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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

包容職場

視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台積公司重視與員工的承諾，建構超越國內外安全

衛生法規及人權規範的友善職場，希望營造一個具挑戰性、可持續學習而又

有樂趣的工作環境，吸引並留住志同道合、能與公司一起成長的夥伴。

焦點五

人才吸引與留任

人才發展

人權

職業安全衛生

>1,082億元

全球員工薪資福利費用超過新台幣 1,082 億

2,323人

全球晉用 2,323 位新進員工，提供優質工作機會

0
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控，無任何因化學

性、物理性暴露造成的職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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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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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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民國108年

提高同仁企業認同

人才吸引與留任
註

● 將選才標準量表及面談之評估，擴及

到在中國二個廠區的所有（100%）新

進員工招募過程中

● 一年以內新進同仁離職率不超過 15%

● 整體薪酬維持在業界前 25% 水準

● 離職率介於 5% 到 10% 之間

● 所有台積公司台灣廠區新進同仁皆經過選才標準

量表及面談之評估，確保其具備台積選才特質

 ☉目標：新進同仁需經過選才標準量表及面談之

評估，確保其具備台積選才特質

● 人力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整體

薪酬位在業界前 10% 水準，其餘地區之整體薪

酬則位在業界前 25% 水準

● 民國 107 年「員工核心價值調查」顯示

 － 98% 同仁承諾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 96% 同仁願意在未來五年於公司發揮所長

 ☉目標：95% 以上同仁承諾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願意在未來五年於公司發揮所長

● 離職率為 4.5%

● 任用志同道合的同仁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整體薪酬維持在業界前 25% 水準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每兩年進行「員工核心價值調查」

以確保

－ 95% 以上同仁承諾全心全力投入

工作

－ 95% 以上同仁願意在未來五年於

公司發揮所長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長期而言，理想的離職率介於 5%

至 10% 之間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落實核心價值，提供優質的工作與報酬，

營造樂於溝通的環境

註 人才吸引與留任策略變動說明 :
台積公司所有的人力資源作為不但要確保落

實台積公司「核心價值」及「企業經營理念」，

更要精益求精、與時俱進。在民國 107 年，

除了持續經營各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 (1) 人才

吸引與留任、(2) 人才發展、(3) 人權等三項重

大議題外，更進一步根據內外環境變化，重

新訂定以民國 114 年為目標年之「永續發展

目標」，對其中「策略」及「年度目標」也

做了相對應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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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才標準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是台積公司在招募任

用、薪酬設計、績效管理與訓練發展等政策與

制度上所努力的方向，不因性別、宗教、種族、

國籍、黨派而有不公平對待。「志同」，是全

體同仁擁有同樣的願景與使命；「道合」，則

是依循一致的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至於「適

才適所」，則是指致力於讓同仁在合適的職位

上發揮所長並有所成長，同時也讓公司越來越

好，創造雙贏。

近年來，隨著科技演變及新世代人才崛起，

台積公司體認唯有積極攬才與留才，才能讓

人才帶來的研發、製造及服務能量，支持公

司在全球化競爭與挑戰下，繼續維持長期的

競爭優勢。

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台積用人首重品格

與才能，其次才是專業能力。為確保招募品

質，我們制定了多項選才標準，包含品格、耐

壓力、自動自發、創新力等，應徵者需經過嚴

謹的選才標準量表和面談之評估，以確保所有

新招募的同仁皆符合「志同道合」的要求。

人力結構

民國107年，台積公司員工總數為48,752人，

包含 31,688 名的主管人員、專業人員和助理

人員，以及 17,064 名生產線技術人員。由於

半導體產業係知識及技術密集的產業，在所

有主管與專業人員中，擁有碩士以上學歷之

同仁佔八成以上。在工作地點分布上，約九

成員工位於主要營運據點台灣，另外約一成

同仁則分布中國大陸、北美、歐洲、日本、

韓國等地區的海外子公司。

全球人力結構

類別 組別
男性 女性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比例

職務

主管人員 4,625 87.4% 669 12.6% 5,294 10.9%

專業人員 18,347 82.3% 3,938 17.7% 22,285 45.7%

助理人員 3,325 80.9% 784 19.1% 4,109 8.4%

技術人員 3,578 21.0% 13,486 79.0% 17,064 35.0%

工作地點

台灣 26,715 61.4% 16,790 38.6% 43,505 89.2%

亞洲 2,077 56.6% 1,593 43.4% 3,670 7.5%

北美洲 1,048 68.9% 474 31.1% 1,522 3.1%

歐洲 35 63.6% 20 36.4% 55 0.1%

年齡

18 － 20 歲 19 51.4% 18 48.6% 37 0.1%

21 － 30 歲 7,566 64.5% 4,160 35.5% 11,726 24.1%

31 － 40 歲 14,893 61.5% 9,324 38.5% 24,217 49.7%

41 － 50 歲 6,012 56.8% 4,578 43.2% 10,590 21.7%

51 － 60 歲 1,257 62.6% 750 37.4% 2,007 4.1%

60 歲以上 128 73.1% 47 26.9% 175 0.4%

學歷

博士 2,063 90.8% 210 9.2% 2,273 4.7%

碩士 16,977 81.7% 3,806 18.3% 20,783 42.6%

學士 7,780 61.6% 4,846 38.4% 12,626 25.9%

專科 1,582 29.2% 3,838 70.8% 5,420 11.1%

高中 1,473 19.3% 6,177 80.7% 7,650 15.7%

雇用類型 一般雇員 29,875 61.3% 18,877 38.7% 48,752 100.0%

總計 48,752

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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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工作者

台積公司平等對待員工，整體薪酬不因性別、

宗教、種族、國籍、黨派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基於半導體產業特性及台灣社會文化等背

景，台積公司男性員工佔比逾六成，其中主

管人員、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男性員工

高達八成以上；生產線技術人員則以女性為

主力，約佔八成。近年隨著工廠自動化程度

日益提高，生產線技術人力需求減少，以女

性為大宗之「技術員」的需求下降，致整體

女性員工的比例逐年下滑。台積公司關注此

議題，將招募並留任「女性員工」和「海外

專業人才」並列為工作環境多元融合的執行

重點。

儘管近年來台積公司女性員工人數比率下

降，但透過積極任用與留任，女性員工的晉

升表現與男性員工相當接近，比例為 0.95:1

（不含子公司WaferTech、采鈺公司，下同）。

其中，女性副理以上主管（不含經理人）的

晉升比例甚至略高於男性，比例為 1.05:1。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將持續挹注心力關注

台積公司女性工作者比例

103

全體員工女性比例

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基層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高階管理階層（經營團隊）女性比例 

（民國年）

107106105104

單位：%

註 1 基層管理階層包括第一線主管，高階管理階層為副總經理

（含以上），不含董事長、董事及總裁

註 2 基層及高階管理階層未含子公司采鈺公司，因其界定基層及

高階管理階層方式不同於台積公司

42.0 41.3 40.1 39.3 38.7

25.0 26.3
22.7 22.7 20.8

11.1 11.5 11.7 12.3 12.6

13.4 13.512.2 12.6 12.7

全球主要營運據點之男性與女性同仁年度整體薪酬比例

地區 /子公司 職務 男性 女性

台灣

主管人員 1 0.99

專業人員 1 0.93

助理人員 1 0.98

技術人員 1 1.14

大陸

主管人員 1 0.96

專業人員 1 0.89

助理人員 1 0.93

技術人員 1 1.07

北美、歐洲、日本、韓國
主管人員 1 0.88

專業人員 1 0.78

采鈺公司

主管人員 1 0.79

專業人員 1 0.87

助理人員 1 1.00

技術人員 1 1.04

WaferTech 

主管人員 1 0.79

專業人員 1 0.83

助理人員 1 0.87

技術人員 1 1.00

女性員工議題，尋求各種可能方案，讓更多

女性員工能長期留任，持續發揮個人價值並

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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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專案為台積公司每年固定在台灣舉辦

的招募專案，除了大學教授、系所辦公室及

內部員工推薦，亦透過公開的社群媒體、面

對面的校園徵才活動為招募管道，藉由實習

計劃，協助學生提早參與半導體研發與製造，

培養優秀人才投入半導體產業。

人才招募

台積公司九成員工位於台灣，海外地區則以

亞洲為大宗，佔員工總比例 7.5%。其中，各

地區人才招募皆以當地聘用為主，唯台灣地

區為兼顧技術開發需求及人才多元化考量，

近年專業人員招募主體除了剛畢業的社會新

鮮人，也特別將海外專業人才列為招募重點。

我們認為，積極延攬全球各地專業人才，將

有助於促進公司長期成長動能。

●   校園招募

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企業文化，與領先全

球的經營績效，深受台灣地區社會大眾高度

肯定，是年輕學子積極嚮往進入的企業。我

們積極透過公司官方網站、校園徵才、校園

實習生專案、產學合作、研發替代役與社群

媒體等管道招攬志同道合的人才。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總共進用 2,323 位員工，79.7%

為 30 歲以下的年輕世代族群。

新進員工人數

103

全球

台灣地區

（民國年）

107106105104

單位：人數

5,770

4,040
3,686 3,663

2,323

4,706

3,393 3,263
2,785

1,771

民國 107 年， 259 位實習生加入實習計畫，

其中女學生人數為 67 名，佔實習生總數

25%。實習結束後，共 83 名實習生，經主管

評估後表現優異，發給預先聘用書，佔實習

生總數 32%，其中獲聘女學生比例為獲聘者

的 24%。無論參與實習、獲聘、或陸續加入

台積公司之女實習生比例，皆高於目前台積

公司專業人員女性比例 17.7%，為台積公司

積極均衡員工性別比之成效。

截至民國 107 年，民國 105 與 106 年的實習

生，平均有四成後續透過預聘或循一般招募

管道加入台積公司，未來預估比例將持續提

升，顯示實習招募制度確實有助台積公司及

早攬才。經過台積電實習歷練後，學生可提

前熟悉業界實務，也能進一步了解自己有興

趣且可持續精進的研究領域，返回校園後，

加強修習與半導體相關的課程，提升職場適

應力、減短職場新鮮人適應期。

實習生預聘及進用人數

實習生總人數

取得預聘人數

已加入或即將加入台積之實習生人數

女性實習生人數

取得預聘之女性人數

已加入或即將加入台積之女性實習生人數

單位：人數

註 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

（民國年）

將陸續加入

106105 107

278
259

236
139

83

93
113
104

18
43

20
51

79 67

35
17

106105 10710610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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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招募

為確保人才多元化及廣納特殊專業領域人

才，台積公司在國際半導體菁英匯集地區執

行「海外菁英招募」專案。產學合作方面，

台積公司多年來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史丹

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國際頂尖大

學密集接觸，透過合作研究案培養尖端研究

生，同時提早掌握海外優秀人才，畢業後即

可延攬加入台積公司貢獻所長；招募有經驗

的半導體人才方面，台積公司每年固定拜訪

美國科技重點城市之外，搜尋範圍也擴及加

拿大、印度、日本，以及歐洲含英國、德國、

比利時、荷蘭等。

台積公司歷年海外菁英來台就職

103
（民國年）

107106105104

單位：人數

註　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

205

171

114
124

67

采鈺公司歷年海外菁英來台就職

103
（民國年）

107106105104

單位：人數

0000

3

台積公司過去多以遠端為主要管道延攬印度優秀半導體人才。為加深印度人才對

台積公司的認同度，民國 107年邁出重大進程，我們與國立交通大學攜手展開「國

際學生計畫」，並赴印度理工學院舉辦「台積日（TSMC Day）」，面對面接觸印

度優秀的晶片設計相關科系學生，以攜手進行前瞻半導體科技研究。除了鼓勵其

申請雙聯學位，我們也提供暑期實習及優先面談的機會，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

在印度理工學院六校區共聘用 30 名菁英，有效強化企業吸引力。

除了對外吸引全球菁英加入半導體產業，台積公司也對內積極建構友善的多元

化職場，以留任優秀的外籍人才。台積公司印度籍同仁組成印度文化社工作小

組，並成立專屬的網路社群平台社團「TSMC Indian Family」，由台積人力資源

組織鼓勵引導印度籍員工加入，透過工作小組自發的多元活動凝聚情感，例如

野餐日、印度文化日、印度燈節及板球趣味賽等，幫助印度同仁突破語言隔閡

建立夥伴情誼，並塑造互助的資源聯繫平台。

打造友善職場，吸引印度傑出人才

台積日（TSMC Day）

活動目的 參與對象 活動形式 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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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聘用身心障礙者

依據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企業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

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1%。其中，

進用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每進用 1 人得以

2 人核計。若加權總值未達 1% 標準，企業需

定期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

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

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台積公司配合以上政府政策，除持續盡力在

台灣地區聘用身心障礙者外，還特別為身心

障礙大學以上學生與畢業生創造優質的工作

機會。民國 107 年，持續與多所大專院校合

作，為身心障礙者創造出多元且優質的工作

機會。除現有的工作職務外，亦持續發展適

合身心障礙者的工作內容如「校園招募服務

代表」等職務。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台灣廠區聘用的輕度

及中度身心障礙者共 330 人，重度以上身心

障礙者共 62 人，加權進用比率佔台灣廠區員

工總人數的 1%，雇用比率符合法令規定。此

外，台灣地區子公司采鈺公司則提供正職機

會予身心障礙者，並於民國 107 年聘用 3 名

身心障礙職員，但因工作性質致使招聘難度

高、前來應徵相關職缺者不足等因素，采鈺

公司聘用加權佔比未達總員工人數比率 1%，

已依法繳納差額補助費，並持續提供身心障

礙者職缺，盼更多身心障礙人士主動應徵。

1.0% 1.0% 1.0% 1.0% 1.0%

台灣廠區歷年身心障礙者雇用總人數

103
（民國年）

392

107106105104

343 346 392361

單位：人數

雇用人數

加權後佔比

1.0% 1.0%
1.1%

0.7%
0.4%

采鈺公司歷年身心障礙者雇用人數

103
（民國年）

3

107106105104

6 6 46

單位：人數

雇用人數

加權後佔比

落實內部轉職制度

 
為增加員工主動安排與規劃個人職涯的空

間，台積公司致力透明化內部職缺資訊，促

進內部人才流動以實踐適才適所目標，並同

時有效降低整體離職率。民國 107 年，內

部轉職落實比率達 100%，達成當年度目

標，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的比例仍穩

定提升中。

員工離職率

台積公司認為，健康的企業離職率長期而言

應維持在 5% 至 10% 間，民國 107 年台積公

司員工離職率為 4.5%，略低於前述的健康離

職率。此外，為維持公司內部健康的人才流

動，公司持續提供有挑戰性的工作招聘新人。

招募人數雖因公司需求與離職率趨緩而逐漸

下降，新人佔比也逐漸降低，但職缺由內部

填補的比例穩定提升。

6.2%

6.0% 5.2%

5.0% 4.3%

4.2%

4.2%

4.1%

4.5%

4.3%

歷年員工離職率

103
（民國年）

107106105104

單位：%

離職率

自願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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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薪酬與福利制度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台積公司提供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包括本

薪、津貼、員工現金獎金與酬勞，以吸引且

留任最頂尖的人才，並獎勵創造績效與長期

貢獻的員工。員工整體薪酬依公司營運目標

及獲利表現，綜合該員專業知識技能、工作

職掌、績效表現與長期投入程度進行評鑑。

隨公司營收及獲利持續成長，台積公司台灣廠

區民國 103 年至民國 107 年所提供員工整體薪

資福利的費用，由新台幣 814 多億元增加至新

台幣約 1,082 億元，年度人均薪資福利費用則

由新台幣 187 萬元增加至新台幣 222 萬元。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營收再創新高，台積公司

台灣廠區核定的現金獎金及酬勞總額，高達新

台幣約 471 億元。新進碩士畢業工程師的平均

整體薪酬，除了 12 個月本薪、二個月年終獎

金，還加上約 18 個月的現金獎金及酬勞，整

體薪酬約為 32 個月的本薪；直接員工平均整

體薪酬則約為 27 個月的本薪，每月平均收入

為台灣基本工資三倍，員工整體薪酬為台灣半

導體產業中的佼佼者。

13.2%

8.9%
7.9% 7.5%

4.8%

歷年新人比率

103
（民國年）

2323

107106105104

5770 4040 36633686

單位：人數

進用人數

新人比率

54.2%

58.1%

62.2%
63.4%

64.7%

歷年職缺由內部同仁填補比率

103
（民國年）

107106105104

單位：%

註 民國 103 至 106 年數據涵蓋範圍僅包括台積公司台灣廠區

調薪與獎酬

●  台積公司每年透過薪資調查，衡量海內外各營運據點總體經濟指標及薪資

水準進行適當的薪資調整，維持公司整體薪酬的競爭力

●  民國 107 年 4 月，台積公司對於台灣及海外全體同仁進行本薪調整。台灣

地區調薪幅度約為 3% － 5%、大陸地區約為 9% － 10%、其餘地區約為

3% － 5%

●  員工獎酬計畫考量公司財務、營運績效、未來發展及各子公司營運績效，

並連結同仁的工作職責與績效表現，實施方式則視當地業界實務設計短期

或長期的激勵方案

●  台積公司台灣廠區的獎勵方案分兩年實施，其中員工現金獎金採取當年度

每季發放，給予同仁表現適時的獎勵；而員工現金酬勞則於次一年度發放，

以鼓勵同仁長期服務及持續貢獻；海外廠區的獎酬方案設計則視當地市場、

國情，實施年度現金獎金或一至三年的長期激勵獎金計畫

●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員工薪資福利費用包括本薪、津貼、員工現金獎金與

酬勞、退休金及其它福利，總額達 1,082 億 1,494 萬 3,000 元

●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全球員工總體薪酬（不含退休金及福利）的中位數約

為新台幣 158 萬元，總裁與中位數員工總體薪酬比約為 149 比 1。考量各

國薪酬制度之差異，此全球員工薪資中位數採全年度在職人員之當年度實

際支付金額

調薪

類別

獎酬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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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應台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 108 年修

法，規定在台灣的上市公司應揭露企業非擔

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薪資平均數，

及前二者與前一年度的差異。

台積公司台灣廠區於民國 107 年度非擔任主

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為 42,605 人，薪資

平均數為新台幣 200 萬 9 千元；民國 106 年

度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為 40,738

人，薪資平均數為新台幣 197 萬 1 千元。以

上統計方式依台灣證券交易所之規範，扣除

主管（經理人）及符合排除豁免統計人員、

在職未滿一年者以在職天數加權計算、且員

工酬勞採應計基礎故尚未發給的員工酬勞皆

為概估金額。

優於法令的福利制度

激勵員工為公司長期發展全力以赴，台積公

司提供員工超越法定標準的福利制度，含休

假日、保險、退休金、急難救助、結婚生育

禮金、喪儀補助、特約商店折扣等，並於各

廠區設置 24 小時健康中心，配置優於法規的

薪資福利費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103

全球員工薪資福利費用

全球人均員工薪資福利費用

1.87 2.02 2.14 2.222.12

（民國年）

108,215

107106105104

81,434 91,605 104,13099,685

員工家庭飽受水患之苦，台積公司福委會為

此特別設立災損補助辦法，補助 251 位員工

共新台幣 261 萬元的災損補助金，以減緩災

損所帶來的影響，協助員工安心工作。

註 1　詳情請參閱本報告書「職業安全衛生」議題

專業健康管理師與特約臨場服務醫師，配合

合作醫院及新竹生命線等協力夥伴資源，全

方位照顧員工身心健康註 1。

在急難救助方面，民國 107 年 8 月中南部熱

帶低氣壓大雨，造成中南部嚴重災損，不少

優於台灣法令的福利制度及做法註 2

 每年 12 天國定假日

服務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給予三日

每年 30 天半薪之普通傷病假

每年 14 天

自員工報到日起，應為其加保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

依員工數配置 41 人

依不同年齡層而異：

65 歲以上每年執行；40 － 64 歲每三年

執行一次；40 歲以下每五年執行一次

無

●  每年除了 12 天國定假日外，另給予 7 天紀念日休假

●  為照顧服務未滿一年新進同仁的休假需求，每服務滿二個月即給予一日特別休假

●  每年 120 小時給予全薪、120 小時給予半薪之普通傷病假

●  同仁若逢重大事由並經公司規定之權責主管核准者，可申請 90 天之特別事假

●  除了依法為同仁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規劃團體綜合保險，免費提供包括壽險、意外險、醫

療險、癌症險、海外差旅險等保障；此外，也提供優惠費率，由同仁選擇為其眷屬加保團體綜合保險
●  同仁於法定留職停薪期間，亦持續為員工付費加保公司團體綜合保險，延續同仁保障
●  采鈺公司的保險福利與上述稍有不同，包括提供同仁眷屬免費參加公司團體綜合保險、對於法定留

職停薪同仁給予六個月的公司團體綜合保險

●  除了符合法定標準，另外與醫院合作派駐 46 位護理人員共同提供同仁緊急救護與健康管理等服務

●  提供各年齡層每年健檢

●  提供免費心理諮商、法律或財務諮詢服務

休假日

項目 法定標準

特休假

病假

事假

保險

護理人員

健檢

諮商諮詢服務

優於法定標準的做法

註 2 台積公司海外據點亦依據當地法令，設計符合當地的假勤與保險制度。休假制度方面，大陸、北美、歐洲地區皆提供優於法令的天數；保險制度方面，海外地區皆依法令規定及當地國情，規劃

完善的人身及醫療保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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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福利

為使員工安居樂業，台積公司除依各地法令

提供員工育嬰留職停薪的權利，台灣廠區也

設置四所幼兒園，並提供完善的假勤管理制

度，員工除了能夠彈性運用假勤照護子女和

育嬰，當遇有服役、重大傷病等情事需長期

休假時，也可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後再

申請復職，以兼顧個人與家庭照顧的需要。

以育嬰留職停薪為例，台積公司台灣地區民

國 107年共有 545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民國 107 年回任率為 80.2%，當年度育嬰留

停預計復職人數為 566 人，其中，如期或提

前復職人數為 454 人。

台積公司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人數、回任及留任狀況 

民國 107 年留任率方面，指的是育嬰留職停

薪復職後，又在職滿一年之員工。民國 107

年留任率為 81.4%，於民國 106 年復職的

474 位員工中，有 386 位於 106 年確實復職、

且民國 107 年底仍在職，顯見台積公司對於

留停復職員工提供足夠協助，使其能重新適

應工作環境。

此外，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台灣地區 20

至 64 歲人口數約佔台灣同年齡人口比例之

0.28%，然員工新生兒人數達 2,682 人，佔台

灣新生兒數比例 1.5%，是台積公司優質福利

制度的正面成效之一。

116人

90人

77.6%

450人

364人

80.9%

回任率

民國 107年育嬰留職停薪預計
復職人數 

民國 107年育嬰留職停薪預計
復職且當年（或提前）復職人數

80.2%
（454人 /566人）

84人

69人

82.1%

390人

317人

81.3%

留任率

民國 106年育嬰留職停薪確實
復職人數

民國 106年育嬰留職停薪復職，
且於民國 107年底仍在職人數

81.4%
（386人 /474人）

5428人

107人

2.0%

2476人

438人

17.7%

申請率

民國 107年符合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人數

民國 107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人數 

6.9%
（545人 /7,904人）

註 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及采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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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4%

1.3%1.3%
1.2%

台積公司新生兒數

103

2,547 2,726 2,721 2,6822,700

（民國年）

181,601

107106105104

210,383 213,598 193,844208,440

單位：人數

台灣新生兒數

台積公司新生兒數

台積公司新生兒數佔全台灣新生兒數比例

穩固的退休金制度

台積公司為同仁所規畫之退休金制度，包括

依台灣《勞動基準法》訂定之確定福利計畫，

以及依台灣《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海外當地

實務訂定之確定提撥計畫。除依法令規定提

存退休準備金，公司每年亦透過專業的會計

顧問，進行退休準備金的精算，以保障同仁

未來請領退休金的權益，確保足額提撥。

鼓勵員工好的表現 
台積公司透過績效管理、分紅制度、發展制

度、晉升制度，有效提升及肯定員工的表現。

針對卓越技術人才，以雙軌發展制提供更適

切的績效評核及肯定辦法；對於基層員工，

則定期舉辦模範勞工頒獎，邀請同仁及其眷

屬共同參與授獎及餐敘；為感謝資深員工對

公司長期的承諾與貢獻，亦提供年資服務獎

勵及退休致謝。

除上述公司內部鼓勵方式外，我們也積極舉

薦同仁參加外界各項人才選拔，多名同仁於

民國 107 年獲得全國模範勞工、優秀青年工

程師獎及國家傑出經理獎等全國性獎項。

退休金提撥做法與準備狀況

●  台積公司台灣廠區每月按員工薪資總額 2%
提撥員工退休金基金，采鈺公司則是每月

提撥固定金額之員工退休基金

●  台積公司台灣廠區截至民國 107 年底計畫

資產公允價值 40 億 1,127 萬 9,000 元。依

上述相關規定，台積公司於民國 107 年認

列為費用之金額為 2 億 8,186 萬 6,000 元，

對於未來依法需提撥的金額已帳列應計退

休金負債，截至民國 107 年底金額為 96 億

5,140 萬 5,000 元 

●  采鈺公司截至 107 年底舊制勞工退休準備

金專戶餘額為 159 萬 4,760 元

●  台灣地區依《勞動基準法》

之規定，按員工服務年資

及退休前六個月之平均薪

資計算退休金給付

●  退休金提撥金額交由勞工

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以

該委員會名義存入台灣銀

行之專戶

●  台積公司台灣廠區依員工每月薪資 6% 提

撥退休金，全球含各海外子公司所提撥之

退休金於民國 107 年認列為費用之金額為

25 億 6,894 萬 5,000 元

●  台灣地區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規定訂定之員工退

休辦法，提撥退休金至勞

工保險局之個人專戶

●  海外子公司亦就當地員工

每月薪資總額之特定比率

提撥退休金至退休金管理

事業

退休金計畫 台積公司做法 民國 107 年退休金準備狀況

台積公司為特別嘉許基層員工表現，頒發台積模範勞工獎項殊

榮，親友團率眾支持

確定福利計畫

確定提撥計畫

註 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及采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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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敬業度

凝聚認同感

為積極留任敬業度高的優秀人才，台積公

司整合溝通管道、以多元且創新的引導方

式，包括互動網站、微電影、員工自製影

片、會議、演講與內部報導等，不斷強化

公司「誠信正直」、「承諾」、「創新」

及「客戶信任」四大核心價值與經營理念，

深化員工對公司的認同感與並建立雙向承

諾，同時透過公司內外部獎項的頒發，例如 : 

工程師學會的優秀青年工程師獎、勞動部

頒發的全國模範勞工獎，以及台積電內部

透過秘書節、五一勞動節、工程師節等節

慶，舉辦相關活動及報導，以肯定其貢獻。

員工敬業度調查

台積公司核心價值早在張忠謀創辦人創立公司

初期，即已逐步確立為「誠信正直」、「承諾」、

「創新」及「客戶信任」四個項目。民國 107

年 6 月張創辦人退休，新任董事長劉德音與總

裁魏哲家續任後，持續要求全體同仁持續堅持

核心價值，並不斷透過多種管道，例如像會議、

演講、內部報導，與公司主管、員工溝通公司

願景、核心價值與經營理念，強化公司文化，

加強公司與員工之間的雙向承諾。

台積公司自民國 87 年起，以二年一次的頻率進

行員工核心價值意見調查，以了解員工對核心

價值的落實程度與敬業程度。調查涵蓋台積公

司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

京）、北美子公司、加拿大子公司、歐洲子

公司、日本子公司、以及台積電韓國有限會

社，調查之涵蓋率佔台積公司暨子公司總人

數 95%，至於 WaferTech 以及采鈺公司則

因背景不同而未納入。

民國 107 年進行的核心價值員工意見調查結果

與二年前相較，整體平均顯著進步。在員工敬

業度方面，核心價值調查之「承諾」題組的兩

個題目中，可以看出有 98% 同仁表示願意全

心全力投入工作，使公司更好；96% 的同仁

表示願意在未來五年於公司內發揮所長，與公

司一起成長。以上兩個題目的結果皆超越預期

的 95% 目標，顯示公司目前各項政策及推廣

方案成效良好，同仁普遍認同公司核心價值的

落實。

103
（民國年）

4.80

4.70

4.76

46,288 人

4.72

4.80

4.76

4.66

4.72

44,140 人

4.68

4.77

4.70

4.60

4.66

39,798 人

4.63

4.71

107105

96%

93%
91%

87%
90%

89%

誠信正直

承諾

創新

客戶信任

整體平均

回填率

有效樣本率

註　此調查問卷為五分量表　

核心價值員工意見調查結果

（民國年）

「我願意全心全力投入工作，使公司更好。」所佔

比例回答同意及非常同意的比率

「未來五年，我願意在公司內發揮所長，與公司一

起成長。」

註 1 核心價值員工意見調查之問卷填答採用五點量表，最高為 5
分，表示非常同意；最低為 1 分。答題人數當中，員工回答

4 分（同意）及 5 分（非常同意）的人數為 40,511 人，佔

總答題人數 41,390 的 98%
註 2 核心價值員工意見調查之問卷填答採用五點量表，最高為 5

分，表示非常同意；最低為 1 分。答題人數當中，員工回答

4 分（同意）及 5 分（非常同意）的人數為 39,875 人，佔

總答題人數 41,390 的 96%

核心價值員工意見調查結果
—「承諾題組」

103 107105

97%

95%

97%

95%

98% 註 1

96% 註 2

滿分（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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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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目標
民國108年

● 因應組織需求所規劃的學習發展

專案，植入自主學習機制的比率

不低於 50%
● 訓練晶圓十八廠人員具備所需技

能，使該廠第一期廠房能依照計

畫於民國 108 年順利裝機，並為

民國 109 年進入量產做好準備

●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或填補的比

率不低於 50%
●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的比率為 64.7%
 ☉目標：64%

● 55% 的組織學習發展專案，植入自主學習機制

 ☉目標：不低於 50%
● 訓練晶圓十六廠（南京廠）人員具備所需技能，

順利於民國 107 年 10 月量產，創下建廠最快、上

線最快紀錄

 ☉目標：持續支援新廠人員訓練，以達成建廠、

裝機或量產等任務
● 協助晶圓十八廠人員完成訓練與團隊建立，從而

提早一個季度調度人員，啟動建廠任務

 ☉目標：持續支援新廠人員訓練，以達成建廠、

裝機或量產等任務

●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的比率不低

於 50%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因應組織需求所規劃的學習發展專

案，植入自主學習機制的比率不低於

50%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持續支援研發與新廠人員訓練，以提

升人員技術能力，達成技術開發或量

產等任務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著重員工在職訓練，並搭配有系統的職務

輪調，培養未來人才

鼓勵職務輪調

提供多元學習資源和管道，鼓勵員工自主

學習，以提升個人績效及潛能

促動自主學習

人才發展
註

註 人才發展策略變動說明 :
 台積公司所有的人力資源作為不但要確保落實

台積公司「核心價值」及「企業經營理念」，

更要精益求精、與時俱進。在民國 107 年，除

了持續經營各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1）人才

吸引與留任、（2）人才發展、（3）人權等三

項重大議題外，更進一步根據內外環境變化，

重新訂定以民國 114 年為目標年之「永續發展

目標」，對其中「策略」及「年度目標」也做

了相對應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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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人才發展

鼓勵職務輪調與促動自主學習是台積公司人

才發展的重要策略。在鼓勵職務輪調方面，

台積公司積極落實在職訓練（On-the-Job 

Training）與認證制度，讓員工在實際工作場

企業文化傳承

致力提升全體員工對核心價值的認同與實踐，使核心價值隨著公司規模擴增而持續堅實

管理素養提升

強化各階層主管的管理素養，以激勵員工持續投入與承諾

人才實力養成

因應外部人才取得的困難度增加，積極強化內部人員的培養及發展，以確保高素質

的人才實力
系統資源強化

鼓勵員工運用多元的學習管道與方式自主學習，同時強化

學習管理系統，落實知識共享與傳承

雙軌發展

建立完整的人員發展架構，強化人力資源相關制度的配套措施，提供員工適才適所的發展環境

人才流動

落實內部職缺透明化，並尊重員工轉職意願，讓員工能配合組織發展，安排與規劃個

人職涯機會，同時促進內部人才流動

晉升指標

將人員「潛能」列為重要的晉升評核項目

協助組織與員工快速成

長，以適應環境變動與滿

足組織成長需求

開發員工潛能，創造能讓

員工不斷成長的工作環境

學習發展

方向

人員發展

方向

人才發展方向

域學習並精進工作效能。除了有系統地規劃

職務輪調以培養未來人才外，台積公司亦鼓

勵員工配合組織發展，安排與規劃個人職涯

機會，達到促進內部人才流動的目的，讓員

工發揮所長並持續成長。

促動自主學習方面，台積公司鼓勵員工依照

公司成長方向、組織需求以及個人績效要求，

從事不限時間、場域、形式的多元學習活動，

持續精進工作效能，同時匯聚更多讓公司成

長、讓社會向上提升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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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與平等的學習發展機會

有鑑於公司成長與員工學習發展關係緊密，

台積公司以「有目標、有計畫、有紀律」三

大關鍵成功要素規劃員工的學習發展，致力

營造多元、平等、持續且內容豐富的學習環

境，並訂定「台積電員工訓練暨進修辦法」

整合內外部資源，以培養並提升員工能力，

協助員工與公司一同成長。

台積公司員工依照個人工作所需、績效評核

結果，與職涯發展需要，訂立「個人發展計

畫」，這是公司年度訓練計畫的依據之一。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舉辦的訓練或學習發

展活動，總時數逾 54 萬小時，共計逾 55 萬

人次完成訓練，平均每位員工的訓練時數超

過 11 小時，總訓練費用逾新台幣 8,300 萬

元。

歷年訓練指標

訓練總時數

完訓總人次

（民國年）

107105103 104 106

536,493

780,546
623,711 639,852

540,408

884,174

527,553
450,756

549,376 551,752

92 93 94 95 93

1,121 1,198 1,257
1,629 1,694

註 1 因訓練成效統計系統設計的緣故，平均分數數據並不包含北美地區

註 2 2017 CSR Report 此項指標為講師新認證人數，2018 CSR Report 調整為認證內部講師總人數

平均訓練時數

（民國年）

107105103 104 106

單位：小時

15.1
5.7

5.4
16.9

5.9

7.4
15.3

9.2

10.9
23.2
16.3

10.6
25.8
14.2

12.1

主管

間接人員

直接人員

認證內部講師總人數

課程滿意度評估分數

為確認訓練有效性，台積公司以美國學者

Donald L. Kirkpatrick 所提出的反應、學習、

行為、結果等四個評估層次做驗證。民國

107 年，所有公開課程均做到反應評估，其

滿意度分數平均達 93 分；2,805 門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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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7年學習發展重點項目

卓越品質訓練方案

強化員工對技術精進與品質管理的正確心態

      78.8% 參訓員工佔全職員工比例

有效強化不同階層員工追求技術精

進與卓越品質的心態，除了提升員

工追求品質的意識，也落實「技術

掛帥、品質第一、客戶為尊」的信

念，深化台積在客戶心中卓越品質

的形象

     9.3% 參訓員工佔全職員工比例

有效強化第一線主管溝通、情緒領

導、人員異常管理、人員敏感度等

能力，進而降低人員管理與處理員

工問題的風險

第一線主管人員管理能力再精進方案

精實第一線主管執行管理職責所需的人員管

理能力

     4.8% 參訓員工佔全職員工比例

人員快速具備所需技能，從而使晶圓

十六廠順利於民國 107 年 10 月量產，

創下建廠最快、上線最快紀錄

著重技術紮根、團隊合作與有效管理

三主軸，協助晶圓十八廠人員完成訓

練與團隊建立，提早一個季度調度人

員，啟動建廠任務

新廠人員訓練

執行晶圓十六廠及十八廠人員訓練，使組織與

人員能順利達成新廠任務

項
目

執
行
成
效

做到學習評估，共計有 452,435 人次完成訓

練並通過學習評估；18% 的公開課程與客製

化訓練方案做到行為評估；各組織自行舉辦

的在職訓練，則大多達到學習或行為層次的

評估，而結果評估則內建於員工績效管理與

發展制度中。

至於展現訓練成果最鮮明的兩個例子，其一

就是針對台灣、上海、南京等晶圓廠區共計

超過 37,051 位員工，實施卓越品質訓練方

案，強化不同階層員工追求技術精進與卓越

品質的心態，深化台積公司在客戶心中卓

越品質的形象，進而讓公司整體營收成長

5.5%，正式突破一兆元新台幣。其二就是我

們移植台灣母廠經驗，協助晶圓十六廠（南

京廠）建構訓練藍圖，使廠區能夠接續新

進人員職前訓練後，落實各部門在職訓練，

讓人員具備執行任務所需技能，順利於民國

107 年 10 月量產，創下台積建廠最快、上線

最快紀錄。

除了依年度訓練計畫實施的學習發展項目之

外，台積公司亦因應組織特定的訓練或發展

需求，規劃年度學習發展重點項目。民國

107 年前三大學習發展重點項目分別為：卓

越品質訓練方案、第一線主管人員管理能力

再精進方案，以及支應新廠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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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總裁魏哲家期許台積電每位員

工，「把品質當成是對自我的要求，要

對得起自我的榮譽與責任」，以提供最

好的晶圓製造服務，成為受客戶信賴的

技術及產能提供者。為滿足客戶需求及

台積公司對自己的期許，人力資源組織

協同營運組織以及品質暨可靠性組織，

針對台灣、上海、南京等晶圓廠區共計

超過 37,051 位員工，實施卓越「卓越品

質訓練方案」，透過宣導觀念、傳遞心

態、解析案例、與提示改善手法，強化

不同訓練對象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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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台積在客

戶心中卓越品質的形象。

卓越品質訓練方案，深化
台積公司在客戶心中卓越
品質的形象

卓越品質訓練方案

卓越品質宣講

      部經理級（含）以上主管

參訓人數：1,739人 

        （完成率 100%）

反應評估：98分

學習評估：無

參訓人數：2,292人 

        （完成率 99.9%）

反應評估：91分

學習評估：100% 通過認證測驗

參訓人數：17,499人 

        （完成率 99.9%）

反應評估：87分

學習評估：100% 通過認證測驗

參訓人數：15,521人 

        （完成率 99.4%）

反應評估：89分

學習評估：100% 通過認證測驗

     經 / 副理級主管

卓越品質：品質轉型
    主管篇

     非主管職間接員工

卓越品質：品質轉型
    間接員工篇

     直接員工

卓越品質：品質轉型
    直接員工篇

行為評估：公司內部持續改善（CIT）結案件數達 2,196 件，較民國 106 年成長 8.7%

結果評估：提案系統公證效益逾新台幣 100 億元；深化台積公司在客戶心中卓越品質的形象，進而讓公司整體營收成長 5.5%，正式

突破一兆元台幣

訓練目的：強化不同階層員工追求技術精進與卓越品質的心態，並增進對實務的理解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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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人員發展架構與職務輪調制度

台積公司提供員工完整的人員發展架構以積

極留才，藉由強化「雙軌制」讓員工依個人

特質與專長，在管理、技術或專業領域良好

發展；同時，我們秉持內部職缺透明化、尊

重員工轉職意願的兩大原則，鼓勵員工配合

組織發展規劃個人職涯，並設置配合人員發

展架構的晉升制度，以發展潛能作為重要的

晉升評核項目，由主管透過晉升程序之引導

手冊與相關輔助工具進行晉升潛力評估。

民國 107 年，原任共同執行長的現任董事長

劉德音及總裁魏哲家上任後，拔擢兩位副總

經理，並指派八位經營團隊成員分別輪調至

不同的職務領域或擴大職掌範圍，變動比例

達 52%，為共 23 人的經營團隊注入活水，

人員發展重點

雙軌發展制
建立多元與完整的人員發展架構，強化人力資源

相關制度之配套，提供員工適才適所之發展環境

明確定義管理職與技術專業職差異，

並導入績效評核與發展程序

針對管理與技術與專業職主管，提供

不同訓練課程

定期遴選台積科技院院士及委員，藉

以鼓勵技術職同仁之職涯發展

轉職辦法中明訂內部職缺透明化、轉

職生效之原則與相關管理配套，透過

溝通協助主管了解並落實規定

共計八位副總經理輪調職務或擴大工

作執掌，對促進內部人才流動起示範

作用

主管人員與非主管職間接人員，分別

有 32.0% 與 29.9％因組織需求、個人

發展而輪調、轉職

人員流動性
以尊重員工轉職意願為原則，鼓勵員工主動安

排與規劃個人職涯，同時促進內部人才流動

定義人員「潛能」的內涵與評估方式，

並將此作為晉升評核項目

建立晉升程序之引導手冊與相關輔助

工具，並協助主管進行晉升潛力評估

晉升指標－人員潛能
強調人員發展潛力在晉升指標之重要性，提高

晉升決策品質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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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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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組織良性循環，達到人才發展與養成領

導梯隊的目的。

除了經營團隊外，主管人員、非主管職間接

人員，亦分別有 32.0% 與 29.9％配合組織

或個人發展而轉職、輪調，民國 107 年，

由員工轉職或晉升填補內部職缺的比率為

64.7%，相較於前一年成長了 1.3 個百分點，

顯示台積公司對內部人才流動、發展全方位

領導人才的重視。未來我們也將持續強化雙

軌發展制、落實內部轉職管理，維持 50% 以

上的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或晉升填補，以兼

顧組織與個人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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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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註

● 遵循各地法規要求

－無任何重大 ( 罰金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 ) 違法情事

● 落實《台積公司人權政策》以及

RBA 標準

－ 台灣地區各事業場所中，將有

一個事業場所需改選其勞資會

議勞方代表，同樣會以電子投

票方式為之

● 除完全落實 RBA 標準外，台灣地區有二個事業場

所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任期屆滿，並首次以電子

投票方式進行改選

● 遵循各地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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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落實《台積公司人權政策》以及 RBA

標準

－ 為強化「集體協商」機制，台灣地

區各事業場所 ( 包括：台灣地區所

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采鈺公司 )

需改選其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時，皆

以電子投票方式為之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藉由客戶及外部稽核進行檢驗

依照 UN Guiding 
Principles Reporting 

Framework 揭露發展狀況

註 人權策略變動說明 :
 台積公司所有的人力資源作為不但要確保落實

台積公司「核心價值」及「企業經營理念」，

更要精益求精、與時俱進。在民國 107 年，除

了持續經營各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 (1) 人才吸

引與留任、(2) 人才發展、(3) 人權等三項重大

議題外，更進一步根據內外環境變化，重新訂

定以民國114年為目標年之「永續發展目標」，

對其中「策略」及「年度目標」也做了相對應

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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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政策與作為

台積公司一向注重人權，並從承諾的角度提

供員工人權保障。為了確保人權政策落實在

公司的每個角落，我們於民國 105 年推出台

積公司人權政策，保障對象包括員工、契約

人員及實習生等。為將影響力擴及供應商，

民國 107 年我們進一步修改人權政策。

《台積公司人權政策》

台積公司恪守全球各營運據點所在地法規，

依循《國際人權法典》、《國際勞工組織－

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聯合國全球

盟約十項原則》等國際公認之人權標準，並

採取與《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一致的

行動，有尊嚴地對待及尊重所有員工、契約

及臨時人員、實習生等。我們也訂定《台

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供應商遵

循同一標準。

台積公司注重產業與供應鏈的正向循環，持

續將影響力範圍擴及供應商，期能使半導體

供應鏈朝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建構勞工有

尊嚴、企業營運有道德且安全優先的職場環

境。為此，台積公司要求關鍵供應商之台灣

廠區需完成 RBA 標準的第三方稽核。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與第一階供應商合作完成簽

署《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以確保供

應商重視對人權與環境的承諾，並持續改善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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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關注事項與做法

杜絕不法歧視以確
保工作機會均等

 ● 恪遵當地政府勞動法令、國際規範及「台

積公司人權政策」，落實內部相關法規

 ● 推動並落實內控程序，於「台積電應徵人

員面談內控作業流程」中揭示不歧視的原

則，不因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

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

婚姻、懷孕、容貌、五官、身心障礙予以歧視

 ● 依照內控檢核發現，進行必要調整

 ● 台積公司對用人主管提供的「選才基礎」

訓練課程中，包含對應徵者不歧視

 ● 台積公司在內部的面談通知中，會特別提

醒面談者不應涉於面談中詢問與工作無關

之應徵者的個人資訊

 ● 自招募流程開始，台積公司即會依內控程

序，杜絕不法歧視，在台積公司的履歷填

寫系統上，亦不會請應徵者提供與工作無

關之個人資訊

 ● 台積公司無此疑慮

 ● 台積公司無此疑慮

 ● 台積公司官網的「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

系統」提供外部人員進行舉報或申訴

台積公司自招募開始，便依法進行聘僱流程，杜絕

不法歧視問題（高風險０人）

目標與作為

風險評估

減緩措施

如何補救

申訴管道

提供安全與健康
的工作環境

 ● 落實職業疾病預防，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 立即移離原工作

 ● 提供充分的醫療協助

 ● 依法給予假勤與薪資補償

 ● 預防再發

 ● 職業病調查委員會

 ● 記錄是否有因化學品暴露造成的職業

疾病

 ● 非法規強制之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呈

現公司協助員工促進健康的成效

 ● 由副總級高階主管主持員工健康管理

專案季會，帶領企業環保安全衛生

處、各廠廠長、工安環保部、法務及

人力資源、員工健康促進管理等相關

部門針對化學性、物理性、人因性、

生物性、社會心理性等職業疾病五大

危害因子進行管制

 ● 配置優於法規的護理人員提供 24 小

時包含特殊保護、健康照護、健康促

進與員工協助等全方位管理方案

全體員工 （高風險０人）

目標與作為

風險評估

減緩措施

如何補救

申訴管道

禁用童工

 ● 特依據「台積公司人權政

策」修訂「台積電應徵人員

面談內控作業流程」並據以

施行，台積公司僅接受年滿

18 歲之應徵者前來應徵，並

對獲聘員工進行查驗，雙重

把關以確保無所疏漏

 ● 台積公司無此疑慮

 ● 台積公司官網的「違反從業

道德行為舉報系統」提供外

部人員進行舉報或申訴

 ● 應徵者須提供相關身分證明

文件（例如身分證、駕照、

健保卡、學歷證明等）予本

公司以確認已年滿 18 歲

 ● 台積公司無此疑慮

台積公司自招募開始，便依法進行聘僱

流程，杜絕童工聘用問題（高風險０人）

目標與作為

風險評估

減緩措施

如何補救

申訴管道

禁止強迫勞動

 ● 恪遵當地政府勞動法令、國

際規範及「台積公司人權政

策」，不強制或脅迫任何無

意願之人員進行勞務行為

 ● 於工作規則內明定，若有加

班之需求需取得員工同意，

並於事後提供加班費或補休

 ● 若查有強迫勞動之實，則與

主管進行必要之改善措施，

並返還員工應有之權利

 ● 公司備有員工意見箱、申訴

直通車等暢通的申訴管道及

定期溝通會讓員工可隨時反

映問題

 ● 除了內部系統控管工時外，

亦透過公司廣設之申訴管道

及廠區溝通會宣導與檢視

 ● 於出勤系統及申報加班系統

中設置提醒功能，逐月進行

廠區工時檢視及控管

全體員工（高風險０人）

目標與作為

風險評估

減緩措施

如何補救

申訴管道

協助員工維持身心健
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 提供多元化活動，如：藝文類、

運動類、家庭參與及親子互動，

亦透過社團參與來拓展同仁的人

際互動，豐富「工作生活平衡」

理念

 ● 辦理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協助

同仁解決子女托育問題、提供同

仁子女教育諮詢及服務，讓同仁

安心工作無後顧之憂

 ● 活動後發問卷做為日後改善依據

 ● 提前抽籤作業讓同仁有足夠時間

找尋適合的優良幼兒園

 ● 公司備有員工意見箱、申訴直通

車等暢通的申訴管道及定期溝通

會讓員工可隨時反映問題

 ● 公司備有員工意見箱、申訴直通

車等暢通的申訴管道及定期溝通

會讓員工可隨時反映問題

 ● 檢視參與率

 ● 托兒設施中籤率

 ● 與福委會委員及廠區組織活動窗

口合作協助宣傳鼓勵參與

全體員工 / 有需求之員工（高風

險０人）

目標與作為

風險評估

減緩措施

如何補救

申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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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風險減緩措施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針對員工實施的人權

保障相關訓練，總時數為 57,885 小時，共

計 43,923 位員工（75,903 人次）完成訓練，

佔全體員工總人數的 90%。未來，我們將持

續關注人權保障議題、推動相關教育訓練，

以提高人權保障意識，降低相關風險發生的

可能性。

人權保障訓練做法

78,651

67,712

55,913

68,624

57,885

人權保障訓練參與人次與時數

103
（民國年）

75,903

107106105104

21,116 18,938 61,04716,372

參加人次

訓練時數 （小時）

註 民國 103 － 105 年不含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員工溝通

台積公司重視員工的意見與權益，建構多項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其中許多管道由人力資

源組織最高主管負責把關，以快速且保密的

方式進行處理，致力提供主管與同仁、及同

儕間開放透明的溝通環境。同時，台積公司

尊重同仁集體協商和參加和平集會的權利，

因此，台積公司依法定期舉辦勞資會議，向

處理委員會三件、員工申訴直通車 106 件、

員工意見箱 589 件，以及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2,956 件，所有申報案件皆已由執掌單位進一

步處理，相關溝通管道則公開於公司內網首

頁供員工查詢使用，我們也針對新進人員安

排課程介紹說明，確保同仁知悉。

員工報告企業營運概況，並邀請員工參與勞

動條件與勞工福利等議題討論。為使勞資雙

方溝通更為順暢，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首

度在中科廠區以電子投票方式進行勞方代表

選舉，開放同仁報名參選，並進行投票選出

勞方代表共計十名，擴大員工參與。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內部溝通管道共收到

3,654 件員工意見與申訴案，包括性騷擾申訴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中提供相關法規遵循宣導

內容包含禁止強迫勞動、禁止童工、反歧視、反騷擾、工時管理，以及保障人道待遇等

提供性騷擾防治線上課程

了解性騷擾的概念、性騷擾預防，以及公司對性騷擾事件的處理辦法

實施預防職場霸凌宣導
協助員工了解什麼是職場霸凌，知道如何避免霸凌行為，以共同營造一個樂於溝通、開放管理的友善

工作環境

提供完整的職業安全系列訓練

針對不同類別員工在工作場域會遇到的情況，提供不同的安全訓練，如消防訓練、緊急應變訓練、急救人員訓練、一

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廠區安全訓練、新晉升主管安全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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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7
7

5
5

7
3

3
3

所有管道之申報案件皆有相對應的單位處

理，其中，性騷擾申訴及員工申訴直通車，

有專責的小組與委員進行案件調查與審理；

員工意見箱則依照問題內容交由負責單位協

助處理，並與同仁溝通對應之做法與結果，

以上溝通管道皆公開於公司內網首頁，也針

對所有新進人員亦有安排課程介紹及說明，

確保同仁詳知上述管道。

台積公司多年來內部溝通順暢，員工關係向來

和諧，因此，雖然公司一直尊重員工擁有自由

結社之權利，截至目前並無員工出面組織工會。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註 「113 關懷專線」和「傳簡訊 碼ㄝ通」的申訴意見，將會由專人接洽並轉入合適的意見反應管道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廠區內各項議題

負責人：各廠廠長

生活與工作問題 
負責人：人力資源組織副總

傳簡訊 碼ㄝ通

公司內各項議題

負責人：人力資源組織副總

員工意見箱

性騷擾問題

負責人：法務處副處長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生活與工作問題

負責人：人力資源組織副總

113關懷專線

重大管理缺失、職場暴力及財務稽核問題

負責人：資深處長

員工申訴直通車

103
（民國年）

107104 105 106

內部溝通收到數量總計（件）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員工意見箱

員工申訴直通車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舉報件數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調查成立件數

註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

歷年內部溝通管道申報件數

台積公司內部溝通架構

全體員工
董事會及

管理階層

面對面溝通

● 董事長 / 總裁溝通會
● 勞資會議
● 各組織溝通會
● 各單位活動

● 員工申訴直通車
● 內部審計委員會
● 性騷擾申訴處理

委員會

● 員工意見箱
● 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員工意見反映管道

員工網站

員工意見調查

人力資源服務團隊

溝通會議

e晶園 網站

人力資源組織

系統 / 委員會

主席

各層級主管

公告

公司性活動

540

39

589

60

712

80

645

79

589

106

6,425

5,842
4,937

4,317

4,653

3,856

4,363

3,632

3,654

2,956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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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電子投票，擴大員工參與勞資會議

近年來勞權意識抬頭，社會賦予勞資關係更多期待。為讓勞資雙方溝通更為順暢、及勞資關係和諧，台積公司採行電子投票方

式，改選各廠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目的是為了善用資訊科技帶來的便利、擴大員工參與的機會，也讓同仁更了解勞資會議的

目的與運作方式。

「電子投票」除了使得投票更為快速便利，更克服不同班別的限制，讓分屬不同上班時段的輪班員工，都能有效率地參與勞方

代表選舉。此外，台積公司每季皆召開各廠級與公司層級勞資會議，民國 107 年召開 60 餘場的會議，凝聚勞資雙方共識，促

進公司內部雙向溝通，營造友善的職場環境，使勞資雙方的合作關係更加和諧緊密。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勞資會議召開場次

廠級勞資會議60場

台積公司 12 個廠別，每廠每季召開 1 次，因應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勞基法修訂實施，額外召開 1 次臨時性會議，故 107 年各廠

皆召開 5 次勞資會議，共 60 場

公司層級勞資會議5場

由各廠勞資會議代表選派一位公司代表及一位員工代表參加，每

季召開 1 次，另因應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勞基法修訂實施，額外

召開 1 次臨時性會議，故 107 年共召開 5 場公司層級勞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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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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目標
民國108年

●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疾病維持 0 件
● 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 ≧ 53%

● 輔導並稽核高風險作業供應商工

廠之安全衛生完成率 100%
● 輔導 50% 高風險作業承攬商導

入 ISO 45001 認證

● 事件發生千人率 < 0.20
● 失能傷害 < 0.45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頻率 < 0.30
● 失能傷害嚴重率 < 6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嚴重率 < 3.10

職業安全衛生

● 失能傷害頻率 0.91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頻率 0.48 註 3

☉ 目標：失能傷害頻率 < 0.45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頻率 < 0.3

● 失能傷害嚴重率 13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嚴重率 7 註 3

☉ 目標：失能傷害嚴重率 < 6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嚴重率 < 3.1

● 輔導並稽核高風險作業供應商工廠之安全衛

生完成率 100%
☉ 目標：30%

● 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 52.7%
☉ 目標：≥ 52%

● 事件發生千人率 < 0.18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失能傷害頻率 < 0.41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頻率 < 0.27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失能傷害嚴重率 < 6
工作相關失能傷害嚴重率 < 3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化學暴露造成的職業疾病維持

0 件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健康方案自主參與率 ≧ 54%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 輔導並稽核高風險作業供應商 註 1 工廠

之安全衛生完成率 100%
☉目標年：民國 109 年

● 輔導高風險作業承攬商 註 2 取得 ISO
45001 認證，通過認證率 100%
☉目標年：民國 114 年

註 1 高風險作業供應商為前一年度稽核分

數低於 70 分之供應商，以及該年度專

案輔導的廠商，如零件清洗廠商

註 2 高風險作業承攬商為執行局限空間、動

火及氣體 / 化學品管路切斷等作業的

承攬商

註 3 主要公傷型態為跌倒、衝撞／被撞造

成骨折、腳踝扭傷等現象，需較長時

間休養，導致損失天數大增

與外界攜手合作，建立產業鏈安全的工作

環境

推動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管控安全風

險，建構本質安全的工作環境

推動安全文化

落實職業疾病預防，促進員工全方位健康

全方位健康管理

內外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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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安衛控管，建構最佳健康職場

台積公司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控，建立權責分工的執行組織，因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對台積公司的要求與期許，民國 107 年除持續精進既有的

安全文化推廣、風險管理措施外，更投入心力進一步強化職業疾病預防，朝建構最佳健康職場的目標邁進。

台積公司安全衛生執行組織

政府單位、半導體

協會、SEMI組織
透過產官學合作 , 攜手提升

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
以全公司的角度，制定環安衛發

展藍圖、管理規章及相關標準管

理程序

供應商、承攬商
藉由輔導合作，共同提昇安

全衛生績效

● 制定政策、目標與方案

● 主導並引入新技術、管理程序

● 稽核廠區安全衛生績效

● 召開公司級安全衛生委員會

● 與外部利害關係者溝通公司性安

全衛生議題

● 對供應商提出環安衛管理要求，

建置永續供應鏈

● 主導職業疾病調查委員會，落實

公司級職業疾病預防

● 健康照護               ● 員工協助

● 健康促進               ● 職業疾病預警

● 工作場所健康風險鑑別

● 化學品暴露評估管控

● 噪音、輻射防護

● 人因工程管理

● 召開廠級安全衛生委員會

● 承攬商管理

● 主導廠級職業疾病預防

內部落實安全衛生管控 與外界攜手合作，共同降低職場安全衛生風險

全公司各單位
配合安全衛生相關活動執行

健康促進管理課
負責健康促進相關業務推行

廠區工安環保部
負責安全衛生相關業務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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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深信，建立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是

推動健康職場的第一步，除了整合公司內部

資源以推動安全文化，並根據權責分工管制

安全風險。

安全衛生執行項目 
遵循台積公司安全衛生政策，執行下列作為，

並以安全衛生績效指標（Safety Performance 

Index, SPI）追蹤執行成效，期能落實安全文

化、管控風險。

推動安全文化

法規
鑑別

標準化
管理程序

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承攬商
管理

職業災害
預防

緊急應變
落實度
查核

化學品
管理

變更
管理

危害
辨識

法規鑑別

●    定期鑑別法規，追蹤所有廠區法規遵循狀況，共六項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變更

●    建置台積電（南京）法律風險查核檢核表，鑑別大陸中央到南京市地方各區行政法規，共 520
項法令文件

標準化管理程序

●     標準化安全衛生管理程序共 54 份文件，每年定期檢視

●    因應「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將以「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取代，

相關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全面完成教育訓練，預計民國 108 年各廠完成認證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推行員工與承攬商安全衛生訓練，以符合安全衛生法令與緊急應變需求

●    邀請學術界職業衛生領域專長教授對職業衛生管理人員進行共 160 人次專業訓練，強化職業病

預防

危害辨識 ●    針對作業環境、作業型態進行安全衛生危害辨識，共完成 5,079 件

變更管理 ●     完成 4,780 件變更管理，0 件因變更管理造成的虛驚事件

化學品管理 ●     評估引入 266 種新化學品，0 件虛驚事件

承攬商管理 ●    承攬商於廠內共執行 12,443 件高風險作業，0 件虛驚事件

落實度查核 ●     內部稽核共提出 1,212 件建議改善事項，各建議事項皆依規範時間內完成改善

緊急應變 ●     為強化地震應變程序，修改年度緊急應變演練之規格為六級以上地震，推動複合型緊急應變

職業災害預防 ●    新增員工受傷分析調查會議，並將相關改善作為水平展開至各廠，期能降低職業災害案件數

SPI
指標項目

執行
作為

台灣
廠區

海外
廠區 采鈺

註 1  涵蓋範圍為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註 2  因應各地法規差異，民國 108 年將建置一個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的法規鑑別平台 
註 3  民國 107 年教育訓練成果（民國 107 年重新定義課程範疇與統計邏輯）

註 1

註 3

註 2

民國 107年安全衛生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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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績效指標 
台積公司的安全衛生績效指標（SPI）採「四

級燈號管理」，含主動及被動指標。主動指

標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安全衛生活動，被動

指標則涵蓋缺失數、虛驚事件數等。民國

107 年，藍燈燈號出現比例由去年 94% 降至

89.4%。下降主因為今年的虛驚事件數由去年

六件增至十件，其中六件為火警預警系統啟

動，二件氣體警報，二件人員受傷。藉由分

析虛驚事件發生原因，已改善的安全衛生管

理重點如下：

● 降低火警預警系統啟動：除一件為烤箱插

頭經常性插拔導致短路，啟動火警預警系

統外，其餘五件皆為廠務設備模鑄式變壓

器導致，故組成專家團隊提出改善。

● 降低氣體警報：機台設計、材質選用需符

合本質安全設計，將標準化規定納入採購

規範中。

● 降低人員受傷：強化人員機台檢查、維護

保養標準化作業程序。

● 將事件數列入目標管理，期能達到事件千

人率小於 0.2 的目標。

安全績效指標項目

主動指標 被動指標

●   廠區內部安全變更管理件數 ●   虛驚事件件數

●   安全衛生執行方案件數 ●   安全衛生自評缺失件數

●   安全衛生訓練完成率 ●   法規鑑別執行完成率

●   安全衛生促進活動件數 ●   安全衛生內外稽核缺失數

●   承攬商管理（涵蓋缺失樹、異常通報

件數、提案改善件數）

●   與工作場所相關的職業災害改善措施 ●   與工作相關的職業災害件數

●   主動分享安全衛生改善專案，且此改善

可同步運用於其他廠區

107年
（含之前）版本

預定 108年
新增項目

四級燈號示意圖

安全績效指標 績效 示意圖

SPI ≧ 95 優

85 ≦ SPI < 95 佳

70 ≦ SPI < 85 警示

SPI < 70 警告

藍 綠 黃 紅

3.5
95.1

1.4
0

103（民國年）

5.0
89.4

5.6
0

107

3.0
94

3.0
0

106

安全績效指標圖

4.8
91.1

4.1
0

105

4.1
92.5

3.4
0

104

單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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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鑄式變壓器存在的風險及因應做法

模鑄式變壓器廣泛使用於台積公司電力系統，若發生故

障將導致廠內設備停電，甚至造成生產損失。民國 107

年發生五件模鑄式變壓器的火警系統預警啟動，發生主

因源於變壓器本身存在的風險。為了從根本解決，台積

公司廠務電力系統專家主動與台灣科技大學、製造原

廠合作檢視，推估變壓器的不同故障模式，制定改善

措施，達到製造商與使用者的雙贏。

模鑄式變壓器異常改善專案

明確定義各項電力系統保養年限，

並依各級保養年限排程至年度歲修

分期完成

與台科大專家合作開發新型定期檢

測零死角工具，可深入盤體各角落

零死角檢測

最佳化模鑄變壓器組裝施工工法，

改用低破壞性的塑料手工具、更換

漆料濾心等，並要求施工人員定期

通過品質訓練，提高施工品質意識

外部

內部

模鑄式變壓器本身存在的風險 台積公司改善措施

零件存在不定期故障風險

無預警機制，嚴重造成生產中斷

生產製造過程即產生瑕疵，故障率高！

！

！ 標準化定期保養

開發檢測零死角的新技術

與原廠技術交流合作

103 104 105 106 107（民國年）

歷年事件類別分析

單位 : 事件類別數／員工千人率

0.062
0.062

0.142
0.028

0.030
0.030

0.042
0.126

0.042
0.028
0.028

0.166

氣體洩漏 火警預警系統啟動

化學品洩漏人員受傷

歷年事件數

民國年 103 104 105 106 107

事件數 3 6 8 6 10

事件數／人數 0.074 0.133 0.170 0.123 0.211

註  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及 WaferTech、
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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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110.92 101.12 11
0.4 70.3 70.79 14

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職業災害統計係依勞動部及 GRI Standard 所

公布之重要失能傷害統計指標計算，以失能

傷害頻率（FR）、失能傷害嚴重率（SR）為

主要數據，且不含廠外交通意外事故。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發生 83 件職業災害件數，

損失工作日數達 1,244 天。

總工時

（小時）
52,379,580 34,144,666 86,524,246

傷害件數 21 28 49

損失日數 367 367 734

總工時

（小時）
55,971,403 34,866,134 90,837,537 

傷害件數 44 39 83

損失日數 828 416 1244

總工時

（小時）
50,557,053 31,558,154 82,115,207

傷害件數 15 29 44

損失日數 330 314 644

男 男男女 女女總計 總計總計

105年 107年106年

註   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及 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註 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

及 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註 數據範圍涵蓋台灣廠區（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

及 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總工時、損害件數及損失日數

失能傷害頻率依性別區分 失能傷害嚴重率依性別區分

105105 106106 107107

男 男女 女

（民國年）（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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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7年 FR／ SR依公傷型態發生比例區分

失能傷害頻率依公傷類型區別 失能傷害嚴重度依公傷類型區別

運動傷害 3% 運動傷害 1%被切 / 割 / 擦 / 刺傷 3% 被切 / 割 / 擦 / 刺傷 4%

跌倒

跌倒

衝撞 / 被撞

衝撞 / 被撞

人因傷害

人因傷害
被捲、被夾

被捲、被夾

其他

其他
44% 49%

20%
21%

12%

9%
14%

9% 7%
4%

今年度失能傷害頻率及失能傷害嚴重率無法

達標，主要是員工受傷案件增加，且失能傷

害頻率女生高於男生，但受傷後的失能傷害

嚴重度男生高於女生。分析主要公傷型態，

不論男生或女生皆為跌倒、衝撞／被撞造成

骨折、腳踝扭傷等現象，需較長時間休養，

導致損失天數大增。檢視 SPI 指標項目，民

國 107 年受傷件數及嚴重度均較民國 106 年

增加，因此將於民國 108 年修正 SPI 績效指

標，鼓勵同仁主動提出改善預防措施。

跌倒及衝撞／被撞改善作為

增加海報宣導

提醒同仁注意 
定期分析受傷案件

並於安委會中說明 

改善不安全的環境

降低跌倒、被撞風險

● 上下樓梯時不講電話、不滑

手機避免踩空

● 公司內不跑步避免跌倒

● 遵守推車規定

●  停車場開燈、減速

●     每月統計公傷案例，於各

廠安委會宣導

●     啟動路平專案不定期巡檢

●     推動人人都是工安，獎勵

主動通報者

● 移除員工行進動線上的障礙物

●     改善照明不足的環境

●     固定並收妥電纜線材，降低絆倒風險

●     固定推車放置區域

管理面

行為面 硬體面

SR/FR依公傷型態發生比例區分

失能傷害頻率 公傷類型損失天數比例

105 105106 106107 107（民國年） （民國年）

跌倒

衝撞 / 被撞

其他

人因傷害

跌倒

衝撞 / 被撞

其他

人因傷害

被捲、被夾

被切 / 割 / 擦 / 刺傷

運動傷害

被捲、被夾

被切 / 割 / 擦 / 刺傷

運動傷害

單位：% 單位：%

35
23
16

7
5
5
9

40
14
17

5
18

3
3

43
 16
16

5
9
5
7

18
2
9

24
4
3

41

44
20
12

9
9
3
3

49
21
14

7
4
4
1

分析民國 105 年至 107 年失能傷害頻率及失

能傷害嚴重率，除民國 106 年因員工參加運

動會練習受傷導致骨折長期請假外，跌倒、

衝撞／被撞為最主要的公傷型態，其中一成

係因地面溼滑及光線不佳造成，已全數完成

改善；其餘九成則為個人因素。民國 108 年

將從三面向進行改善，積極提高同仁安全意

識，並將於安全衛生委員會中定期檢討改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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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造成的職業疾病或因個人健康不佳而造

成的生產力下降，對企業的潛在影響不容小

覷。因此，全方位健康管理應包含鑑別工作

環境健康風險，因應鑑別結果採取管控措施，

預防職業疾病，以及推動員工個人健康管理，

促進個人身心健康。

鑑別環境健康風險，落實職業疾病預防 
台積公司致力突破傳統職業衛生作為，矢

志建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為促進員工

健康，做好職業病的因應，台積公司於民

國 106 年成立「員工健康管理專案」，由

負責晶圓廠營運、資材暨風險管理的資深

副總主持，成員涵蓋各廠廠長、企業環保

安全衛生處、工安環保部、法務及人力資

源、員工健康照顧等相關部門，將工作項

目依照風險鑑別方式，找出可能導致職業

疾病的化學性、物理性、人因性、生物性、

社會／心理性等五大危害因子，納入員工

健康管理範疇，並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歷年統計資料，制定防治行動的優先

順序。

全方位健康管理

定義風險

監控風險

風險鑑別

職業疾病
預防作為

是

否

風險評估

風險分級

可接受風險

職業疾病風險鑑別程序

工作環境

風險管制

人因性

社會 /心理性

化學性

生物性

物理性

五大危害因子

噪音

輪班

過勞

重物
搬運

游離
輻射

餐飲
衛生

非游離
輻射

健康危害性
化學品

精密
作業

壓力

傳染病

工作環境潛藏的健康風險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台積公司超越法規要求，守護員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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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家合作強化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

增加環境物理性暴露鑑別

● 設計輕量化後段製程承載盒及增加握把

寬度，降低員工手指神經壓迫風險，改

善後同仁滿意度達 100%

● 107 年無新增任何第一級致癌性物質使

用於新技術開發

● 安全資料表正確性 100%

● 接受關懷會談員工回饋，有效協助員工

解決問題，滿意度高達 95%

● 共計管理法定及非法定傳染病 423 人

次，均有效管控避免疫情擴散

● 持續無塵室噪音環境改善

● 無任何輻射造成暴露個案

建構健康風險評估模式，管制

化學品使用
化學性

即時追蹤疾病管制署公告資訊

生物性

物理性

人因性

關懷高壓力感受員工，視

需求安排心理諮商
社會 ⁄心理性

成效

成效

成效

成效

成效

107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 統一使用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持續改善高人因風險作業

● 依健檢問卷，關懷因肌肉骨骼痠痛請假的員工，並安排職業疾病醫

師面談

● 區別手動搬運與設備保養機台造成的人因風險差異，將製造部物料

搬運風險鑑別機制建入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

持續性作為
● 依員工需求提供協助

● 提供心理諮商服務

● 提供心理健康講座

107年新增作為 ● 發送員工諮商服務小卡，提醒同仁每人每年可免費使用五小時心理

諮商服務

持續性作為
● 於季節性流感、登革熱盛行前提供衛教資料予員工

● 針對至傳染病盛行區域出差的同仁，提供防疫包及相關衛教訊息

● 建立群聚性食物中毒、食品安全管理應變程序

107年新增作為 ● 建立法定傳染病準備與因應準則

持續性作為
● 無塵室噪音改善

● 製程機台每半年非游離輻射量測

● 建立輻射源專人管制機制

107年新增作為 ● 建檔歷年游離輻射量測結果，追蹤分析歷年機台輻射防護

107年新增作為

持續性作為
● 確保化學品安全資料正確性

● 針對使用第一級致癌、致畸胎、致生殖突變物質的作業，會同職業

醫學專科醫師進行作業觀察，並提出建議與 改善

● 管制高健康危害性物質的使用

● 與成功大學合作建立無塵室作業人員暴露健康風險評估模式

職業疾病相關預防作為及成效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

《台積公司導入人因工程 E 化系統建構安全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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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員工健康管理，涵蓋健康照護與健康促進

為積極預防化學品暴露的職業疾病風險，

台積公司與台北榮民總醫院職業醫學暨

毒物專家合作，除依據特別危害健康管

理法執行特別危害健康檢查外，台灣廠

區民國 107 年新增接觸高健康危害性物

質的「特定作業人員健康資料庫」管理，

將生理指標、工作歷程、作業環境測定

資料列入健康資料庫追蹤，若員工生物

指標項目出現逐年升高趨勢，將主動安

排員工與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訪談，並至

工作現場訪視，澄清工作環境暴露風險。

創新作為

共計管理法定及非法定傳染病 423人次，均有效管
控避免疫情擴散

提供大腸癌、子宮頸癌、乳房超音波等檢查，

完成 8,846人次篩檢

為提高員工對健康問題了解，舉辦線上

健康問答抽獎

委由外部按摩師提供駐廠服務

提供認識健檢、壓力調適、職場溝通等

主題講座

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定，3,926人次參
與特別危害健康檢查，100%完檢

協助 809位孕產婦工作環境評估，並送出 1,777份
的新手爸媽福利手冊與揹巾

中 /高健康風險員工接受醫療協助、工時管理

服務對象涵蓋員工、眷屬、廠商、訪客，

含西醫及牙醫門診服務

一般員工健康照護 43,802人 7,164人 100 %

中高度健檢異常 追蹤管理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與
心臟疾病預防管理 325人

門診服務 20,116人次

特別危害健康管理 3,926人次

防癌篩檢服務 8,846人次

母性健康保護管理 809人

傳染病預防管理 423  人次

107年健康促進活動 13,676人次參與

130,813人次參與

3,390人次接受諮商諮詢

健康小學堂 3,517人次

參與活動

按摩服務 6,728人次

參與活動

生 /心理健康講座 1,890人次

參與活動

i瘦身挑戰賽  1,000人 2,888公斤 11.6 %

參與減重活動 總減重 較 106年成長

運動館

員工協助

鼓勵員工培養規律運動習慣，除台積運動館外，各廠區均設置健身房、
韻律教室及綜合球場，積極提供支持性環境及多元課程，服務對象涵
蓋員工及眷屬，提供游泳池、瑜珈、飛輪等健身課程。

長期與專業心理師合作，提供免費諮商諮詢服務，協助員工因應心理或
家庭等問題。

註  特別危害健康管理統計數據包含台灣廠區、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及 WaferTech，其餘統計數據僅含部份子公司

健康照護 健康促進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台積公司推動友善職場，守護員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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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串聯

隨著公司規模愈大，台積公司對產業與社會

的影響也愈深，如何帶領供應商、承攬商一

同建立健康職場，是台積公司責無旁貸的使

命。因此台積公司積極與外界合作，吸取新

知、分享經驗、提供訓練及輔導，致力降低

供應鏈職場安全衛生風險。

與外界攜手，降低職場安全衛生風險

台積公司透過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積

極分享職場安全衛生風險管控做法，並

代表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定期參與世界

半導體協會的安全衛生環保會議（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ESH Working Group of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 與

各界交流職場安全的風險管控作為。

● 建立高危害性物質監控管理，並協助修訂相關 SEMI
標準

● 參與世界半導體協會高健康危害性化學品替代計畫

● 參與政府舉辦的論壇，如職場健康風險評估機制

● 參與產業研討會與分享化學品管理經驗

● 受邀至亞洲職業安全衛生協會、大學分享健康風險

評估、強化供應鏈安全衛生管制、人因暴露風險、

化學品管理等專題

● 舉辦供應鏈訓練課程，並輔導他們提高作業場所安

全衛生管控

● 代表工業總會提供政府政策建言，如要求完整揭露

健康危害物質予使用者等

● 主動與職安署合作澄清作業環境測定規範疑慮

● 與職安署合作要求完整揭露致癌、致畸胎、致生殖

毒性化學物質

● 與職安署合作，強化機器人安全設計標準，並舉辦

機器人現場參訪，並於現場進行機器人安全設計

測試

世界半導體產業協會 

（WSC）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TSIA）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CNFI）

職業安全衛生署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亞洲職業安全衛生協會

科學園區管理局

台積公司供應鏈

提出產業建議

分享管理經驗

建立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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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承攬商的危害告知，強化人員健康

風險觀念

目前領有台積公司工作證的承攬商約 7 萬

5,000 人，依據暴露風險、作業頻率及型態，

定義出高風險承攬商，約佔總承攬商人數的

3%。這類廠商主要為台積公司的駐廠承攬

商，針對此類承攬商，民國 107 年標準化其

安全衛生訓練及測驗內容，並得參加個人防

護具訓練及緊急應變演練。民國 108 年，將

於合約中增加健康檢查異常管理通報規定，

要求承攬商若與工作場所相關的特殊健康檢

查結果異常，必須主動通報台積公司，台積

公司將會同職業疾病專科醫師進行現場訪

視，確保駐場人員無化學品暴露健康疑慮。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進一步強化承攬商職

業疾病預防意識，在入廠的安全衛生訓練教

材中，增加包含危害辨識方式、健康危害物

質防範、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各項作業建議

配戴的個人防護具，並主動於承攬商可能接

觸的元件上張貼危害警語、增加標準化包裝

方式，避免誤觸危害性殘留物。

民國 106 年台積公司開始統計、分析承攬

商失能傷害頻率與失能傷害嚴重率，民國

107 年共有八天工時損失，主要是廠商於機

台搬運作業時左手中指不慎壓傷，在事故發

生後，台積公司已強化承攬商工安教育訓練

與宣導，要求施工廠商確實遵守正確操作程

序。

承攬商訓練結果

訓練課程 民國 104年（人次） 民國 105年（人次） 民國 106年（人次） 民國 107年（人次） 法定規定項目 是否含海外

●   安全衛生訓練 16,241 21,370 15,708 21,749 不含海外

●   針對駐廠且會接觸化學品的

廠商進行個人防護具練習
1,998 2,608 1,891 2,011 不含海外

●   駐廠且會接觸化學品的廠商

參與年度緊急應變演練
124 205 778 1,344 不含海外

項目＼年 民國 106年 民國 107年

失能傷害頻率 0.03% 0.03%

失能傷害嚴重率 2% 0 %

新進

承攬商

既有

承攬商

註  民國 107 年重新定義課程範疇與統計邏輯，統計範疇包括台灣廠區 （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 註  統計範疇包括台灣廠區 （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

承攬商失能傷害統計

承攬商健康因子暴露危害鑑別結果

作業頻率

健康因子暴露危害

低

●     設備元件委外維修、

     清洗廠商

●     廠商廢棄物清理廠商

●     無塵室內施工廠商

     （接觸化學品）

●     無塵室內施工廠商

     （非接觸化學品）

●     廠務常駐作業廠商

    （接觸化學品）

●     設備常駐作業廠商

    （接觸化學品）

●     警勤人員

●      清潔人員

●     餐廳廚務人員、

     商場服務人員

低頻率

低危害

高頻率

低危害

高頻率

高危害

低頻率

高危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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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上下游供應鏈永續發展

民國 107 年，台積公司建立「供應商環保安全衛生指導手冊」，內容涵蓋台積公司安全衛

生標準，讓供應商有遵循依據。民國 104 年建立供應鏈環保、安全衛生、損害防阻現場稽

核檢核表，之後每年因應法規變更持續修正檢核表。此外，回應供應商要求，每年年初舉

辦「安全衛生環保教育訓練暨經驗分享會」，提供當年度的檢核表，請廠商自我評估，年

中並依據檢核表至供應商端查核輔導，確認供應鏈安全衛生執行績效符合法令規範，同時

進行雙向溝通，給予安全衛生指導。民國 107 年，共辦理三次安全衛生環保教育訓練暨經

驗分享會，內容涵蓋節能、節水、職業安全衛生、消防、減廢、緊急應變觀摩等，將於民

國 108 年稽核時追蹤廠商改善狀況。

強化交付承攬廠商作業安全管理

過去交付承攬作業係將整個工地安全交予承包廠商管理，有鑑於台積公司持續擴廠，且民

國 107 年底擴廠工地出現工安案件，除了持續要求承包商自主管理，台積公司也將於民國

108 年主動新增管理作為，攜手承包商建構安全的工作環境。

要求建置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系統與認證。

要求確保現場監工品質、提升工安人員專業與訓練有效性。

執行承攬商評核作業，面談公司副總級以上的高階主管，了解其對工地安全的承諾，並針對（a）

建置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系統與認證（b）確保現場監工品質、提升工安人員專業與訓練有效

性（c）對承包商執行工地現場稽核、缺失改善與預防再發措施。

緊急應變現場觀摩

工地安全管理作為

台積公司工地專案

施工廠商 1

● 總幹事

● 工安工程師

● 環保工程師

● 用電管理工程師

工地安全衛生委員會

交付承攬

3

2

2

1

1

施工廠商 2 施工廠商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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