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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回顧與本研究較為攸關的相關文獻。本研究之對象—矽智財，為專屬
於半導體產業的一項技術知識產物，故首先將對其內涵與發展有一基本認識。其

次，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是「矽智財交易市場之發展與衍生問題」，交易成本理

論對此正可提供相當深入而完整的剖析，因此在第二節中對「交易成本理論」的

重要研究成果作一回顧。 

本研究希望瞭解如何經由中介機構的介入，輔以相關的運作制度來促進推廣

SIP交易。藉由回顧技術特性、技術市場之特質與交易困難度等相關議題，將可

更深入地瞭解技術交易市場環境；此外也對技術市場中介機構，以及當前 SIP交
易市場的狀況更進一步地觀察，指出交易過程中牽涉的相關議題。最後介紹我國

現正積極推動的國家矽導計畫，掌握為推廣 SIP交易而規劃的 IP Mall建置計畫。 

 

第一節  矽智財基本概念 

矽智財（或稱為矽智慧財產權、半導體智慧財產權）一詞，是指積體電路設

計所涉及的智慧財產權，在現今的半導體業界，被用來指稱一種滿足特定規格、

經事先定義、設計、驗證、可重複使用的功能區塊（building block）；其在晶片
設計中是專指具備特定功能的積體電路設計技術，且由設計人員開發出的一種模

組化功能元件，可與其他元件相配合，組成具備更複雜功能的 IC。 

在半導體產業界裡，對於矽智財這種設計時可重複使用元件的意涵，大致都

有著相當程度的認知，但在實際的稱呼上，則尚未有完全固定的名稱出現。除最

常為業界所使用的 IP10和 SIP（Semiconductor IP或 Silicon IP之縮寫）外，亦有
稱為核心單元（core）、區塊（block）、巨集單元（macrocell；megacell）或 VSIA11

所採用的虛擬組件（Virtual Component；VC）等各式各樣的名稱。 

SIP 的觀念其實已存在多時，無論是傳統的整合元件製造商（IDM12）或是

IC設計公司，在從事新產品開發時，都會不斷累積自身的 SIP（包括資料和電路

                                                 
10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IP”一詞，僅特別針對半導體產業或 IC 產業所代表之特定意義；當提到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法律概念時，則使用「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 
11 Virtual Socket Interface Alliance（虛擬槽座介面聯盟），致力於發展出一套開放性介面標準，建

構一系列硬軟體介面、格式以及設計實務的規格與建議，以期能加速重複使用虛擬元件之效果，

使不同來源的 SIP能夠易於整合，在使用上能達到隨插即用的境界。 
12 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為整合元件製造公司，是指從設計、製造、封裝測試到
銷售自有品牌 IC都一手包辦的半導體垂直整合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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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專門知識、製程技術、封裝測試設備及其他項目）供內部使用，並透過專

利、營業秘密和其他相關法律極度保護；偶爾也會將 SIP授權給第三者，但相較
於採取極度保護的主要做法，此種多為例外狀況。 

由於 IC設計的生產力無法趕上摩爾定律（Moore’s Law）的速度，導致設計

效能落後於製程技術之落差（design gap）13。為解決此一窘境，IC 設計方法
（methodology）遂逐步演進，透過採用可重複使用的模組化功能區塊，亦即 SIP
的概念，以更快速地完成包含更多複雜功能的 SoC設計。 

但是當電路功能複雜化之後，廠商無法迅速掌控一切關鍵技術，完成所有應

用功能類型的電路設計，使得當需要某項公司並不專擅的功能時，唯一的出路便

是向外尋求（out-source）解決方案。藉助不同廠商所提供之 SIP，在最短時間內
推出產品，以搶食市場大餅。各設計公司都有其專長的領域，也有相當數量 SIP，
若這些設計可以重複使用，且各公司間可進行 SIP 的交易，使好的設計可被流

通，並為需要者所使用，如此便可相當程度解決 SoC設計日趨複雜的問題。 

在業界各個 IC設計部門的迫切需求下，便逐漸形成商業化的 SIP市場。以
下分別就 SIP的類型與 SIP的商品化，進一步說明其基本概念及市場發展。 

 

一、矽智財的類型 

SIP的種類眾多且規格繁瑣，舉凡邏輯、微控制器、記憶體、類比線路或測

試等功能，都可以自成一完整之功能模組銷售，並可依「晶片設計流程」及「差

異化程度」產生不同的技術形式與類別： 

（一）依晶片設計流程區分的技術型式（form） 

SIP的技術形式分類依據，來自於晶片設計的流程（圖 2-1-1）。目前在從
事複雜的 IC設計工作時，業界均會採取所謂 top-down的設計方法，由抽象到
實體的方式，逐層次地進行設計工作，其步驟依序為： 

                                                 
13 根據 Intel創辦人之一 Gordon Moore經長期觀察所提出之摩爾定律（Moore’ s Law），因製程
技術的提昇，在相同尺寸的晶片上，每經過十八個月，其所能容納的電晶體數量即可加倍，性能

也將提昇一倍，但售價相同，亦即 IC製程技術每年可提昇達 58%。然根據過去經驗，IC設計能
力每年卻僅能提昇 15%~18%，設計能力明顯地跟不上製程技術提昇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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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IC設計流程（以邏輯 IC為例）與 SIP技術形式之對應關係 

資料來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計畫（2002/08），本研究整理 

 

1. 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階段 

 規格制定：工程師根據產品的應用場合，為 IC 設定一些基本規格，如
功能、操作速度、介面規格、環境溫度及消耗功率等，以做為將來電路

設計時之依據。其步驟可再細分為市場、系統、功能和區塊等規格制定。 

2. 邏輯設計（Logical Design）階段—前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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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L14執行與發展：完成規格制定後，使用電腦軟體程式將 IC電路所需

之邏輯，以程式明確地描述每個區塊的內部功能。 

 功能模擬：模擬上述程式是否正確，若正確則進行下一步，若錯誤則返

回「RTL執行與發展」重新修改程式。 

 邏輯合成：將電腦軟體程式撰寫好的程式內容轉換成邏輯閘；以 RTL
硬體描述語言碼作為合成工具的讀入，經過合成後，原本抽象的功能區

塊，便轉換為基本運算邏輯元件的組合。 

 功能驗證：驗證上述邏輯閘是否正確，若正確則進行下一步，若錯誤則

返回「邏輯合成」重新修改邏輯閘。 

3. 實體設計（Physical Design）階段—後段設計 

 平面配置：決定每個功能單元在 IC 中的實際位置；每一個基本運算邏

輯元件，是由各式電晶體或二極體所構成，因此邏輯元件連結而成的線

路，需被轉為實際的電路。 

 APR 佈局與繞線：決定區塊內、區塊與區塊間、單元與單元間邏輯閘

的實際位置與邏輯連線，並經由電腦輔助設計，將原本的 IC 設計檔案
轉換成數十層 IC光罩圖形，讓電子電路之設計在矽晶圓上製作出來。 

 LVS15驗證：驗證上述 IC 邏輯閘的實際位置與電晶體連接是否正確，若

是則送入製作光罩，若錯誤則返回「平面配置」重新修改 IC光罩圖形。 
 

按照上述晶片設計的不同層次，SIP大致可區分為三種（圖 2-1-2）： 

1. Soft IP 

在邏輯 IC設計的過程中，設計者會在系統規格制定完成後，利用Verilog
或 VHDL等硬體描述語言，依照所制定的規格，將系統所需功能寫成 RTL
檔案，其定義描述的原始程式碼（source code）即為 Soft IP。 

Soft IP 一般具備良好的可移植性（portability）16，但尚未針對特定製

程技術做最佳化，因此在電源、效能和線路範圍都還不清楚，需經特定的

製程技術後才能確定。此種 SIP 的價值在於設計者可依不同需求調整參數

修改功能，增加其應用的彈性，以及較可能符合產業標準的規格。 

                                                 
14 Register Transfer Level（暫存器傳輸層級）為硬體描述語言的一種描述層級，描述資料在暫存

器之間傳輸及如何處理、控制這些資料流動的模型。RTL 只描述電路內每一級暫存器之間的功

能，不包含電路時序（timing）的描述。 
15 Layout-versus-Schematic（佈局與線路查對），在 IC設計經過 Layout後，檢查其版圖與閘級電
路是否一致；即邏輯電路對實體的驗證，避免前後不一致。 
16 晶片生產時，可在不同晶圓代工廠製程間移植轉換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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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 Soft IP 未經整合的模擬與合成，需種種轉換與驗證後才能使
用，常發生多重來源之技術整合問題，必須花費時間偵錯，且時常還難以

發現問題所在；可能易延遲產品上市時間。 

2. Firm IP 

Firm IP是在合成後、繞線前的設計產物；為 Soft IP經過初步功能區塊
的平面規劃（floorplanned）與合成後，在邏輯閘層次（gate level）的線路

圖（Netlist）。其已考慮到效能或尺寸因素，並在結構或幾何上進行最佳化。 

Firm IP包含可合成的 RTL碼、參考技術資料庫、平面規畫細節，以及

完整或部份的線路圖。當完整的線路圖被提供時，通常線路中都已經加入

測試邏輯。其可能已選用某個通用技術元件庫（generic technology library），
但尚未選定是採 CMOS單元、FPGA或 GaAs中的何種技術。 

Firm IP較少在交易市場上流通，主要原因為 Firm IP已是 Netlist檔案，
已牽涉到特定的製程，且在修改上又不若 Soft IP 來得有彈性。 

3. Hard SIP 

Hard IP則是經過設計規則檢查17、佈局繞線（Place & Routing）與光罩
製作後，實際在矽晶圓上經過實體驗證過的功能區塊。Hard IP在功率、尺

寸或效能均已做過最佳化，並已對應至某特定技術完整佈局、繞線，針對

特定技術資料庫最佳化的線路圖或訂製好的實體佈局、亦或是二者的組合。 

Hard IP通常以 GDS II形式提供，並已選定特定晶圓製造廠與製程，做
過實體驗證。但其他像是高階的行為模型、測試列表、完全的實體與時序

模型等也需一起被提供；通常會有一個資料表單，明確地描述電源、運作

速度和線路範圍等項目。 

由於 Hard IP的功能已經過多層的驗證，故為最可靠；設計時可將該部
分的線路空間省下，待製造時將該 SIP 的光罩套上即可。但其缺點在於設
計與製程彈性低，由於使用者完全不知道該晶片設計方式，無法修改其內

容，故有時可能出現加入太多用不到之功能浪費情形，且因與製程的依存

度高，往往需指定以某家晶圓廠的某種製程來處理。 

 

                                                 
17 設計規則檢查（Design Rule Check；DRC）是在 IC設計經過 layout後，檢查其版圖是否符合
設計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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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從設計流程區分 SIP的類型與特性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經濟部 ITIS計畫（2001/03） 

 

（二）依差異化程度區分的技術類別（type） 

《圖 2-1-3》說明從差異化程度來區分 SIP 的類型與特性，使用此種分類

方式不但可以區分 SIP的技術類別，也能將廠商的經營策略做出分類，因此是

目前相當為業界所接受的一種分類方式。 

1. 基礎型（Foundation IP）：基礎型 SIP與製程的相關性高且價格低廉。多

由 ASIC、EDA或 Foundry等公司提供。基礎型 SIP的例子有標準元件庫

（cell library）、閘陣列（gate array）資料庫等； 

2. 標準型（Standard IP）：為符合產業組織制訂標準的 SIP，其進入障礙較
低，需求量大，應用範圍較為廣泛。標準型 SIP對上市時間壓力大，生命

週期短，價值下降快。提供此類型的 SIP提供廠商業者眾多，通常只有技
術領先者可獲得較大利潤。標準型 SIP 的例子有 IEEE1394、USB2.0、
MPEG、Codec等； 

3. 明星型（Star IP）：此類型的 SIP複雜度高，通常需有相對應的工具軟體

與系統軟體相互配合。明星型 SIP的開發前置時間長、市場價值高、不易

被取代。提供之廠商競爭者少，進入障礙高，且通常需長時間的市場驗證，

才能確保產品的可靠度及穩定性，因此持續的投資與高開發成本，也是其

特色之一。明星型 SIP的例子有MPU、DSP、DRA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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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從差異化程度區分 SIP的類型與特性 

資料來源：Synopsys（1999）、資策會MIC經濟部 ITIS計畫（2001/03） 

 

二、矽智財的商品化 

可模組化的 SIP區塊早期使用於企業內部，但在介面規格的標準制定與認證
過程後，則可擴及到不同公司間，於是導致了商品化 SIP與交易市場的產生。隨

著新的分工方式興起，使某些廠商可專注於自己的技術特長，提供不同類型、經

過驗證的 SIP產品，而其他廠商在重複使用這些 SIP的基礎上設計系統晶片。 

將 SIP視為分離實體進行授權，在市場上最知名的例子，或許是來自 ARM 
Holding PLC的 ARM核心。ARM開發了最早是提供個人電腦使用的 RISC18處理

器架構，以及隨後可用於 ASIC設計的嵌入式處理器核心。之後又出現其他幾家

公司，像是 Artisan Components提供商業用 SIP元件庫，例如標準元件（standard 
cells）、基本的 SRAMs和 I/Os 來輔助 cell based設計方法，並可供專業晶圓代工
廠使用。結果造就了商品化 SIP產業的興起，2002 年成長至 11.76億美元，預測
將於 2004 年達 21.55億美元（圖 2-1-4）。 
                                                 
18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精簡指令集運算）之簡稱，為一種處理器架構，與傳統的

複雜指令集（CISC）不同，RISC指令格式統一、種類少，容易學習、設計與開發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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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1999~2004全球 SIP市場產值與成長率 

資料來源：Gartner Dataquest（2002/07）；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計畫（2003/03） 

 * 此處的產值係指流通在市場上的 SIP總值，亦即以「權利金」或「授權費」為主要營收來源
的 SIP Provider廠商年產值之加總，但不包括半導體製造商如 IDM或 Fabless廠商供內部使
用的 IP。 

** 預估 1999~2005 年間之年複合成長率(CAGR)為 24%。 

 

然而，SIP的商品化基礎建設仍處於有待開發、尚未發展成熟之狀態。目前

雖有許多提供廠商採用種種經營模式，試圖獲取價值、擴大營收、同時考慮到客

戶需求，產業當中絕大部分仍由小型私人公司所構成，其中多數都提供了設計服

務19。隨著來自多種來源的商品化 SIP使用逐漸增加，以及多樣化的 SIP經營模
式，其搜尋、評價和採購 SIP之過程，較原先所想像的更加耗時與複雜。 

當 SIP的經營模式和商業實務出現了某些一致性時，由於 SIP 類型、客戶需

求的多樣化，以及 EDA 工具和流程技術經常改變，使得產業仍無法標準化。不

像 ASIC和 EDA產業已建立了完善的營運模式，SIP的營運模式有愈來愈複雜的

傾向。這是因為在供應鏈當中需有多方族群的參與，才能成功地將商品化的 SIP
部署於 IC設計中。例如，一顆結合多種 SIP的 IC可能牽涉數家 SIP提供廠商和

                                                 
19 設計服務（Design Service）是協助客戶完成特定階段的 IC設計活動（規格制定、前段設計、
後段設計、工程原型產生），或進行晶片試產或量產活動，有助於客戶加速產品的開發流程，並

節省產品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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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家製造商來源，因此需求方可能需要管理供應鏈中的多家廠商，而每一家

又有不同的營運模式與技術能力。（Ratford et al.，2003） 

進一步增加 SIP經營模式複雜度的因素還包括了多樣化的配銷通路，當中的

每一個都可能會影響 SIP如何被授權、維護和支援。例如某些 Foundation SIP可
能從提供廠商或 Foundry的網站下載，大部分商品化的處理器和記憶體 SIP透過
直接銷售通路來授權，需要較長期的技術評估和更複雜的授權協議，而多數的

Specialty SIP（cell libraries、I/Os和類比式 SIP）可能需要與 Foundry緊密的互動
（當中有些透過提供廠商或 EDA廠商，直接提供其自身的 Specialty SIP）。 

此外，透過契約服務來開發客製化的 SIP，並於隨後發展成熟時視為獨立的

產品提供，在產業中十分常見。一旦此 SIP成熟後，可能被歸類為一「商品化」

的產品並提供技術支援，包括在晶圓代工廠設計規則改變時的維護更新，或是由

於製程改變而需重新進行特性描述。 

在這個進一步分工的 IC體制下，如何衍生 SIP之供應廠商是產業界關心的
重點。其中，SIP廠商如何訂定市場整合的規格標準、如何確保產品品質，以及
如何建立合理及可行的商業模式，均是未來主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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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易成本理論 

廠商為了取得資源，而取外界發生的各種交易，並非是毫無困難的。為了理

解交易問題如何發生、有哪些類型、以及如何解決，有必要探討交易成本理論在

這方面的進展。以下各節將分別探討交易成本的意義與類型、其產生原因與影響

因素、以及由交易成本理論所衍生之交易統治結構。 

 

一、交易成本的意義與類型 

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念最早由 Coase（1937）提出。Williamson
（1979）則將產品成本分為生產成本與交易成本；與生產成本不同者，交易成本

是由契約關係所產生的有形或無形成本，而不是實體投入產出轉換間的生產成

本。Lacity & Hirschheim（1993）認為交易時會產生監督控制和管理成本。 

按照 Coase的原意，交易成本是為了進行一項市場交易，除了交易價格之外

的成本。在這過程中的相關活動，如人們必須尋找他們願意與之進行交易的對

象、告知交易的對象與其進行交易的意願和交易的條件、與其議價並敲定價格、

簽訂契約、進行必要的檢驗、與確定對方是否遵守契約上的約定等等，均需耗費

相當大的成本；亦即交易成本為使用市場價格機能的成本。 

傳統的經濟理論認為，交易成本在價格和市場機能下，可以有效協調所有的

交易活動，所以不會產生任何交易成本，但 Coase認為交易的過程並非完美，因

為交易受到環境的不確定性因素及有限理性的影響，將會產生許多交易成本，而

Williamson（1975）將這個概念發展成完整的交易成本理論。 

在交易成本理論中，交易是基本的分析單位，而交易成本簡單的定義是「經

濟體系運作的成本」（Arrow，1969）。近代策略學者吳思華（1996）則提到，所
謂交易，是指「技術上獨立的買賣雙方，基於自利的觀點，對所欲之產品或服務，

基於雙方均可接受之條件，建立起一定之契約關係，並完成交換的活動」；而交

易成本則是指，「在交易行為發生過程中，伴同產生的資訊搜尋、條件談判（議

價）與監督交易實施（品管）等各方面之成本」。 

此外，Williamson（1985）認為交易成本的內涵緣起於契約的不完全，並依

照交易發生、契約簽訂的角度，將交易成本分為事前（ex ante）與事後（ex post）
成本。所謂事前是指訂約前之資訊蒐集、協議談判與契約訂定成本，事後是指定

約後之監督與執行成本；因契約無法將所有實況都事先規範，監督或績效衡量則

是要防止投機以確保承諾。以下就各類型交易成本分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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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前交易成本 

1. 資訊蒐集成本 

包括尋找合適的交易夥伴，確認其所能提供商品或勞務的品種及種

類，探詢其商譽等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人力與金錢等各種成本。 

2. 協議談判成本 

由於交易雙方彼此互不信任及有限理性，常常需要花費大量協商與談

判成本；而且若雙方的資訊不對稱，則協議通常會產生無效率的結果，亦

即增加協議談判的成本。 

3. 契約訂定成本 

若交易的不確定性越高、交易頻率增加或交易標的物具有高度專屬性

時，當交易雙方達成協議，準備簽訂契約時，通常會更審慎地訂定契約，

造成契約之訂定成本提高，例如聘請較好的律師及顧問的成本。 

 

（二）事後交易成本 

1. 監督成本 

由於交易雙方存在投機主義，當契約訂定後，為預防交易之對象有違

約的行為，因此雙方會在執行契約之過程中，花費大量的監督成本來監督

契約執行的進度及品質。 

2. 執行契約成本 

由於交易雙方有限理性，無法完全預知契約訂定後可能發生的突發情

況，因此在訂定契約後可能會造成適應不良的成本。另外由於契約的限制，

使得公司無法適時調整其策略，產生束縛成本。 

 
以契約角度將交易成本分類，便於參與交易的廠商與相關中介機構判斷，並

可協助廠商做為降低交易成本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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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易成本之成因與影響因素 

交易成本在實際的交易行為中幾乎一定會存在，而這些交易問題或困難發

生，以及其他各種交易成本發生的原因與影響因素，大致可歸納為「交易人」、「交

易情境」、「交易標的物」與「交易頻次」四大類（吳思華，1996）：(1)交易人方

面，包括人類有限理性與機會主義的天性（Williamson，1975）；(2)交易情境方

面，包括環境的不確定性與複雜性、少數交易、資訊不對稱與交易雙方所處的氛

圍（Williamson，1975、1979）；(3)交易標的物方面，包括商品的獨特程度、雙

方額外投入程度（包括是否有專屬的投資）、品質可辨識度等；(4)在其他條件不

變下，交易的頻次愈高，累積的交易成本就愈高。 

Williamson認為在交易過程中，會因人性、環境及資訊不對稱、交易氛圍等

因素彼此縱錯複雜的影響，導致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現象，造成市場交易

困難並產生交易成本，其關係將形成如《圖 2-2-1》的「組織與市場失靈架構」。 

 

人性因素  環境因素 

有限理性 
 不確定性 

複雜性 

 資訊不對稱  

機會主義 
 

少數交易 

 
圖 2-2-1  Williamson組織與市場失靈架構 

資料來源：Williamson（1975） 

 

在組織與市場失靈架構中，「有限理性」及「機會主義」屬人性因素，「不確

定性∕複雜性」及「少數交易」屬環境因素，其架構認為「有限理性」及「不確

定性∕複雜性」必須共存才會產生市場失靈的情形，進而產生交易成本，兩者間

存在互動的關係。「機會主義」及「少數交易」這一組的狀況亦是如此。 

此外尚有許多其他造成交易成本的原因，例如資源相依性（ resources 
interdependency）（Thompson，1967），或是由於不同活動間彼此協調的必要性（陳

交易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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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祥、李吉人，1997），所造成的協調成本（coordination cost）（Chi，1994；Gulati 
& Singh，1998），以及因資源本身無法排他使用所造成的搭便車（free riding）行

為（Arrow，1962）等，均造成交易成本的提高。以下僅就與本研究相關程度較

高的部分擇要說明： 

（一）交易人因素 

1. 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 

所謂有限理性是指「希望達到理性的狀態，但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而

未達成」。交易成本學派認為人類在處理資訊或複雜問題的能力上，會因精

神、生理語言等之限制，在交易過程中，只能依照個人能力蒐集的資訊做

出判斷決策，所以並非完全理性。有限理性會在不確定性與複雜性高的環

境下產生，而且會與環境中不確定性的經濟問題有極高相關。 

2. 機會主義（opportunism） 

Williamson將機會主義定義為「以狡詐的方式，追求自身的最大利益」，

其為一種追求私利的狡詐行為，包括各種主動、被動、故意扭曲資訊與欺

騙的行為。交易成本對人性採「機會主義」的基本假設，意即交易人有刻

意隱瞞或扭曲資訊，以及採取不當行為的誘因。所謂的不當行為，是指為

了自利違反雙方契約精神而不利於對方的各種行為，包括洩漏（leakage）
（Williamson，1991）業務機密、侵犯對方的智慧財產權等。 

Barney & Ouchi（1986）將機會主義的來源分成三個構面，分別為「道

德危機」、「逆向選擇」與「遲滯」： 

 道德危機（moral hazard）20：是指交易後一方的行為難以偵測或績效

難以評估，而損及另一方的利益，因而提高其利用各種方法來規避契

約所訂定的責任或規範之誘因。 

 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是指由於交易前資訊不對稱或因果模糊

性造成的交易決策錯誤（Akerloff，1970），容易造成劣幣驅逐良幣的

現象。 

 遲滯（ holdup）：是指由於專屬資產造成一方被套牢的問題

（Williamson，1979）。若所具有資產容易被交易對方所取得或學習，

使其資產喪失其價值，此時繼續進行交易的機會就會降低。 

 

                                                 
20 學者對 moral hazard之意義有不同的解釋，例如在 Barney & Ouchi（1986）的詮釋中，道德危
機包括了 shirking cost（意指不當的行為）與 cheating cost（意指提供錯誤的績效資訊）；Chi（1994）
則將 shirking cost視為 moral hazard，不包括 cheating cost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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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易人有從事投機行為的動機，加上當其投入的程度（例如是否

努力、是否按照合約投入其應投入的資源）及產出績效等無法精確地衡量

時，就會造成雙方交易時的困難，前述 cheating cost和 shirking cost的產生，
就分別肇因於交易對象的績效和行為難以衡量。為了交易的順利執行，就

必須設計績效或行為監督機制，以確保交易雙方投入及產出的公平分配。 

（二）交易情境因素 

1. 不確定性與複雜性（uncertainty∕complexity） 

當未來充滿著不確定性或環境複雜多變時，會導致交易雙方對未來的

認知和預測無法一致，造成協商與談判成本；且因環境的多變和預測不易，

契約永遠無法簽訂完善，常引起事後的爭議。不確定性主要分為兩種：一

是對於未來各種可能的情況無法預知而發生突發事件的不確定性，另一種

是因為在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下，易受到交易的另一方欺騙的不確定性。 

2. 少數交易（small number） 

少數交易可分成事前（ex ante）與事後（ex post）兩種。事前的少數交

易起因於資源的異質性（idiosyncratic）、資訊流通不完全，使得實際可參與

交易的人數有限，形成一種獨佔或寡佔的市場結構，再加上人性之投機因

素，使得市場中的交易往往由少數人操控，此時雙方討價還價或聯合取利

的行為，都會導致市場機能的失調；而事後的少數交易，則指第一次得標

者可取得比其他競爭者更好的行動上優勢，而形成少數交易的情形，進而

有利其投機之機會。 

3. 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 

所謂的資訊不對稱，是指一方未能擁有與對方相等的資訊，以致造成

交易或合作的風險。例如在交易中的一方因無法掌握充分的資訊，使其在

交易前無法判斷交易對象的產品品質與價值，或是在合作前無法判斷合作

對象的能力，因而導致選擇錯誤的交易對象。造成資訊不對稱的原因，除

了因為其中一方基於自利的刻意隱瞞或欺騙外，可能也因對方投入或產出

的不易衡量。因此，廠商必須花費額外的資訊蒐集成本，並增加協商及監

督的交易成本，以避免選擇錯誤交易對象所帶來的風險。 

4. 交易氛圍（atmosphere） 

若交易雙方處於對立狀態，則交易過程將充滿不信任和不確定的氣

氛，使得交易的困難度提高，必須藉由許多書面資料或契約條文去規範雙

方行為，以保障自身權益，讓交易成本大增；反之，若雙方彼此信任，在

和諧愉快的氣氛下，可減少許多不必要的締約成本。 



矽智財(SIP)交易之發展與制度規劃研究—以台灣 IP Mall為例 
 

- 19 - 

（三）交易標的物因素 

1. 交易商品的獨特程度 

若交易商品若屬於標準品，由於有客觀的價值和價格指標，交易困難

度較低；反之，若為獨特商品，則需花費較多的搜尋、議價與監督成本。 

2. 買賣雙方額外投入程度 

在某些情形下，買賣雙方在從事某一項交易時，除了買賣標的物外，

還需配合對方需求投入額外的努力。由於彼此的依賴程度高，往往需花費

相當心力來訂定一份複雜的契約，雙方為了防止對方產生投機行為，還必

須付出相當之監督成本。 

3. 品質可辨識度 

某些交易標的物之品質無法以簡單方式來辨識，買賣雙方便會產生風

險承擔、道德危機之問題。 

4. 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 

是指某項資產可移轉給他人，並轉做其他用途而不損及生產價值的程

度，亦即資產對交易雙方以外團體的價值越低，則資產的專屬性越高。亦

指人力資源與實體資產被鎖定在某些特別交易關係上的程度，若是資產移

作他用會損失很大價值時，則表示該項資產具有高度的專屬性。 

（四）交易頻次 

由於每次與不同對象的交易均會產生交易成本，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

下，交易頻次越多，其累計的交易成本自然就越大。但是若雙方的合作次數增

多以後，對合作對象的瞭解與熟悉，將可降低其交易成本。 

本研究將交易成本的相關項目，以及產生和影響交易成本之因素整理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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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交易成本因素分析 

產生與影響交易成本的因素 交易成本類型 

交易人 交易情境 交易標的物 

• 有限理性 
• 機會主義 

• 不確定性∕

複雜性 

• 少數交易 
• 資訊不對稱 
• 交易氛圍 

• 交易商品的獨特程度

• 雙方額外投入程度 
• 品質可辨識度 
• 資產專屬性 

交易頻次 • 資訊蒐集成本

• 協議談判成本

• 契約訂定成本

• 監督成本 
• 執行契約成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交易統治結構 

在傳統經濟理論中，認為價格機能可以有效地協調所有交易行為，故「假設

交易成本為零」。但 Williamson（1975）則認為在交易的過程中，分別由於人性

因素、交易環境之動態影響，導致市場失靈、造成市場交易的困難並產生交易成

本。而不同的交易特性，如資產特性、不確定性、交易頻次的高低，均會引發不

同的交易成本（Williamson，1979），進而影響廠商的合作策略活動。其中「資

產特性」是以交易雙方所需投入的資產投資可否移作他用來判斷；「不確定性」

包括環境變動不確定性、缺乏資訊與溝通，通常資產特異性高或不確定性高者越

可能採行內部統治；「交易頻次」是指交易次數，越頻繁的重複交易越有利於專

業化統治。 

Williamson 並依上述觀點，提出「交易統治結構」（transac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主要是指「一種決定交易完整性的制度架構」（1979），亦即是「交易

發生時所包含的明確與隱含的契約結構」（1981）。 

Williamson（1985）依據交易資產獨特程度（ idiosyncratic）和交易頻次

（frequency）兩構面，將交易的統治類型區分為《表 2-2-2》的四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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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交易商品、交易頻次與統治形式的關係 

交易商品獨特程度  

標準品 半標準品 專屬品 

偶
而
交
易 

  

交
易
頻
次 經

常
交
易 

市場統治 

雙邊統治 
（合作網路） 

單邊統治 
（內部組織） 

資料來源：吳思華（1996），修改自Williamson（1985） 

 

其中市場統治是標準品交易，如一般的商品市場；雙邊統治是交易雙方長期

的契約關係，如策略聯盟；單邊統治則是組織內部化的過程。而當交易商品是半

標準品及專屬品時，其資產的評價與移轉有困難，向外購買將產生高額的交易成

本，由於購買頻次不多，自行生產也不符合經濟效益，這時就會有中介團體出現，

以專業的能力協助雙方進行交易，以增進交易效率，降低彼此的交易成本，形成

三邊統治（trilateral goverance），技術交易即屬此一類型。Williamson 建構的理

論，雖未考量特定的交易情境，但已充分掌握了資源取得過程中各項重要成本的

影響因素，是一個極具實用價值的分析架構（吳思華，1996）。 

Whinston, Stahl & Choi（1997）指出中介機構在經濟上存在的主要理由，是

經由組織效率的提昇來降低成本，他們扮演的成本降低角色，即是 Williamson
交易成本經濟學中之主要議題。 

 

  三邊統治 
 （存在中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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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技術市場與技術之交易 

本節將回顧各學者對於技術知識的看法，並比較商品交易與技術交易的主要

差別，以掌握技術市場及其特質。並經由探討交易成本理論及在技術特性因素下

對於技術交易市場的影響，指出技術交易之困難處。 

 

一、技術、知識與技術知識 

當今企業生存環境的複雜性，使經營者無時不思索如何應用具有效率性、優

越性、創新性的方法或工具，以輔助企業的經營與管理。因此引進適當的技術並

給予充分實施，往往可提供企業在經營上顯著的助益。就企業實施技術觀點所指

的「技術」，泛指凡為利用有系統的知識，目的在於解決企業經營上之各種問題，

例如生產、行銷以及組織管理等，皆屬於廣義的技術（Shariff，1988；Dasgupta & 
David，1994）。 

為了將技術交易的相關問題做有系統的研究，文獻上大多將「技術」概念化

為「知識」（Badaracco，1991；Hedlund，1994等）。技術與知識通常有部分範圍

是相互涵蓋的，李仁芳與花櫻芬（1996）認為知識是技術的無形本體，而技術是

知識眾多不同形式的包裝、組織與整合。 

至於知識的定義，亦有一些學者提出看法。Drucker（1993）認為在新經濟
體系裡，知識並不是和人力、資本或土地等並列為製造資源之一，而是唯一一項

有意義的資源。Nonaka（1994）認為知識是一多構面的概念，具多層次的意義，

知識並非簡單概念的事實，是許多不同元素之綜合體，雖然知識有流動性，但也

具有正式結構。它難以用文字來形容其精神，或完全透過邏輯性的思考來瞭解。

知識存在人們心中，是人性中複雜與難以預測特質的一部份。 

且依 Davenport & Prusak（1998）在「Working Knowledge」一書中提及，知
識是一種流動性的綜合體，其中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

訊，此外也包含專家獨特的見解，為新經驗的評估、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知

識起源於智者的思想。在組織中，知識不僅存在文件與儲存系統中，也蘊含在日

常例行工作、過程、執行與規範當中。 

李仁芳、賴建男與賴威龍（1997）並將知識分為「技術知識」與「資訊知識」，

技術知識為較偏向技術面的知識，需對技術有深入瞭解的人員才能有效吸收；在

組織創新過程中，除了規格資訊外，所有實際進行設計、研發或產品製程過程中

所需的技術，稱之為「技術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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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為不同學者對技術知識定義的整理。 
 

表 2-3-1  技術知識的定義 

學者（機構） 定義內容 

Branson（1966） 
就廣義而言，技術指的是系統化的知識。凡是有關生產方法或是

管理制度，無論其為軟體或硬體知識，均可稱為技術。狹義而言

則偏向生產方面，通常僅指新的生產方法等硬體知識。 

Schon（1967） 
認為技術是包括所有能使人的能力延伸的工具、科技、產品（製

程）、甚至實體設備或處理方法。 

聯合國貿易發展委員

會（UNCTAD）（1981） 
定義技術為：被應用於產品製造、製程應用、與提供服務，及包

括不可或缺的管理和行銷技巧等有系統的知識。 

Stantikarn（1981） 
認為從廣義的角度看，技術是用以經營或改造現有產品和服務的

生產所必須的知識或方法，這其中包括所有知識的專業才能與專

業技術在內。 

Souder（1987） 
認為技術為一可增進知識的知識庫，其分為觀念性技術、應用性

技術和作業性知識。 

Shariff（1988） 

廣義的技術泛指一切生產、行銷以及組織管理等系統化知識，目

的在於解決企業經營上之各種問題；並將技術依其形體分成四

類：技術體（Technoware）、資訊體（Inforware）、人格體
（Humanware）、組織體（Orgaware）。 

Perlmutter & 
Sagafinejad（1991） 

認為技術是將科學性知識加以組織，並應用於生產目的之上。 

Bohn（1994） 
以管理角度看來，技術是使組織改善產品服務能力的技術和知識

（know-how）。 

Ambrosio（1995） 
認為技術是針對具有技能和經濟性之特定問題的一般解答，且要

談技術必須涵蓋三個部分：涉及什麼 know-how、涉及什麼過程、

要生產什麼產品。 

Katz et al.（1996） 將技術分為一般資訊、特殊資訊、程序和操作硬體等四個類型。

呂鴻德（1992） 
認為技術的意義主要係將科學知識組織化與整體化，並應用於解

決經濟問題；廣義而言，應涵蓋有關生產設計與生產方法之「生

產技術」，以及企業組織行銷之「管理技術」。 

楊君琦（2000） 

將技術定義為一種知識（Hedlund，1994）、一種能力（Autio & 
Laamanen，1995）、或是一個實體（Katz et al.，1996），具體來說，

外顯的技術文件、藍圖、專利內隱的經驗與能力，都算是技術的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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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機構） 定義內容 

我國「技術合作條例」

第四條（1988） 

定義技術為： 
1. 能生產或製造新產品者； 
2. 能增加產量、改良品質或降低成本者； 
3. 能改進營運管理設計或操作之技術或其他有利之改進者； 
4. 其有經濟價值，為投資事業之所需，在國內尚未使用。 

資料來源：游雅祺（2001），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學者之定義，以及由上一節對 SIP的介紹，可瞭解 SIP具備且符合
技術知識之定義。而在知識經濟中，「知識」作為一種產品，其生產、交易與消

費和一般實體產品不同，「技術」成為知識產品，「技術知識」亦成為買賣標的物。

透過將知識簡化、轉變或轉換為易於溝通之訊息的過程，技術知識才能被「擬物

化」為一種商品，做為市場交易之標的物（Dasgupta & David，1994）。 

 

二、技術市場與其特質 

Ford & Ryan（1981）、Bidault & Fischer（1994）等學者認為「技術」可能與
一般「商品」一樣，它也存在著由供給與需求所構成的「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但因技術本身為一無體財產，不同於房屋或車子的買賣，並沒有一個

具體的物品可以接觸或觀察，因此技術與商品兩者在市場特性上有很大的差異，

《表 2-3-2》彙總相關文獻分析商品交易與技術交易的不同特性。 

對買方來說，交易之目的通常在於交易標的物之取得（acquisition）。在一般
商品的交易過程中，買方所關心的是該商品的品質與功能是否符合其需求，不一

定會很在乎交易的對象；這類型商品的交易基礎是排他性的財產權，通常是以較

為公開及正式的方式來進行，而且可能一次即完成交易，然而技術交易則是由智

財權制度的保護來完成。 

又例如在技術授權方與被授權方之間，係處於一長期性之關係，不同於一般

物之買賣，出賣方將物之所有權移轉給買受方並將物交付與買受方之後，雙方之

交易行為便告一段落。但技術交易則不同，技術被授權方之所以要透過技術交易

取得技術授權，即是要藉技術之實施以獲取利益，因此在技術授權契約中，多有

約定相當期間以上之實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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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技術市場與商品市場的比較 

特性 商品交易 技術交易 

交易標的物 具排他性之私有財 
無形的知識，具公共財特性 
依靠智財權制度來落實排他 

標的物內容 與交易雙方無關 與交易雙方的內隱知識有關 

交易風險 不確定性低 不確定性高 

交易頻率 經常性高 經常性低 

交易對象 通常是不相干的對象 通常是少數彼此認識的對象 

訊息流通 
買方較易評估產品的質量，資

訊不對稱性低 
交易前買方不易評估技術的內容，資訊

不對稱程度高 

交易機制 依賴市場價格機制 依賴長期信譽與彼此信任之協調機制 

交易成本 低 高 

交易規模 
規模報酬遞減，產品的交易範

圍有一定的限制 
知識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果，擴大交

易的範圍，可分攤固定成本 

價格之決定 邊際成本=邊際效益 
知識的邊際成本=0，技術的價格決定於
雙方的機會成本與談判能力 

資料來源：方世杰（1995）、「技術交易服務業願景規劃研究報告」（2002） 

 

Teece（1986）指出，為了配合技術的取得或是有效地消化技術知識，買方

通常需要對「交易特定投資（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做相當大的投入，
同時也需要賣方持續的售後服務，因此，真正的交易需要好幾次才完成，所以也

需要較長期性的關係。是故，「非正式」關係的建立與運用，也可能是技術交易

的關鍵成功因素（Zaheer & Venkatraman，1995）。 

另外，就賣方的觀點而言，僅僅出售技術知識並未使其技術消失，因此，除

了交易過程中需要付出一些費用，原則上邊際成本幾乎不存在。反倒是可能因為

與對方一起分享技術知識而提升該技術的使用價值（Carter，1989），甚至使之成
為產業界的「主流設計」（Farrel & Saloner，1996）。當然，這並不意謂著出售技

術毫無成本可言，最明顯的是，伴隨技術的出售，往往會威脅到技術出售者之現

在與未來之市場競爭，因此，在技術出售時，通常都會附帶某些限制條款（例如

對技術之用途、將來產品之出售地點等限制）（Carter，1989）。 

商品的交易過程，在很多情況下，或許比較接近傳統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

競爭」之情境，亦即市場與商品等相關的訊息十分暢通，市場交易者對於商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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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為完整的知識。這種市場資訊的完整性也反應出「價格」的確定性，因此，

價格可以成為市場活動最重要的訊息，也被買賣雙方視為協調聯繫中最重要的一

種機制。 

不過，在技術市場中，買方對於所要取得的「技術」商品，在交易前可能對

其內涵與品質一無所知。因此該買方所關心的，可能不一定是技術本身，而是出

售該技術者之信譽（Bidault & Fischer，1994）。而由於存在著「交易不確定性」、

「技術不確定性」以及「資訊矛盾性」等特性，使得買方對該項技術有關的資訊

一無所悉，甚至形成資訊不對稱的情況。此外，也因為這些特性，而使得技術的

價格不易找到參考定價的對象，且在計價上有其高度的挑戰性，使得價格便無法

像在商品市場上那樣成為交易雙方能充分表達的訊號，也難以作為溝通的工具

（Carter，1989；Bidault & Fischer，1994）。 

因此，買賣商方的「信任」、「信譽」、「關係」與「相互依賴」等社會規範遂

取代價格機制，成為技術市場上買賣雙方的主要協調機制（Teece，1992；Auster，
1990；Howarth，1994）。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上所強調的「競爭」不一定能帶

來運作效率的提升。同時，技術知識的交易與其說是交換（ transactional 
exchange），或許更可以說是「關係交換（ relational exchange）」（Zaheer & 
Venkatraman，1995）。所以與一般商品市場的價格機制比較起來，技術市場更強

調關係契約協議的機制（方世杰，1995；曾瑜玉，2001）。 

綜合以上技術交易可能衍生的各種問題，可知成功的技術交易絕非建立在

「純粹」的交易基礎上，對技術交易對象之選擇、交易之議價、以及有效地利用

該項技術等，整個過程是連續、長期的關係之建立與維持，其中除了正式契約之

簽訂外，更需有一非正式的溝通與交流之管道（Hipple，1987）。 

 



矽智財(SIP)交易之發展與制度規劃研究—以台灣 IP Mall為例 
 

- 27 - 

三、技術特性與交易困難度 

由前一節對交易成本理論的回顧可知，當交易牽涉到大量的不確定性、雙方

為有限的理性所苦，以及交易的對象為少數且有投機行為時，就會產生高度的交

易成本。然而技術市場中的交易是否符合Williamson的觀念？Caves, Crookel & 
Killing（1983）指出，技術移轉確實符合Williamson對於高度交易成本產生條件

的描述，這是由於： 

1. 技術的經濟績效通常在實行以前是高度不確定的； 

2. 潛在的授權者（licenser）與被授權者（licensee）的數目是有限的；在任

何既定的技術中只有少數的供給者存在，能夠成功地利用技術的公司也是

少數； 

3. 投機行為在技術移轉中是一種普遍的行為。有許多公司無法掌握他們得到

的技術，或是得到技術所付出的代價與技術的價值不成比例； 

4. 技術的購買者與供給者明顯地為有限理性所苦。 

Bidault & Fischer（1994）根據交易成本模式的支持，認為擁有 know-how的
廠商通常不會將技術予以「銷售」（sell）。但是當廠商被迫將他們的技術移轉到
一個外部的實體上時，移轉者將會在這些技術加上一些限制，以防止夥伴的投機

行為（Teece，1977）。 

此外，技術本身之各種特性造成了技術交易困難，進而使技術交易成本居高

不下（Tapon，1989；Pisano，1990），亦是技術交易市場無法興盛的主要原因。

例如，技術不確定性愈高，可能衍生的交易困難包括資訊不對稱、有限理性、投

機主義等，因而會有很高的交易成本（包括搜尋、談判、簽約、監督及執行成本）

（Williamson，1975）。《表 2-3-3》整理了技術的一般特性與所衍生的交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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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技術的一般特性與其衍生的交易困難 

特性 重要意涵 交易困難 

不確定性 
• 造成企業投資不足 
• 鑑價困難，難以進行市場交易與移轉 

• 鑑價困難 
• 契約不完全 

專屬性 

• 決定了技術擁有者從中取得報酬之高低 
• 專屬性愈低及外部性愈大，愈接近公共財 

• 資訊不對稱 
• 少數交易 
• 投機行為 
• 特定資產投資 

內隱性 
• 決定該技術是否易於揭露 
• 決定技術交易、移轉、被模仿的難易程度 

• 資訊不對稱 
• 契約不完全 
• 少數交易 

累積性 

• 強調技術能力發展是一種學習、接收、吸收的

過程 

• 內部自行研發已建立一訂程度的技術能力是

必要的 

• 資訊不對稱 
• 契約不完全 
• 少數交易 
• 特定資產投資 

最低效率規模 
• 技術開發所需資源與廠商規模有關 
• 影響該技術投資決策──轉換成本 

• 少數交易 
• 特定資產投資 
• 投機行為 

複雜性 
• 決定是否易於進入該技術領域 
• 與技術融合有關，造成各種技術間互賴程度提

高，同時須有互補性技術之配合 

• 鑑價困難 
• 契約不完全 

時間構面 
• 技術之生命週期與不確定性相關 
• 技術不連續性會提高轉換成本 
• 技術變動或擴散速度影響技術取得之決策 

• 不確定性 
• 少數交易 

替代性 
• 影響技術交易/移轉的協商議價能力 
• 影響技術之市場機會與可及性（availability），
難以進行市場交易與移轉 

• 投機行為 

資料來源：方世杰（1995）、「技術交易服務業願景規劃研究報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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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技術中介機構 

本節分別探討技術中介機構的定義、類型，及其在技術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技術中介機構之定義與類型 

傳統的技術交易，是採「點對點」的運作模式，在最單純的運作模式下，一

項技術之所有者，可能本身並沒有足夠之資金使該項技術能夠被大量運用，創造

其商業上之價值與利潤。因此其必須去尋得資金提供者，透過與該資金提供者之

合作，例如技術入股，或者使資金提供者取得技術授權，而技術所有者可請求權

利金或是技術作價等方式，使該項技術能夠透過交易而被大量地、有效率地被加

以運用。亦即，個別的技術所有者與資金所有者，係獨立地進行權利金之計算與

支付、技術實施移轉等細節性之談判與磋商，而無中介團體之介入。 

另外一方面，除了技術所有者與資金所有者所生的交易關係之外，另有所謂

技術供給者與技術需求者二者間所生之問題。申言之，除了技術所有人為使其技

術能夠創造更高之價值，而尋求資金之援助外，廠商本身為了促使其更具競爭

力，而有尋求產品改良之技術或提高產能之技術的需求，此一方面也是透過技術

交易來解決。總括而言，在技術交易中心此種機制建立之前，傳統的技術交易形

態，大多仍維持在技術所有者對資金所有者或技術所有者對技術需求者彼此尋找

的「點對點」之運作模式。 

多數人對於房地產仲介或演藝事業經紀人的角色可能很熟悉，在那些產業

中，他們扮演了一種市場媒介的角色，協助買賣雙方個體進行交易。而 Bryant & 
Reenstra-Bryant（1998）指出，在技術的領域中也有相似的需求。因為在許多情

況中，技術的發展者與上市場的人（marketer）彼此並不知曉；而且許多創新都

是由小廠商所開發的，但小廠商卻沒有足夠的資本、生產力、行銷專門知識等能

力，讓他們在創新中獲取最大利益。大廠商有此能力，但是在和小廠商在協商的

過程中，前者的經驗、人力、財力均優於後者，不論是技巧或資訊的取得方面，

大公司均佔優勢。因此他們認為技術市場需要一種第三邊（triadic）的機制，才
能使雙方在此過程中互蒙其利。 

以下將各學者與機構對於技術市場的中介機構之定義，整理於《表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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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技術中介機構定義彙整 

提出者 看法 

Staudt, Bock & 
Muhlemeyer（1994） 

能有效地在小型企業與技術資訊外部來源兩者的缺口之間搭起

橋樑的代理機構。 

Lesko & Irish（1995） 
提供指導與資源，以幫助新技術的供應者與購買者連結（linkage）
的橋樑性（bridging）組織。 

Bessant & Rush（1995） 
提供特定技術競爭力的移轉、縮短技術機會，以及使用者需求之

間的缺口（gap）之相關服務的組織。 

工研院（1980） 
在技術供應者及技術接受者之間的第三者，做為兩者居間的橋

樑，專門協助技術移轉的進行，可以是個人，可以是團體，也可

以是某一機構中的分支部門。 

資料來源：江國誌（1998） 

 

所以簡單地說，中介機構是技術移轉過程中，技術供應者與技術接受者之間

的第三者，其目的在提供相關資訊，協助技術所有權移轉的進行。一般而言，技

術中介機構的類型十分繁多，種種不同的分類方式整理於《表 2-4-2》。 
 

表 2-4-2  技術中介機構的類型整理 

提出者 分類法 

Bidault & Fischer
（1994） 

將技術中介機構分為「代理」（agent）與「媒介」（media）兩種： 
• 「代理」為各種合法形式與身份的個人或組織，其任務是幫助公司尋球

技術交易的夥伴。包括技術仲介、授權顧問（licensing consultant）、資
訊搜尋公司、地區或國家的公共代理（publish agencies）、國際組織、
國際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 

• 「媒介」是各種儲存 know-how供應需求相關資訊的溝通工具，如線上
（online）資料庫、目錄（catalogues）、定期發表的公報或雜誌；也包
括在世界各地舉辦的各種技術展覽以及研討會。 
代理較具有主動（pro-active）的角色，透過研究、參觀、訪問、與潛在

的夥伴進行會議從而尋求機會；媒介比較被動，只能展示機會或委託需求。

Bessant & Rush
（1995） 

認為技術的中介機構包括：技術仲介（technology broker）、大學聯絡部門

（university liaison department）、區域技術中心（regional technology 
centres）、創新代理（innovation agencies）和跨國界網路（cross-national 
network）。 

江國誌（1998） 分為非營利性技術中介機構、營利性技術中介機構與媒體工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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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中介機構的角色任務 

Bryant & Reenstra-Bryant（1998）認為在技術協商的過程中，大廠商通常具
有優勢，他們將技術的接受與移轉雙方在組織能力上的不平等，稱為「不協調的

配對」（mismateched pair），中介機構的出現則可以使雙方互蒙其利。Bidault & 
Fischer（1994）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們指出如果技術交易中的團體身份是不相關

的，中介機構就可能扮演一個顯著的角色。 

到底各種中介機構在技術市場中應該具備何種能力？他們應該提供哪些服

務才能滿足技術移轉雙方的需求？Shohet & Prevezer（1996）認為中介機構扮演
了三種重要的角色： 

1. 在一個不完全的知識市場中，在涉入技術移轉的各機構間扮演了代理的角

色； 
2. 藉由聯絡（liaison）功能的形成，幫助廠商搜尋外部 know-how； 
3. 藉由管道（access）的提供來補助資產，以利於技術的內部發展。 

根據 Roman & Puett（1983）的說法，可知技術中介者的目標與工作有： 

1. 決定有關特定要求項目的技術移轉之相關契機（opportunities）—以市場
拉引（market pull）為導向； 

2. 辨識能符合特定需求之技術突破、科學資訊及其他科技發展等適當資源； 
3. 在資源與使用者之間建構橋樑； 
4. 透過與其他服務、技巧與投入的最初接觸，達成商品化。 

Bessant & Rush（1995）則針對技術顧問公司，認為透過幾種方式可以改善
創新過程中的運作： 

1. 可以直接移轉其本身已經獲得和吸收的專業知識； 
2. 具有經驗分享的角色； 
3. 具有媒人仲介（marriage brokers）角色，在此角色中，顧問公司對於使用
者而言就是一種管道以及選擇的援助； 

4. 具有診斷的角色，他們可以幫助使用者表達與定義他們在創新過程中特定
的需求。 

綜合上述，我們知道技術中介機構除了要協助技術交易雙方達成協議，以及

協助廠商尋求外部資源之外，還要能夠為廠商診斷技術需求、適當的提供問題之

財務管道。此外，他們也必須不斷累積吸收專業知識，才能與人經驗分享或直接

移轉本身的技術；有必要時，還要提供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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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說明可知，中介機構對於技術交易市場的成熟發展，具有相當的重要

性，吾人認為中介機構必須具有如下之特性： 

1. 保持超然中立價值，以獲取交易雙方之信賴； 
2. 提供足夠認證、鑑價之工具或人力資源； 
3. 提供技術商品正確、公開、透明的資訊； 
4. 承擔一定程度之法律責任，在技術需求者信賴認證結果而購買時，提供一

定法律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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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矽智財的交易市場 

本節分別探討 SIP的提供廠商、SIP交易與授權模式、以及交易時之議題等

層面，以對 SIP的交易市場21有進一步的瞭解。 

 

一、矽智財的提供廠商 

只要是 SIP擁有者便能做為 SIP交易的提供廠商，若以半導體產業中的廠商

類型區分，包括專業 SIP供應商、IDM、Fabless、Foundry、Design Service等均
可包括在內，只是提供的 SIP會依據個別不同的業務強處而有所差異。 

1. 專業 SIP供應商 

為專門研發 SIP，並以此做為最終產品銷售或附屬矽產品的公司，負責
開發核心 SIP 以加速產品價格∕效能最佳化，擁有自行開發的 SIP 商品，並
針對其提供專業的設計服務、顧問諮詢與教育訓練。為協助客戶快速進行產

品開發，通常也會和相關的工具軟體公司合作，一起提供軟體支援。 
 

2. IDM 

整合元件製造商依然是半導體產業的主流廠商，其擁有的 SIP 數量相當

龐大，目前約 80%的 SIP 都是由 IDM公司所掌握及開發出來，但大多仍僅止

於內部使用；近年來由於分工日漸精細，使 IDM廠也釋出部份晶圓製造、後
段封裝和測試的定單，在漸漸體會外部 SIP 的重要性下，如何進一步釋出內
部 SIP，並採用外部 SIP，應是未來關注的重點。 

 

3. Fabless 

Fabless廠商雖然佔整體半導體的產值不大，但靈活的產品研發能力則不

可忽視。Fabless 廠商掌握不少內部的 SIP，如何開始使用外部的 SIP，並與
其核心 SIP整合是重要的課題。 

 

4. Foundry 

提供晶圓製造服務的晶圓代工廠在未來 SIP 成為一種趨勢之後，亦扮演
重要的角色。在某些程度上 Foundry 扮演了 SIP 驗證及集散中心，有助於提
高設計首次成功率。台灣的晶圓代工廠並開始供應免費的元件資料庫及製程

                                                 
21 在 SIP交易市場中的「買方」，通常多以 Fabless、System House、IDM、Design Service等與晶
片或系統設計相關工作的廠商為主；本研究將使用「SIP需求方」一詞做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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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認證服務，以吸引客戶下單。但畢竟取得及維護 SIP 仍是專業任務，並
非晶圓代工廠所擅長，因此 Foundry 與 SIP 集散與驗證中心之分工仍有其必
要。 

 

5. Design Service House 

主要業務為協助系統公司或 IC設計公司完成 IC設計流程中之前後端作

業（包含 IP提供）。除自行開發 IP備用，亦代理國外著名 SIP提供廠商的產
品，透過完整的 IP資料庫以吸引客戶。 

 
6. EDA公司 

對 IC設計工具的熟悉為 EDA廠商的核心能力，由於常需服務從事 IC設
計的客戶，藉此也開發出不少相關的 SIP，可用來提供客戶縮短 IC開發時間，
藉此拓展 EDA軟體的業務。 

 

二、授權計費與交易模式22 

SIP的授權計費一直主導著市場商業模式的變化。在 SIP交易市場剛形成時

並無標準商業模式，通常是依照使用該 SIP的最終產品與使用次數而有不同的計

費方式，且其創造出的經濟價值也有不同認知，因而造成 SIP使用者很大的困擾。 

隨著廠商間逐年交易所累積的經驗法則，目前 SIP常見的收費結構包括前期

授權費（license fee）、產品正式開始銷售後依一定比例支付的權利金（royalty）、
與其他費用（相關支援、設計服務、教育訓練與諮詢顧問等）三部分，在實務上

又可依付款的次數分為一次給付（lump sum）或分次給付（milestone），並依 SIP
商品的類型和價值搭配出數種計費模式。其中授權費有分為單次、多次和不限次

數使用授權等形式；權利金則依客戶最終產品出貨量收取，通常以銷售毛額或淨

額之一定百分比來計算，亦有以製造每個被授權產品支付一定金額的方式。 

傳統的 SIP授權模式多屬一次收取所有授權費而不限使用次數，主要授權對

象為希望買斷 SIP 使用權利、將所有產出利益收歸己有的大型 IDM 廠商，因此
會傾向收取高額的交易金額，其交易物類別主要為 Star IP。另外，某些簡單型
SIP 用於單價低且數量多的最終產品，在出貨數量無法明確估計時，SIP 使用者
亦傾向採此種方式。 

                                                 
22本小節授權計費文獻分別參考：(1)徐美雯、曾瑜玉（2002）「知識產權市場交易機制發展趨勢—
以 SIP為例」，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2)范哲豪（2003），「矽智產交易（SIP Mall）
研究」，工研院 IEK-ITIS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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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整個半導體產業價值鏈走向垂直分工型態，SIP 的授權模式也發生變
化。由於 Fabless公司的規模與財力無法和 IDM廠商相比，導致限制使用次數（單

次或多次）的授權模式產生，此種方式因 SIP在不同專案中的使用次數而受到限

制，所以授權費用較低，適用於規模相對較小的公司。 

「交易模式（transaction model）」是指從交易成本的觀點出發，觀察在不同

情形下，企業會選擇何種合作模式進行交易（Williamson，1985）。目前 SIP市場
並無特定的交易模式，端視各廠商之定位與策略考量而定。 

曾瑜玉（2001）依據不同廠商與提供的 SIP差異化程度類型，將 SIP市場中
的交易模式分為三種（表 2-5-1），且當中特別強調 Foundry所扮演提供製程驗證、
設計服務驗證、居中協調撮合、後續支援服務等角色。 

 
表 2-5-1  SIP的交易模式 

 交易關係 說               明 

模

式

一 

 (1) 買方向賣方接洽購買 SIP； 
(2) 賣方提供買方相關測試程式，確認能否與買方的設計順利整

合，賣方同時將部分與生產相關的知識交予晶圓代工廠； 
(3) 買方經測試確定沒有問題後，至晶圓代工廠投產。 

• Star IP提供廠商多採此種模式進行交易 

模

式

二 

 (1) 買方向賣方（多為 ASIC或設計服務公司）接洽購買 SIP； 
(2) 賣方利用本身所擁有或代理的 SIP替客戶設計及整合產品； 
(3) 產品至晶圓代工廠投產。 

• Star IP、Standard IP提供廠商皆可採用此種交易模式 

模

式

三 

 (1) 買方委託 IDM廠代為設計或整合產品，IDM可能使用本身所
擁有的 SIP進行設計； 

(2) IDM 若無相關類型的 SIP則向其他 SIP提供廠商購買，並在自
己的晶圓廠進行生產。 

• Standard IP提供廠商可採此種交易模式 

 

資料來源：曾瑜玉（2001），本研究整理 

 

 Buyer（買方）  SIP Vendor（賣方）  IDM  Foundry 

1 
3

2 

2 

2

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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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見的問題與挑戰 

邱世寬（2003）以半導體產業中關鍵功能區塊 SIP—關鍵零組件（ASIC、
CPU、SoC）—嵌入式軟體（應用軟體）—終端產品（Pocket PC、Smart Phone、
PDA∕Palm PC等）的產業價值鏈為觀察對象，認為產業價值鏈上游廠商產品∕

服務的專享性較弱，具有較強的技術交易特性。SIP交易對 SIP擁有者和晶片供
應商之間就存在 Arrow（1974）所說交易矛盾性的問題，並且面臨技術支援和功

能性測試∕驗證等問題。 

當交易物具有不易具體化和明文化特質時，買方經常無法單憑技術資料或使

用手冊，自行解決使用方面的相關問題，而需要供應方進行教育訓練和持續性的

技術支援服務。此種情形則如 Teece（2000）所認為，在克服技術交易矛盾性和

評價問題之後，還需面臨技術轉換的挑戰。因此對評估期間長、重視技術服務的

SIP交易，就經常需要投入專屬人力進行較長期的支援服務，而供應方在 SIP交
易前或進行中的交易，亦會對需求方進行較長期的多方面評估作業，以判定對方

的潛力或重要性及投入程度，再決定對此客戶的支援和配合程度。 

再加上 SIP 商品本身的種類繁多、規格繁瑣（技術特性），產業內多方族群

的參與（環境特性），並在技術市場特質與交易成本等多方因素交互影響下，SIP
的整體交易體系當中常面臨許多問題與挑戰，涵蓋類型可分為技術、資訊、商業

與法律等四個層面： 

 
（一）技術面 

SIP 的形式與類別會對其授權價格、是否容易取得、更新頻率、可能需要

的支援型態、以及能多快整合到最終產品等造成影響，SIP 價值也會隨客戶的
使用需求而改變。 

由於不同產品的設計方法往往有很大的差異，要順利完成設計重複使用，

同時整合不同功能的 SIP元件，在技術上面臨了幾項不同的議題，包括技術規

格整合（相容性）、設計品質與可靠度（驗證）等： 

1. 技術規格整合（相容性） 

SoC 可說是一種建構技術，其設計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把不同設計流

程的 SIP 成功地整合至其設計方法中。SoC 理想上的開發流程必須要能適應

並支援外部的 SIP，而 SIP本身亦需設計成易於整合到 SoC的設計流程中。

然而隨著 SIP交付的形式不同，在整合上所面對的議題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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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功能的不同，SIP 亦可採參數化設計，但 SIP 供應商必須提供相
關的文檔和功能驗證方法。令人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業界普遍接受的規格，

不同公司的 SIP 需要滿足的規格也不盡相同，這是很難在設計中整合不同廠

商所提供 SIP商品的一個主要原因。 

由外部購入的 SIP 來自於不同廠商，可能與公司內部現有電路設計使用

不同的設計工具開發而成，其介面規格不一定相容，造成 SIP整合上的困難；
包括不同來源的整合、不同設計環境的整合、與不同製程的整合。若採購 Soft
或 Firm IP時必須要先考量因設計環境不同所引發的整合問題，而若直接採購

Hard IP，雖然可避免上述問題，但卻需要考慮製程是否相容。 

由於有許多 SIP 是來自於不同公司過去的設計修改而成，並非特別針對

SoC 的使用進行開發，另一方面國際間對 SIP 的規格也沒有一致的標準，使
得各組織和設計平台之間，較難針對 SIP 資料格式、設計方法、設計流程、

測試方法、介面規格做統一，造成在整合不同設計環境與製程的 SIP 時，必
須耗費許多的人力和時間，且增加重複使用的複雜度。儘管有許多相關組織

均提出應滿足的標準，但如果業界沒有一個為大家所廣泛接受的規格，SIP
整合的諸多問題仍難以避免。 

2. 設計品質（可靠度） 

現今 SIP的使用，仍存在品質、設計完整性不良或不適用的問題，對 SIP
使用者的信心打擊甚大，亦構成 SIP廣泛流通的一大障礙。此問題源自於 SIP
提供廠商本身的設計能力可能良莠不齊，使得 SIP 商品中存在某些錯誤
（bug），直到和客戶的設計整合在一起時才發現問題；若這些由外部取得的

SIP 未經過完整的模擬驗證，需求方最後還必須協助原提供廠商進行除錯的

工作，結果反而導致設計時間更長。 

此外將不同來源的 SIP 整合後，如何準確地測試驗證到每一個 SIP 是否
都能正常運作，也一直是設計者的苦惱。這或許需要 SIP 設計者在一開始就
將自我測試電路置於 SIP 當中、或者需要 SIP 供應商提供完整的測試文件與
資訊，才能快速偵測個別 SIP 是否仍然正常運作。若提供廠商的 SIP 商品能
取得完整模擬驗證，將是取得需求方信任，驅使對方願意採用之重要因素。 

由於此類問題一再的發生，使得許多公司最後乾脆只買高知名度的 SIP
公司所設計的產品，這樣的情況無形中壓縮了新興公司的生存空間。近來 SIP
廠商多與晶圓代工業者合作，事先做到實際成品驗證流程（silicon proven），
包括個別與整合的模擬驗證，這部分工作必須依賴 Foundry 的嚴格把關；至
於模擬驗證時間過長的問題，則需由 EDA工具來共同尋求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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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面—資訊交換與揭露 

SIP 的交易與一般商品之買賣、租賃不同，因其本身為無體財產，且具備

技術知識商品之特質，再加上 SIP提供廠商常迫於開發上市的時間壓力，在交

易時通常無法以技術文件對其內容做完整的描述，而技術文件內容的完整度也

會隨每筆交易價格條件與內容而異。若在交易尚未完成前，就已經提供完整詳

細的資料給需求方參考，很可能使其智慧財產權遭受侵害；而 SIP需求方若無

法取得足夠其判斷是否合乎需要的資訊，也會對於 SIP交易產生疑慮。 

另外，SIP 的交易如同技術交易，在某程度上具有資訊之不完全性、不對

稱性，從廣義的角度來看，技術本身也可說是資訊的一種。技術交易不同於一

般物之買賣，沒有一項具體的物品可以接觸或觀察，而是透過一連串資訊的揭

露，作為是否進行交易的判斷依據。資訊應如何揭露，應揭露到何種程度而可

以判斷一項技術是否有交易之價值，其實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資訊的揭露，

有可能會造成該項技術之商業價值降低，但完全不揭露或揭露不足，卻又有可

能發生想要取得技術之相對人，發生技術實用性或技術移轉成效評估之錯誤。

如何讓技術能夠被妥適地揭露，使交易的風險降到最低，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

題，於此也可以觀察到，SIP交易所涉及資訊不完全之問題。 

因此由外部取得 SIP商品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一般授權交易中來自於資

訊不對稱所產生的風險。在進行 SIP交易時，賣方為了保障自身權益，同時也

擔心這些文件可能會轉入競爭者的手中，而不願對 SIP商品揭露過多資訊；潛

在的購買者則受限於賣方所提供的資訊有限，無法事先瞭解 SIP之真正效能為
何、SIP 間能否順利整合、SIP 是否有瑕疵等問題，進而快速地整合向外採購
的 SIP到自身設計當中而懊惱。 

由於沒有足夠的說明文件與測試資訊，很多SIP使用者並不清楚每一項SIP
商品的核心技術與確實規格，而形成買賣雙方溝通上的鴻溝，雙方偏偏又都深

怕洩漏智慧財產權與商業機密，對各自的產品與需求多所保留，使得開始交易

前，賣方即需投入可觀的資源，協助潛在客戶做好評估的工作。 

凡涉及核心技術及相關資訊上的交換流程與內涵，若是成交，將會有契約

來規範智財權及相關機密技術文件的使用；但在評估階段如何保護 SIP提供者
的利益，同時讓需求方充分瞭解 SIP的價值與技術以決定是否購買，往往只有
以保密協定（Non-Disclosure Agreement；NDA）來規範。 

為取得合法的授權，並將資訊不對稱所產生的風險降至最低，SIP 相關業
者往往透過傳統的人際網路，進行安全、深入的合作關係，並傾向揭露較多的

資訊給先前已建立良好互信的客戶。然而透過個別的 SIP授權契約、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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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發等合作方式，不但所能取得與接觸到的 SIP相當有限，也可能因為契

約條款的限制，而使得有價值的 SIP無法達到最大效益。因此如何使 SIP交易

資訊足夠透明化、公開化，以吸引全球的潛在客戶，實為 SIP市場發展之關鍵。 

 

（三）商業面—鑑價與協商 

1. 技術價值評估（鑑價） 

SIP 做為一個可重複使用設計的交易商品型態，必須有一定的市場價格

提供買賣雙方做為交易之參考。但現行 SIP 交易過程的一個關鍵課題，即在

SIP技術價值評估的挑戰。 

由於技術知識商品本身的價值難以衡量，其中的差異化也不易比較；不

像 IC本身的買賣有一定的市場行情，SIP並無參考價格，其定價方式會因特

性而異，造成 SIP的交易常消耗在買賣雙方談判的攻防戰中，無形中增加 SIP
取得的成本，不利於 SIP市場發展。 

2. 商業模式建立（契約內容的制定） 

SIP 契約內容的制訂通常需要投入相當大的努力，原因在於 SIP 的商業
模式目前並無一定的通則可依循，當中牽扯到參與交易各方的商業目標、對

SIP準備的使用方式、SIP的本質，以及在 SIP的最終應用時可能衍生的相關
風險等因素。 

需求方由外部的多個供應商取得 SIP，必須處理各廠商間種種商業與授

權模式，每個 SIP 授權協議都是獨一無二的，故此過程可能非常耗時，相較

於技術評價和整合，通常需要甚至超出更多的時間。 

此外 SIP在技術上的評估較買賣 IC時更為麻煩與不確定許多，其交易模

式更不像 IC付款取貨般簡單。往往買賣雙方需根據本身利害考量，經過長期

交涉後，才能簽下授權契約，至於授權費（license fee）與權利金（royalty）
如何調配、需求方可能取得的項目內容，更無標準慣例可循。 

由於上述種種技術面與非技術面的問題，導致較具知名度、成功案例較

多的 SIP 提供廠商較受需求方的青睞，不過由於這些公司的議價能力也相對

較高、較為強勢，因此契約簽訂時需求方的議價空間往往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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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律面 

相較於 IC 買賣時，其電路完全被封裝起來，除非使用還原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23的方式，當中的電路設計並不容易被人偷去，其智慧財產權基

本上可被保障，買賣行為也不易有法律上的爭議。然而 SIP與一般商品不同，

其為無體財產，並且多以程式碼或電路佈局檔案的方式提供，如何讓智慧財產

權不被竊取是一大問題，更增加了交易的困難度。一旦發生侵權糾紛，業者的

權益將會受損，對於欲開發 SIP的業者也會因為得不到合理的報酬而灰心。 

此外，由於 SIP可重複使用的特性，使得在晶片設計或架構上可能存在侵
犯第三者專利權的法律糾紛，SIP 使用者雖可能是善意的第三者，但法律上實

很難置身事外，都有可能牽涉到不同的智慧財產議題，所以在引進 SIP時，技
術人員與法務人員需合力研判，確保 SIP的合法性，以免遭致無謂的損失。 

其他目前 SIP技術服務導向的經營者所面對比較陌生的法律問題，可能還

包括：授權 SIP商品可實施的範圍、賣方的品質保證及責任範圍、相關智慧財
產權的使用與限制（含專利、著作權、營業秘密與商標）、維護條款的更新與

升級、仲裁糾紛及訴訟時，約定之準則及管轄法院等。因此，若能有統一的產

業標準及完整的 SIP授權法令，對於促進 SIP交易的發展相當重要。 

茲將上述 SIP在交易過程中常遭遇的問題與挑戰，彙整於《表 2-5-2》。 

 
表 2-5-2  SIP交易常見的問題與挑戰 

問題類型 問題點 

技術規格的整合 
（相容性） 

• 不同設計流程的整合問題 
• 不同介面、設計平台的整合問題 
• 不同製程的整合問題 
• SIP規格無一致的標準 

技術面 

設計品質（可靠度） 

• 品質與設計完整性不良 
• SIP 不適用之問題 
• SIP驗證必須花費公司巨大的人力與財力資源 
• SoC之複雜度使 SIP驗證較困難 

                                                 
23 所謂還原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係指以一項已完成之產品或實物作為研究對象，從其已知
悉之外觀終局結果，由後向前逆行方向，有系統地逐步去推測分析其形成之原因，從而發現其全

部製作之過程，再予以複製或修改以製成產品之謂。至於複製之形式，有的是複製該實物之功能

及操作方法或執行原則，有的則巨細靡遺地將其整體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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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類型 問題點 

資訊面 
資訊揭露程度 
（資訊不對稱） 

• 賣方擔心過多的資訊揭露造成營業秘密外洩，以致沒有

提供足夠的說明文件、測試資訊 

• 技術文件的內容完整度會隨每筆交易的價格與內容而有

所不同 

• 由於 SIP商品的技術知識特質，以及賣方時常迫於開發

上市的時間壓力，而無法對其內容做完整描述 

• 需求方因 SIP供應商提供的資訊不充分，不利購買時的

評估 

• 不同的技術形式會影響資訊揭露的程度 

技術價值評估 
（鑑價） 

• 無體財產的價值較難評估，將視交易物的特性、類型、

應用層面、與買賣雙方的需求等因素而定 

• 目前市場上對於 SIP並無參考價格 

商業面 

商業模式不確定 
（契約內容制訂） 

• 亟需建立自由流通的無障礙交易環境 
• SIP交易的價格、計價與付費方式皆無一定模式與標準

• 每次交易的 SIP內容與類型都不相同，以及來自商業與

授權模式的不確定，因此難以設計出制式化的契約條

件，協商過程極為耗時 

授權 SIP商品 
可實施的範圍 

• 賣方的品質保證及責任範圍 
• 相關智慧財產權的使用與限制 
• 維護條款的更新與升級 

法律面 

SIP商品瑕疵之 
責任歸屬 

• SIP 提供廠商對於售出的 SIP 傾向於由需求方解決其相
關問題，不願干涉與承擔太多責任 

• SIP提供廠商如何做好售後服務或技術支援的問題 
• 仲裁糾紛及訴訟時，約定之準則及管轄法院 
• SIP 需求方傾向與較具聲譽與規模的 SIP 公司合作交
易，對於較小型的 SIP提供廠商不利 

資料來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計畫(2002/08)，資策會MIC經濟部 ITIS計畫(2002/09)，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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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國家矽導計畫24 

隨著資訊家電時代及個人化通訊服務的到來，系統單晶片（SoC）成為未來

半導體技術的重要指標。為了促進台灣 IC產業的永續發展與提昇國際競爭力，

政府結合產官學研界力量，挹注新台幣 76 億經費全力推動「國家矽導計畫

（National Si-Soft Project）」，從事人才培訓與運用、環境建構、技術研發、障礙
排除及獎勵誘因的提供，期能於 2010 年發展成熟壯大，完成台灣以設計創新為

主軸的第二次產業躍昇。 

國家矽導計畫自 2003 年起正式展開，由國科會、經濟部、教育部、工研院

與大專院校等共同推動，總投入金額達新台幣 76億元，其中 28億元為業界參與

科技專案計畫補助經費。《圖 2-6-1》為此計畫執行之相關組織架構體系。 

 
 
 
 
 
 
 
 
 
 
 
 
 
 
 
 
 
 
 
 

圖 2-6-1  矽導計畫執行之相關組織架構體系 

資料來源：國家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劃書（2002） 

 

                                                 
24 本節文獻參考「國家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劃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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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導計畫推動願景是以台灣深具優勢之半導體製造為碁磐，選擇 IC設計服
務為龍頭產業，推動建立矽智財新知識經濟產業，建立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

IC設計服務產業之旗艦地位，並藉由龍頭產業之帶動，及早達成 2008 年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目標，成功締造台灣「第二次產業躍昇」。 

矽導計畫之具體目標為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轉型，以研發設計與創新價值為

主軸，透過建立完整之 SoC設計環境，包括扶持新的服務公司、開闢設計特區，
發展晶片設計能力與系統產品設計競爭力；並以台灣半導體製造利基為基礎，除

可帶動國內新的產業發展，又能全面吸引國外廠商前來台灣開發新的產品，同時

完成設計與製造，使我國成為高附加價值之 SoC設計與製造中心。 

矽導計畫分為「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和「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計畫」

兩部分，由行政院矽導計畫推動辦公室負責協調兩者之推動： 

 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為矽導計畫之重點科技計畫，負責設計人才、

技術及新興產業技術開發； 

 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計畫：負責整體科技產業提昇、人才培訓及運用、法

規制度建立與產業環境建置。基礎建設部分包括教育建設、產業建設、環

境建設及政策擬定推動，相關部分由政府各部會協調規劃。 

 
矽導計畫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建立 IC設計所需的設計自動化軟體、矽智財、

嵌入式軟體、系統單晶片設計等，推動包括建立全球設計平台、全球智財中心，

以及推動創新設計產業。 

政府在國家矽導計畫中規劃並鼓勵廠商提供豐富的 SIP，同時透過 IP Mall
的設立，加速 SIP的開發及使用，減少各廠商重複開發 SIP的成本，並建構完整
資料庫，提供 SIP提供廠商與使用者一個交易平台，透過仲介、交易、加值等交

互授權使用的模式，加速 SIP的流通，並增加已開發 SIP的重複使用率。 

矽導計畫 2002 年的推動重點是發展智財交易平台及智財匯集服務，政府應

負責與 IP Mall相關的通訊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建設，並以包括技術補助、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建立補助以及最後的產業建置等三個階段，來進行

該項新興產業的育成工作。IP Mall 建置初期的運作模式，將以業界科專方式，
由政府提供初期營運經費補助，交由民間企業個別執行，希望透過讓產業直接參

與，達到加速 SIP交易商業運轉目標，建立起完整的 SIP交易架構與相關機制。 

以下分別就矽導計畫中和本研究主題 IP Mall相關的「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
計畫」與「智財匯集服務產業技術開發子計畫」進行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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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NSoC） 

根據 2002年 4月 17日行政院國科會通過的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

劃案，制定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總目標為建立台灣成為全球

SoC設計中心；規劃在未來三到五年間為台灣建立豐富的 SIP資料庫、整合 EDA
工具軟體、營造優良的設計環境，供全球系統設計廠商使用。使台灣能在既有的

製造優勢基礎上，同時再開創出新的設計優勢，達到垂直整合的效果，從而達成

全球矽產品製造 80%由台灣供應，矽產業為台灣創造十兆產值的願景。 

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下，包含了五個分項計畫（圖 2-6-2）： 

1. 多元化人才培育：以培養 SoC軟硬體設計人才、EDA設計人才、SoC應
用系統設計人才、SoC 行銷與企業管理之財經法商人才，以及相關知識服

務、網路環境建構人才為主要目標； 
2. 前瞻產品設計：以設計 SoC 應用之通訊、光電、處理器等三大主軸產品

為主要目標； 
3. 前瞻平台開發：以開發可整合 SoC所有設計與驗證、測試流程之 EDA平
台為主要目標； 

4. 前瞻智財開發：以開發台灣自主性關鍵 SIP技術、提昇本土 SIP設計能力

為主要目標； 
5. 新興產業技術開發：以建立全球 SoC設計者所需之產品設計與服務系統，
並發展 SIP商業運作模式為主要目標。 

 
 
 
 
 
 
 
 
 
 
 
 
 
 

圖 2-6-2  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 

資料來源：國家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劃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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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策略上，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將以五項分項計畫為核心，共同規

劃載具及前瞻研發兩大類別計畫，促使各技術領域可兼顧同時顧及專精發展及同

步整合。對於業界參與科技專案計畫的補助，則概分成「載具計畫」與「前瞻計

畫」兩大類（表 2-6-1）： 

 
表 2-6-1  國家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補助內容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產品方向∕分項計畫 

載具計畫 

協助設計平台、匯集智財等服務機制之

建立，一方面鼓勵台灣半導體上下游廠

商垂直整合以提升整體技術，也鼓勵業

界利用設計平台、匯集智財等服務機制

加速產品開發。 

以符合通訊、光電及處理器等三大主軸

之前瞻 SoC產品計畫為主要補助標
的，並透過系統產品、智財開發、平台

開發、智財匯集服務、設計平台服務等

廠商或單位共同合作的方式達成目標。

前瞻計畫 

以載具計畫所建置之晶片系統設計環

境、產品主軸系列、與晶片系統設計經

驗與能力為基礎，拓展更高階晶片系統

設計能力與培育台灣系統規格制訂至

晶片系統設計能力。 

分為前瞻產品開發、前瞻平台開發、前

瞻智財開發、設計平台服務、智財匯集

服務產業技術開發五大類計畫。 

資料來源：經濟部技術處，資策會MIC經濟部 ITIS計畫整理（2002/06） 

 

二、智財匯集服務產業技術開發計畫（IP Mall） 

在矽導計畫的規劃當中，包含發展 SIP的商業運作模式、健全全球客戶重覆
使用的 SIP 與合理付費的長期發展，因此於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第五項

「新興產業技術開發」分項計畫下，設置了「智財匯集服務」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簡稱 IP Mall）；也是新興產業推動方案三大主軸之一。 

IP Mall 計畫之主要目的，是要建立一個完善的 SIP 匯集與推廣服務機制，
透過建置完整適用於應用產品設計的智財資料庫，以集中有效管理，並活絡 SIP
商品化與交易，使 SoC 設計人員能夠方便重覆使用 SIP 與享受最佳的產品設計
環境與服務。最終希望達成在共同技術平台下，為全球晶片系統設計者建立一致

化的設計環境，方便 SoC設計者選用高品質且經驗證過的 SIP。 

IP Mall計畫的內容為設立全球智財中心（IP Mall）與相關的通訊基礎設施，
同時開發各種不同應用的 SIP，實現 SIP皆以台灣設計平台設計，並於本國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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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公司試製驗證。希望一年內可以建立足夠規模之 IP Mall，兩年內建置 IP Mall
服務產業，其主要工作有： 

 協助台灣利用既有製造基礎，吸引全球智財匯集，一以激勵台灣朝向創新

設計，二以協助台灣獲致完整匯集之智財走向產品開發。 

 協助台灣開創智財匯集服務產業。 

在 IP Mall計畫的做法上，則規劃了技術研發與服務開發兩階段，《表 2-6-2》
說明其執行時程： 

第一階段、技術研發（IP涵蓋範圍） 

 包含目前全球通用之晶片系統設計標準 IP 
 包含至少針對載具計畫所需完整之晶片系統設計 IP 
 以所提供 IP完成載具計畫系統晶片試製驗證 

第二階段、服務開發 

1. 服務標準流程之可行性 
• 完成載具計畫晶片系統設計平台服務標準流程 
• 完成載具計畫付費機制建立 

2. 服務標準流程之驗證計畫 
• 以設計平台服務流程完成載具計畫晶片系統設計驗證 

 
表 2-6-2  智財匯集服務產業技術開發計畫執行時程 

年度 預定完成項目 

91 
• 建立包含目前全球通用之晶片系統設計標準 IP 
• 建立雛形Mall架構 

92 
• 匯集目前全球通用之晶片系統設計標準 IP 
• 針對載具計畫所需之晶片系統設計 IP 

93 & 94 

• 匯集目前全球通用之晶片系統設計標準 IP 
• 匯集載具計畫所需晶片系統設計 IP 
• 以所提供 IP完成載具計畫智財整合導向系統晶片試製驗證 
• 完成載具計畫晶片系統設計智財服務標準流程 
• 完成載具計畫所需交易機制 
• 以晶片系統設計智財服務流程完成載具計畫設計驗證 

資料來源：國家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劃書（2002），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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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本章總結 

資訊硬體產業的發展，因為功能性和整合性需求的提高而變得更加複雜化和

大型化，最具體的例子是 SoC 的趨勢演變和製程技術的突破。SoC 的發展使得
晶片上電晶體∕元件數目激增，促使設計複雜度大幅提高；伴隨而來的 SIP產業
發展，則是典型的技術交易類型。Arrow（1974）認為，資訊處理本身的矛盾性

和技術轉移的困難性，在高科技產業交易裡是一普遍的情形，在本研究主體的

SIP交易市場中，亦可發現上述特性。 

從科技角色來看 SIP的發展，或許是技術在主導整個應用趨勢；但在 SIP可
重覆使用的觀念中，若將 SIP看成一個商品，可能會比將 SIP單純看成是一項技
術移轉要來得完備。尤其 SIP在使用上的牽涉範圍廣大，不僅在其產品上有不同

的應用類別，且存在著不同的應用限制性、時效性等因素，使得在思考 SIP的應
用及交易上的問題更形複雜。 

因此本研究探討交易成本理論，以及技術知識的定義與一般特性，以瞭解技

術市場之特質與其衍生的交易困難。在技術交易過程中，由於人性、環境、交易

物等因素交互影響，導致市場失靈並產生交易成本，並衍生出技術交易過程的種

種特質，均為造成交易困難的主要來源。要促進 SIP的重複使用與交易流通，必

須要瞭解技術特性與技術交易之困難，才能採取有效對策活絡 SIP交易市場。 

Coase（1937）在廠商本質一文中提出了一個很重要的論點，即當交易成本

存在時，制度就舉足輕重。North（1991）則認為制度乃是人類發生互動行為的

範圍，強調制度是基本的遊戲規則，是人為制定的約制，用以約束人類的互動行

為，因而制度構成人類政治的、社會的、及經濟的交換行為之動機。 

本研究應用交易成本與交易統治結構理論來探討 SIP交易市場問題，並由交

易商品（矽智財）的資產特性與交易頻次，判定 SIP交易屬於需有第三者參與執

行、以三邊統治為基礎的統治類型；亦即，SIP中介機構的存在可以降低交易成

本。再由此假定 SIP市場面臨降低交易成本的普遍壓力，對壓力來源進行分析，

並對 SIP中介機構面對此種壓力進行反應的機制進行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