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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研究分析 

第一節 開放式經營演進歷程分析 

本節將依本論文所提出的研究架構，針對台積電個案之開放式經營的演進歷程進行

分析，首先將以 Chesbrough（2006）之模型分類法（Business Model Framework）進行

演進歷程分析，接著分別將以核心策略構面（Core Strategy）、策略性資源構面（Strategic 

Resources）、顧客介面構面（Customer Interface）、價值網絡構面（Value Network），進

行四大研究構面之演進歷程的分析。從該分析得以觀察到企業主要四項經營模式的研究

構面，從中理解企業如何逐漸演進為開放式經營的模式，進一步可發現企業演進為開放

式經營模式過程中的關鍵，企業主導開放式經營的成功因素。最後本個案研究分析，將

進一步分析開放式經營平台在經營模式的構面中所扮演的角色，詮釋其開放式經營模式

如何作為經營模式四大構面之間極為重要的溝通橋樑。 

 

一、模型分類法演進歷程分析 

如圖 5.1.1 所示為以 Chesbrough（2006）之模型分類法（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針對台積電個案進行開放式經營模式演進歷程的分析。 

 

 
圖 5.1.1 開放式經營模式演進歷程之模型分類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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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台積電的經營模式演進歷程分為四大時期，分別為「創造晶圓代工經營模

式」、「虛擬晶圓廠（Virtual Fab）願景」、「創造 e-foundry 服務模式」、以及「開放式創

新平台經營模式」，觀察各演進歷程的發展時期，各時期的經營模式其分別符合於

Chesbrough（2006）模型分類法中之第三類「發展出區隔化的經營模式」、第四類「公

司擁有留意外界創意與技術的經營模式」、第五類「創新流程和經營模式整合」、以及第

六類「經營模式為高度適應性平台」之經營模式類型，也就是台積電其開放式經營模式

的演進歷程為從第三類型的經營模式逐漸演進為第六類型的經營模式，進一步的相關分

析與說明如表 5.1.1 及表 5.1.2 所示。 

 

表 5.1.1 開放式經營模式演進歷程模型分類法分析 

個案發展之經營模式 模型分類法之類型與描述 個案演進歷程分析 

第一時期： 
從創業到快速成長期 
(1987~1996) 
創造晶圓代工經營模式 
(Foundry) 

第三類：公司發展出區隔化的

經營模式 
發展與市場競爭者明顯不同經

營模式，可滿足不同區隔的市

場，有完善制度與資金進行創

新，內部有專職創新的部門

（R&D 部門），僅以產品/技術

角度思考，眼光僅限目前的事

業範圍。 

 專業晶圓代工經營模式，為

IC 設計公司生產 ASIC，站

了先驅者優勢，開創且第一

個進入晶圓代工市場。 
 得利於工研院 VLSI 計畫之

相關資源支援及Philips之投

資與技術移轉。 
 致力品質成本控制，積極爭

取 Intel 訂單建立國際級品

質，解決交貨良率問題，逐

漸打開晶圓代工客戶大門。 

第二時期： 
群 雄 崛 起 戰 國 時 期 
(1996~2001) 
虛擬晶圓廠（ Virtual 
Fab）願景 

第四類：公司擁有留意外界創

意與技術的經營模式 
公司的經營模式變得較為開

放，可自外部的想法、科技替

公司找到更多創新，創新眼光

已從內部延伸到外部，更著眼

於經營模式創新的可能。該公

司創新流程是跨部門活動。 

 轉型為服務導向企業，提出

虛擬晶圓廠的願景。 
 服務型組織、資訊部組織提

供 IT 系統之創新差異化客

戶服務，提升製造彈性。 
 DSD 部門開發基礎 IP 與設

計流程，提供設計服務。 
 IT 工具提供客製化資訊擷

取，強化客戶供應鏈管理。 
 合資成立 WaferTech、SSMC

公司；併購德碁、世大；且

主導 DCA 聯盟，提供客戶

更方便 IP 及設計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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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開放式經營模式演進歷程模型分類法分析（續） 

個案發展之經營模式 模型分類法之類型與描述 個案演進歷程分析 

第三時期： 
技術與客戶服務能耐的

躍進時期 (2001~2005) 
創造 e-foundry 服務模

式 

第五類： 
公司把創新流程和經營模式整

合起來 
除重視外部資源特性，經營模

式扮演關鍵整合角色，重視上

游 (可否轉移技術或降低成

本)、下游客戶需求、互補廠商

聯盟共同開發市場，創新為整

個公司的 DNA，嘗試改變新的

經營模式的型態。 

 e-foundry 理念，IT 製造服務

為架構，客戶關係管理為核

心，願景為雙贏夥伴關係。 
 自主研發製程技術保有自主

領先技術能力。此外為建置

e-foundry 再造經營流程。 
 設計合作、工程合作、運籌

合作服務，客戶成為協同運

作夥伴，提供一次購足服

務。TSMC Direct 使 ERP 可

相互溝通，TSMC-Online 使

業務往來與知識順利交流。 
 應用 IT 系統整合價值鏈前

後段廠商服務資源，實踐

Virtual-IDM，建構協力廠商

圍繞其周圍全面服務體系。 
 加入 Crolles2 技術聯盟；與

創意及光學微影設備商進行

更密切合作。 

第四時期： 
產業生態體系的再造

時期 (2005~2009) 
開放式創新平台經營

模式 

第六類： 
公司的經營模式能夠根據市場

情況調整改變（經營模式為高

度適應性平台） 
有創新經營模式的能力，如設

立子公司、設置創投資金投資

小型公司、分割或合資、內部

陪育等，公司與更多供應商、

顧客形成產業生態系，供應

商、顧客成為經營夥伴共同承

擔風險利潤，經營模式將與供

應商及顧客結合，讓自身經營

模式成為平台，掌控主導權。 

 開放創新平台經營模式理

念，整合本身及第三方廠

商，建立 IC 設計生態體系，

提供客戶設計服務資源。 
 強化研發能力與客戶需求之

間的連結。成立 DTP 部門，

調整為以設計服務與技術平

台為發展導向的組織。 
 AAA 精準保證能確保生態

體系精確度品質，提供經驗

證可重複使用服務資源。 
 建立 IP 創造價值的運作模

式，全面客戶服務進化。 
 將製程的一些重要資訊以及

品質標準開放給合作夥伴，

IC 設計、IP、設計服務、IDM
廠商紛紛加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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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策略構面演進分析 

 

圖 5.1.2 台積電個案之核心策略構面演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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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台積電個案之核心策略構面演進分析 

核心策略 
研究構面 

第一時期 
(1987~1996) 

第二時期 
(1996~2001) 

第三時期 
(2001~2005) 

第四時期 
(2005~2009) 

事業使命 
(Business 
Mission) 

專業晶圓代工經營

模式，世界級公司

為目標。 

轉型服務導向企

業，目標成為全球

最先進技術及服務

的晶圓製造廠商，

提出 Virtual Fab 的

願景。 

e-Foundry 理念，以

IT 製造服務為基本

架構，客戶關係管

理為核心。從過去

最先進技術及服務

的願景轉變為「雙

贏的夥伴關係」。 

「開放創新平台」

經營模式目標建立

IC 設計生態體系，

客戶可找到想要服

務，與合作夥伴們

共創 IC 生態體系

最大的價值。 

產品及 
市場範圍 

(Product/Market 
Scope) 

客戶群鎖定 IC 設

計公司，生產 IC 產

品。 

虛擬晶圓廠策略目

標提供客戶不只是

產品，而有更好的

服務，強化與客戶

間的緊密關係。 

與產業價值鏈前後

段服務廠商進行相

關的合作及整合，

增加服務內容深

度，擴大服務客戶

的範圍。 

與客戶在設計一開

始就充份合作，提

供 DFM、EDA、

IP、晶圓代工、封

測等服務，協助客

戶縮短設計及製造

的時間與成本。 

差異化基礎 
(Basic for 

Differentiation) 

站先驅者優勢，開

創且第一個進入晶

圓代工市場。 

讓客戶覺得擁有自

家晶圓廠的優勢，

且客戶佈建的供應

鏈管理，能直接且

有效延伸至台積

電。 

以 Foundry 為核心

協力廠商圍繞其周

圍，整合價值鏈形

成 Virtual-IDM，提

供客戶全面性服務

體系，與客戶成為

協同運作夥伴。 

整合本身及第三者

廠商服務資源。建

構互通設計生態系

統介面及協同開發

構成要素，以更有

效率及開放方式加

速供應鏈每個環節

創新，促使產業得

以創造及分享更多

的附加價值。 

 

觀察開放式經營的演進歷程，從核心策略構面（Core Strategy）的角度來分析，台

積電從創業初期就著眼於半導體產業市場的缺口，看好 IC 設計業者在半導體產業中發

展的潛力，由於 IC 設計業者缺少資金建廠，又逼不得已交給產能提供不穩定的 IDM 廠

商，且有技術被模仿的風險。台積電的經營模式定位在一特殊的區隔化市場，不做自有

的品牌產品，從事專業的晶圓代工，解決 IC 設計業者的窘境，如此特殊的經營定位，

台積電站了先驅者的優勢，創造了專業晶圓代工的市場，也促使 IC 設計廠商的興起。 

第二時期台積電開始從過去生產導向轉向為服務導向的企業，除一面強化先進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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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核心能耐，此時更目標提升晶圓製造的服務。以「虛擬晶圓廠」（Virtual Fab）為

策略目標，強化與客戶之間的緊密關係，讓客戶覺得台積電所提供的晶圓製造服務相當

於擁有自家晶圓廠的優勢，此外，積極將客戶佈建的供應鏈管理，能直接且有效延伸至

台積電，提供給客戶不只是產品，而是有更好的服務品質。由於台積電以服務客戶導向

為目標，與客戶建立更密切的服務關係，因此即使此一時期開始有了許多的競爭者進入

晶圓代工產業市場，然而台積電仍能掌握競爭優勢及差異化的基礎。 

第三時期台積電提出「e-foundry」之網際網路製造服務的理念，以資訊系統為架構，

客戶關係管理為核心，策略的願景從追求成為世界最先進技術及服務轉變為「雙贏的夥

伴關係」。為增加服務內容的廣度與深度，擴大可服務客戶的範圍，與產業價值鏈前後

段的服務廠商進行相關的合作及整合，此外，與客戶成為協同運作的夥伴，掌握製造品

質的可靠度與穩定度，快速回應客戶的需求，更精確掌握交期。這是台積電此一時期晶

圓製造服務的關鍵差異，即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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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時期台積電開始實踐「開放式創新平台」的經營模式理念，目標為建立一個 IC

設計的生態體系，整合了本身及第三者廠商的 EDA、IP、設計服務等，藉由強化與更多

合作夥伴共同發展設計服務能力，讓客戶在這個生態體系中可以找到想要的服務。台積

電與客戶在設計一開始就進行充份的合作，提供給客戶設計參考流程、DFM、EDA 工

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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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

創新平台的經營理念，關鍵在於建構了多個互通的設計生態系統介面，以及與合作夥伴

協同開發的構成要素，更有效率及開放的方式加速生態體系中供應鏈每個環節的創新，

促使整個產業生態體系的合作夥伴們，共同創造及分享更多的附加價值。 

研究分析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的演進，事實上由於台積電在創業初期，就站

了先驅者的優勢，首先創造及進入專業晶圓代工的區隔市場，改變了產業價值鏈的規

則，促使 IC 設計產業的興起，這是台積電發展開放式經營的第一步，即站在產業價值

鏈中一全新而有利的價值定位。接著可以發現，台積電轉為以服務為導向的策略發展目

標，為了提供客戶更完整的服務以獲取更大的利潤與價值，思考如何強化與客戶之間的

緊密關係，甚至將客戶視為策略發展的合作夥伴以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務。因此，開始有

了「虛擬晶圓廠」、「e-foundry」等以 IT 為基礎架構以建立客戶的關係管理，更有甚者，

進行前後段服務廠商的虛擬價值鏈的整合，乃至於現今整合更多第三者廠商所建構之

「開放式創新平台」之設計生態體系，透過更有效率及開放的方式加速生態體系中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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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每個環節的創新，促使整個產業生態體系的合作夥伴們，共同創造及分享更多的利潤

與附加價值，創造多贏的局面。如表 5.1.4 所示為開放式經營之核心策略構面演進發展

的關鍵。 

 

表 5.1.4 開放式經營之核心策略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開放式經營之核心策略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1. 創業初期創造且進入區隔化市場，站有先驅者的優勢及產業鏈中有利的價值定位。 

2. 逐漸以客戶服務為發展導向，建立與客戶緊密的夥伴關係，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務。 

3. 企業導入 IT 系統，以及逐漸與前後段廠商進行虛擬價值鏈的整合。 

4. 建立開放創新平台的生態環境，整合自身及第三方廠商，透過有效率及開放方式加

速供應鏈每個環節的創新，共創及分享更多的利潤與附加價值，創造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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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性資源構面演進分析 

 
圖 5.1.3 台積電個案之策略性資源構面演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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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台積電個案之策略性資源構面演進分析 

策略性資源 
研究構面 

第一時期 
(1987~1996) 

第二時期 
(1996~2001) 

第三時期 
(2001~2005) 

第四時期 
(2005~2009)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 

客戶特殊應用積體

電路（ASIC）之製

造量產技術。 

致力製程技術的開

發，0.18 微米已成

為世界先進廠水

準。發展服務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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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研發 0.13μm
製程技術，保有自

主及領先的技術能

力，進一步完成 90
奈米製程初步驗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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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製程技術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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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戶的需

求為導向，來進行

技術的研發。 

策略性資產 
(Strategic 
Assets) 

VLSI計畫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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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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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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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座 12吋晶圓廠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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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下游成員，建

置起 e-foundry 完整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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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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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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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管理系統之

前後段系統，透過

IT 系統與顧客關係

更密切，以 TOM、

FPS 等提升製造流

程彈性，掌握產品

需求與產能間的配

合系統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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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套 IP 創造價

值運作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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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主動精準

保證計畫，確保設

計生態系統精確度

及品質，持續改善

價值鏈中每個環節

的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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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開放式經營的演進歷程，從策略性資源構面（Strategic Resources）的角度來分

析。台積電創業初期就依賴著經濟部工研院，得到 VLSI 計畫很大的外部支援，這包含

了從工研院轉來的技術人員成為公司的員工，租用 VLSI 計畫的設備、一座晶圓廠房、

以及土地，並且持續與工研院合作開發技術。因此，公司發展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

之製造量產技術，得利於政府的支持與資源協助，成為建構台積電創業初期很重要核心

能耐的基礎。此外，有鑑於張忠謀的遠見，將台積電定位為世界級半導體公司的發展目

標，公司採用國際公司的組織架構，採用國際的經營管理人才。在逐漸建廠擴充產能，

及提升製程技術水準、品質良率、以及交期的情況下，終於逐漸地打開了專業晶圓代工

市場的客戶大門。 

第二時期由於專業晶圓代工市場有利可圖，加入了許多的競爭者進入市場。台積電

此一時期致力於創造更多的差異化條件與競爭優勢，提高進入市場的障礙。台積電將製

程技術提升至半導體世界先進廠的水準（0.18 微米），且積極興建晶圓廠（12 吋廠開始

興建）以擴大產能優勢。此外，將組織轉型為科技與行銷技能兼具的服務型組織，成立

資訊部組織導入 IT 系統以提供客戶之創新及差異化的服務，以供應鏈管理之前後段服

務的 IT 系統，如全方位訂單管理系統（TOM）、預測規劃系統（FPS），預測市場客戶

需求的狀況，與各晶圓廠內各機台、製程與產能進行合理搭配，掌握產品需求與產能間

配合之系統化管理，以提升製造流程的彈性。此外，設計服務部門（DSD）的成立，台

積電開始開發基礎的矽智財與建立設計流程，提供先進製程的設計服務，都可以觀察到

此一時期台積電以客戶服務導向為發展目標，所配置的相關策略性資源。 

第三時期台積電重視於自主研發的關鍵製程技術（0.13 微米到 90 奈米），以保有自

主及領先的核心技術能力，在組織方面快速地增加研發人力，專利數量也隨之大量增

加，並且強化先導性技術部門的人力，確保在半導體產業及專業晶圓代工市場的競爭優

勢。此外，由於自主發展突破性應用於設備的技術，更增強快速導入更先進製程技術量

產的能力。此時期二座 12 吋晶圓廠皆已興建完成且開始進行量產，亦大大提升了先進

製程的產能。另一方面，在核心流程的部份，台積電進行經營流程的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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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招募及發展流程，以供

應鏈管理及 IT 系統，建構 e-foundry 的架構，整合實體與虛擬的空間，同時整合上下游

的成員，以掌握全面性服務的交期與品質滿足客戶的需求，提升客戶滿意度及經營績效。 

第四時期持續發展更先進的製程技術（40 奈米），不過此時期更重視研發能力與客

戶需求之間的連結，依客戶的需求將製程技術導入量產及提升良率品質。台積電於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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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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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在北美成立了三個設計中心，以增強設計方面的人才。此外，建立一套藉由 IP 創造

公司價值的運作模式，IP 的策略會考量企業整體的發展，並且持續投資管理 IP、改善

IP 組合的品質。台積電於此一時期主導之開放式創新平台，一重要的關鍵 AAA 主動精

準保證，能確保設計生態系統的介面及構成要素的精確度與品質，改善設計與製造整個

價值鏈每個環節的精準度。在設計生態環境中台積電提供了經 AAA 機制驗證的 IP、

EDA、設計參考流程、導入製造及封測等服務資源。 

研究分析策略性資源構面（Strategic Resources）的演進，創業初期台積電就得利於

政府工研院 VLSI 計畫的設備、廠房、土地等資源的協助，加上世界級的公司目標，採

用國際級的組織架構與人才，奠定台積電未來開放式經營的基礎。接著我們可以發現台

積電持續堅持在最先進製程技術的部份，採自主研發以保有自主及領先的核心技術能力

的優勢，且逐漸發展為將技術研發能力與客戶需求之間作一連結，不斷提升製造彈性、

品質與交期，同時逐漸地積極建廠以擴張產能，以求能提供客戶高品質及穩定量大的差

異化服務，可見欲開展開放式經營的模式，企業仍需保有自主核心能力與差異化的優勢。 

在組織設計的部份，從設立資訊部組織為導入創新的客戶服務 IT 系統，新增設計

服務部門（DSD）的組織開始提供先進製程的設計服務，以及近年來才成立的設計暨技

術平台部門（DTP），可發現透過組織的變革，以建置供應鏈管理與 IT 系統、提供全面

性服務、以及轉型為平台型經營的服務，企業的目標是要滿足及提升客戶服務的品質，

這是逐漸走向開放式經營很重要的過程。 

此外，以經營的核心流程來看，逐漸改造訂單流程、客戶服務與滿意流程、技術開

發至量產流程等，甚至以 IT 系統開始整合上下游的服務流程，以掌握全面性服務的交

期與品質滿足客戶的需求，提升客戶滿意度及經營績效。 

在台積電逐漸開放相關設計服務或製程的技術資源的情況下，建置且主導著開放式

創新平台，此時經營的核心流程，AAA 主動精準保證機制就變成極為重要，這將成為

開放式創新平台中，作為驗證與審核眾多創新資源（許多的設計服務資源如 IP、EDA、

設計參考流程等）品質與精準度之很重要的創新流程標準，如此可加速未來新產品設計

到量產的時程，以及大大降低整個開發產品的成本。此外，另一重要核心流程的建立，

是 IP 創造公司價值的運作模式，透過 IP 持續地投資及管理，改善 IP 的組合品質，將 IP

的策略考量企業整體的發展。這些都成為開放式經營重要的構成要素。如表 5.1.6 所示

為開放式經營之策略性資源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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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開放式經營之策略性資源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開放式經營之策略性資源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1. 從創業初期借助外部資源的協助，到自主研發企業之核心關鍵技術的能力。 

2. 企業進行組織設計與變革，從建置供應鏈管理及 IT 系統、全面性服務資源，以及到

轉型為平台型經營的服務，此為開放式經營發展過程的重要關鍵。 

3. 進行經營的核心流程改造，逐漸整合上下游廠商，以改造客戶服務的流程。 

4. 經營的核心流程需建立驗證或審核機制，開放品質與精準度之創新流程的標準。 

5. 建立 IP 創造價值的運作模式，投資及管理 IP 組合品質，擬定整體發展的 IP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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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介面構面演進分析 

 

圖 5.1.4 台積電個案之顧客介面構面演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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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台積電個案之顧客介面構面演進分析 

顧客介面 
研究構面 

第一時期 
(1987~1996) 

第二時期 
(1996~2001) 

第三時期 
(2001~2005) 

第四時期 
(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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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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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管理、設計合

作、工程合作、運籌

合作等服務。此外，

提 供了 其他 包 含

CyberShuttle、Mask 
Service 等一次購足

的服務。 

提供經AAA機制驗

證可重複使用的 IP 
cell library、EDA 工

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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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晶片有正確

的依循與保證，與客

戶共創利潤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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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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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客戶線上同步瞭

解晶片設計佈局資

訊，利用網路即可完

成從產品整體設計

程序。與客戶共用良

率分析工具，即時量

測資料能順利提高

產品良率，亦可縮短

新製程開發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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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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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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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MC Direct 可使

得 ERP 互相溝通。

TSMC-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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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單等。且可連

上 DCA 聯盟取得

IP、EDA、IC 設計、

下載封測廠商資料

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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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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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開放式經營的演進歷程，從顧客介面構面（Customer Interface）的角度來分析。

創業初期是一段艱辛的路程，由於這是全新的事業模式，專業晶圓代工市場之成功的關

鍵在於要配合整個 IC 設計廠商的興起，台積電一開始僅能接取著少量的代工訂單，就

是這樣一邊做一邊學習努力改善生產的品質與交期，致力於成本的控制，以提供客戶「物

美價廉」的產品；此外，亦積極爭取半導體龍頭大廠 Intel 的代工訂單，Intel 的訂單等

於是國際的通行證，在做中學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國際的品質認證，同時也幫助台積電

改善了諸多生產製程上的缺點。因此，最後終於取得美國第一家純設計公司，逐漸取得

設計公司的信任，慢慢地才打開 IC 設計客戶的大門。 

第二時期由於產能的迅速擴增，成本領導的效益佳，規模經濟的效果出現，提供客

戶更多的產能，爭取了更多客戶的訂單，此時期 IDM 廠商也因成本上的考量逐漸釋出

委外的訂單。此外，此時期透過各種資訊技術加強與客戶溝通，以 IT 工具提供客製化

資訊擷取以及一次購足服務。利用 IT 系統可掌握客戶訂單運作情況，預估市場需求與

晶圓廠產能相配合，以調整最適製造服務的供給；客戶亦可利用 IT 系統提升訂單管理

的效率，提高資訊的透明度與即時性，且有效掌握自身的供應鏈管理。 

第三時期擴大且加深全面性整體服務體系的範疇，提供其他更多如 CyberShuttle、

Mask Service 等一次購足的服務。從客戶的「關係管理」，晶片設計時的「設計合作」、

導入生產時的「工程合作」，以及產品物流的「運籌合作」等服務。可與客戶直接在線

上同步瞭解晶片設計佈局的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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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亦可透過網路直接連上設計服務聯盟（DCA）取得更完整的設計服務資

源，或是下載如特定的封測廠資料，以使用相關的服務；透過與客戶共用良率分析工具，

能提供生產時即時的量測資料，以提高產品良率，縮短新製程開發週期。此外，導入之

IT 系統更可讓不同企業之 ERP 系統相互溝通，在線上客戶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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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停單的業務行為，使業務往來與相關知

識更順利地交流。 

第四時期將自身的經營模式轉型為「開放式創新平台」，提供給客戶已整合更完整

且已系統化之經 AAA 驗證機制可重複使用的 IP cell library、EDA 工具等 IC 設計資源，

設計工具以及設計參考流程持續的更新提升改版，提供了更多實用的套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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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積電主導的設計生態體系下，客戶可依自己的需求購買 IP 或取得設計套件

或服務，將既有已完成驗證的 IP 依各種方式快速組合起來。如此可確保晶片設計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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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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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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時期，台積電提供的全面性服務的價值，同時也提高

了客戶的轉換成本，客戶習慣於台積電完整的服務系統，不願花更大的成本轉單到其他

晶圓廠，學習其他晶圓廠的服務系統，且願意以較高的單位晶圓價格向台積電下單。 

研究分析顧客介面構面（Customer Interface）的演進，創業初期台積電就抓住與國

際級的大顧客學習的機會，鎖定與 Intel 大廠做生意，在做中學的過程中逐漸累積核心

生產與製程技術的能力，以取得客戶的信任，打開客戶的大門，這對於台積電來說這是

實踐開放式經營的第一步。接著是增加更多服務的客戶，爭取更多的訂單包括 IDM 的

客戶，逐漸累積了更多 IC 設計廠商的客戶，為未來形成設計生態體系的建構基礎。從

建置 IT 系統，到推出各項設計、生產、運籌、關係管理等協同合作的服務，無非是要

建立與客戶更密切關係的連結與整合，資訊更有效率的流通，且讓彼此不同的企業資源

規劃系統可互相溝通，成為事業的合作伙伴，這樣的能力也為開放式經營平台發展多個

互通的生態系統介面（Enablement Interface）的重要關鍵基礎。另外，從提供客戶服務

內容的角度來看，從過去僅為代工的產品，擴大成為一次購足的服務格局，不斷提升上

下游更多全面性整合的服務，尤其是客戶設計資源的需求，從僅是引入第三方設計服務

聯盟的資源，到提供整合越趨完整經驗證的設計工具套件、設計參考流程、設計服務資

源等。這很重要的關鍵在於建構如此的設計生態體系，提高客戶依賴於開放式創新平台

服務系統及資源的程度，以及提高客戶的轉換成本，建立與客戶彼此共創價值以及共生

的生態關係。 

 

表 5.1.8 開放式經營之顧客介面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開放式經營之顧客介面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1. 積極與國際大廠做生意，做中學過程中累積核心關鍵的技術能力。 

2. 以核心關鍵能力取得客戶信任，廣增服務客戶，以建構生態體系的成員構成。 

3. 建構 IT 系統及協同合作服務，更緊密整合與連結客戶關係，資訊更有效率的流通，

彼此的 ERP 可互相溝通，為發展多個互通的生態系統介面的重要關鍵。 

4. 滿足客戶的需求，從產品一直到全面性整合的服務格局，提供整合越趨完整的工具

及資源，提高客戶依賴度及轉換成本，建立與客戶共創價值以及共生的生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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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價值網絡構面演進分析 

 
圖 5.1.5 台積電個案之價值網絡構面演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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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台積電個案之價值網絡構面演進分析 

價值網絡 
研究構面 

第一時期 
(1987~1996) 

第二時期 
(1996~2001) 

第三時期 
(2001~2005) 

第四時期 
(2005~2009) 

供應商 
(Suppliers) 

N/A 

利用 IT 系統導入供

貨庫存管理，供應商

視 台積 電生 產 進

度，自動協助補貨以

維持庫存。 

與國際光學微影設

備商密切合作，建立

浸潤式微影技術的

基礎架構及擁有原

型測試機台和量產

機台。得以快速導入

下幾個世代更先進

的製程技術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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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夥人 
(Partners) 

積極尋找知名國際

半導體公司合作，與

飛利浦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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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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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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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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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跟日月

光等封測廠商合作。 

與產業價值鏈前段

服務廠商包括 IP、
Library、EDA、設

計服務等，以及後段

封測等廠商進行合

作及整合，藉此擴大

可 服務 客戶 的 範

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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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Virtual-IDM。入主

創意電子，更有效率

幫助客戶完成委託

設計案以導入量產。 

設立了創投基金投

資晶片設計和封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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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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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 
(Coalitions) 

N/A 

與設計自動化、元件

資料庫、智財供應

商、設計服務廠商結

盟成立 DCA 聯盟，

提供客戶更方便取

得智財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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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式創新平台建

立一 IC 設計生態環

境，台積電提供製程

的一些重要資訊以

及品質標準給合作

夥伴，有越來越多

IC 廠商加入，整合

後提供已驗證之相

關設計資源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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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開放式經營的演進歷程，從價值網絡構面（Value Network）的角度來分析。創

業初期台積電知其在製程技術的能力尚顯不足，與世界的半導體廠商還有非常大的懸殊

差距，就積極尋找知名的國際半導體廠商合作，最終選定與 Philips 合作，由此可藉重

Philips 許多的專利，與其他大廠的交叉授權合約，免除台積電創業初期許多專利上的問

題，作為很重要的技術來源。Philips 投資持股台積電，也進行較先進製程技術之技術移

轉，台積電藉此獲得很大的技術支援。且台積電亦選派了若干工程師到 Philips 的晶圓

廠，學習相關的量產技術。此成為台積電建構核心製程及量產技術的基礎，這將是未來

台積電主導開放式經營的核心關鍵。此外，亦有與十多家企業共同投資之工研院次微米

的計畫，投資成立為發展 DRAM 之世界先進，不過由於無法發展自有技術而被迫中止。 

第二時期台積電以 IT 系統導入了供貨庫存管理（VMI）系統，供應商可視台積電

生產的進度，自動協助補貨以維持庫存，以提升晶圓廠製造的供應鏈效益。此外，在與

外部合作廠商合資的部份，與美國廠商合資成立 WaferTech 公司及興建 8 吋晶圓廠，以

就近接取美加的訂單；以及與 Philips 合資在新加坡設立 SSMC 公司及晶圓廠，就近接

取新加坡許多科技公司的訂單。在台積電轉投資世界先進的部份，則移轉製程技術至世

界先進，以協助其轉型為晶圓代工廠，且保留了特定的產能給台積電。在與合作廠商策

略聯盟或併購的部份，台積電此時期先與宏碁結盟，帶來了宏碁相關零組件製造的需

求，接著先後併購了德碁、世大，以爭取更多的客戶及人才，提升產能及整體的營運效

益。此外，台積電與設計自動化廠商、元件資料庫、智財供應商、設計服務廠商結盟成

立了設計中心聯盟（DCA）。另外也跟日月光等特定封裝與測試公司合作，提供客戶更

方便取得更多上下游相關的服務。 

第三時期台積電為落實 e-foundry 的服務理念，與價值鏈前段服務廠商包括 IP、

Library、EDA、設計服務等廠商，以及後段服務包括封裝測試等廠商進行合作，整合上

游設計到下游整個製造的流程，以實踐 Virtual-IDM 的經營願景，此為以 Foundry 為核

心，建構以協力廠圍繞其周圍的全面性服務體系。此時期所建構之全面性整合的服務，

為開放式經營平台奠定了很完整之整合上下游服務的基礎。在合作夥伴或策略聯盟的部

份，台積電此一時期，與 IDM 大廠締結了 Crolles2 技術聯盟，建立 ASIC/SoC 相容的技

術平台，以開發 90 奈米先進的製程技術；此外，入主創意電子，透過設計服務及製造

服務的合作模式，彼此互補截長補短，更有效率地幫助客戶完成委託設計案，以快速導

入量產；另外一方面，台積電也與光學微影設備商合作，建立浸潤式微影技術的基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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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及原型測試機台與量產機台，該突破性的技術可協助台積電更快速地導入更先進的製

程技術層級。此一時期企業逐漸擴大了與外部合作夥伴合作的程度，創造與外部廠商更

多互動的可能性，強化了台積電的系絡能力（周邊的互補能力），亦成為朝向開放式經

營另一項重要的關鍵之一。 

第四時期台積電推出「開放式創新平台」，創造出與合作夥伴共生的設計生態環境，

台積電將一些重要資訊以及精確度與品質標準提供給合作夥伴。這些合作夥伴包括 IP

供應商、EDA 工具廠商、IC 設計廠商、IC 設計服務廠商，甚至有越來越多 IDM 廠商也

加入了開放式創新平台，成為生態體系的共生夥伴。廠商提供的設計服務工具或資源經

台積電的 AAA 機制驗證以及最佳化組合測試後將平台更趨完整地建構完成。此外，台

積電與創意電子的合作模式亦為開放式創新平台極為關鍵重要的構成要素，台積電扮演

著前瞻技術創造者，新的製程技術、IP、相關的設計工具或設計流程，先行服務最先採

用的客戶，一邊服務客戶一邊驗證自己的工具與設計資源；而創意電子則接手進行技術

的發展與擴散，協助取得更多客戶的訂單，加以完善並且將之大眾化。在投資外部廠商

的部份，台積電創立了創投基金，委託了專業創投業者代為評估，以創投方式進行轉投

資，包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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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上下游相關的關鍵技術、耗材、及產能，透過再持股其

他投資公司，間接又投資更多廠商，總投資戶達約七十多家，且投資的公司皆以晶片設

計和封測公司為主。與上游設備廠商合作的部份，則持續進行開發以提升機台量產的生

產效率，以快速導入先進製程的量產。 

研究分析價值網絡構面（Value Network）的演進，創業初期由於技術尚不成熟，尋

求國際半導體大廠的技術支援，移轉相關的製程技術，甚至選派工程師到國際半導體大

廠學習製程及量產技術。奠定了基礎的核心製程技術能力後，與外部合作的廠商逐漸拓

展更廣的合作關係，從建構 IT 系統與上游供應商進行供貨系統的合作，到與國際廠商

合資設立公司及晶圓廠，以及若干的策略性併購以取得更多產能、客戶、人才等相關資

源，乃至於甚至成立了創投公司，轉投資若干的上下游廠商，以取得上下游相關的技術

及資源。以合作夥伴或策略聯盟的角度來看，從與諸多 IDM 大廠締結技術聯盟開發前

瞻製程技術以加強合作的廣度，到與特定的設計服務及設備廠商（互補廠商）強化合作

的深度，除創造與外部廠商更多及更深入互動的可能性，更強化了台積電的系絡能力（周

邊的互補能力），以達成與外部廠商實質的合作效益。以價值鏈之周圍上下游廠商的角

度來看，台積電從發起策略聯盟（設計中心聯盟），到逐漸將上下游服務廠商予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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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為 Virtual IDM 經營之全面性服務體系，而最終演進為主導整個生態體系之開放式

經營平台的經營模式。 

 

表 5.1.10 開放式經營之價值網絡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開放式經營之價值網絡構面演進發展的關鍵 

1. 初期尋求國際大廠進行技術轉移，派人員至他廠學習技術，以逐漸建立核心能耐。 

2. 逐漸拓展外部的合作關係，以 IT 系統與供應商進行供貨管理、與廠商合資設廠、策

略性併購、乃至於設立創投公司轉投資上下游廠商，以取得更多相關的技術與資源。 

3. 從技術聯盟的策略加強合作的廣度，到與特定互補廠商強化合作的深度，提升企業

的系絡能力（周邊互補能力），以達成與外部廠商實質的合作效益。 

4. 透過主導發起策略聯盟，逐漸演進為將上下游廠商予以整合，提供客戶全面性服務

體系，而最終可成為主導整個生態體系之開放式經營平台的經營模式。 

 

五、開放式經營演進發展關鍵之構面分析總結 

茲將上述開放式經營演進之經營模式的主要四大構面分析進行整理，從研究分析中

可觀察到企業經營模式的構面，其分別演進發展的重要關鍵，加以整理製表，如表 5.1.11

所示為開放式經營之四大構面演進發展關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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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1 開放式經營之四大構面演進發展關鍵分析 

顧客介面演進分析 核心策略演進分析 策略性資源演進分析 價值網絡演進分析 

1. 爭取國際大廠訂

單，從做中學累積

核心能力。 

2. 以核心能力取得

客戶信任，廣增生

態體系的客戶。 

3. 建構 IT 系統及協

同合作，與客戶連

結溝通，發展互通

的生態系統介面。 

4. 整合提供越趨完

整資源的全面性

服務，以建立與客

戶生態共生關係。 

1. 創造且首先進入

區隔化市場，站在

產業鏈有利位置。 

2. 客戶服務發展導

向，建立與客戶緊

密的夥伴關係，提

供更全面性服務。 

3. 導入 IT 系統，逐

漸與前後段廠商

虛擬價值鏈整合。 

4. 建立開放創新平

台生態環境，整合

自身及合作夥伴

加速創新，共創多

贏價值的局面。  

1. 借助外部資源演

進到自主研發核

心技術能力。 

2. 組織設計變革，從

IT 發展組織、服務

導向組織，到技術

暨平台組織發展。 

3. 漸整合上下游廠

商，改造經營及客

戶服務核心流程。 

4. 建立驗證或審核

機制，成為開放品

質與精準度之創

新流程的標準。 

5. 建立 IP 創造價值

運作模式，投資管

理 IP 組合品質，

以發展整體策略。 

1. 尋求國際大廠技

術移轉，到他廠學

習技術，以逐漸建

立核心能耐。 

2. 應用 IT 管理、合

資、併購、轉投資

等拓展外部合作

關係，取得更多相

關技術與資源。 

3. 技術聯盟策略加

強合作廣度，以及

與特定互補廠商

強化合作深度，提

升周邊互補能力。 

4. 主導策略聯盟，演

進為整合上下游

廠商，提供全面服

務，最終主導生態

體系開放式經營

平台的經營模式。 

 

第二節 開放式經營模式之三大連結橋樑分析 

本研究分析發現，以上分析之經營模式主要的四大構面，各構面彼此之間都應有所

連結與互動，企業才得以實踐經營模式的創新－更趨向於開放式的經營模式。因此，有

必要進一步理解構面與構面之間的連結橋樑，即為配置（Configuration）、顧客利益

（Customer Benefits）、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同時本研究將分析開放式經營

平台從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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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橋樑－配置 

如表 5.2.1、表 5.2.2 以及圖 5.2.1 所示為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橋樑－配置

（Configuration）的分析，從中分析開放式經營平台所扮演的角色。 

 

表 5.2.1 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橋樑－配置（Configuration）的分析 

配置 
研究構面 

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與互動 

第一時期 
198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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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累積為客戶特殊應用

積體電路(ASIC)之製造量產技術的核心能力，以實踐初期定位於專

業晶圓代工的經營模式。 

 採國際公司組織架構，以朝向世界級公司之事業目標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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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踐鎖定 IC 設計公

司客戶生產 IC 產品的目標。 

 建立核心能力、策略性資產、核心流程，以實踐先驅者的優勢，開

創並且第一個進入晶圓代工的市場。 

第二時期 
1996~2001 

 科技與行銷技能兼具的服務型組織，提升製造彈性、品質佳、交期

快能力，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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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台積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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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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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以實踐「虛擬晶圓廠」（Virtual Fab）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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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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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客戶覺得相當於擁有自家晶圓廠的優勢，也讓客戶佈

建的供應鏈管理能直接且有效延伸至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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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橋樑－配置（Configuration）的分析（續） 

配置 
研究構面 

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與互動 

第三時期 
2001~2005 

 自主研發 0.13μm 的製程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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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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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保有自主及領先的製程技術能力及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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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展 e-foundry 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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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

去最先進技術及服務的願景轉變為「雙贏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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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成為協同運作的夥伴。以實踐以

Foundry 作為核心，協力廠商圍繞其周圍，虛擬價值鏈整合之

Virtual-IDM 以及提供客戶「全面性服務體系」之策略目標。 

第四時期 
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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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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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踐「開放創新平台」經營模式理念，

目標建立一 IC 設計生態體系，讓客戶可以找到想要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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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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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客戶縮短晶片設計及製造的時間與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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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整合本身及第三者

廠商的 EDA、IP、設計服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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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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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橋樑－配置（Configuration）的分析 

 

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連結橋樑－配置（Configuration），即是從組織內部的角度

來看，如何透過企業的能力、資產、流程等策略性的資源，以支援完成特定的核心策略。

分析觀察企業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構面之間的連結，可發現企業從借助外部的技術與

資源，演進到自主研發核心技術的能力，是為了完成創造及進入區隔化市場及累積產業

競爭優勢的核心策略目標，以期望企業能站在產業鏈中有利的位置；透過組織設計及變

革，以及經營流程、客戶服務流程的改造，為了提供客戶服務導向之全面性服務，完成

前後段廠商虛擬價值鏈整合的核心策略；此外，在創新流程中建立了驗證或審核的機

制，成為了在開放之下品質與精準度的標準，另外一方面，亦建立了 IP 創造價值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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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投資與管理 IP 的組合品質，其都是為了建立開放式經營平台之生態環境的核

心策略，整合自身及合作夥伴以加速創新，以完成共創多贏價值的策略目標。由以上的

分析總結而言，可發現開放式經營平台扮演著連結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之間「配置」

的重要關鍵角色。 

二、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橋樑－顧客利益 

如表 5.2.3、表 5.2.4 以及圖 5.2.2 所示為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橋樑－顧客利益

（Customer Benefits）的分析，從中分析開放式經營平台所扮演的角色。 

 

表 5.2.3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橋樑－顧客利益（Customer Benefits）的分析 

顧客利益 
研究構面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與互動 

第一時期 
1987~1996 

 為實踐專業晶圓代工的經營模式，致力於品質與成本的控制，提供

客戶較「物美價廉」的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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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群鎖定在 IC 設計公司，為 IC 設計公司生產 IC 產品。 

 為站有先驅者的優勢，開創並且第一個進入晶圓代工的市場，以及

世界級公司之事業目標與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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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時期 
1996~2001 

 轉型為服務導向企業，目標成為全球最先進技術及服務之晶圓製造

的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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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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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T 工具提供客製化資訊擷取，強化與客戶間的緊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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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客戶覺得相當於擁有自家晶圓廠的優勢，讓客戶佈建的供應

鏈管理能直接且有效延伸至台積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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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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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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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橋樑－顧客利益（Customer Benefits）的分析（續） 

顧客介面 
研究構面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與互動 

第三時期 
2001~2005 

 為實踐 e-Fou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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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關係管理、設計合作、工程合作、運籌

合作服務，以及 CyberShuttle、Mask Service 等一次購足服務。 

 為實踐「雙贏的夥伴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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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良率分析工具，即時量測資料，以提高產品良率縮短新製

程開發週期。 

 與產業價值鏈前後段服務廠商進行相關的合作及整合，與客戶成為

協同運作的夥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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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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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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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時期 
2005~2009 

 「開放創新平台」的經營模式目標建立一 IC 設計的生態體系，讓客

戶可以找到想要服務，與合作夥伴們共創 IC 生態體系最大的價值。

與客戶在設計一開始就進行充份的合作，提供經 AAA 機制驗證可重

複使用的 IP cell library、EDA 工具、設計流程、DF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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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資源，以發展設計服務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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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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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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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共創利潤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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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橋樑－顧客利益（Customer Benefits）的分析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結橋樑－顧客利益（Customer Benefits），即是透過企業的

核心策略以提供顧客特定的利益，或企業也得以從中自客戶獲取價值。分析觀察核心策

略與顧客介面構面之間的連結，可發現企業為了進入區隔化市場，站在產業價值鏈中有

利的位置（價值定位），亦或是為了擁有且提升產業中的競爭優勢，因此積極爭取國際

大廠的訂單，透過一邊做一邊學的過程（做中學），以累積企業的核心技術能力；企業

逐漸以客戶服務導向發展，及欲建立與客戶緊密夥伴關係的核心策略，以取得更多客戶

的信任，廣增更多的客戶，以組成整個生態體系更多的客戶成員；企業導入 IT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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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與前後段服務廠商虛擬價值鏈整合的策略，以完成與客戶全面的協同合作發展及相

互的連結溝構，以發展更完整互通的生態系統介面；建立開放式創新平台之生態環境，

整合自身及合作夥伴以加速創新之共創多贏價值的核心策略，提供客戶越趨完整資源的

全面性服務，與客戶形成生態系統之共生的關係。由以上的分析總結而言，可發現開放

式經營平台扮演著連結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之間「顧客利益」的重要關鍵角色。 

 

三、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橋樑－公司疆界 

如表 5.2.5、表 5.2.6 以及圖 5.2.3 所示為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橋樑－公司疆

界（Company Boundaries）的分析，從中分析開放式經營平台所扮演的角色。 

 

表 5.2.5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橋樑－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的分析 

公司疆界 
研究構面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與互動 

第一時期 
198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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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與 Philips 合作，免除

許多專利上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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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學習相關的量產技術。 

 企業發展 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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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時期 
1996~2001 

 服務型組織以提供製造彈性，且致力於製程技術的開發(0.18 微米)，

積極建廠擴張產能，以提供客戶長期穩定量大的服務。 

 資訊部的組織提供 IT 系統之創新及差異化的客戶服務，掌握產品需

求與產能間的配合作系統化管理，且以 IT 系統導入供貨庫存管理，

供應商可視台積電生產進度，自動協助補貨以維持庫存。 

 與廠商合資美國 WaferTech公司、與 Philips合資在新加坡設立 SSMC

公司，且協助世界先進轉型為晶圓代工廠，並保留特定產能。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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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D 部門的成立開發基礎矽智財與建立設計流程，此外主導 DCA

聯盟的成立，提供客戶更方便取得智財、先進製程的設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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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橋樑－公司疆界的分析（續） 

企業疆界 
研究構面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與互動 

第三時期 
2001~2005 

 自主研發 0.13μm 的製程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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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自主及領先的技術能力。此

外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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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價值鏈前後段服務廠商合作及整合，共同實踐 Virtual-IDM 的經營

模式，建置起 e-foundry 完整的架構。即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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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IDM 大廠締結 Crolles2 聯盟，建立 ASIC/SoC 相容的技術平台 

第四時期 
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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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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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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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價值鏈中每個環節的精準度。台積電主導設

計生態環境，將製程的一些重要資訊以及品質標準提供給合作夥

伴。IP、EDA、IC 設計、IC 設計服務廠商、甚至 IDM 廠商加入平

台，經 AAA 機制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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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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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扮演前瞻技術創

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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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關鍵技術與下游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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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橋樑－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的分析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連結橋樑－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即為描述企

業內部策略性資源以及外部價值網絡的互動，定義企業自身發展，以及與外部廠商合作

的關係。分析觀察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構面之間互動的關係與連結，可發現企業從初

期尋求國際大廠技術移轉以學習基礎技術的能力，到發展為自主研發以累積核心技術的

能耐；企業對內部進行相關的組織設計與變革，朝向技術暨平台組織發展，對外則透過

各種合作手段如應用 IT 系統管理、合資、併購、轉投資等拓展外部合作關係，以取得



 

140 
 

更多相關技術與資源；企業進行經營流程、客戶服務流程之核心流程的改造，以逐漸整

合上下游廠商，與外部的價值網絡形成全面性的服務體系；此外，企業進行建立創新流

程之驗證或審核的機制，成為了在開放之下品質與精準度的標準，亦建立了 IP 創造價

值的運作模式，投資與管理 IP 的組合品質，以主導整個生態體系中價值網絡成員之開

放式經營平台的經營模式；另外一方面，透過各種與廠商合作的方式，強化合作的廣度

或深度，以提升企業之周邊互補能力。由以上的分析總結而言，可發現開放式經營平台

扮演著連結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之間「公司疆界」的重要關鍵角色。 

第三節 個案研究分析總結 

本章以經營模式之四大構面，分別研究其開放式經營演進發展的關鍵分析，接著研

究分析四主要構面之間的連結與互動，即為三大主要的連結橋樑分析，這是企業實踐經

營模式創新，更趨向於開放式經營模式的重要關鍵，更是開放式經營平台從中扮演的關

鍵角色。本研究分析總結如表 5.3.1、表 5.3.2、表 5.3.3 所示，整理製成流程圖如圖 5.3.1

所示。 

表 5.3.1 開放式經營演進之研究分析總結（Ⅰ） 

研究構面 研究分析總結 

核心策略構面演進分析 
（Core Strategy） 

1. 創造且首先進入區隔化市場，站有產業鏈有利位置。 

2. 客戶服務發展導向，建立與客戶緊密的夥伴關係，提供

更全面性服務。 

3. 導入 IT 系統，逐漸與前後段廠商虛擬價值鏈整合。 

4. 建立開放創新平台生態環境，整合自身及合作夥伴加速

創新，共創多贏價值的局面。 

策略性資源構面演進分析 
（Strategic Resources） 

1. 借助外部資源演進到自主研發核心技術能力。 

2. 組織設計變革，從 IT 發展組織、服務導向組織，到技

術暨平台組織發展。 

3. 漸整合上下游廠商，改造經營及客戶服務核心流程。 

4. 建立驗證或審核機制，成為開放品質與精準度之創新流

程的標準。 

5. 建立 IP 創造價值運作模式，投資管理 IP 組合品質，以

發展整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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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開放式經營演進之研究分析總結（Ⅱ） 

研究構面 研究分析總結 

顧客介面構面演進分析 
（Customer Interface） 

1. 從國際大廠做中學累積核心能力。 

2. 以核心能力取得客戶信任，廣增生態體系的客戶。 

3. 建構 IT 系統及協同合作，與客戶連結溝通，發展互通

的生態系統介面。 

4. 整合提供越趨完整資源的全面性服務，以建立與客戶生

態共生關係 

價值網絡構面演進分析 
（Value Network） 

1. 尋求國際大廠技術移轉，到他廠學習技術，以逐漸建立

核心能耐。 

2. 應用 IT 管理、合資、併購、轉投資等拓展外部合作關

係，取得更多相關技術與資源。 

3. 技術聯盟策略加強合作廣度，與特定互補廠商強化合作

深度，提升周邊互補能力。 

4. 主導策略聯盟，演進為整合上下游廠商，提供全面服

務，最終主導生態體系開放式經營平台的經營模式。 

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的

連結橋樑－配置 
（Configuration） 

1. 透過企業能力、資產、流程等策略性資源，以支援特定

的核心策略。  

2. 從借助外力演進到自主研發核心能力，以完成區隔化及

產業競爭優勢。  

3. 組織變革及經營服務流程改造以完成全面服務及前後

段廠商虛擬整合策略。  

4. 以創新流程之驗證機制標準，以及 IP 創價流程及投資

管理，以建立開放經營平台生態環境的核心策略。  

5. 開放式經營平台扮演「配置」的角色，連結核心策略與

策略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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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開放式經營演進之研究分析總結（Ⅲ） 

研究構面 研究分析總結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的連

結橋樑－顧客利益 
（Customer Benefits） 

1. 以核心策略提供顧客特定的利益，或從中自客戶獲取的

價值。  

2. 為進入區隔化市場及站穩競爭優勢接取國際大廠訂單

做中學累積核心能力。  

3. 以客戶服務導向，建立緊密夥伴關係，以取得信任及廣

增生態體系客戶成員。  

4. 導入 IT 系統及前後段服務虛擬整合，以完成與客戶協

同合作及連結溝通，以及發展互通的生態系統介面。 

5. 建立開放式創新平台生態環境，整合自身及合作夥伴以

提供更完整全面服務，與客戶形成生態之共生關係  

6. 開放式經營平台扮演「顧客利益」的角色，連結核心策

略與顧客介面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的

連結橋樑－公司疆界 
（Company Boundaries） 

1. 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互動，即定義企業自身發展及與

外部廠商合作關係  

2. 從尋求國際大廠技術移轉學習技術，到自主研發以累積

核心技術能力。  

3. 內部進行組織設計變革，朝向技術暨平台組織發展，對

外透過各種手段拓展外部合作關係，取得技術與資源。 

4. 經營及客戶服務核心流程改造，以整合上下游廠商，成

為全面服務體系。 

5. 建立創新流程之驗證機制標準，及 IP 創價流程與投資

管理，主導整個生態體系之開放式經營平台的經營模式 

6. 透過各種廠商合作的方式，強化合作的廣度及深度，提

升周邊互補能力。  

7. 開放式經營平台扮演「公司疆界」的角色，連結策略性

資源與價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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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開放式經營演進研究分析總結之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