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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成員擔綱

撰述委員，提供台

積公司民國 106年

在永續相關業務的

目標、績效衡量指

標、成果及未來努

力方向

編纂

呈交「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主席審

閱定稿

定稿

做為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台積公司除了引領製程技術與製造能

力的劃時代革新，也在經濟、環境及社會等面向不斷精益求精。自民國 89年主動出

版「環保、安全與衛生報告」以來，台積公司已連續 19 年發行非財務報告書；民國

96年起，更依照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行業指引，

自發性每年編製與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透明揭露公司所創造的價值與績效。

本報告書除接軌國際趨勢、回應員工、股東 /投資人、客戶、供應商、政府、社會等利

害關係人關注的永續議題外，更是台積公司內部管理的重要工具。在追求社會共好

的路上，我們將持續努力，為利害關係人謀求利益，驅動更多美好的改變。

報告期間 
報告期間為民國 106 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6 年 12月 31日。本報告書於民國 107

年 6月發行，同時備有中、英文版本公告於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內容涵蓋

利害關係人關注的各項重大性議題，以及台積公司在經濟、環境及社會等面向的具

體實踐。

報告範疇

主要包含台積公司在台灣的各個晶圓廠、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美國 WaferTech

公司及其他子公司；若揭露範疇與前述有異，則於該段落詳加註明。

撰寫原則及綱領

關於報告書

意見回饋 負責單位：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網址：http://www.tsmc.com.tw/csr/ch/index.html 

電子信箱：csr@tsmc.com 

電話：+886-3-5636688 

地址：新竹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六路 8號

報告品質管理流程

資料的完整性與正

確性先經各部門主

管審核，再交由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小

組負責整體規劃、

資料彙整主軸、編

輯修訂與報告查證

彙整

內部

資料及數據由台積公司內部各組織一級

主管或副總核定

外部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依據 DNV 

GL VeriSustainTM Protocol 及 GRI 準 則

查證本報告書；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指引指標對照表及查

證報告、相關認證與驗證，請參閱台積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

審查

任何有關本報告書或對

台積公司永續發展的意

見、諮詢或建議，誠摯歡

迎您與我們聯繫。

查驗機構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查驗機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查驗機構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依循標準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

依循標準

民國 102年版 Taiwan-IFRSs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依循標準

GRI準則全面選項

AA1000當責性原則標準

永續 財務 環境

註：DNV GL VeriSustainTM Protocol 與 AA 1000 當責性原則標
準及 ISAE 3000認證準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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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積 公 司 遵 循 GRI 準 則 （GRI 

Standards） 與 AA 1000 利 害 關 係

人 議 合（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s, SES）標準建構一個系統化

的重大性分析模式，整合三大階段與七

個步驟，建立台積公司的重大性矩陣，

不僅做為公司持續研擬永續策略與短

中長目標的基石，亦是決定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資訊揭露的重要基礎。

重大性分析

6 大種類利害關係人

台積公司維持員工、股東∕投資人、客戶、供應商 /承攬商、政府與社會等六大利害關係人，做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主要溝通對象。為了讓資訊揭露更為聚焦，我們將蒐集後的永續議題進行彙整，
從民國 105 年的 28個議題調整為 20 個議題，主要包括刪除公司治理、風險與危機管理、利害關係人溝通、財務績效與稅務等偏重治理面向與結果導向的議題，以及整合公平競爭、反貪腐、工作
生活平衡與衝突礦產至相關議題中。儘管上述議題不在重大性矩陣中出現，但其相關資訊仍會定期對外揭露於公司年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與企業社會責任網站。

鑑別 階段一

步驟 1

植基於「對台積公司產生影響或受台積公司影響的內、外部團體或個人」，確

立六大主要溝通對象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股東 / 投資人、客戶、供應商 /
承攬商、政府、社會 (社區、學術單位、媒體、非營利 / 非政府組織等）

20個議題

步驟 2

根據四大永續議題蒐集來源，從國際永續標準與規範 (GRI Standards, ISO26000, UN 
Global Compacts, RBA)、永續投資機構 (DJSI, CDP, MSCI ESG Index)、組織內部的發
展目標與願景以及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彙整 20 個屬於台積公司的永續議題

確立溝通對象 蒐集永續議題

台積公司重大性矩陣

誠信經營 綠色製造責任供應鏈 共好社會創新與服務 友善職場

從業道德

能源管理

水管理

法規遵循

人才發展

人才吸引與留任

職業安全衛生

人權

社會參與

創新管理

供應商永續管理

永續產品

客戶服務

產品品質

廢棄物管理

空氣污染防制

低

高

關
注
程
度

營運衝擊 高

氣候變遷

利害關係人參與 
問卷調查

920位

478
員工

15
投資人

269
供應商 /承攬商

20
客戶

123
社區

15
政府

同仁分析營運衝擊

89位

12
副理 / 專案副理 /
技術副理

15
經理 / 

專案經理 / 
技術經理

10
主任工程師 /資深
工程師 /工程師

12
主任管理師 /資深
管理師 / 管理師

1
資深副總

4
副總

14
資深廠長 /資深處長 /

廠長 /處長

11
副廠長 /副處長 / 專案
副處長 /技術副處長 10

部經理 / 
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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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重大議題
營運重要性

GRI準則特定主題
上游註 1 台積生產註 2 下游註 3

創新 /研發 營收 成本 客戶滿意 品牌 /聲譽 風險 採購階段 晶圓製造 封裝 /測試 客戶使用

誠信經營
從業道德 反貪腐、反競爭行為

法規遵循 環境保護法規遵循、社會經濟的法規遵循

創新與服務

創新管理 能源

永續產品 顧客健康與安全

產品品質 顧客健康與安全

客戶服務 客戶隱私

責任供應鏈 供應商永續管理 採購實務、供應商環境評估、供應商社會評估

綠色製造

能源管理 能源

氣候變遷 排放、經濟績效

水管理 水、廢汙水和廢棄物

空氣污染防制 排放

廢棄物管理 廢汙水和廢棄物

友善職場

人才吸引與留任 經濟績效、勞雇關係、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市場地位

人才發展 訓練與教育

人權 勞資關係、無歧視、結社自由與團體協約、童工、強迫或強制勞動、人權評估

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

共好社會 社會參與 經濟績效、間接經濟衝擊、當地社區

重大議題與台積公司價值鏈

註 1：「上游」邊界：為台積公司採購的原物料、設備及相關服務 註 2：「台積生產」邊界：為台積公司所提供的晶圓製造與封裝 /測試業務 註 3：「下游」邊界：為台積公司提供完成生產的客戶產品

分析後的重大性矩陣經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討論後，決定將「勞資關係」併入「人權」、「產

業在地化升級」併入「供應商永續管理」、「員工多元與平等機會」併入「人才吸引與留任」，最後確

認 17個議題為台積公司民國 106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重大議題，進而定義這些永續議題於台
積公司價值鏈的上游、公司營運及下游邊界的影響之處。同時，我們亦對照 GRI準則，鑑別 27個屬
於台積公司的特定主題，依循報導要求，進行內部資訊、數據與管理方針的蒐集與分析。

為了決定優先揭露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內容，台積公司進行重大性分析過程，同時考量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與議題對營運的衝擊程度。我們首先

透過組織內部的業務單位辨識與定義關鍵的利害關係人，據此進行問卷調查，傾聽並收集對於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質回饋與建議。接著，由企

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何麗梅資深副總帶領台積公司的副總、資深廠長與副廠長等 89位同仁，根據創新研發、成本、營收、客戶滿意、品牌 /聲譽與
風險等六個內外部因素，共同評估每個永續議題的重要性，藉以決定議題的優先順序，繪製屬於台積公司的重大性矩陣。

920份問卷

步驟 3

蒐集有效的利害關係人回饋，是決定重大性議

題的關鍵之一。台積公司根據利害關係人的互

動性、影響性與重要性原則，定義關鍵的利害

關係人，透過線上問卷進行關注程度調查，最後

共回收 920 份有效問卷

17個重大議題

步驟 5

根據步驟 3跟 4 的分析結果，繪製台積公司的
重大性矩陣，此結果經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討論，整併其中三個議題，最後選定 17個重大
議題

89位同仁

步驟 4

在考量經濟、環境與社會衝擊的原則下，台積

公司以創新 / 研發、營收、成本、客戶滿意、品
牌 / 聲譽與風險等六大因子， 衡量各永續議
題對於營運衝擊的程度，總共有資深副總、副

總、資深廠長與副廠長等 89 位負責企業永續
的同仁參與決策過程

4 個階段

步驟 6

採購、晶圓製造、封裝 /測試、客戶使用是台積
公司的四大價值鏈階段，也是決定 17個重大議
題永續資訊揭露的邊界，藉以瞭解永續議題對

於上下游階段的影響

27個主題

步驟 7

根據鑑別的 17個重大議題，對應到 GRI準則中
的 27特定主題，依據每個主題的報導要求與管
理方針，進行永續資訊的蒐集與揭露。其他經台

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評為值得關注的永

續議題，亦會同步對外揭露

調查關注程度 繪製重大性矩陣分析營運衝擊 決定揭露邊界 審查揭露內容

分析 階段二 確認階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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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是台積公司追求企業永續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群支持者與建言者。無論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環境與社會議題，利害關係人對台積

公司皆期許甚深。透過利害關係人的真實回饋，台積公司得以不斷檢視永續策略，建立推動企業永續的關鍵能力，擘建與利害關係人共同

成長的藍圖。

台積公司透過多元管道，與六個主要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股東∕投資人、客戶、供應商 /承攬商、政府與社會等，進行雙向的意見交流。每一次的互動溝通，台積公司皆仔細聆聽利害

關係人的反饋，並且瞭解他們的訴求，嘗試將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內化為組織內部的永續管理策略，並訂定短中長期目標加以追蹤執行成效。回顧民國 106 年，利害關係人期許台積公

司透過創新，繼續維持全球半導體領導者地位，同時協助解決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問題，擴大展現企業公民影響力。

註：營運廠區副廠處長以上主管主持

的員工溝通會議

謝謝公司除了提供有挑戰性的工

作，還鼓勵員工擴大社會參與。加

入台積公司 30 年，做志工的時間
也超過 10 年。透過志工服務，所
獲得的遠比當初想像得還要多。

張美玲 
台積公司 30 年資深員工

自 Cadmos Emerging Markets 
Engagement Fund 於民國 98 年
成立以來，台積公司一直是我們的

核心持股。在與管理團隊及重要

窗口每年的交流會議中，台積公司

始終展現傑出的透明度，並對我們

詳盡的永續性評估表達興趣。做

為一個重視與公司交流的股東，

Cadmos 很榮幸能與台積公司併
肩追求ESG關鍵議題的持續進步。

Melchior de Muralt  
總裁 /Cadmos Funds

概述
• 期待台積公司創造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職場
環境，並且維護員工人權與員工技能提升 

溝通方式 /頻率 • 會議 / 不定期、意見調查 /每年、員工意見
箱 /不定期

關注議題

• 人才吸引及留任
• 人才發展
• 人權

關注內容

• 每週工時不超過 50小時

• 增設員工幼兒園 

•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參與
• 充足的主管與工程師訓練

台積回應

• 民國 106 年，實施自動化加班申報系統，節
省同仁進行加班申報的作業時間

• 民國 106 年，台中廠區增設幼兒園

• 民國 106年，完成活動滿意度調查，並據此
研擬更符合員工需求的活動 

• 民國 106 年，預防職場霸凌，實施第一線
主管人員敏感度訓練計畫，並調整技術員

的訓練架構

概述

• 關注台積公司持續成長的策略、市場開發
與獲利能力，瞭解公司再生能源策略，以及

對於永續評比的回應

溝通方式 /頻率
• 股東會 /每年、法人說明會 /每季、海內外
投資機構研討會 / 不定期、面對面電話溝
通會議 /不定期

關注議題

• 創新管理
• 永續治理
• 能源管理

關注內容

• 未來成長潛力、獲利能力 

• 股利政策 

• 再生能源政策 

台積回應

• 民國 106 年持續針對行動裝置、高效能運
算、汽車電子與物聯網，研究市場發展趨勢

與成長策略 

• 民國 106 年普通股擬定配發現金股利八元  

• 民國 106 年持續參與 DJSI與 CDP 評比，
不斷精進永續作為 

• 民國 106年認購綠電 1億度，累積達 4億度

股東∕投資人員工

640場

員工溝通場次註

33,167人次

員工溝通參與人次

374 家

投資機構溝通家數

235 場次

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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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期待台積公司製程技術持續創新與開發，
並且精進產品品質，施行避免相關風險產

生的減緩措施 

溝通方式 /頻率 • 客戶商業及技術評核會議 / 每季、稽核 /年度

關注議題

• 創新管理
• 產品品質
• 機密資訊保護
• 職業安全衛生 

關注內容

• 地震防護、危機管理與營運持續計畫 

• 重要晶片或製造過程機密資訊外洩 

• 新製程技術開發 

• 產品品質持續改善 

台積回應

• 民國 106 年，針對所有重大危機情境，完
成 111場次演練，進行 38 項改善工作與修
訂 11項危機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 民國 106 年，通過客戶安全相關的稽核認
證，完成 ISO 15408廠區稽核 

• 民國 106 年，試產 7奈米製程技術 

• 民國 106 年，導入機器學習於先進光譜分
析，建立十二吋晶圓出貨目視檢查缺陷自動

判定系統 

概述
• 關注台積公司未來新製程技術開發與品質提
升要求，以及外部稽核與環保安全衛生要求

溝通方式 /頻率 • 供應商大會 /每年、供應商稽核 /不定期

關注議題

• 從業道德
• 產品品質
• 廢棄物管理
• 職業安全衛生

關注內容

• 材料品質精進與新製程技術開發的要求 

• 從業道德與行為準則規範遵循 

• 強化供應商環安衛能力 

• 供應商稽核與輔導 

台積回應

• 民國 106年，舉辦材料技術論壇、供應商環
保安全衛生論壇以及二場台積公司三十周年

供應鏈管理論壇；民國 107年，超過1,000人–
小時的供應商參與環安衛訓練課程，並共同

訂定長期環保目標

• 民國 106 年，推動 74% 本土供應商參加全國
團結圈競賽；民國 109 年，90%的本土供應
商參加全國團結圈競賽

• 民國 106 年，舉辦供應商行為準則宣導；民
國 107年，持續供應商行為準則宣導，參與
率將超過 95%

• 民國 106 年，舉辦 84 場供應商現場稽核；
民國 107年，擴大與第三方稽核公司合作，
強化供應商 RBA行為準則遵循

供應商/承攬商客戶

台積公司的客戶服務相當傑出 , 並
且仍持續精進中。

Sailesh Chittipeddi 
副總裁 /全球營運暨技術長 , 嵩森科
技 (IDT)

33家

季評核客戶數

111場次

季評核會議

身為台積公司先進材料供應鏈夥

伴，我們持續提升在地的研發能

力，並投資在地化生產，與台積公

司密切合作共創雙贏。

御林慶司 
社長∕富士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台積公司提供環安衞的建議

及輔導，藉由自我評鑑與稽核人員

的協助，我們的綠色管理能力得以

不斷提升。

侯淑娟 
副總經理∕貝民股份有限公司

>600家

供應商論壇參與廠商

102 場次

供應商溝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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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期待台積公司扮演領頭羊角色，在環保與
職安等議題合作，樹立典範 

溝通方式 /頻率 • 勞動檢查 / 不定期、法令、公文、公協會溝
通平台 /不定期

關注議題

• 水管理 

• 廢棄物管理 

• 職業安全衛生

關注內容

• 要求台積公司新增水源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 

• 監督廢棄物廠商管理做法 

• 人因工程與工業機器人法規 

台積回應

• 民國 106年，參與再生水計畫；民國 111年，
南科新建廠房每天使用 8,000 公噸再生水

• 民國 106 年，完成 53 家廢棄物清除與處
理廠商評鑑，淘汰二家廠商；民國 107年，
廢棄物廠商稽核輔導率達 100% 

• 民國 106 年，測試協同式搬運機器人，導入
後將取代人力搬運，降低人因傷害 

• 民國 107年，肌肉骨骼問卷調查改為一年
一次，及早偵測人因風險 

概述
• 期待台積公司對社會公益持續投入資源，並
且擴大參與面向與深度，展現社會影響力 

溝通方式 /頻率 • 拜訪 / 不定期、信件 / 不定期、舉辦活動 /
不定期

關注議題

• 弱勢教育
• 慈善與弱勢關懷
• 人才培育

關注內容

• 公益贊助與志工參與 

• 教育組織合作 

• 青年發展協助 

台積回應

• 民國 106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成立，確立
照護獨老、推廣孝道、關懷弱勢、保育環境四

大主軸，志工人數超過 8,000人，服務時數超
過 10萬 6,000小時，捐款超過 4,000萬元

• 民國106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投入逾7,679
萬元，持續關懷教育弱勢、支持多元教育與

推廣藝術文化 

社會政府

16 次

參與政府部門會議

50次

產業公協會交流會議

台積公司致力減緩氣候變遷與資

源循環再利用行動，執全球半導

體業環境績效牛耳，並無私與台

灣各界分享與合作，促進漣漪綜

效，擴大環境保護成果，堪稱企業

永續發展典範。

簡又新博士 
董事長∕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積電投資訓練來發展人才最難

能可貴的地方，就是持之以恆的

執行力。

黑立言 
大中華區執行長∕卡內基訓練

感謝台積電叔叔、阿姨老師每周

下午開車來和興國小教我數學，

讓我成績進步，而且不再害怕數

學。

數學輔導學生 
產品發展組織

169個

公益合作團體數

330,677人次

受益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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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註 1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願景為提升社會，並以誠信正直、強化環保、關懷弱勢等三大主軸做為我們的

使命。在這個願景與架構下，台積公司參與不同的產業公、協會及與公共政策相關的非營利組織，除了促

進產業交流與發展外，並關注包括如：科技創新、公司治理、環境永續、人權與供應鏈管理等重要議題註 2。

總計於民國 106年，台積公司共參與 30餘個相關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共支出約新台幣 2,120萬元註 3。

身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導者，台積公司期待以自身的產業影響力，攜手其他企業一同邁向共好，以因

應外在的國際局勢變動與產業變遷，亦提升企業內在的涵養及競爭力。台積公司參與的公、協會與非

營利組織，依組織性質及所倡議之議題，分類為：

註 1：此處之非營利組織並不包含以慈善、文教性質為宗
旨之非營利組織。關於台積公司參與台積電慈善基

金會以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之詳細內容，請參照本

報告第 163頁 -第 184頁。

註 2：由於本公司股東多數為外資投資人，依法不得進行
政治獻金之捐贈，而台積公司亦一向恪守此一法令

要求，並保持政治中立，但也鼓勵員工履行其公民

責任。

註 3：台積公司於民國 106 年所支付的會員費或捐贈的金額，前五項依序是：

(1)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 新台幣 6,120,800 元

美國是台積公司營收的主要來源國家之一。台積公司參與美國半導體

產業協會，與其他美國半導體業者一同為半導體產業向美國政府發

聲，展現半導體做為美國經濟發展、國家安全與全球競爭力主要驅力

的重要性。

(2)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 新台幣 5,367,385元

台積公司參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以關心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為出

發，透過協會的活動凝聚業界對產業發展的共識，以促成競爭中的合

作，促進整體產業的健全發展。

(3)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 新台幣 1,980,000 元

台積公司參與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旨在與該協會一

同做為政府與業者之間政策宣達與意見溝通之橋樑、處理業者共同

事務、共謀園區事業穩健發展。

(4) 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其前身為「電
子行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
/ 新台幣 1,323,225元

台積公司加入責任商業聯盟業，並遵從該聯盟為供應鏈所制定的規

範，以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工人受到尊重並富有尊嚴，商業營運合

乎環保性質並遵守道德操守。

(5)財團法人時代基金會 / 新台幣 1,306,467元

台積公司深信，亞太區域經濟以及華人經濟體勢將在全球經濟發展

潮流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參與財團法人時代基金會，協助國

內產業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繁榮，該基金會也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

立管理與科技創新之長期合作關係。

企業的公司治理健全與否，不僅關乎企業的

發展，亦攸關區域的經濟穩定。台積公司重

視公司治理，經常受邀分享董事長張忠謀對

公司治理的理念與做法，以及台積公司三十

年來公司治理的成果。台積公司所參與之公

司治理相關的公、協會，主要包括：

• 亞 洲公司治 理協會（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lliance）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台積公司企業訊息處資深處長孫又文目前

擔任亞洲公司治理協會理事。

公司治理

技術創新是推動高科技產業向前發展的關

鍵驅力。台積公司不僅關注、投入科技與技

術的創新、參與制定技術規格，更呼籲政府

與業界聯手保護創新的成果，讓創新獲得其

應有的商業價值，以鼓勵更多源源不絕的創

新，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台積公司所參與

之科技創新相關的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

主要包括：

• 財團法人時代基金會
• 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
• MEMS And Sensors Industry Group

• PCI SIG

台積公司副總經理暨法務長方淑華自民國

104 年起擔任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
理事長，亦是協會成立的推動者。

科技創新

台積公司對於推動全球半導體發展與國內

半導體發展不遺餘力。除了參與半導體產業

的主要公、協會，也對政府提出政策建言，

內容涵蓋土地、水、電、人才、智慧財產權保

護等攸關產業競爭力的議題。台積公司所參

與之產業發展相關的公、協會，主要包括：

•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 中華民國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台積公司共同執行長魏哲家自民國 106 年
起擔任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理事長，副總經

理林錦坤目前則擔任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

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產業交流與發展

台積公司在營運持續成長的同時，對於節能

減碳、節水、減廢等支持環境永續的要求亦

不斷精進，並在所參與的公、協會與非營利

組織中，針對環境永續議題投入極大關注。

除了參與下述的組織進行交流分享外，台積

公司亦在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與台灣科學

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轄下的各個次

委員會中，指派十多位內部專家擔任委員會

召集人，從節能、節水、環保、工安等面向著手，

推動制定各項環境指標，聯合其他企業共同

遵守。台積公司所參與之環境永續相關的公、

協會與非營利組織，主要包括：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ciety 
Forum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台灣企業永
續研訓中心

•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協會
台積公司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何麗梅目

前擔任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理事。

環境永續

台積公司是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的正式會員，除了符合
該聯盟的要求，針對供應商的「勞工、健康

與安全、環境、倫理規範、管理系統」進行

稽核管理外，也帶動供應商參與此聯盟，

擴大管理效益。此外，台積公司亦要求所有

供應商遵循台積公司「從業道德及供應商

行為準則規範遵循聲明」（Assurance to 
Comply with TSMC ś Code of Ethics and 
Business Conduct and TSMC ś Supplier 
Code of Conduct），確保公司同仁與廠商
均遵循高度從業道德標準。台積公司所參與

之人權與供應鏈管理相關的公、協會，主要

包括：

• 責任商業聯盟
• 責任礦產倡議組織（Responsible 

Minerals Initiative）

人權與供應鏈管理

TSMC 2017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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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摘要

主要指標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民國 105年 民國 106年

經濟面

銷貨收入淨額 （新台幣 10 億元） 597 763 843 948 977

母公司淨利 （新台幣 10 億元） 188 264 307 334 343

所得稅費用 （新台幣 10 億元） 27 38 44 52 53

研究發展費用 （新台幣 10 億元） 48 57 66 71 81

資本支出 （新台幣 10 億元） 288 289 258 328 331

環境面

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包括範疇一與範疇二） 5,222,778 6,356,130 6,670,291 7,413,953 8,153,658

    範疇一 1,715,808 2,113,858 2,027,645 2,035,510 2,073,447

        台積公司 1,443,218 1,655,498 1,566,662 1,648,268 1,638,051

        子公司 272,590 458,360 460,983 387,242 435,396

    範疇二 3,506,970 4,242,272 4,642,646 5,378,443 6,080,211

        台積公司 3,211,022 3,939,172 4,315,766 5,030,647 5,702,511

        子公司 295,948 303,100 326,880 347,796 377,700

    範疇三 – – 3,446,447 3,767,411 4,242,521

能源使用 （百萬度）（包括電力、天然氣與柴油） 6,604 7,968       8,925 9,848 12,016

    直接能源使用 （百萬度）（包括天然氣與柴油） 375 423   455 489 628.2

    間接能源使用 （百萬度）（電力） 6,229 7,545 8,470 9,358 11,388

用水量（百萬公噸） 33.2 38.2 37.5 42.0 49.0

    台灣廠區 29.7 34.9 34.0 38.6 45.2

    海外廠區 3.5 3.3 3.5 3.4 3.8

製程用水回收率 （%）（台灣廠區） 86.9 87.6 87.3 87.4 87.5

總節水量（百萬公噸）（台灣廠區） 66.9 81.0 85.6 94.3 103.4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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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標 民國 102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4年 民國 105年 民國 106年

環境面

廢棄物產生量 （公噸） 149,951 208,213 273,096 298,761 369,745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47,336 66,462 137,524 163,584 201,114

        台灣廠區 42,180 61,026 132,427 158,899 196,077

        海外廠區 5,156 5,436 5,097 4,685 5,037

    有害廢棄物產生量註 1 102,615 141,751 135,572 135,177 168,631

        台灣廠區 101,100 140,024 133,360 133,085 165,891

        海外廠區 1,515 1,727 2,212 2,092 2,740

    廢棄物回收率（%） 91 93 95 95 95

        台灣廠區 92 93 95 95 95

        海外廠區 79 79 79 79 80

社會面

員工數 40,483 43,591 45,272 46,968 48,602

員工訓練時數 889,184 884,174 780,546 623,711 639,852

安全—失能傷害頻率 註 2 （台灣廠區） 0.25 0.36 0.47 0.54 0.56

安全—失能傷害嚴重率 註 3 （台灣廠區） 1.34 3.48 5.12 7.62 7.84

現金捐贈（新台幣百萬元） 95.2 99 64.8 89.1 301.2

註 1：民國 104 年、105 年有害事業廢棄物數字調整係以扣除廠內再生活化資源後計算

註 2：安全—失能傷害頻率 =失能傷害次數 X1,000,000/ 總工時

註 3：安全—失能傷害嚴重率 = 損失工作日數 X1,000,000/ 總工時

註 4：本金額包含台積公司、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及台積公司員工的現金捐贈金額

註 4

TSMC 2017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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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資訊

● 公司總部及晶圓十二A廠
30078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六路8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637000

● 研發中心及晶圓十二B廠
30075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二路168號
電話: +886-3-5636688   傳真: +886-3-6687827

● 晶圓二廠、五廠
30077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三路121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781546

● 晶圓三廠
30077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一路9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781548

● 晶圓六廠
74144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北路1號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2057

● 晶圓八廠
30078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路25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662051

● 晶圓十四A廠
74144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北路1號之1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1262

● 晶圓十四B廠
74144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九路17號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5217

● 晶圓十五A廠
4288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科雅六路1號
電話：+886-4-27026688   傳真：+886-4-25607548

● 晶圓十五B廠
40763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新科路1號
電話：+886-4-27026688   傳真：+886-4-24630372

● 北美子公司
2851 Junction Avenue, San Jose, CA 95134, U.S.A.
電話：+1-408-3828000   傳真：+1-408-3828008

● 歐洲子公司
World Trade Center, Zuidplein 60, 1077 XV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20-3059900   傳真：+31-20-3059911

● 日本子公司
21F, Queen´s Tower C, 2-3-5, Minatomirai, Nishi-ku
Yokohama, Kanagawa, 220-6221, Japan
電話：+81-45-6820470   傳真：+81-45-6820673

● 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區文翔路4000號
郵政編碼：201616
電話：+86-21-57768000   傳真：+86-21-57762525

● 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
江蘇省南京市浦口經濟開發區紫峰路16號 
郵政編碼：211806
電話：+86-25-57668000   傳真：+86-25-57712395

● 台積電韓國有限會社
15F, AnnJay Tower, 718-2, Yeoksam-dong, 
Gangnam-gu, Seoul 135-080, Korea
電話：+82-2-20511688   傳真：+82-2-20511669

● 加拿大子公司
535 Legget Dr., Suite 600, Kanata, ON K2K 3B8,
Canada
電話：+613-576-1990   傳真：+613-57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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