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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為三年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旨在探討及分析影響

台灣半導體產業作為財務槓桿的六種金融網絡變遷之制度與

網絡機制。本研究發現：半導體產業組織董監事股權趨向於

低家族和低集團持股，董監網絡最大組成成分隨時間的推移

佔整體產業網絡規模比例不斷上升、不同次產業組織間的董

監事多重跨坐不斷增加，以及平均最短路徑距離較低的公司

並非場域中核心公司的跡象來看，顯示此場域中網絡連結已

呈現小世界均質化的趨勢，而原本邊陲、較不重要的中小型

組織則可透過董監跨坐而在場域中獲得一席之地，再者，場

域中也不再受核心公司的控制，而朝向多元連結、去集中化

的自由競爭市場發展。此外，大部分具有國家背景的菁英退

休，而以投資銀行家和具有產業背景的菁英為主，進而能支

配更多跨越不同公司的連結網絡，並且成為跨多個組成成分

的中介者。此外，我們也發現董監事的薪酬受到網絡因素如

地位訊號及所有權結構的影響。併購在 2000年後即以吸收合

併為場域中主要的控制概念；相較於採取其他併購類型，上

中下游企業均顯著採行資產收購策略；而投資成本較低股權

收購也快速成為場域中重要的控制概念；獨立分割則為組織

扁平化與集團財務操控的重要槓桿策略。聯貸為早期少數大

型企業成長或因應市場變化的策略，晚期中小型企業也開始

透過聯貸擴大規模，成為新的組織外部成長策略。創投在台

灣半導體產業中則多為大型企業轉投資、再間接投資其他公

司的中介機制，聯電是創投網絡變遷中最重要的關鍵行動

者。股票上市承銷網絡的分析指出，地位訊號及制度變遷是

影響上市股價初始報酬的重要因素。早期中國投資策略的選

擇主要來自尋租及市場誘因，後期進入中國的主因主要來自

新興 IC 設計公司人資與市場的需求，然而由於高流動率、不

公平補貼及中、外商的強大競爭壓力，台商在中國生存不

易，而 2006年後的中國因素亦使得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的金

融活動變遷更具不確定性。 

中文關鍵詞： 半導體產業、董監事、併購、創投、聯貸、首次公開發行股

票承銷、中國投資、金融網絡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aims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s of financial leverage of six financial 

network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e found 

the rising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components i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increasing interlocking of 

the board members over firms of different sectors, 

and shorter average path distance of non-core firms. 

These trends had shown the small world phenomena. It 



also impli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large cut-

vertices had been decreasing and the peripheral 

small-and-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had reached 

a better status and no longer controlled by those 

core firms. The financial networks have been toward a 

much more diversified/ decentralized free competitive 

market. Along with the retirement of the old elites 

with state background, the newly elites with 

financial background governed the networks through 

more crossing firm ties, and they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brokers of multiple components.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seem to transform into an 

innovative, large, and robust network. In additio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network positions 

(status signal/ structural holes) affected the 

remuneration of board members. After 2000, mergers 

became the main concept of control. Firms in up-mid-

downstream significantly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asset acquisition, while low investment cost of 

equity acquisition was also becoming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control. Division was a popular leverage 

of downsizing/ profit-centered strategy. In the 

earlier stages, syndication was the strategy largest 

firms used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market. 

Lately, SMEs also used syndicated loan as a new 

external growth strategy to enlarge their scale. Most 

venture capital (VC) investments were the re-

investments through the financial subsidiaries of 

larger firms. UMC wa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 

The status sign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e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IPO initial price. Early reasons of China-investment 

came mainly from the rent-seeking and the big market. 

Later, the incentives were the human capital and 

market demand. It｀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China 

since the high staff turnover, unfair subsidies, an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fter 2006, China factor is 

the main source of uncertainty affecting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英文關鍵詞：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Venture Capital, Syndicatio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hina-Investment, Financial 

Network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 

 

 台灣半導體產業金融網絡的變遷：制度與網絡的機制（3/3）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170－MY3 
執行期間：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熊瑞梅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林亦之、官逸人、洪珮華、黃瀞儀、夏中蘭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2 份：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1  日



2 
 

目    錄 
頁次 
 
目錄 ……………………………………………………………………………………………………………2 

中文摘要……………………………………………………………………………………………………… 3 

英文摘要……………………………………………………………………………………………………… 4 

一、前言……………………………………………………………………………………………………… 6 

二、研究目的及進度………………………………………………………………………………………… 6 

三、文獻探討………………………………………………………………………………………………… 7 

四、研究方法…………………………………………………………………………………………………11 

五、結果與討論……………………………………………………………………………………………… 12 

六、結論……………………………………………………………………………………………………… 46 

參考文獻. ………………………………………………………………………………………………….… 47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50 

附錄一：The Changing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51 

附錄二：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中國投資集體行動邏輯之制度與網絡分析……………………………… 76 

  



3 
 

台灣半導體產業金融網絡的變遷：制度與網絡的機制（3/3） 

 

熊瑞梅 

 

中文摘要 

 
本研究為三年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旨在探討及分析影響台灣半導體產業作為財務槓桿的六種金融網

絡變遷之制度與網絡機制。本研究發現：董監事網絡中，家族股權高的公司董監事網絡的地位訊號低、

結構洞少、且與場域中其他公司的平均最短路徑距離較大。集團股權比例較高的公司，相對地位訊號高、

結構洞多，且與其他公司平均最短路徑距離短；半導體產業組織董監事股權趨向於低家族和低集團持股，

董監網絡最大組成成分隨時間的推移佔整體產業網絡規模比例不斷上升、不同次產業組織間的董監事多

重跨坐不斷增加，以及平均最短路徑距離較低的公司並非場域中核心公司的跡象來看，顯示此場域中網

絡連結已呈現小世界均質化的趨勢，而原本邊陲、較不重要的中小型組織則可透過董監跨坐而在場域中

獲得一席之地，再者，場域中也不再受核心公司的控制，而朝向多元連結、去集中化的自由競爭市場發

展。此外，大部分具有國家背景的菁英退休，而以投資銀行家和具有產業背景的菁英為主，進而能支配

更多跨越不同公司的連結網絡，並且成為跨多個組成成分的中介者。此外，我們也發現董監事的薪酬受

到網絡因素如地位訊號及所有權結構的影響。併購在 2000 年後即以吸收合併為場域中主要的控制概念；

相較於採取其他併購類型，上中下游企業均顯著採行資產收購策略；而投資成本較低股權收購也快速成

為場域中重要的控制概念；獨立分割則為組織扁平化與集團財務操控的重要槓桿策略。聯貸為早期少數

大型企業成長或因應市場變化的策略，晚期中小型企業也開始透過聯貸擴大規模，成為新的組織外部成

長策略，而隨著民間投資銀行的興起，從黨國背景銀行與大型企業間的聯貸網絡在場域中逐漸轉變為各

類金融組織與半導體組織間越來越複雜的交易網絡。創投在台灣半導體產業中則多為大型企業轉投資、

再間接投資其他公司的中介機制，聯電是創投網絡變遷中最重要的關鍵行動者。股票上市承銷網絡的分

析指出，地位訊號及制度變遷是影響上市股價初始報酬的重要因素。早期中國投資策略的選擇主要來自

尋租及市場誘因，因此中、下游廠商將人力與資本投入中國建廠，後期進入中國的主因主要來自新興 IC
設計公司人資與市場的需求，然而由於台商逐漸在地化、扶植陸商客戶，以及陸商大量挖角，直間接造

成台商中高階重要幹部的流動，制度與技術亦因此大量擴散至陸商。面對中國不公平補貼及中、外商的

強大競爭壓力，除極少數成功廠商，台商在中國生存不易，而 2006 年後的中國因素亦使得台灣半導體

產業組織的金融活動變遷更具不確定性。 
 
 
 
關鍵詞：半導體產業、董監事、併購、創投、聯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承銷、中國投資、金融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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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Financial Network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Mechanisms of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3/3） 
 
 

Ray-May Hsu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ree-year project aims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mechanisms of financial leverage of 
the six changing financial network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 company 
with high-family-shareholding percentage has lower status signal, fewer structural holes, and larger average 
distance with other companies in the network of interlocking directories of this industrial field. In contrast, a 
company with high-business group-shareholding percentage, higher status signal, more structural holes, and 
shorter average distance.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largest components indicated  that there have been 
rising proportions of the largest component i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increasing  interlocking of the board 
members over companies of different sectors in whole industry, and shorter  average path distance of non-core 
companies. All these trends had shown the small world phenomena of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field. It also impli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large cut-vertices (old board 
elite directors) had be decreasing and the peripheral small-and-medium-sized companies had reached a better 
status and no longer were not controlled by those core companies through the director-interlocked in this field. 
The financial networks have been toward a much more diversified/ decentralized free competitive market. 
Along with the retirement of most of the old elites with state background, the newly emerged elite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investment bankers or that of industrial executive governed the networks through more crossing 
firm ties, and they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brokers of multiple components.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eems to transform into an innovative, large, and robust network. In additio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network positions (status signal or structural holes) affected the remuneration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fter 2000,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ecame the main concept of control. Companies in up-mid-downstream 
significantly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asset acquisition, while low investment costs of equity acquisition was also 
becoming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control. As for the downsizing/ profit-centered and the financial 
manipulation of large companies and conglomerates, division was a popular leverage strategy. Syndication was 
used to be a growth strategy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market from largest companies in the earlier 
stages. Lately, small and median sized enterprises also used syndicated loan as a new external growth strategy 
to enlarge their scale. Along with the rising of private investment banks, the few syndicate connection between 
party-state banking system and largest companies gradually became complex trading network among 
diversified financial and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Most of the sources of venture capital (VC)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ere the reinvestment and in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the financial subsidiaries of 
largest companies.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UMC) wa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 of the 
dynamic VC network in this industrial field. In the analysi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we fou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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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sign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e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initial market 
price. Early decision making of China-investment came mainly from the rent-seeking and the big market. 
Therefore, the mid and downstream firms put a great deal of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into China to build 
their factories.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main incentives were the human capital and market demand of products 
for the emerging IC design houses. Since the progressive localization of Taiwan companies, the China-customer 
nurturing, and the frequent key-person headhunting from Taiwan companies, high staff turnover makes the 
diffusion of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face of unfair subsidies from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China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it'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China except very few successful 
companies. After 2006, the China factor is the main source of uncertainty affecting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Keyword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Venture Capital, 
Syndicatio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hina-Investment, Finan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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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年度為國科會三年期專題研究計畫之第三年，重點為修訂、除錯、持續更新台灣半導體產業上市、上

櫃、興櫃公司多重金融網絡資料檔，以及更細緻地分析第一、二年已蒐集建立之二者關係資料（dyadic 
data），包括：董監事網絡中多重跨坐的關鍵行動者橋樑者節點（cut-vertices）特質、組織間最短路徑距

離，以及企業社會資本中家族、集團所有權結構地位訊號與結構洞的變遷分析；董監事薪酬影響因素的

層級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分析；併購、創投、聯貸網絡在空間上分佈的對應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A），以及以多重文本和分類進行的質性研究方法分析台灣半導體組織的中

國投資網絡。 
 

二、研究目的及進度 

 
本研究三年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均已完成，茲說明如下： 
 
（一）本研究第一年、第二年已完成自 1990 年以來的台灣半導體公開上市（上市、上櫃）公司的基本

組織資料、公司董監事、各類重要金融行動的資料庫資料建檔，並蒐集至目前能取得的資料庫及文本二

手資料，分析則以場域中具有完整資料的最後年度為分析截止年。 
 
（二）本研究已搜尋各類資料庫，找出過錄商業雜誌報紙有關企業主重大金融策略結盟行動的報導文本

與論述的格式。除企業董監事資料的持續蒐集與分析外，併購事件於台灣《企業併購法》中包括「合併、

分割、收購」，合併可再區分為吸收合併和新設合併；收購又可分為股權收購及資產收購，包含多類半

導體企業競合的金融活動，其他類型的金融事件，除股票、基金、期貨及相關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短期進

出買賣的轉投資件數較多外，其餘類型較少。由於股票買賣為半導體企業在市場上最常使用的財務調控

策略，然多數對他公司的股權持有並未達可入主之程度，而本研究將入主目標公司的股權收購歸類於併

購事件，故以併購為主要資料蒐集對象，其次則為創投及聯貸事件。這些金融事件的蒐集及資料初步分

析在前兩期均已完成，第三期則以修訂、除錯、更新及補充最新資料，更進一步深入分析這些金融活動

的意義。至於台灣半導體廠商中國投資的部分，本研究則以質性研究多重文本的方式進行分析（請參見

附錄二）。 
 
（三）本研究已完成建立金融網絡的整體網絡與二者聯繫網絡資料，以及測量網絡結構中的地位象徵

（status signal）、結構洞（structural hole）和小世界（small world）指標。其次，由於董監事資料為最

齊全的金融網絡資料檔，本研究除發現其隨時間而小世界現象越形明顯外，並分析董監事小世界網絡裡

中介者（broker）與非中介者（non-broker）特質差異與變遷，以及透過公司重疊關聯網絡（affiliation network）
中組織間平均最短距離之變遷和組織的家族、集團股權組合之變化，更深入地分析董監事網絡。此外，

本研究並以線性層級模型（HLM）分析董監事薪酬，以及以事件史的方法動態分析半導體廠商併購的經

濟行動及其社會學意涵。 
 
（四）本人每年均帶著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參與國內外研討會，除推廣經濟社會學的網絡研究和網絡

分析，吸收更新的網絡知識、增進國際交流，也從網絡分析研究中，反省Saxenian 等人從發展和經濟地

理學空間的角度研究台灣半導體廠商全球搜尋網絡的制度與網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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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本研究聚焦於半導體產業場域組織間多重金融網絡，研究金融資本市場長期變遷之因素須同時考量制度

與網絡機制。Granovetter（1985）之後，經濟社會學家多以兩種理論觀點解釋市場變遷：一為市場制度

建構論（Fligstein 1996, Dobbin 1994, Hirsch 1986），強調國家反對企業壟斷破壞市場競爭，故採反拖拉

斯法或公司法來規範企業金融與投資行動；另一則是市場中經濟行動的網絡機制（Podolny 2005, Stuart 
and Sorenson 2003）。前者強調 不同時代背景下，國家規範與市場制度流行的管理概念的觀念傳播動員，

會共同影響一個新時代的金融市場治理制度的變遷；後者則強調公司公開上市時與投資銀行之間的網絡、

董監事跨坐股權網絡、公司併購網絡等金融策略聯盟網絡的地位象徵（status signal）、結構 洞（structural 
holes），或資本全球化的小世界（small world）機制（Kogut and Walker 2001）。 
 

（一）公司金融行動的制度觀點 

 
從制度論來看公司治理，重點是放在國家相關法律如何規範公司公開上市、董監事持股及董監事權力、

轉投資與併購等金融行動。美國大企業1970年開始，公司普遍採納的企業治理的觀念是財務管理控制概

念（concept of control）（Fligstein 2001）。公司的財務控制策略包括控制公司資產和控制股價策略。控

制公司資產策略是經理人員藉著轉投資或買賣公司，來調整公司整體資產結構組成；經理人員採用產品

線多元化的經營策略，企圖極大化資產。股價控制策略也是屬於財務管理的一部份，但策略方向和控制

概念與資產控制有不同之處。主要是後者批判前者擴大了資產，卻降低了股價。臺灣的上市上櫃公司上

市時的股價會和承銷制度和承銷金融機構有關；而公司的多角化資產投資與公司的轉投資金融行動有

關。 
 
台灣公司法公開上市的承銷制度的變遷與修正會提升投資銀行在承銷制度上的角色。公司法在2003 年
修正之前，公司承銷上市主要是透過證券商，故承銷商與上市公司之間的資訊 不對稱，體制與功能不彰；

之後，國家配合金控法的通過，政府企圖修改公司公開上市的承銷制度，期望朝向先進國家的投資銀行

承銷制度來發展，故2003年12月通過修正上市承銷制度。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家在金融市場制度的建立研

究上，普遍關懷公司公開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時，投資銀行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關係及投

資銀行在金融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Baker 1984, Davis and Mizruchi 1999, Mizruchi and Sterns 1994, Rao, 
Davis and Ward 2000, Zuckerman 1999）。台灣2003 年公司法修正承銷制度，賦予承銷商是投資大眾和

上市公司資金供需的橋樑者角色，修正的法案，強調降低投資大眾的風險，提升上市公司資訊透明。 
 
金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併購行動是社會學者投入甚多的研究主題。公司在面臨產業環境危機時，多

半採用併購策略（Fligstein 2001, Hirsch 1986）。併購運動或風潮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併購行動是大型公司藉著購買垂直或水平分工廠商，進行控制市場競爭次序。但在美國資本主

義發展的不同階段過程中，不同階段的併購運動，廠商創造了不同階段市場流行的管理與控制概念。從

1970 年以來，美國公司財務控制概念，面對全球市場高度競爭，無法創造股東利益，故出現1980 年代

新併購運動，公司主要控制目標是為了創造極大化的股東價值。這樣的財務控制概念，促使公司在投資

資源配置上，會分割或出售不賺錢的部門，購買能使公司整體獲利提升的其他公司，進而促進新併購風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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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百年來，美國曾在 19-20 世紀之交、1920 年代、1960 年代、1980 年代，先後歷經 20 世紀的四波企

業併購潮（merger waves）。面對這些併購運動，學者開始關懷在個別企業行動之外、更廣大的政治經濟

結構如何影響組織併購？組織如何藉此行動回應結構的變遷？Stearns and Allan（1996）認為，當場域中

的行動者成功併購行動增加，且在商業社群中普遍被模仿時，併購潮便會出現。由於市場中沒有任何行

動者能確定哪一種行動能獲利最大，為確保組織存活，組織行動者通常將目標設定為朝向建立一個穩定

的環境（Fligstein 1996），因而學習、模仿成功案例即為增加組織生存、成長機率的重要方式。 
 

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併購運動，核心廠商在場域中形塑、創造了市場流行的管理

控制概念，1920年代的併購風潮，產生了以製造（manufacturing）為主而支配市場的控制概念；1960年
代則出現以財務為主的控制概念及組織多角化的集體共識。時序進入1970年代，由於經濟危機，商業組

織死亡頻繁，在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市場環境中，股東權益開始受到重視，企業營運不佳開始被大量

歸因於代理人的決策未考量股東價值的最大化（Fligstein 2001）。由於美國大企業的財務控制概念在面對

全球市場高度競爭時，無法創造股東最大利益，1980年代，伴隨著新的控制概念出現，「類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 like）的新併購風朝出現，此時場域中主要的控制概念是創造極大化的股東價值（Fligstein 2001）。
結構中所流行控制概念的制度同型力量，會強烈影響組織的選擇，這股流行延續至2000年後全球市場不

景氣的新一波併購潮。 
 
台灣市場環境對併購的概念相對保守，政府通過企業併購法比市場實際併購行動來得遲緩。2002 年1 月
企業併購三法（企業併購法、公平交易法、證交法）修正通過，但台灣半導體公司的併購行動早就發生

了。一般而言，併購都發生在市場產生危機時。1997 年東南亞金融風暴後，併購已經成為台灣半導體

產業資本市場組成結構有效的金融策略行動。 
 

（二）公司金融行動的網絡觀點 

 
公司的金融行動固然受到國家公司法的規範和當時產業場域流行的金融控制概念；但公司仍然會因為領

導人風格和董監事權力菁英，及公司的歷史制度慣性，而採取不同的金融結盟網絡模式。欲確實瞭解半

導體產業公司面臨相同的法規制度環境和廠商盛行的控制市場的概念下，企業在全球搜尋佈網的行動和

網絡組織之差異，須引進網絡理論機制和網絡分析。西方文獻中，解釋公司金融網絡運作機制時比較普

遍使用的理論有金融市場地位象徵論（status signal）、結構洞論（structural holes）和小世界理論（small 
world）。 
 

1. 地位象徵論 

 
Podolny（2005）從事不同類型的市場網絡研究，發現在市場網絡中是有一個啄食次序（pecking order），

市場買方與賣方行動者交易，往往不是在市場上透過不斷地搜尋訊息尋找交易合作的對象，而是在市場

上尋求那些比較多其他公司合作交易的對象來合作，或稱偏好和在市場交易網絡中集中性地位象徵

（status signal）較高的對象合作。例如：企圖上市的公司在尋找合作的承銷投資銀行時，會傾向於尋找

網絡地位較高者合作。投資銀行在金融市場交易網絡的地位有助於上市公司降低搜尋合作的對象的搜尋

成本，上市時的承銷價格也相對較好，有助於上市公司的市場價值。Baker（1984）發現市場會隨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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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增加，變得更有效率，主要原因是價格會趨於穩定，但市場參與者增加時，行動者間的地位差異也

會變得明顯。行動者會傾向於模仿地位高者，有助於市場行動者的集體行動一致性和市場行為的穩定

性。 
 

2. 結構洞論 

 
全球搜尋搭配機會結構網絡，需要依賴很多矽谷和台灣科學園區及派到大陸設廠的中間橋樑者，將不重

疊聚集的資源作最佳的搭配。群與群間的空白，就是結構洞（structural hole），也是橋樑者可以搭橋架

網的機會。最佳的橋樑者佈網策略是要設法創造橋樑者在網絡中最多結構洞的機會，結構洞越多代表橋

樑者能夠觸及越多不重疊（nonredundancy）的群集（clusters），這是滿足結構洞理論的網絡佈局的效率

（efficiency）。此外，橋樑者在 連結不重疊的群集時，必須要創造最多間接聯繫的效能（effectiveness）。

一個具有高度結構洞位置的橋樑者，能夠作為兩個本來沒有聯繫的群集的聯絡者，故能從中獲取更多多

元異質的資訊，有利於創造組織新的機會和利益。結構洞多的位置橋樑者，也可以在不聯繫或衝突的雙

方，協商或操弄兩者關係的利益，藉取獲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最大利益。 
 
市場不確定性會影響網絡的地位象徵和結構洞效果。當市場生產與消費交易時，生產者對產品市場的不

確定性，會影響到一個組織在資源分配上的決策組合模式。這種不確定性稱作廠商自身中心的不確定性

（egocentric uncertainty）。另一種不確定性則是從交易的另一方消費者或下單者的市場不確定來看，或

稱潛在的合夥結盟對象（altercentric uncertainty）。在組織間策略結盟的網絡脈絡下，公司行動者採取的

行動策略有多種形式：策略聯盟、聯合結盟（syndicate），例如在投資銀行在承銷公司上市時，有時公

司資本額大，由一個聯合集團來承銷，董監事跨坐網絡、或產業間公司領導之間的親屬、同學或同事個

人友誼關係串連的網絡。若公司間的網絡充滿比較多的結構洞則會使得公司間的訊息流通的較廣，也會

有較多可能有的市場訊息機會的選擇。公司間的網絡 若結構洞多，會降低交易雙方選擇機會的不確定性，

例如初次公開上市市場，這些上市公司面對市場上投資銀行的不確定性，如何確立投資銀行的品質，又

能找到搭配的投資銀行，最後可以降低不確定性，這樣的交易網絡組合，可以使得上市公司上市後在市

場的承銷價格較好，使得公司股東獲得極大 利益。結構洞可以使得上市公司可以獲得各種可能有的訊息，

增加選擇投資銀行的正確判斷，降低核心公司市場的不確定性。若生產者一方網絡的結構洞多時，會降

低生產者一方市場不確定性的機率。 
 
結構洞理論應用在產業組織間網絡研究有出現不一致的結果。Ahuja（2000）以化學產業公司間結盟的

網絡進行研究，發現公司若具有較多的直接、間接聯繫、或結構洞多則傾向於擁有較多的專利發明。Shan, 
Walker and Kogut（1994）研究生物科技產業，發現公司與其他公司之間有較多元異質的聯繫關係，公

司的創新能力也較佳。 
 

3. 小世界網絡 

 
台灣的半導體公司為了使得資本取得全球化，故也在其他全球股票市場上市，半導體公司的全球市場上

市、轉投資與併購等資本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重新建構（restructuring）網絡，會呈現小世界網絡的特質。

小世界網絡可以觀察公司資本在企業集團、國境內和全球不同地點市場流動的模式。這些金融網絡之間

的聯繫是鬆散的，但連結的點橫跨空間大，由於聚集性低，因此有人主張這樣的金融網絡是脆弱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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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世界的觀點來反省這樣的網絡在全球資本市場佈局網絡的結構意義會有不同的看法。即使股東跨不同

組織的聯繫是少的，但在網絡中仍然會產生堅強的協調組織效應。小世界網絡的機制效應是一個網絡連

結的結點很多，橫跨空間也大，在這樣的網絡中，有許多聚集（many dense clusters），但這些聚集會由

一些少數的中介者連結，這樣的網絡即便是整體網絡密度很低，但當組織產生小世界網絡特質時，整體

的網絡是能有效地連結，形成一個有動態系統效用的經濟網絡次序。 
 
小世界網絡是介於兩點關係隨機配置和完全封閉的網絡之間的一種特殊網絡特性。小世界網絡近年來也

開始應用在雙元聯屬網絡（two-mode affiliation networks），Uzzi and Spiro（2005）使用美國百老匯的創

新者和音樂劇的雙元網絡的長期資料，發現了音樂劇創作場域網絡的小世界現象（Uzzi, Amaral and 
Reed-Tsochas 2007）。Kogut and Walker（2001）將德國公司的股東跨坐和併購網絡，進行小世界網絡分

析（Watts 1999），他們發現德國董監事股東跨坐和併購網絡都呈現小世界的現象。由於小世界網絡相

對穩定，當一些聯繫近似隨機配置，但也能使結構很穩定。因此，當一個股東和併購網絡的全球配置若

能呈現小世界網絡特性時，反而會使得這樣的網絡，相對能面對全球化高度變動的環境（類似隨機的環

境變化），這樣的小世界網絡趨近於隨機的網絡動態系統，反而具有相對穩定性。 
 
White（1970）發現小世界網絡是一種在全球市場的搜尋過程中，一個相當有效率的搜尋系統的均衡機

制模型。Watts and Strogatz（1998）將小世界網絡建立圖像數學模型。小世界網絡的特質是網絡要呈現

比隨機網絡平均較短的路徑距離（ path distance），和比隨機網絡平均較高的聚集係數（ clustering 
coefficients）。最短路徑距離是在金融網絡中，所有任何兩間公司之間最短距離的平均數；而平均聚集

係數是所有任何公司和他有連結公司之間的連結關係密度的平均值。小世界網絡的模擬是從高連結密度

的在地網絡和高平均路徑距離的網絡，不斷地變遷演化。 
 
在模擬時，他們將某部份的聯繫隨機重新安排它們之間的關係，隨機網絡出現低聚集和低平均路徑距離

的特質。當網絡從原來結構性很強的網絡，朝向隨機網絡移動時，平均路徑距離不斷下降，且下降速度

大於聚集係數下降的速度。隨之，路徑距離和聚集係數會漸漸朝向隨機網絡的特質接近。否定了全球化

網絡的路徑和聚集的負向關係。反之，一旦小世界網絡機制出現，網絡的所有點之間的平均距離會縮短，

而平均聚集也會增強；這是為何大型網絡能夠產生動態系統均衡的原理。 
 
既然 Saxanian 認為台灣高科技產業成功的條件是台灣這些高科技留學生作為全球市場網絡聚集間的中

介者，故使得台灣半島產業的技術與資本結盟網絡產生槓桿效應；顯然，這樣的網絡應該會出現小世界

網絡特質。故本研究在將這些長期動態網絡資料合併時，企圖觀察是否台灣半導體產業金融網絡在長時

期動態變遷網絡中，存在小世界網絡特質。 
 

4. 策略行動場域論 

 
在半導體產業中國投資的理論觀點，本研究試圖以制度與網絡所形構出的產業策略行動場域論之觀點進

行說明。Fligstein（2001）指出，透過聚焦於場域（field）、領域（domain）或賽局（game），使新制

度論者得以藉由關注局部區域次序（local orders）的建構，提供有關行動者與所鑲嵌結構間關係之問題

的另一種思考觀點。策略性行動場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s）是一個建構的社會次序，在這個次序建構

中，行動者是個人或集體。這些行動者所處範圍可能是一個產業場域，行動者彼此集體目標相似，而當

其中的關鍵行動者能夠不斷複製與擴散自己的制度、技術及控制概念時，一個穩定的場域才有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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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結構也才能長久持續。 
 
行動者誘使其他行動者合作的社會技術（social skill）可細緻地說明行動者在建構與再製當地次序上的重

要性（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Fligstein及McAdam視鑲嵌為影響策略性行動場域穩定與否的重要

原因，而鑲嵌在網絡中行動者的社會技術，則是動態建構與解離關係，改變行動者間連結與造成策略行

動場域變遷或社會運動的最關鍵因素。制度論者強調行動者彼此微調，使行動者間的邏輯趨於諧調或共

識。因此，透過關鍵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或關鍵行動者社會技術的運作與建構，使

場域中行動者間出現共享的核心邏輯，從而形成一種社會權力，因而能夠解釋策略行動場域的穩定與變

遷的來源。 
 
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面對全球市場競爭的機會結構，故經常處在高度變遷的不確定性，而在這個場域的關

鍵制度企業家如何掌握駕馭複雜的場域機會結構的社會技術便是值得觀察的現象。本研究嘗試探討廠商

如何認知中國，進而採取關係鑲嵌的網絡，觀察其如何運用社會技術影響及建構起中國投資的策略行動

場域，並嘗試解釋其穩定和變遷的制度與網絡機制。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金融網絡的資料來源具多元性，分別蒐集與建構自：TEJ 半導體產業董監事資料、TEJ 半導體產

業董監事學經歷資料、TEJ 半導體產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承銷（IPOs）資料、TEJ 半導體產業金融大事

紀、報章雜誌、網路媒體刊載之二手資料，以及本人與助理進入田野訪談相關組織關鍵行動者的深入訪

問稿等多重文本資料。主要的事件文本資料如金融大事紀、二手資料與深入訪談等均由助理逐筆判斷過

錄及完整謄打。 
 
本研究第三年將時間序列的制度與網絡資料合併，進行長期半導體產業金融網絡長期變遷的模式分析和

影響網絡聯繫的制度與網絡機制的實證模型分析。在比較長期網絡動態變遷模型時，採用多 類分析方法，

本研究第二年已從半導體組織間董監事網絡發現其朝向具小世界現象特質的全球金融搜尋網絡

（networking）的長期變遷趨勢，第三年更進一步以探討企業組織長時期在金融事件中尋求合作對象，

例如，半導體組織尋找併購的目標公司、創投投資對象的尋找、組織間董監事跨坐的對象選擇等，是否

受制度與網絡相關指標之影響？ 
 
半導體廠商中國投資的部分，由於過於敏感，廠商進入或資金匯入中國多透過第三地進入，資料不全，

本研究雖蒐集多方有關半導體廠商進中國投資的相關資料，但經分析後，發現資料品質有問題，故放棄。

此外，中國投資資料缺乏對方中國公司的董監事及組織特質等資料，因此採用質性分析的方式以多種次

級資料進行分析。第三年的分析方法包括時間序列分析、將金融網絡聯繫跨時間或受不同制度影響的聯

繫建立列聯表，以及對應分析（CA），並分析不同產業位置（上、中、下游）、不同時段中不同內聚

力的組織間併購之金融活動，及以線性層級模型（HLM）分析影響企業董監事薪酬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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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論 

 

（一）台灣半導體產業整體變遷趨勢 

台灣半導體產業各次產業家數及產值長期趨勢變化如圖一、圖二所示。由於進入 IC 設計公司的資本門

檻較低，技術門檻亦隨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軟體普及而下降，圖一顯示上市、上櫃、

興櫃公司家數累計成長趨勢，上游 IC 設計公司數目從 1990 年代初即穩定而快速地成長，是家數成長最

多的次產業，若加計公開發行和未上市公司則數目將更可觀；中游 IC 製造及下游 IC 封測則由於資本額

龐大，自 2000 年後即呈穩定的狀態，家數變動極少。換言之，2000 年之後影響台灣半導體產業變遷最

主要的群體往往來自 IC 設計產業的變化。 
 

圖一  歷年台灣半導體產業上、中、下游公司家數累計（上市、上櫃、興櫃）1

 

 

資料來源： TEJ、公開資訊觀測站。 

 
台灣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由於高度鑲嵌於全球半導體產業之中，因此受國際經濟景氣循環與重大事件影響

甚深，固然整體看來趨勢處於成長狀態。但從圖二產值歷年變化可見，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整體趨勢呈

上升趨勢，但 2000 年美國那斯達克高科技股受網路股拖累大跌，以及 2007-2008 年全球金融風暴，均延

遲性地在次年造成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陡降，主因為 IC 製造業受國際大廠大單減少，致其產值降幅較

大。 
 

                         圖二  台灣 IC 產業產值（1996-2012）            單位：億元新台幣 

 
                                                     
1 上游：IC 設計公司及 IC 設計服務公司；中游：晶圓代工廠及 DRAM 廠；下游：封裝廠及測試廠；其他：設備廠、分離元

件廠、光電元件廠、半導體週邊產品製造商等半導體相關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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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業研究院 IEK 中心 ITIS 計畫相關報告及統計資料。 

 
本研究第三年深入分析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間的六種金融網絡：（1）董監事網絡、（2）併購網絡、（3）
創投網絡、（4）聯貸網絡、（5）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承銷網絡、（6）中國投資網絡的長期變遷與影響

機制。以下簡述研究結果與討論。 
 

圖三 金融事件類型變遷趨勢 

 
 
圖三顯示台灣半導體公司六種金融活動次數及加總，其中，有五種類型金融活動類型隨時間演進呈現上

升趨勢，其中以收購、創投、聯貸最為明顯，分割、合併則在第三時期（2006-2012）年成長趨緩；唯一

在 2006-2012 年案數下降的金融活動是 IPO。屬於併購類型中的分割，在 2000 年以前，主要來自聯電分

拆出去的聯家軍 IC 設計公司；直接合併的案件則因金額龐大，以及 2000 年後中游已較少合併案，主因

為企業多改採股權收購的方式入主目標公司，故在 2000 年後件數成長趨緩。以下將以對應分析（CA）

描繪台灣半導體產業併購、創投、聯貸等金融活動不同產業位置（上、中、下游）的空間親近性與兩者

關係（dyads）網絡圖。 
 

（二）台灣半導體產業企業組織金融網絡分析 

 

1. 董監事網絡 

 
在第二年的研究中（請參見第二年期中報告），我們已發現董監事跨坐動態網絡中的小世界現象，這些

多重跨坐於雙組成網絡（bi-components networks）的關鍵董監事（cut-vertices），在 1995 年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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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初期，多具有國家身分，換言之，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初期，國家透過直接介入組織運作及跨坐於

半導體產業場域金融網絡中，扮演強勢主導、干預產業形成及扶植重點企業的重要角色。 
 
投資銀行和創投公司法人代表在 2000-2005 年間的董監事跨坐網絡中扮演多重跨坐的重要角色，一旦這

些多重網絡透過關鍵的 cut-vertices 形成穩定健全的（robust）小世界網絡，則這些網絡會如有機體般，

開始越來越自組織化（self-organizing）。本研究第三年，在小世界現象之外，更深入比較這些菁英在董

監事網絡中最大組成成分（largest component）中作為中介者（broker）與非中介者（non-broker）的差

異、半導體產業組織間平均最短路徑之動態變遷，以及作為企業社會資本重要組成要素的家族與集團之

地位符號與結構洞機制。此外，董監事網絡的分析將區分以董監事個人層次為單位的分析和以公司層次

為單位的分析。 
 

（1）個人層次 

    
   A. 中介者與非中介者之特質差異 
 
以下為本研究針對董監事跨坐網絡中「董監事對董監事」關聯網絡（affiliation network）最大組成成分

所進行的中介者與非中介者特質差異分析。表一指出，作為網絡中介者的關鍵董監事，在四年的中心性

（centrality）上，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normalized degree centrality）、居間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上均顯著高於非中介者，表示中介者在網絡中的地位均高於非中介者；親近性（closeness centrality）則

在 2005、2010 年差異未達顯著，顯示台灣半導體產業越到後期，由於小世界越來越明顯，不論中介者

與否，任何董監事皆極易觸及（access to）其他董監事。結構洞指標則顯示中介者四年的結構限制分數

均顯著低於非中介者，代表中介者結構洞較多，在董監事網絡中的自主性較高。 
 

表一  中介者與非中介者在董監事跨坐網絡最大組成成分中之網絡指標 
 1995 2000 2005 2010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程度中心性 10.84 20.00 *** 10.98 20.71 *** 10.25 20.25 *** 10.16 19.94 *** 

程度中心性 (標準化) 0.27 0.50 *** 0.08 0.15 *** 0.02 0.03 *** 0.01 0.02 *** 

親近中心性 0.48 0.67 *** 0.28 0.33 ** 0.16 0.16  0.20 0.21  

中介性 0.00 0.37 *** 0.01 0.24 *** 0.01 0.07 *** 0.00 0.04 *** 

結構限制 0.33 0.18 ** 0.33 0.17 *** 0.33 0.17 *** 0.34 0.18 *** 

企業董監事人數 1.00 2.00  1.13 2.43 *** 1.12 2.36 *** 1.15 2.49 *** 

董監事總人數 38 3  128 7  560 28  811 35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初期，由於以引進美國技術為主，故高學歷是中游製造技術重要的學習指標，表

二指出中介者在早期（1995年）為留學國外的少數博碩士菁英，非中介者的學歷則分布較廣，各種學歷

皆有；到了2000年，雖然多數中介者仍為博碩士，但學歷為學士者開始出現（42.9%），顯示台灣自己

培養出來的人才也開始成為關鍵董監事的來源（33.3%）。事實上，2000年之前關鍵中介者的人數並不

多（1995年3人；2000年7人），此後隨著IC設計公司的大量成立，跨組織連結的重要董監事在2005及2010
年已分別達到30及35人，各種學歷也如非中介者般具多元性。在2005年，中介者的博士比例仍高於非中

介者（30.0% vs. 18.4%），但到了2010年，已低於非中介者，惟碩士在2005及2010年比例均高於非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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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995及2000年則反之）。隨著時間的推移，中介者具國外學歷的比例越來越低，反而非中介者的國

外學歷降幅不若中介者大。 
 

表二  中介者與非中介者在董監事跨坐網絡中之社經變項差異：學歷 (%) 

  
1995 2000 2005 2010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學歷 
        

專科以下 ------ 2.9 ------ 2.5 3.3 2.7 ------ 1.8 
專科 ------ 2.9 ------ 5.0 ------ 6.3 5.7 4.1 
學士 ------ 38.2 42.9 31.4 16.7 31.4 11.4 30.3 
碩士 33.3 41.2 14.3 43.8 50.0 41.3 65.7 43.7 
博士 66.7 14.7 42.9 17.4 30.0 18.4 17.1 20.1 
國別 

        
本國 ------ 39.4 33.3 48.3 53.3 59.2 74.3 60.3 
外國 100.0 60.6 66.7 51.7 46.7 40.8 25.7 39.7 
總計 3 38 7 172 30 588 35 811 

 
表三指出了網絡中介者與非中介者專長差異的變遷，隨著組織功能的分化，其他非技術相關專長的董監

事也逐漸成為場域中重要的中介者。早期的跨界菁英多為技術背景出身，1995年100%為電機專長背景；

2000年則於電機、理工專長之外，財經背景的中介董監事也開始跨坐於場域中。隨著時間變化，電機系

所出身的中介董監事比例不斷下降，財經、管理背景的董監在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則越來越重要。至於

非中介者則歷來均較多樣化，但主要亦集中於電機、理工、管理、財經等四類專長。 
 

表三  中介者與非中介者在董監事跨坐網絡中之社經變項差異：專長 (%) 

  
1995 2000 2005 2010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專長 
        

人文社會 ------ 9.1 ------ 5.1 ------ 3.1 2.9 2.5 
法律 ------ ------ ------ 1.7 3.3 2.0 ------ 2.9 
財經 ------ 15.2 28.6 16.1 10.0 16.5 20.6 17.5 
管理 ------ 33.3 ------ 22.9 23.3 26.2 41.2 21.4 
電機 100.0 30.3 57.1 30.5 36.7 30.3 14.7 31.5 
資訊 ------ ------ ------ 1.7 6.7 3.0 2.9 3.3 
理工 ------ 12.1 14.3 20.3 16.7 17.9 17.6 18.4 
醫學農業 ------ ------ ------ 1.7 3.3 1.0 ------ 2.4 
總計 3 38 7 172 30 588 35 811 

 
表四為四個年度中介者與非中介者經歷的比較。1995年的三位中介者完全是技術菁英，具工研院半導體

或非半導體的專業經歷背景，非中介者則除技術相關經歷，財會投資方面的經歷亦所在多有；到了2000
年，中、下游製造公司面臨成長，上游IC設計公司大量興起，雖然半導體、非半導體技術、製造相關經

歷仍居主流，然具投資、創投經歷的中介者已開始在網絡中跨界，顯示財務的控制概念逐漸影響整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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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2005及2010年，主要的中介者仍為半導體、非半導體技術、製造背景，具財會投資等經歷的中介者

也穩定地具一定比例。至於有工研院經歷的比例，不論中介者或非中介者，隨時間變遷呈現越來越低的

趨勢，似乎表示工研院在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少。 
 

表四  中介者與非中介者在董監事跨坐網絡中之社經變項差異：經歷 (%) 

  
1995 2000 2005 2010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中介者 非中介者 

經歷 
        

財務 ------ 5.4 ------ 5.3 1.6 5.2 1.7 5.1 
法務 ------ ------ ------ 0.6 ------ 0.4 ------ 1.3 
會計 ------ 3.6 ------ 0.6 1.6 2.7 5.0 3.1 
投資 ------ 19.6 20.0 12.4 10.9 13.6 13.3 13.1 
創投 ------ 1.8 13.3 1.8 9.4 4.4 15.0 4.0 
半導體 33.3 19.6 26.7 27.8 28.1 33.4 36.7 31.4 
非半導體 16.7 26.8 13.3 37.3 29.7 31.1 25.0 30.1 
工研院 50.0 14.3 20.0 7.7 9.4 2.9 1.7 2.2 
學術 ------ 3.6 6.7 2.4 6.3 4.4 1.7 6.8 
政府 ------ 5.4 ------ 4.1 3.1 1.8 ------ 2.9 
總計 3 38 7 172 30 588 35 811 

 
   B. 董監事薪酬的層級線性模型分析（HLM） 
 

在分析董監事網絡時，我們同時也針對董監事薪酬做了層級線性模型分析。表五為 2007 年一般董監事

（不含獨立董監事）的預估模型，Model1 先以個人層次的內部治理角色的相關身分與背景進行觀察，並

且加入社會資本的變項，以衡量不同的控制類型會使董監事個人關聯網絡機制對薪酬產生何種影響。因

資料以整體總薪酬進行個人薪酬的推估，故包含兼任同一組織內部的經理階層或其他高階管理職務之董

監事，因而在「董事」與「員工」身分的重疊性之下，能參與員工紅利之盈餘分配並且取得員工薪資與

獎金，使薪酬配置的比例大幅提升，達顯著的正向效果。但是同時擔任管理者和監督者使得內部權力集

中之下，容易影響企業執行經營權時的監督品質受到干擾，進而造成利益分配偏頗的可能性。在Model1
中能發現，各公司的組織內部已存在制度性的分類模式，使兼任總經理相較於未兼職的董事所配置的薪

酬最高，若兼任其他治理角色，如執行長、財務主管或副總等則次之，而未兼職的董事長所配置的薪酬

也高於未兼職的董事之間的變化，反映企業內部重視具有管理權的經理層級。但是，監察人則對於薪酬

產生負面的顯著影響，相較未兼職的董事則降低 1.135%，也呈現監察人作為董事會的內部執行業務與財

務狀況的監督與查核角色，2

 

與董事之間形成對立性質，必須避免利益衝突而降低配置比例。此部分在研

究中作為控制變項，使其他變項納入後的影響效果能在這幾個重要因素的控制之下，更趨於半導體產業

的資源配置模式。 

而治理的成效又關聯至董監事成員的背景屬性是否為內部的家族成員，或者是法人董監事與組織屬同一

集團，並且參照其具有財務投資的特性差異，使之劃分為四種治理背景特徵（家族、財務集團、集團、

財務），若未具有任一相關性質的董監成員作為對照組，則會因為董監事具有家族身分而使薪酬配置的

                                                     
2 監察人的權限包含監察權、股東召集權、公司代表權等，具有查核公司會計表冊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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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增加 26.9%，反映企業內部的家族成員與其他外部監督角色進入組織當中的優勢。但董事若與企業

為集團的關係則會相對於一般背景的董監降低 33%，即集團之間的財務控制結構會因彼此董監事的跨坐

與持股頻繁，使高度的利潤關聯性使關係企業直接性的資金流通削弱，以規避集團成員作為監督角色與

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 
   
在 2007 年（表五）的模型中，兩種社會資本指標對董監事薪酬影響的網絡效應，若具有較高程度特徵

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的董監事，會對於薪酬的配置比重達正向的顯著效果，即顯現半導

體產業當中，若與中心位置的董監事具有連結關係的董監事，則能夠相對提升薪酬水準，反映市場地位

作為選擇合作對象的指引信息。但是結構洞的機制若反映於董監事薪酬，則當群聚係數越高，會因結構

限制的提升而對於薪酬產生負面的顯著效果，相較於其他人會難以作為連結到其他社會群聚的中介者

（brokerage）角色，使薪酬分配的比重減少 26%，故在董監事跨坐網絡中無法產生獲得異質性資源的槓

桿效應。在Model2裡面則考量董監事的治理身分與背景特徵是否使社會資本對於薪酬的影響有所不同，

因此從中心位置的高群聚系數董監事的集團與家族治理特徵進行探究，「高程度群聚系數*集團背景」的

交互作用項在 Model2 中達正向的顯著性，表示地位訊號機制在網絡的運作，使得高程度群聚系數的董

監事對於薪酬的配置，會因為作為集團成員而提高 56.2%的相對變量。此外，為了檢視總經理身分的配

置情況，在家族或集團背景差異之下所產生的變化，故加入「家族*兼任總經理」與「集團*兼任總經理」

的交互作用項，結果顯示雖然家族成員擔任董監事的薪酬配置雖相對較高，但是若家族成員亦兼任總經

理職位者時，給予的薪酬卻少於不具背景條件的董監事 51.7%，即代表從個人層次能夠驗證組織當對於

家族成員的利益會衡量其操縱企業的權力，若具有重疊身分則會因多重獲利來源的控制，即顯現家族背

景改變董監事跨坐網絡機制的運作邏輯，導致薪酬水準削弱。在 Model3 則進一步加入學經歷範疇的人

力資本相關變項，能夠發現半導體相關的理工背景所累積的專業技能與知識受到重視，使薪酬配置有正

向的顯著影響，即產業的進入門檻讓這些專才能具有競爭優勢。不過若為學術教育經歷的董監事，則相

較於其他董監事的薪酬配置降低約兩成的比例，即組織雖然借重其豐富的學識促進組織發展，但跨領域

的交流合作則未能作為配置誘因。 
   
若將組織層次的解釋變項，在 Model3 至 Model6 中逐步放入時，Model3 先加入取自然對數後的員工人

數與資產報酬率（ROA），以組織結構的基本特性作為控制變數。模型顯示，組織規模與經營績效都對

於薪酬具有正面的顯著效果，即代表企業在營運過程若獲益增加，能促成較多的薪酬發放，顯現公司盈

餘與薪酬之間強烈的攸關性。而組織本身的大小代表著營運之效率與風險，規模越大即獲利的穩定性越

高，並且相較於規模較小的組織能擴大治理組織在補償機制的配額，同時也讓能夠協助組織營運的優秀

人才能留在組織當中，兩者分別都能達到正向的顯著性。 
   
若以組織層次的誘因來驗證不同組織平均薪酬的差異，Model4 進一步延續個人董監的治理背景屬性作為

股權的分類方式，從組織層次考量不同型態的董監事滲透企業的所有權時，對於薪酬產生的影響。結果

發現，家族持股所佔比重越高使得薪酬配置越低，即代表對於家族治理的組織而言，因多方的獲利來源

使董監事薪酬的誘因較低，在財務集團持股當中亦能發現相同的情形。同樣在模型中驗證不同背景董監

持股與中心位置的董監事產生的跨層次交互作用，「高程度群聚系數*家族型態董監持股」的變項於模型

中達到正向顯著影響，顯示雖然結構限制較高的董監事在網絡中的薪酬水準較低，但是當家族董監持股

的比重增加形成的內部控制力量，會使之提高 6.9%的薪酬配置，創造更多獲利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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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股權結構是董事會內部不同投資者權力分配的方式，在Model5 中外資持股比例與國內法人持股 3

 

皆對於薪酬的影響達正向顯著水準，逐漸因資本市場在全球化效應的擴散之下，以專業且充分的流通資

訊成為企業有效的監控機制，因高額的投資比重作為重要的資金供給者，越具有投資潛力的企業則能相

對以全球性連結吸引更多元化的金融投資者投入資金，也反映這些被選擇的投資標的具有的盈利優勢能

配置更高的薪酬比例給予董監事。Model6 加入各生產鏈位置的虛擬變項，研究結果若以非上中下游的

零組件、導線架或光罩等廠商歸為「其他」類別的生產部門作為對照組，主要在上游IC設計的產業次場

域的投資獲利能力提升，使較少的董監事成員因此能相對提升薪酬配置的比重。此外， IC設計廠商更

必須在高度競爭且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之下，必須策略性地透過董監事作為組織獲取外部資訊與資源的途

徑，利用較高的薪酬配置作為獲取關鍵資源的方式。最後一個模型則放入兩個不同階層的所有可能解釋

變數，能發現完整模型與其他模型的研究結果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特徵向量指標的影響效果因人力資

本的考量使地位訊號網絡機制消失，而同一層次的交互變項因組織層次的相關變項加入之後，使得原有

係數削減，其解釋力也逐漸隨著各模型的變項納入後降低，即受到各不同組織之間的差異所導致。 

表六以 2012 年的一般董事為主，Model1 與 2007 年的差異不大，薪酬配置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

於家族董監事正向的薪酬誘因明顯消失了，並且集團以及財務投資背景為法人董監事之薪酬水準所帶來

的負向效果增強，皆相較於不具任何背景的董監事薪酬水準高於四成以上，除了在於集團企業之間頻繁

的業務、經營與財務流動，傾向以集團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為導向，也可能隱含同一集團內成員的獲利優

勢逐漸降低，除了發揮集團資源整合的綜效，更傾向向外創造更多觸及異質性資源的機會，使內部的資

源以獎酬激勵制度作為誘因的需求減少，強調能拓展外部資源的薪酬設計。此外，2012 年的資料相較於

2007 年，能發現董監事跨坐網絡機制的重要性提升，無論在 Model3 裡加入人力資本的變項，或是在

Model4 至 Model6 裡逐步放置組織層次的相關因素，兩種網絡機制的顯著效果反而漸漸增強，也意味著

市場的動態變遷使多元資源不斷流動與散佈，如何建立董監事之間的跨坐聯繫關係，更必須依循網絡效

應所形成的市場邏輯運作。並且 Model3 能發現，人力資本僅以電機理工相關科系達正向影響，但是其

解釋力較未如 2007 年的模型中顯著，即個人教育背景的重要性逐漸淡化。並且 Model2 裡的交互作用項

在研究結果當中，「高程度特徵向量*集團背景董監事」與「高程度特徵向量*家族背景董監事」為負向

效果，尤其前者在各模型裡都具有高度解釋力，也反映當董監事能匯聚多方連結而處於較高的市場地位

時，會因集團背景與家族背景屬性而降低薪酬水準，也呈現這兩種身分特質在組織當中的薪酬配置優勢

已逐漸淡化。 

 

                                                     
3 根據經濟新報資料庫之定義，外資法人持股包含外國金融機構、外國投信、外國企業法人、外國財團法人；國內法人則包

含政府機構持股、本國金融機構持股、本國信託基金持股、本國公司法人持股、本國其他法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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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07 年董監事總薪酬配置之階層線性模式 HLM-一般董監事 

    Null Model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Full model 
Level1                  
 截距 6.792  *** 6.700  *** 6.681  *** 6.155  *** 6.091  *** 6.122  *** 5.552  *** 5.696  *** 
治理身分 (僅任職董事=0)                 
 監察人   -1.135  *** -1.129  *** -1.082  *** -1.076  *** -1.089  *** -1.080  *** -1.084  *** 

 兼任總經理   1.588  *** 1.710  *** 1.715  *** 1.704  *** 1.697  *** 1.704  *** 1.697  *** 

 兼任其他   1.157  *** 1.170  *** 1.172  *** 1.150  *** 1.145  *** 1.152  *** 1.139  *** 

 僅任職董事長   0.867  *** 0.878  *** 0.843  *** 0.841  *** 0.833  *** 0.841  *** 0.832  *** 
背景屬性 (其他=0)                 
 財務集團   0.026   0.040   0.065   0.092   0.063   0.070   0.082   
 家族   0.269  * 0.352  ** 0.370  * 0.392  ** 0.384  * 0.395  ** 0.396  ** 

 集團   -0.331  ** -0.382  *** -0.312  * -0.293  * -0.276  * -0.303  * -0.293  * 

 財務   0.008   0.007   0.034   0.044   0.024   0.026   0.040   
社會資本                 
 High Eigen   0.423  * 0.350  * 0.295   0.383   0.189   0.207   0.411   
 High CC   -0.260  ** -0.244  ** -0.280  ** -0.178  ** -0.263  ** -0.266  ** -0.176  * 
人力資本                 
 教育年數       0.029   0.030   0.029   0.028   0.028   
 國外學歷       0.047   0.038   0.040   0.036   0.052   
學經歷屬性                 
  管理       -0.032   -0.045   -0.042   -0.038   -0.039   
  電機理工       0.180  * 0.172  * 0.158  * 0.163  * 0.178  * 

  學術       -0.251  * -0.276  * -0.258  * -0.253  * -0.282  ** 

  工研院       -0.125   -0.054   -0.084   -0.079   -0.060   
  財會       0.060   0.057   0.052   0.058   0.049   
同一層次交互作用                 
 High Eigen*集團背景     0.562  * 0.402  # 0.314   0.326   0.359   0.306   
 High Eigen*家族背景    0.104   -0.086   -0.165   -0.057   -0.068   -0.150   
 兼任總經理*集團背景     -0.182   -0.203   -0.209   -0.190   -0.196   -0.221   
 兼任總經理*家族背景     -0.517  * -0.541  # -0.548  # -0.504  # -0.509  # -0.5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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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採強韌標準誤時的固定效果係數，根據 Unit-specific model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s 一表，數值依 Final estimation of fixed effects 整理。 
     #p<.10  *ρ＜0.05  **ρ＜0.01  ***ρ＜0.00

Level2                                 
控制變項                 
 ROA         0.048  *** 0.039  *** 0.042  *** 0.041  *** 

 員工人數(Log)         0.305  *** 0.224  * 0.480  *** 0.334  ** 

 獨立董監事席次比例        0.116   0.110   0.380   0.318   
家族集團董監持股 

 財務集團持股比例        -0.026  *     0.028   
 家族董監持股比例        -0.053  *     -0.018  * 

 集團董監持股比例        -0.006       0.044  # 

 財務董監持股比例        -0.043       0.009   
股權結構                 
 外資持股比例           0.025  ***   0.019  ** 

 國內法人持股比例          0.014  #   0.007   
 經理人持股比例           0.047     0.067   
 董監持股比例           -0.024  ***   -0.052  * 
產業鏈位置(其他=0) 

 上游             0.952  ** 0.698  * 

 中游             -0.037   -0.068   
 下游             0.557  * 0.521  # 
跨層次交互作用 

 家族持股 X high Eigen        0.086       0.103   
 家族持股 X high CC        0.069  **     0.069  * 
變異數成分                                 

  組間(𝜏00) 2.174  *** 2.485  *** 2.478  *** 2.459  *** 1.642  *** 1.556  *** 1.560  *** 1.468  *** 
   組內(𝜎2) 1.742    0.710    0.706    0.720    0.722    0.722    0.722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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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2012 年董監事總薪酬配置之階層線性模式 HLM-一般董監事 

    Null Model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Full model 

Level1 
                 

 
截距 6.381  *** 6.028  *** 6.003  *** 5.501  *** 5.507  *** 5.502 *** 4.996  *** 5.229  *** 

治理身分 (僅任職董事=0) 
               

 
監察人 

  
-0.938  *** -0.916  *** -0.932  *** -0.891  *** -0.878  *** -0.894  *** -0.891  *** 

 
兼任總經理 

  
2.314  *** 2.314  *** 2.199  *** 2.218  *** 2.231  *** 2.228  *** 2.218  *** 

 
兼任其他 

  
1.832  *** 1.843  *** 1.784  *** 1.776  *** 1.781  *** 1.789  *** 1.769  *** 

 
僅任職董事長 

  
1.768  *** 1.798  *** 1.730  *** 1.753  *** 1.759  *** 1.770  *** 1.754  *** 

背景屬性 (其他=0) 
                

 
財務集團 

  
-0.314  * -0.296  * -0.470  ** -0.340  * -0.388  * -0.355  * -0.347  * 

 
家族 

  
0.003  

 
0.031  

 
-0.030  

 
0.013  

 
0.018  

 
-0.012  

 
0.012  

 
 

集團 
  

-0.430  ** -0.346  * -0.564  ** -0.599  *** -0.568  *** -0.632  *** -0.603  *** 

 
財務 

  
-0.408  ** -0.402  ** -0.464  ** -0.464  ** -0.433  ** -0.451  ** -0.478  ** 

社會資本 
                

 
High Eigen 

  
-0.018  

 
0.918  * 1.109  * 1.286  ** 1.247  ** 1.242  ** 1.359  *** 

 
High CC 

  
-0.270  ** -0.281  ** -0.390  *** -0.407  *** -0.406  *** -0.408  *** -0.422  *** 

人力資本 
                

 
教育年數 

      
0.032  

 
0.029  

 
0.030  

 
0.026  

 
0.024  

 
 

國外學歷 
      

0.039  
 

-0.009  
 

-0.018  
 

-0.009  
 

-0.029  
 

學經歷屬性 
                

 
 管理 

      
0.020  

 
0.020  

 
0.032  

 
0.026  

 
0.032  

 
 

 電機理工 
      

0.164  # 0.173  * 0.175 * 0.152  # 0.157  # 

 
 學術 

      
-0.177  

 
-0.160  

 
-0.135  

 
-0.134  

 
-0.128  

 
 

 工研院 
      

-0.297  
 

-0.289  
 

-0.273  
 

-0.260  
 

-0.273  
 

 
 財會 

      
-0.006  

 
0.003  

 
0.006  

 
-0.012  

 
0.002  

 
同一層次交互作用 

                
 High Eigen*集團背景 

    
-1.783  *** -1.769  ** -1.894  *** -1.839  *** -1.809  ** -1.970  *** 

 
High Eigen*家族背景 

   
-1.530  * -1.572  * -1.582  * -1.648  

 
-1.645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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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採強韌標準誤時的固定效果係數，根據 Unit-specific model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s 一表，數值依 Final estimation of fixed effects 整理。 
     #p<.10  *ρ＜0.05  **ρ＜0.01  ***ρ＜0.001 

 
兼任總經理*集團背景 

    
0.094  

 
0.346  

 
0.322  

 
0.307  

 
0.334  

 
0.346  

 
 

兼任總經理*家族背景 
    

0.025  
 

0.129  
 

0.236  
 

0.200    0.216  
 

0.242  
 

Level2                       
  

        
控制變項 

                
 

ROA 
        

0.034  *** 0.026  ** 0.034  ** 0.029  *** 

 
員工人數(Log) 

        
0.305  *** 0.201  ** 0.362  *** 0.277  *** 

 
獨立董監事席次比例 

       
1.186  # 0.838  

 
1.355  * 0.823  

 
家族集團董監持股 

                
 

財務集團持股比例 
       

-0.027  * 
    

0.003  
 

 
家族董監持股比例 

       
-0.037  ** 

    
0.000  

 
 

集團董監持股比例 
       

-0.008  
     

0.011  
 

 
財務董監持股比例 

       
0.020  

     
0.034  

 
股權結構 

                

 
外資持股比例 

          
0.023  *** 

  
0.020  ** 

 
國內法人持股比例 

         
0.013  ** 

  
0.008  

 

 
經理人持股比例 

          
0.037  # 

  
0.022  

 

 
董監持股比例 

          
-0.022  *** 

  
-0.025  ** 

產業鏈位置(其他=0) 
                

 
上游 

            
0.880  *** 0.603  ** 

 
中游 

            
0.491  

 
0.151  

 
 

下游 
            

0.560  # 0.347  
 

跨層次交互作用 
                

 
家族持股 X high Eigen 

       
-0.020  

     
-0.025  

 
 

家族持股 X high CC 
       

-0.003  
     

-0.007  
 

變異數成分                                 

 
 組間(𝜏00) 1.764  *** 1.605  *** 1.604  *** 1.519  *** 0.890  *** 0.820  *** 0.837  *** 0.772  *** 

   組內(𝜎2) 2.665    1.110    1.100    1.084    1.075    1.075    1.075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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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層次 

    
   A. 企業社會資本（家族與集團）的地位符號與結構洞 
 
企業組織間會透過共享相同的家族與集團董監事作為企業社會資本，本研究藉由檢視網絡家族與集團董

監事所有權組合及其影響機制之變化，探究台灣半導體產業企業社會資本的變遷。 
 

表七  台灣半導體產業上市櫃公司董監事關聯網絡及績效指標 
  1995 2000 2005 2010 

 上游 4 38 57 79 

 中游 7 10 10 11 

公司家數 下游 5 18 25 28 

 其他 2 20 26 41 

 總計 18 86 118 159 

董監事總數 含重複跨坐之董監人數 184 743 1108 1476 

 跨坐兩家及以上公司董監

人數 / 董監總人數 (%)  

4.55% 7.35% 8.74% 11.33% 

 上游 21 277 494 741 

平均董監事 中游 98 132 135 138 

人數 下游 38 175 248 264 

 其他 27 159 231 333 

 上游 25.00 (.180) 19.83 (.189) 12.43 (.142) 6.76 (.104) 

家族董監事 中游 8.95 (.117) 8.82 (.129) 6.59 (.097) 9.15 (.099) 

比例 (%) 下游 26.29 (.151) 16.23 (.137) 13.38 (.159) 8.40 (.117) 

 其他 .00 (.000) 17.95 (.259) 12.53 (.175) 11.79 (.156) 

 上游 .00 (.000)4 15.04 (.165)  14.74 (.197) 12.82 (.150) 

集團董監事 中游 .00 (.000) 29.57 (.199) 30.17 (.195) 21.02 (.166) 

比例 (%) 下游 .00 (.000) 23.42 (.306) 20.76 (.287) 21.20 (.256) 

 其他 .00 (.000) 31.71 (.279) 31.03 (.226) 20.74 (.212) 

 上游 .15 (.137) .13 (.168) .13 (.163) .15 (.136) 

外部財務董監事 中游 .27 (.107) .24 (.129) .23 (.199) .14 (.14) 

比例 (%) 下游 

其他 

.26 (.422) 

.41 (.056) 

.18 (.212) 

.30 (.263) 

.14 (.195) 

.27 (.218) 

.12 (.148) 

.21 (.205) 

 上游 275.00 (-) 104.95 (88.617) 404.88 (827.268) 445.52 (776.087) 

組織規模 中游 1441.25 (1481.988) 1626.75 (1585.096) 5739.30 (6754.552) 6802.45 (10230.395) 

(員工數) 下游 

其他 

1437.00 (999.998)  

81.00 (-) 

834.08 (771.555) 

227.00 (103.352) 

2893.44 (6049.750) 

824.38 (772.410) 

4108.57 (9498.146) 

1152.27 (1748.524) 

 上游 10.07 (.086) 509.40 (29.865)5 14.55 (.127)  18.46 (.134) 

                                                     
4 1995 年 TEJ 無團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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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營收 (%) 中游 4.42 (.039) 5.50 (.044) 8.03 (.063) 6.33 (.035) 

 下游 0.63 (.007) 3.63 (.060) 2.32 (.025) 2.67 (.027) 

 下游 1.65 (.023) 57.13 (2.328) 2.83 (.036) 3.67 (.071) 

 
表七顯示，在半導體行業的上游及其他部門增加的速度比中游和下游快，因為中下游的建立和維持需要

大量的資金和技術條件。然而，IC 設計公司和公司其他部門的快速增長，則進一步驅動晶圓製造和 IC
封裝企業的消費。IC 代工及 IC 設計之間相互依存的槓桿作用，使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產能不斷加強。上

游和下游的平均董事會規模小於中游製造部門，中游的企業主要為大型製造代工以及具有高度技術需求

的 DRAM 廠商，必須要有大量的金融資本和更多的董事會成員。 
 

在 1995 年，上游和下游的家族董監事在董事會之比例於明顯高於中游，然而，1995 年至 2010 年則持續

下降。在 2010 年，所有部門的家族董監事在董事會比例皆較低。半導體產業的市場是全球競爭的，而

董事會成員若以高家族董監事為主，將不利於全球組織間結盟的擴展。使得家族與集團董監事在董事會

裡下降的趨勢，意味著董監事跨坐整合入全球市場，甚至成為高科技廠商的重要競爭策略。1995 年，所

有次產業集團董監事成員人數在董事會所占的比例皆為零。自 2000 年之後，集團董監事成員在董事會

的比例則開始增加，但在 2005 年之後則是下降的。如中游及下游的集團董事比例逐步上升至 2005 年，

但在 2010 年降低。而上游相較中游以及下游，董事會具有較低比例的集團董監事成員。 
 
表八指出，從 1995 至 2010 年，高比例的集團董監事和親屬成員快速降低，並且低集團與低家族董事成

員的比例逐漸增加。董事會組成的轉變趨勢隱含著董事會的董事安排是由市場力量所驅使的，越來越多

金融公司和外國投資者選擇投資半導體公司，並成為董事會成員。場域裡的家數至 2000 年上升至 86 家，

企業集團的董監事一樣不斷上升，換句話說，此時董監事跨坐網絡以同一集團內的企業之間相互連結為

主。許多公司從 2000 年至 2005 年採取低家族與高集團的形式，並且在這段期間有虛擬垂直整合的趨勢，

至 2005 年，公司家數在產業當中持續增加至 118 家，且低家族低集團董監事的企業型態以較快的速度

增加。至 2010 年，產業裡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至 159 家公司，且低家族與低集團的董監事從 2005 年的

39%，增加至 2010 年 47.2%，成為所有權組合裡最常見的董事會類型，其餘的三種類型則至 2000 年之

後不斷下降。 
 

表八  四種「家族─集團」類型組合家數比例  
 1995 2000 2005 2010 

高家族高集團 (HH) 0.0 (0) 5.8 (5) 3.4 (4) 1.3 (2) 

高家族低集團 (HL) 33.3 (6) 34.9 (30) 23.7 (28) 22.6 (36) 

低家族高集團 (LH) 0.0 (0) 33.7 (29) 33.9 (40) 28.9 (46) 

低家族低集團 (LL) 66.7 (12) 25.6 (22) 39.0 (46) 47.2 (75) 

總計 100.0 (18) 100.0 (86) 100.0 (118) 100.0 (159) 

 
表九列出了台灣半導體產業不同次產業家族董事與集團董監事的股權比例。家族董監事股權比例下降趨

勢，主要發生在上游和下游行業，集團董監事股權比例下降趨勢則發生在中游。這種趨勢意味著中游部

門的競爭迫使企業在這個產業裡，搜索全球資本市場中具有很強的連結網絡權力的董監事，因而使得這

                                                                                                                                                                                                  
5 高研發支出比導因於少數新創公司主要投資即研發，然營收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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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業內的董監事較為多元化。IC 設計部門的外部財務董監事在董事會當中增加，不過這樣的趨勢並未

出現在封測部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游與下游已發展一段時間，不需藉外部創投資本家的資金供給，但

IC 設計廠商則必須結合財務董監事作為財務資本動員的策略。 
 

表九  四種次產業組織的家族與集團董監事股權比例 
  1995 2000 2005 2010 

 上游 23.73 (16.300) 7.19 (8.244) 4.53 (6.328) 2.35 (3.865) 

家族董監事 中游 1.53 (2.178) 1.35 (2.094) .87 (1.490) 1.84 (3.635) 

所佔股權比例 (%) 下游 12.06 (19.366) 6.04 (8.548) 3.26 (6.068) 2.30 (4.722) 

 其他 .00 (.000) 8.23 (20.060) 3.00 (4.586) 4.14 (6.832) 

 上游 .00 (.000) 8.46 (11.853) 7.36 (11.000) 7.12 (13.589) 

集團董監事 中游 .00 (.000) 20.60 (22.950) 17.70 (18.998) 13.67 (15.435) 

所佔股權比例 (%) 下游 .00 (.000) 15.44 (22.588) 16.69 (23.893) 15.82 (22.262) 

 其他 .00 (.000) 16.28 (18.249) 17.78 (16.618) 14.58 (17.391) 

 上游 1.25 (2.500) 3.58 (7.496) 4.33 (8.034) 3.51 (4.546) 

外部財務董監事 中游 14.29 (6.897) 7.90 (9.061) 4.70 (8.097) 3.64 (5.065) 

所佔股權比例 (%) 下游 4.40 (7.701) 6.83 (8.860) 4.96 (8.147) 3.64 (5.472) 

 其他 24.00 (33.941) 11.40 (10.995) 10.08 (11.074) 8.46 (10.235) 

 
   （A）不同次產業部門所有權結構類型的結構洞分析 
 
一家公司的網絡位置若具有更多的結構洞或更少的結構限制，則在個人關聯網絡裡具有扮演中介

（brokerage）角色的優勢。表十顯示，從 1995 年至 2010 年的高家族與高集團董監事的董事會，公司之

間的 ego 關聯網絡與 alter 的連結對數（pairs）為 0，所以平均群聚係數亦為 0。代表公司是孤立的，但

並非因低密度而具有更加的結構洞機會，而是缺乏與其他公司的跨坐或重疊董監事，難以連結到其他社

會群聚。即高比例的家族董監事傾向具有相對孤立的個體網絡，在自身關聯網絡裡的 alter 之間具有低連

結對數和低密度。個體網絡的 alter 較少隱含連結到其他社會圈的機會，使董監事並且更難扮演一個中介

的角色，因此公司若家族董監事比例較低，有助於網絡中介力量（brokerage power）的發揮。 
 
表十指出了對數的數量在低家族和高集團的董監事與低家族低集團的董監事連結董事之間更高。若檢視

本地群聚係數，可發現 2000 與 2005 年低家族和高集團傾向具有較高的結構洞，在 2010 年則低家族和

低集團的公司創造更多結構洞並擔任中介角色 。2005 年，低家族和高集團董監事的公司在結構限制或

平均局部群聚係數下降，換句話說，更多結構洞在 ego 的關聯網絡，主要的原因在於集團董監事扮演更

多中介的角色。在 2010 年，低家族和低集團的董監事具有更多的結構自主性，能夠連結到更多 alter 公
司，並且具有更多的對數和低群聚係數（低密度）。上游和中游次產業的企業往往比其他部門有相對較

高的結構洞，例外的情況在於 2010 年的下游廠商，以小型集團的封裝和測試廠商之間彼此連結來建立

新的利基，能用以解釋小公司的策略優勢，能透過增加非重疊的成對連結，以及局部網絡較低的密度克

服結構限制或局部群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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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所有權結構類型與次產業部門的結構洞指標 
 1995 2000 2005 2010 

所有權結構類型     
  高家族高集團     
    群聚係數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連結對數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高家族低集團     
    群聚係數 0.0000 0.1111 0.0476 0.0861 
    連結對數 0.1667 0.3667 0.3214 0.8611 
  低家族高集團     
    群聚係數 0.0000 0.2149 0.1451 0.2877 
    連結對數 0.0000 4.3793 2.6500 3.9783 
  低家族低集團     
    群聚係數 0.0000 0.2121 0.1978 0.2421 
    連結對數 0.5000 1.1364 1.9348 4.2533 
次產業部門類型     
  上游     
    群聚係數 0.0000 0.1864 0.1550 0.2221 
    連結對數 0.2500 2.3700 2.1200 3.7500 
  中游     
    群聚係數 0.0000 0.4981 0.0800 0.2939 
    連結對數 0.0000 5.1000 3.8000 4.9100 
  下游     
    群聚係數 0.0000 0.0278 0.1706 0.1766 
    連結對數 0.0000 0.3900 1.3600 4.5700 
  其他     
    群聚係數 0.0000 0.0834 0.0897 0.2138 
    連結對數 3.0000 0.7500 0.4200 1.3400 

 

   （B）不同次產業部門所有權結構類型的地位訊號分析 
 
表十一顯示，1995 年，集團企業的型態尚未於產業中建立，以高家族和低集團企業的董監事網絡跨坐為

主。自 2000 年後，則以低家族董監事企業的中心性較高，無論其集團董監事比例的高低。而低家族和

高集團董監事在董事會傾向具有較高的特徵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0.0551），並且在 2000
年有更多的跨坐企業數目（2.3103），以低家族與低集團董監事，相較於高家族與低集團董監事具有更高

的中心性。整體而言，公司若家族持股比例較高，其中心性較低。這樣的結果反映了家族企業往往以相

關連帶建立核心內圈（inner circle），排除其他公司的橫跨，使得在產業場域裡和其他公司連結（affiliated）
的機會降低。直到 2000 年，集團企業在產業場域裡擴張，並且傾向於利用共同董監事作為策略。 
 
到了 2005 年，在半導體產業組織之董事會若屬於高集團，會增加與其他公司關聯連帶（affiliated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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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貢獻度。企業的董事會以低家族董監事比例與高集團董監事比例維持高中心性。在 2010 年，低家族

董監事持股比例公司的優勢更為顯著，其程度中心性不斷增加。地位訊號在產業鏈的不同次產業部門之

間有所差異，在中游的企業一般在產業中的中心性是最高的，而下游的部門則高於上游的部門。 
 

表十一  所有權結構類型與次產業部門的地位訊號指標 
 1995 2000 2005 2010 

所有權結構類型     
  高家族高集團     
    特徵向量中心性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0.0000 0.0000 0.0000 0.5000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000 0.0108 0.0085 0.0065 
  高家族低集團     
    特徵向量中心性 0.0170 0.0018 0.0023 0.0016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0.8333 0.7333 0.8571 0.9444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485 0.0116 0.0085 0.0065 
  低家族高集團     
    特徵向量中心性 0.0000 0.0551 0.0389 0.0389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0.0000 2.3103 1.9250 2.4783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000 0.0138 0.0100 0.0073 
  低家族低集團     
    特徵向量中心性 0.0830 0.0235 0.0022 0.0003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0.7500 1.3182 1.7609 2.5733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630 0.0133 0.0095 0.0073 
次產業部門類型     
  上游     
    特徵向量中心性 0.0213 0.0042 0.0027 0.0007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0.7500 1.4700 1.6500 2.2900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428 0.0110 0.0087 0.0069 
  中游     
    特徵向量中心性 0.1423 0.1514 0.1365 0.1204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0.5700 3.0000 2.9000 3.2700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723 0.0175 0.0118 0.0084 
  下游     
    特徵向量中心性 0.0034 0.0274 0.0076 0.0083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0.6000 0.8300 1.4800 2.4300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432 0.0144 0.0102 0.0074 
  其他     
    特徵向量中心性 0.0000 0.0001 0.0004 0.0062 
    董監事跨坐公司數 2.0000 0.8500 0.8500 1.3900 
    雙模程度中心性 0.0770 0.0121 0.0092 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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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台積電與聯電財務槓桿及技術槓桿之互動策略 
 

聯電使用財務槓桿策略，建立了更多的企業集團的網絡，所以董事會具有高比例的外部財務董監事投資，

自 1995 年至 2010 年的股權結構維持低家族比例與低集團比例的董監事；與聯電相較，台積電的競爭策

略更加重視技術創新與技術升級，而非財務槓桿作用的策略，因此，透過共同董監事的跨坐網絡特質與

其績效與專利的創新是沒有關聯的，而以全球半導體公司的技術合作作為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策略，此

外，傾向從全球市場當中，聘請工程、財務和商業管理領域具有專業經驗的獨立董監事，包括全球高科

技公司的管理階層，以及來自美國菁英大學的院長或教授，因此台積電擁有最高的外籍董監事所佔比例。

這些董監事通常都不會跨坐於其他台灣半導體公司，使得公司之間在重疊董事的席次比重幾乎為 0，但

卻有最高的利潤與專利數量。 
 
   B. 組織間平均最短路徑距離之動態變遷 
 
以下為針對董監事跨坐網絡中「組織對組織」關聯網絡最大組成成分所進行的組織間平均最短路徑距離

分析。在董監事重疊網絡中組織間平均最短路徑變遷上，本研究發現，荷蘭曾因核心商業銀行減少而使

製造業董監事跨坐下降（Heemskerk and Fennema 2009），然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興盛使其自1995年始即為

全球第四大IC製造國（Mathews and Cho 2000），亦使整個產業場域組織間的董監事跨坐隨時間推移而越

來越多，最大組成成分（largest component）越來越大。表十二顯示四個年度台灣半導體產業董監事網絡

最大組成成分中組織間平均最短路徑之變遷。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擴張，1995-2005年，董監事網絡最

大組成成分中組織間平均最短路徑距離也越來越大，然在2010年出現收歛的現象，顯示可能肇因於次產

業組織間更多的董監事跨坐，使場域中組織間彼此虛擬垂直整合與水平連結在此時更緊密所致。 
 
1995 年，台灣僅有 18 家上市櫃公司，6此後場域內互賴交易網絡快速擴大，上游由於進入門檻較低，是

最興盛、成長最快的次產業。場域中核心大型晶圓廠如台積電、聯電於 2000 年以水平合併擴大規模、

增加產能，將光罩製程內部化，加以各自扶植IC設計公司及配合的友好封測廠，2000 年起台灣半導體產

業進入更快速的成長期，許多董監事均同時跨坐在不同的垂直與水平生產鏈夥伴公司中，使中游廠商平

均最短路徑距離縮短（1.60），台灣光罩因此喪失其連結者（connector）的角色，自 2000 年的董監事網

絡最大組成成分中消失。台積電因其「世界第一」的目標，採取直接與跨國大廠連結的策略，聯電則因

旗下許多活躍的IC設計子公司及關係企業（聯家軍），兩家母公司均採「低調」策略，因而亦未包含於

2000 年的最大組成成分中。7

 
 

台灣半導體產業規模隨著 2000-2005 年場域化的調整後愈形擴大，上游的 IC 設計次產業規模擴張尤其快

速，其 2005 年平均最短路徑距離因此變大（6.21），場域中家數的增加以及董監事的普遍跨坐，使得董

監事網絡出現小世界現象（Hsung, Lu, and Lin 2012）。在 2010 年，最大組成成分包含了 60.38% 的公司

數，從表十二中即可看出該產業的場域化明顯且符合小世界六度分隔（six degree of separation）的現象。 
 
              
  
                                                     
6 本研究所指上市櫃公司包括：上市、上櫃、興櫃三種類型的公司。 
7 2000 年，台積電於網絡的第二大組成成分中跨坐於其子公司世界先進及兩家位於另一群體的企業（華邦、華東）；聯電因

1990 年代已將多家子公司獨立出去，該年僅跨坐於一 IC 設計子公司（茂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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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二  台灣半導體產業董監事網絡最大組成成分中不同產業位置組織間 
                   平均最短路徑距離之變遷 

 
1995 2000 2005 2010 

上游（IC 設計） 1.75 2.04 5.95 4.63 
中游（IC 製造） 1.75 1.60 6.21 4.51 
下游（IC 封測） -- 2.80 5.95 4.42 
其他 1.00 2.33 5.72 5.05 
最大組成成分中的公司家數 5 16 58 96 
公司總家數 18 86 118 159 
最大組成成分中的公司家數 (%) 27.78 18.60 49.15 60.38 

               註：「其他」類雖被歸類於半導體業，但因製造項目較雜，非本研究關注的焦點，下同。 

 
以下為平均最短路徑距離的公式（closeness centrality 之倒數）： 
 

                            x (Closeness Centrality) =  

                            x =  

                            

                            
 
表十三顯示四個年度最大組成成分中四種家族與集團所有權組合模式企業的最短平均路徑距離變化，它

指出與表五相同的趨勢：隨著整體產業規模的擴大，在 1995-2005 年，董監事網絡最大組成成分最短路

徑距離隨時間而增加，在 2010 年下降。2010 的收歛現象指出了小世界現象，以及群組間（between group）
距離大、群組內（within group）距離小的結果。此外，表六也指出了低家族低集團企業連結其他的平均

最短路徑距離均短，2010 年尤然，表示低家族低集團企業觸及其他企業的能力（accessibility）最強。 
 
                   表十三  台灣半導體產業董監事網絡最大組成成分中四種所有權組合 
                           組織間平均最短路徑距離之變遷 8

 

 

1995 2000 2005 2010 
高家族高集團 (HH) -- -- -- 6.15 
高家族低集團 (HL) 1.75 2.38 5.95 5.10 
低家族高集團 (LH) -- 2.07 5.94 4.75 
低家族低集團 (LL) 1.56 2.64 5.97 4.50 

                       

 

                                                     
8 1995 年 TEJ 資料中無集團資料。2000 及 2005 年無高家族高集團的公司。2010 年在最大組成成分中僅有一家原先為傳產後

跨足封測業的高家族高集團公司（勤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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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股權結構與董監事跨坐的關係，組內效果（within-group effect）似乎強過組間效果（between-group 
effect）。董監事跨坐於自己所屬企業集團內的公司多於跨坐於其他企業集團內的公司，從集團股權來看，

相較於跨坐於低集團持股企業，董監事的跨坐多出現於高集團持股的企業；而在家族股權方面，相較於

跨坐於高家族持股企業，董監事會多跨坐於低家族持股公司。 
 

圖四  1995 年最大組成成分（Largest component） 

上游 IC 設計公司：○ 高家族：紅  節點大小越小：平均最短路徑越短 

中游 IC 製造公司：□ 低家族：藍 節點大小越大：平均最短路徑越長 

其他類型公司：   

 
 
圖四 1995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董監事網絡組織對組織的關聯網絡顯示，由於位於垂直分工網絡的特殊位

置（光罩製程），台灣光罩成為最短平均路徑距離、連結台灣半導體產業上游及中游最關鍵的位置。該

年網絡最大組成成分中除了一家為歸國學人所創的高家族持股公司，敦南（生產影像感測器的製造廠）、

台灣光罩、聯電及華邦的股權結構皆為低家族持股，後三家公司同時也是半官方機構的工研院衍生公司，

與國家關係密切，此時的台灣已是全球第四大 IC 製造國。 
 
  



31 
 

圖五  2000 年最大組成成分（Largest component） 

上游 IC 設計公司：○ 高家族與高集團：  節點大小越小：平均最短路徑越短 

中游 IC 製造公司：□ 高家族與低集團：紅 節點大小越大：平均最短路徑越長 

下游 IC 封測廠： 低家族與高集團：藍  

其他類型公司：田 低家族與低集團：黑  

 
 
2000 年（圖五）台灣半導體產業結構出現戲劇化的變動，為增加市佔，兩家最大同時也是連結上、下游，

帶動產業槓桿效應的中游晶圓廠（台積電、聯電） 以併購作為增加產能的組織外部成長策略。此外，

台積電開始以聘請跨國公司執行長和國外知名商管學者進入董事會作為全球化公司治理策略之一；聯電

則在 2000 年即透過將內部 IC 設計部門分拆出去的去垂直整合生產分工模式，形成衍生出許多 IC 設計

子公司的虛擬垂直整合網絡。然而，如上所述，這兩家核心中游大廠並未出現在最大組成成分中。 
 
2000 年為上游公司快速成長的年代，許多 IC 設計公司董監事跨坐在場域中的其他公司，例如聯電子公

司聯陽即是連結兩個組成成分（components）的重要切割點（cut-vertex）。聯電集團透過旗下諸 IC 設計

公司（聯陽、聯發科、智原、聯詠、聯傑等）董監事的彼此跨坐逐漸集團化，他們不僅在集團內部

（within-group）跨坐，也在最大組成成分中向外部（out-group）上、中、下游組織進行垂直與水平連結，

形成龐大的虛擬生產網絡。 
 
從所有權結構來看，網絡最大組成成分中最多組織行動者屬於「低家族高集團」的類型，如上述「聯家

軍」、二線晶圓廠及封測廠；新興光電元件廠及其他小廠則屬於「低家族低集團」；「高家族低集團」類

型包括封測大廠矽品、IC 設計公司普誠與凌泰，以及生產記憶卡的半導體週邊產品製造商商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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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005 年最大組成成分（Largest component） 

上游 IC 設計公司：○ 高家族與高集團：  節點大小越小：平均最短路徑越短 

中游 IC 製造公司：□ 高家族與低集團：紅 節點大小越大：平均最短路徑越長 

下游 IC 封測廠： 低家族與高集團：藍  

其他類型公司：田 低家族與低集團：黑  

 
 
圖六顯示，透過董監事跨坐在不同產業位置，許多 IC 設計公司成為 2005 年網絡最大組成成分中連結不

同群體的重要橋樑，然而，由於不同部分（partitions）僅靠一個或少數無法取代的重要節點連結，使 2005
年的最大組成成分的網絡結構顯得十分脆弱（vulnerable）。 
 
2005 年網絡主要的所有權結構類型為低家族持股，隨著越來越多不同規模集團在 2005 年左右出現，集

團內企業的所有權結構類型幾乎皆為「低家族高集團」組；相對而言，多數無母公司支援的獨立公司則

屬「低家族低集團」。僅有少數二線廠或中小型企業屬於「高家族低集團」組，例如華泰（封測廠）、鈺

創（IC 設計公司）、安茂（IC 設計公司）及威剛（IC 週邊產品製造商）。 
 
與台積電相較，聯電集團是場域中最活躍、最核心的集團，聯電子公司平均最短路徑均小，聯電本身亦

為連結兩個網絡組成成分的切割點，在最大組成成分中，上、中、下游三個次產業所有公司董監事均直、

間接與聯電跨坐。換言之，作為虛擬整合型元件製造商（virtual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或虛擬垂

直整合集團，對聯電而言，在 2005 年已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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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2010 年最大組成成分（Largest component） 

上游 IC 設計公司：○ 高家族與高集團：紅 節點大小越小：平均最短路徑越短 

中游 IC 製造公司：□ 高家族與低集團：藍 節點大小越大：平均最短路徑越長 

下游 IC 封測廠： 低家族與高集團：黑  

其他類型公司：田 低家族與低集團：灰  

 
 
伴隨著多元 3C 產品問世（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及 2008 年後的景氣復甦，2010 年左右可謂 IC 設

計產業興盛的年代，整合型晶片（SoC, System-on-Chip）及微縮製程的演進，將原先多個晶片或多種功

能整合設計入一主晶片中，此意味著更多不同類型的企業必須共同合作方得以增加創新，或跟上歐美先

進廠商的技術發展路徑。因此，許多財務交易活動伴隨技術槓桿的目的而增加，垂直與水平相關連廠商

間的董監事連結即為其中一重要而普遍的財務槓桿機制。2010 年董監事頻繁地跨坐，某種程度助長了強

韌的（robust）產業結構與場域化，由於不同組成成分間透過多個節點與路徑連結，不再僅脆弱地由一

個節點連結彼此，故一個組織可輕易透過董監跨坐取代網絡中同類型或相同次產業的其他組織，相對地，

這樣的網絡結構也顯示組織間的競爭極為激烈。 
 
2010年的資料顯示，許多組織的規模隨著場域中組織集團化的趨勢越來越大，集團持股比例因而被稀釋，

轉為「低家族低集團」類型；此時的「高家族低集團」包括了 IC 設計公司、光電元件廠，以及中型封

測廠；唯一的一家「高家族高集團」企業（勤益）係由傳產轉投資封測而來。如同 2005 年的趨勢，高

家族持股企業明顯是少數，低家族持股已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最大組成成分主要的所有權結構類型，此

外，高集團持股轉向低集團持股的趨勢在 2010 年也明顯可見。201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董監事網絡已

呈現小世界現象，除勤益此唯一高家族高集團公司，最大組成成分中，其餘三種所有權類型組合的任一

公司，在五步左右均可觸及其他公司（表十三）。 
 

2. 併購網絡 

本研究更新併購資料並重新分析先前已發表的併購網絡論文（林亦之等人 2011，請參見第二年期中報

告附錄二）。圖八及表十四指出：臺灣半導體公司併購，仍以同類型組織間彼此併購的現象最突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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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在 1991-2005 或 2006-2012，均呈現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產業位置同質併購的現象，此現象與半導體

產業同類型組織間高度技術合作的現象相仿（Hsung and Lin 2012）。值得注意的是，1991-2012 年，中游

IC 製造公司併購上游 IC 設計公司的筆數有 30 筆，而上游併中游公司僅 4 筆，顯示中游大型公司仍是這

個場域啟動虛擬垂直整合（向上游整合）的關鍵行動者，亦即，併購上游是中游公司財務槓桿運作所採

取的重要策略。再者，相較與下游封測公司間的併購，上游與中游公司間併購併購的件數較多，故呈現

兩者接近而與下游相對較遠的空間分布，上、中游組織彼此間交易的相互槓桿重要性也明顯高於它們與

下游組織間的連結關係。 
 

圖八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併購網絡的同質併購對應分析 9

 

            

          註：ego 為主併的半導體公司，alter 則為被併的目標公司。 

 
 

表十四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併購金融行動交叉分析 
  被併目標公司 (alter) 

  1991-2005 2006-2012 

  上游 中游 下游 其他 上游 中游 下游 其他 

 
主併

公司 

(ego) 

上游 77.3 
(34) 

4.5 
(2) 

4.5 
(2) 

13.6 
(6) 

78.9 
(45) 

3.5 
(2) 

1.8 
(1) 

15.8 
(9) 

中游 48.9 
(23) 

42.6 
(20) 

0.0 
(0) 

8.5 
(4) 

38.9 
(7) 

44.4 
(8) 

0.0 
(0) 

16.7 
(3) 

下游 0.0 
(0) 

4.5 
(1) 

63.6 
(14) 

31.8 
(7) 

3.3 
(1) 

6.7 
(2) 

70.0 
(21) 

20.0 
(6) 

其他 0.0 
(0) 

11.1 
(1) 

0.0 
(0) 

88.9 
(8) 

23.1 
(3) 

0.0 
(0) 

7.7 
(1) 

69.2 
(9) 

      註：格內上方數字為該格併購件數佔主併公司產業位置併購所有類型公司件數之百分比；下方為併購件數。 

                                                     
9 圖八、表十四、圖九、圖十所使用的併購件數均為 24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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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係由全球半導體產業景氣（B/B值）變化、10

 

台灣IC產業產值變化，聚焦台灣IC產業併購的趨勢，

指出三波併購潮與環境變遷之共變關係。圖中顯示併購趨勢在前兩個時期（成長期、振盪期/快速成長期）

與全球與台灣半導體產業景氣趨勢若合符節，然而在進入第三個時期後，由於中國成為半導體產業極不

確定的因素，許多半導體公司以中國投資取代併購國內外公司，造成此時期併購趨勢與市場景氣的關係

較不明顯。以下將簡述三個時期的併購潮與影響變遷之因素。 

圖九  台灣IC產業併購趨勢 

 
 
第一波併購潮起因於全球半導體市場2000年前的快速成長，此時，我國IC產業的生命週期也是處於成長

期。1997年東南亞金融風暴前，半導體中游晶圓代工廠即已感受到產能吃緊的壓力，晶圓廠必須擴充產

能才能保有原先市場及擴大市佔，因此有1999年後的聯電五合一（聯電併聯誠、聯瑞、聯嘉、合泰四家

公司），以及台積電併世大、德碁之舉，同時，也由於中游晶圓代工廠產能及規模擴大，產生垂直槓桿

連結效果，使得上游IC設計業及下游封測業皆蒙其利，生產網絡間的技術互動與交易越形緊密、頻繁（林

亦之 2010；Hsung and Lin 2012），因此這個時期的末期，併購十分盛行。 
 
第二波併購潮除與全球半導體產業景氣谷底翻身有關，金融自由化到產業自由化的政策、法律去管制化

與租稅優惠的制度誘因也是影響的重要因素（熊瑞梅等人 2011）。此外，2000-2005年是我國半導體產業

最發達的時期，處於震盪的快速成長期，因此，這個時期的併購波形與Ｂ/B值波形（全球半導體產業景

氣變動）類似。我國的併購法係國家配合市場環境（技術環境）而制定的企業整併法律，有利於組織間

相互併購，使組織大型化，增加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是以，為因應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經建會於2001年提出《企業併購法》構想，2002年2月6日正式立法公布施行。國家試圖以制度誘因增加

企業朝向大型化、集團化、國際化發展。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的併購行動，在併購法立法後，隨即形成

另一波併購潮，換言之，國家法制的變動的確影響其後併購事件的成長。 
 
2006年後，中國崛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第三波併購潮再起。雖然全球及中國市場需求旺盛，各種新型

消費性電子產品大量出現。11

                                                     
10 B/B 值（Book-to-Bill ratio）即北美半導體設備廠每月發布的全球訂單出貨金額比，為世界半導體產業重要的景氣指標，當

B/B 值大於 1，表示全球半導體廠商對未來景氣的看法樂觀，因此願意投資資本設備；B/B 值小於 1，則表示對未來悲觀。其

實際計算方式為：B/B 值＝（過去三個月平均訂單金額／過去三個月平均設備出貨金額）。 

各種不同世代產品的先進製程（高階）晶片與主流製程（中、低階）晶片

的大量需求，使得各類IC設計公司大量興起，連帶使晶圓廠的產能快速擴張。中國市場的崛起成為台灣

11 例如各式手持移動行動裝置（hand held/mobile devices）：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小筆電（netbook）、平板電腦（Tablet 
PC）等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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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IC公司成長的沃土，例如以中國市場為主的聯發科即是最佳之例。雖然全球半導體產業市場衰退，

但透過中國內部市場的大量需求，使得某些廠商，如聯發科，透過商業模式創新及併購互補性廠商，仍

能朝向大型化快速成長，然這種廠商畢竟是少數，多數台灣IC設計公司在中國市場面臨強大的中外競爭

壓力，僅能勉強苦撐，甚至退出中國市場或成為被併標的。更重要的是，大量資金直接從台灣及間接由

第三地流入中國，以及因政治敏感致財務或併購無法透明化的結果，使得併購案在2007年後的趨勢越來

越不明顯，也與全球市場景氣和台灣產業產值似無關係，換言之，這個時期開始，中國因素似已成為台

灣半導體產業不確定、無法預測的因素。 
 

圖十  併購策略類型的變遷 12

 

 

            
2000年美股大跌及裁員潮，造成2000年後台籍半導體人才大量自美回流、半導體美商開始外包，台灣半

導體產業組織也因此快速成長，成立新公司或併購其他公司、部門成為2000年後組織成長及財報受市場

矚目的重要策略。圖十顯示四種併購類型隨時間變遷件數越來越多，除偏敵意併購的吸收合併在2000年
後（第二及第三個時期）即為最主要、最強勢（dominant）的併購控制概念外，其他三類（資產收購、

股權收購、獨立分割）亦隨時間而成長。其中，以股權收購的成長最快，顯示以股權持有入主其他公司

逐漸成為場域中的重要控制概念；資產收購件數穩定上升，代表場域中透過收購其他公司重要部門和資

產，使產能和技術提升，仍是重要的財務槓桿策略，這兩種併購類型（資產收購、股權收購）是企業典

型以較少成本而可能獲致較大綜效及多元化（多角化）的策略。至於將不賺錢部門轉為利潤中心制的獨

立公司，或為方便資本挪移、作帳與股市吸金等財務因素而分割出新的分子公司，在三個時期中也呈現

上升的趨勢。 
 
表十五指出，相對於其他類型的併購機率，前一年資產報酬率（ROA）及目標公司為本國公司，以及時

間在第一個時期（2000-2005）會正向影響組織採行吸收合併策略；而前一年營收則會反向影響組織採取

吸收合併，表示相對於採取其他併購方式，獲利指標（而非營收高）才是影響採取吸收合併的因素。資

產收購相對於採取其他併購方式，似乎是台灣半導體產業主要的併購模式，上中下游公司（相對於其他

類型企業）、目標公司屬於同質/水平企業，以及家族與集團董監持股比例高，會正向影響組織以資產收

購的方式去併購其他公司的部門或資產，而併購標的國籍若為本國則較不會採用此種方式。至於影響採

取股權收購方式的因素，前一年的營收會正向影響採行此途，而主併公司為上游IC設計公司（相較於其

他類型公司）及目標公司為本國籍時，主併公司較不會採用股權收購。最後，影響組織採取獨立分割而

非其他併購類型的因素顯示，前一年營收會正向影響分割的採行，而主併公司為下游封測廠、前一年ROA、

                                                     
12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的併購並未出現「新設合併」（合併後主併及目標公司均消滅，成立一全新公司）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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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為同質/水平企業、集團董監持股越高，則越不會採取分割的方式，表示母公司若獲利佳、集團

化程度已高，較不會考慮此策略。 
 

表十五  影響台灣IC產業組織在併購時採用不同併購類型(成敗)機率之因素（probit）13

 

 
吸收合併 資產收購 股權收購 獨立分割 14 

組織變項     

  次產業部門 (Ego) (其他=0)     

    上游 IC 設計 -0.332 

(0.336) 

0.776# 

(0.463) 

-0.638# 

(0.371) 

0.401 

(0.366) 

    中游 IC 製造 -0.340  

(0.407) 

1.553** 

(0.524) 

-0.707 

(0.453) 

-0.443 

(0.462) 

    下游 IC 封測 0.063  

(0. 351) 

1.096* 

(0.468) 

0.037 

(0.367) 

-2.014*** 

0.627 

  資產報酬率 (ROA) (Ego) 

 

0.016* 

(0. 007) 

0.010 

(0.009) 

0.007 

(0.008) 

-0.035*** 

(0.008) 

  營業淨收入 (Ego) (log) -0.311*** 

(.070) 

-0.038 

(0.079) 

0.142# 

(0.082) 

0.313*** 

(0.092) 

  本國 (Alter) (外國=0) 0. 414# 

(0. 239) 

-1.044*** 

(0.238) 

-0.706** 

(0.230) 

--- 

網絡變項     

  同質水平併購 (異質/垂直併購=0) -0.028 

(0. 211) 

0.661** 

(0.241) 

-0.042 

(0.226) 

-0.629** 

(0.228) 

  家族董監持股比例 -0.016  

(0. 022) 

0.055* 

(0.025) 

-0.025 

(0.028) 

-0.019 

(0.025) 

  集團董監持股比例 -0.002 

(0.009) 

0.016# 

(0.010) 

-0.002 

(0.010) 

-0.019# 

(0.011) 

時間變項 (1991-1999=0)     

  2000-2005 0.738# 

(0.381) 

-0.229 

(0.360) 

0.288 

(0.384) 

-0.414 

(0.354) 

  2006-2012 0.507 

(0.391) 

-0.120 

(0.364) 

0.216 

(0.397) 

-0.643 

(0.396) 

Constants 3.806*** 

(1.181) 

-1.264 

(1.331) 

-2.544# 

(1.320) 

-4.165** 

(1.419) 

Log likelihood -116.656 -92.224 -92.695 -92.832 

N 

Pseudo R2 

220 

0.152 

220 

0.210 

220 

0.136 

220 

0.274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13 組織變項中的財務變項（ROA、營業淨收入）及網絡變項中的股權變項（家族、集團持股）均為併購前一年的資料。 
14 由於獨立分割出來的子公司（alter）均為本國籍，故此模型未放國籍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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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貸網絡 

表十六及圖十一顯示，向多家銀行的聯合貸款（聯貸）常發生在資本需求較大的大型中游IC製造廠及下

游IC封測廠，1991-1999 及 2000-2005 年是台灣半導體產業中游發展迅速的時期，因產能不斷擴大，故

此時期的銀行聯貸案多集中在中游晶圓廠和DRAM廠；2006-2012 年聯貸案主要發生在下游封測廠；上

游IC設計公司因規模相對較小，幾無聯貸金融活動。15

 

由於聯貸案件數較少，不適合解析性的推論統計

分析，因此本研究以對應分析及網絡圖示進行描述性分析。 

表十六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聯貸金融行動交叉分析 
 1991-1999 2000-2005 2006-2012 
上游IC設計 0.0 

(0) 
0.0 
(0) 

100 
(1) 

中游IC製造 18.2 
(8) 

45.5 
(20) 

36.4 
(16) 

下游IC封測 9.1 
(2) 

36.4 
(8) 

54.5 
(12) 

其他 0.0 
(0) 

20.0 
(3) 

80.0 
(12) 

 
 

圖十一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的聯貸網絡對應分析 

 
 
由於資本額龐大，國家與外資在早期聯貸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圖十二的 1991-1999 半導體產業聯貸網

絡指出，早期國家扶植的中游大型 IC 製造公司（台積電、華邦、聯電）是聯貸事件主要的行動者，具

黨國資本背景的銀行，與連結不同組成（component）的中介外商銀行共同建構出台灣半導體成長初期

                                                     
15 聯貸案中唯一一家上游 IC 設計公司為鉅景科技，其於 2010 年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統籌管理銀行）、台灣工業銀行、玉

山商業銀行、合作金庫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五家銀行申請的三年期四億元聯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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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階段的聯貸網絡。台積電則自張忠謀主導後即具外商性格，借款亦全向外商銀行聯貸；下游的日月

光、華泰則借貸網絡較小。 
 

圖十二  聯貸網絡（1991-1999）16

 

 

 
2000-2005 年間的聯貸網絡（圖十三），除黨國背景銀行外，民間資本的銀行開始大量出現，中游 DRAM
廠商（茂德、力晶、華邦、南科、茂矽、世界等）及晶圓代工的台積電成為網絡中的主要行動者，下游

的日月光、華泰、京元，以及其他相關的設備、基板廠也出現在聯貸網絡中，顯示製造業與金融業的跨

界金融交易越來越頻繁，也顯示出半導體產業中，DRAM 業受景氣變動的影響極大，需款孔急，二線廠

也藉聯貸投資擴大產能或作資金調節。 
 
  

                                                     
16 連帶（tie）線條的粗細，表示交易次數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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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聯貸網絡（2000-2005） 

 
 
圖十四表示 DRAM 廠、封測廠、其他半導體相關產業組織在 2006-2012 為主要的貸款廠商，此時的聯貸

網絡已呈現錯綜複雜的連結形式，每家投資銀行與各貸款廠商間彼此多有借貸關係。而原先的台積電、

聯電等大廠則已從網絡中消失，顯示其資本充足，得以因應產能擴充及金融風暴。 
 

圖十四  聯貸網絡（2006-2012） 

 

 

4. 創投網絡 

如同聯貸案件，創投事件案數亦少，故本研究以對應分析及網絡圖示進行描述性分析。台灣半導體產業

的創投事件多為台灣半導體公司成立或轉投資創投公司，再透過創投公司再轉投資半導體相關組織。17

                                                     
17 若金融大事紀並未明確指出 ego 公司透過哪一個特定創投或投資公司轉投資 alter 公司，網絡圖中會直接以 ego 連到 alter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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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可見，下游封測廠及其他類型的公司並無創投事件，上游IC設計公司的創投件數亦少。隨時間的

推移，越到後期，上游或中游的創投案數越多。圖十五創投網絡對應分析圖顯示，由於上游件數極少，

因此空間分佈主要的效果來自中游IC製造業，如表十五所載，對應分析亦顯示中游距離 2006-2012 年最

近，其次則是 2000-2005 年，最遠則是 1991-1999 年，顯示中游和上游公司在大型化的過程中，透過旗

下創投公司轉投資IC設計公司和其他公司擴張其版圖、扶植客戶公司或互補型公司，逐漸形成網絡式虛

擬垂直整合的集團化動態過程。 
 

表十七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創投金融行動交叉分析 
 1996-1999 2000-2005 2006-2012 
上游IC設計 20.0 

(2) 
30.0 
(3) 

50.0 
(5) 

中游IC製造 11.9 
(8) 

25.4 
(17) 

62.7 
(47) 

 
 

圖十五  創投網絡對應分析 

 
 

圖十六 1996-1999 年的台灣半導體產業創投網絡顯示，兩家較大型的上游公司威盛及瑞昱各自成立一家

創投公司，兩家中游核心大廠台積電和聯電亦各自成立兩家創投和投資基金，再由這些子公司轉投資其

他的創投公司或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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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創投網絡（1996-1999） 

 

 
圖十七 2000-2005 年的半導體產業創投網絡顯示，越來越多大型上、中游企業成立創投、投資公司去轉

投資其他企業，換言之，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的技術合作或交易夥伴，往往來自較大型企業透過創投或

投資公司轉投資扶植或再成立垂直或水平生產鏈位置的子孫公司，並藉以集團化、大型化。這個時期場

域中最主要的創投公司投資者即聯電。 
 
 

圖十七  創投網絡（20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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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2006-2012 年的創投網絡已明顯可見聯電是台灣半導體產業場域中創投金融事件最關鍵的行動者，

透過創投網絡，聯電形塑並強化其綿密的虛擬垂直整合、水平連結及龐大的非本業網絡。台積電的創投

網絡則相對規模較小。而 1997 年從聯電集團分割出去的聯發科，經 2000-2005 年，也逐漸獨立發展成一

個集團，並形成其個別的創投網絡。 
 

圖十八  創投網絡（2006-2012） 

 

 

5.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承銷（IPO）網絡 

西元 2000 年後，台灣開始一連串的金融改革。2005 年 1 月 1 日行院政監督管理委員會（金管會）為健

全制度，使資本市場更有秩序，避免承銷商為賺取包銷利益及企業大股東獲取不當暴利，彼此勾串共謀，

造成承銷商不負起應負的審核監督責任、上市承銷價偏離合理價格，為防弊故，改革承銷舊制，建立各

種新制度規範。本研究接續前一年度的描述性分析（請參見第二年期中報告），將 IPO 網絡做進一步的

推論統計分析，探討制度是否影響上市（櫃）初始股價（初始報酬）。 
 
表十八為影響 1991-2008 年台灣 52 家 IC 設計公司股票上市初始報酬之因素的多元迴歸分析。模型一為

公司基本資料，模型二加入承銷股數（承銷案件規模）後，顯示承銷規模越大，初始報酬越高，然而承

銷雙模網絡的特徵向量中心性（Eeigenvector Centrality）則對股價初始報酬有反效果。當我們加入制度變

革的因素後（模型三），中心性的影響力轉正，且變得不顯著，而承銷舊制對初始報酬則有顯著的負面

效果，表示先前舊制確實對抑制股價有極大的影響力，且與上市公司承銷網絡中心性有交互作用，2004
年之前，代表地位訊號的特徵向量中心性對初始報酬之效果為負。模型四放入制度變革與中心性指標的

互動項後，顯示代表地位訊號的網絡中心性正向顯著影響初始報酬，承銷規模亦然，同時，新制亦有利

於初始報酬。由此可知台灣半導體產業上市櫃公司在承銷網絡中的核心程度及股數規模均為場域中地位

的象徵，因此有助於初上市的股價，而制度改革後對初始股價是有利的，2005 年後的新制時期，廠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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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訊號越高，越有利於股票的初始報酬。 
 

表十八  影響股票上市初始報酬 18

 

之因素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Eeigenvector Centrality19  -0.120  (Ego) 
(0.657) 

-2.827** 

(0.617) 

0.014 

(0.430) 

0.382* 

(0.811) 

總資產報酬率 (ROA) 0.147 

(0.002) 

0.196 

(0.002) 

0.046 

(0.001) 

0.083 

(0.001) 

半導體公司 (Ego) 成立年資 20 0.100  

(0.008) 

0.187 

(0.007) 

-0.022 

(0.005) 

-0.016 

(0.004) 

承銷股數 (Log)  

 

0.606*** 

(0.090) 

0.188 

(0.063) 

0.248* 

(0.062) 

制度變革 (2004 年及之前=1)  

 

 

 

-0.797*** 

(0.039) 

-0.472** 

(0.070) 

制度變革Eeigenvector Centrality   

 

 

 

-0.589* 

(0.931) 

Adjusted R Square -0.026 0.267 0.725 0.751 

N 52 52 52 52 

       *** p<0.001; ** p<0.01; * p<0.05 

 

6. 中國投資網絡 

本研究第三年期間嘗試分析從各種管道取得的中國投資資料，原本常識複雜的時間動態事件史分析，但

資料品質有問題，無法產生有意義的分析結果。故在期末報告，僅進行簡單的描述性分析（圖十九），

半導體中國投資的分析多仰賴報章雜誌文本和田野訪問騰稿資料。圖十九顯示半導體產業上、中、下游

和其他無法歸類的半導體廠商去中國投資的比例都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上游在 2005 年以前上升速度

較快，中和下游大型廠商則從 2007 年以後到中國投資的廠商較多。本研究第一、三年赴中國大上海地

區，第二年於北京地區進行半導體台商在中國發展情況的移地田野觀察訪問，總計完成 32 個深入訪談

（上游 11 個、中游 5 個、下游 5 個、其他 11 個），訪問 38 人次。短短三年，本人從訪問中得知，中

國半導體產業已發生劇變，除台積電在先進製程仍保有領先地位外，IC 設計、晶圓製造及封測廠商均已

從本具技術競爭優勢，發展到目前面臨中國外資及陸資廠商的強大競爭壓力，隨時可被取代，而中國從

中央到地方政府，也越來越不重視台商（關於中國投資網絡詳細報告，請參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18 股票上市初始報酬 ＝ (首日收盤價 ─ 上市承銷價) ／首日收盤價。 
19 Eeigenvector centrality 為雙模網絡（2-mode network）以 Ucinet 計算出之特徵向量中心性指標。 
20 成立年資 ＝ 上市(櫃)年 ─ 企業成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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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我國半導體廠商歷年中國投資家數佔其次產業位置家數比例 

 
 
早在 1990 年代，零星幾家 IC 設計台商即已透過第三地進入中國投資設點，尋找新商機，2000 年後，中

國為發展高科技產業，提供極佳租稅優惠招商引資，半導體台商開始以市場先驅者和挑戰者的角色，形

塑產業場域中西進的控制概念，並如社會運動般快速湧入中國，圖十九顯示官方統計的半導體台商中國

投資家數的變化，迄 2010 年，整個產業至少一半以上的企業已進行中國投資。2000 年初（2000-2005）
進入中國的半導體台商除了尋租，同時也為了中國廣大內需市場；後期進入者（2006-2012），則多為

IC 設計公司，以人才及市場為主要考量。半導體台商進入中國有兩種模式，一為單打獨鬥，一則以集團

生產網絡集體進入，前者為多數廠商的模式，在當地設立工廠（製造及封測）或業務、客服據點（IC 設

計）；後者則以聯電為首，與地方政府談妥租稅條件，試圖在蘇州建立起上、中、下游完整的虛擬垂直

整合半導體生產網絡。 
 
訪問時半導體台商多指出，由於政治因素，無法將最先進製程、技術及高階人力資源移入中國，加上進

入中國的時機已晚，因此競爭已失先機；再者，派駐中國的台幹，早期多未打算定居中國，因過客心態，

加以外派時間短，故對當地經營不夠深入；晚近多數廠商均已落實在地化政策，台幹已多願意落地生根，

並將制度與技術移轉給當地幹部，因此台商開始中國化。此外，由於台幹開始積極融入當地生活及經營

在地網絡，並將經營困境回報台灣總部，然總部高層因未久居中國，或有其他考量，21

 

與在中國的台幹

認知上有落差，也較不願提供資源解決困境，尤其中國薪資不斷上漲，台商在中國的員工薪資普遍低於

外商，甚至低於陸商，加上中國員工忠誠度不高，因此人員流動率極高，而總公司多不願解決薪資問題，

台幹被迫只能留住重要人才，其餘則透過不斷招募補充人資，也因此產品品質始終無法提升。在中國政

府以不公平競爭方式扶植陸商，以及外商的競爭與陸商技術急起直追下，台商的處境並不樂觀，為壓低

生產成本，台商會依需求下單給不同陸商，因此，除了高階產品必須下單回台灣，整個生產網絡幾乎都

是陸商或外商。 

此外，由於早期半導體台商進入中國後，多歷經組織重整或中高階經理人員被迫離職的變化，因此許多

具有管理及技術背景的台幹流入陸商任職，也因此將技術快速擴散到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場域，加上這

些人目前尚多位居陸商高管要津，基於過去的人脈，因此也會與台商交易或合作，形成更大的台商─陸

企生產網絡。至於個別重要台商在中國擴大版圖與影響力的方式，例如台積電、聯電、聯發科等大型廠

商，將中國視為一重要的策略行動場域，高階經理人會藉由其社會技術（social skill），結合交易關係，

扶植新興廠商（客戶）、培養中國高級技術人才、併購或成立分子公司，並積極參與中國重要技術規格

                                                     
21 例如市場以全球化而非完全中國化的考量，以進行風險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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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與技術發展藍圖之規劃，同時透過與中國大型國營企業合作，擴大生產網絡、規模及影響力，使其

在中國半導體產業場域中的地位提升，並使作為關鍵制度企業家的高階台幹鑲嵌入中國綿密複雜的政商

網絡。 
 
由於組織在產業場域中具有因應環境、尋求新市場利基的主動性，不必然被結構所限制，因此並非所有

進行中國投資的廠之均陷入不利的局面，以聯發科為例，其市場聚焦於中國白牌手機及品牌手機主晶片

市場，由於其獨特的公板（reference design）完整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創新、強大的研發能力，以及不

斷以併購將互補性廠商併入集團，並尋求與中國各大國營企業聯盟，制訂中國新通訊標準與規格，加上

中國及第三世界國家中低階手機內需市場不斷快速成長，使其成為從侵蝕跨國大廠中低階產品市場走向

高階智慧型手機產品製造大廠的破壞式創新典範，聯發科深耕中國、採行上述異質化控制統理結構

（heterarchy）的結果是：全球手機晶片市佔第一的高通都無法在中國市場擊敗聯發科，反需藉由模仿其

公板模式以圖反擊，即使如此，聯發科仍然坐穩中國手機晶片供應商寶座。 
 

六、結論 
相較於 Mathews and Cho（2000）僅指出半導體產業財務槓桿的類型，以及延續陳東升（2008）對半導

體產業組織間金融網絡的研究，本研究從六種金融網絡更細緻地探討半導體產業組織財務槓桿連結的網

絡結構及其變遷機制。組織間的董監事跨坐是台灣半導體產業最常見的組織間連結策略，我們從半導體

廠商的董監事網絡佈局中，探究公司董監事配置家族股權和集團股權的類型及變遷，進一步探索企業股

權配置模式對於企業在半導體場域中的董監事網絡位置的地位訊號和結構洞的影響，及探索企業股權模

式對於半導體董監事網絡的場域最大組成成分的平均最短路徑距離。結果發現，半導體產業場域的家族

股權高的公司董監事網絡的地位訊號低、結構洞少、且與場域中其他公司的平均最短路徑距離較大。集

團股權比例較高的公司，相對地位訊號高，結構洞多，且與其他公司平均最短路徑距離短。半導體產業

組織董監事股權趨向於低家族和低集團持股，有助於公司在全球化金融網絡的佈局和形成小世界網絡有

效率的大型網絡機制 
 
從董監事網絡最大組成成分隨時間的推移佔整體產業網絡規模比例不斷上升、不同次產業組織間的董監

事多重跨坐不斷增加，以及平均最短路徑距離較低的公司並非場域中核心公司的跡象來看，顯示此場域

中網絡連結已呈現小世界均質化的趨勢，亦即前一時點大型、核心切割點組織的重要性因其已能自己自

足或跨國連結致國內連結降低，而原本邊陲、較不重要的中小型組織則可透過董監跨坐而在場域中獲得

一席之地，此外，場域中也不再受核心公司的控制，朝向多元連結、去集中化、自由競爭的市場發展。 
 
台灣半導體產業初期，具有少數的凝聚力菁英董監事來自同一國家支持的研究機構支配網絡場域，伴隨

著高的局部網絡封閉性（local network closure）與較少的橋樑，之後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和高度產業競

爭，董監事跨坐網絡特質藉由 moderate degree of local clustering 改變。大部分具有國家背景的菁英退休，

而以投資銀行家和具有產業背景的菁英為主，進而能支配更多跨越不同公司的連結網絡，並且成為跨多

個組成成分的中介者，台灣半導體的產業場域在十餘年間即快速轉變為一個以創新為主的大型強韌網絡

（robust network）。此外，我們也發現董監事的薪酬受到網絡因素如地位訊號、家族與集團所有權結構

的影響。 
 
在其他金融網絡的分析中，本研究發現，僅少數大型企業有能力同時採取多重金融網絡策略。併購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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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即以吸收合併為場域中主要的控制概念；此外，相較於採取其他併購類型，上中下游企業均顯著採

行資產收購策略；而投資成本較低股權收購也快速成為場域中重要的控制概念；獨立分割則為組織扁平

化與集團財務操控的重要槓桿策略。聯貸從早期少數大型企業成長或因應市場變化的策略，到晚期中小

型企業也開始透過聯貸擴大規模，成為新的組織外部成長策略，而隨著民間投資銀行的興起，從黨國背

景銀行與大型企業間的聯貸網絡在場域中逐漸轉變為各類金融組織與半導體組織間越來越複雜的交易

網絡。創投在台灣半導體產業中則多為大型企業轉投資、再間接投資其他公司的中介機制，聯電是創投

網絡變遷中最重要的關鍵行動者。股票上市承銷網絡的分析中指出，地位訊號及制度變遷是影響上市股

價初始報酬的重要因素。 
 
早期中國投資策略的選擇主要來自尋租及市場誘因，因此中、下游廠商將人力與資本投入中國建廠，後

期進入中國的主因主要來自新興 IC 設計公司人資與市場的需求，然而由於台商逐漸在地化、扶植陸商

客戶，以及陸商大量挖角，直間接造成台商中高階重要幹部的流動，制度與技術亦因此大量擴散至陸商，

然而，也有台商在不利的結構中從創新而創造其在中國市場的新利基與高獲利。未來，台灣與中國半導

體產業組織間的董監事跨坐，因關鍵行動者任職於中國上市公司高管的趨勢，將使得整個華人世界半導

體產業場域的金融網絡更形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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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The Changing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Ray-May Hsung*  Yi-Jr Lin**22

 
 

Introduction 
 
Sociologists and management scientists have noticed th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The global 
competition and uncertainty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been strong, so the corporations in this industry 
have built up varieti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and intra-organization networks to deal with the market 
uncertainties.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include joint ventures, technological alliances, and interlocked 
directors among corporations. The competence of innovation or patent inventions for the firms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ompetition strategy, and networking with firms with high statu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networking with different social circles of firms is advantageous social capital in the high-tech competition 
of market.  
 
Previous researches on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 Taiwan mostly focused on the governance by 
family directors or state directors (Lee 2007, 2009).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cross-shared holding stocks 
between state and financial directors were a dominance pattern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 
Taiwan (Hsung and Hu 2011).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and state board directors changed over time. Lin and 
Hsung (2012) showed that the financial director, such as Investment Company, increased and cross seated many 
companies, but the state directors decreased. Guan, Hsung and Lin (2012) indicat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such as PhD degree and work experience abroad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during the period of inventing the 0.13 coppe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 the beginning of 
21th century. The k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air of the board is not as important as most literature found. All 
these above mentioned findings did not specifically us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network analyses to analyze 
the data o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terlocked networks among firms through overlapped board directors are the fundamental ways to construct 
the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Firms learned more information or gained more resources from other firms through 
sharing the common board directors. Family board directors and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aiwan. We assume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through sharing 
common family board directors are more highly connected within smaller social circles; however, those 
networks through sharing common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tend to be loose and connected to a larger social 
circle. As a conseq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ms by means of different networking strategies is different. 
 
  
                                                     
22 *   Professor,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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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is concerned about the following research problems: 
 
1.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ownership compositions of board directors in the 

firms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rom 1995 to 2010. The ownership composition of board directors 
are measured by the shares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that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2. Then, we will use different measures of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among firms in   this industry by sharing 
common directors to indicate the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wo network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al holes and status signals. We 
conceiv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locked network structure as the investment of social capital for the firm 
and different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produc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for the firm. 
 
Firstly,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the changing ownership compositions, and then examine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among firms by types of ownerships and by sectors of industry. Finally, 
we will use eight company cases to illustrate the implications on the plausible relations among changing 
ownership combinations, changing network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for the firm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ories on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have been used as the studi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management scientists use these data to indicate the allocation of power and resource control among members 
of power elites in the firm.  
Sociological work in organization theory disagreed with this functionalist view and provided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networks, power, and culture (Davis 2005, Mizruchi 1996). The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conceptualized as the function of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Mintz and Schwartz 1981, Mizruchi and Bunting 1981, Kang 1999, Keister 2002). The interlocked linkage 
between two firms is defined as two firms share the same board director. Management science often used 
corporate interlocks to study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or alliances. Two major recent theories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re structural holes and status signal theories. 
 
Structural Holes 
 
Since 1980s, Social capital concep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applied widely in different fields. James Coleman, 
Nan Lin and Ronald Burt are three key characters who created the theories and influenc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James Coleman (1988, 1990) comprehensively conceptualized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ies, and 
focused on the social system and structural closure of social networks. Coleman (1988) defined the social 
capital as the function of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al social networks. He conceived social capital as the 
collective assets of an individual or a firm. The degree of social capital was conceptualized as the density of the 
inter-person or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mong the members of ego’s networks. The greater den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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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s networks implied that there is higher structural closure. If the members of ego’s networks are densely 
structured, then the social obligation, trust and social control among the members of ego’s networks are strong 
as well. Granovetter's (1985) embeddedness theory on economic action theory and Uzzi’s (1996, 1997, 1999) 
empirical research on Garment industry in New York and social capital with bank networks for manufacturing 
firms all supported the arguments on the function of trust in closured networks on economic outcomes for 
firms.      
 
When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becomes loose, then there are more structural holes 
occurring in this network. Lin, Ensel, and Vaughn (1981), Lin and Dumin (1986), Lin (2001), and Burt (1992) 
stressed the function of loosely linked ties or diversified social networks. Lin conceived the assets of maximum 
accessed social resources through weak ties as the better social capital people can access. The better accessed 
social capital facilitates the attainment of instrumental actions, such as better job searches or better business 
deals. Burt (1992) conceived the strategic position, network brokerage, as the advantage of competition. 
Structural hole theory suggests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 and even industries - occupying brokerage positions in 
networks are more likely to exhibi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because of access to non-redundant information in a 

network. A person or firm, located in the position with more structural holes, tend to be promoted at work places 
or perform better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have difficulty to measure the structural holes before. Recently, network researchers 
created some proxy measures for structural holes of two-mode networks. This density in the local network 
surrounding focal nodes (Burt, 1992) indicates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or an ego. The high density implies 
that the ego has strong and dense linkages with his/her other personal network members, and this closured 
personal networks often has function of social control and constrained the members linking with alters outside 
personal networks. Therefore, ego with high density of personal networks tends to have less structural holes 
linking with other non-redundant social circles. In the past two-mode networks are often transformed into 
one-mode affiliation networks. These transformed one-mode affiliation networks often contain more triangles 
and thus overestimates the level of density for ego's personal network (Watts and Strogatz 1998). The new 
measure for density of ego's networks often was measured by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Newman 2001).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are often defined as and whether or not the triplets (three nodes with at least two ties 
among all pairs of personal networks) are closed. The larger pairs among alters of personal affiliation networks 
and high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indicate more structural holes to link with other social clusters in the global 
networks.  
 
Status Signals 
 
Market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by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with hierarchical order through 
inter-organizational exchanges in terms of interlocked directors,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nd joint venture 
and venture capital networks (Podolny 2005, Granovetter 1985, White 1981). Especially for those firms in high 
uncertain environments, the fast changing and globally competitive market made these firms  judge all kinds 
of market information about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or competitor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entrality in terms 
of all kind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The higher centrality of a firm is, the signal of market statu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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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significant. Firms tend to exchange social resources with these firms which have greater centrality (or 
status signal) i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especially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high market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A producer’s status in the market is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its products compared to those of its competitors 
(Podolny 1993: 830). Central board is composed of directors who sit in many other boards. A board’s centrality 
is a proxy for its quality as a monitor. Stock investors trust more to those firms with more central board 
directors (Shivdasani 1993). Board centrality is a proxy of status under the unobservable qualit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shareholders.  
 
The centrality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among firms was traditionally conceived as the power or influence of a 
firm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ownership of a firm, such as the shares of family directors 
or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would affect the position of the firm. Recently, more organizational sociologists 
brought the perspective of status signal into the studie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Davis and 
Greve 1997). Firms i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tend to respons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In terms of political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those firms in the central 
positions generally had better political relations which help firms to learn how to response the new regulations 
with considering more benefits of their own firms. For example, those large family financial firms restructured 
their interlocked networks and business groups more efficiently and have grown their benefits faster after the 
release of new merger and acquisition law for financial firms (Hsung and Hu 2011).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use four years' (1995, 2000, 2005, and 2010)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data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from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 Bank. The following are the measures on types 
of ownerships, sector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firm. 

Types of Ownerships: The definition of family members in board means that the director has the k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airman of board. The definition of business group member means that the director 
works for the company of the same business group, and often the director is the delegate of related investment 
company of the same business groups. We make two variables on the composition of ownership types for the 
board directors of firms: (a) Percentage of ownership by family directors. (b) Percentage of ownership by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Sector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e classify sectors into four categories: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and 
other sectors. The firms in the upstream sector are IC design firms, those in midstream sector are IC 
manufacturing foundry firms, and those in downstream sector are IC packaging firms.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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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will use recently developed 2-mode network measures on structural holes and status signals 
(Borgatti and Everett 1997; Opsahl 2013). Network analysis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 of dyadic 
ties. Two-mode data include two sets of data: directors and companies. The assignment of directors to boards of 
companies may be seen as a relation between the set of directors and the set of company boards. Similarly, the 
membership of individuals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may be seen as a relation between two equally interesting 
sets. Two-mode approach develops new metrics and algorithms to measure structural holes and centrality 
(Bonacich 1987). We use this new approach to calculate the network indicators on status signal. 

Measures on Centrality in Two-Mode Networks: (a) two-mode degree centrality of a node (firm) is defined as 
the number of edges incident upon that node. The degree of a company board is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who 
attend this board (Borgatti 2009).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in this study includes director degree centrality and 
firm degree centrality. For a director in V1, the maximum number of ties it could have is n2, whereas for a firm 
in V2, the maximum number of ties is n1. Hence the formulas of director degree centrality and firm degree 
centrality are as follows: 

 
 
However, we only use firm-degree centrality in this study. 
 
(b) Eigenvector centrality: Bonacich (1972) invented the eigenvector centrality and Borgatti and Everett (1997) 
modified this measure by using 2-mode matrices and graph, and this 2-mode eigenvector centrality was 
measured by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UCINET program. 
 
(c)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We first transform the 2-mode director-firm matrix into the 1-mode 
firm-firm affiliation networks, and then delete the diagonal figures. We recode the cells of this matrix into 1and 
0 matrix. Those overlapped directors over and equal 2 are recoded into 1. Finally, we calculate the degree 
centrality for this 1and 0 firm-firm affiliation networks for each firm. This centrality for each firm is the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Structural Holes Measures: Recently, network researchers often used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s the 
index of structural holes. This variable was invented by Newman (2001) to indicate one component of 
small world phenomena. The glob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 is based on triplets of nodes. A triplet is three 
nodes that are connected by either two (open triplet) or three (closed triplet) undirected ties. The glob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 is the number of closed triplets over the total number of triplets (both open and closed). 
The number of triplets can be measured as the pairs among alters of an ego's affiliation. The formula of 
clustering coefficient (CC)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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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variables 

(a) Patent number: We will use the amount of patent registered in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as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innovation of a company. 
 
(b) Return on Assets (ROA) and Return on Equity (ROE): Two indicators of profitability will be served as the 
performance of a company: ROA and ROE. ROA means how efficient a company is at exploiting its assets to 
create earnings. It's expressed as: 

ROA (%) = Net income / Total assets 
 
As for ROE, it stands for the degree of profit a company creates with the money shareholders have invested. 
The formula of ROE is as follows: 

ROE (%) = Net income / Shareholders Equity 

(c) Percentage of R&D expenditure: This variable means R&D expenditure divided by revenue.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R&D expenditure is, the more importance of the innovation for this firm. 

(d) Revenue: Revenue is an indicator of firm scale. With natural logarithm of revenue in models, the greater 
value means the larger organization and vice versa. 
 
The steps of analyses of this paper will include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analyses will describe the changing 
ownership compositions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among firms by types of 
ownerships and by sectors of industry. In the second part of analyses, we will choose eight important companies 
in three sector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o illustrate all the related indexes on types of ownership, indexes 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mance. The upstream sector includes MediaTek (聯發科), VIA Technology 
(VIA, 威盛 ) and Silicon Integration System (SiS, 矽統 ). The midstream sector includes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SMC, 台積電 ),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UMC,聯電 ) and Macronix 
International (Macronix, 旺宏). The downstream sector includes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ASE, 
日月光) and Siliconware Precision Industries (SPIL, 矽品) .   
 

General Description for Different Sectors of Firms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since 
1995.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upgraded to the leading positions in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firms, board directors and the percentage of directors crossing two more firms have 
increased as well. We create the affiliation networks among board directors in 1995, 2000, 2005, 2010, and 
examine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components each yea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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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 industry, very few cohesive elite directors coming from the same state sponsored research 
institute governed the network field with high local network closure and fewer bridges. However, after a series 
of global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stro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the networks of interlocked directorates have 
transformed to be characterized by moderate degree of local clustering. Most of the old elites with state 
background retired, and newly emerged elites with investment bankers and industrial executive background 
governed the networks with more crossing firm ties and became the brokers of multiple component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eems to transform into a robust networks which are 
available for innovations. We further more examine these indexes by sector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ble 
1. 
 
Table 1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semiconductor public companies  

  1995 2000 2005 2010 

 upstream23 4  38 57 79 

 midstream 7 10 10 11 

Number of firms downstream 5 18 25 28 

 others 2 20 26 41 

 Total 18 86 118 159 

Total of Recurring members 

included 

184 743 1108 1476 

board members Overlapping in 2 or more 

companies / Total  

4.55% 7.35% 8.74% 11.33% 

 upstream 21 277 494 741 

Average of midstream 98 132 135 138 

board members downstream 38 175 248 264 

 others 27 159 231 333 

 upstream 25.00 (.180) 19.83 (.189) 12.43 (.142) 6.76 (.104) 

Family board midstream 8.95 (.117) 8.82 (.129) 6.59 (.097) 9.15 (.099) 

member (%) downstream 26.29 (.151) 16.23 (.137) 13.38 (.159) 8.40 (.117) 

 others .00 (.000) 17.95 (.259) 12.53 (.175) 11.79 (.156) 

 upstream .00 (.000)24 15.04 (.165)  14.74 (.197) 12.82 (.150) 

Group board midstream .00 (.000) 29.57 (.199) 30.17 (.195) 21.02 (.166) 

member (%) downstream .00 (.000) 23.42 (.306) 20.76 (.287) 21.20 (.256) 

 others .00 (.000) 31.71 (.279) 31.03 (.226) 20.74 (.212) 

 upstream .15 (.137) .13 (.168) .13 (.163) .15 (.136) 

External financial  midstream .27 (.107) .24 (.129) .23 (.199) .14 (.14) 

board member (%) downstream 

others 

.26 (.422) 

.41 (.056) 

.18 (.212) 

.30 (.263) 

.14 (.195) 

.27 (.218) 

.12 (.148) 

.21 (.205) 

                                                     
23 Upstream: IC design houses and design service companies; midstream: foundry and DRAM companies; downstream: packaging 
and testing companies; others: equipment provider, IC distributor, optoelectronics devices manufacturer, etc. 
24 There is no data on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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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stream 275.00 (-) 104.95 

(88.617) 

404.88 

(827.268) 

445.52 

(776.087) 

Scale  midstream 1441.25 

(1481.988) 

1626.75 

(1585.096) 

5739.30 

(6754.552) 

6802.45 

(10230.395) 

(number of 

employees) 

downstream 

others 

1437.00 

(999.998)  

81.00 (-) 

834.08 

(771.555) 

227.00 

(103.352) 

2893.44 

(6049.750) 

824.38 

(772.410) 

4108.57 

(9498.146) 

1152.27 

(1748.524) 

 upstream 10.07 (.086) 509.40 

(29.865)25

14.55 (.127) 

 

18.46 (.134) 

R & D (%) midstream 4.42 (.039) 5.50 (.044) 8.03 (.063) 6.33 (.035) 

 downstream 0.63 (.007) 3.63 (.060) 2.32 (.025) 2.67 (.027) 

 others 1.65 (.023) 57.13 (2.328) 2.83 (.036) 3.67 (.071) 

 
Table 1 presents that the firms in upstream and other sector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ose in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because the founding and maintenance of those firms in mid and 
downstream require intensive capital and high technology. However, the fast growth of IC design houses and 
firms in other sector became the engine of consumers for the foundry manufacturing and IC packaging firms. 
The interdependent leverage between IC foundry and IC design keeps the growing capacity for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verage size of board in the firm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midstream sector, and 
the midstream firms are mainly large manufacturing foundry and DRAM firms with high technology requiring 
large financial capital and greater number of board directors. In 1995, the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in the 
board in the companie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ector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idstream sector; however, 
that has continuously declined from 1995 to 2010. The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in the board is toward to a 
low level for all sector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2010. The marke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globally 
competitive and high family board directors are disadvantageous for extending the interoragnizational alliances 
globally. The trend of declining family and business group’s directors in the board implies that incorporating the 
board directors from the global market eve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strategy of competition for high-tech 
firms. 
 
The percentag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increased since 2000 then declined after 2005. The 
percentag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was zero in all the sectors in 1995. In the begging of listed 
semiconductor firms in the stock market, there was no business group at all in 1995. The firms in upstream has 
had lower percentag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compared to those in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sectors. The percentag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of midstream and upstream sectors increased to 
2005, and then declined in 2010. The size of employees in the companies of midstream sector has been the 

                                                     
25 The major reason to cause high percentage of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due to few newly founded firms with 
low net revenue and high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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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t, and the percentag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n the upstream has been the highest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other sector.  
 

The Changing Compositions of the Ownership Types 
 
We classify the firms into four types of business groups: high proportion of board directors belonging to 
business groups and high proportions of board directors being kin relations, high proportion of board directors 
belonging to business groups and low proportions of board directors being kin relations, low proportion of 
board directors belonging to business groups and high proportions of board directors being kin relations, low 
proportion of board directors belonging to business groups and low proportions of board directors being kin 
relations. From 1990 to 2010, the percentages of firms which have high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s directors 
and high proportion of kin members declined rapidly, and those of firms which have low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s directors and low proportion of kin members increased greatly. This changing trend of board directors’ 
composition implied that the board directors’ arrangements in this industry are driven by market force strongly. 
More financial company and foreign investors greatly invest semiconductor firms and become the board 
directors. 
 
Table 2 presents the ownership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firms of four 
types of firms. In 1995, the total listed firms are very few, so it’s better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ownership types from 2000. Until 2000, the number of firms in this field rapidly increased to 86 firms. The 
firms wit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creased as well. In another word, the mutual shared directors among 
different firms within the same business group increased. In 2005, the number of firms in this industry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o 118 firms, and th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e other types of firms. In 2010, the number of firms in this industry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o 159 
firms, and th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creased from 39.0% in 2005 to 47.2% 
in 2010. Evidently,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ownership combinations is getting toward to the type of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In sum, the ownership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all 
have declined in four types of firms. The ownership percentage for three types of family and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all have declined since 2000 except for those firms with the ownership of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Many firms took the type of low family directors and hig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from 2000 
to 2005, and there was a trend toward 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able 2  Percentages of four types of family-and-group combinations  

 1995 2000 2005 2010 

High family& High group 0.0 (0) 5.8 (5) 3.4 (4) 1.3 (2) 

High family& Low group 33.3 (6) 34.9 (30) 23.7 (28) 22.6 (36) 

Low family& High group 0.0 (0) 33.7 (29) 33.9 (40) 28.9 (46) 

Low family& Low group 66.7 (12) 25.6 (22) 39.0 (46) 47.2 (75) 

Total 100.0 (18) 100.0 (86) 100.0 (118) 100.0 (159) 

 
In 1995, the percentage of shares for family directors in the companies with high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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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was high; however, this percentage has declined since then. The percentage of shares for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of the companies with hig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has increased since 2000 (Table 3). 
 
 Table 3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four types of family-and-group combinations  
        - Ownership Structure (%)  

 1995 2000 2005 2010 
High family& High group     
  Shareholding (%) 
  within Family 

0.00 7.58 8.18 7.13 

  within Group 0.00 18.15  
 

21.72  
 

26.64  
 

High family& Low group     
  Shareholding (%) 
  within Family 

25.67 16.11 11.35 10.33 

  within Group 0.00  
 

1.43  
 

1.57  
 

1.04  
 

Low family& High group     
  Shareholding (%) 
  within Family 

0.00 0.75 0.74 0.31 

  within Group 0.00 32.99  
 

30.67  
 

32.34  
 

Low family& Low group     
  Shareholding (%) 
  within Family 

0.99 0.76 1.02 0.53 

  within Group 0.00  
 

1.85  
 

2.58  
 

2.34  
 

 
Furthermore, Table 4 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shares by family directors or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by different sectors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declining trend of the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in the board mainly occurs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ectors. The declining trend of the 
percentag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only occurs in the midstream sectors. This trend implies that 
the rigid competition in the midstream sector forces the firms in this sector search for the directors in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 with the strong capacity of interlocking networks power, linking with more diversified and 
long-distance directors. 
 
The percentage of external financial directors in the board has increased in the IC design sector, but that trend 
did not occur in the firms of foundry and packing sectors. The major reason is that the firms in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firms have long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no long gained the financial capital from external 
venture capitalists. The IC design firms, small and median size, have continuously grown and incorporating the 
financial directors is a good strategy to expand their financial capital 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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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4 Percentages of Shares by Family and Group directors in different sectors 
  1995 2000 2005 2010 

Shares (%) Upstream 23.73 (16.300) 7.19 (8.244) 4.53 (6.328) 2.35 (3.865) 

by family Midstream 1.53 (2.178) 1.35 (2.094) .87 (1.490) 1.84 (3.635) 

board members Downstream 12.06 (19.366) 6.04 (8.548) 3.26 (6.068) 2.30 (4.722) 

 Others .00 (.000) 8.23 (20.060) 3.00 (4.586) 4.14 (6.832) 

Shares (%) Upstream .00 (.000) 8.46 (11.853) 7.36 (11.000) 7.12 (13.589) 

By group Midstream .00 (.000) 20.60 (22.950) 17.70 (18.998) 13.67 (15.435) 

board members Downstream .00 (.000) 15.44 (22.588) 16.69 (23.893) 15.82 (22.262) 

 Others .00 (.000) 16.28 (18.249) 17.78 (16.618) 14.58 (17.391) 

Shares (%) Upstream 1.25 (2.500) 3.58 (7.496) 4.33 (8.034) 3.51 (4.546) 

by external Midstream 14.29 (6.897) 7.90 (9.061) 4.70 (8.097) 3.64 (5.065) 

financial board  Downstream 4.40 (7.701) 6.83 (8.860) 4.96 (8.147) 3.64 (5.472) 

Members Others 24.00 (33.941) 11.40 (10.995) 10.08 (11.074) 8.46 (10.235) 

 
 
      Structural Holes of Four Types of Ownership and Different Sectors 
 
A company located in the position with more structural holes or less constraints in the personal affiliation 
networks has the advantage to play the roles of brokerage. Table 6 provided the statistics on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and number of pairs among the personal network members of affiliation networks among firms for 
four types of ownership combinations.  
 
Firms in high family and high business groups tend to have lacked interlocking or overlapping with other firms' 
directors; therefore,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and pairs among ego network members are all zero.  In 1995, 
there have been zero pairs of ego's affiliated networks among firms from 1995 to 2010 for those firms with high 
family and hig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so the average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have been zero as 
well. Zero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indicates that the firm is isolated and doesn’t mean low density with better 
chance for structural holes to link with other social clusters. In order to link with other non-redundant social 
clusters, it’s necessary to have some linkages within and between social clusters (Table 5).  
 
Firms with low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facilitate the brokerage power of networking capability. Table 5 
indicates that number of pairs among interlocked directors of the firm has been higher for thos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hig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and thos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If we examine the loc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in detail, we found that thos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high business groups tend to have higher structural holes in 2000 and 2005 instead of in 2010. In 2010, th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built more structural holes and had strong capability 
being the brokerage role. 
  
In 2005,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r average loc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of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hig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declined. In another word, there are more structure holes of their ego's affil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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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The major reason is that business groups directors have played more brokerage roles. The firms with 
more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tend to have relatively isolated personal networks with low pairs and low 
density among alters of their own affiliated networks. The ego's  networks with few alters implies that there is 
low chance to link with other social circles and hard to play the brokerage roles.  
 
In 2010, the structural holes in thos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seem 
to be more than thos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hig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s. On the average, 
th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connect with more alter companies, and these firms 
also contain more pairs of alters (4.25) and low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low density). Evidently, the firms in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tend to have more structural autonomies in 2010.  
 
In terms of changing indexes on structural holes for the firms in different sectors, the firms in the upstream and 
midstream sectors tend to have equivalently higher structural hole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other sectors. The 
exception case is that of downstream firms in 2010. There is a group of small packaging and testing firms 
which are interlocked one another for competing new niches. This is a good example to explain the 
advantageous strategy for smaller firms to overcome the curr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hrough increasing 
number of nonredundant pairs of ties and low density of local networks or loc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Table 
5). 
 
Table 5  Indexes of Structural Holes for Firms by Types of Ownership and Sectors 

 1995 2000 2005 2010 
Type of Ownership     
  High family& High group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umber of pairs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High family& Low group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1111 0.0476 0.0861 
    Number of pairs 0.1667 0.3667 0.3214 0.8611 

  Low family& High group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2149 0.1451 0.2877 
    Number of pairs 0.0000 4.3793 2.6500 3.9783 

  Low family& Low group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2121 0.1978 0.2421 
    Number of pairs 0.5000 1.1364 1.9348 4.2533 
Type of Sector     
  Upstream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1864 0.1550 0.2221 
    Number of pairs 0.2500 2.3700 2.1200 3.7500 
  Mid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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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4981 0.0800 0.2939 
    Number of pairs 0.0000 5.1000 3.8000 4.9100 
  Downstream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0278 0.1706 0.1766 
    Number of pairs 0.0000 0.3900 1.3600 4.5700 
  Others     
    Clustering coefficient 0.0000 0.0834 0.0897 0.2138 
    Number of pairs 3.0000 0.7500 0.4200 1.3400 

 
 
   Status Signals of Firms in Four Types of Ownership and Different Sectors 
 
Table 6 provides three types of measures to indicate the centrality of two-mode networks: Eigen-vector 
centrality,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In 1995, business groups in this industry 
were not established yet. So, the family director ties made some firms become the center i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The average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in the firms with high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was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Since 2000, the centrality has been higher for those firms with low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regardless of 
having high or low percentag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Th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high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tend to have high degree of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551) and greater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2.3103) in 2000.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had greater centrality than those with high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On the whole, 
the centrality of the firms with high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was low. This result implied that family 
business tend to build up their own inner circle through relative ties and exclude crossing other firms and less 
chance to be affiliated with other firms in this industrial field. However, until 2000, business groups in this 
industrial field increased, and these business groups tended to use the strategy to interlock with other firms by 
sharing common directors.  
 
In 2005, the contribution of increasing affiliated ties with other firms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or the firms 
with high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The firms with low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high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in the board kept the highest centrality, but the centrality measure were 
getting close to those firms with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he board. 
 
Similarly, the advantage of low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in firms seemed to be more significant for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centrality in 2010. So, the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in the firms with low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were high regard less of firms with high (2.4783) or low (2.5733)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terms of changing indexes on status signals for the firms in different sectors, the indexes of centrality for the 
firms in the midstream was the highest in the industry in general. On the whole, the centrality for the fir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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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wnstream sector has been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upstream sector. 
 
Table 6   Indexes of Status Signal for Firms by Types of Ownership and Sectors 

 1995 2000 2005 2010 
Type of Ownership     
  High family& High group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0.0000 0.0000 0.0000 0.5000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000 0.0108 0.0085 0.0065 

  High family& Low group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0170 0.0018 0.0023 0.0016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0.8333 0.7333 0.8571 0.9444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485 0.0116 0.0085 0.0065 

  Low family& High group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0000 0.0551 0.0389 0.0389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0.0000 2.3103 1.9250 2.4783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000 0.0138 0.0100 0.0073 

  Low family& Low group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0830 0.0235 0.0022 0.0003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0.7500 1.3182 1.7609 2.5733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630 0.0133 0.0095 0.0073 
Type of Sector     
  Upstream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0213 0.0042 0.0027 0.0007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0.7500 1.4700 1.6500 2.2900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428 0.0110 0.0087 0.0069 
  Midstream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1423 0.1514 0.1365 0.1204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0.5700 3.0000 2.9000 3.2700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723 0.0175 0.0118 0.0084 
  Downstream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0034 0.0274 0.0076 0.0083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0.6000 0.8300 1.4800 2.4300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432 0.0144 0.0102 0.0074 
  Others     
    Eigenvector centrality 0.0000 0.0001 0.0004 0.0062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2.0000 0.8500 0.8500 1.3900 
    2-mode degree centrality 0.0770 0.0121 0.0092 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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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Capital and Performance of Eight Firm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status of interlocked network through sharing 
common directors for different sector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e plan to use eight important firm cases in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sectors to explain how social capital associate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firms.  
 
Firms in Upstream Sectors 
 
1. MediaTek (聯發科) 
 
MediaTek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97 and listed on the stock market in 2001. This firm has grown the 
fastest in the upstream sector.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s that the 
UMC board directors held the major shares of ownership even in 2000.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 percentage of 
shares for the business groups of MediaTek was 18.98% i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firm’s 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firm was independent from the UMC (聯電) business group, so later on, the shares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declined to 0.71%. The ownership type also changed from low proportion of family and high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to the type of low family and low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This firm 
has attracted state and global financial investors, so the board globally linked to diversified directors and 
interlocked networking characteristics tend to have more structural holes. The number of pairs increased fast 
from 15 to 21 pairs and the loc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also increased from .133 to .286. The networking 
strategy of increasing more structural holes by means of its independence from the UMC business group and 
the highly interlocked with diversified firms seemed to show some associations with high profit indexes (ROA, 
ROE, Net Profit, Gross Profit) and high innovation indexes (R & D Expenditure and Number of patent) since 
2005.  
Between 2005 and 2010, the gross profit increased from 51.66 to 53.65, and the number of patents increased 
from 24 to 241.  
. 
2. VIA Technology (威盛)  
 
VIA was founded at Sinicon Valle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en-chi Chen (陳文崎), the husband of Xue-hong 
Wang (王雪紅), in 1987, and then moved the headquarter back to Taiwan in 1992. The composition of board 
directors have been the ownership type of high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low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This firm with high shares of family directors made this firm has little interlocked ties with 
other firms. For example, Table 7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no overlapped ties with other firms through sharing 
common directors. Therefore, this firm has low degree of centrality and no structural holes or capability to link 
with diversified social circles. Evidently, this firm lacks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This firm has performed not 
well in terms of profit indexes even though this firm continues to inves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have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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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licon Integrated System (SiS, 矽統) 

 
SiS was founded in 1987 and invested its own foundry firm which caused financial crisis. In 1995, most firms 
interlocked with one firm through overlapped directors except Silicon Integrated System (SIS, 矽統 ) 
interlocking two firms.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types from high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in 
1995 and 2000 to high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2005 and 2010, the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increased from 2 in 1995 to 7 in 2010. In 2004, Jun-yuan Du (杜俊元), the founder of SiS, left from 
the board, and the UMC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played major roles through merging the SiS.  
 
The family ownership of SiS company was quite high in 1995 and 2000, and the ownership composition rapidly changed 
into mainly owned by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after this company was merged by the UMC (聯電) after 2004. The profit 

in 2000 was negative, and the investment of UMC in this firm made structural hole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creased consequently. The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and pairs among alters of personal affiliation 
networks increased, and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also increased. The position even is more advantageous for linking with 
global nodes in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an industrial field. The indexes on profit also showed that the profit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since this firm which merged from family owned to business group owned. The firm invested mor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produced more patents. On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tend 
to be less linked with highly central firm or the local network structure tends to have stronger constraints which are not 
advantageous for patent innovations.  
 
On the whole, the dynamic change of board directors in these three important IC design firms indicates two dynamic 
changing mechanisms. One is the strong control by family directors, such as the VIA by the couple of Xieu-hong Wang 
and Wen-chi Chen. The continuing family control made its interlocked networks less change, but low interlocked ties 
with other firms made the profit and paten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latively low. In contrast, the UMC played important 
role for the dynamic change of board directors of MediaTek and SiS. The  MediaTek used the strategy to get out of the 
control by UMC and merged more diversified but related firms and made its market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dramatically increased, and then achieved the most successful IC design firm. The major dynamic mechanism to shape 
the structure of board directors and its interlocked linkages and position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is the decision of 
investing its own foundry firm and integrate the IC design and IC foundry manufacturing. In fact, this decision created the 
conflict with the previous customers of IC foundry, such as UMC. Therefore, the conflict on patents and orders made the 
profit become negative. Finally, the board members were replaced by the UMC, and keep this firm in the virtue UMC 
business groups since 2004. 

 
Firms in Midstream Sector 
 
4.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聯電) 
 

The UMC was founded by state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ly supported by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工研院) in 1980. From the beginning, UMC founder, Xin-cheng Chao (曹興誠) stressed that 
this firm will not allow relatives to get into their board directors. In addition, this firm encourage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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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s of their business group firms to seat on the board one another. Therefore, this firm has had the 
ownership types of low proportion of family and low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from 1995 till 2010. 
For a long time, UMC has competed with TSMC in the field of foundry, but these two firms used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competition. UMC used financial leverage strategies and built up more virtue networks of business 
groups, also called UMC family army (聯家軍). So, UMC has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external financial 
directors on the board. UMC has high proportion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but their shares have been low. 
Since 2000, UMC has lagged behind of TSMC, because h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did not catch up 
with the new coppe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TSMC after 2000. The difference of patents between these 
two firms also was getting larger in 2005 and 2010. The profit and financial indexes also showed far behind 
TSMC in 2005 and 2010.    
 
5.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台積電) 
 
TSMC was founded in 1987 by Morris Chang (張忠謀) and became the first and the largest global specialized 
foundry manufacturing firm. For a long time, TSMC have recruited directors with strong specialized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the fields of engineering, finance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from global marke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獨立董事) often include the global executives of high-tech companies and the dean o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hort, these directors did not cross seats 
in the board of other semiconductor firms in Taiwan. The percentage of directors in terms of numbers and 
overlapping directors among firms was almost zero.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Executive Yuan (行政院

開發基金) has had the largest share of stocks. This company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foreign directors. 
Though this company interlocked with very few directors of domestic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by sharing 
common directors, but this firm has the best profit an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atents. Contrast from UMC, the 
strategy of competition of this firm put more emphasi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instead of the 
financial leverage strategy. So,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by sharing common 
directors did not associate with the performance and patent innovation. The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ose global semiconductor firms is the major strategy to keep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TSMC. 
  
6. Macronix International (旺宏) 
 
Macronix was founded by Ming-qiu Wu (吳敏求) who mobilized a group of elite engineers o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rom Silicon Valley. Instead of being an OEM or ODM firm, Macronix insisted to have its own patent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Macronix has had a great number of patents. This firm has had zero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very low percentag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There is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of 
external financial directors. The networking pattern in Macronix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UMC. The proportion 
of seating the board of other companies through financial directors has increased. The centrality was high in 
1995 and 2000 but no centrality influence after 2000. Recently, this firm used more structural hole strategy with 
more pairs among alters and moderate degree of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Generally Macronix has performed 
well except in 2005 when the CEO of this firm was in hos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tworking strategies of three firms in mid-stream firms are different. UMC (聯華電子) and Macronix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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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have increased their interlocked networks with other semiconductor firms through shared board directors. 
However, TSMC changed their networking strategies and reduced their networking with domestic 
semiconductor firms and brought more international board directors. The de-family and de-business group 
networking strategies and bringing the top global CEO or internationally well know scholars in engineering 
schools made the TSMC's technological level keeping on upgrading.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 directors are that there are no family board members. This de-family ownership type has become a 
dominant concept of control in the mid-stream firms of semiconductor firms.   
 

Firms in Downstream Sector 
 
7.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ASE, 日月光) 
 
ASE was founded in 1984 by Qian-Sheng Chang (張虔生) and Hong-Ben Chang  (張洪本) brothers. This 
firm has very high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but low percentage of shares by these family directors for such 
a large scale of firm. If we use the percentage of family directors as the index, ASE also can be counted as 
strong control by family directors. Both indexes on shares of stocks by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and 
percentages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dicated that this firm also has been controlled by ASE business group. 
Therefore, the external financial directors couldn't get into the board. There is none interlocked networking with 
the other firms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ownership type of board directors has changed from low shares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low shares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in 1995 to low shares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high shares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from 2000 to 2010. 
 
The power control of ASE tends to be restricted to its own family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and have high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herefore, ASE has had low degree centrality and zero interlocks with other firms since 
1995. Compared to the other case firms above mentioned about, though ASE has had isolated interlocked 
networks, ASE has had moderate level of performance. This fact might indicate that networking strategy by 
means of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might not work so well in a well established large scale of 
high-tech firm, such as ASE. The ROE and ROI was negative in 2005, and they increased again. The China 
investment may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revival of growth of firms. During 2005-2010, the private fund 
expected to acquire the ASE. Compared to his sales or capitals, the patent contribution index is not so high. The 
relatively low connections with the domestic firms i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did not constrain th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8. Siliconware Precision Industries (SPI, 矽品)  
 
SPI was founded by Zhong-li Lin (林鐘隸) in 1973. Later on, his son, Wen-bo Lin  (林文伯) successfully 
inherited the ownership of this firm. The structure of board directors has maintained the type of high degree of 
family and low degre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from 1995 to 2010. However, the shares of family directors 
also declined in 2010 as the general trend did. The number of patents has declined and ROE and ROI also have 
declined. On the whole, there have lacked interlocked ties with other company except that in 2005. The high 
family board members made the firms innovation capability low. However, the innovation ability in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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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 was not expected so high as that in foundry firms. Compared to the technology of IC design and IC 
foundry, the technology of packaging and testing is relatively low. The percentag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otal expenditure and patent number are also low in eight cases. Though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is 
firm among these eight leading firms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not that high, the ownership typ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been quite unique and stable. So, keeping a firm in an 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 niche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can also make a firm survive with moderate level of revenue. 
 
SPIL company has kept a unique stable ownership by combining family directors and key members of 
management team on the board. Since the new regulation on the independent board directors of corporation law 
was issued in 2006, the firm made a minor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board directors by inviting the former 
directors of UMC and the wife of the board director in Premier company. The new independent directors 
became the bridge between UMC and SPIL, and then SPIL and UMC built up a stronger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ship. 
 
Table 7  the Summary of 8 Cases in Semiconductor Firms: 1995, 2000, 2005, 2010 

Firm Year 

% Stock 

Shares of 

family 

directors 

% Stock 

shares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 Stock 

shares by 

Investment 

Company 

Directors 

% of the  

Number of 

Family 

directors 

% of the 

Number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 of the 

Number of 

Investment 

Company 

Directors 

MediaTek 2000 0 18.98 0.15  0 0.29 0.14 

MediaTek 2005 4.01 6.24 0.04  0.13 0.13 0.13 

MediaTek 2010 3.71 0.71 0.71  0.13 0.13 0.13 

VIA 2000 13.77 10.91 12.52  0.38 0.25 0.50 

VIA 2005 13.02 4.66 4.66  0.25 0.25 0.13 

VIA 2010 8.52 2.55 2.55  0.25 0.25 0.13 

SiS 1995 37.17 0 0.07  0.29 0 0.14 

SiS 2000 17.17 0 0.17  0.22 0 0.11 

SiS 2005 0 16.13 0.04  0 0.5 0.13 

SiS 2010 0 16.94 0.14  0 0.11 0.11 

TSMC 1995 0 0 23.65  0 0 0.38 

TSMC 2000 0 0.03 12.13  0 0.2 0.4 

TSMC 2005 0 0 6.40  0 0 0.17 

TSMC 2010 0 0 6.38  0 0 0.14 

UMC 1995 0 0 11.09  0 0 0.33 

UMC 2000 0 4.18 7.10  0 0.33 0.4 

UMC 2005 0 6.14 3.98  0 0.55 0.45 

UMC 2010 0 5.83 3.40  0 0.33 0.22 

Macronix 1995 0 0 5.98  0 0 0.16 

Macronix 2000 0 0 2.76  0 0 0.19 

Macronix 2005 0 0.12 2.62  0 0.07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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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nix 2010 0 0.11 2.05  0 0.07 0.27 

ASE 1995 3.41 0 0.00  0.38 0 0 

ASE 2000 3.62 20.38 0.00  0.25 0.75 0 

ASE 2005 3.78 17.61 0.00  0.25 0.67 0 

ASE 2010 1.34 18.34 0.00  0.21 0.64 0 

SPIL 1995 7.02 0 0.00  0.27 0 0 

SPIL 2000 8.05 0 0.00  0.36 0 0 

SPIL 2005 3.83 1.38 1.38  0.25 0.08 0.08 

SPIL 2010 2.49 0 0.00  0.18 0 0 

 

 

 

Firm Year Degree Eigenvector 

the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the number 

of interlocked 

companies 

(normalized) 

n-Pairs 
Clustering 

Coefficient 

MediaTek 2000 0.01 0 2 2.353 1 1 

MediaTek 2005 0.008 0 6 5.128 15 0.133 

MediaTek 2010 0.006 0 7 4.43 21 0.286 

VIA 2000 0.012 0.052 1 1.176 0 0 

VIA 2005 0.008 0 0 0 0 0 

VIA 2010 0.006 0 0 0 0 0 

SiS 1995 0.04 0.085 2 11.765 1 0 

SiS 2000 0.013 0 3 3.529 3 0.333 

SiS 2005 0.008 0 6 5.128 15 0.133 

SiS 2010 0.007 0 7 4.43 21 0.333 

TSMC 1995 0.074 0 0 0 0 0 

TSMC 2000 0.015 0.381 3 3.529 3 1 

TSMC 2005 0.012 0 1 0.855 0 0 

TSMC 2010 0.005 0 1 0.633 0 0 

UMC 1995 0.085 0 1 5.882 0 0 

UMC 2000 0.022 0 1 1.176 0 0 

UMC 2005 0.011 0 4 3.419 6 0.333 

UMC 2010 0.007 0 4 2.532 6 0.5 

Macronix 1995 0.108 0.996 1 5.882 0 0 

Macronix 2000 0.023 0.027 3 3.529 3 1 

Macronix 2005 0.014 0 5 4.274 10 0.1 

Macronix 2010 0.011 0 5 3.165 10 0.3 

ASE 1995 0.045 0 0 0 0 0 

ASE 2000 0.018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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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 2005 0.012 0 0 0 0 0 

ASE 2010 0.011 0 0 0 0 0 

SPIL 1995 0.063 0 1 5.882 0 0 

SPIL 2000 0.016 0 2 2.353 1 0 

SPIL 2005 0.012 0.009 3 2.564 3 0.333 

SPIL 2010 0.008 0 0 0 0 0 

 

 

Firm Year ROA ROE 
Net Profit 

(after tax) 

Gross 

Profit 

Scale 

(employees) 

R&D 

Expenditrure 
Patent 

MediaTek 2000 46.19 67.13 25.86 41.7 . 0.04 2 

MediaTek 2005 32.59 38.4 35.72 51.66 2333 0.14 24 

MediaTek 2010 22.37 28.05 27.25 53.65 5486 0.21 241 

VIA 2000 26.58 36.55 21.19 41.78 . . 20 

VIA 2005 0.48 0.41 0.3 23.54 2939 0 126 

VIA 2010 -5.95 -10.67 -13.89 41.65 2040 0.45 144 

SiS 1995 24.33 31.32 19.57 28.94 275 0.06 _ 

SiS 2000 -0.43 -1.21 -2.89 4.07 . 0.15 16 

SiS 2005 4.87 5.81 8.28 34.16 644 0.1 23 

SiS 2010 1.07 1.11 5.39 40.31 620 0.32 3 

TSMC 1995 41.06 57.55 52.43 55.95 3412 0.03 _ 

TSMC 2000 22.14 30.83 39.15 47.29 . 0.04 532 

TSMC 2005 18.77 22.15 35.13 44.34 21950 0.05 435 

TSMC 2010 24.76 30.11 38.68 49.35 35029 0.07 434 

UMC 1995 35.91 52.77 54.66 64.52 . 0.06 _ 

UMC 2000 23.66 30.69 45.34 50.64 . 0.05 584 

UMC 2005 1.76 2.05 5.41 9.61 13278 0.1 91 

UMC 2010 8.9 10.83 18.86 29.16 15656 0.07 156 

Macronix 1995 26.33 39.16 34.82 48.29 1754 0.09 _ 

Macronix 2000 19.09 29.91 32.92 54.47 3758 0.1 28 

Macronix 2005 -14.38 -23.24 -38.73 1.26 4000 0.17 101 

Macronix 2010 14.16 17.66 27.36 52.89 4727 0.12 192 

ASE 1995 17.84 31.71 14.94 23.08 . . _ 

ASE 2000 9.59 16.18 14.42 30.11 . 0.02 35 

ASE 2005 -3.3 -9.69 -6.19 17.28 29000 0.03 42 

ASE 2010 10.99 23.05 10.17 21.48 48900 0.03 69 

SPIL 1995 18.37 21.07 30.77 37.15 1720 0.01 _ 

SPIL 2000 10.91 15.38 17.09 20.9 . 0.01 30 

SPIL 2005 12.33 20.43 18.96 21.91 12971 0.02 26 

SPIL 2010 7.01 9.05 8.81 15.37 18455 0.0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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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Previous researches on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company boards indicated that the  state and financial actors 
were important i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 Taiwan, but most of these researches did not 
use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network analyses to specifically show how different types of ownership 
composition for the firms created different network structures and changed their position i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The changes of network positions might associate with their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locking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echnology leverage oriented and financial leverage oriented networking strategies. For 
those firms with stro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such as TSMC, the intensification and 
extens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belief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refore, the choices of independent board director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demand to link with all 
diversified elites from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firms or professionals. These independent board directors 
seldom cross seat over other Taiwanese companies, so the interlocked number of crossing board seats of other 
domestic are quite low. TSMC board directors didn’t want to leak their own tacit knowledge, so did not cross 
seats in the board of other firms as well. TSMC has had low proportion of family and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and lacked interlocked ties with domestic company, but still have performed well. TSMC's (台積電) directors 
are mainly foreign investors and globally well known CEO or scholars. These directors can become brokers 
between Taiwan and global companies, updat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and keep TSMC’s 
technology upgrading continuously.  
 
The other type of interlocked networking pattern tend to have the mixed composition of the ownership by 
family directors and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and often reacted to the environments and changed their 
composi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al holes strategies can change the position of industrial field being more 
advantageous. For example, MIC (旺宏) had negative performance in 2005, bu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locked ties with other companies tend to create more structural holes with greater pairs among alters of 
ego's affiliation networks and high clustering coefficient. In 2010, MIC's performance caught up the high 
performance again and produced greater number of patents which event more than those patents of UMC (聯
電). Though temporary crisis of leadership for MIC in 2005 (the sickness of CEO, Wu Ming-qiu), restructuring 
its interlocked networks has made this firm restore i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later on. 
 
There has been a social circle with 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 group in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oard 
directors in the semiconductor firms in Taiwan. UMC (聯電) started to take merge, acquisition and division 
strategies to build up the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business groups. This mother company tried to invest and 
send their colleagues to more related firms and built up virtually integrated business groups with vertical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networking strategy is advantageous for investing to China (化整為零). The 
decentralized but loosely coupled business group had the advantage of avoiding rigid supervision of 
government especially before 2008. The disadvantage was that the UMC gradually lost its competiveness with 
TSMC in the mai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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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clining trend of ownership control by family director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igh 
degree of family board members to high degree of members of business groups has been the trend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typical case is ASE (日月光). The board directors have included high degree of 
family members and high degree of business group members until 2005. However, this composition changed 
along with the market expansion to China and de-regulation of restriction to invest in China since 2008. 
Dramatic decrease of the share of family ownership must be due to the inclusion of global private capital and 
fund. Even though, SPIL (矽品) has had the ownership type of high degree of family and low degree of 
business group directors, the percentage share by family directors has declined greatly. Maintaining moderate 
level of technology and catching the moderate level of technology niches might be the survival strategy for 
SPIL. Therefore, we see some stability in term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but low level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for SPIL. 
 
The most unique composition of board members is MediaTek (聯發科). The composition changed from low 
degree of high family members and high degree of members from their business groups, such as UMC business 
groups (interlocked with 聯詠和敦南). The key CEOs all were connected with UMC. Since 2005, Tsai 
Ming-jie controlled the largest share and strengthen its family power and link with other non-UMC members, 
and especially the networ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since 2004. They integrate those CEO and high level mangers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in China before. The gross profit increased but the ROE and ROI declined. Through 
merging and acquiring with vertical companies and collaborating with companies in China,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creased dra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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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中國投資集體行動邏輯之制度與網絡分析 

 
 

林亦之* 熊瑞梅** 官逸人*** 洪珮華**** 
 
 

摘要 
 
全球化加速了區域中心邊陲兩極化的馬太效應，台灣正隨著中國成為區域中心而快速邊陲化。企業組織

在全球競爭下的機會與限制，往往來自國家和市場力量的牽引與角力，對企業而言，在機會結構中透過

尋租的比較利益及獲得某些目標以使組織成長是廠商西進的重要考量。本研究將鑲嵌於集團中的廠商視

為共享控制概念、共同參與社會運動、集體建構策略行動場域的組織行動者，我們將台灣半導體廠商對

中國的重視程度視為集體行動邏輯的控制概念指標，並以三個時期（2000-2002 年、2003-2007 年、

2008-2010 年）代表國家重要制度變遷的時間脈絡，嘗試透過政治文化論的制度與網絡因素對中國重視

程度進行初探。在網絡的部分，以所有權結構中的集團持股比例作為指標。結果顯示：若集團持股比例

較高，則在 2003-2007 年會正向影響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顯示在政府制度性的開放後，台灣半導體集團

企業加劇中國投資的重視程度。此外，從上、中、下游廠商的深入訪問中發現：由於半導體產業組織西

進的主因為為爭取中國的人才與市場的集體邏輯的組合，有別於傳產或電子業所重視的製造生產要素，

故半導體台商在中國會因集團間差異而以不同的社會技術（social skill）進行不同的動態制度邏輯重組，

發展出異質化的組織創新策略以因應市場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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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72 年後，政治控制下的市場改革，使中國成為政左經右、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一黨專政的國家資本

主義（黨國資本主義）管制型經濟體。台灣則在歷經 1970 年代民主化運動、1980 年代解除管制後，快

速邁向經濟自由化，1980 年代中後期，因國內勞動力短缺、工資上升，重化、傳產等勞力密集產業開始

外移至中國及東南亞（熊瑞梅等人 2011）。1978 年經改開放後，中國在全球市場結構中的位置，因廉價

土地、水電、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及高度可污染的比較優勢，成為吸引全球外資競相尋租設廠的「世界工

廠」，我國電子業、半導體等產業也相繼快速出走。歷二十餘年不斷開放的對中經濟政策，迄 2011 年，

我國已約 40%的貿易出口值流向中國，中國產品進口至台灣的貿易進口值也逐年增加至 16%左右（圖 1、
圖 2）。 
 
由於 1949 年以來的特殊政治敵對關係，26

 

我國對於中國的政經政策，始終在威脅論與機會論的光譜中拉

鋸。1996 年，國民黨政權提出「戒急用忍」政策，試圖減緩 1980 年代末加速的西進潮；2000 年政黨輪

替後，民進黨上台，在「鎖國」批評中，我國對中貿易依賴依然快速增加，2002 年 3 月，在反對聲浪不

斷中開放了八吋晶圓廠西進，民進黨政府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和「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反映出

國家政策與制度完全無法抵擋強大的市場吸力，必須被迫開放，廠商資金不斷經由境外（第三地）和台

灣湧入中國。2008 年，政黨二次輪替，國民黨再度執政，開始採取高度親中的「兩岸共同市場」（一中

市場）政策，以中國為我主要貿易國，全球化快速轉向中國化。2010 年，馬英九政府鬆綁淨值 40%的中

國投資上限；全面開放半導體設計、封測赴中國投資；營運總部設在台灣的中大型企業，赴中國投資淨

值完全不設限。2010 年 9 月 12 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正式生效，雙方進入更緊密的經

貿合作關係。在改革開放後的年代中，2000-2010 年被稱為中國的黃金十年，我國半導體廠商也在這段

時間陸續進入中國（圖 3），截至 201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中有 58.29%的廠商已經（曾經）或持續進行

中國投資，顯示這種經濟行動在生態中具高度正當性。 

由於我國廠商從全球市場轉向中國市場的經濟行動非常明顯，對單一市場依存度過高，以及政經受掣肘

下，導致我國逐漸香港化、拉美化。2008 年後，中國多項保障勞工、減少污染的經濟政策與法律，致使

生產要素價格上升，通膨帶動物價上漲，加上人口紅利減少，使其出口競爭力降低、經濟快速衰退。而

台商因早年的「築巢引鳳」政策尋租落戶於中國，到近期受中國試圖以「騰籠換鳥」政策促進產業升級、

關閉世界工廠、取消租稅優惠之累（馬凱 2012），廠商營運成本大增，投資報酬降低，連帶導致我國三

角貿易紙上經濟數據急劇下滑、出口大幅衰退。此外，在中國以國家政策補貼的不公平競爭，以及中國

廠商幾可完全取代台商的現實情況下，兩岸的產業分工已由原先預期的互補效果快速走向非預期的惡性

競爭。連結中國的台灣，似乎掉進越發展越依賴、越依賴越貧窮的惡性循環中。27

  
  

                                                     
26 中國歷來對我國統戰（統一戰線）的方式為：「以商圍政、以民逼官、以經促統」。2004 年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統

戰加強版則要求更全面地將統戰宣傳「入島、入戶、入心」。 
27 台灣坊間及媒體論述有 DRAM、LCD、LED、太陽能因中國崛起而成為我國四大「慘」業，加上筆電產業湊成「五大貧窮

貴公子」之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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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對主要國家貿易出口值（%）   圖 2 我國對主要國家貿易進口值（%） 

 
 
 
 
 
 
 
 

註：圖一、圖二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圖 3 我國半導體廠商歷年中國投資家數佔其次產業位置家數比例 

 
資料來源：計算自台灣經濟新報半導體產業資料。 

 
一般咸信西進中國是台商普遍認為在全球化市場中可降低生產勞動成本，增加競爭比較優勢及擴大市佔

率的一種共享觀點，這種集體意識隨時間演進，在場域中經不斷社會建構、再製與強化，形成一政治文

化的優勢論述與觀念，因而演化為產業場域中具高度正當性的優勢控制概念（concept of control）（Fligstein 
1996），成為台商在全球投資佈局區位選擇時重視中國的主因，然而，在實踐控制概念時所使用的動員

網絡策略及網絡統理機制則較少學者關注，本研究即探討我國半導體產業組織在 2000 年後如何透過集

團統理及動員集團成員西進的網絡策略，並以上游（一家）、中游（兩家）、以及下游（一家）共四家集

團企業作為個案，說明鑲嵌在策略行動場域中組織網絡（networking）的行動與邏輯。 
 

二、文獻回顧 

 
全球化經濟的國際分工，製造業的雁行從美、日、東亞新興工業國（NIEs）至東協四國（ASEAN4），
原非雁群成員的中國，某種程度被視為突破既定順序的後進國跳蛙（leapfrogging）（Yang and Hwang 2012）。
就半導體產業而言，中國呈現出發展型國家的特質（徐斯儉 2006），透過國家政策與特殊制度環境吸引

外資、台商為其發展產業，並成立飛地型的高新科技園區，藉產業群聚產生網絡擴散效果，以及透過政

策將外資、台商和中國廠商形成研發聯盟，制訂產業技術標準，試圖發展出在地鑲嵌的自主性技術（吳

翰有 2011，2012；范淑敏 2011；蔡青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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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網絡與商品鏈的角度來看，許多台商在中國的產業研究均指出生產網絡朝向開放的全球在地化分

工（張家銘 2006）；亦有指出台商組織間呈現封閉系統者，例如陳明祺（2007）指出，移植到中國後的

台灣自行車產業，其協力網絡因在經濟、社會或政治上缺乏與當地間較強的鑲嵌性而呈現空中堡壘

（fortress in the air）現象；PC產業的研究（楊友仁 2007）也發現關鍵零組件生產系統的網絡封閉性。

然而，半導體產業由於本身即關鍵零組件，生產分工的環節相對簡單，28

 

不若電子業最終產品協力網層

層外包之複雜，因此中衛或集團生產網絡的統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較為單純。 

在解釋廠商跨國投資或生產網絡全球化、半全球化（semi-globalization）的區位選擇機制，多從經濟動

機、文化親近的角度切入，例如，就台灣的產業組織而言，中國對於廠商作為投資子孫公司的區位選擇

國，具有市場廣大、交易成本較低、地理和文化語言親近性等優點，但半導體產業集團組織的跨國投資

能否單純以經濟及文化觀點解釋區位選擇的變異？ 
 
楊友仁（2007）對於台商 PC 產業投資大陸的生產網絡研究，強調 PC 產業台商在北台區域、大東莞以

及大蘇州的發展的經濟全球化的「全球商品鏈」論述。其強調台灣 PC 產業全球化下的區域發展之間的

互相關係與相關應用，並反省批判全球商品練理論的限制。本研究以為這個觀點少掉組織社會學家強調

廠商行動者建構全球佈局策略的集體行動場域的行動者─結構（agent-structure）結構化動態觀點。廠商

如何認知全球或大陸的機會環境，及廠商如何認知和共同分享機會環境的看法邏輯，進而動員可能的大

陸廠商成為網絡資源，及和哪些台商保持合作關係，及哪些台商或中商漸漸成為競爭者等認知邏輯都是

本研究有興趣的理論問題。 
 
透過聚焦於場域（field）、領域（domain）或賽局（game），使新制度論者得以藉由關注當地次序（local 
orders）的建構，提供有關行動者與所鑲嵌結構間關係之問題的另一種思考觀點（Fligstein 2001）。策略

性行動場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s）是一個建構的社會次序，在這個次序建構中，行動者是個人或集體。

這些行動者所處範圍可能是一個產業場域，行動者彼此集體目標相似，而當其中的關鍵行動者能夠不斷

複製與擴散自己的制度、技術及控制概念時，一個穩定的場域才得以出現，場域結構方可長久持續。 
 
Fligstein（2001）及 Fligstein and McAdam（2012）指出，行動者的社會技術（social skill）─誘使其他行

動者合作的能力，在經驗研究上能更細緻地說明行動者在建構與再製當地次序上的重要性，他將鑲嵌視

為影響策略性行動場域穩定與否的重要原因，而鑲嵌在網絡中行動者的社會技術，則是動態建構與解離

關係，改變行動者間連結與造成策略行動場域變遷或社會運動的最關鍵因素。制度論者強調行動者彼此

微調，使行動者間的邏輯趨於諧調或共識。因此，透過關鍵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或

關鍵行動者社會技術的運作與建構，使場域中行動者間出現共享的核心邏輯，從而形成一種社會權力，

因而能夠解釋策略行動場域的穩定與變遷的來源。 

 

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面對全球市場競爭的機會結構，故經常處在高度變遷的不確定性，而在這個場域的關

鍵制度企業家如何掌握駕馭複雜的場域機會結構的社會技術便是值得觀察的現象。本研究嘗試以制度理

論中社會建構論集體性的考察為出發點，探討屬於集團的廠商如何認知中國，進而採取網絡策略跨國投

資（即非個別性的西進邏輯），並將集團成員視為一種關係鑲嵌，觀察其如何運用社會技術影響及建構

起中國投資的策略行動場域，並嘗試解釋其穩定和變遷的來源。 

                                                     
28 約略分上、中、下游及設備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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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我們將台灣半導體產業西進中國看成一個場域的社會運動集體行動邏輯，挑戰國家，達到集體行動的目

的。市場全球化，從廠商的角度來看，就是廠商為了生存目的和自身利益，而挑戰國家和公眾的集體利

益所進行的一場隱形社會運動。只是在這場社會運動中，這些上、中、下游廠商各自不同的誘因策略組

合和制度邏輯，在對抗集體利益時，所採用的不同策略也同時形成了許多預期和非預期結果。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為半導體產業組織中國投資之初探，量化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料（TEJ）資料庫中半導體

產業中國大陸投資明細及財務相關報表作為分析檔案，時間為 2000-2010 年，共有 102 家西進廠商；質

化資料則取自熊瑞梅教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半導體產業金融網絡的變遷：制度與網絡的機制」

（NSC 99-2410-H-004 -170 -MY）中國台商深入訪談資料。以下簡單說明描述性資料所使用之變項。 
  

（二）變項說明 

    1. 對中國的重視程度（投資強度）：林祝英、周冠伶（2005）的研究指出中國投資金額有助於台灣

母公司財務績效，本研究設計出對中國重視程度（投資強度）此為一相對指標，表示各公司相

對於自己所在次產業其他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強度。計算方式為：[（該年度自己公司期末累計匯

出至中國的金額／該年度自己公司所在次產業各公司期末累計匯出至中國的金額加總）／（該

年度自己公司的營業收入淨額／該年度自己公司所在次產業各公司營業收入淨額加總）]。 
 
    2. 制度（時間）：組織區位選擇多為對外部環境變遷的回應，時間常用來代表所對應的外部制度環

境或市場環境，故透過時間因素可觀察外部制度環境或市場環境對組織選擇的影響力。我們以

政治及半導體重大事件將時間分為三個時期：2000-2002 年、2003-2007 年、2008-2010 年。29

     （1）2000-2002 年：民進黨執政初期至開放八吋晶圓西進中國。 

      

     （2）2003-2007 年：開放八吋晶圓西進至國民黨執政前。 
     （3）2008-2010 年：國民黨再度執政、半導體西進政策大幅鬆綁。 
 
    3. 網絡（所有權結構）：我們以董監事及大股東的家族持股及集團持股視為組織內部與組織間透過

董監事股權所形成的家族／集團網絡集體力量的指標，並以財務年報中政府與外資（合計）投

資購買而持有公司股權作為國家及外資的網絡集體指標。 

     （1）董監事及大股東家族持股比例：加總公司內屬於家族成員（董監事大股東彼此具二親等內關

係）董監事和大股東所持有股權比例，代表家族對公司的控制程度。 
     （2）董監事及大股東集團持股比例：加總公司內董監事和大股東為法人代表且屬於集團成員的股

權比例，代表集團控制程度。 

                                                     
29 TEJ 相關資料檔僅收錄至 2011 年第三季，由於本研究以組織／年為單位，因此捨棄 2011 年，僅分析至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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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家持股比例：表示國家對該公司的重視程度／控制程度。 
     （4）外資持股比例：表示外資對該公司的重視程度／控制程度。 
 
    2. 組織：屬於組織特質及與西進相關的變項。 

     （1）組織規模（員工數）：該年組織列於年報的員工人數。 
     （2）產業位置（上、中、下游及其他）：組織於半導體產業鏈中垂直分工結構位置（次產業）的

區分方式。上游─IC 設計、IC 設計服務等；中游─晶圓製造、DRAM；下游─封裝及測試；

其他：光罩、記憶體模組／記憶卡、導線架等非半導體主要製造流程但被收錄於半導體產業

的週邊相關產業。 
     （3）研發/營業淨收入：研發支出比例代表公司對研發重視的程度。 
     （4）西進多久：年報年份減去最初投資中國的年份。30

     （5）期末累計匯出金額：該年公司匯出至中國的總金額。 
 

 

四、資料分析 

 
（一）西進半導體廠商特質描述 
 
由於各次產業的機會結構不同，制度開放時間亦有別，故針對上、中、下游及其他類型投資中國廠商的

特質在三個時期的變化進行描述。 
 
  表 1  半導體台商描述性摘要（N=669）31

 

 
 重視 

程度 

家族 

持股 

集團 

持股 

國家 

持股 

外資 

持股 

組織 

規模 

研發 

投入 

匯出金額 

(千元) 

對 EPS 

貢獻度 

西進 

多久 

廠商 

家數 

 

2000-

2002 

上游 2.53  8.42  11.39  0.74  9.52 365  12.38 31430  -0.034  1.70 20 

中游 3.17  2.20  29.60  3.50  7.75 2052  11.24 319538  0.124  1.80 2 

下游 6.67  8.47  11.40  0.31  12.31 2051  1.81 107586  -0.009  1.53 8 

其他 1.92  7.86  14.10  0.25  3.42 339  2.15 206107  0.001  3.03 13 

 

2003-

2007 

上游 1.60  7.25  8.53  0.27  10.35 346  11.43 64008  -0.046  3.97 36 

中游 1.95  1.67  16.95  3.38  20.90 6861  8.53 2462769  0.112  3.95 5 

下游 2.17  7.60  11.18  0.22  16.50 3985  2.09 675080  -0.071  4.38 11 

其他 2.48  6.76  17.77  0.13  5.92 440  2.51 216779  0.052  5.13 20 

 

2008-

2010 

上游 2.67  5.22  9.87  0.39  7.91 366  16.74 86811  -0.041  5.87 53 

中游 1.89  2.20  17.35  1.65  25.85 7384  7.04 1993638  0.033  6.85 8 

下游 1.02  6.66  10.98  0.63  18.00 3797  2.69 813621  -0.041  6.63 16 

                                                     
30 由於 TEJ 的中國大陸投資明細資料始於 2000 年，因此若公司最早的資料是 2000 年者，我們以投審會資料（1992 年始）

所載最早投資中國的年份為依據。 
31 關於 2001 年 11 月即破工動工的中國和艦，聯電始終否認與其有關，因此聯電年報中從 2008 年才列有中國投資資料，且

所投資的公司多非本業。透過第三地以其他名義進入中國而未列管的廠商，因資料無法取得而無法分析，是本研究的限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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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75  8.16  21.36  0.07  6.91 577  2.51 375394  0.114  7.50 25 

 
1. 重視程度 

對中國的重視程度，2000-2002 年半導體產業上、中、下游因處於投資初期，在中國熱的推波助瀾之下，

當某些公司相對於其他同次產業公司投資更多資本於中國時，該次產業整體投資強度便會較高，例如中

下游因初期設備投資金額龐大，但後期因無需重複投資大量設備，故出現下降趨勢，因此於第二、三時

期均降低投資強度，然而上游因投資金額較小，變異較大，2008-2010 年出現再次上升趨勢。至於半導

體相關產品的其他類次產業，則因較屬非主要零件或加工組裝製品，較不受制度規範，變異也較大，因

此與 IC 主要製程的三個次產業變動趨勢較不相同。 
 
2. 家族持股與集團持股（%） 

就廠商董監事及大股東家族持股與集團持股比例來看，半導體產業因家族企業較少，家族持股比例一般

而言低於集團持股比例，換言之即組織間董監事和大股東以法人代表身分彼此跨坐及持股比例較高。中

游因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程度最高，故其家族持股比例向來遠低於上、下游，集團持股比例則高於上、

下游。從三個時期變化趨勢來看，上游和下游的家族持股均略降，而中游則先略降後略升；集團持股則

中游在第二時下降幅度較大，而後略升，上游則略降略升，下降則持續略降，此可能與家數變化有關。

至於其他類，則亦因其異質於上中下游，屬於與半導體製造類廠商合作但技術和資本密集度又不若製造

端的類型，因此家族與集團持股比例均高。 
 
3. 國家持股與外資持股（%） 

中游大廠相對於上、下游，所受國家管制程度最高，因此從國家持股比例的變化趨勢可看出：相對於上、

下游和其他類，政府多投資於半導體產業最核心的中游製造業（林亦之 2010），在民進黨時期 2002 年

推兩兆雙星計畫後尤然，因此中游雖略降，但前兩個時期國家投資在中游變化不大，下游的投資比例雖

低於中游，但下降趨勢不大，但上游則因 IC 設計公司大量成立，致國家平均持股比例快速下滑，然而

在第三個時期，國民黨政府上台後，因經濟不振，投資於中游的持股降低，上下游反提高。外資則是持

續看好中下游，持股比例不斷上升，上游則因家數太多，呈現持股先升後降、變異較大的趨勢。其他類

則呈現國家持股比例不斷下降，而外資比例反不斷上升的相反趨勢，顯示國家對非核心次產業重視程度

低，而外資則看好這類型的公司。 
 
4. 組織規模（員工人數） 

就員工平均數來看，三個時期上游變動甚小，中游則因早期僅兩家（敦南和華邦）平均，因此人數較少，

到第二時期因多家大廠在八吋晶圓廠可合法進入中國後，平均數大幅躍升，第三時期亦呈上升趨勢；下

游及其他類則呈現穩定成長的態勢。 
 
5. 研發投入（研發支出／營業淨收入） 

研發投入佔營收比重的變化，上游呈先略降或上升的趨勢，中游則因營收（分母）越來越高而呈現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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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降趨勢，下游則因早期研發投入金額低，（分子）隨時序而逐漸上升。其他類則變化不大。32

 
 

6. 匯出金額（累計期末匯出金額） 

平均累計期末匯出金額的變化，在上游為不斷增加的情況，中游則因第一時期僅兩家，平均匯出金額較

低，後因大廠如台積電者在政策許可後匯出大筆資本，故第二時期大幅上升，第三時期則受金融風暴及

中國營運非如預期的影響，中游投資減少，而下游與其他類廠商則持續加碼匯出資本至中國。 
 
7. 對 EPS 貢獻度 

對 EPS 貢獻度指的是中國投資對該公司股票稅前每股盈餘的貢獻程度，計算方式為：（台灣母公司認列

中國子公司之投資損益／母公司期末股數）。這個指標是與中國投資績效直接相關的財務指標。對上游

IC 設計相關公司及下游封測廠而言，三個時期整體次產業的平均值都是負的，只有中游製造因中國尚未

能完全替代台商而呈現正值，顯示若次產業整體技術層次不高、產品利基的市場區隔不明確，屬於可取

代性高的次產業或組織，由於須與外資、中商，甚至台商等高同質性的廠商競爭，故中國投資反可能拖

累母公司。至於其他類的廠商，可能因其附屬於半導體產業或為供應商的特性，非直接與其他設計、製

造、封測競爭，在三個階段皆有助於母公司的獲利。 
 
8. 西進時間與廠商家數 

最後，無庸置疑，平均西進時間久暫則所有次產業均隨時間增加，而西進家數在各次產業亦隨時間增加，

則顯示西進中國已具高度正當性，特別是在國家的許可之下。 
 
9. 廠商區位分布 

圖 4 為熊瑞梅（2012）依據投審會審核通過之上、中、下游半導體台商中國投資區位所繪製之產業聚集

圖。圖中顯示迄 2010 年，我國半導體產業上游因需接近客戶及產業鏈中、下游，故分布最廣，甚至超

過中、下游聯集的區域範圍；中游則在長三角（上海、江蘇）和珠三角（深圳）及川陝一帶；下游則多

分布於華東和東南沿海省分及江西，這些產業聚集區多為中國以制度之力所形成的經濟特區。 
 

圖 4  我國上、中、下游半導體廠商在中國的產業聚集區（1996-2010 年） 

 
     上游 IC 設計業          中游 IC 製造業         下游 IC 封測業    

                                                     
32 然而，三個時期兩種組織與人際網絡的董監股權特質、國家與外資持股比例，以及員工數和研發投入比例的組織特質變化，

究竟是台灣整體半導體產業的變遷，抑或中國投資廠商所特有，則須進一步研究。因時間因素，本研究下一步將比較半導體

產業未進行中國投資與進行中國投資廠商特質及績效的差異比較，以更完整呈現台灣半導體產業中國投資的各個面向及投資

中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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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團資本權力與重視中國投資的控制概念 
 
表 2-1、表 2-2 為三個時期廠商所有權結構中的集團持股比例高低與中國投資強度高低的交叉分析。從

表 2-1 的若集團持股比例較高，則在 2003-2007 年會正向影響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顯示半導體廠商在台

灣半導體最佳時期會受集團鑲嵌因素進入中國，此時期同時也是國家重要西進政策開放時期。 
 
表 2-1  三個時段董監事大股東集團持股與中國投資強度交叉分析 

  投資強度（重視程度） 

  T1（2000-2002） T2（2003-2007） T3（2008-2010）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董監大

股東集

團持股 

% 

高 25.0 
(7) 

42.9 
(12) 

32.1 
(9) 

40.2 
(43) 

28.0 
(30) 

31.8 
(34) 

30.6 
(26) 

29.4 
(25) 

40.0 
(34) 

中 37.0 
(10) 

25.9 
(7) 

37.0 
(10) 

43.6 
(51) 

30.8 
(36) 

25.6 
(30) 

24.2 
(22) 

36.3 
(33) 

39.6 
(36) 

低 43.8 
(7) 

31.2 
(5) 

25.0 
(4) 

24.7 
(21) 

40.0 
(34) 

35.3 
(30) 

32.6 
(28) 

36.0 
(31) 

31.4 
(27) 

註：T1 (-) ; T2 (+) #, T3 (-) 

 
從集團持股高低與投資強度在三個時期的變遷來看（表 2-2），上游高集團持股公司的高投資強度先上升

再略降，低集團持股公司的低投資強度則逐漸上升。表中有趣的現象是：由於第一個時期仍處於管制時

期，似乎低集團持股公司較敢挑戰政府的法律，顯然低集團始終都有投資中國的活力，而高集團持股公

司則較遵守正式規範，在第二個時期才大量進入中國。中游如前述集團持股較高，第一個時期僅敦南和

華邦投資中國，第二、三時期為中游西進的重點時期，尤其是第二個時期，為資本大量匯出期，第三個

時期則高集團持股者高投資強度案數比例降低、低投資強度增加，顯示廠房設備投資多已在第二期完成。

下游則高集團持股公司和低集團持股公司高投資強度均呈現下降趨勢，可能因中國封測公司逐漸崛起而

相對降低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其他類高低集團持股公司均在第二時期最重視中國市場。凡此均顯示從民

進黨開放八吋晶圓廠西進政策，在正式制度的推波助瀾下，半導體台商開始加速佈局中國市場。 
 
表 2-2 三個時期半導體上、中、下廠商集團持股與中國投資強度交叉分析 

   投資強度（重視程度） 

   T1（2000-2002） T2（2003-2007） T3（2008-2010）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上

游 

高 9.1 
(1) 

90.9 
(10) 

33.3 
(17) 

66.7 
(34) 

28.9 
(11) 

71.1 
(27) 

 
 
 

董監大

股東集

低 18.8 
(3) 

81.2 
(13) 

19.8 
(19) 

80.2 
(77) 

26.0 
(25) 

74.0 
(71) 

 
中

游 

高 40.0 
(2) 

60.0 
(3) 

41.7 
(5) 

58.3 
(7) 

33.3 
(3) 

66.7 
(6) 

低 -- -- 0.0 100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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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持股 

% 
  (0) (9) (0) (11) 

 
下

游 

高 50.0 
(3) 

50.0 
(3) 

38.1 
(8) 

61.9 
(13) 

12.5 
(2) 

87.5 
(14) 

低 37.5 
(3) 

62.5 
(5) 

27.6 
(8) 

72.4 
(21) 

4.2 
(1) 

95.8 
(23) 

 
其

他 

高 0.0 
(0) 

100.0 
(8) 

34.1 
(15) 

65.9 
(29) 

25.0 
(10) 

75.0 
(30) 

 低 52.9 
(9) 

47.1 
(8) 

57.4 
(27) 

42.6 
(20) 

30.0 
(9) 

70.0 
(21) 

 
 
（三）半導體產業集團中國佈局策略的網絡邏輯 
 

策略行動場域中組織行動者的控制概念與網絡連結（networking） 競合變遷模式 
集

團 
結構 
位置 

次產業 中國投資目的 
(主要控制概念) 

網絡競合變化 技術可 
替代性 

現有優勢 

市場 人才 合作模式 市場競爭 

A  上游 IC 設計 Y Y 異質 中 強 低 高 規模、商業

模式 

B  中游 晶圓製造   Y 異質 弱 中 低 規模、技術 

D  中游 晶圓製造  Y  同 異 弱 強 低 中 規模 

G  下游 封測 Y  異質 弱 中 中 高 規模、技術  

 
接下來我們將以一家上游公司（A）、兩家中游公司（B、D），以及一家下游公司（G）的集團跨界投資

深入訪問稿，33

 

說明集團化組織如何認知環境中的機會與限制，透過競合網絡策略（networking strategies），
運用社會技術於跨界策略行動場域中，找到生存與成長的機會，經由再製、深化以中國為全球佈局中心

的競合策略、以市場與人才為投資中國目的等論述，在場域中逐漸形塑成被視為當然的控制概念與集體

行動邏輯。 

1. 上游 IC 設計業：一家 
 
A公司 （2004 年進中國）34

 
 

中國是台灣廠商將技術層次較低的低階產品結合大陸市場，產生破壞性創新及資本快速積累的實驗場。

                                                     
33 基於研究倫理，文中深入訪問稿中之公司名稱均以英數代號取代。 
34 2003 年 TEJ 即有其中國投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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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以尋求次等利基，避開跨國一流競爭廠商，創造低接手機組裝市場。當攻佔跨國企業領導廠商的

中國低階市場後，得以快速積累財務資本，再透過併購擴大集團股權，合併台灣技術層次高且技術互補

的廠商，使得產品技術整合更完整，進而在中國和全球實行更全面的佈局策略。A 公司的佈局策略從一

開始即採全球在地化策略，和大陸手機組裝廠合作，提供各類山寨客戶需求的手機晶片，也配合及與該

國合作制訂手機技術標準規定，同時與重點大學配合，培養在地人力資源，穩定工程師來源。 
 
(1)中國投資的目的 
 
  A. 市場 

追求中國廣大內需市場與人才是 A 公司主要的中國投資目的，由於中國低階市場廣大，A 公司以挑戰者

的身分，藉由進入低階產品市場以擴大規模、積累財務資本，再提升技術進入高階市場，搶佔有跨國公

司的高階市佔率，最後成為該產業場域中的核心廠商（在位者），加上其公板晶片及一站式完整解決方

案（turkey solution）（范淑敏 2010），使此種新商業模式成為業界封閉系統廠商模仿之對象，同時也因

逐漸佔有中國中低階市場，有市場才有錢賺，使西進中國更具正當性。 
 

我們是 04 年才開始推出手機的 solution 進中國。然後那時候就是要做 2G，2G 就是 second generation 的手機

晶片。為什麼那時候進來中國會成功，我想幾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說，那時候其實中美的市場就是兩家公

司，一個叫 a1，一個叫 a2，這兩家公司那時候已經都把心力放在 3G，而不是在 2G，因為 2G 覺得說已經不

靈，那我已經不需要引入，已經是最新的產品。這就是經常在講的所謂破壞式創新嘛！就是說其實當你的競

爭對手已經 focus 在下一代的產品的時候，可是現在這代產品還是有 input 的空間，你花力氣去做，自然就

會有收穫。還有市場，因為 3G 沒有想像來得普及那麼快。(訪問紀錄 D-A-C-01-12) 

 

  B. 人才 

透過與重點大學產學合作及提供實習機會，提供適合公司的新人，因此組織較得以不受中國產業界高流

動率、無法及時補充人力資源之影響，亦可透過與大學高級研究人員共同研發增加創新，強化市場競爭

力，形成良性循環。此外，在中國的廠商，面對高度市場競爭壓力，為留住人才，必須公平晉用與升遷

陸幹。 
 

技術合作…大規模是比較少啦！比較多是小的，像學校那種。像是獎學金啊，北京我們是跟像 s1，s1 大學。

和通訊有關，可能有一些合作開發一些技術，很多年了。實習當然有，提供一些實習的機會。甚至有那種碩

士的，他的碩士二年級就在這邊上班都有，我們這…他們這邊有類似科專啦！他們叫做 01、02、03 重大專

項（按：中國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但是你一般要國內企業才能申請，台灣企業你還沒辦法申請。也有跟它

們的教授合作啊！就我剛講 s1 這種就是和教授合作啊！ (訪問紀錄 D-A-C-01-12) 

 
（用台灣人管中國人）這樣做會有什麼缺點呢？就是變成說你這邊只能夠…好的人到某個地步他就會走嘛！

其實你沒辦法用到這邊最好的人才！有一些事情你一定要知道說，就是說當地人的 capability 已經不輸台灣

人，只是你要加個天花板在那裡，那是不合理的，會影響你企業的發展。(訪問紀錄 D-A-C-01-12) 

 
 (2) 網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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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合作網絡 

除了大量的手機主晶片和參考架構（reference design）的山寨機客戶，A 公司中國內需市場中的大客戶

多為市場中的電信公司及電視製造品牌商，換言之，A 公司的多元產品跨異質性利基市場，因此除了非

正式管道，也有品牌廠商，並非如只聚焦長尾的 20%，故可快速積累財務資本，以為組織成長與技術創

新之用，也間接強化了西進論述的優勢。 
 

b1 是合作手機，他們有三家店，就是 b1、b2 跟 b3 嘛！但是它 3G 的標準沒有，b3 的標準我沒有做，所以

沒有跟它合作。b2、b1 都是合作滿多，就是我們的客戶的話，像各大手機廠，像 b4、b5 這些我們都有合作

啊！電視廠，像 b6 或是 b7、b8 這都有合作啊！(訪問紀錄 D-A-C-01-12) 

 

這個（山寨）就是說我們這個的 business model 所延伸出來的，很多深圳的一些中小企業它就可以跳進手機

這個行業。為什麼會山寨就是說，因為你公司如果一小，他就可能就比較會挺而走險，你如果是大公司像

b9、b5～他怕，萬一政府找你麻煩，你吃不了兜著走。但如果小公司，如果犯一點法、賺一點錢，公司關了

就跑，就像山寨。這為什麼山寨會延伸出來就是他（敢冒險），有這樣的邏輯在裡面。其實有時候不見得是

我們提供啦！我只提供給這些大客戶，但是他可能是轉賣的，不是我直接賣給他！ (訪問紀錄 D-A-C-01-12) 

 

  B. 競爭網絡 

中國的後進競爭對手在這兩、三年已急起直追（第三個時期），加上原本即處於競爭的跨國大廠，由於

產品同質性高，腹背受敵，市佔及毛利率均受影響，因此必須更加市場及利益導向。 
 

（中國的競爭對手）c1 啊！或是 c2 啊！主要是這兩家吧！（全球競爭對手）手機一定是 c3；那如果說像 c5，

就是家庭的 Wi-Fi 網路這一塊，是 c4。其實我剛講 c1 的這個例子，我們 04 年開始進來，他開始做手機也是

在 02 年，也是很早。他的技術我倒覺得不是說你要怎樣，但是他有很多海歸的，也是從國外學的，台灣也

是從國外學的嘛！但是從美國帶進來這樣子。只是說一直到他的產品比較成熟是在 09 年才開始成熟的，所

以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光景在那邊，然後他產品一 ready 以後，你自然競爭，譬如說我的 market share 從九

成掉到現在五成多，其實你有競爭的市場，五成多還是很高啦！我的意思是說，不能講說現在不好，而是說

以前是不合理的。(訪問紀錄 D-A-C-01-12) 

 
 
2. 中游 IC 製造業：兩家 
 
B 公司（2006 年進中國） 
 
B 集團不在乎 ECFA，而在乎技術創新能應用在市場上的長期價值。市場小，將使得創新僅是一代拳王，

因此必須進入中國。B 公司來帶動了旗下 C 公司和設備廠進中國。 
 
(1) 中國投資的目的 
   
  A.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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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因遵守國家法規而未在第一時期佈局中國市場，加以所在區位不佳、上位者對重視中國程度及理

解似不如競爭對手。由於中國內需市場是建立在人治及關係導向的國家官僚系統中，因此欲拓展市場，

必須派了解中國且能力的員工上任。此外，因中國子公司薪資競爭不過外資，優秀人才不易招募，人員

流動率亦高。 
 

其實在 China，公司的主要負責人，你一定要跟中國主要的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係，如果說你把它全部看一

個 business 的 judgment 的話，wrong。台灣所有那些大公司的董事長，哪一個不是跟中國領導人接近？好，

我們 06 年終於來 China 了，老闆應該也是想 go in 這個 market，我們需要派一些人，派懂得市場的人，知道

中國發展的動脈，要把這個市場，了解這個市場，maybe 這個市場將來可以帶給我們好處，所以 06 年我們

來了，那個一直到現在拉，講是這樣講，但是你要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你一定要派 right person 過來。(訪問

紀錄 F-B-F-01-11) 

 
  B. 人才 

B 公司因係全球大廠，資本及設備均不虞匱乏，在中國子公司最重要的即是人才，如何在當地招募到一

流人才且不致流失，才是他們在中國打天下最重要的考量。另一方面，產學合作與到廠實習是晶圓廠在

中國培養未來客戶的重要策略，同時以晶圓共乘光罩（cybershuttle）的方式降低學生學習製作晶圓的成

本。 
 

你一定要了解這個地方市場，這個動脈，你一定要政府關係這個做得非常好。掌握中國的人才，事實上，什

麼樣的方法能夠把一流人才找進來，這個非常重要。而且這些東西要放在老闆的腦袋裡，不能當作一個置身

事外。我們現在用還算相對保守的，很多中國的管理人才，40~50 歲，我們這個算是斷層，就現在大陸什麼

CEO 喔，都好年輕喔！我們當初來的時候，…幾乎主要都是找那個大陸本省的，進來之後，我們再慢慢訓

練訓練，現在那些人現在慢慢都快到 35 歲了，但是我們中間幹部就從 young fresh 裡面慢慢訓練出來的，那

我們利用中國現在的中間管理階層，是相對非常少的。…我們當初有找一些中間的，那這些人我們這五年來

都陸陸續續都流失掉了，如果你本身好好去培養這些人的話，我們現在很多，我們現在講的很多 section 

manager 跟很多部門經理的話，這些人就可以（在公司有所表現）。(訪問紀錄 F-B-F-01-11) 

 
其實我們培養、build 很多 infrastructure 喔，只要他有一些 design 的需求，我們可以給他配套，幫忙他能夠

design 更迅速，有些共通的 library 他就不用自己去買，自己去寫，我們就幫他們盡快把 IC 做出來。那我們

價錢上盡量跟 local 其他的 provider 價錢不會差太多。其實有機會的話，我們會盡量跟當地可能有的人才保

持好的聯繫。(訪問紀錄 F-B-F-01-11) 

 
(2) 網絡策略 
 
  A. 合作網絡 

廠商認為，在中國要生存，必須入境問俗，配合中國政府發展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否則中國國家將資金

挹注在中國的晶圓廠，市場等於拱手讓人，因此必須與國家合作，在人家的地盤上賺人家的錢，不可能

不投桃報李。在客戶端，原先連虧五年，但當品質（良率）的口碑做出來後，有大廠下單，便開始賺錢，

因此產品品質和口碑是在中國要獲利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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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在中國市場要 no.1，那中國就打贏啦，我希望你這東西在中國國內生產啊，把技術帶進來（中國），

現在中國內部需求十二吋現在慢慢往上提昇，那我們沒辦法在（中國）國內生產，那就等於（中國）國家資

金去幫忙 d1、d2，去蓋設這個廠，就是把這個放在中國，換句話這東西你要做 business judgment，像你要政

府給你支持補助的話，你就一定要作適當的呼應啦！幫忙他們（中國）。我覺得在 emerging market 喔，原則

上就會慢慢成長喔，方向對的話，錢就砸下去了，這小錢啊，你看 B 公司我們這兩年，我們 capital 幾乎是

13 個 billion 美金耶，130 億，是將近台幣五千萬投資向下去，你說這個美金，這個台幣一、二十億的東西，

你還在那邊算那麼多，而且中國政府，理論上他都會鼓勵他原來的，算是原始股東喔，「我在最困難的時候，

你願意救援我們喔，我將來好機會的時候，我絕對好處不會少了你們喔」。現在這些當政者，他們可能，你

這樣他們也會有政績，他們會留在這邊，他們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些人當到 XXX 部長，還是可以幫忙你。

(訪問紀錄 F-B-F-01-11) 

 
就當你在不賺錢的時候，你要做投資啊，投資好，把客戶跟 quality 投資好，比方說別的客戶在其他地方的

yield（良率），他們的 yield 比方說作到 90，我就做到 93，另外就是 cycle time，能夠做得更快更好。我記得

那時候我在新加坡就專一個叫 e1 的客戶，這個客戶，產能本身就從 3k、5K、4K，做得很好，客戶滿意，口

碑就出來啦。我們那時候是靠客戶支持，back strong，c1，我們服務 c1，口碑就出來了，那其他客戶就願意

進來了。一定要有口碑，像 d1（中國晶圓廠）是政府大部分幫忙，他沒有理由不成功啊！他就是自己搞砸

的。(訪問紀錄 F-B-F-01-11) 

 
  B 競爭網絡 

B 公司的競爭對手幾乎均為中國廠商，而中國廠商的後台即國家，中國無事不政治，因此必須巧妙處理

彼此的競爭關係。 
 

半導體廠喔，d1、d3、d2，然後像 E 公司，啊當然那個什麼 d4，d5…。你知道，任何人喔，你跟中國政府

對抗，你是沒有好下場的。所以當初我們，d1 他們那樣等於是偷我們技術，我們告它是完全是商業的行為，

這樣告到最後，你要知道，中國政府官員來訪問，大家都是傳達一樣訊息，唉這東西都是自己人你不要這樣

子嘛！所以後來讓大家都有面子，有台階下，讓這個落幕一下。不過 d1 其實慢慢會起來，現在就等於中國

的高科技那些管理者，他們有在學習管理這些公司，當他們到位之後，你們這些海歸派什麼都會…，他現在

是還沒有這種人力到位。(訪問紀錄 F-B-F-01-11) 

 

 

B公司在中國的上游子公司 

 

 (1) 中國投資的目的 
 
  A. 市場 

中國是全球佈局的一個點，市場要大才有可能不會變成一代拳王，因此中國市場是全球佈局重要的節

點。 
 

（我們）為什麼要來大陸佈局？半導體本身是一個國際化的產業，還有其他產業也是，但是半導體是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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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的，而且也要同時跟全球競爭，所以這個 competition 是非常 international，local 也許大陸市場大，在

小市場還可以做一代拳王，但是再下去可能市場就沒有了，任何公司要往前走、繼續前進，都是要看全球的。

(訪問紀錄 DS-C-C-01-11) 

 

  B. 人才 

中國人多人才也多，而且很多頂尖的人才，而人才市場的價格供需在波動後終會達到平衡，廠商認為未

來薪資不會和台灣差多少。35

 
 

這邊人才絕對是有的，我想台灣公司這是必須要面對的，現在會說這邊貴了、人也不好管，有點退燒了，但

是我覺得可能是個短期的現象。當初過來會覺得說人工便宜，現在大陸跟台灣差不多，不見得會更便宜，尤

其我們在上海的設計人才，當供求沒辦法滿足需求的時候，價格和限制就會上升，但是遲早會達到一個平衡

點，因為這邊比台灣貴太多也不太可能，還有印度 factor，以前都到印度去，但是現在印度薪資上來就不太

可能了，即使這邊薪資不比台灣便宜，人才還是要比台灣多，而且這邊學 engineering 的人在金字塔上頭，

跟台灣 20 年前一樣，都想學工程、財經，現在這邊財經也有了，但是像這種大城市看不到財經，幾乎都是

學理工的，中國人觀念還沒有換過來，這批人才出來一定是頂尖的。(訪問紀錄 DS-C-C-01-11) 

 
(2) 網絡策略 
 
  A. 合作網絡 

母子公司關係：除自己接單外，上游子公司下單時是以客戶訂單的製程（工藝）為主要考量，高階製程

下到台灣母公司，低階製程則下給母公司在中國的子晶圓廠。 
（是否下單給母公司或在中國子晶圓廠）要看我們的客戶，不同的 technology 是在不同的廠，像 40、65nm

是在台灣做的，那比較低工藝是在中國子廠做，台灣還是有這個限制，那中國子廠他們的 business team 還有

他們的 sale 做業務也在那邊，那 B 公司在北京、深圳都有 3 個區，他們在華北、華東、華南不是工廠，是

做業務的，接單。(訪問紀錄 DS-C-C-01-11) 

 
  B. 競爭網絡 

台灣許多 IC 設計公司已在中國佈局，但與 IC 設計服務公司在業務上是合作關係，但在人力資源上則處

於競爭關係。 
 

台灣的設計公司（到中國）一定有受到顧忌，是性質問題，如果我們是做 IC 設計的話，產品可能會比較嚴

格，如果是服務的話，這個可能會好一點。就台灣這個東西，當初的法令還沒有改，要去問現在的講法，跟

以前又不大一樣，可以去啦！A 公司在這裡也有佈局啊！他們也是我們的客戶，但是不是完全不是我們的競

爭對手，以人才來說有可能，因為他們要的跟我們要的一樣。 

 
 
D公司（2001 年進中國）36

                                                     
35 事實上，此即生產要素的價格均等化，兩岸連通後，生產要素與人資市場供需終將趨於平衡（彼此差不多）。 

 

36 由於廠商拒訪，因此關於 D 公司的中國投資相關資訊我們僅能從週邊廠商的認知間接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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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進中國，一方面受中國租稅土地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則試圖以整合型（垂直整合）虛擬集團策略，

另起爐灶以擴大規模有關。後續失敗原因可能與訴訟案件有關。該虛擬集團成員除與集團內公司合作，

也與非集團廠商及中國廠商合作。 
 
(1)中國投資的目的 

 
  A. 市場 

D公司是以虛擬垂直整合的集團策略，試圖產生母雞帶小雞的產業群聚效應，以完整的產業鏈搶佔中國

內需市場，因此帶領集團內上游IC設計、下游友好企業封測廠，以及合作的設備廠集體投資於中國的經

濟特區，整個虛擬垂直整合的集團進入中國的誘因全部都是為了市場（或客戶），這是D集團用以建構策

略性行動場域優勢的控制概念。事實上，隨著第三時期左右中國半導體產業崛起，即使以虛擬垂直整合

的集團作為網絡策略，在激烈競爭下，也未必更能獲利。37

 
 

D 公司：市場驅動 

其實 D 公司他們當初 E 公司應該是滿 smart move，其實他們在這邊做的並不是很好，我覺得最後也可以看

做是被（國家）卡到，我覺得很重要一塊就是說，其實他當初應該要儘快喔，那個第一個廠做了 steady 之後

喔，你要趕快讓 12 吋廠進來，然後他就站穩腳步了，那我覺得 D 公司其實他走得算有彈性了，但當然 D 公

司有它另外的問題，…其實他現在在蘇州那個廠，現在做到 45K，其實有可能已經走到一個 corner 了，要怎

樣繼續走（不知道）。(訪問紀錄 F-B-F-01-11) 

 
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市場（客戶）驅動／母公司驅動 

E 公司（晶圓廠），或者說像 F 公司（面板廠），因為前後（段）都有了嘛！那現在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西北的系統廠就過去了，就像是 f1 過去，就是 f2 啦，它就會有群聚效應，大家一定會跟著過去，那想必像

是西北，後面重慶那塊，之前 f2 的老闆不是跑到那個…去，那個區域，所以從今以後應該就會是個重鎮，

生產的重鎮。(訪問紀錄 D-F-C-05-11) 

 
友好企業封測廠：市場（客戶）驅動 

還是市場。跟著市場過來，客戶過來，這邊這麼大的一個地方，生機無限，大家都要。（人事成本？）人事

成本是比台灣低，可是人力成本，像是 E 公司來講，他人力成本，可能只佔總成本的 5%，那這樣 4 個%、4

個%，兩個%差異很大。還是市場。我們也是一樣情況啊！我們的人力成本比較高一點沒錯，但也是個位數

啊！所以還是市場跟客戶。(訪問紀錄 PT-J-F-02-11) 

 
合作的設備廠：市場（客戶）驅動驅動 

當時其實是我們主要是跟著面板廠（一起過來的），（說跟）D 公司也是啦。那 D 公司，那邊（中國）叫 E

公司嘛。因為上海那時候有客戶需求。其實早期會來，我們本來沒有很積極要來中國的，是有些客戶像 D

                                                     
37 許多廠商均提及中國半導體廠多由軍方工廠轉型，廠房機器設備均國家提供，加上國家和地方政府挹注大量資本於中國自

己的半導體產業，因此在不公平競爭下，台商要生存異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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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晶圓廠），噢，還有 E 公司（晶圓廠）。因為那時候他們在台灣是我們長期合作的夥伴，我們的客戶都

很像夥伴，那他們覺得他們要到中國來，他們需要他們的 supplier 能夠跟著一起去 support，他們也不希望貴

重的機器隨便給人家去修理。因為對他們來講，一個不好的 supplier 可能會造成他們可能是好幾億的損失。

他們的晶片每天在生產，如果你有一個東西、有個環節錯了，你可能都是好幾千片、做完好幾千片後，失敗

以後才發現成本很高。(訪問紀錄 E-I-M-01-12) 

 
  B. 人才 

由於 D 集團分子公司及相關企業較早進中國，因此培養了許多中國半導體業界人才，多集中於長三角。

IC 設計公司以人才為主要投資標的，現則因廠商家越來越多，鬧人才荒，開始向西北發展，或透過挖角

引進人才。由於台商給付的薪資不高，若招募不到人才，可能引發另一波台商逐人才而居的遷徙潮。 
 

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 

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確實以我們的技術門檻，屬於分析這塊我們所重的學歷其實不是那麼的高，本科、

他們大學就可以了。像大陸目前，就是人才荒，會什麼會到西北邊，就是西北邊、其實西安也是滿大的一個

人才區，那我們盡量就是往那個地方去看，那上海一方面人力也貴、人才也難找，畢竟說以我們目前這樣的

狀況，要說跟國際大公司比，像什麼 intel，真的也沒辦法，所以想必也只能往西北方向去，目前大概是這樣。

(訪問紀錄 D-F-C-05-11) 

 
早期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 

那現在大家再往西部發展。我們也考慮去西安設研發部門，我跟你講，五年前我到西安去做 presentation，去

介紹我們這家公司，然後打著上海公司的名義，他們能到上海來工作。學生很想！然後現在風水輪流轉。當

初我招進來的工程師喔，他現在已經在我們公司算中間幹部了。她自願回到西安去。然後這幾年我們在西安

打著上海公司的名義，沒有員工來。很多學生來問：那你們在二、三線都市有沒有點？我們就說，尤其西安

人他的特性，他那邊的特性比較不會想要出來。所以我們曾經打一個譬喻。在西安你給他五千塊，跟把他拉

到上海給他一萬五，他寧願留在西安。(訪問紀錄 D-K-D-05-11) 

 
友好企業封測廠 

可培養的人才多啦！當時（剛進中國）根本就沒有半導體人才啊！十年前哪有什麼人才，是我們過來培養的

耶！或者是身在其他行業，其他封測廠也有。現在才有所謂的挖腳，以前哪有？(訪問紀錄 PT-J-F-02-11) 

 
  C. 合作網絡 

垂直整合虛擬集團內部的交易確實會因集團成員身分而合作較為密切，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與母公司及

中國子廠連繫雖密切，但屬於較鬆散的網絡，趨向開放系統，主要下單考量仍是以能獲利為主，因此會

看毛利選擇下單給台灣、中國子廠或中商；屬於友好企業的封測廠雖然也會培養自己的客戶，但集團內

的 IC 設計公司仍會考量客戶條件，並不一定會如傳統中衛體系或協力網般封閉。 

 
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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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X 先生（D 公司在中國負責人）那件事情其實是吵得沸沸揚揚，那部分其實他把整個大概的後段廠，

像是 E 公司，或者說台灣的 g1，還有說像 g2，那這部份其實他們就是在這邊設一個據點嘛，它們也算是一

個 factory，就是算是工廠嘛，那在這個地方，我們現在其實還是有給它們一些東西在 local，在這當地做封

測，那這樣可能就 local division 直接交給客戶，那像以目前的蘇州，其實他有像 h1 嘛，像我們還有交一些

日系、韓系的客戶，這邊都有，還有像一些 local 本地的（廠商）。(訪問紀錄 D-F-C-05-11) 

 
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 

（我們接單）直接對（客戶的）總部、都直接對總部，是說我們 local 的客戶本身，基本上像 local 現在有，

不知道你了不了解，像 h2、像 LCD 那一塊，比如說像那個 h3，就是最近 h1 跟他合作的就是那個 h4 嘛，那

個部分我們會在大陸，那我們目前的 sales market 那個部分是在上海，基本上有一些 local 的客戶是由上海來

接，那大部分以台資企業，像是 h1、像 h5、h6、h7 這些客戶還是以總部接單，這邊交貨。交部份的貨，有

一些部分還是可以交，就是交部份的貨，因為我剛剛有跟你們提到這邊有 E 公司（晶圓廠）啊，他生產完就

可以在當地交貨，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我們服務後段，可是這邊的外包管理是我們要做的，所以我們這邊

其實我剛剛少講到一個，就是後段的，所以我們這邊不管是屬於整個後段，後段是，可能甚至是跟客戶端的，

或者供應商的，我們這邊都要處理。(訪問紀錄 D-F-C-05-11) 

 
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 

我們（投單）是投給 D 公司、E 公司都有。只是說台灣生產完的東西是透過一些運送到大陸來，那這邊做好

的東西是直接交給這邊，所以這邊其實也有生產。封測的話，你說是在大陸還是台灣？大陸基本上只有一家，

就是期幫過來設的廠。g3、G 公司有，可是那是屬於傳統封裝的，之前像 g3 我們也有合作，還有像 O，它

這邊叫 G 公司，我們還有跟大陸一些 local 的封測廠也有在合作，像是 g4，也算是大陸這邊的嘛，那大概就

是這樣，所以最主要像是一些傳統的，我們以前還有跟 g5，就是那個第二大的封測廠，都有在跟這些廠商

合作，然後都是在 local 這邊的。然後到台灣就不用講，因為台灣基本上我們是每家都有合作，只要有封測

都有。（下單）不限於（集團內公司），可能就是有一些像我們台灣也有跟像 d6，或者說像跟 d7、d8 合作的

那家 d9，類似我們也都跟他有過合作。那大陸這邊的 Fab 廠像 E 公司，我們跟 E 公司合作，可是相對的像

d2，就是 Y 先生成立的…那個叫 d2，還有 d1，我們這部分都沒有做（投單），大部分還是以 E 公司為主（D

公司中國子廠）我們現在初期在合作，我想後續其實還是會，畢竟他們的優勢其實還是在於價格。我們一定

是把毛利偏低的東西給他做，這樣才 ok，那我毛利高的東西，相對的客戶對於品質上面的要求比較高，concern

一定比較高，那對我們而言，毛利高的東西當然品質是在一個比較好的上面。那假如說我們毛利只剩下 1%、

2%甚至更低的，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成本省下來。(訪問紀錄 D-F-C-05-11) 

 
友好企業封測廠 

中國客戶多，中國人的錢不好做，而且這個代工業只要做壞，賠就賠死了。不夠賠啊！所以你技術很重要啊！

匯率也在上升，整個來講，你的利潤就是不斷的被壓縮啊！不是因為只有經濟起飛我們就可以賺錢，沒這麼

好的事啊！客戶的話他就要重新考量他自己的哲學考量，我們才有長期的合作關係，啊做生意嘛！你一定會

培養幫你的廠商，這很正常的嘛！他不可能說我都會百分之百的給你做，他一定是威脅我們嘛！不然他不會

要去 G 公司嘛！這個一定是這樣做的嘛，對不對？有好人啦！沒有善人啦！(訪問紀錄 PT-J-F-02-11) 

 
  D. 競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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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後期（即約 2008 以後）中國已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台商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毛利不斷下

降，中國廠商搶單兇，加上同質台商以割喉戰自相殘殺，中小型半導體台商在中國生存非常困難，不以

高階產品或做市場區隔不易與中國廠商競爭。 
 
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含封測） 

（空中堡壘）打散，各自打散。其實台商在這邊變化很快喔！我在這邊十幾家公司全部（被）殲滅，像我們

已經做了非常辛苦了，何況是他們，他們是真的完全被殲滅掉。像我曾經去參加台商的旅遊，蘇州的台商協

會會長他就有說，他們有百分之七十的台商在這邊是屬於長期虧損的狀態，那還有多少是短期虧損還不曉得

喔！其實他說台灣人在這邊還滿辛苦的，因為很多背景啦！第一個你沒有關係，第二個品質上面，他敢去用

你不敢做的事情，他成本一定壓得下來，那你拼不過啊！像我們現在機台大概 20 台，他們不是，他們一次

買 100 台，當初他們是要買 30 幾台，那為什麼要買那麼多？30 幾台被上面的人罵，問說你為什麼要買三十

幾台？啊你要估說後面會有的量啊，想說一次買比較便宜。他們是非常有爆發力說實在的。像他們在搶單的

時候啊，像我舉個例子好了，我們曾經去一家陸資要跟他合作，他們見面禮是送什麼？IPAD，36G，生意都

還沒有做喔！他們是這樣做生意的。啊他們的 SOP 是什麼？吃飯是一定要的，晚上再帶你去 happy 一下，

這是他們的 SOP，這是真的，台灣在這邊的業務手段真的沒他們強，因為台商可能會比較考慮到成本的問題。

當初他們公司品質不是很好的時候，就去找 TOSHIBA，請 TOSHIBA 的人，然後他要 TOSHIBA 的人去把

工廠全部掃過一遍，掃到都已經全部達到日本人的標準喔！你去他們的公司看的時候，想說這是陸資工廠嗎？

一塵不染。我們曾經看過那個鐵工廠喔，地上都看不到一顆鐵屑，去電鍍廠裡面聞不到藥水味。他們就到處

學啊！吸取經驗嘛！歐洲客戶來、日本客戶來，他都盡量叫人家去稽核他，就跟人家指導嘛！說要改善什麼，

就開始砸錢，那電鍍廠聞不到味道我真的滿佩服的。(訪問紀錄 D-M-M-06-11) 

 
早期集團內 IC 設計公司 

現在台灣喔，將近是 500。這裡也就算了，大陸將近 1000 家。當然大大小小良莠不齊啦，我只是說競爭環

境已經不一樣了。以前我們在開一個產品喔，那個 ROI，作投資報酬率，還有毛利率，你的毛利率不到 50%，

那個提案不會過的!你要是 marketing，毛利率不到 50%會被打的，會被丟出去的！我們那時候做一個，起碼

都要做一個賺一個。你現在如果只有毛利率超過 50%的才做，你沒有產品可以做的，幾乎沒有！(訪問紀錄 

D-K-D-05-11) 

 
友好企業封測廠 

你說那個 g4、g6、g7 也好啦！他們雖然是跟我們同業，但他們是內資，然後他們的品質、競爭力（差）。（內

資廠商價格）可以壓下來最低，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內資政府敢砸錢，偶爾沒有被砸到就（完了），可是

客戶在做選擇的時候，有的客戶選擇價錢，那如果是比較高階的，就選我們。所以我們不會 focus 在低階的

市場，那個東西根本就…給他們做就好啦!我們一定是要 focus 在高階的嘛！ (訪問紀錄 PT-J-F-02-11) 

 
3. 下游 IC 封測業：一家 
 
G 公司（2007 年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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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司是台外合資的大型封測廠，成長快速。由於競爭激烈，半導體產業由於進入中國較晚，因此未如

某些電子業或傳統產業出現空中堡壘或完全封閉的集團。 
 
  A. 市場 
 
G 公司 2007 年宣佈與 H 公司合資進入中國，到 2011 已達 1300 人，顯示中國高階封測市場仍快速成長

中。 

H 公司（外資股份）是 40，沒有變沒有變，H 公司一直都是 40（G 公司本身佔 60%股權）。（目前公司人數）

1300 多人，我們去年才 300 人，去年一月才 300 人，現在 1300 人，所以工廠大概有四分之三都是新人，不

滿一年的新人，這很正常拉，去年只有 300 人，今年有 1300 人，代表有 1000 人是 new 的。明年我目前看

起來，大概會有 1800 到 2000 人。(訪問紀錄 PT-L-O-03-11) 

 
  B. 人才 
 

由於 G 公司在台灣是大廠，人才眾多，加上與外資在台封測廠合併，兩家母公司均許多人才，故有經驗

的人力不虞匱乏。  

一千三裡面台幹不到三十吧，算是台資企業，其實還是看人啦，但是你受傷幾次之後，你真的會不太願意相

信。真心換絕情，你對他越好，他越有可能找到越好的 JOB 然後他就拍拍屁股，台商這邊都是職業訓練所，

就是把你訓練好了之後，跳槽。(訪問紀錄 PT-L-O-03-11) 

 
  C. 合作網絡 

 

由於屬於合資企業，G 公司有一半的訂單來自外商合資公司，員工也有從外商母公司併入者，因此與其

他 G 公司在中國子公司的特質不相同，加上長期合作的大型晶圓廠，在訂單來源上較不用擔心。 
 

G 公司 

（我們）滿大一塊客戶都是大陸，我們這個廠還比較特殊啦，因為我們有一半的生意還是來自 H 公司（外

資）。這是比較特殊，不像 G 公司其他的廠真的是很本土的。（我們在）大陸有三個地方，啊四個：上海、

昆山、蘇州、威海─山東那個地方。(訪問紀錄 PT-L-O-03-11) 

 
合作的設備廠 

（空中堡壘）那是早期啊！現在當然都不行，都打通了啊，統統都會散。大家都要生存，哪管你什麼陸商、

台商！（台灣企業的品質已經）輸韓國了！(訪問紀錄 PT-L-O-03-11) 

 
  D. 競爭網絡 
 
G 公司與相同區域內的另一家大型台商競爭激烈，二者均從事高階封測的業務，而二者的母公司在台灣

亦分別與兩家大型晶圓專工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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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司跟 g3（台商）是死對頭阿，永遠都是死對頭啊！其實這邊整個半導體，從上到下，也很齊全了拉，

他自己在這邊做，不用再送到台灣那邊去，就像台灣早期半導體慢慢起來一樣，啊你都是 B 公司整串都在

這裡，他（B 公司）自己有了啊，他自己上下游都有啦！(訪問紀錄 PT-L-O-03-11) 

 
 

五、結論與討論 

 
市場或制度變遷常來自邊陲的挑戰者利用可運用資源，創造新的集體行動論述，挑戰在位者權威與地位

而產生的變遷。制度企業家在產業場域中對控制概念與集體行動邏輯的社會建構，在於能夠清楚認知外

部環境，善於利用少數資源進行重組配置，在高度結構限制與不確定市場環境中創造新的機會結構、形

塑新的利基與市場區隔；在競合賽局網絡中，計算機會與風險，運用兩面操控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
於層疊多重競爭的價值中行銷自己的控制概念，在策略行動場域中創造新的風潮，形成具有正當性的主

流集體行動邏輯，引領場域中的行動者集體學習模仿，帶動新的社會運動，在其中利用技術與財務槓桿

獲利壯大，並懂得順勢推陳出新，再創新的控制概念，吸引新而廣大的跟隨浪潮。 
 
機會所在之處，即風險所在之處。台灣半導體集團企業在進入中國前所形塑的論述，即如將進入新市場

的挑戰者，試圖創造新的控制概念，並帶起場域中此集體行動邏輯的實踐。集體行動邏輯歸納有二：追

求市場與追求人才，二者依次產業特性而重視和組合有別。商場如戰場，有成有敗，2000 年初，這些關

鍵集團中的制度企業家透過論述及遊說所集體形塑的西進社會運動，使「中國為兵家必爭之地」的論述

在場域中具高度正當性，廠商前仆後繼湧入中國。然而，隨著市場起伏、制度變遷、廠商本身技術與資

本可替代性，以及在地廠商崛起，在末期似有退潮之象。 
 
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約於 2000-2005 年為最興盛時期，在政策開放八吋晶圓廠西進後的 2003-2007 年，也

反映在集團持股比例高的廠商對中國投資重視程度高，然而，到了 2008 年國民黨再度執政，即使國家

高度傾中，集團廠商無利可圖，加上經營吃力，人才與市場均逐漸競爭不過外資與中商，重視程度因而

降低。 
 
不同集團依其次產業特性及集團條件而在形塑集體行動邏輯所運用、駕馭策略行動網絡的社會技術上有

所差別。半導體產業製造端的生產分工形式非傳統協力網亦非商品鏈，因上、中、下游各方面特性差異

均大，故以次產業為劃分依據（林亦之 2010；官逸人、熊瑞梅、林亦之 2012；Hsung and Lin 2012），
本研究聚焦於上、中、下游四個集團的網絡競合策略，指出中國的機會與風險： 
 
A 設計公司是典型跨界多重連結及針對現有資源重新組合的異質化統理結構組織創新的案例（Stark 2009, 
2012）。挾公板晶片和統包一站式完整解決方案攻佔跨國大廠低階市場，商業模式的破壞性創新創造了

新的市場及無數大小在地手機組裝公司，形成龐大的在地協力網絡與交易網絡，藉由此舉搶佔低階產品

市佔率，侵蝕跨國大廠獲利，同時積累財務資本，再透過併購具技術互補性公司，逐漸走向高階產品，

蠶食鯨吞跨國公司高階產品市場。再不斷複製此成功的商業模式，形成馬太效應。此外，產學合作、積

極培育在地人才以為己用；再者，由於地方時不時打假造成山寨機市場不確定性增加，藉由與中國中央

綁在一起─加入中國通訊技術標準聯盟，協助中國發展自有標準與技術規格，以及與品牌廠商合作，透

過連結國家及大廠強化自己存在的正當性，鞏固、甚至提升原有地位，防止因地方政治不穩定造成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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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B 製造公司以高度全球化市場導向的經營策略進入中國，然因早期遵守國家法規，未提前進行中國佈局，

進入時間較晚，市場利基已失先機，加以空間位置居劣勢，不易招募一流人才，薪資也競爭不過外資，

故人員流動率高，因此，也在 2010 年起於重要都市重點大學以晶圓共乘專案的產學合作方式培養未來

潛在客戶的中國 IC 設計人才，以及扶植大型 IC 設計客戶；再者因兩岸關係敏感，廠商母公司任何支持

性舉措均動見觀瞻，在中國人治關係導向的政治現實下，形勢比人強，較難施展抱負，同時中國竊取技

術與商業機密過於猖獗，因此即使技術與設備先進，仍無法如台灣母公司般鴻圖大展。 
 
D 製造公司在台灣法令未允許，以及中國市場環境不確定性過高的情況下，即選擇進入中國，初期係透

過集團網絡，在中國晶圓廠尚未崛起前，以母雞帶小雞式集體議價方式包裹進入中國，類似台灣協力網

絡進入中國的例子，故集團成員間有較多內部交易的經濟行動，但因其後母公司資本與技術援助受制於

台灣政府，加上中國子公司良率未如人意，內部上下游虛擬集團成員各自依需求向外連結以求生存，集

團隨時間而越趨「虛擬」與瓦解。 
 
台外合資的 G 封測公司則是最具台商拼搏精神的典型，在中國攻城掠地，採同時跨本業與多重異業的多

角化經營，且高度績效導向。由於本業是半導體下游公司，因此上、中游訂單來源具高度異質性，各國

廠商皆有；其次，因母公司以併購及合資在中國擴張勢力範圍，G 公司即是台外合資廠，因此具有外資

的技術與資本，由於為全球大廠，故更有利於接單，也因此規模越來越大，正快速成長中。 
 
半導體台商在中國所形塑及朝向的集體邏輯，一方面欲追求人才，然卻無法與外資、甚至中商競爭一流

人才，因此開始產學合作，積極培養人才及未來客戶；另一方面，欲追求市場，採取先佔低階市場，積

累資本與技術，後佔高階市場的破壞性創新似較有可能，然亦存在無法升級被中商趕超之可能。事實上，

這是後進組織在逐漸發展成熟產業的微利市場中無可避免的結構限制，如何轉限制為機會？ 
 
在中國，可能仍需從開發更多元、更新的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及更多的 IC 設計人才著手，唯有更多新

的產品市場出現，加上中國廣大內需市場作為腹地，台灣的 IC 設計公司才不致手足相殘，血流成河，IC
製造公司及封測廠也才有單可接，換言之，即須重新論述新的中國人才與市場的創造方式，做出更多更

大的餅（市場），讓人才能在市場中學習與流動，在場域中不斷論述與再製這種集體行動邏輯，形成良

性循環，使各公司均有利可圖，創造出雙贏、多贏的可能性，而非在資源高度有限的既有餅中分食，彼

此惡性競爭，如此才有可能超越大鍋飯心態與彼此掠奪的可能性，當然，最重要的前提須是：國家及各

地方政府必須制定並保證執行公平的遊戲規則，否則，在不公平競爭的官商勾結山寨市場中，必然是出

現惡質化的馬太效應：最工於殺人越貨的土匪搶到最多的資源，越惡性重大的廠商獲得越多的酬賞，如

此，則台商必淪為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任人宰割的俎上肉。 
 
 

研究限制 

一、台灣半導體廠商在 1990 年代末即已透過第三地進入中國，但無官方統計。 

二、因兩岸關係敏感及廠商公司政策所限，在聯絡時多數廠商皆告知並無中國分、子或轉投資公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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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然，因此難以訪問到政治敏感性較高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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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2年 7 月15

                                 

日 

中國半導體台商訪問心得 

 
熊瑞梅、林亦之 

 
自從 2008 年台灣政府開放兩岸關係後，台灣半導體廠商進中國投資的金額成長快速。過去台灣高科技

產業進中國投資，需要透過第三地，近年來直接投資的公司越來越多。本人國科會第三年的台灣半導體

廠商訪問訂於 2013 年 6 月 24 日至 2013 年 7 月 2 日。本人和博士後林亦之博士一起去上海和蘇州工業

區進行台灣半導體廠商的訪問。表一是每天訪問公司的行程表。 
 
 表一 上海、蘇州訪問行程表 

 6/24 
(一) 

台北-上海 

6/25 
(二) 
上海 

6/26 
(三) 

蘇州-上海 

6/27 
(四) 

蘇州-上海 

6/28 
(五) 
上海 

6/29 
(六) 
上海 

6/30 
(日) 
上海 

7/1 
(一) 
上海 

7/2 
(二) 

上海-台北 

上

午 
 10:00 

A 公司 
(中游) 

10:00 C
公司 

(下游) 

10:00 E
公司 

(中游) 

10:00 G
公司 

(設備) 

 10:00 
J 公司 
(下游) 

10:00 
K 公司 
(上游) 

 

下

午 
  14:00 D

公司 
(原料) 

14:00 F
公司 

(光電) 

 12:00 
I 公司 
(創投) 

 14:00 
L 公司 
(上游) 

 

晚

上 
17:20 G
公司 

(設備) 

19:00 B
公司 

(中游) 

  18:30 
H 公司 
(中游) 

    

 
我們已經將這些廠商訪問錄音帶，請學生謄錄，目前已有多家公司錄音謄錄稿完成。我們針對已有的記

錄，簡單摘要訪問心得。 
 

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04－170－MY3 

計畫名稱 台灣半導體產業金融網絡的變遷：制度與網絡的機制（3/3） 

出國人員

姓名 熊瑞梅、林亦之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出國時間 
102 年 6 月 24 日

至 
102 年 7 月 2 日 

出國地點 
中國上海地區（上海、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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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心得報告是從制度與產業場域的觀點來摘要主要訪問心得。2000 年以後，台商快速進中國，先是被

政府管制較少的 IC 設計公司，後續是中下游大型公司將技術較低階的工廠移入。這些台商大多聚集在

上海和蘇州一帶的工業區，中國大陸政府為了吸引這些台商將技術移入中國，在國家制度上進行誘因設

計，先是獎勵外商，後續使用更大的獎勵優惠來扶助中國本地廠商。在這個政府大力介入的產業場域中，

透過工程師的跨界流動，先是在 2000 年初的中芯國際造成第一波的移民潮，將約八百位台灣工程師及

經理人帶到大陸興建半導體廠。繼而，這些工程師在大陸不同公司流動，產生的技術移轉。這樣的流動

鑲嵌，很類似 1980 年代台灣留學矽谷的留學生回台，先將技術跨國界移轉，繼而，藉著公司間的流動，

技術擴散。台商工程師和領導階層的優勢，隨者大陸工程師及管理的知識能力提升，台灣經理幹部的優

勢受到威脅。進而造成台灣的國族認同、家庭生活佈局都產生變化。整體而言，訪問資料支持以下架構： 
 

一、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產業的優惠制度對產業的影響 

 
（一）產業制度建構與治理的特色：官方政策從混沌開放到調節緊縮 
 
中國的政策制定是先訂總綱架構，先不訂施行細則，讓廠商在混沌不明的制度環境中競爭、鑽漏洞，官

員隔山觀虎鬥，一方面看廠商自相殘殺，另一方面，觀察可能有的弊端，最後再訂施行細則將法律漏洞

補起來，並傾國家及地方資本獎勵、補貼最後勝出的廠商，將大量資源挹注在這些具濳力、有關係的國

有企業上，如苗人養蠱，最後存活的毒物獲最多好處。但有來中國十年以上的半導體廠商經理認為中國

大陸政府再製定勞動法和產業政策時，會利用各種方法讓相關利益行動者大鳴大放，最後政策的條文會

針對各種利益行動者具體規約，故這些條文的具體性和落實性很強。 
 
（二）國家及地方過度補貼本地廠商的政策，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為扶植其所謂「民族工業」，中國政府對廠商的砸錢補貼毫不手軟，國家及地方資本大量挹注企業並持

有企業股權。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及補貼優惠原因完全非市場邏輯，而是站在官員本身的業績與升遷考

量，非關懷產業發展、升級，或企業賺錢與否，人治色彩濃厚，給予企業的尋租優惠條件往往因人而異，

故前任書記答應的條件，換新書記後就不認帳，此外，地方給予的特殊優惠往往是空頭支票，仍需經中

央審批，因此最後也多給有政治資本的中國廠商，而廠商還可將所獲權益轉賣第三者，獲取大量資本；

再者，由於各種補貼，中商購置機設的成本極低，廠房亦為國有，加以國家資本雄厚，以及扶植特定產

業與特定廠商的政策因素，國家可容許虧損數年，由於並無短期即須盈利的壓力，亦不需考量成本，也

因此中國廠商敢於大量投資高風險產業及從事高風險的經濟行動。 
 
這些透過優惠補貼的市場控制政策，無法以正常的資本主義市場競合邏輯理解，堪稱「具中國社會主義

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1

                                                     
1 以光電產業中的 TFL-LCD 產業為例，「大陸家電製造商 TCL 集團旗下的華星光電 8.5 代面板廠，因為連續 3 個月產能達標，

51 億元人民幣的債務獲得豁免。TCL 集團日前公告，代表深圳市政府的深超集團已經同意豁免華星光電 8.5 代面板廠 51.01
億元的委託貸款。根據先前 TCL 集團與深超訂定的協議，深超將為華星光電提供不超過 54.1 億元的委託貸款，只要華星的

二期項目投產後連續 3 個月達到月投入 9 萬片玻璃基板的標準，該筆貸款就將獲得豁免。」（2013.06.19 工商時報） 

這些官股色彩的廠商，常藉雄厚的國家資本將競爭者逼出國內甚至全市場，或

透過國家或地方政府祭出反壟斷政策，藉稽核或指控台外商操控價格，迫使非中國大廠退出市場或交換

對中有利條件，致非中資廠商成本上升，生存不易，形成特定中資廠商獨大或寡佔的局面。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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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經濟因素造成外商和台商經營更加困難，很難與中國特意扶植的廠商競爭。而外國若祭出反補貼、

反傾銷、反不公平競爭的反制政策，則台商又會因中國因素而受害，此外，除非搞好「政府關係」，否

則，欲藉中國市場使組織成長，將因中國政府以制度壓制而使可能性越來越低。2

 
 

換言之，當廠商具有先進技術時則獲中國政府重視，反之則否。對於先進企業，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

乃至與台商合作的中國廠商，其一貫做法是全力協助，不論是金錢的交易、人力支援、政策優惠，亦不

管是任何方式，它為了進入這塊市場，可以做任何妥協、不計任何代價，因此台商很難抗拒這些人治下

的強烈誘因，然而，一旦有技術更先進、資本更雄厚的廠商進入，則對原先台商棄如敝屣，承諾亦不再。 
 

二、台灣半導體廠商的競爭優勢下降 

 
（一）中國廠商從落後者，漸漸成為競爭者 
 
為避免台灣高科技產業快速外移及政治因素，先前由於台灣高科技管制出口的制度限制，半導體廠商進

入中國佈局的時間約與外商同時，台灣廠商雖非最早大批進入中國卡位的國家、亦非移轉當時剛起步的

12 吋晶圓先進製造技術，但 IC 設計業事實上自 1990 年代初期，即已透過第三地進入中國投資，IC 製

造業及封測業亦已於 2000 年初進入中國，並為中國扶植晶圓廠、封測廠的建廠及營運人才，透過這些

關鍵人物與大批工程師流動至中國廠商或合資廠商，帶動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 
 
早期中國為引進半導體先進技術之故，高規格禮遇台商，然而當越來多美日韓跨國企業亦進入中國，將

先進於台灣的技術及製程逐漸引入中國，加上中國外歸學人回國，在規模、投資遠小於先進國廠商的情

況下，台商的競爭優勢較弱，且台商在中國市場中，如滴水入海，無法突顯競爭優勢，原先進入中國所

圖五年優惠等尋租之利亦已耗盡。由於近幾年越來越不受中國各級政府重視，加上員工薪資亦不若外商

及中商，流動率高，台商培養的中國幹部或工程師往往因挖角而跳槽，台商成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人才

訓練所，只能設法保住最重要的關鍵人才，而中國廠商如狼群般的「搶人、搶單、搶技術」，造成台商

經營愈趨困難。 
 
（二）台灣大型半導體廠商的兩岸佈局分工的接單和人才彈性化 
 
台灣上、中、下游的核心公司，到大陸投資，多半是屬於這些公司的全球佈局模式，這些公司的核心技

術和人才仍然是留在台灣。中國大陸的工廠佈局，多半是為了讓公司的接單和人才佈局能夠在空間上更

彈性化和有競爭力。台灣和大陸公司的管理可以彼此學習競爭。例如：我們訪問一家下游封測公司，公

司主管強調該公司接單，同時在台灣和大陸生產，結果台灣生產效能和品質落後大陸。反而，台灣主管

需到大陸來參觀管理經驗。台灣半導體大型廠商，在中國的研發佈局和管理，是企圖將台灣半導體廠商

在世界市場佔有的地位鞏固，故兩岸佈局管理成為這些公司正在崛起的管理機制。訪問過程中，可體會

得出，台商要能在大陸生存，必需要能適應中國大陸的講關係文化。在和中國大陸廠商合作的過程中，

除了要擔心關鍵技術被學會外，還要擔心台商在管控制度上的自我要求降低，品質和創新能力下降，換

                                                     
2
 聯發科與晨星的合併案在中國遭到拖延及有條件通過，在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到 2010 年前後，台商在中國市場的利基及試

圖成長為跨國大型企業的可能已不大不如前，一位聯發科的核心主管即指出：「中國是來爭利的，不是來讓利的，他們都是

在幫自己的公司，藉由政府補助等，是不公平的競爭環境。」（2013.09.09 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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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不論是產業或企業，兩岸已從生產鏈互補分工快速轉變為高度惡性競爭的生產互動模式。 
 
（三）中小型台商面對生存和被購併的危機 
 
在半導體廠商的組織成長策略中，併購是經常發生的現象。我們訪問過程中，便有一中國籍工程師告知

該半導體公司原是台資和陸資合作創立，原來公司還有一些高階主管及台幹，但現在則已經完全沒有台

幹。且目前這家半導體公司已經賣給純大陸國營企業公司。某公司總經理也提及大型半導體公司多半上

市，需要在股票市場上募集資本，故公司財報和產品價格的操弄是重要的，故大公司會藉著併購其他公

司，以維繫公司的生產、技術和財務能力使其快速成長。若產品價格一直在下降，企業營收多會往下降，

併購的原因主要即是為了營收（revenue）考量，將被併企業的營業額納入自己的財報，使報表看起來都

是上升的，以免影響股價。 
 

三、台幹的管理能力和認同 

 
（一）台籍幹部的領導控制壓力 
 
在員工管理上，中國籍員工較直接、強悍，亦較難管理，若不懂其文化，常無法帶領他們，甚至權力可

能被架空，因此，在中國的台籍幹部在管理時常會碰到領導統御及信任等文化隔閡，台灣母公司高層因

未久居當地而不了解中國與台灣的文化差異，無法因地制宜，因此在公司政策上常會與台幹及中國籍員

工的意見扞格，所制訂的策略亦未必能符合中國市場特殊需求（上游公司副理）。再者，台灣半導體廠

商面臨招工的壓力，及無法和外商競爭人才，加上高的勞工流動問題，此外，一位已在上海十年的台商

副總亦提及中國員工較台藉員工更 aggressive，溝通互動及管理不易，這些都是台商在中國勞力市場面

臨的主要問題。 
 
（二）外派台幹的政治認同轉向中國認同 
 
外派中國的人幾乎無法再回台灣母公司任職，人至中老年，回台亦已無其他工作可做，因此此次訪問與

兩年前（2011 年）訪問大上海地區（上海、蘇州、昆山、無錫）廠商的情況差異極大，這些台商、台幹

認知皆已改變，從原先仍打算回台灣的過客心態，多已入境問俗，說服自己落地生根，認同中國，以大

國子民為榮，甚至貶抑台灣政經現況。半導體台商除少數高階主管職為台籍以外，多數皆已進用中國籍

中、高階主管，顯示半導體台商在招募用人策略已朝向在地化，台籍幹部則因各種因素流動於不同的企

業間，3

 

也直接將技術和制度擴散至全中國。當台籍幹部無法回台，決定定居大陸後，也開始認真經營中

國的人脈和社會網絡關係，期望他日成為該公司中國經營的關鍵中介者（brokers）。台灣大公司中國分

公司非總部priority（優先考量），所有業務均由總公司分配，分公司僅為執行命令的角色，已無法回台

灣總公司，培養中國關係，透過各種正式會議及非正式聚會聯誼，經營當地及外企政商人脈。 

                                                     
3 例如原先在台灣招募 800 餘人為其建廠營運的中芯國際，迄今僅餘 200 台藉員工在廠內。許多關鍵人物則或因離職、或因

挖角而成為其他中國半導體公司的高層，直接將台灣經驗移植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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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2年 7 月15

                                 

日 

中國半導體台商訪問心得 

 
熊瑞梅、林亦之 

 
自從 2008 年台灣政府開放兩岸關係後，台灣半導體廠商進中國投資的金額成長快速。過去台灣高科技

產業進中國投資，需要透過第三地，近年來直接投資的公司越來越多。本人國科會第三年的台灣半導體

廠商訪問訂於 2013 年 6 月 24 日至 2013 年 7 月 2 日。本人和博士後林亦之博士一起去上海和蘇州工業

區進行台灣半導體廠商的訪問。表一是每天訪問公司的行程表。 
 
 表一 上海、蘇州訪問行程表 

 6/24 
(一) 

台北-上海 

6/25 
(二) 
上海 

6/26 
(三) 

蘇州-上海 

6/27 
(四) 

蘇州-上海 

6/28 
(五) 
上海 

6/29 
(六) 
上海 

6/30 
(日) 
上海 

7/1 
(一) 
上海 

7/2 
(二) 

上海-台北 

上

午 
 10:00 

A 公司 
(中游) 

10:00 C
公司 

(下游) 

10:00 E
公司 

(中游) 

10:00 G
公司 

(設備) 

 10:00 
J 公司 
(下游) 

10:00 
K 公司 
(上游) 

 

下

午 
  14:00 D

公司 
(原料) 

14:00 F
公司 

(光電) 

 12:00 
I 公司 
(創投) 

 14:00 
L 公司 
(上游) 

 

晚

上 
17:20 G
公司 

(設備) 

19:00 B
公司 

(中游) 

  18:30 
H 公司 
(中游) 

    

 
我們已經將這些廠商訪問錄音帶，請學生謄錄，目前已有多家公司錄音謄錄稿完成。我們針對已有的記

錄，簡單摘要訪問心得。 
 

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04－170－MY3 

計畫名稱 台灣半導體產業金融網絡的變遷：制度與網絡的機制（3/3） 

出國人員

姓名 熊瑞梅、林亦之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出國時間 
102 年 6 月 24 日

至 
102 年 7 月 2 日 

出國地點 
中國上海地區（上海、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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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心得報告是從制度與產業場域的觀點來摘要主要訪問心得。2000 年以後，台商快速進中國，先是被

政府管制較少的 IC 設計公司，後續是中下游大型公司將技術較低階的工廠移入。這些台商大多聚集在

上海和蘇州一帶的工業區，中國大陸政府為了吸引這些台商將技術移入中國，在國家制度上進行誘因設

計，先是獎勵外商，後續使用更大的獎勵優惠來扶助中國本地廠商。在這個政府大力介入的產業場域中，

透過工程師的跨界流動，先是在 2000 年初的中芯國際造成第一波的移民潮，將約八百位台灣工程師及

經理人帶到大陸興建半導體廠。繼而，這些工程師在大陸不同公司流動，產生的技術移轉。這樣的流動

鑲嵌，很類似 1980 年代台灣留學矽谷的留學生回台，先將技術跨國界移轉，繼而，藉著公司間的流動，

技術擴散。台商工程師和領導階層的優勢，隨者大陸工程師及管理的知識能力提升，台灣經理幹部的優

勢受到威脅。進而造成台灣的國族認同、家庭生活佈局都產生變化。整體而言，訪問資料支持以下架構： 
 

一、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產業的優惠制度對產業的影響 

 
（一）產業制度建構與治理的特色：官方政策從混沌開放到調節緊縮 
 
中國的政策制定是先訂總綱架構，先不訂施行細則，讓廠商在混沌不明的制度環境中競爭、鑽漏洞，官

員隔山觀虎鬥，一方面看廠商自相殘殺，另一方面，觀察可能有的弊端，最後再訂施行細則將法律漏洞

補起來，並傾國家及地方資本獎勵、補貼最後勝出的廠商，將大量資源挹注在這些具濳力、有關係的國

有企業上，如苗人養蠱，最後存活的毒物獲最多好處。但有來中國十年以上的半導體廠商經理認為中國

大陸政府再製定勞動法和產業政策時，會利用各種方法讓相關利益行動者大鳴大放，最後政策的條文會

針對各種利益行動者具體規約，故這些條文的具體性和落實性很強。 
 
（二）國家及地方過度補貼本地廠商的政策，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為扶植其所謂「民族工業」，中國政府對廠商的砸錢補貼毫不手軟，國家及地方資本大量挹注企業並持

有企業股權。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及補貼優惠原因完全非市場邏輯，而是站在官員本身的業績與升遷考

量，非關懷產業發展、升級，或企業賺錢與否，人治色彩濃厚，給予企業的尋租優惠條件往往因人而異，

故前任書記答應的條件，換新書記後就不認帳，此外，地方給予的特殊優惠往往是空頭支票，仍需經中

央審批，因此最後也多給有政治資本的中國廠商，而廠商還可將所獲權益轉賣第三者，獲取大量資本；

再者，由於各種補貼，中商購置機設的成本極低，廠房亦為國有，加以國家資本雄厚，以及扶植特定產

業與特定廠商的政策因素，國家可容許虧損數年，由於並無短期即須盈利的壓力，亦不需考量成本，也

因此中國廠商敢於大量投資高風險產業及從事高風險的經濟行動。 
 
這些透過優惠補貼的市場控制政策，無法以正常的資本主義市場競合邏輯理解，堪稱「具中國社會主義

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1

                                                     
1 以光電產業中的 TFL-LCD 產業為例，「大陸家電製造商 TCL 集團旗下的華星光電 8.5 代面板廠，因為連續 3 個月產能達標，

51 億元人民幣的債務獲得豁免。TCL 集團日前公告，代表深圳市政府的深超集團已經同意豁免華星光電 8.5 代面板廠 51.01
億元的委託貸款。根據先前 TCL 集團與深超訂定的協議，深超將為華星光電提供不超過 54.1 億元的委託貸款，只要華星的

二期項目投產後連續 3 個月達到月投入 9 萬片玻璃基板的標準，該筆貸款就將獲得豁免。」（2013.06.19 工商時報） 

這些官股色彩的廠商，常藉雄厚的國家資本將競爭者逼出國內甚至全市場，或

透過國家或地方政府祭出反壟斷政策，藉稽核或指控台外商操控價格，迫使非中國大廠退出市場或交換

對中有利條件，致非中資廠商成本上升，生存不易，形成特定中資廠商獨大或寡佔的局面。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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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經濟因素造成外商和台商經營更加困難，很難與中國特意扶植的廠商競爭。而外國若祭出反補貼、

反傾銷、反不公平競爭的反制政策，則台商又會因中國因素而受害，此外，除非搞好「政府關係」，否

則，欲藉中國市場使組織成長，將因中國政府以制度壓制而使可能性越來越低。2

 
 

換言之，當廠商具有先進技術時則獲中國政府重視，反之則否。對於先進企業，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

乃至與台商合作的中國廠商，其一貫做法是全力協助，不論是金錢的交易、人力支援、政策優惠，亦不

管是任何方式，它為了進入這塊市場，可以做任何妥協、不計任何代價，因此台商很難抗拒這些人治下

的強烈誘因，然而，一旦有技術更先進、資本更雄厚的廠商進入，則對原先台商棄如敝屣，承諾亦不再。 
 

二、台灣半導體廠商的競爭優勢下降 

 
（一）中國廠商從落後者，漸漸成為競爭者 
 
為避免台灣高科技產業快速外移及政治因素，先前由於台灣高科技管制出口的制度限制，半導體廠商進

入中國佈局的時間約與外商同時，台灣廠商雖非最早大批進入中國卡位的國家、亦非移轉當時剛起步的

12 吋晶圓先進製造技術，但 IC 設計業事實上自 1990 年代初期，即已透過第三地進入中國投資，IC 製

造業及封測業亦已於 2000 年初進入中國，並為中國扶植晶圓廠、封測廠的建廠及營運人才，透過這些

關鍵人物與大批工程師流動至中國廠商或合資廠商，帶動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 
 
早期中國為引進半導體先進技術之故，高規格禮遇台商，然而當越來多美日韓跨國企業亦進入中國，將

先進於台灣的技術及製程逐漸引入中國，加上中國外歸學人回國，在規模、投資遠小於先進國廠商的情

況下，台商的競爭優勢較弱，且台商在中國市場中，如滴水入海，無法突顯競爭優勢，原先進入中國所

圖五年優惠等尋租之利亦已耗盡。由於近幾年越來越不受中國各級政府重視，加上員工薪資亦不若外商

及中商，流動率高，台商培養的中國幹部或工程師往往因挖角而跳槽，台商成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人才

訓練所，只能設法保住最重要的關鍵人才，而中國廠商如狼群般的「搶人、搶單、搶技術」，造成台商

經營愈趨困難。 
 
（二）台灣大型半導體廠商的兩岸佈局分工的接單和人才彈性化 
 
台灣上、中、下游的核心公司，到大陸投資，多半是屬於這些公司的全球佈局模式，這些公司的核心技

術和人才仍然是留在台灣。中國大陸的工廠佈局，多半是為了讓公司的接單和人才佈局能夠在空間上更

彈性化和有競爭力。台灣和大陸公司的管理可以彼此學習競爭。例如：我們訪問一家下游封測公司，公

司主管強調該公司接單，同時在台灣和大陸生產，結果台灣生產效能和品質落後大陸。反而，台灣主管

需到大陸來參觀管理經驗。台灣半導體大型廠商，在中國的研發佈局和管理，是企圖將台灣半導體廠商

在世界市場佔有的地位鞏固，故兩岸佈局管理成為這些公司正在崛起的管理機制。訪問過程中，可體會

得出，台商要能在大陸生存，必需要能適應中國大陸的講關係文化。在和中國大陸廠商合作的過程中，

除了要擔心關鍵技術被學會外，還要擔心台商在管控制度上的自我要求降低，品質和創新能力下降，換

                                                     
2
 聯發科與晨星的合併案在中國遭到拖延及有條件通過，在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到 2010 年前後，台商在中國市場的利基及試

圖成長為跨國大型企業的可能已不大不如前，一位聯發科的核心主管即指出：「中國是來爭利的，不是來讓利的，他們都是

在幫自己的公司，藉由政府補助等，是不公平的競爭環境。」（2013.09.09 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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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不論是產業或企業，兩岸已從生產鏈互補分工快速轉變為高度惡性競爭的生產互動模式。 
 
（三）中小型台商面對生存和被購併的危機 
 
在半導體廠商的組織成長策略中，併購是經常發生的現象。我們訪問過程中，便有一中國籍工程師告知

該半導體公司原是台資和陸資合作創立，原來公司還有一些高階主管及台幹，但現在則已經完全沒有台

幹。且目前這家半導體公司已經賣給純大陸國營企業公司。某公司總經理也提及大型半導體公司多半上

市，需要在股票市場上募集資本，故公司財報和產品價格的操弄是重要的，故大公司會藉著併購其他公

司，以維繫公司的生產、技術和財務能力使其快速成長。若產品價格一直在下降，企業營收多會往下降，

併購的原因主要即是為了營收（revenue）考量，將被併企業的營業額納入自己的財報，使報表看起來都

是上升的，以免影響股價。 
 

三、台幹的管理能力和認同 

 
（一）台籍幹部的領導控制壓力 
 
在員工管理上，中國籍員工較直接、強悍，亦較難管理，若不懂其文化，常無法帶領他們，甚至權力可

能被架空，因此，在中國的台籍幹部在管理時常會碰到領導統御及信任等文化隔閡，台灣母公司高層因

未久居當地而不了解中國與台灣的文化差異，無法因地制宜，因此在公司政策上常會與台幹及中國籍員

工的意見扞格，所制訂的策略亦未必能符合中國市場特殊需求（上游公司副理）。再者，台灣半導體廠

商面臨招工的壓力，及無法和外商競爭人才，加上高的勞工流動問題，此外，一位已在上海十年的台商

副總亦提及中國員工較台藉員工更 aggressive，溝通互動及管理不易，這些都是台商在中國勞力市場面

臨的主要問題。 
 
（二）外派台幹的政治認同轉向中國認同 
 
外派中國的人幾乎無法再回台灣母公司任職，人至中老年，回台亦已無其他工作可做，因此此次訪問與

兩年前（2011 年）訪問大上海地區（上海、蘇州、昆山、無錫）廠商的情況差異極大，這些台商、台幹

認知皆已改變，從原先仍打算回台灣的過客心態，多已入境問俗，說服自己落地生根，認同中國，以大

國子民為榮，甚至貶抑台灣政經現況。半導體台商除少數高階主管職為台籍以外，多數皆已進用中國籍

中、高階主管，顯示半導體台商在招募用人策略已朝向在地化，台籍幹部則因各種因素流動於不同的企

業間，3

 

也直接將技術和制度擴散至全中國。當台籍幹部無法回台，決定定居大陸後，也開始認真經營中

國的人脈和社會網絡關係，期望他日成為該公司中國經營的關鍵中介者（brokers）。台灣大公司中國分

公司非總部priority（優先考量），所有業務均由總公司分配，分公司僅為執行命令的角色，已無法回台

灣總公司，培養中國關係，透過各種正式會議及非正式聚會聯誼，經營當地及外企政商人脈。 

                                                     
3 例如原先在台灣招募 800 餘人為其建廠營運的中芯國際，迄今僅餘 200 台藉員工在廠內。許多關鍵人物則或因離職、或因

挖角而成為其他中國半導體公司的高層，直接將台灣經驗移植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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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2年 7 月30

                                 

日 

 

國際社會網絡西安會議心得報告 

 

熊瑞梅 

 
國際社會網絡會議第一次在中國大陸西安舉辦，開會時間是 2013 年 7 月 11 日到 16 日。整個會議的安

排是由西安交通大學和中國社會學會分支中國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協會共同主辦。會議的場次分成中文

和英文場次，本人參加了英文和中文場次，本次會議心得報告將以英文場次的心得為主。 
 
這份會議心得報告將重點放在幾位重量級的演講。第一天開幕式的主講者是林南教授的經濟鑲嵌性的理

論辯論。林南先回顧了經濟鑲嵌論在社會學發展的歷史，特別是以 Mark Granovetter 以來的聯繫和網絡

的鑲嵌性為主軸來反省。在此次的演講中，他主要針對經濟社會學家認為是先有經濟行動對象的目的，

才有針對目的動員的社會網絡鑲嵌機制的限制。林南認為在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和網際網路社

會發展的經驗中，也呈現另外一種經濟與社會的運作機制；亦即，先有社會關係網絡，才有經濟行動的

可能性。在中國社會，有關係才能有效地發展經濟行動交易；在網際網路社會，許多人經營網站的人氣

網絡能量，自然會帶來商機。林南所提出來的先有社會關係網絡，才有經濟行動的論點，在本次國際社

會網絡會議中造成很大的迴響。 
 
第二天的主講分成兩個場次，第一場次精彩的林南和 Ron Burt 的社會資本的位置網絡和結構洞的理論與

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04－170－MY3 

計畫名稱 
台灣半導體產業金融網絡的變遷：制度與網絡的機制（3/3） 

出國人員

姓名 
熊瑞梅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2 年 7 月 12 日 至 
102 年 7 月 15 日 
(7/16─7/19 日參加

Structural Holes and 
ERG 模型工作坊) 

會議地點 

 
 
中國西安 

會議名稱 
(中文)國際社會網絡分析會議 2013 年西安會議 
(英文) INSNA (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nference) 
2013 Xi'an Conference 

發表題目 
(中文)組織與個人社會資本對信任的因果效果 
(英文) Causal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on Trust 



2 
 

測量的對話。另一場次則是先進的社會網絡和分析的展望。以下的心得報告將放在這兩場次的理論對話

經驗分享。 
 

一、Nan Lin and Ron Burt 的社會資本理論對話 

 
不論是Ron Burt或是林南的位置網絡社會資本理論，都強調社會網絡的投資和回收。Burt強調社會網絡

如何提供某些人某些優勢，而且估計相對於其他要素，社會資本的優勢程度為何？測量這些網絡社會資

本的優勢可行的方法可和其他同樣達成相同目的的其他社會行動來比較。一些基本的社會結構問題是何

謂能夠定義社區的社會網絡集合？換言之，林南的觸及的位置網絡，並無法測量一個人的個人社會，亦

即個人社會網絡成員間關係的密度。 
 
Ron Burt 和林南最精彩的辯論在於個人網絡和總體網絡間的連結機制。林南的觸及網絡測量無法關照整

體網絡。林南的觸及網絡測量中最大的貢獻就是掌握到個人網絡資源的異質性和資源能量。但Ron Burt
掌握到一個人如何將個人網絡和整體網絡的資源連結，在局部和全面網絡的連結中，能動員多少結構洞

的利益資源，產生更大的槓桿資源動員量和橋樑者角色的功能。Ron Burt辯稱若從地方局部的網絡來看，

一個人的個人網絡中，誰是社會網絡的引力核心？這個引力核心的主要人物為何？誰在這個網絡中具有

優勢？誰在這個網絡中具有產生槓桿效應最大的功能？使用完整網絡資料的社會網絡分析可以清楚地

釐清局部和全面網絡。這些網絡位置可以有效地使用網絡中介者的訊息。這些網絡中介者使用的日常生

活網絡是能觸及多元化的網絡，盡量讓自己的觸及網絡訊息的廣度及大化（網路成員的展現特質）。透

過個人網絡，訊息的時間也快，及套利的優勢也大。Ron Burt 這樣的看法，便和林南的位置網絡觀點有

可互通之處。 
 
對於Burt而言，和林南一樣關懷特殊的網絡結構位置產生的回收。網絡結構洞中介位置的優勢可以解釋

人們的工作表現和工作報酬50%，特別是領導者和企業家的成就能力。社會資本的概念從1970年代

Granovetter的弱聯繫，Cook and Emerson的交換論，Freeman的網絡中介者的集中性分數，對於衡量網絡

橋樑者位置可以槓桿的能量有影響。Burt先關懷這種個人異質化的網絡位置，具有結構自主性，之後使

用結構洞的位置，來說明這個位置可以套利產生槓桿效益的社會資源回收能量。 
 

二、林南和 Burt 在定位法和定名法測量的辯論 

 
林南的定位法的網絡測量，可以延伸到小世界；故可視為一個逆向小世界的測量(reverse small world)。
林南的位置網絡比較可能掌握小世界的原理，因為他可以套出人們可能觸及的三教九流，若每個人都蒐

集觸及網絡的人名，則經過幾個人的共同認識朋友，人們的朋友變彼此相通。定位法最大的創意，在於

社會資源分布的集合，一個人可以觸及到的社會結構位置資源集合包括職業團體，社團，政治權力位置

或地區分布，這些位置都代表了資源分布的不平等。如此，可以將網絡中的各個集合先找出來，再看不

同團體間連結的可能性。定位法關懷位置網資源的差異可以預測哪些行動成果？ 
 
但若我們使用定名法的網絡測量方法，網絡比較重疊，故每個人的核心私密網絡之間彼此比較熟悉，也

相對和別人的網絡不會重疊太多，網絡也很難往多元異質的其他網絡連結，故不易測量出大型網絡的小

世界現像。Burt在這次的定名法和定位法的對話，他進行了兩種測量方法的比較。他認為位置網絡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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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1）是一個很有效的預測工具，（2）可以正確的預測各類行動成果，（3）很容易整合層級位置

集合（林南的位置強調在社會機會結構的層級化的資源分配），（4）這種測量方法比較不會侵犯個人

的隱私權。不重視重疊的實際的接觸者和聚集者，比較強調不同的位置團體。 
 
但在現實社會人們的真實網絡中，聚集網絡的成分居多，但橋樑連結的部分少。位置網絡缺點在於：（1）
需要對既有的位置和聚集要有相關知識訊息，如何區分位置的分布，要有足夠的理由。是否將相關的人

放在同一類屬中？是否將不同的人分開？網絡的內容是不同的，觸及位置，有人是親屬，有人是朋友。

有沒有遺漏的社會結構位置，位置定位缺少理論和實証研究的整合基礎。用哪些位置就決定找出多少人，

同一地位很多職業團體，如何選擇哪個位置來測量？ 
 
反之，定名法的網絡測量較穩定且有信度，也可預測行動結果。優點是（1）直接測量個人親密網絡結

構密度，網絡的結構是比較接近一個人真實的個人網絡，也比較能接近網絡理論。（2）定名法網絡測

量，套出網絡成員所花時間較少。網絡內容和受試者的經驗比較一致。缺點是（1）這種方法比較直接

侵犯對方的隱私權，（2）也比較費時昂貴，需要詢問網絡成員間的關係，及每個成員的訊息。 
 
Ron Burt 是林南的學生，但在社會資本的網絡測量上，兩人堅守各自的想法，聽完這場辯論，我對這兩

種測量方法的優缺點，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三、Pattison 和 Galaskiewicz 的進階網絡演講 

 
Pattison, Robins and Wang等人在澳洲長期發展了社會網絡的指數隨機圖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s)，近年來開始從事模擬分析研究。重點放在網絡聯繫變數的解釋，在解釋網絡成員間的兩兩關係

時，網絡聯繫間具有一些網絡結構的慣性，網絡的不變和變動聯繫的變動速度和機率是不同的，故在預

測網絡變化的模型時，需要預設未來網絡結點間距離相近性(proximity)在時間上或兩者聯繫間的依賴性，

才能更貼近真實資料的預測。這些網絡結點間的距離相近性會出現層級化的結構現像。他們將這些親近

性的測量使用兩面向的軸在空間上展示這樣的距離差異。只是他們想要充分掌握的是長時期資料間存在

的網絡結點間的依賴性。網絡的層級結構來自於結點間的親近性和聯繫與否的程度上的層級分布使然。

在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中，強調人們觸及的結點的資源是金字塔的層級分布。林南理論中的問題是這個

金字塔的預設不夠複雜，太簡單；Pattison等人主張層級結構的預設會反映在網絡結點間的凝聚力、收斂

性、搭網絡結點間短距離和長距離橋樑的可能性。他們發展這些模型，參考了社會網絡分析模型中Snijders 
and Handcock等人的相關網絡效應參數的有效參數的觀點，從其中獲得一套有趣又有效的新模型。他們

將這些模型應用在各類型的網絡經驗研究資料分析中，也展現了這些新模型的活力和用途。 
 
另一場進階演講是展示網絡研究的設計應用在國際關係的環境政策網絡的研究上。Galaskiewicz是長期

從事組織發展研究的學者，這次介紹的研究的資料主要放在十一個環境法案上，包括國際管制黥魚條例。

全球環境政體長期發展是相當成功的，可從相關法案國與國的影響網絡來分析說明之。在1980年僅有三

個環境合約完成，1993年簽了九個協約。到了2010年有11個合約，大或小國，窮或富國都有簽合約。他

們有興趣的研究問題是有關環保合約協定的擴散速度和國家間的網絡親近性是有關聯的。為何有些國家

批准合約比較快，有些國家沒有簽約？國家間的各類型交易和網絡會影響簽約快慢的過程。一個國家的

經濟和軍事力量是否介入合約簽訂的早晚過程？這場演講又展現了網絡分析可以應用國際關係網絡上。

John Meyer 和他的學生爭論國家不再像以前一樣那麼重要，現在有一些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全球化後，

許多全球化的組織開始在影響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而這些遊戲規則會像傳染病一樣傳遞到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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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r (1997) 列出1870至1990年間在全球成立的全球性國際組織，這些組織都指出全球永續生存的問題。

越來越多學者關心世界社會的議題，國際關係研究者越來越認知到國家間的聯繫越來越重要，國際間的

組織互相學習。為了要保證國家間的關係良好，許多國家間的同輩關係（友誼關係）會造成許多國家間

政策的彼此模仿和傳遞擴散。國際關係文獻支持國家行為是由國家利益和國內狀況而定， 
 
假設在國際關係網絡中，國家的集中性或影響力分數低，則對同輩的影響會較小。第一、弱國家需要和

強國的朋友聯盟，這些弱國在乎這些強國的聲譽，弱國跟著其他國家的聯繫風上來學習。有權力的國家

常常是獨特的，因為他們常常是複雜的過程，其他國家的經驗不總是相關和有意義。有權力的國家有比

較多的全球聯繫，但弱國有比較多的教區的地方聯繫。結果總是這些有權力國家的網絡是網絡的複雜度

很高。這個研究使用網絡效應的觀點，依賴變項是國家是否在某一年簽訂某類型和約。網絡的變數和依

賴變項有一年的時間落差。加入國家受影響的矩陣，社會影響力的效應，是和國家亦被感染性同時影響。

二者關係的效應，對方對自己的影響，是影響力效應，但自己是否有高機率採納，則是對影響的感染性。

國家的社會影響力和國家的感染力是相關聯的。可以建立一個組合指標，國家影響力的組合指標六個國

家間網絡的指標來代表網絡關係，外交關係、IGO的共同成員，資本間地理距離，宗教傳統的親近性，

相同語言傳統，國民所得的親近性。將所有十一個合約的資料合併，使用discrete tim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比較沒有權力的國家，若和他各類型網絡指標比較親近時，則比較可能學習模仿採納新合約。這些經濟

和外交關係網絡親近性的國家行為不會影響比較有權力的國家。比較有權力的國家若宗教和語言相近的

國家簽約，對這些國家簽約的可能性較低。 
 
這個演講啟發我們國際關係政策是國與國之間互相學習創造的政體。一個國家若富有，巨大，且有權力，

比較不會受到他的社會網絡的聲譽的影響傷害。使用網絡分析可以看出這世界國家間的關係證明國際關

係社群是一個全球村，Harrington提及的兩極化不是直接緊急的問題，比較重要的是弱國如何在這個全

球村中獲得指引，有效地成為全球村的一員。在氣候變遷的政策網絡上，在政策網絡中也看到兩極化的

圖像；若政策網絡中沒有霸權，則政體會成為無政府狀態，若要克服多重聚集中的多重對立兩極結構，

則跨不同聚集的企業家和橋樑者角色變得很重要。 
 

四、結論 

 
這是第一次世界社會網落會議在亞洲舉辦，中國大陸這次會議和中國社會學會的分支會中國社會網和社

會資本學會合辦。中國社會網絡學會也組織了和英文同時斷場次的中文論文發表。這樣的國際社會網絡

會議是在過去比較少見的；此外，在世界社會網絡會議結束後，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邀請了參加此次

大會的重要學者Ronald Burt和Garry Robins進行四天的7/16─7/19日structural holes and ERG模型的工作

坊。本人和西安交大社會系協商，允許我們一行多人從台灣來參加大會的學者和學生，免費參與這個工

作坊。故這次另一個很大的收穫，是能更仔細地學習ERG模型。最後，我們還當面邀請Robins教授明年

12月來台灣籌組工作坊，讓更多台灣學子能學到有關社會網絡的統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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