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 1A 軟體元件個案開放編碼概念列表 

個案 A1：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個案 A2：凌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個案 A3：訊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個案 A4：甲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大廠軟體元件技術發展為個案廠商導入元

件化之驅動力。 
 
國際大廠推動軟體元件策略為啟動一架構型計

畫，並策動廠商參與其架構。 
 
軟體元件計畫失敗的主因： 
(1) 元件完整度不足 
(2) 應用情境不符 
(3) 元件底層無法與資料庫結合 
 
元件無法符合需求 修改 喪失再用性 成本

無法下降 
 
Workflow ERP 
鼎新決定先從中階市場規劃一個自己的架構

(Framework)，包括： 

(1) 一些共用元件；及 
(2) 一批批應用元件。 
 
元件導入造成人員分工與作業程序的變化。 
 
元件的穩定度與版本控制乃再用的基礎。 
 
元件導入使得軟體開發過程中，研發角色更為加

強，並使得架構師(architecturer)的地位更為突

顯。 
 
架構師三大特色： 
(1) 資深； 
(2) 能建立程序讓別人接手； 
(3) 能嚴謹且細膩地管理型態(configuration) 
 
 
元件導入後 

 版本切割必須清楚 
 產品修改必須遵循一定程序且有程序書(決

定 排時程 更改 測試 Check In/Out) 

 
建立 SAFE 軟體元件共用平台促進再用。 
SAFE 平台所有元件是完整可用的。 
 
軟體元件再用步驟： 
(1) 先檢視架構(architecture) 
(2) 考慮有那些元件可由 SAFE 平台提供 
架設知識分享平台，可回饋再用之資訊。 
 
以遞迴方式改善元件共用。 
 
使用凌群元件之 Third Party 廠商增多，尤其是夥伴

廠商 促進分工產業結構。 
 
Third Party 廠商簽約後可使用 SAFE 平台之元件。 
元件再用也能使用於 Outsourcing 訂單。 
 
 
網路累積之開放源碼亟待廠商利用，可加速研發。 
 
導入軟體元件主因為減少重工(rework)，節省時間與

成本。 
 
藉由導入 CMMI 建立紮實之企業流程。 
 
八年前元件化失敗案例主因為未考慮流程，使員工

疏於再用。 
 
SAFE 平台之元件屬於比較底層的模組，與領域

(domain)較無關；同時，它也並不構成一套完整系統。

 
藉由導入 CMMI 建立 Product Line 概念，有助於將

各產品中可再用之元件整合起來做考量。 
 

每個開發出來的 SAFE 元件必須儘可能與各專案相

容。 

 

SAFE 平台開發團隊： 

(1) 考慮層面更深且廣； 

 
訊連的每一個核心技術代表許多 IP，而每個 IP
都由數個元件構成，所以比較類似半導體業的

SoC。 

消費型軟體，誰擁有 IP 越多就贏； 
消費者希望由單一窗口提供服務；廠商導入元

件化之驅動力。 
專利佈建可作為優勢之一。 
 
 
另一商業產品為 eLearning： 
(1) 仍以內需市場為主； 
(2) E-Learning 並非每個企業都能接受； 
(3) 先從有錢客戶著手。 
(4) 國外市場有文化與語言問題待克服。 
 
消費型軟體元件背後受到微軟之重大影響： 
(1) 微軟已把介面定義非常清楚； 
(2) 微軟元件以底層 IT 元件為主； 
(3) 訊連元件較偏向 domain 元件。 
 
消費型軟體多以微軟平台為主，Linux 平台最

大困難為相容性不足，需要中立組織定義。 
 
消費型軟體元件化之後，產品就不容易差異

化，必須與其它廠商進行價格競爭。 
優點是隨著微軟的規範走，可在其大傘下快速

成長。 
 
定位於消費者最熟悉的微軟平台，可以減低創

業期資源投入，提早看到回收。 
 
軟體工程大致採取瀑布模式(Waterfall)，但均已

採用電子化流程。 
 
各軟體公司產品開發流程並無太大差異，重點

在執行力。 
 
訊連核心能力在於 E-Cyberlink 完全電子化的

 
甲尚軟體開發組織： 
(1) 先進技術團隊； 
(2) PC 產品線； 
(3) 平台轉換部門。 
 
技術授權原則為授權元件或模組。 
 
授權方式主要採取黑箱 SDK 方式。 
 
一個黑箱裡可能是一個元件或是幾個元件形

成的模組，其中含有很多 IP。 
 
由甲尚負責客製化，將程式 compile 到客戶

需要的平台上。 
 
透過 Skype 進行 Web 2.0 的經營模式，消費

者透過其程式建立個性化之 icon，然後每次

服務收費， 
 
軟體一開始開發就採取元件化/模組化的方

式，初期累積元件數量及規模仍少； 
 
直至 2000 年才自行開發「元件管理系統」，

進行系統化的共用管理。 
 
元件管理系統為自行開發，當初並參考採用

一 Open Source 的 SBN 管理工具。 
 
甲尚產品重視視覺效果，軟體開發需有藝術

人才加入，因此研發人員的角色定義與扮演

很重要。 
 
元件技術提供者(微軟)並未提供技術協助，惟

CPU 晶片廠商 Intel 為展視晶片效能， 
因此曾積極派工程師與其共同工作。 
 

核心能力在於經過創意發想過程後，能夠很

快找到收斂方法，並將之變成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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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過程中設立一小組，蒐尋外部工具與既有元

件，但多為 middle ware 層級。考慮重點： 
長期維護問題 
 
元件化的價值觀必須以工程化為基礎。 

 寫程式並非藝術 
 程式是用元件兜起來，用抄的，而不是用寫

的。 
 
軟體元件外部知識主要來源為提供架構公司，但

該類型公司採取之元件策略(開放 or  封閉)，會

產生不同效果。 

 

軟體元件平台失敗乃因其應用元件僅為一般領

域，特定領域元間缺乏使平台難以被接受 元件

必須與領域知識相結合 以台灣製造業知識為

基礎之軟體平台架構與元件有其必要性。 

 

管理決策係在決定產品架構才介入，否則一般元

件開發階段僅止於技術決策。 

 

軟體元件開發技術決策關鍵在於如何切割共用

元件。 

 

元件研發階段係由架構師團隊負責： 

步驟 1：調查與統整先進 IT 技術。 

步驟 2：進行技術可行性之實證，包括 pilot 與標

準。 

步驟 3：切割架構元件與應用元件。 

步驟 4：發展量化標準。 

 

開發階段若遇不確定因素，則架構師團隊須跳下

解決。 

 

内部開發團隊組成原則 

IT 對 Domain：8 比 2 

研究階段：Domain 人才為主。 

開發階段：IT 人才為主。 

 
外部開發團對組成 

 顧客聲音(VOC)長期累積形成知識庫。 

 元件技術提供者 

(2) 重視並遵循工程流程。 

 

元件架構與定義由 Review Committee 負責： 

(1) 掌握 SAFE 平台需求內容，並檢視各專案可再

用之成分； 

(2) 收集並瞭解元件與專案之相容性(搭配性)，並交

由 SAFE 團隊改善。 

 

導入元件化後，員工對開發流程中所扮演角色更完

整且清楚。 

 

軟體元件開發決策因素： 

(1) 採用 JAVA 技術做為平台基礎； 

(2) SAFE 元件之可能再用程度； 

(3) 技術來源多樣化，必須整合至 JAVA 環境進行

驗證，以確保品質； 

(4) 採用 Committee 機制訂定元件之 Roadmap，並處

理不確定性。 

 

SAFE 平台與組織以跨部門使用之 IT 相關元件為

主，事業部分則偏重於領域(domain)層面。 
 

SAFE 團隊開發時，領域(domain)人才只有在需求規

劃階段參與。 

(1) SAFE 團隊先到各事業部門訪談未來產品開發

計畫； 

(2) 根據調查定義雛型，交由 Committee 共同討論。

(3) 事業部門也有自己開發的領域元件自用，該類

元件難以跨越部門。 

 

SAFE 團隊主要透過各事業部間接瞭解顧客需求。 

 

元件化技術靠自己內部累積，沒有透過技術提供者

之協助。 

 

Open Source 之使用必須經審核機制。 

 

元件內部使用之考量因素： 

(1) 成本； 

(2) 品質(使用已測試好的元件)； 

(3) 技術是否有統一窗口可扮演支援角色。 

 

元件外部使用之考量因素： 

企業流程。 
 
員工習於改變，管理措施包括半年換一次座位。

 
技術核心能力在於多媒體軟體技術，尤其在

Codec 與 DVD 方面很強。 
 
軟體再用能力與管理不錯。 
 
綜合這些能力，促使訊連能夠快速切換平台，

或是因應大廠客戶之需求。 
 
消費型軟體背後還是需要有一個老大哥(微軟)
能把所有定義講清楚，才能使再用的效能不打

折。 
 
eCyberlink 系統為自行開發，其中亦整合

Oracle, Agilent 等公司之應用軟體，不過 UI 風

格全部改為一致。 
 
軟體元件開發決策由架構團隊主導，該團隊：

(1) 平常無專屬工作； 
(2) 特質為程式高手； 
(3) 負責元件骨幹與功能切割； 
(4) Approve 他人寫的架構。 
 
架構完成後，元件間介面標準由各團隊協調。

包括元件對元件，以及元件對產品。 
 
PM 角色在於描繪顧客需求，不需要懂程式。

 
 程式是用元件兜起來，用抄的，而不是用

寫的。 
 
利用三大願望的方式，管理需求及讓規格聚焦。

 
顧客意見可能打亂產品開發流程，必須對版本

加以管理。 
 
由於顧客意見與想法不同，訊連必須採取軟體

元件再用以及 e 化方式，才能迅速回應顧客需

求。 
 
研發人員配比： 

 
技術能力著重在於獨特的 3D 多媒體處理技

術。 
 
研發員工最大特色在於除了工程實力外，多

半擁有藝術性格及熱情。 
 
甲尚經營者能夠有效激勵員工之創意，並挑

戰員工之不足，同時亦具有 CTO 功能。 
 
上下班要求在軟體公司不太重要，但對產品

的技術與視覺呈現非常重視。 
 
早期重視品質為主，惟在營收逐漸增加之

後，生產力亦開始兼顧。 
 
「目標管理」之重要性： 
(1) 出貨前二週因時空環境改變無法上市； 
(2) 規格設定對，但產品無法如期上市，之

前行銷活動經費全部損失。 
 
「目標管理」 在出貨的時間點是個準確的

產品。 
i.e. 除了軟體生產力，亦包括對市場的掌握

度及當下趨勢的變化。 
 
軟體元件系統化管理後，對生產力有很大提

升。 
 
也促使甲尚在 OEM bundle 業務產生巨大效

果。 
 
元件管理系統中有超過 100 個以上元件，而

每個都有 3~5 次改版，管理非常複雜。 
 
軟體元件開發決策主要於各個 PM 的協調中

產生，尤其著重於視覺與工程的協調。 
 
產品開發由 PM 主導，類似電影製片，當定

義完成開始實作前，必須檢討軟體共用。 
 

顧客意見透過網路論壇及社群蒐集，至於

bundle 業務則直接與買主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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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研究單位 

 

開發階段內部再用(reuse)考量 

1. 元件切割的 tradeoff(越細再用機會越多，但

整合 effort 就大)。 

2. 內部推廣必須有一套程序讓工程師遵循 

3. 公司策略支持再用。 

 

開發階段外部再用(reuse)考量 

必須考量元件與模組的差異，買元件與買模組是

不一樣的人。模組與 SIP 類似。 

 
軟體元件開發計畫之成功在於架構的規劃。 

 

軟體元件管理制度與系統 
型態管理系統 
BUGIN 系統 

 
開發程序管理 
自行開發軟體工具 ALM 系統 
 
鼓勵再用機制，要求多於鼓勵 
用抽查方式看工程師白箱程式，沒有再用就記

點。 
規定產能標準，員工必須用”抄”的才能達成目

標。 
 
採用元件之考量因素 
與 Domain 有關就儘量用內部 
與 Domain 無關儘量用外部，外部元件真的不行

才考慮自製。 
 
產品發展深化之後，往往沒有外部元件可用。 
 
外部元件的採用取決於是否能「維護」。 
 
軟體元件外部擴散(交換) 
 
原始授權策略以模組為主，希望其他軟體公司成

為鼎新的 VAR，在其軟體架構上做一些互補軟

體。 

逐漸發現並非採取元件授權，而是採用介面互通

概念，別的公司透過界面互通，就可與鼎新連起

來(鼎新強制性不大)。 

(1) 成本是否夠低； 

(2) 產業結合度高； 

(3) 對於「創新技術」的掌握。 

 

推廣元件外部使用可激勵內部團隊之開發速度及新

技術之導入。 

 

SAFE 平台之發展基礎係從證券前台系統開發案所衍

生。經過一年多時間，發展形成一個 SAFE 團隊。 

 

SAFE 平台完成後之效益： 
(1) 某專案從 1.5 年降低至 8 個月就完成； 
(2) 使用已驗證過元件，減少重覆測試； 
(3) 快速完成可 demo 給顧客之雛型； 
(4) POC 半年降至 1 個月。 
 

軟體再用強迫大於鼓勵： 

(1) 成立高階主管委員會，強制要求每個專案儘量

利用既有元件； 

(2) 元件內部使用免費，促使各部門主動使用以降

低成本。 

 

藉由元件再用之統計與意見回饋，作為元件改版之

重要參考。 

 

元件開發採取白箱方式，提供源碼、驗證報告及文

件，確保使用者放心。 

 

採用內部元件之考量： 

(1) 品質穩定； 

(2) 符合需求之相容度高。 

 

採用外部元件之考量： 

(1) 先進行測試及功能驗證，並於 SAFE 平台建立

支援能量； 

(2) 確定穩定度； 

(3) 是否有持續的支援。 

 

Open Source 軟體元件越來越多，也越來越可用，而

且某些背後也有大公司支持。 

使用 Open Source 必須經過程序，確保 IP 及功能。 

 

成功使用外部元件之案例： 

(1) 1/3 人力隨 bundle 客戶客製化； 

(2) 1/3 人力進行主線產品大改版； 

(3) 1/3 人力負責新技術開發 

 

新技術開發會與學校合作，也兼具挖掘人才與

運用成果的效果。不過，需求必須很明確。 

 

開放軟體之運用管理： 

(1) 固定時間由 AT 大清倉； 

(2) 必須經過法務部門之研判與處理。 

 

內部元件再用之考量因素：降低複製(clone)成

本。 

 

消費型軟體將元件賣出去較少，因為文件準備

耗資源，也會產生 Bug 的風險。 

 

軟體元件由 eCyberlink 中的 e-module 子系統管

理，目前已有超過 200 個模組。 

 

並未採取鼓勵再用措施，而員工在開發時程壓

力下，自然會去使用。 

 

使用外部元件主要在於節省時間。 

 

元件內部使用不用錢，隨便開發團隊使用； 

 

外部授權原則： 

(1) 有訊連品牌名稱之 Co-branding 價格可較

低； 

(2) 單買某一元件價格高； 

(3) 非 PC 平台，因 clone 成本高，授權金就較

高。 

 

消費型軟體比較無法採用軟體元件交易平台。

客戶並不想要元件，而是要單一窗口。 

 

商業軟體比較有可能。 

 

軟體交易平台必需訂有共同規範。 

 

消費型軟體比較偏向誰擁有 IP 多誰贏，類似於

資本密集化或 IP 密集化。 

多年累積一個 Beta Tester List，可作為研究使

用者行為的工具。 

 

在考慮元件開發成本與時間效益下，甲尚會

積極從市場、實驗室及網路等管道尋找酷炫

技術。 

 

軟體元件要能被容易再用，抽象到一個小時

之內就能理解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元件外部使用(授權)基本上並非單獨元件賣

出，而是與顧客討論後，兜出一個特定功能

(feature)，顧客不必直接面對元件。 

 

透過與日本公司合作，建立與國際公司進行

大案子的程序。 

 

產品經理、技術主管等都要熟知公司有哪些

共用的軟體元件。 

 

養成工程師主動自發的再用習慣。 

 

工程師覺得不好想自己寫，必須經過 Team 

Leader 的同意，並檢討對成本的影響。 

 

採用外部元件： 

(1) 考量開發時程； 

(2) 由 Team Leader 決定； 

(3) 消費型軟體產品較重視工程規格的維

護，通常不會產生斷頭風險。 

 

甲尚將元件包裝成特定功能，並訓練 FAE 進

行銷售。 

 

各研發團隊之 Leader 都各有所偏好之軟體元

件交易平台，其中約 1/3 為 Open Source，以

通用型元件為主。 

 

核心技術不可能放在網路銷售。 

 

消費型軟體不容易形成知識分工的產業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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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元件平台成功關鍵 
應用複雜度的切割 
再用經濟量 
 
第三方軟體元件庫的可行性？ 
必須能夠細化，針對不同市場群區分 
 
 
開放式軟體元件平台 
若著重於促進分享與交流，可達其目的。 
軟體元件知識含量高，使用與組合的學習成本

高，加起來的成本不見得划算。 
小軟體以及需求 Domain 不深，比較可行。 
 
軟體產能(軟體工廠)為維繫軟體元件成功之關

鍵。才能應付子艦廠商的修改需求。 
 
新產業結構之可能瓶頸 
(1) 軟體元件較硬體多樣化且複雜； 
(2) 軟體生產流程倚賴人為成份高； 
軟體標準制訂速度跟不上變化。 

(1) 擔心黑箱，先行花 2 個月研究元件內容，如果

自行開發要 10 個月； 

(2) 藉此訓練工程師累積技術經驗。 

 
元件授權策略 
(1) 軟體元件內部使用沒有授權控管； 
(2) 由事業部門以產品為基礎進行授權； 
(3) 以年約作為基礎，鼓勵對方儘量使用。BUGIN

系統 
 
外部廠商使用凌群元件程序，係請對方先填寫表單

申請再傳給對方； 
(1) 確保版本最新； 
(2) 處理 bug 可以更快； 
(3) 知識管理網站分享。 
 
目前元件授權對象以夥伴廠商為主，尚未考慮顧問

業與系統整合業。 
 
目前擁有元件不到 20 個，仍不夠完整，尚未考慮透

過軟體元件資料庫擴散。 
 
軟體元件確有助於廠商開發產品，但與促進外銷相

關性低；語言因素為推動軟體外銷之關鍵因素。 
 
凌群認為 SaaS 模式為不可避免之趨勢，但具有大者

恆大特性，又可擺脫區域因素，較適合國際大廠發

展。 
 
台灣廠商機會不大，且容易被吸進去。 
或許透過策略聯盟較有機會。 
 
軟體元件技術之發展，技術提供者本身會組成一個

軟體共用平台，許多廠商都要面臨這樣的問題。 
 
台灣軟體採購環境不佳，廠商難以提供差異化的服

務； 
 
旗艦計畫利益雖佳，但短期難以看到績效。 
 
外銷人才及高階管理人才之培育應該加強，才能打

進國際市場。 

 

Open Source 不會成為消費型軟體之競爭對手，

反而有正面影響： 

(1) 客戶不敢用 Open Source，因為責任界定不

清； 

(2) Open Source 是還沒有完成商品化的東西；

(3) 客服一個 phone call 要六元美金。 

(4) 社群高手很多，可砥礪員工 Programming

的能力。 

(5) 應該不會形成分工的產業結構 

 
微軟角色有點似敵似友，但 Google 的 Open 
Projects 幾乎把未來的路都擋掉。 
 
在台灣環境反而是人力競爭的威脅較大。 

 

Google 會將所有的 AP 都收到他的網站去，

對消費型軟體有  

威脅。 

 

甲尚產品與競爭對手經營模式差異大，往往

只在某一環或一功能競爭，沒有直接及正面

的衝突。 

 

積極思考將中小規模的元件打包成產品概念

進行要銷售。 

 

亟需政府協助行銷與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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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B 軟體元件個案開放編碼表 

主類別 次類別 個案 概念性質描述 維度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A1, A2, 

A3, A4 
 提高生產力之需求促進軟體元件化

與再用。 
低⇔高 

 減少重工(rework)
程度 

A1, A2, 
A3, A4 

 減少重工需求程度高，越有意願元件

化與再用。 
弱⇔強 

 降低成本與時程 A1, A2, 
A3, A4 

 降低成本需求越高，越有意願元件化

與再用。 
弱⇔強 

 產品獨特性 A1, A3  產品架構佳，促使生命週期持續更

久。 
 市場上擁有如此多 IP 的廠商已經只

剩下一、二家。 

低⇔高 

 一致風格 A3, A4  風格一致性需求越高，越有意願元件

化與再用。 
弱⇔強 

研發部門技術力     
研發部門之

組成與機制 
架構師與研發團

隊之知識與技術

能力 

A1, A2, 
A3, A4 

 架構師具備(1)資深、(2)能建立程序

讓別人接手、(3)嚴謹與細膩地管理

型態。➪A1 
 SAFE 平台開發團隊，必須具備(1)
考慮層面更深且廣、(2)重視並遵循

工程流程。➪A2 
 架構團隊平常無專屬工作，其特質為

程式高手。➪A3 
 研發員工最大特色在於除了工程實

力外，多半擁有藝術性格及熱情。

➪A4 

弱⇔強 

 研發人員分工之

明確性 
A1, A2, 
A3, A4 

 元件開發、應用開發人員之角色若清

楚有助於發展元件。➪A1, A2 
 1/3 人力研發新技術、1/3 人力研發主

線產品、1/3 人力負責 bundle 客製。

➪A3 
 甲尚產品重視視覺效果，軟體開發需

有藝術人才加入，因此研發人員的角

色定義與扮演很重要。➪A4 

模糊⇔清楚

元件研發計

畫之運作 
元件開發與再用

決策機制 
A1, A2, 
A3, A4 

 研發階段由架構師負全責。➪A1 
 元件架構與定義由 Review Commit-

tee 負責：(1)掌握 SAFE 平台需求內

容，並檢視各專案可再用之成分；(2)
收集並瞭解元件與專案之相容性(搭
配性)，並交由 SAFE 團隊改善；(3) 
訂定元件開發之 Roadmap。➪A2 

 架構團隊主導，負責元件骨幹與功能

切割及 Approve 他人寫的架構。➪A3 
 軟體元件開發決策主要由各 PM 協

調中產生，尤其著重於視覺與工程的

協調。➪A4 

模糊⇔清楚

 元件開發流程管

理 
A1, A2, 
A3, A4 

 元件開發程序完整與確實，有助於元

件之開發。➪A1, A2 
 具有軟體元件開發程序管理工具。

➪A1, A2, A3, A4 

模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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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以 CMMI 為基礎之開發流程。

➪A1, A2 
 藉由導入 CMMI 建立 Product Line 概

念，有助於將各產品中可再用之元件

整合起來做考量。➪A1, A2 
 軟體工程大致採取瀑布模式

(Waterfall)，但均已採用電子化流

程。➪A3 

 各軟體公司產品開發流程並無太大

差異，重點在執行力。➪A3 

 開發元件供內部

使用之因素 
A1, A2, 
A3, A4 

 (1)元件切割的取捨，越細再用機會

越多，但整合 effort 就大；(2)內部推

廣必須有一套程序讓工程師遵循。

(3)公司策略支持再用。➪A1 
 (1)成本；(2)品質，元件是否已經過

測試及驗證；(3)技術是否有統一窗口

可扮演支援角色。➪A2 
 是否能降低複製(clone)成本。➪A3 
 軟體元件要能被容易再用，抽象到一

個小時之內就能理解是非常重要的

因素。➪A4 

 

 開發元件供外部

使用之因素 
A1, A2, 
A3, A4 

 必須考量元件與模組的差異，買元件

與買模組是不一樣的人。➪A1 

 (1)成本是否夠低；(2)產業結合度

高；(3)對於「創新技術」掌握高。

➪A2 

 消費型軟體將元件賣出去較少，因為

文件準備耗資源，也會產生 Bug 的風

險。➪A3 

 必須能夠兜出一個特定功能

(feature)，讓顧客不必直接面對元

件。➪A4 

 

 軟體元件內嵌技

術之深度或獨特

性 

A1, A2, 
A3, A4 

 產品發展深化之後，往往沒有外部元

件可用。➪A1 
 內部自行累積軟體元件化技術。➪

A2 
 技術核心能力在多媒體軟體技術，尤

其是 CODEC 與 DVD。➪A3 
 軟體元件內嵌 IP 數量越多，競爭力

越高。➪A3 
 技術專利佈局之完整度高，競爭力越

高。➪A3  
 消費型軟體比較偏向誰擁有 IP 多誰

贏，類似於資本密集化或 IP 密集化。

➪A3 
 技術能力著重在於獨特的 3D 多媒體

處理技術。➪A4 
 核心能力在於經過創意發想過程

後，能夠很快找到收斂方法，並將之

變成產品規格。➪A4 

低 ⇔ 高 

 軟體元件源碼策

略 
A1, A2, 
A3, A4 

 元件源碼採取白箱方式，提供源碼、

驗證報告及文件，確保使用者放心。

➪A1, A2 

白箱⇔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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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源碼採取黑箱方式，因為顧客希

望的是單一窗口的技術服務。➪A3 

 元件源碼採取黑箱方式，因為顧客要

的是一個特色(feature)的功能。➪A4 

事業/產品部門

再用力 
    

產品/事業部

門之組成與

機制 

蒐尋內部元件能

力 
A1, A2, 
A3, A4 

 產品經理、技術主管等都要熟知公司

有哪些共用的軟體元件。 
弱⇔強 

 蒐尋外部元件並

內化之能力 
A1, A2, 
A3, A4 

 蒐尋、評估並內化外部元件之能力有

助於再用。➪A1, A2 

 以明確的需求規格，建立汲取學校與

研究單位新技術之管道。➪A3 

 在考慮元件開發成本與時間效益

下，甲尚會積極從市場、實驗室及網

路等管道尋找酷炫技術。➪A4 

弱⇔強 

 部門內客製化或

開發領域元件之

能力 

A1, A2, 
A3, A4 

 具備客製化生產能量(e.g. 軟體工廠)
可協助 VAR 快速將元件組成產品。

➪A1, A2 

 事業部門具備開發領域元件自用能

力，該類元件難以跨越部門。➪A2 

 1/3 人力配合 bundle 客戶進行客製

化。➪A2 

 研發二部負責將多媒體元件嵌入非

PC 平台。➪A4 

弱⇔強 

專案/產品開

發計畫 
採用內部元件考

量因素 
A1  元件獨特性高(domain related)儘量內

部再用，無關儘量用外部。➪A1 

 產品發展深化後沒有外部元件可

用。➪A1 

 (1)品質穩定；(2)符合需求之相容度

高。➪A2 

 使用成本低。➪A3, A4 

 

 採用外部元件考

量因素 
  軟體元件知識含量高，若使用與組合

的學習成本高，不易再用。➪A1 

 外部元件之穩定度與後續支援能力

佳越有助於再用。➪A1, A2 

 必須先進行測試及功能驗證，並內建

立內部支援能量。➪A2 

 節省時間。➪A3, A4 

 消費型軟體產品較重視工程規格的

維護，通常不會產生斷頭風險。➪A4 

 

軟體元件平台之

演進力(平台經

濟性) 

    

系統化再用

能力 
以 IT 為基礎之管

理系統 
A1, A2, 
A3, A4 

 軟體元件管理系統包括：(1)型態管

理系統、(2)BUGIN 系統、(3)開發程

序管理 ALM 系統。➪A1 
 SAFE 平台：(1) 放上平台之軟體元

件均確保為完整可用、(2)具備知識

分享平台功能。➪A2 
 完全電子化 eCyberlink 系統中的

e-module 子系統管理。➪A3 
 自行開發「元件管理系統」，進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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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化的共用管理。➪A4 
 促進再用之管理

作為 
A1, A2, 
A3, A4 

 強迫再用措施：(1)抽查白箱程式及

記點；(2)規定產能目標，迫使員工

必須用”抄”才能達成目標。➪A1 

 軟體再用強迫大於鼓勵：(1)成立高階

主管委員會，強制要求每個專案儘量

利用既有元件；(2)元件內部使用免

費，促使各部門主動使用以降低成

本。➪A2 

 並未採取鼓勵再用措施，讓員工在開

發時程壓力下，自然會去使用。➪A3 

 工程師覺得不好想自己寫，必須經過

Team Leader 的同意，並檢討對成本

的影響。➪A4 

 

促進平台演

進之因素 
軟體平台應用情

境適切性及累積

性 

A1, A2, 
A3, A4 

 鎖定 ERP 市場規劃架構

(Framework)。➪A1 

 以證券後台系統應用為平台發展之

基礎。➪A2 

 以個人電腦影音多媒體應用為平台

發展之基礎。➪A3 

 以個人電腦 3D 多媒體工具為平台發

展基礎，並建立跨技術平台能力。

➪A4 

 

 平台元件之完整

性與相容性 
A1, A2, 
A3, A4 

 平台應兼具一般領域與特定領域元

件。➪A1 

 元件穩定度有助於再用。➪A1 

 SAFE 軟體元件與各專案之相容度。

➪A2 

 IT 底層元件由微軟負責，僅發展領域

元件。➪A3, A4 

 

 平台 IT 底層技術

之共通性與結合

性 

  軟體元件與 IT 底層(e.g.資料庫)結合

度不佳會導致失敗。➪A1 

 採用共通性最高之 JAVA技術做為平

台基礎。➪A1, A2 

 技術來源多樣化，必須整合至 JAVA

環境進行驗證，以確保品質。➪A2 

 採用主流之微軟平台為基礎。➪A3, 

A4 

 

 元件界面標準之

制訂 
A1, A2, 
A3, A4 

 界面標準由架構師團隊制訂。➪A1 
 界面標準由 Committee 制訂。➪A2 
 元件間介面標準由各團隊協調。包括

元件對元件，以及元件對產品。➪A3 
 各個 PM 共同討論產生。➪A4 

 

 平台元件之切割 A1, A2  應用適切性越高，再用後之客製程度

越少。➪A1 
 元件切割的 tradeoff(越細再用機會越

多，但整合 effort 就大)。➪A1 
 再用需求越高之元件，越適合發展。

➪A1, A2 

 

 元件版本控制 A1, A2, 
A3, A4 

 元件版本控制佳有助於再用。 
 藉由元件再用之統計與意見回饋，作

為元件改版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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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IT 大廠主

導力 
技術架構主導者 A1, A2  國際大廠發展軟體元件技術，推動廠

商參與其架構計畫。 
弱⇔強 

 元件平台提供者 A1, A2  軟體元件技術之發展，國際 IT 大廠

會組成一個軟體共用平台，許多廠商

都要面臨這樣的問題。 
 外部元件技術主導者採取開放策略

可促進元件開發與再用。 

弱⇔強 

 界面標準制定者 A3, A4  消費型軟體背後受到微軟重大影

響，微軟已把介面定義非常清楚。 
 老大哥(微軟)把所有定義講清楚，才

能使再用的效能不打折。 

弱⇔強 

 底層 IT 元件提供

者 
A3,  微軟元件以底層 IT 元件為主，讓消

費型軟體業者可朝向 domain 元件發

展。 

弱⇔強 

 新創事業培育者 A3  隨著微軟的規範走，可在其大傘下快

速成長。 
 定位於消費者最熟悉的微軟平台，可

減低創業期資源投入，提早看到回

收。 
 消費型軟體元件化之後，產品較不容

易差異化，必須與其它廠商進行價格

競爭。 

弱⇔強 

 下世代技術協力

者 
A4  CPU 晶片廠商 Intel 為展視晶片效

能，因此積極派工程師與之共同工

作。 

弱⇔強 

市場異質性 累積顧客聲音之

機制 
A1  長期累積顧客聲音有助於開發符合

市場情境之元件。➪A1 

 透過事業部門瞭解客戶需求。➪A2 

 利用三大願望的方式，管理需求及讓

規格聚焦。➪A3 

 由於顧客意見與想法不同，訊連必須

採取軟體元件再用以及 e 化方式，才

能迅速回應顧客需求。➪A3 

 顧客意見透過網路論壇及社群蒐

集，至於 bundle 業務則直接與買主

洽談。➪A4 
 多年累積一個 Beta Tester List，可作

為研究使用者行為的工具。➪A4 

 

 特定顧客之壓力

式成長 
A2, A4  國際 Outsourcing 訂單量越高，促進

再用越高。 

 透過與日本公司合作，建立與國際公

司進行大案子的程序。 

 

 當下市場趨勢之

掌握力 
A4 對當下市場趨勢之掌握，會使產品在出

貨的時間點是個準確的產品。 
 

夥伴廠商整合力 
(外部分工) 

軟體元件外部擴

散策略 
A1, A2, 
A3, A4 

 (1)採取模組授權，扶植 VAR 廠商；

(2)採用介面互通概念，輔導其他公

司與之相連。➪A1 
 (1)由事業部門以產品為基礎進行授

權；(2)以年約作為基礎，夥伴廠商

簽約後可儘量使用 SAFE 平台元

件。➪A2 

 (1)有訊連品牌名稱之 Co-branding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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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較低；(2)單買某一元件價格高；

(3)非 PC 平台，因 clone 成本高，授

權金就較高。➪A3 
 (1)授權方式主要採取黑箱 SDK 方

式。一個黑箱裡可能是一個元件或是

幾個元件形成的模組，其中含有很多

IP；(2)由甲尚負責客製化，將程式

compile 到客戶需要的平台上；(3)將
元件包裝成特定功能，並訓練 FAE

進行銷售。➪A4 
 夥伴廠商提攜力 A1, A2, 

A3, A4 
 可擴大產品組合。➪A1 
 激勵內部團隊之開發速度及新技術

之導入。➪A2 
 Bundle 廠商擴大品牌效益。➪A3 
 透過與硬體業者合作，增加軟體嵌入

於各種平台之業務機會。➪A4 
 透過與網路服務業者服務，增加網路

Icon 服務業務。➪A4 

 

開放元件之成熟

度 
開放元件之數量

與可用性 
A1, A2, 
A3, A4 

 (1)若著重於促進分享與交流，可達

其目的；(2)軟體元件知識含量高，

使用與組合的學習成本高，加起來的

成本不見得划算；(3)小軟體以及需

求 Domain 不深，比較可行。➪A1 
 開放軟體元件之數量與可用性越

高，越可促進再用。➪A2, A3 
 各研發團隊之 Leader 都各有所偏好

之軟體元件交易平台，其中約 1/3 為

Open Source，以通用型元件為主。

➪A4 

 

 開放元件之風險 A3  開放元件最大困難為相容性不足，需

要中立組織定義。 

 客戶不敢用開放元件，因為責任界定

不清(消費型軟體客服成本高)。 

 開放元件是還沒有完成商品化的東

西。 

低 ⇔ 高 

 國際大廠之支持

力 
A2  Open Source 軟體元件越來越多，也越

來越可用，而且某些背後也有大公司

支持。 

低 ⇔ 高 

 開放軟體社群之

貢獻 
A3  開放軟體社群高手很多，可砥礪員工

Programming 的能力。 

 

組織政策與文化 工程化為基礎之

元件價值觀 
A1, A2, 
A3, A4 

 寫程式並非藝術，是兜出來而非寫出

來的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習慣 A1, A2, 
A3, A4 

 工程師主動自發的再用習慣。 弱 ⇔ 強 

 習於改變 A3  員工習於改變，管理措施包括半年換

一次座位。 
 

 領導者激勵 A4  甲尚經營者能夠有效激勵員工之創

意，並挑戰員工之不足，同時亦具有

CTO 功能。 

 

 兼顧技術與視覺 A3, A4  對產品的技術與視覺呈現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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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A 矽智財個案開放編碼概念列表 

個案 B1：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個案 B2：智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個案 B3：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個案 B4：凌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創意電子提供設計服務，所以直接面對客戶是

IC 設計業者。 
 
SIP Reuse 導因於設計生產力的危機，但離理

想的”plug & play”仍相當遠。 
 
IP Mall 若從交易量來看是失敗的： 
(1) TSMC 與 UMC 等陣營無中立單位將之

整合； 
(2) SIP Mall 經營者與 SIP 提供者間之利益

衝突。  
 
創意在 IP Mall 的執行經驗中獲得許多寶貴經

驗： 
(1) 完整瞭解 IP 管理系統； 
(2) 建立與 IP Vendors 溝通管道； 
(3) 獲得 IP 管理之經驗與需求。 
 
目前 IP Mall 成功的重點在於中立，所以類似

像 Design & Reuse 這家公司，只提供資訊服

務，後面也沒有 Foundry，，就比較容易成功。 
 
VSIA、ChipEstimate.com 等公司或者有中立的

問題，或是提供服務陳意過高，證明都不太成

功。 

 

創意並非 IP 公司，賣的 IP 很少，成立 IP Mall

主要在服務顧客，IP 來源主要為台積電與

Third Party。 

 

韓國雖重視 SIP，但文件皆為韓文，故做不太

起來。 

 
目前世界上各種 IP Mall，尚未見到具有技術

整合服務之平台，主因是 SIP 的品質無法完全

保證。 
 

 
智原認為與創意最大不同在於自己投入很大資

源開發 SIP，甚至幫聯電開發 SIP，而創意許多

SIP 靠台積電給他。 
 
智原發展三階段： 
第一個 5 年：ASIC 後端服務； 
第二個 5 年：發展 SIPs； 
第三個 5 年：提供 SIP 平台設計。 
導入平台設計：整合已驗證之 SIPs，協助客戶

Time to market。 
 
SIP 導致產業分工越來越細。 
 
產業同意 SIP Providers 越來越有價值，更樂於

使用 SIP。 
 
SIP Provider 更有生存價值。 
 
設計服務業者越有生存空間。 
 
半導體設計業心態與價值觀正在調整，重點改

放在市場、客戶與通路，掌握規格定義，其餘

就委由設計服務業者。 
 
智原核心能力在於協助客戶 3 個月內 Tapout 一

顆 SOC。 
 
整合 SIP 平台必須掌握 Domain Knowhow，智

原目前已積極掌握多媒體、通訊、顯示等三大

領域。 
 
智原累積多年經驗已開發出 SoCompiler 工

具，可有效協助客戶快速整合 SIPs 並提供驗

證。 
 
設計工具業者提供的是設計端的工具，而

SoCompiler 是在前端先把 SIPs 整合成 SoC 的

工具。 

 
瑞昱發展是以產品別起家，而後將各產品事業部共用部份

成立研發中心。 
 
瑞昱許多產品市占率都相當高，因此與世界各大廠都有合

作，顧客資源豐富。 
 
瑞昱核心技術較強部分在於混合訊號(Mix-Signal)的電路

設計。 
 
過去數年增加系統設計人員，故系統知識已大幅改善。 
 
晶片產品有時不僅晶片本身，連參考設計都要提供給客

戶。 
 
供給面製程昂貴，需求面應用系統越趨複雜，致使設計產

業需進一步分工。 
產生專門提供製程 SIP 的公司。 
 
瑞昱設計新晶片時，會先評估那些共用 SIP 廠商可以提

供。 
雖使用外部 SIP，但考慮特殊性與效能，會自行研發 SIP。。

 
產品競爭力在於時程、成本與上市時機，不論自己做或

買，會有公平客觀評估，不致產生 NIH。。 
 
瑞昱認為 SIP 是針對某些產品屬性客製化後，將可重覆部

分加以細緻化所得的一種中間產品。 
 
瑞昱從成立早期，類似 SIP 再用的觀念已經在做。 
 
設計公司與設計服務公司差異在於後者並不做真正設

計，而只是設計後端及製程前端的整合。 
 
瑞昱客戶主要為最終 IC 產品使用者，但智原客戶則包括

Design House 及系統公司。 
 
雖然很早就有 SIP 概念，但對於重覆使用的管理，仍然在

摸索。 

 
目前 IC 技術問題非常複雜，若沒有進行

SIP 管理，很難在產業生存： 
(1) IC 產品生命週期越來越短； 
(2) 藉由分工縮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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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開發。 
工程師若非進行產品開發，並不能瞭解

SIP 精髓，就很難做 SIP 與使用 SIP。 
 
凌陽 SIP 分二部分： 
(1) 事業部門發展與維護領域別 SIP； 
(2) 研發中心發展 CPU 等全公司產品都

會使用的。 
 
IP 管理系統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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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入 SIP 採取自行揣摩的方法； 
工具廠商提供的 SIP 包裝的工具，而非管

理工具，Overhead 往往超過 SIP 本身的設

計。 
 
凌陽 SIP 設計以產品導向為主，SIP 必須

在內部能夠使用過。 
 
根據凌陽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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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決策考量因素：市場、技術、再用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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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在技術上的核心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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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系統整合能力。 
 
SIP 需要各種專長的人投入，而創意並不見得

具備這些專長，故定位於系統整合。 
 
不過，創意發現 SIP 並不容易整合起來，所以

必須解決品質與整合等問題，所以有些 SIP 必

須自己做。 
 
逐漸地，創意針對某些應用，在上面建構完整

的 SIPs，其中有些 SIP 自己來，有些用外面的

SIP。 
 
創意開發 SIP 的考量，如果這個 SIP 可以綁住

顧客，就會投入。 
 
SIP 要設計成 Reuse，必須更大的 effort！ 
 
通用的 SIP 必須考量很多，但如果知道產品應

用，就可以將 SIP 做得非常小，非常有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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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 SIP 與用甚麼工具較無關，而與 SIP 
Vendors 好與壞有關。 
 
目前半導體業都在行銷一個 Total Solution 的

概念，也就是用 Platform 的架構預先把 SIP 整

合好、軟體 Driver 寫好、甚至應用軟體也寫

好。 
 
創意一開始就是從整合 SIP 的角度切入做

Platform，而台積電離系統整合還很遠，所以

這是台積電看上創意的原因。 
 
目前還沒有公司能夠用完全自動化的系統將

SIP 兜一個 Platform，但創意至少在 ESL 模擬

方面已有很多經驗。 
 
創意連 SIP Vendors 都能 Coach，甚至比他們

 
SIP 開發之考量因素： 
客戶需求之頻率(共同 share 成本) 通常是較

一般性的 SIP，譬如 DDR； 
 
 
SIP 的難度與價值(其他公司是否容易做出來)；
是否容易從外部取得。 
 
SIP 組織： 
研發中心開發共用 SIPs； 
各事業部發展平台與特定 SIPs； 
 
SIP 越來越複雜，常需要跨團隊人才進來，才

能完成 Total Solution。 
 
研發中心與事業部開發 SIP 的流程並不相同。

 
研發中心開發 SIP 以通用型為主力。其客戶不

僅包括內部事業部門，也包括外部設計公司。

 
智原開發許多聯電製程用 SIPs，所以許多市場

資訊來自於聯電。 
 
一般設計工具業者提供之 SIP 技術幫助不大，

仍然靠智原自己的專業技術或遵循標準發展。

 
SIP 內部再用之考量因素最重要的是品質(含驗

證)。 
 
SIP 的整合比兜主機板在困難度與複雜度都高

出許多。 
 
智原內部使用 SIP 並沒有設立內部收費機制。

 
智原外部使用 SIP，基本上希望將客戶引導為

SoC 或 ASIC 的使用者，營收效益會較高。 
 
目前智原被再用最成功的 SIPs 為 Memory 及

USB，幾乎每個系統都會使用，對客戶產品的

影響很可觀。 
 
智原 SIP 管理原則(QDS 系統)： 
集中管理； 
版本控管。 

 
一般 Design House 多半沒有一個 SIP 的標準，所以工程

師各做各的，有很多 SIP 要能給他人再用，管理上要做很

多的處理。 
 
瑞昱技術核心能力： 
(1) 少數擁有自行開發微處理機能力之公司； 
(2) 採用平台整合為基礎，提供系統廠使用晶片； 
(3) 平台上必須是公開且標準的界面。 
(4) 視客戶需要會提供使用其它微處理器平台的彈性。

(5) 先進 SIP 如 UWB，為外界尚無法提供的 SIP。 
 
設計流程中，會針對 SIP 之使用，進行確認與分割。 
 
流程之會有特別關卡，確認 SIP 能夠 merge 到晶片。 
 
常被同仁使用的 SIP，瑞昱會適當回饋至其考績。 
 
SIP 導入重點在於設計方法論的改變，瑞昱採取自行培育

人才的做法。 
 
工具廠商雖投入 S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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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廠商提供的 SIPs 月健康，瑞昱使用就會越多，也可

將資源改放在其他更重要的地方。 
 
SIP 元件開發決策： 
(1) 根據產品線需求規劃，評估自製或外購； 
(2) 評估條件包括效能(e.g. 功耗)是否符合系統需求、人

力、技術難度、成本。 
(3) 前瞻性產品無法購得，必須自己做。 
 
瑞昱研發部門開發 SIP，事業部門使用 SIP。 
研發部門 SIP 有四類：類比、處理器、I/O Pad 及特殊元

件。 
 
開發過程中各事業部門會提供規格與驗證等資訊密集互

動。 
 
多年來半導體設計公司已逐漸補強系統方面的知識。 
 
瑞昱因為許多產品線市占率已相當高，客戶會主動提供下

半年或明年所需規格。 

率； 
 
產品線開發團對並不知未來會用到哪些關

鍵 SIP，而須在產品空間內，思考需要哪

些 SIP，然後再決定哪些由內部產生，哪

些外購。 
 
技術中心團隊開發 SIP 主要以部門間共用

為主。 
 
事業部門與研發中心之開發團隊人員沒有

重疊，但後面隱形的指導原則是產品

Roadmap。 
 
研發部門開發一個 SIP 之前，會與事業部

門討論要做到多少，然後設定比市場更前

面的目標。 
 
單獨授權出去的 SIP 較無價值，目前偏重

於將產品設計之整組 SIP 進行授權。 
 
凌陽近年來已針對系統觀念做了許多補

強，才能使 IC 跟系統結合。 
 
事業部門會有系統溝通之專人，長期與顧

客溝通。 
 
至於研發中心之 SIP，因大部分為功能方

塊，其本質為科技關聯，只要技術功能通

過或符合標準，與顧客關聯較少。 
 
SIP 之所以具有價值，乃在於其技術背後

隱藏的難度。 
 
SOC 是 CPU 公司引導出來的現象。 
 
目前能夠在市場上成功的 SIP，多半與設

定標準有關。 
 
凌陽 SIP 授權策略在於其獨特性涉及核心

競爭力，就不考慮，否則即可授權。 
 
SIP 內部能否再用端視是否經過驗證。 
開發一新的 SIP，通常會跟著某個產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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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瞭解他們的 SIP 有沒有 bug。 

 
目前創意鎖定的 Platform 以高價值為主，平台

上會將各式 SIP 整進來，並加以驗證。 
 
 
能夠放在創意平台上的 SIP，因為已獲得驗

證，對這些 SIP Vendors 非常重要。 
 
創意整合一個平台，會比較通用一點，這樣可

以因應不同客戶要求進行客製化。相對聯發科

等公司，他們的晶片就比較最佳化。 
 
創意認為以 Design&Reuse 公司經營 IP Mall
的成功要素就是蒐尋容易且顧客管理完整。 
 
SIP 若是僅供內部使用，就不須要做到完整的

IP Package。 
 
創意大概只有 3%營收來自於 SIP，而智原則

將近 27%，這與相搭配晶圓廠之策略有關。 
 
創意認為智原成立時間久，SIP 工程師較多。 
 
SIP Vendors 基於大數法則，會優先支援台積

電，所以聯電必須靠智原自己做。 
 
台積電 Wafer 價格高，只有第一流的公司才用

得起他們的製程，也就比較不怕被 SIP 公司

Charge。所以也是為何創意策略是用一流 SIP
公司的 SIP，採最快速度整合一個 Solution 給

客戶。 
 
半導體進入深次微米後，晶圓、光罩、設計都

更複雜更昂貴，所以創意成為 SIP 整合公司，

可以降低新的 IC 設計公司進入障礙。 
 
創意公司經營模式，也促使創投改變投資 IC
設計公司的看法，進一步促使產業分工。 
 
創意進行 SIP 開發決策因素在於是否有差異

化，如果沒有差異化，多傾向採用市場現有。 
 
SIP 計畫一旦進行，縱使遇到市場改變，原則

 
QDS 與明導公司合作。 
 
研發部門績效難以與 SIP Reuse 聯結。 
 
研發部門績效評量主要採取目標管理，很難對

Reuse 數目做出指標。 
 
難以對再用做出指標主要是 SIP 大小與開發成

本差異大，不容易衡量。 
 
SIP 再用已成為公司之文化，並不須要鼓勵機

制。 
 
智原原則上優先使用內部 SIP，除非： 
內部還未開發完成； 
評估後發現競爭力差很多。 
使用外部 SIP 考量因素：品質保障、價格與競

爭力。 
 
使用外部 SIP 最成功案例為 ARM CPU，智原

優勢在於自己擁有 CPU 技術，所以同樣用

ARM，他們的效能會較突出。 
 
ARM CPU 為目前最成功之 Star SIP： 
通訊客戶指定； 
支援軟體完整。 
 
MIPS 成功在網路應用。 
 
多媒體 Solution 多，亦可用軟體解，較多樣化。

 
智原目前經營 SIP MALL 主要扮演仲介或是寄

賣角色： 
產業線上交易 SIP 習慣與文化尚未養成； 
相關後續服務與支援仍由原廠負責。 
完成交易之 SIP 仍以智原自有為主。 
 
影響 SIP Mall 成功的因素： 
人們對網路交易仍不放心； 
SIP 品質並非網路上瀏覽即可瞭解，而是需要

進一步驗證。 
 
SIP 設計檔案已有共通標準，所以針對改版更

 
對於市占率仍低之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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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曾從工研院 License SIP，但部分有專利問題。 
 
內部使用 SIP 考量因素：彈性與穩定度。 
 
外部使用 SIP 考量因素：可靠度與配套週邊(e.g.支援、文

件、軟體等)。 
 
四大類 SIP 分別有四組人員專門維護與支援，並且每組人

員與各事業部門皆有固定會議，定期更新 SIP。。 
 
設置內部使用之「IP 管理系統」。 
 
對事業部門並無特別鼓勵再用機制，研發部門會為事業部

門分析與告知有那些現有 SIP 可縮短開發時程與成本。 
 
事業部門採用外部 SIP 亦基於時程與成本之考量，除非客

戶對處理器或平台有特別要求。 
 
目前使用外部 SIP 最主要是特殊製程 SIP。 
 
對 SIP 授權並不熱衷，主因是經營模式是直接面對系統業

者，若清易授權，別人可能會用你的 SIP 兜成晶片賣給客

戶。 
 
授權 SIP 必須準備許多技術說明文件，瑞昱並不打算花資

源在此。 
 
與瑞昱類似公司，不太可能將比較好的 SIP 提供到 SIP 
Mall 上去。 
 
即使 SIP vendors，多半會自動提供目錄供瑞昱參考。 
 
國外 SIP 網站經評估後發現幫助不大。或是所提供類比

SIP 與瑞昱製程策略不一致，或是競爭力不夠好等。 
 
瑞昱認為 SIP Mall 必須考量二個層面： 
(1) Silicon Approve：主導權最好由 Foundry； 
(2) Design Architecture：拿到 SIP 之後端功夫必須少。

 
SIP Mall 雖尚未臻理想，但產業分工體系已成型。 
 

當作載具，當產品成熟，也自然驗證該

SIP。 
考量 SIP 是否能授權出去，必需考量 3~4
年後的市場是否會成為主流，然後聚焦將

之做到最好、最快、最小。 
 
目前凌陽授權出去最成功的，多半是標準

化規格有關的產品。 
 
凌陽 SIP 管理系統： 
(1) SIP 分為四大類：演算法、Hard IP、

Processor IP 與 Software IP； 
(2) 員工很容易蒐尋到合適的 SIP，以進

行評估或整合。 
(3) 每一筆 SIP 命名及記錄內容都有具體

規範； 
(4) 具有設定權限及法律提示。 
(5) 資料不允許存在 Local PC。 
 
SIP 的使用： 
(1) 關係企業必須付錢； 
(2) 內部單位使用則有內部計價。 
 
外面授權進來之 SIP 需要內部技術人員研

究與驗證，然後才放進管理系統。 
 
外部購買 SIP 使用之”共乘＂計價： 

重覆使用者必須支付費用給先前使用者，

前者只要花市價的部分就可使用，後者會

鼓勵內部重覆使用。 
 
凌陽授權考慮因素： 
(1) 合作的 IC 製造夥伴； 
(2) 經評估無礙於核心競爭力者。 
 
凌陽雖沒有設立 SIP Mall 意願，但基於營

收考量，則可將 SIP 放上去行銷。 
 
CPU 擬採 Semi-Open 策略，尤其在軟體方

面。 
目前規範嚴格禁止使用 Open IP，理由是國

際客戶嚴禁以及避面被某些聯盟要求開放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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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希望將之完成，一方面考慮沉沒成本，另

一方面維持團隊穩定性。 
 
創意針對每一個 SIP 開發採橫向組織，

Platform 則由 RD 部門維護。 
 
顧客意見在 SIP 開發階段扮演關鍵角色，顧客

基於風險因素，不太可能跳來跳去。 
 
創意多會試圖將顧客轉變成夥伴，並與其分享

公司未來的 Roadmap。 
 
SIP 內部能再用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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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的 SIP 並不單獨出售，而是依平台或因應

客戶要求而開發。 
 
創意內部建置了 IPM 系統，管理公司內 IP 的

使用。 
 
並沒有特殊的 Incentive 鼓勵 IP 再用。 
 
SIP 售後服務十分龐大，除非某些 SIP 溝通能

較完善，才比較有可能賣。 
 
Open Source 在半導體業還沒有發生： 
(1) 對成本降低沒有助益； 
(2) 設計價值鏈還有很多步驟還沒完成，無

法確認其可用性。 
 
SIP 是解決設計生產力的惟一辦法。 
 
SIP 再用目前是朝高階抽象化著手。 
 
SIP 新技術仍面臨很多工程與產品上的技術取

捨。E.g. 類比 vs.數位；軟體 vs.晶片等。 
 
台灣 SIP 發展需要一個讓人才更國際化的環

境。 

新，可直接請客戶下載。 
 
智原認為設計檔案之標準化，短期來看對再用

的影響很慢，但長期應有助益。 
 
製程進步快速促使晶圓廠必須自行投入先進製

程 SIPs。 
 
Open SIP 進展不會順利，主要還是 bug 所影響

的風險成本過高。 
 
智原認為全球性公司若想單靠 SIP 賺錢，至少

熬 7 年。(e.g.ARM) 
 
全球性 Star SIP 具有大者恆大特性，智原某些

IP 也逐漸具有潛力。 
 
像智原雖非單純做 SIP，但是能整合各種 SIP，

提供客戶多樣化的 SIP Portfolio，亦有相當程度

之競爭力。 
 
晶圓大小對設計業較無影響，但線寬就很重要。

瑞昱對 SIP 完整看法： 
(1) 要能在市場上交易的 SIP，基本上還是以技術為主，

經過市場磨鍊，或者是通過嚴格標準測試的 SIP, 才

會因市場的需要而產生交易價值； 
(2)  SIP 交易在探索期，時常是購買的單位期望很高，

但除非是很大的公司因為品牌形象，不然，很難有

很好的品質及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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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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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C 的產品由低階的 8 位元，因為 ARM 的推動，出

現 SoC、標準界面、重覆使用的概念, 進而衍生了

SIP 的生意模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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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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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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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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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SIP 在 8051 系列單晶片處理器曾有成為公共財的情

況，但對產業影響言之過早。 
 
瑞昱認為兩大類型 SIP：  
(1) 基礎 SIP； 
(2) 類比或特別的 SIP。。 
其中第一項因為進入 90nm 製程之後，Design House 較缺

資源開發，較容易被切割出來由 SIP vendors 代勞。 
SIP 還是由 Foundry 廠提供較好，可省去談判、支援時效、

支援策略等問題。 

SIP 之授權與否，重點之一在於公司願否

放固定資源及團隊支援後期服務，若政府

有鼓勵措施，則可增加意願。 
 
標準參與涉及 SIP 之發展，期望政府協助

相關活動。 
 
國內 CPU 技術缺乏開放平台，致使人才無

法順利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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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B 矽智財個案開放編碼表 

主類別 次類別 個案 概念性質描述 維度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設計生產力 

 
B1, B2, 
B3, B4 

 SIP Reuse 導因於設計生產力的危

機，但離理想的”plug & play”仍相

當遠。➪B1, B2 
 應用系統越趨複雜，致使設計產業

需進一步分工。➪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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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高 

 製程成本 B1, B2, 
B3, B4 

 半導體製程成本(如晶圓代工、光

罩之費用)高，導致分工之需求。 
低⇔高 

 時程(Time to 
market) 

B1, B2, 
B3, B4 

 SIP 必須考量 Time to market。➪B1 
 智原核心能力在於協助客戶3 個月

內 Tap-out 一顆 SOC。➪B2 
 產品競爭力在於時程、成本與上市

時機。➪B3 
 藉有 SIP 分工縮短上市時間。➪B4 

慢⇔快 

 矽智財獨特性 B1, B2, 
B3, B4 

 創意在技術上的核心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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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SIP 的難度與價值(其他公司是否

容易做出來) 。➪B2 
 瑞昱擁有先進 SIP 如 UWB，為外

界尚無法提供的 SIP。➪B3 
 SIP 之所以具有價值，乃在於其技

術背後隱藏的難度。➪B4 

低⇔高 

 系統觀念與知識 B1, B2, 
B3, B4 

 創意針對某些應用，在上面建構完

整的 SIPs，其中有些 SIP 自己來，

有些用外面的 SIP。➪B1 
 整合 SIP 平台必須掌握 Domain 

Know-how，智原目前已積極掌握

多媒體、通訊、顯示等三大領域。

➪B2 
 多年來半導體設計公司已逐漸補

強系統方面的知識。➪B3 
 凌陽近年來已針對系統觀念做了

許多補強，才能使 IC 跟系統結合。

➪B4 

弱⇔強 

共用 SIP 開發部

門之技術力 
    

研發部門之

組成與機制 
研發團隊之知識

與技術能力 
B1, B2, 
B3, B4 

 SIP 需要各種專長的人投入，而創

意並不見得具備這些專長，故定位

於系統整合。。➪B1 
 創意連 SIP Vendors 都能 Coach，甚

至比他們還瞭解他們的 SIP 有沒有

bug。➪B1 
 SIP 越來越複雜，常需要跨團隊人

才進來，才能完成 Total Solution。

➪B2 

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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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導入重點在於設計方法論的改

變，瑞昱採取自行培育人才的做

法。➪B3 
 工程師若非進行產品開發，並不能

瞭解 SIP 精髓，就很難做 SIP 與使

用 SIP。➪B4 
研發計畫之

運作 
SIP 開發與再用決

策機制 
B1, B2, 
B3, B4 

 年度規劃會議經由各部門詳細評

估提案產品之可行性、規格與範

疇、開發時程與成本後，通過年度

產品開發計畫。➪B1, B2 
 瑞昱研發部門開發 SIP，事業部門

使用 SIP。➪B3 
 四大類 SIP 分別有四組人員專門維

護與支援，並且每組人員與各事業

部門皆有固定會議，定期更新

SIP。➪B3 
 事業部門與研發中心之開發團隊

人員沒有重疊，但後面隱形的指導

原則是產品 Roadmap。➪B4 

模糊⇔清楚

 SIP 開發流程管理 B1, B2, 
B3, B4 

 SIP 計畫一旦進行，縱使遇到市場

改變，原則上亦希望將之完成，一

方面考慮沉沒成本，另一方面維持

團隊穩定性。➪B1 
 智原累積多年經驗已開發出

SoCompiler 工具，可有效協助客戶

快速整合 SIPs 並提供驗證。➪B2 
 設計流程中，會針對 SIP 之使用，

進行確認與分割；設有特別關卡，

確認 SIP 能夠 merge 到晶片。➪B3 
 開發過程中各事業部門會提供規

格與驗證等資訊密集互動。➪B3 
 研發部門開發一個 SIP 之前，會與

事業部門討論要做到多少，然後設

定比市場更前面的目標。➪B4 

模糊⇔清楚

 開發 SIP 供內部使

用之因素 
B1, B2,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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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SIP 若是僅供內部使用，就不須要

做到完整的 IP Package。➪B1 
 研發中心開發 SIP 以通用型為主

力。其客戶不僅包括內部事業部

門，也包括外部設計公司。考量因

素以客戶需求之頻率(共同 share 
成本)為主。➪B2 

 SIP 元件開發決策：(1)根據產品線

需求規劃，評估自製或外購；(2)
評估條件包括效能(e.g. 功耗)是否

符合系統需求、人力、技術難度、

成本；(3)前瞻性產品無法購得，必

須自己做。➪B3 
 SIP 決策考量因素：市場、技術、

再用頻率。➪B4 

 

 開發 SIP 供外部使 B1, B2,  創意開發 SIP 的考量，如果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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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因素 B3, B4 SIP 可以綁住顧客，就會投入。➪
B1 

 智原開發 SIP 供外部使用，基本上

希望將客戶引導為 SoC 或 ASIC 的

使用者，營收效益會較高。➪B2 
 瑞昱客戶主要為最終 IC 產品使用

者，SIP 並不以供外部單獨使用為

考量。➪B3 
 SIP 是否能供外部使用，必需考量

3~4 年後的市場是否會成為主流，

然後聚焦將之做到最好、最快、最

小。➪B4 
 產品線開發團隊並不知未來會用

到哪些關鍵 SIP，而須在產品空間

內，思考需要哪些 SIP，然後再決

定哪些由內部產生，哪些外購。

➪B4 
 SIP 內嵌技術之深

度或獨特性 
B1, B2, 
B3, B4 

 通用的 SIP 必須考量很多，但如果

知道產品應用，就可以將 SIP 做得

非常小，非常有競爭力。➪B1 
 SIP 的難度與價值(其他公司是否

容易做出來)，是否容易從外部取

得。➪B2 
 智原開發許多聯電製程用 SIPs。

➪B2 
 瑞昱認為 SIP 是針對某些產品屬性

客製化後，將可重覆部分加以細緻

化所得的一種中間產品。➪B3 
 開發一新的 S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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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B4 

低 ⇔ 高 

 開放 SIP 之看法 B1, B2, 
B3, B4 

 Open Source 在半導體業還沒有發

生：(1)對成本降低沒有助益；(2)
設計價值鏈還有很多步驟還沒完

成，無法確認其可用性。➪B1 
 Open SIP 進展不會順利，主要還是

bug 所影響的風險成本過高。➪B2 
 Open SIP 在 8051 系列單晶片處理

器曾有成為公共財的情況，但對產

業影響言之過早。➪B3 
 目前規範嚴格禁止使用 Open IP，

理由是國際客戶嚴禁以及避面被

某些聯盟要求開放授權。➪B4 

白箱⇔黑箱

SIP 使用部門之

再用力 
    

使用部門之

能力 
蒐尋內部 SIP 能力 B1, B2, 

B3, B4 
 產品經理、技術主管等都要熟知公

司有哪些共用的 SIP。 
 研發部門會為事業部門分析與告

知有那些現有 SIP 可縮短開發時程

與成本。 

弱⇔強 

 蒐尋外部 SIP 並內

化之能力 
B1, B2, 
B3, B4 

 目前創意鎖定的 Platform以高價值

為主，平台上會將各式 SIP 整進

來，並加以驗證。➪B1 

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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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原雖非單純做 SIP，但是能整合

各種 SIP，提供客戶多樣化的 SIP 
Portfolio。➪B2 

 SIP vendors 多半會自動提供目錄

供瑞昱參考；而國外 SIP 網站經評

估後發現幫助不大。或是所提供類

比 SIP 與瑞昱製程策略不一致，或

是競爭力不夠好等。➪B3 
 根據凌陽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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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部門內客製化或

開發領域 SIP 之能

力 

B1, B2, 
B3, B4 

 創意發現 SIP 並不容易整合起來，

所以必須解決品質與整合等問

題，有些 SIP 必須自己做。➪B1 
 各事業部發展平台與特定 SIPs。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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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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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開發；凌陽事業部門發展與維護領

域別 SIP；。➪B4 

弱⇔強 

專案/產品開

發計畫 
採用內部矽智財

考量因素 
B1, B2,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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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智原原則上優先使用內部 SIP，除

非內部還未開發完成；評估後發現

競爭力差很多；客戶指定。➪B2 

 SIP 內部再用之考量因素最重要的

是品質(含驗證)。➪B2 

 內部使用 SIP 考量因素：彈性與穩

定度。➪B3 

 是否經過驗證。➪B4 

弱⇔強 

 採用外部矽智財

考量因素 
B1, B2, 
B3, B4 

 創意在技術上的核心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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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使用外部 SIP 考量因素：品質保

障、價格與競爭力。➪B2 
 外部使用 SIP 考量因素：可靠度與

配套週邊(e.g.支援、文件、軟體

等)。➪B3 
 事業部門採用外部 SIP 亦基於時程

與成本之考量，除非客戶對處理器

或平台有特別要求。➪B3 
 外面授權進來之 SIP 需要內部技術

人員研究與驗證，然後才放進管理

系統。➪B4 

弱⇔強 

SIP 平台之演進

力(平台經濟性) 
    

系統化再用

能力 
以 IT 為基礎之管

理系統 
B1, B2, 
B3, B4 

 創意內部建置了 IPM 系統，管理

公司內 IP 的使用。➪B1 
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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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原 SIP 管理原則(QDS 系統)：(1)
集中管理；(2)版本控管。➪B2 

 設置內部使用之「IP 管理系統」。

➪B3 
 凌陽 SIP 管理系統：(1)SIP 分為四

大類—演算法、Hard IP、Processor 
IP 與 Software IP；(2)員工很容易

蒐尋到合適的 SIP，以進行評估或

整合；(3)每一筆 SIP 命名及記錄內

容都有具體規範；(4)具有設定權限

及法律提示；(5)資料不允許存在

Local PC。➪B4 
 促進再用之管理

作為 
B1, B2, 
B3, B4 

 並沒有特殊的 Incentive 鼓勵 IP 再

用。➪B1 
 SIP 再用已成為公司之文化，並不

須要鼓勵機制。➪B2 
 對事業部門並無特別鼓勵再用機

制，研發部門會為事業部門分析與

告知有那些現有 SIP 可縮短開發時

程與成本。➪B3 
 一般 Design House 多半沒有一個

SIP 的標準，所以工程師各做各

的，有很多 SIP 要能給他人再用，

管理上要做很多的處理。➪B3 
 IP 管理系統的建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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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強 

促進平台演

進之因素 
SIP 平台應用情境

適切性及累積性 
B1, B2, 
B3, B4 

 目前創意鎖定的 Platform 以高價值

的多媒體為主，平台上會將各式

SIP 整進來，並加以驗證。➪B1 

 能夠放在創意平台上的 SIP，因為

已獲得驗證，對這些 SIP Vendors

非常重要。➪B1 

 智原第三個 5 年開使導入並提供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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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s，協助客戶 Time to mar-

ket。➪B2 

 採用平台整合為基礎，提供系統廠

使用晶片。➪B3 

 凌陽 SIP 設計以產品導向之整組

SIP 技術為主，SIP 必須在內部能夠

使用過。➪B4 

弱⇔強 

 平台 SIPs 之完整

性與相容性 
B1, B2, 
B3, B4 

 創意整合一個平台，會比較通用一

點，這樣可以因應不同客戶要求進

行客製化。相對聯發科等公司，他

們的晶片就比較最佳化。➪B1 

 智原發展的三個平台分屬不同的

事業部門，個別發展自己的平台與

SIP，但也設立了研發中心，專門

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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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共用的 SIP。平台應兼具一般

領域與特定領域元件。➪B2 

 研發部門 SIP 有四類：類比、處理

器、I/O Pad 及特殊元件。➪B3 

 凌陽 SIP 分二部分：(1)事業部門發

展與維護領域別 SIP；(2)研發中心

發展 CPU 等全公司產品都會使用

的 SIP。➪B4 

 平台 SIP 與製程

SIP 之結合性 
B1, B2, 
B3 

 TSMC 與 UMC 等陣營無中立單位

將之整合。➪B1 

 創意並非 IP 公司，成立 IP Mall 主

要在服務顧客，IP 來源主要為台積

電與 Third Party。➪B1 

 智原開發許多聯電製程用 SIPs。

➪B2 

 目前使用外部 SIP 最主要是特殊製

程 SIP。➪B3 

弱⇔強 

 SIP 再用設計規範 B1, B2, 
B3, B4 

 各部門共同訂定再用設計規範。

➪B1, B2,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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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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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弱⇔強 

 工具業者之角色 B1, B2, 
B3, B4 

 開發 SIP 與用甚麼工具較無關，而

與 SIP Vendors 好與壞有關。➪B1 
 一般設計工具業者提供之 SIP 技術

幫助不大，仍然靠智原自己的專業

技術或遵循標準發展。➪B2 
 工具廠商雖投入 S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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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工具廠商提供的 S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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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廠商提供的 SIP 包裝的工具，

而非管理工具，Overhead 往往超過

SIP 本身的設計。➪B4 

弱⇔強 

 SIP 自動整合工具 B1, B2  目前還沒有公司能夠用完全自動

化的系統將 SIP 兜一個 Platform，

但創意至少在 ESL 模擬方面已有

很多經驗。➪B1 
 設計工具業者提供的是設計端的

工具，而 SoCompiler 是在前端先

把 SIPs 整合成 SoC 的工具。➪B2 

弱⇔強 

晶圓廠之主導力 製程 SIP 之提供者 B1, B2, 
B3, B4 

 提供製程 SIP Library。 弱⇔強 

 設計服務結盟者 B1, B2  台積電 Wafer 價格高，只有第一流

的公司才用得起他們的製程，也就

比較不怕被 SIP 公司 Charge。所以

也是為何創意策略是用一流 SIP 公

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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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 SIP，採最快速度整合一個

Solution 給客戶。➪B1 
 創意大概只有 3%營收來自於

SIP，而智原則將近 27%，這與相

搭配晶圓廠之策略有關。➪B1 
 SIP Vendors 基於大數法則，會優先

支援台積電，所以聯電必須靠智原

自己做。➪B1 
 市場資訊提供者 B2  智原開發許多聯電製程用 SIPs，所

以許多市場資訊來自於聯電。➪B2 
 

 先進製程技術之

領導者 
B1, B2  製程進步快速促使晶圓廠必須自

行投入先進製程 SIPs。➪B2 
弱⇔強 

市場類型 
 

B1, B2, 
B3, B4 

 主要提供設計服務，直接面對客戶

以 IC 設計業者為主，其此為系統

產品廠商。➪B1, B2 
 主要顧客為系統產品廠商。➪B3, 

B4 

{IC 設計

業，系統產

品廠商} 

市場異質性 

累積顧客聲音之

機制 
B1, B2, 
B3, B4 

 顧客意見在 SIP 開發階段扮演關鍵

角色，顧客基於風險因素，不太可

能跳來跳去。➪B1 
 創意多會試圖將顧客轉變成夥

伴，並與其分享公司未來的

Roadmap。➪B1 
 智原開發許多聯電製程用 SIPs，所

以許多市場資訊來自於聯電。➪B2 
 瑞昱因為許多產品線市占率已相

當高，客戶會主動提供下半年或明

年所需規格。➪B3 
 對於市占率仍低之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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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部門會有系統溝通之專人，長

期與顧客溝通；至於研發中心之

SIP，因大部分為功能方塊，其本

質為科技關聯，只要技術功能通過

或符合標準，與顧客關聯較少。

➪B4 

 

 顧客之競爭力需

求 
B1, B2  半導體進入深次微米後，晶圓、光

罩、設計都更複雜更昂貴，所以創

意成為 SIP 整合公司，可以降低新

的 IC 設計公司進入障礙，也促使

創投改變投資 IC 設計公司的看

法，進一步促使產業分工。➪B1 
 半導體設計業心態與價值觀正在

調整，重點改放在市場、客戶與通

路，掌握規格定義，其餘就委由設

計服務業者。➪B2 
  SIP 交易在探索期，時常是購買的

單位期望很高，但除非是很大的公

司因為品牌形象，不然，很難有很

好的品質及服務。➪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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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提供者之成

熟度 
    

SIP 專業商產業地

位 
B1, B2, 
B3, B4 

 SIP 導致產業分工越來越細產業同

意 SIP Providers 越來越有價值，更

樂於使用 SIP。➪B2 
 供給面製程昂貴，需求面應用系統

越趨複雜，致使設計產業需進一步

分工，產生專門提供製程 SIP 的公

司。➪B3, B4 

低⇔高 

全球性 SIP 專業商

之成功條件 
B1, B2, 
B3, B4 

 智原認為全球性公司若想單靠 SIP
賺錢，至少熬 7 年。(e.g. ARM, 
MIPS) ➪B3 

 全球性 Star SIP 具有大者恆大特

性，智原某些 IP 也逐漸具有潛力。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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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客戶指定且支援軟體完整(e.g. 

ARM 在通訊應用，MIPS 在網路應

用)。➪B1, B2,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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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目前能夠在市場上成功的 SIP，多

半與設定標準有關。➪B3 
 SIP 售後服務十分龐大，除非某些

SIP 溝通能較完善，才比較有可能

賣。➪B4 

弱⇔強 

SIP 專業商

(SIP Vendors) 
 

設計可驗證性 B1, B4  能夠放在創意平台上的 SIP，因為

已獲得驗證，對這些 SIP Vendors
非常重要。➪B1 

 目前創意鎖定的 Platform以高價值

為主，平台上會將各式 SIP 整進

來，並加以驗證。➪B1 
 外面授權進來之 SIP 需要內部技術

人員研究與驗證，然後才放進管理

系統。B4 

弱⇔強 

SIP Mall 之成

熟度 
SIP Mall 交易可行

性 
B1, B2, 
B3 

 SIP Mall 若從交易量來看是失敗

的：(1)TSMC 與 UMC 等陣營無中

立單位將之整合；(2)SIP Mall 經營

者與 SIP 提供者間之利益衝突。

➪B1 
 (1)產業線上交易 SIP 習慣與文化

尚未養成；(2)SIP 品質並非網路上

瀏覽即可瞭解，而是需要進一步驗

證。➪B2 
 與瑞昱類似公司，不太可能將比較

好的 SIP 提供到 SIP Mall 上去。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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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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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SIP Mall 之成功條

件 
B1, B2, 
B3 

 目前 IP Mall 成功的重點在於中

立，所以類似像 Design & Reuse 這

家公司，只提供資訊服務，蒐尋容

易且顧客管理完整，後面也沒有

Foundry，，就比較容易成功。➪B1 
 VSIA、ChipEstimate.com 等公司或

者有中立的問題，或是提供服務陳

意過高，證明都不太成功。➪B1 
 相關後續服務與支援仍由原廠負

責。➪B2 
 瑞昱認為 SIP Mall 必須考量二個

層面：(1)Silicon Approve：主導權

最好由 Foundry；(2)Design Archi-
tecture，拿到 SIP 之後端功夫必須

少。➪B3 

 

標準組織之影響 國際技術標準之

跟隨 
B2, B3,  
B3 

 目前智原被再用最成功的 SIPs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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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在市場上交易的 SIP，基本上

還是以技術為主，經過市場磨鍊，

或者是通過嚴格標準測試的 SIP, 
才會因市場的需要而產生交易價

值。➪B3 
 目前能夠在市場上成功的 SIP，多

半是標準化規格的產品，標準參與

涉及 SIP 之發展，期望政府協助相

關活動。➪B4 

慢 ⇔ 快 

 設計再用標準之

進展 
B2  智原認為設計檔案之標準化，短期

來看對再用的影響很慢，但長期應

有助益。➪B2 

慢 ⇔ 快 

組織政策與文化 平台為基礎之 SIP
價值觀 

B1, B2, 
B3, B4 

 目前半導體業都在行銷一個 Total 
Solution 的概念，也就是用 Platform
的架構預先把 SIP 整合好、軟體

Driver 寫好、甚至應用軟體也寫

好。➪B1 
 創意一開始就是從整合 SIP 的角度

切入做 Platform，而台積電離系統

整合還很遠，所以這是台積電看上

創意的原因。➪B1 
 半導體設計業心態與價值觀正在

調整，重點改放在市場、客戶與通

路，掌握規格定義，其餘就委由設

計服務業者。➪B2 
 智原核心能力已包括整合 SIP 平台

弱 ⇔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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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的 Domain Know-how。➪B2 
 瑞昱技術核心能力之一為採用平

台整合為基礎，且平台上必須是公

開且標準的界面，來提供系統廠使

用晶片。➪B3 
 單獨授權出去的 SIP 較無價值，目

前偏重於將產品設計之整組 SIP 進

行授權。➪B4 
 自發性再用習慣 B1, B2  並沒有特殊的 Incentive 鼓勵 IP 再

用。➪B1 
 SIP 再用已成為公司之文化，並不

須要鼓勵機制。➪B1 

弱 ⇔ 強 

 績效與再用之聯

結程度 
B3, B4  常被同仁使用的 SIP，瑞昱會適當

回饋至其考績。➪B3 
 內部使用 SIP 免費，外部購買 SIP
使用之”共乘”計價：重覆使用者必

須支付費用給先前使用者，前者只

要花市價的部分就可使用，後者會

鼓勵內部重覆使用。➪B4 

低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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