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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介紹 – 威盛電子 

    如同英特爾創辦人之一的戈登‧摩爾，所預言的摩爾定律，威盛

電子自 1987 年創立、1992 年上市，到 2000 年榮登股王，再遭逢英

特爾的極力杯葛反撲、與合作廠商結盟、併購國外大廠、與對手同業

的侵權訴訟等等，期中所歷經的興衰沉浮，都以傳統產業十倍、甚至

於百倍的速度，迅速變遷，其中過程難免令人目不暇給。但正因為如

此，亦成為研究 IC 設計業，難能可貴的學習對象。 

第一節 公司簡介 

 
1987 年威盛的前身 Symphony 在美國加州成立，公司於 1992 年

將總部遷至台北新店，並成立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VIA 
Technologies, Inc.，簡稱 VIA)，目前資本額為 127 億新台幣，為全球

IC 設計與個人電腦平台解決方案之領導廠商，威盛的經營模式是無

晶圓廠(Fabless)，將所設計之 IC 外包，讓下游之晶圓廠代為生產，

並以自有品牌推展至國際市場。另外，由於商業模式的變遷，目前亦

採垂直整合，經營主機板、無線模組業務，也是透過外包方式，將所

設計的系統模塊，交由 EMS 廠代為生產。 
 
公司沿革 
 
1987 威盛的前身 Symphony 在美國加州佛利蒙成立。 

1992 總部遷至台北新店，並成立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伍百萬元。 

推出 486 等級 ISA 規格晶片組。 

1993 推出 Green Star 全球第一套節能環保晶片組。 

1994 推出 586 等級晶片組。 

1995 推出 ISA 規格之區域網路控制晶片。 

1996 在 en:PC Common Architecture 標準集團扮演主要的角色，推動從 ISA 匯

流排轉換到 PCI 匯流排的轉換。 

1997 推出全球首顆 Pentium 級支援 AGP 系統晶片組。 

1998 發表 IEEE1394 序列埠控制晶片 VIA Fire。 

1999 收購美國 Cyrix 和 Centaur 公司微處理器部門，開始進入微處理器市場。 

與 AMD、Micron、NVIDIA、S3、ATI…等國際大廠，聯合舉辦 PC2000 研討會，

共同討論 2000 年電腦規格發展趨勢。 

2000 取得晶片組市占率 50%，以新台幣 629 元的天價榮登股王，締造了 1,258

億元台幣的市值。推出首款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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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收購 S3 Graphics 的圖形部門，取得 GPU 技術。 

訂出迦南計畫（Project Canaan），進軍光儲存晶片、繪圖晶片、CPU 與網

路晶片。 

推出 VIA C3 第二代 CPU。 

2002 結合處理器與整合晶片技術，推出嵌入式系統平台產品 Eden。 

創立平台部，把威盛主板推向市場。 

併購 LSI Logic 公司 CDMA 標準產品設計中心，成立威睿電通有限公司。 

將光儲存控制晶片部門獨立，成立威騰光電公司，產品包括 DVD 控制晶片。 

成立網路通訊子公司威瀚科技公司，主要產品包括 IEEE 1394 及網路 IC。 

2004 將平臺方案產品事業部更名為威盛嵌入式平臺方案事業部(VIA Embedded 

Platform Division VEPD)，並將其研發中心擴展到整套處理器平台。 

2005 慶祝生產第一億個 AMD 晶片組。 

發表新一代 VIA C7 處理器。 

2006 為提升經營效率，將組織重整成三個事業部。 

推出超低電壓，C7-M 處理器。 

成立印度創新技術中心。 

2007 因新一代 Intel 授權問題，決定放棄毛利低且市場成熟的晶片組事業，轉

而聚焦於自家的 CPU Platform，生產支援 C7 的晶片組。原有的三個事業

部再度縮減為兩個。 
 

組織概況 
 

威盛目前的組織架構，為董事長、總經理，下設 MCE 多媒體消

費電子、CPU 微處理器、VIA Telecom 通訊(前威睿)、Switch & 

Wireless 網通(前威瀚)等四個事業部門，加上人事、行政、財務、

法務等企業共享支援部門 Corporate Function。除台北總部外，在美

國、歐洲、與大陸設有分公司，負責行銷與研發。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圖 4-1 威盛電子公司組織圖 

董事長

總經理

MCE事業部

CPU事業部

VIA Telecom

Corporate Function

VEPD 事業部

Switch & Wireless 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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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策略與定位 

    公司成立初期(1987 至 1999 年)，產品定位於個人電腦，其中與

微處理器搭配的南北橋系統晶片組。利用優勢的技術能力，並且大膽

預測市場趨勢，在*個人電腦的剛起步階段，即掌握機會先行投入。

策略上是跟隨 IBM、英特爾的開放架構，搭上個人電腦成長風潮。 

 

    1999 年英特爾再度推出新產品，奔騰 III 微處理器，力推 Rambus
架構，打算將匯流排時脈一舉提昇八倍，並以此提高授權門檻，阻擋

新進入者的激烈競爭。與此同時，威盛聯合其他個人電腦週邊廠商，

以使用者角度切入，認為英特爾此舉對系統效能提昇助益有限，同時

間，所有人，包括週邊廠商、記憶體廠商、與最終用戶，都將為此付

出極大代價，英特爾將成為惟一受益者。因此極力鼓吹 PC-133 開放

架構，以與之抗衡。在 1999 年推出，全球首顆支援 PC-133 記憶體架

構的晶片組，由於可以享受低價升級，獲得市場熱烈反應，但也種下

將來與英特爾分道揚鑣的遠因。 

 

    策略引導情勢，2000 年威盛在協力廠商推波助瀾下(外加 Rambus

本身技術不夠成熟)，迅速攻下了 50%以上的晶片組市佔，英特爾在

痛定之后，為亡羊補牢，立即加速推出奔騰 IV，希望儘快取回發球

權。一如所願的，英特爾聯合次要敵人，新的微處理器架構，僅授權

予矽統 SiS 與揚智 ALi，兩家系統晶片廠，而對威盛進行杯葛。不過

短短 3年之間，威盛的經營已面臨極嚴苛的挑戰，年收入自 2000 年

的高峰 308 億新台幣，驟降為 2003 年 202 億新台幣，而稅後純益也

自 65 億新台幣，跌到虧損 16 億新台幣。 

 

    因應英特爾的強力杯葛，威盛在 1999 年開始併購行動，先是買

下美國 Cyrix 和 Centaur 公司微處理器部門，進入微處理器市場。

再於 2001 年買進 S3 Graphics 的圖形部門，訂出*迦南計畫（Project 

Canaan），希望脫離英特爾的勢力，自力門戶。計劃中瞄準光儲存、

繪圖、CPU 與網路晶片 - 由之後的發展軌跡，証明此四種產業皆為

一時之選，參見表 3-2，其中以資訊、通訊與記憶體所佔比重最高。       

 

併購策略的執行，直到 2002 年購入 LSI Logic 的行動通訊(手機

晶片)部門方止。替公司帶來新的發展契機，也預埋了未來資源分散

(參見創新的兩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 David W. Lewis)，

難以集中的風險，導致在個別領域喪失相對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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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微處理器業務拓展受阻於英特爾與 AMD 的壟斷，2002 年創

立平台部(后於 2004 年，正名為嵌入式平台方案事業部，VEPD)，希

望藉由垂直整合，跨越進入系統整合商門檻。由於完全掌握微處理器

及週邊晶片組，加上對焦於嵌入式系統，滿足封閉市場內特殊需求，

得以區隔市場，發揮所長。 

 

    除支援英特爾與 AMD、發展自家微處理器外，2006 年成立 MCE 部

門，引進 ARM9/RISC 微處理器技術，希望能結合過往核心能力，提供

客戶更有彈性的解決方案(優勢成本策略)。 

 

    在與英特爾協議失敗後，2007 年正式放棄系統晶片組，而將主

力拉回，推展自家微處理器(C3、C7、C7M、CX800…)解決方案。同時

再與昔日宿敵 NVIDIA 結盟，攜手合作，抵擋英特爾與 AMD 兩強攻勢。 

 
 
產業內的競合 (現有競爭者的威脅、新進入者威脅) 
     
    在資訊 IC 相關產業，上游為擁有微處理器的兩大廠，根據美國

iSuppli 公佈 Intel 與 AMD 目前市占率約為 78.8%、13.4%，由於擁有

系統平台，週邊晶片組必須取得授權、與其配合。也因為兩大之間的

戰爭，使得其他系統小廠(包括威盛，年收入儘 Intel 百分之二，表

3-2、3-5)，有所喘息空間。但自 2003 年 AMD 因 64 位元微處理器，

拔得頭籌，得以擴大市占、併購 ATI，擁有了包括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GPU)在內的系統晶片，情勢開始坏變，自 2007 起 Intel 不再

授權威盛與其他系統晶片廠。而兩強也企圖以此設立屏障，將後起新

秀 GPU 繪圖卡大廠 NVIDA 阻擋於競爭門外。 
   
    威盛於是開始專注本身微處理器發展，希望藉由節能、散熱佳等

特性，打入特定無須高運算能力的應用，譬如 Ultra Mobil PC 
(UMPC)、嵌入式、工控電腦等差異化領域。 

 
替代品的威脅(threats of substitute products) 
 
    RISC 精簡指令集微處理器，包括 ARM 與 MIPS 兩大陣營，加上

Linux 軟體平台，是另一個市場可能的發展，若假以時日，潛力足可

與 Wintel 對抗，2005 年威盛也對此提出回應，成立 MCE 部門，發展

以 ARM 為基礎的 System on Chip (SoC)解決方案，由於早已具備週邊

晶片 IP，發展上比較優勢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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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圖 4-2 產業策略群 
 
    上圖為與威盛相關 IC 產業，按產業成長與市場佔有率，策略群

組分析圖。其中群組內廠商，或競爭或聯合，互動變化激烈。表 4-1
總結不同時期，威盛與業內競合策略的運用矩陣。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表 4-1 策略矩陣 VIA-Intel-AMD & Others 
 
*(註 1)，英特爾自 1974 年起，推出個人電腦用微處理 8080，為 IBM 採用，此後

的每隔 3 到 4 年即推出新款，到了十年之後的 1985 年，推出了 80386 微處理，

內涵電晶體個數 275,000 是 8080 的 46 倍。其時，個人電腦尚未十分普及，軟體

介面艱澀難用，僅有少數企業與玩家試用，而網際網路，也如襁褓中的嬰兒，使

用者寥寥可數。 
*(註 2)，「迦南」出自舊約聖經出埃及記，摩西代領以色列人逃離埃及的奴役，

前往迦南美地。 

市 
 
場 
 
佔 
 
有 
 
率 

產  業  成  長  

Intel 

A
M
D 

VIA

微處理器 
資訊IC群組 

SiS ALi

系統晶片組

ATI

NVIDIA

GP

週邊晶片 1394 Ethernet USB 

通訊IC群組 

Broadcom

Marvell

Qua
lco
mm

消費性IC群組
聯發科 

LSI 

VIA - Intel Intel - AMD
現有競爭者 1999~2003 聯合週邊商對抗英特爾 (孫子兵法、謀攻) 競合策略

2003~2007 遊走Intel與AMD陣營 (競合策略) 不斷提昇性能、提高進入門檻

與SiS/Ali競速為新CPU建立平台

供應商 2002 向下垂直整合，為C3拓展主機板業務 利用台灣優質系統整合力

2004 成立VEPD打進嵌入式系統 (利基市場)

消費者 2004 推展省電、無風扇CPU (市場區隔) Intel inside 、AMD64 消費者Pull-in

新進入者 1999~2002 併購策略，Cyrix/S3/CDMA/BT 構築平台、嚇阻進入者

NVIDA/ATI

替代品 2005 研發RISC替代x86方案  (低成本、多角化經營) 既有平台軟體聯盟優勢

協力業者 1987~1999 與英特爾合作開發平台 (跟隨策略) VIA/SiS/ALi 弱則用之、強即去之

2001 迦南計劃，希望建立自我平台 (構築進入障礙) NVIDA/ATI

2007中止Intel合作，另與NVIDIA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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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業務發展概況  

在資訊電子應用日漸廣泛影響下，產業內競爭益愈白熱化，雖然

整體市場擴大，但新競爭者不斷加入，分食大餅，因此整體毛利率持

續下滑。 
 
產品類別 

 
資料來源:威盛年報 

表 4-2 威盛主要產品之應用 
 
威盛設計生產的主要產品類別(參見表 4-2)，為系統邏輯晶片

組，簡稱系統晶片組、週邊與網路晶片、中央處理器，簡稱 CPU 或微

處理器、與 IA 多媒體控制晶片。 

 

系統晶片組，為個人電腦中除 CPU 外，最重要的晶片組，但需與

不同 CPU 搭配、設計、使用，因此必須仰賴 CPU 大廠交互授權，方能

共同受益。如同第一節中所述，由於與 Intel 授權協議無法繼續，今

後將轉向，專注於與威盛自身 CPU 的搭配。過去主要競爭對手有，

SiS、ALi、NVIDIA、ATI 等。 

 

週邊與網路晶片，為控制週邊設備所必備，在一系列的結盟、購

倂後，威盛已有八九成掌握能力，然為降低成本、提高效能，已有部

份晶片被整合至系統晶片之中。未來有可能，將所有主機板元件縮小

至單顆晶片之中 – System on Chip SoC。目前主要競爭對手有，

Broadcom、Marvell、TI、瑞昱等。 

 

CPU，x86 平台 CPU 在 Intel 與 AMD 兩強壟斷下，所持策略為

加速昇級(平均三到四年，推出新機型)，藉以創造需求，刺激不斷買

氣，並提高新進入者門檻。威盛相應策略為，發展自身平台，推出差

異化，例如節能、低散熱，特定使用者類別 CPU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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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多媒體控制晶片，提供影音家電與電腦結合控制介面。主要

競爭對手有，Intel、瑞昱等。 

 
經營與挑戰 
 

如前所述，由於英特爾的強力杯葛，舊有以英特爾或 AMD 平台

晶片組產品，已無法延續。而自有品牌 x86 微處理器 C3、C7，新進

入市場不久，商譽有待建立。雖主推功能與兩強有所區隔，但由於市

場重疊性高，在英特爾強力宣傳下，消費者觀念，難以在一夕之間加

以改變。 
 
    現有通訊類 IC，包括 CDMA 手機晶片組與網通 IC。其中手機晶

片，因現有市場多已飽和，且進入障礙高，希望藉由第三世界，作為

銷售與突破之對象。網通 IC，包括乙太網路與無線晶片，由於市場領

先者往往在攻下市場後，迅速建立自我平台，在既有基礎之上建構系

統平台，用以造成學習障礙。以致於，新進入成員必須投入相當數量

陷入成本，藉以驅離有意加入者。 
 
    SoC 為市場新趨勢，藉 RISC 處理器與 Linux 形成特有封閉環境，

優點為簡化系統、用途特殊、使用方便、成本降低、便於維護，可以

與 Wintel 有所區隔，缺點為軟體開發成本過高，無法如 x86 架構吸

引眾多擁護者，為其開發衍生產品，同時由於購買 IP 容易，進入門

檻低，已經吸引大批業者，加入新競爭者行列，角逐並未完全成熟的

應用市場，如廣告機、數位像框、IP 收音機等等。因此已造成，加入

者眾、獲益者少的奇特景象。 

資訊、通訊產品市場預測 

    根據 MIC 預測(圖 4-3)，全球 PC 市場成長將漸漸趨緩(2007 年成

長率為 12.9%，之後將逐年下跌)，估計到 2008 年，筆記本電腦出貨

量，為 117.85 百萬台，而桌上型電腦，為 147.89 百萬台，共計可達

兩億六千五百萬台。由於現有 PC 的基本功能已經齊備，Vista 升級換

機率不如預期，加上市場漸趨飽和，預計總需求將逐步減緩。 
 

未來的成長，將有賴新興市場國民(如金磚四國)，因經濟條件改

善，而加增之需求。另外的增長點，將是由桌上型電腦，改換為筆記

本電腦。由於晶片、LCD 屏幕、記憶體及相關技術的大幅改進，以

往桌上與筆記本電腦，之間的性能與價差，已不復存在。加上筆記本

電腦的便利性，將有可能逐漸取代桌上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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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全球PC市場規模預測 

 
由於台灣資訊、通訊業成長快速，佔全球總產量比重極高(表

4-3)，例如 2008 年的筆記本電腦預測約佔全球 93.3%、主機板更高達

98%，其它尚有 LCD Monitor、DSL、WLAN 與 VoIP 等全球佔有率

均達 80%以上，因此成長率均較全球成長為高，參見圖 4-4。 
 

 
 

圖 4-4 我國資通訊產量暨規模成長率預測 - 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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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台灣主要資通訊產品全球出貨佔有率預測 

 
    由此觀之，在整體資訊、通訊產業成長趨勢下，威盛目前所擁有

的產品，勢將擁有較佳的發展空間。 
 
營運積效 
 
    然而，從實際營收數字觀察，卻與產業增長情勢相悖。自 2000
年盈餘高峰，稅後純益 65 億新台幣，連年滑落，截至 2007 年，年虧

損約為 49 億新台幣，參見圖 4-5，威盛年營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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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股市觀測站，本研究整理 

圖 4-5 威盛年營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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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其原因，仍應歸咎於 1999 年，與英特爾的 PC-133 規格之戰，

在攻佔超過五成的系統晶片組市佔後，雖已預見 Intel 反擊，因而蒐

購 Cyrix 與 S3，未雨籌謀，卻仍不敵英特爾的肆意杯葛。加上合併績

效無法迅速反映，以致於市場漸失，但所能運用資源，卻日益枯竭的

情境。另外，同時間跨多領域的產品策略，不可避免造成資源分配的

困難。再者，資訊、通訊，屬於技術變遷快速的產業，由於研發資源

不足，經常導致產品上市時程相對落後，因此喪失機先，無法跨越進

入障礙，引發經營積效不彰，落入是否應再投資疑慮的負向循環。 

第四節 核心競爭優勢分析 

    雖有前所述不足之處，但在不同時空背景，與觀察角度下，缺點

也可以變為優點。茲分述於下: 
 
產品技術 
 
 為除 Intel 與 AMD 外，唯一擁有個人電腦平台完整解決方案的廠

商，晶片組技術領先。 
 擁有眾多週邊介面 IP，如 USB、Ethernet、Audio、Video 等，領

先國內同業，有助於構建進入門檻。。 
 同時擁有 x86 與 RISC 跨平台處理器，發展特殊用途 SoC 晶片，

條件優越。 
 節能省電功能領先。 

 
產業環境 
 

 3C 產品增加，需要整合度高、功能多、跨平台應用。 
 微電腦控制，進入車載、生技、醫療、甚至餐廳服務、玩具等非

傳統電子類產品。 
 新興國家，因經濟改善，需求量增加。 
 相對於美日人工成本低廉，尚有成長空間。 
 政府優惠獎勵措施 - 兩兆雙星。 
 台灣通訊、資訊產業興盛，形成產業聚落。專業要求度高，有助

於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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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國際客戶關係良好，瞭解市場需要。 
 國際經營能力佳，子公司遍及歐洲、美洲、日本、韓國、印度與

中國大陸。 
 技術能力強，充分掌握未來趨勢。 
 相對於其他台廠，品牌知名度高。 

 
綜合以上整理，歸納得出威盛 SWOT 分析表 4-4。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表 4-4 威盛 SWOT 分析表 
 

Threats 
x86處理器市場為Intel、AMD兩強相爭，剩

餘生存空間狹小 (大者通吃) 

晶片組交互授權結束 

經濟規模跨越不易- IP、資金、技術、人才

技術層次較低者分食者眾 
國際標準制定，影響力薄弱 

本國市場狹小，必須向外發展 
韓國、大陸的IC設計業者競爭 
創新產品的替代 

Weaknesses 
品牌知名度仍然不夠 

晶片製程不斷升級，利潤降低 

研發人員流失嚴重 

市場需求掌握度差 

智財權雖有改善、仍有相當數量遭壟斷 

新產品開發，面對資源排擠效應，進展緩慢

整併過程冗長，綜效不彰 

IC設計同業間缺乏強有力的聯盟 

 

Strengths 
擁有個人電腦平台完整解決方案 

x86處理器世界佔有率第三 

同時擁有x86與RISC跨平台處理器 

節能功能、晶片組技術領先 

擁有眾多週邊介面IP，如USB、Ethernet、

Audio、Video 等 

與系統整合商關係良好 

充分掌握未來趨勢 

國際經營能力佳 

I
n
t
e
r
n
a
l  
  
  
  

E
x
t
e
r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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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Negative                            

Opportunities 
3C產品增加，需要整合度高、功能多、跨平

台應用 

微電腦控制，進入車載、生技、醫療、甚至

餐廳服務、玩具等非傳統電子類產品 

新興國家，因經濟改善，需求量增加 

相對於美日人工成本低廉，尚有成長空間 
政府優惠獎勵措施 - 兩兆雙星 
晶圓、系統廠上下游間群聚整合容易 

兩岸三地合作互補，擴大內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