台積i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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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於2014年推出台積 i 公益網

站；員工可使用此互動平台積極參與各項

公益活動，以回饋地方社群及社會。截至

2014年12月，共計有超過9,000人次參與愛

心資助，共計獲得超過新台幣1,800萬的善

款。

高雄氣爆專案

高雄氣爆事件造成300多人傷亡。台積

公司在事發一個星期內，即親赴氣爆現場探

視，了解當地受創程度以及所需資源，提供

公司救災建議。隨後，負責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的相關高階主管立即召開會議研商，公司

身為企業公民，要如何在捐款之餘，整合更

多公司內、外資源，實際投入災後重建。

會中決議，就工程重建部分，台積公司

運用公司與同仁的捐款，結合協力廠商，直

接進駐受影響的地區，在事發當下的滿目瘡

痍中，先為居民鋪設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讓居民得以安心地往來氣爆區域，也避免再

有意外發生；同時我們也幫區民修繕住家與

店面，讓他們盡快回到修復好的居所，恢復

正常生活。就心靈部分，讓了讓目睹氣爆發

生的孩子們能離開氣爆區域，暫別災後的恐

懼，台積公司與高雄市教育局合作，邀集

當地108位兒童北上，參加台積公司舉辦的

「愛‧ 希望‧ 重建」夏令營，由60位台積

公司志工社的志工同仁，一路從高雄陪伴小

朋友北上至台北與新竹，完成三天兩夜充實

且愉快的旅程。

為擴大參與，台積公司將經驗分享給產

業界，也同時援引更多資源投入，台積公司

接受鴻海集團與國際半導體設備材料協會台

灣分會的20個會員企業參與，讓重建效果

加乘。

重建團隊自8月7日進駐氣爆發生地至

離開，前後歷時64天。在公司與協力廠商

的合作之下，為當地完成道路鋼板樁施作

570公尺、臨時道路鋪設4,383公尺、民宅修

繕695件(365戶)、搭建圍籬4,732公尺、搭

建臨時便橋五座。同時進行六戶長者居家照

顧及房屋整理及433戶電器設備檢測維修。

為了讓重建工程進行順利，台積公司一開始

即與高雄市政府充分溝通，決定圍籬以外的

臨時便橋與鋪路等「地上工程」由台積公司

■2009年至2014年度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金額一覽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

2

3

4

5

6

7

8

9

單位：新台幣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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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圍籬以內的管線等「地下工程」由市

政府負責，彼此相互信任、各司其職、分工

合作，一切皆以居民的利益為最優先考量。

台積公司以自身建廠的專業知識與工程

經驗與組織動員能力，在最短時間內，進行

地毯式調查及訂定重建目標。在受災戶房屋

修繕中，以「可安全居住」、「可遮風避

雨」、「可開店營業」 三方向，有效率的

提供受災戶基本的居住品質。而修復交通

中，則扮演提供臨時通行道路及安全措施，

作為提供災區基本交通之角色。在完成企業

「救急」的階段性任務，將後續交由高雄市

政府接手之際，台積公司舉辦了「感恩與祝

福」餐會，邀請參與重建專案的四家協力廠

商、21家參與企業、以及接受公司修繕民

宅的462位居民一同參加；致上台積公司最

誠摯的感謝予參與重建工程的企業與工程

師，並留下最深切的祝福予高雄居民。

專案結束後，我們得到來自氣爆區域居

民的感謝，以及社會各界熱烈的回響。此次

的氣爆專案經費總結近新台幣8,000萬元，

包括來自「台積i公益」網站的公司同仁捐

款、台積公司捐款、以及其他企業的參與。

所有款項的運用與工程進度皆公開透明，定

期公布於相關網站供查詢。

(資料來源：台積公司2014年度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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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企業社會責任以「讓社會更好」

為目標，推動綠建築、投入社會參與及關懷

社會弱勢如同企業經營理念「不輕易承諾、

做出承諾必全力以赴」精神。台積電獲得國

內最多綠建築建物肯定，環境永續發展，世

界級環保標竿企業。高雄氣爆事件，事發當

下立即回應社會需求，志工團隊展現高度執

行效率，迅速為災民療傷止痛，感動許多災

區居民，志工長期關懷社區，人數有增無

減，將正面能量傳播到社會每個角落。

自2008年至2015年初，台積電總計獲

16座LEED綠建築認證、七棟EEWH台灣綠

建築認證及三棟智慧建築認證，所有的新建

廠房與辦公大樓全數依據最新的綠建築標準

來規劃興建，並將綠建築觀念用以改善既有

廠房的環境績效，整合新竹、台中及台南廠

區成為三座綠園區，首開台灣企業之先。

落實生態綠化 活化自然景觀

為落實生態綠化，將綠地化零為整，活

化自然景觀復育生態，充分落實生態復育與

保護，在台積電園區可看到生態池與環廠渠

道，池邊採用多層次綠化手法，小型生物與

昆蟲移居於此，生態池景觀水源來自屋頂

雨水與空調冷凝水回收，減少55%自來水用

量。

廠區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雨水回收系

統，充分利用大自然提供資源，運用綠化設

計概念，員工舒適休憩於園區。另外，引入

綠化概念至室內挑高中庭，映入眼簾是如瀑

布巨幅綠色畫布，緩和員工緊湊工作氣氛，

也激發創意想像空間。

綠建築採用回收高爐水泥混凝土，同時

採用輕量隔間牆施工法，設備管線配置以明

管式設計，降低維修時的破壞，高反射面磚

應用於廠房屋頂，減低蓄積太陽熱量所產生

熱島效應，每年節省電力6萬度用電。

室內裝修大量使用綠建材，低有機塗料

及黏著劑，且控制室內空氣品質，減少「生

病大樓症候群」發生機率，辦公大樓設有智

能控制系統，如照明控制器、夜間空調啟動

開關、二氧化碳感測器，大幅降低各項能源

浪費，同時在繁忙樓層間，設計開放式樓梯

與單向電扶梯，減少電梯過度使用。

推動綠建築 企業表率

台積電平均製程用水回收率達84.6%，

節水措施每年為公司節省下7.5億元，無塵

室首創空氣回收系統，每年額外節省100萬
度用電，設置TMAH廢水回收處理系統，

製程廢水再利用。台積電推動綠建築用心與

成果，堪稱企業之表率。

高雄氣爆事件發生第一時間，台積電除

啟動內部「i-公益」捐款專戶外，董事長張

忠謀最先關心500多名員工家住高雄的同仁

台積電救災 散發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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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眷屬是否安然無恙，同時指派志工社社長

張淑芬女士南下高雄災區現場探視，瞭解當

地救災需求，借鏡她過去協助莫拉克風災重

建的經驗，思考如何有效、直接地協助受災

區居民重建家園，盡快恢復接近正常生活。

結合台積電協力廠商的力量，並由志工

及具備專業技術的員工會同協力廠商，直接

投入災區，為居民修繕民宅、門窗，讓居民

能先安心回家；在所有毀損路段的二側搭建

安全圍籬，防止人員跌落意外，並在炸開的

路面深溝上鋪設細網，預防蚊蟲登革熱的發

生；受創地區的十字路口建造便橋，讓人車

得以通行無礙。

用愛溫暖高雄氣爆災民

總計災戶修繕房屋659件、365戶、完成

安全圍籬4,732公尺、臨時便橋五座、臨時

道路4,383公尺、累計出工人數4,424人次，

效率之高深深感動當地居民。高雄苓雅區福

海里里長廖富男表示，之前有災民掛起「台

積電我愛你」的紅布條，甚至有提議將三多

路改名為「台積電路」以感謝良心企業的付

出，不過由於更名太過麻煩，所以，里民決

議將福海里的公園命名為「台積電公園」。

受災戶李媽媽指出，氣爆後非常焦慮恐

慌，加上沒水沒電生活步調打亂，只期望能

盡快恢復正常生活，而台積電工作人員沒日

沒夜持續修繕房屋，效率之快，令人非常感

動，且工作人員不抽菸也不接受飲料招待；

現在都鼓勵自己小孩好好用功唸書，以後長

大去台積電上班。

另外，高雄氣爆期間，由志工社同仁邀

請災區的學童北上參加夏令營，帶領他們暫

時遠離殘破的家園。老人與小孩是台積電社

區志工關心的族群，每周末社區志工前往新

竹榮民之家及德蘭兒童中心陪伴長輩與小朋

友。其中新竹榮民之家，台積電志工分為

藝術傳承及歡唱卡拉OK二組，藉由長期陪

伴、用心傾聽長輩故事，及帶著愛與歌聲陪

伴榮民伯伯。

志工瑪麗亞表示，傳承藝術在二年前是

最辛苦的，但後來漸入佳境，現在榮民伯伯

只要到周末，推著輪椅主動要求參加我們的

活動。曾有伯伯剛開始接觸時，內心自我封

閉的、眼神空洞、不願意理人，在透過志工

長期陪伴並不斷與伯伯聊天，逐漸打開他的

內心世界，現在只要周末前往榮家，就聽到

他開心大喊自己名子。被期待是一種喜悅、

被叫出名子也是一種喜悅。

幫榮民伯伯編輯生命故事

其實伯伯需要的是要關心，藉由長期陪

伴彼此建立互信，傳承藝術透過陪伴中的點

點滴滴，進而幫榮民伯伯編輯生命故事書，

在看到自己講述故事寫成繪本，常常令伯伯

感動不已。

志工DJ小妹說，音樂是可以融化人心

的，藉由陪伴唱歌或唱歌給他們聽，當歌

曲唱進心坎裡時，感動伯伯內心，有次唱

「滿江紅」時，觸動到內心深處，伯伯潸然

淚下；但開心的時候，伯伯還會要求PK比

賽。

他們表示，當志工雖是付出時間與體

力，但收穫卻是更多，瞭解生命的意義及豁

達的人生觀，心靈的成長經過內化，然後再

將這力量感染到周邊的人，一開始可能是家

中成員加入，後來可能是朋友，將正面能量

傳播出去。 (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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