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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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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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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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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mc.com/csr/ch/update/innovationAndService/caseStudy/1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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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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與省電技術

非揮發性記憶體技術─新世代記憶體

人工智慧

生物科技

高速傳輸

民國 107年大學晶圓快捷專案製程技術與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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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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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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