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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結果整理分析 

第一節 半導體產業價值鍊核心能力分析 

有關核心能力的分類眾多，本研究因為主要集中在知識分享機制

的運作上，是故，在核心能力的觀察方面，較傾向於集中在生產方式

的核心能力觀察，而較忽略於其他，如客戶關係，母公司的實力等等

其他核心能力因素。 

一、IC 設計 

在 IC 設計部分，是處於價值鍊的最前端位置，業務方面，主要

是從事 IC 的研發與設計，目前最熱門的部分在於各種 3C 產品的晶片

等。 

IC 設計的趨勢已漸漸走向 IC 設計服務業，根據 IT IS 對 IC 設

計產業的趨勢分析表示，目前 IC 設計日益複雜及 SoC 已成為趨勢下，

再加上高階製程的昂貴 NRE (Non-Recurring Engineering)費用，設

計公司對設計的失誤容忍度大幅降低，（IC 設計服務業發展趨勢-簡

志勝）這也表示，IC 設計的核心能力主要表現在其設計產品的能力

上面。 

另外，經過訪談個案後，受訪者皆表示其公司核心能力在於其晶

片設計的能力。 

最後，若是將之使用 Hamel 的核心能力分類來定義的話，因為

IC 設計著重在差異化、客製化、技術導向的特色，本研究將之歸為

『功能相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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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C 製造 

製造在整個價值鍊的中間位置，必須有足夠技術的製程來配合上

游的 IC 設計廠商的需要，也必須與下游封測廠商有緊密的聯繫與交

流，才能保證品質的完善與足量的產能。 

在 2000 年我國晶圓代工產業價量齊揚，因為整體半導體產業的

強烈需求，而專業代工廠數量還不多，晶圓代工產能利用率超過

100%，造成需求大於供給，導致晶圓代工產業的大成功。 

而 2001 年因為半導體產業的蕭條，導致產能利用率跌落至 40%，

因為需求的不足，導致價格迅速滑落。 

而 2002 年雖然產能利用率再度回升，但大陸與東南亞的晶圓代

工廠商相繼的進入，導致價格不升反降。 

從以上趨勢可以看出，晶圓代工的產能利用率是相當大的重點，

除此之外，製造技術的提升也越來越重要。在大陸與東南亞競爭者越

來越多的情況，低階製程的競爭越來越激烈，而晶圓雙雄—台積電、

聯電也率先已研發出.15 微米製程的技術，將戰場延伸到高階製程。 

經過 T公司的訪談也得知，T 公司的核心競爭能力在於其領先的

製程技術與可協助前端設計的能力，與產能加上品質的保證。 

歸納以上所述，若是使用 Hamel 的核心能力分類定義，則 IC 製

造廠商的核心能力應該歸為『市場接近能力』與『產品整合相關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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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C 封測 

IC 封裝與測試是在價值鍊的尾端，對晶圓製造商產出的晶圓進

行封裝與測試，因此封測廠的運作與晶圓廠息息相關。 

而封測廠的產品每單位附加價值是在整個 IC 產業價值鍊中最低

的，所以規模的經濟對於封測廠而研究相對重要，並且，這樣的特色

也展現在封測廠大者恆大的現象上。 

根據 IT IS 的歸納與整理表示，封測廠商的發展趨勢大致上可以

從兩點看出： 

1.購併蔚為風潮 

封測廠為了追求規模經濟，與產能的保證，大廠購併的現象也屢

屢可見。 

最引人矚目的首推日月光在 1999 年 2 月底宣布將購併摩托羅拉

的中壢與韓國兩座封裝測試廠，並在 7 月初以 3 億 6700 萬美元完成

該項購併，不僅使日月光的產能大幅提升，並獲得摩托羅拉提供後續

訂單下，對營收有極大挹注，還有助於吸引其他 IDM 大客戶。 

華泰也在 1999 年 4 月投資 680 萬美元取得美國 IPAC 封裝廠的

75%股權。華泰入主 IPAC 封裝廠後，將其定位為北美地區的研發、行

銷與客戶服務中心，不但可以為華泰電子現有的北美客戶提供更快速

與彈性的服務，而且 IPAC 所擁有包括 Intel、IBM、AMD 等世界級客

戶，華泰透過此項購併將增進與這些大廠更緊密的關係，也可望帶來

後續可觀訂單。 

還有其他許多廠商都有購併的行為，由此可見封測廠在規模與產

能上的要求。 

2.晶圓級 CSP 封裝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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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業界對於 IC 的要求越來越趨於小體積，重量輕，因此，在

封裝的技術上，晶圓級 CSP 封裝的技術也漸漸的抬頭。 

晶圓級 CSP 封裝與一般傳統封裝的不同處在於傳統的封裝是單

一顆 IC 進行封裝，而晶圓級 CSP 封裝是以整片晶圓進行封裝製程，

再經過切割而形成單一顆已封裝好的 IC。此種封裝技術的成品只有

未封裝前的晶圓 1.5 倍大。在成本的降低方面，更是有相當幫助。 

在訪談結果上顯示，封測廠除了注重產能與品質之外，更注重與

其他大廠協力做技術上的開發，如晶圓級 CSP 技術的研究等。 

因此結論上而言，封測廠必須符合最終產品的要求發展封測技

術，但在製程能力與品質管理方面也必須有所著力。最後若以 Hamel

的核心能力分類做簡單的歸納可以將之歸類為大部分的『市場接近能

力』與部分的『產品整合相關能力』。 

 

四、小結 

在經過價值鍊上核心能力的分析之後，本研究發現在價值鍊各位

置上其核心能力不盡相同，可以以下表做簡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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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核心能力與價值鍊位置對照 

 設計 製造 封測 

價值鍊位置 前 中 後 

核心業務 積體電路的設計 晶圓的製造 晶圓封裝與測試 

核心能力 設計能力 

產能 

品質 

領先的製程技術 

產能 

品質 

與大廠協力發展封

測技術 

Hamel 核心能力分

類 
功能相關能力 

市場接近能力 

產品整合相關能力 
市場接近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此對本研究的假設，價值鍊所處位置不同的廠商具有不同的核

心能力，做了相當程度的驗證。 

 

第二節 知識分享機制分析 

一、IC 設計 

IC 設計的部分，訪談的兩間廠商表示所共同具有的知識分享機

制包括專案團隊間的交流、每週的定期工作紀錄、與不定期指派員工

參與研討會。 

在專案團隊間的交流部分，因為 IC 設計公司本身的運作就是以

專案團隊的模式進行，是故專案團隊間的經驗與技術交流在 IC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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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裡是必須的。這部分的知識分享機制因為是在於員工間本身內隱

知識的交流，是故本研究將之歸類為屬於隱性對隱性的知識分享。 

而工作紀錄則是所有公司都會實施的制度，包括價值鍊其他位置

的廠商，而實施此制度的作用在於將知識做累積，而在前述文獻中有

提及，知識的累積將可以加強公司的核心能力，另外，將曾經辦理過

的業務工作以書面化呈現與留存，進而建立資料庫，也可以為新進員

工的訓練或之後從事類似業務工作時的參考，以降低失敗嘗試的成

本。因為是員工本身的隱性知識轉化成書面的顯性知識，所以在知識

分享的步驟上本研究歸類為隱性對顯性。 

還有一項共通的知識分享機制就是指派員工參與研討會，參與研

討會是吸收新知識技能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管道，在講求不斷創新的高

科技產業中，幾乎是不可或缺的。而透過參與研討會來吸收新技能，

因為主要是參與者間的知識流轉，是故本研究將之歸類為隱性到隱性

間、與顯性到隱性的知識分享。 

在新進員工的訓練部分，IC 設計公司的新進員工訓練是以專案

團隊成員中的有經驗者直接一對一教學，另外在搭配做中學的方式來

進行新進員工的訓練，這樣的方式也是一種隱性到隱性的知識分享步

驟。 

在其他的方面，受訪的 I公司因為對於知識管理的投入較多，是

故在知識分享機制部分，還包括了完善的 IT 系統、標準化的工作說

明書、和不定期的對內發表會，關於在價值鍊相同位置上卻有不同知

識分享機制的原因，後面將有專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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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C 製造 

受訪的台灣積體電路公司具有相當完整與多樣化的知識分享機

制，包括完整的 IT 系統、定期的對內發表會與技術檢視、每週的工

作紀錄、工作輪調與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等。 

完整的 IT 系統有助於顯性知識的傳遞與儲存，在目前資訊系統

的軟硬體發達的時代，在除了書面的工作紀錄之外，電子化的儲存也

是不可或缺的，透過網際網路與電子化檔案的傳輸，省時也省力許

多，因為在這部分是屬於顯性資料的流傳，因此本研究將之歸類為顯

性到顯性的知識分享。 

定期的對內發表與技術檢視可以將非本身單位的技術透過這樣

的機制讓其他單位瞭解，進而學習，這個部分主要牽涉到隱性到顯

性，顯性在到隱性的知識分享。 

另外，受訪者也表示，如果公司認定員工在原崗位勝任愉快且績

效卓著，就會將他輪調到其他部門，以習得其他部門的知識，漸漸移

往中高階。而在工作輪調的部分，主要在於將其他部門的知識，包括

機件的操作等顯性知識與其他單位工作人員的隱性知識，轉化成員工

本身的隱性知識，是故本研究將之歸類為隱性到隱性、顯性到隱性的

知識分享。 

在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方面，因為是員工必須透過學習書面化的

顯性知識，在將之轉化為自己的能力，也就是隱性知識，所以可以歸

類為顯性到隱性的知識分享。 

最後，在新進員工訓練方面，T公司是採用所謂的 OJT（on the job 

trainning）和 e-learning 的方式，這樣的知識分享機制也比較傾向

歸類於顯性到隱性的轉化，因為是從顯性的知識轉化為員工本身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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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三、封測 

受訪的兩家封測廠商在知識分享的機制方面頗為一致。主要是完

善的 IT 系統、定期的工作紀錄、研討會的參與、標準的工作說明書、

與其他公司做技術上的交流。 

在與其他公司作技術上的交流部分，牽涉到的知識分享步驟廣

泛，員工間直接做隱性到隱性的傳遞、員工與公司間的隱性到顯性、

顯性到隱性的交流，甚至是顯性到顯性的步驟也都包含其中。 

封測廠商的新進員工訓練，跟製造業相仿，也是有既定的員工訓

練課程，除了廠內訓練外，也搭配外派的訓練。 

四、小結 

在歸納上述資料後可以發現，價值鍊最前端的 IC 設計公司的知

識分享機制大部分著重在隱性到顯性或隱性的知識分享，並且也有顯

性或隱性到隱性的知識分享。 

而製造部分，知識分享機制牽涉較廣，隱性到隱性、隱性到顯性、

顯性到隱性、顯性到顯性皆有。 

最後，封裝廠商，與製造部分相去不遠，但是不若製造廠商複雜，

而比較將重心放在將知識轉化為顯性知識為目的來實施。 

從資淺員工的訓練來看，受訪的 IC 設計公司表示，其訓練員工

的方式是以資深員工親自協助解決資淺員工問題，或是開設講授課

程，這部分因為都是人與人的直接互動，所以本研究都歸類為隱性到

隱性的知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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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製造和封測在訓練資淺員工時，多有一套固定的流程機制，在

搭配其他資訊系統，如 e-learning 等方式，做顯性到隱性的轉化。 

 

下表將訪談個案的知識分享機制作簡單的整理： 

表 5-2 訪談個案知識分享機制整理 

廠商 知識分享機制 

I 公司 

不同專案團隊間工作內容相關的交流 

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交流 

IT 系統 

舉辦對內發表會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L 公司 

不同專案團隊間工作內容相關的交流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T 公司 

IT 系統 

正式制度 

舉辦對內發表會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工作輪調制度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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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公司 

IT 系統 

正式制度 

舉辦對內發表會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交流 

A 公司 

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交流 

IT 系統 

正式制度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第三節 以核心能力的觀點檢視知識分享機制差異 

若是以核心能力歸究其價值鍊上不同位置的知識分享機制相異

的原因在於，因為 IC 設計所需要的晶片設計能力，主要還是以員工

本身的隱性知識來保存，因此公司若是需要將知識留存於公司內，而

不是只依賴員工自身，就必須多以隱性知識為中心來做轉化的工作，

畢竟以差異化做為核心能力之一的設計公司是需要人本身的思考與

經驗才能達成。 

但是，IC 製造的核心能力就與 IC 設計大異其趣，IC 製造除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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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部分的與上游 IC 設計相契合的知識，才能在製程上與 IC 設計廠

商的需求相符。另外，製造廠商最重要的核心能力當然在於其產能與

品質控管，是故，所有知識的目標，包括製程新技術的研發與品質新

技術的引進等，最終都將轉為標準化的流程。因此在知識分享部分，

除了有部分隱性知識間的傳遞外，大部分還是以轉化為顯性知識為

主。 

對價值鍊的尾端，也就是封測廠商，在核心能力上，與製造廠商

接近，但更著重在產能與品質上，其差異在於，價值鍊後端並不需要

像價值鍊中間一樣需具備銜接價值鍊前後的能力，表現在知識分享機

制上，就可以發現其更趨向於將知識轉化為顯性，而甚少是隱性間的

傳遞。 

隱性知識間的傳遞主要顯現在較非正式的場合與非制度性的知

識分享中，因此 IC 設計公司在正式的知識分享制度的運作上較缺

乏，取而代之的是員工間的頻繁互動。而製造與封測廠商的制度化就

相對較高。 

本研究將核心能力差異與所需知識分享整理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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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核心能力差異與知識分享機制對照表 

核心能力 Hamel 核心能力分類 特徵簡述 主要搭配知識分享機制 

設計能力 功能相關能力 

IC 設計公司主要能力在

於晶片的設計能力，而晶

片的設計能力多屬於個人

本生的能力，因為在設計

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廣泛

而多變化，是故知識的顯

性化相對於隱性間的交流

就顯的較不重要 

不同專案團隊間交流 

與其他公司合作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產能、品質 產品整合相關能力 

要具備穩定的產能與品質

能力多依賴將製造流程標

準化，而要使員工依照標

準化流程進行生產，顯性

的知識移轉就成為重點 

IT 系統 

工作紀錄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舉辦對內發表會 

製造技術 市場接近能力 

要發展製造技術主要可以

透過與其他伙伴合作研發

或本身自行研發，而在製

造技術的研發上面，因為

技術必須是一步步進化與

累積，是故在顯性知識方

面佔有相當的重要性，另

外，也有部分隱性知識的

交流 

IT 系統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與其他公司合作 

舉辦對內發表會 

 

第四節 其他影響知識分享機制因素 

從訪談結果中，本研究發現，核心能力並不是唯一影響知識分享

機制的原因，對照前述文獻，本研究發現以下幾點原因提出做額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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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工作內容、組織規模、領導者、產業生態與外在環境。 

 

一、組織規模 

越是具有龐大規模的組織越是需要且有能力執行較廣泛的制

度，原因有二，因為規模龐大，員工數多，所以需要較多正式的制度

來規範與約束員工，這也是大規模企業較不具彈性的原因之一。而大

企業具備的資源多，也較有能力能夠推行各種制度，畢竟制度的推行

是需要軟硬體設施與整體文化型塑等成本。 

以同樣為 IC 設計廠商而言，本研究訪談的 I公司具有 120 名員

工，相對來說，L公司的 42 名員工表現在組織規模上就顯的較小。

因此以知識分享的正式制度來說，I公司的正式機制就較 L 公司完

整，不過 IC 設計公司整體來說在價值鍊上仍屬規模最小的一個部分。 

因此，若是做跨價值鍊位置的比較，本研究訪談的晶圓製造個

案—台灣積體電路公司，因為其有上萬名員工的規模，甚至比其下游

的封測更具規模，因此在其知識分享機制的建立上可以算是所有研究

廠商中最完整的。 

而封測廠的規模較設計公司大，其知識分享機制的正式制度化較

高，但其知識分享機制本身具有相當大的差異。 

尤以上歸納可知，規模大小確實是影響知識分享機制的一個原

因，不過其影響範圍主要在於正式制度化的程度，並不影響其知識分

享機制的本質。 

 

二、領導者 

制度的制訂當然與政策息息相關，而政策的走向又與領導者有絕

大部分的關連，這一點也可以引用前述文獻提到組織文化也是影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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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分享因素之一來交互驗證。 

一個組織的領導者當然是型塑整個組織文化的推手，領導者的思

想絕對反應在他對整個組織的政策上，這些政策也會直接、且間接的

造成整個組織文化的成形，因此，一個制度的建立絕對是與領導者有

關。 

因此本研究也將領導者歸納為影響知識分享機制的一個原因之

一，若是領導者本身對於知識分享的重要性有所意識，則其在知識分

享的機制上也應會多所著墨。 

 

三、產業生態與外在環境 

在封裝產業的生態上，合作開發新的技術是產業常態，即便是產

業中的龍頭，也會與產業中其他廠商，更甚者會與非營利之研究機構

合作共同進行新技術的開發。如晶圓級 CSP 封裝技術是由工研院電子

所率先開發研擬，而其他廠商在相繼投入共同研擬，因此在封裝產業

中，與大廠合作的知識分享機制就變成特殊的常態。 

另外一項特殊的部分可以在台積電的身上看出端倪，本研究受訪

人員表示，T 公司的製程技術是全世界領先，所以不但不需要與其他

廠商合作開發新技術，反而還必須慎防其新製程的流出，是故，與其

他廠商作技術上的交流在 IC 製造商就比較不多見，主要只有在客戶

的部分才有所交流，有客戶進駐等合作方式。 

四、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的差異，也是造成知識分享機制有所相異的原因之一。

舉例來說，IC 設計公司皆是以專案團隊的方式進行運作，是故，其

在專案團隊間的分享就成為必要的知識分享機制。 

而封測廠商多屬不同站別的生產線模式營運，除非較少的個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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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可能會採專案團隊的方式，因此在封測廠商中就較不會有所謂的專

案團隊間的知識交流。 

五、小結 

價值鍊上位置不同的廠商確實具有不同的知識分享機制，但是其

影響的部分除了本研究提出的核心能力之外，尚有其他部分，本研究

就以個案比對方式也將之做歸納與整理，找出其他影響的可能原因。 

可能包括領導者的態度，本身對知識分享的重視程度，或是公司

的策略、規模大小、工作內容等。 

 

以下為受訪廠商規模、知識分享機制與核心能力相比較表： 

 

 

 

 

 

 

 

 

 

 

 

表 5-4 規模、知識分享機制與核心能力相比較 

廠商 員工人數 知識分享機制 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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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司 120 

不同專案團隊間工作內容相關的交流 

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交流 

IT 系統 

舉辦對內發表會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設計能力 

 

 

 

 

L 公司 42 

不同專案團隊間工作內容相關的交流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設計能力 

 

T 公司 15000 

IT 系統 

正式制度 

舉辦對內發表會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工作輪調制度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產能 

品質 

領先的製程技術 

 

P 公司 1400 

IT 系統 

正式制度 

舉辦對內發表會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交流 

 

產能 

品質 

與大廠協力發展封

測技術 

 

 

 

A 公司 2000 

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交流 

IT 系統 

正式制度 

工作紀錄 

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產能 

品質 

與大廠協力發展封

測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