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半導體設計業知識分工模式－矽智財個案 

 

本章第一節主要從全球與台灣的產業脈絡探討半導體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P)之背景，第二節則開始就所研究之四個本土半導體設計產業個案，探討

其發展矽智財之情況與造成之組織構型，至於第三節及第四節，則是根據紮根理論之

開放編碼(Open Coding)與主軸編碼(Axial Coding)程序，進行理論建構之準備，第五

節則綜合本章內容分析進行小結。 

第一節  半導體矽智財之發展背景 

一、半導體產業發展簡史 

二次世界大戰後電子技術革命半導體產業創造了三個主要產業—電腦、電腦軟

體、以及半導體，主角之一的半導體係以電晶體(transistor)為發展基礎。第一顆電晶體

誕生於 1947 年底 AT&T 的貝爾實驗室，但仍可溯源於貝爾實驗室主管 Mervin Kelly，

看好固態物理基礎研究應用於電信網路元件之潛力，從 1930 年代即展開相關研究發展

計畫方獲致之成果。不過，貝爾實驗室的努力並未獲得相應的報酬，1956 年，美國司

法部依據反托辣斯法裁定，AT&T 必須將半導體技術專利，以正常的費率授權、或交

互授權給所有進入者，一時之間幾乎所有公司都可透過合法途徑獲取半導體技術與專

利使用權。(Mowery & Rosenberg, 1998) 

真正開始將半導體技術成功商業化的是德州儀器公司，他們在 1954 年修改了貝

爾實驗室原始的設計，以更低的製造成本與高可靠度，推出了以分立式元件型態

(discrete device)存在之矽連結電晶體(silicon junction transistor)，很快的就獲得美國軍方

的採用，使用於雷達與飛彈的控制系統。然而，隨著電路系統越趨複雜，分立式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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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存在之電晶體，已很難因應實際設計的需求。因此，英國國防部雷達機構的科學

家 Geoffrey W. A. Dummer 在 1952 年 5 月 7 日發表了積體電路的構想，但後來卻一直

沒有辦法實現。第一個積體電路的製造是由二個科學家，其中一位是德州儀器的 Jack 

Kilby，他在 1959 年 2 月 6 日以鍺製「固態電路」獲得專利；而另一位則是快捷(Fairchild)

半導體的 Robert Noyce，他在 1961 年 4 月 25 日獲得一個更複雜的矽製「單元化電路

(unitary circuit)」專利。 

積體電路(integrated circuit)分為單石積體電路(monolithic integrated circuit)與混成

積體電路(hybrid integrated circuit)二類，單石積體電路一般俗稱為積體電路(IC)、微晶

片(microchip)、矽晶片(silicon chip)、電腦晶片(computer chip)或簡稱晶片(chip)，是一

種製作於半導體材料薄基板上的微小化電子電路(主要含半導體裝置與被動元件)。至

於混成積體電路也是一種微小化的電子電路，不過是將個別的積體電路與被動元件，

接合在基板(substrate)或電路板(circuit board)上。 

第一代的積體電路稱之為「小型積體電路(Small-Scale Integration，SSI)」，僅含有

約數十個電晶體。像義勇兵飛彈(Minuteman missile)與阿波羅計畫，其慣性導航系統都

需要使用輕盈的數位電腦，一般認為阿波羅導航電腦帶動了積體電路技術的發展，而

義勇兵飛彈的需求則讓它開始進入大量生產。 

從 1960 至 1963 年期間，這些計畫幾乎囊括了所有積體電路的需求，也挹注了生

產技術的持續改善，使得生產成本從 1960 年每電路$1000 美元，降低到 1963 年每電

路僅需$25 美元。到了 1960 年代晚期，積體電路進展至每個晶片包含了數百個電晶體，

稱之為「中型積體電路(Medium-Scale Integration, MSI)」，MSI 裝置對產業來說更具吸

引力，因為它只要花比 SSI 裝置多一點點成本即可生產，而且用更小的電路板、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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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裝(因為分立元件數量減少)等優點，就可以生產出複雜的系統。 

在 1970 年代，決定半導體工業發展方向的，有兩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半導

體記憶體 (semiconductor memory) 與微處理機 (micro processor)。在微處理機方面，

1968 年，諾宜斯和莫爾成立了英代爾 (Intel) 公司，不久，葛洛夫 (Andrew Grove) 也

加入了，1969 年，一個日本計算機公司比吉康 (Busicom) 和英代爾接觸，希望英代爾

生產一系列計算機晶片，但當時任職於英代爾的霍夫 (Macian E. Hoff) 卻設計出一個

單一可程式化晶片，1971 年 11 月 15 日，世界上第一個微處理器 4004 誕生了，它包

括一個四位元的平行加法器、十六個四位元的暫存器、一個儲存器 (accumulator) 與

一個下推堆疊 (push-down stack)，共計約二千三百個電晶體；4004 與其他唯讀記憶

體、移位暫存器與隨機存取記憶體，結合成 MCS-4 微電腦系統；從此之後，正式進入

「大型積體電路(Large-Scale Integration, LSI)」的時代。 

1980 年代之後，出現了「超大型積體電路(Very Large-Scale Integration, VLSI)」，

每個晶片包含了 106 個電晶體，甚至在發展後期超過了數百萬個。VLSI 的出現，使得

一個完整的處理器功能可以在單一積體電路上實現，開創了從 1981 年開始的 PC 時

代。1985 年，第 1 個超過 1 百萬個電晶體的產品 1Mb DRAM 上市，到了 1994 年，一

顆微處理機已含有超過 3 百萬電晶體。直到今日，Intel 於 2008 年 2 月推出的四核心

Itanium Tukwila 處理機，據稱已包含了二十億顆的電晶體。 

1980 年代之前，半導體產業一直是美國獨當一面的情況，但從 1980 年代初開始，

日本半導體產業開始掘起，以優異的製造技術逐漸取得領先地位，因而引發美日半導

體貿易大戰，雙方多年爭議在 1986 年所簽訂的「日美半導體貿易協定」，暫時畫下一

個句點，以日本維持市場公平價格及出口秩序收場。在該協定之後，使得南韓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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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記憶體晶片產業獲得喘息，因而在 1990 年代開始，逐漸成為動態隨機存取記憶

體(DRAM)的世界霸主(Dedrick & Kraemer, 2000)。美國雖然逐步從記憶體市場退出，

但在微處理機、數位訊號處理等創新技術上仍然持續發展，因此從 1993 年開始，重回

世界第一的寶座。至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從 1960 年代通用器材、德州儀器等封

裝技術的投資，1970 年代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所派赴種子人才赴美國 RCA 公司學習

半導體技術，1980 年代初期聯電的成立，一直到 1987 年台積電成立，開啟了全球半

導體產業垂直分工的新頁，因此成為全球晶圓代工的霸主，也同時讓台灣半導體設計

業可以快速發展。歐洲方面，近年來已逐漸採取與亞洲國家合作生產的方式，逐步淡

出半導體製造領域，但在矽智財、通訊、車用與類比積體電路上，仍占有一席之地。

至於中國大陸，主要發展仍然屬於晶圓代工的模式。(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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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經濟部工業局半導體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 

圖 5.1.1    全球半導體主要發展國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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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設計生產力作為半導體設計產業知識分工之驅動力 

半導體產業雖已發展了數十年，但在設計方面仍然無法擺脫「摩爾定律(Moore’s 

Law)」的魔咒，從 1990 年代中期開始，動輒超過百萬甚至千萬電晶體的積體電路產

品已隨處可見。美國半導體製造技術協會(SEMATECH)擷取自軟體產業 1970 年代「軟

體危機(Software Crisis)」類似概念，在 1995 年提出了「設計生產力危機(design 

productivity crisis)」(圖5.1.2)，指出矽晶片複雜度(Silicon Chip Complexity)年成長率 58%

快速爬升，而設計生產力(design productivity)複合年成長率則僅有 21%，該分歧發展將

造成危機，而透過矽智財再用(SIP Reuse)，可望減緩此分歧趨勢(Thomas, 1999)。自此

之後，如何發展矽智財再用，已成為半導體設計產業的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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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設計生產力危機：潛在設計複雜度與設計生產力分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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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矽智財再用如何對半導體產業之結構產生影響，工研院在整理日本 Nikkei 

Micro Device 雜誌 1997 年文章後指出，從 60 年代開始，半導體產業共經歷了三次的

變革。這三次變革的重要原因都包含「為了解決系統設計或 IC 設計上的問題」，所以

在技術上有了因應之對策，而在產業分工上亦相對地產生了結構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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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Nikkei Micro Device, ERSO IT IS Project (Dec. 1997)

圖 5.1.3    半導體產業的三次變革 

 

半導體產業的第一次變革是從 70 年代開始，Microprocessor 與 Memory 的誕生，

原來由系統公司獨攬系統與 IC 設計的垂直整合時代，轉變為系統公司與 IC 公司的分

業體制。第二次變革則從 80 年代開始，ASIC 與 ASSP 的出現，它使得 Gate Array 與

Standard Cell 的設計技術成熟，並使 Fabless IC 公司與 Foundry 公司成為新興公司。第

三次的變革則因到了公元 2000 年，半導體的製程進展到 0.18 微米，而晶片上集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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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數已大大超過一千萬個，此時如果使用一般的 ASIC 方法就會出現問題。這時

可重複使用的 SIP 出現了，某一功能可用某一方塊(即 SIP)來管理使得設計更有效率，

此時半導體產業進入完全專業分工的時代。 (圖 5.1.3)。 

Nikkei Micro Device 雜誌這樣的看法在工研院等研究機構大量引用下，在國內廣

為接受。不過，對於第二次與第三次變革的驅動因素，顯然忽視了晶圓服務業者在 1980

年代末期崛起後所造成的影響。Chiang(2001)21舉出另一種看法，他認為積體電路產業

自 1980 年代開始從垂直結構分工(dis-integration)為水平結構，使得這個產業的價值鏈

形成了許多專業化與更專注化的區隔，造就了系統單晶片的成長，並因藉由縮短上市

時間與晶片成本而強化了營運的效率。此分工演變分二階段發生，第一階段是，設計

與製造活動在 1980 年代末期開始分離，設計公司(Fabless Companies ) 只要具備設計

經驗，並不需擁有製造設備。而製造公司則投入資本密集晶圓廠之建造，大幅降低了

產品設計公司在進入積體電路產業的風險。至於第二階段，從 1990 年代末期開始，獨

立的矽智財業者(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ders)開始出現，由於系統單晶片

技術複雜度日益成長，加重設計者的負擔，因而創造了經驗證之第三方矽智財核心的

需求，以簡化多功能晶片的設計。此階段，晶圓廠在提供 IP hard cores 與促進設計業

採用驗證通過之矽智財核心，以進化到較小幾何尺寸上，扮演了重要角色(圖 5.1.4a)。

不過，隨著分合(dis-integration)演變，積體電路產業會從垂直結構轉變成水平且包含許

多專業化區隔的結構，此轉變會創造再整合為不同營運模式的需求。如圖 5.1.4b 所示，

在 EDA 工具業者、程式庫業者、矽智財核心業者、與製造業者間，會形成一高互動

頻率與密切關係的網路，此相較於過去零散式(fragmented)，更能促使高產值產品的產

生。處於再整合設計、深次微米技術平台、產品生命週期縮短、以及無暇式設計需求

                                                 
21 S.Y. Chang(蔣尚義)原為台積電研發部門資深副總，目前已成為台積電轉投資之采鈺科技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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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中，強的網路乃是成功關鍵。因此，在不同業者之間將會形成堅強夥伴關係，

以提供顧客完整解決方案。業者可透過網際網路緊密聯結在一起，網路中每個公司只

要專注於發展自己的專業即可。 

來源：Chiang(2001) ，積體電路產業分進(dis-integration)趨勢將產業分割成二

個區隔，一個以矽智財核心設計為主，另一個則以系統層次整合為主。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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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ries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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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C model

Fabless
model

Efficient and 
harmonious 
interaction 
of each 
segment

 
圖 5.1.4a   積體電路產業的分合發展 

來源：摘自Chiang(2001)引用自Sematech及IC Insight 99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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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gration)

 
圖 5.1.4b   積體電路產業的虛擬再整合 

(有機會運用設計工具、程式庫、矽智財核心、與製造等公司經常互動形成網路之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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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再整合(Virtual Re-integration)」一詞，在產業界亦有許多不同的說法，譬

如創意電子創辦人石克強，亦從設計服務業對典範轉移的觀點，提出了「虛擬垂直整

合(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概念(圖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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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半導體產業的典範轉移 

 

上述看法，事實上都在佐證矽智財在系統單晶片時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理由

有三，首先，矽智財核心提供任何系統單晶片的重要元素；其次，系統單晶片日益增

加的複雜度，使得整合更多功能性與精密之矽智財進入單一晶片的需求提高。第三，

設計者需要可再用的矽智財核心來加速將設計進化到更小的幾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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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半導體設計產業導入矽智財的背景 

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政策從 1970 年代初期一直到 1990 年代中期，重點放在研究

機構發展製造技術然後成立衍生公司為主。從 1980 年代初期聯華電子的成立，以及

1987 年台積電成立，甚至華邦、旺宏等公司設立，可以看出已獲得了階段性的成果。

但是，當廠商技術能力快速成長，且 1994 年以 DRAM 為主要目標之次微米計畫，所

衍生之世界先進公司宣布放棄記憶體自主設計，而併入台積電之晶圓代工業務後，也

導致政府對於是否以科技專案繼續支持次微米等計畫開始有所疑慮。甚且，當時從

1996 年以來，全球半導體產業已創下連續三年不景氣的紀錄，也成為觀察產業前景之

一大變數。 

因此，當時經濟部資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重新檢視我國半導體產業之發展前景，

乃自 1997 年初開始委託工研院電子所進行「我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策略研究」，經過三

年研究，發現我國半導體產業中以製造技術為根基的代工及記憶體產品，表現都很不

錯，但在著重設計與行銷的自有產品上，並未能展現實力。另一方面，全球半導體產

業正面臨第三次產業變革，其中矽智財已成為產業競爭的利器，如何掌握矽智財已成

為迎接下一波景氣高峰的必備課題。因此建議政府政策重點應放在「塑造我國 SIP 的

產生、流通和應用環境」上面。從此，政府半導體產業政策開始以設計業之發展為主

要重點，其中又以「國家矽島計畫(Si-Soft)」為代表，該計畫於 2002 年 4 月由國科會

通過之「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所支持，內容包括多元化人才培育、前瞻產品設

計計畫、前瞻平台開發計畫、前瞻智財開發計畫及新興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等五個分項

計畫，而其核心即為矽智財開發與再用。 

 

152



四、半導體矽智財之定義 

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所定義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22為： 

舉凡所有加入晶片中，可使積體電路正常運作的軟體或硬體功能方塊(Functional 
Blocks)，包含 Standard Cell、Macro Cell、驅動程式、韌體等都是 SIP。 

 

此外，若根據設計流程或是差異化與價值來對矽智財進行分類，可區分為： 

(一)依設計流程區分(以邏輯 IC 之設計流程為例) 

目前業界 IC 設計的流程係採 Top-Down 的設計方法，由抽象到實體、一個層次

接著一個層次進行設計的方法， 因此依照設計與製造層次的不同，IP 亦可分成 Soft 

IP 與 Hard IP 兩種類型。Hard IP 是已經經過驗證的 IP，其好處有正確性較高，但缺

點在於修改的彈性比較少；而 Soft IP 則恰好與 Hard IP 相反，它提供了修改的彈性，

但還未經過繞線佈局等手續，電路形狀比較可以重新修改。這兩種類型通常是用來界

定 IP 產品的交貨類型，分述如下(圖 5.1.6a)： 

1. Soft IP：在邏輯 IC 設計的過程中，IC 設計者會在系統規格制定完成後，利用 Verilog 或

VHDL 等硬體描述語言，依照所制定的規格，將系統所需的功能寫成暫存器層級(Register 
Transfer Level ； RTL)的檔案， 這個 RTL 檔就被稱之為 Soft IP。 

2. Hard IP：Netlist 檔案經過驗證(Verification)後，則可進入實體設計的步驟，先進行功能區塊

的位置配置規劃(Floor Planning)， 再進行佈局與繞線(Place&Routing)步驟， 做完實體的佈

局與繞線後所產生的 GDS II 檔案，即可稱之為 Hard IP。 

 

(二)依差異化與價值高低區分 

綜合業界一般從 IP 的差異化程度與價值的高低來區分 IP，可將其分為基本型

IP(Foundation IP)、標準型 IP(Standard IP)、明星型 IP(Star IP)和平台式 IP(Platform IP)

四種類型(圖 5.1.6b)： 

                                                 
22 2002 年《IA 時代下的 SIP 產業脈動，探索半導體世界—前瞻機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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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型 IP(Foundation IP)：不論何種設計或 IC 都會用到的 IP，例如 Memory/Data Path、Cell 
Libraries、Gate Array、Arithmetic Function 等。主要特性是與製程相關性高，且價格較低。 

2. 標準型 IP(Standard IP)：標準型 IP 意指產業界溝通協調定義出標準的 IP，包括 MPEG、

JPEG、Ethernet、PCI、AGP、USB、LVDS、IEEE1394 與 USB2.0 等。因為是產業標準，架

構公開，大家都能取得標準，因此競爭激烈。雖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但產品價格會隨著下

一代產品的出現迅速滑落。 

3. 明星型 IP(Star IP)：明星型 IP 包含 MPU 與 DSP，此類 IP 是 SoC 中最關鍵的部分，晶片

特徵的優劣大多取決於明星型 IP 的效能與耗電量，因此其附加價值高。但明星型 IP 複雜

性高，所需的研究開發時間也較長，不易於模仿，所以進入障礙較高、競爭者少，產品有較

高的附加價值。明星型 IP 的開發，不是單純的硬體整合，而必須考慮到諸多硬體與軟體核

心的開發問題，因此相對應配套措施非常重要，故其進入障礙較高，困難較大。 

4. 平台式 IP(Platform IP)：提供更完整的解決方案稱之為平台式 IP。平台式 IP 相對於上述的

IP 更容易整合，而且驗證更完整，因此對使用者而言，代表更佳服務的提供。產業中如

ParthusCEVA 所推出的 Bluestream、Infostream 等產品以及 TALITY 所提出的 ARM-based 
SoC Platform 都是這類型產品。雖然目前這些產品並未做到可以隨意更換 IP， 但是這類產

品基本上已經整合了許多特定功能 IP，為 IC 設計者解決了不同來源 IP 的整合問題，且系

統環境、架構也都已事先規劃完成，客戶只需在平台上掛上自己的 IP 即可，大幅地加快 IC 
產品的開發速度。由於 ParthusCEVA 所提供的產品就是平台式 IP，加上該公司本身擁有不

錯的技術能力，又是以 IP 最大的應用領域—通訊領域為主要市場，因此 ParthusCEVA 能快

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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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a   SIP 分類(依設計流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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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Synopsys (1999); 工研院IEK-ITIS計畫(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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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b   SIP 分類(依價值及差異化程度分類) 

 

 

第二節  個案半導體公司之矽智財發展背景與組織構型 

本節目的在從四家個案半導體公司之初級及次級資料中，分析個案半導體公司發

展矽智財之背景，以及所演化出來之組織構型。表 5.2.1 所示為四家半導體矽智財廠

商之背景摘要，其中個案 B1 與 B2 為設計服務業，其顧客主要以 IC 設計業者為主，

個案 B3 與 B4 為 IC 設計業，其顧客主要以系統產品廠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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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矽智財個案背景摘要 
個案 公司名稱 專業領域 資本額 成立年 員工數 營業額 主要營運模式 
B1 創意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 
 SIP 授權 
 SIP 與 SOC 設計服務 
 設計統包(Turnkey)服務 
 多晶圓計畫(MPW)服務 

~12 
億元 

1998 >380 ~70 
億元 

IC 設計服務 

B2 智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特殊應用積體電路設計

(ASIC) 
 特殊應用積體電路設計用

矽智財及系統平台(IP & 
System Platform) 

 特殊應用積體電路電子設

計、自動化軟體工具(ASIC 
EDA Tools) 

~10 
億元 

1993 >700 ~51 
億元 

IC 設計服務 
SIP 授權 

B3 瑞昱半導體

股份有限公

司 

 通訊網路 ICs 
 電腦周邊 ICs 
 多媒體 ICs 
 超寬頻 ICs 

~45 
億元 

1987 >1,450 >157 
億元 

IC 產品設計 

B4 凌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微處理機 
 家庭娛樂平台 
 控制與周邊 
 個人娛樂平台 
 影像顯示驅動 

~55.6 
億元 

1990 ~600 
(>2,00023

) 

~92 
億元 

IC 產品設計 
SIP 授權 

來源：各公司簡介 
 

 

一、個案 B1：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設計服務業) 

創意電子成立於 1998 年，目前是國內最大的積體電路設計服務公司。所謂設計服

務，係指介於晶圓代工廠與 IC 設計業間的一種營運型態，其興起之原因主要為近年來

晶圓代工業者為縮小「製程」和「設計」間的差距(design gap)、加速設計完成(tape-out)

時程及降低風險，紛紛成立設計服務策略聯盟，或投資成立子公司提供設計服務，希

望能站在「專業設計服務提供者」的制高點上推動先進製程的廣泛採用，並利用可重

覆使用的矽智財及應用平台，幫助系統公司迅速開發具市場價值差異化的產品。創意

電子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先加入台積電的 DCA(Design Center Alliance)聯盟24，然

後在 2003 年正式由台積電投資入主。目前創意在設計服務領域，尤其在 130nm、90nm、

                                                 
23 凌陽科技從 1996 年開始進行企業分割，目前已分割出去凌陽電通科技、旭曜、凌陽多媒體等多家公

司，因此，若將這些公司員工數合併計算，則有超過 2,000 名員工。 
24 另一晶圓代工業者聯電，亦於 2003 年成立「Virtual IDM(虛擬整合元件製造商)」，其搭配之設計服務

業者為智原科技。 

156



65nm 等先進製程矽智財及設計流程上，已達世界技術先驅水準。 

創意電子從成立之初，就將重點放在功能方塊(block base)上，希望站在較高的層

次，協助客戶用世界第一流的矽智財組成第一流的產品。所以，核心競爭力就在於系

統整合與系統驗證。但是，後來發現 SoC 並非像想像那樣很容易就做得出來，必須解

決整合與品質上的問題，所以，創意電子就開始思考針對某些高附加價值的應用，從

平台(Platform)的角度，在上面整合並建構出自己的 SIP 組合(Portfolio)。目前已有的平

台以多媒體最為完整，並已持續開發無線通訊及高速網路應用平台，加速拓展客戶產

品線。此外，創意也積極配合矽導計畫之運作，於 2003 年 8 月成立 Taiwan IP Mall 矽

智財交易中心，提供數百個國內外各式各樣 IP 供全球客戶選擇採用。 

創意電子從設計服務平台所逐漸演化出來的矽智財再用與分工構型，如圖 5.2.1

所示。對台積電(TSMC)而言，Cell Library 等製程 SIP 可以直接提供給客戶，而聯電

(UMC)則是透過智原再提供給客戶。由於兩大陣營之間缺發中立單位整合，所以客戶

之半導體設計會因晶圓服務廠的不同，而須選擇搭配的製程 SIP，即使晶圓服務業者

不特別提供的高階或特殊製程 SIP，也必須經過晶圓廠的驗證。因此，這些與特定晶

圓服務業者有關的，我們稱之為”泛 TSMC”製程 SIP 平台或”泛 UMC”製程 SIP 平台。

此外，由於創意電子在先進製程的設計流程具領先地位，故研發部門包括設計服務處

與研發工程處。設計服務處負責設計流程的開發與整合，研發工程處負責內部矽智財

(SIP)與各種開發平台(Platform)的開發。兩個單位各有專精，協同合作完成專案計畫與

客戶委託設計案。由於設計服務處發展之設計流程本身也是 IP 的一種，會與研發工程

處間產生再用。至於平台、共通與特定 SIP 之再用，主要仍在研發處內部發生。 

至於外部分工方面，從 SIP 的來源來看，由於創意電子強調整合最好的矽智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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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平台上完整的矽智財組合，因此，外部 SIP Vendors 的角色，尤其是提供 Star SIP

之業者，影響力就非常大。至於 SIP 的銷售方面，SIP Mall 本身扮演著交易平台的角

色上，但功能發揮尚有限。此外，標準組織對設計流程及矽智財開發均具有影響力，

其可促進再用或刺激標準 SIP 的開發。 

所以，綜合這些分析，可以發現大致有三種平台在本個案中扮演角色，第一是與

晶圓廠有關的製程 SIP 所形成之平台；第二，也是個案公司最核心的，是從特定應用

所發展出來的產品開發平台；至於第三，則是為了銷售 SIP 為目的所成立之 SIP Mall

交易平台。 

 

二、個案 B2：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計服務業) 

智原科技公司係於 1993 年從聯電分出來的，至今為止已經有 15 年。該公司通常

會把發展歷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最前面的 5 年，主要業務著重於 ASIC 

Backend Service (後段服務)，這跟現在的創意有點像。當時，後段服務大部分是外商

像 LSI、NEC、IBM 的天下，但 5 年間智原站穩了腳步，取得成本競爭力，也就慢慢

地把這些外商公司取代掉了。到了第 2 個 5 年，智原開始思考站在服務的角度，應該

如何提供客戶更多的附加價值。當時，他們認定接下來的 5 年，SIP 會愈來愈重要，

因此開始投入大量的資源進行 SIP 的開發。不過，SIP 的投資與研發極為辛苦，主因

是 SIP 的投資回收期極長，而且也具有大者恆大的特性，只要能存活下來的愈久，以

後就能領的愈久。逐漸地，第 2 個 5 年在 SIP 的經營上越來越有成果。當邁進最近 5

年，因為 SOC 的趨勢愈來愈明顯，智原觀察發現，一般客戶認為 SOC 觀念簡單，以

為只要去買一些 SIP 來兜一兜，就可以兜出一個 SOC，但是執行上卻沒有這麼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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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智原認為，除了提供客戶SIP之外，在SOC的時代裡，應進一步提供平台(platform)

設計，更進一步協助客戶縮短 Time to Market。近 5 年來，智原科技花了非常多的時間

與金錢，進行各種平台的開發與驗證。 

•IC設計業者
•系統產品廠商

•IC設計業者
•系統產品廠商

•IC設計業者
•系統產品廠商

•IC設計業者
•系統產品廠商

個案公司矽智財再用與分工構型(1)

設計服務處
{設計流程IP}

設計流程IP再用

研發工程處
•平台
•共通及特定

領域SIP

IP研發部門
{共通領域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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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領域SIP再用/
再用標準

應用平台
部門

ASIC
部門

SIP
Vendors

SIP
Vendors

晶圓服務業者(基本SIP)

IC設計業

個案B2—智原

SIP Mall

晶圓服務業者

標準組織標準組織

規格/
邏輯設計

‧光罩設計
‧SIP/開發平台/整合服務
‧晶片

授權

‧多媒體平台
‧SoC平台
‧Etc.

“泛TSMC”
製程SIP平台 “泛UMC”

製程SIP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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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與共通SIP再用

 

圖 5.2.1    個案 B1 與 B2 公司矽智財再用與分工構型 

 

智原科技從 ASIC 服務、SIP 開發及 SoC 平台設計等三階段發展，所逐漸演化出

來的矽智財再用與分工構型，如圖 5.2.1 所示。由於智原科技搭配聯電製程，基本上以

成熟製程為主，故智原並沒有像台積電獨立出一個設計服務處，專門開發設計流程。

不過，在研發組織上，智原設有一 IP 研發部門，專門研發共通領域的矽智財，除了提

供給公司應用平台部門與 ASIC 部門再用外，亦放在他們所成立的 SIP Mall 中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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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 B3：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半導體設計業)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87 年，主要產品包括通訊網路 IC、電腦週邊

IC、多媒體 IC、及超寬頻 IC。目前資本額達 45 億元，2006 年營業額約新台幣 124 億

元，員工人數已達 1,450 人。根據 2006 IC Insights，瑞昱半導體在全球前 40 大無晶圓

廠 IC 供應商(Fabless IC Suppliers)中，排名第 24 大。目前公司的組織是以事業部為主，

事業部是獨立的作戰部門，四個事業處分別負責自己的產品，並且也做現階段產品的

研發、技術的研發和銷售，及後續的服務。除了事業處外，還有研發中心，負責研發

類比與數位的 SIP 供各事業處使用，並且也負責規劃 2~3 年後，目前事業部還不願做

的產品。目前瑞昱半導體許多產品，如乙太網路晶片、高速乙太網路晶片、電腦周邊

Codec 晶片等，市占率相當高，因此幾乎國內外主要大廠都是瑞昱的客戶。瑞昱認為

他們的技術核心能力主要在於混合信號(Mix Signal)電路的設計，以及對系統知識的掌

握。 

瑞昱從積體電路產品設計經驗逐步導入矽智財及平台設計所逐漸演化出來的矽智

財再用與分工構型，如圖 5.2.2 所示。瑞昱的組織型態，與一般半導體設計公司類似。

他們可依產品特性或製程需求，選擇不同的晶圓服務業者提供 Cell Library 等矽智財，

故不必然受到單一廠商牽制。而且，當有特殊製程之需求，亦可向設計服務業者授權

特殊矽智財25。因此，圖上方製程 SIP 的提供者以虛線表示。至於內部研發組織之設

計，則是研發中心負責共通領域的矽智財，然後根據內部訂定的再用標準與設計規範，

供各事業部門使用。而各事業部門，則朝向平台設計的方式，使用內部與外部矽智財，

並加上自己開發的特定領域矽智財，整合為一個可演進的產品平台架構。然後，依終

端系統產品廠商之需求，產品一顆顆晶片供其使用。 
                                                 
25 像瑞昱此類型較具規模與歷史的半導體設計公司，其研發資源相對充足，故與設計服務業者的關係

主要在特殊製程矽智財的授權，而非委由設計服務業完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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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外部分工方面，外部矽智財主要來自 SIP Vendors 或是 SIP Mall 的經營者。雖

然瑞昱原則上盡量使用自己內部開發的矽智財，但有時會受到顧客指定的限制，必需

購入某些譬如 ARM CPU Core 等明星級的 SIP。而瑞昱累積的矽智財夠多、夠久時，

通常也會產出一些準明星級的矽智財。此時，別的 IC 設計業者也會向瑞昱要求授權。

至於標準組織的影響，本身是無形的，因為台灣高科技業者一般在標準制訂的參與極

少，但會依自己開發產品的需求，積極追隨國際標準開發相關的矽智財。 

 

四、個案 B4：凌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導體設計業) 

凌陽科技公司成立於 1990 年，總公司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公司願景與目標是「成

為世界級的多媒體單晶片領導廠商」目前主要的晶圓代工夥伴是台積電、聯電及美格

納，封裝與測試的夥伴則包括了日月光、矽品、超豐、京元電等公司。以產業地位而

言，根據 2006 IC Insight，凌陽在全球半導體設計業中排名第 19 名，比 2005 年的第

16 名降低，主因是 2006 年 4 月將 TFT LCD Driver 與 Controller 事業部分割出去成為

獨立公司，而在同年 12 月又將負責多媒體和通訊的事業單位也分割出去。若以台灣地

區的產業排名來看，凌陽則排名第 5 名。凌陽 2006 年營收已達到新台幣 171 億元的規

模，但他們從 1996 年開始檢視過去的發展，顯示營收雖有一定成長，譬如數位相機與

DVD 播放器成為市場主流產品，使得他們相關晶片隨之大幅成長，因此有了跳躍性的

成長。但之後主流產品幾乎成了 Commodity 之後，就很難有再高的爆發性成長，市場

上需要有新的產品出現，才能刺激銷量再一個這樣的跳躍性成長。所以即使有很好的

營收及穩定的利潤，凌陽仍需尋找下一階段的新產品。 

從策略面來看，半導體公司有些會採取購併的方式讓規模越來越大，但凌陽卻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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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反的方式。他們認為，公司成立久了，營運應更為專注，故決定加以分割。凌陽

認為，因為凌陽自身母體很強壯，資源很豐富，光 SIP 就有幾千個，所以新創事業是

在母體育成，直到在母體裡有能力完整設計的，才考慮分割出去。凌陽公司目前母體

主要包含家庭平台事業群、技術研發中心、製造部、以及管理相關部門，若不含子公

司，到 2007 年 7 月底為止，研發人員約佔七成，管理、行銷、生產人員佔了三成，該

比例與台灣一般純粹 IC 設計公司大致相同。至於研發經費比例則一直在成長，2007

年預估約 17.5%左右。目前員工人數約 627 人，若是加上分割出去的公司，總人數應

該已經超過 2000 人。 

 

事業部門C
{平台及特定領域SIP}

個案公司矽智財再用與分工構型(2)

研發中心
{共通領域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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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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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及特定領域SIP}

技術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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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個案 B3 與 B4 公司矽智財再用與分工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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凌陽導入矽智財及平台設計所逐漸演化出來的矽智財再用與分工構型，亦如圖

5.2.2 所示。雖然著重的產品領域各有不同，但他們的組織型態與瑞昱非常類似。譬如

晶圓廠選擇的自主性；內部分為技術研發中心負責開發共通領域矽智財，平台事業群

負責開發特定領域矽智財並架構為產品平台；外部從矽智財提供者或 SIP Mall 等授權

矽智財使用；快速追隨標準制訂等等。不過，對於矽智財對外授權，凌陽的態度似乎

更為積極，尤其採取分割方式後，子公司需以付出授權金方式向母體公司申請授權，

似乎可讓矽智財開發活動產生較具經濟性的回收。 

 

第三節  開放編碼(Open Coding) 

同第四章第三節之開放編碼程序，本研究將半導體產業 4 個個案所獲得之訪談資

料進行逐行分析後將之概念化，整理出如附錄 2A 之概念列表。接著，經過分析與歸

類，整理出歸類後之附錄 2B 之開放編碼表， 根據該編碼表，產生了九項矽智財再用

有關的觀念類別(表 5.3.1)。以下的分析中，將逐項針對這九項類別(categories)、次類

別(sub-categories)、以及從資料內涵中可能顯現的維度(dimensions)進行分析，找出其

中重覆或類似的現象與關係，藉以進入下一階段—主軸譯碼(axial coding)。 

 

一、績效與競爭力 

與軟體元件化相同的，「績效與競爭力」亦是半導體業設計業推動矽智財再用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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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驅動力，同時也是企業經營所希望獲得的終極結果。個案之半導體企業所重視之

績效提升重點，包括了「設計生產力」、「製程成本」、「時程需求」、「矽智財獨特性」、

「系統觀念與知識」等(如表 5.3.2)。 

表 5.3.1    半導體矽智財再用有關之九項觀念性類別 

 公司強化績效與競爭力的壓力與需求。(績效於競爭力) 

 公司內共用矽智財研發部門促進矽智財化之人員組成與實務。(研發部門技術力) 

 公司內共用矽智財使用部門運用矽智財再用之人員組成與實務。(事業部門再用力) 

 促成矽智財開發與再用快速演進之平台架構/機制。(矽智財平台演進力) 

 半導體製造廠製程技術進展對矽智財再用之影響。(晶圓廠引導力) 

 市場異質性對促進矽智財開發與再用之影響。(市場異質性) 

 矽智財提供者(專業廠與交易中心)對矽智財發展之影響。(矽智財交易成熟度) 

 國際標準組織之矽智財發展之影響。(標準組織影響力) 

 促進矽智財發展之組織政策與文化。(組織政策與文化) 

來源：本研究。 

表 5.3.2    觀念類別(1)—「績效與競爭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提高設計生產力  因應系統複雜度 
 因應矽複雜度 

低 ⇔ 高 

製程成本  高製程成本導致半導體設計業更專注

於核心能力 
低 ⇔ 高 

時程需求(Time to market)  上市時機對產品競爭力極為重要 慢 ⇔ 快 

矽智財獨特性  矽智財的技術難度、價值與開發速度 低 ⇔ 高 

系統觀念與知識  對矽智財應用領域之瞭解與掌握 
 針對特定應用，建構完整矽智財之能力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提高設計生產力 

軟體產業中，提升設計生產力主要涉及了(1)因顧客使用模式所導致的應用系統複

雜性，以及(2)底層 IT 平台之快速發展。而在半導體設計業，一般認為，除了要處理

將越來越多電晶體電路納入晶片之「系統設計複雜性外(System Complexity)」，也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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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矽製程從次微米(sub-micron)、深次微米(deep sub-micron)走入奈米(nano)製程、8

吋晶圓轉變為 12 吋晶圓、先進材料之替代等「矽複雜性(Silicon Complexity)」議題。

譬如個案 B1 的創意電子指出： 

[B1：黃處長]…SIP 頂多只能算是用來作設計整合的元件。為甚麼外界會一直強調

SIP 呢？主要還是因為 Sematech 公司很有名的一張 IC 設計生產力危機的圖，若沒有

採用 SIP Reuse 的方式，設計生產力的成長將無法追趕上晶片複雜度的成長。然而，

SIP Reuse 基本上並沒有想像中的容易，與當初的理想”Plug & Play”差距仍然相當

遠…今日的 SOC 設計技術面臨二項複雜性的議題：矽複雜性(Silicon Complexity)與系

統複雜性(System Complexity)。矽複雜性與製程微縮、新製程材料、新元件與內連線

路有關，且矽複雜性將增加晶片設計上的風險，例如： (B)系統複雜性面臨的挑戰在

系統複雜性方面的挑戰方面是與晶片功能持續整合，導致晶片中電晶體數量急劇增加

有關。 

至於以積體電路產品設計為主的個案 B3 與 B4，尤其對於系統複雜度，有更強的

感受： 

[B3：陳副總]早期 IC 的功能沒有這麼複雜…許多 SIP 都是各 Design House 自行研

發…以符合公司內部主要產品線為主…但是，瑞昱觀察到最近這 3、5 年來，因為製程

變得很昂貴，應用系統變得很複雜，舉例而言，現在一個 TV 晶片裡面的 CPU 可能會

有 4 個，還有記憶體、類比 SIP 等會有 5、60 個，這麼複雜的一個晶片，如果每一個

部份都要 Design House 自己做，對於公司所投注的資源將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B4：李副總]…不管是家庭娛樂或是通訊應用，裡面的技術問題都非常複雜，所

使用的 IC 也都不是簡單的產品，如果沒有進行矽智財的管理，很難在產業中生存… 

2. 製程成本 

半導體業進入 12 吋晶圓及身次微米時代後，由於晶圓廠投資動輒上千億元新台

幣，且製程快速進展至奈米尺度，半導體設計業必須分攤的晶圓代工、光罩等費用變

得非常高昂，使得新創或既有設計業者均需考量進行分工，譬如個案 B1 之創意電子

指出： 

[B1：黃處長]…自從半導體產業進入深次微米(deep sub-micron)時代之後，整個產

業鏈的複雜度倍增。從新設 IC 設計公司的進入門檻來看，對創業者與投資者的困難

度均大幅提高，原因是 wafer、設計、光罩等都非常貴。根據估計，design to fabrication
大概要花$US 30 million，如果全部自己來的話，光罩差不多要 150 萬~200 萬美元，也

不便宜，但跟 design 的 3000 萬美金比起來只是小錢… 

3. 時程需求(Time to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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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均將上市時程(Time to market)視為運用矽智財來競爭力與績效的一個

重要的指標，譬如智原從設計服務的角度指出，他們提供平台設計的目的就在於建立

一個能夠協助客戶三個月內 Tap-out 一顆 SOC 的核心能力。瑞昱則認為，在研發團隊

中，產品的時程及成本，是決定該產品何時上市仍能保有市場競爭力之重要要素。至

於凌陽，則從上市時機以及版本演進等觀點，深刻描述產業競爭實況： 

[B4：李副總]…不管是家庭娛樂或是通訊應用，裡面的技術問題都非常複雜，所

使用的 IC 也都不是簡單的產品，如果沒有進行矽智財的管理，很難在產業中生存…
這就像時間上必須重新去規則，光時間上就不可能跟別人競爭。一代代走過來，以前

一個 IC 不改版可以賣兩年，但現在不僅只能賣一年，光在設計之初就要考量 cost down
的版本，大概每半年會換一個版本。而一個功能創新的新世代 IC，也只有一年的壽命，

所以如果沒有導入矽智財也就是模組化的概念，根本沒辦法做…假設別人比你早一年

進入市場，接著就能上市，然後把這個產品所有可以賺的錢全都賺完，等你一年後再

去跟，就沒有利潤了，那時他的 cost down 版本已經出來了，例如他毛利 50%可以賣

一年，等你進入市場他就可以降價… 

4. 矽智財獨特性 

獨特性一向是競爭力的重要來源之一，個案 B1 之創意公司強調他們的技術核心

能力，乃在於用最快的速度，使用世界第一流的 SIP，做出第一流的產品，這樣才能

綁住顧客。個案 B2 之智原公司認為開發矽智財的必須考慮完成後價值高低以及難易，

如果很容易又很便宜能做出來，就比較沒有競爭力。個案 B3 之瑞昱公司則認為有必

要使用資源開發外界尚無法提供的一些先進的矽智財，譬如超寬頻(UWB)晶片等。至

於個案 B4 之凌陽則認為矽智財之價值乃在於其背後所隱藏的技術難度。 

5. 系統觀念與知識 

半導體設計業者長期以來被系統產品業者所詬病的，乃是對系統觀念與知識缺乏

瞭解。然而，本研究發現 4 家個案公司自從開始導入矽智財觀念，並積極採用產品平

台設計之後，對系統之觀念與知識已有大幅提升。譬如個案 B1 創意就能夠針對某些

具高價值的特定應用，架構完整的矽智財平台。而個案 B2 智原表示，已掌握了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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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通訊與顯示等三大領域之 Domain Know-how，全力發展平台及相關矽智財。個案

B3 瑞昱與個案 B4 凌陽也都強調他們近年來已逐漸補強系統方面的知識，以便讓 IC

能夠容易與系統結合。其中瑞昱描述了他們如何累積系統知識： 

[B3：林處長]…事實上，在產業推動 SOC 與 SIP 觀念的初期，外界多質疑半導體

Design House 對於系統與規格的掌握能力較為薄弱，但多年來，許多半導體設計公司

逐漸在這方面積極補強，並且有了一些成效。然而，取得系統與規格知識的方法各有

不同。以瑞昱為例，某些產品線因為市場占有率已到達相當高的程度，所以客戶會很

主動把他下半年或明年所需要的規格，直接提供給瑞昱做為開發參考，這已形成了長

期的合作關係。至於有些產品線，還在與競爭對手並駕齊驅的階段，必須相當努力… 

 

二、共用矽智財開發部門技術力 

本研究發現在矽智財個案中，與軟體元件情況極為類似，矽智財開發之執行主要

放在共用矽智財開發部門，其包括(1)「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以及(2)「研發計畫之運

作」等兩項編碼結構，我們歸類為「研發部門技術力」之觀念類別(如表 5.3.3)，茲描

述如下。 

(一) 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 

與軟體產業不同的是，半導體設計業並沒有強調所謂架構師這樣的角色，主要原

因是因為矽智財的複雜度在於電路設計本身，而軟體元件的複雜度在於其應用的連

結。所以，本子類別主要觀念編碼為「研發團隊之知識與技術能力」。 

首先，個案 B1 之創意認為，矽智財需要有各種專長的人才投入，而創意本身無

法涵蓋所有專長，故將自己定位為建立系統整合能力： 

[B1：黃處長]…創意一開始成立的時候，重點就放在 Block Base，並且希望站在比

較高的層次，用世界第一流的 SIP，來組成第一流的產品；並且用最快的速度，做最

好的產品，所以核心競爭力就在於系統整合，還有系統驗證…當初之所以沒有強調要

專門做 SIP，是因為很多 SIP 其實是需要各方面專長的人，而創意的專長並不見得是

這方面，所以當初成立的背景就是希望用 SIP 做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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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觀念類別(2)—「共用矽智財開發部門技術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與次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子類別(Sub-Categories)—(1)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 
研發團隊之知識與技術能力  系統整合之能力 

 跨專長、跨團隊人員之投入 
 設計方法論之改變 
 具備產品開發經驗 

弱 ⇔ 強 

子類別(Sub-Categories)—(2)研發計畫之運作 

矽智財開發與再用決策機制  跨部門共同決定年度開發 Roadmap 
 專門團隊維護共用矽智財 
 研發部門與使用部門皆有固定會議，定

期更新 

弱 ⇔ 強 

矽智財開發流程管理  矽智財設計流程之建立 
 矽智財開發、整合與驗證工具 
 開發部門與使用部門之密集互動 
 設定比市場更前面的目標 
 因應市場變化之變革管理 
 團隊穩定性之維持 

弱 ⇔ 強 

開發矽智財供內部使用之因素  根據公司發展主軸或產品線需求規劃 
 是否屬於前瞻性產品無法購得，必須自

己做 
 需求頻率(包括外部客戶) 
 開發成本 
 Time to market 
 若僅供內部使用，就不須要做到完整的

矽智財封裝 

不完整 ⇔ 完整 

開發矽智財供外部使用(分工)之因

素 

 是否可以綁住顧客 
 引導客戶採用更高價值之整合服務(e.g. 

SoC 或 ASIC) 
 考量未來市場是否會成為主流 

不完整 ⇔ 完整 

矽智財內嵌技術深度或獨特性  若掌握產品應用，就可以將矽智財做得

非常小，非常有競爭力 
 高難度與價值，且不容易取得之矽智財 
 以某一特定產品應用為載具完成驗證，

並加以細緻化 
 先進製程之矽智財 

低 ⇔ 高 

開放矽智財可用性  對成本降低沒有助益 
 設計價值鏈還有很多步驟還沒完成，無

法確認其可用性 
 Bug 風險成本過高 
 客戶規範嚴格禁止使用開放矽智財 

低 ⇔ 高 

 

來源：本研究。 

 

創意的系統整合能力發揮到極致，甚至可以回過頭來對一些矽智財廠商提供教

練，甚至還比他們更瞭解他們的矽智財裡面有沒有 b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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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黃處長]…其實我們是連 SIP Vendor 都可以 coach，都有一些 information 可

以跟他們 share。像有些 SIP 我們抓來，發現有些 bug，我們不見得會告訴他，就自己

給他修一修，只有我們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有問題。所以有時候老實講，SIP Vendor
有時候並不知道系統裡面的問題，所以他驗證 IP 只能針對某些 General 的東西做驗

證，但真正 plug in 系統的時候，那些 detail 他不見得知道，也許只有我們知道。那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know-how。 

至於團隊人員的組成，個案 B2 智原認為，採取平台設計後，其中所包含的矽智

財也越來越複雜，所以常需要跨團隊人才進來，才能完成 Total Solution： 

[B2：謝處長]…整體而言，一開始行銷的角色很重要，然後一定要有一個 PM，扮

演整個 SIP 產品的規劃，然後研發團隊負責執行。至於研發團隊可能又有分工，這是

因為現在的 SIP 愈來愈複雜，製作 SIP 必須跨更多專業整合。譬如像 DDR，除了要做

PHY 介面之外，還要做邏輯控制器，PHY 屬於類比設計，而邏輯控制器庫則是數位

設計，兩種團隊與人才都要進來，才能完成 Total Solution。 

至於矽智財導入的重點，個案 B3 瑞昱認為，主要在於設計方法論的改變，因此，

他們採取了自行培育人才的做法： 

[B3：陳副總]…當然，SIP 導入的重點還是設計的方法論(Methodology)，雖然瑞

昱常常使用 Synopsis、Cadence 這些工具廠商所提供的工具來協助做這一方面的事

情，但我們第一個博士是在 CAD 部門，原因就在於 SIP 的 Reuse 跟設計方法論(design 
methodology)有很大的關係，而瑞昱也願意在這方面積極培育人才。 

個案 B4 凌陽認為，工程師不可能一下子就讓他投入矽智財的開發，因為若不曾

開發過產品，很難瞭解矽智財的精髓，就很難做出好的矽智財： 

[B4：李副總]…SIP 的產出並非只有指定特定人做 SIP，而其他人使用 SIP 開發產

品。這從過去經驗來看並不能運作，因為工程師若非進行產品的開發，並不能瞭解整

個 SIP 的精髓，就不太可能做 SIP 與使用 SIP。而且，可能造成工程師沒有技術的積

累，只是純粹的打工。 

 

(二) 研發計畫之運作 

本子類別涵括六項觀念編碼，包括「矽智財開發與再用決策機制」、「矽智財開發

流程管理」、「開發矽智財供內部使用之因素」、「開發矽智財供外部使用(分工)之因

素」、「矽智財內嵌技術深度或獨特性」、「開放矽智財可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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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矽智財開發與再用決策機制 

綜合各個案的內容，大致可瞭解半導體設計公司一般習慣在年度規劃會議中，以

跨部門共同決定方式，詳細評估各技術與產品提案之可行性、規格與範疇、開發時程

與成本後，通過年度產品開發計畫或技術與產品 Roadmap，並進行目標管理。同時，

會設有專門團隊維護共用矽智財，並由研發部門與使用部門透過固定會議定期更新。

譬如個案 B2 之智原就說明研發部門目標管理的方式： 

[B2：謝處長]…研發部門主要採用目標管理的方式，也就是根據年度計畫所列出

的管理指標，來研判年度目標達到什麼程度。通常，智原會在目標中訂定，某個 SIP
應該在甚麼時間產出；或是，某個部門今年要產出幾個專利… 

至於 Roadmap 如何隱身成為矽智財開發過程的指導原則，個案 B4 凌陽描述： 

[B4：李副總]…凌陽不管是事業部門或是技術開發中心，開發過程中團隊人員彼

此並沒有重疊，譬如技術開發中心在發展一個 SIP，所做的是自己所熟悉、將來要提

供共用的 SIP，所以事業部門人員初期並不會參與。但是，當開發到一定的階段，可

以較明確與哪個計畫合作時，就會拿去與事業部門一起討論。所以，基本上各部門間

有各自的技術目標要去挑戰及克服，但隱形指導原則是產品的 Roadmap。雖然一開始

設定開發目標時，會有許多部門間的討論，但不會直接參與設計的過程。 

2. 矽智財開發流程管理 

矽智財開發流程之管理應首重於設計流程之建立，而公司經過長期經驗累積後，

則有可能在內部自行發展出一套矽智財開發、整合與驗證的工具。通常開發過程中，

公司會要求開發部門與使用部門之密集互動。有時為了提升市場競爭地位，必須設定

比市場更前面的開發目標。不過，有時候面臨市場變化時，必須採取隨時能彈性因應

的變革管理，但有時考量團隊穩定性的維持及沉沒成本等因素，也可能會持續開發下

去。 

個案 B3 之瑞昱就表示在設計流程中，會針對矽智財之使用，進行確認與分割，

並設有特別關卡，確認矽智財能夠 merge 到晶片： 

[B3：陳副總]…至於 SIP 的管理系統，重點在於做整合的部份，也就是設計流程

(FLOW)，由於 FLOW 當中因為引進 SIP，所以會更需要進行確認(verification)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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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partition)。在設計當中，整個流程必須設定一些特別的關卡，以便確保 SIP 能夠

merge 到晶片中直到 tape out… 

個案 B2 之智原，在累積多年的經驗之後，開發出 SoCompiler 工具，可有效協助

客戶快速整合 SIPs 並提供驗證： 

[B2：謝處長]…智原開發「SoCompiler」系統時，並沒有透過顧問公司的幫忙協

助，而是從一開始的 SIP/SOC 的設計經驗上，一點一滴去累積出來的。這個系統的特

色是，重點在輔助平台的設計，與一般設計工具業者像 Cadence, Synopsis 等不同之處

在於，他們的工具都是屬於比較設計階段的東西，當使用工具產生設計之後，往下才

開始做更後面的 IC 設計流程。一般來說 Cadence 和 Synopsis 都是在比較後面的，而

「SoCompiler」是在前端，先把 SIPs 整成一個 SOC。 

研發部門與其他部門的互動方面，個案 B3 之瑞昱，說明了資訊回饋的實例： 

[B3：陳副總]…目前瑞昱開發 SIP 的團隊主要以研發部門為主，事業部門則是 SIP
的使用者。從研發中心來看，瑞昱開發的 SIP 主要有四類，第一類是全公司所使用的

類比 SIP，第二類是處理器(processor)…以處理器為例，由於各個產品用的處理器各

有不同的規格，研發中心會把各個不同規格的處理器分別研發並驗證好，以便供各個

事業部門使用。至於事業部門的技術人員，在 SIP 開發過程中，主要的貢獻在於提供

規格與驗證，並且在開發過程中不斷地回饋許多資訊。 

研發部門開發矽智財之前，如何與事業部門討論規格，並設定比市場更前面的目

標，個案 B4 之凌陽指出他們的做法： 

[B4：李副總]…假設研發部門要發展 HDMI，有那些產品要用？那一定要跟事業

部門做討論，而且要做到多小，會設定一個目標，就像是市場上它是這麼小，你目前

開發已經是這個一半以上了，沒有這個技術能力就不要去開發，直接用別人的就好…
所以一定要比市場規格更前面… 

至於矽智財開發過程中遇到市場改變，為何仍然要繼續開發下去，個案 B1 之創

意，指出他們考慮的重點在於沉沒成本與維持團隊穩定性： 

[B1：黃處長]…開發過程一旦遭遇到不確定性，譬如市場改變等因素，原則上創

意電子對每一個 project 還是希望把他做完，因為設計一個 SIP，從開始到結束，通常

1 年內會結束，困難的可能拖到 2 年，但一旦切掉，不一定只是沉沒成本的問題，還

必需考慮到開發團隊的穩定性等，因此除非非常 critical，基本上都會讓每一個 project
做到完成。 

3. 開發矽智財供內部使用之因素 

開發矽智財供內部使用之考量因素，各個案依據其營運模式，重點各有不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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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會遵循公司發展主軸或產品線需求規劃，而且綜合考量需求頻率、開發成本、

Time to market 等因素。不過，有時過於前瞻的產品因無法向外購得，必須自行開發。

而矽智財若是僅供內部使用，一般來說並不須要做到完整的矽智財封裝。 

以個案 B1 創意來說，他們主要的考量在於(1)可適用於很多應用；(2)開發成本；

(3)與公司發展主軸的相關性；(4)Time to market 等因素： 

[B1：黃處長]…在考量一個 SIP 在內部能夠被再用，第一，當然希望要有很多應

用可以用，自然會被 reuse，這是首要考慮；第二，就是成本，當內部開發成本比較高，

還是去外面買比較划算，因為工程師成本是非常昂貴的，所以希望比較 focus，如果和

創意自己發展的主軸不相關，那寧願用買的，還有另外一個考量就是 time to market，
如果馬上就要而開發來不及，即使自己做比較便宜，還是會向外面買風險比較低。 

除了需求頻率之外，個案 B2 智原則指出評估矽智財價值性的重要性： 

[B2：謝處長]…另一個考慮的重點，在於這個 SIP 完成之後它的價值會不會很高，

也就是外面其他公司是不是也很容易做出來。如果真是如此，智原就比較傾向不去做，

用外面的就好。換言之，若 SIP 有一定的難度和技術，外面要取得也相對比較困難，

那智原就傾向自己投入去開發。 

個案 B3 瑞昱認為他們的開發決策重點在於： 

[B3：陳副總]…因為 SIP 元件主要是針對公司內部產品線的需求，而每個產品線

剛開始提出時，都會有固定的成本跟時程的需要，所以，瑞昱會根據這些需求條件，

進行評估自己做比較好，還是對外購置會比較好…至於評估的考量因素，首先可能考

量 SIP 功耗是不是符合系統的需求…若採取自己做，評估要幾個工程師做多久、相關

技術難度、成本等…對於公司擬發展較為前瞻的產品，譬如 UWB 晶片相關的 SIP，
外面是不可能找到的，也必須自行開發… 

至於個案 B4 之凌陽其決策考量因素也不外乎市場、技術、再用頻率等。而個案

B1 之創意另指出，SIP 若是僅供內部使用，就不須要做到完整的 IP Package： 

[B1：黃處長]…對公司而言，將一個設計包裝成 SIP，需要花很多 efforts，因為純

SIP 的公司，他們的 SIP 跟一般公司的 SIP，其實是不一樣的，長的不一樣，durable
也不一樣。其實創意電子內部也做出 IP 的 durable list，包括 analog IP、digital IP、
跟 firmware 等十幾二十項，很多都是 integration guide、data sheet、model ...，光一

個 IP 就必須做到一個完整的 IP package，可是如果只是為了公司內部使用，就不需要

做到這樣。 

4. 開發矽智財供外部使用(分工)之因素 

開發矽智財供外部使用的幾個重要因素，包括是否可以綁住顧客、是否可引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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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採用更高價值之整合服務(e.g. SoC 或 ASIC)、或者是未來在市場上是否會成為主流

等因素。以綁住顧客而言，個案 B1 之創意就指出： 

[B1：黃處長]…創意電子真正的營收還是來自於量產，因此做 SIP 第一個考慮還

是哪些 SIP 是可以差異化的，可以綁住顧客。如果這種東西全球到處都是，做出來的

全世界到處都是就沒意思了，因為作一作，量大起來了，可以馬上換一家，換到別的

地方，換別的 SIP，這樣就很難綁住顧客。所以基本上最主要的考量就是，如果這個

SIP 是可以綁住客戶的話，公司就會丟錢。 

而引導客戶採用更高價值整合服務方面，個案 B2 智原就描述： 

[B2：謝處長]…我們多半希望顧客整個 SoC 或是 ASIC 的 SIP 都一起使用。譬如，

在 Linux 方面，智原會有分 SIP 的 Linux 以及 ASIC 的 Linux，從某些角度來看，如

果發現ASIC的Linux營業額會比較高，那在這種情況下，智原會希望把客戶導成ASIC
的 Linux。換言之，不希望顧客只使用智原的 SIP，而是可一起使用 SoC 或 ASIC，這

樣的話就可以產生比較高的營業額，效益當然也會比較好。 

至於未來市場是否會成為主流，個案 B4 凌陽提到： 

[B4：李副總]…至於考量 SIP 未來是否能夠被賣出去，一開始開發 SIP 時，要考

量到三、四年後的市場，這個 SIP 是不是個熱門，或將成主流的東西。有沒有市場是

最重要的，譬如凌陽現在成立一家公司叫凌巨科技，他基本上未來的方向就是，一半

以上營收靠的就是 Interface SIP，像 HDMI 等的授權，這些雖然是比較屬於標準的介

面，但可以預測的是，未來每部電視都要內建 HDMI 介面… 

5. 矽智財內嵌技術深度或獨特性 

有關研發部們如何建立矽智財內嵌技術深度或獨特性，個案發現包括對產品應用

的掌握、矽智財之難度與價值、是否經特定產品載具完成驗證、及先進製程有關之矽

智財等，皆可成為技術深度或獨特性的來源。 

首先，在應用的掌握方面，個案 B1 創意就認為，通用的矽智財必須考量很多，

但如果知道產品應用，就可以將矽智財做得非常小，非常有競爭力： 

[B1：黃處長]…意思就是說，因為你是要 general 的東西，所以你一定要考量很多

東西，這個可以用那個也可以用…可是如果說你是做 ASP 公司，比如說我假如這個產

品，就是作聲控，我知道這個 IP，我只用在這個 cellular phone chip 上面，我根本就

不用某些 IP,，我就可以很多東西砍掉，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小、size 非常 practical，
這樣才能有競爭力… 

至於矽智財之難度與價值，個案 B2 智原就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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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謝處長]…越是一般的 SIP 元件，需求就會愈高。譬如，因為 SOC 一定要有

DDR，它的使用頻率就一定很高。至於另一個考慮的重點，在於這個 SIP 完成之後它

的價值會不會很高，也就是外面其他公司是不是也很容易做出來。如果真是如此，智

原就比較傾向不去做，用外面的就好。換言之，若 SIP 有一定的難度和技術，外面要

取得也相對比較困難，那智原就傾向自己投入去開發。 

至於是否經特定產品載具完成驗證方面，個案 B4 凌陽認為通常會跟著某個產品

走當作載具，當產品成熟，也自然驗證該矽智財： 

[B4：李副總]…就開發者角度而言，SIP 有沒有驗證過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一般

而言，開發一個新的 SIP，一開始都會先跟著某個產品走，也就是透過這樣的載具，

當產品成熟了，自然就驗證了這個 SIP，以後也就會在內部獲得再用。 

至於製程矽智財，由於需與晶圓廠匹配，因此聯盟之矽智財廠商可成為獨家供應

者： 

[B2：謝處長]…目前，像台灣的凌陽、聯發、瑞昱等等都是智原 SIP 的客戶。由

於創意與台積電的 SIP，大部分都是台積電研發，創意自己研發的很少，而智原在自

己的研發中心裡，開發了很多這種聯電製程用的 SIP… 

6. 開放矽智財可用性 

有關於常見於軟體產業之開放軟體趨勢，本研究也就此議題訪談個案公司，瞭解

半導體產業是否也開始發生開放矽智財之趨勢。基本上各公司認為，開放矽智財對成

本降低並沒有助益；而且設計價值鏈還有很多步驟還沒完成，無法確認其可用性；Bug

風險導致之光罩與晶圓成本過高、客戶規範嚴格禁止使用等因素，所以開放矽智財在

半導體產業尚未看到曙光。譬如成本降低與可用性方面，個案 B1 創意指出： 

[B1：黃處長]…Open Source 模式在半導體設計業尚未發生，尤其對成本降低沒有

助益。現在頂多有的就是給 front-end，但是光有 front-end 你還是不能 Tape-Out，雖

可以做模擬，但也還不能光罩，要做光罩要 backend model 才行。然而 front-end model
成功並不表示 back-end 一定 work，因為還會造成其他影響，若只是先讓你試用，一

旦真正要拿去生產，像一般 IP 你拿去光罩，基本上都還是要付錢啦，但有可能某公司

新成立第一套免費給你，成功之後再收費，但基本上成本還是很高。 

開放矽智財的 Bug 風險成本方面，個案 B2 智原說明： 

[B2：謝處長]…軟體的東西如果有 BUG 改軟體就好了，可是 Chip design 的東西，

假設 90nm 到 65nm，一趟光罩，都是以幾千萬元起跳，少有公司玩得起這個東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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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說，主要原因還是牽涉到後面製程的成本，有 BUG 的成本… 

至於客戶對於開放矽智財的嚴格禁止使用規範，個案 B4 凌陽指出： 

[B4：李副總]…凌陽目前禁止使用開放授權的 SIP，主要是因為 Open Source 目前

規範必須開放授權，而國際大廠客戶更是嚴禁，因為凌陽的晶片若結合 Open 的技術

做出設計，很怕被一些國際聯盟要求開放授權。所以，原則上是不鼓勵的。 

但是，開放矽智財若是在若干已近乎成為公共財的矽智財或韌體層次，似乎稍為

有點機會，譬如瑞昱指出： 

[B3：陳副總]…目前 8051 系列的單晶片處理器就有類似的現象。但這種趨勢對於

產業的影響還言之過早。就某些 SIP 而言，若已經被廣泛使用，幾乎已變成公共財，

尤其是屬於 firmware 層次的，可能有一些機會… 

 

三、矽智財使用部門之再用力 

矽智財使用部門依據個案企業之經營特性，譬如個案 B1 與 B2 是以設計服務為

經營型態，其再用係由事業部門所主導，而體現於一專案開發計畫中；若是產出物為

一積體電路產品，則再用可能是由產品部門所主導，而體現於一積體電路產品之開發

計畫。因此，類似於第四章軟體元件個案，本研究將(1)「矽智財使用部門之能力」，

以及(2)「專案/產品開發計畫之運作」等兩項編碼結構，歸類為「矽智財使用部門再用

力」之觀念類別(如表 5.3.4)，茲描述如下。 

(一) 矽智財使用部門之能力 

本子類別涵括二項觀念編碼，包括「蒐尋內部/外部矽智財之能力」與「部門內

客製化或開發特定矽智財能力」。 

1. 蒐尋內部/外部矽智財之能力 

蒐尋矽智財之能力包括內部與外部，內部方面，至少產品經理、技術主管均應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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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內部矽智財，而且開發部門通常會為使用部門，以定期或不定期方式進行矽智財分

析與簡報。至於外部矽智財蒐尋方面，與製程相關的矽智財會由晶圓廠提供，但像智

原與創意這類型公司，會提供比晶圓廠更有價值之製程矽智財以供選擇，並且也扮演

SIP Vendors 的角色，隨時提供目錄供半導體設計業者蒐尋合適之矽智財。此外，也透

過矽智財交易網站進行蒐尋。 

表 5.3.4    觀念類別(3)—「矽智財使用部門之再用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與次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子類別(Sub-Categories)—(1) 矽智財使用部門之能力 
蒐尋內部/外部矽智財之能力  產品經理、技術主管均熟知內部矽智財 

 開發部門定期或不定期為使用部門分析

與簡報 
 矽智財提供者(含晶圓廠)主動提供 
 矽智財交易網站 

弱 ⇔ 強 

部門內客製化或開發特定矽智財

能力 

 整合內部與外部各種矽智財形成應用平

台之能力 
 開發部門自用特定矽智財之能力 
 外部矽智財內化為公司技術之能力，並

建立後續支援與維護能量 
 採取全公司皆矽智財的作法 

模糊 ⇔ 清礎 

子類別(Sub-Categories)—(2)專案/產品開發計畫運作 

採用內部矽智財考量因素  優先使用內部矽智財(成本與內部競爭

力) 
 品質(含驗證)、彈性、穩定度、效能及本

身的價值 

 工程的 over head 

不完整 ⇔ 完整 

採用外部矽智財考量因素  客戶指定 

 品質保障、價格與競爭力 

 可靠度與配套週邊(e.g.文件、軟體等) 
 時程與成本之考量 
 建立後續支援能力之成本 

不完整 ⇔ 完整 

來源：本研究。 

 

有關內部矽智財蒐尋方面，個案 B3 瑞昱說明他們的做法： 

[B3：陳副總]…對瑞昱而言，最後還是回饋到產品線的成本和時程最為實際。所

以，各事業部們在提出產品線的計畫書時，研發中心會適度的提供資訊，告知用多少

及哪些公司現有的 SIP 可以提供縮短多少時程，並分析如果事業部門要求重新做一

個，將需要多少時程。用這樣方式，可以間接且有效地引導各事業部門多使用公司現

有的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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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尋外部矽智財能力方面，個案 B4 凌陽說明他們如何從晶圓廠及設計服務業者

取得矽智財，並且也指出韓國擬進入晶圓代工模式，但做法與台灣的差異。 

[B4：李副總]…根據我們的經驗，智原與創意等公司會提供比晶圓廠更大且效能

更好的 SIP 給顧客選擇。此外，像智原對應於聯電，以及創意對應於台積電這樣的模

式，在韓國是沒有的，韓國廠商代工服務，會直接提供 Cell Library 的光碟，不須要

客戶自己再去找。不過，智原與創意，會提供比較大且效能更佳的 IP，提供給客戶作

為選擇。 

有關矽智財 Vendors 角色如何扮演，個案 B2 智原指出他們的經營策略乃在於提

供多樣化的選擇： 

[B2：謝處長]…不只在台灣，現在全世界單純要做 SIP 可以賺錢的，要能長期存

活支持下去的公司，已經越來越少。目前可以看到，除了 ARM、MIPS 這些公司真正

做出一些 Star SIP 出來，其他幾家小的公司，普及性都沒有很好。至於做比較通用的

Library 及 Memory 的 SIPs，也有越來越少的趨勢，許多公司都被擠走了。目前，智

原的策略是提供多樣化的 SIP portfolio，可以把它包裝成 platform 來賣，這樣子才會

有競爭力… 

至於如何從矽智財 vendors 手中取得矽智財資訊，個案 B3 瑞昱認為主要仍靠

vendors 所提供目錄去尋找，而非網站： 

[B3：林處長]…對於目前有在經營 SIP Mall 的創意與智原等 SIP vendors，瑞昱並

沒有直接上 SIP Mall 網站蒐尋所需 SIP 的習慣，通常還是由這些 SIP vendors 每季提

供最新研發的 SIP技術文件。至於國外的 SIP Mall網站，瑞昱也評估過幫助其實不大…
很困難去找到我們特別需要使用的 SIP…當我們想 License 時，如果看到製程與我們產

品策略所選用的製程完全不一樣的時候，就很難去使用這樣的 SIP…至於處理器，因

為主要是 Code，理論上只要找到一套適合的 Library 就可以使用，但目前針對國外的

IP vendors，我們曾評估過幾次大型的專案，目前沒有看到，有些是競爭力不是很好

的，另外一個是沒有適當使用的 Library。 

2. 部門內客製化或開發特定矽智財能力 

從個案中發現部門內客製化或開發特定矽智財之需求，主要是為了整合內部與外

部各種矽智財以形成應用平台，其包括了開發部門內自用的特定矽智財，以及將外部

矽智財內化為公司技術之能力，以及後續的支援與維護能量等等。這樣的能力需求，

個案 B1 創意指出是為了解決品質與整合的問題： 

[B1：黃處長]…當然後來發現，其實 IP 不是像想像的那樣很容易就做得出來，必

須解決 Quality 的問題，解決整合上的問題等等…所以創意電子也被迫不得不很多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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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要自己弄，因為很多東西就是沒辦法拿來就能使用。原因主要是因為，如果沒有自

己做過，可能拿了也沒辦法用。所以漸漸的有些東西，創意電子就轉到針對某些應用，

在上面建構自己的 SIP。至於一個應用其中可能會有 CPU、PCI BUS、USB..等，然後

漸漸決定哪些自己來，哪些用外面的東西。 

個案 B3 瑞昱認為，矽智財使用單位必然要投入相當的人力，將之內化為公司內

的技術。否則，一旦進入量產，將無法解決後續的支援與維護問題： 

[B3：林處長]…SIP 使用單位必然要投入相當的人力，將之內化為公司內的技術。

否則，一旦進入量產，將無法解決後續的支援與維護問題…因為，銷售單位為了保護

自己的技術，通常也不願意完全的技術轉移。此將造成購買單位不易順利量產使用。(服
務做得好，成本相當高，因為服務好的情況，客戶技術能力不見得好時，會使銷售陷

入無止境的服務成本之中)... 

個案 B4 凌陽採取全公司皆 SIP 的作法，包括研發中心與事業部門均投入矽智財

的開發： 

[B4：李副總]…凌陽在 SIP 的開發部門方面，並非僅止於技術研發中心，而是採

取全民皆 SIP 的作法，也就是，SIP 的產出並非只有指定特定人做 SIP，而其他人使

用 SIP 開發產品…基本上凌陽在研發方面所有研發工程師均產出 SIP，但分為兩個部

份，在事業部門的研發工程師，當他設計一個 DVD 播放器晶片，會產生一些影像的

SIP，進而將這些 SIP 建立於資料庫，並且不停維護，這就成為公司的一個資源；而

在技術研發中心，則著重於 CPU、DSP 等 SIP 的研發，這些是公司所有產品都要用到

的。 

 

(二) 專案/產品開發計畫運作 

本子類別涵括二項觀念編碼，包括「採用內部矽智財考量因素」與「採用外部矽

智財考量因素」。 

1. 採用內部矽智財考量因素 

一般公司合理的作法是在考量成本與內部競爭力的情況下，會優先使用內部矽智

財。所謂內部競爭力，通常包括品質(含驗證)、彈性、穩定度、效能、本身的價值、

及工程上的 over head 等等： 

[B1：黃處長]…使用 SIP 必須要考慮到：(1)是否會影響效能及本身的價值；(2)工
程的 over head 會不會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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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謝處長]…原則上，只要是內部有的東西，就一定會優先使用內部的資源。

除非，內部的東西還沒有開發完成，或者是評估後，競爭力真的相差太多等這些狀況，

否則都會優先使用內部的。 

[B3：林處長]…以內部使用而言，如果希望所開發的 SIP 在內部被廣為使用，在

開發 SIP 時所要考慮的兩大重點因素是彈性跟穩定度。 

[B4：李副總]…就開發者角度而言，若希望 SIP 在內部使用，有沒有去驗證過是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開發一個新的 SIP，一開始都會先跟著某個產品走，

也就是透過這樣的載具，當產品成熟了，自然就驗證了這個 SIP，以後也就會在內部

獲得再用。 

2. 採用外部矽智財考量因素 

採用外部矽智財考量因素，除了客戶指定使用某個矽智財外，歸納出來主要有品

質保障、價格與競爭力、可靠度與配套週邊(e.g.文件、軟體等)、時程與成本之考量、

及建立後續支援能力之成本等： 

[B2：謝處長]…必須選擇採用外部 SIP 的時候，智原考慮的因素不外乎就是品質

保障、競爭力、以及價格。目前外面也有免費、開放的 SIP，智原相較之下甚少採用，

因為他們認為一分錢一分貨，那種免費的 SIP 如果不小心出了問題，代價將非常高。 

[B3：林處長]…外部使用，也就是對外 License 的部分，雖然瑞昱賣到外面去的

SIP 比較少，License 營收僅占營業額 2.6%，主要以音效晶片策略為主，但從技術面

而言，SIP(除了彈性與穩定度)應增加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可靠度，以及配套的週邊…而

且後續的維護也要能夠支援。 

 

四、矽智財平台演進力 

類似於第四章軟體元件個案，本研究亦發現，公司內共用矽智財開發單位與使用

單位互動頻繁之基礎，皆奠基於公司發展歷程中，從產品或應用情境所逐步演化而生

的矽智財平台。從中，我們同樣歸納出至少有(1)系統化再用能力，以及(2)促進平台

演進之因素等兩項編碼結構，我們將之歸類為「矽智財平台演進力」之觀念類別(如

表 5.3.5)。以下將描述該類別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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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化再用能力 

本子類別涵括二項觀念編碼，包括「以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與「促進再用之

管理作為」。 

表 5.3.5    觀念類別(4)—「矽智財平台演進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與次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子類別(Sub-Categories)—(1) 系統化再用能力 
以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開發程序管理系統 

 矽智財管理系統 
 矽智財命名與分類規範 
 易蒐尋之介面 
 版本控管 
 使用權限與法律提示 
 集中管理，不允許個人電腦儲存 

弱 ⇔ 強 

促進再用之管理作為  初期採取強制作法 

 內部使用免費或採內部計價機制 
 增加員工參與感 
 共用矽智財開發部門定期向使用部門

簡報 

弱 ⇔ 強 

子類別(Sub-Categories)—(2)促進平台演進之因素 

矽智財平台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

性 

 以特定應用市場為發展基礎或載具 
 內部已完成使用或驗證 
 平 台 上 累 積 多 樣 化 的 矽 智 財 組 合

(portfolio) 

低 ⇔ 高 

平台矽智財之完整性與相容性  兼具一般領域與特定領域矽智財 

 平台通用性高，以因應不同客戶需求 
 矽智財相容性高，可供多項產品使用 

低 ⇔ 高 

平台矽智財與製程矽智財之結合性  設計服務業之角色 
 不同陣營製程矽智財之整合性 
 特殊製程矽智財之使用 

低 ⇔ 高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研發部門主導，跨部門共同訂定 
 運用知識管理、參考設計等概念建構系

統再用規範 

模糊 ⇔ 明確 

工具業者之角色  矽智財包裝工具之價格與功能 
 提供矽智財數量與品質 

弱 ⇔ 強 

矽智財自動整合工具  整合工具之自動化程度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以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從個案中發現，每家半導體設計業者均建有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矽智財開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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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以及矽智財管理系統。通常這些系統的建置，會強調定義矽智財的命名規則與分

類規範，並設計容易蒐尋之介面。同時，系統設計會特別就版本控管功能特別加強，

並設有使用權限與法律提示，並且原則上採取集中管理，不允許個人電腦儲存，以避

免公司智財外洩。 

[B1：黃處長]…創意在內部 SIP 管理制度與系統方面，建置有一個 IPM(IP man-
agement)的系統，公司內不同的角色可以做不同的事情，譬如一般 user 可以查閱創意

內部有哪些 IP，也可以 download 下來，如果為了銷售，可以申請 customized detail 
information，而簽核流程也會和 IP 綁在一起。 

[B2：謝處長]…智原內部 SIP 的管理，有幾個比較關鍵的重點，第一個就是一定

要集中管理，第二則是版本的控管，這兩個都非常重要。因為有很多 Project 和顧客

要用，而且 SIP 對智原來說是最重要的資源，所以 SIP 的集中管理很重要。而為了能

讓使用者輕易找到所需要的 SIP，版本的控管非常重要… 

[B3：林處長]…我們 SIP 的管理系統，重點在於做整合的部份，也就是設計流程

(FLOW)，由於 FLOW 當中因為引進 SIP，所以會更需要進行確認(verification)與分

割(partition)。在設計當中，整個流程必須設定一些特別的關卡，以便確保 SIP 能夠

merge 到晶片中直到 tape out… 

[B4：李副總]…每個 SIP 記錄，凌陽都有具體的規範，譬如命名、類別、來源、

技術特徵與說明、SIP 負責人、存放位置、版本等等，讓系統在檢索和搜尋時都可以

科學化。當員工蒐尋完成，確認為自己要的 SIP，就可以線上申請使用。使用之前，

系統會出現一個使用同意書，其中會載有保護公司也提醒工程師的規章。使用確定之

後，系統就會自動產生出一個登入人、使用 SIP、使用用途等一些既定的法律規範，

同意之後就可以進入到凌陽的技術開發中心進行審查，審查核准之後就會回到技術室

這個管理單位，會根據開發權限決定是否可以線上接取。 

2. 促進再用之管理作為 

個案中的半導體設計公司，有些認為矽智財再用已成為公司之文化，並不須要特

殊的獎勵措施鼓勵再用，譬如個案 B2 智原表示： 

[B2：謝處長]…因為智原已經做出很多的 SIP 可供使用，只要公司內部各單位有

需要，就一定會來申請使用。這部分對一般的 design house 相對上比較有問題，但對

智原而言已成為內部的文化，尤其是對一家對外以 SIP 做為標榜的公司而言…通常一

般 design house 是 design 先出來，而這個 design 可能疊在某個事業部門，但這樣就開

始有問題出現了。第一，他願不願意給其他事業部門使用，這是個問題。再來就是說，

這個東西當初並非以 SIP 的角度去設計的，所以我覺得 design house 比較容易面臨這

個問題，對我們智原來說，相對這個問題是比較少的。 

但是，一般 Design House 多半沒有一個矽智財的標準，工程師會傾向各做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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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讓他們的矽智財給他人再用，管理上要做很多的處理。譬如，個案 B3 瑞昱即強

制要求研發部門要為事業部門分析與告知有那些現有矽智財可縮短開發時程與成本： 

[B3：陳副總]…我們畢竟不像智原，他們的 SIP 是絕對需要重覆使用的，因為他

有一個標準在那裡，那一家公司來都可以直接搬過去用，但是我們有時候比較難考量

這一點，一個工程師有他的想法，另一個工程師來想的時候，畢竟你要讓這個 SIP 重

覆使用，你要有很多的事先準備，要做的很好才行，但是在 Design House 裡面，各自

做自己的，當你做好的時候，我就搬上去，我是可以的，別人來用的時候，有很多東

西是要注意的，他可能在管理上面要做很多很多的處理… 

至於公司矽智財管理系統的建立過程，個案 B4 凌陽指出他們的訣竅在於：(1)

初期採取強制作法；(2)員工發現系統便利後，會自發性將 SIP 放上去；(3)員工在系統

上有名留青史機會，有參與感；(4)系統設有內部計價制度，可反應於績效評估。 

[B4：李副總]…首先，當這套 IP 管理系統剛建立時，公司經過一段時間發現，員

工會自動自發地去建檔，一開始雖然採取強制的作法，但後來當員工發現這樣的作法

非常便利…當然也願意把自己的 SIP 放上去。第二，在這套系統中，員工會有名留青

史的機會，因為 SIP 資料由員工自己建立的，對於公司的 SIP 建立會有參與感。另外，

凌陽有一些不便公開的內部機制，譬如，某些 SIP 是有收錢的，即使內部使用也要計

價…其實是內部的錢在流轉，但在年度經營績效評估時，會把這部分的盈餘回饋給製

作 IP 的員工，反應在獎金跟分紅上。 

 

(二) 促進平台演進之因素 

本子類別涵括六項觀念編碼，包括「矽智財平台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平

台矽智財之完整性與相容性」、「平台矽智財與製程矽智財之結合性」、「矽智財再用設

計規範」、「工具業者之角色」與「矽智財自動整合工具」等。 

1. 矽智財平台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 

個案中發現，半導體公司發展矽智財平台之演進起點，通常會先鎖定特定應

用市場作為發展基礎或載具，將相關矽智財放在上面，並在內部完成使用或驗證，

然後長期下來在該平台上累積多樣化的矽智財組合(portfolio)。譬如，個案 B1 之

創意公司一開始即鎖定高價值的多媒體平台，於其上將各式矽智財整進來並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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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個案 B2 智原也是在公司成立後的第三個五年，開始導入並提供矽智財平

台設計，並鎖定顯示器、多媒體、通訊等三大領域，整合已驗證之矽智財，協助

客戶縮短上市時間。個案 B3 瑞昱也是採取平台整合的方式作為基礎，提供系統

廠商使用晶片，個案 B4 凌陽則強調矽智財設計須以產品導向之整組矽智財技術

為主進行再用才會有價值，並且必須在內部能夠使用過。 

2. 平台矽智財之完整性與相容性 

平台上的矽智財，通常必須兼具一般領域與特定領域。若從平台架構角度考量，

平台通用性高，就可以因應不同客戶需求，但其上的矽智財必須非常有彈性。若從矽

智財角度考量，矽智財相容性高，就可供多項產品平台使用，這些差異係因經營型態

而導致。譬如以設計服務業為主體之創意，他們的平台會比較通用一點，這樣可以因

應不同客戶要求進行客製化；而相對聯發科等公司，他們的晶片就比較最佳化： 

[B1：黃處長]…與聯發科的 cellular phone chip 不同的是，譬如創意電子想進入通

信產品，也一定要作一個 platform，但是彼此目的並不一樣。像聯發科可能就會做得

更完整，而創意電子則會 general purpose 一點。因為，創意是希望針對不同客戶的要

求可以很快的去 customize。可是對聯發科來講，就是要針對這個 cellular phone chip
做的非常非常 optimize…所以要改他[聯發科]的東西，對不起，不可能改，這就是公

版的概念… 

3. 平台矽智財與製程矽智財之結合性 

平台矽智財與製程矽智財之結合性涉及了不同晶圓廠陣營的選擇，不過，在設計

服務業興起之後，他們扮演了適當的角色，讓半導體設計業者可以不需太考慮不同陣

營間製程矽智財之整合性，使得轉換智程平台成本得以降低。但是，設計服務業彼此

間經營型態往往也會有差距，譬如個案 B2 智原表示： 

[B2：謝處長]…我們(智原)與創意最大的不同在於，智原投入很多資源在開發 SIP，
而創意電子投入在 SIP 的部分則較少，主要仍靠台積電供給。而智原本身除了大量投

入在發展 SIP，甚至還幫聯電做 SIP。所以從 SIP 的開發角度上，創意與台積電、還

有智原和聯電，兩者的角色剛剛好是顛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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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們也能提供驗證過之特殊製程矽智財(譬如省電或高速)，讓架構在其上

的矽智財產品平台增加效能，譬如個案 B3 瑞昱指出： 

[B3：陳副總]…目前我們(瑞昱)使用外部 SIP，除了客戶指定外，對事業部門而言，

最常使用的就是針對特殊製程所需的 SIP Library。因為，Foundry 廠所提供跟製程有

關的 SIP Library，可能速度不會很快，功耗也許不夠理想。像智原或創意這些 SIP 公

司，就會針對客戶的製程特製一套 Library，採用之後往往會有顯著的提升。 

4.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為了讓矽智財再用能夠落實，個案發現通常再用設計規範多由研發部門主導，然

後由跨部門共同訂定。個案 B1 就詳述再用設計規範該有的內容： 

[B1：黃處長]…為達到SIP可重複使用的目標，我們建立了「Reusable Guideline and 
Coding Guideline」、「Verification Guideline」and 「Documentation Guideline」等文

件，指導同仁遵守相同的規範與設計準則…本公司的 SIP 的五大特點為(1)嚴謹的 SIP 
Architectural/Coding─基於 SIP能重複使用…(2)周延的驗證─確保 SIP設計的正確性

及可靠度…(3)完整的文件與使用手冊─為使 SIP 使用者在設計時更容易使用…；(4)
整合且易操作─考慮使用者在整合時的容易性與方便性…；(5)建立符合 EDA Flow 的

Model─基於不同應用的考量… 

另外，個案 B3 瑞昱認為，公司內的再用應該從類似知識管理、參考設計、減少

摸索時間的概念來建構系統再用規範，當有重大技術發展的需要時，視性質由產品部

門開發，或專案執行的方式來達成技術的突破並達成 IP 的建立。 

5. 工具業者之角色 

半導體設計工具如 EDA 等之提供業者，近年來也積極發展矽智財相關工具，不

過，個案發現各公司並未仰賴工具業者導入矽智財再用之設計。譬如個案 B1 創意即

指出，開發矽智財與用甚麼工具較無關，而與 SIP Vendors 好與壞有關： 

[B1：黃處長]…其實，所有的工具都可用來做 SIP，比如說的 Synopsys、Cadence
等都可以整合。只是說，SIP 的 package 本身，要 package 給 Synopsys 用，還是給

Cadence 用，光是過程 effort 都很大。這些都有書，至於要怎麼做都可以，只有書是

沒有用的，只有好的 IP vendor，跟不好的 IP vendor 的差別… 

個案 B2 智原亦認為，一般設計工具業者提供之矽智財技術幫助不大，仍然需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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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專業技術或遵循標準發展。而個案 B3 瑞昱則指出，工具廠商雖投入矽智財開

發，但他們的面積與功耗都不是最佳，若資源有限會考慮採用，但並不致影響瑞昱。

不過，瑞昱也認為。工具廠商提供的矽智財越健康，瑞昱使用就會越多，也可將資源

改放在其他更重要的地方： 

[B3：林處長]…近年來，在 SIP 的趨勢推波助瀾下，像 Cadence、Synopsis 等工具

廠商對 SIP 發展也非常積極，並且開始開發大量的 SIP 供顧客選用。這樣的做法從我

們(瑞昱)自身的策略定位來看，覺得是比較樂觀的…最近這一、二年，他們提供滿多

的 SIP 還不錯。不過，我們曾經細部評估過，它的面積與功耗，其實我們覺得並不是

最好的，畢竟他們不是專門 SIP 的公司。但是在時程的考量之下，如果我們的資源有

限，還是會考慮用他們的 SIP，這是以資源和產品的考量，我相信他們未來在提供更

多更好的 SIP。至於會不會影響到我們，我認為這對我們是好處，因為我們公司跟創

意和智原是不同的，我們並不是靠賣 SIP 在賺錢，我們是用產品，所以他的 SIP 越健

康，我們用他的機會就越大。 

至於個案 B4 凌陽指出，工具廠商提供的是矽智財包裝的工具，而非管理工具，

不僅價錢昂貴，而且包裝矽智財的 Overhead 往往超過矽智財本身的設計，所以沒有採

用。 

6. 矽智財自動整合工具 

矽智財整合工具可協助設計業者將各種不同的矽智財，自動整合設計成為一顆

SoC，但是，整合工具的發展必須奠基於實際的設計經驗。從研究發現，個案 B2 智原

即發展出一套能在前端先把矽智財整合成 SoC 的工具—SoCompiler： 

[B2：謝處長]…智原開發「SoCompiler」系統時，並沒有透過顧問公司的幫忙協

助，而是從一開始的 SIP/SOC 的設計經驗上，一點一滴去累積出來的。這個系統的特

色是，重點在輔助平台的設計，與一般設計工具業者像 Cadence, Synopsis 等不同之處

在於，他們的工具都是屬於比較設計階段的東西，當使用工具產生設計之後，往下才

開始做更後面的 IC 設計流程。一般來說 Cadence 和 Synopsis 都是在比較後面的，而

「SoCompiler」是在前端，先把 SIPs 整成一個 SOC。 

個案 B1 創意認為，雖然矽智財目前還沒有公司能夠用完全自動化的系統將之兜

成一個平台，但創意至少在 ESL 模擬方面已有很多經驗： 

[B1：黃處長]…就實體系統角度來看，目前仍然沒有一個設計公司可以用一個自

動化系統來兜一個 platform，但至少創意在 ESL(electronic system level)的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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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已經放了非常多人力在做這個事情，譬如 DDR，顧客一定會問，你以前有沒有

整合過 DDR？為什麼要讓 DDR 整合？因為你買 DDR 並不是這麼簡單馬上就可以

用，其實要花很大的 effort 才能夠有辦法把他內化(internalize)。 

 

五、晶圓廠引導力 

如第一節所述，晶圓廠製程進入深次微米甚至奈米尺度時，為了引導更多設計業

者進階使用更先進製程，不管是透過自己或是透過結盟設計服務廠商，都會積極投入

製程矽智財的開發。因此，在這樣的脈絡基礎下，會逐漸引導積體電路設計業導向矽

智財平台的開發。對此，本研究就個案廠商經驗，就晶圓廠之影響力歸納出「製程矽

智財之提供者」、「設計服務結盟者」、「市場資訊提供者」、「先進製程技術領導者」等

四項編碼，我們統稱為「晶圓廠引導力」之觀念類別(如表 5.3.6)。 

表 5.3.6    觀念類別(5)—「晶圓廠引導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製程矽智財之提供者  製程矽智財之開發策略 
 提供製程矽智財之完整性與方式 

內部 ⇔ 外部 

設計服務結盟者  與設計服務業者之結盟程度 
 矽智財提供者之優先支援度 

弱 ⇔ 強 

市場資訊提供者  提供結盟廠商市場資訊 弱 ⇔ 強 

先進製程技術領導者  建立開發先進製程矽智財能量，加速客

戶導入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製程矽智財之提供者 

晶圓廠開發與提供製程矽智財之策略各有不同，譬如台積電的做法是，基本製程

矽智財由其開發，然後直接或透過創意電子提供給客戶使用。至於聯電，雖然本身也

有開發基本的製程矽智財，但會委託智原開發，同時完全委由智原提供給客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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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服務結盟者 

至於為何晶圓廠與設計服務業結盟的關係模式會有不同？其中最大的因素在

於，台積電晶圓服務費較高，只有第一流的公司、創新的產品才用得起他們的製程，

因此製程矽智財成本對創新產品而言顯得微不足道，所以，個案 B1 創意的策略就定

位在採用一流的矽智財，採最快速度整合一個 Solution 給客戶： 

[B1：黃處長]…但創意的策略就不一樣，因為像台積電的顧客，大多是 first tier、
innovation driven 的公司，而台積電的 wafer 起碼貴 20%，只有這些公司才用得起台

積電的，他們不擔心被 SIP 公司 charge，反而在乎市場更甚於成本。所以，創意的策

略就是使用一流 SIP 公司的 IP，來最快整合出一個好的 solution 給客戶。 

從現實面來看，為何聯電必須靠智原自己做矽智財的原因之一，也在於矽智財廠

商基於大數法則，往往優先支援台積電： 

[B1：黃處長]…雖然外界認為創意與智原是類似的公司，但策略與做法並不一樣。

智原成立時間比較久，做 SIP 的人比較多，整個 SIP Portfolio 也比較多，比較能自給

自足。但是，智原被認為與聯電的關聯性較強，其客觀原因在於 SIP vendors 一般會

基於大數法則，先 support 台積電，接下來才會 support 聯電，這對聯電情何以堪，

所以他們一定要有自己的 SIP solution。對智原來說，如果他們不自己做，就要等到別

人有空的時候才可以有辦法得到，所以必須要 deliver 自己的 IP… 

3. 市場資訊提供者 

晶圓廠由於資源相對於設計業者而言，極為龐大，掌握之顧客資本更為雄厚。因

此，往往也扮演市場資訊提供者角色： 

[B2：謝處長]…目前，像台灣的凌陽、聯發、瑞昱等等都是智原 SIP 的客戶。由

於創意與台積電的 SIP，大部分都是台積電研發，創意自己研發的很少，而智原在自

己的研發中心裡，開發了很多這種聯電製程用的 SIP，所以許多 SIP 開發的市場資訊

也來自於晶圓服務廠。 

4. 先進製程技術領導者 

由於製程進步太快，晶圓廠仍然必須自行開發，方能引導設計業者積極採用新製

程技術而創造收益。譬如個案 B2 智原指出： 

187



[B2：謝處長]…雖然一般認為台積電 vs.創意，以及聯電 vs.智原，是公認的組合，

但是現在包括台積電和聯電，都慢慢地有回頭自己再做一些東西。譬如，聯電主要是

因為製程越先進之後，因為製程和 SIP 的關係愈來愈密切，有一些與先進製程有關的

SIP 會逼的他們不得不自己去做… 

 

六、市場異質性 

「市場異質性」觀念類別(如表 5.3.7)主要包含了「市場類型」、「累積顧客聲音之

機制」、「顧客之競爭力需求」等三項編碼，說明如下。 

表 5.3.7    觀念類別(6)—「市場異質性」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市場類型  提供設計服務或矽智財，主要顧客為

IC 設計業者 
 主要顧客為系統產品廠商 

{IC 設計業，系統產

品廠商} 

累積顧客聲音之機制  與顧客共享未來發展 Roadmap 

 市占率領先促使客戶主動提供 

 比客戶更深一層考慮未來方向、下世代

規格、競爭對手新功能等 

 長期設置系統溝通專人與客戶溝通 

 與晶圓廠結盟獲得市場資訊 

弱 ⇔ 強 

顧客之競爭力需求  協助顧客降低進入障礙 

 協助顧客重新於價值鏈定位，聚焦於其

核心能力(e.g.藉提供設計服務或完整

晶片解決方案)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市場類型 

個案中四家半導體設計公司身處之市場類型，若是以提供設計服務為主要業務，

以個案 B1 創意及 B2 智原為代表，他們直接面對的客戶以積體電路設計業者為主，

其次才是系統產品廠商。至於若是以提供終端積體電路晶片產品為主，以個案 B3 瑞

昱及 B4 凌陽為代表，他們直接面對的客戶以系統產品廠商為主，但有時會因為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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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智財極具價值，而採用授權方式，提供給其他積體電路設計業者使用。 

2. 累積顧客聲音之機制 

累積顧客聲音的機制在各家個案廠商，會因發展脈絡、經營型態等而有不同，個

案 B1 創意公司即認為，顧客意見雖然在矽智財開發階段扮演關鍵角色，但他們基於

風險因素，不太可能跳來跳去。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藉由與顧客分享公司未來的

Roadmap，將顧客轉變成夥伴： 

[B1：黃處長]…常常內部人員分析半天，卻比不上一、兩個顧客說「我要！」。尤

其，當某個大客戶說下年度計畫開發這個東西，可能不用考慮馬上就做了…你也可以

說這是 customer driven，但是話說回來，客戶也不太容易能隨便跳來跳去。原因是風

險很高…不可能不滿意說換就換，轉換成本沒有那麼低，Somehow 客戶會轉變為

partner，我們會希望 customer 能 share 未來的 roadmap，我們也可以預先幫他們準

備好，而不是說 3 個月後就要，沒有任何人辦得到。 

個案 B3 瑞昱認為累積顧客聲音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市占率上盡量提升，顧客自

然會主動提供下半年或明年所需規格；但若是市占率仍低之產品，則必須比客戶更深

一層考慮其未來方向、下世代規格、競爭對手新功能等，以贏取新客戶： 

[B3：陳副總]…某些產品線因為市場占有率已到達相當高的程度，所以客戶會很

主動把他下半年或明年所需要的規格，直接提供給瑞昱做為開發參考，這已形成了長

期的合作關係。至於有些產品線，還在與競爭對手並駕齊驅的階段，必須相當努力…
對於這種尚在追趕的產品，我們開發的規格除了客戶提供的資訊之外，可能要更深的

一層去想到，客戶他們未來的方向是什麼？他們希望是加工的還是 cost down？在下一

個世代，競爭對手可能會提出客戶哪些新需求？等等問題… 

另一種累積顧客聲音的方式是設置系統溝通之專人，長期與顧客溝，但若矽智財

開發之本質為科技關聯，只要技術功能通過或符合標準即可，與顧客關聯較少。個案

B4 凌陽描述： 

[B4：李副總]…由於產品必須與系統結合，因此，事業部門會有所謂系統溝通的

專人，與顧客長期持續地溝通。至於研發部門的 SIP，因為大部分是所謂功能方塊，

譬如所謂的 USB、DMI、CPU 等，其本質上是科技的關聯，基本上是求取技術功能

能夠通過或符合標準，與顧客關聯不多，性質不太一樣。 

3. 顧客之競爭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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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競爭力需求是市場異質性的另一面向，尤其在高度分工的半導體產業中，廠

商的重要目標乃是協助顧客降低進入障礙，或是讓他們在價值鏈上佔據更佳的位置。

譬如在降低新進設計公司進入障礙部分，個案 B1 創意指出： 

[B1：黃處長]…從新設 IC 設計公司的進入門檻來看，對創業者與投資者的困難度

均大幅提高，原因是 wafer、設計、光罩等都非常貴。根據估計，design to fabrication
大概要花$US 30 million，如果全部自己來的話，光罩差不多要 150 萬~200 萬美元，也

不便宜，但跟 design 的 3000 萬美金比起來只是小錢…我們跟 VC（Venture Capital）
講，幹嘛花這麼多錢來成立公司！不必要！只要投資有 RTL，有 architecture、有

software 的人就好了，其他後面的 implementation、infrastructure 就在我們家，我們

可以幫他們整合…這也是為什麼台積希望在 65 奈米、45 奈米那邊有一個像我們這樣

的 partner 可以降低他們的 entry barrier，要不然許多公司根本進不來啊… 

至於協助半導體設計業重新在價值鏈上定位，個案 B2 智原指出： 

[B2：謝處長]…一般人會產生的疑問是，假設智原把一個平台都整好讓設計公司

來使用服務，那設計公司還存在什麼價值呢？我們認為，這必須從整個產業的價值鏈

來看，設計公司應該調整心態，他們最大的價值應該放在如何掌握市場、客戶與通路，

就好像 ACER 現在自己也不設計筆記型電腦了。只要設計公司能夠掌握到自己的價

值，定義出自己的規格(spec)，智原就將目標放在協助客戶在 3 個月內 tap out 一顆

SOC… 

 

七、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 

矽智財提供者從形態分析，大致有二種類型，一種類型為「矽智財專業商(SIP 

Vendors)」，係指專門開發矽智財授權給他人使用之廠商。另一種類型為「矽智財中

介交易商」，係指本身扮演代理的角色，藉由網路或目錄等方式，提供專業資訊給顧

客，仲介雙方交易之廠商。所以，本觀念類別(如表 5.3.8)包含了「矽智財專業商(SIP 

Vendors)成熟度」及「矽智財交易中心之成熟度」等二個子類別。 

 

(一) 矽智財專業商(SIP Vendors)成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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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類別主要包含了「矽智財專業商產業地位」、「全球性矽智財專業商之成功條

件」及「設計可驗證性」等三項編碼，說明如下。 

表 5.3.8    觀念類別(7)—「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與次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子類別(Sub-Categories)—(1) 矽智財專業商(SIP Vendors)成熟度 
矽智財專業商產業地位  產業對矽智財專業商之認同度 

 矽智財專業商之獨特性與價值 
低 ⇔ 高 

全球性矽智財專業商之成功條件  市場成功蘊釀期之長短 

 是否形成大者恆大特性 
 搭配方案完整、周邊支援廠商多、具售

後服務能力 
 產業應用面或標準已成風尚 

低 ⇔ 高 

設計可驗證性  供顧客進行研究與驗證之難易 
 是否經過第三單位驗證與使用 

低 ⇔ 高 

子類別(Sub-Categories)—(2)矽智財交易中心之成熟度 

矽智財交易中心可行性  不同晶圓廠陣營之整合 
 交易中心經營者與矽智財提供者之利

益衝突 
 產業線上交易矽智財習慣與文化 
 矽智財品質無法於網路上進行驗證 
 廠商競爭考量 

弱 ⇔ 強 

矽智財交易中心之成功條件  立場中立 

 僅提供資訊服務、蒐尋容易且顧客管理

完整 
 提供服務陳意不宜過高 
 相關後續服務與支援仍由原廠負責。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矽智財專業商產業地位 

矽智財專業商之產業地位矽奠基於產業同意其在價值鏈上能夠扮演角色並提供

價值，所以個案 B2 智原就認為： 

[B2：謝處長]…SIP 趨勢下，基本上的結構性變化就是分工分的愈來愈細，大家同

意 SIP Provider 愈來愈有存在的價值，也比較樂於去使用 SIP、去外面買 SIP。於是

優秀的 IP Provider 就愈來愈有生存空間。此外，也讓設計服務提供者(Design Services)
愈有生存空間，因為「設計」變的愈來愈複雜，所需支援的 Design Flow 也越複雜，

Design Tool 也愈貴，除非像聯發科那樣的大公司有能力什麼東西都自己負擔，否則有

創意的小公司很難有空間，也更需要其他業者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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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某些早期知名晶片，雖未取得市場領導地位，但因獨特性與價值深獲產業

肯定，因而調整經營模式為矽智財授權後，也會受到產業與市場的認同。譬如明星級

的矽智財 ARM 與 MIPS 等 CPU，皆是明確的實例。 

2. 全球性矽智財專業商之成功條件 

至於矽智財專業商營運模式的成功條件，個案 B2 智原認為市場成功醞釀期的長

短，是很重要的關鍵： 

[B2：謝處長]…我們經營 SIP 是循著一定的軌跡與歷程。若是有公司想要單純倚

靠 SIP 賺錢，我們觀察，即使是全球性的公司，一般的 SIP 公司至少也要熬上 7 年以

上才能成功…智原當初是因為有 ASIC 的業務在撐，所以才有辦法撐下來！你看像

ARM，也是至少要七年的時間。雖然他們只維持一個 CPU 的 core，但只要做的愈來

愈好，也就夠了。尤其是拜手機用他們的 CPU 之賜。但是，他前面七年也是很慘的！ 

成功矽智財專業商的另一個條件，就是必須營造出大者恆大的優勢，至於大者恆

大優勢的來源，智原認為創造明星級的矽智財，或者是提供多樣化的選擇，都是可行

的方式： 

 [B2：謝處長]…這種全球性的 Star IP 目前並沒有看到太多個，但可以看出慢慢

在整併，因為 SIP 特性就是大者恆大，而且活的愈久就贏的愈多…ARM 他們大約三

分之一的營收是來自 Royalty…現在全世界單純要做 SIP 可以賺錢的，要能長期存活

支持下去的公司，已經越來越少…許多公司都被擠走了。目前，智原的策略是提供多

樣化的 SIP portfolio，可以把它包裝成 platform 來賣，這樣才會有競爭力。 

成功矽智財專業商的另一個條件，就是需要搭配方案完整、周邊支援廠商多、以

及具售後服務能力，才能營造眾星拱月的局面： 

[B3：林處長]…SIP(夠品質的)公司能長遠發展多附屬於明星 SIP 的搭配方案、特

別技術、設計服務、晶圓代工的生意模式之中。由於 SIP 準備(文件、測試、環境…)
及使用服務所需花費的成本，遠高於技術本身，故只有極重要或關鍵的 SIP 會以高價

銷售的方式在市場上存在。 

[B2：謝處長]…ARM CPU 的 SIP 是目前僅見最成功的 Star SIP，除了顧客指定外，

最主要在於軟體完整…通常，客戶在選擇軟體的幾個考慮因素，最基本的一定是品質…
再來就是價格…以及你的 CPU 是否有一些相關 support 的系統，例如說 tool chain、
compiler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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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李副總]…因為 SIP 最大的問題在於後面的 service 非常龐大，如果一個簡單

的 SIP 賣客戶 1 萬美金，他可能一天到晚打電話煩你，工程師會受不了，浪費掉很多

時間… 

此外，產業應用面或標準是否已成風尚，也可讓該矽智財有機會成功： 

[B2：謝處長]…從前開發 GSM 手機的軟體，幾乎都是在 ARM 上面開發的。至於

其他的成功例子，則可舉 MIPS 在網路的部份，市占率也相當高，其原因類似…至於

目前在多媒體部分，因為 solution 很多，有的使用 CPU 加 pure 軟體去做，也可能全

部是硬體，所以呈現較多樣化的面貌。(產業應用面) 

[B4：李副總]…在市場上成功的 SIP 公司，可能是在制定出一些標準，例如像 DDR 
RAM，或是 HDMI，純粹賣 IP，假設說擁有 MPEG 4 技術，一旦成功了，往往能變

成一間很大的公司，毛利也會拉很高…(標準) 

3. 設計可驗證性 

矽智財開發出來後，即使屬於 Soft IP 的形式，若都沒有經過矽驗證(Silicon Ap-

prove)，是否可行仍會存在疑意，也會受到買家的質疑。因此，對於矽智財專業商而

言，能夠透過第三單位進行驗證與使用，或是能夠讓顧客很容易在其內部進行研究與

驗證，方能確信所售出之矽智財可行。譬如個案 B1 創意就描述這些矽智財專業商藉

由創意的平台來驗證他們矽智財的可行性的重要性： 

[B1：黃處長]…如果說 third party 的 IP，在我們這個 platform 上驗證過，那 OK，

他們可以 claim 我們在某某公司的系統上某個東西驗證過，而且有 reference 版，你可

以拿回去 try。這個對 IP vendor 很重要，所以這個 platform 變成我們要挑，那個 IP 
vendor，我們覺得好，我們才要放。 

 

(二) 矽智財交易中心之成熟度 

本子類別主要包含了「矽智財交易中心可行性」及「矽智財交易中心之成功條件」

等二項編碼，說明如下。 

1. 矽智財交易中心可行性 

矽智財交易中心(SIP MALL)是產業界認為在網際網路發達的情況下，可以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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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經營模式。然而，從目前有正式成立矽智財交易中心的創意與智原，或者使用者

的角度來看矽智財交易中心的可行性，大致可瞭解其困難度。譬如，個案 B1 創意認

為晶圓廠各陣營無法整合，以及交易中心經營者與提供者間的利益衝突，是導致失敗

的主因： 

[B1：黃處長]…創意電子在經濟部業界科專計畫支持下，於 2003 年 8 月正式成立

「Taiwan IP Mall 矽智財交易中心」，提供數百個國內外各式各樣 SIP 供全球客戶選擇

採用。論及成敗…若從交易量來看，應該是失敗的，其中有很多是先天的因素…譬如

說 digital 的東西與 foundry 沒有關係，但 analog 的東西就非常重要…是與製程廠商相

關的…當初就是 TSMC 與 UMC 兩大 Camp，無法把它合成一個…，而且也沒有一個

中立單位能夠把它合成一個，就變成說我這邊只能做 TSMC 相關的東西，另外一邊只

能作 UMC 相關的東西…再加上就是說，我們來執行其實也是有 Interest conflict 的問

題，原因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有 IP，別人要把 IP 放進來，也覺得說不 make sense。 

個案 B2 智原從線上交易矽智財習慣以及驗證的角度，來說明失敗的原因： 

[B2：謝處長]…智原目前雖已領先國內廠商推出 SIP MALL 的服務，但目前主要

仍扮演仲介的角色，因為，產業在線上交易 SIP 的習慣和文化還沒有被建立起來。目

前智原幫忙介紹後，採取抽佣金的方式，然後後續服務及相關的支援，都還是由原廠

自己負責…用商業的術語，SIP MALL 所提供的是「寄賣(consignment)」的服務。 

個案 B3 瑞昱則從使用者角度表示，他們評估矽智財交易中心成功機會不大，因

為單從網路上很難看到矽智財的內容與品質，而且一般公司基於競爭力考量，也不太

可能將比較好的矽智財提供給交易中心。 

[B3：林處長]…我們有評估過，我們很困難去找到特別需要使用的 SIP，例如：一

個 ADC 要幾個 Bit，最主要是製程，如果以 Analog 來講他的製程是非常特殊，譬如

使用那幾道特殊的 Layer，可能都跟製程有關。當我們想 License 時，如果看到製程與

我們產品策略所選用的完全不一樣的時候，就很難去使用這樣的 SIP。 

[B3：林處長]…SIP Mall 成功的機會並不是很大，雖然有一些製造公司或系統公

司會提供比較好的 SIP 到 Mall 上交易，但對我們這類型公司而言，或許已經不是很

重要的 SIP，可能可以提供出去，但是最先進的 IP 應該不會提供出去。 

2. 矽智財交易中心之成功條件 

至於從現階段的產業環境中，矽智財交易中心成功的條件為何，個案 B1 創意認

為首先立場必須中立，至於業務應僅提供資訊服務、蒐尋容易且顧客管理完整，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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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特定晶圓廠的色彩等，較易成功。他們舉了一家國外成功的案例(Design & 

Reuse)： 

[B1：黃處長]…就目前全世界來看，SIP Mall 稱得上成功的，只有一家法國公司

Design & Reuse。這家公司自己完全沒有 IP…他們作的事情非常簡單，你在上面宣傳

你的 IP，Post 你的 IP，要交錢給他，但是你要查 IP 不用錢，基本上，全世界的人都

在上面查，因為是比較方便的一個地方。變成他的會員很多，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宣

傳地方，他是非常中立的的地方，沒有任何偏頗…他後面也沒有 Foundry，就只做 IP，
純粹只做 IP Index，所以他有辦法做起來。如果你是 IP公司，要把 IP放在他的 database
裡面，非得交錢給他。 

另外，創意亦認為現階段矽智財交易服務的內容應單純，陳意不宜過高，譬如

VSIA、ChipEstimate.com 等公司證明都不太成功： 

 [B1：黃處長]…之前雖然也有一家英國公司 VSIA 等，後來也不太 Work。但最

近又有一家新的公司叫做 ChipEstimate.com，他們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他們不只是

告訴顧客 Chip 的資訊，甚至還把 die size 估計出來…die size 是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其實代表的就是價錢的意思…要能估 die size，就必須有很多的 detail Information，才

有辦法估，所以也不見得 work。 

個案 B2 智原認為從他們實際經營交易中心的經驗來看，相關後續服務與支援仍

由原廠負責，才有可能成功： 

[B2：謝處長]…如果是比較謹慎的公司，在買 SIP 之前會要求必須先驗證過、以

確保沒有問題。甚至還會進一步地去 qualify。例如現在日本公司要與我們做生意，最

近一定會來 Audit 我們公司的 quality 和 system，這所涉及到的複雜度，並非像去個

雜貨店買個商品一樣簡單。 

個案 B3 瑞昱並沒有經營矽智財交易中心，但他們認為交易中心成功必須考量二

個層面，首先是由晶圓廠主導，要能做到矽驗證(Silicon Approve)，其次則是設計架

構要好，這樣拿到矽智財後，後端的工作就可以少： 

[B3：林處長]…SIP Mall 若從二個層面來看，第一個層面是 Silicon Approve，就

是 SIP 已經做好 Silicon，那因為它跟製程有關係，所以主導權最好就是由 Foundry 為

主。至於第二個層面，很有可能是一個 Design Architecture，譬如像 RCL 這樣的一個

架構，假設是這樣的話就比較有機會。問題關鍵在於從 SIP Mall 拿到 SIP 後，後端你

可能要做的功夫很大，所以並沒有很看好 SIP Mall，如果定位在共用 IP Library，也

許有機會，但是這個一般 IP 提供者都有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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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標準組織影響力 

國際標準的影響分為二個層次，一是技術標準的追隨，其涉及到公司積極投入與

標準有關之矽智財開發，通常成功機會較大。另一則是再用標準的進展，此涉及了廠

商間交換或交易矽智財的便利性。上述二個層面我們歸類為「標準組織影響力」之觀

念類別(如表 5.3.9)。 

表 5.3.9    觀念類別(8)—「標準組織影響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國際技術標準之跟隨  單獨售出成功矽智財與標準之關聯性 
 對國際技術標準之掌握與參與 

弱 ⇔ 強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設計再用標準進展性對再用之影響 慢 ⇔ 快 

來源：本研究。 

1. 國際技術標準之跟隨 

國際技術標準的制訂，一方面讓廠商創新活動可聚焦於標準規格範圍內之性能提

升，另一方面因交易成本降低，使得顧客購買之意願提高。因此，具技術競爭力的標

準矽智財，往往有機會成為市場成功的矽智財。譬如個案 B2 智原指出，他們的 Memory

及 USB，幾乎每個系統都會使用，對客戶產品的影響很可觀： 

[B2：謝處長]…若以智原再用最成功的 SIP，大概是 Memory 以及 USB。Memory
雖然聽起來很平常，但是，在 SoC 時代裡，每個系統裡面一定有它，少了它就做不成。

而且，Memory 涉及了 yield rate 好不好、品質好不好的問題，其實影響很大。根據智

原的經驗，雖然它是很 common 的東西，但是影響卻是非常可觀。由於智原從成立到

現在一直在精進，所有聯電客戶用的 Memory 都是智原作的。至於另外一個比較成功

的 USB，目前全世界使用到智原 USB 2.0 SIP 的 IC，大約超過十億顆以上，譬如像台

灣的大姆哥廠商幾乎都是用智原的 SIP。 

個案 B4 凌陽也舉出類似的實例，他們認為要能在市場上交易的矽智財，基本上

還是以技術為主，能經過市場磨鍊或通過嚴格標準測試，才會因市場的需要而產生交

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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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李副總]…目前凌陽不論內部或外部，被重複使用較多的，是像 USB 2.0 介面

這種屬於標準化的東西，幾乎每個產品線都用到。其他像 SATA 的 SIP，目前已經有

一些公司在用，是在凌陽現有的產品線用過還不錯，現在幾乎所有硬碟都用 SATA 了，

尤其在易 PC 熱門之後，很多人都要授權這組 IP。所以，重複使用最成功的，就是標

準規格的產品。 

2.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雖然廠商會針對設計再用制訂內部的規範，但產業間設計再用的標準，其實進展

有點緩慢，目前對公司間再用幫助不大。不過，個案 B2 智原認為，短期來看對再用

的影響很慢，但長期應有助益： 

[B2：謝處長]…目前產業在 SIP 設計檔案的交換上，已有標準組織在運作…即使

不同公司在使用，國際上也已經有制定的標準，所以各公司多會按照國際標準去做。

除非，有一些比較新的東西，還有沒國際標準的時候，可能會出現兩家公司不一樣的

情況。然而，從 SIP 的技術演進上，產業之間有關設計檔案的標準組織，其發展是不

是能愈來愈有效地促進 SIP 的 reuse，以巨觀來說，只要時間拉長一點，應該是越來

越正面的，但如果是微觀、短期來看，進展的速度會很慢。 

 

九、組織政策與文化 

「組織政策與文化」觀念類別(如表 5.3.10)在矽智財個案中，大致可歸納出「平

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自發性再用習慣」、「績效與再用之聯結程度」等三項觀

念。 

表 5.3.10   觀念類別(9)—「組織政策與文化」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整合完整矽智財組合之應用平台 
 整合平台所需之系統知識 
 整組矽智財授權之高價值性 

弱 ⇔ 強 

自發性再用習慣  工程師主動自發的再用習慣 弱 ⇔ 強 

績效與再用之聯結程度  矽智財再用率與考績之聯結 

 內部矽智財計價制度 

 外部矽智財計價制度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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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從四個個案中發現，半導體設計業均未將焦點放在單一的矽智財上面，而都在行

銷一個 Total Solution 的概念，也就是用平台架構預先把矽智財整合好、軟體驅動程

式寫好、甚至連應用軟體也寫好，這已經成為一種以平台為基礎的矽智財價值觀。譬

如個案 B1 創意指出： 

[B1：黃處長]…不只是 IC，所有的產業到最後都是 total solution 的概念，你不只

是賣麵的，我還要醬油、辣椒醬一定要，總不能我吃牛肉麵，還要到外面買辣椒醬，

一定都要幫你準備好。SIP 公司 platform 概念也是一樣的，不會說我現在要做這個，

SIP 自己買，或是我幫你買，買來，對不起 driver 要自己寫。所以 platform 概念就是

我們把 IP 預先整合好，軟體 driver 先寫好，甚至連 application software 先寫好，你

可以一些東西不要的，把它拉掉，你要加入新的東西，就加進來。 

像個案 B2 智原也認為他們的核心能力包括整合矽智財平台，並同時掌握相關的

領域知識。個案 B3 瑞昱也表示他們也是採用平台整合為基礎，採用公開且標準的界

面，提供系統廠使用晶片。至於個案 B4 凌陽也認為單獨授權出去的矽智財較無價值，

應偏重於將產品設計之整組 SIP 進行授權。 

2. 自發性再用習慣 

有關於矽智財之再用習慣，四個個案均表示並沒有特殊的誘因機制鼓勵再用。若

加以分析，個案 B1 與 B2 係設計服務業型態，矽智財再用本來就是其每日運作的基

礎，且累積的矽智財數量也符合再用的經濟性；至於個案 B3 與 B4 雖屬於晶片產品

廠商，但因成立夠久，累積之矽智財數量多，員工可以透過矽智財管理系統產生再用

的效益。綜合這些原因，觀察四個個案之員工基本上都已養成自發性再用習慣。 

 [B1：黃處長]…鼓勵內部 SIP Reuse 機制？早期在還沒有 IPM 系統以前，工程師

無法知道公司有什麼 IP，每個團隊都是為了某個 customer design 的 IP，用完了就放

在 workstation 裡邊，沒有人知道，有了 IPM，PM(program manager)就可以去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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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東西已經有了，不用再東問西問，問一個公司內 10 年的老人，7 年前的 project
做的東西。 

[B2：謝處長]…鼓勵 SIP 再用的機制對我們來說比較沒有問題。因為智原已經做

出很多的 SIP 可供使用，只要公司內部各單位有需要，就一定會來申請使用。這部分

對一般的 design house 相對上比較有問題，但對智原而言已成為內部的文化，尤其是

對一家對外以 SIP 做為標榜的公司而言… 

3. 績效與再用之聯結程度 

有關於研發部門績效管理是否能與矽智財再用聯結在一起，並不是一個單純的議

題，譬如個案 B2 智原指出其困難性在於每個矽智財的差異非常大： 

[B2：謝處長]…即使擁有這樣的系統，研發部門的績效很難與 SIP 聯結。雖然，

智原內部有一定的管理機制，但是因為還沒有辦法像事業部門那樣計算到 Revenue，
所以帳也無法拆的很清楚…我們比較沒有在 count「被使用多少次」。這是因為 SIP 之

間特性差異很大，舉例說 memory 這東西，100 個 project 裡面有每個都要用，那如果

是 USB 這種，100 個 project 裡面 50 個要用，CPU 這種的可能就是 100 個 project 裡
面只有 10 個要用。所以，光用次數來衡量也不對，即使用比重也無法作衡量。況且

SIP 有大有小，那大的開發時間和成本也比較多，況且這東西理論上，在外面銷售的

單價也比較高，所以現在我們還沒把這些客觀的因素放進價格裡，還沒把這些計價的

基準算出來。 

但是個案 B3 瑞昱則表示，他們對於常被同仁使用的矽智財，會適當回饋到考績

的衡量上。而個案 B4 凌陽為了提升再用績效，他們發明了一種”共乘”計價的方法，

基本的操作原則是後面的使用者必須支付費用給先前使用者，最大的優點是加速推

廣： 

[B4：李副總]…對於鼓勵 SIP 重複使用的機制，當凌陽從外面買一個 SIP 進來，

當然得花成本，但這樣的成本該掛給誰？基本上，用的人會分攤這些錢，如果再用之

後，這些重複使用的人會支付費用給先前使用的人，也就是說，如果有人再用，先前

的人就能回收，所以他們也會鼓勵別人使用這樣的東西。當然對後者的誘因是，他可

能只要花市價的一半，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東西。以此推算，當後面三、四層使用者，

每個人都只要市價四分之一就能拿到這樣的東西，所以當我拿到一個這樣的 SIP，內

部也會向外部推廣，集大成之，這樣也沒什麼不好。這是指外部 IP，當然內部 IP 也

會有一個類似的計價機制。(共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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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整理完成開放編碼之九項高階觀念性類別之後，我們大致上獲得了如圖 5.4.1 所示

的一個暫現的理論(an emergent theory)，有助於思考如何建構理論。接著，我們同樣仿

照第四章作法，按照編碼典範將各類別聯結起來，讓資料重新組合在一起。主軸編碼

過程大致上包含了五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連結因果條件(causal conditions)與現象

(phenomenon)連結起來；第二個步驟是連結脈絡(context)與現象；第三個步驟連結中介

條件(intervening conditions)與行動/互動策略(action/interactional strategies)；第四個步驟

是連結因果條件、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第五個步驟則是連結行動/互動策略與結果

((consequence) 。 

(一)因果條件與現象之連結 

從研究的目的可以明確瞭解，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半導體設計公司「導入矽智財與

再用」現象，其背後的系統性因素，而因果條件正是半導體設計公司希望「提升競爭

力與績效」之動機。因此，其連結關係如圖 5.4.2a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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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設計生產力

•降低製程成本

•矽智財獨特性

•系統觀念與知識

組織政策與文化

內 部

共用矽智財開發部門
Related BURelated BURelated BURelated BU共用矽智財使用部門

• 研發團隊知識與技術
能力

晶圓廠引導力 標準組織

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

• 國際技術標準之追隨
•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製程矽智財之提供者
•設計服務結盟者
•市場資訊提供者
•先進製程技術領導者

SOPsSOPsSOPsSOPs元件研發計畫

: ::

SOPsSOPsSOPsSOPs
專案或產品
開發計畫

: ::

• 矽智財開發與再用決策
機制

• 矽智財開發流程管理
• 開發矽智財供內部使用

之因素
• 開發矽智財供外部使用

(分工)之因素
• 矽智財內嵌技術深度或

獨特性
• 開放矽智財可用性

平台演進力
•系統化再用能力

- 以IT為基礎之管
理系統

- 促進再用之管理
作為

外 部

市場異質性

• 蒐尋內部/外部矽智財能力
• 部門內客製化或開發特定矽

智財能力

• 採用內部矽智財之
考量因素

• 採用外部矽智財之
考量因素

•促進平台演進因素
- 矽智財平台應用情境適
切性及累積性

- 平台矽智財之完整性與
相容性

- 平台矽智財與製程矽智
財之結合性

-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 工具業者之角色
- 矽智財自動整合工具

•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 自發性再用習慣
• 績效與再用之聯結程度

• 市場類型
• 累積顧客聲音之機制
• 顧客之競爭力需求

•矽智財專業商成熟度
- 矽智財專業商產業地位
- 全球性矽智財專業商之
成功條件

- 設計可驗證性

•矽智財交易中心成熟度
- 矽智財交易中心之可
行性

- 矽智財交易中心之成
功條件

 

圖 5.4.1    開放編碼獲得之暫現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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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脈絡與現象之連結 

從研究中可以發現，半導體設計公司「導入矽智財與再用」現象，必須考量的脈

絡因素主要包括矽智財供給面之「晶圓廠引導力」，以及矽智財需求面之「市場異質

性力」兩項，其連結關係如圖 5.4.2b 所示。 

(三)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之連結 

行動/互動策略(action/interactional strategies)，乃是針對某一現象在其可見的、特

殊的一組條件之下，所採取的管理(manage)、處理(handle)及執行的措施。脈絡(context)

係指與某一現象有關的一組特定性質，其意謂著一組特定的條件，而行動者在這些條

件下，為了回應某一特定現象，或加以管理(manage)、處理(handle)、執行，而會採

取的一些行動/互動性質的策略。由於行動/互動策略，通常較屬於公司特定因素(Firm 

Specific Factors)，我們則歸類出包括，「共用矽智財開發部門技術力」、「矽智財使用

部門之再用力」、「平台演進力」與「組織政策與文化」等四項，其連結關係如圖 5.4.2c

所示。 

(四)因果條件、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之連結 

主軸編碼典範中，將因果條件與脈絡等兩類別與行動/互動策略相連結，乃是意圖

檢視該兩類別對行動/互動策略是否具有加乘的效果。由於本研究中之因果條件已將

之簡化為「提升競爭力與績效」之動機，因此較毋須探討此加乘效果，經整理其連結

關係如圖 5.4.2d 所示。 

(五)行動/互動策略與結果之連結以及中介條件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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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consequence)意指行動/互動的結果，此處意即指「績效與競爭力」是否提升。

至於中介條件(intervening conditions)，可視為某個現象的較為寬廣的結構性脈絡，也

是一組足以促進或抑止行動/互動措施的條件。本研究歸納出中介條件包括「矽智財

提供者成熟度」與「標準組織之影響」等二項。如圖 5.4.2e 所示，行動/互動策略所

產生的結果，會受到中介條件之影響。 

(六)主軸編碼之統合 

經過上述主軸編碼程序，經統合後之整體連結關係如圖 5.4.2f 所示。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因果條件/結果因果條件/結果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系統觀念與知識

矽智財獨特性

時程需求

提高設計生產力

製程成本
導入矽智財

與再用

現 象現 象

圖 5.4.2a   矽智財主軸編碼--因果條件與現象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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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矽智財
與再用

現 象現 象

脈 絡脈 絡

市場異質性

顧客類型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顧客之競爭力需求

矽智財需求面脈絡
晶圓廠引導力

製程矽智財提供者

設計服務結盟者

市場資訊提供者

先進製程領導者

矽智財供給面脈絡
脈 絡脈 絡

脈 絡脈 絡

 

圖 5.4.2b   矽智財主軸編碼--脈絡與現象連結 

研發部門技術力研發部門技術力

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
‧研發團隊之知識與技
術能力

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
‧矽智財開發與再用決
策機制

‧矽智財開發流程管理
‧開發矽智財供內部使
用考量因素

‧開發矽智財供外部使
用考量因素

‧矽智財內嵌技術深度
或獨特性

‧開放矽智財可用性

平台演進力平台演進力

系統化再用能力
‧IT為基礎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作
為

促進平台演進因素
‧矽智財平台應用情境

適切性及累積性
‧平台矽智財之完整性

與相容性
‧平台矽智財與製程矽

智財結合性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工具業者角色
‧矽智財自動整合工具

使用部門再用力使用部門再用力

使用部門之能力
‧蒐尋內部矽智財能力
‧蒐尋外部矽智財並內
化之能力

‧部門內客製化能力
‧開發特定矽智財能力

專案/產品計畫運作
‧採用內部矽智財之考
量因素

‧採用外部矽智財之考
量因素

組織政策與文化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習慣
‧積效與再用聯結程度

脈 絡脈 絡脈 絡脈 絡

晶圓廠引導力

矽智財供給面脈絡 矽智財需求面脈絡

脈 絡脈 絡

市場異質性

行動/互動策略行動/互動策略

 

圖 5.4.2c   矽智財主軸編碼—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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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演進力平台演進力

組織政策與文化組織政策與文化

研發部門技術力研發部門技術力 使用部門再用力使用部門再用力

脈 絡脈 絡脈 絡脈 絡

晶圓廠引導力

製程矽智財提供者

設計服務結盟者

市場資訊提供者

先進製程領導者

矽智財供給面脈絡

市場異質性

顧客類型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顧客之競爭力需求

矽智財需求面脈絡

脈 絡脈 絡
行動/互動策略行動/互動策略

因果條件/結果因果條件/結果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矽統觀念與知識

矽智財獨特性

時程需求

提高設計生產力

製程成本

 

圖 5.4.2d   矽智財主軸編碼--因果條件、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連結 

平台演進力平台演進力

組織政策與文化組織政策與文化

研發部門
技術力

研發部門
技術力

使用部門
再用力

使用部門
再用力

行動/互動策略行動/互動策略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因果條件/結果因果條件/結果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系統觀念與知識

矽智財獨特性

時程需求

提高設計生產力

製程成本

開放元件成熟度
數量及可用性

風險

國際大廠支持力

開放社群之貢獻

中介條件中介條件 中介條件中介條件

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
矽智財專業商成熟度

矽智財交易中心成熟度

標準組織之影響

國際標準組織之跟隨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圖 5.4.2e   矽智財主軸編碼--行動/互動策略與結果連結及中介條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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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績效與競爭力

提升

中介條件
•夥伴廠商整合力
•開放元件成熟度
•組織政策與文化

脈絡
•國際IT大廠主導力
(弱↔強)
•市場脈絡(B↔C)

行動/互動策略
•研發部門技術力
•使用部門再用力
•平台演進力
•組織政策與文化

因果條件
提升績效與競爭力

之動機

現象
導入矽智財

與再用

中介條件
•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
•標準組織之影響

脈絡
•晶圓廠引導力
•市場異質性

 

圖 5.4.2f   矽智財主軸編碼—主軸編碼統合 

 

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節根據前面四節之分析，彙整出四個個案之跨個案比較如表 5.5.1。從個案公司

元件化背景、組織構型、以及編碼過程中，可以發現，以矽智財作為競爭策略的半導

體設計公司，都不約而同地逐漸導引到建構內部矽智財平台，而透過公司常規與產業

互動因素之運作，平台上的共用矽智財與特定(領域)矽智財持續進行著創造、引入、

演化與再用等活動，故使得這種平台本身能夠動態成長與演進，進而促使公司之績效

與競爭力能夠提升。換言之，以矽智財作為競爭策略之半導體公司，其競爭優勢來源

更精確地說，應該是奠基於平台上之內外部矽智財動態組合能力，能夠快速回應市場

與環境的快速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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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5.1 中，若以公司常規與產業互動因素分別審視，可以看出四個個案公司雖

然其產業區隔不同，但公司常規之一致性相當高，而產業互動因素方面差異則稍大。 

1. 公司常規：包括了研發部門技術力、使用部門再用力、矽智財平台演進力及組

織政策與文化等四大項，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矽智財平台演進力方面，B1

與 B2 屬於設計服務之經營型態，其建構之平台較 B3 或 B4 更具共通性與彈性，

以因應不同客戶之需求。並且，個案 B1 與 B2 分別與晶圓廠結盟，亦使其高階

製程矽智財、矽智財組合(portfolio)多樣化程度、自動化矽智財整合工具之發展

等，與 B3 及 B4 有所不同。至於組織文化部分，B1 與 B2 因公司核心業務即為

矽智財，故並未特別設計再用之績效。至於其他項目顯示一致性頗高。 

2. 產業互動因素：包括了晶圓廠引導力、市場異質性、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標

準組織影響力等。晶圓廠引導力方面，晶圓廠免費或透過設計服務業提供製程

矽智財，是引導產業成員採取矽智財策略開發產品之主因之一，尤其透過與設

計服務業的結盟，更可多方運用結盟力量，向產業推廣矽智財發展模式及提供

先進製程矽智財，加速產業導入新製程。市場異質性方面，B1 與 B2 其主要顧

客對象是眾多的 IC 設計業，故其異質性適中，而 B3 與 B4，因為其產品為系

統晶片，而顧客為系統產品廠商，通常晶片多是根據特定應用所設計出來，故

其異質性較低。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方面，B1 與 B2 皆曾試圖經營矽智財交易

中心(SIP Mall)，故對於該類型提供者較為熟悉，而 B3 與 B4 主要交易對象仍

然是矽智財專業商(e.g. ARM, MIPS..)。至於標準組織影響方面，國際技術標準

的快速跟隨，往往因為能夠及時提供相對應的功能方塊矽智財，會讓公司享受

到較立即的成果；而再用標準則由於擴散與推廣困難，影響較為緩慢。 

 

207



表 5.5.1    矽智財產業跨個案比較 

個案名稱 B1：創意 B2：智原 B3：瑞昱 B4：凌陽 
矽智財平台屬性  多媒體、無線通訊、高速網

路應用等矽智財平台 
 通訊、顯示器、多媒體等矽

智財平台 
 網路、電腦周邊、多媒體、

超寬頻(UWB)等矽智財平台

 家庭應用、多媒體、通訊等

矽智財平台 
平台矽智財主要來源     

製程矽智財  台積電、自行開發  聯電委託開發、自行開發  晶圓廠、矽智財業者  晶圓廠、矽智財業者 

平台共用元件  研發工程處、矽智財提供者  研發部門、矽智財提供者  研發中心、矽智財提供者  研發中心、矽智財提供者 

平台領域元件  研發工程處、矽智財提供者  事業部門、矽智財提供者  各事業部門、矽智財提供者  平台事業群、矽智財提供者 

績效與競爭力需求  提升設計生產力與降低成本

 提升獨特性與系統觀念 
 提升設計生產力與降低成本 
 提升獨特性與系統觀念 

 提升設計生產力與降低成本

 提升獨特性與系統觀念 
 提升設計生產力與降低成本 
 提升獨特性與系統觀念 

公司常規(Internal Routines) 
研發部門技術力     

部門組成與機制  團隊之系統知識與技術能力

 先進設計流程之結合 
 

 團隊之系統知識與技術能力 
 共用矽智財研發部門化 

 團隊之系統知識與技術能力

 共用矽智財研發部門化 
 團隊之系統知識與技術能力 
 共用矽智財研發部門化 

矽智財研發計畫運

作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及開發

Roadmap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掌握產品應用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及開發

Roadmap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掌握產品應用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及開發

Roadmap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驗證載具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及開發

Roadmap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驗證載具 

使用部門再用力     

使用部門能力  內/外部矽智財蒐尋能力 
 客製化/開發特定係智財能力

 內/外部矽智財蒐尋能力 
 客製化/開發特定係智財能力 

 內/外部矽智財蒐尋能力 
 客製化/開發特定係智財能力

 內/外部矽智財蒐尋能力 
 客製化/開發特定係智財能力 

專案/產品計畫運作  內部矽智財：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客互指定、品質

保障、價格與競爭力、可靠

度與配套週邊(e.g.文件、軟體

等)、時程、建立內部支援能

量 

 內部矽智財：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客互指定、品質

保障、價格與競爭力、可靠

度與配套週邊(e.g.文件、軟體

等)、時程、建立內部支援能

量 

 內部矽智財：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客互指定、品質

保障、價格與競爭力、可靠

度與配套週邊(e.g.文件、軟體

等)、時程、建立內部支援能

量 

 內部矽智財：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客互指定、品質

保障、價格與競爭力、可靠

度與配套週邊(e.g.文件、軟體

等)、時程、建立內部支援能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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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矽智財產業跨個案比較(續) 
個案名稱 B1：創意 B2：智原 B3：瑞昱 B4：凌陽 

矽智財平台演進力     

系統化再用能力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初期強

制、內部免費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初期強

制、內部免費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初期強

制、內部免費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初期強

制、內部計價 
平台演進之促進  特定應用市場為發展載具 

 內部完成驗證，並累積多樣

化矽智財組合(portfolio) 
 平台矽智財共通性、完整

性、與相容性 
 製程矽智財結合性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矽智財整合工具 

 特定應用市場為發展載具 
 內部完成驗證，並累積多樣

化矽智財組合(portfolio) 
 平台矽智財共通性、完整

性、與相容性 
 製程矽智財結合性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矽智財整合工具 

 特定應用市場為發展載具 
 內部完成驗證 
 平台矽智財完整性與相容性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特定應用市場為發展載具 
 內部完成驗證 
 平台矽智財完整性與相容性 
 矽智財再用設計規範 

 

組織政策與文化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 
 績效與再用連結 

 平台為基礎之矽智財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 
 績效與再用連結 

產業互動因素(External Factors) 
晶圓廠引導力  提供製程矽智財 

 設計服務結盟、提供市場資

訊、領導先進製程 

 提供製程矽智財 
 設計服務結盟、提供市場資

訊 

 提供製程矽智財  提供製程矽智財 

市場異質性  異質性適中(設計服務)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顧客競爭力定位與需求 

 異質性適中(設計服務)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顧客競爭力定位與需求 

 異質性低(IC 產品)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異質性低(IC 產品)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矽智財提供者成熟度  矽智財專業商成熟度 
 矽智財交易中心成熟度 

 矽智財專業商成熟度 
 矽智財交易中心成熟度 

 矽智財專業商成熟度 
 

 矽智財專業商成熟度 

標準組織影響力  國際技術標準之跟隨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國際技術標準之跟隨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國際技術標準之跟隨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國際技術標準之跟隨 
 設計再用標準之進展 

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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