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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未來的實踐者
台積公司運用科技實踐創新，透過積體電路驅動全球科技不斷進步。

「誠信正直」、「負責任的經營」是台積公司立業的基石，也是不變

的承諾。除了在本業蓄積成長動能，台積公司也持續深耕綠色製造、

打造包容職場、關懷弱勢，並建立責任供應鏈，為社會灌注正向影響。

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台積人責無旁貸、全力以赴。懷抱「認真做好每

件事」的心念，我們以始終如一的腳步積極力行，在追求永續共好的

路上，不斷惕勵、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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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

走一條永續的路

這是一個沒有人能置身事外的時代。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世界政經局勢動盪，你我休戚與共。

每一個人、每一家企業都是生命共同體。唯有共好，才能走上永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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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台積公司如何定義自己企業公民的角色 ?

身為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提供者，台積公司以嶄新的商業模式，加速積

體電路設計及產品應用的持續創新，使得積體電路無所不在，過去 31年來，為人類

的生活、工作與娛樂方式帶來劃時代的改變。

從數位時代跨入智慧時代，我們不斷拓展創新的可能，與客戶攜手驅動科技大步向

前，引領城市、醫療、食衣住行育樂朝向智慧化發展，用技術為人類服務，用創新帶

來繁榮與幸福。

然而，無論是科技的進步，還是企業的成長，都必須在社會與環境永續的前提下才有

意義，因此台積公司期許自己成為社會向上的力量，秉持「誠信正直、強化環保、關

懷弱勢」三大使命，全力實踐企業公民責任。

Q 為什麼誠信正直是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首要使命 ?

「誠信正直」不僅是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首要使命，也是我們核心價值與經營理

念的根本基礎，更是執行一切業務的最高原則，因為我們確信企業營運透明化是啟動

社會改變的關鍵。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石在於完善健全的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要成

功，必須以道德與誠信正直為方針，平衡各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引動正向循環，才能

不斷創造價值。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對台積公司的重要性與優先順序為何？

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關注公司治理、追求有獲利的成長，同時重視環境、社會等非

財務性指標。對台積公司來說，最重要的是「回歸基本面」，以十大經營理念為依歸，

不斷精進「技術領先、卓越製造、客戶信任」三大競爭優勢，創造優異的經營成果，

持續保持領導地位。民國 107年，我們的市場佔有率連續九年成長、達 56%，營收

與獲利亦連續七年創下新高，是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

除了在本業謀求最大成就，台積公司亦利用身為產業領導者的影響力，在環保與供應

鏈管理方面善盡責任。

民國 107年，共投入新台幣近 181億 7千萬元的環保支出，推動 667件節能、節水、

減廢的環境友善專案，持續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同時訂定再生能源施行方針：承諾

「未來 3奈米生產用電量之 20%為再生能源」，並依照台灣再生能源建置情況，逐

年落實「全公司 20%用電量為再生能源」的長期目標。民國 107年我們先從法規完

備與再生能源供給量充足的營運所在地開始，所有海外據點已 100%使用再生能源。

Q

台積公司自許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動者，面對日益艱難的環境挑戰，我們會

繼續努力，為所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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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打造永續供應鏈方面，承續民國 106年所提出的「責任供應鏈行動計畫」，我們

在民國 107年根據交易金額與頻率、原物料供給狀況及相關環保安全衛生績效，有系

統地建立供應商分級管理制度，據此定義相對應的衡量指標與目標管理，並將其上游

供應商／承攬商納入永續行動範疇。

台積公司自許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動者，結合「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台積電慈

善基金會」串聯成社會參與的公益網絡，持續深耕藝術文化、支持多元教育、推廣孝

道、關懷弱勢族群的教育與生活。民國 107年藉由花蓮賑災專案與產業鏈夥伴的合

作，我們深刻體會到，愛心的多方集結可讓好事更快發生。我一直相信，改變世界，

不是一個人做很多事，而是很多人都投入自己的一份力。未來除了匯集公司與同仁的

資源，我們也會擴大公益行動的跨界合作，讓善的力量生生不息。

台積公司如何管理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是一個不斷進步的歷程，台積公司目前以企業責任委員會為凝聚共

識、跨組織溝通及資源整合的管理平台，並以永續資訊的揭露，做為主動管理的工具。

民國 107年，我們開始每月發布《企業社會責任電子報》，定期分享台積公司的永續

作為，也讓第一線的同仁知道，他們的努力正在為世界帶來改變；而每年編纂的報告

書，則成為盤點公司永續現況、推動各組織持續精進的指引。因為在資料準備的過程

中，我們會進行重大性議題分析，比對國際標竿企業做法，擬定執行策略與中長期目

標，設定衡量基準，提出改善方案。這一連串的行動，最終都會回歸到一個核心問題：

究竟我們要成為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Q

我們知道，無論國內或國外，各界對台積公司的期許甚深，冀望我們身先士卒帶來正

向改變。壓力與榮耀並存，儘管挑戰很大，但台積公司有能力去做對的事情，對正確

的事，我們一向勇往直前。

台積公司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方向？

做為全球半導體業的重要成員，面對日益艱難的環境挑戰，我們責無旁貸。

台積公司認同並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的運作，全面檢視 SDGs 與台積公司營運的關聯性，鼓勵員

工集思廣益，在日常業務中執行相對應的永續管理作為；希望藉由企業社會責任帶動

公司內部向心力，打造一個富挑戰性且有樂趣的工作環境，支持同仁持續學習、不斷

創新。如果每一位同仁皆能時時思考如何讓自己的工作更具永續效益，主動關懷周遭

的人與環境，那麼我相信，所謂企業與社會的永續將不會只是一份願景、理想，而是

你我及未來世代都能同享福祉的美好境界。

何麗梅

資深副總經理暨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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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經濟

永續績效

3,511.3億元（新台幣）
民國 107 年稅後淨利創歷史新高

1
民國 107 年單位產品全氟化物排放量較民國 99年減少 
60%，製程氣體排放削減量業界第一

3倍工資
民國 107 年台灣廠區直接員工每月平均收入達台灣基本工資 3倍

22.0%
民國 107年股東權益報酬率 8.8億度

全球購置約 8.8億度再生能源，全台半導體廠最多
27,590人次
民國 107 年志工參與人次

8%
持續擴大研發規模，民國 107 年研發費用達
28 億 5,000 萬美元，佔總營收之 8%

24.7%
民國 107 年單位產品用水量較民國 99 年降低 24.7%

109,059小時
民國 107 年志工服務時數

7奈米

民國 107年領先業界量產 7 奈米製程技術
95%
民國 107 年廢棄物回收率 95%，連續十年超過 90% 

690,151,360元（新台幣）
民國 107 年社會參與總投入

1
全球最大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

17%
民國 107 年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較民國 99 年減少 17%

32個月本薪
民國 107 年台灣地區新進碩士畢業工程師全年整體
薪酬約為其 32 個月本薪，優於業界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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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與榮耀

MSCI ESG指數 MSCI全球社會責任投資指數成分股

IR Magazine
最佳投資人關係公司－台灣區

最佳危機處理公司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

亞洲最受尊崇企業之一（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企業治理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 ESG／ SRI指標企業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執行長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方案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亞洲最佳法人溝通會第一名（科技／半導體業）

日本經濟新聞（Nikkei） 日經亞洲 300強企業指數成分股

財富雜誌（FORTUNE） 全球前 500大企業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連續六年獲選全球市值百大企業

天下雜誌 天下企業公民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首獎

台灣 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電子資訊製造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

連續四年獲選「公司治理評鑑」前 5%公司

「臺灣公司治理 100指數」成分股

連續 18年獲選道瓊永續世界指數
組成企業

全球最佳雇主之一

MSCI全球 ESG領導者指數成分股

全球 50大創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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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最傑出公司獎

企業評比 「最佳」 等級

全球百大最佳永續發展企業

ESG指數評比「領導者」等級
－半導體業

全球百大科技領導企業

更完整獎項清單，請參考台積公司民國 107 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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