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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晶圓廠「製程整合知識庫」之應用 
 

半導體產業是一資本非常密集的產業，以投資額估計，

目前在台灣蓋一座具量產規模的8吋晶圓廠，約要投資300億

到400億新台幣；12吋晶圓廠的投資較8吋晶圓廠更大，蓋一

座具量產規模的12吋晶圓廠，約需要新台幣700億到900億。

由於投資金額愈來愈龐大，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新廠的

興建並使其加入量產的行列，以減輕資金的負擔並提早獲得

利潤，是晶圓代工業者提昇企業競爭力的重要課題。 

 

目前在台灣蓋一座8吋晶圓廠，從設計、發包、興建到運

轉，約需要二年的時間，如果要加速到18個月完成建廠的工

作，傳統的建廠方式無法滿足如此快速的需求；根據學術單

位對建廠的學術研究，在廠房的設計、發包、興建部份可以

利用「離線設計」以及「同步建造工程」來加速完成廠房的

設計與興建；在新建晶圓廠的運轉部份，本研究認為可以利

用保存在「製程集中控制委員會（CPCC）」的那份不斷持續

更新的跨晶廠「製程整合知識庫（PID）」來協助進行製程

技術的相似性移轉，以達到縮短新晶圓廠量產運轉前置時間

的目的。 

 

本章在第一節的部份，將以T公司為例，介紹該公司過去

在新建晶圓廠時所遭遇的問題，並會特別指出與新建晶圓廠

的「運轉部份」有關的問題；第二節則應用第三章所規劃建

構的「製程整合知識庫（PID）」來改善現行的新晶圓廠的

技術移轉作業流程，以加速製程技術的成功移轉，並期望改

善後的新流程能改善或解決在第一節中所提及部份或全部

有關新建晶圓廠運轉階段的問題；第三節會比較改善後的新

流程與原有流程的差異及分析改善後新流程所產生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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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新建晶圓廠時所遭遇的問題 

 

 本研究以 T 公司高科技廠房興建為研究案例，首先將在

本節描述該公司建廠專案的生命週期及所遭遇的問題，以說

明本研究分析之對象。 

 

 

壹、建廠生命週期 

 

 一般而言，晶圓廠的建廠生命週期可分為設計、發包、

興建與運轉四大階段，依據 8 吋晶圓廠的建廠經驗，設計與

發包大約需要六至九個月，興建約需要十二個月，生產設備

的運送、安裝及試產約需要六個月，整理如次頁圖 4-1 所示，

並將各階段的主要內容分述如下：[李仲明，1999] 

 

 

一、設計階段：設計階段為紙上作業，對要如何建構晶

圓廠可以有很大的想像空間與很多的選擇機會，此

一階段的結果將會成為後續各階段的依據。 

 

 

二、發包階段：發包階段為選擇合格的承包商，其影響

為要決定以何種方式或何種技術來完成晶圓廠的興

建。 

 

 

三、興建階段：興建階段為建廠的執行階段，著重於如

何有效的管理建廠進度、施工品質與溝通協調。 

 

 

四、運轉階段：運轉階段為承接前面各階段的結果，進

行生產設備的運送、安裝及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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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建廠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李仲明[1999] 

 

 

 由於潔淨室是晶圓廠的生產重心區域，晶圓的生產百分

之百在潔淨室內完成，潔淨室興建的好壞與晶圓生產的良率

息息相關，因此，晶圓廠建廠投資四分之三以上的成本都分

配於潔淨室內。T 公司也據此將其獨立出來並結合專案管理

的概念，將建廠生命週期作了些調整，結果如圖 4-2 所示。 

 

 
 

圖 4-2、T 公司建廠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T 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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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roject Initiation Phase：晶圓廠建廠的過程，產品

種類、生產技術及產能多寡要最先決定，進而決定潔淨室的

種類和規模，再決定如何設計土木結構與建築，而其他系統

則在前面三個要素決定後才開始進行設計規劃。本階段的主

要任務即為完成決定這三個要素並獲得高階主管的認同與

支持以及取得預算的通過。實施步驟如圖 4-3 所示。 

 

 

 
 

圖 4-3、專案準備階段的工作流程 

資料來源：T 公司[2004] 

 

 

二、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hase：本階段主要的工作

有晶圓廠的初步設計、細部設計、選擇合格的承包商、決定

要以何種方式或何種技術來完成晶圓廠的興建以及完成原

興建階段之廠房土木結構與建築的工作，著重於如何有效的

管理建廠進度、施工品質與溝通協調承包商。實施步驟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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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設計及興建階段的工作流程 

資料來源：T 公司[2004] 

 

 

三、Clean Room Installation Phase：潔淨室興建階段首

先要確認潔淨室內的詳細規劃設計、確認生產設備的採購清

單以及設計各生產設備的連結方式。實施步驟如圖 4-5 所示。 

 

 

 
 

圖 4-5、潔淨室興建階段的工作流程 

資料來源：T 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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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quipment Move-in and Pilot Run Phase：本階段為

承接前面各階段的結果，進行生產設備的運送、安裝及試

產，本階段特別著重各項工作的時程控制。實施步驟如圖 4-6

所示。 

 

 
 

圖 4-6、生產設備安裝及試產階段的工作流程 

資料來源：T 公司[2004] 

 

 

貳、建廠時所遭遇到的問題 

 

積體電路的廠房是屬於高科技廠房類別，新建之廠房包

括晶圓製造廠房、生產支援廠房以及中央供應設施廠房，為

了減少用地，設計多為兩層一體之無塵潔淨室（Clean 

Room）。由於興建高科技廠房需具備相當的專業知識與技術

能力，而且廠房的興建必須能符合新生產設備在運作時間上

的需求，以協助企業搶得市場先機、提昇市場佔有率，因此，

在廠房興建的施工規劃上，「時間」的控制經常成為管理的

第一要務。 

 

為了爭取時效、搶得先機，一般常使用快捷施工法（Fast 

Track）的方式進行，在這樣邊設計邊施工的情形下，工程

常須辦理變更設計，反而造成許多施工或時間上的衝突問

題，其所帶來的影響，除了興建成本的增加，更可能會錯失

生產及上市的時機，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將無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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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工程變動頻繁造成時程難以掌控之外，「平行包商

的進度協調問題」及「業主本身要求的設計變更」，亦是影

響工程進度的重要原因。因為這些原因所造成的晶圓廠會有

好壞的差別，這些好壞的差別會是影響晶圓廠生產成本及良

率高低的重要關鍵。 

 

生產設備的運送與製程的安裝則是另外一個重要的關鍵

階段，過去常發生製程安裝不順利的情形，造成試產時製程

能力偏低，進而影響到良率的不穩定，延誤量產的時間。本

研究認為利用保存在「製程集中控制委員會」的那份不斷持

續更新的跨晶圓廠「製程整合知識庫（PID）」來協助進行

製程技術的相似性移轉，可以穩定製程的移轉安裝工作，並

進而達到縮短新晶圓廠量產運轉所需時間的目的。詳細的論

述將於下節陳述。 

 

 

第二節、改善新建晶圓廠的技術移轉流程 

 

 建構組織知識的終極目標就是要達成知識的再利用，根

據 Nancy M. Dixon 的研究發現，當企業建立了有用的知識

後，必須選擇適當的知識移轉流程，否則不會達成原訂的目

標。 

 

 一般學習理論早已發現，將學習經驗應用到工作上時，

兩邊的環境與情況愈相像，移轉後效果愈好；在企業的實際

運作亦可發現，如能重複應用已有的專業知識，就能節省可

觀的費用與時間。依據 Dixon[2000]不同最佳實務移轉類型

的決策樹來分析適合晶圓廠的知識移轉流程發現，「相似性

移轉」為適當的知識移轉流程，因此在本節首先針對為何新

晶圓廠的製程技術知識移轉適用「相似性移轉」進行探討。 

 

 

壹、相似性移轉 

 

 相似性移轉（Near Transfer）的定義是將原生團隊的知

識移轉到任務、環境和背景相似，卻另在他處的接收團隊。

其特徵是彼此工作的類似性，如能複製類似團隊發展出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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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知識並加以應用時，應可達到更好的效果或更高的效率。 

 

 晶圓廠的主要工作為積體電路的加工製造，分析其實際

運作方式，發現具有下列特徵： 

 

 

一、應用的製造技術大部份重複進行。 

 

 

二、在同一組織內，各工作團隊位於不同廠區但環境相類似。 

 

 

三、專業技術已進行文件電子化成為顯性知識。 

 

 

 由於晶圓廠的作業特性與相似性移轉的定義相當契合，

因此，應用相似性移轉的方法於新晶圓廠的製程技術知識移

轉，應可達到更好的效果或更高的效率。 

 

 相似性移轉最基本的需求是能夠依據建立的類似準則中

的要素，進行知識庫搜尋以準確獲得類似知識；新晶圓廠在

設計之初，會先決定欲生產的產品組合與規劃的產能，此二

者確定之後，晶圓廠所需擁有的製程與各類型機台便可確

定，由此可知，「產品組合」及「規劃的產能」是新晶圓廠

在進行相似性移轉時不可缺少的二大類似準則要素。 

 

為了使晶圓廠產能不斷擴增，並縮短量產的等待時間，

目前晶圓廠間藉著技術移轉模式來提高晶圓廠的效率及效

能。以下將以 T 公司為例，介紹該公司現行晶圓廠間的技術

移轉流程及其運作模式。  
 
 
貳、現行晶圓廠的技術移轉流程 

 
在 T 公司的現行技術移轉的流程中，技術移轉晶圓廠、

接收晶圓廠、QR（Quality & Reality）等單位扮演了重要

角色，技術移轉廠的任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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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成技術移轉專案小組以負責技術移轉的活動。  
 
 
二、提供技術移轉相關文件。  
 
 
三、提供接收廠所需的教育訓練課程。  
 
 
四、為確保首次移轉的成功率及目標達成性，需提供技術移

轉的協助與諮詢。  
 
 

技術移轉廠兼具技術提供與教育者的角色，因此在移轉

過程中必須相當謹慎。技術接收廠的任務為：  
 

 

一、研究接受技術的相關工程工具及資源。  
 

 

二、組成專案小組負責技術接收的活動。  
 

 

三、達到較佳可靠性的 PCM（Process Control Monitor）及

Cp（Capability of Precision）產值。  
 

 

四、通過產品及流程規定等。 

 

 

QR 主要的任務為協助新技術規格與品質系統的建置，並

公告官方所規定的新技術品質規格保證。  
 
 
謹將 T 公司的技術移轉建置步驟整理如圖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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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現行晶圓廠的技術移轉流程圖 

資料來源：T 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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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現行晶圓廠技術移轉的運作模式 
 
 
一、召開技術審核會議  
 

當高階主管確定技術移轉的構想，接收晶圓廠應對內部

工程師、設備以及特別支援的資源做評估分析並召開初始會

議，宣布從模型建立到產品認定階段裡所有的技術移轉計畫

與里程碑。  
 
 
二、專案小組的組成  
 

每一個廠房及專職機構皆需成立專案小組以負責技術移

轉的業務。  
 
（一）移轉廠：整合、模組及產品部門應分別指派參與技術

移轉專案的負責人。  
 

（二）接收廠：整合、模組及產品部門應分別分派參與技術

移轉專案的負責人。  
 

（三）QR：指定相關業務的負責人。  
 
（四）度量中心:分派度量（Metrology）業務的負責人。  
 
 
三、教育訓練  
 

移轉廠應為技術接收廠的專案小組安排一系列教育訓練

課程，課程內容包含：  
 

（一）一般性流程整合活動  
 
（二）關鍵模組（微影 /蝕刻 /薄膜 /擴散）介紹  
 
（三）新設備介紹  
 
（四）移轉流程中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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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駐地（On-site）訓練  
 
（六）流程及產量改善記錄  

 
以上所提到的訓練內容需要經過移轉及接收兩廠的討論

及洽談，雙方同意後才可實施。同時，移轉廠應提供相關教

學文件給予授課老師，接收廠也應完整保存教育訓練記錄以

做為工程師日後「在職訓練（On-Job Training）」的證明。 
 
 
四、移轉的建置  
 

移轉的過程不僅是技術接收的關鍵，其間可能發生的問

題也會不斷出現，接收廠應安排固定會議以定期評估移轉流

程中的的缺失良莠及改善的計畫。以下將詳細說明移轉建置

的步驟：  
 
（一）文件轉移  

移轉廠公告技術移轉清單，以讓接收廠能清楚知道在

技術轉移的過程中可能需要接收到的物料、技術和設備

清單，以及教育訓練課程、支援性業務等重要項目，讓

接收廠人員能確實掌握所有該接收的事項和流程。技術

接收廠在統整移轉資料中的所有事項及任務後，需經 QR

和移轉廠的確認審核才算完成文件轉移的步驟。 

 
（二）測試驗證  

移轉廠在收集 TIP（Tooling Information 

Preparation）資料後，應提供給接收廠以利其設計該廠

的 TIP。接收廠應先指派工程師至移轉廠確認、瞭解光罩

模組的配置，而移轉廠也需隨時支援，確保接收廠在移

轉架設流程裡可能需要的協助。  
 

（三）流程安裝  
在移轉建置過程中，接收、測試、偵錯、改善等步驟

皆為關鍵。接收廠應在其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平台上架設移轉機制。為避免錯誤造成的重大

損失，移轉廠應提供重要階段中錯誤的晶圓及巡查報告

供接收廠作為缺失防範或改善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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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移轉廠應提供一個已標準化完成的晶圓樣本，

作為接收廠 WAT（Wafer Acceptance Test）及 Cp

（Capability of Precision）的測試修改。為了移轉的

順利與不斷改進，接收廠需填寫各種流程的進度、完成

比例表單，作為產值評估及效益的依據。  
 

（四）模組清單與監視裝置  
接收廠在完成流程設備裝置之後，應填寫相關工具比

較與評估之單據（包含流程與度量的工具）。接收廠在此

步驟應列出模組清單與監控設備，關於 Lots 的品質部分

清單內容應符合以下幾個準則：  
 

1、必須是完整具體的清單內容  
2、需要有測試與監測資料  
3、提供模組公告說明書的管控限定規格。  

 
（五）SPC（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資料整合  

接收廠在所有關鍵模組中，應以最小的「製程能力指

數」來比較線上及離線的監視資料，如果有任何項目不

符準則，則應在固定會議中提出改善方案及效益評估。

同時也需檢視 WAT 和 SPICE 的績效符合度。  
 

（六）初步會議評估  
此會議目的是為了評估產品雛形的不同，使客戶及接

收晶圓廠經同意後願意承擔大量生產的風險。接收廠應

請求 QR 主持此一評估會議，會議中需評估技術可靠性、

耐受程度、品質及技術相似性等層面，接收廠應謹慎瞭

解會議中被提出的改善之處，並採取正確措施以達到相

關規格。  
 

（七）技術移轉完成評估會議  
為了正式宣告接收廠的技術移轉，QR 將主持技術移轉

完成評估委員會，評估的內容將包括技術的可靠度、耐

受度、品質及技術移轉的相似度。  
 

（八）宣告大眾  
在技術移轉完成之後，接收廠產品工程師及品質主管

部門仍須持續進行維持與控管的業務，以保持晶圓廠產

值提升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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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件化  
  

技術接收廠應有系統的收集並編輯所有移轉過程中的活

動及會議的相關紀錄，文件上應有「技術移轉完成」的標題，

並依序編碼建檔。  
 
 
六、稽核  
 

對於晶圓廠及相關業務公司，QR 應遵循公司文件的稽核

指導方針以作為執行稽核的依據。  
 

 

肆、應用「製程整合知識庫」改善新晶圓廠製程移轉流程 

 

 目前晶圓廠進行技術移轉的方式屬於「Peer to Peer」

的方式，也就是一個技術移轉廠對一個技術接收廠，這種

「Peer to Peer」方式的主要缺點是知識的來源無法是豐富

而多樣的。幸運地，「製程整合知識庫」可以改善此一缺憾，

舉例而言，有一個製程同時安裝在三個工廠，其中一個工廠

提出工程變更申請，經「製程影響矩陣」判定其屬於跨晶圓

廠之工程變更申請案後，立即通知其他相關晶圓廠並轉送

CPCC 驗證若經 CPCC 同意為 BKM 個案後，會將其登錄「製程

整合知識庫」並據以更新相關的參數。因此，如若使用「製

程整合知識庫」作為新晶圓廠製程技術知識的移轉標的，會

使得新晶圓廠在進行技術移轉時，知識的來源更廣、更豐

富，移轉的效率也會更高，量產的前置時間更短，速度更快。 

 

 在新設計的移轉流程中，除了原有的技術移轉廠及技術

接收廠，新加入了「製程集中控制委員會（CPCC）」及「製

造技術委員會（Manufacturing Technical Committee﹐MTC）」

這二個組織，MTC 是負責審核技術移轉的計劃以及評估技術

移轉的成效，而 CPCC 則是加入技術移轉的團隊，提供「製

程整合知識庫」的諮詢服務。謹將新設計的新晶圓廠製程技

術知識移轉流程整理如圖 4-8 所示，並將其運作模式敘述於

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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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新晶圓廠製程技術知識移轉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伍、改善後新晶圓廠製程技術知識移轉的運作模式 

 

 依據改善的新晶圓廠製程技術知識移轉流程，技術移轉

廠及技術接收廠從向「製程集中控制委員會（CPCC）」提出

移轉申請到完成技術移轉，需經過下列程序： 

 

 

一、當CPCC收到技術移轉申請，必須指派專案負責人配合技

術移轉廠及技術接收廠的相關人員召開技術審核會議並進

行細部規劃及資源安排。 

 

 

二、CPCC專案負責人必須提供「製程整合知識庫」的相關知

Initial FAB MTC Initial FABTransfer FAB Initial FAB Receiving FAB Initial FABCPCC

1. Issue Technology Transfer Request 2. Registration

9. Pilot Run  
KPI Review 

4. Identify Details and Arrange Resources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5. Compose Technology Transfer Proposal

6. 
Approve 

Proposal

7. Execute Technology Transfer Proposal

8. Pilot Run 

Yes

No, 

3. Assign Owner

10. Production Run 

11. Production Run
KPI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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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供技術移轉小組在進行規劃時參考使用。 

 

 

三、技術移轉計畫書完成後，提報「製造技術委員會（MTC）」

進行審核，通過後開始執行技術移轉計畫。 

 

 

四、執行技術移轉計畫時，應先完成相關的教育訓練工作、

執行建置移轉步驟的相關工作事項、安排定期評估會議，請

求QR單位評估移轉過程中的缺失良莠（包括技術的可靠度、

耐受度、品質及技術移轉的相似度等項目），接收廠應謹慎

瞭解會議中被提出的改善之處，並採取正確措施以達到相關

規格。 

 

 

五、技術接收廠在完成技術移轉後，進入試產階段，在試產

階段期間技術接收廠必須收集相關的生產績效指標，提報

MTC進行審核。 

 

 

六、進入量產階段後，技術接收廠仍必須收集相關的生產績

效指標，提報MTC進行審核。 

 

 

陸、案例展示 

 

 為證明本研究所提出之論述確實可行，利用一個實際個

案加以貫串驗證，展示整體規劃的運作方式可行。 

 

一、製程名稱：異丙醇清洗乾燥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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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程功能：在去除光阻及側壁聚合物之後的清洗乾燥製

程。 

 

 

三、製程說明：在半導體的生產製造流程之中，清潔功能是 

非常重要的，在各層製程程序的前後步驟都需要進行許多清 

洗的清潔作業，例如進行磊晶生長層將晶圓送入高溫爐管 

前，就必須先經過清洗的步驟，而在酸性溶劑蝕刻完畢之

後，也必須進行多次的晶圓清洗步驟，以徹底去除殘留在晶

圓表面的酸性化學溶劑，其目的在避免各層次的污染，及排

除當站製程的不良干擾因素。 

 

 

四、製程技術：在異丙醇清洗的製程技術中，首先是要讓異 

丙醇快速的蒸發成霧狀氣體分子，並均勻地分佈於晶圓表 

面，並使其在適當的溫度與層流控制環境中，發揮其分子活 

性與殘餘的化學溶劑或雜質，產生置換取代作用並經由流體 

帶出。 

 

 

五、案例說明：T公司在新建第五晶圓製造廠，指定第三晶圓 

製造廠進行製程移轉專案，試產時發現製程並不穩定，經確 

認後發現是「異丙醇清洗乾造製程」出問題，進一步分析原 

因，判定是「製程冷卻水溫度過高」及「冷卻螺旋管流量不 

足」二項原因。在討論會議中，有人提出第四晶圓廠也曾發 

生過類似的問題，經諮詢第四晶圓廠相關的解決方案後，順 

利解決此一問題。 

 

 

六、改善方案：建立「製程整合知識庫」以取得並儲存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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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廠的製程知識，並改變技術移轉的方式，以「製程整合知 

識庫」為主要的技術移轉資料來源，並結合技術移轉廠及製 

程集中控制委員會專家的協助來進行技術移轉。這樣的改 

變，會使得新晶圓廠在進行技術移轉時，知識的來源更廣、 

更豐富，移轉的效率也會更高，製程更穩定，量產的前置時 

間也會變的更短，速度更快。 

 

 

第三節、新舊流程的比較分析 

 

為了不斷擴增晶圓廠產能，並縮短量產的等待時間，目

前晶圓代工企業藉著技術移轉模式來提高新晶圓廠的效率

及效能。但現行的技術移轉方式仍屬於「專家型」知識移轉

模式，這種「專家型」的知識移轉模式是一種人為的經驗移

轉，並非企業內部最佳的知識移轉模式。藉由運用本研究所

發展的「製程整合知識庫」來改善現行的技術移轉流程不但

能轉化人為的經驗移轉成為系統化的知識移轉，並且使得新

晶圓廠量產前的整備工作能夠變得更為迅速與完善，並能妥

善保存企業中的無形知識。 

 

 

壹、新舊流程的差異比較 

 

 為了能夠順遂新廠興建「時程短」的目標，本研究針對

製程技術移轉這個部份提出了一些改善的看法，並將這些看

法落實於改善後的技術移轉流程之中。比較新、舊兩個流

程，我們認為存有下列幾點差異，除陳述於后外，並整理如

表4-1所示。 

 

 

一、提昇技術移轉的規劃能力：舊流程的技術移轉只來自於

技術移轉廠單一方面，但新流程增加了「製程集中控制委員

會（CPCC）」加入技術移轉的團隊，提供「製程整合知識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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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諮詢服務。 

 

 

二、提昇組織的建廠能力：參與舊流程提供製程技術移轉的

人員，都是以任務編組的方式來參與，任務完成後即解散歸

建，對於移轉經驗的累積並無太大的助益；新流程則建議設

置CPCC這樣的專責單位來協助新晶圓廠的製程技術移轉工

作，藉由CPCC中有經驗的專家的協助，不但可加速移轉的時

程，CPCC亦可利用機會為組織培養後續人才，提昇組織的整

體建廠能力。 

 

 

三、強化監督控制的能力：舊流程只規劃QR協助監控技術移

轉的各項工作；新流程則增加了「製造技術委員會（MTC）」

來負責審核技術移轉的計劃以及評估技術移轉的成效。 

 

 

四、移轉方式的轉變：舊流程是屬於一種人為的經驗移轉，

新流程則利用「製程整合知識庫」將其轉化成為系統化的知

識移轉。 

 

表 4-1、新舊流程的差異比較表 
比較項目 舊流程 新流程 

技術協助 技術提供廠 技術提供廠＋CPCC  

監督控制 QR QR+MTC 

有無設置常設單位 無 有 

製程移轉的專家 無到少 多 

技術資料的來源 技術提供廠 知識庫 

移轉方式 經驗移轉 知識移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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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流程的效益分析 

 

 半導體製造廠是否具競爭力，最簡單的衡量方法就是「多

快能達到損益平衡，多快能獲得利潤」。工廠愈快蓋好，資

金成本愈可降低，產品上市時間愈可提前，最新技術的掌握

也愈準確，競爭力也因而提高。另外，晶圓廠試產時製程能

力的高或低、良率的穩定度，都是決定企業競爭力的關鍵因

素。 

 

 新流程也改善了技術移轉的模式，不但提供有用又豐富

的技術資料來源，也同時創造機會為組織培養後續的製程技

術移轉人才，提昇組織的整體建廠能力。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改善後新流程的績效衡量指標與方

法可以從「技術性」、「財務性」及「學習性」三個類別來

分析，整理如表4-2所示。 

 

表 4-2、新流程的績效衡量指標與方法 

類別 績效指標 衡量方法 

技術性 產品良率 由產出與投入值計算 

  製程穩定度 由統計方法Cpk評定之 

財務性 節省的時間與資源 直接計算 

  製造成本與獲利能力 由財務報表得知 

學習性 知識的分享與擴散 由技術接收單位判定 

  製程技術移轉能力的提昇 由技術移轉單位判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技術性：包括「產品良率」及「製程穩定度」二項績效

衡量指標，分別說明如下： 

 

（一）產品良率  
Intel 的“Copy Exactly＂技術移轉策略與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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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的「相似性移轉」方法在理論上是一樣的。在實務

的應用上，根據 Chris（1998）提出的兩張圖表，證實

“Copy Exactly＂技術移轉策略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技

術移轉，並且確保產品的良率與品質。圖 4-9 顯示改善

前各工廠良率與生產時程有落差，而圖 4-10 則顯示

“Copy Exactly＂成功改善此問題。 

 

 

 

圖 4-9、“Copy Exactly＂方法使用前之良率狀況圖 

資料來源：Chris [1998] 
 

 

 
 

圖 4-10、“Copy Exactly＂方法使用後之良率狀況圖 

資料來源：Chri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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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程穩定度  
一個完整的生產流程，常由數個模組組合而成，其製

程的穩定度是由「製程能力指標」來衡量。製程能力水

準一般是使用製程能力指數Cpk（Capability of 

Precision）來衡量，Cpk是指在同時考量偏移及一致程

度的自然變異製程下所能生產的品質水準。當Cpk值愈

大，代表製程綜合能力愈好。由於良率的好壞與製程能

力指數Cpk有正相依的關係存在，所以由圖4-10我們可以

得知，改善後的新流程亦能提昇製程的穩定度。製程能

力指數Cpk的評價方法整理如表4-3所示。  
 

表 4-3、製程能力指數 Cpk 的評價方法 

等級 Cpk值 處理原則 

A+ 1.67 ≦ Cpk 無缺點考慮降低成本 

A 1.33 ≦ Cpk ≦ 1.67 維持現狀 

B    1 ≦ Cpk ≦ 1.33 有缺點發生 

C 0.67 ≦ Cpk ≦ 1     立即檢討改善 

D      Cpk ≦ 0.67 採取緊急措施，進行品質改善，並研討規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財務性：包括「節省的時間與資源」及「降低製造成本

與提昇獲利能力」二項績效衡量指標，分別說明如下： 

 

（一）節省的時間與資源  
興建一座8吋的晶圓廠，約需二年，投資新台幣300

億，以年息5%計算，利息為新台幣30億。建廠時間如能

提前半年完成，利息成本便能節省下新台幣7.5億，如再

加上提前半年產品上市的利益，則其價值就更可觀了。

由於良率的好壞與建廠時試產時間的長短有正相依的關

係存在，所以由圖4-10我們可以得知，改善後的新流程

定能節省建廠所需的時間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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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降低製造成本與提昇獲利能力  
由圖4-10我們可以得知，改善後的良率非常的穩定且

持續攀升，這對於製造成本的降低與獲利能力的提昇有

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認為改善後的新流程能夠降低製

造成本與提昇獲利能力。 

 

 

三、學習性：包括「知識的分享與擴散」及「製程技術移轉

能力的提昇」二項績效衡量指標，分別說明如下： 

 

 

（一）知識的分享與擴散  
本研究所建構的跨廠區製程整合知識庫（PID），提供

一個不僅能保存知識還能將其及時的傳播出去的工具，

達到知識分享與應用的目的。 

 

 

（二）製程技術移轉能力的提昇  
本研究建議設置CPCC這樣的專責單位來協助新晶圓

廠的製程技術移轉工作，藉由CPCC中有經驗的專家的協

助，不但可加速移轉的時程，提昇製程技術移轉的能力，

CPCC亦可利用機會為組織培養後續人才，提昇組織的整

體建廠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