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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主要股東名單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花旗託管台積電存託憑證專戶 5,321,819,398 20.52%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1,653,709,980 6.38%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新加坡政府投資專戶 664,026,441 2.56%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400,245,488 1.54%

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 345,882,748 1.33%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279,045,255 1.08%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46,007,308 0.95%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梵加德集團公司經理之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
基金投資專戶

214,909,785 0.83%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景順歐本漢瑪開發中市場基金投資專戶 210,336,429 0.81%

摩根大通銀行託管新遠景基金公司投資專戶 207,355,941 0.80%

註：此為民國一百零九年第二季現金股利發放之配息基準日。

普通股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註）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有比例

1-999 287,233 44,716,170 0.17%

1,000-5,000 254,248 480,113,158 1.85%

5,001-10,000 32,167 235,488,920 0.91%

10,001-15,000 11,344 139,824,302 0.54%

15,001-20,000 5,559 98,468,155 0.38%

20,001-30,000 5,597 137,709,204 0.53%

30,001-40,000 2,708 94,147,114 0.36%

40,001-50,000 1,697 76,648,811 0.30%

50,001-100,000 3,306 230,904,152 0.89%

100,001-200,000 1,808 251,198,641 0.97%

200,001-400,000 1,200 335,329,150 1.29%

400,001-600,000 506 246,212,952 0.95%

600,001-800,000 309 213,011,618 0.82%

800,001-1,000,000 199 177,845,047 0.69%

1,000,001股以上 1,528 23,168,763,064 89.35%

合計 609,409 25,930,380,458 100.00%

註：此為民國一百零九年第二季現金股利發放之配息基準日。

特別股：無。

股權分散情形

普通股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註）

4.1.3 股東結構
普通股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註）

4.1 資本及股份

4.1.1 股本來源

每股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10 28,050,000,000 280,500,000,000 25,930,380,458 259,303,804,580 民國109年及截至民國110年2月28日止，核定及
實收股本皆無異動。

單位：股／新台幣元 截至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4.1.2 資本及股份
單位：股 截至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合計
已上市股份 未發行股份

記名式普通股 25,930,380,458 2,119,619,542 28,050,000,000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股東結構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外國機構及外國人 個人 合計

人數 5 170 2,217 5,455 601,562 609,409

持有股數 1,654,461,110 809,081,441 1,257,529,349 19,795,784,323 2,413,524,235 25,930,380,458 

持有比例 6.38% 3.12% 4.85% 76.34% 9.31% 100.00%

註：此為民國一百零九年第二季現金股利發放之配息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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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董事、經理人及持股10%以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職稱
姓名

民國109年度 民國110年1月1日至民國110年2月28日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董事長
劉德音

- - - -

總裁暨副董事長
魏哲家

- - - -

董事
曾繁城

- - - -

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龔明鑫

- - - -

- - - -

獨立董事
彼得‧邦菲爵士

- - - -

獨立董事
施振榮

- - - -

獨立董事
陳國慈

- - - -

獨立董事
麥克‧史賓林特

- - - -

獨立董事
摩西‧蓋弗瑞洛夫

- - - -

獨立董事
海英俊（註一）

- - - -

資深副總經理
何麗梅

59,000 (1,300,000) - 1,000,000

資深副總經理
羅唯仁

- - - -

資深副總經理
瑞克‧凱希迪

- - - -

資深副總經理
秦永沛

- - - -

資深副總經理
米玉傑

- - - -

資深副總經理
林錦坤

- - 130,233（註五） -

資深副總經理
王建光

30,000 - - -

資深副總經理
侯永清

10,648 - 930 -

資深副總經理
張曉強

43,000 - 25,000 -

副總經理暨法務長／公司治理主管
方淑華

- (100,000) - -

副總經理
馬慧凡

41,000 - - -

副總經理
王英郎

- - - -

單位：股

（接次頁）

職稱
姓名

民國109年度 民國110年1月1日至民國110年2月28日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副總經理、台積卓越科技院士
余振華

- - 10,000 -

副總經理、台積科技院士
亞歷山大‧卡利尼斯基（註二）

- - - -

副總經理、台積科技院士
張宗生

(27,000) - - -

副總經理
吳顯揚

5,000 - - -

副總經理
曹敏

- - - -

副總經理
黃漢森（註二）

- - - -

副總經理
廖德堆

10,000 - 5,000 -

副總經理
廖永豪

- - - -

副總經理
章勳明

- - - -

副總經理暨財務長兼發言人
黃仁昭

214 - 20 -

副總經理
游秋山（註三）

- - - -

副總經理
何軍（註三）

1,000 - 4,000 -

副總經理
葉主輝（註四）

- - - -

副總經理暨資訊長
林宏達（註四）

- - - -

註一：海英俊先生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九日股東常會新當選為本公司獨立董事，其持有股份自當日起開始申報。
註二：亞歷山大‧卡利尼斯基副總經理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退休；副總經理黃漢森博士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辭去原有職務並轉任特聘顧問，其持有股份其後將不再申報。
註三：游秋山博士與何軍博士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十日獲擢升為副總經理，其持有股份自當日起開始申報。
註四：葉主輝博士與林宏達博士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九日獲擢升為副總經理，其持有股份自當日起開始申報。
註五：增加之持股係自親屬取得，非屬集中市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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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

姓名 股權移轉原因 交易日期（註） 交易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司、
董事、經理人及持股
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
東之關係

股數 交易價格

陳國慈 繼承 109/11/13 吳香達 配偶 5,120 -

註：民國年／月／日。

4.1.7 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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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長期投資綜合持股比例

長期投資
本公司投資（1） 董事、經理人及 

直接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資（2） 綜合投資（1）+（2）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按權益法計價

TSMC Partners, Ltd. 988,268,244 100% - - 988,268,244 100%

TSMC Global Ltd. 11,284 100% - - 11,284 100%

TSMC North America 11,000,000 100% - - 11,000,000 100%

TSMC Europe B.V. 200 100% - - 200 100%

TSMC Japan Limited 6,000 100% - - 6,000 100%

TSMC Design Technology Japan, Inc. 11,000（註一） 100% - - 11,000（註一） 100%

TSMC Korea Limited 80,000 100% - - 80,000 100%

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 不適用（註二） 100% 不適用（註二） - 不適用（註二） 100%

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 不適用（註二） 100% 不適用（註二） - 不適用（註二） 100%

TSMC Arizona Corporation 30,001 100% - - 30,001 100%

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3,120,000
（註三）

86.94%
（註三）

- - 253,120,000
（註三）

86.94%
（註三）

Systems on Silicon Manufacturing Co. Pte. Ltd. 313,603 38.79% - - 313,603 38.79%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464,223,493 28.32% 275,614,145 16.82%（註四） 739,837,638 45.14%

精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281,925 41.01% - - 111,281,925 41.01%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6,687,859 34.84% - - 46,687,859 34.84%

VentureTech Alliance Fund II, L.P. 不適用（註二） 98.00% 不適用（註二） - 不適用（註二） 98.00%

VentureTech Alliance Fund III, L.P. 不適用（註二） 98.00% 不適用（註二） - 不適用（註二） 98.00%

註一：台積公司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增資TSMC Design Technology Japan, Inc.，本公司持有總股數增加為15,000股。
註二：不適用，非股份有限公司未發行股票。台積公司之投資係以股權比例表示。
註三：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九日台積公司董事會核准出售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不超過39,501,000股，於出售前述股份後本公司持有總股數將降低為213,619,000股，持股比例將降低至73.37%。
註四：本公司董事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所持有之股權為16.72%。其他董事及經理人則持有0.10%。
註五： 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十日台積公司董事會核准投資創投基金，該基金（Emerging Fund L.P.）已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設立完成。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九日台積公司董事會核准於日本投資設立一百

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以擴展本公司之3DIC材料研究。

截至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註五）

姓名 
本人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
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

或姓名及關係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名稱 關係

花旗託管台積電存託憑證專戶 5,321,819,398 20.5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龔明鑫

1,653,709,980 6.3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779 0.00% - - - - 無 無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新加坡政府投
資專戶

664,026,441 2.5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挪威中央銀行
投資專戶

400,245,488 1.5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 345,882,748 1.3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279,045,255 1.0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蔡明興

246,007,308 0.9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資料無法取得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梵加德集
團公司經理之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投
資專戶

214,909,785 0.8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景順歐本
漢瑪開發中市場基金投資專戶

210,336,429 0.8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摩根大通銀行託管新遠景基金公司投資專戶 207,355,941 0.8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註：此為民國一百零九年第二季現金股利發放之配息基準日。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註）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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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股票資訊

台積公司民國一百零九年每股盈餘為新台幣19.97元，較民國一百零八年增加了50.0%。下表詳列了台積公司普通股每股

的市價、淨值、盈餘及股利，以及其他有關投資報酬分析之資料。

普通股每股市價、淨值、盈餘及股利

項目 民國108年 民國109年 民國110年1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

每股市價（註一）　

　最高  345.00  530.00 673.00

　最低  208.00  248.00 536.00

　平均  261.73  378.65 614.21

每股淨值

　分配前  62.53  71.33 - 

　分配後  60.03 68.83 (註五) -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仟股） 25,930,380 25,930,380 - 

　稀釋每股盈餘 13.32 19.97 - 

每股股利

　現金股利 9.50 10.00 (註五) - 

　累積未付股利 - - - 

投資報酬分析

　本益比（註二） 19.65  18.96 - 

　本利比（註三） 27.55 37.86 (註五) - 

　現金股利殖利率（註四）           3.6% 2.6% (註五) - 

註一：資料來源為台灣證交所網站。
註二：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 每股盈餘。
註三：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 每股現金股利。
註四：現金股利殖利率=每股現金股利 / 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註五：包含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九日董事會決議之民國一百零九年第四季股利金額。 

4.1.11 股利政策與盈餘分派情形

除中華民國法律及台積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台積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台積公司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

利、股票股利或兩者兼有之方式為之，惟根據公司章程，盈餘之分派以現金股利為優先，股票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高於

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五十（50%）為原則，股票股利分派須經中華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

台積公司民國一百零八年度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修訂台積公司之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得每季決議分派季度現金股利。本

公司將於董事會核准後六個月內配發現金股利。民國一百零九年各季度現金股利之金額與配發日期如下表所示。台積公

司將維持每年及每季穩定的現金股利。

單位：除加權平均股數及投資報酬分析外，均為新台幣元

民國一百零九年各季度盈餘分派案

期間 核准日期（註） 配發日期（註） 每股現金股利 盈餘分派總金額

民國109年第一季 109/05/12 109/10/15 新台幣2.5元 64,825,951,145

民國109年第二季 109/08/11 110/01/14 新台幣2.5元 64,825,951,145

民國109年第三季 109/11/10 110/04/15 新台幣2.5元 64,825,951,145

民國109年第四季 110/02/09 110/07/15 新台幣2.5元 64,825,951,145

註：民國年／月／日。

4.1.12 董事及員工酬勞

依本公司之章程規定，公司分派盈餘前，應提撥年度獲利不高於0.3%作為董事酬勞，及不低於1%作為員工酬勞。

台積公司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九日董事會通過配發之本公司民國一百零九年度應付員工現金酬勞係依當年度獲利狀

況按一定比率估列，董事酬勞則係依預期發放金額估計入帳。若上述估列金額與實際發放金額有差異時，則依會計估計

變動處理，並於發放年度調整入帳。

民國一百零九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

董事會決議（民國110年2月9日）

金額（新台幣仟元）

董事酬勞（現金） 509,753

員工酬勞（現金） 34,753,184

註：本公司已於民國一百零九年每季季後發放業績獎金新台幣34,753,184仟元。上述員工酬勞（分紅）將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發放。

民國一百零八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

董事會決議
（民國109年2月11日） 實際發放數（註）

金額（新台幣仟元） 金額（新台幣仟元）

董事酬勞（現金） 360,404 360,404

員工酬勞（現金） 23,165,745 23,034,200

註： 上述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已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綜合損益表中費用化，並經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十一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惟其中因員工離職未發放之金額計新台幣131,545仟元，已於民國一百零九年
將此費用迴轉。

4.1.13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民國一百一十年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4.1.14 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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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債辦理情形

4.2.1 公司債

新台幣公司債

公司債種類 國內101年度第3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1年度第4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2年度第1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2年度第2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2年度第4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9年度第1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9年度第2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9年度第3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9年度第4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9年度第5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國內109年度第6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綠色債券）

國內109年度第7期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發行日期（註） 101/10/09 102/01/04 102/02/06 102/07/16 102/09/25 109/03/23 109/04/15 109/05/29 109/07/14 109/09/03 109/12/02 109/12/29

面額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發行價格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總額 4,400,000,000 23,600,000,000 21,400,000,000 13,700,000,000 15,000,000,000 24,000,000,000 21,600,000,000 14,400,000,000 13,900,000,000 15,600,000,000 12,000,000,000 18,500,000,000

利率（年息） 1.53% 甲券：1.23%
乙券：1.35%
丙券：1.49%

甲券：1.23%
乙券：1.38%
丙券：1.50%

甲券：1.50%
乙券：1.70%

甲券：1.35%
乙券：1.45%
丙券：1.60% 
丁券：1.85%
戊券：2.05%
己券：2.10%

甲券：0.58%
乙券：0.62%
丙券：0.64%

甲券：0.52%
乙券：0.58%
丙券：0.60%

甲券：0.55%
乙券：0.60%
丙券：0.64%

甲券：0.58%
乙券：0.65%
丙券：0.67%

甲券：0.50%
乙券：0.58%
丙券：0.60%

甲券：0.40%
乙券：0.44%
丙券：0.48%

甲券：0.36%
乙券：0.41%
丙券：0.45% 

期限與到期日（註） 10年期
到期日：111/10/09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7/01/04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9/01/04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2/01/04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7/02/06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9/02/06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2/02/06

甲券：7年期
到期日：109/07/16
乙券：10年期
到期日：112/07/16

甲券：3年期
到期日：105/09/25
乙券：4年期
到期日：106/09/25
丙券：5.5年期
到期日：108/03/25
丁券：7.5年期
到期日：110/03/25
戊券：9.5年期
到期日：112/03/25
己券：10年期
到期日：112/09/25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14/03/23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16/03/23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9/03/23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14/04/15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16/04/15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9/04/15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14/05/29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16/05/29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9/05/29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14/07/14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16/07/14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9/07/14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14/09/03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16/09/03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9/09/03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14/12/02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16/12/02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9/12/02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14/12/29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16/12/29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9/12/29

償還方法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日最後兩年分別
還本二分之一

到期日最後兩年分別
還本二分之一

到期日最後兩年分別
還本二分之一

到期日最後兩年分別
還本二分之一

未償還金額 4,400,000,000 3,000,000,000 3,600,000,000 3,500,000,000 10,600,000,000 24,000,000,000 21,600,000,000 14,400,000,000 13,900,000,000 15,600,000,000 12,000,000,000 18,500,000,000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註）、
公司債評等結果

twAAA（中華信用評等
（股）公司，101/09/04）

twAAA（中華信用評等
（股）公司，101/11/29）

twAAA（中華信用評等
（股）公司，101/12/18）

twAAA（中華信用評等
（股）公司，102/05/16）

twAAA（中華信用評等
（股）公司，102/08/0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承銷機構 不適用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機構 無 無

簽證律師 現代法律事務所 一誠聯合法律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贖回或提前清償之條款 無 無

限制條款 無 無

附其他權利

發行及轉換辦法 無 無

已轉換普通股、海外存
託憑證或其他有價證券
之金額

不適用 不適用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條件對
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無 無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無 無

註：民國年／月／日。

截至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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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公司債
截至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公司債種類 109年度第1期美元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海外無擔保主順位公司債（註一）

發行日期（註二） 109/09/22 109/09/28

面額 美金1,000,000元 美金200,000元，超過部分以美金1,000元為單位增加

掛牌地點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新加坡交易所

發行價格 依面額發行 民國114年到期之公司債：以面額99.907%發行
民國116年到期之公司債：以面額99.603%發行
民國119年到期之公司債：以面額99.083%發行

總額 美金1,000,000,000元 美金3,000,000,000元

利率（年息） 2.70% 民國114年到期之公司債：0.75%
民國116年到期之公司債：1.00%
民國119年到期之公司債：1.375%

期限與到期日（註二） 40年期
到期日：149/09/22

民國114年到期之公司債：5年期
到期日：114/09/28
民國116年到期之公司債：7年期
到期日：116/09/28
民國119年到期之公司債：10年期
到期日：119/09/28

償還方法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未償還金額 美金1,000,000,000元 美金3,000,000,000 元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註二）、
公司債評等結果

不適用 Aa3（穆迪，109/09/21）
AA-（標準普爾，109/09/21）

承銷機構 美商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辦承銷商）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為主辦承銷商

受託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

保證機構 無 台積公司

簽證律師／法律顧問 一誠聯合法律事務所 Sullivan & Cromwell (Hong Kong) LLP
Harney Westwood & Riegels
理律法律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贖回或提前清償之條款 發行人有權於發行屆滿五年之日及其後每屆滿周年日可提前
贖回

發行人有權選擇於任何時間以合約規定之贖回價格贖回本公
司債之全部或部分

限制條款 無 無

附其他權利

發行及轉換辦法 無 無

已轉換普通股、海外存
託憑證或其他有價證券
之金額

不適用 不適用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條
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
益影響

無 無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無 無

註一：由台積公司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TSMC Global Ltd.發行，並由台積公司無條件且不可撤回地提供保證。
註二：民國年／月／日。

4.2.2 轉換公司債資料：無。

4.2.3 交換公司債資料：無。

4.2.4 總括申報發行公司債情形：無。

4.2.5 附認股權公司債資料：無。

4.3 特別股辦理情形

4.3.1 特別股：無。

4.3.2 附認股權特別股資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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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

發行日期 （註一） 86/10/08 87/11/20 88/01/12~
88/01/14

88/07/15 88/08/23~
88/09/09

89/02/22~
89/03/08

89/04/17 89/06/07~
89/06/15

90/05/17~
90/06/11

90/11/27 91/02/07~
91/02/08

91/11/21~
91/12/19

92/07/14~
92/07/21 

92/11/14 94/08/10~
94/09/08

96/05/23

發行總金額
（US$百萬）

595 185 36 296 159 379 225 1,168 539 321 1,002 160 909 1,077 1,402 2,563

單位發行價格（US$） 24.78 15.26 17.75 24.516 28.964 57.79 56.16 35.75 20.63 16.03 16.75 8.73 10.40 10.77 8.60 10.68

發行單位總數（單位） 24,000,000 12,094,000 2,000,000 12,094,000 5,486,000 6,560,000 4,000,000 32,667,800 26,110,000 20,000,000 59,800,000 18,348,000 87,357,200 100,000,000 163,027,500 240,000,000 

表彰有價證券之數額 每單位存託憑證表彰台積電普通股5股

表彰有價證券之來源 本公司股東所持有之台積電普通股 現金增資及本公
司股東所持有之
台積電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持有之台積電普通股

發行及存續期間相關
費用之分擔方式

（註四） （註五） （註四）

發行及交易地點 紐約證券交易所

存託憑證持有人之權
利與義務

權利義務與普通股相同

受託人 不適用

存託機構 Citibank, N.A.－New York

保管機構（註二） 花旗銀行台北分行

未兌回餘額（單位）
（註三）

至民國110年2月28日止，餘額總數為1,064,315,074單位。

存託契約及保管契約
之重要約定事項

詳如存託契約及保管契約

每單位市價（US$；
來源：Bloomberg）

109/01/01~
109/12/31
（註一）

最高 109.04

最低 43.89

平均 69.74

110/01/01~
110/02/28
（註一）

最高 140.05

最低 111.70

平均 127.83

註一：民國年／月／日。
註二：自民國九十八年起，花旗銀行台北分行之銀行名稱變更為花旗（台灣）銀行。
註三： 本公司美國存託憑證自民國八十六年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來，總計發行813,544,500單位。若將歷年所發放之股票股利計入，發行總數則為1,147,835,205單位（本公司民國八十七年、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九十年、九十一年、九十二年、九十三年、九十四年、九十五年、九十六年、九十七年及九十八年股票股利之發放，其配股率分別為45%、23%、28%、40%、10%、8%、14.08668%、4.99971%、 
2.99903%、0.49991%、0.50417%及0.49998%）。截至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投資人總計兌回83,520,131單位，故本公司美國存託憑證流通餘額總數為1,064,315,074單位。

註四：發行費用由釋股股東負擔，存續期間相關費用由發行公司負擔。
註五：發行費用由發行公司及釋股股東按比例負擔，存續期間相關費用由發行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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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

4.5.1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4.5.2 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無。

4.6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

4.6.1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4.6.2 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經理人及取得前十大之員工姓名、取得情形：無。

4.7 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4.8 資金運用計劃執行情形 

台積公司於國內發行公司債募集之資金依其資金運用計劃及實際需求分配，截至民國一百零九年第四季止，尚未完成之

資金運用計劃執行情形表列如下：

計劃項目 募集資金 資金運用計劃 執行情形

109年度第6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綠色債券）

新台幣120億元 支應台積公司綠建築及綠色環保相關
之資本支出

截至民國一百零九年第四季止，累計預定
執行進度為13.92%，累計實際執行進度為
9.12%，係因依工程進度請款。資金運用依原
計劃項目執行，其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並無重大差異。

109年度第7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新台幣185億元 新建擴建廠房設備 原預定於民國一百一十年第一季開始執行，截
至民國一百零九年第四季止，累計實際執行進
度為64.37%，係因提前支用。資金運用依原
計劃項目執行，其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無重大差異。

109年度第1期美元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美金10億元 新建擴建廠房設備 原預定於民國一百一十年第一季開始執行，截
至民國一百零九年第四季止，累計實際執行進
度為42.50%，係因提前支用。資金運用依原
計劃項目執行，其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無重大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