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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矽智財交易之商業流程 

 

本研究將 SIP交易的商業流程表示如《圖 4-0-1》。SIP商品的供應和需求雙
方在達成交易前，需歷經找尋適當的買賣對象、協商授權價格與條件，並擬定雙

方可接受的契約內容等活動，由此產生各種交易成本，進而影響雙方的合作策略

行動。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曾以Williamson交易統治結構的觀點，說明 SIP交易

市場需要有第三者參與執行、以三邊統治為基礎的 SIP中介機構，來降低交易成

本，並提昇市場交易效率。（下圖中虛線部分為其主要參與的活動） 

 
 
 
 
 
 
 
 

 
 
 
 

 
 
 
 
 
 
 
 
 
 
 
 
 

圖 4-0-1  SIP交易的商業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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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介機構參與 SIP交易體系，其所扮演市場媒合、協助買賣雙方進行交易

之角色，可初步將 SIP交易商業流程的活動劃分成：SIP的價值評估（鑑價）25、

搜尋與評估 SIP商品、媒合、買賣雙方交易協商、價格形成、簽約授權、和商品

服務交付等階段。為簡化分析架構，本研究將其概分為「搜尋 SIP商品」、「評估
商業模式」，以及「協商簽約授權」三部分進行探討26。 

 

第一節  搜尋 SIP商品 

晶片設計廠商在決定要以內部開發或向外取得 SIP時，將視數種因素而定，

如該 SIP是否符合特定專案的需求、其取得容易度、規格、成本、來源多寡、供

應商的評價、以及提供支援的 Foundry 數目等。若某項 SIP被潛在的需求方視為
具有核心能力、或在其最終產品中為構成關鍵差異之因素、或是使用時需讓第三

方取得其專利或營業秘密時，則較少採用由外部取得 SIP的方式。 

為了因應設計工作的複雜度，SIP需求方在一個新設計專案的發展階段要取
得任何關鍵 SIP商品時，都必須進行審慎的可行性評估，以銜接並整合到晶片設

計的開發作業，因其影響需求方設計開發的時效性和成功率甚遽。一旦採用了特

定的 SIP或解決方案，若發生在功能上無法滿足或需大幅調整架構之問題，將會

大幅提高轉換成本和時間。然而要進行 SIP的價值評估，以決定某項設計中採用
的 SIP在技術與商業面是否可行，是個極為複雜的過程，必須瞭解其形式和類型

的多樣性、成熟度、製程的轉換能力、以及相關的經營模式。 

經過一番審慎的評估，決定要從外部取得 SIP後，即開始進入「搜尋」階段。
搜尋 SIP商品的方式其實相當簡單，可直接瀏覽網路上的 SIP商品目錄或各類提

供廠商所設立的網站，而困難之處通常是決定該 SIP 能否適用所設定的應用需
求。在初期設計和系統層次的架構階段，需求方關心焦點通常置於高階需求、所

需功能類型、何處可取得、取得容易度、需要花費的成本等。此外，晶片製造來

源會影響 SIP的取得容易度、成本、規格與製程相容性，特別是 Hard IP，故在
一開始就要與 SIP商品的選擇同時考量。 

由以上說明可知，從外部取得 SIP商品的過程相當複雜，會受一些多變的因
素影響，有些可受需求方控制，有些則否。目前整個 SIP交易環境對使用者也極

為不便；當需求方要進行一項設計時，可能必須從多個不同的來源取得 SIP 商

                                                 
25 有關 SIP價值評估（鑑價）議題的探討並未包括在本研究範圍。 
26 本章對於 SIP 交易之商業流程探討，主要參考資料為 Ratford, V., Popper, N., Caldwell D. & 
Katsioulas, T. (2003/06), Understanding the Semicondu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P) Business 
Process - Finding, Evaluating, and Licensing Commercial SIP (Ver 1.0), Industry Baseline Working 
Group (IBWG), Fabless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 (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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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搜尋過程即可能需時甚久，遑論後續驗證、認證等工作，此外還必須逐一

與各家 SIP提供廠商進行協商才能獲得所需的 SIP商品。 

SIP需求者在搜尋 SIP商品時通常可透過以下管道： 

1. 直接來源 

需求方可透過專業 SIP供應商、Foundry、EDA廠商等各式提供廠商
的網站，直接找到 SIP商品、相關工具和設計服務。 

使用者一般可從這些網站上查詢到所需的 SIP資訊。但由於 SIP提供
廠商普遍存有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心態及需求，使得這些潛在客戶很難從網

站上獲得足夠的訊息。尤其當潛在客戶並未具備該項技術的相關背景知識

時，經常不清楚自己所需 SIP的確實規格，也就更加無法判斷哪些 SIP供
應商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最符合自身產品之需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使用者與 SIP提供廠商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
才能釐清雙方是否產生足夠的交集。 

2. 網路上的商品目錄名冊（catalog listings） 

使用 SIP中介機構建立的線上商品目錄清單，是搜尋 SIP商品較普遍
的方法。通常可能採取的使用模式，是先在網站上找出看起來適用的 SIP
商品；由於權限控管的緣故，使用者只能看到 SIP商品的基本資料，若要

進一步瞭解其內容則必須簽訂相關合約，以取得進階資訊甚至試用授權。 

目前全球已有多個著名的網站提供 SIP查詢功能，像是 VCX和 D&R
網站上都建立了多樣化的 SIP商品目錄，以提供廠商、SIP 類型、應用領

域等方式進行分類，並提供尋找 SIP商品的搜尋引擎。 

在 IP Mall網站上，為方便 SIP使用者搜尋所需目標，IP Mall經營者
也針對來自國內外各家廠商的 SIP商品規劃清楚的分類方法，以呈現其基

本規格與資料的方式進行「上架」；這些「上架商品」皆是經過 IP Mall
經營者的品質驗證與測試，確定為可使用的有效 SIP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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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評估商業模式 

需求方在面對外部數種來源的 SIP時，必須因應各家供應商多樣化的商業模
式及當中涉及的不同費用，特別是要比較相似—甚至在功能上完全相同—SIP商
品的價值時，可能會遭遇到不少困難。相較於發展較成熟且商業模式相對具一致

性的 ASIC和 EDA市場環境，SIP的商業基礎建設可能容易使人感到迷惑。 

由於要衡量不同 SIP商品的經濟價值相當麻煩，需求方在決定要採取自行設

計或向外部第三者取得 SIP商品的過程，通常得耗費極大的努力；若是沒有任何

客觀的方法來比較不同的商業模式，亦可能失去設計重複使用的某些價值。 

兩個完全相同 SIP商品若以不同的商業條件進行交易，依據買方特定的需求

分析可能就會產生不同的價值，因此首先必須要有一針對目前 SIP市場上盛行商

業模式客觀的分類方法，透過使用此種分類法，買方可視其需求掌握不同商業模

式中較有利的部分，對於採取自行設計或是外包 SIP商品做出充分的決策。 

以下將針對目前 SIP市場盛行的商業模式進行描述與分類，說明有哪些內容

在不同 SIP供應商間具一般性且為可預期，以及決定不同 SIP 類型經濟價值之考

量點。首先將現行 SIP典型的商業模式和屬性摘要整理於《表 4-2-1》，各項交易

授權模式內容詳參文末附錄二： 

 
表 4-2-1  SIP典型的商業模式 

 計次模式 計時模式 權利金模式 使用權模式 

目的 
在限定範圍內使用

每個 SIP的費用 
在一段期間內 
多次使用 SIP 

將 SIP風險報酬 
分期攤還的成本 

在一段期間內使用

SIP組合的費用 

費用

支付 
依據事件 依據時間 依據價值 

依據預先支付 
的使用費用 

付款

結構 
單次設計專案 
收取一次費用 

在一定時間內進行

全部設計的費用 
分佈於各最終產品的

部分或全部費用 
頭期款與折扣後的

使用費用 

使用

範圍 
單一元件在 
單次設計專案 

單一元件 
可多次使用 

在單一元件中 
每單位價值的比例 

在單一組織中的

多個 SIP 

資料來源：SIP Business Overview - Dan Caldwell - Virage Logic;SIP Market – Gartner Inc.; 

Selected SIP ven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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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 SIP之經濟價值除了以上述模式展現，另一方面則取決於能否讓 SIP
順利完成重複使用的相關費用。《表 4-2-2》摘要整理促成 SIP重複使用的幾項要
素，各項要素詳細內容詳參文末附錄三。 

 
表 4-2-2  促成 SIP重複使用之要素 

 維護 技術支援 NRE委託設計 契約服務 

目的 SIP 更新、除錯與修正 
處理特定的 
客戶需求 

促成SIP的重複使用 促成 IC設計 

費用

支付 
定價價格授權費用 
的百分比 

依據範圍 
依據設定之 
特定目標達成 

依據鐘點計算 

付款

結構 
最初授權協議的一部

份(可能包括在其中) 
以基本配套或 
單獨契約 

頭期款(SOW) % 
達成特定目標時 

頭期款(SOW) % 
達成特定目標時 

使用

範圍 
變更規格、製程技術等 

網路、Email、電
話、到場、佈點

修改、re-spins、
porting等 

Tool runs、IC Integ、
EDA Views等 

資料來源：SIP Business Overview - Dan Caldwell - Virage Logic; SIP Market – Gartner Inc.; 

Selected SIP vendors 

 

對 SIP提供廠商而言，此類要素通常代表了第二種收入來源；在 SIP授權協
議中常被歸類為獨立費用，若有非標準的特定需求，則單獨成為工作說明書

（Statement of Work；SOW）或契約。這些要素可促成：(1)SIP本身的重複使用、
(2)使用這些 SIP的 IC設計，或(3)與 SIP使用和部署有關之特定需求。 

本節針對當前 SIP市場運作的主要商業模式，以及促成 SIP重複使用的要素
等組合進行摘要整理。由於 SIP產業本身的獨特性及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使其
難以、甚至無法產生標準化的單一商業模式。 

因此在交易市場中探討 SIP的商業模式和促成 SIP重複使用之要素時，使用
一致性術語有其必要，特別是當涵蓋多家提供廠商的 SIP交易，共同的術語可簡

化協商程序，提供前後一致的付款結構，並拉近交易過程中買賣雙方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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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協商簽約授權 

協商簽約授權為本研究探討 SIP交易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SIP需求方由外
部多個供應商取得 SIP商品，必須考量各廠商間多樣化商業模式與授權協議；而

每個 SIP授權協議都是獨一無二的，可能會隨著買方的需求、SIP商品形式、類

型和製程技術有很大的差異，使得其過程可能非常耗時，相較於技術評價和整

合，通常甚至需要花費更多時間。 

要擬定一套能夠保障買賣雙方權益的 SIP 授權條款可能需要投入極大的心
力，端賴雙方當事人的商業目標、對 SIP商品設定的使用方式、SIP商品的本質，
以及在其最終應用時涉及的相關風險。此外，若參與的角色超過兩方，還會有成

本、製程轉換性與再授權等額外考量，使得交易授權更形複雜。 

協商簽約授權成功的關鍵在於深入瞭解問題、設想 SIP交易參與各方當事人

可能的立場，並於交易一開始即進行充分討論，以避免日後協商時發生意想不到

的狀況。為簡化協商授權程序，以下將依據不同交易情境中可預期到的內容，建

立起 SIP授權共同的分類項目。 

《表 4-3-1》列出並簡單描述了 SIP 授權協議中常見的條款，以及廠商對於

協商這些條款時可能必須投入的努力程度之看法。當中涵蓋在大部分協議中屬於

最一般性的條款（以 “R” 表示必須的）及其他可能包括在內者（以 “O” 表非
必要的）。若 SIP 授權協議的範圍延伸到額外的交付產品或服務時，某些非必要
性條款即有可能成為必須，例如，若涉及某些 NRE 工作時買方可能需要一承諾

（Acceptance）條款，且雙方可能還必須協商相關特殊狀況。 

不需做太多更動的條款通常置於 SIP授權協議的主體部分，其他較具特殊性
者如付款結構和特殊狀況，則較常出現在附錄當中。「主體」在剛開始交易時即

進行協商並簽署，「附錄」則通常隨各次交易處理。在典型 SIP 授權協議中的許
多條款均相當明確簡單，不需要進行太多協商，但也有一些條款需要花費較多的

努力；其在「需投入心力」一欄中以較長條部分表示。 

針對 SIP交易常見的各項授權條款，詳參文末附錄四之逐條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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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典型的 SIP授權條款 

契約條款 描          述 通常置於 必要(R)∕非必要(O) -
需投入心力 

名詞定義 
(Definitions) 

協議的類型；參與各方的名稱及地點； 
SIP商品相關細節；與授權有關的第三方 

主體 
 

授權範圍 
(Scope of License) 

SIP權利使用之範圍及方式 
使用、複製、修改、散佈、再授權 

主體 
附錄 

 

限制 – 權利 
(Restrictions – Rights)

SIP商品的「禁止使用」； 
對於第三方授權之免責聲明 

主體 
 

標的之交付 
(Deliverables) 

需交付之項目；交付時使用媒介； 
條件與狀況 

主體 
附錄 

 

承諾 
(Acceptance) 

接受尚未經過實體晶片驗證的 SIP 商品之
狀況 

主體 
 

付款方式 
(Payments) 

費用結構；付款條件；支付方式； 
使用貨幣及稅制；稽核之權利/條件 

附錄 
 

特殊狀況 
(Special Conditions) 

與 SOW相關之請求；SIP之流動性； 
SIP效能標準；銷售與行銷事務 

附錄 
 

瑕疵擔保責任 
(Warranty) 

有效期限；SIP發生問題時的處理方式； 
使瑕疵擔保無效之狀況 

主體 
 

損害賠償 
(Indemnification) 

涵蓋的智慧財產權；若第三方指控 SIP遭侵
權時之賠償及責任 

主體 
 

賠償擔保責任之限制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若 SIP的使用對買方造成特定損害時，應負
的最大責任；計算此限制的公式 

主體 
 

維護 
(Maintenance) 

說明有涵蓋及未涵蓋的範圍；支援的製程及

工具更新項目；規格改變時的處理方式 
主體 

 

技術支援 
(Support) 

說明有包含及未包含的範圍；依買方需求的

其他技術支援契約 
其他 

 

合約期限與終止 
(Term and Termination) 

合約的期限；何種情況下會導致提前終止 主體 
 

保密條款 
(Confidentiality) 

約定受雙方認定為保密的資訊；如何保護 主體 
 

一般性條款 
(General Provisions) 

管轄法規、讓渡、協議修改方式和條件 主體 
 

資料來源：VCX Model agreement; Keith Witek - AMD; Carl Hoxeng – Virage; SIP Provider 

Agreements 

 

R 

R 

O 

R 

O 

R 

O 

R 

O 

O 

R 

O 

R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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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商 SIP授權協議時需投入最多努力的部分，通常是在授權範圍、瑕疵擔

保、損害賠償、與賠償擔保責任的限制等規定。如先前所提，SIP交易買賣雙方

對於如何達成這些約定會有相異的觀點。當被授權方於單一設計中需面對多個供

應商與使用的 SIP商品時，對於上述範圍可能希望採更具一致性的做法。 

《表 4-3-2》和《表 4-3-3》列出幾個 SIP提供廠商與被授權方常出現分歧觀
點的項目，交易雙方若能事先掌握彼此立場與背後的意涵，從中瞭解對自身營運

與後續行動可能產生的影響，相信在進行決策與實際協商時將會有相當助益。 

 
表 4-3-2  SIP交易雙方對於授與的權利與瑕疵擔保之觀點 

 提供廠商觀點 被授權方觀點 

授與之權利 狹隘的使用範圍 廣泛 + 彈性的範圍 

範圍限制 限制區域、複製數量等 很少或沒有限制 

標的之交付 
一套項目；承諾於交付時即完成；

狹隘的維護涵蓋範圍 
更多項目；承諾需依據標準； 

廣泛的維護涵蓋範圍 

瑕疵擔保 
僅限於 SIP本身； 

以外的部分則視為 NRE 
無限制；可及於 SIP與 IC 

補償措施與時程 修正、更換 — 幾週 修正、更換、退款 — 幾天 

擔保期間與範圍 30-90天 — 僅被授權方 
3-5 年 — 被授權方 +  
相關各方當事人 

資料來源：Ratford et al.（2003）- Understanding the Semicondu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P) 

Business Process - Finding, Evaluating, and Licensing Commercial SIP (Ver 1.0) 

 

1. 授與之權利：供應商希望以較狹隘的授權範圍使收入極大化，而被授權方

則會擴大範圍以獲得最大的彈性；供應商希望將一個新的使用範圍視為全

新的產品或授權費用，但被授權方覺得額外的成本不足以說明其正當性，

例如有些供應商會把一個 SIP商品的新接口（port）視為新的使用範圍，
若不以新的 SIP授權協議處理時，則當成新的 SIP商品而索取額外費用。 

 
2. 範圍限制：提供廠商希望盡可能加上愈多的限制、限縮使用範圍以將成本
與風險降至最低，反之被授權方則試圖尋求較少的限制，讓 SIP商品的使
用、重複使用和散佈能愈廣泛愈好。提供廠商會試圖約定被授權方對 SIP
商品可使用或散佈的國家、可複製數量、以及修改和轉讓、散佈與再授權，

做為其廣泛限制的一部份。被授權方則通常對 SIP商品的修改、再製與散
佈尋求更廣泛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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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的之交付：提供廠商通常將交付標的物僅限於 SIP商品的一組項目（現
有製程技術、版本和/或特定的 EDA 工具）；如先前所提，並希望將交付
給需求方時即認定完成 SIP商品的承諾。然而被授權方則盡可能尋找更廣

泛的交付標的物組合，以及除了交付項目以外的特殊承諾條件。需特別注

意的是任何由被授權方加入的承諾標準，將對提供廠商於授權交易時的收

入認列造成延遲。 
 

4. 瑕疵擔保：供應商試圖將瑕疵擔保限制在 SIP本身的效能，通常會要求更

長的 lead times以因應任何問題，並將擔保期間限制在幾個月內、擔保範
圍縮小到僅含被授權方。然而被授權方則尋求較長的擔保時程，將可能因

提供廠商的解決時間過長而耽誤最終產品出貨的風險降到最低，此外也會

盡可能降低與最終產品效能（若 IC中所使用的 SIP商品出現問題）有關
的風險，並增加對最終產品生命週期的涵蓋範圍（若瑕疵擔保期限很短）。

SIP 交易雙方都必須對這些複雜的議題謹慎權衡優劣勢，並且瞭解到 SIP
產業尚未成熟而無法達到支援 ISO 相容標準的事實。在維護與技術支援
部分，若一瑕疵擔保條款超過一般 90 天的期限，來自授權協議的收入將

會減少，以彌補未來可能發生的問題，因此 SIP提供廠商傾向將其集中於
一個維護合約，來處理最初授權協議簽署完後所產生的問題。 

 
表 4-3-3  SIP交易雙方對於損害賠償和賠償擔保責任限制之觀點 

 提供廠商觀點 被授權方觀點 

損害賠償 
僅包括著作權 + 營業秘密 

的損害賠償 
對任何 SIP都沒有限制 

保護、賠償、使其不受損害 

地理區域 限制於美國、歐盟與亞洲 全球無限制 

補償措施 授權使用、設計、償還、終止 沒有限制；可獲得某些補償 

賠償擔保責任 依據交易的價值 依據商業上的風險 

損害價值 
限制於授權價格以內、 
或數倍的最高限度 

無最高限度或限制 

排除狀況 不當使用；修改 做彈性的權衡 

資料來源：Ratford et al.（2003）- Understanding the Semicondu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P) 

Business Process - Finding, Evaluating, and Licensing Commercial SIP (Ver 1.0) 

 



矽智財(SIP)交易之發展與制度規劃研究—以台灣 IP Mall為例 
 

- 65 - 

5. 維護與技術支援：由於使用範圍會因客戶而異，供應商通常提供來自維護

的少量更新與單獨的技術支援。被授權方則希望取得更廣泛的維護涵蓋範

圍（完全符合規格、周邊物品、未來的版本、更新與升級等），以降低成

本與風險。如先前所提，維護與技術支援協議通常與授權協議分開，同樣

也是因為以會計觀點來看 SIP提供廠商的維護責任是不相同的。 

 
6. 損害賠償：廣泛的損害賠償規定就提供廠商觀點而言可能會造成問題，即
使提供廠商相當自信其 SIP商品並未侵犯已知專利，但由於半導體產業中

有許多受到控制的 SIP並沒有商品化，幾乎不可能百分之百確定。此外，

若是有促成 SIP重複使用的第三方立約人，要確定其並無侵犯他方的智慧

財產權更為困難，因此供應商會盡可能地縮小損害賠償、地理區域和補償

的範圍，而被授權方則希望將範圍擴大以降低風險；這同樣地在 SIP產業
中沒有一個立即的解決方案。若發生侵權事件時，交易各方能真誠地合

作，並結合一些具創造性的保險方案，可能是此刻最有成效的補償措施。 

 
7. 賠償擔保責任之限制：提供廠商與被授權方在協商因使用 SIP商品相關的
潛在財務損失（可能是無法達成預定功能和/或侵害了第三方的智慧財產

權）時，通常會產生很大的落差。提供廠商認為其賠償擔保責任不應超出

交易的價值，然而被授權方卻以商業風險來看待其價值。要計算出損害價

值的公式很困難，並且會因 SIP商品種類、成熟度、與提供廠商的風險管

理狀況而異。一般提供廠商會將損害價值限制於所收取的授權費用以內，

或最多二至三倍，並對任何會使本條款無效的排除狀況詳加說明，但如此

將可能限制了被授權方的彈性。在某些情況下，若供應商的 SIP商品經多
位客戶的實際成品驗證，他們可能願意擔負較多風險，但這並非產業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