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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現有的前十大設備商平均成立超過三十年，這麼多年來除了有新材料和製程

的改善外106，廠商和客戶主要核心製程的技術並沒有太多結構性的改變，而且產

業再經過整併整後，各家廠商都各自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合作的客戶。對於晶

圓設備廠商而言，其反應室的製程、相關改善方法和設備機構是競爭力的指標，

晶圓設備廠商必須做好智財管理保護其研發成果，不像 IC 製造商，設備商必須

透過製程專利全球化佈局取得智財和市場的先機才能持續生存和成長，特別是面

對 65 奈米以下製程的所投入的大量資源。對於設備商而言，一個產品的生命週

期也許只有 3~5 年，但一個製程的技術生命週期卻可能高達十年以上，而且可以

利用改良方法延長。以現在半導體廠會用到的設備不外乎是 Photo、Etch、

CVD、PVD、RTP、CMP、ECP 和 Clean 等107，廠商都必須投入 2 年以上的研發

資源在每一個新的製程上，因此不難推測在所有已量產晶圓製程步驟和未來的新

技術上，各家廠商早已撒下綿密的智財網。 

其在推進奈米製程後，面對終端市場的飽和壓力，設備商的面臨很大的挑

戰，不只研發投資的金額大，而且市場的變化劇烈。為了維持競爭力，設備商必

須盡可能利用既有設備模組，同時還要不斷研發新的製程技術和和全球領先的晶

圓製造商合作，並在各地佈局其設備和製程專利。因此這幾年來，在技術資金門

檻極高的晶圓製程設備上，並沒有新的設備商可以從既有的業者搶得市場。新的

製程世代開發往往需要大量的資金和研發資源，因此晶圓製造商也會透過全球化

的技術聯盟合作以降低風險。而領先的晶圓製程設備業者可以運用其全球資源參

與各聯盟提早完成各製程驗證量產要求，同時利用此一優勢切入各晶圓製造商的

設備供應鏈。可以預期的是未來的市場只要出現大幅的衰退，設備市場的環境很

可能會出現另一波整併風潮。 

從主要半導體製造代工和記憶體市場分別來看其內容，台灣的晶圓製造商並

無法能夠完成主導設備採購規格。台積電和聯電雖然在製程技術上已經漸漸和國

際大廠同步，但是其營收成長要倚賴 IDM 大廠，在先進的技術上還是要與其合

                                                 
106 例如在化學研磨設備 CMP、銅製程和絕緣材料等。 
107 ECP 是在銅製程時新發展出來的設備需求，現在已經成為 12 吋銅製程的標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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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雙方對晶圓製程設備和製程規格要求是要有一致性的，這代表著在台積和聯

電在設備廠商和其產品選擇上必須和其客戶協商才能決定，尤其是在最先進的製

程。而在記憶體製造上，台灣既有業者的技術都必須來自國際大廠的授權或共同

開發，但其技術內容包括晶圓製程設備選擇，各製程規格，生產資料庫和相關製

程監控系統都必須和授權來源廠商一致。這代表著在晶圓製程設備這塊，如果設

備廠商沒有先經過國際領先大廠如 IDM 大廠 Intel、AMD、Sony、Freescale 和記

憶體大廠 Elpida、Qimonda、Hynix 等驗證，儘管產品沒問題，但是卻很難打入台

灣客戶的供應鏈。而這也代表著設備廠商必須有足夠全球運籌管理能力上和建全

財務，才有資源做全球化跨國銷售、研發合作和智慧財產佈局。 

台灣的半導體市場和晶圓製程設備產業的成長，其結果是終端市場和製造的

版圖移動。IC 製造商和晶圓製程設備技術和智財都主要掌握在外國廠商，技術、

智財和人才還在其手中。位於技術下游的台灣經過幾年來政府和企業的努力，特

別是晶圓製程設備業是產業的火車頭，必須能夠提供最先進的技術與產品支援能

力。在沒有整合產、官、學、研等資源和適合的智財管理規劃下，其自制化的結

果不高，同時也沒有建立起企產業的競爭力。因此如果要發展台灣的半導體產

業，相關企業一定要整合力量，在產業的關鍵聯盟組織發揮影響力，參與產業規

格制定的主導權。否則以未來技術的發展和量產投資動則以數百億來看，台灣可

能只有一兩家能夠參與。在最後本研究從市場和智慧資源規劃角度上提出結論與

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壹、 半導體設備市場、技術週期邁入成熟期 

終端半導體市場雖然仍有緩慢成長，可是晶圓廠謹慎控制資本支出和努力提

生產效率，使得半導體設備需求不但缺乏成長動能，市場波動性更大。尤其前幾

年 DRAM 衝。台灣市場的高度成長反應的是全球 DRAM 領導商的投資環境和策

略的移動，台灣半導體設備市場雖然已經在 2007 成為全球最大，其年規模也僅

僅接近 1/4，就技術內容來看，除了台積電和聯電主要的技術為自己研發，因此

在設備選擇上較有自主權外，其他的 DRAM 商都比較沒有決定設備廠商的自己

權，尤其是在最先進的製程。而在記憶體製造上，台灣既有業者的技術都必須來



91 

自國際大廠的授權或共同開發，但其技術內容包括晶圓製程設備選擇，各製程規

格，生產資料庫和相關製程監控系統都必須和授權來源廠商一致。這代表著在晶

圓製程設備這塊，如果設備廠商沒有先經過國際領先大廠如 IDM 大廠 Intel、

AMD、Sony、Freescale 和記憶體大廠 Elpida、Qimonda、Hynix 等驗證，儘管產

品沒問題，但是卻很難打入台灣客戶的供應鏈。而這也代表著設備廠商必須有足

夠全球運籌管理能力上和建全財務，才有資源做全球化跨國銷售、研發合作和智

慧財產佈局。 

奈米技術已經成為先進半導體製程的主流。在進入奈米製程時，銅製程和

Low-k 曾經是整個半導體產業遇到最大的瓶頸，這兩個新的製程和材料的應用，

也讓設備的產業生態起了一些變化。在銅製程和 Low-k 整合問題獲得解決後，IC

製造商才能順利的將摩爾定律推進到奈米製程。以台積電為例，最先進的晶圓製

程在 2004 年 90 奈米量產後，順利在 2006 年推進到 65 奈米，而且快速在 2008

年推出 40 奈米製程服務108。為了推進新世代的製程技術，IC 製造商必須要和設

備商一起合作克服新的挑戰如 Ultra Low-k、High k/Metal Gate 等，從 45 奈米

ALD/High-K 的專利分析可以看出一個新技術的研發到設備量產至少要 5 年以

上，市場需求成長需要 7 年以上，除了智慧資源規劃外，恐怕資金是新進入者的

一個很大的挑戰。先進製程設備商機在 2008 年後將會陸續湧現，在贏者可以全

拿的產業特性下，各家設備商必須要在研發甚至併購上，投入大量資源以搶得市

場先機，其中有 Intel、IBM 等 IDM 廠量產，其設備商的選擇已經底定，因此接

下來其他晶圓廠也都會以此為設備選擇的依據。在時間點與智慧資源的掌握上，

台灣廠商已經失去先機，更應該思考其他如太陽能、LCD 等產業的可能。 

貳、 高產業智慧資源門檻 

現有前十大晶圓製程設備商已經占有超過 7 成的市場。除了資金外，現有的

廠商在全球化人力資本、關係資本、智財佈局和流程資本上都建立了極高的門

檻。經過多次的景氣循環，晶圓設備產業已經成為少數廠商全球激烈競爭的環

境，特別是仍有兩家設備供應商以上的產品線。對於客戶而言，購買設備的主要

                                                 
108 除了克服微影技術、Cu 和 Low-k 挑戰外，台積電可以順利地遵循摩爾定律將技術推進到

90/65 奈米甚至到 40 奈米的量產時程(roadmap)，主要是這三個世代技術的差別主要是在於元件縮

小的整合問題，而沒有新的製程挑戰，所以在解決 90 奈米的製程困難後，65 和 40 奈米的問題就

相對比較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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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來自於廠商製程能力和成本的優勢。除了少數關鍵製程由一家壟斷外，客戶

都可以在每一個新製程世代(Technology node)找到兩家廠商評估設備和技術需

求。在贏者全拿的壓力與吸引力下，在每一個新製程世代的銷售週期中，晶圓設

備商都必須要充分利用智慧資本化的效益，掌握客戶的技術、量產時程，才能確

保生存空間。 

在發展策略上，為面對高技術競爭但是低成長的產業環境，晶圓設備商必須

要透過併購和其核心技術相關新事業才能同時整合既有智慧資源和創造成長。晶

圓製程演進至今超過三十年，在各階段的製程世代演進都有新的材料和製程方法

突破得以順利維持摩爾定律。雖然卻仍未出現可取代半導體製程的技術，但是相

對現有的製程技術也大多發展成熟，尤其奈米以下製程的整合困難和所需資源也

讓晶片製造和晶圓製程設備商在新製程和材料的選擇更為謹慎。從 AMAT、

TEL、Lam 和 NVLS 的專利數量趨勢也可以印證此一論點，然而各家的研發支出

卻無法縮減，仍就因為市場飽和的情況下，而必須配合晶片製造商在製程效能和

成本彼此激烈競爭，誰也不願失去市場，對於新的進入者而言，智慧資源規劃門

檻遠比其他產業來得高，也因此併購成為產業競爭下最有效率的策略，能夠隨著

產業和企業的發展，同步全球整合智慧資源也是現有廠商的優勢。 

參、 現有廠商開始發展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 

基於產業成長不再，各家廠商必須要在設備以外的市場創造新的營運動能，

特別運用在其完整的全球化智慧資源規劃平台，加速發展銷售後服務內容和資源

整合提供客戶更完整的解決方案包括零件、人員維修和提升產出，以增加營收。

在以往，廠商並不積極經營這塊市場，但面對設備市場的不穩定，在看到相關市

場的成長性後，各廠商也紛紛整合原有的零件與服務部門甚至併購相關企業。為

維護其利益下，現有廠商會全力阻礙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此外，由於半導體產

業已經進入成熟期，因此各家廠商都積極地擴大服務業務和跨足其他相關領域，

以 AMAT 為例，從 1999 年開始就開始運用購併策略發展新產品和新事業群，

1999 年併購日本 LCD 設備，2000 和 2004 間，為了進入量測市場，AMAT 也併

購了 Etec (光罩處理) 、Oramis/Chlun，從 2004 年起又開始拓展核心晶園製程設

備以外的業務，主要有 Fab services 和 Solar。Fab services 主要是在提供半導體廠

的耗材零件銷售、翻修和相關服務，雖然利潤較低，但是市場成長性高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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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而從 2006 年 AMAT 也開始跨足太陽能設備產業，而且以整廠技術輸出

(Turn Key Solutions)為策略。從 AMAT 的策略可以發現併購企業是進入市場最在

快、最好的方法。以智慧資源規劃的角度來看，AMAT 透過產業結構的分析，再

找到適合的併購企業整合其智慧資本成功進入新市場是台灣企業發展的最佳借

鏡。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晶圓製程設備業在智慧資源規劃從技術、人才、產品到全球化各方面都已累

積超過 20 年以上能量，這也是智慧資源規劃可以幫助企業思考與計劃的地方。

在成本與交期的壓力下，外國廠商已經有計劃和策略性地將零件開發、代工製造

等業務委外。在各製程設備種類上，國內已經有許多廠商從設備代理，往維修服

務、零組件翻修、零組件開發製造與設備模組開發等業務移動。半導體設備的零

組件、零組耗材市場逐年在成長，且對於台灣晶圓製造業者而言，也希望這些用

於前段設備零組件、耗材市場都能國產化。值得注意的是，如何利用智慧資訊規

劃的基礎佈局設備的供應鏈，以增加企業的競爭力和利潤，特別是透過現有晶圓

製程設備廠商的智慧資訊規劃分析，找出可以值得選擇的技術、資金和智財一

環，特別是利用併購國際級的企業快速取得智慧資訊規劃和整合的技術才是台灣

廠商在進入之前最重要的策略。在面臨市場、智慧資源與產業結構改變等產業挑

戰，從管理、技術和智財等角度分析的結果，本研究提出下面建議。 

壹、 分析十大晶圓製程設備商的營運模式和市場版圖移動找出切

入產業供應鏈的機會與策略 

為了能夠持續市占率，現有設備廠商必須策略性研發、製造與後勤區域化。

前十大廠商在 06 年占了市場近 60%的比例，在 07 年緩緩增加到 62%。而且

2005~2007 廠商的十大排名幾乎沒有什麼特別變化，這顯示整個設備產業的競爭

版圖大致底定，彼此都很難從客戶端搶得新設備市場。在歷經產業在經過多次的

景氣循環與版圖重整後，各家設備商在智慧資源規劃上都有各自的優勢，才能鞏

固其既有客戶與市占率。由於半導體製程技術發展成熟，因此廠商的資源主要在

提昇設備製程整合的能力，尤其是前段元件製程部分，為了共用資源，設備發展

走向模組化，除了製程反應室外，在不同的產品線上，廠商會盡量利用其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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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以減少不開發時間和生產成本。各產品線會的主要的競爭力是來自於設備製

程能力，接著才是穩定度的提升和成本的降低。以 CVD 製程為例，在客戶 90 奈

米量產前，設備廠商便會著手研發 65 奈米製程的新規格，如厚度(Thickness)、沉

積速率(Deposition Rate) 、均勻度(Uniformity) 和微粒標準 (Particle)。尤其是新

製程材料的研發如 Low-k，設備廠商必須耗費大量的人力、物力和時間才能開發

成功。為保護研發成果，廠商會在製程實驗階段就開始全球佈局準備，接著進行

相關製程改善和設備產品整合。因此廠商申請專利流程主要是先以製程方法

(Process)專利為主，然後再申請改善方法和產品相關專利。對於設備製程反應室

零件部分，廠商會先自行開發設計，和供應商簽署合約後才會委外代工，自己再

做整合的工作，以避免設備技術洩露。可見其對於相關智財的保護與整合之效

率。面對景氣的不確定，各家不管在成本、設備交期和庫存都有很大的壓力，若

是要切入設備的供應鏈，最關鍵的就是要深入研究前十大設備商的營運策略，從

智慧資本化、產業結構化和資訊網路化著手，如此一來，對於台灣設備相關產業

的發展，才能發揮很大的裨益。 
貳、 DRAM 產業要積極發展技術策略聯盟建立智財價值 

智慧財產既然是企業的核心競爭指標，必須透過製造程序或產品的產出才能

幫企業創造利潤。沒有和企業的營運機能整合，智慧財產不僅無法消極幫企業防

禦侵權訴訟，更無法發揮積極功效幫企業建立技術門檻和未來優勢。也就是說智

慧財產的客體、調查、申請、佈署、權能、維持、授權、轉讓、評價、技術移

轉、作價投資以及侵權訴訟業務，都必須要以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和產品結構為

基礎才有其功用。從 2005 年開始，台灣半導體產業每年都會有超過兩座的 12 吋

晶圓廠投入生產，每年總投資金額超過千億，各家研發費用也都超過一百億。特

別是 DRAM 製造業，在投入這麼多資源後，即使申請了許多專利，還是需要依

賴德商奇夢達、日商爾必達、美商美光和韓商海力士進行技術授權和移轉，對於

設備也沒有選擇權和議價優勢。可見其智慧財產的產出並無法為企業創造相對價

值，而只是用來複製、調整技轉生產線和提升量產後的良率上，以儘快獲利。以

台灣現有的 DRAM 產業的市場和投入資源，若是能透過策略聯盟的方式，集中

資源和授權廠談合作條例，不管是在技術深度、智財價值和採購議價上一定能發

揮作用，提高產業水準，擺脫純代工製造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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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台灣晶圓製造商要運用資本支出和共同研發優勢增加設備議

價空間 

一般而言，新製程技術規格制定與製程設備驗證、導入，會由晶圓製造商的

研發部門負責，而量產部門則是負責驗證設備量產的穩定度和效率的提昇，現有

的設備商必須要掌握研發與量產驗證兩個機會切入晶圓製造商的供應鏈。以晶圓

代工產業而言，台灣晶圓製造商已經有能力和設備商合作進行次世代製程研發，

而且是設備商極有分量的驗證客戶參考。因此，在投入許多的研發資源一起進行

設備驗證時，許多的製程技術是雙方共同發展，台灣代工業者可以利用此一優勢

增加議價權利。而對於 DRAM 業者而言，雖然技術與設備決定權大多受限於授

權母廠，但現有的策略多以共同研發為主，而且資本支出和其市場影響力夠，所

以可以利用此優勢和母廠一起採用雙供應商策略來驗證設備，增加和設備商的議

價權。 
肆、 零件代工業要加強系統整合能力，切入非關鍵性零件模組 

晶圓製程設備主要由控制平台，晶圓盒載具(Load port)、傳送室、晶圓反應

室和化學材料供應等模組所組成，各模組包括了硬體與軟體。各模組的運轉和整

合必須具備高可靠度及精密度才能讓設備達到晶圓製造商的量產標準，高系統機

電整合和特殊製程技術能力是設備商的核心價值。為降低庫存和製造成本，晶圓

製程設備商幾乎會將相關零件委外代工製造後再自行整合、組裝和測試。一般而

言零件種類可分為非關鍵性 (Non-critical)和關鍵性(critical)。非關鍵性零件不容

易影響到製程環境、轉換成本低、可取代性高，設備商通常會有多家供應商以取

得議價權。在關鍵性零件部分，由於轉換成本高，所以切入困難與時間會遠比關

鍵性零件市場大得多。 

晶圓製程設備一般由 10,000~20,000 個零組件組裝完成。以設備領導商

AMAT 為例，為了降低成本和設備技術保護，幾乎所有的設備的零組件，即使是

自訂規格的，都採取委外製造的策略，然後在美國的製造中心整合、組裝和測

試。對於大多數供應商有主導權，但零件一旦採用後就不易被更換。為增加議價

權，AMAT 也不斷在全球尋求新的供應商。設備商的策略是掌握核心整合技術，

單一零件委外和跨國多供應商策略。除非產品應用不受限於設備產業，否則零件

商得面臨每次 AMAT 在新設備時更換的壓力。而 AMAT 未來的主要供應商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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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發展單一零件 global sourcing 和多家供應商策略，尤其善用亞洲的低成本製

造能力為主，同時避免供應商有機會取得整合技術。 

在前段零組件、半導體設備的耗材如 Qauds、Rings 等產品上，已有包括慶

康、啟成、日揚等廠商已進行開發生產；至於在腔體的製造與處理上，已涉入或

少量進行實驗設備組件代工的廠商包含如公準、日揚、榮眾等廠商。此外在代工

部分沛鑫半導體挾鴻海在精密加工上的優勢，與應用材料、Anelva 等廠商合作；

東元集團專注於包含伺服馬達等產品，曾與南韓周星洽談合作；至於大同公司則

是希望以其重電領域的經驗與優勢，切入半導體設備配電系統的相關領域。在相

關代理商部分，包括崇越由代理國外半導體設備起家，再切入二手設備與零組件

代工，近來也推出自有品牌產品；帆宣主要為系統代理廠商，目前並自行生產零

組件，且跨足生產平面顯示器設備。雖然廠商眾多，但多集中在單一零件供應，

無法對設備商產生足夠的影響力，也無法增加企業技術深度、擴大規模與獲利空

間。 

除了選擇非關鍵性零件市場外，台灣廠商一定要走出零件代工，轉向模組整

合，才有不可取代的價值。然而設備商不會輕易釋出出機會和技術，因此，最

快、有效的方式就是購併相關的企業。透過分析廠商的供應鏈，找出適合標的和

購併計劃，才能快速取得客戶與技術，同時可以打入多家設備商的供應鏈。 

伍、 台灣現階段不適合直接切入晶圓製程設備產業 

以市場面而言，12 吋設備已經成為主流，但是根據 VLSI research 的研究，

設備商研發經費更達 8 吋晶圓的 9 倍，回收投資所需時間更長。雖然 12 吋晶圓

產出約是 8 吋的 2.25 倍，但設備售價卻只有 1.5 倍。另一方面，十二吋晶圓廠的

投資門檻也減少了許多的二線晶圓製造商，但是 12 吋的設備市場並沒有為設備

商帶來更大的營收和利潤。因為客戶變少，所需要的設備也變少，在產業鏈前端

的晶圓製程設備市場，不僅波動性大，而且規模也無法增加，隨著產業進入成熟

期，現有廠商也都面臨極大的營運壓力。 

以技術和智財面而言，現有的前十大設備商平均成立超過三十年，這麼多年

來除了有新材料和製程的改善外，廠商和客戶主要核心製程的技術並沒有太多結

構性的改變，而且產業再經過整併整後，各家廠商都各自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

合作的客戶。對於晶圓設備廠商而言，其反應室的製程、相關改善方法和設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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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是競爭力的指標，晶圓設備廠商必須做好智財管理保護其研發成果，不像 IC

製造商，設備商必須透過製程專利全球化佈局取得智財和市場的先機才能持續生

存和成長，特別是面對 65 奈米以下製程的所投入的大量資源。對於設備商而

言，一個產品的生命週期也許只有 3~5 年，但一個製程的技術生命週期卻可能高

達十年以上，而且可以利用改良方法延長。以現在半導體廠會用到的設備不外乎

是 Photo、Etch、CVD、PVD、RTP、CMP、ECP 和 Clean 等，廠商都必須投入 2

年以上的研發資源在每一個新的製程上，因此在所有已量產晶圓製程步驟和未來

的新技術上，現有各家廠商早已撒下綿密的智財網。  

以管理面而言，以 Lam 為例，其主要營收產品為蝕刻，為了保持其領先地

位，光是這在 2007 年就投資近 100 億台幣在研發支出上。這個金額遠大於國內

任何一家設備商或零件商的營收。更不用說 AMAT 超過 300 億的研發支出了。從

本研究的整理可以看出，即使沒有新的取代技術，廠商間的彼此的高研發的投資

競賽似乎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尤其在奈米技術後，客戶變少，但技術門檻要求更

高，廠商必須要在早客戶一步研發新製程技術，才能掌握市場先機，除了人才

外，更需要投資小型先進製程整合中心以隨時提供客戶產品驗證。這也是產品線

廣的公司如 AMAT 的優勢。為了維持競爭力，設備商必須盡可能利用既有設備模

組，同時還要不斷研發新的製程技術和和全球領先的晶圓製造商合作，並在各地

佈局其設備和製程專利。因此這幾年來，在技術資金門檻極高的晶圓製程設備

上，並沒有新的設備商可以從既有的業者搶得市場。新的製程世代開發往往需要

大量的資金和研發資源，因此晶圓製造商也會透過全球化的技術聯盟合作以降低

風險。而領先的晶圓製程設備業者可以運用其全球資源參與各聯盟提早完成各製

程驗證量產要求，同時利用此一優勢切入各晶圓製造商的設備供應鏈。可以預期

的是未來的市場只要出現大幅的衰退，設備市場的環境很可能會出現另一波整併

風潮。因此，以市場、技術和管理等條件來看，台灣企業實在不適合把晶圓製程

設備列為現階段發展重心，企業應該將資源聚焦在半導體封裝測試、面板、太陽

能和 LED 設備產業。 

陸、 結合兩岸製造、市場優勢建立零件與耗材市場智慧資源門檻 

在製程世代不斷向前推進，贏者有可能全拿的情況，誰能先和領先晶圓製造

商合作驗證產品技術與量產需求，就能搶得先機和大量生產時的定單。面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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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設備商要能做好供應鏈和庫存管理，將設備交期控制在三個月以應付客戶

的急單，此外市場轉往亞洲移動，擴大零件在地化生產已經不可避免。台灣半導

體設備相關的機會主要可以分為零組件、耗材兩部分。晶圓製程設備必須要不停

運轉，使用這些半導體機械設備必會產生磨耗，因此定期更換零件與耗材是維持

機器正常運轉所必須的程序步驟。而且半導體用零組件、耗材也是晶片良率的關

鍵。對於晶圓製造業者而言，也希望這些用於前段設備零組件、耗材市場都能國

產化，以增加供給彈性與降低成。而根據 IC insight，零件與耗材的市場在 2007

年達到 400 億美金，幾乎已超過半導體設備市場。其技術門檻遠低於設備，加上

結合兩岸半導體製造商的工廠與裝機數，其市場特性與潛力是值得台灣發展的。 

相關的零件市場方面，雖然設備廠商逐漸增加亞洲零件供應比重，但主要以

非製程相關的一般零件為主，多數廠商並沒有具備整合電子與控制的能力，為避

免零件商取得其技術，因此晶圓設備商有策略性地透過營業秘密和智財佈局控制

下游供應商。以現況而言，台灣的廠商只能代工非關鍵性的零件，而無法取得技

術與價格主導權。購併是取得智慧資源的最快方法也是半導體廠商在進入新領域

最常使用的策略，只要能夠找到適合標的，整合現有智慧資源規劃，在加上以兩

岸的市場需求優勢，台灣廠商還是有機會發展這塊市場。在半導體生產所需耗材

方面，關係著各家晶圓廠降低營運成本的主要關鍵，而且其應用面也可以延伸至

其他產業，台灣晶圓廠可以利用現有的製造和兩岸市場優勢，學習設備商的智慧

資源規劃策略和銷售流程的整合，在製程研發和量產流程同步結合相關廠商資

源，進行評估驗證，提高自制化比例。人力資本是累積其他資本的基礎，從研發

到出貨的維修服務，都需要全球化高素質的人才。透過人才，才能建立製程設備

的創新資本，吸引客戶建立關係資本，再經由流程效率的改善持續客戶滿意度。 

在設備銷售時，在各階段都需要企業的智慧資本優勢才能順利地推進銷售周

期，在研發階段要創新資本才能吸引客戶。在客戶 DTOR 的選擇上，則需要運用

客戶對技術、支援和重視的信任和基礎才能有競爭的優勢。在客戶試產的 PTOR

選擇上，需要有效率的流程資本才能在控制設備交期、生產成本和設備穩定持續

DTOR 的優勢，直到設備大量出貨後。在零件與耗材也可以參考廠商的銷售與智

慧資源的策略。以現有這麼多台灣廠商的資源，若能整併或者購併其他外國廠商

擴大生產規模取得智慧資源後，再結合兩岸生產優勢，儘可能參與世界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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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組織並發揮影響力，並參與產業規格制定的主導權，在技術、人才、

資金與全球化各方面建立基礎，才有可能建立屬台灣企業的產業進入門檻，也是

智慧資源規劃可以幫助相關企業思考與計劃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