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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創新的先行者

創新與服務

創新，是台積公司持續成長的動力。身為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領導者，

我們傾聽客戶聲音，專注研發，提供最高規格的客戶機密保護，以領先的技

術與解決方案，協助客戶打造高品質、低耗能的跨世代永續產品，贏得市場

先機。

焦點二

創新管理

永續產品

產品品質

客戶服務

5,100件／8,800件

保護智慧財產權，全球專利申請產出超過

5,100 件、營業秘密註冊數量超過 8,800件

93%
與客戶維持良好合作關係，客戶滿意度

連續第五年達 90% 以上

>100億元（新台幣）

完成 43,005件基層改善提案、2,196件持續改善
案例，合併二者改善效益達新台幣 100.2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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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目標 未達成達成目標

策略
成果
民國107年

永續發展
目標

38

目標
民國108年

● 全球專利申請數量 >5,100件

● 試產 5奈米支援系統單晶片技術
的第五代鰭式場效電晶體互補金

屬氧化物半導體技術平台

● 採用三維鰭式場效電晶體之第四代整合技術平台，

領先業界擴大量產 7奈米製程技術
 ⊙目標：擴大量產

● 全球專利申請數量 >5,100件
 ⊙目標：>5,100件

● 5奈米製程技術量產 
 ⊙目標年：民國 109年

● 全球專利申請數量每年維持約 5% 成長
 ⊙目標年：民國 109年
● 全球專利獲准數量累積超過 45,000件
 ⊙目標年：民國 114年

持續投入先端製程研發，以維持半

導體技術領先地位

技術領先

● 專利保護 : 持續進行專利布局，專利申
請數量配合公司研發資源以確保研發

成果獲得全面保護

● 營業秘密保護：經由營業秘密註冊與

管理，記錄並整合運用具有公司競爭

優勢的營業秘密，以強化公司營運及

智慧財產創新

保護智慧財產權

創新管理

●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每年維持約 10%成長
 ⊙目標年：民國 109年
●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累積超過 55,000件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 >8,800件
 ⊙目標： >8,800件

● 營業秘密註冊數量 >10,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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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創新文化，確保高度企業活力

台積公司成立至今，以創新的價值觀為基石，

積極打造創新文化，營造勇於創新的工作環

境，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半導體產業特性。台

積公司除持續強化技術領先的競爭優勢，並

藉由內部創新的獎勵機制，鼓勵同仁在工作

上具體實踐各式各樣的創新，不斷強化組織

的創新活力。同時，亦協助客戶、產業與學

界進行跨領域創新，包含與客戶合作的產品

創新、與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的技術人才創新，

以及與供應商合作的綠色創新。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模，

全年研發費用為 28億 5,000萬美元，較前

一年成長約 7%，約佔總營收之 8%；研發組

織人數則增加為 6,216人，較前一年微幅增

加約 1%，此一研發投資規模不僅與世界級

一流科技公司相當，甚至超越了許多公司的

規模。

技術領先

技術領先

保護智慧財產權

智能精準製造

綠色創新案例
● 氨氮廢水再製有價工業

級原料
● 含銅廢液全面資源化
● 大綠計畫
● 沸石濃縮轉輪再精進
● 綠建築面積全球半導體

業界第一
● 人工智慧冰水系統

營運、研究發展、品質

暨可靠性、企業規劃、

財務等組織舉辦年度創

新點子競賽論壇（Idea 
Forum）、基層改善提案、
持續改善小組、改善案例

發表會以及機台節能競賽

大學合作計畫
● 大學研究中心
●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 晶圓佈局課程

開放創新平台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世界級研發機構合作註

創新的價值觀

鼓勵創新 創新作為

創新合作

創新的價值觀

註 台積公司是歐美知名半導體技術研發中心 SRC （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oration） 與 IMEC（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的核心合作夥伴，持續贊助全球頂尖大學從事奈米技術研究，推動創新及奈米電子技術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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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mc.com/csr/ch/update/greenManufacturing/caseStudy/1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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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先進扇出封裝技術

●    大量生產第三代整合型扇出層疊封裝技術（InFO-PoP Gen-3）以支援行
動處理器封裝

●    成功完成第四代整合型扇出層疊封裝技術（InFO-PoP Gen-4）驗證以支
援行動應用與整合型扇出暨基板封裝技術（InFO_oS）應用及高效能運算
（HPC）

電源 IC／ BCD技術
●    開發業界獨特的 90奈米 BCD（雙極性 CMOS-DMOS）技術，提供領先的

5–16伏特功率元件及極具成本優勢的製程，整合高密度的 90奈米邏輯
電路，提供下一世代的行動電源管理晶片（PMIC）解決方案

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技術
●    展現 28奈米嵌入式快閃記憶體在高效能行動運算與高效能低漏電製程平
台的穩定良率及可靠度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

體 （CMOS）影像感測
器技術

●    量產用於行動應用的新一代次微米像素感測器，並開發鍺－矽光感測器

及卓越效能的三維距離感測器

在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與美國的 SRC及比利時的 IMEC等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持續維持緊

密的合作關係，亦擴大與全球各地一流大學的研究合作，以實現半導體技術的進步與未來人才

培育的二大目標。

特殊製程技術／導線與封裝技術整合

隨著摩爾定律所面臨的技術挑戰日趨複雜與

困難，台積公司不斷投入研發資源，持續提

供領先的製程技術及設計解決方案，協助客

戶成功且快速地推出產品，在今日充滿挑戰

的市場環境中贏得致勝先機。民國 107年，

隨著領先業界的 7奈米製程技術進入量產，

研發組織已完成 7奈米強效版的製造轉移，

此為 7奈米的效能增強版本。同時研發組織

持續推動技術創新以維持業界的領導地位，

而 5奈米製程技術是採用三維鰭式場效電晶

體（3D FinFET）之第五代整合式技術平台，

其發展符合進度將於 108年開始試產。台積

公司 3奈米技術已進入全面發展階段，3奈米

以下的技術已開始定義並密集進行先期開發。

除了發展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邏輯技術，

台積公司亦廣泛研發其他半導體技術，提供

客戶行動系統單晶片（SoC）產品及其他應

用所需的晶片功能。

657
943

1,152
1,366

4,860

持續投資技術研發

98
（民國年）

4,367

10210110099

2,479 2,881 3,9013,392

研發人力（人數）

研發費用（百萬美元）

1,875 2,067
2,211

2,651

103 107106105104

4,766 5,123 6,1455,423

1,621

2,850

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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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先試產 7奈米強效版製
程技術，成為業界第一個

商用 EUV製程技術

● 首家生產光學式螢幕下指

紋感測器技術的專業積體

電路製造服務公司

● 開發業界獨特的 90奈米
BCD技術，提供領先的
5－ 16伏特功率元件和
極具成本優勢的製程，整

合高密度的 90奈米邏輯
電路，為下一世代提供行

動電源管理晶片解決方案

● 量產用於行動應用的新一

代次微米像素感測器，並

開發鍺－矽光感測器及卓

越效能的三維距離感測器

● 大量生產第三代整合型扇

出層疊封裝技術以支援行

動處理器封裝

領先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的技術與創新

（民國年）

邏輯製程技術

特殊製程技術／

導線與封裝技術整合

106105104103 107

● 領先業界推出 16奈
米鰭式場效電晶體

強效版（16FF+）製
程技術並進入量產，

相較於平面式 20奈
米製程技術，16FF+
速度增快 40%，在
相同速度下功耗降

低 50%

● 領先業界推出 16奈
米製程技術並導入量

產，為首次採用三維

鰭式場效電晶體（3D
FinFET）之整合式技
術平台

● 採用三維鰭式場效

電晶體之第三代整

合式技術平台，領先

業界推出 10奈米製
程技術

● 領先業界推出 7奈米
製程技術

● 完成嶄新的矽穿孔平

台技術之生產驗證，

在整合矽穿孔技術於

主動元件上締造了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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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公司

● 成功驗證整合型扇出

層疊封裝技術，提供

行動裝置客戶低成本

的解決方案

● 以台積公司創新的元

件架構，成功開發效

能領先的第三代 0.18
微米 BCD技術，達
到行動電源管理晶片

需更高效能與更低功

耗的需求

● 首家及唯一能在六吋

晶圓廠同時提供低

壓及高壓（100伏及
650伏）氮化鎵半導
體元件技術的專業積

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

● 領先全球大量生產整

合型扇出層疊封裝

（InFO-PoP）技術，
以支援行動處理器

● 0.18微米第二代 BCD
技術實現全球最高效

能的快速充電及無線

充電器

● 領先全球量產第二代

整合型扇出層疊封裝

（InFO-PoP）技術，
以支援行動處理器封

裝

● 0.18微米第三代 BCD
技術實現效能領先的

快速充電及無線充電

器

● 成功量產 40奈米嵌
入式快閃記憶體技

術，包括反或匣式

（NOR）、 分 離 閘
（Split-Gate） 技 術
以支援消費性電子應

用產品

領先業界採用 16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
射頻（Radio Frequency, RF）製程技術，
為客戶量產 6吉赫（GHz）以下的低頻
段第五代行動通信技術（5G）RF晶片

產品應用

領先業界採用 22奈米超低功耗（Ultra-
Low Power）RF製程技術，為客戶試
產高頻毫米波頻段（mmWave）5G RF
晶片

成功為客戶生產全球第一個單晶片互補

式金氧半導體微機電（CMOS-MEMS）電
容式氣壓計（Capacitive Barometer），
能精準感應小至 5公分以內的高度改
變，封裝尺寸約略大於 1平方公厘

針對先進行動裝置，整合 7奈米系統單
晶片與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
的整合型扇出層疊封裝技術，於第二

季開始量產

成功通過驗證並開始生產針對需要高效

能運算的人工智慧等應用，能夠異質整

合 7奈米系統單晶片與第二代高頻寬記
憶體（HBM2）的 CoWoS®技術

除CoWoS®技術外，量產能整合多顆 16
奈米單晶片的整合型扇出暨基板封裝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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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產業領導地位並維護得之不易的先進

技術成果，台積公司擬定結合公司營運目標

與研發資源的智財資本管理策略，建立一套

藉由智慧財產權來創造公司價值的運作模

式，不僅保護公司營運自由，另一方面亦可

強化競爭優勢，並可援引用來幫助企業獲利。

專利保護措施

台積公司的智財管理策略主要包括專利版圖佈

署戰略、戰鬥專利挖掘打造、專利申請版圖擴

建與專利版圖校閱整編等，透過評審機制、獎

勵制度、宣導教育及人才培訓等執行層面的落

實，保護公司研發成果及技術領先地位。

保護智慧財產權
台積公司為建構堅實的智慧財產權組合，對

內，台積公司設計多元鼓勵創新機制，持續

激勵員工提出發明申請；同時建立系統化的

專利智權管理制度，輔以分級審查的評鑑流

程，兼顧員工專利申請的數量與品質。對外，

則與本地及國外主要市場所在地的專利主管

機關進行密切聯繫與技術交流，協助專利審

查委員更加瞭解台積公司的技術內容，以提

升審查效率並取得高品質專利保護。此外，

為協助政府完善健全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

度，台積公司亦常就專利制度與審查效率等

面向提供企業的經驗與建議。

保護研發成果

技術領先地位
建立產業智權聲譽強化市場競爭優勢

捍衛集團

全球營運活動自由

專利申請目標

專利版圖／佈署戰略

● 智權保護類型整合
● 專利戰力分級體系
● 專利戰區佈署策略
● 專利地圖導航智權

戰鬥專利／挖掘打造

● 前瞻技術關鍵布局
● 挖掘發明全面保護
● 產學合作專利指標
● 策略購買強化優勢

專利申請／版圖擴建 
● 專利申請全程管理
● 專利優化確保品質
● 專利家族倍增運動
● 專利武器打造佈署

專利版圖／校閱整編

● 專利版圖定期校閱
● 專利版圖整編成軍
● 專利版圖戰力分析
● 持續強化智權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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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註冊及
管理系統效益

加強競爭力

與公司內部其他系統整合

以發揮最大綜效

透過線上系統詳實記載

業務上的發明、技術創新或改良

發生侵害權利時

可快速蒐集相關證據

監督並防止營業秘密外洩

● 專利成果與榮耀

累計專利數量

美國地區專利數量

19,300+件

45% 55%

34,000+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網站《營業秘密註冊 8,800件再創新高》

營業秘密保護

營業秘密攸關台積公司技術領先、製造卓越、

客戶信賴等競爭優勢，因此其真正戰略在於

強化台積公司競爭力，而不僅是著眼於特定

智慧資產的保護。為全面有效地管理營業秘

密創新，台積公司自民國 102年建立「營業

秘密註冊及管理系統」，記錄並整合運用具

有公司競爭優勢的營業秘密。

台積公司鼓勵員工將業務上的發明、技術創

新或改良等詳實記載於「營業秘密註冊系

統」，作為極機密文件存放於高規格管制區

域，由法務專責小組進行控管。此外，台

積公司每年頒發金質營業秘密獎（Golden 

Trade Secret Awards），表揚員工對公司的

貢獻，提高營業秘密的質與量。截至民國

107年止，台積公司總共頒發 1,063個金質

營業秘密獎予 3,300 多位營業秘密註冊人。

自開始實施營業秘密註冊系統以來，每年的

註冊數量均逐年增加，就民國 107年而言，

營業秘密註冊件數超過 8,800件，不僅達到

該年度目標，更創下歷史新高。

台積公司將營業秘密註冊系統與內部其他系

統同步與協作，並納入經濟價值評估機制，

以達到營業秘密的整體策略規劃與管理。前

述管理機制亦包含對於侵害營業秘密違規 /

違法行為的積極監控，並於發現可疑情事時，

進行迅速有效的專業蒐證與調查，及時採取

防制的法律追訴，以保護營業秘密及台積公

司競爭力。

美國以外地區專利數量

約15,7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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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管理智慧

財產權組合

質量並重是台積公司專利管理的核心原則。

民國107年台積公司的全球專利總數累積超

過 3 萬 4,000 件（包括美國專利 19,336），其中

美國專利數量持續成長且連續第三年名列美國

前十大發明專利權人，台灣專利申請數量亦

連續三年高居全國首位。在專利品質上，台

積公司是民國107年美國前十大專利權人中

專利申請獲准率最高的公司。這些豐碩的成

果，除了強化台積公司技術領先優勢，更樹立

起產業智權聲譽，捍衛台積公司在全球的營運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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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精準製造

身為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領導者，卓越

製造是台積公司立基的競爭優勢。民國 89

年領先業界完成生產自動化，隨著先進製程

複雜度提升，民國 100年再率先進入智慧

化生產流程，將人工智慧導入晶圓製造，成

功提高良率、穩定產能。此外，透過智能化

系統分析技術打造可自我診斷與自我反饋

的智能製造環境，加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及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

術不斷滾動出更佳的生產參數，讓晶圓廠持

續對準（Alignment）優化，成功創造跨廠區

生產品質高度一致性（Fab Matching），持

續深化台積公司競爭力。

 

截至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擁有近 1,000位

IT專家、300位機器學習專家，透過公司內

部打造的機器學習平台彙集龐大晶圓生產資

料，結合高效能運算、機器學習開源軟體，

開發創新的分析手法，提升智能化製造技術

並拓展其應用範圍。目前台積公司的智能化

製造技術已應用於智慧排程、精準派工、人

員生產力提升、機台生產力優化、製程與機

台控制與品質監控等範疇。以智慧排程與精

準派工為例，台積公司每一批貨的生產路徑，

皆考量複雜的生產環境後計算出最佳動線，

將晶圓製程中的運行（Run time）與等待

（Queue time）時間壓縮至極小化。就 4,000

座生產機台、月產 30萬片晶圓的廠房而言，

生產週期也縮短為每層 1至 1.2日。

秉持卓越製造的承諾與追求，台積公司透過

智能精準製造，為全球積體電路製造業注入

創新動能，並成為客戶長期且值得信賴的製

造技術及產能提供者。
晶圓生產製造透過智慧化系統執行，工程師與作業人員在生產指
揮中心專注於高值化的監控與分析，確保晶圓廠順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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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 1,000位 IT專家、300位機器學習專家
● 持續透過智能化系統，開發先進技術與潛在應用領域

● 建構機器學習開發平台，加速開發流程並擴大應用領域範圍
● 計畫培育 300位機器學習專家

● 攜手清華大學「科技部 IC產業同盟」計畫，連續三年舉辦「半導體大數
據分析競賽」，吸引 50所大專院校、300組參賽隊伍

● 引領臺大、清大與交大調整大數據課程，深化學生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實力

● 建置晶圓大數據平台
● 以人工智慧分析生產資料，將結果導入製造系統

● 成熟製程廠區人員生產力每年提升 10％至 15%

● 領先業界建立全自動化超大型十二吋晶圓廠（GIGAFAB®）
● 晶圓生產自動化程度近 100%

台積公司致力推動卓越製造

智能化製造

民國 100年—107年

智慧排程

與精準派工

人員

生產力提升

機台

生產力優化

製程與機台

控制

品質監控

高效能計算資料整合平台

晶圓大數據

機台自動化 物料傳送自動化 晶圓派工自動化

精進智能化
民國 107年

強化智能系統
民國 106年

跨界培育人才
民國 102－ 105年

智能化元年
民國 100年

精進自動化
民國 99年

自動化元年
民國 89年

機器學習平台（專家知識＋機器學習開軟體）

自動化製造

民國 89年—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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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創新平台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OIP）是一個持續驅動創新的完整

設計技術架構，涵蓋所有關鍵性的積體電路

設計範疇，有效降低客戶設計時可能遇到的

種種阻礙，提高客戶首次投片即成功的機會。

結合半導體設計產業、台積公司設計生態系

統合作夥伴、台積公司的矽智財、設計應用、

製程技術以及後段封裝與測試服務，成立於

民國 97年的開放創新平台，十年來不斷為半

導體產業帶來最具時效的創新。

民國 107年，在既有的電子設計自動化聯盟

（EDA Alliance）、矽智財聯盟（IP Alliance）、

設計中心聯盟（Design Center Alliance）、 價值

鏈聚合聯盟（Value Chain Aggregator Alliance）

之外，台積公司攜手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

（AWS）、益華電腦（Cadence）、微軟 Azure

（Microsoft Azure）以及新思科技（Synopsys）

成立第五個雲端聯盟，首度推出雲端半導體設

計服務；藉由共同開發的 OIP虛擬設計環境

（Virtual Design Environment），為客戶提供

一個完整的系統晶片設計架構，協助客戶利

用雲端高效能運算力及彈性，提升晶片設計

生產力，縮短客戶產品上市時間。

民國 107年除了新增的雲端解決方案，台積

公司亦持續與 OIP夥伴們合作，針對最先進

的 5奈米技術、7奈米技術、7奈米技術強效

版、22奈米技術、車用電子及 3DIC晶片系

統整合技術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滿足客戶

產品在不同設計階段的需求。經由整合各類

研發與技術資源，台積公司協助客戶專注而

具效率地創新，成功推出高品質與低功耗的

產品，贏得市場先機。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

《台積公司開放創新平台十年有成》

開放創新平台夥伴五大聯盟

台積公司製造服務

•  提高首次投片
即成功的機會

• 縮短上市期程

台積公司製程技術

通過台積公司驗證 
符合製程與品質需求 

●  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
●  晶片設計元件
●  晶片設計服務
●  雲端解決方案

●  晶片完整設計解決方案

提供最完整與最先進的
●  製程規格
●  設計輔助資料

開放創新平台

客戶

設計

電子設計 
自動化聯盟

矽智財 
聯盟

設計中心 
聯盟

雲端 
聯盟

價值鏈 
聚合聯盟

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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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合作計畫

大學研究中心

台積公司長期與國內大學進行產學合作，自

民國 102 年起，相繼於國立交通大學、國

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清華大學

成立研究中心，投入研究經費，透過企業的

力量，鼓勵大學教授提出新的半導體研究計

畫，持續耕耘半導體元件、材料、製程、晶

片設計的尖端技術，同時培育研究人才。民

國 107年，台積公司投入新台幣超過 1億元

的產學研究經費，與超過 50位電子、物理、

材料、化學、化工及機械工程等領域的大學

教授進行 50餘件產學合作研究專案。累計至

民國 107年年底，已超過 160位教授與 2,300

位學生加入研究中心，累計超過百件專利提

出美國專利申請。

除了本地大學，台積公司亦與全球頂尖大學

進行策略研究計畫，合作對象包含美國史丹

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等，研究主題涵括顛覆性創新的電晶體、

導線技術、光罩技術、模擬及特殊製程技術

研究。

菁英種子營

台積公司每年邀請大學部獲書卷獎學生參加菁英種子營，至民國 107年已連續舉辦八

屆，期望透過本活動，讓學子了解半導體相關研究領域及台積公司研發中心所提供的

資源，引發對半導體領域的興趣，投入奈米電子領域的專題研究，進而成為半導體高

階人才。

75%
約七成五菁英種子營學員有興趣攻讀半導體相關博士班

獎助優秀研究，擴大師生國際視野

1,716萬元（新台幣）

頒發 151位學生新台幣 1,716萬元研究助理獎助金

台積公司在臺大成立研究中心，提供學生完

善的學習環境及足夠的獎學金，讓對材料、

元件、物理、化學、機械有興趣的學生，有

了向前努力的機會。

―劉致為教授    臺灣大學電機系

對學業或者未來就業感到迷惘時，都可以藉

由研究中心的資源得到滿意的解答。⋯⋯即

使跌倒了，也有中心拉我一把，讓我得以克

服重重阻礙，繼續挑戰自我。

―蔡士豪同學    交通大學奈米學士班

為鼓勵學生全心投入半導體元件、材料、製程、晶片設計領域研究，毋須為生活打工

壓縮學習時間，台積公司提供大學部最高 10萬元、碩士班最高 12萬元、博士班最

高 36萬元的研究助理獎助金。民國 107年共提供 151人、共計新台幣 1,716萬元。

此外，為擴大師生國際視野，民國 107年補助八位教授與學生參加國際電子元件會議

（IEDM）及超大型積體電路研討會（VLSI Symposium）等一流國際研討會。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網站《台積公司

菁英種子營致力培養半導體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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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進行設計的製程技術 近年研究應用

非揮發性記憶體（NVM）

微機電系統（MEMS）

類比訊號電路

數位訊號電路

混合訊號電路

射頻設計

車用系統

5G與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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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項目 合作對象

人工智慧
Dr. Anantha P. Chandrakasan
麻省理工工學院院長

5G通訊技術
TeraHertz兆赫茲可攜
式 PM2.5偵測器

張懋中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通訊技術與省電技術

Dr. Ali M. Niknejad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機工程與電腦科學系教

授∕柏克萊無線研究中心（BWRC）教職主任

5G與通訊技術
Dr. Behzad Razavi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學術合作重點項目與對象 

晶圓佈局課程

隨著摩爾定律的推進，晶片製程技術日漸複雜，晶片佈局工作隨之面臨更

高難度的挑戰。台積公司自民國 105 年起與台北科技大學攜手開設為期 18

週的晶圓佈局課程－「台積電－北科大最後一哩課程：IC佈局與設計」，

截至民國 107年年底，已舉辦三屆課程，培育了 90位學生。

融合北科大的理論與教學強項，由台積公司佈局設計工程處派任講師，以

實際電路設計案例示範講解，並提供製程與晶圓佈局關鍵技術與智慧財產

資源，前往教育現場進行指導與互動。

晶片佈局是積體電路設計實體化的關鍵步驟，也是科技創新得以實現的推

手。藉由晶片佈局工程師的積體電路佈局與配置，客戶的設計才能充分發揮

台積公司先進製程所提供的高效能、低功耗、最佳化面積（PPA）等競爭優勢。

除了開立課程，台積公司亦提供暑期實習機會，預聘優秀學子為正式員工，

讓對晶片佈局有潛力與熱忱的學生，能直接應用課堂所學，持續在晶片佈

局領域發光發熱。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為培育半導體產業人才，台積公司全力推

動「大學晶圓快捷專案（TSMC University 

Shuttle Program）」逾十年，無償協助全球

頂尖大學師生，將積體電路設計轉化為實體

晶片，驗證其設計應用於終端系統的效能，

透過課堂上的理論與研究實體化，為半導體

產業注入創新動能，孕育全球業界科技人才。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為參與專案的大學共

實現約 100個積體電路設計，合作對象包括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麻省理工學院、

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密西根

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與台積公司共

同成立研發中心的國內四間大學等，共 24

所全球頂尖知名院校。研究領域橫跨 5G通

訊、人工智慧、3DIC系統整合、物聯網與

生醫應用等，研究結果已發表成 64篇學術

論文於國際著名期刊，例如電子電機界的學

術權威期刊固態電路雜誌（JSSC），以及

全球知名論壇包括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論壇

（ISSCC）、超大型積體電路研討會（VLSI 

Symposium）、亞洲固態電路研討會論壇

（ASSCC）。

這堂課跟一般課程或其他學校電機系的課程相比，最大的差異是使用最先

進的製程教學、難度也最高。我學會如何從晶圓佈局與製程的角度分析設

計，學校與產業的經驗接軌，這是過去沒想過也學習不到的寶貴經驗。

―陳柏堯    第二屆晶圓佈局課程學生（現為台積公司記憶體佈局設計工程師）

註 依合作對象姓氏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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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民國108年

永續產品

● 100%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相關
法規及客戶規範

● 完成 100%PFOA相關物質替換 

● NMP使用量減少 70%

● 完成所有廠區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目標年：民國 108年

● 100%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相關法規及客戶規範
 ⊙目標：100%
● 完成 86% PFOA相關物質替換註

 ⊙目標：100% 

● NMP使用量減少 48%註

 ⊙目標：70%

依據完整產品生命週期思維，評估每個階

段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提供客戶低環境

足跡、低碳足跡及低水足跡的產品

產品生命週期考量

持續推動製程原物料有害物質替代計畫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 ● 100% 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相關法規及
客戶規範

 ⊙目標年：持續 

● N– 甲基吡咯烷酮

（N-methylpyrrolidone, NMP）使用量
較民國 105年減少 95% 

 ⊙目標年：民國 109年

● 完成所有廠區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註 因替代化學品影響部分廠區產品良率而

需重新調整配方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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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產品生命週期環境／社會衝擊考量致力減少環境足跡，打造永續產品

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週期，致力減少環境

足跡，降低產品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及能源

耗用；同時審慎評估選用低危害性的原物料，

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標準；以精進的製程技

術，協助客戶實現更具能源效率的產品設計，

提供兼具創新與環保的永續產品。

產品生命週期考量

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包

括與客戶合作產品開發、原物料製造與運輸、

產品製造、測試與封裝等階段。除致力於製

造過程做好有害物質管理、汙染預防、節省

能資源耗用外，亦要求與協助供應商做好環

境保護，持續減少半導體產品生命週期環境

足跡、碳足跡與水足跡。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啟動所有晶圓廠區的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碳足跡與水足跡的更新

計畫，並完成評估與第三者查驗，同時取得

ISO 14040、ISO 14067、ISO 14046等認證。

依據晶圓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與水足跡盤

查結果，顯示晶圓產品生命週期環境衝擊、

● 產品無有害

物質

● 產品碳足跡

∕水足跡

● 產品生命週

期評估

● 產品本身節

能

● 產品應用促

進全球節能

● 汙染防治

● 廢棄物循環

再利用、妥

善處置

● 溫室氣體減量

● 節能、節水

● 減廢、廢棄物管理

● 汙染預防

● 有害物質管理

● 環境管理系統

環
境
衝
擊
考
量

廢棄物處理

與回收商

消費者、工業

及其他用戶

台積公司客戶

及終端產品客戶
測試封裝廠台積公司晶圓廠原物料供應商

● 協助客戶實現

行動運算及無

線通訊

● 協助客戶生產

微機電系統晶

片，廣泛應用

於提升人類健

康與安全之相

關產品

● 行動運算及

無線通訊帶

來生活便利

● 微機電系統

晶片創新應

用提升人類

健康與安全

● 職業安全

衛生

● 勞工人權

工時

● 職業安全衛生

● 勞工人權、工時

廢棄物處理與

回收

資訊與通信

科技產品使用

資訊與通信

科技產品

組裝與銷售

封裝測試晶圓生產原物料生產

社
會
衝
擊
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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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與水足跡主要在晶圓製造階段，約佔 70%以上，而在上游供應鏈則以原料晶圓及化學品與氣體為主。因此，台積公司為了減少產品環境

足跡，除了持續推動全公司的溫室氣體減量、節能、節水、減廢與資源循環再利用，以及汙染預防等工作；同時，台積公司仍積極要求上下游供

應鏈廠商投入前述各項綠色行動。

氣候變化
單位：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酸化
單位：莫耳氫離子當量

臭氧消耗
單位：公斤 CFC-11 當量

陸地優養化
單位：莫耳氮當量

人體毒性癌症效應評估
單位：相對人體毒性單位（CTUh）

淡水優養化
單位：公斤磷當量

人體毒性非癌症效應評估
單位：相對人體毒性單位 （CTUh）

海洋優養化
單位：公斤氮當量

粒狀物
單位：公斤 PM2.5 當量

淡水生態毒性
單位：相對生態毒性單位 （CTUe）

電離輻射（人類健康）
單位：千貝克 U235當量

土地利用
單位：公斤碳消耗

電離輻射（生態系統）
單位：相對生態毒性單位 （CTUe）

水資源消耗
單位：立方公尺水當量

光化學臭氧形成
單位：公斤非甲烷揮發性有機物當量

礦物、化學、可再生資源枯竭
單位：公斤銻當量

0.00%

0.00%

100%

0.66%

25.00% 75.00%

26.12% 2.45%71.43%

26.14% 2.54%71.32%

26.23% 2.05%71.72%

29.32% 4.94%65.74%

20.04% 0.66%79.30% 0.66%

25.68% 73.61% 0.70%

20.61% 0.66%79.11% 0.28%

25.82% 73.22% 0.95%

21.68% 0.66%78.22% 0.10%

29.14% 1.11%69.75%

81.84% 0.03%18.13%

80.68% 3.41%15.91%

原料 製造 運輸

晶圓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結果
（以十二吋晶圓為例）

晶圓產品碳足跡
（以十二吋晶圓為例）

能資源（含燃
料及水電使用）

PFC及 
其他逸散

化學品 /
氣體

晶圓

大宗氣體

廢棄物（含運輸）0.28% 水污 0.21% 
包裝材 0.02%

63.28%14.50%

10.21%

6.70%
4.79%

晶圓產品水足跡
（以十二吋晶圓為例）

42%

31%

27%

廠內直接
用水

廠內耗能

原物料生產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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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階段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

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週期的社會衝擊，除

了自身做好安全衛生管理建構安全與健康職

場外，亦依循負責任商業聯盟及其行為準則

的標準，與客戶、供應商交流合作，共同提

升供應鏈安全衛生績效。在半導體產品使用

階段，也積極加強全人類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促進健康與安全等功能。

台積公司透過推動「產品有害物質管理系

統 QC 080000」與取得認證，建立產品有害

物質管理制度。在製程設計開發階段，即依

循綠色設計原則，避免製程中使用含有害物

質的原物料，確保產品符合國內外法規及客

戶的產品有害物質限制的要求。在原物料採

購階段，台積公司訂有綠色採購程序，嚴格

審核並控管研發階段、量產及工程變更作業

時預計使用的新原物料，從源頭把關，確保

所有原物料符合台積公司有害物質禁限用規

範。針對未來可能被列為禁用或限用有害物

質的原物料，台積公司亦及早進行製程與化

學品替代評估作業，訂定逐年汰換計畫。

優於或符合國際法規的全方位產品有害物質管理

國際法規／客戶規範 法規符合度說明

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EU RoHS）
  ●    台積公司提供無鉛封裝製程給客戶，但少數客戶因產品特性之需仍要求使用微量含鉛凸塊，目前屬於 EU 

RoHS之豁免項目
  ●    其他 EU RoHS物質完全不使用於台積公司製程

產品無鹵素要求   ●    台積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要求

製程使用全氟辛烷磺酸（PFOS）、全氟辛酸
（PFOA）管制

  ●    台積公司已分別於民國 99年、104年完全廢止使用含 PFOS、PFOA的原物料，所有產品皆不含此二類物質

歐盟化學物質登錄與管制法令附件十七物質 
（EU REACH Annex XVII）

  ●    台積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要求

歐盟化學物質登錄與管制法令高關注物質 
（EU REACH SVHC）

  ●    台積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要求

歐盟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WEEE）   ●    台積公司生產晶圓半導體，為電子電機設備的部分元件，不直接適用此法規

進料管理
  ● 允收規範

  ● 化學實驗室產品有

害物質檢測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系統

產品有害物質第三方檢測報告

供應商管理量產階段

新設備與新化學品審核 
  ● 物質安全資料

  ● 綠色採購規範

  ● 環保、安全與衛生規範

研發階段

變更管理
  ● 物質安全資料

  ● 綠色採購規範

  ● 環保、安全與衛生

規範

產品有害物質年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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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程使用的化學品管理方面，台積公司對

於致癌、致畸胎與生殖危害等物質，一向秉

持盡量不使用與盡量少用的原則，若因製程

研發需要而必須使用時，則使用單位必須擬

定嚴謹的環保、安全與衛生防護計畫，經過

內部嚴格的審查過程，確保將環保、安全與

衛生風險降至最低，最後經副總級主管批准

後方可使用。

近年來，由於全氟烷基物質（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對於人體、環境可能

產生的危害，受到全球關注，各國政府亦陸

續研擬相關管制法規。針對全氟辛酸前驅物

及衍生物等相關物質，台積公司已提早於民

國 105 年啟動替代專案。評估過程中，經常

面臨新的替代物質在測試時造成產品良率下

降，必須調整製程參數、重複測試，以解決

問題。截至民國 107年年底，已完成 86%替

代物質的轉換，預計民國 108年將完全不使

用 PFOA相關物質。此外，台積公司亦持續

關注短鏈 PFASs物質對人體、環境的影響，

以及各國政府的立法管制趨勢，及早採取因

應措施。此外，另一工業界常用的化學物質

NMP，屬於對人體有生殖危害物質，台積公

司亦積極地減少使用，民國 107年全公司

NMP使用量已較民國 105年減少 48%。

協助客戶生產有助全球節能的永續產品

半導體製程技術持續進步而使產品日益精

進，除提升產品使用時的能源效率外，採用

半導體產品的各種智慧應用，例如智慧建築、

智慧製造、智慧電網等，亦可協助使用者節

能及提升工作效率。

PFASs法規管制與台積公司對應行動

（民國年）

全氟辛烷磺酸 （PFOS）
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為持久性污染物 
民國 99年開始各國限制使用

國際法規管制情形

台積公司對應行動

99 107105

全氟辛烷磺酸

民國 99年替代完成

全氟辛酸 （PFOA）
歐盟化學品指令列為高度關注物質 
民國 102年開始，輸入歐盟產品若
含有則必須揭露

全氟辛酸

優於法規規定，提早於民國

104年替代完成

全氟辛酸相關物質 （PFOA 
related substances）
歐盟化學品指令列為高度關注物質 
民國 104年開始，輸入歐盟產品若
含有則必須揭露

全氟辛酸相關物質

優於法規規定，預計民國 
108年完成替代計畫

短鏈全氟烷基物質 
（PFASs）
歐盟及美國環保署開始關注並

評估是否具危害性

短鏈全氟烷基物質

民國 106年開始關注歐盟
及美國環保署評估情形並

研究替代方案

已完成替代 替代計畫進行中 替代研究中

104 106 108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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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的模擬分析

情境二 若半導體業按過去五年平均的研發與應用累
計幅度正常發展與停止研發與應用（情境

一）做比較，在民國 114年將可協助台灣節
省 13%工業用電

情境三 若半導體業按過去五年最高的研發與應用累
計幅度加速發展的情境下與情境二比較，在

民國 114年將可協助台灣再節省 10%工業
用電

資料來源：ISTI

半導體產業研發與工業用電情境模擬

工業用電＝工業部門＋能源部門自用（億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9108 110 111 112

情境一

半導體業停止

研發與應用 

情境二

半導體業正常

研發與應用

情境三

半導體業加速

研發與應用

節省 13%
工業用電

節省 10%
工業用電

（民國年）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持續進行危害性化學品 NMP減量，已完成主要
製程替代程序測試，並逐一在各廠區展開。由於 NMP屬生殖危害性物
質，台積公司在使用時的作業環境檢測結果均遠低於法規限制值，並

做好最佳防護，避免人員暴露；在新製程化學品審核時，亦盡量避免

使用。台積公司將持續進行 NMP減量計畫，預計民國 109年將完成
95% NMP減量。

NMP減量，降低環安衛衝擊

NMP減量里程碑

（民國年）

92

率先設置 NMP廢液獨立收集系
統，與供應商合作將 NMP廢液
蒸餾純化，再製成工業級原料，

提供一般工業使用

106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綠色採購 展開原物料替代計畫

將 NMP及其他致癌、
致畸胎及生殖危害等

物質列為管控物質，

新材料盡量不使用

去光阻清洗製程採用新的去光阻

液替代，以超純水加二氧化碳替代

NMP，有效減少 NMP使用

全公司 NMP減量

48%
全公司 NMP減量

70%
全公司 NMP減量

95%

109107 108105104

持續進行原物料替代計畫

1,300

1,500

1,700

1,900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繼民國 104年，持續

與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enter, ISTI）合作研究，推論半導體

產品技術進步與應用可提高電腦、通訊、數

據中心、發電廠等的能源效率，提高台灣整

體能源效率。

ISTI的研究結果發現，研究發展知識存量（也

就是累計投入的研發經費）每增加 1.0%，電

力消費可降低 0.27– 0.30%。以「全國研發總

量」或「半導體研發總量」進行分析，隨著

研究發展所帶來的產品與製程效能精進，有

助工業部門電力耗用下降。民國 106年全國

半導體產業研發金額為 2,399億元，台積公

司的研發支出佔其中的 33.3%，較民國 105

年增加 6.2％，台積公司為國內半導體研發支

出的重點公司，透過研發與產品的擴散效益，

有助提高國內能源效率並降低電力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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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先進、更具能源效率的電子產品 
半導體製程技術每向前推進一個世代，積體

電路線寬就得以持續縮小，使得晶粒面積愈

來愈小，電子產品所消耗的電力也更為降低。

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台積公司向

來是首家推出最新世代技術的公司，不斷領

先推出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並提供多樣且

完備的特殊製程，以優異的前段及後段製程

整合能力，提供功耗、效能及晶片尺寸最佳

化的競爭優勢，為客戶生產更先進、更節能、

更環保的產品，降低科技進步對環境所造成

的衝擊。透過台積公司的晶圓製造技術，客

戶的設計得以被廣泛運用在電腦、通訊、消

費性、工業應用等各式電子產品之中，為現

代社會的進步帶來重大貢獻。

其中一個卓越案例是美商博通公司（Broadcom）

採用台積公司領先業界且值得信賴的 16奈

米製程技術，於民國 107年量產其領先業界

的 Tomahawk® 3、交換能力每秒 12.8兆位元

（Terabytes Per Second,Tbps）的乙太網路交

換器（Ethernet Switch）晶片系列產品。

Tomahawk® 3系列產品是全球效能最高的單一晶片乙太網路交換器產品。

與現有的解決方案相較，此系列產品能夠顯著減少每單位埠傳輸 100GbE

（Gigabit Ethernet，十億位元乙太網路）數據量的成本達 75％，降低每

單位埠傳輸 100GbE數據量的功耗達 40％。同時，亦支援高密度與可設定

的連接配置，包括 32x400 GbE、64x200 GbE，或 128x100 GbE的線路速

率配置，以滿足超大規模雲端資料中心的需求。這將是下一世代雲端網路

促使資料中心業者升級與擴充其網路基礎架構的關鍵催化因素，以滿足 5G

行動通訊世代，來自於物聯網、內容串流，以及人工智能等產品應用所產

生的、指數型式快速成長的資料流量。

Broadcom公司採用台積公司領先業界且值得信賴的 16奈米製程技術，量產其領先業界的
Tomahawk® 3乙太網路交換器晶片系列產品，協助超大規模雲端資料中心滿足 5G行動通訊世代
以指數型成長的資料流量。（感謝 Broadcom公司同意使用照片）

資料來源：台積公司

0.063１ 0.48 0.110.25

不同技術的產品晶粒大小比較－線寬愈小晶粒愈小

註 影響晶粒大小與耗電量的邏輯晶片 /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輸入輸出比例重新調整校正

0.047 0.035

55奈米 10奈米16/12奈米 
FFC

28奈米40奈米 5奈米7奈米

0.0561 0.6 0.070.3

不同技術的產品使用耗電比較－線寬愈小愈省電

註 影響晶粒大小與耗電量的邏輯晶片 /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輸入輸出比例重新調整校正

0.034 0.022

資料來源：台積公司

55奈米
LP

（1.2V）

10奈米 
（0.75V）

16/12奈米 
FFC 

（0.8V）

28奈米
HPM

 （0.9V）

40奈米
LP 

（1.1V）

5奈米
（0.75V）

7奈米
（0.7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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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對社會的貢獻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近年的快速成長，反映出大眾

對行動裝置元件的強烈需求，以及對於便利生活的高

度渴望。台積公司致力於協助客戶實現行動運算及無

線通訊晶片的創新，並且已有顯著貢獻。

● 創新製程使得晶片更小、運算速度更快，進而縮

小電子產品體積

● 系統單晶片的技術可將更多不同功能集中在單一

晶片上，減少電子產品需配置的晶片數量，縮小

電子產品體積

● 新製程使晶片耗電更少，行動裝置產品使用時間

更長

● 協助實現 3G∕ 4G、無線區域網路（WLAN）∕藍
芽等更便利的無線通訊能力，使人們可以隨時溝

通、處理事務，大幅提高現代生活的機動性

協助客戶實現晶片創新，使行動通訊生活更快速便利

民國 107年第二季，領先業界的 7奈米 FinFET製程
技術已於進入量產，此一技術能夠支援客戶更廣泛的

產品應用，包含行動裝置、遊戲機、人工智慧、中央

處理器、圖形處理器，以及網路連接裝置等，也創下

台積公司量產速度最快的新紀錄。 

最新成就

重要突破

台積公司持續投資強化或開發創新的影像感測器

（CIS）及微機電系統（MEMS）晶片技術， 並從傳
統感測技術延伸至機械感測（Machine）技術。結合
傳統感測及機器感測的優勢，使用台積公司 CIS及
MEMS技術生產的新產品，尺寸更小、速度更快、功
耗更低，能大幅增進生活便利、改善健康、促進安全。

● 延伸傳統感測技術至機械感測技術，如紅外線、超

音波，以及微型致動器（Micro-actuator）等
● 應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及智慧型手機等數位工具，

提升生活便利性

● 應用於先進醫療及預防醫療的照護，改善健康品質

● 應用於車用電子，提升汽車安全系統

協助客戶實現晶片創新，提升人類健康與安全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成功為客戶生產全球第一個
單晶片互補式金氧半導體微機電（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CMOS-MEMS）電容式氣壓計（Capacitive 
Barometer），能精準感應小至五公分以內的高度改
變，封裝尺寸約略小於一平方公厘，能夠整合於不同

系統應用，包括個人活動紀錄或室內導航等。

最新成就

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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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果
民國107年

永續發展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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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民國108年

● 43,005件基層改善提案
⊙目標：41,228件

● 2,196件持續改善案例
⊙目標：1,957件

● 二者改善效益達新台幣 100.25億元
⊙目標：新台幣 100億元

● 本土供應商參賽比例達 94%
⊙目標：80%

● 創造改善活動效益每年新台幣 100億
元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推動 100%本土供應商參加全國團結
圈活動競賽且 60%晉級決賽註

⊙目標年：民國 114年

推行持續改善活動，強化內部品質文化

推動本土供應商參加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提升在地供應鏈的品質文化及競爭力

強化品質文化

藉由機器學習方法，建立十二吋晶圓出貨

目視檢查缺陷判定系統，提高人員生產力

建立化學實驗室有害物質分析能力，確保

員工健康及安全 

提升品質能力

依據公司技術藍圖，於設計開發階段即完

成先進製程，以及特殊製程技術的可靠性

認證作業

實現品質應用

產品品質

註 原民國 109年 100%參賽目標預計提前
至民國 108年達成，因此將目標修正為
除參賽外，亦須晉級決賽的百分比

● 提升十二吋晶圓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

至每人每月 6,125片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建立 100%材料的致癌、致生殖突變、
致畸胎物質分析能力

⊙目標年：民國 109年

● 完成最先進製程技術的可靠性認證作

業，以及製程操作範圍確認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提升十二吋晶圓目視檢查人員生

產力至每人每月 5,250片
● 建立 77%材料的致癌、致生殖突
變、致畸胎物質分析能力

● 依研發組織目標完成 5奈米製程及
特殊製程技術的可靠性認證作業

● 41,367件基層改善提案
● 1,996件持續改善案例
● 二者改善效益達新台幣 100億元
● 100%本土供應商參加全國團結圈
競賽

● 完成 7奈米加強型製程技術的可靠性認證作業
● 完成第三代應用處理器與整合被動元件的整合型扇

出封裝技術及其可靠性認證作業
● 完成支援手機 3D感應和面部識別的第二代繞射光
學元件（Diffractive Optical Element）的製程開發
可靠性認證作業

⊙目標：完成 7奈米加強型製程技術及特殊製程技
術的可靠性認證作業

● 提升十二吋晶圓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至每人每月

4,928片
⊙目標：每人每月 4,860片

● 建立 62%材料的致癌、致生殖突變、致畸胎物質
分析能力

⊙目標：建立 49%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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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是台積公司永續經營的關鍵

半導體晶片是電子產品的靈魂，身為全球最

大的專業積體電路技術及製造服務業者，台

積公司除引領半導體製程技術往前躍進，亦

致力提升晶片的品質與可靠性以實現產品節

能及高效能，進而達到對客戶的品質承諾。

為了提供客戶最高品質的產品及最佳的服務，

台積公司建置符合汽車產業品質標準的 IATF 

16949品質管理系統。在「設計服務」、「技

術開發」、「光罩製作」、「晶圓製造」及「後

段服務」的作業業流程中，建構嚴謹的管理

制度，並藉由資訊科技的協助，開發品質監

控系統，以確保產品品質，達到客戶滿意。

此外，台積公司亦以汽車產業所使用的品質

工具－「潛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Potential 

Failure Mode & Effect Analysis）」、「 管 制

計畫（Control Plan）」、「統計製程管制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及「量測系統

分 析（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

進行先期產品的品質規劃及製造過程的品質

管制，並以 8Ds方法進行持續改善。一旦需

要執行作業變更，則藉由跨功能小組嚴謹審

查，確保變更風險無虞；同時持續建構故障

分析能力，以找出根本解決之道。台積公司

除了自身精益求精，亦將品質管理的要求推

廣至供應商及分包商，以自身的經驗引領著

合作夥伴進行持續改善，強健企業體質。

台積公司品質管理系統

● 矽智財開發品質保證
● 設計套件開發管理

● SPICE模型管理
● 製程技術開發管理
● 可靠度測試
● 技術發布標準

● 遠端光罩資料庫檢查
● 設計定案服務系統

（iTapeOut）
● 光罩圖形檢查系統

 （eJobView）
● 光罩缺陷檢驗

● 進料品質管制
● 先進製程管制系統
● 設備即時監控系統
● 製程可靠度監控
● 晶圓允收測試
● 出貨品質保證

● 分包商品質管理
● 封裝可靠度監控
● 出貨品質保證

設計服務 技術開發 光罩製作 晶圓製造 後段服務

客戶滿意

故障分析變更管制平台 供應商／分包商品質管理

潛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持續改善 – 8Ds量測系統分析統計製程管制管制計畫品質工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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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積公司，品質是每一個員工的責任，也

是我們工作與服務的原則，其效益除能改善

產品品質，亦進一步提升了客戶的滿意度。

為了強化公司品質文化，持續提升產品品

質、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與提高客戶滿

意，台積公司全面推行各廠處的「基層改善

提案」及「持續改善小組」活動，秉持著

「全員參與」的原則，考量員工人數訂定基

層改善提案及持續改善小組的件數目標，

並舉辦全公司性的改善案例發表會「Total 

Quality Excellence （TQE） & Innovation 

Conference」，期望藉由獎金及公開表揚等

激勵措施，鼓勵同仁精益求精，帶動跨部門

的觀摩學習，提升同仁問題解決與創新的能

力，以維持台積公司競爭優勢，並達到客戶

滿意的雙贏目標。

民國 107年，總共有 43,005件的基層改善

提案，以及 2,196件的持續改善小組活動

被提出並執行，二者所衍生的效益達新台

幣 100.25億元。其中有 52%（1,143件）的

持續改善小組活動與產品品質的精進措施相

關。

強化品質文化
單位：千件 單位：10億元

1,957
1,8501,844

1,6171,590

持續改善小組活動

103
（民國年）

2,196

107106105104

1,906 1,846 2,0201,996

持續改善案例（實際）

持續改善案例（目標）

4138383838

提案改善活動

103
（民國年）

43

107106105104

46 46 4243

持續改善案例（實際）

持續改善案例（目標）

1010101010

提案及持續改善活動小組效益

103
（民國年）

10

107106105104

15 11 10.114

單位：件數

持續改善案例（實際）

持續改善案例（目標）

民國 107年持續改善小組活動

●品質 52%
●其他 5%
●服務 1%
●交期 1%
●製程 1%
●環境安全衛生 3%
●成本 6%
●生產力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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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7年 TQE & Innovation Conference亮點案例

  組別 案例

品質提升

改善整合扇出型封裝佈線區、電容區

及電容晶背區製程
被動元件電性不良率降低 99.2%

改善混合鍵合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

體影像感測器（Hybrid Bond CIS）
接合製程

成功量產世界第一顆 1.0微米銅－銅 混
合鍵合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影像感

測器，產品良率比例達 91%

開發 7奈米正光阻銅凸塊製程技術 技術領先業界，產品特定缺陷降低 83%         

應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及大數據技

術解決統計製程管制異常案件

統計製程管制異常案件處理週期降低

38.9%

客戶滿意

改善 22奈米超低功率製程技術互
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影像感測器

隨機電報雜訊（Random Telegraph 
Signal, RTS）

客戶晶片尺寸縮減 50%

最佳化 40奈米低功率製程技術多晶
矽表面片電阻（Poly Rs）校正演算法

客戶成功發表全球第一顆抗噪藍芽晶片

環境安全衛生

設計開發框架自動化清洗機台 
（Frame Auto Cleaner）

一年節省 14.6公噸的化學藥品使用量 

除了公司內部跨組織的學習交流外，台積公

司亦透過「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跨產業

分享改善手法，期望能以台積公司的經驗分

享，促進其他在地產業的發展與進步，並藉

由觀摩其他產業的改善方法，提升同仁問題

解決與創新能力。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共

獲得了四座金塔獎、一座銀塔獎及二座最佳

改善創新獎的傑出成績。

除了強化台積公司的品質文化外，為提升本

土原物料供應商的品質文化，品質暨可靠性

組織也要求在地原物料供應商參加全國團結

圈活動競賽，以持續改善的實績來提升本土

原物料供應商的品質文化及能力，致力於在

地化的雙贏。民國 107年，本土原物料供應

商參加全國團結圈比例達已經達 94%，並獲

得首座金塔獎。

效益

單位：%

80

60

40

20

0

供應商參與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比例

103
（民國年）

94

107106105104

2 26 7443

實際參與率

目標參與率

99.2% 

91% 

83% 

38.9% 

50% 

1 

14.6

台積公司供應商參與團結圈競賽相關資訊請參考

公司網站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參與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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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效益新台幣 1億 210萬元

協助客戶榮獲年度新銳產品大獎

總效益新台幣3億8千9百萬元

隨著半導體技術的進步及產品趨勢的改變，

客戶對品質的要求及期許愈來愈高，人員品

質意識的提升至為關鍵。民國 107年，品質

暨可靠性組織、營運組織及人力資源組織共

同合作，針對台灣、上海、南京等晶圓廠區

舉辦了「品質卓越」 （Quality Excellence）註

訓練課程，透過宣導觀念、建立心態、解析

案例與提示改善手法，強化不同階層員工追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全國團結圈參賽案例 求技術精進與卓越品質的心態，進而落實「技

術掛帥、品質第一、客戶為尊」的信念。

民國 108年，品質暨可靠性組織將定期地以

案例宣導品質觀念，並新增「Stop & Fix」競

賽組別於公司性的改善案例發表會，提升人

員品質意識及能力，避免品質異常事件發生。總效益新台幣 6億 7千萬元

減少管路維修停機損失新台幣 94億元

建構機台保養自動排程系統

全域排程系統及智慧訊息中心

精進人工智慧缺陷影像辨識系統 

改善老舊管路及管理系統

開發近紅外光（Near-InfraRed, NIR）
感測元件特殊結構製程

開發 10奈米晶圓測試專用
探針卡及自動化植針機

●    提升人員生產力 49% 金塔獎

銀塔獎

金塔獎

金塔獎

暨最佳改善創新獎

金塔獎

暨最佳改善創新獎

●   改善缺陷漏逮率 76%
●   縮短新製程缺陷學習時程 75%
●   節省 46%缺陷檢測時間

●   降低每季管路洩漏異常件數至 0件

●   提升感測器量子效率 3倍

●   植針產能提升 9倍
●    探針頭植針生產週期降低 80%
●    每張探針卡單位成本降低 47%

效益案例 獎座

自動化植針機

註  「品質卓越」訓練課程詳細內容請見本報告書「人才發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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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技術開發時，如何建立有效的量測方法

以降低製程變異至為重要。民國 107年，品

質暨可靠性組織與研發組織的計量學專家合

作，對於複雜的三維立體奈米結構，提出多

象計量（Hybrid Metrology）的分析策略，藉

由使用多種化學分析與物理量測技術，來解決

奈米與原子級特徵分析的需求。目前，多象

計量的分析方法已應用於 5奈米製程技術開

發，並將擴大應用在 3奈米及特殊製程技術

的研發。此外，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的能力

提升方面，則完成了 2奈米超薄薄膜（Ultra-

thin Film）晶體結構的分析能力，而穿透式

電子顯微鏡產能也提升 15%，以支援 7奈米

製程量產及 5奈米製程技術研發。

此外，為了持續降低產品缺陷、精進製程控

制、及早發現異常、避免品質事件對客戶的

影響，品質暨可靠性組織與營運組織共同合

作，應用先進的統計手法及品質工具，建立

即時防禦系統。藉由機器學習方法，使用先

進光譜分析，成功完成製程與機台的差異性

偵測並加以改善，同時亦建立了十二吋晶圓

出貨目視檢查缺陷自動判定系統，強化目視

提升品質能力
檢查能力的一致性。民國 107年，十二吋晶

圓出貨目視檢查人員的生產力已提高至每人

每月 4,928片。

另一方面，品質暨可靠性組織亦與環境安全

衛生組織合作，針對現行使用的有疑慮材料，

依風險分類，建立抽樣計畫，進行檢測。針

4,000 4,160 4,325
4,500

4,860

單位：晶圓片數 （Wafer Quantity）

十二吋晶圓出貨目視檢查人員生產力

103
（民國年）

4,928

107106105104

4,076 4,247 4,7474,441

實際生產力

目標生產力

0 2

單位：％

可檢測致癌、 致突變和生殖毒性物質的
材質種類

103
（民國年）

62

107106105104

0 2 3716

實際

目標

16

34

49

對新材料的管控，除了要求供應商必須宣告

其提供的材料是否含有此類物質外，也對其

進行抽樣檢測，以確保供應商的宣告正確無

虞。民國 107年，品質暨可靠性組織進一步

強化化學實驗室的有害物質分析能力，針對

使用材料中可能導致罹癌、生殖突變、畸胎

物質，完成了 62%有疑慮材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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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一年節省化學藥品使用量        77% 產能及良率提升
框架自動化清洗機台

利用機械滾輪清除框架標

籤、膠帶及髒污，以純水

進行自動化清潔作業
改善後改善前

人工以刀具去除框架標籤，

使用酸鹼溶劑或有機溶劑清

潔殘膠及髒污

世界首創―成功開發框架自動化清洗機台

為了鼓勵同仁不斷精進綠色永續能力，台積公司特別在全公司性的改善案例發

表會（TQE）中設置「環境安全衛生」競賽組別，希望同仁能從日常業務發掘

改善機會，主動提出對策並予以落實。

民國 107年，「先進封裝技術及服務組織」針對需使用大量化學藥品的框架清洗作

業進行持續改善，成功開發「框架自動化清洗機台（Frame Auto Cleaner）」，

不僅能以純水清洗替代化學藥品，亦能以自動化方式取代人工作業，有效提升

產能及良率。此一改善案例除了在民國 107年贏得 TQE金牌獎殊榮外，也是世

界首創做法。

產品品質除了要能符合客戶需求、追求客戶

滿意及創造客戶價值外，更需要兼顧環境永

續，以確保環境生態穩定及永續發展。為了

符合歐盟法規及客戶的綠色產品要求，台積

公司導入國際電工協會電子零件品質認證制

度所發展的 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流程管

理系統，並與汽車產業的品質管理系統 IATF 

16949整合，將有害物質的管理要求建立於

製程設計開發作業、原物料採購作業、供應

鏈管理作業、及製程管制作業中。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持續通過第三者稽核認證，確

保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及品質管理系統，

符合 IECQ QC 080000及 IATF 16949的要求。

另一方面，台積公司所生產的產品亦經第三

方外部實驗室的抽樣檢測，持續符合歐盟法

規及客戶要求。

為了提供優良且可靠的產品品質，協助客戶

取得市場先機，並確保消費者的安全及產品

應用無虞，避免量產後發生大量產品召回事

件，品質暨可靠性組織在技術發展與產品設

計階段，即協助客戶將產品可靠性的需求導

入產品設計中，並為了達成汽車產品客戶的

低百萬分之不良數（Defect Parts Per Million, 

DPPM）要求，執行了車用品質改善專案。

民國 107年，品質暨可靠性組織與研發組

織合作，完成先進邏輯 7奈米加強型製程技

術（第三代鰭式場效電晶體）、第三代應用

處理器與整合被動元件的整合型扇出封裝技

術，以及手機 3D感應和面部識別的第二代

繞射光學元件（Diffractive Optical Element）

的品質可靠性認證作業。此外，品質暨可靠

性組織亦與營運組織合作，針對車用電子產

品的製程管制、晶圓允收測試及異常處理作

業完成更進一步的加嚴管制。藉由這樣的努

力，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並未發生任何大

量產品召回事件。

實現品質應用

公噸

詳細內容請參考台積公司民國 107 年年報「品質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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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目標 未達成達成目標

策略
成果
民國107年

永續發展
目標

64

目標
民國108年

●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

戶生產製造的技術種類達 750種

● 通過客戶產品資訊稽核，並無重

大缺失

● 維持客戶滿意度 90%以上● 客戶服務季評核滿意比例達 74%
⊙目標：72%以上

● 客戶滿意度達 93%
⊙目標 : 90%以上

●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TSMC-Online供客戶生
產製造的技術種類達 339種
⊙目標：330種

●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戶生產製造的技

術種類達 701種
⊙目標 : 700種以上

● 通過客戶產品資訊稽核，並無重大缺失

⊙目標：無缺失

● 持續維持客戶滿意度 90%以上高
水準註 1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配合技術藍圖發展時程，提供客

戶生產製造的技術種類達 >1,000
種註 2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通過客戶產品資訊稽核並無重大

缺失

⊙目標年：民國 114年

與客戶密切合作，定期以會議∕問卷方式

了解並回應客戶的需求及聲音，提供最佳

客戶服務

精準回應

提供完整且即時的資訊，確保客戶產品定

案的成功；強化流程與系統架構，確保客

戶產品資訊受到最高規格保護

虛擬工廠

客戶服務

註 1 自民國 108 年起，客戶服務滿意度由

季評核滿意比例擴大為客戶對台積公

司的滿意度

註 2 自民國 108 年起，納入開發中的技術，

將技術種類擴大至台積公司提供客戶

生產製造的技術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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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戶最高規格的服務

協助客戶取得成功，成為讓客戶無後顧之憂

的合作夥伴，始終是台積公司的重要理念之

一。為了提供客戶最好的服務，台積公司打

造了一支全力以赴的客戶服務團隊，不僅做

為台積公司與客戶協調溝通的窗口，並且矢

志在設計支援、光罩製作、晶圓製造與後段

封裝測試領域，提供客戶世界級的服務，同

時針對客戶機密資訊給予最高規格的保護。

為了瞭解並滿足客戶需求，台積公司每季會對

主要客戶進行商業及技術評核會議（Quarterly 

Business∕ Technology Reviews），並每年定

期舉辦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Annu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客戶可以利用這些管

道反應台積公司過去一年在技術、品質、良

率、設計支援、製造生產及客戶服務的績效，

以及未來需求。

季評核的內容包含技術、品質、良率、設計

支援、製造生產及客戶服務六大面向，由客

戶服務團隊與客戶共同舉辦；年度客戶滿意

精準回應客戶需求

客戶服務策略金字塔

客戶信任

虛擬工廠 聆聽並回饋

客戶需求

客戶機密資訊 保護
與客戶

緊密合作

透過

        TSMC-Online
提供完整

且即時資訊

度調查則涵蓋行為面、印象面與執行面三大部

分，由中立的第三方顧問公司透過訪談或網路

進行。台積公司將客戶的回饋與意見視為精進

客戶關係發展的重要基礎，定期檢視改善計畫

與進度。民國 107年，透過流程與資訊透明

度的提升，客戶在季評核的滿意比例提升到

74%，較民國 106年成長 3%；年度滿意度則

為 93%，持續維持在 90%以上的高水準。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秉持一貫態度、持續

追求卓越的產品品質，實施一系列的卓越品質

訓練方案，落實員工「技術掛帥、品質第一、

客戶為尊」的信念，奠定並深化台積在客戶心

中卓越品質的形象。此外，配合技術藍圖發展

時程，提供客戶生產製造的技術種類累計超過

700種。在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下，台積公司

透過與客戶的深入互動，在技術領先、卓越製

造與服務效能等面向持續努力，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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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人次客戶使用

9,000套

技術檔案及製程設計套件，輔助客戶元件

設計，提高元件設計與製程的整合度

100,000次

技術檔案與製程設計套件的下載次數

客戶信任是台積公司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之

一，也是客戶願意將晶圓製造交託給台積公

司的主因。即時的互動與資訊交流，以及完

善的客戶機密資訊保護，正是取得客戶信任

的重要關鍵。

在即時的互動與資訊交流方面，台積公司透

過「TSMC-Online」系統提供主動的設計、

工程及後勤整合服務，讓客戶可以一天 24

小時、一星期七天隨時掌握重要訊息，並且

依據客戶的管理重點與需求產生客製化報

表，提高客戶晶圓管理效率。透過 TSMC-

Online，如同在自己工廠一樣，客戶能即時

掌控、管理完整的產品製造訊息。台積公司

以網際網路為基礎，透明且完整地提供客戶

所有晶圓製造相關服務，協助客戶產品成功。

在客戶機密資訊保護方面，台積公司承諾確

保所有客戶利益，在成為客戶的虛擬工廠架

構下，致力提供客戶等同自己工廠般的最高

規格保護，在產品製造過程中實施特別的安

全控管，每年並針對所有相對應的控制點進

行檢視。

虛擬工廠主動提供整合服務

後勤整合

設計整合

● 設計平台
● 參考流程
● 技術文件

● 即時晶圓資訊
● 訂單管理
● 整合報表

工程整合
● 設計定案
● Cyber Shuttle®
● 工程資訊

TSMC-
Online

客戶

商業季評核會議：客戶服務項目滿意比例

103
（民國年）

74

107106105104

64 70 7172

單位：%

年度客戶滿意度

103
（民國年）

93

107106105104

93 93 9395

單位：%

443

510
575

638

701

303 314 317 327 339

TSMC TSMC-Online

供客戶生產製造的技術種類

103
（民國年）

1071061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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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部分客戶要求，民國 107年針對不同客戶

的高安全性晶片產品，協助客戶產品榮獲 ISO 

15408安全認證產品驗證證書。ISO 15408可

分為產品驗證（Product Certification）和廠區

驗證（Site Certification）兩類別，為免除

客戶於產品認證（Product Certification）

過程中必須每次重複驗證之程序，民國 107

年針對特定廠區爭取申請現場驗證，通過

廠區驗證即表示該廠對產品及相關機密資

訊的防護已達高度的安全標準，具有生產

安全性 IC的資格，隨時可接受客戶高安全

性產品的生產訂單。台積公司亦以每年成

功通過客戶所有的產品與資訊安全保護相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分析客戶於 TSMC-Online晶圓製造資訊的報表需求

與資訊查詢流程，成功開發出「全方位製造資訊報表」（All-in-One Wafer in 

Process Report）。相較原有的做法，台積公司將各階段的晶圓資訊整合串接，

讓客戶在一份報表中可以一次性獲取不同階段的晶圓資訊，例如新產品試產、

訂單查詢、在製品狀態。此外， 客戶可以根據需求定義資料欄位，自行建立客

製化報表，此一創新做法不僅減少 50%報表點擊次數，大幅提升客戶獲取資訊

的方便性，客製化報表製作時間亦由數日縮短至五分鐘，快速滿足客戶對各階

段製造資訊的需求。

全方位製造資訊報表，大幅提升客戶資訊取得效率

數日g5 分鐘    客製化報表製作時間50% 資料取得方便性

晶圓狀態（工程貨）

原有流程

訂單狀態

晶圓狀態（量產產品）

晶圓在製品狀態

已測試晶圓狀態

後段封裝在製品狀態

自行整合成所需報表

關稽核為目標，持續深化客戶對台積公司

的信任及彼此的夥伴關係。

台積公司深信，持續的創新與最高品質的產

品及服務是鞏固客戶滿意度的關鍵，而良好

的客戶滿意度能穩固現有客戶、吸引新客戶、

強化客戶關係，進而實現公司的長久獲利。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以 261種不同的製程

技術，為 481個客戶生產超過 10,436種不同

產品，達 1,080 萬片十二吋晶圓約當量。未

來，在全球半導體積體電路產業，台積公司

將繼續擔任值得信賴的技術及產能提供者，

也是客戶賴以成功的重要夥伴。 

客戶感謝台積公司卓越的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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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資訊保護策略與做法

台積公司視專屬資訊保護（Proprietar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IP）為公司重要企

業經營策略之一，成立專職組織「資訊保護

處」制定《專屬資訊保護》政策，並透過資

訊的分級與管理、資料存取的授權與認證、

教育訓練、遵循度查核四個面向進行不間斷

的資訊保護管理措施，妥當保護台積公司及

其子公司，以及與台積公司有業務往來的第

三方委由管理的機密資訊。同時，提升所有

接續下頁

機密資訊保護

機密資訊保護是台積公司對

顧客、股東及同仁的承諾。台

積公司了解機密資訊保護攸

關公司的競爭優勢，明定相關

的管理程序及規範，妥善控管

公司的營業秘密及未經公開

揭露的機密資訊，確保公司、

股東、員工、客戶及供應商的

最佳利益。

員工、承攬商與任何第三方有權利存取台積

公司機密資訊者對於機密資訊保護的認同。

此外，亦透過資安人員進行資安風險分析，

找出資訊洩漏的潛在風險與威脅，分析研究

其可能損害程度，研擬適當對策與做法，達

到有效保護台積公司機密資訊的目標。

多元化教育訓練及宣導

台積公司透過定期與不間斷的教育訓練與溝

通宣導，持續強化員工與供應商對機密資訊

保護的認同，確保遵循相關規範；並依

據規劃、執行、查核與行動持續強化

機密資訊的保護能力，提升人員正確認

知，降低機密資訊外洩的風險。

為強化全體員工對於機密資訊保護的觀念

及警覺，資訊保護處於民國 107年透過多

樣管道，有系統地協助員工了解機密資訊

保護政策。

人員管理

廠區管理

資訊管理

紙張管理

系統／應用程式管理

機台管理

電腦及資產管理專屬資訊保護

大管理做法

民國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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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安全稽核

協助四家客戶的產品取得國際安全認證，確

保客戶產品在晶圓製造過程中得到完善保障

300萬人次

每月平均執行約 300萬人次的 PIP稽查，重
點稽查項目包含
● PIP禁制品檢查
● 人員門禁安全管理
● 機密資訊處理
● 電子郵件使用
● 承攬商 PIP稽查

1.1%
107年員工違反 PIP規範與程序的比例約 1.1% 
違規主因：相關作業不符 PIP程序或個人疏失
後續改善措施
● 深化 PIP宣導及教育訓練
● 控管人員的資料存取與傳送權限
● 提升文件列印管控及資料存取權限管理

註 民國 107年機密資訊保護相關績效指標範疇包含

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17規範

新增修訂 17個 PIP規範 

46,000名

超過 46,000名員工達成年度 PIP線上教育訓
練課程，課程重要內容包含：
● PIP政策的核心觀念
● 大事記及重要新制規定
● PIP重要觀念提醒及違規處置
● PIP規範查閱與諮詢管道

100%
所有新進員工皆完成 PIP教育訓練課程
 

100%
所有新進廠商皆完成 PIP教育訓練課程，超
過 25,000人

9 PIP宣傳微電影

民國 107年首次舉辦「PIP 小劇場影片徵選
大賽」，選出 9支 PIP概念小短片，傳達
PIP重要性

30 PIP宣導海報

製作 30個 PIP宣傳海報，傳達 PIP重要規定
與注意事項

95分

員工對 PIP相關政策認同程度達 95分

針對全體員工進行公司 PIP問卷調查，總計
回收超過 4萬份問卷，填答率超過 85%

2 晶圓廠區通過 ISO15408認證

晶圓十四 A 廠 /晶圓十四 B 廠成功通過德國
聯邦資訊安全局（Germany Federal Off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BSI）ISO 15408- 
EAL6 廠區驗證（Site Certification）安全認 
證證書，具有生產安全性 IC 的資格，隨時可 
接受客戶高安全性產品訂單 

民國 107年
機密資訊保護執行狀況

接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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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卓越的製造服務優勢

民國 107年晶圓出貨量較民國 106年增加 2.9%達 1,080萬片
十二吋約當晶圓量。 

WaferTech

WaferTech

● 30
● 77
● 1,204

● 70
● 153
● 1,377

● 23
● 46
● 291

● 59
● 139
● 901

● 47
● 177
● 1,731

● 45
● 140
● 942

● 23
● 31
● 435

● 60
● 126
● 1,034

● 69
● 196
● 1,823

● 15
● 107
● 941

GIGAFAB® GIGAFAB®GIGAFAB®

105年   249 
106年   258 
107年   261

105年   449
106年   465
107年   481

105年   9,275
106年   9,920
107年   10,436

製程技術 產品客戶

台積電（中國）

﹙民國年﹚ ﹙民國年﹚﹙民國年﹚

台積電（南京）

● 4
● 5
● 13

1,080萬片

北美子公司

台積電（中國）

台積電（南京）

Wafer Tech

台積電韓國

日本子公司

歐洲子公司

北美子公司

總公司及晶圓十二廠

晶圓二 / 三 / 五 / 八廠

晶圓十五廠

晶圓六廠

晶圓十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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