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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報告書
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台積公司攜手員工、股東／投資人、客戶、供應商／承攬商、政府、社
會等利害關係人，以堅定的步伐往前邁進。台積公司已連續 21 年發行非財務報告書，除依循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編製標準外，同時從日常營運過
程聆聽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意見回饋，調整台積公司永續管理做法，成為永續溝通的重
要平台之一。

台積公司每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做為內部管理永續實績的重要工具，透明揭露永續策
略、實踐方式與績效達成狀況，自我惕勵成為社會向上發展的關鍵力量。

報告範疇

本報告範疇包括台灣廠區（總部、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WaferTech、台積電（中
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及其他子公司。與去年相較，台灣廠區擴建晶圓十八廠第一
期及第二期、晶圓十五廠第七期、晶圓六廠第二期，並開始啟動運轉；若揭露範疇與前述有異，
則於該段落註明。

報告期間

報告期間為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本報告書於民國 109 年 6 月
發行中／英文版本於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內容涵蓋利害關係人關注的各項重大議
題，以及台積公司在經濟、環境及社會等面向的具體實績。歷年完整數據與資訊，請參考
下方來源。

企業社會責任
網站

企業社會責任 
績效摘要

企業社會責任
電子報

「台積 • 愛 • 行動」 
臉書官方粉絲頁

民國 108 年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的主要改變

長期目標
重大議題長期目標從民
國 114 年 延 伸 至 民 國

119 年

溝通效率
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精華摘要

完整揭露
永 續 議 題 資 訊 收 集 邊
界 涵 蓋 更 多 新 廠 區 與

子公司

動態更新
每周定期更新企業永續
焦點案例，提供即時的

動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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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議題資訊收集邊界

邊界

議題
台灣廠區註 1 WaferTech 台積電 ( 中國 ) 台積電 ( 南京 ) 采鈺公司 其他子公司註 2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創新管理 - - - -

產品品質 -

客戶服務

供應商永續管理 -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水管理 -

廢棄物管理 -

空氣汙染防制 -

人才吸引與留任

人才發展

人權

職業安全衛生 -

社會參與 - - - - -

註 1: 總部、台灣地區所有晶圓廠、後段封測廠
註 2: 台積公司在北美、歐洲、日本及南韓等地的子公司或辦事處

 蒐集完整資訊           蒐集部分資訊           -   議題對該實體組織不具重大性，故未納入資訊蒐集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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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饋

任何有關本報告書或對台積公司永續發展的建議，誠
摯歡迎您與我們聯繫。欲了解更多台積公司最新的永
續行動，歡迎訂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電子報。

負責單位：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企業社會責任網站：http://www.tsmc.com.tw/csr/ch/
電子信箱：csr@tsmc.com
電話：+886-3-5636688
地址：新竹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六路 8 號

撰寫原則及綱領

報告撰寫及品質管理流程

永續 環境

依循標準 依循標準

註 1：DNV GL VeriSustainTM Protocol 與 AA 1000 當責性原則標準及 ISAE 3000 認證準則一致
註 2：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相關認證與驗證，請參閱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網站

定稿審查編篡彙整

各組織主管 「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撰述委員

企業社會責任 
小組

內部
台積公司各組織副

總以上主管

外部 
第三方查驗機構 「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主席

 ●  確認組織永續業務的
年度作為與執行績效

 ●  審核資料的完整性與
正確性

 ●  提供民國 108 年永續
議題

 ‒ 目標
 ‒ 績效衡量指標
 ‒ 成果
 ‒ 未來努力方向

 ●  整體規畫
 ●  定義報告主軸
 ●  編輯修訂
 ●  報告查證

 ●  核定資料及數據  ●  審閱定稿 ●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依據 DNV 
GL VeriSustainTM 
Protocol 及 GRI 準則
查證本報告書

 ●  GRI 準則對照表與獨
立第三方查證意見聲
明書請參考本報告書
附錄

 ●  GRI 準則全面選項
 ●  AA1000 當責性原則標準

 ●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  ISO 14064 溫室氣體盤查

查驗機構
 ●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查驗機構
 ●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

依循標準
 ●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

發布生效之 IFRSs
 ●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查驗機構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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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參與註 1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願景為提升社會，並以誠信正直、強化環保、關懷弱勢等三大主軸做為我們的使命。
在這個願景與架構下，台積公司參與不同的產業公、協會及與公共政策相關的非營利組織，除了促進產業交
流與發展外，並關注包括如：科技創新、公司治理、環境永續、人權與供應鏈管理等重要議題註 2。總計於民
國 108 年，台積公司共參與逾 100 個海內外相關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共支出約新台幣 2,034 萬元註 3。過
去五年 ( 民國 103 年 ~ 民國 107 年 ) 的支出總額約新台幣 1 億 2,000 萬元註 4。

身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導者，台積公司期待以自身的產業影響力，攜手其他企業一同邁向共好，以因應
外在的國際局勢變動與產業變遷，亦提升企業內在的涵養及競爭力。台積公司參與的公、協會與非營利組
織，依組織性質及所倡議之議題，分類為：

註 1：此處之非營利組織並不包含以慈善、文教性質為宗旨之非營利組
織。關於台積公司參與台積慈善基金會以及台積文教基金會之詳
細內容，請參照本報告第 173 頁 - 第 199 頁。

註 2：由於本公司股東多數為外資投資人，依法在台不得進行政治獻
金之捐贈，而台積公司亦一向恪守此一法令要求，並保持政治中
立，但也鼓勵員工履行其公民責任。

註 3：台積公司於民國 108 年所支付的會員費或捐贈的金額，前五項
依序是：

（1）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新台幣 5,114,747 元 

台積公司參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以關心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為出
發，透過協會的活動凝聚業界對產業發展的共識，以促成競爭中的合
作，促進整體產業的健全發展。
（2）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新台幣 4,936,960 元 
美國是台積公司營收的主要來源國家之一。台積公司參與美國半
導體產業協會，與其他美國半導體業者一同為半導體產業向美國
政府發聲，展現半導體做為美國經濟發展、國家安全與全球競爭
力主要驅力的重要性。
（3）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新台幣 1,980,000 元 

台積公司參與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旨在與該協會一
同做為政府與業者之間政策宣達與意見溝通之橋樑、處理業者共同
事務、共謀園區事業穩健發展。
（4）負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
其前身為「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新台幣 1,354,140 元
台積公司加入負責任商業聯盟，並遵從該聯盟為供應鏈所制定的
規範，以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工人受到尊重並富有尊嚴，商業
營運合乎環保性質並遵守道德操守。

（5）JEDEC 固態技術協會／新台幣 757,320 元
JEDEC 固態技術協會是一個開發技術標準的國際組織，其所界定
的開放標準為半導體業界所廣泛接受的共通標準，而台積公司參
與此協會旨在了解半導體最新技術標準的規格與現況，以便公司
能夠依據共通標準來進行相關技術的研發或製造。

註 4：台積公司於民國 103 年至民國 107 年之間所支付的會員費或捐贈
的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18,225,979 元、22,807,227 元、36,296,334
元、21,176,571 元、以及 21,735,668 元。

產業交流與發展 科技創新 環境永續 人權與供應鏈管理公司治理

台積公司對於推動全球半導體發展與國內半導體發展不遺餘力。除了參與半導體
產業的主要公、協會，也對政府提出政策建言，內容涵蓋土地、水、電、人才、
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攸關產業競爭力的議題。台積公司所參與之產業發展相關的
公、協會，主要包括：

 ●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  中華民國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  台灣半導體產學研發聯盟

台積公司董事長劉德音自民國 108 年起擔任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理事長，資深副
總經理王建光目前擔任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能源委員會主委，房漢文處長目前擔
任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環保安全衛生委員會主委。資深處長段孝勤目前擔任國際
半導體產業協會 MEMS & Sensors 委員會主席，處長林進祥目前擔任國際半導體
產業協會 IC 委員會主席。資深副總經理 Rick Cassidy 目前擔任全球半導體聯盟
理事。資深副總經理秦永沛目前則擔任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常務
理事，副總經理馬慧凡目前擔任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常務監事。

技術創新是推動高科技產業向前發展的關鍵
驅力。台積公司不僅關注、投入科技與技術
的創新、參與制定技術規格，更呼籲政府與
業界聯手保護創新的成果，讓創新獲得其應
有的商業價值，以鼓勵更多源源不絕的創
新，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台積公司所參與
之科技創新相關的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
主要包括：

 ●  財團法人時代基金會
 ●  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
 ●  PCI SIG
 ●  JEDEC

台積公司副總經理暨法務長方淑華於民國 104
年推動並共同成立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
會，曾經擔任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第一
及第二屆理事長，協助推動台灣營業秘密法的
改革，目前亦仍擔任第三屆常務理事。

台積公司在追求營運持續成長的同時，對於
節能減碳、節水、減廢等支持環境永續的要
求亦不斷精進，並在所參與的公、協會與非
營利組織中，針對環境永續議題投入極大關
注。除了參與下述的組織進行交流分享外，
台積公司亦在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與台灣科
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轄下的各個次
委員會中，指派十多位內部專家擔任委員會
召集人，從節能、節水、環保、工安等面向
著手，推動制定各項環境指標，聯合其他企
業共同遵守。台積公司所參與之環境永續相
關的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主要包括：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ciety forum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台灣企業永

續研訓中心
 ●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協會

台積公司資深副總經理何麗梅目前擔任台灣
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理事。

台積公司是負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的正式會員，除了符合
該聯盟的要求，針對供應商的「勞工、健康
與安全、環境、倫理規範、管理系統」進行
稽核管理外，也帶動供應商參與此聯盟，
擴大管理效益。此外，台積公司亦要求所
有供應商遵循台積公司「從業道德及供應
商行為準則規範遵循聲明」（Assurance to 
Comply with TSMC’s Code of Ethics and 
Business Conduct and TSMC’s Supplier 
Code of Conduct），確保公司同仁與廠商
均遵循高度從業道德標準。台積公司所參與
之人權與供應鏈管理相關的公、協會，主要
包括：

 ●  負責任商業聯盟
 ●  負責任礦產倡議組織（Responsible 

Minerals Initiative）

企業的公司治理健全與否，不僅關乎企業的
發展，亦攸關區域的經濟穩定。台積公司重
視公司治理，經常受邀分享我們對公司治理
的理念與做法，以及台積公司三十二年來公
司治理的成果。台積公司所參與之公司治理
相關的公、協會，主要包括：

 ●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lliance）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
 ●  台灣物聯網產業技術協會
 ●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  全球半導體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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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摘要
主要指標 民國 104 年 民國 105 年 民國 106 年 民國 107 年 民國 108 年

經濟面

銷貨收入淨額（新台幣 10 億元） 843 948 977 1,031 1,070

母公司淨利（新台幣 10 億元） 307 334 343 351 345

所得稅費用（新台幣 10 億元） 44 52 53 46 45

研究發展費用（新台幣 10 億元） 66 71 81 86 91

資本支出（新台幣 10 億元） 258 328 331 316 460

環境面

溫室氣體排放（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包括範疇一與範疇二） 6,670,291 7,413,953 8,156,140 8,475,367 8,769,614

 　範疇一（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027,645 2,035,510 2,075,928  2,125,725 2,071,743

　　台灣廠區 1,566,662 1,648,268 1,640,532  1,705,746 1,678,754

　　子公司 註 2 460,983 387,242 435,396  419,979 392,989

 　範疇二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4,642,646 5,378,443 6,080,212 6,349,642 6,697,872

　　台灣廠區 4,315,766 5,030,647 5,702,511  6,325,931 6,673,235

　　子公司 註 2 326,880 347,796 377,701 23,711 24,637

 　範疇三（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3,446,447 3,767,411 4,242,521 4,315,497 5,307,028

　含氟溫室氣體（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331,467    1,259,527    1,194,136    1,185,433 1,081,212

NOx（公噸） 54.42 60.54 82.5 118.92 116.67

SOx（公噸） 32.55 33.08 43.87 39.71 32.18

揮發性有機物（公噸） 129.4 163.6 170.8 168.4 102.1

能源使用（百萬度）（包括電力、天然氣與柴油） 8,915                         9,848                          12,016 13,167 14,323

　直接能源使用（百萬度）（包括天然氣與柴油） 455                           489                             628 726 747

　間接能源使用（百萬度）（電力） 8,460 9,358 11,388 12,441 13,576

用水量（百萬公噸） 37.5 42.0 48.9 56.8 64.3

　台灣廠區 34.0 38.6 45.2 51.0 58.0

　子公司 註 2 3.5 3.4 3.8 5.7 6.3

製程用水回收率 註 3（%） 87.3 87.4 87.5 87.5 86.7

總節水量 註 3（百萬公噸） 85.6 94.3 103.4 129.0 133.6

超純水用量（百萬公噸） 61.0 68.8 79.7 85.1 90.1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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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標 民國 104 年 民國 105 年 民國 106 年 民國 107 年 民國 108 年

環境面

氫氧化四甲基銨 19.1 16.3 12.9 13.1 7.9

銅離子 0.23 0.19 0.22 0.18 0.09

廢棄物產生量（公噸） 273,096 298,761 369,745 393,784 416,715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137,524 163,584 201,114 213,840 219,584

 　　台灣廠區 132,427 158,899 196,077 208,340 212,465

 　　子公司 註 2 5,097 4,685 5,037 5,501 7,119

　有害廢棄物產生量 135,572 135,177 168,631 179,944 197,131

 　　台灣廠區 133,360 133,085 165,891 169,427 183,015

 　　子公司 註 2 2,212 2,092 2,740 10,516 14,116

　廢棄物回收率（%） 95 95 95 95 96

 　　台灣廠區 95 95 95 95 96

 　　子公司 註 2 79 79 80 83 74

通過 14001 管理系統廠數（廠） 16 18 20 22 22

通過 14001 管理系統廠區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社會面

員工數 45,272 46,968 48,602 48,752 51,297

員工訓練時數 780,546 623,711 639,852 540,408 741,178

全體員工女性比例（％） 41.3 40.1 39.3 38.7 37.8

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11.5 11.7 12.3 12.6 12.7

基層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12.8 12.8 13.6 13.7 13.6

高階管理階層女性比例（％） 22.7 20.0 20.0 18.5 11.1

離職率（％） 5.2 4.3 4.2 4.5 4.9

自願離職率（％） 5.0 4.2 4.1 4.3 4.8

安全－失能傷害頻率 註 4 0.47 0.54 0.56 0.88 0.93

安全－失能傷害嚴重率 註 5 5 7 7 13 15

工傷死亡人數 - 員工（位） 0 0 0 0 0

工傷死亡人數 - 承攬商（位） 0 0 0 0 0

現金捐贈 註 6（新台幣百萬元） 64.8 89.1 301.2 199.0 註 7 163.5

註 1：數據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台灣廠區及子公司
註 2：環境面數據的子公司涵蓋範圍為 WaferTech、台積電（中國）、台積電（南京）、采鈺公司
註 3：數據涵蓋範圍為台灣廠區
註 4：安全－失能傷害頻率 = 失能傷害次數 x1,000,000 ／總工時

註 5：安全－失能傷害嚴重率 = 損失工作日數 x1,000,000 ／總工時
註 6：數據涵蓋範圍為台積公司現金捐贈金額，不含非現金捐贈及員工現金捐贈金額
註 7：民國 106 年台積公司支持政府綠電發展，購買 1 億度綠電為當年度現金捐贈金額較高的主因，政府綠電認購計畫已於民國 106 年年底終止，台積公司正積極洽購再生能源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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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對照表
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GRI 102：一般揭露

102-1 組織名稱 營運：公司簡介 10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營運：公司簡介 10
102-3 總部位置 營運：公司簡介 10
102-4 營運據點 營運：公司簡介 10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營運：公司簡介；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二）- 財務報告 10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營運：公司簡介 10
102-7 組織規模 營運：公司簡介；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二）- 財務報告 10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志同道合 - 人力結構

全球人力結構之人數皆為全職員工，部分兼職員工包含在註釋中的約聘雇員中 
民國 108 年共約 2,415 位非員工的工作者執行工廠廠務系統之維護保養相關工作

137

102-9 供應鏈 責任供應鏈：永續風險評估／在地供應優化 81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營運：公司簡介；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二）- 財務報告 

責任供應鏈：策略與長期目標
10 
81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組織定期於審計委員會議中報告公司所面臨的風險環境、風險管理重點、風險評估及因應措施，審計委員會主席並於
董事會報告風險環境及所採行的風險控制措施。台積公司及其所屬子公司承諾以積極並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整合並管理所有對營運及獲利
可能造成影響之各種策略、營運、財務及危害性等潛在的風險。台積公司並建置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系統，
以風險矩陣（Risk MAP）評估風險事件發生的頻率及對台積公司營運衝擊的嚴重度，定義風險的優先順序與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採取
對應風險管理策略。

企業風險管理推行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6.3 風險管理

-

102-12 外部倡議 以負責任商業聯盟（RBA,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與負責任礦產確保計畫（RMAP, Responsible Minerals Assurance Process）為
依據，影響上游供應商及部份原物料源頭

-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附錄：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 204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 4, 5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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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誠信經營：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5 從業道德 
3.6 法規遵循

38

102-17 倫理相關之建議與關切事項的機制 誠信經營：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5 從業道德 
3.6 法規遵循 
5.5.6 員工參與 / 員工溝通管道

38

102-18 治理結構 永續治理：公司治理 
永續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平台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2.3.1 組織圖 
3 公司治理

16 
17

102-19 授予權責 永續治理 14
102-20 高階管理階層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之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 

永續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平台

4, 5 
17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永續治理：公司治理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4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第五項

20 
16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成 永續治理：公司治理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是由擁有領導世界級公司經營經驗或專業領域經驗的董事所組成，董事們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都具有豐富的管理
經驗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2.4.1 董事會成員簡介 
3 公司治理

16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最高治理機構的主席非為經營團隊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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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董事會訂定「董事提名辦法」，明訂董事候選人之提名、資格及評估之相關程序及標準。詳見公司網站 
 
台積公司夙負聲譽的董事會，是由各具備多元背景、充足專業知識、經驗與卓越見識並擁有高度道德標準的專業人士所組成。台積公司十
分重視董事成員的獨立性，除提高獨立董事席次外，並遵從相關法規對於獨立董事的獨立性進行判斷及評估。也因此，台積公司的董事皆
為擁有國內外世界級高科技產業公司經營經驗的企業領導人、具備高度學術聲望的學者，或是在其他專業領域有卓越表現的人士，並在經
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都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台積公司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的任期為三年。獨立董事候選人之獨立性亦需符合「公開發行公
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的規定。依相關法令規定，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候選人
名單，使得股東亦得參與董事候選人之提名程序。所有董事候選人將於股東常會中由股東進行投票選舉。

台積公司對於個別董事得連任之次數並未加以限制。我們相信，董事的久任有利於其對於公司營運及財務提出更深入的獨到見解，對於創
造公司整體利益有正面的助益。同時，台積公司也會對個別董事之貢獻持續進行評估，確保董事會能保有新的觀點。

-

102-25 利益衝突 台積公司經由許多程序來避免利益衝突。首先，董事或經理人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屬於台積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時，應根據法令之要求事
先分別取得股東會或董事會核准；第二，每一位董事及經理人必須完成年度關係人交易聲明，並於審計委員會報告結果；第三，依中華民
國及美國證券相關法令嚴謹的報告要求，任何關係人交易皆需揭露。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2.4.1 董事會成員簡介 
4.1.4 主要股東名單 
4.1.8 持股比例佔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之資料 
5.3.4 原物料暨供應鏈管理 / 最近二年度佔全年度進貨淨額 10% 以上之供應商資料 
5.4 客戶信任／最近二年度佔全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10% 以上之客戶資料 
8.1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細節請參考民國 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附註三八、附註揭露事項 
附表六（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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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旨、價值觀及策略的角色 永續治理：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矩陣表  
永續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平台

民國 108 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擔任執行秘書，每年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
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執行成果與未來工作計畫（報告內容完整涵蓋經濟、環境、社會議題）。此外，董事會亦會審核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以
及台積電慈善基金會之年度計畫及本公司對二個基金會之捐助金額。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是由擁有世界級公司經營經驗或專業領域經驗的董事所組成，董事們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都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本公司已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企業社會責任矩陣表，在企業社會責任矩陣表中清楚闡明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涵蓋範圍。

15 
17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 公司治理 / 民國 108 年「董事進修情形」

另並透過每季定期的經營團隊報告及每年定期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提升董事會成員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的整體知識。

-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2 董事會

 ● 民國 108 年榮獲公司治理獎項
 ● 董事薪酬
 ● 薪酬委員會
 ● 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3.4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7. 民國一百零八年度企業社會責任獲獎及認證

-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2 董事會

 ● 董事會職責：董事會決議重要事項會考量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及其衝擊、風險和機會，以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例如決議資本支出時，
會將上述因素納入考量；董事會並會聽取經營階層對董事會提擬之公司策略，董事會必須評判這些策略成功的可能性，也必須經常檢
視策略的進展，並且在需要時敦促經營團隊作調整。

 ● 審計委員會
 ● 薪酬委員會

3.4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第五項 
6.3 風險管理 
7. 企業社會責任

 ●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
 ●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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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102-30 風險管理流程的有效性 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組織定期於審計委員會議中報告公司所面臨的風險環境、風險管理重點、風險評估及因應措施，審計委員會主席並於
董事會中報告風險環境及所採行的風險控制措施。台積公司風險管理組織包括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風險管理專案及風險管理工作小組。風險管理組織角色及分工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6.3.1 風險管理組織圖。

-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 公司治理 
6.3 風險管理

-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角色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 公司治理 
本報告由本公司各組織最高主管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檢視及核准

-

102-33 溝通關鍵重大事件 除定期召開會議外，公司管理階層亦會定期將本公司重要報告及資訊提供董事：
 ● 會計部門：每月財務資訊及每季財務報告；
 ● 內部稽核部門：每季內部稽核報告；及
 ● 公共關係部門：新聞

此外，董事會成員跟高階管理階層之間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觸，如果有任何關鍵重大事件，也都會隨時溝通。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2 董事會

 ●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

102-34 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與總數 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和總數請參考本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6.3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台積公司及其所屬子公司整合並管理對營運及獲利可能造成影響之各種策略、營運、財務及危害性等潛在的風險，
建置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系統，依風險等級採取對應的風險管理策略。若有重大事件發生，即可依原訂定
之機制進行應變處理。

-

102-35 薪酬政策 最高治理單位及高階管理階層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2.4.2 董事酬金 
2.5.2 總裁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2.5.3 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其他員工部分則參考本報告書：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優於法令的福利制度、穩固的退休金制度 
我們所提供的薪酬優於業界，並設計優於法令要求的福利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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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2.2 薪酬委員會 
3.2.4 出席董事會及委員會 / 薪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37

102-37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台積公司致力於做好公司治理，與包含投資人在內的各類利害關係人溝通順暢，充分蒐集各方建議並列入營運參考。 
公司薪酬政策係秉持「同仁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以及「兼顧同仁福利與股東權益」的理念，提供有競爭力的整體薪酬，以吸引、留任最
好的人才。多年來，公司不斷締造營運佳績，股東得到高於平均水準之上的報酬，同仁們的總體薪酬也一直優於同業及大多數台灣企業。

-

102-38 年度總薪酬比率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全球員工總體薪酬的中位數 
總裁與中位數員工總體薪酬比

137

102-39 年度總薪酬增加之百分比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薪資平均數、薪資中位數，及前三者與前一年度的差異
137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
102-41 團體協約 包容職場：人權 - 員工溝通

台積公司與員工間溝通暢行無阻，營造出高度參與的工作環境，同仁亦對公司有高度承諾。同時，台積公司尊重同仁集體協商和參加和平
集會的權利，因此，台積公司依法定期舉辦勞資會議，向員工報告企業營運概況，並邀請員工參與勞動條件與勞工福利等議題討論，使勞
資雙方溝通更為順暢。

153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營運：公司簡介；詳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二）：財務報告 -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附錄：關於報告書
20 

201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
102-48 資訊重編 無 -
102-49 報導改變 附錄：關於報告書 201
102-50 報導期間 附錄：關於報告書 201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民國 108 年 6 月 -
102-52 報導週期 附錄：關於報告書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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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附錄：關於報告書 201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附錄：關於報告書 201
102-55 GRI 內容索引 附錄：GRI 準則對照表 207
102-56 外部保證 / 確信 附錄：獨立第三方查證意見聲明書 221

GRI 103：管理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永續治理：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請參考各項議題內容 -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請參考各項議題內容 -

GRI 201：經濟績效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營運：財務績效、稅務政策 
永續治理：永續價值創造 
附錄：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摘要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整體薪酬與福利制度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二）：財務報告

11, 13 
31 

205 
137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台積公司氣候變遷管理架構（TCFD） 
氣候風險矩陣 
氣候變遷財務影響分析 
擴大再生能源使用

95 
98 
99 

100 
103

201-3 定義福利計畫義務與其他退休計畫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穩固的退休金制度 - 退休金提撥做法與準備狀況

全球含各海外子公司確定提撥計畫之退休金於民國 108 年認列為費用之金額為 26 億 973 萬 3,000 元。台積公司台灣廠區依員工每月薪資 6%
提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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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取自中華民國政府之財務補助：民國 108 年度台積公司享有五年免稅之租稅優惠新台幣 294 億元，以及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新台幣 59
億元。（大陸廠區有接受當地政府的補助，但是依協議內容台積公司不可以對外揭露內容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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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GRI 202：市場地位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
的比率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民國 108 年一位新進碩士畢業工程師的平均整體薪酬，除了 12 個月本薪、2 個月年終獎金，還加上約 17 個月的現金獎金及酬勞，整體薪
酬約為 31 個月的本薪；直接員工平均整體薪酬則約為 26 個月的本薪，其每月平均收入相當於台灣政府規定基本工資三倍。

對於其他非台積公司員工工作者的薪資，台積公司均要求其公司遵守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支付給其勞工的工資應當符合所有相關的
薪酬法律，包括有關最低工資、超時加班和法定福利的法律。

137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2.5.1 中揭露之高階管理階層資訊，雇用當地居民共計 18 位，占比為 78.3%。 
「高階管理階層」的定義：年報 2.5.1 中揭露之高階管理階層資訊，共計 23 位。 
「當地」的地理定義：以國籍做為當地的定義。 
「重要營業據點 」的定義：係指公司總部所在地及大多數員工工作地點，即為「人力結構」中所提之主要營運據點。

-

GRI 203：間接經濟衝擊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共好社會：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含捐款、捐贈物資、建設服務、修繕服務、志工服務等） 185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以 272 種製程技術，為 499 個客戶生產 1 萬 761 種不同產品，持續為現代社會的進步帶來重大貢獻。 

帶動供應鏈就業機會
-

GRI 204：採購實務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責任供應鏈：民國 108 年在地採購比例 81

GRI 205：反貪腐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針對反貪腐的風險評估，依本公司營運狀況，主要是依業務屬性作評估，較不適合以營運據點作評估，本公司風險評估方式請參閱本報告。 
根據民國 108 年度員工問卷調查、供應商問卷調查、各處級 CSA 報告及舉報內容與調查結果，本公司貪腐風險已獲適當控制，並未發現顯
著風險。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5 從業道德 
3.6 法規遵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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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誠信正直為公司文化中最重要之價值，於民國 108 年，本公司公告「台積公司反貪腐承諾」，重申台積公司對於貪腐行為採取零容忍之
政策，並同時敘明利益衝突迴避、政治及慈善捐款、以及舉報管道等相關規範。詳見公司網站：https://www.tsmc.com/download/ir/
majorInternalPolicies/TSMC_Anti-Corruption_Commitment_c.pdf

公司提供每一位新到職同仁反貪腐及從業道德之教育訓練。對於現職之同仁，除年度教育訓練外，並依其業務職掌給予多種訓練課程，形
式包含重點式面授課程、面對面宣導會、線上必修及選修課程等，並透過廠區海報、公司內部網頁提供法規遵循指引及常見問答集、公司
內部電子郵件、教育宣導文章等，俾使同仁能隨時接觸取得法規新知，深化同仁對於各議題的認知。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5 從業道德 
3.6 法規遵循

-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誠信經營：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3.5 從業道德

38

GRI 206：反競爭行為

206-1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6.3.3 營運風險 / 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

GRI 302：能源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104
302-2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溫室氣體盤查 102
302-3 能源密集度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104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104
302-5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更先進及更具能源效率的電子產品 50

GRI 303：水

303-1 依來源劃分的取水量 綠色製造：水資源風險管理 112
303-2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綠色製造：水資源風險管理 112
303-3 回收及再利用的水 綠色製造：水資源風險管理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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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GRI 305：排放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溫室氣體盤查 102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溫室氣體盤查 102
305-3 其他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溫室氣體盤查 102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溫室氣體盤查 102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綠色製造：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 溫室氣體減量標竿作為、溫室氣體盤查 109, 102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 無使用 -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及其他

重大的氣體排放
綠色製造：空氣汙染防制

民國 108 年揮發性有機氣體排放量：108.1 公噸；氮氧化物排放量：116.67 公噸；硫氧化物排放量：32.18 公噸
130

GRI 306：廢汙水和廢棄物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台積電（中國）：廠內處理後廢水排至工業區汙水處理廠，最終排至油墩港。台積電（南京）：廠內處理後廢水排至工業區汙水處理廠，
最終排至長江。美國 WaferTech 廠：廠內處理後廢水排至 Camas 市汙水處理廠，最終排至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

-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綠色製造：廢棄物管理 121
306-3 嚴重洩漏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無嚴重洩漏事件 -
306-4 廢棄物運輸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輸出 3.388 公噸含鎘電池，佔委外事業廢棄物總量的 0.0009% -
306-5 受放流水及其他（地表）逕流排放而影響的水體 台積公司處理後的廢水均排至工業區汙水處理廠再排至水體，對水體無顯著影響 -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本公司民國 108 年無重大違反環保法規情事 -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責任供應鏈：民國 108 年目標與績效

新供應商 100% 簽署新版《供應商行為準則》並進行風險評估
81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責任供應鏈：永續風險評估

台積公司透過《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供應商符合永續標準，其中包含環境衝擊議題，要求第一階供應商執行永續自評問卷，民國 108 年
度共回收 1,226 家問卷（包含台灣與中國地區之營運單位），若供應商有潛在風險將持續要求改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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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GRI 401：勞雇關係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人才招募 - 校園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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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其中，各地區人才招募皆以當地聘用為主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總共進用 5,087 位員工，76.1% 為 30 歲以下的年輕世代族群

137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的福利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優於法令的福利制度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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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完善的人身及醫療保險計畫

137

401-3 育嬰假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 優於法令的福利制度 137

GRI 402：勞／資關係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包容職場：人權 - 員工溝通

若因重大營運變化而需中止僱用關係時，將依法提前預告
153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

403-1 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生委員會中的工
作者代表

台積公司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控，建立權責分工的執行組織，因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對台積公司的要求與期許，民國 108 年除持續精進
既有的安全文化推廣、風險管理措施外，因應擴廠計畫，承攬商進入台積公司人數已高達每日 32,168 人，台積公司標準化承攬商作業安全
衛生管理程序，建立《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強化安全管理制度，與承攬商共創安全友善環境。公司層級之職業安全衛生與環保委員會，
由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主管擔任主任委員，勞工代表的比例為 57%。

-

403-2 傷害類別，傷害、職業病、損失日數、缺勤等比
率，以及因公死亡件數

職業災害統計係依勞動部及 GRI Standard 所公布之重要失能傷害統計指標計算，以失能傷害頻率（FR）、失能傷害嚴重率（SR）為主要
數據，且不含廠外交通意外事故。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發生 78 件職業災害件數，損失工作日數達 1,265 天，其中女性的失能傷害頻率
與失能傷害嚴重率遠高於男性。而依公傷類型區分，跌倒案件佔比最高，受傷案件數佔 32%，損失日數佔 49%；若持續分析，發現女性跌
倒受傷件數與損失日數同樣遠高於男性，受傷件數佔 95%，損失日數則佔 91%，而其中 71% 女性主要為 45-55 歲的技術人員，經訪視及
現場調查，主因多為走路不專心或轉身過程重心不穩所造成的跌倒骨折，休養日數平均從 15 天至 60 天。民國 108 年為加強警示與提醒作
用，除了不定期的海報文宣宣導，工安人員更將容易碰撞跌倒的環境列為巡檢項目、作業環境量測項目加入廠區環境照明、並將骨質疏鬆
症預防及治療加入民國 109 年的衛生教育宣導項目中

-

403-3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的工作者 台積公司的職場健康風險的預防作為涵括工作危害與個人健康二方面，需同時協助改善以維護員工健康。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4,146 
人參與特別危害健康檢查，100% 完檢

-

403-4 工會正式協議中納入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 無相關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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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4：訓練與教育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包容職場：人才發展

1. 訓練系統之設計目前無依性別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2. 揭露全體員工平均訓練時數 
3. 揭露不同類別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主管職、非主管職間接員工與直接員工）

148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包容職場：人才發展 

1. 揭露提升員工職能的年度重點計畫，如提升工程師／基層主管的技術能力 ‒ 技術深度強化專案 
2. 目前未針對「因退休或終止勞雇關係而結束職涯之員工」提供過渡協助方案

148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比例 包容職場：人才發展 - 學習發展

台積公司員工依照個人工作所需、績效評核結果（績效評核分年中、年終兩次進行，民國 108 年員工完成評核比例達 100%），與職涯發
展需要，訂立「個人發展計畫」，而這也是公司年度訓練計畫的依據之一。

148

GRI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細節請參考本公司民國 108 年年報： 
2.4.1 董事會成員簡介 
本公司董事成員組成具備多元背景，包括不同產業、學術及法律等專業背景，國內及歐美不同國家國籍，擁有世界級公司經營經驗，其中
並包含 2 名女性董事（占比為 22.22%）。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人才招募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總共進用 5,087 位員工，包括年輕世代族群、女性員工、海外菁英等等 

1. 民國 108 年，240 位實習生加入台灣廠區實習生專案，其中女學生人數為 69 名，佔實習生總數 29%。實習結束後，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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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其中獲聘女學生比例為獲聘者的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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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以持續構築性別平等的職場環境。民國 108 年，海外廠區 實
習計畫則共計 75 位實習生，女性實習生 人數佔 9 名。

2. 台積公司歷年海外菁英來台就職

3.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台灣廠區聘用的輕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共 315 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共 79 人，加權進用比率佔台灣廠區員工
總人數的 1%，符合法令規定。民國 108 年，子公司采鈺公司亦聘用三名身心障礙職員，但因工作性質致使招聘難度高、前來應徵相關
職缺者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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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吸引更多潛在
的適合身心障礙應徵者主動前來應徵。

- 
137

405-2 女男基本薪資和薪酬的比率 包容職場：人才吸引與留任 - 男女薪酬比例 - 台積公司各主要據點之男性與女性同仁年度總體薪酬比例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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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GRI 406：不歧視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包容職場：人權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內部溝通管道共收到 3,998 件員工意見與申訴案，包括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四件、員工申訴直通車 141 件、員工
意見箱 643 件，以及各廠區馬上辦中心 3,151 件，違反從業道德行為舉報系統 59 件。所有管道之申報案件皆有相對應的單位處理，其中，
性騷擾申訴及員工申訴直通車，有專責的小組與委員進行案件調查與審理；員工意見箱則依照問題內容交由負責單位協助處理，並與同仁
溝通對應之做法與結果，以上溝通管道皆公開於公司內網首頁，也針對所有新進人員亦有安排課程介紹及說明，確保同仁詳知上述管道。

153

GRI 407：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407-1 可能面臨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風險的營運據點
或供應商

台積公司各營運據點皆依照《台積公司人權政策》及《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採取行動，有尊嚴地對待及尊重所有員工、契約及臨時
人員、實習生等，充分降低各類勞工相關風險。詳參《台積公司人權政策》

責任供應鏈：永續風險評估

台積公司透過《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供應商符合永續標準，其中包含工作者結社自由或團體協商權利，要求第一階供應商執行永續自評
問卷，民國 108 年度共回收 1,226 家問卷（包含台灣與中國地區之營運單位），若供應商有潛在風險將持續要求改善。

- 
81

GRI 408：童工

408-1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 台積公司各營運據點皆依照《台積公司人權政策》及《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採取行動，有尊嚴地對待及尊重所有員工、契約及臨時
人員、實習生等，充分降低各類勞工相關風險。詳參《台積公司人權政策》

責任供應鏈：永續風險評估

台積公司透過《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供應商符合永續標準，其中包含不得使用童工議題，要求第一階供應商執行永續自評問卷，民國
108 年度共回收 1,226 家問卷（包含台灣與中國地區之營運單位），若供應商有潛在風險將持續要求改善。

- 
81

GRI 409：強迫或強制勞動

409-1 具強迫與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
供應商

台積公司各營運據點皆依照《台積公司人權政策》及《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採取行動，有尊嚴地對待及尊重所有員工、契約及臨時
人員、實習生等，充分降低各類勞工相關風險。詳參《台積公司人權政策》

責任供應鏈：永續風險評估

台積公司透過《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供應商符合永續標準，其中包含不得使用抵債勞工議題，要求第一階供應商執行永續自評問卷，民
國 108 年度共回收 1,226 家問卷（包含台灣與中國地區之營運單位），若供應商有潛在風險將要求改善。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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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報告內容或說明 頁碼

GRI 412：人權評估

412-1 接受人權檢視或人權衝擊評估的營運活動 包容職場：人權 - 人權政策與作為

台積公司恪守全球各營運據點所在地法規，遵循《國際人權法典》、《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的核心勞動標準》、《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
原則》等國際公認之人權標準，並落實《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有尊嚴地對待及尊重現職同仁、契約及臨時人員、實習生等。我們
也訂定《台積電供應商行為準則》， 要求供應商遵循同一政策。

153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包容職場：人權 - 人權風險減緩措施 

揭露人權政策相關的總訓練時數、總人數及員工受訓百分比。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針對同仁實施的人權保障相關訓練，總時數為 116,907 小時，共計 48,763 位同仁（92,971 人次）完成訓練，佔全
體同仁總人數的 95%。未來，我們將持續關注人權保障議題、推動相關教育訓練，以提高人權保障意識，降低相關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153

412-3 載有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查的重要投資協
議及合約

民國 108 年台積公司持續在台灣建廠，而台灣在國際人權評比獲得高的評價，在此議題上無顯著問題。
-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414-1 新供應商使用社會準則篩選 責任供應鏈：民國 108 年目標與績效

新供應商 100% 簽署新版《供應商行為準則》並進行風險評估
81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責任供應鏈：保障勞工人權 - 行動方案

針對台灣地區於台積公司廠區內工作之供應商員工在工時 / 安全 / 勞動爭議等項目，採取提醒、稽核、合約與罰則等行動。
81

GRI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影響 台積公司提供客戶之產品與服務對健康和安全無顯著的影響 -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無 -

GRI 418：客戶隱私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創新與服務：客戶服務 - 客戶虛擬工廠（無收到客戶資訊外漏的抱怨） 72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本公司無社會領域或經濟領域之重大違法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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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台積總部及晶圓十二 A 廠
30078 新竹科學園區力行六路 8 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637000

研發中心及晶圓十二 B 廠
30075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二路 168 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6687827

晶圓二廠、五廠
30077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三路 121 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781546

晶圓三廠
30077 新竹科學園區研新一路 9 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781548

晶圓六廠
74144 台南科學園區南科北路 1 號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2057

晶圓八廠
30078 新竹科學園區力行路 25 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662051

晶圓十四 A 廠
74144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北路 1 號之 1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1262

晶圓十四 B 廠
74144 台南科學園區南科九路 17 號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5217

晶圓十五 A 廠
42882 中部科學園區科雅六路 1 號 
電話：+886-4-27026688　傳真：+886-4-25607548

晶圓十五 B 廠
40763 中部科學園區新科路 1 號 
電話：+886-4-27026688　傳真：+886-4-24630372

晶圓十八廠
74543 台南科學園區北園二路 8 號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0363

台灣地區晶圓廠

TSMC North America
2851 Junction Avenue, San Jose, CA 95134, U.S.A 
電話：+1-408-3828000　傳真：+1-408-3828000

TSMC Europe B.V.
World Trade Center, Zuidplein 60, 1077 XV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20-3059900　傳真：+31-20-3059911

TSMC Japan Limited
21F, Queen's Tower C, 2-3-5, Minatomirai, Nishi-ku 
Yokohama, Kanagawa, 220-6221, Japan 
電話：+81-45-6820470　傳真：+81-45-6820673

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區文翔路 4000 號 
郵政編碼：201616 
電話：+86-21-57768000　傳真：+86-21-57762525

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
江蘇省南京市浦口經濟開發區紫峰路 16 號 
郵政編碼：211806 
電話：+86-25-57668000　傳真：+86-25-57712395

台積電韓國有限會社
15F, AnnJay Tower, 208, Teheran-ro, Gangnam-gu, 
Seoul 06220, Korea 
電話：+82-2-20511688

TSMC Design Technology Japan, Inc. 
10F, Minatomirai Grand Central Tower, 4-6-2, 
Minatomirai, Nishi-ku, Yokohama, Kanagawa 220-
0012, Japan 
電話：+81-45-6644500

TSMC Design Technology Canada Inc.
535 Legget Dr., Suite 600, Kanata, ON K2K 3B8, 
Canada 
電話：+613-576-1990　傳真：+613-576-1999

TSMC Technology, Inc
2851 Junction Avenue, San Jose, CA 95134, U.S.A 
電話：+1-408-3828000

WaferTech L.L.C.
5509 N.W. Parker Street, Camas, WA 98607-9299 
U.S.A. 
電話：+1-360-8173000　傳真：+1-360-8173590

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78 新竹科學園區篤行一路 12 號 
電話：+886-3-666-8788　傳真：+886-3-666-2858

子公司

先進封測一廠
30077 新竹科學園區研新二路 6 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5773628

先進封測二廠
74144 台南科學園區南科北路 1 號之 1 
電話：+886-6-5056688　傳真：+886-6-5051262

先進封測三廠
32542 桃園市龍潭區龍園六路 101 號 
電話：+886-3-5636688　傳真：+886-3-4804250

先進封測五廠
42882 中部科學園區科雅西路 5 號 
電話：+886-4-27026688　傳真：+886-4-27026688

後段封測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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