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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IC（Integrated Circuit）產業為我國近年來發展極為

快速的高科技產業，不但產值每年的成長均在二位數以上，

成長速度驚人，發展的潛力備受矚目，而且在我國工業生產

上的比重也愈來愈重要。近兩年國內 IC 產業之投資金額相

當龐大，再加上「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兩兆

雙星」計畫也將半導體產業包括在內，除代表此產業之發展

潛力無窮外，也表示未來 IC 產業仍是我國產業的發展重點。 

 

我國的半導體產業，具有獨特的產業分工架構，走高度

分工路線，將設計、製造、封裝、測試等分離。此種綿密的

產業分工網路，是我國 IC 製造業，能夠以小博大，創造國

際競爭力的主要原因。在我國的半導體產業中，其中又以台

積電（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聯電（聯華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這兩大企業最受矚目。台積電成立之初即專

注在 IC 專業代工，定位相當明確，其主要發展策略在加強

晶圓代工的製程能力，連轉投資也是以支援晶圓製造的半導

體上、下游產業為主；而聯電採取的是上下游整合型的聯盟

策略，並以合資方式，形成虛擬的 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整合元件製造公司。將設計、生產、封裝等

過程一貫作業、獨立完成，因此在生產線製造上可以隨時變

動產品，比較有彈性，也較不用受制於其他企業。 

 

此外，聯電的經營策略是與主要客戶合資建廠，所以包

括 IC 設計等產業都是聯電的相關產業。而台積電主要都靠

自有資金的投入來建廠，必要時才策略性的考慮與客戶合資

建廠。台積電這種專業晶圓代工的方式及其配套良好的管理

機制，再加上始終貫徹一致的「誠信」、「以客戶為夥伴」、「創

新」企業經營理念，塑造了台積電高品質、高良率的形象，

成為全世界晶圓代工產業中的代表。 

 

當代工景氣逐步加溫，產能若無法隨著景氣而上，業者

將馬上面臨失去戰場的危機。因此，在 1999 年底聯電將旗

下公司合併，走向合資聯盟快速擴充產能策略，坐收『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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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營收激增、營益率提昇、財務透明』等效果；台積電

也違背一貫作風，積極購併德碁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及世大

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並與力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策略

聯盟，藉以掌握贏面。根據估計，未來代工需求大增，不管

台積電或聯電都會面臨產能不足的情況，因此，為了追求利

潤增加，目前都積極擴廠中。本研究希望藉由移轉「製程整

合知識庫（Process Integrated Database）」而非單一廠製

程知識的方式，來縮短新晶圓廠量產的前置時間、提升企業

競爭力。以下將簡述台灣 IC 產業的現況與全球未來趨勢預

測，並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本文的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台灣 IC 產業成功的因素包含政府的介入、高素質的人力

資源、科技決策、介入國際分工的時機與策略正確、不斷投

入研發製程技術及充分利用核心能力等因素。台灣廠商的核

心能力(Core Competence)在於能發揮廠商的能耐去創造規

模經濟、降低成本，台灣 IC 製造廠的高良率使得製造成本

低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競爭優勢。因為斥資十餘億美元興

建一座八吋廠，雖然可省去晶圓代工的「服務費」，但背後

隱藏的資金負擔及市場風險極大，且產品的生產成本比起交

由台灣的晶圓代工廠生產卻也省不了多少。當外包成為國際

半導體產業的經營策略，代工的市場就更是潛力無窮。 

 

由於上述幾項因素的充份發揮，我國半導體產業在歷經

二十餘年的發展後，已具備「完整半導體產業鏈支援」、「群

聚效果顯著」及「專業晶圓代工製造實力堅強」等特性。2005

年五月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以「台灣

為什麼重要?」為封面故事，指出台灣科技產業在全球已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另外，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半導體產業推動

辦公室的研究資料顯示，目前台灣晶圓代工業的產值佔全球

71%，與 IC 封裝業雙雙名列全球第一，如次頁表 1-1 所示。

目前在台灣共計有十二吋晶圓廠 6 座，八吋晶圓廠 20 座，

六吋晶圓廠 8 座，五吋晶圓廠 3 座，是全球晶圓製造效率最

高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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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台灣半導體產業供給比較表 

項目 產值 全球佔有率 全球排名 領先國

自有 IC 10,215 7.3% 4 美日韓

DRAM 3,192 19.1% 3 韓美 

SRAM 254 9.8% 4 日韓美

Mask ROM 271 89.7% 1 台 

設計業 5,529 28% 2 美 

製造業 13,666 9.4% 4 美日韓

專業代工製造 8,983 70.8% 1 台 

封裝業 3,419 36% 1 台 

測試業 1,189 44.5% - -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半導體產業推動辦公室[2005] 

 

 

市場研究公司 Gartner 預測今年（2006 年）後段半導體

設備資本支出成長比預期更為強勁，該公司將 2006 年全球

的半導體設備資本支出預測提高到 288 億美元，比 2005 年

成長 14.3%。此外，也預期晶圓製造設備資本支出將在 2007

年增加 3.7%，達到 299 億美元，此後在 2008 年將增加 35.5%

達到 406 億美元。 

 

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也發表對 2008 年以前的市場進行預測

報告。報告中顯示，2008 年全球半導體市場將達到 3090 億

美元，將首次突破 3000 億美元大關。此外，電子產品內含

半導體比重從 1985 年個人電腦興起的 7% 開始，到 2005 年

此比例已增加到 23%，未來更將持續成長。Semicon Research

也預測 2006 年全球半導體銷售將成長 17.5%，並將維持強勁

成長態勢。綜合以上預測數據可知，全球半導體的市場需求

量在未來仍將持續攀升。 

 

除了上述關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未來趨勢預測，台灣 IC

產業的成長率預測也是呈現上漲的格局。根據工研院產業經

濟與趨勢研究中心的報告，如次頁圖 1-1 所示，2006 年台灣

IC 產業的成長率與 2005 年相較也是呈現上昇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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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06 年台灣 IC 產業成長率預測 

資料來源：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2005] 

 

 

然而，晶圓代工產業還是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根據

2005 年《電子工程專輯》「IC 設計公司調查」活動，針對 78

家台灣本地 IC 設計公司進行調查。有效問卷在「與晶圓廠

合作時主要面臨何種困難」的選項中，如次頁圖 1-2 所示，

仍以「成本」居冠，有 58 家公司(佔 74.4%)將成本列為首要

考量；其次分別是交貨時間(42 家，佔 53.8%)；產能不足(22

家，佔 28.2%)；這三大項目持續蟬連台灣晶片設計業面對晶

圓代工業的主要考量，顯示出目前對晶圓廠的主要訴求依然

是降低成本，以及希望達成即時上市的目標。 

 
 要解決「產能不足」的問題，除了合併、購併、策略

聯盟等方法外，增建新廠一直都是晶圓代工企業的主要解決

方案，但增建新廠需耗費不少時間，因此，如何能縮短新廠

整備完畢所需的時間，儘快加入量產的行列，是本研究亟欲

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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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IC 設計公司與晶圓代工廠合作面臨問題比例圖 

資料來源：電子工程專輯[2005]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展望未來，半導體產業未來的產量需求逐年大幅增加，

預期半導體代工業每年都能以 15%的速度成長。這對於晶圓

代工廠來說是件好事也是隱憂。訂單的增加可以創造更多的

營收，然而以目前新廠的擴建速度，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產

能擴充目標確有疑慮。以某積體電路製造公司（以代號“T＂

稱呼之）為例，T 公司在 2002 年預估在 2010 年時市場的需

求約為 670 萬片 8 吋晶圓約當量，以每廠每月的產能約 3 萬

5 千片 8 吋晶圓約當量計算，到 2010 年時約需有 16 座晶圓

廠，扣除既有的 10 條生產線，尚需在 9 年（2010－2002＋1

＝9）之中新建 6 座晶圓廠，換言之，平均每 1.5 年要蓋好 1

座晶圓廠，以目前約需花費 2 年時間來完成新廠整備完畢的

模式，想要達到未來 1.5 年完成新廠興建的目標將是一大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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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新廠房興建完成、機器設備移入後，接著便是

由主管、資深人員帶領新進人員參與機台的參數設定、驗證

及試產，其知識移轉模式是依賴員工本身的專業能力與過去

經驗，這種知識移轉的型態，是由一群特定的專家來移轉知

識給沒經驗的人員，Nancy M. Dixon 稱這種形式為「專家型」

知識移轉模式，如圖 1-3 所示。這種「專家型」知識移轉模

式是一種人為的經驗移轉，並非企業內部最佳的知識移轉模

式。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發展一種更好的生產線知識移轉的

模式，使得新晶圓廠的整備工作能夠變得更為迅速與完善，

並妥善保存企業中的無形知識。 

 

 
 

 

圖 1-3、專家型知識移轉模式 

資料來源：Nancy M. Dix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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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為求縮短新廠整備完畢所需的時間，儘快加入量產的行

列，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知識管理與工程變更的相關文獻與

文件資料，進而發展出「晶圓廠之生產線知識管理模式」，

並應用此模式建構同世代晶圓廠（例如：8 吋廠）間的製程

整合知識庫（Process Integrated Database﹐PID），然後

再結合新設計的技術委員會組織來改善現有的技術移轉流

程，使各晶圓廠間相似性的知識得以相互移轉，達成知識分

享的目的。 

 

我們預期製程整合知識庫（PID）不僅對於新廠能縮短整

備完畢所需的時間，儘快加入量產的行列；對於既有廠房而

言，製程整合知識庫（PID）也可協助檢視生產線上的缺失，

以提昇產品品質與生產效率，全面達到產能提升的目標。 

 

本論文的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下列三項： 

 

1. 探討晶圓廠專業技術知識的管理模式。 

 

2. 建構跨晶圓廠之製程整合知識庫（PID）。 

 

3. 如何應用跨晶圓廠之製程整合知識庫（PID）來改善新建

晶圓廠的知識移轉，達成知識分享、擴散的目的。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首先確認主題與範圍；接著做相關文獻的回

顧與探討；然後結合晶圓廠的工程變更提報機制建構一個跨

廠區的製程整合知識庫（PID）；再利用此一知識庫來改善企

業製造技術移轉模式。此模式能將既有晶圓廠知識庫的製造

技術妥善完整的轉移到新晶圓廠，協助達成縮短建廠時間的

目的；然後再分析、比較舊模式與新模式，以檢視新移轉模

式是否比舊有的「專家型」知識轉移模式更適合並分析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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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效益；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 

 
 

圖 1-4、本論文研究架構 

新移轉流程與 
傳統作法的比較 

研究動機與目的 

結論與建議 

知識管理文獻探討 晶圓廠工程變更探討

建立企業製造技術 
的製程整合知識庫 

改善企業製造技 
術的移轉流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