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發展

鼓勵職務輪調
著重員工在職訓練，搭配有系統的職務輪調，培養未來人才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不低於 50%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為 50.8%
目標：不低於 50%

職缺由內部員工轉職填補比率不低於 50%

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提升至不低於 75%

促動自主學習
提供多元學習資源與管道，鼓勵員工自主學習，提升個人績效及潛能

自主學習機制中的 eLearning 平台非必修類線上學習資源使用率達 60% 因應組織需求規畫學習發展專案，自主學習機制比率 66.3%
目標：不低於 50%

因應組織需求規畫的學習發展專案中，自主學習機制比
率不低於 50%

支援晶圓十八廠人員具備所需技能，順利於民國 108 年完成裝機，於
民國 109 年進入量產
目標：訓練晶圓十八廠具備所需技能、於民國 108 年順利裝機，為民國 109 年

量產做好準備

持續支援研發與新廠人員編成及訓練，完訓率達 100%

超過目標      達成目標      未達成

策略與民國 119 年目標 民國 108 年成果 民國 109 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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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員工與時俱進，支持公司長期成長及
滿 足 員 工 終 身 學 習 需 求， 台 積 公 司 於 民 國
108 年針對「包容職場」中的「人才發展」，
提出了「民國 119 年長期目標」。展望未來
十年，將積極強化在職訓練，搭配多樣的學
習資源，建立妥善的自主學習機制，提升員
工自主學習意識，持續精進組織的學習能力
與員工的自我成長。為達到以上目標，台積
公司秉持「鼓勵職務輪調、促動自主學習」
二大策略方向，除了持續關注員工轉職填補
比率，更新增主管職缺由內部員工晉升比率
的長期目標；另外，有鑑於自主學習機制比
率已達 50%，遂以鼓勵同仁使用非必修類的
線上學習資源為下一階段的推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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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域學習並精進工作效能。除了有系統地規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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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個人職涯，達
到促進內部人才移動目的，讓員工發揮所長
並 持 續 成 長。 經 由 持 續 不 斷 的 努 力， 民 國

108 年內部職缺由員工填補比率為 50.8%，
已達到原先設定的短期目標；著眼於人才培
育的前瞻發展，進而設定「員工晉升主管比
率不低於 75%」的民國 119 年目標。

促動自主學習方面，台積公司致力提升員工
自主學習意識、搭配多元學習資源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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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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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強化管理職與技術專業職的「雙軌
制」，讓員工能依個人特質與專長，分別在管
理與技術的專業領域獲得良好發展；例如透過
台積科技院士及委員的遴選，讓專注科研的專
業人才，減少組織管理時間，而能有更多時間
進行突破性的研發工作，充分發揮所長。

同時，我們秉持內部職缺透明化、尊重員工
轉職意願的二大原則，設置配合人員發展架
構的晉升制度，以發展潛能為重要的晉升評
核項目，協助主管透過晉升程序的引導手冊
與相關輔助工具進行員工晉升潛力評估。

人才發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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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業文化傳承 

 ●  人才移動 
落實內部職缺透明化，尊重員工
轉職意願，讓員工能配合組織發
展，安排與規畫個人職涯，同時
促進內部人才移動

 ●  管理素養提升 

 ●  晉升指標 
將人員「潛能」列為重要的晉升
評核項目

 ●  人才實力養成 

 ●  客戶導向文化 

 ● 系統資源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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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各階層主管的管理素養，激勵員
工持續投入與承諾

因應新廠建立，持續支援研發及人員
訓練：例如製程、物理等訓練課程，
積極強化內部人員的培養及發展，確
保高素質的人才實力

客戶信任是台積公司的競爭優勢之
一，客戶的成功亦是我們的成功。如
何協助客戶脫穎而出，同時強化客戶
導向文化，是台積公司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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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員工潛能，創造能讓員工不斷追
求個人成長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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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發展方向 學習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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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 年，主管人員與專業人員配合組織
或個人發展而轉職、輪調比例分別為 38.2%
與 33.2％。同時，因應公司規模擴張，民國
108 年招募人數上升，內部員工轉職填補職
缺比率雖較前一年低，仍維持 50.8%，顯示

台積公司對內部人才移動、發展全方位領導
人才的重視。未來將持續強化雙軌發展機制，
依照個人能力及意願發展員工潛能，並落實
內部轉職管理，維持 50% 以上職缺由內部員
工填補，兼顧組織與個人職涯發展。

民國 108 年人員發展重點執行成效

多元與平等的學習發展機會

有鑑於公司成長與員工個人學習發展關係緊
密，台積公司以「有目標、有計畫、有紀律」
三大關鍵成功要素規畫員工的學習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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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發展架構―雙軌制

管理職
基層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肩負組職與人員

管理責任

技術專業職
基層技術／ 

專案主管
中階技術／ 

專案主管
高階技術／ 

專案主管專注於技術或其他
專業領域

依據組織需求及個人專長，可選
擇在管理職或技術專業職上持續
發展或互相轉換。以基層技術／
專案主管為例，未來職涯發展有
以下選擇：

深耕專業領域，晉升至中階
技術／專案主管
朝管理職發展，轉換至基層
主管
朝管理職發展，晉升至中階
主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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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移動性

以尊重員工轉職意願為原則，
鼓勵員工主動安排與規畫個人
職涯，同時促進內部人才移動

晉升指標－人員潛能

強調人員發展潛力在晉升指標
的重要性，讓表現優異的人被
拔擢，提高晉升的決策品質

 ● 定義人員「潛能」的內涵與
評估方式，將此做為晉升評
核項目

 ● 建立晉升程序引導手冊與相
關輔助工具，協助主管進行
晉升潛力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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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的職涯發展

 ● 轉職辦法中明訂內部職缺透
明化、轉職生效原則與相關
管理配套措施，協助主管了
解並落實規定

 ● 主管人員與專業人員因組織
需求、個人發展而輪調、轉
職比例為 38.2% 與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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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員工依照個人工作所需、年中與年
終 績 效 評 核 結 果 以 及 職 涯 發 展 需 要， 訂 立
「個人發展計畫」，成為公司年度訓練計畫
的依據之一；民國 108 年員工績效評核完成
比例達 100%。同時，台積公司舉辦的訓練
或學習發展活動，總時數逾 74 萬小時，共

計逾 70 萬人次完成訓練，平均每位員工的
訓練時數超過 14 小時，總訓練費用逾新台
幣 5,9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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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驗證。民國
108 年，所有公開課程均做到反應評估，評
估面向包含課程內容設計、講師、行政服務
與整體課程效益滿意度，其中，課程效益滿
意度平均達 93 分；584,749 人次完成 3,534
門線上課程並完成學習評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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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多數達到學習或行為
層次評估，而結果評估則內建於員工績效管
理與發展制度中。

每人平均訓練時數

民國年

主管 間接人員 直接人員

9.2
15.3
10.9

105

5.9
16.9

7.4

106

5.7
15.1

5.4

107 108

8.4
19.0

5.6

104

16.3
23.2
10.6

單位：小時歷年訓練指標

780,546 741,178
623,711 639,852

540,408

551,752527,553
450,756

549,376

700,482

1,694

1,198 1,257

1,629

1,862

9393 94 95 93

訓練總時數 完訓總人次 認證內部講師總人數 課程滿意度評估分數

民國年

註：因訓練成效統計系統的設計之故，平均分數數據並不包含北美子公司

105 106 107 1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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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 年學習發展重點項目

強化工程師／基層主管對工作領域及前後段製程關聯的
技術知識

提升工程師／基層主管的技術能力
技術深度強化專案

廠級主管推動分層負責且具技術深度的三階段訓練
1. 晶圓製程深度訓練
2. 製程工程師本職精進
3. 讀書會實作發表

透過實體課、自學、共學及實機操作機制

強化工程師對於製造流程及專業本職的技術能力

實行於營運組織的 13 個廠區，訓練完成率皆達 100% 

          目標

          課程推動現況

          參訓員工完訓率

（10,279 / 10,279）

提升線上學習資源利用率，促動同仁自主學習

促動自主學習
學習自助 Bar ！

介紹自主學習的觀念與方法，推廣八大主題學習資源，每一
主題皆包含線上課程、內外部專業文章、影片、書籍等豐富
的學習資源，提升同仁自主學習氛圍。以線上課程為例，點
擊人次達 11,958 人

          目標

          課程推動現況

          參訓員工完訓率

（3,080 / 29,950）

提升主管「建立互相尊重、員工高度承諾的工作氛圍」
的素養，進而達成「開放型管理模式」

提升營運組織主管管理能力
中階主管人員管理技巧專案

三大學習目的
1. 同理尊重 ‒ 提醒主管懂得換位思考，理解並尊重個人差異性
2. 有效溝通 ‒ 抱持開放心胸，透過傾聽與提問提升主管與員工

間的溝通效果
3. 衝突管理 ‒ 引導主管運用衝突管理策略與方法，發揮正向影

響力

          目標

          課程推動現況

          參訓員工完訓率

（178 / 300）

100%
已完成

進行中

進行中

59.3%
已完成

10.3%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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