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關懷教育弱勢
與體制內外的教育團體合作，縮小教育資源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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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萬元

新增贊助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正大學 3 所南部大學清寒獎學金每校各 5 名，加上原有的清華大學「旭
日計畫」與中央大學「向日葵計畫」，共贊助 55 名學生新台幣 550 萬元清寒獎學金
目標：3 所大學

持續贊助 5 所大學清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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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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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人次

年度各項青年參與競賽活動
 ﹘ 舉辦第五屆青年文學賞中篇小說獎，合計來稿 150 件
 ﹘ 連續 16 年舉辦青年文學獎來稿 704 件
 ﹘ 贊助第 17 屆「ATCC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

以「消滅浪費、用到百分百」為題， 吸引 52 所大學
院校、540 組學生團隊報名 NEW

 ﹘ 青年書篆大賞總參與 695 人
 ﹘ 舉辦第四屆「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以「減法方城

市」為題，關注環境議題，吸引 21 所大學院校、89
組桃竹苗及台南學子參加提案

目標：人數不少於前一屆

 ﹘ 青年競賽參與人數不少於前一屆
 ﹘ 增辦半導體科普推廣活動及半導體
科學種子營，至少 3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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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 10 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舉辦心築藝術季共 61 場次，邀請 7 個國內優秀團隊及 2 位國外優秀音樂家，總參與人數達 42,462 人
目標：5 個團體或藝術家

 ﹘ 持續舉辦心築藝術季，每年至少贊
助 5 位國內優秀藝術家或團隊

 ﹘ 推動大學人文講座至少 15 場
 ﹘ 持續舉辦台積講堂至少 4 場台積講堂以「中國少數民族的前世今生」為題，舉辦 4 場人文講座

目標：4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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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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持續秉持「關
懷教育弱勢」、「支持多元教育」與「推廣
藝術文化」三大策略方針，總計投入新台幣
9,699 萬元，較民國 107 年增加 26%。其中，
除了與學校及關懷偏鄉教育的非營利組織合
作，以期縮小城鄉教育落差；支持青年世代，
打造適才適所的多元教育專案更是年度投入
重點，希望能為社會培育更多未來人才。同
時，亦透過各項藝文展演的舉辦及贊助，持

續挹注藝文活水，為優秀的台灣藝文團隊構
築舞台，提升社區民眾精神生活，傾力推動
美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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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smc-foundation.org

民國 104 至 108 年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贊助金額一覽 單位：新台幣／萬元

投入資金
民國年104

6,841

105

7,581

106

7,679

107

7,681

108

9,699

民國 108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
會各類投入比例圖

總金額 新台幣 9,669 萬元

其他：行政費用

支持多元教育
53%

關懷教育弱勢
16%

其他
9%

推廣藝術文化
22%

服務主軸

 ●  贊助 ATCC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
案大賽

 ●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  舉辦書法及文學競賽
 ●  贊助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展

館更新計畫

支持多元教育

 ●  發起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媒體調查
 ●  擴大贊助大學清寒獎學金
 ●  持續資助希望閱讀計畫 2.0

關懷弱勢教育

 ●  挹注藝文活水，構築展演平台
 ‒ 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
 ‒ 贊助《臺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

 ●  推廣人文經典
 ‒ 籌辦台積講堂
 ‒ 贊助白先勇崑曲新系列

推廣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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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教育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城鄉差距及社經結構不均，
相較於都會區域，偏鄉學子
明顯缺乏學習資源，學習成
就差距日益擴大

我們要 
解決的問題

長期關注教育議題，民國 108 年挹注新台幣
1,563 萬元，與體制內外教育機構合作，期
望增強弱勢學生學習動機，提高其學習成就。
此外，亦擴大清寒獎學金名額，協助弱勢優
秀學生進入大學就讀，彌補教育資源落差

我們的 
角色與做法

我們的 
行動

 ●  發起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媒體調查
 ●  擴大贊助大學清寒獎學金
 ●  持續資助希望閱讀計畫 2.0

發起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媒體調查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關心台灣科技教育及偏鄉教育，
針對國內民國 108 學年施行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與聯合報願景工程共同發起媒體調查，向全台 1,500
所國、高中師生，從師資、教材與軟硬體設備三大面
向進行抽樣調查，希望了解教學現場的準備情況及需
求，提供政府施政參考；同時邀請台積公司研發副總
經理及資訊處主管，針對課綱議題提出產業界的觀點
及建議。本次調查透過電話、線上填答及傳真方式進
行，共完成 830 份有效問卷樣本，涵蓋 1,033 所學校。
調查結果發現多數學校主要面臨科技領域師資培育與
招募以及教室與硬體建置 2 項困擾，台積電文教基金
會將據此做為未來提升教育素養的專案規畫方向。

擴大贊助大學清寒獎學金

民國 108 年，擴大扶助經濟弱勢的優秀學生，
除持續贊助清華大學「旭日計畫」與中央大學
「向日葵計畫」，新增贊助成功大學「成星計
畫」、中山大學「南星計畫」及中正大學「嘉
星計畫」，合計資助 55 名學生 4 年獎學金共
新台幣 550 萬元，較前一年增加 82%。台積
電文教基金會藉由提供獎學金、生活及課業引
導，減輕學生財務負擔，使其專心向學；同時
邀請受獎學生欣賞基金會舉辦的藝文活動，增
厚人文素養。

民國 103-108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大學清寒
獎學金贊助人次表

民國年
中央大學向日葵計畫人次 成功大學成星計畫人次
中山大學南星計畫人次

單位：人次

清華大學旭日計畫人次
中正大學嘉星計畫人次

104 105 106 107103

5

12

19

29

37

55

獲獎學金總人次

108

謝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設立
南星計畫獎學金，獲得這筆獎學
金，大大減輕家中的負擔，能夠
專心在學業上，不必打工蠟燭兩
頭燒，也激勵我要更努力學習充
實自己，期許自己未來也成為有
能力幫助他人的人，讓貧困家庭
的學生有機會翻轉自己的人生。

陳同學
「南星計畫」受獎者國立中山大海洋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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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資助希望閱讀計畫 2.0

民國 108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持續參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
望閱讀計畫」，除贈送 200 所偏鄉中小學各 100 本優質讀物，本計
畫同時舉辦國小小作家圖文創作大賽、國中專題報導競賽、國際閱
讀教育論壇、閱讀巡迴專車與雲教授，受益人次達 15,641 人。

鼓勵學童閱讀，發展寫作及上台
發表能力。民國 108 年創作主題
為「好想告訴你」，共計 225 件
作品參賽，收件數較前一年增加
114 件，共計 30 位學童獲獎

國小小作家圖文創作大賽

鼓勵中學生學習資訊蒐集、解讀
及分析能力，並能以團隊合作方
式進行專題報導。民國 108 年以
「我們都是現代公民」為題，共
有 11 所偏鄉國中學子報名參加，
並舉辦二天一夜的手作課程營隊
及淡水河生態導覽活動

國中專題報導競賽

論壇主題為 「閱讀×未來」，
邀請國內外數位閱讀專家分享如
何藉由教育提升數位閱讀能力，
總 計 有 516 位 國 小、 國 中 及 高
中教師參加

國際閱讀教育論壇

四台閱讀巡迴專車載滿精選的新
書及雲教授物聯網智造套件，每
學 期 巡 迴 全 台 103 所 的 偏 鄉 小
學，約有 6,100 位學生受惠

閱讀巡迴專車與雲教授

我們感受到
基金會推動鄉土關懷、公民

素養等行動的用心，這次參賽的學
生，平常不太講話，經過多次練習，
現在他們知道只要有心，自己也可以
成為舞台上的耀眼明星。謝謝基金會

創造了這個舞台！

許碧蕙
南投縣北梅國中主任

因偏鄉資源匱乏，學校藏
書有限，閱讀巡迴專車的
到來，能讓學生直接接觸
書本、引起興趣，提升孩
子喜愛閱讀的程度。

黃鈺涵
南投縣潭南國小組長

15,641 人
閱讀計畫 2.0 受益人次

200 所偏鄉中小學
贈送 200 所偏鄉中小學各 100
本優質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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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ATCC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

支持多元教育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為號召年輕學子以實際行動關懷社會，台積電
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8 年首次代表台積公司參
加「ATCC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以「消
滅浪費，用到百分百」為競賽主題，鼓勵青年
朋友提出各式創新點子，搭配完整的商業模式，
削減無形或有形的浪費。本次競賽吸引 52 所大
專院校 540 組學生隊伍報名，最後遴選 51 組團
隊進入「台積組」，由同仁組成的菁英業師指
導入選隊伍，從簡報技巧、企畫書撰寫、財務
規畫到實作計畫等，提供學子第一手的經驗分
享。決選隊伍由 Package Plus 代表台積公司參
加全國決賽，並榮獲亞軍佳績。Package Plus

隊長、政治大學國貿所葉德偉同學更以此企畫
案成立社會企業，讓創意與理念得以透過執行
力，直接驅動社會正向的改變。

培養青年學子科學及人文素
養，構築舞台，拓展視野

我們要 
解決的問題

民國 108 年投入新台幣 5,152 萬元，
以多元的競賽及營隊、獎金與輔導，啟
發青年學子科學及人文的興趣，鼓勵學
子尋找人生方向、實踐夢想

我們的 
角色與做法

我們的 
行動

 ●  贊助 ATCC 全國大專院校
商業個案大賽

 ●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  舉辦書法及文學競賽
 ●  贊助科博館「半導體的世
界」展館更新計畫

ATCC 千人
Camp 現場

ATCC 台積代表隊 Package Plus 贏得全國決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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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台積電青年
築夢計畫，我們才有機會為社會及

環境貢獻自己的力量。看到差點廢棄的
布料，在台積公司的運動會上化身接力
隊服，還有服裝科系的學生可以利用廢
布練習技能的喜悅，我們確切感受到這

個計畫真的為社會帶來好的改變了！

蔡佳君
衤人團隊財務長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民國 108 年舉辦第四屆「青年築夢計畫」，
首次納入台南地區的大專院校學生。為吸引
更多有志逐夢的學子共襄盛舉，本屆競賽特
別於元智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舉辦校
園說明會，由歷屆得獎團隊分享精采的築夢
經驗，啟發青年學子創新力。競賽分公開組
及專案組，共計 89 組來自桃竹苗及台南地區
共 21 所大學院校的學子提案參加，最後入選
七個團隊，議題涵蓋獨立媒體、學術區塊鏈、
國際時事探索、關懷教育弱勢及環保減塑等，
贏得新台幣 300 萬元築夢獎金。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台積電
青年築夢計畫團隊發揮創意，讓 1,645 碼廢棄布料再利用》

點入觀看第三屆青年築夢計畫成果影片

此外，為延伸影響力，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邀
請歷屆青年築夢計畫獲獎團隊到台積電運動
會與同仁交流。，從「衤人」利用廢棄布料
製成接力隊服、「愛染客」的藍染體驗、「天
使團隊」的手指運動復健捏麵人遊戲，以及
「袋代」的舊衣廢布變身環保袋手作等，創
造青年落實夢想的機會，也讓員工進一步感
受青年世代的創意及活力。

300 萬元（新台幣）
青年築夢計畫築夢獎金

21 所大學
參與青年築夢計畫

第四屆青年築夢計畫競賽決審會

青年築夢計畫團隊「袋代」於台積
電運動會推廣舊衣廢布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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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書法及文學競賽

為提供青年揮灑舞台，豐富藝術與人文素養，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以多樣的人文賽事鼓勵年
輕學子從事文學與書法創作。

屏東女中書法工作坊

民國 108 年舉辦第五屆「台積電文學賞」，鼓
勵創作中篇華文小說，吸引來自台灣、大陸、
香港及馬來西亞參賽者，合計來稿共 150 件。

民國 108 年舉辦第十六屆「台積電青年學生
文學獎」，以「未來通信」為主題，徵件總

民國 108 年人文賽事總表

台積電青年文學獎

鼓勵青年學生短篇
小說、新詩及散文

創作

台積電文學賞

鼓勵兩岸青年創作
中篇小說

台積電青年書法
暨篆刻大賞

鼓勵高中學子學習
書法及篆刻

青年築夢計畫

鼓勵學子發揮創
意，追逐夢想

高中職學生

每年舉辦
每 2 年舉辦

桃竹苗及台南地區大專
院校學生（含碩士班）

每年舉辦

篆隸楷組、行草組：高中
職及五專前三年級學生
篆刻組：高中職及大專院
校學生，及 40 歲以下社
會青年
臨帖組：國中、高中職及
大專院校學生

每年舉辦

40 歲以下海內外華人

書法大賞 ─ 書法大賞李乾朗教授導覽

計 740 件。除了徵文比賽外，並以國內 3 位
已故詩人 ─ 余光中、洛夫及周夢蝶為主題，
邀請 14 位文學獎歷屆得主對談，回首與 3 位
前輩詩人文字相遇的故事，暢談創作之路。

民國 108 年舉辦第 12 屆書篆大賞，以「建築
與漢字」為題，參與人數 695 人；並安排「漫
步古厝，築字之美」活動，引領青年朋友從
不同視角欣賞具有書法意境的建築之美。

695 人
參與民國 108 年舉辦
第 12 屆書篆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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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展館更新計畫

為推廣科普教育，培育未來半導體人才，台積公司於民國 86 年首次贊助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設立「積體電路的世界」展館，並於民國 100 年更名為「半導體的世界」。隨
著科技快步躍進，為使展館內容與時俱進，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108 年投入新台
幣 4,000 萬元重新規畫成「認識半導體」、「應用半導體」、「躍進半導體」、「創
新半導體」、「想像半導體」五大展區，使用先進的體感互動及虛實視覺的展示手法，
未來更將結合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志工導覽服務，帶領大眾領略半導體的科學知識及產
業的發展趨勢，啟發青年學子對於半導體產業的認識及興趣。

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展館「認識，半導體」展區 ─ 序展影片「無所不在的半導體」

4,000萬元（新台幣）
贊助科博館「半導體的世界」 
展館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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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藝術文化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活化藝文環境，支持台灣藝
文團隊，提升社區民眾的精
神生活

我們要 
解決的問題

民國 108 年投入新台幣

2,163 萬元，舉辦戲曲、
音樂等高品質藝文展演

我們的 
角色與做法

我們的 
行動

 ●  挹注藝文活水，構築展演平台
 ‒ 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
 ‒ 贊助《臺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

 ●  推廣人文經典
 ‒ 籌辦台積講堂
 ‒ 贊助白先勇崑曲新系列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國內外藝文團隊支持比例

註：數據涵蓋民國 87 年至民國 108 年

總團隊數
318

國際團隊
19％

台灣團隊
81％

挹注藝文活水，構築展演平台

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連續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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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大型藝術活動，引領民眾感受藝術魅力，實
質提升精神生活。

民國 108 年以「請，聽謬思」為題，策畫「詩、樂、
戲」三大系列展演場藝文活動，贊助台灣七支藝
文團隊及二位國外音樂家演出共 61 場次，吸引超
過 42,462 位民眾參與。節目包括《詩篇》展出台
灣三位詩人余光中、周夢蝶、洛夫文物特展；《樂
篇》邀請到世界知名的波蘭鋼琴詩人齊瑪曼、日
本傳奇視障鋼琴師辻井伸行為樂迷演奏美麗樂章；

《戲篇》則包括國光劇團新編京劇《十八羅漢圖》，
台北曲藝團的《我為相聲狂》，為社區民眾帶來
豐富的精神饗宴。

國光團新編京劇《十八羅漢圖》惠明盲校藝術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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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及台中學子欣賞演
出，引領青年世代感受
崑曲之美

450 名
贊助《臺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
民國 108 年贊助「灣聲樂團」首次主辦的戶
外大型《臺灣的聲音－ 2019 新年音樂會》。
本音樂會內容包含歌仔戲、客語歌、原住民、
校園民歌、台灣流行歌曲等多元曲目，結合
多位知名演唱者與灣生樂團共同演出，以台
灣民眾耳熟能詳的優美旋律，構築一場極具
台 灣 特 色 的 新 年 音 樂 饗 宴。 演 出 現 場 吸 引
3,000 位觀眾，透過轉播達 80 萬觀看人次。

推廣人文經典

籌辦台積講堂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民國 103 年起舉辦台積
講堂，推廣中西人文經典，民國 108 年以「東
方文明」為題，邀請中央研究院王明珂博士
講授「民族、神話、歷史：中國少數民族的
前世今生」，透過考古、文獻及人類學素材，
闡述過去的「夷、戎、蠻、狄」如何成為今
日中國的少數民族。四場講座場場滿座，迴
響熱烈。

贊助白先勇崑曲新系列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致力推廣傳統藝術文化，
民國 108 年贊助知名文學家白先勇的《潘金
蓮》、《玉簪計》崑曲新系列台灣巡演。崑
曲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定的「人類非物質
文化遺產」，為保存此珍貴文化資產、讓其
向下紮根，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除贊助演出外，
更進入校園推行崑曲講座，並邀請台積公司
廠區所在地的 450 名新竹及台中學子欣賞演
出，引領青年世代感受崑曲之美。

《臺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

80 萬線上觀看人次

台積講堂於清華大學名人堂舉辦《臺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演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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