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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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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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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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