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伍章 內在分析與優劣勢評估 
 

在第四章進行過個案公司外在環境的剖析後，本章將針對其本身所

具有的條件加以分析，找出目前具有的優勢與劣勢。這部分結合前面分

析整理出的機會與威脅，將有助於我們擷取目前面對的主、次要問題，

找出最佳之掌握機會與消除威脅的策略。 

 

第一節 個案公司簡介 

 

個案公司成立於民國七十六年，提供專業晶圓製造服務(即一般所

謂晶圓代工)。個案公司成功地開創了全球晶圓專業製造服務產業，也

成為全球最具創新能力的典範公司之一。 

 

個案公司提供客戶各類積體電路製程製造服務，例如0.18微米、

0.15微米以及0.13微米互補金氧半導體邏輯製程(CMOS Logic)、混和

訊號(Mixed-Signal)/射頻(Radio Frequency)製程、快閃記憶體製程

(Flash)、高密度嵌入式記憶體製程(Embedded Memory)、雙載子互補金

氧半導體製程(BiCMOS)以及矽鍺(SiGe)雙載子互補金氧半導體製程技

術，來充分滿足不同客戶的各種需求。 

 

個案公司在新竹設有十二吋晶圓廠一座(晶圓十二廠) ，八吋晶圓

廠(晶圓三、五、六、七、八廠) 五座，六吋晶圓廠(晶圓二廠)一座，

同時管理轉投資公司「世界先進」的部分產能。個案公司在台南正興建

一座十二吋晶圓廠(晶圓十四廠)，預計於民國九十二年開始量產。在海

外佈局上，個案公司擁有美國華盛頓州子公司「WaferTech」以及位於

新加坡的合資公司「SSMC」的產能搭配。 

 

個案公司位於有台灣矽谷之稱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個案公司股票

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及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掛牌上市。  

 

以下分別列出個案公司的相關重大紀事，以便對個案公司有更深入

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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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的相關重大紀事： 

 

民國76年  公司成立 

 

民國77年  美國辦事處成立 

 

民國79年  二廠模組A落成啟用 

 

民國80年  開始光罩製作服務 

 

民國81年  獲得國家品質獎 

二廠模組B落成啟用  

 

民國82年  取得ISO-9001認證 

歐洲辦事處成立 

三廠開工動土 

 

民國83年  股票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民國84年  四廠開工動土 

三廠落成啟用 

五廠開工動土  

年營業額超過美金十億 

 

民國85年  取得ISO-14001認證 

 

民國86年  四廠落成啟用 

南科製造暨研發中心晶圓六廠開工動土  

美國存託憑證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五廠落成啟用 

 

民國87年  取得QS-9000認證  

獲得國家發明金牌獎  

日本辦事處成立 

美國合資公司WaferTech晶圓廠開始出貨 

 

民國88年  與飛利浦合資設立之晶圓廠SSMC開工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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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德碁半導體公司股權 

十二廠開工動土  

宣佈與德碁半導體公司合併案 

 

民國89年  宣佈與世大積體電路公司合併案  

六廠落成啟用  

十四廠開工動土 

 

民國90年  十二廠正式進入量產規模 

     六廠銅製程進入量產規模 

 

民國91年  完成90奈米之製程研發 

 

一、產品結構 

 

（一）產品線 

 

個案公司僅提供客戶各類積體電路製程製造服務，即所謂之

晶圓代工服務，公司並不擁有最終之產品。此晶圓代工服務大致

可以依製程之技術層次區分，其中0.13微米為最先進之量產技

術，採用最先進之銅導線製程，0.15微米及以上之製程皆為傳統

的鋁製程。 

 

（二）銷售比重 

 

以2002年之銷售比重來看，個案公司主要的客戶則來自北美

地區，佔有營業額超過七成五的比重，其次則為亞太地區，佔有

近一成五的比重，接下來為歐洲及日本地區，分別佔有約百分之

五的比重。由此可見，北美地區是個案公司客戶的大本營，主要

原因是北美地區擁有全球最主要的IC設計公司，同時，北美地區

的IDM公司諸如TI及Motorola亦有較明顯之產能釋出動作。 

 

二、銷售量與市場佔有率 

 

個案公司的年銷售額於2000年達到高峰，總計達1662億台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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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成長了127%，接下來2001年全球不景氣，個案公司的銷售額下

滑了24%，達1259億台幣，2002年上半年景氣短暫回升，但下半年則

又繼續衰退，年銷售額總計達1609億台幣。 

 

個案公司2000年的全球晶圓代工市場佔有率達40%，2001年的市

場佔有率成長到43%，2002年持續成長，市場佔有率達高達43.5%，穩

居晶圓代工的領先地位。 

 

三、上、下游之關係 

 

依據第四章中產業結構之分析，在上游方面，晶圓代工業者的供應

商眾多，諸如製程設備供應商、晶圓供應商、工程承包商、化學品功應

商、系統及零配件供應商等等。其中最重要乃是製程設備供應商，就製

程設備供應商而言，由於個案公司的規模夠大及製程技術能力先進，設

備供應商須要與其維持良好之合作關係，才能使個案公司成為早期之設

備採用者，進而大量採購該公司之設備。相對而言，個案公司也須要製

程設備供應商提供先進之機器設備，以進行先進製程之研發。一般而

言，個案公司與上游廠商之關係密切。 

 

在下游方面，個案公司與其客戶的關係亦相當密切，由於產品在晶

圓代工廠的驗證時間相當長，個案公司也須其客戶的產品來作生產線的

驗證，長期的合作基本上已成為一種夥伴關係。 

 

四、配銷體系 

 

專業晶圓代工業者所提供給客戶的是製造上的服務，此服務的提供

不須額外的配銷體系來完成。 

 

五、組織架構 

 

個案公司之組織架構中董事長暨總執行長為同一人，其下設有副總

執行長、總經理暨營運長、財務長兼發言人、及法務長各一人，副總執

行長之下包括研究發展、資訊長、技術長；總經理暨營運長之下包括全

球行銷暨業務、人力資源、品質暨可靠度、資材暨風險管理、營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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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運組織二、及內部稽核等部門，組織架構基本上是一個功能性組

織。 

 

董事長暨總執行長 

副總執行長 財務長兼發言人 法務長 總經理暨營運長 

研究發展 全球行銷暨業務 

人力資源 資訊長 

品質暨可靠度 技術長 

資材暨風險管理 

營運組織一 

營運組織二 

內部稽核 

 

圖5-1 個案公司之組織架構 

 

六、股權結構 

 

個案公司之普通股股權分佈，依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之統計數字，政

府機關佔11.17%、金融機構佔4.62%、其他法人佔12.32%、外國機構及

外國人佔52.01%、個人佔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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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在策略分析 

 

策略分析的架構眾多，本節將以司徒達賢（民90）之策略架構，說

明個案公司之經營策略，就其產品線廣度與特色、目標市場的區隔與選

擇、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地理涵蓋範圍、競爭

優勢等構面予以分析。這部分的分析屬於前向推論，配合從關鍵成功因

素與外在分析得出的後向推論，將有助於修正目前的策略，制訂出滿足

未來變化較佳之策略。 

 

一、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個案公司僅提供客戶各類積體電路製程製造服務，即所謂之晶圓代

工服務，公司並不擁有最終之產品。此晶圓代工服務大致可以依製程之

技術層次區分，其中0.13微米為最先進之量產技術，採用最先進之銅

導線製程，0.15微米及以上之製程皆為傳統的鋁製程，製程之涵蓋範圍

相當廣泛，但基本上，個案公司仍僅提供晶圓代工之服務。 

 

二、目標市場的區隔與選擇 

 

個案公司之晶圓代工服務客戶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本身不具有晶

圓廠的IC設計公司；第二類是整合元件製造公司；第三類是系統業者。

根據先前之統計數字，Fabless客戶的營業額佔全部約七成之比重，IDM

公司佔約三成的比重，此二者是個案公司主要的目標市場。 

 

三、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 

 

專業晶圓代工業者在分工體系上僅專注於積體電路製程製造服

務，除非是特殊的案例或技術上有特殊的需求，個案公司之製造服務僅

局限於晶圓之製程服務，目前的分工經營模式相當的成功，但個案公司

仍會視客戶的需要而提供後段之測試封裝服務，目前無垂直整合之急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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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個案公司在新竹設有十二吋晶圓廠一座(晶圓十二廠) ，八吋晶圓

廠(晶圓三、五、六、七、八廠) 五座，六吋晶圓廠(晶圓二廠)一座，

同時管理轉投資公司「世界先進」的部分產能。個案公司在台南正興建

一座十二吋晶圓廠(晶圓十四廠)，預計於民國九十二年開始量產。在海

外佈局上，個案公司擁有美國華盛頓州子公司「WaferTech」以及位於

新加坡的合資公司「SSMC」的產能搭配，目前正在規畫上海八吋晶圓廠

之設立。以2003年第一季之產能規畫，其所掌握之季產能高達1,068,000

片八吋約當晶圓，遠超過規模最接近之競爭者，且極具規模經濟。 

 

五、地理涵蓋範圍 

 

以2002年之銷售比重來看，個案公司主要的客戶則來自北美地區，

佔有營業額超過七成五的比重，其次則為亞太地區，佔有近一成五的比

重，接下來為歐洲及日本地區，分別佔有約百分之五的比重。由此可見，

北美地區是個案公司客戶的大本營，主要原因是北美地區擁有全球最主

要的IC設計公司，同時，北美地區的IDM公司諸如TI及Motorola亦

有較明顯之產能釋出動作。 

 

六、競爭優勢 

 

（一）品牌 

 

個案公司創造了專業晶圓代工服務的第一品牌，以服務客戶

為導向，多年來本著誠信理念，決不與客戶競爭，在服務品質上，

更是獨創一格，在良率及交期上之表現更勝一籌，在全球的半導

體產業之知名度幾乎是無人不曉。除了品質之外，其品牌亦代表

著創新，專業晶圓代工服務本質上也是產業的一種創新。 

 

（二）技術 

 

個案公司擁有領先的技術，這裡的技術能力指的是IC製造之

製程技術。有先進的技術才能滿足客戶在高階製程的需求，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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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最先進之產品設計，在產品的效能上，達到最佳之表現。所

以，技術能力提供了個案公司的競爭力。 

 

本個案公司目前已擁有同步於世界IDM大廠之0.13微米銅製

程量產技術，此量產技術不僅運用在八吋晶圓廠，在十二吋晶圓

廠的驗證也已完成，目前正積極在擴充十二吋晶圓0.13微米銅製

程量產的產能，以解決高階產能的不足及滿足客戶的需求，同時

更可進一步累積十二吋晶圓廠最先進製程技術之量產能力。 

 

（三）低成本 

 

除了技術之外，個案公司擁有好的管理能力，簡單的說，就

是得以創造效能與效率，而降低晶圓製造的成本。同時，個案公

司對品質及良率也有相當好的表現，而公司的資源也皆利用於晶

圓製造之價值活動上，在晶圓製造的成本上，個案公司佔有決對

的優勢。 

 

（四）產能 

 

根據先前的討論，個案公司以在2003年第一季之產能規畫，

其所掌握之季產能高達1,068,000片八吋約當晶圓，遠超過規模

最接近之競爭者，擁有充裕的產能才足以滿足客戶之需求，提供

客戶在商場上競爭所須的武器。 

 

（五）電子商務服務 

 

以多年服務晶圓代工客戶之經驗，個案公司已建立了一套獨

特的電子商務服務模式，客戶可透過網際網路，隨時取得代工服

務的相關資訊，代工廠就如同是客戶的虛擬工廠，這整套的電子

商務服務對客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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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營績效分析 
 

過去策略與政策執行的成效，可以透過財務報表的檢視而獲得瞭

解。以下先針對個案公司本身於1998至2002年間的財務資料進行初步

的瞭解，再以該公司最近的資料與產業進行比較，以分析個案公司的經

營績效與策略執行的成效。 

 

一、營收成長情形 

 

半導體產業上一波景氣於2000年達到最高峰，個案公司之也於當

年完成合併世大及德碁兩家公司，以增加產能來滿足客戶需求，鞏固市

場佔有率，當年的營收達1662億台幣，成長率總計高達127%。在此之

前，於1998年及1999年兩年，個案公司也有穩健的營收成長率，其分

別為14.3%及45.6%。 

 

由於全球半導體產業於2000年過度擴充產能，以至於發生產能過

剩的問題，整個產業於2001年迅即跌入谷底，全球產值共計跌了32%，

個案公司營收雖也下跌24.3%，但表現仍優於產業。在2002年，個案公

司的營收成長率達28%的水準，預計在2003年也會有穩定的成長。 

 

表5-1 1998-2002部分財務資料 

單位：億台幣，%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營業收入 502.3 731.3 1662.3 1258.9 1609.6 

營收成長率（%） 14.3% 45.6% 127.3% -24.3% 27.9% 

營業損益 203.4 332.4 759.9 363.8 519.7 

稅前損益 136.5 241.1 638.4 106.6 271.1 

稅後損益 153.4 245.6 651.1 144.8 216.1 

淨利潤邊際（%） 30.5% 33.6% 39.2% 11.5% 13.4%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理。            

 

二、變現力比率分析 

 

在變現力比率方面，本研究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進

行檢視，個案公司的流動比率從1998年至2002年之間皆超過100%，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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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個案公司具有良好的短期償債能力。 

 

由於個案公司在2000年迅速擴充產能，流動比率雖有下降，但2001

年及2002年之流動比率已有明顯的改善。 

 

表5-2變現力比率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流動比率（%） 324.11 267.95 208.68 252.49 304.07 

速動比率（%） 273.86 233.95 178.13 211.92 264.11 

 

三、資產管理能力分析 

 

1. 平均收現期間（應收帳款/每日銷售額） 

 

個案公司的應收帳款平均收現期間約控制在50到60日之

間，2001年雖有上升的現象，但2002年已有很大的改善，甚至

已低於先前之水準。整體而言，平均收現日數的掌控相當穩健。 

 

2. 固定資產週轉率（銷售額/固定資產淨額） 

 

個案公司的固定資產週轉率約控制在0.7到0.8次之間，

2001年雖下跌到0.58次，但隨著景氣逐漸回穩、產能利用率提

升，2002年已改善至0.74，整體而言，個案公司應持續加強固

定資產的運用效能。圖5-2列出近兩年之季產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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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產能利用率 

 

3. 總資產週轉率（銷售額/資產淨額） 

 

在總資產週轉率方面，從1998至2000年都維持在0.4至

0.5次之間，2001年雖僅達0.37次，但隨著景氣逐漸回穩、產

能利用率提升，2002年的總資產週轉率已改善至0.44，個案公

司應持續加強資產的運用效能。 

 

表5-3資產管理能力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平均收現期間 61.85 50.82 47.42 68.61 40.20 

固定資產週轉率 0.68 0.82 0.80 0.58 0.74 

總資產週轉率 0.40 0.45 0.49 0.37 0.44 

 

四、負債管理能力分析 

 

由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檢視負債管理能力，個案公司

的負債比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整體而言，負債管理相當健全，在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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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2001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負債。 

 

表5-4負債管理能力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負債比率（%） 32.26 25.18 23.23 17.44 20.04 

 

 

五、利潤力比率分析 

 

1. 銷售利潤邊際（稅後淨利/銷售額） 

 

在銷售利潤邊際方面，從1998至2000年都維持在30至40 

%之間，銷售利潤邊際相當的高，2001年僅達11.5%，但應會隨

著景氣回穩而有所改善，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2002年的銷售

利潤僅小幅成長至13.4%，預期2003年會有較好的表現。 

 

2. 總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資產總額） 

 

在總資產報酬率方面，從19988至2000年都維持在平均約

14%至24%的水準，總資產報酬率相當不錯，但2001年僅達

4.76%，其主要乃是受到景氣劇降的影響， 2002年已略回升至

6.63%，隨著景氣逐漸回穩，2003年會有較好的表現。 

 

3. 普通股權益報酬率（稅後淨利/普通股權益） 

 

個案公司將20%的普通股權益報酬率列為營運目標之一，在

1998至2000年間，每年均達到此目標，2000年的普通股權益報

酬率更高達31.43 %，相同的情況，2001年僅達5.37%，其主要

乃是受到景氣劇降的影響，2002年已略回升至7.54%，隨著景氣

逐漸回穩，預期2003年會有較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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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利潤力比率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銷售利潤邊際（%） 30.5 33.6 39.2 11.5 13.43 

總資產報酬率（%） 14.04 18.19 24.12 4.76 6.63 

普通股權益報酬率（%） 19.99 23.98 31.43 5.37 7.54 

 

 

六、市場價值比率分析 

 

1. 本益比（每股市場價值/每股盈餘） 

 

個案公司之每股盈餘從1998至2000年都維持在每股2.5

元至每股5.7元之間，盈餘的表現相當突出，市場也給予極高的

評價，加上專業晶圓代工服務未來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本益比約

維持在25至40之間。2001年由於每股盈餘跌落至0.83元，但

市場仍對個案公司抱持樂觀的預期，本益比高達93，2002年的

本益比為59。 

 

2. 每股市價/每股帳面價值比率 

 

根據表5-6所示，1998年到2002年之間，每股市價/每股

帳面價值比率約維持在4到7.5之間。 

 

表5-6市場價值比率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平均本益比 39.69 36.14 25.62 93.61 59.12 

每股市價/每股帳面價

值比率 

7.25 7.44 6.88 4.95 4.24 

 

七、個案公司與產業之比較分析 

 

以下針對1998年至2002年投資報酬率、獲利邊際、成長率、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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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及管理效能等，進行個案公司與產業之比較分析，在此將以專業

晶圓代工服務業之最大競爭對手聯華電子公司作為產業之代表，比較之

結果以表5-7表示，以利於瞭解個案公司經營績效的表現。 

 

1. 投資報酬率 
 

在投資報酬率方面，個案公司這五年的權益報酬率幾乎為聯

電的兩倍，高達22.1%；個案公司五年的平均資產報酬率為

16.3%，遠大於聯電的9.7%；五年的平均資本報酬率為30.9%，

遠大於聯電的10.3%。不論是權益報酬率、資產報酬率、或是資

本報酬率，個案公司的表現均遠勝於其主要於專業晶圓代工服務

之競爭對手。 

 

2. 獲利邊際 
 

以近五年的平均總獲利邊際來看，個案公司之總獲利邊際高

達38.6%，遠大於聯電的10.8%；個案公司五年的平均稅前獲利

邊際及淨獲利邊際勝於聯電約三個百分點，此差距較小，主要是

因為聯電有其他之營業外收入，個案公司本業之獲利能力表現相

當優異。 

 

3. 財務比率 
 

在財務比率方面，分別針對負債/權益比率及槓桿比率進行

比較。以負債/權益比率來看，個案公司之負債/權益比率為

0.38，略高於聯電的0.31；個案公司平均之槓桿比率為1.06，

與聯電的1.08相近，整體而言，個案公司的財務槓桿運用仍較

為保守。 

 

4. 成長率 
 

以近五年的銷售成長率來看，個案公司之銷售成長率為

38.2%，高於產業的年成長水準，但低於聯電的51.6%，其主要乃

因聯電於2000年有五合一的合併案發生，個案公司雖亦有世大

及德碁的購併案，但對成長率的影響是小於聯電的合併案；另外

在EPS方面，個案公司五年的平均EPS為1.8元台幣，高於聯電

的1.3元台幣，可見個案公司的成本率及獲利表現均相當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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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效能 
 

在管理效能上，分別以應收帳款週轉率、資產週轉率、及存

貨週轉率來作比較。個案公司之平均應收帳款週轉率為6.5，與

聯電的6.3相當；個案公司平均的資產週轉率為4.2，高於聯電

的0.27；在存貨週轉率方面，個案公司的存貨週轉率為8.6，大

於聯電的6.0，由於可見，個案公司之管理效能方面的績效是勝

於其主要之競爭對手，也可看出個案公司的管理效能之表現相當

凸出。 

 

整體而言，個案公司本身的財務績效良好，相較於產業之表現突

出，在報酬率及獲利率方面，均勝過其最大之競爭對手。 

 

表5-7 個案公司與聯華電子之比較分析 

 

  個案公司 聯電 

投資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 

資產報酬率 

17.7 

13.5 

8.8 

7.5 

獲利邊際% 

 

總獲利邊際 

稅前獲利邊際 

淨獲利邊際 

38.6 

24.8 

25.6 

10.8 

21.3 

22.8 

財務比率 負債/權益比率 

槓桿比率 

0.38 

1.06 

0.31 

1.08 

成長率% 

 

銷售額 

EPS 

38.2 

1.8 

51.6 

1.3 

管理效能 應收帳款週轉率

資產週轉率 

存貨週轉率 

6.5 

0.42 

8.6 

6.3 

0.27 

6.0 

 

八、杜邦分析 

 

圖5-3係依據個案公司2002年度之財務報表資料，所作的杜邦分

析圖。根據杜邦圖分析，個案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為5.9%，使用的財務

槓桿不高，權益乘數為1.25，普通股權益報酬率為7.38%。整體而言，

個案公司財務結構健全，營運之獲利於2002年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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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報酬率 

7.38% 

總資產報酬率 

5.9% 

權益乘數 

1.25 

銷售獲利邊際 

13.4% 

總資產週轉率 

0.44 

銷售額 

$160,691 

資產總額 

$370,014 

固定資產 

$217,192 

流動資產 

$94,747 

其他資產 

$58,075 
現金及約當現金 

$61,657 

應收帳款 

$9,495 

銷售額 

$160,961 

稅後淨利 

$21,610 

總成本 

$139,351 

銷貨成本 

$108,994 

營業費用 

$17,791 

所得稅 

$5,502 

非營業費用 

$7,064 

存貨 

$10,340 

X 

X 

其他 

$13,255 

銷售額 

$160,961 

圖5-3 杜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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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及管理政策分析 

 

由上述有關個案公司的經營策略與經營績效分析，以對其策略藍圖

與競爭利基有所瞭解，以下將進一步剖析其組織結構與各項管理制度。 

 

一、經營哲學 

 

本個案公司稟持以下的經營理念，致力於和客戶及廠商建立互惠的

關係。  

  

堅持高度職業道德 

專注於「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本業 

放眼世界市場，國際化經營 

注意長期策略，追求永續經營 

客戶是我們的夥伴 

品質是我們工作與服務的原則 

鼓勵在各方面的創新，確保高度企業活力 

營造具挑戰性、有樂趣的工作環境 

建立開放型管理模式 

兼顧員工福利與股東權益，盡力回饋社會 

 

個案公司之所以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專業晶圓製造服務公司，絕非偶

然。公司的成功是經過詳盡的規劃，再加上該公司的特質使然。作為第

一家「純」晶圓代工公司，因為不與客戶競爭、不設計或生產自有品牌

產品，成為客戶真正的夥伴，因而能與成功的客戶共同享有高度的成長。 

 

從民國七十六年成立迄今的十餘年當中，已經有無數來自世界各地

的客戶因為信賴，而將積體電路製造需求交給個案公司，而個案公司也

不斷地為維護客戶的高度信任而努力。 

 

二、組織結構 

 

個案公司之組織架構中董事長暨總執行長為同一人，其下設有副總

執行長、總經理暨營運長、財務長兼發言人、及法務長各一人，副總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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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長之下包括研究發展、資訊長、技術長；總經理暨營運長之下包括全

球行銷暨業務、人力資源、品質暨可靠度、資材暨風險管理、營運組織

一、營運組織二、及內部稽核等部門，組織架構基本上是一個功能性組

織。組織圖如圖5-1所示。 

 

三、股權結構 

 

個案公司之普通股股權分佈，依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之統計數字，政

府機關佔11.17%、金融機構佔4.62%、其他法人佔12.32%、外國機構及

外國人佔52.01%、個人佔19.89%。 

 

四、行銷政策 

 

個案公司的行銷政策將持續著重於Fabless及IDM公司業務的開

發，以北美及亞洲之客戶為主要市場。仍將本著不與客戶競爭的原則，

提供高品質的專業晶圓代工服務，同時以製程技術的優勢，搶攻IDM公

司之業務，提高IDM公司營收的比重。 

 

五、研究發展政策 

 

製程技術是個案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圖5-4列出近年來之研發

費用之趨勢，研發費用從1998年的20億台幣增加到2002年的117億

台幣，公司將持續研發的投資，以強化製程技術上之核心競爭力。 

 

目前個案公司以使用0.13微米的銅製程技術從事八吋及十二吋晶

圓之量產，未來的90奈米及65奈米製程技術皆定位在十二吋製程設備

上，個案公司90奈米製程技術的研發已歷時約兩年左右的時間，將於

今年內將技術移轉到生產線上，同時開始65奈米製程技術的研發。 

 

 18



20
24

72

106

117

0

20

40

60

80

100

120

19981999200020012002

研發費用(億)

 
圖5-4 個案公司近年之研發費用 

 

六、人力資源政策 

 

在人才招募方面，個案公司持續一貫的人力精實政策，以確保公司

人力素質的提升及生產力的提高，以為日後景氣復甦作好準備；在員工

發展方面，公司營造了一個「不斷學習」的組織文化，特別注重人員的

發展以期所有的員工均能充分發揮其潛能，近年來，公司提昇員工「績

效管理及發展」制度流程至全面e化的境界，所有員工的發展計畫均可

被有效的追蹤與執行。為了建立並確保專業能力，各組織亦各自訂定其

專業人員的學習發展藍圖，以促進每為員工的學習發展規畫。 

 

「績效導向、論功行賞」是個案公司薪酬制度的基本原則，公司給

予員工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其中有相當比重的變動性薪酬是與個人績

效直接相關，職級越高者則其變動薪酬的比重越大，整體的薪酬待遇包

括基本薪資、季激勵獎金、及員工分紅等。以員工分紅而言，其基本精

神乃激勵員工替股東創造價值，公司保留年度盈餘的部分比率作為員工

分紅之用，並以盈餘轉增資之普通股形式發給員工，這也使每位員工都

變為公司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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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務政策 

 

個案公司的財務健全，由負債比率檢視公司的財務，個案公司的負

債比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如表5-4），在不景氣的年度內，能有效地降

低公司的負債。 

 

除了2001及2002年之外，個案公司歷年來皆有不錯的盈餘（如圖

5-5）。在股利政策方面，個案公司因處於成長階段，保留盈餘將以再投

資為主，預期未來之股利將以股票股利為主。 

 

4.4

2.54

3.24

5.71

0.83
1.14

0

1

2

3

4

5

6

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每股盈餘(元)

 
圖5-5 近年之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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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策略困擾分析 

 

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掌握了個案公司所處外在環境的變動趨

勢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優勢與劣勢。完成之前的策略分析後，我們將在

本節進行策略困擾分析，找出從產業分析得來的策略輪廓與目前策略間

的矛盾與差異，以期接續能具體界定出當前的主要、次要以及迫切、不

迫切等各層次的經營問題，並以魚骨圖作深入分析，找出問題癥結所

在，便於未來提出策略建議。 

 

一、最先進技術採用者仍不多 

 

個案公司在2002年的研發費用高達117億台幣，在該年份的主要

研發是以90奈米之製程技術為主，未來65奈米的技術難度越來越高、

研發的時程也越來越長、研發費用也越來越高。同時，根據過去的經驗，

0.18微米製程技術剛推出時，其先期客戶不在少數，到0.13微米製程

技術推出時，其先期客戶變少了許多，到90奈米之製程技術階段，其

先期客戶就相當的少。 

 

然而，製程技術是專業晶圓代工業者的主要核心競爭力之一，若不

繼續投資研發是必會喪失競爭力，同時也會因製程技術無法與IDM公司

媲美，而失去爭取IDM公司釋出委外訂單的機會，甚至會遭IDM公司搶

食晶圓代工業務。 

 

因此，個案公司須再一次衡量製程技術研發的策略，以免造成資源

的浪費，更甚而喪失公司的競爭優勢。 

 

二、大陸專業晶圓代工業者之興起對獲利力的影響 

 

大陸專業晶圓代工業者在技術上落後我國業者，成本結構上也未必

具有優勢，但由於大陸之市場龐大，足以扶植出具有規模之專業晶圓代

工業者，而且，大陸當局為了發展半導體產業，給與業者相當優惠的獎

勵措施。因此，雖然產業不景氣，大陸近年來也開出不少八吋的中、低

階產能，如此一來，全球晶圓代廠產能過剩的現象將難以改善，業者之

間也是必會繼續彼此的削價競爭，進一步影響彼此的獲利能力。 

 

然而政府又遲遲尚未明令許可專業晶圓代工業者到大陸投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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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府之政策與決策速度是必會影響個案公司長期之發展及市場優

勢。 

 

三、員工分紅制度的爭議性 

 

員工分紅基本上佔了個案公司員工年度薪酬的大部分，制度面上其

實是吸引優秀人才及留住人才的一個措施。然而，此制度背後也隱藏了

爭議性，從會計面的角度而言，此制度的確對成本計價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因此，員工分紅制度的存廢是將影響個案公司吸引優秀人才及留住

人才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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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優劣勢分析 
 

根據以上的策略分析及經營績效分析，我們不難找出個案公司的優

勢與劣勢，本節將對優劣勢做一整理歸納。 

 

一、優勢分析 

 

（一）世界知名品牌 

 

個案公司創造了專業晶圓代工服務的第一品牌，以服務客戶

為導向，多年來本著誠信理念，決不與客戶競爭，在服務品質上，

更是獨創一格，在良率及交期上之表現更勝一籌，在全球的半導

體產業之知名度幾乎是無人不曉。除了品質之外，其品牌亦代表

著創新，專業晶圓代工服務本質上也是產業的一種創新。 

 

（二）製程技術領先同業 

 

個案公司擁有領先的技術，這裡的技術能力指的是IC製造之

製程技術。有先進的技術才能滿足客戶在高階製程的需求，能將

客戶最先進之產品設計，在產品的效能上，達到最佳之表現。所

以，技術能力提供了個案公司的競爭力。 

 

本個案公司目前已擁有同步於世界IDM大廠之0.13微米銅製

程量產技術，此量產技術不僅運用在八吋晶圓廠，在十二吋晶圓

廠的驗證也已完成，目前正積極在擴充十二吋晶圓0.13微米銅製

程量產的產能，以解決高階產能的不足及滿足客戶的需求，同時

更可進一步累積十二吋晶圓廠最先進製程技術之量產能力。 

 

（三）低成本 

 

除了技術之外，個案公司擁有好的管理能力，得以創造效率

而降低晶圓製造的成本。同時，個案公司對品質及良率也有相當

好的表現，而公司的資源也皆利用於晶圓製造之價值活動上，在

晶圓製造的成本上，個案公司佔有決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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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擁有充沛的產能 

 

根據先前的討論，個案公司以在2003年第一季之產能規畫，

其所掌握之季產能高達1,068,000片八吋約當晶圓，遠超過規模

最接近之競爭者，擁有充裕的產能才足以滿足客戶之需求，提供

客戶在商場上競爭所須的武器。 

 

（五）完整的電子商務服務 

 

以多年服務晶圓代工客戶之經驗，個案公司已建立了一套獨

特的電子商務服務模式，客戶可透過網際網路，隨時取得代工服

務的相關資訊，代工廠就如同是客戶的虛擬工廠，這整套的電子

商務服務對客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二、劣勢分析 

 

（一）價格要求較高 

 

個案公司對品質的要求很高，希望以好的良率表現及準時的

交貨能力來爭取客戶及滿足客戶的需求，一般而言，對客戶的價

格要求較高且較無價格彈性，在景氣不佳、競爭激烈的情況下，

對價格的要求太高往往會形成競爭上的一種劣勢。 

 

（二）低階產能未能充分利用 

 

由於政府法令的限制，至今個案公司尚無法至大陸投資，而

影響到低階產能在大陸的部局，也影響了低階產能整體上的利用

率，使公司獲利力降低。第二季之產能利用率雖有上升的趨勢，

但低階產能過剩之問題仍然存在。 

 

（三）與世界大型IDM公司技術的差距 

 

整體而言，個案公司的製程技術幾乎世界大型IDM公司同

步，但仍有些微的差距。IBM近年來投資在半導體技術可說是不

遺餘力，無論是銅製程， Low-k材料， 90奈米以下等技術上，

可說是高人一等，甚至Intel在某些技術方面還比不上，例如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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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IBM在全球獲得1,126個專利，比起Intel的809個以及TI

的799個多出甚多。 

 

IBM為了獲得更多技術服務營收的來源，將以IBM長期在半

導體產業自行研發或經由合作所獲得之IP，強化它們在IP上的

服務，包含：晶片解決方案、系統解決方案、以及事業解決方案，

以強調客製化且高階的設計服務為目標市場。未來IDM介入部份

晶圓代工事業已成趨勢，短期雖不會對專業晶圓代工產生很大的

影響，不過，長期看來，還是值得觀察這樣的營運模式是否將會

瓜分晶圓代工的市場。畢竟，IDM的實力是不容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