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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介紹 

第一節 台積電演進歷程背景介紹 

一、台積電個案背景簡介 

位於新竹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中文簡稱為台積電，英文簡稱為 TSMC）成立於 1987 年，是全球第一家提供

晶圓製造服務的公司，成功的開創了晶圓代工（專業晶圓製造服務）的產業，身為專業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的創始者與領導者，台積電公司提供客戶先進的晶圓製程技術與高

製造效率的服務。根據 IC Insight 在 2008 年發表的報告，台積電公司在 2007 年已是全

球第六大半導體公司。2007 年的的營收約為新台幣 3,226 億元，佔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

務業 47%的市場，總產能超過八百萬片八吋晶圓約當量。（台積電年報，2007） 

然而，事實上回顧 1987 年剛成立時的台積電，還是一間名不經傳的企業，甚至許

多半導體產業的廠商並不看好台積電的營運模式，不認為晶圓代工有發展的可能（楊艾

俐，1998；洪懿妍，2003）。發展至今 2009 年，短短的二十餘年台積電卻已有如此的產

業規模，成為半導體產業舉足輕重的角色，自 2008 年推出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的服務後，更建立了一個 IC 設計的生態體系（ecosystem），讓客戶在這個

體系中可以找到想要服務，包括可製造性設計（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DFM）、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SIP（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晶圓代工及封裝測

試等服務，台積電主導該開放式創新平台使得自身與合作夥伴們共創及分享更大的價

值。（工商時報，2008/4） 

二、台積電開放式經營演進歷程發展之四大時期分類 

本研究在這樣的個案背景下，欲進一步探討在這短短的二十餘年內，到底台積電是

如何一步步走向現今之開放式創新的經營模式，演進為現今所經營之開放式創新平台的

服務。本個案的介紹將台積電之經營模式發展歷程分為四個主要時期進行描述：從創業

到快速成長起飛期（1987～1996）、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1996～2001）、技術與客戶服

務能耐的躍進時期（2001～2005）、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2005～2009）。接下來本

研究將進行台積電演進歷程之分類時期各時間點劃分的原因概要說明。 

(一)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期（1987～1996）：創造 Foundry 經營模式 

1987 年台積電成立，開創了晶圓代工（Foundry）的經營模式，也促使了 IC 設計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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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相繼崛起，創造了無晶圓廠（fabless）IC 設計產業。自 1987 年至 1996 年期間，台積

電從創業初期的篳路藍縷到促使整個晶圓代工市場進入快速成長期（楊艾俐，1998），

每年營業額以增加 50-100%的速度成長。 

(二)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1996～2001）：虛擬晶圓廠願景 

1996 年晶圓代工的產業逐漸吸引了眾多的競爭對手，如聯電、特許、以色列 Tower

和世大等的新進入者搶食晶圓專業代工市場（左克傑，2003）。1996 年聯電（聯華電子）

正式地從原先整合元件公司轉型為純晶圓代工公司，台積電棋逢對手，自 1996 年至 2001

年期間晶圓雙雄（指台積電及聯電）展開了一系列策略行動的爭霸戰，積極爭奪產能、

客戶訂單，以求取得晶圓代工市場之高市佔率的地位（伍忠賢，2006）。台積電此時提

出了虛擬晶圓廠（virtual fab）的經營模式願景，為企業建立了更遠大之客戶服務導向的

目標（台積電年報，1996）。 

(三)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2001～2005）：創造 e-foundry 服務 

2001 年網路通訊產業泡沫化後，半導體產業也跟著衰退，此時整合元件公司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包括 IBM、富士通、東芝、力晶、三星都陸續提撥閒

置產能提供晶圓代工服務。台積電面臨的除了原先聯電的製程技術與市場爭奪的競爭挑

戰外，此時前方又有整合元件公司大軍空中攻擊的威脅，後方亦有新加坡特許半導體

（Charter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d, CSM）以及大陸中芯國際興起的追趕（伍忠賢，

2006）。2001 年台積電提出「e-Foundry」的服務，2001 年至 2005 年期間，台積電除了

力求製程技術的提升與突破外，更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積極建立一套包括設計合作、工

程合作及運籌合作的服務系統，成為台積電「網際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e-foundry）

的經營模式架構，以增進客戶服務與客戶關係，強化鞏固客戶的忠誠度（台積電年報，

2001-2005）。 

(四)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2005～2009）：開放式創新平台經營模式 

2005 年台積電開始進行整合 IC 設計輔助工具、矽智財、以及本身的製程技術，企

業內部設立了一設計技術平台（Design & Technology Platform, DTP）的組織－「設計暨

技術平台處」，其目的是為發展提供客戶設計服務及產品開發之技術平台。2005年到2009

年至今，台積電積極發展「開放式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的服務，其

開放式經營模式再造了 IC 設計的生態體系，客戶可在這個生態圈中找到想要服務，也

為此設計生態體系中的其他合作廠商夥伴，共創及分享更多的利潤與價值（天下雜誌，

2008/05；工商時報，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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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台積電開放式經營演進歷程之四大主要分類時期 

 

接下來本研究將於下一節依據上述四項主要演進歷程發展的時期，針對台積電的個

案，描述其開放式經營演進歷程的介紹。 

第二節 台積電開放式經營演進歷程介紹 

一、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期（1987~1996）：創造 Foundry 經營模式 

(一)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發展背景介紹 

在介紹台積電公司成立之前，先概述台積電創業前期之背景。回溯到 1984 年，當

時的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曾經多次地邀請當時由德州儀器（簡稱德儀；TI，Taxas 

Instrument）資深副總裁轉任通用器材（General Instrument）總裁的張忠謀，回國擔任工

研院院長一職，終於在該年取得張忠謀的首肯（吳思華與沈榮欽，1999）。 

當時正是半導體的產業變革興起的時期，許多科技人才及廠商有創意地欲設計各種

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所謂的 ASIC 產品，

顧名思義，意指專門有特定功能的 IC。然而，這些科技人才及設計廠商卻沒有資金自建

晶圓廠。張忠謀依其在美國德州儀器公司的工作經驗，認為在這樣的趨勢下將會有許多

IC 設計的廠商會出現。（吳思華與沈榮欽，1999；左克捷，2003） 

在 1987 年，台積電出現之前，基本上所有世界半導體公司都是從設計、製造晶圓，

設計完了之後，把設計圖樣去做成光罩，光罩就是要做成 Wafer 很重要的東西，

我把他 mark 住，然後用光去投影，再一層一層做，做出來之後再把它切成小小的、

一粒一粒的，再去做封裝，封裝完了就測試，測試完了就變成這樣的東西…。這就

是 IC，做完 IC 後就開始 try 整個手機、電腦、PDA…Everything。所以 IC 就是這

樣來的！在 1987 年之前，所有的公司都叫 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整合元件製造公司。1987 年之前這些半導體公司基本上是以 IDM

的形式存在，但是設計的能力其實是不行的。（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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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 

在這樣的產業趨勢及發展的背景下，若 IC 設計公司將產品委託給 IDM 廠商製造，

會有產能供給不穩定、以及產品被侵吞、產品被模仿的風險，張忠謀相信純晶圓代工廠

的經營模式，可提供 IC 設計公司製造服務，可以大幅降低 IC 設計公司大量設廠的資本

投入及風險，更重要的是可使 IC 設計公司不必擔心設計的技術外洩給 IDM 廠商。（吳

思華與沈榮欽，1999；左克捷，2003） 

在台積成立 foundry 的前幾年，有一批人常常在餐風露宿，他人很聰明，設計一大

堆很好的 Circuit、很好的 Idea，可是他沒有中間這塊 Manufacture Capacity 的

能力，他常常要到 Motorola、FUJIZU、NEC 去說，我這設計，麻煩幫我生產，那

這些公司主要在製造自己的東西，他有空的時候，就說我幫你生產，然後他滿載的

時候，就推拖拉，就把你推出去了，所以這些 Design House，就在半饑餓狀態，

非常痛苦的。（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另一方面，工研院 VLSI 計畫期間，市場快速成長，聯電的產能難以負荷，於是有

IC 設計廠商要求蓋廠的聲音。有鑑於台灣優良的製造能力及國內市場代工的需求，因

此，便提議成立一家半導體專業晶圓代工廠（吳思華與沈榮欽，1999；左克捷，2003）。 

1987 年到 1996 年期間，可說是晶圓代工業的導入時期，1987 年 2 月台積電正式成

立，台積電的成立站了先驅者的優勢，開創並且第一個進入晶圓代工的市場（伍忠賢，

2006）。採專業晶圓代工的經營模式是台積電開創支出的第一個策略，目的是要將客戶

群鎖定在 IC 設計公司，若專業晶圓代工的經營模式獲廠商的認同，將可帶動更多新的

IC 設計公司設立，進而促進晶圓專業代工市場的成長（巫木誠，2001）。 

1987 台積成立了，那時候從工研院一個很小的 Fab 開始，跑出了這樣專業晶圓的

foundry…。原本這些 Design House，半饑餓狀態非常痛苦，但是像台積這樣的

Concept 出來，慢慢他們就會說，你是主管生產的，我是主管設計的，你一定不會

搶我的生意，我跟你應該是很好的 partner，我負責去設計，你負責去生產，所以

慢慢這個 business model 就開始成形了。所以大概在七、八年前，Morris 在美國

半導體協會領獎，這個獎上面說明了：Doctor Morris, you not only create 

foundry industry, you also create the fabless design house. Fabless 和 design 

house 幾乎是同義語的。（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回顧過去台積電的歷程，也因為如此，台積電以先驅者的優勢，處於 strong 

position，站在產業價值鏈有利的位置。（訪談三：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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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張忠謀剛成立台積電時，即開始逐漸朝向世界級的公司邁進，成為一個世界

級的公司是一個策略目標漸近式達成的一個過程，張忠謀先生於 2002 年接受採訪時即

表示： 

這都是要做了之後才來看的…做了幾年，就把原來目標、遠景提高一點，再做幾年，

再提高一點。從 1987 年到 1991 年，老實說，只要生存就不錯了。1991 到 1994

年慢慢起來了，但是遠景還沒有調整得那麼快。那時候只想做一個很好的公司。

1995 年以後，就真正想要做到一個世界級的公司。（天下雜誌專訪：張忠謀先生，

2002/09） 

 

表 4.2.1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之核心策略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1. 事業使命 
（Business Mission） 

專業晶圓代工的經營模式，且朝

向世界級的公司為目標。 
2. 產品及市場範圍 
（Product/Market Scope） 

客戶群鎖定在 IC 設計公司，為 IC
設計公司生產 IC 產品。 

3. 差異化基礎 
（Basic for Differentiation） 

站了先驅者的優勢，開創並且第

一個進入晶圓代工的市場。 

 

(三)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1987 年台積電正式成立後，將工研院之 VLSI 計畫的 130 多位技術人員轉為台積電

員工，租用計畫的設備、廠房與土地，繼續與工研院電子所合作 VLSI 計畫研究開發提

昇技術（巫木誠，2001），台積電主要的業務範疇是製造銷售客戶所提供產品設計說明

的積體電路及其他半導體裝置。 

由於張忠謀在德儀全球半導體資深副總裁的國際管理經驗，促使台積電成立就逐漸

朝向成為世界一流企業的目標邁進，企業採用國際公司的架構，如台積電的財務制度與

製造體系移植自飛利浦、人事制度移植自德儀、總經理找國際人士、堅持專業經理人，

業務目標開始即將客戶鎖定為摩托羅拉、英特爾等國際大廠（楊艾俐，1998）。 

然而，台積電在 1987 到 1990 年創業期間篳路藍縷，總經理難產，銷路打不開。張

忠謀認為台積電是國際公司，希望能找到外籍人士擔任總經理，找了幾位前任部屬，包

括英特爾的副總裁和後來擔任總經理的布魯克，都不願意來台，後來找到原任奇異電器

半導體部門總裁的戴克，但不到一年戴克因家人不能適應台灣而離職；不但總經理有問



 

45 
 

題，當時廠長曾繁城帶領從工研院轉來的近七十位工程師，每一個人前途不明、薪水不

高，也不知客戶在哪裡？（楊艾俐，1998） 

經歷 1987 到 1990 年艱辛的創業時期，在張忠謀先生的帶領之下，公司不斷地提升

製程技術、品質良率、以及交期，終於漸漸地打開了晶圓代工的客戶大門。1991 年起，

台積電終於進入高度成長期，每年營業額以增加 50-100%的速度成長，使台積電得以在

1994 年時在台灣證券交易所掛牌上市。1993 年台積電第一座 8 吋晶圓廠「晶圓三廠」

動工，同年並取得 ISO 9001 品質認證，1995 年 5 月 8 吋晶圓廠「晶圓三廠」落成投產，

從 0.4 微米製程著手，將再達 0.25 微米製程，8 月良率即高達 90%以上，10 月第二個 8

吋晶圓廠「晶圓四廠」開工， 12 月台積電「晶圓五廠」動工，此一時期台積電的月產

能約 3 萬片八吋晶圓，這是台積電一連串大力擴充產能的開始，台積電主要是採取自行

投資設廠，以及衍生方式內部成長。（台積電新聞稿，1993-1995） 

台積電自 1991 年開始提供客戶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服務，從傳統的閘排列

（gate arrays）到高複雜度的元件資料庫組群（cell-based families），以及 CBA（cell-based 

arrays）皆有提供，ASIC 客戶可以藉著系統晶片化的觀念，完成其特定功能積體電路產

品的設計，並利用台積電製造技術進入量產（台積電新聞稿，1997/01/22）。 

 

表 4.2.2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之策略性資源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1.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 

客戶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
之製造量產技術。 

2. 策略性資產 
（Strategic Assets） 

工研院 VLSI 計畫的技術人員轉

為公司員工，租用計畫的設備、

廠房與土地，並持續合作開發技

術。企業採國際公司的組織架

構，且逐漸開始建廠擴充產能。 

3. 核心流程 
（Core Processes） 

公司不斷地提升製程技術、品質

良率、以及交期，終於漸漸地打

開了晶圓代工的客戶大門。 

 

(四)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1988 年台積電以 1.5 微米的六吋晶圓進入市場，月產能約為一萬片，當時國內八

成以上的設計公司都是設計消費性電子產品，並不需要用到 1.5 微米的先進製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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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多是利用聯電的多餘產能代工（左克傑，2003）。台積電掛牌營業後，原本認為

需要台積電的三家設計公司，或是生意欠佳或是已找到日韓代工廠商，台積電只靠電子

所少量訂單苟延殘喘，客戶的訂單很不穩定，而且台積電設定世界大廠的業務拓展得並

不順利，因為這些大廠並不放心下單給台積電（楊艾俐，1998；洪懿妍，2003）。 

直到張忠謀於 1988 年辭去工研院院長，親自帶領員工專研技術解決交貨品質與交

期的問題，方才取得美國第一家純設計公司、可程式邏輯元件（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PLD）大廠 Altera 的訂單，算是踏入晶圓代工的重要指標（左克捷，2003）。 

另外一契機是來自英特爾，由於當時並沒有 ISO 的制度，台積電便積極爭取為英特

爾代工的訂單，因為，英特爾的訂單等於是國際通行證，並藉此建立國際級的品質認證

（楊艾俐，1998；左克捷，2003）。1991 年時英特爾積極尋找海外代工，英特爾董事長

及總經理都與張忠謀都有交情，勉強同意讓台積電代工部分產品，但前提是要通過英特

爾嚴格的品管測試；而半導體製造兩百多道製程，英特爾的技術人員一道一道檢查，通

過檢查後才進到下一道製程，甚至如果要換機器、改製程，都要先經過英特爾的准許才

行；台積電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才改善原本的 266 個缺點，到只剩下僅僅 6 個缺點；在

此過程中，台積電咬著牙與英特爾做賠本生意，但是台積電拿到此張通行證後，從此打

開了國際業務的大門（楊艾俐，1998）。 

早期的台積電是這樣，廠商把製程條件、製程參數給你，請你來幫我做這個，但是

業務緊縮的時候就不用做了，這個叫做純代工。所以早期的台積電是這樣，台積電

license 一些技術，找了一些 IDM 釋出的訂單來做，例如做一些 Intel 的拉！一邊

做一邊學，先從比較低階的 IC 開始做，而當時 IC 設計業者還不是那麼發達，所以

能接到的單也不多！後來就做做做，慢慢的做大了，IDM 就可以少接一點，講話聲

音也比較大了。（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1990 年代上半期，因美日不景氣，整合元件公司兼做一些晶圓代工的業務，但是單

價較高。由於台積電逐漸改善了品質與交期，致力於成本的控制，「低成本」提供了較

「物美價廉」的產品，服務的客戶逐漸以晶片設計公司為主。不過此時的市場範圍還是

只有集中於局部的 IC 廠商而已。（伍忠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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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之顧客介面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1. 履行與支援 
（Fulfillment & Support） 

致力品質與成本的控制，提供客戶

較「物美價廉」的產品，服務的客

戶逐漸以晶片設計公司為主，市場

範圍集中於局部 IC 廠商。 

2. 資訊與洞察力 
（Information & Insight） 

積極爭取為英特爾代工的訂單，並

藉此做中學中建立國際級的品質

認證，英特爾的訂單等於是國際通

行證，改善了諸多製程缺點。 

3. 關係動態 
（Relationship Dynamics） 

為取得純設計公司訂單，逐漸解決

交貨品質與交期的問題，方才取得

美國第一家純設計公司，逐漸取得

IC 設計公司的信任。 

 

(五)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 

台積電創業初期，此一時期民間資本籌募不易，行政院長俞國華指示需積極尋找知

名國際半導體公司的合作，才能增加國內投資人信心，並且確保先進技術來源以及未來

市場的開發（洪懿妍，2003）。飛利浦最先表示有興趣，但張忠謀認飛利浦氣勢太盛，

遂運用其過去累積的知名度，親自寫信給十多家半導體公司，很多信都無疾而終，只有

英特爾和德儀表示願意讓他去做簡報，但對他的代工方向都不表樂觀（楊艾俐，1998；

洪懿妍，2003）。 

當時的台積電，因為你沒有技術呀，你在那邊代工阿！美國那邊的廠都不看好這個

市場，是因為他也沒有想到這些 design house 會起來！…要能建立晶圓代工這個

business，同時也需有把握能建立起 fabless 這個市場。這二個是相輔相成的，沒

有這個就不會有這個。（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最後選定飛利浦是因其擁有許多專利，與其他大廠亦有交叉授權合約，不僅可為台

積電免除許多專利上的訴訟問題，且是另一項重要的技術來源（吳思華與沈榮欽，1999；

洪懿妍，2003）。此種積極與國際知名半導體大場合資經營的策略，不僅取得先進製程

技術，更能從合資夥伴獲得穩定的代工訂單，對台積電的成長貢獻很大（巫木誠，2001）。 

台積電的成立，政府出資總股本 55 億 1 千萬的 48.3%，本地民間資本佔 24.2%，飛

利浦出資 4,000 萬美元佔 27.5%，並取得在公司成立三年之後的十年內，得以增加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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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1%的選擇權。 

飛利浦除了同意投資台積電外，也同意轉移其較電子所（2 微米）先進的製程技術，

台積電選派了三批工程師，分別分到飛利浦在瑞士、德國及荷蘭安多分三個廠，以半年

的時間學習量產技術，工程師很快帶回技術，不斷精益求精的結果，技術還超越飛利浦，

日後飛利浦還得派人到台積電學習如何提高良率（洪懿妍，2003）。 

1994 年 12 月，台積電以 56 億標得工研院次微米計畫，由十多家企業共同投資，當

時的宗旨在於發展自有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的設計、生產和行銷能力，因而

成立了世界先進公司，台積電亦買下了世界先進的股權。次微米計畫由經濟部和工研院

共同推動建立台灣自主的記憶體晶片設計能力，但這個努力卻因為始終無法發展出自己

的技術而被迫終止。（商業週刊，2005/10/24） 

 

表 4.2.4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時期」之價值網絡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1. 合夥人（Partners） 

積極尋找知名國際半導體公司合作。最終

選定與飛利浦合作，可藉重其許多專利，

與其他大廠交叉授權合約，免除許多專利

上的問題，作為重要的技術來源。飛利浦

除投資台積電外，也轉移其較先進的製程

技術，台積電亦選派工程師到飛利浦的晶

圓廠，學習相關的量產技術。另一方面，

台積電與十多家企業共同投資工研院次微

米計畫，投資成立為發展 DRAM 之世界先

進，由於無法發展自有的技術而被迫中止。 

 

二、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 (1996~2001)：虛擬晶圓廠的願景 

(一)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發展背景介紹 

IC 產業 1980 年代末，半導體產業變革促成產業解構，過去時期廠商之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模式，由整合元件製造商（IDM）包辦設計、製造、封裝、測試

各項工作，IDM 如同產業的權力中心，主導半導體產業的發展。1987 年台積電專業晶

圓代工廠（Dedicated Foundry）創新經營模式的出現，由垂直整合的模式逐漸解構成為

專業垂直分工（Vertical Dis-integration）的模式，促使 IC 設計公司相繼的崛起以及 ASIC

產品的發展，在這樣的產業趨勢下分工的廠商各專精於各項工作，設計、製造、封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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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專業分工，擁有其利基點和分工的規模效益。 

然而，1990 年代半導體產業逐漸轉變成消費者需求之應用導向時代，全球 IC 應用

於有關於 PC 產品的比例已逐漸下降至 50%以下，通訊產品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應用

逐漸興起，產業邁入後 PC 的時代。 

此外，除了半導體產品的應用和需求，半導體產業與製程技術的摩爾定律持續發

展。摩爾定律為 Intel 創辦人 Gordon Moore 提出，其認為隨著製程技術的進步，IC 上可

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 18 個月便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因此，半導體

的發展步調和技術藍圖幾乎就根據摩爾定律所揭示的願景而持續進步。而此一時期，製

程技術也不斷地提升從 0.35μm、0.25μm 逐漸進入了 0.18μm 的高階製程。 

又因消費性產品持續朝著輕薄短小、高效能、低功耗的方向前進，並要求能快速上

市，若著眼於晶片特殊性及因應客戶不同需求的 ASIC，很難在快速變化且產品生命週

期短的市場下適時推出產品。因此，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產品已由開發一顆 IC，進入

將各種功能元件「整合」於一顆 IC的階段，IC從ASIC轉移至系統單晶片（System on Chip, 

SoC）的發展趨勢。這樣的產業趨勢促進了系統晶片技術的成長，並經由縮短上市時間

與降低晶片成本強化經營效率。（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1990 年代末期，系統晶片技術大量增加設計的負荷，此時期全球委外設計趨勢興

起，帶動了 IC 設計服務公司的興起，此一期間台灣的廠商包括巨有、智原、擎亞國際、

創意電子、科雅、源捷等進入 IC 設計服務業。1993 年專精於 ASIC 設計服務公司智原

科技成立，1998 年定位為專業的 SoC 設計服務公司創意電子成立。（伍忠賢，2006） 

另一方面，在 SoC 的設計趨勢及製程技術不斷突破下，可重複使用的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P）成為快速發展一顆複雜晶片的關鍵角色，所謂的 IP 是一種事

先定義、經過驗證、可以重複使用的功能組塊。為了簡化多功能晶片的設計，半導體價

值鏈中除了設計服務公司（Design Service）的興起，更創造出一塊專注於研發各種 IP

的專業 IP 供應商（IP Provider）的需求。（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1996 年半導體產業景氣一片看好，台積電在晶圓代工領域的營收成長大有展獲，開

始吸引了許多晶圓代工的競爭對手，除了 1980 年代後期與台積電同時期進入晶圓代工

產業的特許半導體外，新的競爭者包括聯電、以色列 Tower、世大、中芯國際等的新進

入者搶食晶圓專業代工市場（左克傑，2003；伍忠賢，2006）。 

聯電自 1996 年從整合元件公司轉型為晶圓代工公司，台積電可說棋逢對手。自 1996

年至 2001 年期間晶圓雙雄（指台積電及聯電）展開了一系列策略行動的爭霸戰，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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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時期景氣看好，美國新經濟時代來臨，市場成長率持續超過 20%，擴充產能是此一

時期最重要的目標。1998 年以後，聯電採取併購方式以求快速能以趕上台積電，而台積

電於 1999 年也採取了若干防禦性的合併，雙方展開一場激烈的併購競賽。晶圓雙雄大

力進行公司併購，積極爭奪產能、客戶訂單，以求取得晶圓代工產業市場的領先地位。

（伍忠賢，2006） 

(二)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 

1996 年台積電營收首度超越 10 億美元，此一時期，台積電自 1996 年之後開始轉型

為服務導向的企業，提出「虛擬晶圓廠」（Virtual Fab）的願景，定位台積電是一個「虛

擬晶圓廠」，策略目標是欲提供客戶最好的服務，進一部強化與客戶間的緊密關係，建

構長期競爭優勢。（台積電年報，1997） 

工廠是無法被虛擬化的，那我們這個工廠，Morris 當初喊出來 virtual fab，他是說

我的工廠就相當於是你的工廠，你好像 own 一個虛擬的工廠，因為我化身成為你

的一部份，You virtually own the fab。英文中 virtual 是個非常特殊的字眼，是虛

嗎？其實是實，是實嗎？其實是虛的，虛和實其實是互通的，所以說 Virtual fab

其實是 realized 的，virtual fab 是相對於我們客戶而言的。所以說 virtual 不是工

廠是虛擬的，而是客戶 virtual 擁有 fab，這個 fab 台積電在玩，可是你不需要花

30 億美金去建一個 fab。所以像聯發科，只要跟我們合作，你就擁有全世界最強的

IC 製造的 power 在你手上，讓你有辦法跟 TI、INTEL 這些公司來競爭。（訪談一：

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跟我台積電合作，不論是合作的流程、資訊獲得的速度、溝通的情況，都好像在

自己家的晶圓廠做的一樣，因為我們怕掉客戶，所以我們會伺候的像大爺一樣…。

（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虛擬晶圓廠」即是要讓客戶覺得相當於擁有自家晶圓廠的好處與便利，卻能免除

客戶自行設廠所需的大筆資金及管理上的問題（台積電年報，1997），這樣的定位與先

前的專業晶圓代工模式已有重大的不同，要達到這項策略目標，必須使客戶佈建的供應

鏈管理（SCM），能直接且有效延伸至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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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之核心策略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1. 事業使命 
（Business Mission） 

轉型為服務導向的企業，目標成

為全球最先進技術及服務之晶圓

製造的廠商。此外，提出「虛擬

晶圓廠」（Virtual Fab）的願景。 

2. 產品及市場範圍 
（Product/Market Scope） 

「虛擬晶圓廠」策略目標是欲提

供客戶不只是產品，而有更好的

服務，強化與客戶間的緊密關係。 

3. 差異化基礎 
（Basic for Differentiation） 

讓客戶覺得相當於擁有自家晶圓

廠的優勢，免除客戶設廠所需的

大筆資金以及管理上的問題，讓

客戶佈建的供應鏈管理（SCM），

能直接且有效延伸至台積電。 

 

(三)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1996 年台積電即開始投入企業再造，改變組織流程，將過去以生產導向的組織型

態，逐漸改變以服務為本位，讓技術人才也具有行銷技能的服務型組織，以提高產業進

入障礙，實現「虛擬晶圓廠」的願景（台積電年報，1997）。 

職有專司才能持續推動業務，台積電體會資訊化的重要性，即能藉著資訊技術的塑

造提升競爭優勢，因此，資訊長的職級為資深副總，跟研發、製造、業務的主管平起平

坐。1997 年進行資訊部組織的設計，由資深副總林坤禧擔任資訊長，台積電的資訊技術

部對外而言，建立創新、差異性的客戶服務，對內而言，達到改善效率的目的。（伍忠

賢，2006） 

以客戶為導向的心態是非常的重要的！customer orientation！virtual fab 在運作

時，我們有一連串的服務，需要密切與客戶一起工作，才能使製造過程更順，因此，

才需要有結合內部重要的 IT 策略。（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為了達成「虛擬晶圓廠」的目標與願景，台積電所規劃的供應鏈管理系統可約略劃

分成兩大部分：一是前段系統：此即是與客戶溝通的交易平台，透過大量網路及應用軟

體等 IT 工具的使用，促使台積電與客戶間的關係更為密切。另一是後段系統，是台積

電自身的供應鏈管理，前端系統的高效能須有後端系統的全力支援，兩者間有如硬幣之

兩面難以分割且缺一不可。（蔡政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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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價值鏈管理體系很大的重點在於後段系統，後段系統即是台積電自身的供應

鏈管理。Foundry 屬客製化服務，產出庫存並不是關鍵，提升內部運作效能才是重點，

但這包含三個互相衝突的變數：製造週期、產能利用率以及最大化的營收與獲利。由於

晶圓廠的龐大折舊費用，迫使產能利用率必須維持高檔，而 Foundry 客戶訂單少量多樣

的特性，則使製造彈性成為維持高產能利用率的關鍵。為了增加彈性，就會增長製造週

期，台積電儘量將製造週期合理化壓縮，並與廠商形成某種默契，讓客戶能準確預估製

造週期，易於安排其供應鏈（蔡政安，2005）。 

在台積電 SCM 的後段系統運作上，是以全方位訂單管理系統（Total Order 

Management，TOM）為核心，TOM 處理接單與排程，並掌控所有訂單的運作現況，將

客戶需求與實際產能間的配合作系統化管理（電子時報，2000/12/02）。 

TOM 向上與預測規劃系統（Forecast Planning System，FPS）銜接，將客戶未來可

能的訂單作預先的了解與安排，利於產能的提前規劃，臨時抽單下的訂單遞補，並可衡

量客戶的預估準確度作未來持續規劃下的參考。TOM 向下則與 MES 整合，將訂單與晶

圓廠的製程、產能作合理的搭配，再向下則與 SAP 的 ERP 系統整合。另外，產品資訊

資料庫（Product Information Data Base，PIDB）也與 TOM 作相互銜接，這是以產品別

為分類所形成的資料庫（電子時報，2000/12/02）。 

台積電製造流程的彈性，完全顯現在以 TOM 為核心的後段系統上。透過 FPS 有效

掌握客戶總需求及趨勢，使排程牽扯到的預測與計算更加精確，並準確展開成各晶圓廠

內各機台、製程與產能的合理搭配。Foundry 製程技術的流程發展須 6 個月以上，加上

設備調整的時間延滯，將導致極大的折舊壓力，因此，生產的模式是「貨（訂單）依機

器」，台積電 Foundry 的製程彈性，在於製程事先依預測而備妥，而非接單後再調機器。

既然台積電的製程改變必須預先規劃，所以相當倚賴技術行銷能力，正確預估出市場所

需的技術，並適時準備在那裡，即在變動的環境中，台積電必須隨時掌握產品需求，以

提供最符合的製造服務供給（電子時報，2000/12/02；蔡政安，2005）。 

1997 年，美籍總經理布魯克離職，為了因應競爭激烈的市場，由張忠謀親自兼任總

經理，加速帶領轉型為服務導向公司，期望以品質、交期、與服務避開同業的殺價競爭，

同年，台積電的海外存託憑證（ADR）也在紐約證券交易所掛牌交期。 

至 1999 年底，台積電已擁有 6 吋晶圓廠兩座，8 吋晶圓廠六座，共產出 180 萬片 8

吋晶圓，首座十二吋晶圓廠 12 月開始動土興建。1999 年營收為 731 億台幣，比 1998

年成長 45.6%（台積電年報，1999）。2000 年，台積電積極地擴張產能，3 月台積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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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的最大單一 8 吋「晶圓六廠」投產起用，12 月在「晶圓六廠」的生產線成功量產第

一批 12 吋晶圓，產能大幅提昇至 340 萬片。此一時期台積電積極擴張產能，利用產能

大的競爭優勢，以求能長期穩定接取客戶的大訂單，提供客戶「長期穩定量大的代工服

務」。（伍忠賢，2006） 

台積電蓋若干的晶圓廠，形成了 cluster，是台積電所 run 出的一種 foundry，以

很有 efficency run 出很好的 foundry，我們雖然有幾個不同的廠，但台積 run 廠

的方式，是讓他們能夠互相支援，截長補短，這是我們內部的 decision，是我們 run 

foundry 的 know how，我們把它 run 起來了！舉例來說，晶圓我今天缺這半台，

你那邊 via net，我可以調來調去，cluster 是有這樣的作用！cluster 主要是生產設

備互相的支援，因此，若蓋在新竹和南科勉強還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波蘭蓋一

個、愛爾蘭蓋一個，就不 work 了。所以我們對於設備、對於產能，運用到極致，

這是台積電很成功的一個因素之一。（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舉例來說，假如他就從 fab8 移轉到 fab5 好了，那這樣子他是不是要能夠把 fab8

剩下的步驟交給 fab5 來處理，這中間問題是 fab8 的製程條件和 fab5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中間要建立的本身的 capacity 是可以移轉的，相當於說他的 process 的

能力和工作水準都要一模一樣。（訪談六：台積電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他們有各種 possibility 拉！有時候是 capacity 的問題，有時候是製程設備的問題，

比如說你再怎麼樣排，就剛好有一個地方有空檔，但是你如果硬把他塞到另一個完

全做完的話，你變成那個空檔變得更大，就是在 capacity 的計算條件上，你可能

不是最 optimize，但是如果把他挪過去，他這個空出來，又可以去接新的單子，

因為有些步驟用到的設備不太一樣，所以製程移轉上，就是可能有比較慢速的機器

就做一樣的工作就好了。（訪談六：台積電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1996 年到 2001 年這段期間，台積電同時也致力於製程技術的開發。1996 年台積電

完成 0.35μm Logic 製程技術的開發，1997 年在開始導入 0.35 微米製造時，還落後全球

半導體技術委員會（ITRS）的技術藍圖整整 1 年，1998 年到了 0.25 微米時，台積電則

已經跟 ITRS 的技術發展並駕齊驅。1999、2000 年，到了 0.18 微米時，台積電就超前了

ITRS 技術藍圖，已躋身為世界先進廠的水準。不過儘管如此，台積電在技術方面雖然

開始領先產業平均值，對於領先集團的英特爾、IBM 來說，至少還落後 2 年。（半導體

工業年鑑，1996-1999；伍忠賢，2006）。 

1997 年台積電依其「虛擬晶圓廠」的願景，內部成立了 IC 設計服務的部門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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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epartment, DSD），專門開發基礎矽智財與建立設計流程，提供先進製程的設計

服務。但是由於台積電的核心畢竟還是在於晶圓製造的部份，單靠其內部 IC 設計服務

部門還是無法滿足市場及不同客戶的需求。（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台積電以前那一部份有做過設計服務，不過那設計服務是設計後段的，設計的 chip 

implementation、routing 等等這類東西。前段設計 design 的部份，設計是跟著

application 走的，application 如果 activity 不夠、掌握度不夠，是設計不出好東

西的…。我們有一些所謂的 IC 設計的人，但是他們是作一些簡單的、製造、解決生

產的問題，一軍不會在台積電啦！真的好的 IC 設計公司，他的那個 profit、那個待

遇是比台積好很多的…。我們不懂 application 的設計，我們沒辦法培養太多設計

的人，設計的人在台積電的話根本沒辦法養活他。（訪談一：某台積電高階主管） 

表 4.2.6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之策略性資源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1.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 

致力於製程技術的開發，到了

0.18 微米時已躋身為世界先進廠

的水準。科技與行銷技能兼具的

服務型組織，製造彈性、品質、

交期佳。資訊部的組織提供 IT 系

統之創新及差異化的客戶服務。 

2. 策略性資產 
（Strategic Assets） 

積極建廠擴張產能，已擁有 6 吋
晶圓廠兩座，8 吋晶圓廠六座，

12 吋廠也開始興建，產能大以提

供客戶長期穩定量大的服務。

DSD 部門的成立開發基礎矽智財

與建立設計流程，提供先進製程

的設計服務。 

3. 核心流程 
（Core Processes） 

供應鏈管理系統之前段系統及後

段系統，透過 IT 系統與顧客關係

更密切，以 TOM、FPS 等系統提

升製造流程彈性，掌握產品需求

與產能間的配合作系統化管理。 

 

(四)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此一時期，由於台積電進行一系列大規模的公司併購，積極爭奪更多的產能以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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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訂單，規模經濟的效果出現，台積電之成本領導效益佳，有更多整合元件公司委外訂

單釋出，擴大了整個台積電客戶所涵蓋的市場。（伍忠賢，2006） 

而在台積電實現虛擬晶圓廠的過程中，台積電即透過了各種不同的方法加強與客戶

溝通，例如經由公共網路、運用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電子資料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跟客戶互相傳輸設計、工程資料。（伍忠賢，2006） 

開始想要導入這些各種資訊技術，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就是你平常 email、電話，

一定要溝通的，發現很多都是 routine 的東西，我用電腦資訊方法就可以解決的，

當然就想用這個解決，所以這個原動力是蠻清楚的！這是成本的考量，更是效益上

的考量！（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為了達成「虛擬晶圓廠」的目標與願景，1996 年隨即展開了積極的行動，1996 年

11 月即推出「全方位訂單管理系統」（Total Order Management，TOM）上線服務，提升

客戶訂單管理的效率與服務水準。台積電透過該系統可確實掌握所有客戶訂單運作的狀

況，正確預估出市場所需的技術，將客戶需求與實際產能間的配合作系統化管理，準確

展開成各晶圓廠內各機台、製程與產能的合理搭配。在變動的環境中，得以提供最符合

的製造服務供給（台積電年報，1996；半導體工業年鑑，1997；電子時報，2000/12/02）。 

為使業務上的往來與相關資訊、知識能順利交流，台積電推出 TSMC-Direct、

TSMC-Online 與 TSMC-Online 2.0。TSMC-Direct 適於大型業者的 ERP 直接整合，

TSMC-Online 2.0 則是以網際網路接取上線，適用的客戶是最廣且無規模限制。台積電

希望透過如此大量網路及應用軟體等 IT 工具的使用，對於客戶能成為一次購足服務

（One Stop Service）的對外服務窗口，提供客製化的資訊擷取服務，希望客戶透過

TSMC-Online2.0 就可完成整個商業流週期（Business Cycle）的應有價值活動（電子時

報，2000/12/02）。 

Virtual Fab 的概念主要是藉由 IT 的資訊流通，實現客戶導向的服務價值。在當年

的目的是…試想你是 IC 設計的廠商，如果你可以變成一個 IDM 廠商，又便宜又快

又好…。因此 Virtual Fab 主要的策略目標是要找到利基點，協助 Fabless 產業，和

台積電共同成長。（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透過台積電之電子化策略，「虛擬晶圓廠」願景的實現，客戶佈建的供應鏈管理能

直接且有效延伸至台積電，使得客戶覺得台積電彷彿是其自身的晶圓廠。台積電佈建相

關的基礎架構以協助客戶擴大及延伸其供應鏈（extended SCM）的決策與控管範圍，以

IC 製造領域為核心，逐漸加大前端設計服務聯盟以及後端封裝、測試服務範圍，持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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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資訊的透明度與即時性，使客戶僅透過台積電就可掌握自身整體供應鏈的管理工作

（電子時報，2000/12/02；蔡政安，2005）。 

 

表 4.2.7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之顧客介面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1. 履行與支援 
（Fulfillment & Support） 

規模經濟效果出現，成本領導效

益佳，爭奪更多產能以及客戶訂

單，IDM 委外訂單開始釋出。

TSMC-Online、TSMC-Direct 等 IT
工具提供客製化資訊擷取以及一

次購足的服務。 

2. 資訊與洞察力 
（Information & Insight） 

將客戶供應鏈管理有效地延伸至

台積電，以 IT 系統掌握客戶訂單

運作情形，進一步預估市場需求

與產能相配合，以系統化管理提

升最適製造服務的供給。 

3. 關係動態 
（Relationship Dynamics） 

透過各種資訊技術加強與客戶溝

通，TOM 上線服務提升客戶訂單

管理的效率與服務，持續提高資

訊的透明度與即時性，客戶得以

在台積電之 IT系統上有效掌握自

身的供應鏈管理。 

 

(五)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 

為了就近接取美加晶片設計公司的訂單，1996 年 6 月台積電與美國 ADI、Altera、

ISSI 等簽訂合資協議，共同投資 12 億美元於美國華盛頓州 Camas 市設立 WaferTech 公

司，並興建 8 吋晶圓積體電路製造工廠，聘肯尼．史密斯先生（Kenneth G. Smith）擔任

WaferTech 的首任總經理（半導體工業年鑑，1997）。然而由於 WaferTech 管銷成本偏高，

即使設備攤提期滿後，變動成本仍遠高於台灣，承平時期總部尚可支應，一旦落入景氣

谷底，恐怕是最早進行大刀闊斧整頓的項目。（伍忠賢，2006） 

1998 年美商艾堤生元件公司提供台積客戶免費資料庫及直接技術支援，這是資料庫

市場革命性突破，同時也強化了台積電對客戶的服務（半導體工業年鑑，1999；電子時

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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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踐「虛擬晶圓廠」的願景，針對供貨公司的部份，台積電在 1998 年底開始要

求供貨公司知道台積電的實際庫存，導入持續補貨規劃（CRP），自動幫台積電補貨，

並由供貨公司自己來維持庫存。台積電會持續提供供貨公司 4～6 個月預測值，供貨公

司每天可以從網路上看到台積電生產的進度，進而調整自己的生產規劃。1999 年 3 至 9

月進行供貨公司庫存管理（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VMI）計畫。（洪廣朋、黃旭男，

2002；伍忠賢，2006） 

1999 年此一時期，半導體景氣逐漸回溫，造成台積電的產能吃緊，加上聯電在後採

取積極的併購策略以求能快速趕上台積電，台積電遂展開防禦性併購的策略行動。此時

期的宏碁電腦，希望將德碁從虧損累累且技術落後的 DRAM 領域中脫身，6 月台積電與

宏碁宣佈策略聯盟合作關係，由台積電購入德碁三成股權，德碁將採用台積電的製程轉

型為晶圓代工廠，並減少生產 DRAM，加重生產邏輯產品，年底時台積電宣佈合併德碁，

透過策略性的合併，除提升經營效率之外，更取得了德碁 32 萬片 8 吋晶圓產能。此外，

此項投資的效益，也著眼於和宏碁集團的合作，以及宏碁集團在晶片零件和晶圓代工等

領域的龐大需求。（電子時報，1999/6/9；電子時報，1999/12/12；伍忠賢，2006）。 

合併後的台積電在 2000 年的 8 吋晶圓總產能約 300 萬片，產能居世界第二，已拉

大與聯電的產能差距，張忠謀強調，合併德碁的最大目的在於營運效率上，人員調度將

更具彈性，擴產、增資、採購設備、產能的挹住都是帶給台積電的效益。（伍忠賢，2006） 

此外，2000 年台積電以 2：1 換股比例，相當於 73 元高價合併世大積體電路，並且

獲得 8 吋廠產能，以保持領先聯電的優勢。不過也促使世大前總經理張汝京離開台灣，

轉進上海，成立中芯國際（伍忠賢，2006）。 

併購德碁和世大，到了事後看來，都還是非常正確的。這也是為什麼 2001 年不景

氣時，我們的產能利用率還是能比競爭對手高。那些併購並不只是為了搶產能，也

是為了搶客戶和人才。如果只是為著搶產能，那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週期性看不

準。但是，爭取到客戶及人才是最重要的。（工商時報專訪：張忠謀先生，2004/4） 

另一方面，由於新加坡是許多科技公司的重要據點，例如惠普的高階電腦、伺服器

和飛利浦半導體等。因此，1999 年台積電與飛利浦半導體、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投資私人

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合資設立 SSMC 公司及晶圓廠，2000 年 9 月時新加坡的 SSMC 投

產成功。（伍忠賢，2006） 

2000 年時台積電其先前所轉投資的世界先進，發現無法跟世界一流 DRAM 公司競

爭，因此決定轉型晶圓代工，世界先進的大股東台積電給予訂單和技術很大的支援。2000



 

58 
 

年 2 月世界先進與台積電簽下了 5 年製造的合約，由台積電移轉製程技術給世界先進以

進行晶圓製造，而世界先進保留特定產能給台積電，按雙方約定價格生產台積電客戶所

要求的產品。換句話說，世界先進有如台積電的外包公司，替台積電的客戶生產相關的

產品。（伍忠賢，2006） 

台積電的策略擴產的方式有點變化，自從買了德碁跟世大之後，他整個主體的擴廠

策略已經 fix 了，他就開始去買旁邊的，然後用 alliance 的作法，去買、併購其他

的子公司，但是不把它納入台積電的主體，像是世界先進，大家都知道是台積電的，

可是他沒有併入台積電，他還是獨立個體，台積電就把他接到的主流業務，這邊產

能不夠，就把它塞到世界先進去，就把世界先進當作是他的 buffer。（訪談六：台

積電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2000 年的營收大幅成長至 1,662 億台幣。台積電一方面也跟日月光等特定封裝與測

試公司合作，另一方面，由於台積電設計服務部門其服務的容量有限，台積電試圖結合

IC 設計自動化領導廠商、元件資料庫和半導體智財供應商以及產品設計執行服務業者以

進行 IC 設計服務相關合作的策略聯盟。因此，台積電於該年聯合了數家設計公司及 IC

廠商結盟，成立 IC 設計中心聯盟（Design Center Alliance, DCA），當客戶需要半導體設

計相關的服務時，客戶可以透過台積電所提供的 TSMC-Online 2.0 線上服務連上第三方

的設計服務聯盟，客戶可以方便取得相關的半導體智財產品與服務。（簡禎富、史欽泰、

陳亭蓁，2008；台積電年報，2000） 

 

表 4.2.8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之價值網絡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1. 供應商（Suppliers） 
利用 IT 系統導入供貨庫存管理

(VMI)，供應商視台積電生產進度，

自動協助補貨以維持庫存。 

2. 合夥人（Partners） 

合資美國 WaferTech 公司，並興建 8
吋晶圓廠以就近接取美加的訂單。與

Philips亦合資在新加坡設立 SSMC公

司及晶圓廠。移轉製程技術至世界先

進，以協助其轉型為晶圓代工廠，且

保留特定產能給台積電。有廠商開始

提供 IP 資料庫支援。另外也跟日月光

等特定封裝與測試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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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之價值網絡的個案描述與整理（續）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3. 聯盟（Coalitions） 

先與宏碁結盟，帶來宏碁相關零

件製造的需求；接著先後併購德

碁、世大，以爭取客戶及人才，

提升產能及整體營運效益。與設

計自動化廠商、元件資料庫、智

財供應商、設計服務業者結盟成

立設計中心聯盟(DCA)，提供客

戶更方便取得智財產品與服務。 

 

三、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 (2001~2005)：創造 e-foundry 服務 

(一)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發展背景介紹 

2000 年該時期遇上全球網路市場泡沫化（Internet Bubble）的波及影響，2001 年世

界半導體市場衰退達 32%，台積電營收亦衰退 24.3%至 1,258 億台幣。此時整合元件公

司（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包括 IBM、富士通、東芝、力晶、三星都陸續提撥

閒置產能提供晶圓代工服務。台積電面臨的除了原先聯電的製程技術與市場爭奪的競爭

挑戰外，此時前方又有整合元件公司大軍空中攻擊的威脅，後方亦有新加坡特許半導體

（Charter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d, CSM）以及大陸中芯國際興起的追趕（伍忠賢，

2006）。 

此外，此一時期回歸到消費者的基本面，消費者應用導向的時代來臨，筆記型電腦、

手機等 NB 及通訊相關產品，以及眾多的消費性電子產品迅速發展，產品生命週期越來

越短。半導體市場景氣於 2001 年衰退之後，於 2003 年逐漸復甦，2004 年又到達了高峰。

（台積電年報，2001；伍忠賢，2006；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另一方面，IC 的製程發展亦逐漸進入更複雜更高階製程的奈米科技時代，此一時期

的製程技術，IC 的線寬從 0.18μm、0.15μm，移轉到 0.13μm 製程技術，並且廠商努

力研發逐漸走向 90nm 的奈米級的製程技術。此時期 IBM 挾著 0.13μm 製程技術領先的

優勢，攻城略地，搶食晶圓代工市場的訂單，晶圓雙雄（台積電、聯電）在製程技術落

後的情形下勢必要有所策略行動，形成了一場三家廠商為首彼此製程技術競爭攻防戰的

情形。（伍忠賢，2006） 

而半導體產業的競爭態勢，從過去各家廠商單打獨鬥、各顯神通，然而在面對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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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先進製程研發成本日益攀升的情形下，此一時期各家廠商紛紛進行策略聯盟，聯手

攻掠以集中資源降低及分擔風險。產業逐漸轉向為聯盟與聯盟之間、供應鏈與供應鏈之

間、以及經營模式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模式。也就是說，單靠自己所累積的戰鬥力是不

夠的，不同的競爭合作策略正逐漸演化成形，合縱連橫是此時期發展的趨勢。因此，此

一時期廠商各積極地組成技術聯盟共同研發新製程技術。首先 2000 年以 Philips 及意法

半導體為首，與歐美日 IDM 大廠締結全球性的技術聯盟－Crolles2 研發聯盟，共同建立

ASIC/SoC 相容的技術平台。2003 年以 IBM 為首所領軍的高階製程技術聯盟亦成立。（簡

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二)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 

台積電為提高客戶服務附加價值，提供一次購足服務（One Stop Service），與半導

體產業價值鏈前段（Front-End）服務廠商以及後段（Back-End）服務廠商進行合作，藉

此增加服務內容深度，以擴大可服務客戶的範圍。前端（Front-End）服務廠商包括智財

權組塊（IP）、元件資料庫（Library）、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EDA）與設計服務等，後

端服務廠商則包括封裝、測試等廠商。Foundry 的運籌體系，即是為一以 Foundry 為核

心，協力廠商圍繞其周圍的「全面性服務體系」（台積電年報，2003）。 

2001 年台積電提出業界首創的「e-Foundry」服務理念，積極將更多客戶的服務內

容延伸至網際網路上，提供更及時與便捷的溝通模式及服務（台積電年報，2001），

e-Foundry 是以客戶關係管理為核心的前段設計服務系統，其願景是要創造一個整合的

服務價值鏈，能夠縮短客戶產品獲利時間（time to profit）、上市時間（time to market）、

量產時間（time to volume）與交期（time to delivery），能夠最適化合作的事業流程

（collaborative business processes）及能夠提升知識管理與資訊技術。 

在「e-Foundry」的理念下，台積電以網際網路為基礎，建立一套解決方案包括「關

係管理」（Relationship Management）、「設計合作」（Design Collaboration）、「工程合作」

（Engineering Collaboration）與「運籌合作」（Logistics Collaboration）等應用服務系統，

成為台積電「網際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e-foundry）的基本架構（台積電年報，2002）。

e-Foundry 服務的基本架構如圖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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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e-Foundry 服務的基本架構 

資料來源：台積電網站 

 

所謂的 e-foundry 實踐的作法，就是說我們當時有很多服務，都可利用 internet

和資訊科技來把它完成。舉一個例子，客戶透過 e-foundry 的方式，可以透過 wafer

的 online，就可以知道每批貨生產目前的狀態，可以透過網路就可以讓客戶在家就

可以掌握情況。此外，這些 e-commerce 的 solution 讓我們與客戶接觸更密切更

順利，從設計、製造、未來技術、都有所接觸。（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此一時期，台積電是根基於核心的製造專長，以虛擬整合的策略，整合半導體價值

鏈前段設計與後段服務，結合晶片設計服務公司（如創意電子）、晶圓代工公司（如世

界先進）、以及封裝測試廠商（例如日月光）等上下游公司形成虛擬的整合元件公司

（Virtual-IDM）。在「可製造性」前提下，確保前後段流程彼此的緊密整合，掌握製造

品質的可靠度與穩定度，其目標是客戶成為全球供應鏈及協同運作的最佳夥伴，能快速

回應客戶需求，更精確掌握交期，是台積電專業晶圓製造服務的關鍵差異（台積電年報，

2002；伍忠賢，2006）。 

為了更加強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張忠謀指出，2002 年之前台積電遠景是成為全球擁

有最先進技術、最佳服務導向的公司，其次才是客戶、夥伴關係。但是 2002 年下半年

此願景改變為以「雙贏的夥伴關係」為優先。台積電也由產業鏈的一環轉變為跟客戶一

體的共同體，而這種雙贏的夥伴關係，足以與整合元件公司競爭，張忠謀亦表示，夥伴

關係最重要的是長期綜效，短期總是有一方要承受一些損失，台積電希望與更多客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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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這種良性而且持久的合作關係（伍忠賢，2006；工商時報，2002/12/17）。 

 

表 4.2.10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之核心策略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1. 事業使命 
（Business Mission） 

「e-Foundry」的服務理念，以 IT
製造服務為基本架構，客戶關係

管理為核心的服務系統。公司從

過去最先進技術及服務的願景轉

變為「雙贏的夥伴關係」。 

2. 產品及市場範圍 
（Product/Market Scope） 

與產業價值鏈前段服務廠商以及

後段服務廠商進行相關的合作及

整合，藉此增加服務內容深度，

以擴大可服務客戶的範圍。 

3. 差異化基礎 
（Basic for Differentiation） 

以 Foundry 為核心，協力廠商圍

繞其周圍，虛擬整合價值鏈形成

Virtual-IDM，提供客戶「全面性

服務體系」。與前後段流程彼此的

緊密整合，掌握製造品質的可靠

度與穩定度，與客戶成為協同運

作的夥伴，快速回應客戶需求，

更精確掌握交期，是台積電製造

服務的關鍵差異。 

 

(三)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此一時期的關鍵，在於製程技術開發的策略，儘管 IBM 的技術此時早已領先台積

電，IBM 挾其 0.13μm 製程技術的領先優勢，搶食晶圓代工市場的訂單，使得台積電在

0.13μm 製程上吃了 IBM 不少的悶虧。然而台積電決定臥薪嚐膽，由研發部門自主研發

0.13μm 的製程技術。在台積電進行 0.13μm 製程技術開發之初，甚至回絕了研發人員

派駐到 IBM 的合作研發方式，而堅持選擇自行研發，使得台積電保有自主及領先的技

術能力。（伍忠賢，2006） 

當時 2000 年 IBM 的 0.13 微米製程早已備妥，2001 年台積電 0.13 微米製程良率只

有 40%，2002 年時也只有 60%。2003 年 3 月台積電密切合作夥伴的大客戶 NVIDIA，

因產品週期以及 ATI 競爭後來居上的壓力，轉為請 IBM 代工。然而台積電仍毅然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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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IBM 登門兜售銅製程技術，決定自己土法煉鋼開發，即使開發時程晚了許多，但

也因此自行累積了製程技術研發的實力。在台積電 0.13 微米大量接單前約 1 年半，台積

電先以 0.15 微米製程協助客戶降低成本，在 0.13 微米導入大量生產後在晶圓代工競爭

上又逐漸搶回優勢。2003 年 5 月 NVIDIA 又將繪圖處理器 NV35 在台積電下單。2003

年底，台積電 12 吋廠 0.13 微米製程產能已占全公司產能的一半。（伍忠賢，2006） 

事實上，2000 年時台積電與聯電之間的差距還不算大，聯電的營收大致還有台積電

的六成左右，聯電成功量產 0.18 微米因此製程實力大增，甚至威脅著台積電龍頭的地

位。此時聯電更趁乘追擊與日立和英飛凌共同興建 12 吋廠，與英飛凌和 IBM 共組技術

開發平台 WorldLogic，開發 0.13 微米製程，準備欲靠 0.13 微米製程給台積電最後致命

的一擊。原先聯電所想的策略是，希望透過策略聯盟除了可藉外力在技術提早卡位外，

一方面還可降低研發風險和成本，未來更有機會取得英飛凌和 IBM 的代工訂單。然而

卻沒想到，聯電為了向 IBM 學習 0.13 微米銅製程的技術，聯電不僅砸下 1 億美元以上

的經費，公司研發人員更高達數百人次往返紐約與新竹之間，但是由於 IBM 並未傾囊

相授，WorldLogic 計畫到期，聯電在技術上所獲有限，技術遇到瓶頸障礙，訂單也沒爭

取到多少，只好關起門自己對 0.13 微米製程做收尾的工作。但是，此時已讓台積電成功

地持續保有製程技術領先的優勢，在這樣一來一往間，聯電的技術開發進度已比台積電

延後了約 1 年。且在此一時期短短的幾年時間，台積電拉開與對手聯電的差距，2004

年聯電的營收僅剩台積電的三成，且營收的規模越差越大。（伍忠賢，2006） 

2001 年台積電研發出先進的 0.13 微米製程，製程技術持續領先國際半導體技術藍

圖（IRSS, Internationl Technology Roadmap），且第一座 12 吋晶圓廠開始以 0.13 微米銅

製程為客戶量產（台積電年報，2001）。2002 年迅速地擺脫了先前 2000、2001 年網路通

訊市場泡沫化的影響，營收成長 27.9%達 1,609 億台幣，研發人力的成長率超過 12%，

總共獲得 452 項美國專利。（台積電年報，2002） 

為實踐「e-foundry」服務理念，台積電每年把營收的 1%～2%進行 e 化工程，為提

昇客戶滿意度及改善經營績效，2001 年初建立企業供應練管理系統，以快速回應客戶需

求並掌握交期。並且於 2002 時開始著手進行多項的經營流程再造計畫，包括履行訂單

需求流程、客戶服務及滿意流程、技術開發至量產流程與人員招募及發展流程等。此外，

應用供應鏈和網站，整合實體與虛擬空間，涵蓋企業內部、供貨公司、客戶、互補公司，

逐漸建置起 e-foundry 整個完整的架構。將企業內和企業間進行網路虛擬整合，整合包

括上下游成員，延伸管理和服務範圍，透過價值網服務的整合，以達成資訊透明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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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資訊，效率、溝通到知識分享等之目的，以及客戶可在台積電商業流週期中（business 

cycle），掌握自身整體供應鏈的管理（台積電年報，2002；經濟日報，2002/4/22；洪廣

朋、黃旭男，2002）。 

另一方面，為強化先導性技術的開發，先導性技術部門人力增加 3 倍，2002 年時開

發完成 90 奈米 CMOS 邏輯製程的初步驗證，完成第一座 12 吋晶圓廠之量產生產線。（台

積電年報，2002）。2003 年台積電推出 12 吋晶圓 90 奈米銅導線及低介電質製程，而另

一座 12 吋晶圓廠（晶圓十四廠）的廠房設施已於該年的年底興建完成，此時總產能已

提升達全年 400 萬片八吋晶圓約當量（台積電年報，2003）。 

2004 年半導體產業景氣又達到了高峰，台積電營收持續高度的成長 26.8%達 2,559

億台幣。台積電亦成功地自主研發開拓具突破性的浸潤式微影技術（Immersion 

Lithography），並且和光學微影設備商密切合作，以建立此技術的基礎架構及擁有原型

測試機台和量產機台。此一技術已應用於最先進的 90 奈米製程技術，成功地驗證 193

奈米波長浸潤式微影技術在量產上的可行性，順利地產出全功能 90 奈米元件，在半導

體產業中是一項非常重大的突破。此一技術之優勢在於利用浸潤式微影技術可延續舊型

量產機台 193 奈米波長曝光機，使其解析能力到達至 32 奈米的製程技術，不需要依賴

高風險及高單價的 157 奈米波長曝光機。也就是說，台積電的製程技術得以在不需大量

更換製程設備及調整製程參數與流程的情形下，即可快速導入下幾個世代更先進的製程

技術層級。（台積電年報，2004；台灣及美國專利資料庫） 

台積電所做的研究開發都是所謂的製程的開發，製程的研發是作什麼，比如說我那

個曝光機，我要怎樣曝，曝得最好，然後彼此切割，我要怎麼打，打得會最好。那

個隔離層，應該在多厚多厚，以致於我可以做得比人家好。那因為這些動作其實主

要有六七個步驟，整個 processing 那裡，主要有六七個步驟，應該是光罩、

etching、然後打離子、還有做什麼，就是那幾個主要六個步驟，就是他們真正的

精華所在！台積電的專長是說同樣你這個東西，你如此的一個晶體累積的方法下，

聯電做出來 yield rate 只有 70%，他的 yield rate 可以到 96%，那就是讓每一道，

那四百道手續的每一道的誤差值他是最小的，所以他在研究是在研究這個東西！四

百道累積誤差下來那很可怕的，你只要弄任意一個錯誤下來你就完蛋了，所以就是

差別差在這裡而已阿！（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舉個例子比如說他們那天有跟我講他們有一個特別的技術，是加了某一層可以讓那

個漏電流減少，他那一層就不是 ip 或設計公司會知道，他有這種技術，就是 ta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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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的，就是他製造上所發展出來，經過這樣做，知道說哪個地方加哪些

東西，那個效果會更好！（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表 4.2.11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之策略性資源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1.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 

自主研發 0.13μm 的製程技術，

保有自主及領先的技術能力，製

程技術領先 IRSS。接著進一步完

成 90 奈米製程初步驗證。自主研

發開拓突破性的浸潤式微影技

術，以利於快速導入下幾個世代

更先進的製程技術層級。 

2. 策略性資產 
（Strategic Assets） 

第一座 12 吋晶圓廠開始以 0.13
微米銅製程為客戶量產，另一座

12 吋晶圓廠(晶圓十四廠)也已興

建完成，且研發人力及專利數皆

快速增加，同時強化先導性技術

部門人力。此外，應用供應鏈和

IT 系統，整合實體與虛擬空間，

整合上下游成員，逐漸建置起

e-foundry 完整的架構。 

3. 核心流程 
（Core Processes） 

經營流程再造，包括履行訂單需

求流程、客戶服務及滿意流程、

技術開發至量產流程與人員招募

及發展流程。以供應鏈管理系

統，快速回應客戶需求並掌握交

期，提升客戶滿意度及經營績效。 

 

(四)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2001 年台積電提出的「e-Foundry」服務理念，積極將更多客戶的服務內容延伸至

網際網路上，提供更及時與便捷的溝通模式及服務（台積電年報，2001）。e-Foundry 是

以客戶關係管理為核心的前段設計服務系統，其願景是要創造一個整合的服務價值鏈。

「關係管理」是經由提供客戶一個可以擴大銷售、專戶服務、資訊分享及追蹤所有問題

的有力工具，來縮短客戶獲利的時間（time to profit），解決方案包括售後服務管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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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情報資訊分享管理及客戶自助服務中心等（蔡政安，2005；台積電網站）。 

經由提供 IC 設計週期所需相關資訊的「設計合作」服務，來縮短客戶產品上市時

間（time to market），即與客戶分享及整合相關設計資訊、知識，幫助客戶解決設計上

的問題，也使台積電設計服務部門與客戶間有良好的溝通管道，降低溝通成本與時間，

使客戶可以與台積電的工程人員，在線上同步瞭解投片前晶片設計佈局資訊，或是使客

戶僅透過網際網路，即可完成從產品設計構思至晶片驗證的整體設計程序。「設計合作」

之服務內容包括合作設計佈局服務、設計專案管理、技術文件管理、合作智財交換、智

財資料庫管理及多地點同步設計管理等（蔡政安，2005；伍忠賢，2006；台積電網站）。 

「工程合作」是經由提供管理產品之生產的生命週期上的合作服務來縮短客戶量產

時間（time to volume），產品之生產的生命週期基本上包括 pre-tape-out、試量產、risk 

production 及大量生產階段，適當管理、分享與整合晶圓製造上的資訊與知識，使客戶

能順利提高產品良率，透過與客戶共用良率分析工具（TSMC-YES），並且提供即時量

測資料，可縮短新製程開發週期。其他解決方案包括批量管理、CP 最終測試、生產資

訊管理、原型製作管理及品質與信賴度管理等（蔡政安，2005；台積電網站）。 

「運籌合作」是指商業流的分享與物流的整合，經由需求規劃、訂單填滿、生產控

制及運交的合作服務，來降低客戶產品的交期（time to delivery），使業務上的往來與相

關知識能順利交流。解決方案包括訂單管理、整合的線上庫存管理、交期管理、需求規

劃、生產分配管理及先進技術製程（ATP）與訂單承諾管理（蔡政安，2005；台積電網

站）。 

我們就有一些新的 effect 再加上去，基本上就是客戶的 logistic 的 information，

他下了單後的運籌合作，design 相關的合作，還有一些良率的問題、工程上的問

題，分這三個區域，然後這個用網站的形式來做…。我記得我在做的時候，就曾經

和一個客戶弄過可以用他的電腦去操作我們的機台，去做量測，他不用飛過來，他

就直接可以測，那我們這邊的人就問他說他要哪一個晶圓，我們幫他放上去，然後

他就自己操作馬上測馬上就可以作分析了。這樣的話有些事情想要急著作，就可以

用網路就可以來解決，就不一定要急著飛過來了。（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以網際網路之 IT 系統作為 e-Foundry 對外服務窗口，分別推出適於大型公司

企業資源規劃直接整合的 TSMC Direct，以及透過網際網路接取上線服務多數客戶的

TSMC-Online 2.0，以此二大 IT 的系統，提供客製化的資訊擷取服務。因此，其將以涵

蓋設計、工程與運籌三大功能為目標，即希望客戶透過該網際網路之 IT 系統就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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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商業流週期（Business Cycle）的應有價值活動。台積電將整個商業流週期（Business 

Cycle）著手進行產品開發流程的管理，每一項流程都與半導體產業的流程有關，這包

括了代工的選擇、產品的設計、光罩製造、晶圓製造下單、訂單流程、產品執行現況回

報、生產與出貨報告、測試資料、品保檢驗資料、統計製程管制資料、製程可靠度資料、

工程分析等功能。（電子時報，2000/12/02；伍忠賢，2006） 

談到 e-foudry 的建置過程，逐漸地實踐與客戶多點的合作，一開始我們必須先去

訪談他們，了解他們然後把東西做出來，這是根據我們平常工作的經驗，做出一個

TSMC-online，然後不斷地 improve，然後他們使用的過程中，可不可以這樣，可

不可以那樣…，然後會不斷的會做溝通，有時候是電話上會是直接跟我做一些 sales 

request，說我希望這個專案能夠做那個做這個，e-foundry 及 TSMC-Online 過

去這個幾年一直都有這樣的 improve 的過程。（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客戶可以經由名為 TSMC Direct 的 IT 網路系統直接向台積電下訂單，台積電的電

腦會自動確認、回覆客戶，該 IT 系統強調的是科技公司無論是客戶或是供貨公司，即

使與使用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不同，還是可以互相溝通。已約有 30 家下游客戶與台積

電建置此架構，上游公司部份則也已有封測大廠日月光的加入（電子時報，2000/12/02；

伍忠賢，2006）。 

另一方面，只要是台積電的客戶，上網經過認證後，即可以利用 TSMC-Online 2.0

的網際網路 IT 系統，取得該公司晶片在晶圓廠各階段的生產狀況。台積電的入口網站

提供每位客戶有關其訂單在每一個製程站點即時進度，同步完成訂單的追蹤、改單，甚

至是停單的業務行為。其他競爭對手對於訂單的交期，只能籠統地說出一個取貨的時

間，台積電則能提供客戶線上即時的查詢。台積電為了確切追蹤客戶晶片進度，位於南

科的晶圓十四廠已在晶片盒外導入使用電子標籤（RFID）。（伍忠賢，2006） 

客戶有些東西可以直接放在網路上，客戶直接在網路上可以查到，然後可以直接看

到線上的貨，我們就利用了一些 IT 的技術，直接去查他的資料在哪裡，假設我們

是在同一家公司的時候，他知道他的貨在哪裡、目前的狀況如何應該是很自然的

事，如果就查不到了，你就會很緊張想知道會不會消失了阿，你的貨你當然有權利

知道阿！然後我們就利用一些技術，馬上 real time 可以讓他看到！（訪談一：台

積電某高階主管） 

 

如圖 4.2.2 所示為結合 IT 系統的 e-Foundry 服務架構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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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結合 IT 系統之 e-Foundry 服務架構 

資料來源：台積電網站 

 

此外，e-Foundry 下的其他方案，還包括：CyberShuttle／多重計劃晶片服務

（Muiti-Project Wafer Services，MPW），藉由光罩、晶圓多方案共用，可降低工程費用

（Non-Recurring Engineering Cost，NRE），並且加快開發速度；E-Beam 服務則提供光

罩的製造與管理功能；QuickStart 專案提供給客戶免費的智財。台積電為提高客戶服務

附加價值，提供一次購足服務（One Stop Service），其整個 Foundry 的運籌體系，即是

為一以 Foundry 為核心，與前段服務之智財權、元件資料庫、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設

計服務，以及後段服務之封裝、測試等協力廠商，圍繞其周圍所形成的「全面性服務體

系」（台積電年報，2003；電子時報，2000/12/02）。如圖 4.2.3 所示為 e-Foundry 以 IT 系

統為基礎所提供客戶之全面性服務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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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e-Foundry 以 IT 系統為基礎所提供之全面性服務 

資料來源：台積電網站 

 

台積電做晶圓製造服務的，是在整個產業鏈裡面的中間這塊，我們跟我們的客戶絕

對不是單點接觸，你要不要買 wafer 阿？好阿然後就賣給你，就這樣結束了，不是

阿！這些東西，有生產的人跟我們生產的人接觸，有 quality 的人跟我們 quality

的人接觸，有設計的人跟我們設計的人接觸，我們每一個接觸點，我們是一個面的

接觸點，面的接觸的時候就等於我們要讓他們感覺我們好像在同一家公司一樣，就

是全方位要跟他們接觸，全面性、全方位的服務，東西才做得出來才做得好！ 

這個設計和生產的接觸，其實在客戶設計甚至還沒成型的時候就會有所接觸了，一

開始就要，尤其是先進製程！客戶跟我 Collaborate 越多其實我們是一起創造這個

東西的價值，我們合作越密切其實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生產的更好、設計的更好！這

種 collaboration 很重要！（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2003 年台積電成功地推出先進製程技術的設計參考流程（Reference Flow 4.0）供客

戶使用，可處理設計者使用先進製程技術時的各種設計相關問題，同時也因應新的產業

趨勢，提供了先進設計上的解決方案。2004 年中接著推出新版本設計參考流程 5.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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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low 5.0）繼續增加反饋偏壓（Back Bias）、電源管理（power management）

和可製造性設計（Design-For-Manufacturing，DFM）相容的電路佈局等更多先進設計服

務，以應付嚴苛的設計挑戰。此外，於此一時期提供了業界第一套多重臨界電壓資料庫

（Multiple-Vt Library）以及設計流程，可以一面維持產品的高效能，一面有效地降低待

機的電流。（台積電年報，2003、2004） 

由於我們與客戶進行 IC 設計的合作、工程的合作等等合作，但是同時我們的製程

一直有在做先進製程的開發，所以就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像是新的設計參考流程資

訊之類的就會出現。（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發展 DFM，不會完全纜在自己的身上，Design house 初期在做設計的時

候，就會密切注意與 design house 合作，合作的時候就一邊將相關的規格做進去

DFM，所以你可以看到 reference flow 不斷地在提升，增加它的影響力、競爭力。

（訪談七：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由於台積電設計服務部所提供的服務容量有限，當客戶需要半導體設計相關的服務

時，除了可以透過 TSMC-Online 2.0 下載台積電所提供相關的設計流程資料之外，也可

透過 TSMC-Online 2.0 連上第三方的設計服務聯盟，包括各家智財權公司、元件庫、電

子自動化設計工具公司和設計服務公司。此外，台積電也與日月光等特定封裝與測試公

司合作，客戶亦可透過 TSMC-Online 2.0，下載相關資料並使用相關的服務。（伍忠賢，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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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之顧客介面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1. 履行與支援 
（Fulfillment & Support） 

「關係管理」提供客戶一擴大銷

售、專戶服務、資訊分享及追蹤問

題的工具。「設計合作」與客戶分享

及整合相關設計資訊、知識，提供

持續更新的設計參考流程，幫助客

戶解決設計上的問題。「工程合作」

提供管理產品之生產的生命週期上

的合作服務，適當管理、分享與整

合晶圓製造上的資訊與知識。「運籌

合作」提供商業流的分享與物流的

整合，經由需求規劃、訂單填滿、

生產控制及運交的合作服務。此

外，提供了其他包含 CyberShuttle、
Mask Service 等一次購足的服務。 

2. 資訊與洞察力 
（Information & Insight） 

利用更多先進設計服務，以應付嚴

苛的設計挑戰，與客戶線上同步瞭

解投片前晶片設計佈局資訊，利用

網路即可完成從產品設計構思至晶

片驗證的整體設計程序。透過與客

戶共用良率分析工具，提供即時量

測資料，客戶能順利提高產品良

率，亦可縮短新製程開發週期。此

外，透過運籌合作可使得業務上的

往來與相關知識能順利交流。 

3. 關係動態 
（Relationship Dynamics） 

透過 TSMC Direct 即使與企業的企

業資源規劃系統不同，還是可以互

相溝通。利用 TSMC-Online 2.0 客戶

可取得該公司晶片在晶圓廠各階段

的生產狀況，且同步完成訂單的追

蹤、改單，甚至是停單的業務行為。

且透過 TSMC-Online 2.0 可連上設

計服務聯盟取得 IP、EDA、IC 設計

等服務，或是下載特定封測廠商資

料並使用相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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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 

2001 年，台積電在開發 90 奈米製程技術上，與歐美日的 IDM 大廠締結全球性的技

術聯盟（Crolles2 研發聯盟），共同建立 ASIC/SoC 相容的技術平台，該聯盟是由荷蘭皇

家飛利浦電子公司（Philips）及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於 2000 年時所發起，

主要的目標是對互補金屬氧化半導體（CMOS）製程進行聯合研發。（台積電年報，2001；

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另一方面，2000 年由台積電聯合數家設計公司及 IC 廠商結盟，成立之 IC 設計中心

聯盟（DCA），然而此一時期由於 DCA 聯盟成員之間各自為政，彼此都有自己的策略算

盤考量，加上許多公司之間所提供的 IC 設計服務業務重疊性高，DCA 聯盟成員彼此之

間難免有競爭行為，無法真正有效延伸台積電對 IC 設計服務的綜效。（簡禎富、史欽泰、

陳亭蓁，2008） 

2003 年台積電作了一番策略性的考量，決定入主創意電子，創意電子的經營模式定

位為提供客戶 IC 之 SoC 設計服務。台積電將製程技術迅速轉移，使創意電子往高階製

程技術快速邁進，而創意電子則提供台積電的客戶更完善、更先進的設計代工服務。透

過台積電及創意電子的合作模式，更有效率的幫助客戶完成委託設計案，並且導入量

產。隨著製程技術及設計服務能力的提升，量產的增加及營業規模的擴大，台積電與創

意電子在 IC 產業整合的能力也隨之提昇。（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有一些系統廠商他裡面需要的一些功能，並不是這些 ic 設計公司已經想出來，買來

兜就好，他自己想出來之後，他需要 ic 設計的能力，他自己 in house 有一些，但

是他沒有那麼大的規模，但是自己去搞一個大規模的 ic 設計，他又不想要，所以他

就找了創意或智原這樣的公司。（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TSMC 與創意電子是一個合作的模式在進行。客戶像是這些 system house 會找創

意與台積電，只給你規格然後請你幫忙做設計圖。舉例來說，今天我想要蓋房子，

但是我不需要畫藍圖，我只告訴你這房子是要歐式的，要有兩層樓，然後接著就會

請創意電子去找這些廚具、管線等等，然後交給台積電來做。因為他們沒有 design

的能力，需要有人幫他做，另外也有一個可能的情況是，客戶太忙了、或是設計方

面太複雜了，或是為了節省時間、成本上的考量等等，就會丟一些東西給台積電與

創意來做。（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有著先進的製程技術、生產製造以及客戶服務的能力，配合創意電子的 IC

設計服務的技術知識及能力，整合了上游的供應商設計，到下游的完整製造流程，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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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夥伴們緊密的合作，靈活應用各種人脈及技術脈，保留產業各階段中分工的利

基，達到表面上分工，實際上卻全面性整合的優勢，打造如同 IDM 的研發設計能力與

量產能力，甚至其水準能力在 IDM 之上。因此，台積電與創意電子之 IC 設計服務及製

造服務的合作模式，共同建立且落實了一虛擬垂直整合服務（Virtual-IDM）的經營模式。

（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另一方面，台積電為落實「e-Foundry」的服務理念，且提高客戶服務的附加價值，

提供一次購足服務（One Stop Service），與半導體產業價值鏈前段（Front-End）服務廠

商以及後段（Back-End）服務廠商進行合作，藉此增加服務內容深度，以擴大可服務客

戶的範圍。前端（Front-End）服務廠商包括智財權組塊（IP）、元件資料庫（Library）、

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EDA）與設計服務等，後端服務廠商則包括封裝、測試等廠商。

Foundry 的運籌體系，即是為一以 Foundry 為核心，協力廠商圍繞其周圍的「全面性服

務體系」（台積電年報，2003）。如圖 4.2.4 所示為台積電全面性服務體系的示意圖。 

 

 
圖 4.2.4 台積電全面性服務體系 

資料來源：台積電年報，2003；蔡政安，2005



 

74 
 

此一時期，台積電也與設備供應商有了突破性的合作。2004 年台積電研發開拓了浸

潤式微影技術（Immersion Lithography），並且與國際的光學微影設備商密切合作，以建

立此技術的基礎架構及擁有原型測試機台和量產機台。該技術已讓台積電順利地產出全

功能 90 奈米元件，且該技術的突破使得台積電的製程技術得以在不需大量更換製程設

備及調整製程參數與流程的情形下，即可快速導入下幾個世代更先進的製程技術層級。

（台積電年報，2004；台灣及美國專利資料庫） 

 

表 4.2.13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之價值網絡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1. 供應商（Suppliers） 

研發開拓了突破性浸潤式微影技

術，與國際光學微影設備商密切

合作，建立此技術的基礎架構及

擁有原型測試機台和量產機台。

該技術已順利地產出全功能 90
奈米元件，且該技術的突破使得

製程技術得以可快速導入下幾個

世代更先進的製程技術層級。 

2. 合夥人（Partners） 

為落實 e-Foundry 服務，與產業價

值鏈前段服務廠商包括矽智財、

Library、EDA、設計服務等，以

及後段服務包括封裝、測試等廠

商進行合作，藉此增加服務內容

深度，以擴大可服務客戶的範

圍，台積電以 Foundry 為核心，

建構以協力廠商圍繞其周圍的

「全面性服務體系」。另一方面，

入主以 SoC 設計服務為定位的創

意電子，台積電與創意電子的 IC
設計服務及製造服務的合作模

式，更有效率的幫助客戶完成委

託設計案，並且導入量產。透過

整合上游的供應商設計，到下游

的完整製造流程，共同建立且落

實 Virtual-IDM 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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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之價值網絡的個案描述與整理（續）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3. 聯盟（Coalitions） 

台積電在開發 90 奈米先進製程

技術上，與歐美日的 IDM 大廠締

結全球性的技術聯盟(Crolles2 聯

盟)，共同建立 ASIC/SoC 相容的

技術平台。 

 

四、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 (2005~2009)：開放式創新平台經營模式 

(一)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發展背景介紹 

半導體產業發展至此時期，已逐漸進入產業發展的成熟期，除了 2006 年台積電尚

有二位數字的營收成長率外，2005 至 2008 年期間僅剩約 1%～3%之個位數字的營收成

長率，2007 年甚至衰退了 0.1%，顯見台積電的營收成長已呈趨緩的現象。（台積電年報，

2006-2008） 

另一方面，由於產業發展進入了成熟期，廠商之間的競爭是越來越激烈。產業之製

程技術的門檻不斷地提升，由於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研發成本更迅速盤升，昂貴的研發

技術與製造設備成本所形成的成本壓力已成為主要的進入障礙。建置一晶圓廠的成本相

當高，以建置一座 12 吋晶圓廠為例，需高達 1000 億台幣以上的成本。這樣的產業趨勢

下，傳統 IDM 廠其經營模式已無法適用於現今的產業環境，許多 IDM 廠商無法負荷如

此大的建置成本及產能的問題，獨自擁有製程技術與晶圓廠的優勢已不在，促使他們逐

漸轉向輕晶圓廠（Fab-lite）或減少資本投資（Asset-lite）的經營模式，將前段生產製造

及後段封測產能釋出，外包給專職的代工及封測廠，進而減少資本的資出，降低採用先

進製程技術開發的沉重資金負擔。目前已有許多 IDM 大廠採行輕晶圓廠的策略，如英

飛凌、Freescale、德州儀器等。 

過去十幾年潮流看到，系統廠商都是要把半導體設出去，把半導體設出去之後，因

為他這個半導體就是 IDM，半導體 IDM 蓋了許多的廠，很多是虧錢的，接著半導

體就把設計和製造分出來，也就是 IDM 把他的 manufacturing 割出來。接著，你

可以發現，像 TI 的 45 以下製程不做了，他就有些自己原有的 fab，讓他這些東西，

不再投資晶圓了，不再投資半導體的製造、製程的開發了，他就變成 fab-lite 了。

Fab-lite 現在又有些是 8 吋有些是 12 吋的，他自己生產這些東西，是他的量還夠，

他也填的滿，他可以繼續 run，run 的一陣子之後，他發現這是不值得，這些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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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如到台積來投單，他把這個也想清掉，所以 fab-lite 應該 eventually 會走向

fabless。只是時間的早晚。所以這個潮流目前朝這個方向在走，還沒有反向在走。

（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在這樣產業發展的趨勢下，IDM 廠大量投入技術研發也無法完全保證優勢，產業各

大廠皆重新思考經營模式，為了維持成本競爭力及保有市佔率，廠商與廠商之間以策略

聯盟方式靈活運用其伙伴們的專業能力，集中資源以分擔彼此的研發投資成本及風險。

原本半導體最大之以 Philips 及意法半導體為首的產業聯盟 Crolles2，2006 年 Philips 分

割其半導體業務集團成為獨立的恩智浦半導體（NXP）後，Crolles2 研發聯盟成員開始

鬆動。首先 NXP 宣布在完成 40nm 的 CMOS 研發計劃並且於 2007 年合約期滿後，將不

會延長與 Crolles2 的合作，而率先退出聯盟，其後 Freescale 和意法半導體也相繼退出，

各自對外尋求高階製程技術合作夥伴。由於成員各自的策略轉向而促使 Crolles2 於 2007

年底正式走入歷史。此一時期，由 IBM 所領軍的高階製程聯盟順勢擴大，其成員陸續

包含六家不同領域的 IDM 大廠，包括 IBM、AMD、英飛凌、Samsung、Freescale、Toshiba、

以及一家晶圓代工廠特許半導體，因各 IDM廠商專攻於不同性質的產品，舉例而言AMD

主打 CPU，Freescale 為車用性電子產品，Samsung 為消費性電子產品如手機、相機等，

各廠可結合彼此不同的長處、共同進行製程技術的開發以及共享產能的利用，以分擔鉅

額的資本支出，提高資本的報酬率，以發揮水平模組聯盟之規模效益（簡禎富、史欽泰、

陳亭蓁，2008） 

半導體產業遵循摩爾定律（Moore’s Law）不斷地演進，長久以來摩爾定律就像一

隻無形的大手，不斷地激勵產業追隨先進製程或擴大矽晶圓之直徑而進步，然而時至今

日也已產生變化，隨著進入奈米製程後，物理特性的極限對於製程進步的挑戰日益艱

鉅，摩爾定律的依循已逐漸受到諸多廠商的質疑。產業價值鏈面臨從 90nm 轉移至

65nm、45nm 一直到 40nm，甚至更微小的製程技術，矽晶圓尺吋已從 2 英吋、4 英吋、

6 英吋、8 英吋發展到現今的 12 吋，近來半導體的領導廠商如 Intel、Samsung、台積電

等已開始評估與討論進入 18 英吋晶圓世代，以求其能達成半導體產業之規模效益，達

到摩爾定律所要求的製程微縮、其所帶來的經濟效益、以及其所要求的成本降幅。然而

無論是更微小之奈米科技製程的技術開發，或是進入 18 英吋晶圓世代的計畫，對於半

導體的廠商而言皆已帶來極大研發製程技術能耐的挑戰、龐大的研發資源與投資建廠資

金的壓力，更有進入 18 英吋晶圓世代後是否會產生過多產能的疑慮。有鑑於此，許多



 

77 
 

IDM 大廠如 TI、Fujitsu 及 NXP 等國際級大廠為減少 32 奈米以下製程技術之巨大研發

費用的風險，迫於壓力將訂單釋出，TI、Fujitsu 等大廠基於投資風險、投資報酬率、製

程技術良率等問題的考量，甚至公開宣佈不再跟隨摩爾定律之製程技術的進程，這也帶

給了全球晶圓代工產業新的商機。（鉅亨網，2009/5/14；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SoC 發展至此一時期，從上游設計到下游測試仍存在許多技術面的挑戰。由於 SoC

是將多種元件整合在單一晶片上，不同的元件可能來自不同的製程，因此使得整合不

易。除了成本效益難以掌握，過多元件整合在一起其複雜度也跟著上升，同時也會使得

晶片過大而導致生產良率下降，以及 SoC 產品開發時程過長導致來不及回應市場需求。

因此，隨著半導體產業 SoC（System on Chip）的發展，SiP（System in Package）成為

另一與 SoC 相輔相成的技術趨勢。SiP 也是將多種功能的元件整合在一起，只是 SiP 中

可能仍含有 SoC，在技術層面上兩者是相輔相成的，SiP 是透過堆疊或並排方式將元件

整合於單一封裝中，該技術必須考慮到電性和散熱等問題，因此需要有跨元件的整合者

來協助上下元件之間在 SiP 過程的問題以提昇產品良率。由此可知現今半導體發展的重

點已逐漸從專注於製程技術的發展，轉向為更重要之 SoC 與 SiP 的系統架構、IC 設計

與產品市場的應用、以及 IC 相關的技術整合之發展方向。（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

2008） 

(二)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 

此一時期台積電開始思維不同的經營策略，著手進行企業之經營模式的創新。過去

台積電專注於晶圓製造服務，其策略願景是成為全球最先進及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技術

及製造的服務業者，服務 IC 設計公司、IDM 公司等客戶，同時與客戶合作研發新的製

程技術，強調著擁有製程技術領導、生產能力成本優勢和客戶服務導向三種能力，以提

供客戶最大的整體利益。然而隨著產業的發展，除了原有的優勢外，台積電還必須提供

更多附加的價值才能屹立不搖，即是強化與更多合作夥伴共同發展 IC 設計服務的能力。 

製程一直往下走，會達到物理特性的極限，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提升 service，才

能提升我們的能耐，過去之前台積電還是比較 focus 在晶圓生產製造的部份，這幾

年開始提升 service 的部份。（訪問三：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2008 年 4 月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出席 VLSI 研討會時表示，晶圓代工廠不能再單純

提供製造服務，而是要與上游晶片設計客戶合作，在設計一開始就進行充份的合作，協

助客戶縮短晶片設計時間及成本。有鑑於此，台積電整合本身及第三者廠商的電子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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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設計工具（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 

SIP）、製程技術及流程服務等，推出「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工

商時報，2008/4；台積電網站新聞發佈；台積電年報，2008） 

OIP 對外面而言是說我們提供一個平台，這個平台第一個是 open 的，第二個你想

要做 innovation 就可以在上面。Third party 的 ip vendor，因為最後都是台積電

製造，你設計之後 target 就是要到我們這邊生產，你設計這些東西是希望賣給 ic

設計公司，你做 ip 希望他買你的 ip 放進去然後到台積電來生產！那不是你們二個

談完之後就一定能到台積電生產！能不能到台積電生產，不是你們兩個講的算的，

台積電要 prob engineering 才行！我們就提供這樣的平台，你想做 IP 供應的，你

想用 IP 的，你想用台積的製程來做的呢，這個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大家

可以有一個互動的一個平台一個機制。因此這也牽涉到 quality 怎麼確保、工程上

或交易上怎麼處理等等。（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以前 EDA Tool、IC Design 幾乎都是各做各的規格，TSMC 推出開放創新平台是

想要將它們整合起來，以適應各家廠商的規格。（訪談七：台積電合作廠商主管） 

該平台是由台積電為其客戶以及設計生態系統的合作夥伴們所建構，可以提早客戶

產品上市的時程、提升投資效益以及減少資源浪費，並且建構在可以協助客戶完成晶片

設計的矽智財以及設計生態系統介面的基礎之上。台積電希望建立一個 IC 設計的生態

體系（ecosystem），讓客戶在這個生態體系中可以找到想要服務，包括可製造性設計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DFM）、EDA、IP、晶圓代工及封裝測試等服務，同時台積

電亦主導該開放式創新平台，使得自身與客戶以及生態體系的合作夥伴們，一同共創 IC

生態體系最大的價值。（工商時報，2008/4） 

這個是台積電自己有的 Trade mark，並不是一個 open center，也就是說並不是

弄出來給大家 free 自由用、自己加東西，不是那樣目的，而是說在台積電的 eco 

system 裡面，來做一個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而不是說開放給全世界自由

運用。這個是一個 eco system 的作法，然後是一個 enablement，讓能夠參與的

人作起來更方便更好用，然後你的花費可以減少，你的效果可以增加，這是當初希

望的目的。（訪談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OIP 他是一個平台，開放一個創新平台給設計者和供應鏈上的夥伴，開創一個新的

設計生態系統。就好比 MICROSOFT 做 OS，很多人在上面，愈多人用就愈有價值，

等到整個平台都是微軟都在主導時，所有在這 OS 平台上其他應用軟體廠商都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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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合作，由我來控制，並對未來的走向做最大的影響。通常不是對社會最有利，

而是在相對社會有利，而對我最有利的去發展。而 TSMC 做 OIP 亦有相同的想法。

因為整個電子產業現在市場上交替太快，你要能 time to market，很多人都會用到

重複的 IP，已經在矽晶圓上測過了，比如說 usb 功能的，IP 公司所提供的已經在

TSMC silicon platform 已經做過了，你只要給我這個 mattern，我 merge 進去，

我就靠兜這些東西，就能加快 time to market。（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之開放式經營的模式，涵蓋晶

片設計產業、設計生態系統合作夥伴、以及台積電的矽智財、晶片設計與可製造性設計

服務、製程技術以及後段封裝測試服務，透過有效率及開放的方式加速創新的執行；其

中一個重要優勢是擁有多個互通的設計生態系統介面以及由台積電與合作夥伴協同開

發出的構成要素，這些構成要素係由台積電主動發起或提供支援。透過這些介面以及構

成要素，可以更有效率地加速整個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每個環節的創新，並促使整個產業

得以創造及分享更多的價值。 

現在 TSMC 所有在 foundry 做 design service IP 或是協助設計的軟體的廠商都要

跟我 alliance，這些最後都會在這個 silicon platform，我們市占率是最大的，那

我們就乾脆弄一個平台，順我者昌，逆我者或許會昌，但就自己想辦法。所以 OIP

他是一個平台，我們在製程、IP、package 的一些創新，把它做成一個 interface，

跟外面的整個 IC 從設計到製作的所會用到的服務，不論是 IC design 或是做 IP 都

可透過這個介面與我們 alliance。（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表 4.2.15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之核心策略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1. 事業使命 
（Business Mission） 

「開放創新平台」經營模式理念，

目標建立一個 IC 設計的生態體

系，讓客戶在這個生態體系中可以

找到想要服務，進一步與生態體系

的合作夥伴們，共同創造 IC 生態

體系最大的價值。  

2. 產品及市場範圍 
（Product/Market Scope） 

與晶片設計客戶合作，在設計一開

始就進行充份的合作，提供 DFM、

EDA、IP、晶圓代工、封測等服務，

協助晶片設計的客戶縮短晶片設

計以及晶片製造的時間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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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之核心策略的個案描述與整理（續）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3. 差異化基礎 
（Basic for Differentiation） 

台積電整合本身及第三者廠商的

EDA、SIP、製程技術及流程服務

等。藉由強化與更多合作夥伴共

同發展 IC 設計的服務能力，建構

擁有多個互通的設計生態系統介

面以及由台積電與合作夥伴協同

開發出的構成要素，以更有效率

及開放的方式加速供應鏈每個環

節的創新，並促使整個產業得以

創造及分享更多的附加價值。 

 

(三)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2005 年台積電年提供了 596 萬片約當八吋晶圓產能，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

保持著領先地位，在此領域中的市場佔有率已達 49%，且全年營收中有 45%是來自 0.13

微米及更先進製程技術的貢獻，已有超過 17%的營收來自 90 奈米或更先進的製程。2006

年台積電營收達 3,174 億台幣，提供的產能達 706 萬片八吋晶圓約當量，台積電在專業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已擁有 50%的市場佔有率，達到其在晶圓代工產業領域的高峰。

然而此一時期由於整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趨勢已進入成熟期，台積電的營收已漸趨緩，

近年來營收成長率僅剩 1%～3%，甚至在 2007 年的營收有些微衰退的現象（台積電年

報，2005-2007）。如圖 4.2.5 所示為台積電自 1987-2008 歷年之營業收入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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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台積電 1987-2008 歷年之營業收入趨勢 

資料來源：台積電年報及本研究整理 

 

2006 年台積電進行組織調整，使其更符合技術研發的目標，新的研發組織整合了前

瞻研究團隊，並轉型為以技術平台為發展導向的組織架構，擴展與主要的製程設備商與

材料供應商等外部研發夥伴的合作關係。台積電將技術平台與設計服務從研發部門中獨

立出來，成立設計暨技術平台部門(Design Technology Platform, DTP)，進行設計服務暨

技術平台的發展。透過此一組織的調整，進一步強化台積電研發能力與客戶需求之間的

連結，確保以客戶的需求為導向，來進行技術的研發。（台積電年報，2006；天下雜誌，

2007/10；天下雜誌，2008/05） 

台積電為了建立開放創新平台，近年來不斷地從全球網羅 IC 設計、設計服務等領

域好手，2007 年下半年在其高達 1,300 餘名製程技術 R&D 團隊外，其所增加之一專注

於設計技術的「設計服務平台組織」，團隊人數已超過 500 人，一年投入的資金高達 1

億美元。另外一方面，自 2006 至 2007 年間，在北美地區先後設立了三個設計中心，讓

台積電更容易地延攬當地優秀的設計人才，並進一步強化台積公司的設計服務能力。張

忠謀指出，台積電希望建立一個 IC 設計的生態體系（eco system），讓客戶在這個體系

中可以找到想要服務，包括可製造性設計、EDA、IP、晶圓代工及封裝測試等，同時台

積電亦主導該開放式創新平台，使得自身與客戶以及生態體系的合作夥伴們共創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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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價值。（天下雜誌，2007/10；工商時報，2008/4；台積電年報，2007） 

2006 年 65 奈米製程技術已可順利量產。台積電採用自行開發的專有技術，使得浸

潤式曝光顯影技術已經達到幾乎零缺陷密度的目標，其所產出的測試晶片已符合量產所

要求的參數標準，測試結果顯示，12 吋晶片上的晶片缺陷數目少於 7 個，缺陷密度為每

0.014 平方公分。2006 年底推出 45 奈米低耗電量製程技術的晶圓共乘服務，並進行產品

驗證，每片測試晶片上的缺陷密度小於 10。（台積電年報，2006） 

2007 年提供的產能達 829 萬片八吋晶圓約當量，完成了 45 奈米製程驗證並開始量

產，以及成功展示 32 奈米製程的製造能力；推出多層綜合光罩（Multi-Layer Mask；MLM）

服務，讓客戶能在單晶片與多晶片試製驗證或小量生產上擁有最大的彈性效益。此外，

台積電推出了 45 奈米製程設計生態環境（eco system），提供通過驗證的資料庫與矽智

財、設計工具及設計參考流程等，以促進新製程的導入與使用。（台積電年報，2007） 

2008 年台積電跨入了更先進的 40 奈米製程，並且正式進入量產，在全球消費性電

子、行動通訊以及電腦市場下一世代產品的開發上將扮演關鍵角色，40 奈米製程是使得

晶片及其他半導體元件更具成本效益的重要關鍵。2008 年 9 月更進一步宣佈將 28 奈米

製程定位為全世代（Full Node）製程，目前提供α版的設計套件支援，於開放創新平台

上建構 28 奈米製程設計基礎。（台積電網站新聞發佈） 

台積電於此時期已建立一套藉由智慧財產權來創造公司價值的運作模式，因此智財

策略的擬定，會全面考量研發、行銷、企業發展等整體策略。智財權一方面可以保護公

司營運自由，避免訴訟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可強化競爭優勢，並可援引用來創造企業獲

利。台積電不斷改善智財組合的品質，減低維護成本，將公司整體的策略與智財策略協

同一致，從智財組合中獲得價值。智財不僅是吸引客戶及合作廠商的基本要素，也是雙

方共同合作的基礎。台積電持續投資與管理智財組合，確保公司從中獲得最大利益。（台

積電年報，2006） 

由於高標準的精準度是 45 奈米、40 奈米及其他更先進製程是否成功的關鍵，為了

提供客戶更完整且更短的製造流程，同時降低晶片生產成本，協助客戶縮短晶片設計前

置時間，以及達到台積電先進製程技術更高水準的精準度。台積電建立了促進晶片設計

最佳化的 AAA 主動精準保證（Active Accuracy Assurance；AAA）系統機制，持續改善

設計與製造價值鏈中每個環節的精準度。該計畫為「開放創新平台」中另一項重要關鍵，

能夠確保設計生態系統介面及其構成要素的精確度及品質。（台積電年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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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要確定這個開放平台，可以跟我測試的是穩定的，誤差是很小的。愈多人跑

來我家用我的標準，我們的影響力就愈大。OIP 上面所有的 solution service，開

放提供給我的客戶有一套玩法，開放給 partner 也有另一套玩法。OIP 是一個

Platform for 創新的，TSMC 是控制這個平台的人，他並不是一個開放式給所有人

一樣的標準；換句話說，你要跟我玩，就要符合我的協定，我才會願意把這標準開

放給你，你才能用我的參數或是其他的。（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我們的目地是畫出一個 eco system 生態系統，在這生態系統大家都跟我玩，我們

當然希望 platform 的玩家愈來愈多；因此就會有一個很重要關鍵的 AAA，就是現

在我開放這些參數，我這邊就有一個 foundry 就不會讓你出錯。他的最大優點是： 

time to market。平台上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你就可以在平台上找到很多的東

西；客戶愈多，就會吸引愈多的設計者來，希望可以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訪談

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表 4.2.17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之策略性資源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1.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 

台積電研發之製程技術從 65nm
到 40nm、以及更先進的製程技

術，快速地導入量產及提升良率

品質。強化研發能力與客戶需求

之間的連結，能以客戶的需求為

導向，來進行技術的研發。 

2. 策略性資產 
（Strategic Assets） 

成立設計暨技術平台部門，組織

調整為以設計服務與技術平台為

發展導向的組織架構，另在北美

成立三個設計中心，以招募優秀

設計人才。台積電主導開放式創

新平台，在 IC 設計生態體系中提

供經驗證的 IP、EDA、設計參考

流程、DFM，以及導入晶圓製造

及封裝測試等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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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8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之策略性資源的個案描述與整理（續）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3. 核心流程 
（Core Processes） 

已建立一套藉由 IP創造公司價值

的運作模式，IP 策略會考量企業

整體策略發展，持續投資與管理

智財，以改善智財組合的品質。

「開放創新平台」一重要的關鍵

促進晶片設計最佳化的 AAA 主

動精準保證計畫，能夠確保設計

生態系統介面及其構成要素的精

確度及品質，持續改善設計與製

造價值鏈中每個環節的精準度。 

 

(四)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先進製程進入深次微米、奈米科技世代後，設計與製造變得更加密不可分，台積電

致力於降低客戶使用先進製程設計的障礙。2005 年台積電發表了設計參考流程 6.0 版

（Reference Flow 6.0），其開啟了 65 奈米產品設計之設計參考流程，推出第一套可製造

性設計（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DFM）工具套件，使客戶可以在設計時期就能依製

程特性，設計出高良率與高效能的晶片，進而提高投資報酬。2006 年緊接著推出了設計

參考流程 7.0 版，此一新版本提供強大的統計靜態時序分析（Statistical Static Timing 

Analyzer，SSTA）功能、新的耗電管理方法，並強化可製造性設計（Enhanced DFM）

的功能。（台積電年報，2005、2006） 

一定得跟最後製造廠生產出來的那個條件去 matching，所以台積電最早他在發展

的事實上是 DFM，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Ability，那從一路延伸過來，為什

麼會做 DFM 呢？DFM 的理念其實就是希望設計者在早期的時候，把工廠的製程條

件往前拉，去考慮到說生產上的 capacity。（訪談六：某台積電合作夥伴廠商之某

高階主管） 

2007 年 6 月亦推出新一代的設計參考流程 8.0 版（Reference Flow™ 8.0），更有效

地提升良率、降低風險，並改善設計空間（Design Margins），以因應 45 奈米製程的設

計挑戰；此設計參考流程提供功能強大的統計分析方法，其新的電源管理技術與強化的

可製造性設計功能，使設計參考流程 8.0 版較 2006 年推出的設計參考流程 7.0 版更加完

善。（台積電年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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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台積電推出設計參考流程 9.0 版，能夠進一步降低 40 奈米世代晶片設

計的挑戰、提升晶片設計精確度，並提高生產良率、縮短晶片設計時程。設計參考流程

9.0 版是與合作夥伴協同開發完成，為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中相

當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該設計參考流程針對使用包括 40 奈米在內的台積電先進製程

所可能面臨的全新設計挑戰，提供直覺式的半世代設計（Transparent Half-node Design）

支援，另外，除了提供以共通功率格式（Common Power Format, CPF）為基礎的設計參

考流程之外，也提供支援以統一功率格式（Unified Power Format, UPF）為基礎的全新

低耗電自動化設計參考流程、新的以統計分析資料為依據的設計功能（Statistical Design 

Feature）以及層階架構可製造性設計功能(Hierarchical DFM Capability)。（台積電網站新

聞發佈） 

其實如果台積電不去發展設計參考流程這些事情的話，他就直接拿 mask 去讓他生

產，他一樣可以做，只是良率就不是最 best utilization，因為同樣的一個 device

的鋪法，比如說 memory 的做法，他的加工程序，可能台積電的機具不是調整在

最好的狀況，所以說雖然你用了一個 IP，可是可能中間堆疊的方式與參考流程不太

相同，對台積電來說，在他們這邊生產那個東西的良率不會比他再幫你加一些東西

進去會好！這就是他 know how 的地方，所以他吸引人的就是說，今天台積電就

是有辦法 97%的 yield rate，然後給你交貨的時間就是你可以 predict 的，然後可

以在比別人短的時間內給你！（訪談六：台積電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設計參考流程 9.0 版著眼於使用上的便利性，並提供晶片設計客戶經過驗證的設計

工具參考以及設計參考流程，透過台積電經過實際製程驗證的設計生態環境，晶片設計

客戶可以充分利用台積電最先進製程所提供的種種優勢，確保晶片設計從規格訂定到投

片生產都能有正確的依循。如圖 4.2.6 所示為台積電提供客戶之設計參考流程版本及相

關設計工具之功能的演進。（台積電網站新聞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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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台積電提供客戶之設計參考流程版本及相關設計工具之功能的演進 

資料來源：台積電網站 

 

從 technology 的角度上來講，他有一直增加他不同的這種 design solution，然後

比如說 DFM…DFM 的 tool kit 出來。他們在講 DFM 的時候，就是說你就用我這

個 Reference flow，你可以做出來很多 technology challenge，然後你有 timing 

closure 的 flow 之類的！一些參考流程讓你不用自己去摸索，做驗證測試什麼的。

那台積電的目的就是把他 own 起來給客戶用，其實就製造產業來說他們以前這塊

是沒有的。（訪談六：台積電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timing closure 就是說確定你設計的東西整個跑下去的速度，能夠滿足你的需要。

然後晶片設計越設計越多，所以必須要從好幾層去看，就須要這種 hierarchical 

flow。然後還有一些跟 power 有關，所以確定你可以省電、可以對消耗電源可以

很少，就是說我們可以幫你設計的東西在你需要的規格裡面，你還有一些地方可以

再省，只是你不曉得怎麼去省，我們設計也還可以提供幫你再省。然後製程進入到

64 以後，有很多那種額外冒出來的一些效應，不是傳統教課書上面寫的那些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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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理論可以解決掉的，所以需要開發 design for manufacture。然後元件越做越

小，一個元件的原子越來越少，就可能需要一些統計效應的功能進來。Auto fixing

的話是能幫你自動去修正。除此之外，還有像可以幫助你漏電流減得更少、提升你

的 yield rate、讓你更加縮小、提升速度等等。然後除了全世代以外，我們還有一

個半世代設計，就是簡單往前再推，多跑半步，叫 half node，這個是我們自動幫

他們找，讓他們 transparent，讓他們根本不需要額外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提早享

受往前半個世代，然後更容易進入這個全世代。這個 transparent half node，很

明顯就是服務的觀念，就是說客戶本來 design 一個 full node，一個全世代的話，

要花多少力氣，如果你 design 下一個半個世代的話，知道還要花那麼多的力氣，

二倍的話，客戶就沒有興趣，那我們就這樣幫他忙。甚至就幫他把那部份的自動化

下來的話，可以的話，客戶當然有興趣。（訪談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2008 年 6 月推出適用於 32 奈米世代以及更先進的晶片設計的「可製造性設計統一」

（Unified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UDFM）架構，可以使晶片設計客戶的產品提高其生

產良率、降低設計成本、加速產品上市與量產時程。UDFM 架構是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中的構成要素之一，係由台積電透過深入且大量的資訊採集

（Data-mining），與其設計生態系統中的電子設計自動化以及其他合作夥伴協同合作開

發完成，提供客戶透過統一的架構並以加密的方式取得台積電的製程資料。（台積電網

站新聞發佈） 

UDFM 架構提供全新的可製造性設計套件（DFM Design Kit，DDK），首度將內建

並附加通用應用程式介面的 DFM 軟體和與製程相關的 DFM 資料及模組一起予以加密

處理。相較於以往，由於此一架構提供與台積電晶圓廠內部完全一致的機台與製程模組

資料，晶片設計的客戶能夠取得更多、更深入的台積電製程資料，使得客戶在進行下一

世代晶片設計時能取得台積電精準的 DFM 製程資料，以充分利用台積電先進奈米製程

所提供的優勢。此外，UDFM 架構能夠處理相當大量的 DFM 資料及設計複雜度，因而

得以縮短晶片設計時程，加速產品上市以及量產時程。（台積電網站新聞發佈） 

在 SoC（System on Chip）與 SiP（System in Package）的趨勢下，產業已逐漸進入

虛擬整合的需要，台積電、創意電子與其他合作的夥伴，共同創造了先進製程的設計技

術及整合 IC 產業鏈的核心能力。由於晶片設計的困難度及複雜度越來越高，每次若 IC

設計皆是從頭設計是不切實際的，每一塊 SIP（Silicon IP）若都由自己投資自己設計，

IC 設計公司需負擔昂貴的設計開發費用。因此有必要提供一「開放式創新平台」，整合



 

88 
 

自身及眾多廠商的 IP，提供許多可重複使用的 IP、實用的 EDA 工具、多樣的設計平台、

有效的創新流程管理系統，補足 IC 設計業者在設計流程中資源不足或效益不高的部份，

確保 first-silicon success，為客戶提高研發資源的效益和大幅縮短產品開發時程。 

台積電所主導之開放式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對台積電的設計生

態環境合作夥伴而言，取得台積電之 AAA 機制認證，意謂著其能夠提供晶片設計的客

戶一個保證，在減少預留安全空間（guard band）以及避免過度設計（over design）的情

況下，完成最佳化的晶片設計。對晶片設計的客戶而言，使用經過台積電此一機制認證

的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或矽智財，能夠大幅提昇首次晶片設計就成功生產的機

會，降低生產成本並加速產品上市的時程。（台積電網站新聞發佈） 

若沒有這樣的設計，這樣的平台，彼此的標準不同，也不知道 foundry，大家在設

計的時候都會多留一點空間，萬一你的製程不穩，萬一我的設計有問題，留愈多保

留空間，我們就有更多的系統損失，因此，就有了更新的設計參考流程，所以這也

是我們 AAA 認證的關鍵之一。（訪談五：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為實踐開放式創新平台的經營模式，將眾多的 IP 及 EDA 工具經驗證後，與

自己核心的技術製程加以 bundle 住。在該平台中，台積電扮演著 IP 及 EDA 工具之中介

者及媒介的角色，提供了完整的 IP Cell Library、Reference Flow、DFM、EDA Tool 等，

協助客戶快速地找到所需的 IP 及 EDA 工具進行 IC 設計的開發。 

對我們來說，當然我們自己的製程是由我們自己提供，那我們也提供一些比較

foundation 的 IP，就是比較基礎性，這些 IP 與製程緊密連結結合，然後 third party

他們也會提供一些其他的 ip，然後也會有 EDA 工具進來。這些聯繫上面要很緊密，

這些東西全部進來的時候，都要全部驗證過，AAA 的這個 initiative 來保證他的

quality，所以 design house 進來用的時候，就能夠很放心的進去用。customer

他就很放心使用這些部份，就可以強調在他能夠需要真正貢獻的地方，就是把產品

兜出來，然後作出產品方面的一些創新進來。所以叫 open innovation 就是說，這

些基礎架構，我們都幫忙 take care 好以後，customer 他們只要自己重視說他自

己真正要創新的部份。這是整個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的精神所在。（訪談

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IC 設計業最 unique 的地方，IC 製造業最 unique 的地方，就是他那個製程條件是

在你 IC 設計的時候你就必須決定了，IP 的 library、cell library，會 bundle 製程

的原因，因為其實你在做 IC 的時候你就已經要選擇說我今天是要用多少、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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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奈米的製程，因為你那個功率會不同，做出來的精細度會不同，耗電力也會不同，

然後塞進去的電晶體數，比如說我這個設計圖就是要五百萬顆，你去拿那個比較粗

的製程，單位面積下你就不可能塞五百萬顆呀！（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

某高階主管） 

TSMC-online 上面所放的東西，就是把所有的製造資料、製造 library、cell library，

然後依照不同的分門別類讓你去 searching，你現在有不同的 process、不同的

application，事實最主要都是 IP！再來牽涉的是 cell library，這是跟著設計的時

候才會用到！其實一個 IC 的結構裡頭，有 analog、RF 的分類，有很多，他怎麼

那麼快容易找出來，很快的把它兜成一個 structure，然後哪些是用到台積電的 IP，

哪些是用到別人的？有些要不要自己開發？台積電在做 IP 開發，第一個就是

visibility study，就是把所有的 IP，外面買的、自己發展的，通通揍起來，然後看

看，注意看看還有哪些 IP 是缺的，買的到的我就拿進來用，買不到的我就自己開

發，買的到的成本會不會太高？要不要自己開發？那個 cost structure 就會出來，

這種東西就是從這零零散散的 library 或 IP 去找出來的，所以他主要一開始就是設

計這個類別。（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過去 IC 設計業者要獨自向 IBM、TI 等國際大廠請求 IP 授權，自己必須到處尋找可

用的 IP，不但代價高昂且不見得可合用，甚至面臨無法適用於設計或導入生產的問題。

因此，透過台積電「開放式創新平台」的服務經營模式，台積電扮演著仲介者和整合者

的角色，設計業者可依自己的需求購買所需的 IP，或是由台積電、創意電子協助客戶進

行 IC 設計的服務，如此可將一個個既有已完成驗證的 IP 依各種方式快速組合起來，得

以在較短的開發時程內完成整個 IC 的規劃及設計，快速導入生產階段。 

以前是客戶自己去外面找，找到了以後呢，人家跟他說這個已經在 TSMC 驗證過的

沒問題，喔真的阿！？結果竟然不 work！但是我們可沒說有驗證過他阿！現在有

了這個、到了這個明確的平台上了，也可以說是交易平台，張三、李四、王五在

TSMC 都是有驗證可以 work 的，那到最後呢，其他沒有被 TSMC certify 過的，他

就別想在外面招搖撞騙。如果是某個沒有 certify 的，然後來我們這邊問一問、問

一問，我們就會說不認識這個人。（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因為台積電某些加工的程序，用台積電的就已經驗證過的，就是這些已經做過 IC

的 IP 的話，到了下次來用，直接投產那個就沒問題，但是那個東西如果是以前從

來沒有生產過，變成台積電那邊必須重新 try，try 那個整個不同的工具，try 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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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決定說 ok 這個沒有問題，然後再把它傳變成 reference 出去。其實他們主要

在講的原理就是說，怎麼把他們用的那個 IP cell library 整合起來，植入台積電的

設計製造參數，那無形中設計工程師進來，邏輯設計線路拿到的東西，他就變成是

已經符合製程條件的東西，要投產就會很快，所以 OIP 其實最重要的精隨就在這裡

而已。（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之某高階主管） 

開放式創新平台其實有一點像是 web 2.0 的概念，也可以將它視為 Foundry 2.0，

台積電在這之中就是扮演著仲介者的角色。（訪談三：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在如此的服務客戶的過程中，客戶一旦習慣於台積電所提供服務系統的操作模式、

製程技術、以及設計流程，客戶在進行 IC 設計時都必須符合於台積電所制訂之製程的

規格標準，客戶就不願意花更多的時間成本、轉換成本採用其他晶圓廠的系統，無形中

即使得開放式創新平台所提供的服務逐漸 bundle 住客戶。雖然台積電相較於同業來說所

提供單位晶圓的價格是較高的，然而在與客戶溝通之下所形成之合理的價格，由於台積

電提供了 IC 製造全面性整體服務的價值，使得客戶願意以較高的價格在台積電下單，

創造了台積電更多的收益。 

你就抓住他心中的 switching cost，有時候價格高一點他還是願意做阿！遇到價格

競爭的時候，也不是太懼怕拉！尤其是越到下面的市場，假設比較舊的製程，別人

也做的出來，別人做出來的 quality 也很好，這個時候你沒有跟他有很大的差異阿！

剩下來就是軟實力的差異嘛！客戶跟你做生意是不是很順！一句話講完客戶所追

求的是 easy to do business with！（訪談一：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OIP 的關鍵在於發揮 Collaboration 的精神，廠商彼此將可以的部份 share 出來，

台積電主要還是希望提升整個晶圓製造的服務，提升品質、良率、還有交期，最好

是能 bundle 住客戶，讓更多的客戶參與這個平台，習慣這個平台，願意和台積電

做生意。（訪談七：台積電某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開放式創新平台可以比喻為一條高速公路前段的道路，為了讓客戶可以順利地設計

產品，有必要將前面的路障予以清除，快速地讓客戶的產品得能導入量產，因此這條高

速公路很重要的當然是能快速且順利安全無誤地讓客戶抵達終點交流道，所以就要有如

此開放式創新平台的服務，也因如是的經營模式能快速的為台積電及客戶共同創造更多

的價值與獲利。 

台積電 revenue 的方向，就是幫你把晶圓做出來，把晶圓做出來呢，客戶在那邊，

我們在這裡，中間的路是高速公路的話，上面沒有路障，沒有石頭，客戶只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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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idea，很快就能開到這邊來，跟我很快下二萬片訂單，我很快做出來交給他，我

們賺錢，這是最重要的目的！做任何事情都是把客戶到晶圓廠之間把它的路鋪的很

平。他可以全速衝過來。以前是速度不夠快，一弄不好就翻車了，掉到懸崖下去了！

台積電說我只做晶圓阿！你到我這裡來我就會好好幫你做阿！問題是說你能夠到

我這裡來嗎？觀念上來說就是，做任何生意都是一樣的，讓客戶到你生財的 activity

中間的路障消除掉，他運用最快速的方法到你這邊，你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法賺到

錢！以前客戶自己去找，現在跑到這裡來，馬上找到了，趴趴弄上去，二個月就可

以 tape out 了。你只要這樣想，客戶到你這邊來，successful 生產的晶圓你就可

以賺到錢，你如何讓這件事早點發生，這就是很簡單的常識阿！（訪談一：台積電

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創意電子及合作夥伴共創之全面性服務模式，可視為一虛擬垂直整合

（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的角色，或將此經營模式視為「虛擬整合元件製造商」

（Virtual IDM）。透過台積電與創意電子之間的高度互相配合，同時協調整合上下游的

資訊和技術規格，上游與 IC 設計廠商、IP 供應商、EDA 工具廠商，下游與封裝測試廠

商，共成了共存的夥伴關係，才得以快速製造高品質之系統單晶片功能的 IC。台積電、

創意電子與合作夥伴將可製造性設計（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DFM）、可測試性設

計（Design for Testability）導入客戶晶片設計的服務，整合顧客所需的 SIP（IP 

Integration）、規劃設計參考流程（Design Reference Flow）、晶片佈局（Chip layout），提

供給客戶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全面性且完整性的 IC 製造服務。 

前端在設計的時候提供 IP，提供這些 eda tool、reference flow，他們要移動的時

候，可以幫他 transparent，讓他們不用擔心，那後端那邊就是牽涉到 package，

以前台積做完晶片，就外包給外面，日月光或哪裡去封裝，那他們去做的時候，台

積當然也要提供相關的資料給他們，只是最近有一些部份甚至封裝的部份也在台積

做，因為這樣自己才知道說很多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樣封裝才會最好。所以

我們不只把前端納予，後端這邊也要擴展去做，整體觀念就是說怎麼樣才能讓客戶

的東西，一定會到最後，做得很好。（訪談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由台積電所主導之開放式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台積電、創意電

子與合作夥伴所共創之全面性虛擬垂直整合服務模式，如圖 4.2.7 所示。其所帶來的附

加價值是整合的，即一整合的開放式創新平台。有效縮短系統業者、IDM 大廠與 IC 設

計業者的產品開發時程，降低技術門檻與研發成本。藉由縮短客戶設計產品的上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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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to-Market）、以及降低生產製造成本，加速達到獲利階段（Time-to-Money），不

僅能為客戶創造競爭優勢，更為其獲取更多廠商的認同及創造更高的營運價值。 

對 IC 設計的廠商來說，如果什麼都要自己做，cost 實在太大，從平台中得到別人

的 core，台積電幫你生產製造，幫你做一些部份的服務，節省你的 cost。不過相

對的 IC 設計廠商也需要貢獻一些 core technology，提升整個平台的 value！（訪

談三：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圖 4.2.7 台積電、創意電子及合作夥伴共創之全面性虛擬垂直整合服務模式 

資料來源：蔡政安，2005；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本研究整理 

 

台積電從 e-foundry 走向開放式創新平台，過去的 e-foundry 服務，台積電與客戶之

間是以 project by project 的方式進行合作的，雖然 e-foundry 已提供了從設計合作、工程

合作、運籌合作之全程合作的服務，然而服務之眾多客戶的各 project 之間的相關性是很

小的，也就是說台積電有著許多的 IP Cell library、建置了許多服務客戶的小型系統，如

此龐雜眾多的系統之下，許多 IP 可能就因此浪費而 reuse 的量相對小很多，因此朝著整



 

93 
 

合性的開放式創新平台，整合 IP Cell library，以利 IP 的管理及 IC 產品之創新流程的管

理。如此解決過去 IC 設計的客戶要到處自行尋找 IP 的窘境，提供客戶更好更方便的服

務，也吸引了更多新的 IC 設計客戶願意加入台積電主導的 IC 設計服務生態體系，透過

如此由台積電制訂的 IC 生態體系之規則，有更多的客戶願意在台積電投單生產製造晶

圓，與台積電共創利潤與價值。 

IP 有非常多種，Hard IP、Soft IP、Firm IP 程度上不同，我們要做的就是將眾多

的 IP 整合，經過我們的驗證，有這麼多重覆的 IP，有很多 overlape 的部份，浪費

了很多資源，這樣可以節省很多 cost。（訪談三：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要去控制這整個 third party 的利潤，還要去做本身的 tool kit，還有他整個

service 的部份。所以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是在怎麼樣把這個 implement

對外、然後再從跟對內的，接在一起接得更好。以前的 e-foundry，那個東西是靠

人海戰術去接出來的，他是分散式的系統。台積電之前的問題是，因為他們每個人

都很厲害，所以都能開發出很多自己的小系統。這就有許多問題出現了，比如說你

一個 IP，到底有多少的 process 用到這個 IP，或這個 IP 用了多少 process，或是

哪一個版本，他可能要花很多時間才找得出來。這是因為他們過去是以 project by 

project 在看，看內部的資料管理，可是你用 project 看，reuse 的 function 就會

減少了。因為 reuse 應該是要建立在一個 library 的角度上，然後才能去兜出來一

個 product structure。新科技已經減緩了，reuse 是非常重要，reuse 是可以減少

掉 redundant 的部份，台積的 innovation 是可以更提高的，他們可以去發展更好

的製程、運算法則、optimize 的組合、最好的 yield rate 等等，如此 optimize 整

個公司的投資，然後再去 value add 在更有價值的一方面。（訪談六：台積電合作

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For 不同的人不同的 design kit，所以他事實上是要管理很多 version type，就是

很多類型不同的 IC 種類，他要擺那麼多的東西。有那麼多的東西在那裡，所以操

作就是很複雜的環境，如果讓版本一致，讓 data synchronization，這個就是他們

的挑戰。因為你知道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你如果沒有辦法即時提供正確的

資訊的話，那一個越開放，你那個 error，會擴散的越快，衝擊越大，如果客戶來

的時候，在 platform 用完了，然後來生產，你跟我講說不好意思，你用錯了，那

還得了！所以你那種 innovation platform 的機制，或者是內容的乾淨度，要怎麼

讓他去保持，跟你的製造廠同步，那會是他們的 challenge！（訪談六：台積電合

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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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就是 e-foundry 的延伸，我們 open 這個平台，讓大家彼此分享參與，然

後把它整合起來，然後從過去比較是單向走向的資訊，逐漸變成雙向式的溝通，就

是雙向溝通。（訪談三：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表 4.2.19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之顧客介面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1. 履行與支援 
（Fulfillment & Support） 

開放式創新平台提供許多經 AAA
機制驗證可重複使用的 IP cell 
library、EDA 工具、多樣的設計平

台，且進行 IP 管理及 IC 創新流程

管理。設計工具以及設計參考流程

持續地更新版本以提供更多實用

的功能套件，如半世代設計支援、

統計靜態時序分析、可製造性設計

套件、電源管理技術、低耗電自動

化設計方法等。確保晶片設計從規

格訂定到投片生產都能有正確的

依循與保證，且提升首次晶片設計

就成功生產的機會，以完成最佳化

的晶片設計，提升良率品質，降低

成本且大幅縮短設計到量產上市

的時程，與客戶共創利潤與價值。 

2. 關係動態 
（Relationship Dynamics） 

客戶可依自己的需求購買所需的

IP，取得所需的設計套件或全面性

服務，台積電協助客戶進行設計服

務，可將既有已完成驗證的 IP 依

各種方式快速組合起來，縮短 IC
設計時程，快速導入生產階段。 

3. 價格結構 
（Princzing Structure） 

台積電相較於同業來說所提供單

位晶圓的價格是較高的，然而在與

客戶溝通之下所形成之合理的價

格，由於台積電提供了 IC 製造全

面性整體服務的價值，使得客戶願

意以較高的價格在台積電下單，創

造了台積電更多的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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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 

2005 年以來，台積電一共設立了三支的創投基金，投資標的以初創時期且對台積電

長期綜效有助益的晶片設計公司為主。以創投方式進行轉投資，主要是委託旭揚、範積

等專業創投業者代為評估。台積電直接投資的上下游公司不多，僅設計服務公司創意電

子、影像感測晶片測試廠采鈺科技、聯亞科技、新加坡 SSMC、以及台灣信越，持股比

例在 10～47%，藉以掌握關鍵技術、耗材、及下游產能。不過台積電透過持股 97%的

InveStar 及 InveStarⅡ兩家公司，持有立錡、美新、欣揚、全球測試、科雅、康奈科技等

近 60 多家公司，總投資戶達 75 家之多，且均為晶片設計和封測公司。（伍忠賢，2006） 

2005 至 2006 年台積電與設計工具廠商合作建立了可製造性設計生態環境（eco 

system），首開 45 奈米至 65 奈米之可製造性設計生態系統先鋒，此平台可使客戶設計產

品的複雜性降低，確保客戶不論選擇使用何種設計自動化工具都可以依照相同的製造數

據設計產品。藉由此一健全的可製造性設計生態環境，將有助於客戶提高效率、縮短不

同世代製程技術的設計週期、加速產品量產及產品上市的時程。此外，台積電亦致力於

更進一步提升浸潤式曝光顯影機台量產時的生產效率，並且與設備製造商共同合作開發

相關機器設備，公司也計劃將於 45 奈米製程採用浸潤式曝光顯影技術。（台積電年報，

2005、2006；台灣專利資料庫） 

另一方面，台積電與創意電子的合作關係，逐漸漸演化成分工的方式，台積電扮演

著前瞻技術的 creator，服務少數最先使用的客戶，創意電子則接手 deploy 以進一步發展

和技術擴散，開拓其他早期採用的客戶。台積電內部之設計暨技術平台部門（Design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DTP），主要是配合台積電先進製程進行研發，將新開發出來的 IP

或設計流程先行服務給台積電最重要的前幾個客戶，一方面服務客戶一方面驗證自己的

設計，然而由於台積電主軸依然是晶圓代工服務，DTP 所提供的設計服務其資源是有限

的，無法服務所有的客戶，當台積電原始開發的設計應用成功且成熟後，創意電子再加

以完善並且將之大眾化，使各 IC 設計業者皆可使用此 IP 或設計流程。 

台積電也是怕說因為與 IP 供應商有商業性競爭的問題，所以台積電就可以把客戶

丟到創意電子去，用創意去做，創意的結構就是他們可以幫忙設計 IP！設計的 IP

主要是 application 的 IP，而台積電主要的還是製程上的 IP，創意的人也不會去做

有關製程的 IP，這還是有一些差別的！所以你看台積電主要在談的設計服務，還是

在於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service，一般來講直接談說是 design service 的

比較少！是有…但是在內部不太明顯會讓你知道，主要還是在談 DFM。（訪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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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與創意電子綿密的合作關係，主導著整個開放式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的設計服務，IC 設計業者可使用平台上所提供之 IP、設計流程等，台積電

先服務那些主要客戶如 nVidia、ATI、Qualcomm 等大廠，提供先進製程的特殊設計需求

產品，而創意電子則接棒服務其他台積電無法一一滿足的客戶進行全面性的服務，降低

客戶採用先進製程的門檻，也使台積電先進技術的效益和客戶的關係更大化。（簡禎富、

史欽泰、陳亭蓁，2008） 

台積電與創意電子的合作不僅加強台積電在設計服務一環，創意電子的經營模式提

高了台積電的附加價值，透過創意電子的 IP 資料庫、多樣的設計平台、累積豐富經驗

及專業的設計人才，協助台積電取得更多客戶的訂單，促使有更多品質佳的設計產品出

現，同時縮短量產導入時程，提升台積電的晶圓製造產能。而客戶通常要求從產品規格

到設計完成的服務，可能還會要求談到晶片製造的價格及交貨期，此時就有賴於台積電

產能大、高品質、高良率、交期快的生產製造能耐。因此藉著台積電與創意電子所建構

之開放式創新平台的服務模式，台積電與創意電子的密切合作，以及合作廠商的支援，

得以提供客戶從設計、生產製造、出貨交期之全程服務，為一極具優勢及競爭力的全面

性服務，落實虛擬 IDM 的模式，並且著實成為客戶的「全方位解決者」（Total Solution 

Provider）。（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08） 

為實踐「開放式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的經營理念，台積電推出

AAA-主動精準保證機制（Active Accuracy Assurance Initiative），以確保設計生態系統介

面及其構成要素的精確度及品質。該全面性的計畫涵蓋了所有設計生態環境中的環節，

台積電透過資訊礦採（Data-mining）技術篩選及分析台積電過去所累積的龐大製程資

料，作為建構 AAA 機制的基礎，並將其中的重要資訊整理分享給 EDA、IP 公司及其他

合作夥伴，供其開發適合自身公司的方法，共同參與 AAA 機制的執行。矽智財及資料

庫合作夥伴可以使用這些重要資訊來進一步強化其矽智財的效能、縮短矽智財開發的時

程，以及提升矽智財的品質。AAA-主動精準保證機制提供精確度標準給所有合作夥伴，

包括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矽智財及資料庫以及設計服務聯盟合作夥伴。此一最新的精

確度要求，是把與台積電製程緊密結合、關鍵的基礎子電路（sub-circuit building block）

做仔細的特性分析、驗證以及最佳化組合測試之後才建構完成。（台積電網站新聞發佈） 

因為製程一步一步越走越先進，從 90 到 65 到 45 到 32，不是每一個設計公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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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的上去，有的設計公司跟上去以後，發現說每一次投資越來越多，也會擔心，

所以我們一定要幫他們在各個方面，除了我們台積電自家以外，還有一些協力廠

商，eco system 裡面，像 EDA company，像一些 IP house，還有一些 design 

center，像創意，大家一起 alliance 在一起，然後相關的一些關節要打通。所以

open innovation，就是強調說大家要一起，而且希望說當製程一直往先進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跟進。因為你知道每一個製程，每一次在做過去之後、光罩 mask 就很

貴，有些人就說不定就停留在原有已經 mature 的製程，就不見得往前進，當我們

把這些關節都打通以後，他們就比較有興趣願意跟著一直一直往最新的製程移動。

然後這一部份就是要經過我們去年就開始提出來的 AAA (Active Accuracy 

Assurance Initiative)，因為我講過，我們作的東西不是只有台積電有，有些是從

EDA company，有些甚至從 third party 那邊進來，所以我們要確定說東西都是準

確的。（訪談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如圖 4.2.8 所示為台積電「開放式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之經營

模式的示意圖，台積電以其所規範的製程標準，以其所制訂的 AAA-主動精準保證機制

（Active Accuracy Assurance Initiative）應用於自身及所有合作夥伴廠商之 IC 設計自動

化工具、矽智財、IP 資料庫及相關技術，整合後成為已通過驗證之設計參考流程、可製

造性設計工具、製程設計套件，以及設計支援及後段服務等。這之中很重要的關鍵在於，

由於台積電掌握著 IC 製程及製造技術的核心能耐，即使 IP Provider、IC 設計服務廠商、

EDA 工具廠商有著自己設計 IP 或 EDA 工具的規格及設計邏輯，然而最終還是必須經過

台積電的機台進行 IC 生產製造，因此還是必須通過台積電的驗證，才得以在兼顧品質

及良率下在台積電生產，因此台積電得以成為整個開放式創新平台經營之價值網絡的主

導者。 

因為這些 IP 最後要做到 silicon 上面，當然還是要 TSMC compatible 才有意義阿！

IP 是要做什麼用的呢？ IC 設計的時候，我可以做每一個每一個我要的功能、區塊

嘛！IP 一個一個來了，你在電腦上 simulation 成功了，可是在 silicon 上不見得能

work，那有什麼意義呢？當然需要藉著 TSMC 去 certain 上能 work 呀！IP 是 IC

設計客戶線路上要用到的東西，我們會以 enable，讓你們與 IP 供應商很熱絡，很

放心驗證，目的是缺一塊幫你塞上去，再 certain 上你會 function。（訪談一：台

積電某高階主管） 

早期來說，有很多 IP company 他們做的 IP 出來，大概都可以 work，可是現在新

的，你要 IP company 做出來的東西，也要跟我們相關的這些一些專案要合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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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確定他們的 IP 是要 go through 這些的 application，然後時間也要能控制，總

不能說客戶已經要了，你的 IP 還沒經驗證，而且因為現在每二年、每一年半、每

二年就進入一個新的世代，所以這些 IP building block 就是大家必須要緊密的安

排好，就是要去驗證。（訪談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圖 4.2.8 台積電開放式經營示意圖（開放式創新平台）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已有越來越多 IDM 廠商願意加入台積電的開放式創新平台，與台積電合作，

一同共創價值。舉例而言，2009 年 3 月台積電與英特爾公司簽訂協定，在技術平台、矽

智財架構、系統單晶片解決方案上進行合作，英特爾將移植 Atom™處理器核心至台積電

之開放式創新技術平台，以擴大 Atom 處理器系統單晶片客戶的市場版圖。此次的合作，

有助英特爾公司的客戶更方便使用 Atom 系統單晶片，並藉由台積電多樣的的矽智財服

務，擴大 Atom 系統單晶片的應用範疇，台積電亦可延伸其開放式創新之技術平台來服

務英特爾架構的市場領域。（台積電網站新聞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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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連 intel 都倍感威脅，之前一直不敢交給台積電，是因為台積電實在學太快了，

nvidia 一直交給台積電，台積電已經將這塊摸熟，你知道其實 GPU 比 CPU 還複雜！

所以現在就是說，他交給台積電已經可能…不把台積電視為威脅了！可能是需要拉

攏的伙伴，他可能是想從台積電去學，improve 他的 CPU 的製程。反過來我去調

教你的東西！（訪談六：台積電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2009 年 4 月日本富士通與台積電宣佈雙方將在先進製程技術生產上建立合作，並為

富士通製造產品。根據二家公司的協定，富士通將擴展其 40 奈米世代邏輯晶片至台積

電生產。這項先進技術的合作將富士通的晶片設計技術、先進的影像與通訊矽智財、高

品質且在日本市場表現突出的客戶技術支援，加入台積電之開放式創新平台，與台積電

領先業界的製程技術與製造能力相結合，有助二家公司創造新市場並開發潛在客戶。（台

積電網站新聞發佈） 

台積電掌握著能吸引客戶關鍵的先進製程技術及關鍵的生產製造能力，客戶在台積

電下單，台積電的生產可提供比起同業較大的產能、較高的良率、較佳的品質、以及迅

速的交期，更重要的關鍵在於透過開放式創新平台，台積電提供以客戶為導向基礎，從

設計、生產製造、到運籌之全程的合作服務；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即使台積電在業界

中開出較高的單位晶圓的價格，卻仍能保持著在晶圓製造服務市場近 50%的市佔率，客

戶願意在台積電投單生產。總而言之，台積電提供著一為領先業界的先進製程技術，二

為穩定高品質的生產製造能力，三為整合性平台的客戶服務。因此，吸引著有越來越多

的 IC 設計的廠商（包括 IC 設計公司、系統廠商、IDM 廠商），更願意加入台積電的開

放式創新平台，與台積電合作，共同共創更多的價值。 

以 nvidia 他們來說的話，他們要去預估開出這個晶片，比如說十萬顆在什麼地方

上什麼時間內上市，但是一個 fab 大概要三個月才會做完，所以要去計算說這個產

出 throuh put 是多少，不然你 time to market 那個問題會產生 gap，比如說聖誕

節週期，你沒有上市，十萬顆沒有交期的話，yield rate 掉了下來，變成只交了七

萬顆，那他要賣八萬顆才賺錢呀，結果他就因為你製造廠的問題就虧錢！所以他們

對這種要求非常嚴格，尤其越高單價的越要求，所以他就是會希望說你是要準時交

貨！台積電就是這點辦的非常好，說穿了他的關鍵不是在 IP，他的關鍵還是在於核

心的製造能力！（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的 service 真的很多，他也可以幫你開 mask！他幫你開 mask 的時候，原

本是 GDSⅡ出去以後就開 mask，台積電有辦法就是，我看完你的 GDSⅡ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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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這個開的 mask 出來以後的良率好不好，他會建議你說你不要這麼開，這

就是他 value 的地方。所以他事實上這個 platform 真的是強，就我個人的角度來

看，我是覺得，他在強化 TSMC 的製造優越性，他把他更強化了，讓人家用上去就

愛不釋手，就繼續用他，這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

商某高階主管） 

台積電的 OIP 會告訴你要依尋什麼規範，合作夥伴要按照我的 rule 去做，但是這

個細節跟製程有關的參數係數不見得提供，也就是說台積電的真正核心，他的核心

能力，製程技術、製程參數是其商業機密，是絕對不會透露的！（訪談七：台積電

某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這一定是商業的考量，台積電的核心製程的技術、製程的參數等等細節，是絕對

closed 的，只是說提供一盡量 open 的平台，讓 fabless 方便 adapted，其實也可

以稱 OIP 就是 TSMC platform，台積電制訂了一個自己的平台、自己的遊戲規則、

自己的 protocal，而廠商與廠商之間，主要也是互蒙其利！對於 IC 設計廠商而言，

TSMC 做出 platform，IC 設計業者當然省事，在這平台上，performance 提高、

良率提高，對 IC 廠商相對價值較高。（訪談七：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IP 供應商在開放式創新平台所提供之 IP，台積電經自己生產製造之製程技術驗證，

會與這些 IP 供應廠商進行交互授權，當 IC 設計廠商使用台積電所整合之 IP Cell Library

的資源時，台積電會協助這些 IP 供應商進行 IP 的計價，藉此 IC 設計廠商必須向 IP 供

應商付授權金。 

那台積電最主要就是說要怎麼去把外面進來的客戶，把人家進來的東西，他要幫忙

計算出來，這些 IC 用了多少 IP，哪一家的 IP，他要幫忙算錢的！舉例來說，他是

ARM 的製程，所以他是要幫 ARM 算誰用了 ARM 的製程，那要算多少錢，他要打

那個量要幫 ARM 算錢，然後要幫客戶 charge，那個是他們的工作，所以那上面有

tag 存在的，其實每一個 IP 都有 tag 存在，所以你即使拿 mask 到台積電生產，他

一樣為什麼能夠幫忙算錢，因為是他做比對，他就知道說你這個 mask 裡頭其實你

有用到多少 IP。（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某高階主管） 

IP 供應商和台積電是有 legal 上的一些來往的，所以台積電會一樣的去幫忙做這

些，等於是 double check 的意思，因為台積電也是要付錢給這些 IP 供應商，因為

有些技術還是要移轉的，所以這是 IP 的問題，就是說雖然是 ARM 的製程，ARM

的製程雖然經過台積改良，可是母體還是 ARM 的製程，所以你很多東西不是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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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撇開不管！所以這個就是說，其實台積電有一部份他那些製程當時從國際大廠，

那些從技轉過來也還是要付錢的。台積電和 IP 供應商他們其實都是 cross licensing

去處理的，就是說交互授權的問題，所以他可能即使說，你因為已經是一個競合的

團隊，他們一定會有個合理的價格出來，然後也不可能拆夥，甚至那個簽的合約已

經綁死，搞不好重頭綁到尾了。（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某高階主管） 

同樣地，EDA 廠商也加入此一開放式創新平台，與台積電合作，將所提供之 EDA

工具，經台積電驗證後，得以提供給 IC 設計廠商使用，而 IC 設計廠商使用這些工具也

必須付授權金給這些 EDA 廠商，這也將吸引著更多 EDA 廠商加入平台。 

早期設計公司只要拿我們一些基本的一些資料，然後就可以做設計，然後他們自己

用既有的 EDA tool 就好。可是因為製程越走越先進以後，有很多詳細的資料，不

見得在 EDA tool 一般就有。所以 EDA tool 必須要跑來跟我們公司密切的合作，把

一些很先進的這些效應做進去。那這也是為什麼強調說以前那種各自作戰的方式就

不見得可以 work 得很好，必須要大家更緊密的結合，才能夠一起把問題都處理掉。

（訪談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一開始 EDA 廠商他可能在做的時候，他根本沒有去用台積電的 library，就用他自

己的 library，所以，這個時候台積電就希望說你跟我合作，不管哪一種製程，因為

我跟台積電是有驗證過的，那我就直接附在他那，因為我們會發展那種包括 test 

program、測試邏輯、simulation 邏輯、spice model 等等一大堆工具，那種東西

都一起 bundle 進去，那是不是要使用 EDA 工具的人，就直接就拿去用就好了，其

實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結合這些 EDA 供應商的工

具。（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之某高階主管） 

聯電跟其他公司並沒有辦法 provide 足夠的 innovation 給 EDA 廠商，客戶量不夠

沒辦法這樣提供。這就是大廠的優勢，台積電 market leader 的優勢就是在這裡！

（訪談六：台積電某合作夥伴廠商之某高階主管） 

廠商所面臨的是幾乎是不得不加入 TSMC 的平台，台積電 market share 1st、new 

technology 1st、如果不加入 TSMC 的平台，其實反而是被整個產業生態 isolated

在外面的，你無法忽視台積的存在。相對的，若你的 EDA tool 有被使用，加入在

reference flow，你的 EDA tool 當然是被肯定，且被客戶使用的機會越大，好處是

你的 capability 也會提升，我們也能學習改進 Tool 的品質，使其更好用。由於 TSMC

在平台上幫你的加值，技術被肯定，價值會更高。尤其是小廠無法 support 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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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更需要仰賴 TSMC 平台。以 EDA 工具的廠商策略來看，大概會有 8 分的投

資與 TSMC 合作，2 分與其他 foundry 合作，這是很現實的考量。所以跟台積電

合作的原因最重要的還是由於台積電 tech lead、quality、yield rate、support 

service、market share 都是業界領先。這個創新很像是利用一種社群的關係，發

揮整體社群的影響力，提升整體的價值。（訪談七：台積電某合作廠商某高階主管） 

因此，當 IC 設計廠商客戶在台積電投產下的訂單越來越多，將會吸引著有越來越

多的 IP 供應商、IC 設計服務廠商、EDA 工具廠商更願意加入開放式創新平台，有越來

越多的 IP、EDA 工具、設計流程等資源，又再吸引更多的客戶加入平台。如此創造台

積電及客戶更多的獲利，更為在此一平台之生態系統中的合作夥伴廠商們，共創及分享

更多的利潤與價值，形成了一良性的循環。如圖 4.2.9 所示為台積電及創意電子的合作

關係扮演著開放式創新平台的主導角色，與設計廠商客戶，以及第三方合作夥伴，三者

之間彼此交互影響所形成的良性循環之示意圖。 

產品生命週期縮短，要想要 total cost 下降，total risk 要下降，台積電與許多合作

廠商，彼此 open share 彼此的資源，對彼此都好，這樣的話價值是最大的！形成

一個 Eco System Service Premium！（訪談三：台積電某合作廠商某高階主管） 

以前很可能 design house，雖然做得很辛苦，可是最後得到的 value 卻很少，就

很薄的利潤。那如果這樣的話，design house 不需要花這麼多的力氣去擔心每一

塊，而是這些基本塊都幫你 take care 很好，design house 就只要花力氣去想一想

他們真正要去貢獻的地方。那合起來就可以把餅做大，甚至可以去做一些 killer 

application。那變成是說大家一起贏拉！就是說台積電也贏，那這些 third party、

partner 也贏，而這些 design house 他們也贏得更多。反正大家就是一個 party

的 feedback 的觀念。（訪談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就是強調說整體是需要有 value customer、value partner，當然也需要有 value

給我，希望三邊都贏！讓 customer 能夠 first time to market，希望說三邊都有機

會來創造 innovation，三邊通力合作，台積可以繼續 innovation，我們的 partner

那些 EDA company 那些 third party 可以繼續 innovation，customer 可以

innovation，這就是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的目的，希望每一邊都有辦法進

來做 innovation，希望達到最好的 return of investment，然後減少浪費。（訪談

二：台積電某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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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台積電開放式創新平台創造與合作夥伴之間的良性循環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20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之價值網絡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個案描述構面 描述變項 描述內容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1. 供應商（Suppliers） 

致力於更進一步提升浸潤式曝光顯影機台

量產時的生產效率，與設備製造商共同合

作開發相關機器設備，以快速導入先進製

程的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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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之價值網絡的個案描述與整理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2. 合夥人 
（Partners） 

設立了三支的創投基金，且持股 InveStar 及

InveStarⅡ二家公司，總投資達 75 家之多，均為

晶片設計和封測公司，藉以掌握關鍵技術、耗材、

及下游產能。台積電與創意電子的合作關係，台

積電扮演著前瞻技術 creator，新的 IP 或設計流程

先行服務少數最先採用的客戶，一方面服務客戶

一方面驗證自己的設計。創意電子則接手 deploy
以進一步發展和技術擴散，加以完善並且將之大

眾化。透過創意電子的 IP 資料庫、多樣的設計平

台、累積豐富經驗及專業的設計人才，協助台積

電取得更多客戶的訂單，促使有更多品質佳的設

計產品出現，同時縮短量產導入時程，提升台積

電的晶圓製造產能。 

3. 聯盟 
（Coalitions） 

「開放式創新平台」建立一 IC 設計生態環境，

AAA-保證機制涵蓋了所有設計生態環境中的環

節，確保設計生態系統介面及其構成要素的精確

度及品質。台積電將製程的一些重要資訊整理以

及精確度與品質標準提供給包括 EDA 工具、矽智

財及資料庫以及設計服務等生態環境夥伴，進行

相關驗證以及最佳化組合測試之後才建構完成。

整合後提供已驗證之設計支援工具、IP 資料庫、

設計參考流程、可製造性設計工具、以及前後段

服務等。此外有越來越多 IC 廠商，甚至是 IDM
廠商加入開放式創新平台提供更多矽智財或設計

技術支援。 

 

第三節 台積電開放式經營演進歷程總結 

茲將台積電四個主要經營發展時期的描述，分別統合整理其個案描述的四大構面：

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整理每一時期之個案描述的概況，整理後製成

表，如表 4.3.1 所示為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期（1987~1996），如表 4.3.2 所示為群雄崛

起之戰國時期 （1996~2001），如表 4.3.3 所示為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

（2001~2005），如表 4.3.4 所示為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 （2005~2009）。



 

105 
 

表 4.3.1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起飛期（1987~1996）之個案描述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為取得純設計公司訂單，逐

漸解決交貨品質與交期的

問題，方才取得美國第一家

純設計公司，逐漸取得 IC
設計公司的信任。 

 創業初期致力於品質與成

本的控制，提供客戶較「物

美價廉」的產品。 
 服務的客戶以晶片設計公

司為主，市場範圍集中於局

部 IC 廠商。 
 此外，亦積極爭取為 Intel

代工的訂單，藉此做中學建

立國際級的品質認證，Intel
的訂單等於是國際通行

證，改善了台積電諸多製程

缺點。 

 台積電創業初期定位於專

業晶圓代工的經營模式。 
 朝向世界級的公司為事業

的目標與使命。 
 客戶群鎖定在 IC 設計公

司，為 IC 設計公司生產 IC
產品。 

 站了先驅者的優勢，開創並

且第一個進入晶圓代工的

市場。 

 台積電創業初期工研院

VLSI 計畫的技術人員轉為

公司員工，租用計畫的設

備、廠房與土地，並持續合

作開發技術。 
 企業的核心能力為客戶特

殊應用積體電路(ASIC)之製

造量產技術。 
 公司採國際公司組織架構 
 逐漸開始建廠擴充產能，不

斷地提升製程技術、品質良

率、以及交期，終於漸漸地

打開了晶圓代工的客戶大

門。 

 積極尋找知名國際半導體

公司合作，最終選定與

Philips 合作，可藉重其許多

專利，與其他大廠交叉授權

合約，免除許多專利上的問

題，作為重要的技術來源。 
 Philips 除投資台積電外，也

轉移其較先進的製程技

術，台積電亦選派工程師到

飛利浦的晶圓廠，學習相關

的量產技術。 
 另一方面，台積電與十多家

企業共同投資工研院次微

米計畫，投資成立為發展

DRAM 之世界先進，由於無

法發展自有的技術而被迫

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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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群雄崛起之戰國時期（1996~2001）之個案描述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由於規模經濟效果出現，成

本領導效益佳，爭奪了更多

產能以及客戶訂單，IDM 委

外訂單開始釋出。 
 TSMC-Online、TSMC-Direct

等 IT 工具提供客製化資訊

擷取以及一次購足的服務。 
 客戶供應鏈管理有效地延

伸至台積電，以 IT 系統掌握

客戶訂單運作情形，進一步

預估市場需求與產能相配

合，以系統化管理提升最適

製造服務的供給。 
 透過各種資訊技術加強與

客戶溝通，TOM 上線服務提

升客戶訂單管理的效率與

服務，持續提高資訊的透明

度與即時性，客戶得以在台

積電之 IT 系統上有效掌握

自身的供應鏈管理。 

 台積電此時期轉型為服務

導向的企業，目標成為全球

最先進技術及服務之晶圓

製造的廠商。 
 提出「虛擬晶圓廠」（Virtual 

Fab）的願景，「虛擬晶圓廠」

的策略目標是欲提供客戶

不只是產品，而有更好的服

務，強化與客戶間的緊密關

係。 
 讓客戶覺得相當於擁有自

家晶圓廠的優勢，免除客戶

設廠所需的大筆資金以及

管理上的問題，讓客戶佈建

的供應鏈管理（SCM），能

直接且有效延伸至台積電。 

 科技與行銷技能兼具的服

務型組織，提供了製造彈

性、品質佳、交期快能力。 
 致力於製程技術的開發，到

了 0.18 微米時已躋身為世

界先進廠的水準。 
 資訊部的組織提供 IT 系統

之創新及差異化的客戶服

務，供應鏈管理系統之前段

系統及後段系統，透過 IT
系統與顧客關係更密切。 

 以 TOM、FPS 等系統提升製

造流程彈性，掌握產品需求

與產能間的配合作系統化

管理。 
 DSD 部門的成立開發基礎

矽智財與建立設計流程，提

供先進製程的設計服務。 
 積極建廠擴張產能，產能大

以提供客戶長期穩定量大

的服務。 

 以 IT 系統導入供貨庫存管

理(VMI)，供應商視台積電

生產進度，自動協助補貨以

維持庫存。 
 與廠商合資美國 WaferTech

公司，並興建 8 吋晶圓廠以

就近接取美加的訂單；與

Philips 亦合資在新加坡設立

SSMC 公司及晶圓廠。 
 移轉製程技術至世界先

進，以協助轉型為晶圓代工

廠，並保留特定產能。 
 先後併購德碁、世大，以爭

取客戶及人才，提升產能及

整體營運效益。 
 與設計自動化、元件資料

庫、智財、設計服務廠商結

盟成立設計中心聯盟，也跟

日月光等特定封裝與測試

公司合作，提供客戶更方便

取得智財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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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躍進時期（2001~2005）之個案描述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提供關係管理、設計合作、

工程合作、運籌合作服務。 
 提供 CyberShuttle 、 Mask 

Service 等一次購足服務。 
 與客戶線上同步瞭解晶片

設計佈局資訊，利用網路即

可完成從產品設計構思至

晶片驗證的整體設計程序。 
 與客戶共用良率分析工

具，即時量測資料提高產品

良率縮短新製程開發週期。 
 TSMC Direct 讓不同的 ERP

相互溝通，TSMC-Online 客
戶可取得晶片在晶圓廠各

階段生產狀況，且同步完成

訂單追蹤、改單、停單等使

業務往來與知識順利交流。 
 此外可連上設計服務聯盟

取得相關服務，或是下載特

定封測廠資料使用相關的

服務。 

 e-Foundry 為企業發展的服

務理念，以 IT 製造服務為基

本架構，客戶關係管理為核

心的服務系統。 
 公司從過去最先進技術及

服務的願景轉變為「雙贏的

夥伴關係」。 
 與產業價值鏈前後段服務

廠商進行相關的合作及整

合，藉此增加服務內容深

度，以擴大可服務客戶的範

圍。 
 與前後段流程彼此的緊密

整合，掌握製造品質的可靠

度與穩定度，與客戶成為協

同運作的夥伴，快速回應客

戶需求，更精確掌握交期 
 以 Foundry 為核心，協力廠

商圍繞其周圍，虛擬整合價

值鏈形成 Virtual-IDM，提供

客戶「全面性服務體系」。 

 自主研發 0.13μm 的製程技

術，保有自主及領先的技術

能力，接著進一步完成 90
奈米製程初步驗證。 

 自主研發開拓突破性浸潤

式微影技術，以利於快速導

入更先進的製程技術層級。 
 二座 12 吋晶圓廠皆已興建

完成，且研發人力及專利數

皆快速增加，同時強化先導

性技術部門人力。 
 經營流程再造，包括履行訂

單需求流程、客戶服務及滿

意流程、技術開發至量產流

程與人員招募及發展流程。 
 以供應鏈管理和 IT 系統整

合實體與虛擬空間，整合上

下游成員，建置起 e-foundry
完整的架構，得以快速回應

客戶需求並掌握交期，提升

客戶滿意度及經營績效。  

 為落實 e-Foundry 服務，與

價值鏈前段服務廠商包括

IP、Library、EDA、設計服

務等，以及後段封測服務等

廠商合作，整合上游設計到

下游製造流程，共同實踐

Virtual-IDM 的經營模式。 
 以 Foundry 為核心，建構以

協力廠商圍繞其周圍的「全

面性服務體系」。 
 入主創意電子，透過設計及

製造服務的合作模式，更有

效率的幫助客戶完成委託

設計案，並且導入量產。 
 與 IDM大廠締結Crolles2技

術聯盟，建立 ASIC/SoC 相

容的技術平台。 
 與光學微影設備商合作，建

立浸潤式微影技術的基礎

架構及原型測試機台與量

產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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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時期（2005~2009）之個案描述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開放式創新平台提供經

AAA 機制驗證可重複使用

的 IP cell library、EDA 工具。 
 設計工具及設計參考流程

持續地更新以提供更多實

用的功能套件，如半世代設

計支援、DFM 套件、低耗電

設計方法等。 
 全面性服務的價值雖晶圓

價格較高客戶也願在台積

電下單(轉換成本高)。 
 客戶可依自己的需求購買

IP，取得所需的設計套件或

服務，將既有已完成驗證的

IP 依各種方式快速組合起

來。可確保晶片設計從規格

訂定到投片生產都能有正

確的依循與保證，完成最佳

化的晶片設計，降低成本且

提升良率品質，大幅縮短設

計到量產上市的時程，與客

戶共創利潤與價值。 

 「開放創新平台」的經營模

式理念，目標建立一個 IC
設計的生態體系，讓客戶在

這個生態體系中可以找到

想要服務，與生態體系的合

作夥伴們，共同創造 IC 生

態體系最大的價值。 
 與晶片設計客戶在設計一

開始就進行充份的合作，提

供設計流程、DFM、EDA、

IP、晶圓代工、封測等服務，

協助客戶縮短晶片設計及

製造的時間與成本。 
 整合本身及第三者廠商的

EDA、IP、設計服務等，發

展設計服務能力，建構擁有

多個互通的設計生態系統

介面以及協同開發出的構

成要素，以更有效率及開放

的方式加速供應鏈每個環

節創新，促使產業創造及分

享更多的附加價值。 

 研發到 40nm 及更先進的製

程技術，強化研發能力與客

戶需求之間的連結，導入量

產及提升良率品質。 
 成立設計暨技術平台部

門，調整為以設計服務與技

術平台為發展導向的組織

架構。在北美成立三個設計

中心強化設計人才。 
 AAA 主動精準保證能夠確

保設計生態系統介面及其

構成要素的精確度及品

質，持續改善設計與製造價

值鏈中每個環節的精準度。 
 在 IC 設計生態體系中提供

經驗證的 IP、EDA、設計參

考流程、導入製造及封裝測

試等服務資源。 
 建立一套藉由 IP 創造價值

的運作模式，IP 策略會考量

企業整體發展，持續投資管

理智財改善智財組合品質。 

 「開放式創新平台」台積電

主導設計生態環境，將製程

的一些重要資訊以及精確

度與品質標準提供給合作

夥伴。 
 IP、IC 設計、服務廠商、甚

至 IDM 廠商加入平台，經

AAA 機制驗證以及最佳化

組合測試之後建構完成。 
 提供已驗證之設計工具、IP

資料庫、設計參考流程、以

及前後段服務等。 
 台積電扮演前瞻技術創造

者，新的 IP 或設計流程先行

服務最先採用的客戶，一面

驗證自己的設計。創意電子

合作則接手技術發展擴

散，協助取得更多客戶訂

單，以完善大眾化。 
 設立創投基金，投資 IC 設

計和封測公司，以掌握關鍵

技術與下游產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