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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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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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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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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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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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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
行
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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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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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