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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電腦晶片組設計業發展背景與其產業結構 

第一節 電腦與電腦晶片組 

從 1990 年代起，電子、電腦產品的規格逐漸標準化，IDM 廠想要

獨自掌握規則日漸不易，形成其他小廠在 IC 設計上發展的空間。舉

例來說，有著「藍色小巨人」稱號的 IBM 電腦公司，其產品從硬體（中

央微處理器、晶片組、主機板、記憶體、硬碟等）與軟體（作業系統、

BIOS、應用軟體等）的設計與製造，到產品的組裝、行銷通路的鋪設、

產品銷售與維護等，皆掌握於自己公司內發展。後來，因為當時其他

小廠如 Intel 公司的策略聯盟，迫使 IBM 在產品行銷競爭上很大的

壓力，因而漸漸地開放其他更具競爭力電腦零組件的採用，也帶動了

其他小廠在電腦零組件 IC 設計上推出更多具有競爭力的產品。此

外，由於電子設計自動化廠商技術快速發展，使得設計工具愈來愈好

用，也是 IC 設計業崛起因素之一。不過這些設備都非常貴，往往一

套軟體和主機，可能就要價新台幣數千萬元，卻也帶給 IC 設計業者

沉重的資金壓力。由於 IDM 廠的閒置產能釋出，為專業 IC 設計公司

快速興起提供了溫床，其經營模式特性是彈性、快速、規模小、附加

價值高；而晶圓代工模式的成功，也使得前端的 IC 設計可交由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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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廠協助生產。由於當時的產業發展，大致以電腦產業為主，所以

這些 IC 設計業崛起所研發的產品便繯繞於電腦相關的零組件產品。

基於以上原因，便造就了美國矽谷與台灣新竹工業科學園區電腦零組

件產業的蓬勃發展，其中以電腦晶片組設計業者更顯突出；從表4.1-1

中電腦晶片組廠商在各電腦系統時期的競爭變化演進可約略得知。 

表 4.1-1 電腦晶片組各時期的代表廠商 

電

腦

時

期 

386 

1987~1992 

486 

1991~1994 

Pentium

1993~1998

Pentium II

1997~2000 

Pentium III 

1998~2002 

Pentium 4

2000 ~迄今

電

腦

晶

片

組

代

表

廠

商 

矽統 

聯電 

揚智 

Opti 

VLSI 

LSI 

CT&T 

Symphny 

… 

等數十家

廠商 

矽統 

威盛 

聯電 

揚智 

華邦 

Opti 

VLSI 

LSI 

CT&T 

Intel 

… 

等超過三

十家廠商 

矽統 

威盛 

揚智 

Intel 

等四家廠

商 

矽統 

威盛 

揚智 

Intel 

等四家廠商 

矽統 

威盛 

揚智 

Intel 

等四家廠商 

矽統 

威盛 

Intel 

ATi 

nVIDIA 

等五家廠商

附

註 

 Intel 於

1995 加入

電腦晶片

組市場經

營 

   2005 年揚智

分割晶片組

事業部，成

立 宇 力 公

司，次年宇

力被 nVIDIA

購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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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技術簡介與技術發展趨勢 

電腦晶片組又稱系統核心邏輯晶片組，簡稱晶片組(Chipset)。指

的是一組被安置在主機板上的晶片組，是主機板設計上主要的元件，

主宰主機板的功能定位、效能、與品質，也是主機板上成本最高的元

件（微處理器與記憶體是後來才裝置上去的，因此不算是主機板的元

件）。 

電腦晶片組的功能主要是作為 CPU和其他週邊裝置與零組件溝通

的橋樑，CPU 是負責運算和處理資料，而 CPU 所需的資料或處理完成

的資料，都由電腦晶片組負責轉換或傳遞至系統的儲存單位（記憶體

或硬碟）。每一顆 CPU 都需要有一套電腦晶片組搭配，才能順利完成

工作。因電腦晶片組是配合 CPU 工作，所以 CPU 的規格也主宰著晶

片組的技術發展。因此，簡單地說，如果說 CPU 是電腦的心臟，那麼

晶片組(Chipset)就可算得上是主機板的心臟了。電腦晶片組掌握著

CPU 及記憶體(DRAM)之間的聯繫，亦掌控著各匯流排（AGP Bus、PCI 

Bus、PCI-Express BUS）、電源管理、IDE 控制晶片、USB、1394、

Audio、LAN、VGA、鍵盤控制晶片、時鐘晶片與其他週邊裝置的控制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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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積體電路技術的進步，帶動了廠商把多顆單功能的晶片整合

進數顆晶片中，這便是晶片組的由來。電腦晶片組產品不僅帶來了將

電腦的功能與性能加強外，而且它將電腦變得更輕薄短小。因此，使

用電腦晶片組設計主機板產品的優點便可使主機板廠商降低產品製

作成本且可使主機板的設計變得更簡單且更快速。電腦主機板是電腦

系統中最為重要的設備之一，其肩負著其他設備之間的配合、控制、

數據傳遞等作用，而主機板中的電腦晶片組則是主機板的“靈魂＂，

一塊主機板的功能、性能和技術特性都是由電腦晶片組的特性來決定

的。然而，使用電腦晶片組產品所延伸出主機板終端產品的缺點便是

造成大部份的功能與性能都已被此電腦晶片組所限制，此多功能的高

度整合使得主機版廠商所能發揮的技術創新就變得更小，只要使用同

樣的電腦晶片組，其功能以至效率其實都大同小異，讓主機板製造商

的產品很難做出很大的市場區隔。  

早期的電腦晶片組都是以整合各種控制線路為主，也就是將電腦

主機板上面多顆 IC 元件整合成數顆晶片組，其架構與應用如圖 

4.2-1 與 4.2-2 所示，之後由於半導體製程及設計技術的提升，漸

漸地將一些週邊控制線路再度整合成單顆或兩顆晶片組，亦衝擊其他

小電腦零組件廠商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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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1 早期電腦晶片組產品的基本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2 早期電腦晶片組於電腦主機板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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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市面上最常見的電腦晶片組來說，已經將各種高階與低階

的控制線路分別整合到稱為「北橋」與「南橋」的晶片上面，其架構

與應用如圖 4.2-3 與 4.2-4 所示，也就是對於高階且快速動作的功

能部分，如中央處理器介面、記憶體控制器、繪圖顯示晶片等控制線

路整合在一顆北橋晶片上面，將對於控制硬碟機、光碟機、軟碟機、

週邊介面卡等低階且速度較慢的設備的控制線路給整合在另外一顆

南橋晶片。北橋晶片較強調系統的性能表現，而南橋晶片則強調其功

能性。 

隨著技術及成本競爭的演變，電腦晶片組幾乎整合了所有的元

件，如: 繪圖顯示晶片、硬碟/光儲存控制晶片、音效控制晶片、網

路控制晶片、USB 控制晶片等，如此一來在電腦主機中，就不需要額

外加裝顯示卡及各種控制卡，因此大大地降低電腦的重量與整體的成

本。由於電腦晶片組在整合繪圖顯示晶片部分其技術的能力及複雜性

最高，因此市場對於此種晶片組有個比較不一樣的稱呼，叫它作「整

合型晶片組」，以表示它將繪圖卡功能給整合到晶片組當中。反之，

便稱呼為「獨立型晶片組」。另外，為了節省繪圖晶片所需要的記憶

體來降低電腦主機成本，電腦晶片組更發展出系統記憶體與繪圖卡記

憶體共用的功能架構，此架構稱為共享記憶體架構的整合型晶片組，

英文簡稱為 UMA(Unified Memory Architecture)晶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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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3 目前電腦晶片組產品的基本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4 目前電腦晶片組於電腦主機板的應用 

隨著電腦晶片組產品功能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帶動了整體電腦產

品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因為每台電腦的主機板中，其性能、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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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皆控制於一組擁有強大功能電腦晶片組的設計；也基於電腦晶

片組產品功能技術的進步發展，帶動了程式設計工程師對一般軟體、

套裝軟體、應用軟體、與作業系統的迅速開發，帶給人們有更好與更

便利的電腦使用平台，甚至於改變了人們生活習慣與做事方法。 

回顧電腦晶片組技術演變的歷史，可說是一部很長的電腦演進

史，從一開始的 8088 個人電腦、80286、80386、80486、Pentium、

至現今的 Pentium 4 個人電腦系統，已經有二十多年的歷史，電腦晶

片組產品的蓬勃發展與競爭史也從 386 個人電腦系統開發引爆。其詳

細產品技術內容與演進，可約略從表 4.2-1、4.2-2 與 4.2-3 得知。 

表 4.2-1 電腦系統技術演進，1991~199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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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電腦系統技術演進，1996~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2-3 電腦系統技術演進，2001~2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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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晶片組技術發展趨勢方面，每一個功能或控制器都以高頻寬與

高的處理速度來發展；基於此趨勢的發展，也造成了電腦晶片組嚴重

電源消耗的問題，為了解決此問題，電腦晶片組設計技術便朝向更有

效率的省電電源管理功能與低功耗的先進半導體製程發展（如：

0.18um，0.15um，0.13um，0.11um，甚至 90nm 等製程）。簡單來說，

現今電腦晶片組的技術發展趨勢在於追求高速性能與低功耗之特

性。可由圖 4.2-5 來說明現今與未來電腦晶片組支援各匯流排技術

的發展趨勢，其中包括支援高速的微處理器介面、高速的繪圖控制匯

流排介面、快速的記憶體存取介面、其他提供高品質與高性能的控制

器與支援週邊產品的快速介面等。更詳盡的軟硬體技術發展，已歸納

整理於圖 4.2-6 至 4.2-10 中，以供參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5 電腦晶片技術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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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6 電腦晶片硬體技術發展趨勢(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7 電腦晶片硬體技術發展趨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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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8 電腦晶片硬體技術發展趨勢(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9 電腦晶片各功能頻寬技術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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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 電腦晶片組依循軟體技術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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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腦晶片組的設計與製造流程 

就電腦晶片組產品的設計與製造流程，它與一般的積體電路的設

計與製造流程一致，如圖 4.3-1 所示；電腦晶片組廠商先依照產品的

規格完成電路設計，經過線路的佈局後，再將此線路設計製作成光

罩，光罩製造完成後，經過晶片製造便將晶片成品送至測試封裝廠，

再經過晶片的切割、封裝、測試完成其最終產品，以供電腦晶片組廠

商銷售。其簡易的電腦晶片組設計流程如圖 4.3-2 所示。由於產品的

技術與複雜性較高，因此在電路設計的人力與時間較長。通常一個產

品由設計至量產需要花費九個月到十二個月的時間，更困難的技術可

能花費更多的人力與更長的時間。 

電路設計

１邏輯設計

２電路設計

３圖形設計

晶圓

５長單晶

６切片　

７研磨　

光罩製作

４製作光罩機
晶片製造

８氧化　　　　　

９光罩校準　　　

１０蝕刻　　　　

１１雜質擴散　　

１２離子植入　　

１３化學氣相沈積

１４電極金屬濺鍍

１５晶片檢查　　

晶片封裝

１６切割

１７置放

１８銲線

１９塑模

２０測試

出貨

 

資料來源：半導體工業年鑑 

圖 4.3-1 積體電路製造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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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 4.3-2 簡易電腦晶片組設計流程 

1986 年以前的世界半導體產業體系，是以整合製造為主；例如

TI、Intel、NEC、Motorola、Fujitsu 等等，這些大廠的業務囊括半

導體的設計、製造、測試封裝與銷售。然而在 1986 年之後，半導體

產業體系漸漸地邁向解構(Dis-integration)階段，即每家廠商專精

於產業的某一專業分工領域，例如 ATi、nVIDIA、威盛、矽統、揚智、

瑞昱、聯發科、凌揚等等是無晶圓 IC 設計廠商；日月光、矽品、華

泰等等則是半導體封裝廠；而台積電與聯電更是世界第一與第二家單

純從事專業晶圓代工(Pure Foundry)的製造廠。在這近十年來的半導

體產業之解構階段中，最值得重視的發展趨勢是 IC 晶片設計業的高

速成長、專業晶圓代工業的異軍突起、以及半導體製造設備業的興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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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Motorola
NEC, Fujitsu

設計／銷售

晶圓製造

封　　裝

測　　試

CLI, 
Altera,

S3

設
計
／
銷
售

台積電,
Chartered,

Tower

晶圓製造
代　　工

Alphatech, QPL

晶圓製造、封　裝、測　試
代　　工

日月光, Anam

封　裝、測　試
代　　工

華泰，日月光

封裝代工

茂測，聯測

測試代工

1986 1996

T1, NEC, Fujisu, Motorola

晶圓製造、封　裝、測　試
代　　工

整
合
製
造

分
　
工
　
製
　
造

整
　
合
　
製
　
造

 
資料來源: 半導體年鑑 

圖 4.3-3 半導體產業體系的解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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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品與應用 

電腦晶片組產品主要應用於桌上型電腦、筆記本型電腦、伺服器

與工作站、嵌入式的工業與商業平台和家用消費性電子產品。因為各

產品特性與應用不盡完全相同，電腦晶片設計的規格所強調的重點也

有所差異；姑且不論其差異性如何，電腦晶片組產品的應用與功能皆

已朝向高功能、高整合、低功率、與短小輕薄方向發展。由於半導體

科技的進步，電腦晶片組產品的半導體製程沿著摩爾定律發展，如圖

4.4-1 所示(Moore＇s Law：每 18 個月積體電路的密度增加一倍，產

品性能也將提升一倍，但價格不變，甚至更低。)，促使科技應用理

論演化成各式各樣的用途，甚至於遍及工業、商業、與日常生活用品。

電腦晶片組產品已把運算(Computing)、多媒體(Consumer)、通訊

(Communication)等功能結合成今日的 3C 應用平台(Platform)之發

展趨勢。 

以上所介紹的產品與應用中，由於桌上型與筆記本型電腦兩大產

品已使用多年，且其產品特性已漸漸趨近規格化，最適合用規模經濟

的模式量產，可大大地降低其生產成本。本研究根據其具規模經濟的

產能與激烈的競爭的程度，探討的方向將以桌上型與筆記本型電腦兩

大產品應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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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Intel 網站搜尋 

圖 4.4-1 摩爾定律 

 

附註: 

摩爾定律是由英特爾(Intel)名譽董事長摩爾經過長期觀察發

現得之。摩爾定律是指一個尺寸相同的晶片上，所容納的電晶體數

量，因製程技術的提升，每十八個月會加倍，但售價相同；晶片的

容量是以電晶體（Transistor）的數量多寡來計算，電晶體愈多則

晶片執行運算的速度愈快，當然，所需要的生產技術愈高明。 

若在相同面積的晶圓下生產同樣規格的 IC，隨著製程技術的進

步，每隔一年半，IC 產出量就可增加一倍，換算為成本，即每隔

一年半成本可降低五成，平均每年成本可降低三成多。就摩爾定律

延伸，IC 技術每隔一年半推進一個世代。 

摩爾定律是簡單評估半導體技術進展的經驗法則，其重要的意

義在於長期而言，IC 製程技術是以一直線的方式向前推展，使得

IC 產品能持續降低成本，提升性能，增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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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電腦晶片組產品的製造成本非常昂貴，往往每一產品的研發

費用至少要花費約數百萬元美金以上，其中又以製作電腦晶片組所需

的光罩費用為最高，由表 4.4-1 可以得知其電腦晶片組產品依使用

的製程與光罩數所要花費的預算（以美金計價）。因此，電腦晶片組

產品的研發設計必須以最少的版本數和最大的銷售數量來分攤其昂

貴的研發與製造成本，藉此產品的獲利，才能支撐後續產品的研究與

發展。  

表 4.4-1 晶片製程與成本關係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63  

第五節 產品市場特性與技術能力 

每一套新開發的電腦晶片組產品皆依循著技術生命週期演進，而

且重覆發生。舉例來說：電腦晶片組產品開發出一種新的架構以支援

繪圖卡的 AGP 匯流排及 DDR 記憶體，它將供繪圖卡所使用的匯流排頻

寬由 PCI 匯流排的 133MB/s 增加到 AGP 匯流排的 2.0GB/s，亦將記憶

體的存取頻寬由 PC133 SDRAM 的 133MB/s 增加到 DDR400 SDRAM 的

3.2GB/s。產品經過上述的技術採用生命週期，依各階段時期的演進，

終究成為主流產品廣為消費者喜愛，因其產品性能佳、又有合理的價

格。因此，PCI 與 PC133 SDRAM 的技術規格伴隨著技術生命週期的結

束而演進至 AGP 與 DDR DRAM 新的技術生命週期。另舉一個例子來說

明其產品無法跨越鴻溝而失敗的電腦晶片組產品；Intel 推出了 820

晶片組，其產品在記憶體的支援上放棄了原有的 SDRAM 記憶體，而採

用了 RAMBUS 公司授權的專利技術 RAMBUS 記憶體，其性能與 SDRAM 要

高出許多（從 133MB/s 至 1.6GB/s）。有了美商 RAMBUS 公司的助陣，

加上 820 晶片組產品的許多新設計的功能，Intel 便在夢想著收復所

有失去的晶片組領地，但是事實又給了 Intel 重重的一擊。因為

RAMBUS 記憶體的授權權益金相當高昂，加之 RAMBUS 記憶體的生產成

本居高不下，對於普通的用戶來說簡直是無法想像與接受。820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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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產品的上市，可以說是讓 Intel用鈔票買來了一個教訓，因為 Intel

在 820 晶片組產品身上損失慘重。這個例子說明了 820 晶片組產品無

法跨越鴻溝而慘遭失敗。 

另外，目前電腦的技術採用週期即將進入至 S 曲線的最末端（衰

退期），因為三十二位元的電腦架構已被消費者使用多年，無論在硬

體與軟體技術方面皆已非常成熟。在此同時，六十四位元電腦與微軟

的新一代視窗軟體（Windows Vista 作業系統）將把電腦的技術採用

週期帶進至另一 S曲線的萌芽期，若有殺手級的應用產生，便可將此

一新的技術跨越鴻溝，讓更多的消費者所採用。因此，我們可以預測

未來十幾年的電腦技術，將使電腦晶片組產品技術不斷地隨著 S曲線

的各時期重複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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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產業特性 

電腦晶片組設計業的特性與其他一般 IC 設計業大致相同，但是由

於電腦晶片組整合的功能越來越多，造成設計的複雜性相對提高許

多，就以目前的電腦晶片組的設計來說，技術上已包含了數位、類比、

與混合式類比數位設計。其設計的邏輯閘個數已達數百萬甚至千萬

個，其複雜程度已經可與電腦微處理器相抗衡，且每一個產品的開發

往往需要更多的人力與技術資源來分工設計；除此之外，還具有以下

特性： 

設備資金需求不高，資金再投入障礙小  

電腦晶片組設計業屬於智慧型產業，研發人力是公司最大的資

產，也是公司最大的競爭利基，反而在設備的投資較晶圓製造與封裝

業少很多，以其在資金再投入障礙小的特性，故在經濟不景氣時電腦

晶片組設計公司應變能力較靈活，不會被龐大的設備投資所拖累。 

委外度高，與晶圓和封裝測試廠關係密切 

電腦晶片組設計公司在產品設計完成後，必須經由晶圓代工或

IDM 廠製作成晶圓半成品，經前段測試後再轉給專業封裝廠進行切割

及封裝，最後交由專業測試廠作後段測試，電腦晶片組設計公司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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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僅需部份成品的測試，故與晶圓製造廠和封裝測試廠關係密切。以

往在代工產能不足的年代，電腦晶片組設計公司於景氣暢旺時，往往

無法取得足夠産能，使得商機喪失；但景氣不佳時卻要背負分擔晶圓

代工產能壓力，處境相對弱勢。不過這種情況己有改善，目前代工產

能充裕，價格下滑壓力大，電腦晶片組設計業將有更寬廣的發展空

間。這也是造成台灣電腦晶片組設計廠商－矽統科技，於 2002 年由

IDM 廠商重返無晶圓晶片組設計廠商的主要原因之一。 

產品生命週期短，需不斷創新研發 

技術的創新速度愈來愈快，這一季公司大獲利的產品，可能下一

季就不符合市場需求而遭受淘汰，以現在市場來看一個新產品的生命

週期，可能短於九個月甚者半年。所以當紅的電腦晶片組設計公司，

通常很少持續維持 10 年以上的榮景，可見電腦晶片組業變遷之快。

而如何因應市場變化及研發人才的培養與維持，成為電腦晶片組設計

公司克服產品生命週期短的重要方法。 

智慧財產權多，技術進入障礙大 

在技術方面，產品功能性複雜，業界智慧財產權多，新的業者不

容易進入。即使在此領域耕耘十多年的矽統科技與威盛電子仍深處智

慧財產權的壓迫；例如，Intel 微處理器介面的技術乃屬於 Inte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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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電腦晶片組業者必須支付授權金給 Intel 方能設計其產

品來支援 Intel 的微處理器。即使當年以「小蝦米大戰大鯨魚」的威

盛電子，更受到 Intel 的嚴重處罰（C3 微處理器於 2006 年三月被迫

停產，P4 微處理器介面的技術授權亦在 2007 年三月到期。）。 

又由於電腦晶片組為個人電腦之關鍵性零組件，對電腦執行效率

與穩定性影響甚大；因此產品之生產首重品質，加以產品必須隨著

CPU 和視窗軟體發展、更替而重新設計，故於技術上具有較高之技術

水準。另一方面，廠商為達到國際知名大廠之下單標準，無論於生產

技術、生產成本及全球資源整合等皆須建置完善體系，因而現存的大

廠因於資金、軟硬體設備、生產之規模經濟、原料採購及資源整合等

皆較具優勢，新進者若無充裕之資金及相關原物料採購、管理能力，

將難以競爭；整體而言，電腦晶片組設計業具有高度進入障礙，預計

未來在此設計業集中度逐漸增加下，其進入障礙更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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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產業群聚與產業供給鏈 

全球電腦晶片組設計業主要集中於美國矽谷與台灣，並帶動了其

他電腦週邊零組件公司的群聚發展；然而就其電腦晶片組設計業的供

給鏈則大多集中於台灣，其垂直分工非常完整；在晶圓製造功能部

分，有晶圓代工全球領先的台積電(TSMC)與聯電(UMC)；在測試封裝

功能部分，有日月光、矽品、京元電、華泰等；各式各樣的電腦零組

件廠商，有 I/O 設計廠商：華邦、聯陽，電腦週邊零件廠商：創惟、

安國、迅杰、驊迅，網路晶片廠商：瑞昱，光儲存晶片廠商：聯發科，

液晶螢幕驅動晶片廠商：聯詠。台灣主機板製造廠商：華碩、精英、

富士康、技嘉、微星等和筆記本電腦製造廠商：廣達、仁寶、華碩、

廣宇、神基、大眾等。台灣專業分工齊全，大部分公司分佈於台灣北

部，且大多集中在新竹至台北的範圍內，特別是新竹科學園區內，少

數分佈於台中和高雄內。從產品設計、製造、測試、封裝、到終端產

品製造量產，構成一道強而有力的產業供給鏈。 

然而，由於隨著產業技術成熟與競爭日趨嚴重的今日，此種產業

群聚的板塊有著往中國大陸移動的趨勢，整個產業供給鏈是否因為台

灣海峽的隔閡，造成台灣廠商競爭力的逐漸喪失，乃為今後觀察的重

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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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經濟特質與產銷型態 

經濟特質： 

電腦晶片組產品的經濟特質是屬於耐久財且具規模經濟，它必須

靠技術(Technical & Know how)及經驗累積，方能經設計而製造產

出。有了本身技術的產出，並進而申請技術專利便可受智慧財產權的

保護；而一連串的發表新科技的產品便可建立其商譽 (Reputation)。  

在具規模經濟方面，可就其產品特質及影響產品成本因素來做進一步

的探討： 

 產品特質:  

 高額的固定成本（如：昂貴的光罩費用），較微量的變動成本； 

此成本導致規模經濟。 

 影響固定成本主要因素： 

 沉沒成本 (Sunk Cost)，如：不同產品皆須使用不同的光罩。 

 固定成本無法回收的部分，(如：先進技術研發及實驗)。 

 行銷、廣告與促銷費用。 

 變動成本： 邊際成本較低 

 在大量提供數量之下，成本的增加量較小。 

 產銷流程： 

就其電腦晶片組產品的產銷流程，如下圖 4.8-1 所示，它是由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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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產品規格開始進行設計及佈局，然後經過不斷的模擬及驗證後，

便將產品設計製成 Tape 送至晶圓廠製作光罩然後完成晶圓的製造。

在晶圓產出之後送至測試封裝廠做產品的測試及封裝，完成様本成品

後再交由電腦晶片組廠商銷售至電腦主機板廠商製作成主機板產

品，最後再將成品透過主機板製造廠商自己的銷售管道（如：電腦

OEM 大廠、自有品牌通路、中盤商與零售商等）銷售至個人或機關行

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8-1 電腦晶片組產品的產銷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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