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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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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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