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財務概況

6.1 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

6.1.1 財務狀況分析

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02年 民國101年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

流動資產 358,486,654 250,325,436 108,161,218 43%

長期投資（註一） 89,183,810 65,717,240 23,466,570 3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92,665,913 617,562,188 175,103,725 28%

無形資產 11,490,383 10,959,569 530,814 5%

其他資產（註二） 11,228,217 16,790,075 (5,561,858) -33%

資產總額 1,263,054,977 961,354,508 301,700,469 31%

流動負債 189,777,934 148,473,947 41,303,987 28%

非流動負債 225,501,958 89,786,655 135,715,303 151%

負債總額 415,279,892 238,260,602 177,019,290 74%

股本 259,286,171 259,244,357 41,814 0%

資本公積 55,858,626 55,675,340 183,286 0%

保留盈餘 518,193,152 408,411,468 109,781,684 27%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847,508,255 720,550,680 126,957,575 18%

權益總額 847,775,085 723,093,906 124,681,179 17%

註一：長期投資係包含非流動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註二：其他資產係包含遞延所得稅資產、存出保證金及其他非流動資產

● �增減比例超過20%之變動分析

流動資產增加：主要係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所致。

長期投資增加：主要係本年度備供出售金融商品公允價值增加所致。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主要係先進製程設備相關之資本支出所致。

其他資產減少：主要係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所致。

資產總額增加：主要係現金及約當現金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所致。

流動負債增加：主要係應付工程及設備款及應付所得稅增加，部分因短期借款減少而抵銷。

非流動負債增加：主要係本年度發行公司債1,308億元所致。

負債總額增加：主要係非流動負債增加所致。

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部分因分配民國一百零一年盈餘而抵銷。

● �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變動影響：對財務狀況無顯著影響。

●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民國102年稅後淨利再創新高，

超過新台幣1,881億元，

每股盈餘為新台幣7.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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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02年 民國101年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流動資產 257,623,763 205,819,614 51,804,149 25%

長期投資（註一） 165,545,159 139,634,200 25,910,959 1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70,443,494 586,636,036 183,807,458 31%

無形資產 7,069,456 6,449,837 619,619 10%

其他資產（註二） 7,897,131 13,597,966 (5,700,835) -42%

資產總額 1,208,579,003 952,137,653 256,441,350 27%

流動負債 187,195,744 144,528,616 42,667,128 30%

非流動負債 173,875,004 87,058,357 86,816,647 100%

負債總額 361,070,748 231,586,973 129,483,775 56%

股本 259,286,171 259,244,357 41,814 0%

資本公積 55,858,626 55,675,340 183,286 0%

保留盈餘 518,193,152 408,411,468 109,781,684 27%

權益總額 847,508,255 720,550,680 126,957,575 18%

註一：長期投資係包含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註二：其他資產係包含遞延所得稅資產、存出保證金及其他非流動資產

● �增減比例超過20%之變動分析

流動資產增加：主要係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所致。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主要係先進製程設備相關之資本支出所致。

其他資產減少：主要係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所致。

資產總額增加：主要係現金及約當現金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所致。

流動負債增加：主要係應付工程及設備款及應付所得稅增加，部分因短期借款減少而抵銷。

非流動負債增加：主要係本年度發行公司債862億元所致。

負債總額增加：主要係非流動負債增加所致。

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部分因分配民國一百零一年盈餘而抵銷。

● �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變動影響：對財務狀況無顯著影響。

●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6.1.2 財務績效分析

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02年 民國101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營業收入淨額 597,024,197 506,745,234 90,278,963 18%

營業成本 316,057,820 262,583,098 53,474,722 20%

調整前營業毛利 280,966,377 244,162,136 36,804,241 15%

與關聯企業間之未實現利益 (20,870) (25,029) 4,159 -17%

營業毛利 280,945,507 244,137,107 36,808,400 15%

營業費用 71,563,234 62,510,875 9,052,359 14%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 47,090 (449,364) 496,454 不適用

營業利益 209,429,363 181,176,868 28,252,495 1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6,057,759 499,588 5,558,171 1113%

項目 民國102年 民國101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稅前淨利 215,487,122 181,676,456 33,810,666 19%

所得稅費用 27,468,185 15,552,654 11,915,531 77%

本年度淨利 188,018,937 166,123,802 21,895,135 13%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16,352,248 4,252,632 12,099,616 285%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204,371,185 170,376,434 33,994,751 20%

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淨利 188,146,790 166,318,286 21,828,504 13%

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204,505,782 170,521,543 33,984,239 20%

● �增減比例超過20%之變動分析

營業成本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收入增加，致營業成本隨之增加。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增加：主要係民國一百零一年提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所致。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淨益增加及認列較少金融資產減損損失，部分因本年度公司

債利息費用增加而抵銷。

所得稅費用增加：主要係本年度稅前淨利、最低稅負制稅率由10%提升至12%及未分配盈餘稅增加所致。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增加：主要係因本年度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利益及備供出售金融商品公允價值增加

所致。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及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增加所致。

● �預期未來一年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請參照第2-5頁之「1. 致股東報告書」。

● �最近二年度財務績效變動影響：對財務績效無顯著影響。

●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非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02年 民國101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營業收入淨額 591,087,600 500,369,525 90,718,075 18%

營業成本 319,407,163 265,494,185 53,912,978 20%

調整前營業毛利 271,680,437 234,875,340 36,805,097 16%

與子公司及關聯企業間之未實現利益 (35,577) (25,029) (10,548) 42%

營業毛利 271,644,860 234,850,311 36,794,549 16%

營業費用 66,924,354 57,481,083 9,443,271 16%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 (66,614) (549,087) 482,473 -88%

營業淨利 204,653,892 176,820,141 27,833,751 1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1,062,658 6,932,246 4,130,412 60%

稅前淨利 215,716,550 183,752,387 31,964,163 17%

所得稅費用 27,569,760 17,434,101 10,135,659 58%

本年度淨利 188,146,790 166,318,286 21,828,504 13%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16,358,992 4,203,257 12,155,735 289%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204,505,782 170,521,543 33,984,239 20%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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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減比例超過20%之變動分析

營業成本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收入增加，致營業成本隨之增加。

與子公司及關聯企業間之未實現利益增加：主要係因本年度第四季銷售予被投資公司之金額增加所致。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減少：主要係民國一百零一年提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所致。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淨額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淨利增加及認列較少金融資產減損損失，部分因本年度

公司債利息費用增加而抵銷。

所得稅費用增加：主要係本年度稅前淨利、最低稅負制稅率由10%提升至12%及未分配盈餘稅增加所致。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增加：主要係因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利益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及關聯企業之

其他綜合損益增加所致。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增加所致。

● �預期未來一年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請參照第2-5頁之「1. 致股東報告書」。

● �最近二年度財務績效變動影響：對財務績效無顯著影響。

●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6.1.3 現金流量分析

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初現金餘額
（民國101年12月31日）

全年來自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
（民國102年）

全年因投資及籌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民國102年）

現金剩餘數額
（民國102年12月31日）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

投資計劃 融資計劃

143,410,588 347,383,537 (248,098,678) 242,695,447 無 無

● �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約3,474億：主要係源自稅後淨利及無現金支出之折舊及攤銷。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約2,811億：主要係用於資本支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約330億：主要係發行公司債，部分為發放現金股利及短期借款減少而抵銷。

●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及流動性分析：無現金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 �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非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初現金餘額
（民國101年12月31日）

全年來自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
（民國102年）

全年因投資及籌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民國102年）

現金剩餘數額
（民國102年12月31日）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

投資計劃 融資計劃

109,150,810 335,283,326 (297,995,368) 146,438,768 無 無

● �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約3,353億：主要係源自稅後淨利及無現金支出之折舊及攤銷。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約2,844億：主要係用於資本支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約136億：主要係發放現金股利及短期借款減少，部分為發行公司債而抵銷。

●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及流動性分析：無現金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 �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6.1.4 重大資本支出及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 實際或預計之資金來源
所需資金總額

（截至民國102年）
實際資金運用情形

民國102年 民國101年

生產、研發及廠務設備 自有資金及發行公司債 527,715,597 283,822,265 243,893,332

其他 自有資金 6,016,537 3,772,508 2,244,029

合計 533,732,134 287,594,773 246,137,361

基於上述及民國一百零三年預計之資本支出，民國一百零三年台積公司產能約增加164萬片約當八吋晶圓。

6.1.5 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本公司採權益法之轉投資皆著眼於長期策略性目的；然而，當本公司評估某項投資之策略性價值已不顯著時，即可能將其視

為財務性投資。本公司民國一百零二年度採權益法之轉投資獲利為新台幣9,530,933仟元（合併基礎之下為新台幣3,972,031

仟元），較民國一百零一年獲利成長，主要受惠於行動運算產品之高度成長以及太陽能產業的復甦。未來本公司仍將以長期

策略性投資為原則，持續審慎評估轉投資計劃。

6.2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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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積公司堅持企業願景及對業界與社會之長期永續責任，建置企業風險管理專案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其目的在於為台積公司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提供適當的風險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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撃的嚴重度，定義風險的優先順序與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採取對應的風險

管理策略。

為降低台積公司的供應鏈中斷風險，由晶圓廠、資材管理、風險管理以及品質系統管理等單位組成的內部工作小組，協助供

應商針對其可能造成生產服務中斷的潛在風險，訂定營運持續計劃，以提升供應鏈的風險抵禦能力，確保供應商持續營運，

並降低事故發生時對台積公司之可能衝擊。由於供應鏈風險管理得宜，民國一百零二年台積公司未有供應鏈中斷的情況。

民國一百零二年，台積公司在擴張先進製程產能的同時，各項風險控制措施、地震防護及綠色生產方案亦在新廠設計階段納

入規劃及執行。

6.2.1 風險管理組織圖

審計委員會

執行長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

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

風險管理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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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說明

●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向董事會之審計委員會報告；

由各組織最高主管組成；

督導風險控管的改進；

辨識及核准各種風險之優先順序。

● �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

由各組織指派代表組成；

定期審視與企業營運及生產活動相關的風險控制；

整合各組織之企業風險管理活動；

追蹤改善及活動風險控制執行成效。

● �風險管理專案

協調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活動；

促進各組織之風險管理活動；

召開跨部門風險溝通會議；

整合企業風險管理報告並向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報告。

6.2.2 策略風險

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 �產業發展

電子產業與半導體市場一向深受景氣循環、產品需求快速

變化的重大影響，這樣的市場特性也對台積公司的積體電

路製造服務業產生影響。台積公司的多數客戶均隸屬於上

述產業，因此台積公司的營收與獲利，也受到客戶下單波動

的影響。

電子產業與半導體產業不時面臨重大且持續不景氣及產能

過剩的情況，台積公司目前及未來業務需求皆來自這些產業

客戶，上述產業不景氣及產能過剩的情況將導致整體半導體

製造服務業及台積公司的業務需求下降，如果台積公司不能

透過降低成本或其他措施來有效抵銷需求下降的影響，營

收、利潤與獲利率均會受到衝擊。此外，由於產品與服務在

技術上的複雜度持續增加，台積公司必須提列適足的客戶銷

貨退回與折讓之負債準備。此一提列可能對台積公司營運結

果產生不利影響。

● �技術變革

因應半導體產業與其技術的不斷變化，台積公司的競爭利

器為持續開發先進製程與新衍生技術，以製造功能更多的

產品。倘若台積公司無法洞察技術的改變並迅速發展創新

技術，或遇到競爭者無預期地取得其他的技術，台積公司便

可能無法以具競爭力的條件來贏得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訂

單。此外，台積公司的客戶已大幅縮短其產品或服務的上市

時間，如果台積公司無法達到縮短產品上市時間的要求，可

能將面臨失去這些客戶的風險。而由於行動運算等消費電

子產品已經改變全球電子產業的發展方向，加上客戶集中度

增高以及競爭越來越激烈等因素，上述這些挑戰將日益嚴峻

（有關這些風險之詳細描述，請參閱本章節相關段落）。因

此，我們需要堅強的研發實力方能應付這些挑戰，如果台積

公司無法開發新技術以滿足客戶需求或克服上述挑戰，營

收將可能大幅衰退。儘管台積公司致力維持研發優勢，但倘

若不能在技術或製程上繼續領先，或是未能取得由他人所

發展的技術或製程之移轉或授權，台積公司的競爭力將有所

影響。

有關上述風險之因應措施，請參閱本年報「2.2.4 台積公司

之市場定位、差異化與策略」說明（第11頁）。

需求及平均售價下滑之風險

台積公司的營收主要來自通訊、個人電腦、消費性電子及工

業用標準元件產品的客戶群，若其中任何一項產品的需求顯

著下降，對其他產品、全球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及台積公司

的服務需求便可能隨之降低，台積公司的營收也可能受到衝

擊。同時，因台積公司廠房設備多數屬於自有，固定成本佔

整體營運成本的比重較高，而這些成本並不會隨著客戶需求

或產能利用率降低而減少，因此當客戶需求下滑，公司的獲

利率將會受到顯著影響。相反地，當產品需求提升與產能利

用率上升時，固定成本得以分攤在增加的產出上，將有助於

公司的獲利表現。此外，終端產品平均銷售價格持續下滑的

趨勢，也勢將擠壓內裝零組件的價格；若終端產品平均售價

繼續下滑，台積公司所製造的零組件，其價格壓力也可能導

致台積公司營收、獲利率與利潤降低。

競爭之風險

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競爭相當激烈。台積公司不僅必

須與其他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者競爭，也與投入相當

產能於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整合元件製造商競爭。某些競

爭者可能取得比台積公司更先進的技術、更多的財務或其他

資源，例如取得台積公司所沒有的政府直接或間接紓困／刺

激經濟措施的資金或其他獎勵，或可能會不時對單一或多個

製程採取積極的低價策略，因而導致台積公司客戶群減少、

平均售價降低或兩者皆具。

舉例來說，過去幾年台積公司已看到一些有能力提供積體電

路製造服務業者的崛起，而這些公司正積極爭取台積公司客

戶的青睞，台積公司若無法提供更好的製程技術、製造能力與

產能來因應這些新進競爭者的挑戰，可能導致客戶的流失。

台積公司主要在製程技術、製造品質與服務上與對手競爭，

競爭的程度視製程技術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在較成熟的

技術，競爭者通常更多也更專精。某些競爭者與台積公司也

在特定的地區或特定的終端應用市場競爭；如近年來，中國

大陸及其他地區均投入可觀的投資，成立新的專業積體電

路製造服務公司。此外，也有來自整合元件製造商的製造部

門所成立的獨立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參與競爭。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

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經營團隊一直密切注意任何可能會影響公司財務

及業務的國內外政策與法令，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程序。民

國一百零二年及至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與本公司營

運有關之重要法令變動如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上市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

日起，須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編製

準則」）」及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Taiwaw-IFRSs）編製合併財務報

告。台積公司業已依據編製準則及Taiwaw-IFRSs完成民國一

百零二年期中及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

民國一百年一月修訂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增加雇主及員

工需各另負擔2%費率之補充保費之規定，施行日為民國一

百零二年一月一日。台積公司發給員工分紅及非經常性給付

之獎金時，已依規定繳納2%費率的補充保費。

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修訂公布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即最低

稅負）規定，自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基本稅

額徵收率由10%調高至12%。台積公司已評估此項法律修訂

對於財務報表之影響，並已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即原勞工安

全衛生法），修正重點除將適用範圍擴大至各業所有工作者

外，並包括健全職業病預防體系，強化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兼顧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強化高風險事業之定期製程安

全評估監督機制。台積公司一向有妥適的安全衛生管理機制

及保護措施，未來亦將持續依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對勞工安

全衛生的管理及保護。此外，立法機關正在研議環保相關法

令（例如溫室氣體減量法、能源稅條例）。溫室氣體減量法

雖尚未經立法通過，本公司自民國八十九年已經開始執行許

多節能減排相關措施；至於能源稅條例，由於法令內容尚不

確定，目前無法判斷可能的具體影響，但有可能會增加公司

營運成本。

除前述法令外，其他相關政策及法令的變化對台積公司的財

務及業務尚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6.2.3 營運風險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定期預測長期的市場需求，以了解總體經濟環境與

台積公司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的市場狀況。基於上述預測，

台積公司依照市場需求來調控其總產能。然因市場狀況可

能變化劇烈且無法預期，因此市場需求預測隨時可能有顯

著的變化。另外，由於需求變化，本公司的部分生產線或機

台可能會被暫時停止，亦可能無法即時擴產。當需求持續下

降時，來自於被停工的生產線訂單會被移轉至部分持續運轉

的生產線生產，但也可能會無法即時地被吸收並完成。

為滿足客戶需求，台積公司持續擴充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十二吋晶圓廠的

產能，其每月總產能已從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36萬6,800片十二吋晶圓增加至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41萬4,700片十二吋晶圓。產能的擴充及生產技術的

提升會增加營運成本，例如需要添購機器設備、人事的訓練

或擴充。如果本公司無法相對增加營收來支付前述公司成本

的增加，這將對本公司的財務造成負面的影響。

台積公司針對未來市場需求，建立一套預測和評量系統，來

評估擴充或減少產能的效益，而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台積公

司的產能擴充效益尚符合台積公司預期。

銷售集中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近年來，台積公司的客戶群與客戶的業務性質出現顯著變

化。儘管台積公司在全球各地擁有數百位客戶，但來自前十

大客戶的營業收入淨額，在民國一百零一年與一百零二年，

約佔公司當年營業收入淨額的60%與62%，其中最大客戶則

各約佔17%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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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集中度的產生，部分來自電子產業的結構性改變，轉由

行動裝置及其內容相關的應用程式與軟體所主宰的局面。目

前僅有少數客戶成功利用這個新的商業模式，而為了因應此

一趨勢，台積公司已觀察到客戶業務模式的轉變。例如，更

多的系統公司改變營運方式，以期產品及服務能在多變的終

端市場脫穎而出。倘若其中一位或多位主要客戶，因持續的

競爭壓力、產業整併、設計或委外製造的策略或做法改變、

客戶或經銷商存貨調節時間的影響、重要客戶經營模式的改

變，而停止或顯著縮減採購規模，將可能對台積公司的營運

與財務表現產生負面影響。

台積公司會密切關注產業趨勢的變化並與客戶緊密合作，以

做出適當因應並繼續強化市場領導地位。

採購集中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 �原物料

台積公司需適時取得生產晶圓所需的原物料，例如矽晶片、

製程用氣體、化學原料、光阻等。過去曾發生特定供應商或

半導體業的原物料短缺狀況，導致暫時性的價格調整與交

期延誤。且因台積公司採購的原物料中，有些是由單一廠商

所供應，若未能及時找到替代貨源，將可能出現供貨無法滿

足需求的風險。如果台積公司無法適時取得所需的原物料或

原物料價格顯著上漲，而增加的成本卻無法轉嫁給客戶，台

積公司的營收與獲利將因此可能下滑。

為降低供應鏈風險與有效管理成本，台積公司除致力開發

新供應商外，亦鼓勵供應商推動分散生產廠區，並將生產廠

區自高成本地區移至台灣，以提高成本競爭力，這是供應商

與台積公司的雙贏。此外，台積公司亦將持續改善庫存計劃

及每日庫存監控系統，以確保供應鏈維持合理之庫存水位與

供應價格。

● �設備

設備的市場經常是來自有限的供應商與供給，且交貨時間冗

長，因此台積公司的營運成長及產能的持續擴充，皆仰賴能

否自有限的供應商中得到足量的設備及相關服務。在半導體

相關產業，機台的採購前置期可能長達六個月或更久。為了

減低風險，台積公司與供應商共同討論訂定各種商業模式，

以縮短機台採購前置期，並提供供應商機台需求預測，以利

其預先安排機台的生產計劃。台積公司購買二手機台，亦持

續尋找取得相關二手機台的機會。除此之外，尤其是次世代

的微影技術越趨複雜，若技術無法及時發展將延遲設備與

相關零組件的取得，影響台積公司對快速反應商機的掌握，

同時亦增加設備與零件的採購價格。台積公司如果不能以合

理價格即時取得所需設備以滿足客戶訂單，將可能對財務及

營運造成負面影響。

有關智慧財產權之風險

台積公司得以成功地保持競爭優勢並持續成長，原因之一是

不斷強化智慧財產組合。本公司積極地獲取、維持、主張、捍

衛及保護智慧財產權，但無法保證不會有技術、軟體或營業

秘密等智財權利被侵害或不當使用之可能性；或者，當公司

業務及營業模式拓展至新領域時，亦不能保證公司可以獨立

開發所需之技術、專利、軟體或營業秘密，或在不知情的狀

況下，不會侵害到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因此，台積公司可能

需持續仰賴他人的技術及專利授權。當仰賴技術授權時，公

司亦難保證未來能夠合理取得任何或所有必須的授權。而

當缺乏必須的技術授權時，公司可能有被第三方主張侵權

損害賠償責任甚或法院禁制令的風險，或是客戶依合約請求

及主張本公司負擔或賠償客戶所遭受之侵權賠償。

如同其他半導體產業之公司，台積公司不定期會接獲通知，

主張本公司之技術、製程、所製造之積體電路設計，或客戶

使用本公司所製造之半導體產品侵害他人專利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由於產業的本質使然，本公司未來可能會持續接獲

上述通知或主張，部分爭議可能曾導致訴訟。近來，由一些

專利主張個體所提出的專利訴訟明顯增加，這些公司對資

金的需求亦變得更加迫切且會向法院申請核發禁制令。這些

爭訟可能會增加本公司的營運成本，如果原告成功阻攔本公

司的產品或服務之交易，亦可能會干擾本公司的營運。如果

本公司無法取得或維持特定的政府、技術或智財的授權，且

因此發生相關訴訟時，可能導致本公司無法製造或銷售特定

產品，或使用特定技術，因此將減少公司增加營收之機會。

台積公司已採取其他措施以儘量減少因智慧財產權的主張

與訴訟而導致股東權益的可能損失。這些措施包括：取得某

些特定半導體公司或其它科技公司的授權、對於公司的技

術以及業務即時取得防禦性或具備攻擊性的智慧財產權保

護、積極的抵禦浮濫的專利訴訟以及必要的策略性智慧財

產權進行購買或取得授權，以保護本公司所提供之技術及業

務服務。

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如前所述，台積公司有時會接獲第三人的通知，主張台積公

司所研發或由台積公司所提供給同屬半導體產業之客戶使

用的技術、設計或製程，有侵害他人專利或其他智財權之

虞。某些情況下，這些爭議可能會導致雙方間的訴訟（台積

公司或為原告或為被告），有時，支付和解金亦為雙方解決

爭議的方式之一。無論這些第三人主張是否於法有據，或多

或少已造成台積公司訴訟費用之負擔或可能對公司之營運

造成不利之影響。

Keranos公司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在美國東德州地方法院對

台積公司、TSMC North America以及數十家居於領先地位

的科技公司，提出對三篇已過期的美國專利之專利權侵害訴

訟。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台積公司、TSMC North America

以及德州訴訟案件中的數家共同被告在美國北加州地方法

院提出訴訟，要求判決該等公司並未侵害Keranos公司的專

利權以及判決訴訟標的專利權為無效。此兩訟案已於美國東

德州地方法院併成一案處理。一百零三年二月，法院宣布有

利於本公司之判決，駁回Keranos公司提出之所有請求。

Ziptronix公司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在美國北加州地方法院

對台積公司、TSMC North America以及另一公司，提出對若干

美國專利之專利權侵害訴訟。本公司尚無法預知訴訟結果。

Tela Innovations公司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於美國德拉

瓦州地方法院及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台積公司及TSMC 

North America提出對一篇美國專利之專利權侵害訴訟。其

中，德拉瓦州訴訟案件法官已於一百零三年二月裁定暫停該

案之訴訟審理。此外，台積公司於一百零三年一月於美國北

加州地方法院對Tela公司提起不當使用本公司之營業秘密及

違反合約之訴訟。本公司尚無法預知訴訟結果。

除前述訴訟案件之外，台積公司在民國一百零二年度及截至

年報刊印日止並無涉入其他重大訴訟案件。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自民國一百零二年初至年報刊印日為止，台積公司並無任何

併購行動的風險發生。

招募與留任人才之風險

台積公司的成長與發展仰賴高階主管、專業技術人員、專業

人員，及線上直接人員持續的服務與貢獻。台積公司如果無

法即時招募適當的人才，業務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台積公司

因應業務成長或緊縮而需要增減人力需求時，可能因求才市

場的激烈競爭，於景氣回升時面臨無法確保及時填補人力

需求的風險。然而，至今台積公司不曾遭受此風險。

台積公司提供多元且具競爭性的薪資制度，並且不吝於與同

仁分享營運上長期的成功表現。因此，台積公司調整公司薪

酬發放制度，即時自公司利潤中發放員工現金獎金，以吸引

及留任人才。我們相信透過即時與同仁分享營運成果，不僅

能激勵同仁繼續努力，亦能讓員工利益與股東利益直接接

軌，創造公司、股東與員工的三贏。

未來研發計劃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請參閱本年報第66-67頁之「5.2.7 未來研發計劃」說明。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秉持「誠信正直、承諾、創新、客戶信任」的核心價

值，以優異的營運績效與完善的公司治理，善盡企業公民責

任，追求「永續發展、公平正義、安居樂業社會」的共好願

景，在經濟、環境與社會各面向不斷展現創新的永續實力，

早已在國內外建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

民國一百零二年，台積公司在營運發展、公司治理、創新表

現、獲利成長、股東權益、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屢獲殊榮，公

司的企業形象也因而更加進一步強化。除連續13年獲選為

道瓊永續指數的組成企業外，更首次榮膺「半導體及半導體

設備產業組」的領導企業，是道瓊永續指數24個產業組別

中，全台唯一、亦是全亞洲僅有四家榮獲產業領導者肯定的

優秀企業之一。

此外，台積公司在民國一百零二年亦獲得包括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獎、國家產業創新獎、環保署全國企業環保獎、節

能減碳行動標章、科學工業園區低碳企業績優獎、科學工業

園區「勞工安全衛生特優單位」、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13台灣企業永續獎」、天下雜誌「全國最佳聲望標竿企

業」第一名、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天下雜誌2000大調

查－「製造業最賺錢公司」第一名、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

任獎」職場健康組－首獎、中華徵信所「台灣地區大型企業

排名」稅後純益及獲利第一名、數位時代雜誌「台灣‧亞洲科

技100強」排行榜第一名、巴隆金融周刊（Barron‘s）「全球百

大最受尊敬企業」以及FinanceAsia亞洲最佳管理公司、台灣

地區最佳公司治理與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等種種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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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一向以成為社會向上的力量自許，內部設有品牌

管理、客戶服務、公共關係、員工關係、投資人關係、風險管

理、廠區工安環保、內部控制及文教基金會等各專責部門，

統合全公司力量，力求在既有良好的企業形象基礎上再上層

樓。同時針對可能影響公司形象的潛在危機，如天災、火災、

職災、停電、缺水、人員傷亡等意外事件制定「台積公司緊急

應變程序書」，建立緊急應變指揮組織系統，每個月由各廠

區工安環保部主管定期召開「安全衛生環保技術委員會」會

議，相關部門定期演練並不斷改善緊急應變的通報及運作程

序，同步建立各級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準則，並由公關部擔任

對外發言代表。一旦危機發生，除能於最快時間啟動緊急應

變措施，免除或降低意外事件對人員生命、周遭環境、公司

財產及生產中斷之損失，並將於第一時間通知公關部，確保

危機處理的溝通管道暢通，以維持公司形象於不墜。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通過任命劉

德音博士及魏哲家博士（依姓名筆劃排序）為本公司總經理

暨共同執行長。張忠謀博士仍繼續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暨共

同執行長應執行董事長所指定之職務並直接向董事長負責，

「財務」及「法務」組織仍直接向董事長負責。

6.2.4 財務風險

經濟風險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 �利率變動

台積公司的利率風險，主要來自為支應營運活動所產生之負

債。為降低利率風險，台積公司主要以營運現金收入，及發

行固定利率的長期負債來滿足資金上的需求。在資產方面，

台積公司將大部分現金存在短天期定存，並配置其投資部

位於高流動性之短期固定收益債券，以保障本金安全及維

持流動性。

● �匯率變動

台積公司超過一半以上的資本支出及製造成本以非新台幣

貨幣如美元、日圓及歐元支付。民國一百零二年，台積公司

超過90%之營收來自美元及其他貨幣。因此，匯率若有不利

於台積公司的大幅變動，均可能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產生不利

影響，例如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一日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

十日期間，新台幣對美元升值達8.9%，即對台積公司帶來負

面的影響。根據台積公司民國一百零二年的營運成果，新台

幣對美元每升值1%，即會使台積公司的營業利益率下降0.4

個百分點。台積公司主要使用外幣短期借款，換匯換利交易

及遠期外匯合約，從事外匯避險。

此外，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也可能會對台積公司普通股

股價轉換成以美元表示後之數值、美國存託憑證之股價及

現金股利轉換成美元後之數值產生影響。

● �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

當市場對於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的預期心理突然產生變化

時，往往影響全球經濟甚鉅。舉例來說，民國九十七年至九

十八年的金融風暴及其後的歐債危機所導致的結構性改變

（如全球各國主要央行採取高度寬鬆貨幣政策），便可能改

變了市場對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預期。不論是高度的通貨

膨脹或是通貨緊縮，都將減低市場效率、干擾儲蓄及投資決

策，對總體及個體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些波動可能對台

積公司的營運成本帶來負面影響；不僅如此，對於必須在此

經濟不確定下進行採購規劃的台積公司客戶，其營運亦可能

受到不利影響。因此，對台積公司之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可能

隨著市場對於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預期而產生變化。

融資之風險

由於台積公司處於變化快速且具高度週期性的半導體產

業，資本需求的規劃相對困難。在未來幾年中，為滿足市場

需求，台積公司將需要大量資本以維持營運及擴充產能。台

積公司持續融資的能力取決於許多不確定因素，包括：

● �本公司未來之財務狀況、營運績效及現金流量

● �市場融資活動之狀況

● �半導體公司於市場融資之情形

● �台灣與其他地區之社會、經濟、政治及其他情勢

台積公司未必能及時獲得充足且價格合理之資金。若此情形

發生時，台積公司可能被迫削減、修改或是延遲產能擴張計

劃。

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及因應措施

自民國一百零二年初至年報刊印日為止，台積公司並未從事

高風險／高槓桿的財務投資。台積公司為其百分之百持有

之子公司TSMC Global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募集15億元無

擔保美金公司債提供保證。至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止，本公司之子公司間美金1億元之資金貸與均符合相關法

令，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台積公司所從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均是以避險為目的，

而不是交易或投機性之操作。有關交易細節，請參考本年報

（二）財務概況第25-26頁。以交易為目的及備供出售的金融

投資，其公平市價會因市場狀況等因素改變而與取得成本

不同，進而影響相關的報酬率。

為了控管財務交易風險，台積公司已依據證期局的相關法令

及規定，訂定了以健全財務及營運為基礎的內部管理辦法及

作業程序。這些管理辦法包括「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以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策略性投資之風險

台積公司所從事的策略性投資主要著眼於兩項目標。首先，

部分策略性投資係為本公司開拓新的收入來源，並持續創新

商業模式，以期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價值。舉例來說，為了開

拓新世代的市場領域，台積公司持續投資發展固態照明及

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相關事業，相信在乾淨能源日漸受到重

視之下，這些投資將為本公司創造新的收入來源。關於上述

投資之進一步資訊，請參照第106-111頁之「8. 關係企業暨

其他特別記載事項」。其次，部分策略性投資則係為提升關

鍵技術發展，持續推動本公司既有事業之成長。舉例來說，

為加速新一代關鍵微影技術發展，台積公司與其他大型科

技公司在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加入荷蘭艾司摩爾（ASML）

公司「客戶聯合投資專案」（Cus tomer Co - Inves tment 

Program），內容包含極紫外光微影技術與十八吋晶圓微影

設備的開發及量產。根據協議，台積公司投資ASML 8.38

億歐元以取得該公司5%股權，同時並承諾於五年內共投入

2.76億歐元支持ASML的研發計劃。ASML股價波動將可能

對本公司產生影響。未來，台積公司亦可能持續透過不同形

式進行策略性投資，包括取得股權、購置資產、智財授權、

合資企業或研究發展合作計劃、直接合併收購、私募股權交

易等方式。不論透過何種投資方式，都可能產生減損損失或

是對台積公司之獲利率及可分配盈餘造成負面影響。

減損損失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依據Taiwan-IFRSs，當有資產減損之跡象發生時，公司必須

針對其投資、有形及無形資產進行減損評估。在符合某些條

件之下，台積公司必須認列減損損失。此外，在Taiwan-IFRSs

之規範下，每年需定期進行商譽減損測試。當出現減損跡象

時，則須更頻繁地進行減損測試。例如台積公司持有上市、

上櫃或未上市、未上櫃公司之投資中，部分發生減損損失，

該損失已揭露於本年報（二）財務概況，請參閱第25、27-28

頁。

至於在任何時點進行減損損失之認定時，係以當時針對未

來數年營運成果所做出的評估來判斷，因此減損損失較可

能發生在公司營運成果已經出現衰退之期間。

台積公司已建立相關制度就資產減損進行嚴密管理，惟台積

公司目前無法預測未來發生資產減損的程度或時間，以及任

何必須認列之資產減損是否將對台積公司之稅後淨利產生

重大不利之影響。

6.2.5 危害風險

台積公司致力於維護完整的風險管理系統以保護自然資源

與保障人員及資產的安全，並針對所有可能的緊急狀況及

天然災害，就風險預防、緊急應變、危機管理及營運持續等

方面，發展出全方位對應計劃及流程。此外，在環保、安全與

衛生管理方面，台積公司所有晶圓廠的運作管制均符合當地

與國際標準，並已取得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及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

（QC 080000）的驗證。所有位於台灣的廠區亦均取得「台

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同時新建廠房也必須於量

產18個月內取得前述之認證。

台積公司極為關注各類災害的緊急應變，例如颱風、氣候變

遷引起的水患或乾旱、地震、環境污染、大批退貨、資訊系統

中斷、罷工、傳染性疾病（如H1N1新型流感），以及原物料、

水、電及公共設施供應中斷等。台積公司亦成立全公司性的

工作小組來因應氣候變遷所可能導致的缺水風險，此工作

小組持續關注外部供水與內部需水狀況，並且在科學工業園

區內與其他公司及公營機構合作，確保供水無虞。

台積公司更進一步加強營運持續計劃，包括定期風險評估與

管控，必要時成立緊急應變專案小組，並對緊急事件的衍生影

響、替代方案、各類狀況之解決方式提出完整分析及適當的

防範措施與重建方法。各專案小組均被賦予權責，確保台積

公司在發生緊急狀況時，能將人員傷害、營運中斷及財務衝擊

降至最低。台積公司定期檢視營運持續計劃內容並依演練及

實際執行成效予以修正更新，以維持計劃的有效性。台積公司

的客戶也相當明瞭台積公司良好的營運持續計劃，能使其供

應鏈管理更具備彈性並有更佳的保險安排。自民國一百零二

年初至年報刊印日止，台積公司並無任何危害風險發生。

台積公司亦持續進行一系列的改善計劃，包括建築物防震

能力評估、地震緊急應變演練、生產機台防震腳架固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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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損機台復原與人員訓練，並參考營運持續管理標準ISO 

22301，以加強營運持續程序。

台積公司與其許多供應商在製程中使用的可燃化學品及有

毒物質，亦有造成爆炸、火災及影響環境的風險。除了維持

各項風險預防與保護系統外，台積公司也有廣泛的火災與損

失保險，包括財產損失與因營運中斷導致利潤損失的保險。

即便如此，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與保險仍可能無法涵蓋所有

潛在損失。若任何一座晶圓廠或供應商之設備因爆炸、火災

或環境事件而導致損害或停工，將導致公司產能減少並失去

重要客戶，對財務績效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台積公司除了

定期舉辦消防系統檢查與消防演習外，也進行全公司火災

風險降低計劃，著重管理與硬體改善。

變動可能帶來營運中斷的風險。為了降低其一不確定性，台

積公司已採用包含設計、採購、建造、製造與關廠等各類標

準，以確保營運的繼續。

6.2.6  氣候變遷與未遵循環保、氣候及其他國際
法規協議之風險

台積公司製造、封裝與測試產品時，所使用之金屬、化學

品與材料，需受國際環保、氣候變遷、安全衛生及人道主

義的無衝突礦產來源等相關法令及準則的規範。例如：美

國證管會依據華爾街再造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要求

公司揭露其是否使用來自剛果或剛果的鄰近國家之衝突礦

產（conflict minerals，即金、錫、鉭及鎢）。若公司所使用

的衝突礦產來自剛果、剛果的鄰近國家或其他日後由有關

當局指定的任何地理區域，相關法規及沒有法律拘束力的

準則會要求公司對供應鏈進行諸多認證。該等新法與認證

要求自民國一百零二年起適用，不僅對本公司與供應商產

生額外的成本，且可能會使本公司產品中使用的原物料來

源受限亦或是造成原物料價格的提高。此外，若本公司無

法依照相關法規或沒有法律拘束力準則的規定證明我們產

品中使用的衝突礦產未來自衝突地區，或本公司無法符合

上述法規或準則中任何重要的規定，我們可能會面對客戶

的質疑，本公司不僅將處於明顯的競爭劣勢，商譽及聲譽

亦會受到不可彌補的傷害。對於衝突礦產的來源，客戶常

以沒有法律拘束力的準則要求本公司，而這些要求已逾越

相關法令的要求。例如，許多客戶要求本公司執行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 lopment, OECD）所制訂的「來自衝突和高風

險地區礦產責任供應鏈之盡職調查指南（Due Dil 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這些沒有法律

拘束力準則的要求往往已逾越了法律的規定，若本公司依客

戶要求遵守此類準則，則本公司將可能調漲產品及服務的價

格，以反映因遵守上述條件或準則而增加的額外成本，然此

將可能導致現有或潛在客戶的流失；相反地，若本公司未依

客戶要求遵守這些沒有法律拘束力的條件或準則，則可能導

致本公司競爭力受損，例如現有或潛在客戶的流失，然此將

可能對本公司財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台積公司雖可合法使用某些豁免的限用物質並延長使用時

間，但仍可能因違反相關法規而導致：

● �遭受處罰並負相關法律責任，例如否決進口許可

● �暫時或永久停止生產相關產品

● �造成公司製造、封裝與測試製程難以轉換

● �當公司無法滿足法規或客戶對無衝突礦產來源之要求條

件，會喪失既有或潛在之銷售合約

● �限制公司營運與產品銷售

目前與未來的環境及氣候變遷相關法令或國際協議，將可能

使台積公司必須採取下列措施：（一）購買、使用並設置昂貴

的污染防治、減量等設施；（二）執行減緩氣候變遷、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或碳交易等計劃；（三）修改產品設計與製程，

或因法令要求而必須以更高成本或以更難取得的替代性原

料／化學品來進行生產。上述措施對台積公司產品／服務品

質或效率可能產生的影響目前尚不明朗。

任何因環保或氣候變遷相關的區域、國際法令及協議而產生

的實際及潛在衝擊，都可能帶來上述的風險，對台積公司的

營運造成傷害，導致營運成本增加或是必須改變製程、封裝

與測試程序。

與日俱增的氣候變遷與環保議題亦可能影響台積公司營運，

因為台積公司的某些客戶可能要求我們提供超越環保法令規

定的產品或服務。例如，台積公司持續與供應商、客戶及產

業協會共同發展、提供符合歐盟限用物質指令的產品，然而

倘若客戶要求台積公司使用法令不許可的化學品，而台積公

司無法滿足其需求時，則台積公司的市佔率可能會移轉至競

爭對手。

此外，氣候變遷相關法令可能使能源成本大幅提高。一旦電

力業者完全或部分轉嫁因國家或全球所實施的碳稅、排放

限制、碳權交易而產生的成本，台積公司的能源成本將顯著

上升。

台積公司認為企業應視氣候變遷為重要的風險，必須對此

做好管控以提升企業競爭力。氣候變遷風險大致可分為法

規、氣候災害及其他類風險，台積公司針對這些風險的管控

措施如下：

● �氣候法規風險管控

世界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制（GHG）」的法規或協定

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嚴格。這些法規除了要求企業須定期揭

露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外，亦限制其排放量；與此同時，各國

政府正在研議開徵碳稅或能源稅，因此全球生產所需之原

物料與能源的價格也逐年提高，而這些都將提高企業的生

產成本。台積公司持續關注國內外法規變化，了解法規趨勢，

及早做好因應準備；同時，積極透過產業公、協會等組織與

政府溝通，對法規修定提出建議，使其更為合理與適用。

● �衝突礦產風險管控

請參閱本年報第100-101頁之「7.2.3 安全與衛生」之「供應

商及承攬商管理」。

● �氣候災害風險管控

全球溫室效應產生氣候異常而帶來影響更劇烈的風災、水

患、乾旱，及缺水危機，其發生的頻率愈來愈高，將對企業及

其供應鏈造成相當的衝擊。台積公司認為管控氣候風險應

兼顧減緩與調適，結合政府、民間與產業的力量共同降低風

險。因此，除了在公司內部與上下游供應商工廠內做好基本

減碳與節水措施外，亦透過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的專業委

員會平台，積極與電力公司、水公司定期舉行會議，共同解

決短期供應與調配應變等問題。

● �其他氣候風險管控

氣候變遷也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壓力，包含節能減碳壓力

與天災預防之需求。例如，電子工業公民聯盟（E l e c t r i 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成員也要求供應商必

須揭露其溫室氣體排放資訊，而台積公司與主要客戶對此也

都高度關注。台積公司不但每年公開自己的溫室氣體排放資

訊，同時要求與協助上下游主要供應商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

度、致力溫室氣體減量活動，此外，也要求上下游主要供應

商每年提供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資訊給台積公司，作為公

司採購策略中永續績效評分的重要依據。

台積公司為減少氣候變遷所致風險，持續積極採行節約能

源措施、進行自願性溫室氣體全氟化物排放減量計劃，以及

每年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與驗證。台積公司每年都經由以下

途徑公開揭露氣候變化資訊：

● �台積公司自民國九十年起，每年揭露溫室氣體排放和減量

相關的資訊給道瓊永續發展指數進行評估。

● �台積公司自民國九十七年起，每年在公司網站的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中揭露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同時也應要求將此資

訊提供給客戶和投資者。 

● �台積公司自民國九十四年起參與由非營利性碳揭露專案舉行

之年度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台積公司所有晶圓廠、子公司、合

資公司和海外辦事處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的資料。

● �台積公司自民國九十五年起，每年遵循ISO14064-1標準進

行溫室氣體盤查並獲得認證機構驗證；同時自願性向台灣

環境保護署（EPA）和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報告溫

室氣體盤查數據。

6.2.7 其他風險

台積公司之董事或持股超過10%之大股東，股權之大

量移轉或更換對台積公司可能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現有股東所持有股票之價格可能會因大股東出售

持股而受影響。

台積公司現有的股東可能會不定時地大量出售本公司之普

通股或美國存託憑證（ADS）。例如台積公司主要股東之一

的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過往即多次以美國存託憑

證形式出售台積公司股份。截至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八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仍持有本公司約6.38%的股

權。

截至年報刊印日為止，台積公司無持股超過10%之股東。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民國一百零二年間至年報刊印日為止，台積公司並無其他重

要風險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