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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賴的公司

誠信經營

立基於「誠信正直」的核心價值，台積公司一向以最高標準治理公司。透過

完整的教育訓練與宣導，持續深化員工的從業道德，不負客戶所託；同時攜

手供應鏈，實踐產業共好，成為利害關係人的信賴夥伴。

焦點一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39,500人

39,500名同仁完成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年度宣導課程

1,229家

對 1,229家供應商完成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指引」溝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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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民國108年

● 同仁年度從業道德及法規遵循教

育訓練完訓率達 98%

● 無重大違法情事

管理階層對本議題之重視，除體現於台積

公司對內關於制定規範、進行教育訓練及

宣導、定期評估及申報等要求外，亦擴及

至外部人，並藉由提供充分的舉報途徑及

保護，深植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文化

● 同仁年度從業道德及法規遵循教育

訓練完訓率達 100%註 1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台積公司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

台幣 100萬元）違法情事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整體完訓率達 98.57%，其中非生產線技術人員
達 99.23%，生產線技術人員達 96%
☉目標：95%以上

● 對第一階供應商共 1,229家以《供應商行為指引》
進行宣導，比率達 100%；另邀請其中關鍵供應
商及高風險供應商註 2共 321家參與面對面教育訓
練，共 313家供應商參與宣導，參加比率達 97.5%
☉目標：95%以上

● 無重大違法情事

☉目標：台積公司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之違法情事

內外並行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註 1 教育訓練完訓率提升：鑑於民國 107
年度的從業道德及法規遵循教育訓練

完訓率達 98%，台積公司提升永續發
展目標自 95%提升至 100%

註 2 第一階供應商、關鍵供應商及高風險
供應商定義請見本報告書「供應商永

續管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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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誠信正直」為核心，由上而下貫徹力行

台積公司的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系統，是以「誠信正直」為核心價值，藉由一系列的法規鑑別、

規範制訂、落實執行、自我評估與檢視，以及暢通的舉報管道及舉報者保護所構築而成，由管

理階層以身作則，由上而下身體力行。

舉報與保護

評估與檢視

落實與執行

法規鑑別與制定規範

內外並行

「誠信正直」是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之首。

我們以最高的從業道德標準自我要求，並在

日常的營運中具體落實誠信正直、公平及透

明等理念。台積公司對貪腐行為零容忍，不

允許任何賄賂、舞弊、濫用公司資產或犧牲

公司利益以換取個人利益的行為。台積公司

的「從業道德規範政策」是實踐以上價值理

念的核心指引，要求每一位同仁都必須肩負

起維護高度道德標準及公司良好聲譽的重要

責任。

有鑑於此一議題之重要性，經營管理階層定

期向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就從業道德與法規

遵循相關事項進行報告。台積公司並成立從

業道德委員會（Ethics Committee），負責監

督從業道德的落實、舉報案件的調查與懲處。

同時，我們也制訂了「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

準則」，使供應商能理解並共同遵循台積公

司的從業道德規範，將「誠信正直」的核心

價值擴及供應鏈，在商業行為中如實展現。

內外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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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針對部分海外子公司、海外派駐同仁、因應特定業務需求之同仁，採取面授課程

法規鑑別與制定規範

台積公司透過持續的法規追蹤，評估法規變

動對台積公司可能造成的潛在風險及影響，

並根據法規鑑別結果，檢視台積公司是否具

有相應內部規範，以確保台積公司相關政策

規範的合宜與適足。同時，亦積極參與法規

修訂討論，分享看法與實務經驗。民國 107

年因應公司法大幅修正，台積公司法務部門

參與多場公聽會，表達企業意見，並參與相

關研討會，使法令修正能兼顧實務需求，也

藉此與各界交流。

落實與執行

落實法令與相關內部規章，是台積公司從業

道德與法規遵循的重要環節，內部各個組織、

子公司及每位同仁均須確保其相關的業務行

為遵循法令與公司的政策及規章，透過年度

內控自評（Control Self-Assessment）自我檢

視遵循情形，並接受內部稽核組織稽核。

• 教育訓練與宣導

在提升同仁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認知方面，

台積公司根據相關法令及內部規章，依循同

仁業務職掌給予多種訓練課程，形式包含重

點式面授課程、面對面宣導會、線上必修及

選修課程等，並透過廠區海報、公司內部網

頁提供法規遵循指引及常見問答集、公司內

部電子郵件、教育宣導文章等，使同仁能隨

時接觸取得法規新知，深化同仁對於各議題

的認知。

台積公司於每位同仁到職時提供反貪腐及從

業道德之教育訓練。對於現職同仁，台積公

司於民國 107年亦提供法規遵循教育訓練課

程，包含從業道德與反貪腐、利益衝突迴避

與申報、隱私權保護、出口管制、機密資訊

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個人資料保護、非

衝突礦產，以及反托拉斯法（公平交易法）

等議題。其中，為因應國際對於「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法（GDPR）」的高度關注，我們更

新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線上課程，並提供多

場面對面訓練課程，要求業務範圍可能涉及

個人資料的相關單位如人力資源、資訊及客

戶服務等部門共約 1,900名同仁，完成本訓

練課程。

民國 107年，同仁的年度從業道德規範與法

規遵循必修課程，更進一步有系統地推廣至

生產技術人員，因應生產技術人員輪班工作

的特性，以數位、面對面宣導並行的方式，

使約 8,500名生產技術人員得以參與並完成

訓練。總計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共有 3萬

9,500名同仁（包含子公司）完成本訓練。

• 供應商管理

我們認為供應商是台積公司落實從業道德與

法規遵循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透過持續且

具體的行動，向供應商傳達台積公司維護高

度從業道德的決心，並使供應商採納與台積

公司從業道德標準一致的商業行為準則。

台積公司法務部門參與「公司法修正對公司治理及股東會與董事
會運作實務影響」研討會，就公司治理及董事會運作實務分享經
驗與看法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課程宣導

● 從業道德規範內容包含反

貪腐、迴避利益衝突、舉

報系統及舉報者保護
● 以面授課程註及數位課程方

式進行

約 29,000人
民國 105年

約 36,000人
民國 106年

約39,500人
民國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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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供應商管理行動

● 以「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為藍本，並參照「聯合國企業與

人權指導原則」、「國際人權宣

言」及「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

間普遍採用的人權規章制定

● 內容分為勞工、健康與安全、環

境保護、商業道德標準、及準則

管理原則等五部分

● 舉辦 6場面對面宣導會，邀請
906家供應商參加，共 888家供
應商參加，參加比率為 98%

● 藉由供應商問卷

調查，進一步追

蹤供應商對於《供

應商行為指引》

的意見回饋，以

精進推行方式

● 依據《供應商行為準則》，提供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的行為指引，

內容涵蓋從業道德、利益衝突迴

避、勞工人權、環境健康安全的

法規要求、以及舉報機制等主題

● 向第一階供應商 1,229家進行指引
宣導，完成率達 100%，並邀請其
中關鍵供應商及高風險供應商共

321家參與面對面宣導，共 313家
供應商參加，參加比率達 97.5%

宣導供應商

行為準則

（民國年）
106年 108年107年

提供供應商

行為指引

執行供應商

問卷調查

追蹤意見回饋

評估與檢視

為實踐從業道德相關規範並避免潛在衝突，台積公司要求每一新進同仁到職時須完成利益衝突

申報作業，特定職級及職務同仁也必須每年度進行利益衝突申報。同時，內部稽核單位每年依

照董事會核准的年度稽核計畫進行各項稽核，並將稽核結果與後續改善方案報告董事會及管理

階層，同時亦推動前述的年度內部控制自評，以及對各廠處級單位進行內部控制成熟度評估，

全面落實稽核及內控自評成效。

此外，台積公司每二年一次，分別對供應商及員工進行不記名的問卷調查，定期追蹤並檢討台

積公司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政策推行狀況。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員工從業道德問卷調查主要結

果摘要如下：

● 年度利益衝突申報
● 年度內部控制自評
● 員工問卷調查

完成事項

調查結果

●     92.6% 受訪員工認為台積公司以嚴肅的態

度對待從業道德規範的落實與違反

案件的調查懲戒

受訪員工願意透過舉報途徑對不法

行為進行舉報
●     90%以上

舉報與保護

台積公司訂定並公開「Complaint Policy and 

Procedure for Certain Accounting & Legal 

Matters」，承諾遵循政策中相關規定，並透

過暢通的多元舉報途徑聽取來自內部及外界

的聲音。所有台積公司內外部舉報管道所收

受之舉報事件，均經妥善記錄及追蹤處理，

台積公司並對於善意舉報者或參與調查者採

取適當保護措施，避免其受到報復。台積公

司的從業道德委員會審查受調查的重大舉報

案件，民國 107年共召開五次會議。對於接

獲的舉報事件，台積公司依照案件屬性由特

定單位進行調查，採取毋枉毋縱的嚴肅態度，

謹慎有效處理；對於經確認屬實的個案，則

視情節採取如終止僱傭契約或業務往來的處

置及必要的法律行動。同時，亦針對違規案

件改善公司管理流程及內部控制程序，並接

續配合各種宣導方式，例如每季以電子郵件

通知全體同仁當季違規懲處案件，提高員工

認知並防範類似案件再次發生。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並未接獲違反財務或會

計相關案件舉報，亦無任何重大（罰金超過

新台幣一百萬元）之違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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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Whistleblower
舉報系統

員工申訴直通車舉報數

Ombudsman
舉報系統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

舉報系統

總收受

案件數

調查後

成立案件數

舉報數
與從業道德

相關案件數
舉報數

與從業道德

相關案件數
舉報數

與從業道德

相關案件數

103年 0 0 39 0 22 0 61 0

104年 0 0 60 0 16 0 76 0

105年 1 1 80 0 35 15 116 2

106年 2 2 79 0 32 18 113 4

107年 1 0 106 0 43 14 150 1

此案件經查與違反從

業道德無關

在此 149個舉報中，經查有 14件係有關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103
件則與員工關係相關（如績效評核、管理、人際相處等），另外 32件
則為其他類別（如員工詢問個人問題或私人領域議題等）

1 106 43

民國 103年－ 107年各舉報管道收受案件暨調查成立數總計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自審計委員會

Whistleblower舉報系統、員工申訴直通車

（Ombudsman舉報系統）及違反從業道德

行為舉報系統所收受舉報案件共 150件，其

中與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相關件數為 14

件。以上舉報經調查成立並經從業道德委員

會做成懲處決定之違反從業道德案件只有一

件，此一件為員工與有業務關係之供應商間

有資金往來，涉案同仁違反公司利益衝突之

規定，於接受調查過程中自行離職，公司則

停止與此供應商的合作，並對相關單位同仁

加強從業道德規範課程之宣導。

從業道德委員會
●  監督舉報案件之調查
●  決定違反案件之懲處

舉報管道與程序

外部人士

報告

定期向董事會 /審計委
員會 /管理階層報告通
報事件調查結果及相關

懲處措施

內部員工

違反從業道德行為

舉報系統

員工申訴直通車

Ombudsman舉報系統

審計委員會

Whistleblower舉報系統

性騷擾申訴系統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  監督舉報案件之調查
●  決定違反案件之懲處

改善及預防措施

檢視違規案件發生原

因，鑑別風險並修正公

司管理政策及內部控制

程序，加強宣導及教育

訓練，以避免類似情形

再發生

註 關於性騷擾案件舉報件數，請見本報告書「人權」議題

附錄永續治理 焦點與進展
焦點一  
誠信經營

焦點二  
創新與服務

焦點三  
責任供應鏈

焦點四  
綠色製造

焦點六  
共好社會營運

焦點五  
包容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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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