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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郎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一所副研究員

投資者與股票族必讀 ——————

認識台灣半導體產業

台灣半導體工業發展，自引進IC

封裝，迄今已有34年歷史，在政

府有計劃的輔導、推動、以及業

界多年來的經營，從上游晶圓材

料到IC設計業、製造業、封裝

業、測試業等，產業結構可謂相

當完整，產值亦屢創新高，歷年

來國內廠商更積極投入IC工業和

產能擴充、購併等，這一波持續

的積極投入，預期對台灣半導體

工業進一步發展，將有深遠的影

響。

電
子工業涵蓋了資訊、通訊、消

費性電子、工業用產品、運輸

用產品及國防、太空產品，是二十一

世紀全球性的大產業，根據WEFA統

計1999年全球電子工業產值約為1兆

美元，為各國爭相發展之工業。而半

導體工業係電子工業之關鍵元素，根

據Dataquest統計1999年全球半導體

產值約為1,690億美元，運用於資訊電

子占25﹪、通訊設備占22﹪、消費性

電子占16﹪、運輸用占6﹪、國防、太

空及工業電子等占31﹪，而其技術的

不斷創新更是驅動電子產品功能進步

與產業成展的原動力。因此，全球各

主要工業國家無不以半導體工業為優

先發展目標，台灣亦不例外。

台灣半導體工業發展自引進IC封

裝迄今已有34年歷史，在政府有計劃

的輔導、推動、以及業界多年來的經

營，從上游晶圓材料到IC設計業、製

造業、封裝業、測試業等，產業結構

可謂相當完整，產值亦屢創新高，歷

年來成長率均高達20﹪以上。近年來

國內廠商更積極投入IC工業，1997年

中台積電、聯電、華邦、茂矽、德



碁、力晶、旺宏、南亞等IC大廠相繼宣佈

的新台幣1兆6,000億元以上之重大投資計

畫，以及台南科學園區計劃等，雖然自

1996年以來在全球IC工業連續三年不景氣

的陰影下，部分廠商的投資腳步已有減緩

之現象。但在1999年下半年景氣逐漸復

甦，目前大部分計劃仍持續進行中，而新

廠商的加入，如太平洋電線電纜公司結合

大陸工程、富邦產險等公司與IBM合作成

立太電積體電路公司誇入晶圓代工行列；

另設計業系統公司亦興建晶圓廠投入製造

行列；而威盛公司除購併美國國家半導體

公司負責微處理器（CPU）的新瑞士

（Cyrix），並收購艾迪（IDT）的CPU設

計團隊。無論是新廠商的加入，或是國內

廠商的產能擴充、購併、以及新加入的IC

封裝業、測試業、預期將對台灣半導體工

業之進一步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概況

1.範圍及結構

半導體產業之範圍包括積體電路

（Integrated Circuit ，IC）、分離式元件

（ Discre te  Devices） 及 光 電 元 件

（Optoelectronic Devices），分離式元件

包括電晶體、二極體等，光電元件包括液

晶顯示器、發光二極體等，至於IC產品方

面，依其用途主要分為微元件、邏輯元件

IC、類比IC、記憶體等四方面，其中微元

件主要包括有微處理器（CPU）、微控制

器（MPU）、微周邊器、數位信號處理器

（DSP）等；邏輯IC包括特殊應用標準產

品 （ A S S P ）， 特 殊 應 用 積 體 電 路

（ASIC）；類比IC包括混合信號IC及線性

IC；記憶體主要分為RAM（Random

Access Memory）和ROM（Read Only

Memory）兩種，ROM具有記憶資料（程

式）的功能，一般稱為「非揮發性記憶

體」，記憶的資料不會變化，如EPROM

（Erasable ＆ Programmable ROM，可

抹除可程式的唯讀記憶體），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可用電壓抹除可程式化的唯讀記憶

體），MASKROM（光罩唯讀記憶體）、

FALSH（快閃記憶體）等；RAM則為可

隨時讀和寫的記憶體，當電源切斷時，記

憶資料即告消失，稱為「揮發性記憶體」，

如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 em o r y，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和

SRAM（ Sta t ic  Random Access

Memory，靜態隨機存取記憶）等。由於

DRAM記憶體的元件構造較簡單、成本

低、標準化程度高，為目前各電子製造商

鏡商發展之重點產品。

從IC製造的流程來看，晶圓周邊產業

包括（1）IC設計：即依產品功能的定

義，由晶圓廠的IC設計部門或IC設計公

司，完成IC功能的設計，如威盛、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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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智、凌陽、偉詮、民生科技、太欣等公

司（2）IC光罩：完成IC設計後，再按照

預定的晶片製造程序，將IC的電路佈局圖

轉製於平坦的玻璃表面上，這就是所謂的

光罩，如果將之比擬照相，光罩和IC就像

底片和相片，目前專業的光罩公司有上市

之台灣光罩和未上市的新台科技。（3）

IC製造：當IC光罩完成後，運用微影成像

技術，以光阻劑為材料，將光罩上的線路

圖複製在矽晶圓上，在運用硝酸等化學品

清洗蝕刻，就完成晶圓製造，再裝割成小

片的晶片，就是IC製造，目前台灣專業的

IC製造廠有台積電、聯電、聯誠、聯瑞、

聯嘉、合泰、茂矽、茂德、華邦、旺宏、

德碁、南亞科技、力晶、其中台積電和聯

電是專業的晶圓代工業者。（4）金線、導

線架：將切割後的晶片，以金屬連接晶片

和導線架的線路，目前國內金線生產商為

致茂，導線架大廠則有順德、中信、加

茂、旭龍。（5）IC封裝測試：即將晶片

再封裝絕緣的塑膠和陶瓷外殼，並測試IC

的功能是否正常運作，重要之IC封裝測試

大廠包括日月光、矽品、華泰等。

半導體產業涵蓋範圍甚廣，舉凡材

料、設備、周邊技術、設計人才、製造、

封裝、測試及相關服務支援皆是。依據工

研院電子所調查統計1999年國內從事IC工

業的廠商包括設計業127家、光罩5家、製

造業21家、封裝業42家（國資封裝廠38

家）、測試業33家（含封裝兼側試廠17家），

另材料支援方面，包括晶圓材料8家、化學

品20家、及導線架11家（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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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半導體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工研院電子所IT IS計劃(2000年4月)



2.台灣半導體產業佔世界之地位

全球半導體產業景氣歷經1991年至

1995年的榮景，甚至在1995年出現42.3

﹪之高度成長之後，受到DRAM市場持續

低迷、PC及其他應用產品未能帶動另一波

需求、以及亞洲金融風暴所減緩的市場需

求，使得半導體產業景氣在1998年出現自

1978年以來的第3次負成長，衰退幅度達

11.4﹪。不過在低價電腦旋風、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興起、行動電話市場快速成長

之的促動下，2000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

達到207,892百萬美元，較1998年成長近

39.2﹪，其中全球IC市場規模達180,632

百萬美元，亞太地區IC市場規模達46,192

百萬美元。而台灣IC市場規模達16,130百

萬美元，較1998年成長近50.8﹪，佔全球

IC市場規模之8.9﹪、佔亞太地區34 .9

﹪。在IC產品供給方面，2000年台灣所有

IC產品產值達9,159百萬美元，全球市場

佔有率達5.1﹪，全球排名第4，位居美、

日、韓之後，未來仍有極大的成長空間。

另我國Mask ROM、專業代工製造業與封

裝業產值分別為630、9,446、3,115百萬

美元，全球佔有率分別為57.5﹪、76.8﹪

與34.1﹪，三者全球排名皆為第1位（如表

1所示），另IC專業代工製造更佔全球佔有

率76.8﹪，已佔全球代工市場舉足輕重之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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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年台灣IC產業在全球的地位



3.產銷概況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2000年產值為新台

幣7,144億元，較1999年成長68.7﹪，其

中IC設計產值為1,152億元，年成長率為

55.3﹪，IC製造業為4,686億元，年成長

率為76.9﹪，IC封裝業為978億元，年成

長率48.4﹪，IC測試業為328億元，年成

長率為77.3﹪。另IC製造業中晶圓代工部

分，產值為新台幣2,966億元，較1999年

增加111.3﹪（如表2所示）。另外，由半

導體工業發展指標來看，如表3所示，以

IC製造業佔半導體產業產值最高，1999年

達到62.6﹪；外銷比重也以IC製造業最

高，1999年外銷比例超過一半達到50.1

﹪；R＆D佔產值比重，1998年以IC製造

業最高為10.5﹪，1999年則以IC設計業最

高為8.9﹪；淨利率，1998年以IC測試業

最高為34.6﹪，而1999年變為IC封裝業最

高為24.9﹪。

另外，在出口方面1999年台灣IC出口

總值為2,956億台幣，比1998年增加28.7

﹪，其中包括國產IC外銷900億元，比1998

成長46.1﹪，封裝出口1,495億元。至於進

口方面，台灣IC市場需求仍以進口為主，

1999年進口總值為新台幣3,000億元，較

1998年增加12.4﹪，其中IC進口2,370億元

佔台灣IC市場規模之68.6﹪，惟較1998年之

77.8﹪減少9.2﹪，顯示國產自給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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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台灣IC產業發展概況



4.IC設計業概況

IC設計業為整體半導體產業的最上

游，主要是靠自行研發或接受客戶委託不

斷的推出新產品，以IC產品研發及行銷為

主要工作，IC設計完成後，將生產交由專

注製程技術研發的專業晶圓帶工廠製造，

所以IC設計業者不需要在製程技術上費

心，亦無須負擔龐大的設備折舊費用。IC

設計業者只要能領先市場推出產品即能享

有豐厚的利潤，不過IC設計業競爭，若研

發落後或出現瓶頸，都可能導致投資付之

一炬，為一高風險、高獲利的知識型產

業。台灣IC設計業包括國資專業設計公

司：如威盛、揚智、凌陽、鈺創等；外商

在台設計中心：如日立亞洲、台灣三星、

NEC等；本地電腦系統公司：如倫飛、神

達、智邦等；代工廠設計服務部；代客完

成整顆IC完整功能；其中以國資專業設計

公司為主，此類公司擁有足夠的設計設備

人才，但無IC製造設備，需透過IC製造廠

的帶工廠製造，所以IC設計業都與下游製

造廠取得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拜國內晶

圓代工、封裝和測試等下游產業就近支援

之賜，台灣已成為僅次於矽谷的第二大設

計業集散地。近年來台灣IC設計業者表現

不俗、屢創佳績，年產值成長率在整體IC

產業中更名列前矛，以2000年IC產業產值

為例，IC設計業產值較1999年成展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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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台灣IC工業重要發展指標



﹪，所占比重已達16.1﹪。而全球IC設計

業成長率高於整體半導體產業之成長率，

其市場占有率以北美地區佔66﹪最高，其

次為亞太地區29﹪，歐洲佔5﹪。2000年

台灣IC設計公司家數計111家（係指無晶

圓廠之設計公司家數），比1999年增加3

家，設計業產值達新台幣1,152億元，年產

值成長率55.3﹪，占產業產值比重16.1

﹪，員工人數總計7,600人，研發費用占產

值比重9.3﹪，資本支出占產值比重6.0

﹪，外銷比重40.8﹪（如表4所示）。顯示

IC設計業屬智慧型產業，研發人力是公司

最大競爭利基，反而在設備的投資相較於

IC製造、封裝明顯偏低，以其在資金投入

障礙小的特性，故在不景氣時設計公司應

變能力靈活，不會被龐大的設備投資所拖

累，造成業者競相投入的盛況，也造成台

灣成為僅次於美國的IC設計集中地區。

2 0 0 0 年台灣 I C設計業仍以標準產品

（ASSP）為主要重心，比重為88.0﹪，其

中又以資訊產品為主，比重為65.6﹪，客

戶委託（ASIC）應用產品則以消費性產品

為主要領域。整體應用方面資訊占65.6

﹪、通訊占15.6﹪、消費性占16.0﹪其他

占2.8﹪，顯示資訊類產品比重仍是最大。

由於台灣是資訊下游最終產品最大製

造地，所以造就IC設計業非常好的發展環

境，不過競爭激烈，需要有好的研發團隊

及行銷管道才能生存。而通訊類是明日之

星，廠商投入者眾，不過受限於技術障礙

高及國內通訊人才不足，目前的成長力道

尚弱。1999年台灣IC設計業主要設計產品

仍是微元件，比重高達67.4﹪，比重居次

者是記憶體IC占19.7﹪，邏輯與類比IC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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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台灣IC設計業重要指標



占剩下的12.9﹪。

IC設計業在產業價值鏈中，屬於上游

產業，完成最終產品前還需要光罩、製

造、封裝、以及測試等主要過程，故與IC

製造廠關係密切。一般而言，光罩、代工

製造以及封裝等過程幾乎100﹪委託專業

公司製造，測試方面，通常小公司及新公

司會將大部分之測試產能外包，委託專業

測試公司，大公司則大多保留多數產能自

行測試。1999年台灣IC設計業委託國內製

造代工比重達91.2﹪，不過到了2000年委

託國內製造的比例降至83.6﹪，委託新加

坡及韓國代工比重分別為1.9﹪及3.8﹪，

委託北美製造從1999年的全無，至2000年

增加到9.9﹪。委外封裝地區國內占99.1

﹪，其他地區占0.9﹪，在測試外包部分，

2000年封裝前的晶圓測試外包，比重較

1999年降低2.8﹪，為64.7﹪，封裝後的

成品測試外包比重則較高，為73.1﹪（如

表5所示）。

2000年台灣IC設計業為僅次於美國

矽谷的第二大設計業集散地，全球前十大

設 計 公 司 為 X i l i n x 、 A l t e r a 、

Broadcom、Qualcomm、VIA、Cirrus

Logic、Nvidia、ATI、PMC-Sierra、

Sandisk、等（如表6所示），從表中可以

看出PLD（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業者峰芒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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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表5  台灣IC設計業委外狀況



台灣前十大IC設計公司包括威盛、矽

統、聯發、凌陽、揚智、盛群、矽成、瑞

昱、聯詠、義隆、其中前三大公司威盛、

矽統、聯發之年營業額均呈現大幅成長，

且前幾名廠商大都屬於晶片組業者，主要

係因PC產業的市場廣大提供其發展空間。

至於在產能集中度方面，由於IC設計業的

資本投入障礙小，且獲利佳，造成眾多業

者投入，分散前十大產業集中度，由1999

年的69.7﹪增至2000年的71.2﹪，與其他

IC產業往龍頭廠商集中的趨勢有所差異

（如表7所示）。

5.IC製造業概況

IC製造業係整個IC工業的火車頭，其

一舉一動均會直接而明顯的影響其上、下

游眾多的相關產業，包括從晶圓材料、設

計業、光罩業、封裝業、導線架業、化學

材料業、測試業、到設備業等，均與IC製

造業息息相關。尤其是IC製造業的投資金

額動輒10億美元以上，其衍生的商機十分

龐大，實為IC工業發展上最重要之一環。

2000年台灣IC製造業共計16家，較1999

年減少5家，前十大廠商包括台積電、聯電

集團、華邦、茂矽、茂德、旺宏、世界先

進、力晶、德基、南亞等（如表8所示）。

預期未來仍有太電、矽統半導體等廠商加

入營運；

2000年台灣IC製造業產值為4,686億

元，比1999年增加76 . 8﹪；員工人數

2000年為43,600人，比1999年之32,000

人增加了11600人，增幅達到36.2﹪；另

外，研發費用占產值比重1999年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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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全球前十大IC設計公司

資料來源：IC Insight(2000)、工研院電子所IT IS計劃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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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台灣前十大IC設計公司排名

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資料來源：工研院 經資中心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表8  台灣前十大IC製造公司排名



但到了2000年確降至5.3﹪；資本支出占

產值比重也由1999年之71.4﹪降至2000

年之65.9﹪（如表9所示）。

台灣IC製造業可說是位居整個IC工業

的核心角色，其發展均會直接而明顯的影

響其上、下游相關產業。隨著台灣IC製造

業的快速發展，國內IC設計業、國資封裝

廠、專業測試公司、矽晶圓材料業、光罩

業等亦均有明顯快速的成長。2000年台灣

IC製造業在光罩製作來源上，以國內占

81.8﹪為最高，其次為日本15.6﹪，西歐

只占2.2﹪；另在委外封裝部分，台灣IC製

造業歷年來均是以國內封裝廠為主要合作

對象，2000年比重達99﹪；而在矽晶圓材

料方面，1996年以前，台灣IC製造業所需

要之矽晶圓材料百分之百完全由國外進

口，一年的進口金額達到新台幣60億元左

右，進口來源以日本為首。1997年以後，

台 灣 中 鋼 與 美 國 休 斯 電 子 材 料 公 司

（MEMC）合資的中德電子開始供應國內

IC製造業所需之八吋矽晶圓材料，到了

2000年台灣的矽晶圓材料的自給率已達

51.7﹪，日本乃是台灣矽晶圓材料之主要供

應國，比重為29.4﹪，其次為韓國7.9﹪、

北美6.6﹪、及西歐3.2﹪。

預期未來隨著中德電子及台灣信越、

台灣小松發揮量產效應後，當可大幅提升

國內自給率，使得台灣IC工業產業結構更

趨於完整，提升台灣IC工業之競爭力。台

灣IC製造業的業務型態可區分為自有產品

業務與代工業務，並未經營自有品牌產

品；而自有產品業務則係多數IC製造業者

的經營型態。由於台灣廠商無法產製

CPU，再加上邏輯產品多樣少量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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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台灣IC製造業重要指標

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因此占有全球IC市場規模二成左右之記憶

體產品，變成為台灣IC製造業自有產品業

務之最佳選擇。台灣IC製造業自有產品市

場分布，2000年內銷比重為50.3﹪、外銷

地區以日本18.3﹪為最高，其次為北美

11.3﹪，歐洲為10.4﹪；而代工業務市場

分布主要客戶來源以北美55.9﹪為最高，

其次為國內之24.3﹪，歐洲之12.2﹪；如

以客戶別區分，2000年台灣代工業務之客

戶，仍以無晶圓廠的IC設計業為主，比重

達66.4﹪，整合元件製造商比重僅31.8

﹪，顯示台灣晶圓代工業務在整合元件製

造商部分，仍應有成長空間，尤其是IC晶

圓廠設備投資大，八吋廠的投資金額動輒

十億美元以上，十二吋廠更高達三十億美

元左右，龐大的投資金額以及有增無減的

市場風險，使得全球主要整合元件製造商

對於投資新建晶圓廠的腳步已有減緩趨

向，預期未來自整合元件製造商的代工業

務應有增加之機會。

6.IC封裝業概況

所謂IC封裝，就是在晶圓製造完成

後，用塑膠或陶瓷等材料，將晶粒封包在

其中，以達到保護晶粒及作為晶粒與系統

間訊號傳遞的介面。自高雄電子成立以

來，封裝業一直是國內IC工業最大的主

力，直到1993年才被IC製造業所取代，所

以台灣IC封裝業本來即頗具規模。台灣除

了外資封裝廠只單純承接母廠訂單外，

2000年計有44家國資業者，前五大廠商分

別為日月光、矽品、華泰、日月欣、超

豐，市場占有率高達75.4﹪（如表10所

示），其餘小廠要搶食剩餘24.6﹪市場，接

單不易，加上設備折舊攤提壓力，業者若

不朝向利基技術發展，或形成策略聯盟取

得穩定的客戶訂單，否則將限於規模而無

法與大廠競爭，將會被東南亞低廉的勞力

所取代。由於台灣積極發展晶圓代工業

務，預期IC封裝業的前景將隨著IC製造業

的發展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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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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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台灣IC封裝業廠商排名



2000年國資封裝業產值為838億元，

比1999年成長52.6﹪，占產業產值比重為

13.7﹪，研發費用占產值比重為1.9﹪，資

本支出占產值比重為35.1﹪，外銷比重高

達52.1﹪（如表11所示）。

IC封裝型態依外觀分類，可分類為腳

插入（Pin Through Hole, PTH）及表面

黏著（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

SMT）二大類，在IC發展初期，以PTH為

主，目前則以SMT為主流；如以IC封裝技

術區分，IC封裝技術日新月異，目前主要

的IC封裝技術有DIP（Dua l - i n - l i n e

Package）、SO（Smal l  Out l ine）、

PLCC（ Plas t i c  Leaded Chip

Carrier）、QFP（Quad Flat Package）、

BGA（Ball Grid Array）、TAB（Tape

Carrier Package）、CSP（Chip Scale

P a c k a g e ）、 M C M（M u l t i c h i p

Module）、Flip Chip、WLP（Wafer

Level Package）等，然而在資訊電子產

品輕薄短小的趨勢下，目前的封裝技術已

由四平方板封裝（QFP）往球形格點陣列

封裝（BGA）、覆晶結合（Flip Chip）、

裸晶尺寸封裝（CSP）、多晶片模組封裝

（MCM）、晶圓級封裝（WLP）等發展，

強調的是多腳或窄距。以國內目前的技術

水準，在DIP、SO、PLCC、QFP等技術

上，無論是封裝良率、品質、腳距、腳數

等重要的參考指標，均可說與先進國家並

駕齊驅，但在先進技術方面，則與美、日

兩國仍有一段落差。

2000年台灣IC封裝業之主要封裝型

態分布，以BGA占32.3﹪為最高，其次為

QFP占28.9﹪、SO占24.7﹪、CSP占5.2

﹪、DIP占4.1﹪、PLCC占3.4﹪、其他

占1.4﹪（如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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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台灣IC封裝業重要指標

資料來源：工研院 經資中心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7.IC測試業概況

IC測試在程序上又分為封裝前測試及

封裝後測試。封裝前測試是針對晶片作測

試，將有瑕疵的晶粒挑出，以降低不必要

的 封 裝 成 本 ， 台 灣 晶 片 測 試 在 晶 圓

（wafer）運送風險與時效的考量下，通常

在IC晶圓廠或設計公司內部完成，也有部

分外包。IC良品封裝後，即送至測試廠針

對功能進行測試，而測試品質與製造商的

商譽有及密切的關係。台灣的IC製造與IC

設計業，在成本的考量下，採上下游專業

分工策略，專業測試場因此應運而生。台

灣專業測試廠，記憶體IC測試一向高於邏

輯與類比IC，主要是國內以生產記憶體IC

較多，一旦景氣翻揚，就需要使用更多的

測試機台搶出貨。國際IDM廠以往封裝測

試流程多自行完成，一方面近年封裝測試

部門因虧損未擴充產能，目前產能已明顯

不足，再者台灣封裝測試業者的技術水準

已具備相當水準，在時間與成本的考量

下，委外代工逐成為趨勢。由於測試廠不

同於一般製造業有存貨銷貨的壓力，測試

廠的經營效率便在於機台利用率的高低，

正常狀況下，扣除設備折舊與固定成本，

利用率愈高利潤也愈高，測試業以機台租

用時間收費，獲利狀況與景氣良窳也息息

相關。

2000年台灣IC測試業廠家共有37

家，測試業總產值為328億元，比1999年

成長77.3﹪，員工總人數達到12,800人，

比1999年增加了將近5,500人，不過2000

年的研發費用占產值比重卻從1999年的

7.4﹪降至2.6﹪，減少了將近一半，外銷

的比重為39.6﹪比1999年微增0.7﹪（如

表13所示）。

2000年台灣前五大IC測試業廠商為

福雷、南茂、聯測、晶元、矽品等（如表

14所示），合計占總產值之62.1﹪，產業

集中度頗高。

測試之產品以記憶體IC占52.2﹪為最

高，其次為邏輯IC占29.9﹪、混合IC占

12.0﹪、線性（Linear）IC占1.4﹪、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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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資料；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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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台灣IC測試業重要指標

表14  台灣IC測試業廠商排名

資料；工研院電子所 IT IS計劃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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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台灣IC測試業產品型態



I C占1 . 3﹪、其他為3 . 2﹪（如表15所

示）。測試服務在IC產業價值鏈中屬下游

產業，而台灣獨特之專業分工架構，使測

試服務業與上游之專業代工服務及封裝服

務關係更為密切，轉投資或策略聯盟更成

為此產業重要策略。

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革新的方式

與工研院、資策會所擔負的角色

台灣半導體產業能在國際占有重要地

位，應歸功於當時政府前瞻性眼光與魄力

決策，支出不到4億元新台幣，卻換來台灣

20年的工業基礎，25年前政府鑒於未來科

技發展的重要性，派遣了44位年輕學子赴

美國學習積體電路的設計、製造、測試、

廠務、會計、生產作業等全套營運模式，

學成歸國後在竹東工研院建造起全台首座

積體電路示範工廠，發展建構出台灣半導

體產業重設計、光罩製作、製造、封裝到

測試完整生產鏈，衍生台積電與聯電代工

大廠。目前44位受訓學員除了少數往學術

或轉至其他行業發展外，其他多數都成為

台灣半導體半導體檯面上頭角崢嶸的人

物，包括聯電集團董事長曹興誠、台積電

總經理曾繁城、旺宏電子董事長胡定華、

太欣半導體董事長王國華、華邦電子副董

事長楊丁元與總經理章青駒、聯友光電董

事長劉英達、工研院院長史欽泰等人。

由於IC產業技術日新月異，技術的革

新乃是生存的不二法門，半導體業者技術

革新的方法，包括本身積極的投入技術研

發的工作外，從美國聘請學有專精層在矽

谷工作過的留學生回國，將技術傳授給本

國技術人員也是另外一項技術的重要來源

之一，另外，由國外引進技術由於需要花

費龐大的經費，此乃非一般企業所能負

擔，所以就由政府所成立之工研院與資策

會引進，在將引進的技術移轉給民間企

業，工研院與資策會所擔負的角色如以下

所述：

1.工研院重責大任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

院），是一個非營利、致力於應用研究、科

技服務的研究機構。1973經濟部為促進產

業界技術升級增強台灣工業在國際上的競

爭力，為國家培育工業技術人才，而成立

工研院。工研院已成為產業界的技術中

心，並且是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

的部門。目前工研院員工人數將近有6000

人，12個研究單位不斷的在傳統產業、尖

端產業各個領域上進行研究與開發.。

工研院的發展策略乃視當前環境變化

及未來產業發展的需要，在配合國際趨

勢，重視維護環境、安全與天然資源的永

續發展觀念下，以保持時效性與前瞻性。

在策略上朝下列幾個方向發展：

（1）加強前瞻及創新技術研發

執行經濟部科技專案計畫以建立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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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為重要目標，前瞻性及創新性技術

研發之比重將逐漸增加。此類工作與基礎

科學研究有別，以未來五至十年能產生重

大產業效益為考量。

（2）強化產業服務

與產業界密切結合，積極推動技術服

務工作，並提升服務品質，以公開、公平

之原則，將技術推廣至產業界，並適時推

動以創新技術為基礎的投資，以協助產業

界提升技術水準。

（3）推動國際化

活用國際科技資源，藉與外界之合

作，加速提升工研院技術研發能力及對產

業發展之助益。

（4）建置南部分院

配合政府區域產業均衡發展政策，促

使從事產業技術研發及服務之人才往南部

發展，加速工研院技術擴散效益，帶動南

部產業升級，建立新興高科技產業。

（5）推動開放實驗室

擴大開放研究設施，提供廠商進行技

術研究、合作開發、創業育成等。

二十幾年來，工研院在政府大力支持

及全體員工的努力下研發成果以具體提升

台灣的工業技術、促進經濟之成長，技術

移轉的件數由1996年的304件增加到1999

年的353件，年平均成長率為5.1﹪，至於

專利權的件數也由1996年的446件增加到

1999年的537件，年平均成長率為6.4﹪

（如表16所示）。

工研院對台灣產業發展之成果與效

益，略述於下列四方面：

（1）帶動新科技工業之建立

工研院歷年來開發出為數眾多的產業

技術，並以各種適當方式移轉給產業界，

帶動新科技工業之建立。

（2）協助傳統產業技術升級

以往，傳統產業扮演著帶動國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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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工研院近年來重要成果統計分析

資料：工業技術研究院



發展的重要角色，近年來因環境變遷而相

繼面臨產業生存危機，甚多產業被迫外

移。但部分產業在工研院技術協助並引進

高科技後，提升產品附加價值、改善生產

環境、提高生產效率、促進傳統產業升

級，許多業者因而欣欣向榮。

（3）增進民生福祉

科技研發之最終目的是在創造健康安

全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

品質與生命尊嚴、增進民

生福祉。歷年來，工研院

在促進環保、醫藥及醫療

等方面持續開發新技術。

（4）培育工業技術人才

為協助我國產業具有

高度的國際競爭力，工研

院持續進行為國舉才用才

之工作，每年均自海內外

延聘學有專精的高級人才

來院服務，近6年來（1993年7月迄今）共

有博士848人、碩士2,274人加入工研院團

隊（其中自國外延攬博士396人、碩士381

人），為加速台灣科技工業之研發盡心盡

力，且自1973年至2000年7月底為止共有

14,350人擴散至產業界，其中又以擴散至

電子與半導體業所占人數最多達3,237人，

對台灣IC產業貢獻極大。

2.資策會扮演角色

1979年政府為因應台灣產業由勞力密

集轉型為知識密集，及全面推廣計算機應

用與發展需要，乃依據1979年5月17日行

政院第1631次院會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

案」，由政府出資五千萬元，並聯合學術界

及民間企業捐助八千萬元共同設立。

資策會成立之兩大宗旨為推廣資訊技

術之有效應用，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以及

塑造資訊工業發展環境及

條件，以增強資訊產業競

爭力。近年來因應時代演

進，資策會更以『策進中

華民國資訊科技之創新與

應用，協助發展知識經濟』

為宗旨，主要任務包括：

˙擔任政府推動資訊產業

發展、資訊科技應用及鍵

構知識經濟環境之幕僚及

智庫。

˙協助建構資訊產業及知

識經濟之基礎及環境建設。

˙推動全國各界資訊科技之應用，以提升

其生產力及增進國民福祉。

˙研發及引進前瞻創新之資訊技術，以協

助掌握新興產業機會，並提升我國資訊

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培育資訊產業及知識經濟所需之技術與

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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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之最終目的是在

創造健康安全的生活環

境、提高生活品質與生命

尊嚴、增進民生福祉。歷

年來，工研院在促進環

保、醫藥及醫療等方面持

續開發新技術。



多年來，資策會受政府委託從事以資

訊軟體為主之關鍵技術研發與引進工作，

並透過技術移轉、合作研發等方式提供業

者最新技術方向及技術支援，以縮短國內

業者產品開發時程及降低研發成本，進而

帶動新產業與新市場機會，支援產業發展

項目包括有：

（1）培育資訊人才，協助產業紮根

因應產業界對於資訊軟體專業人才求

才孔急，資策會長期致力

資訊專業人才配訓工作，

與Bel lco re、Orac le、

Sybase、Sun、IBM、

Lo t u s、M i c r o s o f t、

Novell等國際性公司合作

引進教材，辦理國際化專

業訓練。此外，並訓練學

校教師以提供資訊種子師

資、培訓政府機構及民間

企業電腦化人才、協助企

業規劃及訓練整體資訊人

力，其藉以加強我國資訊人才之充實。二

十年來培育人才超過24萬人次，包括：各

級學校的資訊種子師資、政府機構的電腦

化人才、各行各業的軟體從業人員及大專

畢業青年之第二專長培訓，並輔導學員就

業，以提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另外，資

策會投入發展完成之線上學習平台與課

程，以期建立一個整合性的訓練學習環

境，讓產業界員工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

地點，皆可運用現代資訊與通訊科技進行

高效率及高品質的學習。

（2）提供市場情報，掌握資訊脈動

在產業資訊服務方面，針對我國資訊

產品產銷統計及國內外市場最新資訊產品

發展趨勢，資策會持續進行追蹤調查並出

版研究報告，以靜態之出版品及線上電子

資料，與動態之之研討會專題講座等方式

提供資訊情報，並設立資

料服務中心及全球資訊網

電子圖書館，開放各界使

用。在專家顧問諮詢服務

方面，接受廠商委託，提

供諮詢及營運策略建議，

並推動產業策略聯盟及聯

誼會，目前擁有會員廠商

600餘家，涵蓋資訊產業

90﹪以上的主要業者。

（3）強化技術移轉質量，

促進產業升級

資策會承接經濟部科技專案以來，平

均每年提出約90件的專利申請，發表約40

篇專業性論文，此一研發成果足證資策會

研發團隊的努力與成長。在技術移轉方

面，平均每年協助約40家廠商簽訂約60件

技術移轉合約。技術移轉成果，包括

Serve r /Ga t eway、VOD、Rou t e r、

Wireless、3D、VR、interne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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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資策會受政府委託

從事資訊軟體為主之關鍵技

術研發與工作，並透過移

轉、合作研發等方式提供業

者最新技術方向及支援，縮

短國內業者產品開發時程，

降低研發成本，帶動新產業

與新市場機會。



Search/Index Engine、EC、Diagnosis等相

關領域開發出多項新產品、估計產值超過

100億元。

（4）規劃產業政策，推動產業發展

在提供政府政策及幕僚支援方面，資

策會參與行政院國家資訊通訊推動小組

（NICI）有關資訊產業發展之政策之政策

規劃工作。在協助政府規劃及推動產業發

展策略方面，資策會接受經濟部之多項委

推計畫，執行包括軟體

工業五年發展計畫，以

改善軟體發展環境並推

動軟體工業發展；智慧

型工業園區規劃計畫，

以建立具國際水準的高

科技產業發展環境；主

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

畫，提升廠商研究發展

能力及技術層次；業／

學界科專制度研究分析

及推動管理計畫，引導

民間持續投入研發資源及建置研發能量，

及運用學界已累積基礎開發前瞻、創新性

產業技術；示範性資訊應用開發計畫，協

助企業建構前瞻、創新之資訊應用典範，

帶動資訊應用風潮。

（5）致力科技法制，建構良好環境

秉持科技法律智庫使命，科技法律中

心除積極參與資策會法律及專利相關幕僚

工作外，也整合科技法律研究資源，推廣

科技法律新知，培訓產業科技法律人才，

協助產業提升法律因應能力，以建構台灣

科技發展之良善法律環境。並擔任政府部

門科技法制幕僚，敦促政府部門整合科技

相關法制，協助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

展望未來，通訊網路、多媒體、IA、

及電子商務等新技術的發展與新型態服務

演進，正為我國資訊產業尤其是軟體工業

的未來發展帶來全新的

機會。資策會也將持續

配合政府，協助規劃產

業發展藍圖，積極推動

有利產業發展之法令及

標準，加強專業人才培

訓，輔導業者提升競爭

力與拓展外銷，以促進

資訊化社會的提早來

臨，為我國資訊產業的

成長再創另一新的高

峰。資策會未來發展方

向包括有：

˙研發前瞻及關鍵技術

針對世界技術發展趨勢，投入研發前瞻

性及關鍵性資訊與通訊技術，並將長期累積

之技術經驗與能量，充分支援產業發展高價

值產品及服務，協助提升產業對外競爭力。

˙支援產業發展

扮演智庫角色，積極投入國家資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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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通訊網路、多

媒體、IA、及電子商務等

新技術的發展與新型態服

務演進，正為我國資訊產

業及未來的軟體工業發展

帶來全新的機會。



訊產業發展策略規劃之工作，協助政府研

擬中長程產業發展策略，並擔任政策推動

幕僚郭作。

˙普及資訊應用

扮演政府單位與資訊業者間之溝通強

橋樑，協助政府規劃推動電子化政府服

務，持續研究及推廣企業資訊化與自動

化，協助提升產業資訊技術應用成效。

˙拓展國際合作

擴大與國際研發機

構及企業之合作與交

流，以強化我國之資訊

產業國際化能量，提高

產業全球競爭力。

˙加速培育資訊專

才

結合各界力量，積

極引進最新教材並致力

提升較品質，加強培育

國內資訊專業及應用人

才；透過遠距學習、異

業整合等新做法，締結健全之終生學習環

境

穩定成長的台灣半導體產業

我國IC工業發展迄今，在產品層次、

價格競爭力、品質、生產效率上都深獲肯

定。在晶圓代工部分，由於我國領先切入

這個市場，已建立良好的口碑及知名度，

而且近年來台積電、聯電不斷在技術能力

上追趕，並且分別落實「虛擬晶圓廠」以

及和客戶合資成立策略聯盟工廠等方式，

兩家公司已建立起競爭者難以跨越的屏

障，預其兩家公司在全球代工市場上，乃

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且IC產業結構走向

專業化分工的局面，晶圓廠由於建廠成本

與製程技術研發成本大幅提高的壓力，持

續建廠者將漸減，專業代工將形成強者恆

強的局面，以目前的產

業生態而言，富士通、

美國國家半導體、飛利

浦等業者漸漸轉向台灣

的晶圓代工廠合作，顯

見除了IC設計公司對晶

圓代工的需求外，連一

貫作業的整合性IDM廠

也將因各種投資成本的

增加而逐漸減緩投資，

朝區域性功能導向的垂

直整合方式發展，晶圓

代工將成為穩定成展之產業。綜合上述台

灣半導體產業能有今日的發展，應可歸納

以下幾項因素：

1. 政府強力的引導與各項獎勵措施

2. 業者重視技術人才的養成

3. 業者與美國矽谷保持緊密的關係

4. 工研院與資策會的角色充分的發揮

5. 業者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充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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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積電、聯電不斷

在技術能力上追趕，並且

分別落實「虛擬晶圓廠」

及客戶合資成立策略聯盟

工廠等方式，兩家公司已

建立起競爭者難以跨越的

屏障，預其兩家公司在全

球代工市場上，乃占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