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好社會

改變社會的
力量
秉持「讓社會更好」的使命，台積公司透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積極屢踐企業公民責任，深耕文化及藝

術領域，散播美學種子，關懷弱勢生活及教育，同時積極重振孝

道倫理，整合公司與員工的內外部資源，為社會帶來正向改變。

投入類型

23.74% 25.86% 50.40%

單次性慈善活動 長期社區參與 連結營運的慈善活動

投入方式（新台幣）

301,223,746元 172,238,814元 258,777,002元 15,486,610元

現金捐贈 時間投入 物資及服務提供 管理費用

總金額747,726,172 元

我們的社會投入

註：社會投入包含台積公司 (大學合作計畫等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及台積公司員工 (志工服務、愛心
捐款 )等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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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學生與台南水雉園區

• 節能志工及生態志工推廣環境教育
• 專案活動如 : 復育水雉

對象

方式

全國小學

• 與政府、學校及媒體合作，進行
孝道融合教學，並配合媒體推廣

孝道意識

• 專案活動如 : 呼吸自然孝

對象

方式

弱勢族群

低收入獨老族群

• 與醫療機構合作成立「愛互聯」
系統，透過捐贈醫療設備及送餐

車等方式協助

• 專案活動如 : 年菜送愛

對象

• 社區志工及導讀志工挹注生活及
教育資源

• 專案活動如 : 愛心團購

方式

對象

方式

台積公司自民國 76年成立以來，得力

於社會支持而益發茁壯。飲水知源，

懷抱回饋社會、共生共榮的共好精神，

台積公司整合跨組織的資源與力量，

信守《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願景與

方針，並積極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盤點出 SDG 1（消除

貧窮）、SDG 3（健康與福祉）及 SDG 

4（教育品質）為社會參與的首要投入

方向，制定長期目標與因應做法，將

SDGs融入組織營運中。

在提升社會的具體實踐上，台積公司

串聯二大支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致力於深化教育、厚實國人藝術底蘊，

將文化薪火傳遞至全台各個角落；「台

積電慈善基金會」以愛為核心，長期

關注獨老與弱勢需求，對於環境與孝

道推廣不遺於力，期盼匯聚更多溫暖

與善心。

始於對美好未來的追求，台積公司將

竭力消弭資源落差，厚積美善之力，

成為促進社會向上的堅定力量。

台灣藝文團隊、整體社會

• 台積心築藝術季
• 台積講堂

對象

方式

公益驅動力

主軸 協助對象與方式 社會影響性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 台灣社會需求

培植台灣優秀藝文團隊 
提升社會藝文環境

扎根青年科學及美學素養

消弭城鄉教育落差

提升弱勢族群教育

及生活水平

降低環境衝擊

提升學童的環境保護意識

提升年輕世代的孝道

意識

提升獨老健康福祉

保育環境

提供學校節能指導及學童生態導覽，

共同實踐綠色未來

推廣孝道

透過教育及大眾傳播重揚孝道文化，

由根本緩解獨老照護需求

照護獨老

積極追蹤台灣獨居長者現況， 
擴大照護獨老的服務範圍及人數

關懷弱勢

聆聽在地需求，直接給予協助，

提升弱勢族群的教育與生活

關懷教育弱勢

消弭教育不平等，讓所有孩子不

論社經背景均能享有優質教育

支持多元教育

提供資源與輔導，培養青年世代

審美、思辯與表達能力

推廣藝術文化

傳承經典藝術與活絡藝文環境，

提升美學風氣及人文素養

高中、大學學生

• 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
•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
•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 吳大猷科學營
• 吳健雄科學營
• 居禮夫人化學營

對象

方式

弱勢清寒學生

• 希望閱讀計畫 2.0

• 美育之旅、科學之旅
• 旭日計畫、向日葵計畫
• 贊助「為台灣而教」、「均一教育平台」

對象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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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

關懷教育弱勢

與不同規模、體制內外

的多元教育團體合作，

消弭城鄉教育資源落差

推廣藝術文化

於廠區所在地新竹、台

中及台南定期舉辦藝術

季，培植國內優秀藝文

團隊，於社區推廣精緻

藝文

 持續舉辦心築藝術季，每年至少贊助五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民國 109年

支持多元教育

持續舉辦人文及科學活

動，為青少年提供正規

教育體制外的多元舞台

 持續舉辦人文及科學競賽，每項賽事參與人數不少於 500人次   民國 109年

 持續提供資源與體制內外機構合作，每年資源投入不少於新台幣 1,000 萬元   民國 109年

策略 台積公司永續發展目標 成果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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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日計畫規劃導師制度，除經濟扶助之
外，給予清寒學子生活及課業引導

 各青年競賽總參與人數不少於前一屆

 贊助五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民國 106年成果 民國 107年目標策略與永續目標

與為台灣而教基金會合作， 
支持青年教師深入偏鄉服務

目標：新增一個外部合作單位

2萬人
心築藝術季總參與人次

目標：不少於 2萬人

36場
心築藝術季總場次

目標：不少於 30 場

452人 (成長 23.4%)
青年書篆大賞參賽人次

目標：不少於前一屆 366人

超過目標 達成目標 未達成

616件註

青年學生文學獎徵件總數

目標：不少於前一屆 628件

註：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未來將強化「青年學生文學獎」校園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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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金額一覽
單位：新台幣萬元

52%

12%

26%

5% 5%

全國教育                    

總金額新台幣

7,679 萬元

全國藝文

社區營造

其他

企業志工

投入資金

7,6797,5816,8416,4107,353

102 105104103 106 （民國年）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各類投入比例圖

能拉一個孩子就拉一個，能點發一個老師的熱情，就點燃一個。

凌爾祥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秘書長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 87年，由台積公司現

任副董事長曾繁城擔任董事長。民國 106年台積電

文教基金會投入近7,679萬元，以「關懷教育弱勢」、

「支持多元教育」與「推廣藝術文化」三大主軸為

基石，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更多關於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的活動訊息、各項贊助案的施行現況，歡迎

參閱官方網站 （www.tsmc-foundation.org）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國 93年成為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計畫」創始公

益夥伴，每年贈送 100本優質讀物給 200所偏鄉中小學，累計捐書逾 23萬冊、

受惠學童逾 26萬人。

關懷教育弱勢 投入教育資源，消弭城鄉差距

傳承經典藝文，提升精神生活

傳統戲曲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與歷史內涵，成為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台積

心築藝術季」每年為觀眾帶來一系列優質藝文展演，並致力於推廣經典傳藝，讓

更多民眾親炙戲曲的魅力。

推廣藝術文化

經過文化儀式的洗滌，你會感覺到一種提升、淨化，對 heritage（傳承）有一種
肅然起敬的敬意。

白先勇    作家

教育是國家的基石，

文化是社會的靈魂。

台積公司重視教育

及文化，透過文教基

金會施行多元教育

專案及贊助精緻藝

文展演，以弭補正規

教育之不足，提升民

眾心靈，讓社會更臻

美善。

曾繁城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寫字如作人，是一輩子的事，要窮盡一切的力量，用生命去面對，才有辦法立足於書海中。

陳明德    書篆大家

「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跨入第十年，除提供年輕創作者交流、切磋的舞台，更邀

請全台書篆名家共同參與，透過報章專文、工作坊、作品示範，讓書篆之美深入高中校園

與日常生活。

支持多元教育 建構教育平台，鼓勵青年逐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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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1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指出，

台灣前後段學生學業表現的差距居各經濟體之冠，

而後段學生表現深受社經背景影響；國家發展委員

會民國 105年 7月針對台灣偏鄉教育所作的研究亦指

出，城鄉學習落差仍持續擴大，政府雖有一連串改革

措施，投資偏鄉的資源仍顯不足，企業力量的挹注將

有助於整體教育環境提升。

教育落差帶來諸多社會成本，亟需各界重視，然其

成因錯綜複雜，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遂因應不同層面

之需求，投入多樣的教育扶助計畫。「希望閱讀計

畫」鼓勵體制內偏鄉中小學教師進行特色教學，推

廣閱讀與數位學習；「為台灣而教」號召具使命感

與熱情的青年進入偏鄉全職教學，彌補師資缺口；

「均一教育平台」則藉由科技提供弱勢學子免費且

優質的學習平台，同時提供客製化教學工具，減輕

第一線教師的負擔。此外，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長

期舉辦科學之旅、美育之旅，贊助博幼基金會課輔

計畫、清華大學旭日計畫與中央大學向日葵計畫等

專案，期待消弭城鄉差距。

• 提供 200所偏鄉中小學 2萬本優良讀物

• 民國 106 年起贊助「希望閱讀計畫 2.0」三年 600 萬元 
希望閱讀計畫 2.0

• 贊助均一教育平台 150 萬元均一教育平台

• 贊助教師募訓計畫五位教師，每位每年 30 萬元，
共計 150 萬元

為台灣而教

• 引領 17所縣市共計 3,600 名學子參觀北中南三地
科學、藝術展館，給予啟發

科學之旅、美育之旅

• 贊助清華大學「旭日計畫」與中央大學「向日葵
計畫」，供 29名學子清寒獎學金共計 242萬元頂尖大學清寒助學計畫民國 106年

成果實績

因應數位化浪潮，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響應「希望閱讀

2.0計畫」，分階段提供示範學校數位載具，除以「雲

教授」引領學童學習程式語言，更導入數位學習系統，

鼓勵學童閱讀，來

自 11所示範學校，

545 位參與計畫的

孩子於四個月內閱

讀了 1萬本好書，閱

讀風氣顯著提升。

希望閱讀計畫 2.0關懷教育弱勢―投入教育資源，消弭城鄉差距因為有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長期且穩定的支

持，讓希望閱讀計畫

可以持續推動台灣的

偏鄉閱讀教育，幫助

弱勢孩子，更帶給偏

鄉學校翻轉的希望。

張志全

「希望閱讀 2.0」標竿學校 
台南市松林國小校長

希望閱讀 2.0給松林國小帶來的改變

特色教學吸引許多學區外學生轉入，學生總人數由

50幾位提升到 80~90位

	

「希望閱讀 2.0」最大的意義在於讓孩子有機會接
觸、體驗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我之所以會努力爭取

這個計畫，正是因為這是由實體書為本，科技為輔

助的學習系統，還能記錄孩子閱讀的書。曾經有學

童從來不看書，到現在已經愛上讀書，每年可讀 4、
50本以上。偏鄉學童在閱讀中，可提高識字率、閱
讀流暢性，以及理解能力，閱讀才能吸收新知，知

識就是力量，孩子愛讀書，影響家人，可改變未來。

張志全    
「希望閱讀 2.0」標竿學校 
台南市松林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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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拯民國小透過均一教育平台快樂學習

高中、大學正是積極建構自我、探索世界的時期。

高中階段，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透過舉辦多元的競賽、

營隊、講座，兼顧青少年正規教育外科學與人文的

據兒福聯盟民國

106 年調查指出，

近七成偏鄉老師表

示除了教書之外，

經常師代父母職以

彌補家庭功能。教

師對弱勢學童影響深遠，然偏鄉學校經常面臨師資

不足之困境，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遂結合「為台灣而

教」與「均一教育平台」，支持具有理想與領導力

之青年進入偏鄉教學，並藉數位學習工具減輕教師

負擔。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支持「為台灣而教」提出的全職

教學計畫，招募青年投入有師資需求的偏鄉國小，

並提供專業培訓與支持系統，將優秀人力實際導入

教學現場。民國 106年共派出 37位教師進行服務，

其中五位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每名 30萬元，

共計 150萬元，期待能讓更多弱勢學童擁有優質的

教育。

經過一年合作，目前均一教育平台累積有 5,952部影

片、2萬 8,257道習題、80萬使用者，研究更發現每

天使用均一教育平台 15分鐘，可提升學力檢測成績

14.2個百分等級，此一免費開放的雲端平台，能協

助教師進行個人化教學，協助孩子獲得學習成就。

為台灣而教、均一教育平台

• 首次至彰化鹿港舉行焦點活動，結合當地古蹟，邀
請學生臨寫經典碑帖，完成全國最大的漢字拼圖

• 賽制新增篆體字，並新增臨書組，額外提供獎項，鼓
勵青年朋友習字

• 比賽暨推廣活動總參與人次近 800人

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

• 舉辦青年夢想家論壇，啟發近 400 名聽眾

• 第二屆吸引桃竹苗大專院校 66 組團隊參與，最終由六組團
隊獲 300 萬元築夢獎金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發展。大學階段，則提供獎金與輔導，鼓勵學子尋

找人生方向、實踐夢想。

• 小說、新詩、散文與網路徵文合計來稿 616 件

• 票選「青年最愛作家」向文學前輩致敬；本年度
由作家簡媜獲獎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 首次以科普小說與影集做為文本，讓科普短講
更為生活化，進而引發大眾興趣

• 以「數學」為題，吸引 700名國三至高三的學子，
共計 212隊參加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

支持多元教育―建構教育平台，鼓勵青年逐夢

民國 106年
成果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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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馨獎「藝

文人才培育獎」
國家最高文化單位頒贈予企業

的最高榮譽

文化部文馨獎「藝文人才培育獎」― 
青年書篆大賞、青年學生文學獎耕耘有成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青年夢想家論壇

為拓展青年朋友的

築夢的視野，台積

電文教基金會特別

舉辦「青年夢想家

論壇」，邀請資深

媒體人凌爾祥主

持，引領三位築夢先行者：「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創辦人、紀錄片《黑熊森林》的主角黃美秀，藉繪

畫行走逾 20 國的旅行藝術家莊蕙如（Belle），全

台最年輕的巡迴出診大型動物獸醫師、「鮮乳坊」

共同創辦人龔建嘉，以及三隊首屆青年築夢團隊「蘭

後」、「親愛的說書人」與「灶腳兵團」，透過短

講與對談，向台下近 400位社會民眾與大學新鮮人

分享築夢旅程背後的感人故事。「青年夢想家論壇」

同時藉由問卷蒐集民眾與大學青年對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與築夢計畫的意見，以回應社會期待。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致力於青年人文教

育 與 經 典 藝 術 傳

衍，分別耕耘長達

十年與 14年的「台

積電青年書法暨篆

刻大賞」與「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給予青年創

作者舞台，獲得文化部文馨獎「藝文人才培育獎」

殊榮。

書篆為中華文化獨有的藝術資產，呈現出漢文字悠

久的精神底蘊。自民國 97年起舉辦的「台積電青年

書法暨篆刻大賞」除提供優渥獎金吸引優秀年輕創

作者外，更邀請一流書篆藝術家深入全台校園舉辦

工作坊，讓高中學子有機會接觸書藝，望能引發興

趣進而習字。文學則是許多年輕生命表達自我的方

式，自民國 93年起舉辦的「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提供高中創作者發表交流的平台，獲獎者可透過選

手交流座談會結識同樣喜愛創作的夥伴，作品也將

見刊於聯合報，為許多新生代作家的搖籃。

	

	 	

52%

6%

41% 非常滿意

有效問卷

95 份
滿意

尚可 須改進 （1%）

51%

14%

35% 非常滿意

有效問卷

95 份
滿意

尚可

您認為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舉辦此講座對您個人

的重要程度 ?
講座內容（議題、知識內涵、啟發性）是否符合

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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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大賞回顧

民國 106 年大賞邁入第十屆，一改過往

書篆賽事多以北高兩地為核心向外擴散的

慣常，首度移師彰化縣鹿港鎮，於縣定三

級古蹟鹿港文武廟前舉辦「耕耘豐收」焦

點活動，彰化縣政府、鹿港高中與在地從

事書篆教育的藝術家皆樂見其成、共襄盛

舉。現場亦邀請書法家林俊臣大字揮毫，

偕同鹿港高中師生共同創作全國最大的漢

字拼圖，於每片拼圖上臨寫經典書帖後，

完整拼合為長達十米的巨幅「十」字，再

創台灣書法藝術的新頁。本屆賽制亦有革

「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 
十周年―鹿港合書全台最大字

新，除納入篆體字外，新增臨書組以鼓勵

勤習字的青年學子，期待將漢字書寫風氣

引入青年世代。 我看，我讀，故我思（師）

民國 105年初，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偶然看
到貴基金會舉辦第八屆「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

刻大賞」的訊息，我把相關報導剪下送給教官

看，並連續兩年陪教官到中正紀念堂觀賞「迎

風而行」、「小子毋畏」的優秀入選作品。

今（106）年，在中正紀念堂現場，聽到旁邊
有大陸客的觀賞評論聲音，這讓我內心感動不

已。…附上教官在第八、九屆佳作現場、教官

收到作品專輯時的喜悅、教官的宋杜耒‧《寒

夜客來》墨跡及民國 64年我的生藥學筆記第一
頁等五張照片，印證此段師生情誼，因有貴基

金會的融入而更顯珍貴。

陳威明 
一封寄給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曾繁城董事長的信（節錄）

（全文刊於國防醫學院校友會民國 106 年 7月之「源遠季刊」，本
文作者陳先生受恩師張教官影響鍾情於翰墨，文中所述師徒之情

令人動容。）

第十屆行草組三獎得主獲獎感言

今年是最後一次參加台積電書法大賞了，感謝

這個比賽，讓我在這三年中成長了許多。書法

是一種心靈的寄託，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下能夠

擠出時間，沉浸在書墨世界裡，這莫非是最大

的幸運。未來我會繼續在書法世界裡磨煉自己，

期許更好的蛻變。

李佳芸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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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6年
成果實績

吸引4,700位民眾參與

95%民眾覺得此活動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

心築藝術季觀眾回饋

「桂冠上的靈光」諾貝爾文學系列講座

邀請台灣知名作家群，與

群眾分享鍾愛的諾貝爾文

學獎得主作品。

邀請親子在大型偶劇、微

電影與小旅行中認識自

然，學習愛護環境。

「很溫暖的活動，大人小孩都適合，希望常常舉辦。」

推廣藝術文化― 
傳承經典藝文，提升精神生活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以藝文活動營造在地社

區，每年引入國際級藝文展演、支持在地優秀

團隊與藝術家，並舉辦大師講座、製作中國經

典哲思廣播節目、出版有聲書。自民國 92年

起舉辦的「台積心築藝術季」更是每年以精

彩的藝文展演，涵括戲曲、音樂、兒童、文學等，

為社區民眾帶來美的饗宴。

問卷蒐集回饋

贊助在地優秀樂團

藝術季美的獻禮

台積講堂

藝文贊助

• 問卷蒐集民眾回饋，以評估各藝文活動是否符
合社區需求

• 贊助台灣在地優秀樂團 NSO製作浦契尼
歌劇集三部曲，吸引 3,700 位樂迷聆賞

• 本屆藝術季共帶來 36 場美的獻禮，與近
2萬民眾分享喜悅

• 台積講堂邀請李弘祺教授講授西洋文明講座
最終章，共計 630人參與

• 贊助十個台灣藝文團隊

80%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支持國內外藝文團體比例
民國 87 ~ 106年

民國 93年心築藝術季曾邀請作家白先勇老師的經典

崑曲製作：青春版《牡丹亭》於新竹演出精彩選段，

民國 106年適逢心築藝術季 15周年，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攜手臺中國家歌劇院，再續與白先勇老師的緣

分，以睽違 13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全本做為開幕

之作，共同分享美的獻禮。

六場講座吸引755 位文學愛好者參與

心築藝術季 15周年

93%民眾覺得此活動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

「我家也有綠公園」生態嘉年華

「對身為學生的我而言收穫很多，喜歡文字，更願意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20%

台灣團隊

總團隊數

300隊

國外團隊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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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7年工作重點

結合體制內外教育機構，提

供弱勢學子經濟扶助與課

業輔導

持續舉辦競賽、鼓勵青年築

夢，培育學子的科學與人文

素養

於社區舉辦大型藝術季，提

供優秀台灣藝文團隊舞台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歷年來邀請各領域大師於社區舉

辦各式人文講座，領域涵括東西方音樂、歷史與哲

學。民國 93年起開啟的「西方文明講座」邀請清華

大學榮譽退休講座教授李弘祺，仿效 18世紀法國的

沙龍，於咖啡店中為社區民眾講述西方世界自中古

過渡到近代，孕育出自由、民主與科學等重要思想

的歷史軌跡，深獲民眾好評。

台積講堂―西方文明歷史，三部曲最終章

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民國 106年

再次邀請李弘祺教授講授三部曲最終章「啟蒙運

動」，回顧「文藝復興」以降宗教、文化與思想背景，

探討承繼而起的「啟蒙運動」造成的影響與成就，

引領民眾反思其時代意義。六場講座共計 630人參

與，並透過問卷蒐集民眾回饋做為講座後續舉辦之

參考，以期為在地社區帶來更優質的知識盛宴。

53%

14%

33% 很重要

有效問卷

278 份重要

普通

您認為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舉辦此講座對您個人

的重要程度 ?

48%

5%

47% 非常滿意

有效問卷

278 份滿意

尚可

講座內容（議題、知識內涵、啟發性）是否符合

您期待？

為讓大師們的的智慧更廣為流傳，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

國 103 年起將講座實景錄影成集，保存官方網站中，歡迎
線上觀賞大師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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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每年至少 1,000人次   民國 109年

 每年至少捐款新台幣 1,000 萬元予弱勢族群   民國 109年

 導讀時數每年超過 8,000小時   民國 109年

 結合孝道志工與園區企業共同推動孝道融合教學，累計至少 50間小學   民國 109年

照護獨老

通過愛互聯系統與台灣

北中南醫院合作，提供

各式資源支持醫療單位

進行低收入戶獨老醫療

照護

 愛互聯服務獨老 8,300人次   民國 109年

關懷弱勢

透過導讀、社區及廠處

志工提供弱勢族群各式

資源，支持弱勢族群生

活及教育；同時積極關

注台灣急難救助需求，

即時給予協助

推廣孝道

與教育部、媒體及企業

合作，於國民小學進行

孝道融合教學，並發起

宣傳活動；成立孝道志

工，帶領孝道活動及傳

播知識

保育環境

透過節能、生態及廠處

志工提供環境保護資源

及知識，協助學校節能

及宣導環保知識

台積電慈善基
金會

策略 台積公司永續發展目標 成果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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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互聯服務獨老 7,500人次

 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每年至少 1,000人次

 與教育部、媒體及企業合作，結合台積電孝道志工，
推動 20間小學孝道融合教學

7,200人次
愛互聯服務獨老

目標：6,500人次

1,134人次
生態 /節能志工服務

目標：保育環境相關志工服務達 1,000人次

22,128人次
導讀 /社區 /廠處 /假日志工服務

目標：關懷弱勢相關志工服務達 2萬人次

完成孝道教材，於霧峰峰谷
國小進行觀摩教學與發表

目標：完成孝道教材及進行觀摩教學

與教育部合作，10月將
孝道教材成功列入教綱

目標：將孝道教材列入教育部教綱 

 捐款至少新台幣 1,000 萬元予弱勢族群   

 導讀時數超過 8,000小時   

超過目標 達成目標 未達成

民國 106年成果 民國 107年目標策略與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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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正式成立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台積公司於民國 93年成立台積電志工社，秉持

「選定主題、長期投入」的宗旨，鼓勵同仁投

入快樂、有智慧的志工活動，以實際行動貢獻

社會，民國 106 年已突破 2 萬 4,000 志工服務

人次。為了更進一步整合公司資源與同仁自發

性的志工服務，發揮更具體的社會影響力，台

積公司於民國 106年 6月 14日正式成立台積電

慈善基金會，由張淑芬女士擔任董事長，根據

台積電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的使命，定義出慈善基金會的四大主軸 : 照護

獨老、推廣孝道、關懷弱勢、保育環境，為創

建美好台灣社會而努力。

照護獨老
透過愛互聯提

供關懷與服務

關懷弱勢
透 過志 工 服

務 專 案 推 動

與落實

推廣孝道
與教育部合作

研製教材，訓

練師資，成立

孝道推廣志工

保育環境
擴大 與 強化

生態志工、節

能志工之服務

範圍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四大服務主軸

台積同仁做的公益，

是與我一起用第一線

的思維去感受對方的

需要，我們用愛、用

智慧來共同努力，也

把愛送出去，一起讓

台灣社會多一點的正

向與美好。

張淑芬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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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及服

務提供

志工人次歷年累計
單位：人次

24,61216,57010,1917,3794,061

102 105104103 106 （民國年）

志工總人數歷年累計
單位：人數

8,7767,8386,8125,4514,138

102 105104103 106 （民國年）

志工時數歷年累計
單位：小時

72.2%
17.4%

時間投入

總計

151,754,385元

現金捐贈

106,17693,62354,57339,39026,367

102 105104103 106 （民國年）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投入狀況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投入方式註 1

單位：新台幣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投入項目
單位：新台幣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投入活動類型註 2

單位：新台幣

70.1%

26.2%

3.7%

長期社區

參與

單次性慈

善活動
總計

151,754,385元 74.3%

7.6%
6.1%

12.0%
關懷弱勢

照護獨老

保育環境

推廣孝道

總計

151,754,385元

10.3%

連結營運的慈善活動

註 1：依據道瓊永續指數（DJSI）之定義將活動分類為現金捐贈、時間投入、物
資及服務提供，並將所有投入轉換為金額單位（新台幣）計算比例 
 - 時間 : 志工時數 *平均時薪 
 - 物資及服務 : 公司提供物資或服務所投入之金額

註 2：依據道瓊永續指數（DJSI）之定義將活動分類為單次性慈善
活 動（Charitable donation）、 長 期 社 區 參 與（Community 
Investment）、連結營運的慈善活動（Commercial Initiatives），並
將所有投入轉換為金額單位（新台幣）計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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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資料，台灣預計在民國 107年成為高齡社會，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 14%以上，扶老比約為四名青年扶養
一名老年人且持續上升中，獨老的照護資源需求增加，使照顧弱勢獨老成為當務之急。

民國 106年，多個廠處展開照護獨老相關專案，近 1,000位同仁捐款超過新台幣 150萬元，超過 130位同仁投入共近 700小時服務。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與外部機構合作，成立愛互聯系統串聯全台北中南數家醫療機構，透過捐贈物資及款項，幫助醫療單位擴大低收入獨老

服務範圍及人數，協助獨老長輩預防、治療及促進身心健康，同時享有安全、有效、優質和負擔得起的基本藥品與醫療。

成立全台海拔最高的日照中心

8間

醫療機構合作

7,200人次

獨老長輩服務

12間

愛互聯夥伴 新台幣投入

超過800萬

我們民國 106年主要成果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愛互聯

民國 106年，與八間醫療機構合作，共服務約 7,200人次的獨老長輩

成立台灣海拔最高的日間照護中心，讓偏鄉獨老獲得整合性的醫療照護，同時在社群支

持中獲得心靈安撫及延緩退化

持續支持偏鄉巡診，民國 106年，捐贈醫療貢獻獎得主高揚威醫師偏鄉醫療之巡診車，
協助高醫師照顧偏鄉獨老 

致力改善現有偏鄉部落日照中心之硬體設備，如派出專業同仁親至屏東縣牡丹鄉協助當

地日照中心設立復健中心，並提供生活物資

照護獨老

四大主軸

介紹與成果

推廣孝道

關懷弱勢

保育環境

我們的足跡

其他專案活動

花蓮門諾基金會―載著愛的便當出發 

民國 106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回應門諾
基金會需求，通過同仁捐款 100萬元，利
用此筆經費維修為送餐給獨居長輩已跑了

十幾萬公里的台積一號及台積二號，並做

為送餐志工的薪資給付。

歲末傳愛，溫暖到宅

民國 106年， 晶圓三廠、晶圓十二
A 廠、晶圓十二 B 廠、晶圓十五 A
廠及晶圓十五 B廠皆發起年菜專案，
共有 416位同仁捐款超過新台幣 16
萬元，將年菜、春聯、紅包送達約

270位獨居長輩家中，與長輩圍爐
同樂，了解及時行孝的真諦。

我腳痛無法出門，今天有這麼多帥

哥美女來看我，心中十分歡喜！

獨老長輩 
晶圓十五B廠「擁抱獨老，讓愛無限」 
春節關懷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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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即將邁入高齡社會，獨老的照護資源需求增加，但社會資源有限，且社會之愛與親人之愛終有不同，我們相信將長輩照顧回歸至子女才是根本。

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比例日益下降，老年人獨居的比例日益攀升，孝道精神仍有推廣之空間。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積極與政府、媒體及學校合作推動孝道教綱，公司同仁也踴躍支持，民國 106年共有 191志工人次投入
844小時推廣孝道。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期望藉由與政府、全國小學及媒體合作推廣孝道，將孝之精神重新弘揚於台灣社會文化中，讓照顧長輩回歸為每

個社會公民的責任。民國 106年主動與政府合作，期望通過推廣及復興孝道於年輕世代提升社會福祉，協助解決高齡社會所衍生之
社會問題。

孝道正式列入教育部教綱，完成觀摩教學。我們民國 106年主要成果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照護獨老

四大主軸

介紹與成果

關懷弱勢

保育環境

我們的足跡

其他專案活動

推廣孝道
民國 106 年 7月，張淑芬董事長於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發表演說「復興孝道的起心動念」，與國
家教育署攜手，將孝道教材於同年 10月正式列入教育部教綱，並於 12月 21日於霧峰峰谷國小首
次進行觀摩教學

民國 107年預計將孝道課綱推送至全國小學，並結合台積電孝道志工及至少八間企業，齊力推動
20間小學進行孝道教學，讓孝道思想從小扎根

呼吸自然孝―謝謝您愛我 

民國 106年 10月，台積電生態
志工與晶圓十二 B廠主辦「呼吸
自然孝活動」，約有 50位同仁
與家人一同參與，希望透過生態

教育與感恩活動，讓孩子們認識

父母的工作環境，並透過植栽活

動傳遞孩子們孝道的重要性。

孝道故事導讀

晶圓十五 B廠與台中立人國小
及大明國小合作，由 25位志
工同仁為約 450位小朋友展開
一系列的孝道故事講授行程，

進行孝道復興運動，也透過書

寫感恩小卡，讓孩童們更懂得

珍惜與家中長輩的相處。

Open Day帶著爸媽一起來

晶圓十四廠廠區開放日當

天，同仁邀請父母到廠區

參觀，了解平時的工作環

境。當天也結合老五老基

金會的年老體驗工具，讓

同仁體驗年老行動的不便，

進一步了解年長者需求。

孝道課綱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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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照護獨老

四大主軸

介紹與成果

關懷弱勢

保育環境

推廣孝道

根據財政部財政中心資料，台灣貧富差距近年無縮小趨勢，且也體現在城鄉落差上，最富有及最貧窮縣市之每戶平均所得差距近二倍之多。

經濟狀況及城鄉差距造成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果的差異，而教育不足將帶來更多負面的社會結果，是亟需關注的議題。

聚焦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關懷弱勢生活」與「關懷弱勢教育」，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偕同廠處，積極關注弱勢團體，每個個案

皆親至現場勘查，了解對方實質需求，再藉由一系列活動，包含捐贈款項及物資、愛心義賣、志工服務、修繕服務、急難救助等，

協助弱勢族群改善經濟及教育環境。

我們民國 106年主要成果 22,128人次

志工人次

92,206小時

志工服務時數 

近3,000萬

新台幣投入

超過24,000人次

受益人次

我們的足跡

社區志工

社區志工定期前往榮民之家及兒童之心陪伴長輩與孩童，透過聚會與活動串聯

老幼，民國 106年共有約 800人次之社區志工，提供超過 5,000小時的志工服
務。民國 106年 10月，晶圓八廠志工邀請聖方濟少女之家學童及新竹榮民之
家長輩，一同前往小人國出遊，並安排少女之家同學上台表演二胡，讓同學在

表演中增進信心，也讓榮民伯伯度過開心的一天。

導讀志工

導讀志工定期至新竹、台中、台南偏遠地區的小學服務，為孩童說故事、教英

語、教數學，在民國 106年共約 1,300人次之導讀志工，提供超過 8,000小時
的志工服務。民國 106年，共有 294人次的竹東員崠國小學生接受英文導讀志
工服務，另有約 600人次孩童接受一對一的數學輔導，在超過 1,500小時的輔
導下， 九成以上輔導學生跟上班級程度。

親愛的台積電老師：謝謝你們的付出和努力，每次都用最開心的笑容帶著我們上課，謝謝你！

法務組織英語導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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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
台積公司持續關懷弱勢生活與教育，提供經濟支持及生活物資，同時提供孩童安全的學習環境，協助資源匱乏之教育機構重建，

確保孩童學習品質。民國 106年共有 2萬 2,128志工人次投入 9萬 2,206小時的關懷弱勢活動，捐款近新台幣 3,000萬元，超
過 2萬 4,000受益人次。

其他專案活動

愛心供應鏈―啟動一鏈，發揮三效 

晶圓十五 A廠在民國 106
年串聯上游的弱勢生產

者，中游台積員工的愛心

團購及下游的物資需求

者，啟動三贏的全新公益

模式。民國 106年，同仁
共認購近 3,000顆高麗菜

及超過10萬根香蕉，捐贈八個基金會、近9,000個家庭。
志工與弱勢小農接洽

提供最直接的幫助

上游 下游關懷

年長者

偏鄉

小學

志工將上游農作物

親手送給弱勢族群

物資需求團體盛產小農 /弱勢生產者

中游

公司內部建立平台

同仁能輕易購買及捐贈

台積志工

很感謝台積電這次出手相助，讓我們的辛勤有了收穫

愛心供應鏈受益蕉農

奶奶手捧著香蕉，笑得非常開心，奶奶的喜悅

及感恩，在場的志工全感受到了

晶圓十五 A 廠志工

嘉義水上鄉課輔班重建―翻轉未來的希望 

闕戴淑媺女士 17年前創
立嘉義縣水上鄉傳愛課

輔班，照顧近 50位國小
及國中貧困弱勢學童，

深信要減少社會問題唯

有從孩子的教育做起。

民國 106 年 8 月，台積公司在內部 i 公益平台發起
募款活動，在三天內募得新台幣近 600 萬元，並由
十二吋廠技術委員會及十二吋廠廠務處協助教室修繕

工程，加大使用空間及環境品質，讓孩子擁有更好的

學習資源。

新的教室好漂亮，廁所可以沖水了，還有飲水機可

以裝水，好開心可以有新的教室讓我們上課學習

嘉義水上鄉傳愛課輔班學生

修繕工程

台積公司擁有專業廠務人

員及熱情的修繕志工替災

後及弱勢單位重建家園。

民國 106年發動數起修繕
專案，例如 :後段技術暨
服務處 753位同仁捐款超
過 130萬，超過 1,200小

時的志工服務協助錦湖國小修建，將長年受海風浸襲

的硬體設施和校舍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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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

十二吋廠技術委員會開啟台中霧峰聖若瑟

天主堂課輔班小朋友程式設計之路 !以遊戲
的方式讓小朋友接觸程式設計，讓小朋友

在實作中建立自信心，以自行設計的遊戲

參與競賽，激發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

品質暨可靠性志工長期陪伴新竹市仁愛兒

童之家院童，透過協助小朋友親自參與手

工皂製作至販賣之從無到有的過程，幫助

他們培養一技之長與建立經濟基礎。

晶圓三廠志工為新竹縣五峰鄉聖心幼兒園

小朋友舉行畢業典禮 ! 為即將進入小學生
活的 10 位畢業生送上師長、志工、小朋
友們的祝福及午餐盒、餐具、便當袋、保

溫壺。

製造技術中心發起聖家啟智中心彩繪專

案，讓聖家啟智中心由甲等進升為優等，

這也是聖家成立 30年來，首度進級至優
等，在政府的經費補助上，為聖家的每位

員工加薪 2%，其它補助經費上也能提高補
助百分比。對機構長期的經營與對院生的

照顧，提供更多的幫助。

八吋廠技術委員會志工邀請新竹縣梅花國

小小朋友在清大舉行一日科學營，展開乾

冰科學創意實驗 DIY，再親身體驗超低溫，
感受零下 196°C超低溫液態氮的奇妙世界。

產品發展組織同仁發起募款，贊助秋野芒

劇團 2017夏風巡演，在 25個偏鄉國小演
出「故事不見了」舞台劇，以戲劇推廣教

育，用藝術鏈結「人與人」、「人與土地」、

「人與社會」，也讓偏鄉的小朋友有機會

接觸到戲劇，看到人生的第一場戲。

人力資源志工幫助三灣梨果園老奶奶採收

梨子，並在公司內推廣販售，協助清苦小

農彭奶奶採收以維持生計，助人同時創造

歡樂回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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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民國 106年主要成果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照護獨老

四大主軸

介紹與成果

關懷弱勢

保育環境

我們的足跡

推廣孝道

 節能志工

「節能志工團隊」結合具有節能及安全專業背景的工程師主動進到偏鄉校園進

行校園節水、節能及安全健檢，協助各級學校進行評估與改善能源使用效率，

預防及減緩氣候變遷。民國 106年，約有 170人次的節能志工提供 1,050小時
的節能健檢服務，親自動手改善並提出專業的評估報告讓學校做為進一步改善

依據。晶圓六廠節能志工成立至今已服務 25埸次，協助學校建立更安全的學
習環境。

生態志工

台積公司在新廠興建之初，即保留土地進行生態綠化工程，營造生物多樣性環

境，達到生態環境保護之目的，同時成立生態志工，開放偏鄉學童預約導覽，

教導學生綠色觀念。民國 106年，約有 964人次的生態導覽志工為至少 9,776
人次進行超過 4,800小時的生態導覽。

1,134人次

志工人次

5,870小時

志工服務時數 

近80萬

新台幣投入

超過1,000人次

受益人次

氣候變遷議題已成為全球關注事項，提升公民環境保護意識是當務之急。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傳播環保知識，期望提升社會公民對環境保護之意識，執行方式包含 

1.由公司專業同仁擔任節能志工，協助改善學校的能源利用；2.生態志工宣揚綠色觀念；3.其他專案活動。

TSMC 2017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183

營運
焦點三

責任供應鏈
焦點一

誠信經營
焦點五

友善職場永續治理
焦點四

綠色製造
焦點二

創新與服務
焦點六

共好社會 附錄

mailto:CSRSURVEY@tsmc.com?subject=%e5%b0%8d%e5%8f%b0%e7%a9%8d%e5%85%ac%e5%8f%b8%e5%a0%b1%e5%91%8a%e6%9b%b8%e7%9a%84%e5%bb%ba%e8%ad%b0
mailto:CSRSURVEY%40tsmc.com?subject=%E5%B0%8D%E5%8F%B0%E7%A9%8D%E5%85%AC%E5%8F%B8%E5%A0%B1%E5%91%8A%E6%9B%B8%E7%9A%84%E5%BB%BA%E8%AD%B0


保育環境

台積創新館及智慧蘭花屋 

晶 圓 二 / 五
廠志工帶領

小朋友參訪

台積創新館

及智慧蘭花

屋， 配 合 新

竹縣環保局氣候變遷桌遊，讓小朋友們更

了解半導體製造產業對社會的貢獻，並在

氣候變遷桌遊裡，認識到小小的決定就會

影響到整個地球氣候的變遷。

其他專案活動

友善耕作之旅 

晶 圓 十 二 A
廠志工帶領

內灣國小的

學生開啟荒

野油羅田友

善耕作之旅，

以親身耕作體驗農民栽種之辛苦，反思山

林開發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進而埋下自

然保育的種子，在未來成長茁壯！

世界淨灘日 

4/22 為世界
淨 灘 日， 台

積公司與環

保署合作認

養 淨 灘， 在

新竹縣永安

漁港海灘、新豐紅樹林海灘、台南安平

海灘，共有 181同仁及家屬用心付出近
800小時淨灘，在愛護地球的同時，也喚
起大家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

台南水稚園區 

台南官田水

雉園區菱角

田為水雉的

棲息地之一，

台積志工在

此提供常年

導覽服務。民國 106年，由於地下水井
因年久失修無法出水，導致水雉棲息地面

臨乾枯，廠內專業志工在實地訪查後，出

資約新台幣 47萬元修繕費用，預計民國
107年初完成鑿井計畫。

民國 107年工作重點

啟動二間部立醫院的居家

智慧關懷研究及可能行動

方案，共同開發遠端科技醫

療系統

成立台積電孝道志工

鼓勵更多同仁參與志工活動

導覽志工 

台積公司深信科技知識的分享為企業回

饋社會的重要方式之一，除了四大主軸

外，亦希望能將半導體知識普及於大

眾，讓科技變得親民易懂，目前在台中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及新竹「台

積創新館」皆有導覽志工提供服務。民

國 106年，共有 1,350人次導覽志工進
行超過 8,100小時的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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