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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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 青年競賽參與人數不少於前一屆

● 持續舉辦心築藝術季，每年至少

贊助五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 舉辦台積講堂，至少四場

● 新增三所南部頂尖大學清寒獎學

金贊助

● 贊助清華大學「旭日計畫」與中央大學「向日葵

計劃」。民國 107年共贊助 37名學生 , 清寒獎學

金共 302萬註

☉目標：旭日計畫規劃導師制度， 除經濟扶助之

外，給予清寒學子生活及課業引導

● 心築藝術季舉辦場次共 57 場次，邀請十個國內

外優秀團隊 , 總參與人數為 13,000 人

☉目標：贊助五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 民國 107年度各項青年活動與競賽

─ 青年書篆大賞總參與達 1,000人

─ 青年文學獎，來稿 2,078件（含網路徵件），比

民國 106 年增加 1,462 件

─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吸引超過 1,000 名學生參

加

─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增設專案組 , 以「USAGE 
100%」為題，關注環境議題。總計 13所大學院

校、67組桃竹苗學子參加提案 

☉目標：各青年競賽總參與人數不少於前一屆

● 持續提供資源與體制內外教育機構

合作，每年投入資源不少於新台幣

1,100萬元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持續與各教育機構合作舉辦人文及

科學競賽，每項賽事參與人數不少

於 500人次

☉目標年：民國 114年

● 贊助 10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目標年：民國 114年

關懷教育弱勢

與不同規模、體制內外的多元教育團體合

作，縮小城鄉教育資源落差

支持多元教育

持續舉辦人文與科學活動，為青少年提供

正規教育體制外的多元舞台

推廣藝術文化

於廠區所在地新竹、台中及台南定期舉辦

藝術季，培植國內優秀藝文團隊，於社區

推廣精緻藝文

註 導師制度評估中，暫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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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會，豐富國人精神生活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 87年。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民國 107年投入

新台幣7,681萬元，以「關懷教育弱勢」、「支持多元教育」、「推廣藝術文化」

三大主軸為基石，與體制內外教育機構合作 ，以期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舉辦

多元競賽，引領青年探索自我，勇敢追求夢想；舉辦藝文活動，培植國內藝

文團隊，回饋社區民眾，豐富國人的精神生活。

民國 107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各類投入比例圖

民國 103-107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金額一覽

45%

18%

12%

25%

總金額新台幣

7,681萬元

▓ 支持多元教育    ▓ 推廣藝術文化    ▓ 關懷教育弱勢    ▓ 其他

103 104 105 106 107
（民國年）

6,410 6,841 7,581 7,679 7,681

關懷教育弱勢

支持多元教育

推廣藝術文化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服務主軸

更多活動訊息及各項贊助案的施行現況，請參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官方網站

單位：新台幣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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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希望閱讀計畫 2.0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國93年成為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

望閱讀計畫」的創始公益夥伴，每年贈送 200所偏鄉中

小學各 100本優質讀物，累計捐書逾 27萬冊、受惠

學童超過 28萬人。

民國 106年，基金會於加入「希望閱讀計畫 2.0」，

贊助三年共計 600萬，引入數位系統，提升學童的

閱讀興趣。截至民國 107年，參與計畫的學童平均閱

讀量自每年 19本成長至 90本，超過 1,000位閱讀小天

王。此外，本計畫也舉辦「國小小作家圖文創作大賽」

及「國中專題報導競賽」等活動，提升學童自主學

習及閱讀能力。

國小小作家圖文創作大賽：鼓勵學童持續閱讀，

發展文字組合創作能力及上台發表能力。民國

107年共有 214件作品參賽，共計 30位學童

獲獎，讓外界看見偏鄉孩子們獨特的創意與豐

富的生活經驗。另外也安排獲獎學生及老師進行

二天一夜學習之旅，參觀台北天文科學教育館。

國中專題報導競賽：鼓勵中學生學習資訊蒐集，並在解讀整

合資訊後，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專題報

導。民國 107年共有 12所偏鄉國中學子報名參加。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除了學習資源不足，加上貧窮及

家庭結構問題，台灣偏鄉弱勢學

生與都會區學生的學習成就差距

日益增大。

關懷教育弱勢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關注教育議

題，期望能提高弱勢學生學習動機

與成就，並導入企業閱讀志工陪伴

學習。此外，亦透過獎學金，成功

協助弱勢優秀學生進入頂尖大學就

讀，以期縮小城鄉的教育資源落

差。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我們的行動

挹注近

1,300萬元

縮小城鄉的教育資源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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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的幫助，因為有你們的幫

忙讓我不必為了生活費四處打工，能夠花更多心

力在課業上，擁有跟同學一樣自由的大學生活。

我想告訴你們：沒有你們的幫忙，我恐怕無法順

利完成大學的學業，我會將這份恩情銘記於心，

期望自己將來像你們一樣，有能力幫助其他需要

幫助的人，對社會有所貢獻和回饋。

─ 清華大學化工系蔡同學  
 旭日計畫獎學金受獎者 

成為「為台灣而教」、均一教育平台重要夥伴

為了協助彌平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民國

107年贊助「為台灣而教」與均一教育平台各 150萬元，希望號召

具使命感與熱情的青年進入偏鄉全職教學，彌補師資缺口，並透過

雲端提供免費課程，讓所有的孩子、無論身處何方，皆能擁有「個

人化教育」的學習機會。此外，共有 1,275位同仁透過「台積 i公益」

定期定額支持這二個團體，民國 107年共募集 946萬元，希望以長

期、固定的資助方式，協助偏鄉弱勢學子取得多元學習機會。

我們的行動

舉辦科學、美育之旅 

為啟發年輕學子對科

學、美學的興趣，台積

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7

年引領 17縣市共計 3,600

名學子，參觀北中南三地科學及藝術展館，

包括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臺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

贊助頂尖大學清寒獎學金

為協助社經資源弱勢的優秀學生進入頂尖大學就

讀，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清華大學「旭日計畫」

與中央大學「向日葵計畫」，錄取有才能

的清寒學生，並提供完整四年獎學金，

減輕學生財務負擔，使其專心向學，

並給予生活及課業引導。 

民國 107年共贊助 302萬、資助 37

名學生。未來擬擴大清寒助學計畫，納

入南部頂尖大學，扶助更多經濟弱勢學子。

贊助均一教育平台

150萬元 

推廣線上教學。

資助 17縣市

共計3,600名學子

參觀北中南三地科學及藝術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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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培養青年科學及人文素養，拓展高

中學生視野。

支持多元教育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7年投

入逾 4,000萬元，舉辦多元競賽、

營隊、講座，在正規教育外，啟發

青年世代對科學及人文的興趣。大

學階段，則提供獎金與輔導，鼓勵

學子尋找人生方向、實踐夢想。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我們的行動

舉辦「青年築夢計畫」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5

年起舉辦「青年築夢計畫」，

號召青年學子聚焦社會議題，

提供平台鼓勵大學院校學生發

揮創意，並提供 300萬獎金幫助學生實現夢想。

民國 107年的第三屆「青年築夢計畫」共計有 13

所大學院校、67組桃竹苗學子參加提案，最後入

選 7個團隊，贏得新台幣 300萬元築夢總獎金。

勝出團隊的計畫議題包括綠色紡織、文化生態旅

遊、社區長照、弱勢關懷、社區文創等領域。

感謝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給我們實踐夢

想的權利，讓我們有機會嘗試突破自己，

並在我們的心中種下了想讓這個社會更美

好的種子。我們會努力地替自己發聲、為

環境發聲！

─ 鄒佳晶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得獎者

為引發青年對此專案的共

鳴，文教基金會特別與清華

大學藝術設計系合作，以

「海廢創生 X藝術時尚」
為示範計畫，將社會關懷融

入創作。

佳晶是青年築夢計畫第一、第二屆獲獎學生，

從復育蘭嶼的台灣阿 蘭花到菲律賓尋根之

旅，她從一個沒有自信的小女孩，變得有自

信，也找到自己身分認同，並勇於分享自己

的經驗，啟發跟她一樣的青年新住民。這正

是基金會舉辦青年築夢計畫的目的。

─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投入逾

4,000萬元

啟發青年世代對科學及人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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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書法及文學競賽 

為提供青年更多揮灑舞台，增厚人文素養，台積

電文教基金會分別自民國 93年、97年舉辦「台

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與「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

刻大賞」，鼓勵年輕學子從事文學與書法創作。

民國 107 年「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合計來稿 2,078 件，較民國 106 年大幅

增加 1,462 件。因適逢 15 周年，特別

邀請曾獲獎的 14 位青年作家，以「回

看所來處」為題，對談成長歷程，幾位

得獎人後來也選擇成為文藝創作者。同時

增設「學生最愛十大好書」票選活動，藉由網路

平台，由本屆投稿者選出喜愛的好書，啟發年輕

世代對文學與閱讀興趣。此外，為配合文學獎安

排四場校園巡迴講座，邀請作家們分享創作心得，

啟發學生文學寫作及閱讀的興趣。

「台積電書篆大賞」是國內唯一以高中生為推廣

對象的書篆教育活動，每年舉辦競賽、工作坊及

體驗活動，希望藉此拉近學子與漢字藝術的距離，

讓書法與篆刻創作重回日常生活。民國 107年

更放寬參加年齡，擴大舉辦臨帖組，參與人數近

1,000人。

我們的行動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是一個可以看見彼

此的場域，讓社會與年輕人透過文字對話。

─  林德俊    文學獎評審、詩人

台積電書篆大賞提供高中學子發揮藝術細胞的舞

台，經典裡有創新的不落俗套，學校願意成為

共同推動書篆之美的夥伴，書法課將會是

我們重要的課程。

─  王志誠    復興商工校長

舉辦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競賽

自民國 102年起贊助台灣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舉辦科學競賽「青年尬科學：聽、說、讀、

寫大擂台」，提升高中生表達能力。六

年來參賽隊伍高達 1,290隊、共

3,870名中學生參與。

在三場書法校園工作坊的台中場

次，安排了法國波爾多友校馬讓

迪高中 27位師生參加有趣的篆
刻創作工作坊，讓來台交換的法

國學生感受中華文化。

為吸引大眾對於書法興趣，設計

安排「書道之旅」行動美術館活

動，將台北市 265號公車化身
行動書法美術館，深入雙北市的

大街小巷，傳遞書法藝術之美，

並號召民眾走入書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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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支持台灣藝文團隊，活化藝文環

境，豐富社區民眾的精神生活。

推廣藝術文化

我們的角色與做法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7年投

入逾 2,000萬元，舉辦戲曲、音樂、

兒童及文學等高品質藝文展演。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我們的行動

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已是第16年舉辦「心

築藝術季」，每年均設定不同主題，

定期於新竹、台中及台南舉辦大型藝術季活動，

引領民眾感受藝文。民國 107年以「Behind the 

Scenes, Beyond Imagination」電影為

題，策畫 57場精緻藝文活動，贊

助台灣 9支及國外 1支藝文團

隊，超過 13,000位民眾參與。

節目包括現場交響樂團演奏

古典音樂會、為孩子量身設

計的兒童音樂會與劇場、深

入探索銀幕背後奇想世界的電

影系列講座，以及融合東西方

美學的新編京戲，涵蓋音樂、戲曲、

兒童、創作、工作坊等不同活動，為社區

民眾帶來豐富的精神饗宴。

贊助故宮鄭問「千年一問」大展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支持國內藝文團隊，民國 107年贊助國立故宮

博物院「千年一問」鄭問特展。已故台灣漫畫大師鄭問為首位進入故

宮展覽的漫畫家，將漫畫提升至藝術境界。特展展出其生涯創作原稿，

逾 10 萬參觀人次，反應熱烈。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安排新北市平溪

國中、桃園縣介壽國中、彰化縣永靖國中及宜蘭縣五結國中等

偏鄉生觀展，拓展藝術視野。

此外，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也於民國 107年贊助國寶布袋

戲大師陳錫煌、新銳舞蹈家黃翊的演出。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支持之

國內外藝文團隊比例

80%

20%

自民國 87年
至民國 107年

▓ 國際團隊    ▓ 台灣團隊

謝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我們的宜蘭小孩才有機會受到你

們的支持和鼓勵。我一再強調，小孩子是可以期待的，那要

看大人付出了什麼？

─  黃春明    黃大魚兒童劇《小駝背》團長及鄉土文學作家

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對於藝文推廣的努力，

尤其每年台積心築藝術季為新竹地區注入澎湃

的藝文活水，為市民提供精彩的藝文盛宴。

─  林智堅    新竹市市長 

投入逾

2,000萬元

舉辦高品質藝文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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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