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全球經濟體之間的權力轉變關係就像中國人常說的一句話：「十年河東，十

年河西」。會因為在不同時間，具有不同的環境而產生不同的結果。很難想像，

200 年前，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在當時算是高度發展的國家，就如 The Economist

（2006）所提到，「在蒸氣機以及動力織布機發明之前，現在的發展中國家

（Emerging economics）在 18 世紀到 1820 年之間，其生產總值根據估計占了全

世界 80%。但由於歐洲興起的工業革命，使得他們的生產總值在 20 世紀初期掉

到了只佔世界的 40%」，當然，也代表著他們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力跟著下降。

然而，根據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統計以及經濟

學人的整理發現，這些發展中國家在過去三年的經濟成長表現平均為 6%，遠高

於富裕國家的 2.4%。同樣的情況若是繼續保持 20 年，則這些國家的生產總值

就會回到世界的 2/3，也就是會重新威脅到目前主宰世界經濟的富裕國家。所以

該篇文章一開頭就說：「這些所謂第三世界的經濟體要重新拿回之前的盟主地位

（Pre-eminence）了」。可見，經濟體之間的權力關係，是會因競爭力的強弱變

化而產生轉變的。 

 

 老一輩的人應該都還記得，菲律賓在 1950 年代的經濟成長率以及個人所得

都比台灣高，但是經過幾十年的政治以及經濟不穩定，現在國家整體發展反而

落後台灣許多，且由於國內就業不易、工資較低以及社會福利措施不佳，許多

勞工必須遠離家鄉，至鄰近國家從事勞力工作，例如在台灣從事建築工人或是

看護的工作。反觀台灣，在 1950 年代也就是民國 40 年代左右，人民生活困苦，

常常可以聽老一輩的長者描述他們小時候生活的困境，例如住家的圍牆為磚瓦

稻草，每到颱風季就要擔心屋頂被掀掉；另外，雞鴨魚肉是平常吃不到的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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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等到拜拜祭祖或是過年，長輩才會準備；而衣服更是少有新衣可穿，若家

中有五個兄弟姊妹，通常也是一件衣服五個人都穿過，若是沒有破，還會送給

鄰居。當時台灣的基本生活條件是不好的，更遑論國際競爭力。然而，50 年後

的今天，台灣普遍基本生活的條件不只已獲滿足，且台灣還曾經被形容過「台

灣錢、淹腳目」，這樣的發展，是建築在國家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適合的產業發

展政策下所形成的。台灣也因為在 60 年代起的經濟發展和新加坡、香港以及韓

國都維持在相當高的成長率，而被稱之為「亞洲四小龍」（英文稱之為”Four 

Tigers”）。而台灣真正在國際經濟體上扮演重要角色是完整半導體產業價值鏈的

形成。在 1990 年代，台灣已經慢慢地在儲備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能量，許多晶圓

製造公司以及周邊相關產業也在政府主導或是相關政策吸引下，如雨後春筍般

成立。2000 年，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達到一個高峰，當時全球委外製造的半導體

晶片中，4 片有 3 片是出自台灣的手中，且台灣的製造技術能力還在持續提升

中。說台灣是半導體產業中晶片生產的重鎮，一點都不為過，且台灣也因為半

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及在國際上影響力漸增，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建

會）在民國 91 年將半導體產業列為國家未來四個發展的重點產業之一，如表 1-1

所示。而這四大產業在後來也被稱之為「兩兆雙星」，其中兩兆是期許半導體以

及影像顯示兩大產業在未來幾年能夠分別創造出一兆元新台幣以上的產值，而

數位內容以及生物科技則為未來明星產業。 

 

 2004 年，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產值超過一兆元新台幣，達到 1 兆 990 億元新

台幣的產值，似乎一切都如預期般的上了軌道，整體半導體產業在發展了 30 之

後，也似乎達到了另外一個顛峰，這些成長都代表著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全球

半導體產業中的角色越來越不可忽視，站在半導體產業的角度而言，台灣的確

是一個很強的經濟體。而在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晶圓代工業尤其扮演

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多年以來，晶圓代工業一直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的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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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民國 91 年台灣核心四大優勢產業之產值及其預估    單位：億新台幣 

優勢產業 2000 年 2001 年 2006 年 

半導體（設計、製造、封裝、測試） 7,144 5,243 15,912 

影像顯示（平面顯示器、液晶監視器） 1,860 2,900 13,700 

數位內容（軟體、電子遊戲、媒體、 

出版、音樂、動畫、網路服務） 
1,187 1,334 3,700 

生物技術 1,024 1,250 2,500 

資料來源：經建會（民 91 年） 

 

指標，且台灣的晶圓代工業產值也持續保有世界第一的角色。 

 

然而，就在台灣半導體產業達到高峰的同時，位於海峽對岸的中國陸續推

出所謂「十五計畫」以及「十一五計畫」（也就是第十個五年以及第十一個五年

計畫），開始將半導體列為該國的重點發展方向，且也已經有初步的結果，尤其

是晶圓代工業。此外，面對國外半導體大廠在近幾年也宣布要進軍晶圓代工業，

更無疑地是對台灣的晶圓代工業的未來增添幾分未定數。很多國內的產業分析

師就預言，台灣晶圓代工業目前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價值鏈的角色，會因為中

國的企圖心加上先進的半導體大廠揮軍進入此產業而相形失色。而國內半導體

產業的企業家，則更是擔心這個預言會在幾年之內成真，而使得好不容易建立

起來的產業競爭地位不保。未來到底會怎樣發展，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畢竟這是台灣 30 年來，投入多少的人力成本，胼手胝足下好不容易在國際經濟

體中所拼湊出來的一塊地圖，台灣應該要努力保有其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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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目的及動機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之所以能夠在全球佔有一席之地，必須要感謝當時有力

人士努力用心的籌備以及推動，其中主導最力的當屬有「台灣科技之父」之稱

的李國鼎先生以及有「工研院之父」之稱的孫運璿先生。他們兩個人都有底下

的共同點：第一，都是科技背景出生。李國鼎先生曾經待過英國劍橋大學核子

物理實驗室；孫運璿先生則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科。第二，都曾經擔任

經濟部長。李國鼎先生於民國 54 年到民國 58 年間擔任，並於 58 年轉任財政部

長；而孫運璿先生於民國 58 年到民國 67 年間擔任，且在經濟部長之後，於民

國 67 年到民國 73 年間擔任了行政院院長。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兩

人都具有國際觀以及使命感。也就是說，在民國 54 年到民國 73 年間，兩人掌

控了台灣經濟發展的資源，從歷史的角度看待兩位前經濟部長，說他們是偉人

都不為過。當時台灣的時空背景是處於國內物資極度缺乏，人民教育水準低落，

極有待政府適時的政策引導國內產業發展，製造就業機會，在這方面，他們並

沒有讓人民失望。由於具有國際觀以及使命感，在他們擔任政府官員期間，其

國外考察就在觀察國際間總體經濟及產業發展的概況，做為台灣發展的參考。

另一方面，由於都具有科技背景，兩人在決定要不要為台灣引進或是發展某項

產業科技發展時，更能夠深入分析以供決策參考。於是台灣從日據時代後的農

業社會，在兩人努力下，轉型為工業社會，並且也在眾人不看好情況下，引進

半導體產業，成就台灣目前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不可或缺的地位。本

研究無意歌功頌德前人的偉大，只是要點出在產業發展的同時，政府的政策以

及執行政策的決心相當重要。由於注意到國際局勢的變化且利用本身能力加以

應變，台灣在當時的經濟成長力道相當強勁，也帶給了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

然而，國際局勢是瞬息萬變的，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成長了一段時間後，似乎

也看到了未來將面臨相當大的挑戰。天下雜誌於 2004 曾經以人均所得比較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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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和其他國家之間經濟成長及競爭力之分析，而發現台灣在這幾年的經濟成長

力道正在快速減弱中，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台灣人均所得佔競爭地區人均所得比例（%） 

 1992 1996 2000 2004 

美國 39.6 45.4 48.5 49.1 

日本 47 55.2 64.6 66.8 

OECD* 59.2 69.9 76.4 79.9 

南韓 108.9 105.7 110.5 103.7 

上海 558 417 335 247 

資料來源：華而誠（2004） 

*OECD 為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之縮寫，即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由表 1-2 可以看出，不論是相對於人均所得高於台灣的已發展國家或是相

對於人均所得低於台灣的韓國以及上海，台灣的成長力道已經不復以往。過去

這十多年，台灣的重點發展產業為半導體產業，也造就了許多身價不斐的人，

並使台灣揚名國際。然而，本研究希望能夠進一步分析在目前國際環境、台灣

政策以及產業結構前提下，探討台灣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晶圓代工業的未來，

畢竟晶圓代工業是帶領過去這段時間，台灣半導體產業突飛猛進的重要指標。

之所以選擇晶圓代工業為研究標的一方面除了因為其是國內半導體業的領先指

標，二方面是因為晶圓代工業在近兩年於全球間開始有了變化，因為以往台灣

獨大的局面現在已經面臨下有中國低階晶圓代工，上有國際先進大廠如三星以

及 IBM 的搶食，在未來這幾年，台灣業界的策略以及政府的因應措施勢必決定

未來台灣的晶圓代工業是否還能繼續保有國際競爭力。本研究將使用五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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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鑽石體系兩大理論為架構，訪問業界資深從業人員，探討晶圓代工業為何

可以在台灣成為具有世界競爭力的產業；同時，也將訪問政府主管單位，探討

政府在產業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以使研究更具有全面性以及整體性。 

 

第二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流程如圖 1-1 所示。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次級資料收集

設計鑽石體系問卷 設計五力模型問卷 

專家訪談 

資料分析 

命題發展 

 

圖 1-1 本研究流程圖 

 

首先，在確定研究目的並做相關文獻探討後，進行次級資料收集，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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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體系以及五力模型之專家問卷，而後根據問卷進行專家訪談以蒐集第一手

資料，將這些資料整理分析後，發展出本研究命題。 

 

 

 

第三節 研究貢獻 

 

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發展至今年，剛好滿 30 年。而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成功，

也使得後進國家從中學習、模仿，而其或因具有低成本優勢，或因具有獨特技

術，使其在國際間也具有其一定地位。因為台灣半導體業之貢獻良多且發展具

有多年歷史，針對晶圓代工業的研究也不在少數，然本研究與之前研究不同處

在於： 

一、應用第一手資料於五力模型及鑽石體系：五力模型以及鑽石體系各有其優

缺點及解釋力，然並沒有同時使用此兩模型分析晶圓代工業者。陳照立（民 94）

雖然在論文中提到五力模型以及鑽石體系，然而在應用上是以次級資料，而非

第一手資料。本研究針對晶圓代工業的相關人員做訪問，並以第一手資料探討

鑽石體系以及五力模型，以深入瞭解台灣晶圓代工業的現在以及未來競爭力，

實為本研究之第一貢獻。 

二、全球觀點：過去幾年，曾有部分研究著重在兩岸的晶圓代工產業，例如陳

照立（民 94）、溫程斌（民 90）以及李俊毅（民 88）等都是。然因為台灣的晶

圓代工業在未來面臨的將不僅僅是中國的威脅，還有世界各國先進半導體公司

轉戰晶圓代工領域的挑戰，故本研究以全球為觀點，在問卷題目設計上以及資

料收集上，也不僅僅只專注在兩岸的晶圓代工公司，而是全球公司。 

三、加入政府觀點：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以企業為觀點探討晶圓代工之策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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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展模式。然本研究認為政府在台灣的晶圓代工業發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故本研究訪談政府在半導體政策上的主管單位，工業局；並同時訪問更高階，

具有國家未來整體發展遠光的行政院政務委員，希望使研究更具有全面性。同

時也將企業所面臨的問題，帶到政府主管以進行瞭解，希望除了以往的企業觀

點以外，更能夠知悉政府在制訂決策時的考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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