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專題報告 

 2021–03 

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台灣半導體產業面對國際 

政經環境變動的挑戰及因應 



 

 

 

 

 

 

 

 

 

 

 

 

 

 

 

 

 

 

 

 

 

 

 

 

 

 

 

 

 

 

 

 

 

 

 

 

 

 

財團法人中技社(CTCI Foundation)創立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以「引進科技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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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工業是 IC 電子工業的基礎，半導體技術的不斷創新帶動產品進步和

產業發展，不僅應用在電腦、智慧型手機、汽車、工業設備、甚至國防領域，也

創造 5G、AIoT、量子電腦等新興技術的應用。依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協會 WSTS

資料，全球半導體市場自 1991 年的 546 億美元成長至 2021 年的 5,500 億美元，

預估 2022 年市場規模可突破 6,000 億美元。從半導體的特性和發展歷程來看，產

業核心關鍵在於研發技術的建立和累積，進而發展資本規模的產業競爭優勢。

2000 年以前美國在半導體產品和市場冠居全球，擁有良好的技術和研發能力，市

場占有率超 3 成，其次為亞太、日本和歐洲地區；後來南韓及我國等亞太國家以

優質研發能力、製程技術及獨特分工模式快速發展，而中國大陸亦在未盡公平的

貿易和產業政策扶植下追趕各國。 

2020 至 2021 年歷經新冠疫情封城、美中科技對峙，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面臨

斷鏈影響營運、部分停工拉大汽車電子、消費電子元件的缺口衍生晶片荒，而台

灣以先進製程技術加上緊密可信的產業聚落在全球產業鏈中一枝獨秀。各國開始

留意到長久以來電子製造業為節省人力成本，而將部分產能外移至東南亞、印度、

中國大陸等地，包含美中兩國、歐盟、日本、韓國等紛紛提出自己的半導體產業

戰略，欲建設本土半導體產業鏈以擺脫對於某些地區或企業的過度依賴。 

隨著新興科技發展需求和複雜的國際政經局勢，加上「國家意志」的大力推

動，資本市場更加青睞半導體產業，未來 5～10 年內全球會在半導體領域投入至

少 1.5 兆美元，而半導體產業原先的全球分工，是否將從此改變為半球化或區域

性尚難評斷。可預見的是半導體關連未來關鍵產業的發展，2～3 成產能重新在台

灣以外的地區建置勢在必行，過去追求極致效率的生產模式，必須納入供應鏈韌

性的相關成本，並且掌握同盟的機遇。2021 年適逢李國鼎資政逝世 20 週年紀念，

由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和許多產業界重要創辦人、領導

人齊聚「李國鼎紀念論壇」紀念並研討半導體未來布局，論壇提到 2 個重要的挑

戰－「地緣政治難解」和「科技人才短缺」，值此之際格外具有意義。台灣在先進

製程技術能量已使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市場重要的成員，但本於企業誠信正直、

永續經營的社會責任，一方面繼續確保站在技術領先的位置，平衡各方科技產業

利益和各國政府需求，與合作的企業或國家共存共榮。另方面如何協助產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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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和聚落的優勢，減低國際地緣政治對於個別（中小型）企業營運的風險；同時

也藉由全球供應鏈對於高風險環節的盤點，強化國內產業發展所需的諸多要素和

生產環境，包括國際化經營和跨領域人才的養成，均是產業和政府需要高度重視

的課題。 

中技社於 1959 年由李國鼎先生及中油公司總經理金開英先生發起成立，以

引進國外工程技術、培育科技人才及協助國內經濟建設為宗旨，並設立獎學金，

獎項先後以李遠哲、朱經武、李國鼎、金開英、孫運璿、李登輝先生等對於國家

社會科研財經著有貢獻人士命名；一甲子以來獎學金得主遍及海內外各行各業，

以 1985～2005 年此時期為例，近四分之一得主曾在電子電機產業貢獻所學，2006

年迄今發放的研究獎學金中也有 3 成以上得主在高科技產業就業。近年為協助產

業升級轉型，秉持政策智庫角色，邀集各界專家共同研討美中貿易戰、科技戰衍

生有關供應鏈重整、科技創新與智財保護等諸多議題，辦理論壇和出版專題報告。

有感於半導體產業的榮景象徵台灣以出口導向的經濟成果，相關產業的發展是在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成長茁壯，國人也以製程技術獨占鰲頭為榮，但在面對國際政

經變局的風口上必須謹慎應對。因此邀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史欽泰前院長、

東華大學高長榮譽教授、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金聯舫前副院長 3 位擔任議題召

集人。史前院長曾任工研院院長、董事長，是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先鋒者，參

與首波半導體技術引進，協助聯電、台積電、世界先進等公司設立；高教授歷任

國安會副秘書長、陸委會副主委，對於兩岸經貿、台商經營投資有長年的關注研

究；金副院長曾任 IBM 全球業務暨服務副總裁、台積電全球業務暨服務資深副

總，深諳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本專題報告得以完成，感謝研究團隊：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

展所蘇孟宗所長、彭茂榮經理、江柏風資深產業分析師、黃慧修產業分析師，及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簡錦漢研究員、中華經濟研究院王文娟前副所長、葉長城

助研究員等專家協助各主要國家半導體產業戰略研究。同時為瞭解國內半導體供

應鏈業者在美中貿易紛爭、後疫情時代與高度地緣政治風險下的採購營運策略和

問題，委請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白宗城理事長、與中華經濟研究院陳馨蕙助

研究員、梁凱惟輔佐研究員，及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葉國俊教授等共同合作，

完成相關的調查訪問並提出建議，亦感謝多位半導體高階經理人不吝提出分析、

產業訊息、經營策略與相關建議，供政府產業政策及產業布局策略之參考。同時

謝謝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所吳文慶技術總監，提供寶貴的諮詢意見。謹對

於以上協助本專題研討和未及備載的專家先進致上敬意與謝意。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 文 炎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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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過去台灣半導體產業猶如國家經濟象徵，相關產業發展在國家協助及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自行繁榮壯大，包含台積電的晶圓代工產業已經成長為世界指標級的

全球企業，現在更是成為台灣和許多國家的國家安全重要環節。過去半導體供應

鏈是市場機制運作下的結果，但因應地緣政治，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短鏈化/自主化

已蔚為潮流，各國政府也積極注資其中，意圖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以台灣半導體產業來說，除面臨競爭對手的技術追趕外，如何克服美中科技

霸權競奪，以及後疫情全球供應鏈「去中心化」風潮衍生的地緣政治困擾，同時

掌握新時代的商機，繼續保持全球領先優勢，值得深入研究。有鑑於此，本專題

報告將討論我國半導體產業在面臨外在經貿、政治環境劇變下，如何能掌握優勢、

抓住機會成為契機，希冀具體化產業可掌握的機會及可能面臨的挑戰，並提出對

政府及企業的建言。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共分九章，除首章為緒論，第二、三章先檢視全球半導體供應鏈

的發展概況，及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優勢、限制與挑戰。第四、五、六

章分別研析美國、中國大陸與歐日韓等主要國家的半導體因應戰略，與未來政策

動向；各國不約而同提出中長期半導體業發展計畫，都將投入龐大資金發展自主

可信任的半導體業供應鏈，美國和歐盟將加大力度爭取更多的全球市占，並在該

產業實現自給自足，而亞洲（主要指台、韓）將鞏固其在全球市場上現有的製造

業主導地位，並精進晶片技術；中國大陸將追求供應鏈完整性和現代化，未來半

導體全球供應鏈出現大洗牌之勢已不可免。 

第七章摘整國際產業預測機構對於全球半導體產業趨勢與可能策略，第八章

聚焦國內半導體供應鏈商採購經理人調查分析，旨在瞭解未來半導體產業發展和

國內相關供應鏈在採購營運策略的變化。第九章提出國際地緣情勢下台灣半導體

產業地緣政治壓力(P)、市場供需趨勢(E)、社會承載能耐(S)、產業技術演變(T)分

析，最後對台灣半導體產業因應國際情勢變化的中長期策略提出建言。 

三、研究結論 

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STS）統計 2021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較 2020

年成長 19.7%，WSTS 預測未來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動能均為正向；不過 Gartner

和 IC Insight 則分別預測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轉為負成長。在半

導體產業的需求面，中國大陸為第一大半導體市場大國，2020 年在美中貿易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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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比重稍微降低；第二、三大比重則為亞太地區（主要為東南亞、韓國、台灣，

不包括大陸及日本）及美國。各區域市場所需要之半導體類別也不同，如美國以

運算用半導體為主、日本以車用半導體為主。而在半導體產業的供給面，美國、

台灣和韓國分居半導體產業產值排名前三。在運算用、通訊用與車用三大領域中，

對於半導體晶片的需求最為急迫，因此也討論這些廠商的最新動向。 

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已位居全球第二名，但仍面臨中國大陸政府積極扶植產

業；大陸挖角人才；美日歐積極邀請台灣半導體產業前往設廠；韓國以國家之力

強化其產業等四大威脅。而美國在對於大陸崛起所做出的回應也值得觀察，台灣

半導體業者面臨在美國建立「去中化」供應鏈或至大陸建立「去美化」供應鏈的

機會，當然有其相對應的挑戰，例如如何從單純供應商轉為生產製造夥伴聯盟，

在當地聘雇人力並妥善管理等。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相對較晚，但政府傾一國之力支持，產業成長快速。

目前半導體產品的自給率仍低，地緣政治也將影響其技術升級的方式及速度。台

灣半導體產業將面對美中強權間選邊站的情況，如何能創造左右逢源將是目標。 

而歐洲、日本、韓國在半導體產業皆佔有一席之地，在供應鏈各環節扮演不

同角色。歐洲依當地需求發展車用半導體；日本過去則是在集團和政府的推動下

迅速崛起，目前在部分產品和設備、原料占有一席之地；韓國同樣具備成熟的產

業供應鏈，加上政府大力推動，競爭力強大。在面對美中科技戰上，歐日韓皆投

入研發資金，政府提出大方向的策略構想，積極訓練人才並打造產業聚落。  

接續盤點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地圖、產能分布及未來可能變化，國際研究

機構（BCG、SIA、KPMG）陸續提出供應鏈潛在風險包括「生產過度集中、地緣

政治摩擦、國家自給自足政策、人才和基礎研究」。各國無不大力扶植半導體產

業、提高半導體自製率以及對於供應鏈的掌握。對於各國國家層級的半導體對策

分析，本文體認到若是國家不主導半導體產業發展，將會失去世界競爭力，不論

是技術研發、智財保護、財稅補貼、法規完善、人才延攬與培育等，都需要公私

部門協力，協助半導體產業強化供應鏈優勢。 

而本報告也特別透過問卷調查和產業訪談，了解產業界想法。半導體產業因

應疫情和地緣政治下各國推動供應鏈在地化等風險，台灣供應鏈商主要應變策略

為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全球布局與短鏈等策略，也因此無法單純再以市場

機制下之比較利益為圭臬。而國內中小型的供應鏈商可能無餘力抵擋地緣政治力

量，是否在台投資相對於產業五缺（水、電、土地、人才及缺工），可能更重視供

需市場規模、市場策略、產業聚落與政策穩定。 

在中長期策略研析中，在產業地緣政治壓力面向可能面臨「一個世界、兩個

體系/市場」間的為難，設法持續創造不可被取代的價值，方能以市場力量抵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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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政治力量，政府並應積極協助國內產業鏈走向國際化的相關配套措施；在市場

供需趨勢面向，未來供應鏈回到成本效益考量及市場供需失衡獲得緩解後，重點

應回到技術和商業模式的考量面。在社會承載能耐面向，產業的社會環境是否完

善考量到包括水、電、土地、環境政策，以及人才是否足夠，政府如何能在政策

上吸引優質高科技人才，產業如何能打造完善的環境留才，需要一同努力。在產

業技術演變面向，摩爾定律可說是引領了過去 60 年矽基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未

來在晶圓代工先進製程到先進封裝上，產業投入重點應在如何維持技術上的領先

及完整供應鏈的生態聚落，進而擴大到跨產業合作創新。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在美中地緣政治角力下，美中關係將是在地緣政治上競爭、在具有共同利益

議題上合作、在挑戰民主、人權等議題上對抗，而修昔底德式競爭不會停止。在

此情勢下，我國半導體產業可掌握的機會包含：各國為追求在地化供應鏈積極邀

請台商前往投資、中國大陸為自立發展力求與我國爭取合作、對於美中從不同的

製程做出市場區隔分別參與布局投資。而整體產業需面對的挑戰則包括：配合美

國製造的海外龐大投資，無法依循企業本身利益的決策，面臨股東責信

（Accountability）、生產成本、營運執行、美商本土企業競爭等諸多挑戰；而來自

大陸對於台廠招商引資的種種優惠、對於產業機密技術和關鍵人才的挖角、及其

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的策略，皆是逐漸升溫的競爭威脅。彙整本報告及產業相關建

言提出對於政府和企業的建議如下： 

(一) 對政府的政策建議 

台灣半導體完整的產業聚落、領先的晶圓製造技術、獨特的專業分工與專業

代工模式都是創造半導體產業領先優勢的原因。台灣要維持半導體製造的優勢，

最關鍵點在於製程、原物料、零組件設備的持續研發創新能力： 

1.積極協助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應對國際政經局勢 

(1) 借鑑韓國，利用各國爭取台灣半導體業者投資的機會，政府應從國家戰略合

作高度推動雙邊產業合作、爭取雙贏局面、顧及產業鏈上下游的強化。 

(2) 與跨國品牌大廠合作，共同投入新產品開發，領先競爭對手推出創新產品，

在供應鏈重組下協助/扶持相關業者站穩有利位置。 

(3) 跨產業的平台（策略聯盟）能為生態系價值鏈加值，是產業打群架與升級的

後盾，未來在各種產品整合下，政府應提供誘因，協助促成企業或產業公協

會進行整合，並從宏觀高度提供跨領域、跨產業的法規、金融上之協助。 

(4) 以國家稅制、金融等政策協助企業國際化經營，以政策鼓勵資本市場的創新

投資，吸引有國際競爭力的指標性半導體業者將核心技術根留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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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積極推動半導體技術/設備與材料研發能力 

(1) 運用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的優勢，吸引半導體跨國企業來台投資設廠，並引

進高端海外人才來台從事研發工作，加速先進技術的研發速度。 

(2) 立基於半導體技術優勢，將重心轉移至終端裝置的應用場景，整合製造、設

計、應用，共同發展出新的使用情境。政府部門（經濟部、科技部等）整合業

界資源，以國家政策設置尖端技術專案，推動化合物半導體研發，提升技術水

準、促進國際競爭力。 

3.強化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優勢所需研發和生產環境要素 

(1) 政府應對發展半導體產業提出中長期規劃，打造市場規模經濟、一致性的政

策和完整產業聚落。提升半導體產業政策至永續發展的層次，從總體面研析

跨部會的戰略布局、協助產業國際化。 

(2) 以完整產業鏈優勢、資通安全條件吸引半導體跨國企業來台投資設廠，提供

租稅優惠措施，爭取外資來台設立研發中心，建構台灣成為亞太區域/全球研

發基地。 

(3) 強化政府專責部門，對於半導體產業所面對的全球供應鏈重組能有應對策略，

並投入更多人力和預算研擬國際變局下跨部門的戰略，適時提供產業國際政

治應對、維持技術領先、強化技術含量、數位轉型、人才紮根等之協助力量。 

(4) 建構台灣完整的水、電、氣、土地等供應，提供友善的投資環境，吸引台商回

流和海外廠商來台投資設廠。 

(5) 積極引進高端國際人才，在生活環境、租稅、子女教育等層面尋求更有效的

政策手段。 

(二) 對企業的建議 

1. 面對地緣政治等複合性風險，企業應強化供應鏈風險管理，最主要的因應策

略首重開發次要供應商，優化與降低供應商的供應風險，分散製造活動全球

布局，重啟供應鏈在地化與短鏈化的思維。 

2. 利用各國爭取台灣半導體業者投資的機會，順應尋找其他商業模式，藉此爭

取更大轉型升級商機，降低地緣政治下成本提升帶來的競爭力降低影響。 

3. 對於各國政府利誘台商投資，為爭取更好的投資條件和政府補助，宜思考加

入當地業者之聯盟或公協會團體，加強與當地業者、政府間的溝通聯繫。 

4. 企業應更重視研發投入，在技術和產品上尋求創新突破，往更高附加價值前

進，持續提高競爭門檻，拉開與同業競爭者的距離。 

5. 半導體產業人才集中，企業擁有的人才素質是未來成長的關鍵，因此應更重

視攬才、用才、育才、留才，讓人才發揮創新效益。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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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台灣半導體產業萌芽於 1970 年代，在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的支持、經濟

部部長孫運璿的推動，以及海外學者和國內外人才的積極投入下，造就了今天台

灣半導體產業的榮景。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協會（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WSTS）的數據顯示，2020 年全球半導體業（指 IC 設計、晶圓代工和

IC 封測）產值 4,404 億美元（約合新台幣 12.24 兆元）中，台灣即占 26%，約合

新台幣 3.2 兆元，僅次於美國。而 2020 年台灣半導體業產值中，晶圓代工製造約

占 50.6%，IC 設計和封測產值的占比分別為 32.4%和 17%。工研院產科國際所預

測，2021 年台灣半導體業產值將上看 3.8 兆新台幣，再創歷史新高。 

台灣半導體產業獨特的代工模式，為全球客戶提供專業服務，經過 50 年的

發展，上、中、下游產業鏈相當完整，整體產業產值占國內 GDP 比重達 15%，是

國家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基石。台灣積體電路向以外銷為主（近年比重近 9 成），

2020 年積體電路出口總值達 1,225 億美元，較 2019 年增加 2 成，遠高於整體出

口總值之漲幅 4.9％，占整體出口總值比重攀升至 35.5％。而出口的主要市場向

以中國大陸（含香港）居首，其次為東協；受美中關係緊張影響，相關業者提前

備貨，2020 年出口至大陸 750 億美元（較 2019 年增加 2.5 成，占比 61.3%）、東

協十國 243 億美元、日本 93 億美元、韓國 87 億美元（年增 15~24%）（行政院主

計總處，202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2。 

圖 1.1、我國積體電路出口總值及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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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是電子工業的基礎，而半導體技術不斷創新與突破，更是驅動電

子產品功能提升與整體產業發展的引擎，因此，全球各主要工業國家無不以半導

體產業為優先發展的目標，台灣也不例外。50 年來，台灣已發展出半導體業高素

質的完整供應鏈，從第一線的技術、設備、材料、資訊，到後援的科學研究、人

才培育體系支持，打造出強勁的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有增無減。 

然而，台灣半導體業面臨的國際競爭仍非常嚴峻，以晶圓代工製造為例，在

先進製程領域，儘管台積電的 3 奈米技術已突破，預計 2022 年下半年量產，但

韓國三星緊追不捨，仍是可敬的對手；在成熟製程部分，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

陸）半導體業在政府政策大力扶植下，產業供應鏈逐漸興起，又有龐大的內需市

場支撐，在國際市場攻城掠地，對台灣相關業者市占節節進逼，造成的競爭威脅

不可小覬。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區總裁曹世綸曾公開表示，在半導體產業贏者全拿

（winners take all）的生態環境下，台灣半導體業已是技術領先者，從市場、技術

到國內產業的生態鏈，都擁有極佳的優勢條件，但面臨當前遽變的國際市場競爭

環境，尤其美中科技霸權競奪、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事件衍生的地緣政治

角力，加上歐盟、日、韓等主要競爭對手，紛紛加大政策支持度，追求半導體產

業供應鏈在地化和自主性，對未來台灣半導體業支持續發展構成巨大的挑戰/威

脅。 

(一)美中經貿博弈衍生的地緣政治動盪 

近年來，美國與大陸地緣政治的競爭愈來愈激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兩國的

經濟實力出現消長，目前大陸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深感全球

霸權地位受到挑戰。以反映一國綜合經濟實力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標來看，

目前大陸 GDP 占全球的比重約 17%左右，較 2005 年的 5%增加 12 個百分點；而

美國的占比，同期間卻由 28%逐年減少至 24%。 

事實上，在 GDP 指標之外，大陸在諸多指標已超越美國。例如大陸的製造業

產值在 2011 年間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目前占全球製造業總產值的比重超過

30%，大幅超過美國 10 個百分點；聯合國公布的 22 大分類製造業，大陸產值居

全球第 1 位的有 12 個，居第 2 位的有 9 個。儘管大陸的製造技術水準平均而言

仍大幅落後美國，但在 5G 通訊、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

領域，在國際競爭中逐漸嶄露頭角，同時，新經濟（以網路、通訊科技為主體的

新興產業）在全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興通訊、華為是其中的領導企業。 

大陸經濟快速崛起，尤其是技術進步速度，幾乎超過了美國的想像，而相對

地，美國的比較優勢卻逐漸被削弱，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甚至使得美國經濟成

長動能減弱，消長之間，美國的超強地位面臨嚴峻的挑戰。而更讓美國感受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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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的是，習近平主政下的大陸在內政上走向集權專制，追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涉外事務上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展現強烈的企圖心，相較於前

朝政府更加強勢，對於美國所設計和主導的世界秩序架構，也不再像過去一樣扈

從。習近平主政下的大陸，積極在南中國海造陸，廣建軍事設施，強化領土和海

上主權的主張。對外積極倡議「一帶一路」計畫，籌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縮寫 AIIB），推動「大國外交」，積極參與國際政經

規章制定，提出重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內則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編織「中國

夢」；立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看在美國眼裡，習近平的地緣政治野心無異是在挑戰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地緣

政治地位，觸動了美國「國家安全」的敏感神經。美國共和黨眾議院前議長金瑞

契出書「川普 vs.中國：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點名中國大陸華為在 5G 上的進

展，可能是美國遭遇的第一個重大戰略失敗。川普（Donald J. Trump）政府把大

陸與俄羅斯並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指稱：大陸正「挑戰」美國地緣政治

優勢，並試圖改變國際秩序以符合他們的利益，並動用幾乎所有資源與大陸展開

全方位的戰略競爭；例如在軍事安全方面，增加在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活動，而

在經貿方面，掀起貿易戰爭，圍堵大陸取得先進科技，遏制大陸高科技和國防產

業之發展，甚至謀求與大陸經濟脫鉤。半導體產業是其中焦點。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產業供應鏈斷鏈危機，如何降低供應鏈對單一市場的

依賴遂成為各國嚴肅思考的課題。川普借力使力，除指責大陸刻意隱瞞疫情，讓

病毒在全球擴散，遊說盟國對大陸加重制裁，同時更加速推動與大陸經濟脫鉤，

即所謂「去中國化」。 

美中地緣政治之爭，乃至於科技霸權之爭，並未因美國政府改朝換代而改變。

拜登（Joseph R. Biden Jr.）接替川普入主白宮之後，認為大陸是挑戰美國繁榮、

安全、民主價值的最大競爭對手，並表示會與中方的經濟霸凌、侵略和威逼行為

上對抗，亦會反擊中方的侵犯人權、知識產權、全球治理行為。不過，拜登也遞

出了橄欖枝，表示願意針對具有共同利益的議題與大陸對話、合作，例如氣候變

化議題。 

拜登政府以「競爭-合作-對抗」定義美中關係。不同於前朝的是，拜登執政後

對抗大陸的焦點，不只強調「意識形態差異」，更強調「民主與專制政體的鬥爭」。

拜登形容大陸是美國最危險的競爭對手，承襲了川普執政時期推動的「四方安全

對話」，並提升了對話層級，由部長級提升為元首級峰會（弘安，2021）；同時加

強推動區域聯盟關係，拉攏日、韓結盟聯手抗中；積極推進升級版的「印太戰略」，

以及「印太版『一帶一路』」戰略，圍堵、制衡大陸的意圖更加明確。 

美中雙方對峙形勢，於 2021 年 3 月下旬雙方代表在美國阿拉斯加舉行高峰

會談後逐漸改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只要符合美國利益，願與中國大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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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點將在合作對抗疫情肆虐、共同對抗氣候危機，以及經貿合作等方面，並

已付諸具體的行動，例如 2021 年 3 月間雙方宣布成立「中美半導體產業技術和

貿易限制工作組」，為建立穩健、有彈性的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共同付出努力

（德國之聲，2021）；嗣於 4 月間共同發表《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從自

主行動、相互支持和多邊協調等 3 個方面確定了雙邊氣候合作的大方向（韓立群，

2021）。 

這段期間半導體業難以預測全球貿易和政策變化。根據 KPMG 和全球半導

體聯盟發布的「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調查」指出，科技產業領導者認為未來

3 年半導體產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或前 3 大挑戰為：屬地主義 Territorialism/民族

主義 Nationalism（53%）、供應鏈問題（37%）及人才管理危機（30%）。民族主義

下的貿易環境並不是基於經濟利益，美中兩強對峙增加貿易成本壓力、增加供應

鏈管理的複雜度，也影響半導體生態系(KPMG，2021)。 

此外，EY 安永集團（2020）亦在「面對地緣政治動盪和全球再平衡，企業必

須做好因應計畫」一文中，提及 2020 年起的地緣政治力量正以相互關聯且複雜

的方式快速演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至北美和歐洲的市場中，對 5G、人工智

慧和其他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的主權爭奪愈來愈激烈。在每個地區，技術標準以

及管理使用的法規可能會有所不同，企業需要考慮這些趨勢將如何影響其全球供

應鏈和營運。 

(二)美中爭奪科技霸權，修昔底德式競爭不會停止 

科技實力是美中兩國戰略競爭的核心，拜登政府為保住在科技、創新能力上

的霸權地位，未來勢必在高科技領域繼續對中國大陸施壓、封鎖。為了加強對抗

大陸，2021 年 4 月下旬美國參院委員會通過《戰略競爭法案》，就權力、政治、

外交、經濟、創新、軍事甚至文化等維度布局，直球應對大陸的挑戰。另據媒體

報導，自同年 6 月初起，拜登政府先後多次公布對大陸企業制裁的清單，新增近

百家。 

拜登政府把大陸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敵人；強調提高美國自身的競爭能力，

以實力地位與大陸競爭，並拉攏盟邦籌組科技聯盟，建立制度化機制，以一致行

動對付大陸，以防大陸主宰敏感先進科技，日後帶來最大地緣政治威脅。 

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競爭-對抗」政策，大陸的應對堪稱軟硬兼施，一方面

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表示可接受美中關係以競爭為主

的基調；但另一方面，則高調宣示堅持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

2021 年 3 月底的阿拉斯加高層會談、7 月下旬美國副國務卿訪問大陸的天津會談

上，雙方各自表達強硬立場，凸顯大陸不願扈從美國所倡導的意識形態、國家制

度、國際秩序等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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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美國貿易制裁、科技圍堵等不利的外部環境，中國大陸乃積極就操之在

我的範疇，採取了諸多因應政策，例如即將付諸執行的《十四五規劃》，關於「壯

大國內市場」、「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產業供應鏈現代化」、「發展戰略性新

興產業」、「實行高水準對外開放」等內容，其實都可看到為應對美中貿易摩擦長

期化的影子。此外，更努力尋求與第三方國家合作，特別是在 5G、AI、量子計

算、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提升自主能力、突破美國的圍堵與封鎖（陳信

宏，2020）。 

歷經 7 年、35 輪談判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於 2020 年底完成。一般認為，

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曠日廢時，雙方願意在此刻達成共識，尤其大陸願意在市

場准入和改善勞工標準方面接受歐盟的要求，背後不排除有美國因素的考量，也

就是說，大陸對美國科技圍堵的行動備感壓力，試圖與歐盟達成全面投資協定開

創新藍海 (BBC 中文網，2021/05/06)。不過，2021 年 5 月初歐盟決定暫緩將該協

定交付歐洲議會審批。 

此外，為抗衡美國的打壓，大陸陸續頒布相關行政命令或立法，直球對決。

例如繼 2020 年 9 月商務部公布《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同年 12 月開始實施《出

口管制法》後，2021 年 1 月再頒布實施《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

法》。同年 6 月 10 日，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官方強調該法

的宗旨，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其中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處罰直接或間接參與制定、實施制裁大陸的組織

與個人，預料該法將成為大陸反制美國「長臂管轄」的有力工具。 

拜登執政下的美國仍強調與中國大陸競爭，甚至未改變川普時期「抗中」的

本質，因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認為，美中修昔

底德式競爭不會停止。美中爭奪科技霸權衍生的風險，受到衝擊的當然不只美中

兩國；地緣政治角力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帶來風險，尤其台灣又身處在暴風圈中，

更難以置身度外。 

(三)半導體的戰略地位和地緣政治角色 

半導體在過去數十年無聲地扮演科技產業的基石，半導體（semiconductor）

是一種導電率介於金屬與絕緣體之間的材料，可透過運用不同的材料調整半導體

的導電性，此特性可利用電流傳輸來處理訊號，是電晶體（transistor）與積體電

路（integrated circuit）的核心，在電子及科技產品上均有相當廣泛的應用；現代

生活所需的汽車、電網、交通管理系統、醫院、金融機構等等所有系統之功能，

以及 AI、量子計算或自駕車等新興技術，都需要用到半導體晶片。由於半導體不

僅是重要基礎科技，也是現代科技社會的骨幹，幾乎每項科技產業的發展都依賴

半導體晶片，因此半導體已經成為重要的戰略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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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具有資金密集、技術密集、高風險高報酬等產業特性，產業的結

構是一種上、中、下游相互供需結合的產業鏈型態。上游的產業是材料、設備、

積體電路(IC)及矽智財(IP)設計，中游的產業是 IC 製造、DRAM 製造等產業，下

游的產業是 IC 封裝測試、IC 模組、相關生產製程檢測設備、零組件（如基板、

導線架）、IC 模組、IC 通路等（圖 1.2），是一種偏重於硬體的製造與生產。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20；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2020。（本研究繪製） 

圖 1.2、半導體產業鏈 

 

目前全球半導體產業鏈是由位於美國、台灣、南韓、日本、歐洲以及中國等

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所共同組成，而且不同國家的不同公司各自專精於特定的

半導體生產，從上游至下游所有製造程序（如晶片設計、製造及封裝）、生產設備、

材料供應（如矽晶圓生產、化學品生產）中的部分環節，形成高度相互依賴的產

業鏈，而且這個產業鏈越來越先進、高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每一個環節都需要

越來越龐大的投資，已經沒有任一國家可以有效的掌控完整的產業鏈，因此也沒

有任一國家能夠真正達到所謂的高｢半導體戰略自主｣或掌控｢半導體科技主權｣。 

歐亞集團地緣科技專家 Paul Triolo 指出，美中雙方在科技上的角力和猜忌迄

今未曾中止；加上過去 10 年中，技術和市場趨勢已將尖端的半導體製造能力集

中在全球熱點地區的少數公司中，其中包括韓國，但最重要的是台灣，這種趨勢

現在正在產生地緣政治後果（EURASIA GROUP，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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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交政策雜誌 2021 年 2 月出版的報告「半導體與美中創新競賽－供應

鏈的地緣政治與台灣的角色」(Semiconductors and the U.S.-China Innovation Race

－Geopolitics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the central role of Taiwan ； FP Insider, 

2021/2/16)，指出：半導體是美中相互依賴科技發展野心的關鍵，但也是雙方技術

的弱點，因此需要拉攏台灣尖端的半導體企業；中國大陸即使進行大量投資，仍

不可能在未來 5~10 年內具備自主製造能力。美國單面限制造成企業和政府之間

的不信任，並導致經濟脫鉤的風險，企業將評估分散規避政府經濟政策。該報告

強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將是平衡國家安全和商業利益的關鍵，因此建議透

過現有美台、美中經濟對話加強關係，同時也預估台灣將成為美中緊張關係的中

心；美國政府以各種手段高壓管制中國獲取班導體高端技術，或將促使中國透過

貿易限制、挖角和網路攻擊關鍵企業，以獲取其內部產業所需半導體智財，台灣

很可能成為受害的一方。 

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大陸展開科技戰，限制華為使用尖端晶片的舉措已經威

脅到該公司全球業務的生存能力，並使華府占了決定性的上風。如果美國對半導

體和相關技術實行更嚴格、廣泛的控制，將技術管制擴大到其他中國企業，除了

將加速美中兩國科技領域的脫鉤，令全球晶片供應商在｢藍色｣（美國）和｢紅色｣

（中國）供應鏈之間做選擇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將進一步刺激中國建立獨立的研

發和生產體系的決心。中國大陸可能的手段包括：盜竊智財權、併購外國及台灣

之科技公司、招募/挖角關鍵人才等，而這些作為必然會牽動著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也將對產值 5 兆美元的全球 ICT 部門帶來巨大的新風險。 

地緣政治對半導體供應鏈影響複雜多變，且不可預測，決策者面臨的挑戰或

將更加嚴峻。首先是如何確保和外國技術提供者的交易管道暢通，尤其任何掌握

其中部分關鍵技術國家提出出口管制措施時就可能中斷供應鏈，此時外交與貿易

政策就扮演關鍵角色；其次是如何規劃策略性產業政策，來保有本土半導體公司

在產業鏈中的關鍵地位，從而能透過槓桿作用強化本土產業發展；第三是如何形

塑更具韌性的產業鏈，例如當前半導體製造代工產業聚落過於集中，是否能較為

分散以降低地緣政治風險。 

二、地緣政治催化各國半導體業供應鏈自主化 

如前一節所述，美中科技修昔底德式競爭不會停止；美國致力於「去中國化」，

也就是「經濟脫中」；中國大陸則致力於追求科技自主和供應鏈現代化，也就是

「去美國化」。兩國科技霸權爭奪甚至已陷入冷戰情境，雙方各自爭取盟友的結

果，可能令全球價值鏈相關業者陷入選邊站的困擾，或可能導致全球形成「一個

世界、兩個體系/兩個市場」，對業者尤其中小型企業，資源配置可能陷入左右為

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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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技實力崛起的競爭威脅與日俱增，而美中貿易戰導致地緣政治緊

張，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凸顯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亞洲的風險，因此，近年

來歐、美、日等主要國家莫不致力於發展半導體產業供應鏈自主性；美中科技冷

戰更加速美、中、歐、日、韓等國發展半導體產業供應自給自足的想法。雖然台

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曾於 2021 年 7 月亞太經合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中發言

示警，大國追求半導體晶片的自給自足，不僅成本會增加，技術進步可能會放緩，

而且花費數千億和多年之後仍無法達成目標；即使國家安全顧慮確實存在，但是

建構在自由貿易體系的供應鏈，才是最佳解方（經濟日報，2021/8/3）。不過對於

張忠謀創辦人的警示，多數國家政府或產業高層在其多方政治考量下，能否持平

決策，可能有其一定程度的困難。先就各主要國家對半導體供應鏈自己自足的推

動情況加以簡述如下： 

(一)美國致力重振半導體產業優勢 

為了重返半導體製造的龍頭地位，並確保供應鏈穩定，美國一方面制裁/遏制

中國大陸的不正當/不公平競爭，並結合友邦或盟國共同圍堵大陸科技勢力崛起，

另一方面則積極召喚美資企業返美投資，鼓勵全球先進半導體製造業增加在美國

的產能，以建立完整的在地化供應鏈體系。 

不同於川普執政，拜登政府在半導體相關科技產業之抗中政策強調多邊結

盟。白宮曾在 2021 年 4 月中旬召開「執行長半導體和供應鏈韌性高峰會」（CEO 

Summit on Semiconductor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台積電、Samsung、Intel

等 19 家企業受邀參加。白宮召開高峰會的意圖很清楚，除了聚焦討論目前全球

晶片短缺問題及其長短期解決方案，還有拉攏全球半導體龍頭大廠共同圍堵大陸

半導體勢力崛起（涂志豪，2021）。 

為重振美國半導體產業，提高晶片製造自給自足比例，2021 年 6 月初美國參

議院通過《2021 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USICA），該法案預計未來 5 年投入 2,500 億美元，加強

對美國人工智慧、半導體晶片、量子計算、先進通訊、生物科技和先進能源等高

科技領域的研發、製造，以及供應鏈的危機因應（張捷舒，2021）。美國預計晶片

生產在全球的市占率，從目前的 10%提高到 30%（陳品潔，2021）。 

此外，美國眾議院也在 2021 年 6 月底另審議通過了簡稱為《鷹法》（Eagle 

Act）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與接觸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該法旨在應對中國大陸對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和全球經濟

所帶來的挑戰；增加投資以促進美國製造業、貿易與盟國及合作夥伴合作，重新

參與國際組織，確保美國將再次在世界舞台上處於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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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積極提升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獨立自主 

為因應美國科技制裁，在習近平主政之初即開始推動的「國產化替代」和「技

術自主可控」政策，更積極加碼運作，例如 2019 年間設立第二期「國家集成電路

產業投資基金」，所謂「大基金」，強力扶植半導體產業發展，特別是扶持晶片領

域的下游行業，例如：人工智慧、5G、智慧汽車、智慧電網、物聯網等領域，主

要是朝向終端應用的延伸布局。以及扶持 IC 設備製造及材料行業，建立包括材

料、裝備、設計、製造、封裝測試、終端應用等完整的本土半導體產業鏈生態；

最終目標是達成國產化替代。 

繼設立「大基金」二期，2020 年 7 月間，大陸國務院另公布《新時期促進集

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國發[2020] 8 號），做為半導體

產業和軟件產業發展的指導文件，從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促進政策，政策鼓勵力度之大堪稱空前。並自 2021 年起，大陸開始執行第十四

個五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簡稱「十四五規劃」)。為因應美國制裁，大

陸「十四五規劃」除從教育、科研、開發、融資、應用等方面扶植半導體產業發

展，亦積極鼓勵發展應用新材料的第三代半導體產業，以加速實現半導體產業獨

立自主。 

政策重點之一是要加快先進製程的發展速度，推進 14nm、7nm 甚至更先進

製造工藝，實現規模化生產。其次是在高端 IC 設計和先進封裝領域，將針對存儲

晶片、嵌入式 MPU、DSP、AP 領域、模擬晶片和高端功率器件重點支持；邏輯

晶片的先進封裝和功率器件的封裝將是重點。第三是關鍵設備和材料，將會針對

一些關鍵「卡脖子」的設備和材料等進行專案扶持，例如光刻機、大矽片、光刻

膠等，還有化合物（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碳化矽(SiC)、氮化鎵(GaN)及硒化鋅等，

應用在高功率的電源晶片、高頻率的射頻晶片。將化合物半導體寫入「十四五規

劃」，是大陸突圍美國「去中國化」的牽制，用以達到半導體新材料自主化目標的

重大對策。 

(三)歐盟強化半導體製程，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美中科技霸權爭奪戰如火如荼，讓其他國家半導體產業覺得有危機感。為避

免美中科技戰、東亞地緣政治風險、改善歐洲半導體製造過度依賴亞洲地區之劣

勢，歐盟 17 個成員國曾於 2020 年 12 月初共同簽署《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技

計畫聯合聲明》（Declaration: A European Initiative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同意合作強化歐洲半導體製程，提高歐洲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價值

鏈中的地位。該計畫預計提撥 145 億歐元，用於增加半導體相關設備、材料、設

備、先進製程與封裝的投資（雷鋒網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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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克服全球晶片荒，歐盟（EU）擬建立半導體聯盟，允許歐盟政府依照較寬

鬆國家援助法規挹注資金，企業能就整個計畫展開合作；積極推動的「歐洲共同

利益重要計畫」（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IPCEI），對歐洲晶

片產業的整體投資將達 500 億歐元，旨在提升歐洲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降低對

國外晶片製造商的依賴，同時強化歐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Money DJ 2021）。2021

年 3 月初歐盟發表「2030 年數位羅盤」（2030 Digital Compass）計畫，聚焦於車

聯網、智慧手機、聯網裝置、高性能電腦和人工智慧所使用的晶片；設定諸多先

進技術目標，包括建立 5 奈米節點以下先進製程晶片廠，在 2030 年前生產包括

處理器在內的先進、永續半導體，以價值計算至少達全球的 20%，以及 5 年內自

主打造首部量子電腦等（林奕榮，2021；陳品潔，2021）。 

歐盟執委會在 2021 年 9 月中宣布將推出《歐洲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目的在於將歐洲國家的頂尖研究、設計和測試能力串聯，共同創造最先進

的歐洲晶片生態系統，包括片設計和製造，以確保供應安全，邁向自給自足，避

免過度依賴亞洲及美國晶片可能受到的傷害（經濟日報，2021/9/17）。此外，也為

《歐洲晶片法案》尋求國際合作夥伴，包括拜訪日韓討論合作協議、未來預計與

新加坡建立數位夥伴關係，共同納入歐盟印太戰略；並與台灣建立更密切的貿易

和投資關係，在戰略部門持續與台灣合作（自由時報，2021/9/14）。 

(四)日本強化半導體產業的韌性和晶片設計開發能力 

美中貿易/科技競爭與新冠肺炎疫情接踵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衝擊，促使美中兩

國加速推動先進半導體國產化，台灣、韓國、歐盟等相關國家受到波及，也被迫

重新審視供應鏈布局，還有全球晶片短缺問題，諸多因素催化日本將半導體產業

發展列為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 

2021 年 6 月間，日本產業經濟省公布「半導體及數位工業策略」(The Strategy 

for Semiconductors and the Digital Industry)，目標在於確保半導體供給穩定、掌握

未來市場、增強半導體產業的韌性，提高生產、設計開發能力。就政策方向來看，

首先在強化生產和確保供給穩定方面，除鞏固既有在半導體製造設備和材料的優

勢，將與國外代工業者技術合作開發新的設備和材料，強化生產基礎；甚至以優

惠政策吸引國外業者到日本投資設廠，製造先進製程半導體產品；此外，也推動

結合國內半導體邏輯 IC 設計企業和使用企業共同研發，強化晶片設計開發能力

（洪尉淳，2021；Money DJ，2021/6）。 

其次是促進半導體材料創新，包括化合物半導體使用的碳化矽(SiC)、氮化鎵

(GaN)、氧化鎵(Ga2O3)，強化研發，確保日本半導體業的領先優勢。第三是增強

產業體質與供應鏈韌性，日本政府預計將強化人才培養；減免企業稅賦或提供補

助，促使老舊半導體廠房改建，確保重要半導體產品在國內生產，促進企業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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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研發創新技術。同時，加強與台美歐等國家的半導體業者深化合作，確

保穩定供給，提升生產、設計與開發能力，強化產業體質與產業供應鏈韌性等。 

在最新進展上，2021 年 11 月日本經產省公布「半導體產業基盤緊急強化包

裹方案」，希望吸引半導體廠商赴日興建先進半導體晶圓廠、老舊晶圓廠設備更

新，並與美國合作次世代技術研發，目標是 2030 年營收達 2020 年的 3 倍，提高

至 13 兆日元規模。 

(五)韓國致力發展成為全球最大半導體生產基地 

有鑑於美國、歐盟及大陸等國家近年來加速推動國內半導體產業發展，韓國

於 2021 年 3 月間提出「加速推動系統半導體產業民間投資及加強投資擔保方案」

（孫碧鴻，2021/3），政策重點之一是協助落實大規模民間投資，預計在 2030 年

前投資 133 兆韓元（約合新台幣 3.3 兆元），打造全球最大半導體產業聚落。其次

是擴大以民間為中心的系統半導體基金及政策融資，主要有 1 千億韓元規模的系

統半導體相生基金、2千億韓元規模的半導體成長基金、2.5千億韓元規模的D.N.A

（Data, Network(5G), AI）加 BIG3（系統半導體、未來車及生技保健）基金、1 千

億韓元的材料、零組件及設備半導體基金。 

美中科技霸權爭奪，凸顯半導體的競爭已從企業間的競爭轉變成國家間的競

爭。2021 年 5 月中旬韓國宣布「K-半導體戰略」，召集三星及 SK 海力士等 153

家企業，將在未來 10 年內斥資約 4,500 億美元建設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基地，

成為記憶體儲存和系統晶片的全球領導者（中央社，2021/5）。這項戰略規劃在韓

國西部和中部地區興建「K-半導體走廊」（K-Semiconductor Belt），目標在招攬全

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相關廠商進駐，與韓廠合作建立一個半導體生態體系；並擴

大投資先進邏輯 IC 領域，以提升先進邏輯 IC 製造能力，扭轉落後台積電的劣勢。 

針對「K-半導體戰略」，韓國政府表示將提供特別資金支援設備投資，還要放

寬處理化學物資的法規，支援民間投資；也將制訂《半導體特別法》，成立跨部會

的協議體制以防止技術外流；公司研發投資的可扣抵稅率最大提高至 50%。此外，

對於半導體產業人才培育，將擴大半導體相關大學的人員名額，目標未來 10 年

內能培育約 36,000 名人才；在攬才和留才方面，對於擁有卓越的半導體製造技術

者，韓國政府將給予「名人」的稱號。 

三、台灣半導體產業如何突破地緣政治枷鎖 

科技實力是中美兩國戰略競爭的核心，美國拜登政府為保持在科技、創新能

力上的霸權地位，未來勢必在高科技領域繼續對大陸施壓、封鎖。美國哈佛大學

教授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認為，美中修昔底德式競爭不會停止，科技

霸權之爭奪讓美中貿易爭端議題更形複雜，地緣政治競爭關係更是難分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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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面對美國的貿易制裁和科技圍堵，以及拜登政府可能結合盟國

共同對付大陸的不利外部環境，在應對策略上，一方面高調宣示堅持捍衛自身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另一方面就可操之在我的範疇，積極採取對策「發

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追求「產業供應鏈現代化」，美

中科技霸權之競奪，未來全球很可能會朝向「一個世界、兩套標準」，或「一個世

界、兩個市場」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強力圍堵卻也可能成為大陸加速推進半導體國產化替

代和技術自主的動力；未來大陸一旦能夠成功地打造自己的半導體產業鏈，提升

半導體自給率，勢將衝擊全球半導體市場供需結構，既有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將

面臨重整。其次，在美國強力推動「去中國化」的壓力下，大陸更寄望並祭出各

種優惠政策吸引跨國企業投資，尤其吸引台商赴大陸投資，甚至挖角台灣人才、

利用網路竊取技術和商業機密等，台灣半導體業勢將無法避免大陸的強勁競爭， 

此外，有鑑於地緣政治及供應鏈過度集中可能造成斷鏈的風險，美、歐、日、

韓等國家都致力於建立本土的半導體產能，追求供應鏈在地自主性。各國發展半

導體產業的政策手段，其中一項是政府採取補貼等方式吸引台積電、Intel、

Samsung 等廠商到當地設廠，例如美國、日本力邀台積電，對於台灣廠商來說，

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就挑戰來說，在政治及客戶關係考量下，到其他國家設立據

點是不得不為的策略，在國外設立生產據點，產品的成本必然會比在台生產為高；

就機會來說，或透過海外投資拉近與當地廠商的關係，增加在當地的市占，並在

具有未來性的關鍵技術上與當地相關消費者商品的廠商共同研發（例如電動車的

半導體，5G 晶片，低軌道衛星通訊等），更能掌握未來的技術及市場。 

台灣在半導體產業鏈的大部分環節，如晶片設計、晶圓生產、光刻機等材料

和設備等上游產業，多受美國、荷蘭、日本等其他國家所主宰，只是近期德國大

眾、美國福特、日本豐田等車廠紛紛因晶片供應緊張而被迫減產，凸顯了全球經

濟對半導體產業，尤其是對台灣晶圓代工業者的高度依賴。柏林智庫「新責任基

金會」（Stiftung Neue Verantwortung）的科技政策專家 Jan-Peter Kleinhans，在接受

彭博社採訪時指出：佔據晶圓代工環節過半市場份額的台灣，已經成為「整個半

導體產業鏈上最為致命的潛在單點故障點 SPOF」（single point of failure，指一個

體系中某個環節一旦失效就會讓整個體系無法運轉）（關鍵評論網，2021/1/29）。 

這便是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的外在國際關係、政治經濟鉅變的環境。當兩大

強權在競爭又博奕的初期，選邊站並非明智的策略。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

碩（Kishore Mahbubani）所著「中國贏了嗎？挑戰美國的強權領導」中文版序中

寫給台灣「地緣政治三鐵律」，提醒處在大國周邊的生存之道。必須掌握先機、時

時保持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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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半導體產業最大的特色及其利基點在於高素質的科技工程人才及敬業

勤勞工作精神。未來要如何維持領先者的優勢，又不會失去產業原先的成本、彈

性、效率的優勢，則是相關供應鏈需要面對的課題。史欽泰（2011）認為以現有

製造能力的優勢與創新為基礎，進一步要與各項產業作跨領域的結合，使得我們

可以往下個世代走，也就是所謂物聯網的時代；其中關鍵的技術如微小化、感知

化等，是所有高科技整合的核心，也是台灣半導體產業可發揮之處。未來包括醫

療器材、生物科技等結合半導體技術的硬實力，便能創造出台灣獨特的競爭優勢，

而軟實力可能是設計、管理，軟體或服務，需要有多元思考和創新能力的人才，

落實抽象的軟實力，這些是半導體產業的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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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發展現況與趨勢 

2020 及 2021 年，全球經濟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誘發出了宅經濟的新

活動，推動宅經濟的幕後推手，即是半導體創造了數位化科技，讓居家可以進行

上班與開會活動，也可以讓遠距教學成為學習不間斷的路徑。全球對於半導體需

求的熱度高度上升，推升全球半導體市場高度成長，也讓全球各國開始檢視到半

導體產業鏈的全球分佈。本文將探究全球半導體市場與產業鏈現況，以及未來發

展動能。 

一、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趨勢與需求面分析 

(一)全球半導體產品成長趨勢 

1.全球半導體市場未來持續穩定成長 

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STS）於 2021 年 6 月所發布之預測，2021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全年總銷售值達 5,272 億美元（圖 2.1），較 2020 年成長 19.7%

（從之前預測的 10.9%大幅上修）。2021 年全球記憶體市場銷售值（主要的二大

產品為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RAM 與儲存型快閃記憶體 NAND Flash）將成長

31.7%，增幅將高居第 1；2021 年感測器市場銷售值將成長 22.4%，增幅將居第

2；類比 IC 產值將成長 21.7%，增幅居第 3；分離式元件與邏輯 IC 產值也將分別

成長 18.3%及 17.0%。以區域市場來看，WSTS 預估，亞太地區（不包含日本及

大陸）2021 年將成長 23.5%，是增幅最大的地區。歐洲地區居次，將成長 21.1%。

日本與美國將分別成長 12.7%及 11.1%。 

雖然疫情仍持續，但需求仍維持相當幅度成長動能，WSTS 預期 2022 年全球

半導體產值可望進一步達 5,734 億美元，將再成長 8.8%，而記憶體產值將成長

17.4%，增幅仍將高居第 1。預估 2023 年達 5,949 億美元，成長 3.7%、2024 年首

次突破 6 千億美元，達 6,271 億美元，成長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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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數據源自於 WSTS 於 2021 年 06 月發布之全球半導體市場預測數據。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7) 

圖 2.1、WSTS 預測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趨勢 

2.Gartner 預估 202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呈現下滑態勢 

受惠宅經濟驅動的電腦 PC 與網通手機等需求持續強勁、世界各國 5G 快速

發展、車用市場復甦等因素下，Gartner 預期 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產值可望上修達

5,708 億美元，成長 22.4%（圖 2.2）；預估 2022 年就突破 6 千億美元，達 6,271 億

美元，成長 9.9%；但預估 2023 年達 6,053 億美元，可能出現供過於求而小幅衰

退 3.5%、2024 年達 6,256 億美元，成長 3.3%。 

 
註：數據源自於 Gartner 於 2021 年 06 月發布之全球半導體市場預測數據。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7) 

圖 2.2、Gartner 預測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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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C Insights 預估 2024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呈現下滑態勢 

受惠宅經濟需求持續強勁，IC Insights 預期 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產值可望上修

達 5,793 億美元，成長 17.6%。2022 年達 6,449 億美元，成長 11.3%。2023 年達

7,332 億美元，成長 13.7%。2024 年達 7,142 億美元，衰退 2.6%（圖 2.3）。 

單獨看積體電路（IC）的部分，2021 年看好 DRAM 和 NAND 快閃記憶體市

場仍具價格優勢，以及邏輯、類比 IC 產品前景優於預期，IC Insights 將 2021 年

IC 市場成長率預估由 19%上修至 24%，即使不包含記憶體，積體電路（IC）市場

仍將具有 21%的高度成長動能。 

在類比 IC 市場的部分，2021 年類比 IC 市場可望成長 25%（達 712 億美元），

出貨量則成長 20%，且因市場供需吃緊，預估類比 IC 在 2021 年平均售價將上漲

4%，在各類應用中，尤其以汽車專用類比 IC 市場成長強勁，2021 年成長率達

31%。 

而邏輯 IC 市場方面，預期 2021 年市場將成長 24%（達 1,383 億美元），出貨

量則成長 30%，其中，工業用邏輯 IC 成長 47%最為強勁，汽車應用成長 39%，

消費用成長 38%，而特定用以及顯示驅動邏輯 IC 出貨量將成長 31%。而價格方

面，2021 年邏輯 IC 平均售價預估將下降 5%，不過因出貨量將大幅成長 30%，因

此產值仍將有亮眼表現。 

在 DRAM 方面，由於市場供應仍然緊張，預期 DRAM 價格下半年有望持續

調漲，預估 2021 年 DRAM 市場成長率上修至 41%（達 955 億美元）。而 NAND 

Flash 價格在 2021 年第二季趨於穩定，預估 2021 年 NAND Flash 市場成長率為

22%（達 671 億美元）。綜合上述，預估 2021 年記憶體市場值將成長 32%（達 1,670

億美元）。 

而微元件 IC 市場方面，預期 2021 年市場將成長 15%（達 1,255 億美元），出

貨量則成長 12%，其中，CPU 市場成長 14%（達 1,038 億美元）。MCU 市場成長

18%（達 188 億美元）。DSP 市場成長 22%（達 2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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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數據源自於 IC Insights 於 2021 年 03 月發布之全球半導體市場預測數據。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7) 

圖 2.3、IC Insights 預測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趨勢 

 

4.全球半導體市場未來成長趨勢存在不同發展情境 

2020 及 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生產處於滿載的狀況，持續生產全球所需要的半

導體晶片。隨著全球 COVID-19 疫苗普打率持續上升，全球逐步恢復正常經濟運

作，所以宅經濟帶動的市場活動，將轉換為正常經濟活動。面對終端市場對於全

球半導體的需求，國際機構：WSTS、Gartner 和 IC Insight 均有不同的未來預測

結果，WSTS 對於未來成長動能一路正面預測；Gartner 預測在 2023 年，全球半

導體市場轉為負成長；IC Insight 預測在 2024 年才會轉為負成長。 

面對未來全球半導體市場需求，也許正如 COVID-19 疫情爆發之際，全球普

遍預測下滑趨勢，然而，宅經濟帶動起全球半導體高度正成長，正是早先未被討

論到的一種情境。同樣，在全球經濟恢復正常活動後，全球半導體市場是否將會

持續正成長，還是存在下滑的隱憂，仍還需要持續觀測後續全球需求市場的變化

而定。 

(二)全球半導體各區域市場成長趨勢 

本研究將探討全球總體市場成長趨勢，亦將探討全球半導體主要區域市場的

成長趨勢，將細分為美國區域市場、日本區域市場、歐洲區域市場、中國大陸（以

下簡稱大陸）區域市場、亞太地區（不包含日本及大陸）區域市場等五大半導體

區域市場的成長趨勢。 



  第二章 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發展現況與趨勢 

25 

 

1.全球半導體市場季度與年度成長趨勢 

根據 WSTS 統計，2020Q4 全球半導體市場銷售值 1,189 億美元（圖 2.4），較

上季(2020Q3)成長 4.7%，較 2019 年同期(2019Q4)成長 9.6%；銷售量達 2,620 億

顆，較上季(2020Q3)成長 5.2%，較 2019 年同期(2019Q4)成長 10.5%；平均銷售單

價為 0.454 美元，較上季(2020Q3)衰退 0.4%，較 2019 年同期(2019Q4)衰退 0.8%。 

2020Q4 美國半導體市場銷售值達 263 億美元，較上季(2020Q3)成長 9.3%，

較 2019 年同期(2019Q4)成長 16.4%；日本半導體市場銷售值達 99 億美元，較上

季(2020Q3)成長 8.0%，較 2019 年同期(2019Q4)成長 8.4%；歐洲半導體市場銷售

值達 102 億美元，較上季(2020Q3)成長 11.7%，較 2019 年同期(2019Q4)成長 5.5%；

大陸市場 398 億美元，較上季(2020Q3)衰退 1.5%，較 2019 年同期(2019Q4)成長

4.0%；亞太地區（不包含日本及大陸）半導體市場銷售值達 326 億美元，較上季

(2020Q3)成長 6.3%，較 2019 年同期(2019Q4)成長 13.3%。 

202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全年總銷售值達 4,404 億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6.8%；

2020 年總銷售量達 9,537 億顆，較 2019 年成長 2.3%；2020 年 ASP 為 0.462 美

元，較 2019 年成長 4.4%。 

2020 年美國半導體市場總銷售值達 954 億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21.3%；日

本半導體市場銷售值達 365 億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1.3%；歐洲半導體市場銷售

值達 375 億美元，較 2019 年衰退 5.8%；大陸市場銷售值達 1,515 億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4.8%；亞太地區（不包含日本及大陸）半導體市場銷售值達 1,195 億美元，

較 2019 年成長 5.4%。 

 
註：數據源自於 WSTS 於 2021 年 01 月所發布全球半導體逐月市場值。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4) 

圖 2.4、全球半導體市場季度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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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半導體市場各地區比重變化 

由前一小節分析全球各地區半導體市場比重變化趨勢可知，大陸從 2016 年

之後即為第一大半導體市場大國，在大陸為全球主要組裝大國的現況下，使得大

陸對於半導體的需求逐步成長，2015 年全球市占為 29%，在 2020 年達 34%的全

球市占（圖 2.5），但在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下，2020 年大陸的比重呈現稍稍下滑

的態勢（較 2019 年的 35%略低）。第二大比重為亞太地區（不包含大陸及日本，

主要為東南亞、韓國、台灣等地區），其 2015 年全球比重為 31%，但至 2020 年

全球比重降為 27%。美國位居第三大市場國，從 2015 至 2020 年全球比重都約在

19～22%之間變動，而 2020 年的比重則為 22%；在美國政府持續推動在美生產的

政策下，在未來可能提升美國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之比重。歐洲地區的比重為 9%；

日本地區的比重為 8%，呈現緩步下滑的趨勢。 

註：數據源自於 WSTS 於 2021 年 01 月所發布各地區半導體市場值，經計算後之各地區比重。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4) 

圖 2.5、全球半導體市場各地區比重 

 

(三)全球各區域半導體應用類別比重 

前文已說明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STS）統計 202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

規模達到 4,404 億美元規模，並概述各區域市場之需求比重。圖 2.6 則更清楚顯

示，202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區域比重，分別為中國大陸的 34.4%、亞太區（不含

中國大陸及日本）的 27.1%、美洲的 21.7%、歐洲的 8.5%，以及日本的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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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STS（2021/05） 

圖 2.6、202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區域比重 

 

以下則分析各區域市場所需要之半導體晶片的應用類別分布與比重。首先，

美洲地區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運算用半導體，占美洲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41.7%，市場值為 397 億美元規模（圖 2.7、2.8）；第二大需求之應用類別為通訊

用半導體，占美洲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31.2%，市場值為 297 億美元規模；第

三大需求之應用類別為工業用半導體，占美洲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10.3%，市

場值為 98 億美元規模。 

日本地區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車用半導體，占日本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26.1%，市場值為 95 億美元規模；第二大需求之應用類別為運算用半導體，占日

本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23.2%，市場值為 85 億美元規模；第三大需求之應用類

別為工業用半導體，占日本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19.3%，市場值為 71 億美元規

模。 

歐洲地區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車用半導體，占歐洲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34.2%，市場值為 128 億美元規模；第二大需求之應用類別為工業用半導體，占

歐洲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24.7%，市場值為 93 億美元規模；第三大需求之應用

類別為運算用半導體，占歐洲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19.1%，市場值為 52 億美元

規模。 

大陸地區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通訊用半導體，占大陸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

的 39.4%，市場值為 596 億美元規模；第二大需求之應用類別為運算用半導體，

占大陸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26.9%，市場值為 408 億美元規模；第三大需求之

應用類別為消費型半導體，占大陸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14.8%，市場值為 224

億美元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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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運算用半導體，占亞太地區總體半導體市場

比重的 38.5%，市場值為 460 億美元規模；第二大需求之應用類別為通訊用半導

體，占亞太地區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31.1%，市場值為 371 億美元規模；第三

大為需求之應用類別為消費型半導體，占亞太地區總體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14.5%，

市場值為 173 億美元規模。 

 
資料來源：WSTS（2021/05） 

圖 2.7、2020 年全球各區域市場之半導體應用類別市場值 

 

 
資料來源：WSTS（2021/05） 

圖 2.8、2020 年全球各區域市場之半導體應用類別市場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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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趨勢與供給面分析 

(一)全球半導體區域競爭 

在全球半導體區域競爭方面，主要分為美國、日本、歐洲、韓國、大陸以及

台灣。各國的半導體產業產值，是以總部設立國別來計算，產業產值計算包含 IC

設計（fabless）產業產值、IC 製造產業產值（如晶圓代工和整合元件製造商 IDM）、

IC 封測產業產值等，但不包含 IC 設備和 IC 材料的產業產值，也不計算 EDA 工

具產值和矽智財 IP 產值。2020 年各國半導體產業鏈和產品特色說明如下，並簡

略概述各國半導體產業重點政策或戰略（各國半導體產業政策或戰略分別詳細說

明於後續各章）。 

1.美國半導體產業 

美國 2020 年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2,440 億美元（圖 2.9），總排名第 1。主要

廠商包含 Intel、Micron Technology、Qualcomm、Broadcom、TI 等，除此之外，

還有 Nvidia、Apple、AMD、Western Digital、Analog Devices、Microchip Technology、

ON Semiconductor、Skyworks Solutions、Xilinx、Marvell、Qorvo、Maxim Integrated、

Cirrus Logic 等。在次產業排名方面，美國 IC 設計第 1 名、IDM 第 1 名、晶圓代

工第 2 名、IC 封測第 3 名。在各種 IC 產品排名方面，美國 CPU 第 1 名、類比 IC

第 1 名、ASIC 和 ASSP 第 1 名、記憶體第 2 名、MCU 第 2 名、光學元件第 2 名、

感測元件第 3 名。綜合上述，美國 IDM 和 IC 設計皆是全球第 1，全方位產業鏈

和多元產品布局，以 CPU 獨霸全球，工業用和醫療用 IC 也很出名。 

2017 年 6 月，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宣布擬投資  7,500 萬美元啟動電子復興計劃（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 ERI），在隨後五年內投資約 15 億美元，用以解決半導體技

術的製程瓶頸並應對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的挑戰，涵蓋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

轉化研究、國防和商業應用等創新的環節。2020 年美國參議員通過的《為半導體

生產建立有效激勵措施》(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CHIPS) 法案，以及《美國晶圓代工業法案》(American Foundries Act of 2020，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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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7) 

圖 2.9、2020 年各國半導體產業鏈和產品特色 

 

2.台灣半導體產業 

台灣 2020 年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1,089 億美元，總排名第 2。主要廠商包含

台積電、聯發科、日月光、聯電、聯詠等，除此之外，還有瑞昱、力成、南亞科、

華邦、群聯、力積電、旺宏、世界先進、京元電、穩懋、南茂、頎邦、新唐、超

豐、華泰、奇景光電等。在次產業排名方面，台灣 IC 設計第 2 名、IDM 第 5 名、

晶圓代工第 1 名、IC 封測第 1 名。在 IC 產品排名方面，台灣記憶體第 4 名。台

灣以產業鏈分工模式獨步全球，尤其是晶圓代工具全球競爭力。 

3.韓國半導體產業 

韓國 2020 年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877 億美元，總排名第三。主要廠商包含

三星電子、SK 海力士、Silicon Works、Seoul Semi、Magnachip 等。在次產業排名

方面，韓國 IDM 第 2 名。在 IC 產品排名方面，記憶體第 1 名，且非常偏重記憶

體。近年三星以 IDM 型態切入晶圓代工，代工營收僅次於台積電，和台積電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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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於 2021 年 5 月公布 K 半導體戰略，以韓國的三星電子、SK 海力士

等 153 家企業未來 10 年投資 510 兆韓元（約新台幣 12 兆 6 千億元）為主，韓國

政府將全面支援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包括為相關企業提供租稅減免、擴大金融和

基礎設施等支援，其中公司研發投資的可扣抵稅率最大提高至 50%。韓國政府將

提供特別資金支援設備投資，還要放寬處理化學物資的法規，支援民間投資；也

將制訂《半導體特別法》，成立跨部會的協議體制以防止技術外流。此外，為了培

養半導體產業人才，將擴大半導體相關大學的人員名額，目標未來 10 年內能培

育約 3 萬 6 千名人才。韓國政府之所以致力於半導體產業的培育，主要是受到美

國與大陸對立，有關半導體的競爭已從企業間的競爭轉變成國家間的競爭，因此

認為有必要官民合作因應。 

4.日本半導體產業 

日本 2020 年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472 億美元，總排名第 4。主要廠商包含

Kioxia、Sony、Renesas、Rohm、Toshiba 等，除此之外，還有 Nichia、Mitsubishi 

Electric、DENSO、Sanken、Murata Manufacturing、Fuji Electric、Socionext、

MegaChips 、 TDK 、 Sumitomo Electric 、 Hamamatsu Photonics 、 Asahi Kasei 

Microdevices、Sharp 等。在次產業排名方面，日本 IDM 第 3 名。在 IC 產品排名

方面，記憶體第 3 名、MCU 第 3 名、類比 IC 第 2 名、ASIC 和 ASSP 第 3 名、

光學元件第 1 名、感測元件第 2 名。早期日本以記憶體獨霸全球，現在以利基型

IC 為主，光學元件是很出名的產品。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21 年 6 月公布強化半導體研發、生產體制的新戰略「半

導體/數位產業戰略」，目標是為了強化經濟安全保障上的戰略自主性，將透過和

海外晶圓代工廠設立合資工廠、確保日本國內的製造基礎，並進一步推動次世代

製造技術的國產化。主因在美中技術霸權對立、供應短缺等背景下，半導體在經

濟安全保障上的重要性增加，希望重振全球存在感低下的日本半導體產業。 

日本現有的工廠為了成為支撐全球供應鏈的要角，在記憶體、感測器、功率

半導體、MCU 領域上，將要進行廠房更新；另外，為了捉住 5G、AI、自動駕駛、

電動車、再生能源等數位/綠色投資的全球市場商機，要強化用來支撐後 5G / 

Beyong 5G 系統、綠色創新的半導體設計/研發。 

5.歐洲半導體產業 

歐洲 2020 年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418 億美元，總排名第五。主要廠商包含

STM、Infineon、NXP、Robert Bosch、Osram 等，除此之外，還有 Nexperia、ams、

Dialog Semiconductor、Ampleon、Melexis Microelectronic Systems、NORDIC 

Semiconductor、Cobham、Elmos Semiconductor、EM Microelectronic 等。在次產

業排名方面，歐洲 IDM 第 4 名。在 IC 產品排名方面，分離式元件第 1 名、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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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名、類比 IC 第 3 名、ASIC 和 ASSP 第 2 名、光學元件第 3 名、感測元件第

1 名。歐洲以 OSD（光電、感測器和分離式元件)產品為主，車用半導體是很出名

的產品。 

法國、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在內的 17 個歐盟國家在 2020 年 12 月公布一

項計畫，以提高歐洲在半導體市場的影響力為目的，在未來 2 至 3 年內投資 1,450

億歐元（約新台幣 5 兆元）研究半導體技術，並減少對亞洲和美國進口的依賴，

最終目的是增強歐洲 IC 設計以及製造能力；未來設定發展的處理器將應用於高

速連接、自駕汽車、航空航太和國防、健康和農業食品、AI、數據中心、整合光

子學、超級運算和量子運算等領域。歐洲希望制定此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從晶

片設計到 2 奈米製程邁進的先進製造，目標是在最重要的價值鏈上實現差異化和

領先。 

6.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 

大陸 2020 年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387 億美元，總排名第六。主要廠商包含

海思半導體、中芯國際、上海韋爾半導體、紫光展銳、豪威科技、上海華虹等，

除此之外，還有 MLS 木林森、匯頂科技、格科微電子、GoerTek 歌爾集團、中興

微電子、比特大陸、杭州士蘭微電子、北京兆易創新科技、矽力杰等。在次產業

排名方面，大陸 IC 設計第 3 名、IDM 第 6 名、晶圓代工第 3 名、IC 封測第 2 名。

大陸早期學習產業鏈分工發展模式，積極發展產業和各種 IC 產品。 

大陸半導體產業在 1980 年代才開始投資建設半導體產業，但因缺乏對於半

導體市場需求的確認，一直欠缺總體產業政策的規劃，技術追趕不上國際腳步。

大陸在 2000 年後，寄望透過「蛙跳策略」大舉投入拉攏國內外業者投資重點半導

體產業，投資總額雖然龐大，但過度集中特定領域，且有跨省重複建設等畸形產

業發展問題，難以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導致至今發展仍事倍功半。至今

大陸半導體產業在技術落後以及產業鏈完整度不健全情況下，使得大陸半導體產

業僅滿足其內需市場為主，甚難與國際市場一起競爭。 

(二)全球半導體領導廠商最新布局 

全球半導體晶片應用於運算用、通訊用、消費型、車用、工業用、醫療、航

太、軍用與其他應用領域。隨著數位化資料量爆增之際，使得半導體晶片的特性

要求越來越高，進而使得半導體製造技術持續往更小尺寸推進。在運算用、通訊

用與車用等三大應用領域中，對於半導體晶片之特性需求最為急迫，本文將探討

運算用、通訊用與車用等三大晶片廠商的最新動向，以探究全球半導體領導廠商

之最新布局策略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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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算用晶片廠商動向 

全球運算用晶片龍頭廠商：Intel，針對 10nm SuperFin 製程之後的製程技術，

Intel 給予了全新的命名，其中 Intel 7 製程將對應原本的第三款 10nm 製程改良版

設計，並且直接對應全球其他競爭廠商所謂的 7nm 製程，而 Intel 4 製程技術則對

應 Intel 原本規劃的 7nm 製程（圖 2.10）。 

Intel 7 製程相比先前 10nm SuperFin 製程將可提升 10%-15%的每瓦效能，其

中基於現有 FinFET 電晶體技術強化設計，預計用在針對消費市場推出的 Alder 

Lake 架構處理器，以及針對數據中心需求打造的 Sapphire Rapids 架構處理器。 

Intel 4 製程技術則會採用 EUV 技術，預期帶動 20%左右的每瓦效能提升幅

度 (相比 Intel 7 製程)，用以生產針對消費市場打造的 Meteor Lake 架構處理器，

以及針對數據中心打造的 Granite Rapids 架構處理器。 

Intel 3 製程技術則會以改良版 FinFET 電晶體技術，並且搭配 EUV 技術，相

比 Intel 4 製程技術將可帶動 18%的每瓦效能表現，預計最快可在 2023 年下半年

進入量產。 

預計在 2024 年應用的 Intel 20A (埃米)製程技術，分別導入 RibbonFET 電晶

體技術與 PowerVia 供電設計，將延續 2011 年提出的 FinFET 電晶體技術設計強

化，可在更小面積堆疊更多電晶體，並且能在相同電流驅動下，加快電晶體運作

開關切換速度，同時透過 PowerVia 後端供電設計，讓整體供電運作效率提升之

外，更藉由移除晶圓正面供電所需迴路，藉此讓訊號以最佳化形式傳遞。 

 
資料來源：Intel (2021/07) 

圖 2.10、Intel 製程技術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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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 公司在發表 Ryzen 架構處理器後，再加上採用全球晶圓代工技術領先

的台積電之 7 奈米製程，使得 AMD 設計的運算晶片效能直逼運算市場龍頭大廠

Intel 的晶片。2020 年 Intel 宣布 7 奈米製程落後量產，AMD 更是趁勝追擊，利用

多核心的 Chiplets 小晶片設計來突顯成本優勢，使得 AMD 設計之運算晶片擁有

較高的性價比，也讓 AMD 在全球運算市場中脫穎而出（圖 2.11）。 

在 X86 運算處理器市場中，AMD 的桌上型電腦處理器創紀錄地達到全球 

18.3%的市占率，而筆記型電腦處理器市占率（19.9%）則已連續 12 季都呈現正

成長。客戶端運算處理器的採用度，其動能維持持續成長態勢，各電腦品牌商，

如：聯想、惠普、華碩、宏碁皆推出搭載 AMD 運算處理器的筆記型電腦產品。

同時 AMD 也持續擴充運算處理器產品陣容，推出 AMD Ryzen™ 5000 系列桌上

型電腦處理器，效能較以往產品更上層樓，AMD 不僅要侵蝕運算處理器市場，

更為滿足線上電競市場需求，推出更高效運算能力的繪圖卡晶片，讓線上電競體

驗更為真實。 

蘋果在 2020 年 6 月 WWDC2020 上宣布，未來 Mac 電腦將採用自製設計的

ARM 架構系統單晶片，並預計 2020 年底前推出第一部搭載蘋果 Apple Silicon 晶

片的 Mac 電腦。2020 年 11 月發表 3 款新 Mac，以及首款為 Mac 而設的 Apple 

Silicon 處理器「M1」，正式揮別 Intel X86 平台。Apple Silicon (M1)處理器採用

台積電最新 5 奈米技術生產，具有以下 3 大特性： 

(1)更長的電池續航： 

Apple Silicon (M1) 晶片搭載  8 核心的  CPU，性能較上一代的  13 吋 

MacBook Pro 快 2.8 倍， M1 晶片的超高效能，2020 年 MacBook Pro 的影片

續航力高達 20 小時，是過去使用 x86 處理器的兩倍長時間。 

(2)比 X86 處理器效能更好： 

Apple Silicon (M1)  晶片配備 8 核的 GPU 和 8 核的 CPU，其中包括 4 

個高效能核心和 4 個高效率核心，針對單執行緒工作，每個高效能核心都能以最

節能方式提供領先業界的效能；擁有 160 億個電晶體，每秒可以處理 11 兆次運

算，讓軟體開發者設計軟體運作的速度比以往快上 3 倍，4 個高效能核心可同時

運作，大幅提高執行多執行緒任務的效能表現。 

(3)支援 iPhone、iPad App 軟體： 

新 Mac 搭載新一代作業系統 macOS Big Sur，未來 iPhone、iPad App 將可

以直接在 Mac 上執行，提升 Mac 用戶在蘋果生態的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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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用晶片廠商在物聯網世代需要處理許多數據的要求下，採用最新 IC 設

計與最高階 IC 製程技術，為市場提供最高效能的運算用晶片，應用在電腦產品

上，可以加速電腦處理更多數據，與提供線上顯示畫面時能更加真實與逼真。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4) 

圖 2.11、運算用晶片產品 

 

全球顯示晶片領導公司：Nvidia 在 2021 年春季線上 GTC 大會，首度公開展

示 Arm 架構一款全新伺服器 CPU，強調可以提供 TB 級資料量吞吐的加速運算，

也是該公司第一款資料中心等級的 CPU：Grace 處理器。這顆伺服器 CPU 的問

世，將是繼 GPU、DPU 後，Nvidia 所推出的第 3 種運算基礎技術，用以重新架構

資料中心推進 AI 的能力。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表示，Nvidia 是一家 3 種晶片產

品的公司。Nvidia 未來 4 年資料中心產品藍圖，將由 3 種晶片組成，分別是 CPU、

GPU 以及 DPU，並且以每 2 年翻新一代架構的頻率（圖 2.12），各別針對 x86 平

臺、Arm 平臺進行產品迭代更新，比如第一年會先聚焦在 x86 平臺，隔年則會以

Arm 平臺產品更新為主。其中 CPU 部分，Nvidia 第一款伺服器 CPU 產品 Grace

預計將在 2023 到 2024 年間推出，另外在 2025 年還有一款全新的 CPU 產品將亮

相。至於 DPU 部分，除了去年推出的第 2 代 DPU 產品 BlueField 之外，2022 與

2024 年分別有第 3 代和第 4 代 DPU 產品發表。至於 GPU 部分，在 2022 年、2024

年同樣將各有一款採用下一代 Ampere 架構 GPU 產品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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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vidia (2021/04) 

圖 2.12、Nvidia 晶片發展藍圖 

 

2.無線通訊用晶片廠商動向 

高通與聯發科之 5G 晶片攻防戰向來為市場關注的焦點，2019 年 11 月底聯

發科「天璣 1000」問鼎 5G 市場（圖 2.13），除了支援 5G Sub-6GHz 頻段外，還

整合了 5G 數據機、藍牙(Bluetooth)5.1+、Wi-Fi 6、系統 (包括 GPS、北斗與日本

衛星系統，支援 L1 和 L5 雙頻)，以及 5G 雙載波聚合(2CC CA)，為市面上技術

整合度最高的 7 奈米單晶片系統產品。聯發科緊接著在 2020 年 CES 上發表「天

璣 800」5G 處理器，支援了 Sub-6GHz 頻段的獨立（SA）與非獨立（NSA）組

網，並支持 2G 到 5G 各代行動連網需求，以及動態頻譜共用（DSS）技術，企

圖搶下中階手機市場，目前天璣 1000 系列與天璣 800 系列成功取得 OPPO、小米

及華為訂單。 

2020 年底聯發科進行 6 奈米製程 5G 晶片投產，並於 2021 年初推出「天璣

1200」。在 2021 年下半年推出 5 奈米製程的新款手機晶片，旗下新款產品線全

面支援 5G 毫米波（mmWave）功能，搶攻新一波的 5G 智慧型手機市場。 

高通在 2019 年年底 Snapdragon 技術高峰會推出 3款 5G處理器： Snapdragon 

865、Snapdragon 765，以及 Snapdragon 765G，3 款皆支援 Sub-6 與 mmWave 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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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 2020 年 7 月高通更推出 Snapdragon 865+，Adreno 650 GPU 效能較 S865

有 10%的成長幅度。高通在 2020 年 9 月推出驍龍 7 系列最新 5G 行動平台 

Snapdragon 750G 5G 行動平台。Snapdragon 750G 5G 行動平台能實現全球 5G 和

出色的 HDR 電競體驗，以及強大的終端側人工智慧。採用 Snapdragon 750G 5G 

行動平台的商用裝置，在 2020 年底上市。 

高通於 2020 年 12 月的驍龍技術大會推出新一代的高通驍龍 875 旗艦行動

處理器，很可能會成為該高通旗下最快、最強大且最節能的 5G 行動處理器。與

前一代的高通驍龍 865 相較，最大的不同處在於驍龍 875 將把之前獨立的 5G 

基頻晶片整合進處理器當中。驍龍 875 的設計架構可能包括其中的核心設計，將

是「1＋3＋4」的三叢集架構，也就是 1 個超大核心搭配 3 個大核心以及 4 個

效能核心的設計。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4) 

圖 2.13、聯發科 vs. 高通 5G 晶片規格 

 

3.車用晶片廠商動向 

(1)國際廠商布局 

車用半導體領導廠商 NXP 在 2020 年 6 月宣布將採用台積電 5 奈米製程技術

（N5P），以滿足新一代車用平台對功耗效能及運算能力的需求。在聯網方面，推

出 Wi-Fi 6 產品組合，藉由提升效能、Wi-Fi 覆蓋範圍、連接穩定性與電池壽命，

強化端到端應用與差異化技術方法，進而落實於智慧家庭及車聯網領域中，盼終

端應用市場獲得 Wi-Fi 6 的聯網優勢。關於技術之應用，透過 Volkswagen 概念

車展示超寬頻技術之潛力，超寬頻（Ultra-Wideband）技術可即時處理環境資訊，

使汽車定位更精準、測距更精密、用車更安全（圖 2.14）。 

天璣1000 天璣800 高通S865 高通S765
• tsmc 7nm FINFET • tsmc 7nm FINFET • tsmc 7nm • Samsung 7nm LPP

• Sub-6GHz • Sub-6GHz • Sub-6 & mmWave • Sub-6 & mmWave

• 4顆 Arm Cortex-A77 CPU
• 4顆 Arm Cortex-A55 CPU
• 9顆 Arm Mail-G77 GPU

• Arm NATT MC4 四核 GPU
• MediaTek HyperEngine2.0

• Kryo 585 : 1 + 3 + 4 cores
• Adreno 650 GPU

• Kryo 475 : 1 + 1+ 6cores
• Adreno 620 GPU

• APU3.0全新架構(4.5 TOPS) • APU3.0 (2.4 TOPS) • Hexagon 698 (15 TOPS) • Hexagon 696 (5.5 TOPS)

• LPDDDR4x • LPDDR4x • LPDDR5 • LPDDR4x

• 最高支援8000萬畫素 • Spectra 480 ISP
• 最高支援2億畫素

• Spectra 355 ISP
• 最高支援1億9200萬畫素

• 最高支援8000萬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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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晶片第二大廠 Infineon（英飛凌）在 2020 年 4 月完成收購賽普拉斯

(Cypress Semiconductor)，結合英飛凌在安全上的優勢與賽普拉斯的連接技術，可

望發揮併購綜效。在 2020 年 6 月展示的 Semper Secure NOR 快閃記憶體，藉由

端對端的維護機制，提供聯網汽車、工業及通訊系統最高的資訊安全與功能安全

規格，英飛凌目前已提供樣品給主要客戶，預計於 2021 年 Q2 進行量產。對於未

來市場戰略布局，Infineon 以身為福斯汽車 FAST（未來汽車供應鏈）專案的其中

成員，將一同推動車用晶片市場成長，致力推動汽車電動化。為了回應汽車電子

市場不斷擴張的需求，英飛凌著手擴大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 和馬來西亞居

林（Kulim）工廠的產能。2021 年也計畫投入奧地利菲拉赫 (Villach)功率半導體

的廠房興建。 

2019 年 Nvidia 在 CES 上發表 Level 2+自動駕駛系統 NVIDIA DRIVE 

AutoPilot，以 Xavier SoC 的系統單晶片提供每秒 30 兆次運算的核心處理能力，

內含 6 種不同類型的處理器以 90 億個電晶體處理龐大的資料。而駕駛座艙內的

功能包括駕駛人監控、AI 副駕駛功能以及車載電腦視覺系統的先進駕駛座艙視

覺化。Nvidia 也積極與車廠合作，2020 年和賓士攜手打造尖端自駕車運算系統及

AI 運算基礎架構，透過無線更新（OTA）的方式進行安全性能及其他技術升級，

此 NVIDIA DRIVE 平台用於自動駕駛 AI 應用程式的完整系統軟體堆疊，其中

包含了 SAE Level 2 及 Level 3，以及自動停車功能。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4) 

圖 2.14、國際車用晶片廠商布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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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廠商布局 

台灣晶片設計廠商不讓國際大廠專美於前，聯發科早期僅投入車用資訊娛樂

系統，近年以超短距毫米波雷達平台切入品牌車廠之供應鏈，可應用於視覺駕駛

輔助、自動停車與短距盲區監測，為公司開創出新市場商機（圖 2.15）。 

瑞昱則投入布局車用乙太網路晶片多年，隨著車輛電子化程度越來越高，帶

動車內電子線路頻寬以及資料傳輸速度需求越來越高，藉由 OEM 廠商將瑞昱設

計之乙太晶片置入多款歐系高階房車，以滿足資料傳輸的速度與用量需求。 

原相則配合自家演算法研發手勢辨識、光學手指導航等產品，開發非接觸式

觸控功能產品，原相的單一物件手勢控制（Single Object Gesture Control）產品支

持多達 10 種類型的手勢。多手勢控制（Multi-Object Gesture）方案更可辨識大量

複雜的手勢，也可以自行編製新的辨識手勢。 

穩懋為車聯網需求提供無線通訊相關晶片，在全球開始普及 5G 基礎環境布

建之際，穩懋可提供 5G 通訊相關晶片，以實現 5G 車聯網之市場需求。同時以自

家擁有的『垂直共振腔面射型雷射（VCSEL）』技術，提供車用 3D 感測技術，讓

車輛自動駕駛系統更精準地判斷出周遭環境的真實 3D 資訊。 

車用半導體產品要求規格遠高於傳統 3C 電子產品要求，使得車用半導體技

術進入門檻較高，與中游電子系統組裝廠、下游汽車整車製造商相比，上游的車

用晶片供應商享有汽車電子產業較高毛利率的高利潤空間。由上述分析顯現，國

內 IC 設計大廠，皆紛紛搶食自動駕駛、車聯網晶片、電動車等新市場商機。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4) 

圖 2.15、台灣半導體廠商布局車用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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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STS）統計 202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達到 

4,404 億美元規模。2021 年較 2020 年成長 19.7%，全球半導體市場全年總銷售值

可達 5,272 億美元。  

大陸從 2016 年之後即為第一大半導體市場大國，2015 年全球市占為 29%，

在 2019 年達 35%的全球市占，但在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下，2020 年大陸的比重

呈現稍稍下滑至 34%。美國從 2015 至 2020 年全球比重都約在 19～22%之間變

動，在美國政府持續推動在美生產的政策下，2020 年的比重上升至 22%，在未來

可能持續提升美國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之比重。 

分析各區域市場所需要之半導體晶片的應用類別，在全球各區域的終端市場

的需求不同，使得全球各區域市場對於半導體應用類別的需求也有不同比重。大

陸地區以通訊產品組裝為主，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通訊用半導體，占大陸總體

半導體市場比重的 39.4%；亞太地區以電腦產品組裝為主，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

為運算用半導體；美洲地區為運算大廠聚集地，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運算用半

導體；歐洲地區為供應全球所需之車用產品，其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車用半導

體；日本地區同樣供應全球所需之車用產品，主要需求半導體類別為車用半導體。 

台灣 2020 年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1,089 億美元，總排名第 2。在次產業排名

方面，台灣 IC 設計第 2 名、IDM 第 5 名、晶圓代工第 1 名、IC 封測第 1 名。在

IC 產品排名方面，台灣記憶體第 4 名。台灣以產業鏈分工模式獨步全球，尤其是

晶圓代工具全球競爭力。 

全球 IC 設計領導廠商，如：AMD、Apple、Nvidia...等公司，以及 IDM 龍頭

廠商 Intel 持續設計最新進 IC 晶片，並委託全球 IC 製造技術領先大廠 tsmc 採用

最先進的 IC 製程節點，代工生產高運算、高效能的晶片，讓運算、通訊、車用等

應用領域可以採用最高階 IC 晶片，推動電子產品更加智慧化。 

全球對於半導體的需求將持續保有正成長動能，全球各區域亦因生產類別與

技術能力之不同，各有不同產品的定位與全球市場地位。在全球持續走向電子化

與智慧化之趨勢帶動下，全球半導體市場與產業將持續向前並向上推進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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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歷程及挑戰 

台灣半導體產業從 1976 年發展開始，至 2021 年已走過 45 年頭，在建構台

灣半導體產業初期，即以專業分工與專業代工之創新商業模式，持續在台灣建構

起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並持續推升 IC 設計、IC 製造與 IC 封測技術，為全球客

戶代工生產最先進的半導體晶片。雖然，聯發科領先全球開發出第一顆 5G SoC

晶片；台積電提早量產全球領先的 7 奈米製程技術；日月光提供異質整合封測服

務，台灣半導體產業已位居全球第二名的地位，但，台灣半導體產業仍然面臨諸

多技術競爭與產業發展之挑戰。本章將探討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歷程，以及正面

臨之挑戰，並進行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SWOT 分析，並檢視我國推動半導體產

業發展之政策工具。 

一、台灣半導體產業市場活動分析 

(一)進出口歷年趨勢 

台灣半導體進出口產品編碼為 8542，下文將探討分析其歷年進出口趨勢，包

含台灣半導體出口至中國大陸（含香港，以下簡稱大陸）之歷年成長趨勢。 

1.台灣 8542 歷年進出口分析 

台灣 8542（積體電路及微組件）進出口（含復進出口）總金額呈現逐年成長

態勢（表 3.1、圖 3.1）。在 2020 年，全球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各國生產作

業有所停滯，但台灣半導體產業及電子相關行業仍持續正常運作，使得 2020 年

半導體之進出口均呈現高度年成長態勢。 

台灣 8542 歷年出口總金額及出口大陸金額與占比，呈現逐年成長態勢（圖 

3.2），可看出大陸為台灣 8542 主要出口國，2020 年出口金額達 750.34 億美元，

占我國 8542 總出口比重 61.3%，且出口至大陸比重逐年升高（2016 年為 55.1%；

2020 年為 61.3%）。主因是受到大陸為全球系統組裝大國，且台灣半導體在地生

產規模亦逐年擴增。由於終端電子產品在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以及國際市場需求逐

年成長之帶動，使得台灣出口 8542 至大陸之比重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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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台灣 8542 歷年進出口及出口至中國大陸占比 

單位：百萬美元 

項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台灣 8542 進口金額 36,317.0 43,564.0 50,811.0 53,687.0 62,294.0 

台灣 8542 出口金額 78,171.8 92,307.8 95,907.0 100,316.9 122,463.9 

台灣 8542 出口至中國大陸 43,092.4 51,202.3 55,590.7 59,247.4 75,034.4 

台灣 8542 出口至中國大陸

占比 
55.1% 55.5% 58.0% 59.1% 61.3% 

說明：本表進出口均含復進出口金額；中國大陸含香港地區。 

資料來源：關務署(2021/07) 

 

 
說明：本圖進出口均含復進出口金額；中國大陸含香港地區。 

資料來源：關務署(2021/07) 

圖 3.1、台灣 8542 歷年進出口成長趨勢 

 
說明：本圖出口含復出口金額；中國大陸含香港地區。 

資料來源：關務署(2021/07) 

圖 3.2、台灣 8542 出口至中國大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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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 8542 細項產品歷年出口分析 

台灣半導體 8542 之分類下有 4 大細項產品類別，為 854231（處理器）、854232

（記憶體）、854233（放大器）及 854239（其他電子集成電路）為主要半導體產

品類別，並廣泛應用於所有電子產品，其產品類別中文名稱與應用範圍，如表 3.2

所示： 

表 3.2、積體電路細項產品類別之應用電子產品 

產品類別 類別中文名稱 應用範圍 

854231 

處理器及控制器，無論是否兼有

記憶體、變流器、邏輯電路、放

大器、時鐘及定時電路，或其他

電路 

手機、電腦、平板電腦、遊戲機、汽車電子、

影音多媒體等 

854232 記憶體，電子集成電路 

DRAM：電腦、平板電腦、手機... 

Flash：遊戲機卡匣、USB 隨身碟、記憶卡、

固態硬碟、基地台、交換器、Wifi 路由器等 

854233 放大器，電子集成電路 
通訊用放大器，應用於例如手機、Wi-Fi、藍

芽、RFID 讀取器、衛星通訊...等網通產品 

854239 其他電子集成電路 
消費性電子產品、運算用產品、通訊用電子

產品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7) 

台灣 8542 出口至大陸之 4 項產品類別，除了 854233（放大器）呈現逐年下

降之外，其他產品包括處理器及控制器、記憶體及其他，幾乎皆為成長的態勢（表

3.3、圖 3.3）。 

台灣半導體產業持續投入高階製造技術，使得處理器及控制器、記憶體及其

他之積體電路產品，從台灣出口至大陸之總值呈現逐年成長態勢。 

然而，854233（放大器）之產品屬於一般穩定製程產品，在生產成本考量上，

大陸客戶及國際客戶會選擇在大陸之晶圓廠（如：中芯國際）投單，使得從台灣

出口 854233（放大器）的總值呈現逐年下滑之態勢。 

表 3.3、台灣 8542 歷年細項產品別出口至中國大陸成長趨勢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別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854231 845.8 1,542.0 3,537.2 4,622.0 8,187.2 

854232 6,253.9 7,531.7 7,447.3 7,552.4 8,971.8 

854233 130.1 65.2 70.4 42.0 40.0 

854239 35,816.1 42,017.3 44,488.1 46,986.7 57,794.1 

說明：本表出口含復出口金額；中國大陸含香港地區。 

資料來源：關務署(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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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圖出口含復出口金額；中國大陸含香港地區。 

資料來源：關務署(2021/07) 

圖 3.3、台灣 8542 歷年四項產品別出口至中國大陸成長趨勢 

 

(二)各區域客戶比重 

202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為新臺幣 3.2 兆元，各區域客戶別比重分布，主

要以美國、大陸為主，合計比重為 68.4%。台灣半導體產業客戶別比重，在美國

占比 40.9 %、大陸占比 27.5 %、歐洲占比 5.0 %（圖 3.4）。 

台灣 IC 設計業客戶別比重，在美國占比 7.7 %、歐洲占比 1.8 %、大陸占比 

54.3 %，故客戶以中國大陸地區為主。 

台灣 IC 製造業客戶別比重，在美國占比 53.9 %、歐洲占比 5.5 %、大陸占

比 19.7 %，故客戶以美國地區為主。 

台灣 IC 封測業客戶別比重，在美國占比 49.5 %、歐洲占比 8.4 %、大陸占

比 11.8 %，故客戶以美國地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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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數據為 2021 年 4 月發佈之 2020 年比重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4) 

圖 3.4、2020 年台灣半導體客戶別比重 

 

台灣半導體產業為全球客戶代工生產所需要的半導體晶片，台灣半導體產業

主要全球客戶彙整於表 3.4。 

表 3.4、台灣半導體產業主要全球客戶 

美國市場 中國大陸市場 歐洲或其他市場 

美商 IC 設計公司是台灣 IC 製

造與 IC 封測的最主要客戶。 

 

台灣 IC 製造業之美國客戶

有：Apple、Qualcomm、

Nvidia、AMD 等； 

台灣 IC 封測業之美國客戶

有：Apple、AMD、

NVIDIA、Xilinx、

Qualcomm 等。 

中國大陸電子產品品牌公司是

台灣 IC 設計的最主要客戶。 

 

台灣 IC 設計業之中國大陸廠

客戶有：華為、OPPO、

VIVO、小米等。 

歐洲及其他市場對於台灣半導

體產業之占比較低，該市場以

車用、工業用等特殊應用領域

為主；台灣 IC 製造與 IC 封測

亦為歐洲與其他市場客戶提供

代工服務。 

 

歐洲客戶有：

STMicroelectronics、

Infineon、NXP 等。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4) 

 

二、台灣半導體產業生產活動分析  

(一)國家政策推動 

台灣半導體產業政策推動歷程從 1976 年萌芽開始（圖 3.5），初期以推動台

灣半導體產業鏈成形，中期推動台灣半導體技術推進研究計畫，後期為持續強化

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力，以維持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市場之競爭力，台灣半導

體產業發展歷程有以下 4 大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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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7) 

圖 3.5、台灣半導體產業政策計劃推動藍圖 

 

1. 政府出資引進專業技術，整合法人研發能量：1976 年經濟部特別組成「發展積

體電路計畫工作小組」，從美國 RCA 公司移轉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晶

體技術，並派遣工研院種子部隊到 RCA 公司學習 IC 技術，並建立全台灣首座

IC 示範工廠，之後衍生為聯華電子公司。 

2. 政策優惠支援，鼓勵半導體企業投資深耕，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研發投資

抵減租稅、五年免稅、自動化設備購置可做投資抵減與研發支出抵稅等獎勵措

施，減輕廠商經營負擔，加速投資意願。持續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促使廠

商更有意願在台持續投資。2019 年包含研發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確定延長 10

年。 

3. 政府積極投入人才培育，促進產學合作機制：1988 年行政院核准建置「國家次

微米元件實驗室」，並委由交通大學興建；後更名為「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NDL）。1992 年成立「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CIC）」，致力培育晶片系統

設計優質人才及提昇晶片系統設計前瞻技術，並以此為目標推動各項晶片系統

設計、測試、及實作服務。工業局自 2012 年起，以智慧電子學院培訓具國際

觀、創造力及整合力之智慧電子專業人才。 

4. 政府協助設立科學園區，協助建構產業群聚：1980 年新竹科學園區落成，吸引

海外人才與國內大學畢業生良好就業與創業環境，充分發揮產業群聚效益，創

造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高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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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布局盤點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生產布局以台灣為主，2020 年台灣占比高達 94.8%，在大

陸占比僅 3.5%（圖 3.6），其他海外地區僅占 1.7%。台灣是主要的營運重心之外，

中高階技術、先進製程、前瞻研發等都在台灣（表 3.5）；台灣在海外的布局多以

低階生產為主，台灣半導體產業定位是製造在台灣、行銷在全球。 

2020 年半導體各次產業在台灣的產能布局：IC 設計業高達 97.0%、IC 製造

業高達 95.9%、IC 封測業則有 87.7% 產能在台灣。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4) 

圖 3.6、2020 年台灣半導體產能分布 

 

表 3.5、202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全球布局比重 

台灣 
台灣為中高階 IC 設計、製造及封測的生產及研發基地，如台積電、

聯發科、日月光等，比重高達 94.8%。 

中國 
台商於中國主要生據點為上海、江蘇（蘇州、無錫、昆山）、山東及

廈門等為主，設廠者如台積電、聯電、日月光等，比重僅有 3.5%。 

其他 台商在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地設有生產工廠，比重僅占 1.8%。 

註：數據為 2021 年 4 月發佈之 2020 年比重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4) 

1.台灣已建構起半導體產業生態系 

台灣半導體產業高度群聚效應，包括竹科以 IC 製造及設計為主軸、中科以

高階 IC 製造為重、南科則多為高階封測及先進製程，建構起全台半導體產業生

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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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半導體產業與上下游供應商與週邊支援產業，共同在台灣建構起半導體

供應鏈，以取得就近供應與縮短故障排除時程之優勢，在 24 小時無間斷的生產

排程下，充足的上游生產材料供應，以及生產設備無中斷生產之條件下，台灣半

導體產業可以為全球客戶供應全球市場所需要的半導體晶片。 

2.台灣半導體產業已有完整的跨國產業鏈 

過去來自於大陸的世界工廠需求，台廠已在大陸建構晶圓代工、專業封測等

產業鏈，滿足當地業者或海外客戶需求，在新加坡也有台灣半導體產業投資設廠，

未來在美國也會在台積公司帶領下建立供應鏈。可見台灣業者已經建立跨國供應

鏈，而台灣將是半導體台廠的總部和重心，在台灣持續研發更先進的技術並調度

全球各地的產能，將進一步提高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 

台灣半導體產業主要廠商為分散生產風險與就近服務客戶，在海外設有服務

中心或生產工廠 IC 設計公司（表 3.6）。台灣 IC 設計公司，如：聯發科、聯詠等

公司，在海外設有服務中心，就近為客戶排除晶片在韌體之設定問題。台灣 IC 製

造公司，如：台積電、聯電等公司，在日本設有生產工廠或研發中心；在中國及

美國設有生產工廠；在歐洲設有服務中心。台灣 IC 封測公司，如：日月光、京元

電子等，在日本及中國設有生產工廠；在歐洲及美國設有服務工廠。國內廠商主

要在日本、中國、美國設有生產工廠，可帶動供應鏈體系中相關材料、設備廠商

亦前往就近供應。國內廠商在歐洲佈局策略主要以銷售服務中心為主，以專業人

力提供即時之故障排除與產品銷售諮詢服務，帶動相關產業鏈移動之效益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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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台灣半導體廠商海外布局價值活動 

海外據點 主要廠商 價值活動 / 地點 

日本 

聯發科 銷售服務中心 / 東京品川 

台積電 研發中心 / 東京茨城 

聯電 生產工廠 / 三重 

日月光 生產工廠 / 山形東置賜郡 

力成 生產工廠 / 熊本縣蘆北町 

中國 

聯發科 

銷售服務中心 / 北京市朝陽區、上海徐匯區、安徽省合

肥市、深圳市南山區、成都市高新區、湖北省武漢

市 

聯詠 
銷售服務中心 / 蘇州市蘇州、 西安市、北京市、武漢

市、深圳市福田區、合肥市、成都市、上海市 

台積電 
生產工廠 / 上海松江區（8 吋晶圓廠）、江蘇省南京市

（12 吋晶圓廠） 

聯電 生產工廠 / 蘇州（8 吋晶圓廠）、廈門（12 吋晶圓廠） 

日月光 
生產工廠 / 上海（封測廠、材料廠）、昆山、蘇州、山

東威海、江蘇無錫 

力成 生產工廠 / 西安、蘇州 

美國 

聯發科 銷售服務中心 / 德克薩斯州、加州、新澤西州 

台積電 
生產工廠 / 華盛頓州、亞利桑那州 （8 及 12 吋晶圓

廠） 

日月光 服務中心 / 德克薩斯州、加州矽谷 

京元電子 服務中心 / 加州 

歐洲 

聯發科 
銷售服務中心 / 芬蘭 Oulu、英國 Cambourne、英國

Kent、瑞典 Linköping，在歐洲共有 4 個公司據點 

台積電 服務中心 / 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日月光 服務中心 / 比利時滑鐵盧（Waterloo）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4) 

 

(三)產業鏈市占地位 

1.台灣半導體產業市場地位 

202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達新臺幣 3.2 兆元，其中晶圓代工產業占總產值

一半達 50.6%、封測產業占比達 17.0%；顯示台灣半導體產業在製造端比重極高

達 67.6%（晶圓代工＋IC 封裝業＋IC 測試業）（圖 3.7），為全球 IC 設計商代工生

產所需之半導體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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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4) 

圖 3.7、202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次產業產值比重 

 

台灣半導體產業擁有全球獨特之代工模式，台灣半導體產業為全球客戶提供

專業的代工業務。晶圓代工業持續精進晶圓製造技術，台積電在 2021 年已將量

產技術推進至 5 奈米紀元。台灣 IC 封測業也提供技術優異的封裝技術，以滿足

全球客戶對於晶片大小的要求，同時，也提供單一晶片就具有多項功能，為全球

電子產品在微小化的趨勢下，提供最專業的封測服務。 

在個別次產業中，全球 IC 設計業為美國為第 1 大國，台灣 IC 設計業位居全

球第 2 名的地位，台灣 IC 設計業提供極具 C/P 值的國產 IC 晶片給全球客戶。在

2018 年之全球市占為 17.0%；2019 年為 18.8%；2020 年突破至 20.1%的比重（表

3.7）。 

台灣晶圓製造技術已經領先全球，全球市場上最高階晶片的代工廠商為台灣

公司所生產，也使得台灣晶圓代工成為全球市場第 1 名的龍頭。在 2018 年之全

球市占為 75.6%；2019 年為 74.6%；2020 年突破至 77.3%的高度比重。 

台灣封測業提供高階封測技術，為全球客戶實現微小化晶片的需求，同樣在

全球市場位居第 1 名的領先地位。在 2018 年之全球市占為 55.8%；2019 年為

56.5%；2020 年突破至 57.7%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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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台灣半導體產業之全球地位（2018～2020 年） 

次產業別 年 份 全球排名 全球市占率（%） 

IC 設計產業 

2018 2 17.0% 

2019 2 18.8% 

2020 2 20.1% 

晶圓代工 

2018 1 75.6% 

2019 1 74.6% 

2020 1 77.3% 

IC 封測產業 

2018 1 55.8% 

2019 1 56.5% 

2020 1 57.7%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5) 

 

2.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設備需求市場地位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最新統計，2020 年全球半導體製造設備市場

大幅成長 19%（表 3.8），銷售總額由 2019 年的 597.5 億美元攀至 2020 年的 711.9

億美元，並創下歷史新高紀錄。展望 2021 年，隨著許多半導體製造商在 2021 年

初陸續發布的新計畫持續強化投資，看好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將在未來持續創下

新高。COVID-19 疫情帶動數位轉型持續加速，SEMI 看好 5G、資料中心、人工

智慧（AI）及高效能運算（HPC）等應用，將持續為半導體產業注入成長動能。

業界預估，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 2021 年有機會加速成長並突破 800 億美元，再

創歷史新高；且因為台積電資本支出創下新高，SEMI 預期台灣 2021 年將重回全

球最大半導體設備市場。此外，SEMI 認為在半導體產能嚴重供不應求，且業者

大動作投資擴產的情況下，未來幾年將是半導體設備市場的超級循環周期（super 

cycle）。 

又根據 SEMI 統計，大陸首次成為半導體設備年度銷售金額最大市場，銷售

額年增 39％達 187.2 億美元。台灣則以 171.5 億美元市場規模緊追在後並位居第

2，銷售額在 2019 年大幅成長後，2020 年約略持平。韓國大幅成長 61％達 160.8

億美元，繼續位居第 3 大市場。日本和歐洲兩大地區走出 2019 年頹勢持續復甦，

年度支出各有 21％及 16％的成長。北美則是連 3 年正成長後，2020 年銷售首度

出現下滑 20％達 65.3 億美元。 

而 2020 年全球晶圓製程設備銷售額上升 19％，其他前段設備銷售額則有 4

％的小幅增長。封裝設備在各地區均出現強勁增長的推波助瀾下，2020 年市場躍

升幅度達 34％，測試設備總銷售也有 20％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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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2019～2020 年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 

單位：十億美元 

 2019 年 2020 年 年增率 

中國大陸 13.45 18.72 39.0% 

台灣 17.12 17.15  0.2% 

南韓  9.97 16.08 61.0% 

日本  6.27  7.58 21.0% 

北美  8.15  6.53 -20.0% 

歐洲  2.28  2.64 16.0% 

其他  2.52  2.48  -1.0% 

總計 59.75 71.19 19.0% 

資料來源：SEMI (2021/04) 

3.台灣在全球半導體材料需求市場地位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最新統計資料指出，因 5G 普及、加上新冠肺

炎疫情推升宅經濟需求，帶動全球半導體需求攀高，也激勵 2020 年全球半導體

材料銷售額年增 4.9%至 553 億美元、年銷售額創下歷史新高紀錄。其中，光阻

劑、研磨液等使用於晶圓加工的材料銷售額為 349 億美元；封裝材料銷售額為 

204 億美元（表 3.9）。 

就區域別情況來看，擁有眾多晶圓代工工廠的台灣市場銷售額年增 8.2% 至 

123.8 億美元、已連續第 11 年蟬聯全球最大半導體材料市場（最大消費市場）；

大陸市場年增 12%至 97.6 億美元、增幅最高；南韓年增 3.9%至 92.3 億美元、位

居第 3 位。 

表 3.9、2019～2020 年全球半導體材料市場規模 

單位：十億美元 
 

2019 年 2020 年 年增率 

台灣 11,449 12,383  8.2% 

中國大陸  8,717  9,763 12.0% 

南韓  8,885  9,231  3.9% 

日本  7,708  7,947  3.1% 

其他  6,415  6,759  5.4% 

北美  5,623  5,590 -0.6% 

歐洲  3,919  3,634 -7.3% 

總計 52,716 55,308  4.9% 

資料來源：SEMI (2021/04) 

(四)技術布局趨勢 

全球半導體技術競爭進入到 10 奈米以下的世代，由於研發與設備投資金額

過大，多家廠商選擇不再投入先進技術開發，如美商 GlobalFoundries 將技術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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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於 12 奈米。全球僅美國 Intel、韓國 Samsung、台灣台積電等公司投入 10 奈

米以下技術研發與量產（圖 3.8）。 

台積電公司在 2020 年已將量產技術推進至 5 奈米技術，並持續投入技術研

發，實現更精密的製程量產技術；台積電規劃在 2022 年將量產技術節點向前推

進到 3 奈米技術，為全球提供更先進的半導體製程技術。韓國 Samsung 同樣規劃

在 2022 年量產 3 奈米技術，等同台積電技術節點。美國 Intel 規劃在 2022 年才進

入量產 7 奈米技術，該半導體技術世代是落後台積電與韓國 Samsung。 

 
註：資訊為 2021 年 4 月前，各公司所揭露之技術量產時程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4) 

圖 3.8、半導體技術推進圖 

 

三、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SWOT 分析 

台灣半導體產業從 1976 年發展開始，至 2021 年已走過 45 年頭，在建構台

灣半導體產業初期，即以專業分工與專業代工之創新商業模式，逐步在台灣建構

起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推升台灣半導體產業位居全球第 2 名的市場地位。然

而，國際上美國、歐洲、韓國、日本以及大陸亦感受到半導體應擁有自主供應能

力，正積極建構在地自主的半導體生產體系，此國際趨勢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是

否將會造成衝擊與影響。下文將針對台灣半導體產業進行 SWOT 分析，針對台灣

半導體產業在優勢（S）、劣勢（W）、機會（O）、威脅（T）等四大構面進行分析

（表 3.10），以檢視台灣半導體產業目前所擁有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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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台灣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7) 

(一)台灣半導體產業擁有以下四大優勢： 

1. 專業分工與專業代工商業模式：台灣半導體產業為 IC 設計、IC 製造、IC 封測

等 3 大次產業所建構而成，在各次產業中，均有專業公司提供最專業的半導體

服務，知名 IC 設計公司有：聯發科、聯詠、瑞昱等；知名 IC 製造公司有：台

積電、聯電、力積電、世界先進等；知名 IC 封測公司有：日月光、矽品、力

成等。 

2. 上中下游產業鏈完整，擁有材料與設備週邊支援產業鏈：台灣半導體產業除了

已建構完整的上中下游次產業鏈之外，亦擁有半導體材料與設備的週邊支援產

業，為台灣半導體提供最即時的材料與設備支援，讓台灣半導體產業可以無間

斷地為全球客戶生產全球市場所需要的半導體晶片。知名台灣半導體材料公司

有：永光、長興、長春、華立等；知名台灣半導體設備公司有：致茂、崇越、

德律、辛耘等。 

3. 已量產 5 奈米製程節點，晶圓製造技術領先全球：台積電公司早先布局先進半

導體技術研發，藉由 EUV 曝光設備，已領先全球量產 5 奈米製程節點，已經

為全球客戶，如美國 Apple 公司生產出智慧型手機的應用處理器（AP）和筆記

型電腦用中央處理器（CPU）。台積電公司持續推進製程技術節點邁向 3 奈米、

2 奈米以及 1 奈米的量產技術。 

4. IC 製造與 IC 封測排名世界第一：台灣半導體產業擁有最先進的晶圓製造技

術，以及最高階的晶片封裝與測試技術，為全球客戶生產出市場所需要的晶片

功能與大小。帶動全球知名 IC 設計公司選擇台灣半導體產業，進行最先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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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製造，推升台灣半導體產業中 IC 製造業與 IC 封測業之產業總值，位居全球

龍頭的市場領先地位。 

(二)台灣半導體產業處於以下四大劣勢： 

1. 先進半導體生產設備仰賴外商供應：先進半導體晶片得以順利量產，除了技術

研發之外，還需要仰賴先進半導體設備的支援，才得以進入大量生產規模。在

最先進半導體設備中，我國半導體設備產業未具有供應能力，使得在先進設備

供應上需要外商提供該生產機台予台灣半導體產業，尤其 EUV 設備需要仰賴

荷蘭 ASML 公司的獨家供應。 

2. 高階半導體材料仰賴外商供應：晶圓生產製程技術持續推進之際，對於半導體

材料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國際間擁有先進半導體材料供應能力之廠商，以外

商公司為主。雖然，國外材料商可以供應高階半導體材料，但在晶圓製造的生

產成本控制上，我國半導體產業是處於劣勢。 

3. IC 設計 IP 掌握在外商：X86 設計架構由 Intel 公司所擁有，ARM 設計架構由

ARM 公司所擁有，國內 IC 設計廠商進行 IC 晶片設計時，受限引用之 IC 架構

為外商所擁有，需要支付授權費用，將影響國產 IC 晶片成本。 

4. 台灣基礎科學研究不足：基礎科學需要長期投入研究與面臨研發失敗的結果，

台灣受限研究經費規模有限的困境，使得台灣在基礎科學研究上，不如歐美國

家得以長期投入資源研發。 

5. 半導體人才供應不足：受到理工科學生人數不足之影響，台灣半導體人才供應，

無法跟上台灣半導體產業佈局速度，使得台灣半導體產業一直處於人力需求大

於供給之困境，亟需充足的半導體人力供應，得以順利擴大台灣半導體產業生

產規模；尤其近年少子化趨勢更為明顯，半導體人才供應不足的問題將面臨更

大的挑戰。 

(三)台灣半導體產業具有以下四大機會： 

1. 台灣擁有在地生產與出口之國際地位優勢，吸引國際訂單：台灣半導體產業擁

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在台灣即可完成 IC 設計、IC 製造以及最後的 IC 封

測業務，從晶片設計到最終晶片產品，都可以在台灣生產完成。又由於台灣位

處亞太中心，對外交通無論是航空或是海運均非常順暢，使得台灣擁有在地生

產與出口之國際地位優勢，吸引國際客戶來台下單生產半導體晶片。 

2. 吸引國際人才來台投入先進半導體技術開發：台灣在半導體量產技術已位居全

球領導地位，並且整體半導體產業鏈健全，得以吸引國際半導體人才來台，在

台灣進行先進半導體技術開發之際，就可以找到所有產業鏈的支援，得以更快

開發出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3. 國際先進半導體技術研發之共同合作夥伴：台灣半導體產業靠著自己開發最先

進半導體製造技術，並推進到大量生產規模，使得國際上在進行半導體技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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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際，首要希望台灣半導體產業可以一起參與合作計劃，結合彼此優勢，加

速實現先進半導體技術被開發成功。 

4. 與國際品牌商共同開發最先進電子產品：台灣半導體產業為全球客戶提供最專

業與最先進的半導體代工生產服務。當國際品牌商進行創新電子產品設計之

際，就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共同合作，把設計圖轉化為真實的電子產品，並推進

到量產之大規模生產，得以讓國際品牌商在全球市場推出創新的電子產品。所

以，台灣半導體產業一直都是國際品牌商的共同合作夥伴。 

(四)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以下四大威脅： 

1. 大陸受政府基金扶植，投資發展自主半導體，試圖超車我國半導體產業：大陸

正面臨國際管制的限制，無法順利得到國際半導體產業的外援。大陸政府正投

入國家經費，建立自主半導體產業鏈，除了擺脫國際管制限制之外，亦試圖在

部分領域超車我國半導體產業，以提升大陸半導體產業鏈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2. 大陸挖角台灣半導體產業人才：任何技術的源頭都是來自於人。所以，大陸在

建構自主半導體產業鏈之際，需要專業人才的支援，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成

熟之際，無論是現職的工程師、主管，或是，退休之中高階主管，都是大陸極

力挖角的對象。 

3. 美國、日本、歐洲積極邀請台灣半導體產業前往設廠：2020 年及 2021 年全球

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不僅改變生活型態，也使得生產作業有所改變。在

電子產業面臨晶片供應短缺之際，浮現出各國對於半導體晶片的在地供應的重

要性，使得美國、日本、歐洲正積極邀請台灣半導體產業前往當地設立生產工

廠，以提供在地生產與供應。 

4. 韓國以國家之力強化韓國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之競爭力：韓國半導體產業一直持

續投入先進半導體技術研發，在國際半導體市場中與台灣半導體正面競爭。韓

國已規劃 2030 年韓國半導體產業政策：K 半導體戰略，目標是在韓國建設全

球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基地，直接挑戰台灣半導體產業之市場地位。 

四、台灣半導體產業政策動向 

(一)因應美中科技戰之政策方向 

台灣是全世界的半導體產業重鎮，晶圓製造第 1、晶片封測第 1、矽晶圓產能

第 2 的既有優勢。然而在美中貿易戰越趨激烈的情形下，大陸宣布投入第三代半

導體研發，美國政府擬以 500 億美元扶植美國的晶片製造業，歐盟也計畫搶進晶

片製造市場，希望在 2030 年生產全球 20%的先進晶片。在各方競爭之下，台灣

將需要從製造、人才、技術與資源三方向突圍，不但要穩固國際戰略地位，還要

持續擴大既有資通訊應用市場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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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層級，台灣要擴大晶圓製造的競爭優勢。2030 年的半導體世代為超摩

爾定律時代，IC 應用邁向多元化與極致效能，更進一步的跨向 Å 尺度（1nm），

政府將持續壯大串聯竹科、中科、南科等西部矽谷帶的半導體產業聚落，並更新

竹科第 3 至 5 期的標準廠房，同時確保廠商土地、水資源、電力、材料、人才之

供給不予匱乏。 

在國家層級，主要是確保半導體人才之供應，包括由企業、大學共同設立半

導體研發中心及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擴增大學重點領域學生名額並放寬生師

比，透過半導體國際產學交流聯盟延攬國際人才，邀請企業開設實戰培訓、思維

導入、知能特訓等多元跨域職能培訓學程，藉由這些方法培育並擴增半導體產業

所需人才。 

在全球層級，主要需掌握戰略資源與技術，這又可分為設備及材料兩個方向。

在設備方面，要協助台灣廠商提前佈局 12 吋晶圓製造之利基設備，並朝向化合

物（第三代）半導體發展，使廠商能跨越一線大廠之門檻，生產未來需要的 12 吋

晶圓製造設備。期望在 2030 年之前，能生產小於 1 奈米之 Å 尺度半導體，用於

一般運算；生產高功率化合物半導體，用於電動車及綠能產業；生產高頻率化合

物半導體，用於 5G/6G 之通訊產業；長程目標則朝發展量子電腦用半導體來努

力。 

在材料方面，主要是掌握關鍵化學品自主、確保材料優化參數不外流，並建

立在地戰略供應鏈。現正規劃推動高雄半導體材料專區，結合南部既有半導體製

造、材料與石化產業聚落優勢、循環技術及高值材料生產重鎮規劃，帶動材料與

石化產業就業與研發升級。過去 40 年來，政府積極打造科學園區作為台灣半導

體產業發展基地，已成為全球第 1 的半導體聚落。近年因應美中科技戰、台商回

流，產業用地需求提高，科技部已逐步更新科學園區標準廠及開發新設園區等，

促使廠商根留台灣，並提升產業群聚效應。未來經濟部及其他相關部會也會加速

發展高雄半導體材料聚落，協助地方相關產業升級，建立完整的在地戰略生態。 

(二)穩固我國半導體產業鏈地位之具體政策規劃 

2020 及 2021 年的全球晶片缺貨潮，雖凸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地位，但

衍生的國際競合亦使我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優勢面臨轉折，故政府將以建立我國半

導體先進製程生態圈提前因應，並已擬定 2030 年台灣矽製程必須要突破 1 奈米

為發展目標，透過產業、國家、全球三層級由內而外布局，推動四大重點工作，

從製造、人才、技術與資源等方向突圍，對內強化人才質量、科技研發、綠電供

應等軟實力，促進我國整體半導體產業鏈之共榮互惠；對外減少被國外掌控設備、

材料、軟體，同時吸引國際設備及材料大廠來台落地，不但要穩固國際戰略地位，

還將持續擴大既有資通訊應用市場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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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層級布局策略 

(1)產業層級：擴大晶圓製造競爭優勢，確保技術領先。 

(2)國家層級：確保半導體人才供應，兼顧企業所需人才質與量。 

(3)全球層級：掌握戰略資源與關鍵技術，確保半導體產鏈供應無虞。 

2.四大推動重點 

(1)確保半導體人才供應 

提出《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鬆綁法規，讓高教更具

彈性，將遴選 1~2 所大學新設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與企業共同培育產業所需

人才。並擴增大學重點領域（半導體、AI、機械、材料）學士班 10%、碩博士班

15%名額。另推動由企業、大學共同設立 3~5 所半導體研發中心，強化大學投入

半導體研發與鼓勵優秀學生參與。預計每年新增 1 萬名半導體人才，協助半導體

產業突破 1 奈米技術節點。 

(2)強化半導體前瞻科研 

A. 矽基半導體領域：推動「Å 世代半導體計畫」（2021~2025 年），加速 12 吋前

段關鍵設備、三維晶片（3DIC）封裝設備通過終端廠驗證，同時補助管制材料

自主，開發高速、低功耗之運算元件，應用於電腦、手機、汽車等。 

B. 化合物半導體領域：推動「化合物半導體計畫」（2021~2025 年），串聯半導體

產業鏈上下游節點，規劃加速 8 吋關鍵製程設備開發，推動 SiC（碳化矽，為

第 3 代半導體材料）粉體、8 吋 SiC 晶圓自主，並鎖定高功率元件應用於電動

車（電動摩托車、電動巴士）、綠能（風電），及高頻元件應用通訊（5G/6G）、

低軌衛星。 

C. 量子領域：推動「量子科研計畫」（2021~2025 年），聚焦量子運算、量子通訊，

發展矽基技術，以因應 10 年後的運算需求、進而擴大台灣半導體產業未來發

展空間。 

(3)推動南部半導體材料聚落 

持續壯大串聯竹科、中科、南科西部矽谷帶的半導體產業聚落，結合高雄既

有材料與石化產業聚落優勢、循環技術及高值材料生產重鎮規劃，帶動材料與石

化產業就業與研發升級，並以楠梓的原高雄煉油廠為半導體材料研發核心，北接

路竹、橋頭至南科為新興半導體製造聚落，南接大社、仁武、大寮、林園、小港

（大林埔）半導體材料、石化聚落，並結合台積電、日月光、華邦、穩懋等半導

體廠，建立南部半導體材料 S 形廊帶，以掌握關鍵化學品自主、確保材料優化參

數不外流，建立在地戰略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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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產業空間、擴大吸引投資 

更新新竹科學園區第 3 至 5 期的標準廠房，更新標準廠房立體化達到 6 倍面

積，可增加進駐廠商 6 千人，同時確保廠商土地、水資源、電力、材料、人才之

供給無虞。此外，將新設高雄橋頭、嘉義、屏東等科學園區、擴建台南科學園區，

促使廠商根留台灣，提升產業群聚效應。 

為使台灣在後疫情時代，掌握全球供應鏈重組先機，政府超前部署推動 6 大

核心產業，在資訊及數位產業方面，將聚焦持續研發高端半導體先進製程技術、

半導體設備及材料並布局高端技術，期能於 2030 年達到半導體產業進入 1 奈米

製程目標，以穩固我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關鍵地位，並持續領先。 

(三)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未來成長之相關聯政策 

1.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為加速台灣產業轉型升級，政府於 2016 年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作為

驅動台灣下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至今已有初步成果，如促使台灣物聯網、機

械產值自 2018 年起連兩年破兆；吸引 Google、亞馬遜 AWS、微軟、思科等國際

大廠來台設立研發或創新中心；邀集 CIP、西門子歌美颯等國際風電開發及系統

商來台與國內廠商合作開發風場；完成首架自研自製高教機—勇鷹號，提升台灣

國防自主能力等。 

為因應美中貿易戰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劇烈變動與

供應鏈加速重組，總統蔡英文於 2020 年 5 月 20 日就職演說宣示，推動資訊及數

位、資安卓越、台灣精準健康、綠電及再生能源、國防及戰略、民生及戰備等「六

大核心戰略產業」（圖 3.9），行政院於 2021 年 5 月核定「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

方案」，在「5＋2」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透過產業超前部署，期使台灣在後疫

情時代，掌握全球供應鏈重組先機，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2021/05) 

圖 3.9、行政院六大核心戰略產業（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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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把握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秩序重整的機會，政府將持續藉由「投資台灣三

大方案」驅動投資，運用台灣優勢，超前部署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以打造台

灣成為「亞洲高階製造」、「高科技研發」、「半導體先進製程」及「綠能發展」四

大中心，讓我國產業成為國際供應鏈的可信賴夥伴，並替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

打下穩固基礎。 

2.高科技研發中心推動策略 

台灣因半導體產業領航全球，資通訊產品生產數量全球市占第 1，垂直應用

領域科技化程度高，再加上擁有世界級的人才，具有發展為高科技研發中心的優

勢，因此政府推出「領航企業研發深耕計畫」，以「研究」（國際大廠在台深耕研

發）、「共創」（台商與國際大廠共同創新）及「發展」（帶動台商發展應用加值及

服務）為架構，優先推動新興半導體、新世代通訊、人工智慧 3 大核心科技，吸

引國際大廠來台成立研發中心，結合國內產業鏈，加速布局台灣研發體系，以強

化我國產業領導性技術研發實力，推動台灣成為高階研究、高端產品、先進製程

及創新應用的全球高科技研發中心，引領台灣從代工製造大國轉型為研發創新強

國。預估未來每年將影響超過 400 億元（新臺幣）前瞻研發投資及 6,350 位研發

與營運人才，打造台灣成為全球高科技研發中心。 

3.推動三大核心科技 

政府鎖定 3 大核心科技（圖 3.10），進行未來技術布局，持續維持我國科技

產業在國際市場之競爭力。 

(1)新興半導體 

A. 具體作法：除將爭取如美光等國際大廠投資，研發下世代記憶體外，並爭取國

際大廠與國內企業研究，共創異質晶片產業鏈，穩住台灣晶圓代工王國地位；

同時促進國內企業加速產品應用發展，滿足自駕車、智慧手機、資料中心等

創新產品所需。 

B. 預估效益：在新興半導體之產業鏈發展下，至 2025 年帶動產值 468 億新臺幣、

衍生應用 4 千億新臺幣。 

(2)新世代通訊— 5G 網路新架構 

A. 具體作法：新世代通訊產業涵蓋開放式 5G 網路新架構、電信級網通產品等，

爭取如思科和國際電信等國際大廠，投入研發電信級網路系統，擴大出口，

提供全球值得信任的高性價比 5G 解決方案；亦將吸引國際大廠與國內企業

合作建構新型態 5G 產業鏈，打造 5G 方案的台灣品牌。另將促進國內企業發

展各行各業的應用商機，加速企業及民眾享受 5G 創新服務。 

B. 預估效益：相關產值在 2025 年達到 5,700 億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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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工智慧（AI） 

A. 具體作法：爭取如微軟、亞馬遜、谷歌等國際大廠，打造新興 AI 平台，建構

智慧國家 AI 生態系外，並爭取國際大廠與國內企業共創在地化 AI 產業鏈，

使我國成為「企業對企業」（B2B） AI 解決方案輸出國。另推動國內企業發

展產業 AI 化解決方案，打造產業 AI 化創新聚落。 

B. 預估效益：帶動台灣人工智慧產業解決方案在 2025 年產值達 3,600 億新臺幣、

打造產業 AI 化附加價值累積達 7,500 億新臺幣。 

 
資料來源：經濟部(2021/05) 

圖 3.10、台灣高科技研發中心三大核心科技 

 

(四)半導體先進製程推動策略 

1.打造重點產業優質人才，持續推動創新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晶圓代工總產值為全球第 1，市占率超過 7 成，半導體產

業鏈在全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19 年根據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統計

顯示，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占台灣 GDP 比重達 15%，不僅為台灣產業發展的基

石，更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完整且先進製程領先全球，

為了持續保有半導體產業的優勢與製程領先地位，科技部目前正積極發展「Å 世

代前瞻半導體技術計畫」（Å，0.1 奈米），未來 5 年亦將投入新臺幣 15.46 億，推

動「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計畫（簡稱產博後計畫）」作為下一個 10 年的先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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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前部署 1 奈米，半導體學院扮演攻堅角色 

台灣半導體產業雖具有領先優勢，但美、日、韓強勢挑戰，及紅色供應鏈的

威脅仍相當大，為了有效支援下世代先進製程所需的高階人才，以及超前部署 1

奈米技術。行政院推動《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實驗條例》（2021

年 5 月公布）是為讓高教制度在組織、人事、財務、設備資產等方面，具更多彈

性運作空間，企業可以提供資金、師資與研究人員，透過產、官、學界的人員交

流，加速知識擴散與技術移轉，同時促進學界科研成果的產業化，迅速地達成奈

米技術提升之目標，以持續維持半導體產業的全球領先地位。 

3. 半導體製程設備國產化，打造先進製程產業鏈 

為了能讓半導體製程設備國產化，政府提供主題式補助計畫「半導體設備整

機驗證計畫」，協助國內半導體設備業者（含先進封裝設備）通過終端廠品質驗證

（圖 3.11）。國內半導體設備業者多屬中小企業，驗證時程長導致廠商面臨龐大的

研發壓力與失敗風險，經由政府適時提供補助資源，可加速設備業者通過指標客

戶產線測試，並可擴散至其他半導體相關製程，提升國內設備產值。經濟部將以

強化產業生態系為戰略，分就設備、關鍵材料、半導體技術、及人才方面進行策

略提升，以精進數位經濟，預計 10 年內新增新臺幣 1.2 兆元的半導體投資，甚至

可以達到新臺幣 5 兆元的目標產值。未來台灣持續推動半導體產業生態系，成為

全球重要的半導體先進製程產業鏈一環。 

 
資料來源：工業局(2021/05) 

圖 3.11、台灣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推動策略 

4. 啟動 Å 世代前瞻半導體研發，產業持續領先全球 

為提前佈局新世代晶片研發，行政院科技會報擘畫「Å 世代半導體計畫」，由

跨部會執行，積極發展先進半導體設備，以期落實設備自主化的目標。半導體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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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從初期製造 3,000 奈米，至今已達 2 奈米製程，雖然半導體元件的傳統微縮方

式已逐漸接近其物理極限，台灣仍會持續突破這極限，科技部積極推動「Å 世代

前瞻半導體技術計畫」，包括 Å 尺度半導體關鍵檢測技術、關鍵半導體元件材料，

次奈米半導體元件與晶片關鍵技術探索，透過產學創新合作，保有台灣領先的優

勢。 

挑戰物理極限半導體元件材料才能掌握新契機，科技部前瞻思維「Å 世代前

瞻半導體技術專案計畫」就是為下一個 10 年作準備，台灣的先進製程技術，從過

去借重美國，至今已能掌握自主研發前瞻技術，協助我國產業取得先機。未來的

科技產業必須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有效整合跨領域研究人才，涵蓋物理、化學、

材料、微電子、儀器技術等，才有機會開發具有商業競爭性的前瞻材料元件及相

關技術。以創新思維打造新的解決方案，突破現有框架，台灣半導體產業將可持

續領先全球。 

小結 

台灣半導體產業從 1976 年萌芽開始，已發展近 45 年，政府以政策工具持續

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初期以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鏈成形，中期推動台灣半

導體技術推進研究計畫，後期為持續強化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力，以維持台灣半

導體產業在全球市場之競爭力。202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已達新臺幣 3.2 兆

元。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生產布局以台灣為主，2020 年台灣占比高達 94.8%。2020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為全球客戶代工生產半導體晶片，全球主要客戶別比重，美國

占比 40.9 %、大陸占比 27.5 %、歐洲占比 5.0 %。在進出口分析上，台灣半導體

8542（積體電路及微組件）於 2020 年出口（含復出口）至大陸（含香港）金額達

75,034.4 百萬美元，占我國 8542 總出口比重 61.3%，呈現逐年成長態勢，大陸為

台灣 8542 主要出口國。 

台灣半導體產業已位居全球第 2 名之產業地位，但仍面臨四大威脅：大陸受

政府基金扶植，投資發展自主半導體，試圖超車我國半導體產業；大陸挖角台灣

半導體產業人才；美國、日本、歐洲積極邀請台灣半導體產業前往設廠；韓國以

國家之力強化韓國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之競爭力。 

為扶植台灣半導體產業持續發展與維持市場競爭力，政府正以政策工具擬定

2030 年台灣矽製程必須要突破 1 奈米為發展目標，透過產業、國家、全球三層級

由內而外布局，推動四大重點工作，從製造、人才、技術與資源等方向突圍，對

內強化人才質量、科技研發、綠電供應等軟實力，促進我國整體半導體產業鏈之

共榮互惠；對外減少被國外掌控設備、材料、軟體，同時吸引國際設備及材料大

廠來台落地，不但要穩固國際戰略地位，還將持續擴大既有資通訊應用市場之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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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地位及其發展策略 

美國為全球半導體產業與技術的重要發源地，亦係當前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附

加價值活動金額（value added by activity）占比最高與最大單一半導體銷售市場，

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之技術、供給與需求面上均極具重要性，係分析當前全球半導

體產業趨勢時必須加以深入研析的半導體領先大國。爰此，本章除分析美國半導

體產業之政策演變、產業發展趨勢、市場國內需求規模、自給率與其對國際市場

的依賴程度外，亦剖析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優劣勢及發展機會與威脅、產業動向（包

括對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回應）與發展前景，並據此研

析其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機會與挑戰等意涵。 

一、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概況 

(一)美國政策演變和產業發展趨勢 

1.政策演變 

電腦的發展雖可追溯至 1940~1950 年代，但當時由千百個真空管、晶體二極

管、繼電器、電阻器和電容器組成的龐大電腦，卻僅能執行簡單計算功能。而為

簡化電腦組成與提升其計算功能，美國聯邦政府、學術界與產業界開始投入電腦

研發工作，特別是在如何將電腦應於軍事用途的研究方面，更在引導美國半導體

技術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1947 年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s）的科學家發明的

雙極性電晶體（Bipolar transistor）首度問世，迄 1958 年一種運用價格更為便宜與

製程更為簡化的矽（Si）電晶體，來取代原來的鍺（Ge）電晶體出現後，這種能

夠將原來數以千計之電阻器、電容器和晶體管整合在單一半導體材料上的積體電

路（integrated circuit, IC），在包括美國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及

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 T.I.）公司等這些積體電路先驅者的引領下，才使得

半導體技術能夠加快其商業化發展的進程。 

而在後續發展的過程中，美國聯邦政府除了透過提供學術界與產業界研究經

費等方式，促進美國半導體產業技術的發展外，包括軍事、太空與政府應用上的

採購，更在美國半導體技術發展上扮演關鍵角色，因此直至 1962 年為止，美國政

府的半導體採購幾乎占了美國半導體銷售的全部份額（Platzer, Sargent, and Sutter, 

2020: 4-5, 47; 張俊彥，2006）。1970 年代，隨著積體電路電晶體數量的增加以及

大型積體電路的開發，包括 4 位元（4004）、8 位元（8080）乃至於 16 位元（8086）

的微處理機（microprocessor）逐步問世，並開啟以微處理機（microprocessor）為

主的微電腦時代（張俊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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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美國半導體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正式成立，

同時美國半導體業者從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為提高其生產效率與降低生

產成本，開始在亞洲勞力成本較低地區投資設立組裝生產供應鏈。例如美國快捷

半導體早在 1961 年就赴香港投資，將其矽晶圓生產與組裝投資外包至當地。1970

年代，日本半導體製造力量崛起，使得美國從日本進口的半導體產品金額不斷攀

升，而美國半導體業在 1981~1982 年更因美國經濟景氣循環因素而陷入週期性衰

退，但日本半導體業者特別是 DRAM 市場卻仍然頗有斬獲。在面臨日本的非關

稅障礙與補貼的競爭下，由美國半導體業者組成的美國半導體協會（SIA）便向美

國政府施壓，希望美國政府能夠採取行動因應。美日雙方在經過 1982~1983 年的

談判後，雙方同意削減針對半導體的最惠國待遇關稅（Most Favored Nation (MFN) 

tariffs）。 

1985 年美元升值與美日貿易逆差加大，使得半導體議題再度成為美日貿易紛

爭的焦點，美國半導體協會（SIA）與美國主要半導體業者再度依據美國《1974 年

貿易法》301 條款，列出日本應改善美國半導體業者對日市場進入障礙、改善日

本政府扶植半導體政策導致日本半導體業對美與第三市場傾銷等問題。 

1986 年美日間正式簽訂「美 -日半導體貿易協定」（ 1986 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日本同意擴大自美進口半導體並對日本對美國與第三

地市場實施半導體的出口限制，而美方則不再針對半導體議題採取反傾銷措施。

後續，在韓國於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市場力量崛起並威脅美國半導體

業者後，美國政府於 1992 年又在美國半導體業者美光科技（Micron）的要求下，

對韓國 DRAM 業者發起反傾銷調查。揭開美國政府另一波持續運用包括反傾銷

調查（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反平衡稅調查（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以及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運用爭端解決機制針對韓

國、台灣、大陸等半導體業者進行調查等各項反制措施，以回應美國半導體業者

對美國政府應採取行動保護美國半導體業者利益的時期（Bown, 2020: 5-12）。 

除了對外運用貿易政策與提供半導體研究經費支持外，美國另一項協助半導

體產業發展的重要政策即係支持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於 1986 年 9 月成立任務

小組，推動設立「美國半導體製造技術產業聯盟」（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EMATECH）。SEMATECH 初期係由美國國防部的先進研究計畫機

構預算提供運作經費，主要任務在協助研發先進半導體製造技術、於生產線上測

試生產設備技術以及發展新製造方法俾利運用新技術生產各類微電子產品（呂正

華，2003）。惟迄 1994 年，SEMATECH 為進一步擴展其國際產業供應鏈，並納入

國際半導體業者進入，降低對美國政府預算的依賴，決定停止接受聯邦政府資金

挹注，並改由其產業會員會費與挹注資金維繫聯盟運作。2015 年，在英特爾（Intel）

與三星（Samsung）退出該聯盟後， SEMATECH 進一步併入紐約州立大學理工

學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olytechnic Institute），成為該校組織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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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半導體產業政策的制定方面，美國在政府體制上係屬總統制

（presidential system），總統握有行政權，但在分權與制衡的憲政設計下，除獨立

的司法部門進行相關科技議題的法律裁判外，立法部門強勢的兩院制國會使得代

表各州利益的參議院（U.S. Senate）以及代表地方利益的眾議院（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得以對總統領導之行政部門的產業政策進行預算的審查

與監督，而定期的選舉也使得民選的行政首長與國會議員必須仰賴民間與產業利

益團體的政治獻金及選區選票的支持才得以維持其執政權力，並落實其政見與政

策。爰此基本之政治制度與結構，美國半導體產業政策之走向基本上常取決於下

列幾個關鍵政策行動者的立場與相互折衝結果（大陸應用技術網，2009）： 

(1)總統及其領導之行政部門 

美國總統握有行政權，任期固定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而針對半導體產業

政策的推動，總統的基本立場及依其行政意志貫徹政策目標的聯邦政府可說係其

關鍵。其中，美國白宮的科技管理機構主要有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與國家科技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具有較強

的行政及管理職能，在拜登政府任內，更將 OSTP 主任升級為內閣層級，而總統

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與國家科技委員會（NSTC）則扮演諮詢協調的委員會

角色。至於，其他聯邦部會較為重要之科技管理機構則包括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能源部、國家科學

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國防部、衛生部、商務部、農業部等，

基本上各部門均有其與科技相關的管理機構。例如，近期依據拜登總統發布之第

14017 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4017），美國商務部即負責進行白宮「關鍵

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中有關半導體產業部分的評估，而隸屬美國商務部之美國

國家專利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美國國家標準暨

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國家技術資訊

服務中心（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NTIS）以及美國國家電信暨資

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等，

長期以來即在推動美國產業技術創新與科技研發產業化上發揮重要功能。而聯邦

政府長期以來，亦在半導體產業技術研發上，持續提供聯邦經費挹注，目前聯邦

政府針對半導體產業研究的支持重點主要放在延長當前半導體技術生命周期與

發展下世代半導體科技上。 

(2)國會 

美國國會係屬強勢兩院制，所有法案均須經過參眾兩院立法程序，並由總統

簽署生效，總統雖可否決提案，但國會參眾兩院仍可由各 2/3 議員通過推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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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決，使法案完成立法程序成為正式法律。此外，國會也可通過聽證會調查行

政部門運作和行動，確保行政機構依法行事，俾利有效監督行政部門。而參議院

另外亦具備批准總統針對最高法院大法官、下級聯邦法院法官以及行政機構重要

職位人選的權力（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2005）。由於，國會參眾兩院在立法及

批准總統提名內閣重要職位上具備關鍵權力，因此在制定與主導美國科技政策的

走向及經費預算的分配上，美國國會亦係主導美國科技創新與支持政策上的要

角。以美國參議院於 2021 年 6 月通過的《2021 年美國創新暨競爭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USICA）為例，該法案即係近年來美

國國會為因應大陸科技挑戰所提出的重大全面性法案，法案批准美國未來 5 年投

入 2,500 億美元以提振其科技研發核心能力。而法案內容亦包括將提供 520 億美

元支援美國半導體產業、15 億美元支援 5G 供應鏈生產與技術研發，同時防範關

鍵技術外洩，另亦規劃透過與國內外民間、外國政府合作推動半導體、人工智慧、

通訊、能源與生物技術等領域的基礎研究與創新，同時提供多種獎勵措施。而眾

議院於此同時亦提出眾議院版本之相關法案，未來將會再透過參眾兩院協商委員

會協調兩院分歧，以通過一致提案，並送交總統簽署成為正式法律（資策會科技

法律研究所，2021）。 

(3)司法部門 

司法在美國科技政策中往往扮演的是裁決執行科技政策或法規所衍生的法

律紛爭，法院通常會透過實際案例的判決對與科技相關之法律條文做出解釋，並

因此對科技法規的執行產生實際的影響。另外，美國司法部也可能基於保護美國

半導體業者關鍵技術、或商業秘密等理由，對可能涉及侵權的國外業者提起訴訟，

從而使外國半導體業者面臨美國司法裁決的程序影響。 

(4)利益團體 

在美國，各種利益團體透過遊說與組成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支持特定政黨公職候選人並提供競選贊助經費等，可說係其國

內民主與選舉政治運作的常態。在民選公職人員為求選舉連任的壓力下，利益團

體因此得以藉由這類壓力政治的運作，對民選官員或議員進行政治遊說，以使其

利益或訴求得到具體政策或行政措施之回應。而在半導體產業領域中，美國半導

體協會（SIA）自 1970 年代正式成立後，無論在對日本、韓國、歐洲與台灣等半

導體業者的貿易與法律紛爭中，均曾扮演積極的政策與利益遊說角色。而美國半

導體協會（SIA）目前不僅涵蓋 24 個美國重要半導體業者會員，亦有 14 個海外

半導體業者加入該協會成為國際會員，包括英特爾（Intel）、三星（Samsung）、台

積電（TSMC）、SK Hynix、美光科技（Mircon）、博通（Broadcom）、高通（Qualcomm）、

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輝達（Nvidia）、英飛凌（Infineon）、恩智浦（NXP）

與鎧俠株式會社（Kioxia）等全球前 15 大半導體生產與銷售業者均係該協會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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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可說是在美國半導體產業領域中政策影響力最為顯著的代表之一（SIA, 

2021c）。 

美國在 2021 年 5 月 11 日集合全球 65 家晶片製造商與上下游聯盟組成「美

國半導體聯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n Coalition, SIAC），旨在遊說國會與聯

邦政府支持半導體產業。成員皆是半導體上下游與科技業的龍頭企業，包括歐美

的超微半導體、英特爾、高通等晶片製造大廠，亞洲的台積電、三星、東京威力

科創等公司，還有蘋果、谷歌、微軟等科技巨頭。 

(5)個別主要半導體業者與其聯盟團體 

除美國半導體協會（SIA）這類在美國半導體政策領域具關鍵影響力的公協

會團體，美國特定主要半導體大廠，在半導體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中，亦具有關鍵

的影響力。例如英特爾、高通、美光科技與超微半導體等美國主要半導體業者，

即曾聯名上書拜登政府，希望拜登政府能夠落實計畫，提供大量資金，鼓勵半導

體製造，以強化美國製造半導體之能量（XFASTEST，2021/02/03）。而其中又以

英特爾在目前鼓吹強化美國先進半導體製造能力與供應鏈韌性議題最為活躍，近

期為爭取拜登政府與歐洲德法等國支持半導體製造之預算補助，英特爾不僅參與

前述於 2021 年 5 月 11 日成立的「美國半導體聯盟」，以共同遊說美國國會與拜

登政府提供足夠之半導體產業支持預算（經濟日報，2021/05/14），2021 年 6 月英

特爾執行長亦曾先後拜訪法、德兩國領袖，表達英特爾在歐洲設立代工廠的意願，

希望爭取當地國家對半導體製造者的補貼（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1/08/11）。 

2.產業發展趨勢 

(1)美國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與研發支出變化 

首先，在美國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變化方面，以半導體業者總部設立之國別

計算，2012 年時全球半導體產業銷售金額約為 2,916 億美元，其中僅美國半導體

產業對全球銷售金額占比即達 51.8%（銷售金額約為 1,510 億美元，圖 4.1）近年

來儘管全球以及美國對全球之半導體產業銷售金額均持續成長，迄 2020 年分別

達 4,400 億美元及 2,080 億美元，但美國半導體產業對全球銷售金額占全球半導

體市場銷售金額占比卻呈現持續下降趨勢，至 2020 年美國半導體產業對全球銷

售金額占比已降為 47.24%，反映包括韓國、日本、歐洲、台灣、大陸等其他國家

之半導體產業銷售金額占比逐年提升之趨勢（WSTS, 2021; SIA,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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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轉引自 Platzer, Sargent, and Sutter, 2020: 7 

圖 4.1、2012～2019 年全球與美國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變化（以銷售金額計算） 

 

其次，在美國半導體產業之研發支出變化方面，根據美國半導體協會（SIA）

於 2020 年的統計，美國半導體產業在 1999 年至 2019 年期間，國內針對半導體

產業的研發（R&D）支出呈現持續成長趨勢（圖 4.2）。1999 年美國半導體產業的

研發支出估計約 100 億美金，迄 2019 年已達 398 億美金，期間年複合成長率約

6.6%（SIA, 2020b: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轉引自 SIA(2020b: 10) 

圖 4.2、1999～2019 年美國半導體產業研發支出金額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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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半導體產品與服務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供應占比現況分析 

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與美國半導

體協會（SIA）於 2021 年 4 月共同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2019 年美國在全球半導

體產業供應鏈中之供應占比較高者，主要集中在「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與核心智財（Core IP）類」活動，其占比高達 74%其次

是「設計活動類」部分（包括邏輯 IC 占比 67%；分離元件、類比元件與其他（discrete, 

analog, and other, DAO）占比 37%、記憶體占比 29%）。至於在「設備、材料活動

類」部分（製造用設備占比 41%、材料占比 11%）以及「製造類」活動部分（晶

圓生產占比 12%；組裝、封裝與測試占比 2%），占比則明顯較低（詳如圖 4.3）

（BCG and SIA, 2021: 5）。 

 
資料來源：本研究轉引自 BCG and SIA, 2021: 5 

圖 4.3、美國、大陸、東亞（包括韓國、日本與台灣）、歐洲與其他地區在 

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之供應占比 

 

(3)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就業現況 

根據美國半導體協會（SIA）2020 年的統計報告顯示，美國半導體產業目前

直接創造的工作機會大約有 24 萬個，而每一半導體產業創造的工作機會可間接

衍生的支持性工作機會大約接近 5 個，因此合計直間接工作機會約達 160 萬個

（SIA, 2020b: 16; SIA, 2020a）。 

(二)美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變化 

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與美國半導

體協會（SIA）於 2021 年 4 月共同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若將半導體產業價值鏈



台灣半導體產業面對國際政經環境變動的挑戰與因應 

74 

 

分為「研發密集類」、「資本支出密集類」與「資本支出及勞力密集類」等 3 類活

動，則相對於大陸、台灣、韓國、日本、歐洲與其他地區而言，2019 年美國在全

球半導體價值鏈中具關鍵地位者，主要集中在「研發密集類活動」（占全球半導體

產業價值鏈中附加價值活動（value added by activity）金額的 71%），其中包括在

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與核心智財（core IP）（占比

74%）、邏輯（logic）IC（占比 67%）、分離式元件、類比元件與其他（discrete, analog, 

and other, DAO）（占比 37%）、記憶體（占比 29%）、製造用設備（占比 41%）等

項目占比較高。至於在「資本支出密集類活動」中之材料（占比 11%）、晶圓製造

（占比 12%）；以及在「資本支出及勞力密集類活動」中之組裝、封裝與測試（占

比 2%）等項目中，其附加價值活動金額占比則相對較低（BCG and SIA, 2021: 31）。 

整體而言，美國在 2019 年於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附加價值活動金額之占比仍

居全球首位達 38%，其次依序為韓國（占比 16%）、日本（占比 14%）、歐洲（占

比 10%）、大陸（占比 9%）、台灣（占比 8%）與其他地區（占比 4%）。而在全球

半導體消費金額占比方面，美國半導體消費金額占比亦居首位（占比 25%），其

次依序則為大陸（占比 24%）、其他地區（主要為以色列、新加坡與世界其他地

區）（占比 22%）、歐洲（占比 20%）、韓國（占比 6%）與台灣（占比 3%）（詳如

圖 4.4）。 

 
資料來源：本研究轉引自 BCG and SIA, 2021: 31 

圖 4.4、2019 年美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歐盟與其他地區（以色列、新

加坡與世界其他地區）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附加價值活動金額中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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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根據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之主要部門營收金額來觀察（表 4.1），

美國在 2020 年相對於大陸、台灣、韓國、日本、歐洲等主要半導體供應鏈業者，

其營收占比較高者主要集中在「整合元件製造（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占全球半導體 IDMs 部門營收占比 46%）、「無晶圓廠 IC 設計公司（Fabless 

Firms）」（占全球半導體無晶圓廠 IC 設計公司部門營收占比 58%）兩部門。至於

在「晶圓代工（Contract Foundries）」（占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部門營收占比 9%）、

「外包組裝、測試與封裝（Outsourced ATP）」（占全球半導體外包組裝、測試與封

裝部門營收占比 16%）則相對較低，均未超過 20%。 

表 4.1、2020 年主要國家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之主要部門營收金額占比 

單位：百分比，% 

主要營收 

部門 

國家 

整合元件製造 

(IDM) 

無晶圓廠 IC設計公司 

(Fabless Firms) 

晶圓代工 

(Contract Foundries) 

外包組裝、測試與封裝 

(Outsourced ATP) 

美國 46 58  9 16 

韓國 26  1  1  1 

日本 13  2  1  2 

歐洲 11  2  2  1 

台灣  2 20 77 58 

中國大陸  1 16  9 21 

其他  1  1  1  1 

資料來源：Gartner、IC Insights（2021/06） 

展望美國半導體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可知，美國半導體產業當前的優勢主要係

集中在半導體設計階段中的先進製程（包括 CPU、GPU、FPGA）與數位訊號處

理器（DSP）、電子設計自動化（EDA）以及製造階段中之參雜/離子植入、流程控

制等 23 項設備技術領域，但在設計階段中的 DRAM、核心智財以及製造階段中

的前段製程（晶圓製造）、後段製程（組裝、封裝與測試）與材料等項目均不具絕

對主導的優勢。特別是在製造階段，目前全球已建置的半導體製造產能中有近

75%集中在東亞地區（主要為日本、韓國與台灣）以及大陸；而 5 奈米與 7 奈米

節點的半導體先進製程能力則完全集中在東亞地區。因此，儘管至 2030 年以前

美國在半導體製程處理技術（manufacturing-process technology）上仍領先大陸半

導體業者數代的技術，但若美國未能提出規模較大的政府支持計畫改善半導體製

造產能持續下滑的頹勢，這種技術優勢很可能會隨著大陸產能的加大加速其學習

曲線的進度，而縮小美中彼此技術差距。同時，大陸目前對包括半導體組裝、先

進封裝、關鍵原材料、光學電子等領域已具有相當掌握，再加上持續運用國家政

策及資源扶植其自主核心技術與標準發展，頗有挑戰美國在半導體及其相關高科

技領域主導地位的強烈企圖，也提高了美國對大陸科技戰略布局的警覺與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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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半導體市場規模與依賴度 

(一)美國半導體市場國內（需求）規模 

以全球不同區域終端使用者購買設備的需求標準來看，美國目前占整體全球

半導體消費市場約 25%（以 2019 年全球半導體銷售約 4,120 億美元來看，美國半

導體消費市場規模達 1,030 億美元），係全球最大單一半導體消費市場，大陸緊追

在後，約占全球半導體消費市場的 24%（規模約達 988.8 億美元），而歐洲則位列

第三大半導體消費市場，占比約為 20%（規模約達 824 億美元）（BCG and SIA, 

2021: 11）。 

(二)美國半導體市場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 

從上述美國半導體自給率分析可知，美國半導體產業在材料、晶圓製造以及

組裝、封裝與測試等關鍵價值鏈供應活動中，仍依賴其他地區市場的供應，特別

是在記憶體製造能力上，美國產能在 2019 年僅占全球記憶體製造產能的 5%；在

邏輯 IC 領域中，美國半導體業僅在 10~22 奈米邏輯 IC 製造產能占比較高達 43%；

但在 28~45 奈米以及 45 奈米以上邏輯 IC 製造於全球製造產能占比中則分別僅占

6%與 9%；至於，在 10 奈米以下之邏輯 IC 高階晶片製造方面，目前美國則尚無

商業化良率高之量產製造能力，多數仍需仰賴台灣及韓國製造（BCG and SIA, 

2021: 35）。另外，在組裝、封裝與測試領域中，包括大陸、台灣與韓國可說係美

國、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高度倚賴供應之地區（BCG and SIA, 2021: 31）。 

三、美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SWOT 分析 

美國係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重要起源地，從 1940 年代末期開始美國半導體產

業即隨科學技術的發展開始萌芽，乃至逐步成長並進入商業發展的進程。期間，

包括美國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學術界與產業界均先後投入人力與資源，促使美

國半導體產業的加速發展。1960 年代以後，在提高生產效率與降低生產成本的誘

因驅使下，美國半導體業者開始赴東亞地區設立生產組裝供應鏈，並促使東亞地

區在半導體製造上逐漸嶄露頭角。惟即使在日本、韓國、台灣、大陸先後成為全

球半導體製造供應鏈的要角，美國迄今依然是國際半導體消費的重要市場，且在

全球半導體整體價值鏈中仍具備主導地位（2019 年仍占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附加價

值活動金額（value added by activity）占比的 38%）。而有關美國半導體產業的

SWOT 分析具體內容如下（參見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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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美國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優勢 

1. 在供給面，以半導體業總部設立之國別計算，美國半導體產業銷售金額占全球

半導體銷售金額占比自 2012 年以來雖逐漸下滑，但 2019 年仍占有全球最高

半導體銷售市場份額（2019 年仍占全球半導體銷售金額的 46.8%）。 

2. 在需求面，美國半導體消費金額占全球半導體消費金額占比亦居首位（占比

25%），其次依序則為大陸（占比 24%）、其他地區（主要為以色列、新加坡與

世界其他地區）（占比 22%）、歐洲（占比 20%）、韓國（占比 6%）與台灣（占

比 3%）。 

3. 美國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中具關鍵地位，其在 2019 年於全球半導

體價值鏈附加價值活動金額之占比仍居全球首位達 38%： 

(1) 美國在研發密集類活動，具備優勢（占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附加價值活

動金額的 71%），包括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與核心智財（core IP）（占比

74%）、邏輯（logic）IC（占比 67%）、分離式元件、類比元件與其他（discrete, 

analog, and other, DAO）（占比 37%）、記憶體（占比 29%）以及製造用設備

（占比 41%）等項目占比較高。 

(2) 另就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之主要部門營收金額而言，美國在 2020 年相對

於大陸、台灣、韓國、日本、歐洲等主要半導體供應鏈業者，其營收占比較高

者主要集中在整合元件製造（IDM）（占全球半導體 IDMs 部門營收占比 46%）、

無晶圓廠 IC 設計公司（Fabless Firms）（占全球半導體無晶圓廠 IC 設計公司

部門營收占比 58%）兩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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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劣勢 

1. 美國主要半導體業者朝無晶圓 IC 設計商業模式發展，導致半導體生產製造集

中於東亞少數晶圓製造業者： 

(1) 自 1960 年代起，美國即有半導體業者開始赴亞洲地區投資設立組裝生產供應

鏈，1980 年代美國半導體業者更開始將其晶圓製造部分外包，而這類將晶圓

製造外包的美國半導體業者即成為日後所謂無晶圓廠半導體業者，並形成專

注於發展半導體研發與設計能力的無晶圓 IC 設計之商業發展模式。惟此一模

式也導致目前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晶片製造生產高度集中在東亞少數晶

圓製造業者的現象。 

(2) 2019 年在晶圓製造部分，包括台灣、韓國、日本與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占全球

晶圓製造供應鏈占比的 72%。而 10 奈米以下之高階晶片製造，更有 92%在台

灣與 8%在韓國生產，可說完全集中在美國以外的東北亞地區，從而引起美國

政府與部分產業界業者對晶圓生產過度依賴東亞地區的地緣科技與地緣政治

憂慮（Platzer, Sargent, and Sutter, 2020: 1; BCG and SIA, 2021:5, 31）。 

2. 美國半導體產業在材料、晶圓製造以及組裝、封裝與測試等關鍵價值鏈供應活

動中，仍依賴其他地區市場的供應： 

(1) 美國之記憶體製造產能，在 2019 年僅占全球記憶體製造產能的 5%； 

(2) 在邏輯 IC 領域中，美國半導體業在 10~22 奈米邏輯 IC 製造產能占比較高達

43%；但在 28~45 奈米以及 45 奈米以上邏輯 IC 製造於全球製造產能占比中

則分別僅占 6%與 9%；在 10 奈米以下高階晶片製造則全部仰賴台灣及韓國。 

(3) 在組裝、封裝與測試領域中，美國、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高度倚賴在大陸、台

灣與韓國的產能之供應。 

3. 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所需之科學與工程領域人才不足，根據美國半導體協會

（SIA）的統計，2000 年至 2015 年期間美國該領域學生人數的平均成長只有

3%，低於同時期全球主要半導體供應鏈國家在科學與工程領域之大學程度及

其以上學生人數平均約 5%的成長率。 

4. 在美國產業所依賴自大陸進口的稀有關鍵材料中，包括銻、砷、鉍、鎵、鍺等

半導體重要生產材料均占美國進口用量超過一半以上，稀有關鍵材料自主性較

低，增加美國半導體關鍵材料供應的脆弱性。 

(三) 機會 

1. 美國政府推動於國內設立半導體晶圓廠，包括台積電（TSMC）、英特爾（Intel）、

格羅方德（Globalfoundries）、三星（Samsung）等半導體大廠，均已宣布將於

美國投資設立新晶圓廠。新晶圓廠的建立，有助於支持美國半導體上、下游部

門的發展，包括電子材料、封裝測試等，另亦有助於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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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通過相關法案（包括《晶片法案》、《美國晶圓代工法案》），支持半導體產

業技術研究發展，有助於美國維持其在半導體產業的技術領導優勢，並創造研

發相關機會，有利於美國經濟的成長。美國亦可藉此加強與台灣、歐洲、日本

與韓國等主要夥伴的合作，集合各國之力促進美國半導體研發投資，並分散投

資風險。 

3. 基於半導體供應鏈的脆弱性、維繫半導體技術領導地位以及對抗大陸科技崛起

的共同需求等議題，美國可藉此與歐洲、日本、韓國與台灣等盟友或思維相近

之夥伴國家，加強建立美國半導體業者與歐、日、韓、台等半導體業者的合作

關係，一方面解決各國關切之半導體相關議題，另方面也可提升美國半導體業

者的國際競爭力，為美國業者於國際間建立更為公平的產業競爭環境。 

4. 藉由進行更為全面的供應鏈評估，美國可協助半導體私部門及半導體之各終端

使用部門確認各種半導體關鍵材料的唯一或單一來源，以及如何多元化供應

商、工廠與地緣供應分布，建立供應鏈的最佳範例指引，以有效調適半導體供

應風險（包括針對由自然因素或政治因素引起之潛在性全球衝擊的因應等）。 

5. 半導體技術的蓬勃發展與應用，有助於協助美國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特別是

未來完全運用潔淨能源的電網發展，常需仰賴半導體技術，因此加強美國在半

導體的研發與製造能力，將有利於美國達成碳中和目標，並領導國內外相關供

應商、產品製造與設備技術發展，能夠符合未來碳中和的目標。 

(四) 威脅 

1. 美國半導體全球供應鏈與生產高度依賴東亞，導致美國在面臨亞太軍事衝突

時，半導體供應穩定的脆弱性升高： 

目前全球正經歷一場複合性的危機考驗，包括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對

各國經濟的衝擊、各國對新冠肺炎疫苗生產與取得的角力、大陸運用疫苗外交與

經濟影響力拉攏國際支持與打擊聯美抗中的國家，例如運用貿易與經濟手段反制

澳大利亞親美抗中的立場等。再加上，大陸與美國從貿易戰、科技戰、抗疫外交

乃至在東海、台海與南海區域的軍事角力等，均使美國對攸關其產業及軍事優勢

力量的半導體生產供應過度依賴東亞地區產生憂慮，且亦關切一旦台海與南海地

區發生軍事衝突，對全球乃至美國半導體供應穩定上可能造成的劇烈衝擊。 

2. 大陸透過國家政策與補貼扶植其半導體產業能量，積極挑戰美國在半導體產業

的全球優勢領先地位： 

大陸在 2015 年提出的「中國製造 2025 計畫」中，即已擬定要逐步提升大陸

晶片自製率，設定在 2020 年晶片自製率達 40%，迄 2025 年更進一步達 70%。此

外，自 2014 年大陸也開始陸續推動兩期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簡稱「大基

金」），希望藉由減少對國外廠商的依賴，以及拉近與美國技術的差距等方向，加

大對半導體製造、設計、封測、設備、材料乃至 5G、AI 等相關 IC 設計領域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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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早日促成大陸具備在半導體產業上掌握關鍵技術的目標，儘管目前大陸本土

晶片自製率仍未突破兩成，且美國自川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開始也因

美中科技戰而減緩其半導體技術掌握的進度，但大陸加速挑戰美國在全球半導體

產業研發與設備技術優勢的決心卻仍將持續（黃慧修，2020）。 

3. 美國必須確保其軍事體系之半導體需求供應的穩定與半導體產業對美國軍事

科技領先地位的支持： 

美國半導體產業一開始的發展與其國防需求與支持息息相關，在歷經超過 70

年的演進，當前先進武器與系統對高端半導體設備的需求更勝以往，因此如何能

夠保持以美國為基礎的單一可靠之晶片生產體系與生態圈，以確保美國軍事體系

在半導體上之需求供應的穩定，同時藉此鞏固美國軍事科技的領先地位即係美國

長期以來在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上的重要戰略考量之一。惟隨著大陸在美國川普

政府任內已被定位為戰略競爭者，加強對大陸在各層面的戰略競爭，特別是在與

軍事科技相關的半導體應用上保持美國的優勢，已成為美國在面對大陸軍事投射

力量快速崛起的現實中，所必須面臨的迫切挑戰（引自雅虎新聞，2021/5/28）。 

4. 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落後將影響美國相關終端使用產業與下世代科技的發

展進程，同時也不利美國半導體產業優質工作機會的創造與成長： 

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主要係由多項終端使用者的需求推動，包括通訊、電

腦、消費電子、汽車、工業與政府部門需求等。除此之外，在新興科技發展需求

的推動上，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更有助於人工智慧（AI）、量子計算、先進無線網路

（advanced wireless networks）、物聯網（IoT）、電子遊戲設備、醫療器材、航空、

3D 列印、自動駕駛系統、虛擬/擴增實境（VR/AR）等下世代產業科技的推進。

因此，一旦美國半導體產業技術出現落後或停滯，同時其產能也無法充分滿足國

內既有終端使用部門所需，不僅將連帶衝擊既有終端使用產業部門的運作，也將

導致美國相關下世代科技發展進程受到影響（SIA, 2020b: 4-6）。 

另外，有鑒於美國半導體及其相關產業直間接工作就業機會約達 160 萬個，

且未來隨著半導體產業的持續成長其所能創造的優質工作機會也將隨之增加，惟

若美國半導體產業成長發展不如預期，勢必也將影響美國當地與全球人才向美國

半導體產業流動的意願。特別是根據美國半導體協會（SIA）的研究顯示，2000 年

至 2015 年期間，全球主要半導體供應鏈國家在科學與工程領域之大學程度及其

以上學生人數平均係以約 5%的速度成長，且同時期大陸在該領域學生人數的成

長平均卻達 11%，然而美國該領域學生人數的平均成長卻只有 3%。因此，美國

如何持續透過鞏固美國在半導體產業領域的優勢領先地位，吸引更多優質人才流

向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將是另一項美國半導體產業所需克服的關鍵議題之一

（BCG and SI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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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與全球其他主要半導體國家推動提高自製率將耗費鉅資，並可能導致全球

終端消費設備價格上漲，為相關產業與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與美國半導

體協會（SIA）於 2020 年 9 月共同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半導體產業的製造

產能已從 1990 年占全球半導體製造產能的 37%，降為 2020 年的 12%，若情況不

變，預估至 2030 年美國半導體製造產能占全球半導體製造產能比重將進一步下

降為 10%；相較於同時期的大陸，其半導體製造產能占全球半導體製造產能占比

將從 2020 年的 15%，上升至 2030 年的 24%。面對大陸半導體製造產能上升的強

勢挑戰，以及美國半導體製造產能在全球半導體製造產能占比的下滑趨勢，BCG

及 SIA 的共同報告建議，美國需要提出至少 200 億美元至 500 億美元的政府誘因

（government incentives）計畫支持，於未來 10 年新增總數達 14 座至 19 座先進

半導體製造廠，方能改善此一頹勢。惟在全球主要半導體國家均強調提升半導體

自製率的國際競爭氛圍中，設若全球各主要半導體供應國均實現 100%半導體自

製率的極端情境發生，則全球半導體產業將需額外投入至少 1兆美元的資本投入，

不僅將使全球半導體價格上升 35%至 65%，同時也將導致全球終端設備消費成本

增加，從而為相關產業與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BCG and SIA, 2020; BCG and 

SIA, 2021）。 

6. 美中科技霸權競奪對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可能衝擊 

(1)美中科技戰加劇可能導致半導體商機與創新速度的衝擊 

美中科技戰加劇可能導致美國半導體企業與外國依賴美國科技半導體業者

（包括台灣、日本、韓國、歐盟國家業者）損失大陸市場商機，同時減損全球相

關半導體供應鏈營收，並連帶降低主要業者增加半導體研發資本支出能力，從而

減緩產業創新速度。其中僅以美國總體經濟與半導體業者可能因美中脫鉤政策的

全面落實而受到的衝擊估計為例，根據美國全國商會中國中心（China Center, U.S. 

Chamber of Commerce）於 2021 年 2 月 17 日公布的「了解美中脫鉤：總體趨勢與

產業衝擊」（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 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報告顯示，美國若全面推動與大陸經濟的脫鉤，包括在貿易上雙方進出

口課徵 25%關稅全面實施，則美國迄 2025 年 GDP 產值將減損至少 1,900 億美元。

另外，也會損失進入大陸市場創造收入、就業的機會；而設若美國在半導體銷售

上全面對大陸脫鉤，銷售額降為零，則美國每年在半導體產業上的產值損失將達

830 億美元，同時也會導致 12 萬 4 千個就業機會與 1,240 億相關生產受到影響

（China Center, U.S. Chamber of Commerc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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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陸反制的影響 

除了美國對大陸發動科技戰可能對美國及外國半導體業者帶來經濟衝擊外，

大陸也可能因為美國發動對中科技戰，採取反制報復行動，包括管制半導體所需

的稀土和其他關鍵材料出口。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CSET）

於 2021 年 1 月提出的分析報告顯示，在美國產業所依賴自大陸進口的稀有關鍵

材料中，包括銻、砷、鉍、鎵、鍺等半導體重要生產材料均占美國進口用量超過

一半以上，因此儘管迄今大陸仍未對這類關鍵材料的對美出口實施具體的實質管

制，但未來一旦美中科技戰升高，透過對這類關鍵材料輸美的管制仍係大陸潛在

的反制手段之一。此外，大陸亦已透過「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對非大陸企業

進行制裁，並加強對外國企業的管制規範，而這些反制措施均可能對美國與外國

半導體業者帶來實質的負面衝擊（Khan, 2021）。 

四、美國回應中國大陸崛起的半導體產業政策動向及評析 

(一) 川普政府時期美國依據 301 條款對大陸課徵關稅 

美國在川普政府任內，明確將大陸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並且為改變美國對中

貿易鉅額逆差，透過提升關稅壓力，對大陸發起貿易戰，希望大陸能配合改善此

一爭議。而後美中雙方爭議開始從關稅議題持續延伸至科技領域，川普政府於

2017 年根據 301 條款（301 Section）發起包括半導體產業的貿易調查；2018 年，

川普政府因此提出兩份調查報告指出，大陸政府透過對企業的補貼、要求外國廠

商必須與大陸企業合資，同時迫使美國企業必須轉移其智慧財產與技術給大陸企

業，並藉機竊取美國企業之智慧財產等不公平措施，導致美國企業處於不利的競

爭態勢。後續，川普政府因此對大陸包括半導體進口產品課徵 25%的關稅，迄 2019

年 9 月，已有自大陸進口（包含半導體產品）共 3,500 億美元產品被列入課徵關

稅清單。2020 年 2 月，美中開始執行第一階段協定，中方承諾在 2020~2021 年期

間，將從美國購買和進口成品及服務產品之總額，會比 2017 年進口額度多出至

少 2,000 億美元。其中，亦包括中方加大對美採購半導體及其設備產品，因此使

得 2020 年 10 月大陸自美國進口半導體及其設備產品金額較第一階段協定中承諾

金額目標更高（Bown, 2020: 22-24）。 

(二) 美國政府加強對大陸投資美國半導體企業的審查 

美國政府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自 2015 年即開始就大陸對美國主要半導體企業投資案加強審查，

而美國國會在川普政府時期亦配合行政部門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與現代化法

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and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 P.L. 115-232）

俾利強化對來自大陸投資案，特別是涉及半導體的投資案進行仔細評估與審查。

以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間為例，包括大陸紫光集團投資美光科技（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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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大陸華潤集團投資美國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大

陸紫光集團投資美商威騰電子公司（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 WD）、大陸福建

晶片投資基金（Fujian Grand Chip Investment Fund, FGC)投資愛思強半導體公司

（Aixtron）、中資私募基金凱橋（Canyon Bridge）投資美國萊迪思半導體公司

（Lattice Semiconductor）以及湖北鑫炎股權投資合夥企業（Hubei Xinyan Equity 

Investment Partnership）投資美國艾科斯羅國際（Xcerra Corporation）等案，均因

美國政府的審查而使投資案遭到阻撓或迫使其放棄（Platzer, Sargent, and Sutter, 

2020: 31-32）。 

(三) 美國政府對軍商兩用半導體科技出口大陸的管制 

為避免大陸透過商用名義取得軍商兩用半導體科技，從而損害美國國家安全

利益，美國自川普政府時期即對出口大陸軍商兩用半導體科技實施出口管制。而

美國國會在 2018 年也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 P.L. 115-232），其中也有部分條文特別針對美國軍商兩用科技出口大陸之

限縮管制規範。2020 年 9 月，美國國防部（U.S. Department of Defense）進一步

要求美國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將大陸中芯

國際（SMIC）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後續， BIS 亦限制大陸華為及其子公司

取得使用美國設計軟體或設備製成之晶片，從而也導致多家美國與外國半導體業

者在禁令正式生效後，無法再提供大陸華為相關以美國設計軟體及設備製成之晶

片。 

近期美國拜登政府亦持續延續此項對大陸軍商兩用科技輸出之管制政策，並

在 2021 年 4 月，將包括天津飛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上海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

中心、信維微電子、國家超級計算濟南中心、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國家超級

計算無錫中心及國家超級計算鄭州中心等 7家美方認定涉及實體參與建造大陸軍

方使用的超級電腦，或協助大陸軍事現代化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發展之機構列

入出口管制名單，限制美國企業與這類機構進行商務往來（聯合新聞網，

2021/04/08）。 

(四) 美國為遏制大陸的主要國際結盟行動 

與過去川普政府強調雙邊途徑不同，拜登政府在對外政策上係以「多邊結盟」

策略來貫徹其在半導體與先進封裝關鍵產業領域之科技抗中政策。為此，美國先

後與國內外的主要半導體業者舉行高峰會，並相繼與日本、韓國、歐盟領袖舉行

峰會，希望與大陸外之全球主要半導體業者及盟友建立半導體供應鏈的策略合作

關係。 

爰此，拜登總統在 2021 年 4 月 12 日首先邀請美國國內外包括台積電

（TSMC）、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福特汽車（Ford Motor）、英特爾（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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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星（Samsung）等共 19 家企業高層與執行長參加在美國華府舉行的「執行長

半導體和供應鏈韌性高峰會」（CEO Summit on Semiconductor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之線上會議，會議中除提及全球晶片短缺議題，並就解決該議題的長

短期方案進行討論（中央廣播電台，2021/04/13）。 

而在與全球主要半導體及其相關產業業者進行意見交流後，拜登總統緊接著

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先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在華府舉行高峰會，共同發表聯合聲

明強調雙方將建立「美日競爭力及韌性夥伴關係」（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並決定未來將針對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關鍵產業供

應鏈進行合作，同時促進與保護關鍵技術（White House, 2021/04）。 

2021 年 5 月 21 日，在確立美日共同合作的立場後，拜登總統又與韓國總統

文在寅於美國華府舉行峰會，確認兩國將於疫苗、半導體與汽車電池領域深化合

作，建立供應鏈，而三星也決定在美國投資 170 億美元，設立晶圓代工廠；另外，

SK海力士則決定在美國矽谷投資 10 億美元成立有關人工智慧與記憶體解決方案

的新興產業研發中心（工商時報，2021/05/23）。 

在與日、韓兩國領袖結盟後，拜登總統於 2021 年 6 月中旬又赴歐盟訪問並

宣布成立美歐間的「貿易暨科技委員會」（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

協調包括半導體等關鍵科技問題，並表達美國希望能在科技監管、工業發展與雙

邊貿易領域與歐盟加強合作，以協助西方盟國開發及保護關鍵和新興技術，以因

應來自大陸及俄羅斯的競爭（華爾街日報，2021/06/19）。 

(五) 檢討供應鏈現況及政策 

美國刻正推動強化其國內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相關政策，依據拜登政府 2021

年 2 月公布的「第 14017 號行政命令：美國的供應鏈」（Executive Order 14017: 

America’s Supply Chains）指示可知，美國已深切體認其需要建立具備韌性、多

元與安全的供應鏈（resilient, diverse, and secure supply chains），以確保其經濟繁

榮與國家安全。而為加強美國半導體製造與先進封裝產業供應鏈的韌性、多元與

安全；美國在白宮於 2021 年 6 月發表的「關鍵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中提出 7 項

建議，包括：1.與產業建立夥伴關係，推動半導體產業的投資、透明化與合作，

解決晶片短缺問題；2.提供目前已併入《2021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Fiscal Year 

(FY) 2021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之《晶片法案》（CHIPS）

條款足夠的預算（約 500 億美元），俾利作為支持半導體製造、封裝測試以及設立

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NSTC）強化研發之用；3.增強美國半導體製造生態圈；4.

透過研發資源與提供融資支持製造商，特別是中小企業；5.建立半導體產業多元

與可得之人才管道；6.鼓勵外國晶圓與材料供應商赴美國、其他盟國與夥伴地區

投資，以提供多元化供應基地、進行研發合作與解決市場不平衡等因素；與 7.保

護美國在半導體製造與先進封裝供應鏈的科技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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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目前因應產業發展需求推動之法案 

在目前美國政府推動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法案方面，主要有《為半導體生產建

立有效激勵措施》（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CHIPS) 

for America Act - H.R.7178 / S.3933）（簡稱《晶片法案》（CHIPS 2020））、《美國晶

圓代工業法案》（American Foundries Act）、美國參議院推動的《2021 年美國創新

暨競爭法案》（USICA）以及眾議院推動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未來法案》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Act）與《美國能源部未來科學法案》

（Department of Energy Science for the Future Act），茲分別說明其要點如下（如表

4.3 所示）（徐子軒，2021/05/04）： 

1.《晶片法案》（CHIPS） 

該法係於美國川普政府任內通過，根據《晶片法案》（CHIPS）的規定，美國

政府未來擬投入 150 億美元，協助推動一系列半導體研發計畫。例如未來擬成立

的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National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 NSTC）將與

私部門合作，針對先進半導體研究和原型製作提出具體研究計畫；美國商務部亦

將成立新的製造機構，並與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共同創建半導體計畫。同時，也會再設立 100 億

美元的信託基金，挹注地方政府的半導體製造設施。 

2.《美國晶圓代工業法案》（American Foundries Act） 

該法係於 2020 年通過，主要希望能夠資助美國各州推進微電子

（microelectronics）領域的研究。另外也規定在國會監督下，聯邦政府可向各州

提供最高 150 億美元的資金，國防或情報單位也可授權與私部門合作，開發專供

國安使用的微電子產品等。 

3.美國參議院推動之《2021 年美國創新暨競爭法案》（USICA）以及眾議院推動之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未來法案》（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Act）與《美國能源部未來科學法案》（Department of Energy Science for the Future 

Act） 

2021 年 6 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21 年美國創新暨競爭法案》（USICA），

係一期盼提升美國科技研發核心能力，以因應大陸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全面性重大

法案，法案預計於未來 5 年投入 2,500 億美元，支援美國半導體產業、5G 供應鏈

生產研發、量子計算、人工智慧、先進通訊、先進能源與生物技術等領域之發展。

該法案主要有 6 大部分，包括：以未來 5 年提撥 520 億美元來扶植/補貼半導體產

業研發與生產為最主要任務的《晶片製造法與 5G 等無線技術應用》（CHIPS Act 

and ORAN 5G Emergency Appropriations）；一方面嚴加防範自有關鍵技術外洩，

另一方面將透過與國內外民間、外國政府合作，推動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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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研究與創新，獎勵半導體及相關應用領域之發展的《無盡邊疆法》（Endless 

Frontier Act）；《2021 戰略競爭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國土安全

與政府事務委員會相關條款》（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Affairs 

Committee Provisions）；《2021 回應中國挑戰法》（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ct 

of 2021）與其他（如：教育與醫學研究競爭力與安全、司法委員會）等。 

為此，美國眾議院於 2021 年 6 月亦以 345 對 67 票通過相關眾議院版本法

案，未來有待與參議院的《2021 年美國創新暨競爭法案》（USICA）進行兩院法

案版本的協調，俾利於最終提出兩院一致之法案版本供美國總統簽署，完成法案

的立法程序。目前眾院提出的法案包括《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未來法案》（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Act）與《美國能源部未來科學法案》（Department 

of Energy Science for the Future Act），同樣規劃在未來 5 年撥款 1,280 億美元，供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與能源部（DOE）提升研發能力。眾院法案版本特

別強調提供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總計 780 億美元經費，其中包括為新設

立的科學和工程解決方案局（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lutions Directorate）提供

140 億美元，以藉由該專責新設機構協助美國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地位。至於，針

對能源部的預算，則計畫提供約 500 億美元，以支援美國之國家實驗室進行相關

科學研究（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2021/07；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1/06/22）。 

4.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議員推動的《鷹法》（Eagle Act） 

除了上述法案外，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也在 2021 年 7 月底在民主黨籍議

員主導下，以 26 票贊成、20 票反對，另審議通過了簡稱為《鷹法》（Eagle Act）

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與接觸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該法案旨在應對中國大陸對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和全球經濟所

帶來的挑戰，尋求強化美國在印太區域與全球的領導地位、投資與交往。該法案

擬推動增加投資以促進美國製造業、貿易與盟國及合作夥伴合作，重新參與國際

組織，確保美國將再次在世界舞台上處於領先地位。但由於其中有關氣候和綠能

的政策內容受到共和黨議員的強烈反對，該法案並沒有真正獲得跨黨派的支持，

故暫不列為主要法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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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美國因應半導體產業競爭發展需求推動之主要法案內容、 

預算規劃與目前進展 

編

號 
法案名稱 主要內容 

預算規劃 

編列金額 
目前進展 

1 

《晶片法案》

（ CHIPS ）

（2020 年） 

成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NSTC）

與私部門合作，針對先進半導體研

究和原型製作提出具體研究計畫。 

美國商務部將成立新的製造機構，

並與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NIST）共同創建半導體計畫。 

150 億美元。 

相關條款已納入《2021 財

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NDAA），但仍待國會

另外完成獨立撥款程序，

才能獲得實際款項支持。 
設立信託基金，挹注地方政府的半

導體製造設施。 
100 億美元。 

2 

《美國晶圓

代工業法案》

（2020 年） 

資助美國各州推進微電子領域的研

究。 

在國會監督下，聯邦政府可向各州

提供資金；國防或情報單位也可授

權與私部門合作，開發專供國安使

用的微電子產品等。 

最高 150 億

美元。 

相關條款已納入《2021 財

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NDAA），但仍待國會

另外完成獨立撥款程序，

才能獲得實際款項支持。 

3 

《 2021 年美

國創新暨競

爭 法 案 》

（USICA） 

支援美國半導體產業、5G 供應鏈生

產研發、人工智慧、通訊、能源與生

物技術等領域之發展。該法案主要

有 6 大部分，包括：《晶片製造法與

5G 等無線技術應用》、《無盡邊疆

法》、《2021 戰略競爭法》、《國土安

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相關條款》、

《2021 回應中國挑戰法》與其他

（如：教育與醫學研究競爭力與安

全、司法委員會）等。 

未來 5 年投

入2,500億美

元；其中關注

重點在提供

520 億美元

推動美國半

導體的研發

與生產。 

已由參院於 6 月通過，但

最終送交拜登總統簽署

完成立法程序的參眾兩

院一致版本仍在協調審

議階段，可能遲至 2021

年底前才能有具體進展。 

4 

《美國國家

科學基金會

未來法案》與

《美國能源

部未來科學

法案》（2021

年） 

提供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與

能源部（DOE）提升研發能力，包括： 

新設立的科學和工程解決方案局提

供預算，以藉由該專責新設機構協

助美國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地位（140 

億美元）。 

針對能源部計畫提供支援美國之國

家實驗室進行相關科學研究經費

（500 億美元）。 

未來五年預

定撥款 1,280

億美元。 

已由眾院通過，但最終送

交拜登總統簽署完成立

法程序的參眾兩院一致

版本仍在協調審議階段，

可能遲至 2021 年底前才

能有具體進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對美國半導體產業政策動向之評析 

未來拜登政府是否能夠達成上述既定政策目標的主要關鍵因素，首推聯邦政

府最終獲得國會撥款支持之預算規模大小與實際執行率，因為唯有相對充足的經

費補助與較高的執行率，拜登政府在強化美國半導體製造與先進封裝供應鏈上的

各項既定政策，其落實的可能性才能大幅提升。故建議未來仍宜持續觀察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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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兩院實際通過的撥款經費規模、聯邦政府相關誘因支持計畫的實際執行項目及

執行率，方可動態評估拜登政府強化半導體製造與先進封裝供應鏈政策的具體影

響與成效。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最終撥款經費規模能夠超過拜登政府建議的 500

億美元，則美國在支持半導體產業之相關政府誘因計畫的執行上，也會有較為充

裕的經費來提高政策目標達成的可能性。 

至於，在美國制裁/遏制大陸之政策的可持續性與美國國內相關業者的態度方

面，儘管拜登政府上任後，美中承襲自川普政府時期的戰略競爭格局未有改變，

但拜登政府在對中政策上已改採「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與「多邊結

盟」策略。而目前拜登政府已將包括半導體製造及先進封裝供應鏈等與國家安全

高度相關的關鍵產業與技術（即所謂縮小範圍找出關鍵產業與技術的「小院」策

略），列為優先應加以關注與提高反制強度（即所謂建立適當戰略邊界的「高牆」

策略）的產業領域。針對關鍵產業供應鏈議題，拜登政府除希望透過國內產業支

持政策，提供國內外主要業者加入誘因，共同建立夥伴關係，另外也透過「多邊

結盟」策略，先後與日、韓、歐盟等主要國家，推動建立半導體議題的合作關係。 

但對於美國國內與海外主要半導體及其他相關業者而言，考量到推動與大陸

經濟全面脫鉤可能對美國與全球經濟以及半導體產業帶來劇烈衝擊，因此無論是

美國全國商會中國中心以及近期歐盟商界領袖，均曾公開呼籲在不影響安全的情

況下，仍應容許業者繼續保持與大陸的商業往來，以降低頓失大陸消費市場可能

造成的商機損失。由此研判，在美國及其他地區主要業者於大陸仍存有重要商業

利益的前提下，拜登政府未來仍會以較為務實的方式，推動「小院高牆」與「多

邊結盟」策略，並基於捍衛關鍵產業與貿易利益、加強科技管制、確保產業供應

鏈韌性與未來科技主導權等主要考量，針對包括半導體製造與先進封裝等關鍵產

業之技術、設備與材料議題，持續推動其科技抗中政策，但在非關鍵議題領域上，

則可能採取較為彈性的方式處理。 

小結 

綜結本章對於美國當前在半導體產業上的發展戰略及政策方向的研討，對於

台灣半導體產業將帶來幾項重要的機會與挑戰，包括：在機會面上，無論美國建

立「去中化」供應鏈抑或大陸建立「去美化」供應鏈，台灣半導體業者均有機會

在美國、大陸和全球市場參與半導體製造及先進封裝供應鏈新一波的發展機會，

並可藉由赴美發展補強台灣在研發、設計、設備與材料等各生產階段不足之處，

加強與美國及世界頂尖人才的交流。 

惟在挑戰面上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台灣半導體業者如何依循美國政策方向，

贏得美國政府支持，並在美國參眾兩院與州政府間，爭取更好的投資條件與補助。

第二，台灣廠商過去在美國發展多數係以設立研究或發貨中心為大宗，如何從單

純供應商角色轉變為更緊密的生產製造夥伴聯盟，進一步在美國當地設廠、聘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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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妥善管理當地員工，有其挑戰。第三，台灣在半導體產業主要的競爭者韓國，

最近已將韓美半導體產業合作拉高至兩國間的戰略合作層級，台灣未來要如何持

續保持目前在先進製程上的優勢，因應來自韓國三星與其他半導體業者的競爭。

第四，面對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缺水、缺電與人才不足等複合性挑戰，台灣如何

吸引美商及其他外商擴大在台投資半導體材料與設備製造廠，協助美商及其他外

商在台建置供應鏈，以提高國內半導體設備製造在地化以及促進先進封裝設備國

產化，俾利建立台灣半導體設備生態供應鏈，鞏固及深化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國際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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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趨勢與國際地位變化 

中國大陸是全球最主要的半導體產品消費市場，占全球市場的比重超過 1/3，

早已成為跨國企業覬覦的目標市場。近 20 多年來，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積

極發展半導體產業，並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然一系列的政策鼓勵和扶持，使大陸

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但目前晶片供給仍無法滿足其自身需求，且在工藝技術上

仍落後國際先進水準一大截。 

美中貿易摩擦在 2018 年間惡化，美國點燃貿易戰火，並逐漸擴大為科技戰，

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是兩國科技戰火的焦點，受到影響的不只當事的

美中兩國，在全球化潮流鑄成的緊密國際分工格局中，各國無一能夠倖免，與美

中兩國經貿關係愈密切，在全球產業價值鏈融入愈深的國家，受到波及的程度則

愈嚴重。 

美中兩國的貿易戰/科技戰，衍生「去中國化」和「去美化」的議論。美國為

了達到遏制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不排除拖累整體經濟的成長，祭出各種手段，

試圖與大陸經濟脫鉤，也就是所謂的「去中國化」；該項政策作為隨著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蔓延而更加堅定和強化。在此背景下，大陸為避免產業鏈因美國的制裁造

成斷鏈，乃積極推出各種因應對策，強化國產化替代和科技自主能耐，意圖擺脫

對美國的依賴，即所謂的「去美化」，走出自己的路。 

美中兩國的科技戰並沒有因為美國白宮易主而緩和，甚至已逐漸走向科技冷

戰。大陸的「去美化」政策可以如願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嗎？本章將針對大陸半導

體產業供應鏈，從 IC 設計、IC 製造、IC 封測，以及相關的設備與材料等，探討

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趨勢與國際地位之變化。 

一、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概況 

(一)大陸半導體產品市場需求 

大陸半導體產品的市場需求逐年快速成長，據第二章由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彙

整 WSTS 資料所述，大陸占全球半導體業銷售額的比重，由 2015 年的 29%，逐

年上升至 2020 年的 34%；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市場規模已為全球第 1，銷售值估計

約 1,515 億美元。另外，依據 IC Insights 2021 年 1 月的統計報告，大陸的 IC 市

場銷售規模約為 1,434 億美元。  

大陸 IC 的終端應用在各領域之間出現明顯消長，圖 5.1 顯示，IC 應用於電

腦的占比，由 2007 年的 41.4%下滑至 2017 年的 27.3%；相對地，網路及通信領

域的應用卻快速增加，占比由 2007 年的 20.6%上升至 2017 年的 30.9%，反映隨

著上網、3G-5G 等資通信業的需求而成長的現狀，此外，自動化設備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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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促使應用於工業用控制器之 IC 占比亦顯著地增加，由 2007 年的 7.2%上升至

2017 年的 13.1%。整體上，IC 應用市場與大陸各產業發展趨勢相一致。 

 
資料來源：岸本千佳司，2020 年。 

圖 5.1、中國大陸 IC 之應用領域 

(二)大陸半導體產品市場供給 

大陸早在 1978 年即已開始發展半導體產業，但嚴格說來，大陸半導體產業

在進入 21 世紀之前，並沒有太顯著的成就。進入 21 世紀，大陸政策上轉趨積極，

強調力爭到 2020 年間，軟體研發和產能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準，並成為世界

主要 IC 產品開發和生產基地之一。 

1.半導體產業政策 

大陸對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堪稱是「舉國體制」，也就是美國所稱的

「國家資本主義」，其重點有二，一是制訂發展規劃，指導半導體產業發展方向和

重點；二是運用財稅、投融資等政策手段。 

大陸國務院、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陸續針對半導體產業提出戰略規畫（表

5.1）。工信部於 2011 年制訂的《集成電路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針對晶片

設計、製造、封測規劃發展重點，並強調將完善產業鏈發展，包括關鍵專用設備、

儀器、材料和 EDA 工具等。2012 年科技部將 IC 列為國家級重點優先發展戰略產

業之一。2014 年工信部進一步制訂《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提出設

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支持設立地方性集成電路（即積體電路，IC）產業投資基

金；鼓勵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基金進入集成電路行業，計畫 2020 年基本建立技

術先進、安全可靠的產業體系，到 2030 年集成電路產業鏈主要環節達到國際先

進水準，一批企業進入國際第一梯隊，實現跨越發展。自美中科技戰展開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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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突破美國的科技圍堵和封鎖，2019 年大陸又陸續公布多項政策文件，從財税、

投融資、研究開發、進出口、知識產權、市場應用等全方位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 

表 5.1、近年來中國大陸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戰略主要文件 

時間 政策文件 

2006/02 國務院：《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畫綱要（2006-2020

年）》 

2009/04 國務院：《電子信息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 

2010/10 國務院：《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决定》 

2011/02 工信部：《集成電路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2014/06 工信部：《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 

2015/05 國務院：《中國製造 2025》(國發[2015] 28 號) 

2016/03 國務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2016/07 國務院：《「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國發[2016] 43

號） 

2016/11 工信部：《集成電路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 

2016/11 國家發改委：《「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6-

2020 年）》（國發[2016] 67 號） 

2017/01 工信部：《信息產業發展指南》(工信部聯規[2016] 453 號) 

2017/01 國家發改委：《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產品和服務指導目錄（2016

版）》 

2019/10 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等十三部委：《製造業設計能力提升專項行

動計劃（2019-2022 年）》 

2020/07 國務院：《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

干政策》（國發[2020] 8 號） 

2020/09 國家發改委：《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 培育壯大新增長點增長

極的指導意見》（發改高技[2020] 1409 號） 

2021/03 國務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 

資料來源：本章附表 5-1。 

企業所得稅優惠是大陸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另一重要政策手段，大陸先後

公布鼓勵軟體和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並與時俱進地調整。2012 年大陸特

別針對軟體和半導體企業所得稅優惠制訂專法（表 5.2）。2018 年的《集成電路生

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又針對半導體新投資企業，依線寬、經營期等

提供「兩免三減半」或「五年五減半」之企業所得稅優惠。2019 年 5 月大陸財政

部公布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設立的半導體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

半」優惠。 

2020 年 12 月國發[2020] 8 號文件進一步制訂《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

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針對 IC 生產企業，除了既有的「五免五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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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寬小於 65nm）及「兩免三減半」（線寬小於 130nm）優惠政策外，對生產線

寬小於 28nm 且營運超過 15 年的企業，加碼推出 10 年免稅優惠。針對 IC 設計、

設備、材料、封測企業和軟體業，給予「兩免三減半」的優惠。 

表 5.2、近年來中國大陸集成電路產業財稅政策主要文件 

時間 政策文件 

2000/06 國務院：《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國發

[2000] 18 號) 

2011/01 國務院：《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

策》(國發[2011] 4 號) 

2012/04 財政部：《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企業所得

稅政策》(財稅[2012] 27 號) 

2016/05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税優惠政策有關問題》（財税[2016] 49

號） 

2018/03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改委、工信部：《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財稅[2018] 27 號) 

2019/05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企業所得

稅政策》(財政部 2019 年第 68 號) 

2020/07 國務院：《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體產業高質量發展若

干政策》(國發[2020] 8 號) 

2020/12 國家發改委：《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

所得稅政策》(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工業和

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 45 號)  

資料來源：本章附表 5-2。 

2.產業鏈發展概況 

半導體產業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行業，政策支持對產業發展具相當成效。在

政策推動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產值（銷售規模）由 2002 年的 268 億人民幣（以

下簡稱：元），快速成長至 2010 年的 1,440 億元，2017 年已超過 5 千億元，而

2020 年則已逼近 9 千億元，為 8,911 億元，2002～2020 年平均複合成長率 20.3%

（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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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產值變動趨勢 

單位：億人民幣(元)；% 

 
年別 

IC 產業合計 晶片設計業 晶圓製造業 封裝測試業 

銷售額 比重 銷售額 比重 銷售額 比重 銷售額 比重 

2002 268.0 100.0 22.0 8.2 47.0 17.5 199.0 74.3 

2005 702.1 100.0 124.3 17.7 232.9 33.2 344.9 49.1 

2010 1,440.2 100.0 363.9 25.3 447.1 31.0 629.2 43.7 

2015 3,609.8 100.0 1,325.0 36.7 900.8 25.0 1,384.0 38.3 

2016 4,335.5 100.0 1,644.3 37.9 1,126.9 26.0 1,564.3 36.1 

2017 5,411.3 100.0 2,073.5 38.3 1,448.1 26.8 1,889.7 34.9 

2018 6,531.4 100.0 2,519.3 38.6 1,818.2 27.8 2,193.9 33.6 

2019 7,562.3 100.0 3,063.5 40.5 2,149.1 28.4 2,349.7 31.1 

2020 8,915.0 100.0 3,819.4 42.7 2,580.0 28.9 2,530.0 28.4 

2002-2020 年 

平均複合成長率 
20.3 31.2 23.5 14.3 

資料來源：中國信息產業年鑑、IEK 報告。 

進一步觀察大陸半導體產業鏈發展狀況，依次就 IC 產業（設計、製造及封

測），以及半導體材料和設備產業進行剖析。 

(1) IC 設計業 

IC 設計產業因設備投資少，資金進入門檻不高，產業內的競爭相當激烈。大

陸 IC 設計廠商家數在 2014 年僅 681 家，但在中央與各地方的優惠政策，以及海

歸學者專家創業激勵下，2019 年已增加至 1,780 家。目前 IC 設計從業人員約 19

萬人，但除前十大和上市企業外，大都是中小規模設計業者。 

2002 年大陸 IC 設計業銷售值為 22 億元，但 2020 年已成長為 3,819 億元，

年平均複合成長率逹 31.2%（表 5.3）。IC 設計業占大陸 IC 產業比重由 2002 年的

8.2%，上升至 2020 年的 42.7%，成長相當快。前十大 IC 設計廠商（2020 年）包

括海思半導體、北京豪威、智芯微、紫光展銳、中興微電子、華大半導體、匯頂

科技、格科微、華潤微，以及杭州士蘭微。 

大陸學者認為，美中科技戰迫使大陸 IC 設計業者無法進行海外購併活動，

致 IC 設計業者只能在中低端市場發展。不過，因其境內購併持續中，小而發散的

IC 設計業結構正變化中，而此發展趨勢將有助於大陸 IC 設計業競爭力提升，也

可提升自主性並緩解進口壓力。由於大陸 IC 設計限於低端產品的狀況已改善中，

如寒武紀、地平線的 AI 布局，海思的手機應用處理晶片已採用 5nm 先進製程，

還有卓勝微的分立射頻開關和低噪放、匯頂科技的指紋識別晶片等，都已達國際

先進水準（未來智庫，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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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C 製造業 

2020 年大陸 IC 製造業產值為 2,580 億元，占大陸 IC 產業比重為 28.9%。由

於是大陸重點發展的產業，2002～2020 年產值的年平均複合成長率逹 23.5%（表

5.3）。 

大陸本土 IC 製造業者在低階、成熟製程的生產規模與技術能量已初具規模，

以大於 20nm 的製程為主，但缺乏 10nm 及以下的先進製程。從全球晶圓代工競

爭格局來看，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中芯國際，2019 年在全球的市占率只有 5.4%，

全球排名第 4；與台積電的工藝技術仍有 3 代/約 6 年的差距。華虹半導體和上海

華力在全球的市占率分別為 1.7%和 1.3%，分居全球排行榜第 7 和第 9 名；整體

大陸晶圓產能占全球的比重約 13.9%（未來智庫 2000、寧南山 2021）。然根據 IC 

Insights（2021/7）報告預估，在政策推動半導體產業自主發展下，2021 年大陸的

產能將可超過日本，2022 年則會超過韓國。半導體協會（SEMI，2021）估計，

2021 年和 2022 年全球將建設 19 座和 10 座晶圓廠，其中 8 座位於大陸。 

從地區別觀察，如表 5.4，IC 製造產能以長三角的占比最高達 51.3%，中西

部地區（包括淮安、合肥、武漢、四川等）居次約 20.1%，京津冀及環渤海地區

約占 12.7%；而 8 吋與 12 吋等當前生產主流的較先進製程也已逐漸向京津冀及

中西部地區擴散中。 

表 5.4、中國大陸晶圓製造產能分布（2018 年） 

單位：萬片/月 

 4 吋 5 吋 6 吋 8 吋* 12 吋* 合計 比重% 

長三角地區  8.6 14.0 48.5  65.3  30.0 166.4 51.3  

京津環渤海  7.3  1.5  7.0  15.0  20.6  51.4 15.8  

珠三角地區  2.5  3.5 13.3   3.0  19.0  41.3 12.7  

中西部  3.0  0.0  4.7  17.0  40.5  65.2 20.1 

產能合計 21.4 19.0 73.5 100.3 110.1 324.3 100.0  

   *：含投產中與計劃中產能。 

資料來源：21IC 中國電子網，2021/5/15。 

(3) IC 封測業 

大陸封測業的發展較早且較齊全，發展初期由外資/合資企業帶動，包括英特

爾、南通富士通、瑞薩半導體等都進入大陸市場。2016 年之前，大陸封測業的產

值一直都超過 IC 製造與設計業，但近年來因政策鼓勵發展 IC 製造與設計業，封

測業產值占比逐漸下滑，由 2002 年的 74.3%，下降至 2020 年的約 28.4%。雖然

如此，IC 封測業的產值由 2002 年的 199 億元，成長至 2020 年的 2,530 億元，年

平均複合成長率也有 14.3%（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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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封測廠多係透過國際併購來提高競爭力和市占率，全球前三大封測

廠市占率從 2013 年的 40%，到 2020 年時已超過 80%，即是明證。大陸封測業的

發展軌跡亦是如此，初期透過大基金的資金挹注，在 2014～2019 年間進行多項

大型併購，如長電科技（JCET）併購新加坡星科金朋、通富微電（TFME）併購

AMD 蘇州與檳城封測廠、華天科技（HUATIAN）收購馬來西亞 Unisem、FCI／

邁克光電等。 

大陸本土企業透過國際併購，除可在境內市場壓制外資/合資企業的市占外，

併購取得的先進技術，得以縮短與國際大廠差距，進而可跨足全球市場。2020 年

全球封測業的前十大排名中，大陸的長電科技、通富微電與華天科技已分居第 3、

5 及 6 名，全球市占率合計超過 20%（表 5.5）。 

表 5.5、2020 年全球封測業前十大 

               單位：百萬人民幣 

排

名 
企業名稱 國別 2019 年 

2020 年 

(估值) 

成長

率(%) 

2019 年

占比(%) 

2020 年

占比(%) 

1 日月光(ASE) 台灣  58,001 64,328 10.91 30.50 30.11 

2 安靠(Amkor) 美國  27,846 31,236 12.17 14.64 14.62 

3 長電科技(JCET) 大陸  21,466 25,563 19.09 11.29 11.96 

4 力成科技(PTI) 台灣  15,223 17,483 14.85  8.01  8.18 

5 通富微電(TFME) 大陸   8,270 10,789 30.46  4.35  5.05 

6 華天科技(HUATIAN) 大陸   8,105  8,400  3.64  4.26  3.93 

7 京元電子(KYEC) 台灣   5,834  6,646 13.92  3.07  3.11 

8 南茂(ChipMOS) 台灣   4,692  5,281 12.55  2.47  2.47 

9 頎邦(Chipbond) 台灣   4,675  5,112  9.35  2.46  2.39 

10 聯合科技(UTAC) 新加坡   4,864  4,600 -5.43  2.56  2.15 

前十大合計 158,976 179,438 12.87 83.60 83.98 

全球合計 190,159 213,669 12.36 100 100 

資料來源：芯思想研究院，2021/3。 

(4) 半導體材料業 

根據 SEMI 資料，2020 年全球半導體材料市場（包括用於晶圓製造和封裝測

試的材料）規模約為 539 億美元，約占半導體產業規模的 12.8%，其中晶圓製造

材料和封裝材料約占 63.1%與 36.9%。全球半導體材料消費市場，過去 10 多年來

逐漸向台灣、韓國、大陸等 IC 製造地區轉移，2006 年到 2020 年間，台灣和韓國

的市場份額從 18.1%、13.1%增加到 22%和 17%，而大陸的市場份額更由 6.4%大

幅上升至 18%，成為全球第二大半導體材料消費地區。 

日本、德國、美國與韓國是全球半導體材料的主要供應國（表 5.6），但在需

求帶動下，目前大陸半導體材料業者已有能力進入靶材、導線架等封裝材料市場，

前者如寧波江丰電子和有研億金，後者如長電科技等，但多為中低端產品；而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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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製程材料，如矽晶圓、光阻劑等則依賴進口。整體上，大陸的半導體材料絶大

部份仍依賴進口，國產化程度偏低。 

表 5.6、主要半導體材料業之全球分布（2018 年） 

材料 主要生產國/企業 主要銷售市場 

矽晶圓 

(119 億美元) 

日本(55%)—信越半導體、SUMCO、Ferrotec 

台灣(20%)—環球晶、合晶科 

德國(14%)—Siltronic、 

韓國(10%)—SK Sitron、 

其他(1%) 

韓國 (35%) 、北美

(29%)、台灣(16%)、

大陸 (10%) 、日本

(7%)、歐洲(3%)等 

光罩* 

(40 億美元) 

廠內(64%) 

日本(23%)—DNP、凸版印刷、Hoya 

美國(9%)—英特爾 

台灣(2%)—TSMC、台灣光罩 

其他(2%)—中國無錫、中微掩膜 

— 

EUV 用光阻劑 

(13.8 億美元) 

日本(91%)—JSR、東京應化、信越化學、住友化學 

其他(11%)—美國、韓國 
— 

CMP 研磨液 

(12 億美元) 

美國(51%)—Cabot Microelectronics、Dow Chemical 

日本(40%)—FUJIMI INCORPORATED、日立化成、

富士軟片 

韓國(3%) 

其他(2%) 

台灣 (33%) 、韓國

(23%)、美國(14%)、

日本(9%)、歐洲(6%)

等 

CMP 研磨墊 

(110 億美元) 

美國(48%)—Dow Chemical、Universal Photomics 

日本(46%)—富士紡愛媛、FILWEL、東レ 

其他(6%) 

日本(36%)、韓國、台

灣、歐洲(5%)、大陸

(1%)等 

電子產業用氣體 

(72 億美元) 

英國(38%)—Linde+Praxair 

法國(26%)—Air Liquide+Airgas 

美國(12%)—Air Products 

日本(12%)—太陽日酸 

大陸—盈德氣體等 

韓國 (30%) 、台灣

(25%)、大陸(24%)、

日本、歐洲(6%)等 

導線架 

(2,150 百萬美元) 

日本(37%)—新光電氣、大日本印刷、三井高科 

大陸(21%)—長電科技 

新加坡(14%)—ASM Pacific 

韓國(11%)—海成 DS 等 

大陸 (27%) 、台灣

(22%)、日本(10%)、

韓國(9%)等 

打線接合 

(2,540 百萬美元) 

日本(52%)—田中電子、日鉄住金、Tatsuta 電線 

德國(28%)—Heraeus 

韓國(20%)—MK Electron、Heasung 金屬等 

大陸 (39%) 、台灣

(20%)、韓國(11%)、

日本(2%)等 

註：*光罩多數係在 IC 製造業者廠內進行，如英特爾、三星、台積電等，僅約 40%係委外進行。 

     ( )內為 2018 年全球市場銷售規模。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電子機器製造の產業基盤實態等調查，2020/3。 

(5) 半導體設備業 

半導體設備進入門檻相當高，且資金成本龐大，多數業者僅能選擇特定設備

領域發展。中國大陸亟欲發展的是前段製程設備，大陸的半導體設備業者在曝光

機、薄膜沉積、蝕刻機等製程設備上多已涉入，也具有一定的開發能力，但基本

上還是無法符合先進製程需求（表 5.7）。以曝光設備之光刻機為例，荷蘭 A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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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佳能和 Nikon 壟斷全球約 99%的市場，大陸光刻機龍頭的上海微電子所開發

的光刻機仍限於成熟製程。不過，如瀋陽拓荊科技自主研發的 12 吋薄膜沉積設

備，已可滿足先進製程需求，是大陸國產化的一項突破。 

表 5.7、中國大陸半導體設備業主要廠商 

設備 主要設備業者 自主性 

曝光設備 
上海微電子（光刻機唯一業者） 

華卓精科、芯源微、屹唐半導體 
高端光刻機完全依賴進口 

蝕刻設備 中微半導體、北方華創、屹唐半導體 
國產比率約 20%，預期可率

先國產替代 

薄膜沉積設備 北方華創、瀋陽拓荊 已有本土製造業者使用 

清洗設備 
盛美半導體、北方華創、至純科技、芯

源微 

全球市場高度集中，本土企

業極少，但盛美全球市占

2.3%（2018 年） 

封裝設備 
中電科 45 所、深圳翠濤、蘇州艾科瑞

思、大連佳峰、富士三佳等 

國際大廠掌握市場，國產化

程度低 

測試設備 長川科技、華峰測控等 
本土企業規模和技術不及國

際大廠，但市占率提升中 

資料來源：中國前瞻產業研究院，2020 年中國半導體設備行業市場研究報告。  

二、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之自主能力 

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上游的 IC 設計係由美國主導，材料則是日本領先，韓國

在記憶體製造方面具優勢，而代工與封測則以台灣為主，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基本

上還在起步階段。不過，多年來大陸官方積極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努力迎頭趕上，

目標在擺脫對外依賴，建立自給自足的半導體產業生態。 

大陸雖然是全球最大 IC 消費市場，但卻不是主要的生產國。IC Insights  

（2021）報告中指出，2020 年大陸銷售的 IC 達 1,434 億美元，在大陸生產的僅

約占 15.9%（227 億美元），其中，由大陸本土企業生產者僅占 5.9%（83 億美元）。

2020 年的自給率 15.9%，儘管比 2010 年的自給率 10.2%高出許多，但遠低於《中

國製造 2025》所規劃的 2020 年 40%目標。自給率偏低，顯示消費的大部分須依

靠進口來滿足。 

IC Insights 進一步指出，2020 年大陸的 227 億美元產值中，大陸本土企業的

生產占比僅約 36.5%，其餘是台積電、海力士、三星、英特爾、聯電等外資企業

生產的。預估到 2025 年，大陸本土企業製造的 IC 大約仍僅可逹大陸整體需求的

19.4%，仍難以達到 2025 年預定的 40%自給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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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 IC 產品對外貿易 

由進出口貿易可進一步觀察大陸半導體業的自給率狀況。本研究依據我國工

業局所定義之半導體產業 HS 六位碼分類進行分析。根據 ITC 資料庫1，2001 年

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出口值約為 21 億美元（圖 5.2），2013 年突破千億美元之後出

口成長動能減弱，直到 2018 年才出現轉機，大幅成長至 1,307 億美元，2020 年

出口值已成長至 1,729 億美元，2001～2020 年複利成長率（CAGR）為 24.57%。 

大陸半導體產業的進口的成長趨勢更不遑多讓，由 2001 年的 92 億美元，逐

年快速成長，2006 年超過千億美元，2020 年更逹 4,365 億美元，2001～2020 年

CAGR 為 21.32%；進口成長幅度看似不如出口表現，主要係基數較高所致。若從

絶對值來看，2001～2020 年 20 年之間，進口值每年增加額度均倍數於出口值，

2008 年曾高達 4 倍，2020 年時為 1.29 倍。 

由於半導體產業進口值成長大幅超過出口值之成長，導致貿易逆差呈現逐年

擴增趨勢。2001 年的貿易逆差額約 90 億美元，2007 年突破千億元大關，2017 年

進一步擴大且高達 2,234 億美元，2020 年已達 2,637 億美元，逆差的規模超過當

年的出口值 1,729 億美元。此一現象顯示，過去 20 年來大陸半導體產業雖然發展

非常快速，但國產化替代成就有限，致對外依存度依然偏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ITC 資料庫。 

圖 5.2、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對外貿易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從表 5.8 的進出口絶對值來進一步討論，大陸半導體產品的進口

或出口，在全球市場占有率都少於千分之一，顯示大陸 IC 產品的供需對全球之

直接連結有限；不過若加入 IC 應用於終端消費財的間接連結，以及在大陸的外

資企業，對全球 IC 市場供需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是中低階產品。進一步觀

                                              
1 ITC 為 Internation Trade Center 簡稱。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值 21 44 67 140 185 271 385 485 444 704 782 906 1,26 1,04 1,16 1,04 1,08 1,30 1,54 1,72

進口值 92 247 393 606 817 1,10 1,66 1,72 1,55 2,14 2,39 2,50 2,91 2,86 2,96 2,94 3,32 3,98 3,83 4,36

貿易差額 70 204 326 466 631 833 1,27 1,24 1,11 1,44 1,61 1,59 1,65 1,81 1,79 1,89 2,23 2,68 2,29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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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相關的市場占比，大體呈緩慢的上升，顯示大陸半導體產品之出口與進口成長

都高於全球市場需求的成長，與全球市場供需的連結步調在加速中。 

表 5.8、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在全球市場的份額 

進出口值：億美元 

 全球市場 中國大陸 

億美元 進口值 出口值 出口值 占比(%) 進口值 占比(%) 

2001  1,181,013 985,694   20.61 0.0017 91.53 0.0093 

2005  3,758,800 3,205,815  185.35 0.0049 817.82 0.0255 

2010  8,075,756 7,071,813  703.43 0.0087 2,144.73 0.0303 

2015  9,110,408 7,892,637 1,162.46 0.0128 2,961.27 0.0375 

2016  9,436,904 8,084,974 1,029.24 0.0109 2,924.32 0.0362 

2017 10,777,603  9,396,157 1,087.41 0.0101 3,311.25 0.0352 

2018 12,217,507 10,549,265 1,307.69 0.0107 3,984.91 0.0378 

2019 11,996,210 10,447,482 1,539.73 0.0128 3,834.84 0.0367 

2020 12,974,663 11,327,570 1,712.86 0.0132 4,349.77 0.0384 

註：中國大陸進出口值與圖 5.3 之數值差異係四拾五入的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自 ITC-Trade map 資料庫。 

比較大陸半導體產品之進出口單價，如圖 5.32，各年度半導體產品之進口單價

明顯倍數地高於出口單價，雖然細項產品可能不同，但大體可反映進口財多為附

加價值較高產品的現實。出口單價相對較低，顯示出口的半導體產品多係為低階

產品，即便近年大陸政府致力於促進產業升級，此一現象似乎未明顯改善。 

資料來源：GTA 資料庫。 

圖 5.3、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進出口單價 

                                              

2 為避免計價單位不同，以 HS 六位碼之進出口值除以出口數量，計算得出之簡單平均價格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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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 IC 產品對外競爭力 

以下進一步利用國際競爭力指數（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dex；ICI），來

觀察大陸半導體產品行業結構的變化情形。國際競爭力指數也稱為貿易專業化指

數（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TSC），是反映工業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狀況

之指標。 

  ICI 指數界定為：ICI=（EX—IM）/（EX＋IM）， 

其中，EX 與 IM 分別代表產品行業的進口值和出口值，ICI 介於-1 至+1 之

間。當 ICI＝-1 時，表示該產品行業的競爭力薄弱，不具出口能力，出口值幾乎

為 0，同時又需進口來支撐產業發展，因此是依賴進口發展時期；而當 ICI＝0 時，

代表進口與出口水準相近，表示該產品行業已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銷售海

外市場，是進口替代終了時期；當 ICI＝+1 時則代表該產品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很

強，在本土市場上可與外國產品相競爭，因而進口值趨近 0，此時處於出口擴張

時期。從產業發展過程，初期必須依賴自外國進口，而隨著本土生產能力逐步替

代進口，係為國產化進口替代階段；當產品具出口競爭優勢時，即進入出口擴張

時期。 

貿易商品依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之 TID 分類，將 HS 號列歸納為資本

財、最終財、零配件、原物料與半成品 5 大類；半導體產業因其特性，可歸類為

資本財、零配件與半成品。大陸半導體產業之國際競爭力變化趨勢如圖 5.4，整體

而言，各類產品的 ICI 指數都呈現負值，顯示出口競爭力薄弱，自身消費仍需依

賴進口，尤其資本財對進口的依賴程度最高，2001 年為-0.91，迄 2020 年則降至

-0.67，是大陸國產化比率最低的部門。零配件與半成品的 ICI 指數同樣呈現負值，

不過，呈現逐年改善現象；零配件 ICI 指數由 2001 年的-0.48，減為 2020 年的-

0.42；同期間半成品 ICI 指數則由-0.54，減為-0.25。大陸半導體零配件與半成品

的 ICI 指數逐步往 0 靠近，顯示國產品已可部分取代進口品，尤其是低階產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利用 RIETI-TID 之分類整理 GTA 資料。 

圖 5.4、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競爭力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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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雖已有一定成效，但如前述，與大陸預期 2020 年

完成 40%自給率目標仍差一大段。從競爭力指標來看，半導體產業在資本財方面

對外依賴程度依然相當高，在短期內欲提升自給率是很大的挑戰，尤其是全球半

導體設備市場呈現高度的寡占。在半導體材料與零配件方面，目前高階產品大致

是由美國、日本與歐盟業者主導，大陸材料業者僅具中低價產品之生產能力，且

自給率偏低。 

三、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SWOT 分析 

大陸半導體產業經過多年發展，在技術門檻相對較低的領域已取得一些成

果，並且在中低端產品已實現進口替代，不過，在高端技術領域，大陸仍落後國

際先進水準一大截。在政府積極釋放政策利多的激勵下，近年來大陸半導體產業

呈現欣欣向榮景象，國產化替代迭有進展；不過，美國自川普執政以來對大陸展

開科技圍堵，歐洲等先進國家對大陸高科技產業高速發展的成就也開始有了戒

心，外在環境對大陸發展半導體產業之持續發展不利。 

為進一步了解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潛力，本節擬從優勢（strengthen）、劣

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威脅（threat）等 4 個面向，也就是利用學

理上的 SWOT 分析方法深入探討（表 5.9）；其中，優勢和劣勢是從大陸的內部環

境條件觀察，機會和威脅則是從外部環境條件剖析。 

表 5.9、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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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 

大陸發展半導體產業具備的優勢條件，最重要的莫過於政府政策大力支持，

其他還包括廣大的市場腹地、資金相對充裕、供應鏈相對完整等因素。 

1.政府政策大力扶持 

如前所述，大陸除陸續頒布多項發展戰略，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外，亦支

持設立地方性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並鼓勵社會各類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基金

進入半導體相關領域。2016 年公布的《集成電路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更

強調要形成自主設計與生產能力；實現 16/14 奈米製造工藝量產，封測技術進入

全球第一梯隊，關鍵裝備和材料進入國際採購體系。 

美中科技戰爆發後，為因應美國科技封鎖，大陸國務院更在 2020 年間公布

《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國發[2020] 8

號），指導集成電路高端技術生產企業、設計、裝備、材料、封裝企業和軟體企業

之發展，聚焦於高端晶片、集成電路裝備和工藝技術、集成電路設計工具、基礎

軟體、工業軟體、應用軟體等關鍵核心技術研發；運用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

進出口等政策手段，鼓勵企業投資。並進一步依據國發[2020] 8 號文件制定集成

電路生產企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加碼推出十年免稅優惠，內外資企業一體適

用。 

2.資金充裕 

大陸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資金支持有 3 個途徑，一是設置「國家集成電路產

業基金」，二是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對半導體企業信貸支持，三是鼓勵半導體業

者在境內外融資上市。 

大陸財政部先後於 2014 年、2019 年設立兩期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即所

謂的「大基金」，第一期總規模 1,387.2 億元人民幣，重點在支持大陸 IC 製造領

域，兼顧設計、封測、設備與材料業3；第二期的註冊資本為 2,041.5 億元人民幣，

重點在於支持提升半導體產業國產化替代。 

大基金一期和二期投資的標的公司和投資金額，整理如表 5.10。 

  

  

                                              

3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一期股東，主要包括財政部(持股占 36.5%)、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22.3%)、

中國煙草總公司(11.1%)、北京亦莊國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10.1%)、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5.1%)、上

海國盛(集團)有限公司(5.0%)、武漢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5.1%)等，其它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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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大基金）投資項目概覽 

金額：億元人民幣 

產業領域 標的公司(投資金額) 

 【大基金一期】 【大基金二期】 

設計 

紫光集團(100)、納斯達(5)、國科微-常州紅盾(1.5)、 

北斗星通(15)、中興微電子(24)、紫光展銳(45)、 

硅谷數模(34)、盛科網絡(2.5)、國微控股(承諾投資)、 

兆易創新(14.5)、匯頂科技(28.3)、景嘉微(9.8)、 

萬盛股份(-)、國芯科技(-)、華大九天(-)、瑞芯微(-)、 

芯原微電子(0.3)、中國電子(意向投資 200)。 

睿立集成(4.76)、 

思特威(0.3)、 

智芯微(4.61)、 

紫光展銳(1.89)。 

製造 

中芯國際(27/10.7)、三安光電(48.39/16)、士蘭微(6)、 

長江存儲(190)、中芯北方(43/60)、上海華力(116)、 

納微硒磊(6)、中芯南方(64.4)、華虹半導體(27.2)、 

華虹無錫(33.9)、中芯寧波(5)、燕東微(10)、 

耐威科技(20)。 

長川智能(3)、 

中芯國際(-)、 

中芯京城(12.25 億美元)、 

中芯南方(15 億美元)、 

艾派克微電子(0.07)、 

潤西微電子(16.5)。 

封測 

長電科技(20.31/29)、華天科技(西安)(5)、 

中芯長電(江陰)(10.83)、富士通微電子(南通)(2.7)、 

通富微電(18/9.69/6.4)、晶方半導體(6.8)、 

太極實業(9.49)  

沛頓存儲(9.5)。 

材料 

鑫華半導體(5)、新昇半導體(3.09)、 

安集微電子(0.05)、德邦科技(0.22)、雅克科技(5.5)、 

世紀金光半導體(0.3)、中巨芯科技/巨化股份(3.9)、 

上海硅產業集團(7)、盛美半導體(持股 5.51%))。 

－ 

設備 

中微半導體(4.8)、耐威科技(20)、杭州長川科技(0.4)、 

瀋陽拓荊(1.65)、北京七星華創(6)、上海睿勵(-)、 

盛美半導體(0.1)、上海萬業企業(6.8) 

中微半導體(25) 

EDA 軟件 國微控股(持股 9.48%) － 

生態建設 

北京製造和裝備子公司(10.1)、芯鑫融資租賃(20)、中芯聚圓股權投資(0)、 

福建安芯產業投資基金(25)、上海超越摩爾股權投資基金(16)、 

上海半導體裝備材料產業投資基金(10)、杭州常新投資管理(1.5)、 

盈富泰克(深圳)環球技術(16.6)、湖南芯盛(1.5)、江蘇芯盛(2.5)、深圳鴻泰鴻芯(5)。 

註：括弧中數字為投資金額，除特別註明，單位為億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Gartner；黃樂平（2021）；歐陽仕華、唐泓翼（2019）；本研究整理。 

除了大基金，投融資政策還包括鼓勵和支持半導體業者股票公開上市，透過

資本市場籌集資金。上海證劵交易所在現有主板市場之外新設「科創版」，不限制

首次公開募股的定價，實行註冊制上市，亦允許企業採取雙重股權結構。自 2019

年 6 月中旬科創版正式開版，迄 2021 年 5 月底，新增 35 家半導體上市公司（2019

年 6 月以前半導體上市公司累計為 37 家），其中在科創版上市公司有 24 家（黃

樂平，2021），涵蓋 IC 設計、IC 製造、封裝測試、材料和設備等行業，中芯國際、

瀾起科技、華潤微、中微半導體設備、滬硅產業等都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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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龐大的市場能量 

大陸是全球最主要的電子產品生產基地，衍生帶動對半導體產品的龐大需

求。自 2009 年以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由於供給主要依賴進口，

大陸市場是許多跨國企業每年營業收入的主要來源，2018 年，美國半導體公司全

年營業收入中來自大陸市場的比重，平均約占 36%（黃樂平，2021）。 

國際半導體設備與材料協會(SEMI)的研究指出，2020 年大陸首次成為全球最

大的半導體設備市場，占全球的份額接近 1/4；且由應用材料（AMAT，美國）、

艾斯摩爾（ASML，荷蘭）、科林（LAM，美國）、東京威力（TEL，日本）、科磊

（KLA，美國）等 5 家跨國公司所壟斷。2020 年大陸市場對 LAM 和 AMAT 兩家

公司全年營業收入的貢獻，分別高達 34.7%和 31.7%，對 KLA 和 TEL 的貢獻也

逹 26.5%和 22.7%。 

(二)劣勢 

資金、人才和技術等是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關鍵考驗。對大陸而言，資金較不

缺乏，人才和技術則是最大罩門。此外，儘管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快速，但觀察

供應鏈、經濟規模、生態鏈等層面，仍存在很大的缺口，並制約半導體產業的持

續快速發展。 

1.人才短缺 

大陸半導體產業人才短缺問題一直存在，不只是供應量不足，素質也難媲美

國際水準。據估計，大陸 2020 年半導體產業人才需求量估計約 70 萬人，而現階

段人才存量約只有 40 萬人左右，缺口高達 30 萬人。另據《中國積體電路產業人

才白皮書(2019-2020)》推估，2022 年晶片專業人才缺口預計將超過 20 萬人（張

順，2020）。其次是，人才專業能力無法滿足企業界的需求。大專院校微電子專業

的課程體制和教材跟不上業界技術之快速發展，大學教師也多未能及時獲取業界

最新動態，產學研合作模式待建立。 

人才結構不合理是另一發展制約。高端人才匱乏，無法滿足核心、關鍵、自

主技術創新發展需要外，有經驗的從業人員稀缺，常迫使業者降低對專業人員素

質的要求，進而影響生產力。 

為了改善人才短缺問題，雖大陸教育部於 2015 年已鼓勵和支持北京大學等

名校建設有特色的示範性微電子學院，但人才培育仍緩不濟急，因為最缺的是有

經驗的工程師，而培養一個成熟的工程師至少需要 10 年。另一個問題是，重點高

校培育的微電子專業畢業生，進入半導體行業的比重只有 3 成左右（中央社，

2021/5/2），因為網路業、金融業、軟體業的薪資報酬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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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進 IC 供應鏈國產化替代進展緩慢 

大陸 IC 市場的國產化比率偏低，相關產品大都依靠進口，每年進口規模甚

至遠大於做為戰略物資的原油。產能不足不只是先進製程，就連成熟製程的產出

都無法實現自給自足。 

根據 Gartner 數據，大陸的 MCU、微處理器、記憶體等國產品晶片極度缺乏，

2020 年該 3 項產品在全球的市占率分別只有 3%、0%和 1%。中低端消費性產品

所需的晶片雖已可進口替代，但應用在高端半導體產品，如智能手機、汽車、工

業，以及其他嵌入式晶片市場，國產化仍嚴重滯後。 

從 IC 供應鏈角度來看，除了封測產業具備一定的配套能力4（黃樂平，2021），

大陸的高端 IC 設計，與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差距仍很大。IC 製造更是大陸半導體

產業發展的最大瓶頸，製程技術與國際領先廠商的差距至少 3 代/6 年。大陸代工

龍頭的中芯國際在全球 IC 製造排名第 5，市占率約僅 4.3%（王林鵬、張娟娟，

2020），且以大於 14nm 的成熟製程為主，先進製程的產能與良率均落後國際大

廠。在美國制裁下，估計與國際先進製程技術的差距可能擴大至 7～9 年。 

此外，大陸 IC 製造仍以外資廠商為主力，本土廠商除中芯國際、華虹、華

潤、上海先進等少數幾家，大都屬於小型公司，即便有近乎無限的政府資金奧援，

技術仍難以突破，整體仍難以創造經濟規模。 

3.半導體產業生態鏈自主性低 

如果不考慮下游應用，半導體的全產業鏈除了包括 IC 設計、製造、封測外，

還有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軟體、半導體材料、半導體設備等領域。對大陸半

導體產業而言，EDA 軟體、材料、設備都是薄弱的環節。 

EDA 軟體業幾乎由美國三大巨頭 Synopsys、Cadence、Mentor Graphic 壟斷

全球市場（黃樂平，2021）。目前大陸的 EDA 市場中，95%由該三大企業瓜分，

華大九天、芯禾科技、芯華章、全芯智造等本土 EDA 企業的市占率極低，且工具

的完整性亦無法與國際 EDA 三強相比。 

全球半導體設備與材料市場也是由美國、日本、德國企業等壟斷或主導。在

半導體設備方面，大陸除了封裝所需的刻蝕機國產化率近 90%較高（中科院微電

子研究所，2019），其他設備的國產化率普遍偏低，且基本上都屬於中低端設備。

此外，大陸雖是全球最大半導體材料需求國，但半導體材料業同樣面臨自給率低、

規模小、高端占比低等問題。 

                                              

4 在全球前 10 大封測廠商中大陸本土企業占了 3 家，長電科技、通富微電、華天科技分列第 3、第 6 和

第 7，2020 年第 3 季的全球市占率分別為 14.5%、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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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急功近利一窩蜂現象 

大陸各級政府釋出各種政策資源，追求半導體產業國產化替代和科技自主，

結果造成半導體產業投資熱潮不斷，形成一窩蜂現象。根據高盛與德勤統計，過

去幾年，大陸 12 吋與 8 吋晶圓廠總投資，加上購併交易金額，合計高達 1,976 億

美元，相當於台積電 2019 年資本支出的 13 倍（吳中傑，2020）。 

中央鼓勵發展半導體產業，而地方為迎合中央政策，圈錢、圈地等積極招商。

迎合政策而不依循市場法則的投資模式，不只不易孵育出穩健的高科技企業，浮

濫投資更造成資源虛擲、低效率和重複投資的亂象。南京德科碼半導體、武漢弘

芯都是典型的案例，四川、陝西、江蘇、貴州、湖北等各地也都有逾百億人民幣

的「爛尾」投資個案（吳中傑，2020）。 

(三)挑戰/威脅 

外部環境變動可能是大陸半導體業發展的最大威脅和挑戰。美中科技冷戰與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是外部不確定性的最主要來源，衝擊著既有的全球供

應鏈結構，以及去中心化/去中國化思維。此對正在起跑點的大陸半導體產業，欠

缺全球化利基的支持，發展速度或將受到制約。 

2021 年 4 月美國白宮召開的半導體及生產鏈線上高峰會上，拜登總統表達了

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及保護美國供應鏈的優先性，並希望與會的 19 家國際大企

業能支持美國的半導體政策。拜登政府拉攏全球半導體龍頭大廠，除了期待增加

美國製造的比重，更希望透過結盟，築起更高的技術和產能門檻，壓抑在大陸的

投資，最終達到圍堵大陸半導體勢力崛起的目的。 

1.國際供應鏈關係不穩定 

美中科技摩擦愈演愈烈，美國除了對大陸製品加徵高額進口關稅，還建立「實

體清單」，加強出口管制，或要求美國企業和機構不得採購大陸特定產品，禁止大

陸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等。中興通訊、華為技術、中芯國際等先後被美國列入「實

體清單」，無論自美國採購原材料、關鍵零組件與相關設備，或是製成品銷往美

國，都必須事先得到美國政府的批准，受到嚴格管制。 

影響更大的是大陸半導體產業所需的材料、設備與 EDA 軟體等，大都依賴

進口，尤其是高端產品，且短期內很難實現進口替代，極容易受到國際經濟景氣

波動，以及地緣政治變局的影響。 

2.核心技術受制於人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報告指出，包括顯示器、IC 等電子元件關鍵技術，

大陸均採用全球標準，凸顯大陸本身的技術創新，還無法成為國際標準或形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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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技術體系。由於關鍵技術的創新源頭不在大陸，導致大陸的核心技術受制於人。

以 IC 設計為例，大陸的華為/海思雖已具備全球競爭力，但受制於 EDA 軟體，當

華府禁止美國企業提供新軟體或更新軟體給華為/海思，海思只能使用獲授權的舊

版本，設計創新能力將大受影響（陳杭，2021）。 

拜登政府承襲前朝的政策，透過「實體清單」、強化技術出口管制、嚴格審查

陸資在美國投資等，加強對大陸的技術封鎖，甚至積極地與友邦結盟，抑制大陸

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大陸半導體產業若無法正常地從國際體系中取得核心技術，

發展前景堪虞。 

3.去中心化/去中國化潮流 

大陸運用市場優勢和「舉國體制」發展經濟，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竄升，也造成各國產業供應鏈的對大陸依賴。美國指控大陸係運用不公平和不正

當競爭措施達成的，因此，發動貿易戰、科技戰制裁大陸。 

新冠肺炎爆發後，更暴露出對供應鏈高度依賴大陸的斷鍊風險，而催化美國

與大陸產業脫鉤的決心。拜登政府運用行政命令，要求有關部門對包括半導體高

科技、醫療物資等關鍵產業的供應鏈深入研究，並提出建構美國自主產業鏈的具

體建議及儘快落實執行。美國針對關鍵產業的去中國化政策逐漸蔓延至其他國

家。 

4.國際調整半導體戰略 

歐洲各國政府、企業也都憂心忡忡，開始探索新路徑，加大半導體投資，試

圖趕超美國和亞洲，減少對美國、大陸等供應鏈的依賴，因此，無論在特定的區

域內部，或是就全球市場觀察，半導體產業的供應鏈都正在變動與重塑中，主要

國家相互間的競爭也更顯激烈。 

(四)機會 

外在環境變化固然給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帶來嚴峻挑戰，但同時也創造了新

的契機，譬如美國加重對大陸的科技制裁，雖施加大陸的壓力有增無減，但外在

環境的壓力或將成為促進大陸本土產業發展的助力。 

1.美國科技制裁助益科技自主、國產化替代進程 

美國早自 2017 年起就提出「中國半導體威脅論」，並自 2018 年中興事件開

始，採取一系列措施制裁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不過，美國施加的壓力，也讓大

陸從政府到企業均意識到科技自主的迫切性，更加積極地將壓力轉化成為推動國

產化替代的動力。舉例來說，為了降低對美國的依賴，以華為為首的大陸企業考

量供應鏈的安全，積極建立多元化供應鏈，加速以國產及歐日韓元件替代。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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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美國的嚴格管制晶片供應，導致手機事業損失不訾，但是華為應該還會堅持晶

片的自主研發，有傳聞旗下的海思 2021 年底前會完成 3nm 晶片麒麟 9010 的設計

（SKR 科技，2021），但未獲得華為官方證實。長江存儲、華虹、中芯國際等製

造商採購國產設備的力度增溫，也是典型案例。 

2.跨國企業正面評價大陸市場   

大陸為全球製造大國，產業鏈配套生態相對完善，加上擁有龐大的市場，在

全球產業價值鏈中占有一席之地，是許多跨國企業最終產品和零組件的重要來源

和供應商，也是美國產品和服務的主要出口市場，不少美國龍頭企業的大部分收

入來自大陸。大陸是全球第一大半導體消費市場，具有廣大的市場腹地和成長潛

力，對美國企業具極大吸引力。中國美國商會（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調查顯示（朱燁，2021），2/3 的受訪企業表示計畫 2021 年增加對在大

陸投資；85%的商會會員表示不打算把製造或採購遷往大陸以外地方。 

3.化合物半導體需求崛起，給大陸創造機會  

全球晶片短缺，使拜登政府對大陸科技制裁行動出現微調。例如，2021 年 3

月底中芯國際宣布與荷蘭 ASML 簽定批量採購協議（晶圓生產設備），合約期限

延至 2021 年底，顯示對中芯國際的出口管制已有鬆動跡象。又如，同年 3 月中

旬美中雙方公開宣布成立「美中半導體產業技術和貿易限制工作組」，旨在加強有

關出口管制、供應鏈安全、加密等問題的溝通，以為建立穩健、有彈性的全球半

導體產業價值鏈共同付出努力5（德國之聲，2021/3/12）。這些跡象對大陸而言毋

寧是個機會。 

面對美國的貿易制裁和科技圍堵，大陸就操之在我的範疇，積極採取諸多因

應政策，在半導體產業領域，政策重點在技術自主和國產化替代，且宣示要利用

晶體結構出現革命性創新需求機會，積極發展化合物（大陸稱謂第三代）半導體

則是大陸尋求突破或是追求自主發展機會的路。化合物半導體係指材料以碳化矽

(SiC)、氮化鎵(GaN)及硒化鋅等寬能隙半導體為主，可應用於 5G 高功率、高頻率

領域。第一代半導體競爭力比的是先進製程，也就是所謂的 7 奈米、5 奈米、3 奈

米，大陸因起步較晚而嚴重落後，美國的制裁讓大陸深切感受到半導體製造的重

要性，而砸重金急起直追有別於第一代的矽(Si)（應用在處理器、記憶體、類比晶

片、電源晶片等產品）、第二代的砷化鎵(GaAs)（應用在射頻晶片），而發展第三

代的化合物半導體，大陸期以做為突圍的機會。 

                                              

5 雙方將各自委派 10 家半導體會員公司參加工作組；工作組每年兩次會議，分享各自在技術和貿易限制

政策方面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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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美國制裁的政策重點評析 

儘管大陸的科技實力仍遠不如歐美先進國家，但大陸在科技（S&T）、研究開

發（R&D）方面急起直追，運用美國所謂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或「舉國體制」

手段，在某些領域已取得領先地位。以 5G 為例，大陸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通訊設

備生產商，也是通訊 5G 的全球領導廠商之一，掌握最多的 5G 専利。川普的談話

也曾暴露美國在 5G 技術上落後的現實（BBC 中文網，2019/5/27）。除了 5G，超

級計算機、人工智慧（AI）、基因編輯技術、量子通信等，大陸的科技成就也令人

驚艷。大陸的超級電腦「天河二號」（TH-2）和「神威太湖之光」已連續 5 年居

全球超級電腦 500 強的榜首（維基百科，2021/6/20 檢索）；而大陸在人工智慧（AI）

的應用更走在世界前沿，人臉識別技術已應用到社會、生活等諸多層面。 

大陸經濟與科技實力提升速度，幾乎超過美國的想像，經濟量體和科技水準

逐漸趨近美國；相對地，美國的比較優勢卻逐漸流失，貿易條件逐趨惡化，經濟

成長動能減弱，消長之間，美國的超強地位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川普執政以

來的美國，對大陸的定位已從過去的「戰略夥伴」，調整為「戰略競爭對手」，並

發動貿易戰和科技戰，兩國的科技競爭逐趨白熱化。 

(一)美國對大陸進行科技制裁 

美中兩國科技競爭的重點在於「技術民族主義」，也就是說，美國將經濟和科

技定義為攸關國家安全之關鍵，必須在相關技術居領導地位。美國對大陸高科技

產業的制裁行動，主要聚焦在半導體產業。2017 年的「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領導地

位」研究報告中，曾公開批判大陸的半導體產業政策，指出大陸半導體業的發展

對美國企業和國家安全已構成威脅，建議美國總統對大陸半導體產業進行更嚴格

的審查，「中國半導體威脅論」從此成為熱議的話題。 

2018 年 4 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制裁大陸電信設備商中興通訊，禁止美國企業對

其出售關鍵零組件和服務 10 年，所持理由是：該公司違反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等

國的出口禁令，以及未履行 2017 年與美國商務部達成的和解協議，與涉嫌向商

務部做虛假陳述等。自「中興通訊事件」起，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裁大陸半

導體產業（本章附表 5-3）。華為、中芯國際是美國首要的制裁對象。 

如第四章第四節所述，拜登上任之後，加碼對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制裁，2021

年 4 月以破壞國家安全與外交利益為由，美國商務部將 7 家大陸企業和政府實驗

室列入實體清單。同年 6 月公布的供應鏈安全報告，針對半導體、醫藥、礦產和

電池等四大關鍵產業，檢討當前面臨的危機，指出大陸是美國產業發展的最大風

險，包括：IC 設計業的過度依賴大陸，多家廠商逾半的營收來自大陸；大陸 IC 製

造正急起直追，封測、材料與設備可能遭大陸彎道超車等。該報告強調美國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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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安全考量，一方面圍堵大陸，同時拉攏盟友，加碼投資半導體製造，以確保產

能和供應鏈安全。 

(二)大陸應對美國科技制裁的作為 

1.貿易戰前，推行一系列相關政策，以縮小與先進技術差距 

從習近平主政之初即逐步針對半導體產業的國產化和科技自主，推動一系列

政策，包括設立集成電路產業領導小組、發布《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

籌建「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大基金)」、以及《中國製造 2025》等，由產業

領導小組統合政策、資金及配套資源等，以引導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

縮小半導體產業與國際先進水準差距，並建構先進、安全可靠的半導體產業生態

體系。 

2.貿易戰後，加速推進國產化替代和科技自主相關政策 

大陸應對美國科技制裁的核心理念，在於加速推進「國產化替代」和「技術

自主可控」。美國對大陸的科技制裁日趨強硬後，雖然衝擊正推行國產化政策的大

陸，但也讓大陸更加速推動「國產化替代」和「科技自主可控」。2020 年 7 月大

陸國務院公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國

發[2020] 8 號），做為半導體產業和軟體產業發展的指導文件，政策鼓勵力度堪稱

空前，從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等各層面，提出一系列的促進政策（本章附表

5-4），更顯示大陸強烈扶持半導體產業和軟體產業發展的企圖。相對照於既有的

政策，國發[2020] 8 號文有多項財稅優惠的新措施，首先是新增對高端技術生產

企業或項目提供「十年免徵企業所得稅」優惠；第二是擴大「兩免三減半」租稅

優惠適用對象，包括 IC 設計、設備、材料、封裝、測試和軟體企業；第三是延長

企業虧損結轉年限至 10 年；第四是減免重點 IC 設計和軟體業的企業所得稅；第

五是擴大進口自用設備及相關技術配套零件之免徵進口關稅適用對象，以及第六

是半導體業者的重大項目新設備進口，准予分期繳納進口環節增值稅等。 

除了財稅政策，投融資政策也值得關注，包括要充分運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產業投資基金，鼓勵地方政府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以及大力支持符合條件的

半導體企業和軟體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增設科技創新版（簡稱「科創版」））。

在科創板上市的 IC 企業，最多為 IC 設計業，其餘的分散在材料、設備開發、製

造、封測等領域，也包含部分 IC 外延行業，如光電設備、量子通信、系統解決方

案服務商等產業鏈上下游企業（ESM，2021）。 

專業人才的延攬和培育也是政策的重點。為克服人才短缺的問題，大陸教育

部聯合其他 5 個政府單位於 2015 年間頒布《關於支持有關高校建設示範性微電

子學院的通知》（教高函[2015] 6 號），先後扶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

院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大學、電子科技大學和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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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技大學等重點大學設立示範性微電子學院（中國教育部網，2021 檢索）；

同時運用國家留學基金優先支持半導體相關學科學生出國留學、進修、實習等，

優先支持示範性微電子學院的青年骨幹教師出國進修學習或到跨國企業研修。地

方政府也從投融資、企業培育、研發、人才、知識產權及政府管理等方面，推出

各種扶持政策和發展規畫，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獎勵和補助。2020 年 10 月在

南京成立第一所以半導體為名的「南京集成電路大學」，不同於傳統大學，更像是

銜接高校和企業、推進產學融合的開放平台，不以學術為本，重在理論知識傳授，

而是以技能為本，以實訓帶教為主，培養的是具備實踐能力和專業技能的產業人

才。 

3.推行《十四五規劃》扶持半導體產業（化合物）發展 

此外，大陸開始執行第 14 個五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一般簡稱《十

四五規劃》），其中產業發展規劃係以產業創新和科技自主為核心主軸，強調「高

質量發展」與「自主創新」，尤其「自主創新」，強調集中資源克服「卡脖子」領

域，特別針對科技產業。《十四五規劃》強調要逐年增加研發投入占 GDP 的比重，

以增強基礎研究；加強培育及延攬海外人才；建立專利轉化機制，促進專利商品

化等，以克服目前大陸科技發展面臨的關鍵技術和核心零組件高度依賴進口、基

礎研究投入不足且偏重短期性，以及創新動力和能力偏弱等關鍵發展課題。  

為因應美國科技制裁，《十四五規劃》除從教育、科研、開發、融資、應用等

扶持半導體產業發展外，亦鼓勵發展應用新材料的化合物（第三代）半導體產業，

以加速半導體產業的獨立自主。切入化合物半導體材料，亦是大陸突圍美國去中

國化的牽制，試圖達到半導體新材料自主化目標的重大對策。 

小結 

今後半導體相關產品的應用將更為廣泛，從 AI、5G、物聯網、平板電腦、消

費性電子、到車聯網等，將可持續帶動全球半導體市場的快速成長。中國大陸半

導體產業發展相對較晚，但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促使大陸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

且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不過，根據前述分析，大陸半導體產品的自給率仍然偏低，

必須大量依賴進口，欲逹到 2025 年官方的 70%自給率目標可能性相當低。 

特別是，當今全球半導體產業分工格局已大致形成，上游 IC 設計領域由美

國主導，材料則是日本領先，韓國在記憶體的生產製造具優勢，而代工與封測則

以台灣為主。多年來，面對全球半導體生態系，大陸強勢利用鉅額投資、大基金

融資與租稅優惠等政策積極追趕中，企圖擺脫對歐美日的依賴。 

然而，半導體產業是美中科技戰的主戰場，加上美國、日本、歐洲等半導體

強國，近期都將半導體產業列為重大產業政策，大陸勢必會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和

圍堵。此外，摩爾定律步調趨緩，半導體產業更需投入龐大研發和資本支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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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技術的進入門檻愈來愈高，大陸自給自足發展的難度也愈來愈大。過去透過國

際併購，大陸取得先進技術的作法，近年來也已引起美、歐等國的疑慮，紛紛以

國安理由加強監管，地緣政治因素也將影響大陸半導體的技術升級。 

從競爭力指標來看，為資本財的大陸半導體設備對外依賴程度極高，在短期

內欲提升自給率是很大的挑戰，尤其面對高寡占的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半導體

製造工序細分化，各道工序又使用不同的設備與材料，而相關設備和材料均需要

累積足夠的技術和經驗，是長期研發的成果，當前製程中所需的半導體設備和材

料，多為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廠商所掌握，是為典型的市場壟斷局面。大陸本土

設備業與材料業雖擁有雄厚資金和巨大的本身市場支持，但目前為此，在半導體

設備與材料業的存在感依然有限，短期內提升整體半導體產業能量是重大考驗，

尤其又面對美國的科技制裁壓力。 

面對美國的貿易制裁和科技圍堵，以及拜登政府可能結合盟國共同對付大陸

的不利外部環境，為了落實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安全可控，大陸刻正積極推動國產

化替代與技術自主政策，短期的政策重心或將以實現部分關鍵領域「去美化」為

優先，長期則追求全產業鏈國產化。此外，大陸也努力尋求與第三方國家合作，

特別是在 5G、AI、量子計算、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以提升自主能力、突

破美國的圍堵與封鎖。 

加上，美中經貿抗衡與科技霸權爭奪長期化，加上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

去中心化趨勢，全球供應鏈重整方興未艾，特別是供應鏈在地化（短鏈革命）正

蔚為潮流。為因應美國科技圍堵，大陸也積極推動產業供應鏈的現代化，包括「新

基建」、「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標準 2035」行動計畫等。美國的強力圍堵反而

成為大陸在地化產業鏈的動力，刺激大陸政策扶持力度，加速推進半導體國產化

替代和技術自主。 

美中兩強相爭，「去中國化」和「去美國化」成為時尚，鑑於兩岸產業融合程

度已深，台灣半導體產業又具有領先優勢，爭取台商合作與產業人才勢必成為大

陸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重點工作，臺灣或可能面對「選邊站」的困擾，但也有可能

從主流市場的製程差別區隔市場，而創造左右逢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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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1、近年來中國大陸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戰略相關文件 

時間 政策文件/主要內容 

2006/

02 

國務院：《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畫綱要（2006-2020 年）》(國發[2006] 6 號) 

◆ 提出發展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關鍵，並將「突破制約信息

產業發展的核心技術，掌握集成電路及關鍵元器件、大型軟件、高性能計算、寬

帶無限移動通信、下一代網絡等等核心技術，提高自主開發能力和整體技術水平」

做為信息產業重要的發展思路。 

◆ 將「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極大規模集成電路製造技術及

成套工藝列為 16 個重大專項的前兩位，並在科技投入、税收優惠、金融支持、知

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提出具體政策。 

2009/

04 

國務院：《電子信息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 

◆ 規劃期間(2009～2011 年)，電子信息產業聚焦九個重點領域，完成三個任務：第

一，確保計算機、電子元器件、視聽產品等骨幹產業穩定成長；第二，突破集成

電路、新型顯示器件、軟件等核心產業的關鍵技術；第三，通過新應用带動新成

長。 

◆ 同時持續完善集成電路產業體系，支持骨幹製造企業整合優質資源，加大創新投

入，推進工藝升級，支持集成電路重大項目建設與科技重大專項攻關相結合。 

2010/

10 

國務院：《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决定》(國發[2010] 32 號) 

◆ 提出著力發展集成電路、新型顯示、高端軟件、高端伺服器等核心基礎產業。 

2012/

02 

工信部：《集成電路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 四項發展重點，一是著力發展芯片設計業，開發高性能集成電路產品，二是壯大

芯片製造業規模，增強先進和特色工藝能力，三是提升封測業層次和能力，發展

先進封測技術和產品，四是完善產業鏈，在關鍵專用設備、儀器、材料和 EDA 工

具方面取得突破。 

◆ 另提出三大工程建設，分別是芯片與整機價值鏈共建工程、先進工藝/特色工藝生

產線建設含能力提升工程、集成電路產業鏈延伸工程。 

2014/

06 

工信部：《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 

◆ 提出推進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四大任務，包括加速發展集成電路製造業、突破集

成電路關鍵裝備和材料等； 

◆ 提出推進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八項保障措施。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吸引大型

企業、金融機構以及社會資金，重點支持集成電路等產業發展，促進工業轉型升

級。 

◆ 支持設立地方性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鼓勵社會各類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基金

進入集成電路領域。 

2015/

05 

國務院：《中國製造 2025》(國發[2015] 28 號) 

◆ 揭示「三步走」的戰略目標，10 年內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 

◆ 規劃發展 10 大重點行業領域，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集成電路及專用裝備；資訊

通訊設備；操作系統及工業軟體）、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

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

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 器械、農業機械裝備等； 

◆ 進行 5 大重點工程建設，包括實施製造業創新中心（工業技術研究基地） 建設工

程、智能製造工程、工業強基工程、綠色製造工程、高端裝備創新工程等。 

2016/

03 
國務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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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材料、數

字創意等領域的產業發展。 

◆ 大力推進先進半導體、機器人、增材製造、智能系統、新一代航空裝備、空間技

術綜合服務系統、智能交通、精準醫療、高效儲能與分布式能源系統、智能材料、

高效節能環保、虛擬現實與互動影視等新興前沿領域創新和產業化，形成一批新

增長點。 

2016/

07 

國務院：《「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國發[2016] 43 號） 

◆ 將「核高基」、集成電路裝備等列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發展關鍵核心技術，解

决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科技問題。 

◆ 建成一批引領性强的創新平台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產業化基地，造就一批具有較

强國際競争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在部分領域形成世界領先的高科技產業。 

2016/

11 

工信部：《集成電路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 

◆ 通用微處理器、存儲器等核心產品形成自主設計與生產能力；16/14 奈米製造工藝

實現量產，封裝測試技術進入全球第一梯隊，關鍵裝備和材料進入國際採購體系。 

2016/

11 

國務院：《「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國發[2016] 67 號)) 

◆ 啟動集成電路重大生產力布局規畫工程，提升核心基礎硬件供給能力；發展面向

新應用的芯片。 

◆ 加快先進製造工藝、存儲器、特色工藝等生產線建設，提升安全可靠 CPU、數模

/模數轉換芯片、數字信號處理芯片等關鍵產品設計開發能力和應用水準，推動封

裝測試、關鍵裝備和材料等產業快速發展。 

2017/

01 

工信部：《信息產業發展指南》（工信部聯規[2016] 453 號） 

◆ 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安全可控信息產業生態體系的發展目

標。確定集成電路、基礎電子、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關鍵應用軟件和行業解決

方案、智能硬件和應用電子、計算機與通信設備、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 9

個領域的發展重點； 

◆ 針對電子材料領域，以半導體材料為重點；研究部署 7 個重大工程，提供相關保

障措施。 

2017/

01 

國家發改委：《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產品和服務指導目錄（2016 版）》 

◆ 明確集成電路等電子核心產業地位，並將集成電路芯片設計及服務列為戰略性新

興產業重點產品和服務。 

◆ 「1.3.5 關鍵電子材料」中將半導體材料，包括硅材料(硅單晶、拋光片、外延片、

絕緣硅等)及化合物半導體材料、藍寶石和碳化硅等襯底材料、金屬有機源和超高

純度氣體等外延用原料，高端 LED 封裝材料，高性能陶瓷基版等列為戰略新興產

業重點產品。 

2019/

10 

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等十三部委：《製造業設計能力提升專項行動計劃（2019-2022

年）》(工信部聯產業[2019] 218 號) 

◆ 在電子信息領域，大力發展集成電路設計、大型計算設備設計、個人計算機及智

能終端設計、人工智能時尚創意設計、虛擬現實/增强現實（VR/AR）設備、仿真

模擬系統設計等。 

2020/

07 

國務院：《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國發[2020] 

8 號） 

◆ 明確集成電路產業在信息產業中的核心地位，從財税、投融資、研究開發、進出

口、知識產權、市場應用等八個方面大力支持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旨在進一步優

化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環境，深化產業國際合作，提升產業創新能力和發展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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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9 

國家發改委：《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 培育壯大新增長點增長極的指導意見》（發

改高技[2020] 1409 號） 

◆ 聚焦發展 8 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創新、高端

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及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數位創意等； 

◆ 綜合運用財政、土地、金融、科技、人才、知識產權等政策，打造產業集聚發展

新高地；增強資金保障能力等。 

2021/

03 

國務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 

◆ 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

礎學科研究中心；針對重大創新領域組件一批國家實驗室。  

◆ 聚焦高質量發展，推動製造業現代化和高端化，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培育集成電路、航空航天、機器人、醫藥及醫療設備、先進電子裝備等

先進製造業集群。  

◆ 培育數字經濟新業態，以數字化手段助推產業轉型升級，聚焦高端芯片、

操作系統、人工智能關鍵算法、傳感器等關鍵領域，加快佈局量子計算、

量子通信、神經芯片、DNA 存儲等前沿技術。  

資料來源：根據大陸官方公布的相關政策文件整理。 

 

附表 5-2、近年來中國大陸集成電路產業財稅相關政策文件 

時間 政策文件/主要內容 

2000/

06 

國務院：《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國發[2000] 18 號） 

◆ 力爭到 2020 年軟件產業研究開發和生產能力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準，並使集

成電路產業成為世界主要開發和生產基地之一。 

◆ 公布實施投融資、稅收、產業技術、出口、收入分配、人才吸引與培養、採購、

軟件企業認定制度、知識產權保護、行業組織和行業管理、集成電路等方面政策。 

2011/

01 

國務院：《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國發[2011] 4 號） 

◆ 在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進出口等各方面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投融資方面，

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軟件企業和集成電路企業採取發行股票、債劵等多種方式籌

集資金，拓寬直接融資渠道。 

◆ 加大對重大科技專項資金支持、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金融企業向該領域投入，

支持企業進行知識產權專利申請，支持企業引入海外人才。 

◆ 對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0.8 微米的生產企業，實行「兩免三減半」政策，對線寬小

於 0.25 微米或投資超過 80 億元的生產企業，減按 15%徵稅或實行「五免五減半」

政策(針對經營 15 年以上的企業)。 

2016/

05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税優

惠政策有關問題》（財税[2016] 49 號） 

◆ 明確在集成電路企業的税收優惠資格認定等非行政許可審批取消後，規定集成電

路設計企業可以享受《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企業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財税[2012]27 號）有關企業所得税减免政策需要的條件。 

◆ 再次從税收政策上支持集成電路設計行業的發展。 

2018/

03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改委、工信部：《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

政策問題》（財稅[2018] 27 號） 

◆ 對滿足要求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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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 日後投資新設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130 奈米、且經營期在 10 年以

上的企業享受「兩免三減半」；線寬小於 65 奈米或投資額超過 150 億元、且經營

期在 15 年以上的享受「五免五減半」政策，並享受至期滿為止。 

2019/

05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企業所得稅政策》(財政部 2019

年第 68 號) 

◆ 對依法成立且符合條件的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企業； 

◆ 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獲利年度起計算企業所得稅優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

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

享受至期滿為止。 

2020/

07 

國務院：《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體產業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國發[2020] 8

號) 

◆ 首次明確提出鼓勵本土半導體材料和裝備產業的發展，公布實施財稅、投融資、

研究開發、進出口、人才、知識產權、市場應用、國際合作等八個方面政策措施。 

◆ 28 奈米以下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十年免所得稅」，進口設備、材料、零配件免關

稅，設備、材料、封測公司享受「兩免三減半」；重點設計公司升級為五年免稅，

後續年度維持 10%所得稅率。 

2020/

12 

國家發改委：《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國家稅務

總局、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 45 號) 

◆ 關於集成電路產業生產企業的企業所得稅，除了既有的「五免五減半」（線寬小於

65 奈米）及「兩免三減半」（線寬小於 130 奈米）優惠政策外，對生產線寬小於

28 奈米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企業，加碼推出十年免稅優惠。 

資料來源：根據大陸官方公布的相關政策文件整理。 

 

附表 5-3、美國對大陸半導體行業制裁事件彙總 

時間 機構 文件/行動 主要內容/政策導向 

2017/01/01 

總統科學

技術諮詢

委員會 

《確保美國半導

體的領導地位》 

指出大陸的晶片業對美國的相關企業和國家

安全已經構成了威脅，建議美國總統下令對中

國的晶片產業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2018/04/01 商務部 中興通訊事件 
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銷售關鍵零組件；同

年 7 月達成和解。 

2018/08/01 商務部 

將 44 家中國實

體列入出口管制

的實體清單。 

包括航天航空、中國電科等 8 個實體以及 36 個

關聯和下屬機構/企業，限制購買政策管制的商

品 

2018/08/15 國會 
《國防授權法

案》 

限制政府採購華為、中興通訊、海能達通信、

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企業的電信設備。 

2018/10/29 商務部 福建晉華事件 
禁止美國企業向福建晉華出口軟件和技術產

品。 

2019/01/23 司法部 
對華為提出 23

項刑事訴訟 

向加拿大發出引渡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的正

式文件。 

2019/05/16 商務部 

將華為及其附屬

機構列入實體清

單 

禁止所有美國企業採購華為及其附屬公司產

品；同時將華為及其附屬機構(約 70 家)列為出

口管制實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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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1 商務部 
將 5 家科技企業

列入實體清單 

包括中科署光，天津海光、成都海光集成電路、

成都海光微電子技術等 3 間晶片設計的關聯企

業，以及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等，禁止購

買美國的關鍵設備和零組件。 

2020/05/15 商務部 華為供應商 

要求使用美國技術和軟體的外國公司在向華

為或海思等大陸企業供應晶片之前，需先獲得

美國政府許可證。 

2020/08/17 商務部 
進一步限制華為

採購 

當一項交易中華為做為購買者、中間人，或最

終使用者均須受實體清單限制，同時增加 38 家

華為附屬機構進入實體清單。 

2020/12/18 商務部 中芯國際 
10 奈米及以下半導體晶片生產所需的特

定技術與設備，禁止供貨給中芯國際。  

2021/04/08 商務部 

飛騰信息技術公

司等 7 家大陸政

府單位和企業 

以「協助發展中國軍事方面的計算能力，有害

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將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

心、天津飛騰等 7 個超級電腦組織列入禁止出

口的實體名單。 

2021/06/23 商務部 
合盛矽業等 5 家

新疆太陽能企業 

以強迫勞動、侵害人權為由，將合盛矽業、新

疆大全新能源、新疆東方希望有色金屬、新疆

協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列為

實體清單。 

2021/07/10 商務部 

將 34 家國外企

業納入實體清

單，其中 22 家為

大陸企業 

以在新疆侵犯人權、進行高科技監控，以及支

持大陸軍事現代化為由；產業範疇主要涉及人

工智慧、人臉識別、安房監控、政府服務等相

關領域企業。 

資料來源：參考中國前瞻產業研究院（2020）圖表 10 資料補充整理而得。 

 

附表 5-4、國發[2020]8 號文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政策主要內容 

政策項目 主要內容 

企業所得稅 

◆ 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線寬小於 28 奈米(含)，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

上，十年免稅；線寬小於 65 奈米(含)或投資額超過 150 億元，且經營期

在 15 年以上，適用「五免五減半」優惠；線寬小於 130 奈米(含)，且經

營期在 10 年以上，適用「兩免三減半」優惠；前述優惠，企業自獲利年

度起計算；納稅年度發生的虧損，准予向以後年度結轉，總結轉年限不得

超過 10 年。 

◆ 集成電路設計、裝備、材料、封裝、測試企業和軟件企業：自獲利年度起，

享「兩免三減半」優惠。 

◆ 國家鼓勵的重點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和軟件企業：享「五年免稅」優惠，接

續年度減按 10%的稅率徵收。 

投融資政策 

◆ 充分利用政府的投資基金支持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發展；鼓勵社會

資本設立投資基金，提高基金市場化水準； 

◆ 鼓勵商業性金融機構加大對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的中長期貸款支持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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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符合條件的集成電路企業和軟件企業發行企業債劵、公司債劵、短期

融資劵和中期票據等，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支持企業通過中長期債劵等方

式從債劵市場籌集資金。 

IPO 政策 

◆ 大力支持符合條件的集成電路企業和軟件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加快

境內上市審核流程，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相關條件的研發支出可做資本化

處理； 

◆ 鼓勵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在科創版、創業板上市融資，通暢相關企業原始

股東的退出渠道。 

核心技術 

研發政策 

◆ 聚焦高端晶片、集成電路裝備和工藝技術、集成電路關鍵材料、集成電路

設計工具、基礎軟件、工業軟件、應用軟件的關鍵核心技術研發； 

◆ 在先進儲存、先進計算、先進製造、高端封裝測試、關鍵裝備材料、新一

代半導體技術等領域，推動各類創新平台建設。 

進口政策 

◆ 線寬小於 65 奈米(含)的邏輯電路、存儲器生產企業，以及線寬小於 0.25

微米(含)的特色工藝生產企業，進口自用生產性原材料、消耗品、淨化室

專用建築材料、配套系統和生產設備零配件，免徵進口關稅； 

◆ 線寬小於 0.5 微米(含)的化合物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和先進封裝測試企業，

進口自用生產性原材料、消耗品，免徵進口關稅。 

◆ 國家鼓勵的重點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和軟件企業，以及前項所提的集成電

路生產企業和先進封裝測試企業進口自用設備，及按照合同隨設備進口

的技術(含軟體)及配套件、備件，除相關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所列商

品外，免徵進口關稅。 

國際合作 

政策 

◆ 深化集成電路產業和軟體產業全球合作；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強與海

外高水準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合作，鼓勵國際企業在華建設研發中心。 

◆ 推動集成電路產業和軟體產業「走出去」。 

資料來源：根據大陸官方公布的相關政策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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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歐日韓對美中半導體產業戰略競爭之因應 

半導體產業過去 30 年在撙節成本與提高產業效益的驅動下，散布於各主要

國家或區域之半導體業者逐漸按其具備的不同比較優勢於供應鏈中扮演各項關

鍵角色，成為一全球高度分工的產業。除美國、中國、台灣本研究已另有專章探

討外，歐洲以及東亞地區中的日本及韓國亦各有其優勢供應項目，同時亦於半導

體產業製程中，具備關鍵技術、材料或製造設備的供應能力，值得進一步研析，

以更為全面了解當前全球半導體的主要競爭勢力與未來發展趨勢，俾利政府與相

關業者評估未來可能之發展機會與挑戰，以供政策建議之參考。 

一、歐日韓半導體產業發展概況 

(一)歐、日、韓政策演變和產業發展趨勢 

1.歐洲 

(1)政策演變 

在全球緊密分工所形成的半導體產業鏈中，很多均係跨國公司，然而歐洲在

此半導體產業鏈一開始的發展上卻不盡理想。歐洲半導體產業發展較為遲緩的原

因，主要包括勞動成本較高、對勞工社會福利的要求、工作時數規定缺乏彈性與

缺乏產業群聚導致供應鏈成本較高等；也因此，造成過去歐洲半導體產業進口多

於出口，本地消費高過生產，惟早期多數歐洲半導體業者仍傾向在歐洲生產並就

地供應。1989 年，為了促進歐洲本土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包括法國、德國、義大

利、荷蘭與英國的部長代表以及歐洲共同體執委會決定共同發起為期 8 年的「聯

合歐洲次微矽倡議計畫」（Joint European submicron silicon initiative, JESSI），希望

推動以矽材為基礎之微電子系統的研究及發展，藉此強化歐洲電子產業的供應

鏈，包括電子系統、微電子零組件、半導體製造設備與材料等相關產業的供應。

1992 年該計畫正式通過評估並批准啟動，其中以來自德國（59 個）、法國（53 個）、

英國（14 個）、義大利（7 個）、荷蘭（5 個）等國參與的公私部門夥伴數目最多

（JEEI, 1997）。 

在 1995 年時，包括德國（占比為 28%）、法國（占比為 21%）、英國（占比

為 19%）、義大利（占比為 14%）與荷蘭（占比為 6%）等係歐洲產能占比前 5 大

的國家，至 2000 年時，只有英國半導體產能占比顯著提升，其他國家產能占比大

致與 1995 年時相仿，前 5 大產能國家包括德國（占比為 26%）、英國（占比為

23%）、法國（占比為 19%）、義大利（占比為 14%）與荷蘭（占比為 5%）（Gruber, 

2000）。換言之，包括德、英、法、義、荷 5 國，長期以來可說是歐洲半導體產業

生產製造的主要國家（Gru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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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歐盟為推動歐洲半導體發展的總體戰略，提出了「泛歐洲微觀與奈

米電子零件與系統戰略」（EU-Wide Strategy for Micro- and Nano-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Systems），宣布一項號召歐洲公司與政府迄 2025 年至少在半導

體產業投資 350 億歐元的戰略計畫。後續為了支持該項戰略，歐盟於 2014 年提

出 2 項支持性計畫，其中包括「歐洲領導電子零件與系統聯合計畫」（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Systems for European Leadership, ECSEL）主要係在提供電子零件

與系統領域內研究、發展與創新計畫之基金。 

惟儘管如此，歐盟國家過去在推動共同的半導體戰略上仍然有其協同不足之

處，為解決此一問題，歐盟在 2018 年進行有關促進歐洲電子產業價值鏈（Boosting 

Electronics Value Chains in Europe）的研究，而這也成為歐盟提出實現歐洲在電子

與微電子領域之競爭力 8 步驟之行動計畫的基礎，包括：(1)延伸歐洲夥伴成功模

式；(2)持續投資優勢微電子製造業；(3)創造策略性電子產業自主計畫；(4)創造由

矽智財到產品的順勢創新；(5)追求策略性設計倡議；(6)創造電子價值鏈的設計工

具；(7)創造電子教育與技術的特殊團隊；(8)創造泛歐先進計算技術的研究基礎。 

又於 2018 年底，歐盟執委會批准研議多年的「歐洲共同利益重要計畫」

（ 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IPCEI ），聚焦於微電子

（Microelectronics）上，以法國、德國、義大利與英國為主，希望藉此加強跨國

合作。這個計畫允許各國運用補助提升微電子產業的競爭力，總共有 29 個直接

參與方。涉及包括能源效率晶片、電源半導體、智慧感測器、先進光學設備與複

合材料等 5 大領域中超過 40 個子計畫，其資金係由各成員國資助而非歐盟出資。

迄今 IPCEI 已投資至少 26 億歐元至 51 項相關計畫，涉及超過 1,600 個研發項目，

並與各類終端使用者合作進行研發創新（Ezell, 2020）。 

(2)產業發展趨勢 

A.歐洲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與研發支出變化 

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

2021 年的統計，歐洲半導體產業 2020 年的產值達 418 億美元，約占全球半導體

產值的 7%，近年來產值均不及全球半導體產業產值占比的 10%（WSTS, 2021）。

至於在研發支出變化方面，根據 Statista 的統計，2019 年歐洲半導體產業的研發

經費支出約占當年其半導體銷售金額的 15.3%，較 2018 年占比的 13.9%提升，但

仍較同時期美國半導體產業之研發支出占其半導體產業銷售金額占比分別為

17.4%與 16.4%為低（Statista, 2021a）。 

B.歐洲半導體產品與服務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供應占比現況 

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CG）與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於 2021 年

4 月共同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2019 年歐洲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中之供應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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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高者，主要集中在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與核心智財（Core IP）類活動，

其占比達 20%；其次，依序為設計活動類的類比元件與其他（DAO）（占比 19%）、

製造用設備（占比 18%）、材料（占比 12%）、製造類活動部分的晶圓製造（占比

9%）、邏輯 IC（占比 8%）、組裝、封裝與測試（占比 5%）以及記憶體（占比 1%）

（BCG and SIA, 2021: 5）。 

C.歐洲半導體產業的就業現況 

根據歐洲半導體產業協會（Europe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ESIA）的統計，歐洲半導體產業目前直接創造的工作機會有 20 萬個，同時因此

衍生的間接支持性工作機會則達 100 萬個（ESIA, 2021）。 

2.日本 

(1)政策演變 

半導體產業在 Bell Labs 發明電晶體（1947 年）及發明積體電路（1959 年）

而展開序幕。當時的歐洲及日本都認知到半導體是未來工業的基礎，也都希望發

展半導體技術。日本對於引進半導體技術非常積極。半導體技術的發展也帶動了

電腦及電子相關產業的突飛掹進。看好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潛力，日本廠商大舉進

入，日本政府也推動了各項研發及市場保護的措施。在 DRAM 及 microprocessor

兩項電腦主要元件當中，日本選擇投入 DRAM，因為 DRAM 的設計相對單純，

而且所牽涉的專利、智財較少。 

日本政府認為半導體產業重要性，故使用各種方法扶植國內的半導體產業。

當時政府採取的手段，包括市場保護及共同研發計畫的推動與補助。而政府為保

護半導體市場的措施，包含進口配額、高額進口關稅，以及對於外商以直接投資

方式在日本設廠生產的禁令。 

在 1970 年 IBM 起動 Next Generation Computer 計畫，並進行 1M 大型積體電

路的開發。IBM 的計畫，讓日本對國內的競爭力有所疑慮。另外，在 1973 年，

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解除對於電腦相關產業的外人投資及進口限制，這意味著日

本廠商要面對國外廠商的競爭。為因應相關變動帶來之挑戰，日本政府在 1976～

1980 年，推動為期 5 年的 VSLI 計畫，以提升國內廠商的技術自主能力（Sigurdson, 

2004）。這計畫的目標是開發 1M DRAM 的技術。該計畫的總經費為 700 億日圓，

政府出資 40%，參與的廠商有 5 家，包括富士通（FUJITSU）、日立（Hitachi）、

三菱（Mitsubishi）、NEC、東芝（Toshiba）。這 5 家廠商，在計畫開始時主要是電

腦廠商。在預定執行期間後，日本政府繼續推動延伸計畫到 1986。這計畫在執行

期滿後，參與計畫的廠商，後來都成為半導體重要廠商，而且日本 DRAM 的產

能、技術及全球市占率，也超越了美國；VLSI 計畫創造了廠商間交流的平台，讓

半導體設備廠商與製造商間的可以分享各自的技術，造就了日本半導體設備產業



台灣半導體產業面對國際政經環境變動的挑戰與因應 

128 

 

大幅提升。在半導體業界，一般都認為 VLSI 是一項非常成功的研究計畫，讓日

本的半導體產業，從製造到設備供應都有自主的技術。 

在 VLSI 計畫結束後，日本的半導體技術能力大增，而且日本半導體廠商多

是大型企業，在財務上有能力進行獨力研發。故在 VLSI 結束後的一段很長的時

間，日本沒有推動共同研發計畫。但到了 90 年代初，日本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市

占又被美國超越；另外，韓國、台灣的新興半導體產業日漸造成日本半導體廠商

的威脅。這些發展逼使日本政府再度推動共同研發計畫。在通產省的主導下，在

1995 年成立 ASET（Association of Super-Advanced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該

計畫為期 5 年，總預算是 1,020 億日元，經費幾乎全由政府負擔；其參與廠商包

括 19 家日本企業（Advantest、NTT、日立、松下電氣、NEC、三洋電氣、SPC 電

子、住友化學、大日本印墨化學、富士通、日本合成、三菱電機、JEOL、沖電氣、

夏普、新力、及東芝機械）及 3 家國外企業（IBM、Merck 及 Merck KGaA）。ASET

計畫的內容，包含了半導體技術、磁性儲存技術及光電顯示技術，而主要是在半

導體方面 250 奈米以下的生產技術和製程裡的蝕刻技術。這計畫跟 VLSI 不一樣

的是，ASET 是圍繞著一個比較基礎的研發方向，而不以一個特定的應用為目標。

這計畫最成功的部分是蝕刻技術的發展，ASET 除了對蝕刻技術的發展有深遠的

影響，也帶動了後續對蝕刻技術研究活動，尤其是 EUVA（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System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的成立（2002 年）。ASET 也帶動了

SELETE（Semiconductor Leading Edge Technologies）的成立（1996 年）。SELETE

是一個由 10 家民間半導體企業組成的研發公司，目的是研發 300mm 的技術及

65nm 光罩技術及設備。後續 1997 年三星集團加入 SELETE；2000 年 SELETE 與

美國的 SEMATECH 在軟體研發上合作（劉大年、顧瑩華、陳添枝，1999；Sigurdson，

2004）。 

日本政府在 2000 年後，又陸續推動了幾個研發計畫，包括 MIRAI（Millennium 

Research for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及 ASPLA（Advanced SoC Platform 

Corporation）。MIRAI 是一個在 2001 年啟動的 7 年計畫，目的是進行 45nm 晶片

比較基礎（尤其材料方面）的研發。這計畫的研發可說是在 ASET 的基礎上的延

伸研究。MIRAI 的據點與 SELETE 相同，兩個研究計畫的研究人員也可以透過研

討會等活動進行交流。在 2004 年，為提升 MIRAI 的應用性研發，日本政府把

MIRAI 及另一計畫（Project Asuka，是一項由 12 家半導體公司組成，以應用為重

點的民間研究計畫）合併。又另外在日本政府主導下，在 2002 成立 ASPLA 公司，

目的是針對 system-on-chip 在 90-nm 製程技術進行研發，並希望所發展出來的技

術能成為國際標準規格。ASPLA 是比較應用的研究計畫。有鑑於台灣、韓國及美

國半導體產業的迅速進步，日本政府擬藉這計畫，重振日本半導體的競爭力。 

整體來說，日本政府所推動的研究計畫是成功的。但各計畫有成效各有不同。

關鍵是參與廠商願意相互交流、分享資訊的程度。在 VSLI 及 MIRAI 計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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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是比較願意交流、分享，因為這兩個計畫的研究都是比較基礎，而且是下世

代的技術；他們所發展出來的技術跟產品的推出，在時間上還有一段距離。

SELETE 及 ASPLA 則是比較應用的，研發成果比較可以馬上應用在產品上，所

以廠商間都把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視為機密（Fujimura, 2009）。 

(2)產業發展趨勢 

A.日本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與研發支出變化 

根據 WSTS 的統計，日本半導體產業 2020 年的產值達 472 億美元，約占全

球半導體產值的 8%，近年來產值均不及全球半導體產業產值占比的 10%（WSTS, 

2021）。至於在研發支出變化方面，根據 Statista（2021a）的統計，2019 年日本半

導體產業的研發經費支出約占當年其半導體銷售金額的 8.4%，較 2018 年占比的

8.8%下降，只比韓國及中國高，遠比美國半導體產業之研發支出占其半導體產業

銷售金額占比的 17.4%（2018 年）與 16.4%（2019 年）為低。 

B.日本半導體產品與服務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供應占比現況 

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CG）與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於 2021 年

4 月共同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2019 年日本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中之供應占

比較高者，主要集中在製造用設備（32%）、分離類比元件與其他（DAO）（24%），

材料（19%）、晶圓生產（17%）以及記憶體（8%）（BCG and SIA, 2021: 5）。 

C.日本導體產業的就業現況 

根據 Statistics Bureau（2020），日本在 2018 年電子產業相關之直接、間接工

作機會約 102 萬個。 

3. 韓國 

(1)政策演變 

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始自 1966 年。當年美國波士頓一家小規模的半導體公司

Komy Corporation 投資成立了 Komi Semiconductor，董事長 Seok-woo Lee 是原本

的 Komy Corporation 的韓籍員工，主要業務是半導體封裝。在 1960 年代初，韓

國朴正熙政府推出一系列工業化政策，以推動經濟發展；其中一項是《外國投資

獎勵法》（Foreign Capital Inducement Law），這項法令降低了外資企業的所得稅。

接下來，Signetics、Fairchild、Motorola 及 Toshiba 等外資企業陸續在韓國設立半

導體組裝工廠。這些外資企業大都是想利用當時韓國的廉價勞動力，這些工廠全

部都是從事勞力密集的業務，但也讓韓國企業家及勞工學習到半導體的組裝技

術。首先進入半導體相關業務的本土韓國企業是 1968 年的 Anam Industry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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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kor Technology 的前身，專注半導體封裝、測試等業務）及 1969 年的 LG（當

時公司名稱是 Goldstar）。他們做的是半導體製造的外包業務。 

到了 1970 年代，由於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業對半導體的需求陸續擴大，韓

國本地的廠商，主要為 LG、Samsung 及 Hyundai 等 3 個集團，就更積極的進入

半導體產業，並想建立本身的技術能力。在當時韓國本土廠商獲得半導體相關技

術有幾個最重要途徑：(1)在美國韓籍工程師或科學家的技術轉移；(2)向國外廠商

購買技術；(3)購併國外廠商在韓國的組裝廠以及(4)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 

三星集團在 1974 年與一些在美國的韓籍工程師及科學家合資成立 South 

Korea Semiconductor，這些在美韓籍工程師及科學家幫三星集團帶來了半導體設

計、組裝及封裝的技術能力。這家公司最後由三星集團收購，變成 Samsung 

Semiconducto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SSTC）。三星之後陸續購併了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在韓的子公司。隨後三星集團也於 1983 年在美國設立研

發中心。 

LG 集團（當時公司名稱是 Goldstar） 於 1979 年與 AT&T 合資成立 Goldstar 

Semiconductor，生產韓國內銷用的 Linear IC 及 discrete IC（AT&T 於 1994 把全

數股權售予 Goldstar）。Hyundai 集團進入半導體產業的時間比較晚，Hyundai 在

1983 成立半導體部門（Hyundai Electronics Corporation），並同時在美國矽谷成立

子公司；1985 年開始生產當時算是比較高階的 256K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而技術則來自美國的 Vitalec 公司的

授權。 

雖然這 3 個集團的半導體事業單位創立時的技術來源管道有些不一樣，但他

們累積技術能力的方式也有共通的地方。首先是他們都在美國創立研發中心，這

些研發中心的研發人員都是在美工作的韓籍人士，例如 Samsung 集團在 1983 年

在美國加州成立了 Samsung Semiconductor Inc（後易名 Tristar Semiconductor Inc.）；

Hyundai Electronics 成立的當年（1983）就在美國加州成立研發中心（Hyundai 

Electronics America）；LG 集團也在 1984 年在美國加州成立研發中心（United 

Microtek Inc.）。這 3 個集團也透過技術聯盟取得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研發成果，例

如 Samsung 向德國的 DITTI 及美國的 Micron Technology、National Semiconductor

進行技術移轉，並與 Intel 進行技術合作；LG 是透過 AT&T、Zilog、LSI Logic、

AMD、Farichild 等美國公司取得技術；Hyundai 的技術則是來自英國的 INMOS 及

美國的 Texas Instrument、International CMOS Technologies 的技術移轉。 

相對於 LG，Samsung 及 Hyundai 是比較積極把國外移轉的來的技術進行整

合及改善，這也讓 Samsung 無論在技術進步及良率上，都有突出的表現。LG 集

團所採取的經營策略比較保守。其技術來源主要是國外廠商的技術移轉及 OEM

顧客（主要是 Hitachi）的技術，本身並沒有研發部門，也不具備自主的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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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在 80 年代初採取這技術策略，是因為半導體產品主要是提供其消費型電子產

品部門使用，或為了 OEM 客戶進行生產。這策略也影響 LG 集團的半導體產業

日後的發展。 

韓國這 3 個集團，除了技術取得的策略外，另外一個差別是產品的選擇。

Samsung 集團一開始就選定了 DRAM 做為主要產品。主要因為 DRAM 有比較大

的市場規模（相對於 SRAM）；Samsung 也從日本廠商的經驗知道，對於新進廠

商，DRAM 是比較可行的產品；相對於其他半導體產品（例如 application specific 

IC 或 microprocessor），DRAM 在技術及設計上是相對簡單的，生產效率及良率透

過生產學習而提升是成功的關鍵；因為 DRAM 的生產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效果，

所以 Samsung 的策略是產品裡 50%是 DRAM。Samsung 這項當時看來膽大的策

略，現在看來是非常明智的，而這策略也讓該集團早在 1983 年就成功發展 64K 

DRAM（於 1985 年投產），並在 1985 年發展出 1M DRAM。在 DRAM 技術的基

礎上，Samsung 也成功的生產 flash memory、SRAM 及 ROM 等產品；後來 Samsung

更進入了非記憶體的半導體產業。 

LG 及 Hyundai 集團所採取的策略是相對保守的。LG 比 Samsung 及 Hyundai

都要早進入半導體產業。但早期 LG 的目標是生產自家使用的半導體產品（4-bit 

及 8-bit microprocessor），而且 LG 的產品比較多樣化。到了 1989 年，Samsung 在

DRAM 產業的成功，LG 也進入了 DRAM 的領域。LG 沒有發展本身的技術能力，

其全部的技術都是來自國外廠商的技術移轉，而且都是未經整合，直接使用。至

於 Hyundai 集團為了避開與 Samsung 及其他日本廠商直接競爭，則選擇 SRAM

做為主要產品；但 SRAM 是技術上比較複雜的產品，故此 Hyundai 從 1984 年投

產到了 1985 年底，產品的良率都沒辦法提升。Hyundai 在 1985 年把產品重心轉

到 DRAM，因為進入 DRAM 生產比較晚，為了追趕進度，Hyundai 的 DRAM 設

計及製程都採取 Vitelic 公司的技術。Hyundai 的半導體產品大都是以 OEM 方式

生產給 General Instruments（可抹除程式化唯讀記憶體，EPROM）及 Texas 

Instruments（DRAM）。由於 Hyundai 的技術整合能力及不斷的反覆實驗，這些產

品的良率都有一定的水準。 

在 80 年代中之前，韓國廠商的獲利情況都不甚理想，尤其在 1985 年 DRAM

價錢暴跌時，讓 Samsung、Hyundai 及 LG 累積了龐大的虧損。但這 3 個集團領

導人堅定的意志力，加上集團的豐沛資源，讓他們在長期累積虧損的情況下也繼

續大規模投資。 

直到 1987 年，「美日半導體協議」的簽署，以及 DRAM 市場的景氣反轉往

上，為韓國半導體產業帶來轉機。「美日半導體協議」讓日本半導體產品價格居高

不下，但 DRAM 市場的景氣反轉又讓需求倍增、供不應求。這讓韓國廠商可以大

舉出貨，並享受到非常好的價格，也讓他們開始獲利。到了 90 年代，美國廠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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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退出了 DRAM 市場，日本廠商則受資產泡沫破滅的後遺症所苦，欲振乏力。90

年代，韓國廠商在記憶體產業建立了的穩固的基礎。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對韓國半導體產業也有著深刻的影響。IMF 對韓國政

府紓困的同時，要求韓國政府必須改造韓國的經濟體，尤其是財團體系。因應 IMF

的要求，韓國政府推出了 Big-Deal 的改革。這改革方案牽涉大財團相關事業的合

併，以減低重複投資及產能過剩。Big-Deal 的其中一項是 Hyundai 併購了 LG 的

半導體事業，後更名 Hynix Semiconductor。雖然 LG 原先不太願意讓 LG 

Semiconductor 被併購，但 LG 集團的負債讓它不得不就範。在 Hynix 成立後，整

合了當時韓國第 2、3 大半導體廠商，經營上更具經濟規模，但 Hynix 的鉅額負

債及低迷的 DRAM 市場，讓其在破產的邊緣徘徊了一段時期（Cherry, 2005）；直

到 2012 年 SK 集團收購了 Hynix 的 21.05%股權，讓 Hynix 成為 SK 旗下的一員，

並更名 SK Hynix，Hynix 的經營才穩定下來。渡過了債務危機，SK Hynix 的經營

就逐漸走出陰霾。SK Hynix 現在是全球第 4 大半導體製造商。 

(2) 產業發展趨勢 

A. 韓國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與研發支出變化 

根據 WSTS 的統計，2020 年韓國半導體產業產值約達 877 億美元，約占全

球半導體產值的 15%（WSTS, 2021）。至於在研發支出變化方面，根據 Statista 的

統計，2019 年韓國半導體產業的研發經費支出約占當年其半導體銷售金額的

7.7%，較 2018 年占比的 7.3%提升，但仍較同時期美國半導體產業之研發支出占

其半導體產業銷售金額占比的 17.4%與 16.4%為低（Statista, 2021a）。 

B. 韓國半導體產品與服務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供應占比現況 

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CG）與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於 2021 年

4 月共同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2019 年韓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中之供應占

比較高者，主要集中在記憶體（占比 59%）、晶圓製造（占比 19%）組裝與材料

（占比 16%）等，但在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與核

心智財（Core IP）（占比 1%）、邏輯 IC（占比 3%）等活動項目的占比，則相對偏

低（BCG and SIA, 2021: 5, 31）。 

C. 韓國導體產業的就業現況 

根據 Statista 統計，韓國從事半導體產業的相關從業人員至少有 13.8 萬人，

其中約有 8.6 萬人於裝置製造部門、約 2 萬人於材料部門、1.3 萬人於設備部門、

8 千人於零組件部門、7.6 千人於設計部門，以及其餘約 1.4 千人於其他相關設施

部門（Statista, 20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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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日、韓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變化 

參考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CG）與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於 2021 年

4 月共同公布的統計報告（BCG and SIA, 2021），將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概分為

「研發密集類」、「資本支出密集類」與「資本支出及勞力密集類」等 3 類活動，

說明歐洲、日本、韓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 

1.歐洲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 

歐洲 2019 年僅占整體價值鏈活動的 10%。依第一節所述，歐洲在(1)研發密

集類活動中，主要占比較高者在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與核心智財（core IP）、

類比元件與其他（DAO）、製造用設備以及邏輯（logic）IC。其次在(2)資本支出

密集類活動中，主要占比較高者則在材料、晶圓製造。至於(3)資本支出及勞力密

集類活動類中，歐洲在組裝、封裝與測試中的占比較低。 

整體來看，歐洲在 2019 年於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附加價值活動金額之占比落

後美國、韓國、日本。而在全球半導體消費金額占比方面，歐洲占比較高達 20%，

但其消費金額占全球半導體消費金額比重仍落於美國（占比為 25%）、中國（占

比為 24%）之後，但仍較韓國（占比為 6%）與台灣（占比為 3%）為高（相關數

據列於表 6.1，數據來源詳見第四章引用 BCG 及 SIA 之 2021 年報告的圖 4.4）。 

2.日本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 

日本僅占整體價值鏈活動的 14%。進一步分析，日本在(1)研發密集類活動中，

主要占比較高者為製造用設備、類比元件及其他（DAO)；其次在(2)資本支出密

集類活動中，日本主要占比較高者則在材料和晶圓製造；至於(3)資本支出及勞力

密集類活動類中，日本在組裝、封裝與測試中的占比較低。 

整體來看，日本在 2019 年於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附加價值活動金額之占比

（14%）僅落後美國（38%）及韓國（16%）。而在全球半導體消費金額占比方面，

日本只占 6%，其消費金額占全球半導體消費金額比重落於美國（25%）、中國

（24%）、歐洲（20%）之後，只比韓國（2%）與台灣（1%）高（表 6.1）。 

3.韓國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 

韓國 2019 年約占全球整體價值鏈活動的 16%。其中，韓國在(1)研發密集類

活動中，主要占比較高者在記憶體。其次在(2)資本支出密集類活動中，主要占比

較高者在晶圓製造與材料。至於在(3)資本支出及勞力密集類活動類中，韓國在組

裝、封裝與測試中的占比很有限。 

整體來看，韓國在 2019 年於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附加價值活動金額之占比落

後美國（占比為 38%），占比約為 16%，其次才為台灣（占比為 14%）、歐洲（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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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為 10%）等其他主要地區。而在全球半導體消費金額占比方面，韓國占比僅 6%，

顯然作為一個半導體消費市場，其占比落於美國（占比為 25%）、中國大陸（占比

為 24%）之後，僅較台灣（占比為 3%）為高（表 6.1）。 

表 6.1、歐日韓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的占比 

和優勢項目排名（2019 年） 

活動類型 項目 歐洲 日本 韓國 

研發密集 

EDA & Core 

IP 
    20% (*2) －  1% 

邏輯 IC  8% －  3% 

DAO     19% (*3)     24% (*2)  8% 

記憶體  1%  8%     59% (*1) 

製造用設備     18% (*2) 32%  4% 

資本支出 

密集 

材料 12%     19% (*2) 16% 

晶圓製造  9% 17% 19% 

資本支出及 

勞力密集 
組裝封裝測試 4~5%  5%     17% (*2) 

整體價值鏈 

(附加價值) 
10% 14% 16% 

註：（*）為全球占比排名。  

資料來源：轉引自 BCG and SIA, 2021: 5  

二、歐日韓半導體市場規模與依賴度 

(一)歐洲半導體市場規模和依賴程度 

1.國內（需求）市場規模 

以全球不同區域終端使用者購買設備的需求標準來看，歐洲目前占整體全球

半導體消費市場約 20%（以 2019 年全球半導體銷售約 4,120 億美元來看，歐洲半

導體消費市場規模達 824 億美元），係全球僅次美國、中國大陸與世界其他區域

(主要為以色列、新加坡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第 3 大半導體消費市場（BCG and SIA, 

2021: 11）。 

2.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 

從上述第一節歐洲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之供應占比分析可知，歐洲半導

體產業在設計領域裡的邏輯 IC；記憶體；晶圓製造；組裝、封裝與測試等關鍵價

值鏈供應活動中，高度依賴其他地區市場的供應，歐洲在這些領域的供應能力均

不到 1 成，特別是在記憶體、材料、晶圓製造以及組裝、封裝與測試領域中，東

亞地區可說是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高度倚賴的供應鏈活動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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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半導體市場規模和依賴程度 

1.國內（需求）市場規模 

以全球不同區域終端使用者購買設備的需求標準來看，日本目前占整體全球

半導體消費市場約 6%（以 2019 年全球半導體銷售約 4,120 億美元來看，日本半

導體消費市場規模達 247 億美元），遠比美國、中國、歐洲與世界其他區域（主要

為以色列、新加坡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市場規模小，只比韓國及台灣大 （BCG 

and SIA, 2021: 11）。 

2.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 

從上述第一節日本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中之供應占比分析可知，日本半

導體產業在設計領域裡的邏輯 IC；記憶體；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與核心智財

（Core IP）等關鍵價值鏈供應活動中，高度依賴其他地區市場的供應，日本在這

些領域的供應能力均不到 1 成，特別是在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與核心智財

（Core IP）對歐洲及美國、邏輯 IC、記憶體則高度倚賴美國；封裝與測試領域中，

台灣及中國大陸等東亞地區可說是日本及其他地區高度倚賴的供應鏈活動來源。 

(三)韓國半導體市場規模和依賴程度 

1.國內（需求）市場規模 

以全球不同區域終端使用者購買設備的需求標準來看，韓國約僅占目前整體

全球半導體消費市場的 2%（以 2019 年全球半導體銷售約 4,120 億美元來看，韓

國半導體消費市場規模達 82.4 億美元），係全球半導體消費占比僅高於台灣的消

費市場（BCG and SIA, 2021: 11）。 

2.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 

從上述第一節韓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中之供應占比分析可知，韓國半

導體的強項主要在記憶體、製造設備、晶圓製造、組裝、封裝與測試與材料領域。

但韓國在 EDA 與核心智財、邏輯 IC 設計等領域仍需仰賴美國；此外，在化合物

半導體（碳化矽 SiC、氮化鎵 GaN、氧化鎵 Ga2O3）等新一代半導體、AI 晶片等

零組件也大部分仰賴進口（工商時報，2021/5/26）。韓國雖然於 2020 年在全球晶

圓製造已建置產能上排名僅次於全球排名第 1 的台灣（占比 21.4%），達 20.4%，

且在 12 吋晶圓製造廠數目上位居第 3（韓國 31 座、美國 38 座、台灣則有 42

座），同時包括三星和 SK 海力士（SK Hynix）亦持續擴大其在韓國的工廠，希望

藉此提升 DRAM 與 NAND 快閃記憶體的產能（科技產業資訊室，2021/7/15；工

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自 Gartner，2021/9）。不過，作為全球半導體的消費市場，韓

國整體半導體消費金額占全球半導體消費仍然明顯偏低，估計 2019 年僅占 6%

（BCG and SIA, 2021: 31），因此儘管韓國半導體產業出口係其整體經濟成長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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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力來源之一，但由於高度依賴全球半導體消費市場的特性，也使其半導體產

業與經濟表現常受美國、中國、歐洲等全球半導體主要消費市場之景氣榮枯的影

響。 

三、歐日韓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SWOT 分析 

(一)歐洲半導體產業 

根據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於 2021 年 5 月提出的報告顯

示，歐洲半導體零組件生產與發展主要集中在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奧地

利、比利時與愛爾蘭等國，目前總部設於歐洲的幾家較為知名的跨國半導體公司

包括德國的英飛凌（Infineon）、荷蘭的恩智浦（NXP）、意法半導體（STM）與德

國的博世半導體（Bosch Semiconductor）等，該類企業多半係以在汽車、工業自

動化、安全與健康照護、航太、能源生產及通訊領域提供 OEMs 的服務。而有關

歐洲半導體產業的 SWOT 分析具體內容如下（參見表 6.2 所示）（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1.優勢 

(1)歐洲在電力電子、感測與先進晶片製造設備享有領導全球的創新優勢。 

(2)歐洲在汽車、工業用機械等微控制器的供應生產上具有較高全球市占率，2019

年其全球市占率分別為 37%與 17%。 

(3)歐洲半導體產業與當地製造業關係緊密、相輔相成，對雙方發展都有助益。 

2.劣勢 

(1)歐洲在半導體設計與設計自動化工具；先進製程晶片生產；封裝、組裝與測試

技術及其生產之發展，較美國、東亞地區落後。因此，在一般設計工具上高度

依賴美國，而在先進製程晶片生產上則必須仰賴亞洲。 

(2)歐洲半導體產業依賴全球其他地區半導體市場需求甚深，特別是中國大陸市場

對半導體製造設備與產品之需求，但近期又受到美中科技戰之影響，例如艾斯

摩爾（ASML）原先可出口到大陸的高階製程設備，就受制於美國而只能暫停

出口。 

(3)歐洲半導體企業相對其他地區之半導體跨國企業規模較小，整體而言歐洲半導

體產業占全球半導體產值約 10%；在計算與資通訊部門產值也僅占全球產值

的 6%，有限的產能規模將不利歐洲搶占未來全球半導體領域的市場成長需求。 

3.機會 

(1)電動車是汽車業，甚至製造業未來，未來的龐大商機。歐洲半導體廠商所擅長

的正是電動車相關的半導體元件。對於爭取未來的龐大市場，歐洲廠商有絕對

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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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盟國家已注意到其在供應資料處理、通訊與相關資料基礎建設及新 AI 應用

上之處理器製造及半導體技術上的不足，不少歐盟成員國已於 2020 年 12 月

簽署通過「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技倡議計畫」（A European Initiative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聯合宣言，希望未來透過一系列政

策支持，強化歐洲半導體在先進晶片製程上的技術及產能，確保歐洲科技主權

及競爭力（EU, 2020）。 

(3)歐盟執委會進一步發布「數位羅盤」（Digital Compass）計畫，設定歐盟至 2030

年可將半導體產能提升至全球占比 20%的目標，也要尋求建立 5 奈米以下先

進晶圓廠，並支持成員國推動數位基礎建設（White House, 2021: 64）。 

4.威脅 

(1)目前包括美國、中國、韓國、日本等全球各國政府，均意識到半導體自主供應

的重要，並且大力推動各項保護與補貼政策，此種政策競爭將加大歐洲半導體

企業來自其他地區半導體企業的競爭壓力。 

(2)歐洲半導體產業缺乏 22 奈米以下，生產記憶體與處理器晶片所需之先進晶圓

製造能力，由於這類處理器係發展通訊、尖端 AI 零組件與高端運算所必須，

而歐洲在這類晶片製造與供應上高度仰賴東亞地區包括三星或台積電的供應，

過度集中仰賴單一供應來源區域，將提高歐洲半導體產業的供應風險。 

表 6.2、歐洲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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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半導體產業 

日本在全球半導體領域份額雖僅占 9%，但在相關設備和材料領域上不少產

品卻占全球極高份額，例如作為半導體基板的矽晶圓領域，信越化工和 SUMCO

企業即占逾 5 成的份額。根據日經新聞和專利調查公司的合作調查，日企在先進

製程材料技術領域的影響力（如擁有多層電路、封裝材料的有效專利數量），信越

化工、新光電氣工業和 IBIDEN 企業可與技術領先的台積電、Intel 並駕齊驅（日

經中文網，2021/6/16）。然而短期在沒有高端半導體生產基地的背景下，為繼續維

持相關產業的競爭力，設備和材料商將採取與外國企業深化合作。有關日本整體

半導體產業的 SWOT 分析如下（參見表 6.3 所示）： 

1.優勢 

(1)日本在微控制器（MC，尤其車用 MCU）、SoC、analogic、discretes（代表性廠

商是 Renesas）、快閃記憶體（NAND，代表性廠商是 Kioxia）、感光元件（CMOS 

image sensor，代表性廠商為 Sony）都是全球領導者。 

(2)日本在設備市場也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廠商在晶圓製造設備的全球市占為

56%、半導體生產設備的全球市占 29%、在封裝設備的全球市占 44%。 

(3)在半導體原料方面，日本更有相當的重要性：日本廠商在光阻劑（Resist）與含

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領域的全球市占達 90%；光罩的全球市占為

85.2%；晶圓的全球市占為 29.4%。 

2.劣勢 

(1)日本相對的劣勢是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市占逐年萎縮，到目前只剩 10%。 

(2)日本的國內半導體自用市場的規模也不大，只占全球 6%。 

(3)日本半導體供應鏈有幾項關鍵的部分需要依賴國外廠商，尤其是 EDA 和 Core 

IP 等領域。日本也缺乏晶圓與外包組裝及測試的產能，但這個部分技術門檻不

高，要建立也不困難，只是礙於成本偏高而使廠商缺乏意願。 

3.機會  

(1)日本半導體供應鏈雖然缺乏「EDA 和 Core IP」的產業及「晶圓與外包組裝及

測試」的產能，但其他部分相對完整，這讓日本可比較容易建立晶圓製造產能。 

(2)日本政府推動「半導體與數位產業戰略綱要」（The Strategy for Semiconductors 

and the Digital Industry），目的是 a.共同開發尖端半導體製造技術確保足夠生

產能力；b.加快數位投資與先進邏輯半導體設計開發；c.推動綠色創新；d.強化

日本半導體產業供應與韌性。日本以往的產業政策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半導

體與數位產業戰略綱要」的推動，也許可以把日本半導體產業推進到一個在全

球供應鏈中比較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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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動車是汽車業，甚至製造業未來，未來的龐大商機。電動車相關的半導體元

件也正是日本半導體廠商所擅長的，故對於爭取未來的龐大市場，日本廠商有

絕對的優勢。 

4.威脅 

日本半導體在微控制器、SoC、analogic、discretes 占有重要地位，但歐洲廠

商為其強大競爭對手。在快閃記憶體領域，韓國 Samsung（全球市占第 1）是強

大競爭對手。 

表 6.3、日本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韓國半導體產業 

韓國半導體產業於 1960 與 1970 年代起即開始發展，一開始係國際大型跨國

半導體業者於韓國設立半導體組裝廠，以運用韓國低廉的勞力與生產成本。迄

1980 年代韓國工資成本與技術層次提高，韓國本國半導體業者也在韓國政府推動

各項扶植政策以及提供研發協助等情況下，規模持續擴大，使其在 2019 年於全

球半導體價值鏈附加價值活動金額的占比達 16%，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半導體供應

鏈大國。而有關韓國半導體產業的 SWOT 分析具體內容如下（參見表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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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勢 

(1)韓國係全球半導體領先國家之一，特別是在晶圓製造產能上僅次於台灣，包括

三星、SK Hynix，係為 2019 年世界第 1 大與第 3 大半導體供應商。其中，三

星係韓國最重要的半導體業者，主要從事 IC 設計、智慧手機與晶圓製造；SK 

Hynix 則在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與 NAND 快閃記憶體（NAND Flash）

占有市場領導地位多年（Deloitte, 2020: 3）。 

(2)相對於中國大陸、日本、台灣，韓國半導體業者在無晶圓/IDM 與晶圓製造領

域具高度競爭優勢、在半導體設備領域競爭優勢居中（Deloitte, 2020）。 

(3)韓國半導體產業聚落歷經多年發展，京畿道龍仁市（Yongin）與利川市（Icheon）

具備成熟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估計韓國目前已有超過 2 萬家之半導體相關企

業，包括 365 家 IC 製造業者、2,650 家半導體設備業者以及 4,078 家半導體材

料業者（Deloitte, 2020: 3）。 

2.劣勢 

相對於美國、大陸、日本和台灣，韓國半導體業者在電子設計自動化（EDA）

與核心智財（Core IP）、半導體材料、外包組裝及測試（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 Test, OSAT）領域競爭地位居於劣勢（Deloitte, 2020）。 

3.機會 

(1)韓國政府長期以來提供半導體產業優惠利率、研究發展補貼、贊助半導體領域

前導技術研究，協助韓國半導體業者突破競爭瓶頸。 

(2)韓國政府於 2021 年 5 月宣布將推動「K-半導體戰略」，透過打造 K-半導體區

域，擴大半導體基礎建設支持，加強半導體人才基礎，及提升因應產業危機能

力等策略，協助半導體產業發展，有助於韓國朝成為全球半導體先進及最大產

業供應鏈生產基地之目標發展。 

(3)歐、美、日等國均在積極爭取半導體廠商到當地建立先進產能。韓國廠商，尤

其 Samsung 可向外國政府爭取有利的條件，並與當地產業進行合作。 

4.威脅 

(1)作為全球半導體的消費市場，韓國整體半導體消費金額占全球半導體消費仍然

明顯偏低，估計 2019 年僅占 6%。由於韓國半導體產業高度依賴全球半導體消

費市場，使其半導體產業與經濟表現常受美國、中國、歐洲等全球半導體主要

消費市場之景氣榮枯的影響。 

(2)美國欲建立自主半導體供應，在運用外交、先進技術、半導體消費市場等因素，

要求韓國半導體大廠赴美設廠發展，可能弱化韓國未來在半導體供應鏈之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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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韓國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半導體產業政策動向評析 

(一)歐洲對美中半導體相關科技戰的應對態度與作為 

有鑒於全球半導體生產製造有很大的比重集中在美國、中國大陸、韓國與台

灣等市場，歐洲僅占約 1 成；特別是在電子通訊、資料處理以及運算領域方面，

歐洲仰賴其他地區生產晶片的比重更高。而在美中半導體科技戰的過程中，美國

政府陸續透過政策壓力與財政誘因促使英特爾、台積電與三星等大型半導體製造

商在美投資設廠，相較之下，歐洲則少有這類公司會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近期

為了改善歐洲落後於美國、韓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產業投資的窘境，並

逐步解決全球因為晶片短缺對歐洲汽車製造商與電子供應商的衝擊，歐盟 17 個

成員國在 2020 年 12 月，簽署通過「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技倡議計畫」（A 

European Initiative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聯合宣言，規劃

未來 2 至 3 年內將資助 1,450 億歐元於設備、材料、先進製程與封裝，目標於 2030

年晶片產量翻倍，市場占有率從 10%提高到 20%，並生產 2～5 奈米製程晶片，

希望藉此能夠提振歐洲在晶片製造上的能力，並有效擴增歐洲半導體在全球的市

占率，同時也藉此協助歐洲獲取在先進奈米晶片上的製造技術及產能，以確保歐

洲的科技主權及競爭力。具體而言，歐盟成員國在「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技倡

議計畫」的聯合宣言中指出歐盟將透過其預算、各成員國預算與私部門挹注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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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生產投資，歐盟也確認將以微電子領域作為未來投資的主要領域（EU 

2020）。 

後續在 2021 年 3 月，歐盟執委會進一步發布「數位羅盤」（Digital Compass）

計畫，設定歐洲至 2030 年將在先進與可持續性的半導體產業領域中，提升其產

能至全球的 20%，並特別以建立 5 奈米節點以下先進製程晶圓廠為目標。歐洲將

以其預算，包括來自歐洲復甦與韌性設施（EU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預算來資助該項計畫。歐洲執委會亦在其 2021-2027 年的預算中通過 1,730 億美

元支持成員國推動數位基礎建設。包括支持全球最大微電子及相關奈米技術之研

究中心─歐洲跨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 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 

IMEC）、發展先進無塵室與 1 座 8 吋（200mm）晶圓廠、先進封裝設備與創造

4,000 個相關就業機會等，而產業供應商與歐洲各地政府將分別負擔 8 成與 2 成

的所需經費預算（科技產業資訊，2021；新通訊，2020；White House, 2021: 64）。 

在最新發展上，歐盟執委會首先在 2021 年 7 月推動成立「歐洲處理器與半

導體技術聯盟」（European Alliance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目標在找出晶片生產與技術發展上的缺口，並以此為基礎，在 2021 年 9 月中宣

布將推出《歐洲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目的在於將歐洲國家的頂尖研

究、設計和測試能力串聯，共同創造最先進的歐洲晶片生態系統，包括片設計和

製造，以確保供應安全，邁向自給自足，避免過度依賴亞洲及美國晶片可能受到

的傷害。2021 年 10 月 19 日，歐盟執委會提出 2022 年的工作計畫，說明將在 2022

年上半年提出《歐洲晶片法案》的草案。 

(二)日本對美中半導體相關科技戰的應對態度與作為 

面對美中貿易戰及最近的半導體元件供不應求，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些構想，

目的是提升日本國內半導體製造能力與規模，以及境內供應鏈的完整性。日本的

經濟產業省在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布「半導體及數位工業策略（The Strategy for 

Semiconductors and the Digital Industry）」，目標在於確保半導體供給穩定、掌握未

來市場、增強產業韌性，提高生產、設計開發能力，重點是推動產、官、學的合

作，以及跨部會的合作，以發展尖端的邏輯半導體（logic semiconductor），並與海

外業者共同強化供應鏈，尤其要確保日本國內有足夠的半導體生產產能，及強化

現有的產業基礎和產業的韌性。 

就政策方向來看（洪尉淳，2021），首先在強化生產和確保供給穩定方面，除

鞏固既有在半導體製造設備和材料的優勢，將與國外代工業者技術合作開發新的

設備和材料，強化生產基礎；甚至以優惠政策吸引國外業者到日本投資設廠，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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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先進製程半導體產品（Money DJ，2021/6）；6結合國內半導體邏輯 IC 設計企業

和使用企業共同研發，強化晶片設計開發能力。 

其次是促進半導體材料創新，包括第三代半導體使用的碳化矽(SiC)、氮化鎵

(GaN)、氧化鎵(Ga2O3)，強化研發，確保日本半導體業的領先優勢。 

第三是增強產業體質與供應鏈韌性，日本政府預計將強化人才培養；減免企

業稅賦或提供補助，促使老舊半導體廠房改建，確保重要半導體產品在國內生產，

促進企業針對市場需求研發創新技術。同時，加強與台美歐等國家的半導體業者

深化合作，確保穩定供給，提升生產、設計與開發能力，強化產業體質與產業供

應鏈韌性等。 

(三)韓國對美中半導體相關科技戰的應對態度與作為 

為因應美中半導體科技戰、全球晶片短缺及晶片先進製程落後主要競爭對手

等問題，韓國於 2019 年由韓國貿易產業與能源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TIE）發起一項新的半導體競爭力策略計畫，宣布將在未來 10 年內投入

約 1 兆韓元協助韓國發展下世代的半導體技術，並且訓練約 1.7 萬位高階專業人

才。韓國預計為此設立 1,000 億韓元的無晶圓廠商業模式基金，以提升韓國在半

導體設計領域上的實力；另外該項計畫同時也將籌組一個合作平台稱之為聯盟 2.0

（Alliance 2.0），將集結至少 25 個韓國公私部門組織，針對包括汽車、能源、家

用設備物聯網、機械與機器人等領域，加強半導體技術在這方面的應用，以確保

韓國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該項計畫設定韓國至 2030 年前在無晶圓廠晶片設計

領域的市占率能達到全球的 10%，並且希望維持韓國在記憶體晶片製造中領先地

位（Ezell, 2020: 19）。 

於 2021 年 3 月間韓國也提出「加速推動系統半導體產業民間投資及加強投

資擔保方案」（孫碧鴻，2021/3），主要內容包括：(一)協助落實大規模民間投資，

預計在 2030 年前投資 133 兆韓元(約合新台幣 3.3 兆元)，打造全球最大半導體產

業聚落。(二)擴大以民間為中心的系統半導體基金及政策融資，主要有 1 千億韓

元規模的系統半導體相生基金、2 千億韓元規模的半導體成長基金、2,500 億韓元

規模的 D.N.A（Data, Network(5G), AI）加 BIG3（系統半導體、未來車及生技保

健）基金、1 千億韓元的材料、零組件及設備半導體基金。於 2021 年 3 月間韓國

提出「加速推動系統半導體產業民間投資及加強投資擔保方案」（孫碧鴻，2021/3），

主要內容包括：(一)協助落實大規模民間投資，預計在 2030 年前投資 133 兆韓元

                                              

6 台積電於今年 3 月在日本設立完全子公司「TSMC Japan 3DIC R&D Center」，並將在位於筑波市的「產

業技術總合研究所」設置研究產線，預計在 2022 年開始進行研究；信越化學、JSR、Ibiden、旭化成、

新光電工、日東電工等 20 家日本企業也參與。日本經濟產業省 5 月 31 日宣布，將對台積電在日本設立

的研發據點提供補助，總事業費約 370 億日圓中，日本政府將補助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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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合新台幣 3.3 兆元)，打造全球最大半導體產業聚落。(二)擴大以民間為中心的

系統半導體基金及政策融資，主要有 1 千億韓元規模的系統半導體相生基金、2

千億韓元規模的半導體成長基金、2,500 億韓元規模的 D.N.A（Data, Network(5G), 

AI）加 BIG3（系統半導體、未來車及生技保健）基金、1 千億韓元的材料、零組

件及設備半導體基金。 

2021 年 5 月，韓國為進一步推動於 2030 年使韓國成為全球半導體先進及最

大產業供應鏈生產基地之目標，公布「K-半導體戰略」，召集三星及 SK 海力士等

153 家企業，將在未來 10 年內斥資約 4,500 億美元建設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基

地，成為記憶體儲存和系統晶片的全球領導者。其具體戰略包括：(1)打造 K-半導

體區域：西起韓國「板橋」至「溫陽」等 7 大城市，東至韓國「利川」至「清州」

等 5 大城市，以建構韓國 K 字型半導體區域，打造涵蓋半導體產業的製造、設

計、材料、零組件和設備等企業群聚的工業區，目標在招攬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

鏈相關廠商進駐，與韓廠合作，在韓國建立一個半導體生態體系；並擴大投資先

進邏輯 IC 領域，以提升先進邏輯 IC 製造能力，扭轉落後台積電的劣勢；(2)擴大

韓國半導體基礎建設及財稅支持：將提供租稅減免、降低利率、擴大金融支持和

鬆綁法規等政策措施，激勵半導體產業，以及加強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確保供

應無虞。韓國政府將提供特別資金支援設備投資，還要放寬處理化學物資的法規，

支援民間投資；公司研發投資的可扣抵稅率最大提高至 50%，促使韓國轉變為「適

合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國家」；(3)加強韓國半導體人才基礎：著重韓國半導體人才

的培育，將擴大半導體相關大學的人員名額，目標未來 10 年內能培育約 3 萬 6,000

名人才；在攬才和留才方面，對於擁有卓越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者，韓國政府將給

予「名人」的稱號；加強與企業間連結合作、研發下世代半導體技術，使韓國得

以擁有具備半導體生態系強國的條件；(4)提升韓國因應產業危機的能力：研議制

定韓國《半導體特別法》，成立跨部會的協議體制以防止技術外流，俾利保護韓國

半導體生態系，協助韓國打造全面性支援企業活動之「穩定的半導體供應國」（工

商時報，2021/5/26）。 

小結 

歐盟地區、日本、韓國是半導體供應鏈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經過半世紀

的科技發展、產業演化及政府產業政策的導引，當地廠商在半導體供應鏈的各環

節都有不同的重要性。歐洲地區的半導體產業與當地的產業的發展有相當密切的

關係。當地半導體廠商的產品大多是供應當地其他廠商所需，而且技術發展也是

以當地其他廠商的需要為依歸。歐洲製造業的產品都不需要極端先進的半導體零

組件，故此，歐洲半導體廠商也沒有在先進製程、邏輯 IC 或 IC 設計上有很深的

涉足。但因為歐洲機械及汽車工業的需求，歐洲半導體廠商在 MCU、discrete IC

上規模及技術能力相對較強，在半導體製造設備產業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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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廠商在政府大力推動；加上日本廠商多是上下游自行一體的大型集團，

投資及研發能力強大，也願意配合政府政策。這讓日本在短短幾十年，於 1980 年

代發展成全球市占最高的半導體出口國。但 1980 末與美國的貿易磨擦、1990 初

期的資產泡沫以及韓國廠商的崛起，讓日本在半導體產業只能在一些利基產品上

及一些關鍵技術上掌握主導地位。其技術能力是不容小窺的。 

韓國在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起步比較晚。雖然韓國政府也推動一些工業政策及

產業推動計畫，但韓國半導體產業快速及成功的發展，主要是歸功於當地廠商的

努力及成功的投資策略。另外，韓國廠商崛起也有幸運的地方：在 1980 末日本半

導體廠商因為種種因素的受限及衰弱，讓韓國廠商在記憶體產業有取而代之的機

會。經過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現在的韓國廠商在體質及研發能力上已

達世界級的水準。 

在過去幾年，這三個地區的廠商或政府產業政策上都有大幅的調整。由美國

川普政府發動的中美貿易及科技爭端，以及在近年出現的半導體缺貨，促使各廠

商及政府重新思考全球分散的供應鏈是否符合產業或國家利益。尤其是現今半導

體被視為戰略物資。各國都希望把產業供應鏈各環節放在本國或親近的友邦。尤

其美國、日本及歐洲地區政府的意圖及動機猶強，都希望提升半導體製造的產能。

韓國政府及廠商都體認到，韓國廠商在既有半導體供應鏈上只有幾個環節上占有

重要地位，不可能發展完整的半導體供應鏈。所以韓國廠商的策略是提升本身的

技術水準的同時，配合這些國家的政策，以增加本身在歐美市場的市占及保持與

歐美國家的政治關係。另一方面，在先進製程上，韓國廠商也與台灣廠商同時競

逐各國祭出的優惠及補貼。 

台灣廠商面臨的處境與韓國廠商所面臨的非常相似。對台灣廠商來說，面對

各國政府的政治盤算及各國產業的發展，如何因應是一項挑戰，但這些複雜的政

經情勢也帶來機會。潛在的機會是，如何擴大產能並跨足歐美日等地、與當地產

業及廠商有更緊密的合作，長期來說會帶來龐大的商機而且會讓台灣廠商在半導

體供應鏈上的地位更穩固。對政府來說，如何讓廠商的核心營運及技術留在台灣，

而同時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本身的競爭力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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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未來之可能發展 

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架構，大致為歐美大廠主導設計或 IDM，亞洲地區負

責晶圓代工、記憶體以及半導體封測。在國際貿易衝突與 COVID-19 疫情影響，

各國紛紛關注自主半導體產業之現況與未來布局發展，使得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

鏈可能發展變化。本章將探討全球半導體生產之全球分佈，以及各國為發展自主

半導體產業所訂定的半導體產業推動策略。 

一、全球產業供應鏈產能分布及未來可能變化 

(一)全球半導體晶圓廠分布 

1.全球半導體晶圓廠所屬國別分析 

2020 年全球共有 410 座晶圓廠，以晶圓廠所屬國別分析，美國廠商擁有 92

座晶圓廠（圖 7.1），為全球擁有最多晶圓廠的國家。美國從半導體技術發展開始，

以 IDM 模式（涵蓋 IC 設計、IC 製造與 IC 封測）在美國及全球布建生產半導體

晶片的晶圓工廠。 

全球晶圓廠排名第 2 名就是台灣廠商，擁有 85 座晶圓廠。台灣以專業分工

與代工的模式，建構起 IC 設計、IC 製造與 IC 封測的上中下游產業鏈結構，台灣

半導體產業為全球所有客戶提供晶片代工生產的服務，台灣半導體產業亦持續推

進半導體技術向前，為滿足全球市場需求，台灣半導體廠商積極在台灣布局生產

基地，在台灣設立許多生產工廠，同時，為服務國外客戶需求，也在海外地區，

如：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地設有生產工廠，使得台

灣擁有全球第二多晶圓廠。若細分探討 12 吋晶圓廠的數量，台灣擁有全球最多

12 吋晶圓廠，總數達到 42 座，顯示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半導體技術推進之際，也

考量到生產效益與成本因素，積極布建 12 吋晶圓廠，以最佳生產成本以及最短

交貨時程和最大生產量之綜合優勢，為全球所有客戶提供最具 C/P 值（cost-

performance ratio，性價比）的半導體晶片。 

全球晶圓廠排名第 3 名為日本廠商，擁有 73 座晶圓廠。日本在早期為全球

半導體技術領先與生產強國，積極在日本及全球布建晶圓廠，日本擁有 32 座 6 吋

以下晶圓廠、29 座 8 吋晶圓廠、12 座 12 吋晶圓廠，在 6 吋廠的晶圓廠數量上，

是全球第一多晶圓廠的國家。但是在現今，半導體生產世代進入 12 吋晶圓之際，

日本遠遠落後台灣、美國、韓國、大陸所有擁有的 12 吋晶圓廠的數量。 

大陸廠商擁有 50 座晶圓廠，排名第 4 名，12 吋晶圓廠有 24 座；歐洲廠商擁

有 46 座晶圓廠，排名第 5 名，但 12 吋晶圓廠只有 3 座；韓國廠商擁有 43 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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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廠，排名第 6 名，但其 12 吋晶圓廠達 31 座。其他國家廠商合計有 21 座晶圓

廠。 

 
資料來源：Gartner，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9) 

圖 7.1、全球半導體晶圓廠所屬國別分布 

 

2.全球半導體晶圓廠所在基地分析 

若以晶圓廠所在基地地區進行分析，日本地區境內擁有 92 座晶圓廠（圖 7.2），

為全球擁有最多晶圓廠的地區。以晶圓廠尺寸分析，日本地區境內主要為 6 吋以

下晶圓廠，共有 41 座；其次為 8 吋晶圓廠，有 33 座；12 吋廠有 18 座。日本半

導體產業發展較早，在早先以興建 6 吋以下晶圓廠為主，當晶圓尺寸發展至 12 吋

尺寸時，日本地區成本偏高，廠商再投資的意願不高，所以 12 吋晶圓廠的數量較

少。 

台灣地區境內擁有 70 座晶圓廠，為全球第二多晶圓廠的地區。其中 12 吋晶

圓廠有 39 座；8 吋晶圓廠有 20 座；6 吋以下晶圓廠有 11 座。台灣半導體產業隨

著摩爾定律的推進，一直在台灣境內興建新的晶圓廠，同時隨著晶圓尺寸從 6 吋

以上放大至 12 吋，國內廠商及外商積極在台灣興建最新的晶圓工廠。 

第三多晶圓廠的地區為美國地區境內，共有 67 座晶圓廠，其中 12 吋晶圓廠

有 20 座；8 吋晶圓廠有 25 座；6 吋以下晶圓廠有 22 座。美國為最早發展半導體

技術之地區，從 6 吋以下晶圓廠的布建，一直到 8 吋和現在主流的 12 吋晶圓廠，

就有 20～25 座的晶圓廠數量，為全球擁有不同尺寸晶圓廠數量最為平均的地區。 

第四多晶圓的地區為大陸地區境內，共有 64 座晶圓廠，其中 12 吋晶圓廠有

33 座；8 吋晶圓廠有 23 座；6 吋以下晶圓廠有 8 座。大陸地區由於發展半導體技

術時程較晚，所以在 6 吋以下晶圓廠的數量僅只有 8 座，但在 8 吋及 12 吋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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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的數量上，則是在相關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有較多的晶圓廠數量。大陸地區的

半導體產業模式與台灣半導體產業相同，均是採取專業分工與代工之模式，為全

球客戶提供半導體晶圓代工服務，同樣在生產效益上之考量，大陸亦積極布建 12

吋晶圓廠。 

第五多晶圓廠的地區為歐洲地區境內，共有 44 座晶圓廠，其中 12 吋晶圓廠

有 8 座；8 吋晶圓廠有 26 座；6 吋以下晶圓廠有 10 座。歐洲地區的半導體公司

以 IDM 模式進行半導體晶片生產，並且以車用與工業用等特殊應用領域為主要

切入市場，所以歐洲地區的晶圓廠從 6 吋以下尺寸發展到 8 吋尺寸後，較無大量

布局 12 吋晶圓廠。 

第六多晶圓廠的地區為韓國境內，共 38 座晶圓廠，其中 12 吋晶圓廠有 24

座；8 吋晶圓廠有 12 座；6 吋以下晶圓廠有 2 座。 

其他國家境內，共有 35 座晶圓廠，其中 12 吋晶圓廠有 10 座；8 吋晶圓廠有

17 座；6 吋以下晶圓廠有 8 座。 

 
資料來源：Gartner，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9) 

圖 7.2、全球半導體晶圓廠所在基地分布 

 

(二)全球半導體晶圓廠新建規劃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於 2021 年 6 月發布最新一季「全球晶圓廠預

測報告（World Fab Forecast）」指出，全球半導體製造商將於 2021 年年底前啟動

建置 19 座新的高產能晶圓廠（圖 7.3），2022 年開工建設另外 10 座晶圓廠，以滿

足通訊、運算、醫療照護、線上服務及汽車等廣大市場對於晶片不斷增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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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 指出，隨著業界推動解決全球晶片短缺問題的力道持續增加，未來幾

年這 29 座晶圓廠的設備支出預計將超過 1,400 億美元。中長期來看，晶圓廠產能

擴張也將有助於滿足自駕車、AI 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以及 5G 到 6G 通訊等新

興應用對半導體的強勁需求。 

大陸及台灣各有 8 個晶圓新廠建設案領先其他地區，其次是美洲 6 個，歐

洲/中東 3 個，日本和韓國各 2 個。新建設案中以 12 吋（300mm）晶圓廠為大

宗，2021 年 15 座以及 2022 年啟建的 7 座。2 年內即將興建的其他 7 座晶圓廠分

別為 4 吋（100mm）、6 吋（150mm）和 8 吋（200mm）廠。總計 29 座晶圓廠每

月可生產多達 260 萬片晶圓（8 吋）。 

 
資料來源：SEMI (2021/06) 

圖 7.3、全球晶圓新廠建設量及時程（2021～2022 年） 

 

預計 2021～2022 年動工的 29 座晶圓廠中，15 座為晶圓代工廠，月產能達 3

萬至 22 萬片晶圓（8 吋）；記憶體部門將於 2 年內啟建的晶圓廠則有 4 座，這些

新廠產能更高，每月可製造 10 萬至 40 萬片晶圓（8 吋）。 

再者，新廠動工後通常需時至少 2 年才能達到設備安裝階段，因此多數 2021

年開始建設新廠的半導體製造商，最快也要 2023 年才能啟裝，不過有些製造商

可能提前在 2022 年上半年就會開始相關作業。 

(三)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成長趨勢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於 2021 年 9 月公布最新一季全球晶圓廠預測

報告（World Fab Forecast）中指出，在數位轉型與其他新興科技趨勢驅動下，2022

年全球前端晶圓廠（front end fabs）半導體設備投資總額將來到近 1,000 億美元新

高（圖 7.4），以滿足對於電子產品不斷提升的需求，也刷新 2021 年才創下的 900

億美元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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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 表示，晶圓廠設備支出將連 3 年創新高，全球正在見證半導體產業有

史以來的罕見紀錄。數位轉型是半導體技術主要驅動力之一，市場將不斷提升對

晶片的倚賴，進而大幅推升半導體設備之需求。 

另外，新晶圓廠設備支出記錄，顯示自 2020 年以來罕見的連續 3 年成長，

打破了歷史上的週期性趨勢（在 1～2 年的擴張後，緊接著有 1～2 年的成長或下

降）。 

 
資料來源：SEMI (2021/09) 

圖 7.4、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年度成長趨勢 

 

2022 年大部分晶圓廠投資將集中於晶圓代工部門，支出超過 440 億美元，其

次是記憶體部門，預計將超過 380 億美元。2022 年 DRAM 與 NAND 快閃記憶體

都將出現大幅成長，可望分別躍升至 170 億美元和 210 億美元。Micro/MPU 微處

理器晶片投資明年將突破近 90 億美元，離散/功率 30 億美元，類比則是 20 億美

元，與其他裝置近 20 億美元。 

韓國將是 2022 年晶圓廠設備支出的領頭羊，達 300 億美元，其次是台灣的

260 億美元和大陸的近 170 億美元，日本以將近 90 億美元的支出位居第 4。歐洲

/中東地區的 80 億美元支出僅排在第 5 位，但該地區預計 2022 年將出現高達 74%

的巨幅年度成長。美洲和東南亞地區的設備支出則分別將超過 60 億美元以及 20

億美元。 

(四)12 吋晶圓廠設備支出成長趨勢 

SEMI 於 2020 年 11 月發布「12 吋晶圓廠展望報告（至 2024 年）（300mm Fab 

Outlook to 2024）」中指出，2020 年 12 吋晶圓廠投資較 2019 年成長 13%（圖 7.5），

超越 2018 年創下的歷史新高，在 COVID-19 疫情加速全球數位轉型的推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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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成長態勢可望一路持續到 2021/2022 年。預計在 2023 年將再創高峰，成為半

導體產業又一個豐收年。 

除了雲端服務、伺服器、筆記型電腦、遊戲和醫療科技相關需求等引領這波

成長的動能之外，帶動進一步連結性、大型資料中心和大數據發展的 5G、物聯網

（IoT）、汽車、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等快速發展的新興技術，也功不可沒。

而 SEMI 也表示，新冠疫情幾乎加速所有產業數位轉型的腳步，重塑我們工作與

生活的方式，而創紀錄的支出預測以及數十座新晶圓廠正是半導體作為先進科技

發展基石的最佳例證，相關技術除了將帶動這波轉型持續前行，也有望讓世界面

臨的巨大挑戰皆能迎刃而解。 

12 吋晶圓廠投資 2021 年繼續成長，成長動能較 2020 年同比放緩 4%。圖 7.5

中可看到此前產業的週期再次上演，2023 年攀上 700 億美元歷史新高的前後，

2022 年將溫和緩降，至 2024 年再次小幅下滑，雖有小幅波動，但整體投資的規

模則是逐年拉高。 

 
資料來源：SEMI (2020/11) 

圖 7.5、12 吋晶圓廠投資規模年度成長趨勢 

 

隨著市場對於半導體需求持續增加，在生產端亦持續投入新建 12 吋晶圓廠。

SEMI 保守預估全球半導體界從 2020 年到 2024 年至少將會新增 38 座 12 吋晶圓

廠（圖 7.6），非正式公告的新建晶圓廠建設項目尚不包括在內。其中，台灣增加

11 座，大陸增加 8 座，占總數的一半。2024 年半導體產業 12 吋晶圓量產廠總數

將達 161 座；同期，每月的晶圓廠產能將成長約 180 萬片（wpm），達到每月 700

萬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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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EMI (2020/11) 

圖 7.6、全球 12 吋晶圓廠總產能及晶圓廠座數年度成長趨勢 

 

大陸占全球 12吋晶圓產能的比重持續快速增加，將從 2015年的 8%躍至 2024

年的 20%，預計 2024 年達到每月 150 萬片（wpm）。儘管非大陸公司在這一波成

長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不過大陸旗下企業組織正在加速產能投資，相關企業 2020

年占大陸晶圓廠產能 43%左右，預計 2022 年將達到 50%，2024 更將爬升至 60%。 

日本占全球 12 吋晶圓產能比重繼續下探，從 2015 年的 19%跌至 2024 年的

12%；美洲比重也呈下降走勢，預估從 2015 年的 13%掉到 2024 年的 10%。 

區域最大支出國為韓國，投資額在 150 億美元至 190 億美元之間；台灣則以

12 吋晶圓廠投資額 140 億美元至 170 億美元緊追在後；其次是大陸，投資額在

110 億美元至 130 億美元之間。 

而相對韓、台、中等支出較高地區，全球支出較低地區於 2020 年至 2024 年

之間的投資成長也相當強勁。歐洲/中東以 164%的驚人增幅領先，其次是東南亞

的 59%、美洲的 35%和日本的 20%。 

12 吋晶圓廠支出成長以記憶體為大宗，2020 年到 2023 年的實際和預測投資

額每年都以高個位數增幅穩步成長，2024 年幅度加大，來到 10%。 

DRAM 和 3D NAND 2020 年到 2024 年對 12 吋晶圓廠支出的挹注有所起伏；

邏輯/MPU 微處理器的投資 2021 年到 2023 年將穩步提高；功率相關元件則是其

中的佼佼者，2021 年投資成長幅度超越 200%，2022 年和 2023 年也將持續以兩

位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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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主要研究機構對全球供應鏈結構變化之預測 

(一) BCG 研究：半導體供應鏈有五大潛在風險 

波士頓顧問公司（BCG）指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面臨五大潛在風險，包括

「部分活動的地理區域高度集中」、「地緣政治摩擦」、「國家自給自足政策」、「人

才吃緊」和「基礎研究經費停滯」。 

又 BCG 與美國半導體協會（SIA）共同發表「強化不確定時代下的全球半導

體供應鏈」報告指出，在全球半導體的供應鏈上，至少有超過 50 個產業活動高度

集中，由單一區域供應全球 65%以上的市場（參見第四章圖 4.4），是潛在的「單

點失效，全部失效」脆弱環節，容易受天災、地緣政治等程度不一的風險影響。 

為了降低全球供應鏈的干擾風險，BCG 認為不是通過大規模的國家產業政策

來追求完全自給自足，半導體產業需要細緻、有針對性的政策，加強供應鏈的彈

性，擴大開放貿易，同時平衡國家安全的需要。各國政府應頒布市場導向的激勵

方案，以實現更多樣化的地域足跡，包括在美國、歐洲等地建立更多的製造產能，

以及擴充生產基地和關鍵材料的供應來源等。 

美國若針對在國家安全系統、航空航太和關鍵基礎設施所需的先進邏輯晶片

（占總先進 IC 消費需求 9%）打造最低有效產能，僅需要興建 2 到 3 座新的晶圓

廠，即可以國內產能滿足未來 10 年國安等關鍵領域的半導體需求。 

(二) BCG 研究：台灣 10 奈米以下先進製程產能超過 9 成 

半導體供應鏈過去發展出具成本效益的全球架構，BCG 認為高度區域集中性

存有潛在風險，台灣晶圓代工廠若營運中斷，全球終端市場蒙受損失恐高達 4,900

億美元。 

過去 30 年半導體供應鏈發展出的全球架構，令業者得以大幅降低成本並提

升產品性能。但近年來天災和地緣政治等新因素，讓高度區域集中性潛藏的半導

體供應鏈許多脆弱環節顯露出來。 

約 75%的半導體製造產能以及許多關鍵材料供應商都集中在大陸和東亞地

區，這個地區受天災（如地震）和地緣政治的影響較大。此外，全球最先進的半

導體產能：10 奈米以下的製程，目前均位於台灣（92%）和韓國（8%）；這些生

產據點可能會因天災、基礎設施受損或地緣衝突而干擾重要的晶片供應。 

台灣占了全球 4 成邏輯晶片產能，其中先進製程（10 奈米以下）的產能超過

9 成（圖 7.7）。BCG 在報告中假設，針對占全球記憶體晶片產能逾 44%的南韓，

若是日韓緊張局勢持續導致日本無法出口記憶體主要原料到南韓，南韓半導體業

營收恐蒸發 650 億美元，而全球電子設備代工廠商營收可能大減 7,5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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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CG (2021/03) 

圖 7.7、全球晶圓廠產能分布比重 

 

未來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將會效率與韌性並重，為打造更具韌性的半導體供應

鏈，美國政府可思考打造最低可行產能，分散關鍵材料的供應商和工廠地點。至

於通過大規模的國家產業政策來追求完全自給自足，BCG 認為，這些政策不僅成

本高得驚人，可行性也存疑，應平衡考量，開放貿易，同時要重視公平的競爭環

境及矽智財保護。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尋求區域合作夥伴時，BCG 建議台灣業者應主動出擊建

立同盟，另外，未來在美國與大陸兩邊市場都擁有市場機會的模式將不再適用，

應為地緣政治的風險做好準備。目前全球半導體產業面臨人才荒的問題，除了可

延攬世界人才，台灣也應加強人才發展及基礎研究。 

(三) SIA 研究：台灣停供晶片一年 全球電子業營收少 4,900 億美元 

美國半導體協會（SIA）研究報告表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愈來愈容易受天災

和地緣政治動盪影響，因為供應商愈來愈集中在特定地區。 

全球晶片短缺始於 2020 年底台灣晶圓廠發生超額訂購情形，但 2021 年日本

一家晶圓廠發生火災、美國德州遭受暴風雪侵襲造成斷電以及台灣乾旱惡化，在

在使得晶片短缺情況加劇，也造成美國、歐洲和亞洲汽車製造廠的部分生產線已

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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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半導體製程涉及上千個步驟，需要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複雜智慧財產

權、工具和化學品。然而代表美國大部分晶片製造商的美國半導體協會表示，在

供應鏈上有 50 多個地方，其中單一地區就占了 65%市占率。 

設計先進晶片所需的智慧財產權和軟體由美國主宰，製造晶片使用的特殊氣

體由歐洲供應。另外，最先進晶片製造由亞洲包辦，台灣就占其中 92%。如果台

灣無法生產晶片一年，全球電子業營收將減少 4,900 億美元（新臺幣 13.6 兆元）。

美國半導體協會警示：「全球電子供應鏈將會停擺。」 

另外，美國半導體協會也警告，政府單打獨鬥，試圖在國內複製供應鏈的作

法行不通，因為這會導致全球花費 1.2 兆美元，光美國就得耗費 4,500 億美元，

會導致晶片價格飛漲。不過，美國半導體協會認為，在部分情況下，能藉由提供

誘因，在缺乏晶片供應鏈地區建立「最低可行產能」。 

(四) KPMG 研究：2021 年半導體領導者信心提升 

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布「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調查」，

結果發現 2021 年半導體領導者信心指數從 2020 年的 59 分提升到 61 分，此為過

去 15 年來追蹤調查的信心指數中唯二年有超過 61 分的情形 (2009 年信心指數為

64 分)。KPMG 認為，2020 年半導體的良好表現讓企業領導者對 2021 年的展望

深具信心，許多半導體公司為因應突來的挑戰，有了立即的回應策略，而隨著越

來越多人在家工作，消費者和企業對新興技術的依賴度不斷提高，加速了企業數

位轉型推動，進而增加市場對於晶片的需求，使得半導體產業所受到的衝擊似乎

仍比其他行業的影響要小。 

調查報告顯示，2020 年 COVID-19 疫情為全球半導體產業帶來了許多意料之

外的挑戰，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景氣下滑對產業基本面造成壓力，許多製造廠商

因此暫停止運作，使得日常業務被迫中斷，產品供應鏈連帶受到嚴重衝擊，晶片

訂單也在短期內大幅下降。同時，美國總統大選一事也令半導體公司 CEO 難以

預測全球貿易及關稅情形和法規政策變化。儘管全球疫情導致經濟衰退，但半導

體產業仍然保持相當的彈性，到 2020 年末半導體產業收入成長了 6.5%。 

進入 2021 年，由於物聯網、5G 應用以及汽車行業對半導體的需求不斷增加，

半導體產業將繼續擴大；其中 63%的企業領導者表示，因應雲端與自動化的應用

不斷提升，裝有進階晶片的智能技術將推動未來營收成長，而 72%則相信 5G 相

關產品將在 2 年內成為收入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無線/ 5G、物聯網和自駕車是推動未來年度收入成長的最重要應用；傳感器

/MEMS 明年將有成長機會；由於遠端工作與教學對設備的需求增加，使得模擬器

/RF/複合信號產品對於電源管理至關重要，亦具有成長潛力；隨著公司重新構建

其技術基礎架構，對微處理器的需求不斷增加；此外，由於疫情的直接影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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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醫療設備及電腦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隨著半導體產業迅速從疫情中復原，許多

企業的財務預測也逐漸樂觀，高達 85%半導體產業領導人預計收入、利潤率、資

本支出和研發投資將持續增加，且受訪企業表示越來越能有效地將研發支出與市

場機會結合，雖然研發效益仍有改善空間。 

在變動的環境中，半導體產業仍展現強大的韌性。疫情帶來了改變，半導體

產業領導者相較其他產業領導者認為因疫情而導致數位轉型發展腳步加速的比

重卻較少，僅有 50%的受訪者表示，數位轉型的程度正在與日俱增。可解釋的原

因是半導體產業在數位轉型的起跑原本就比其他產業早，已隨時做好準備，又或

者是因為半導體產品供不應求，主要資源係已投入在取得上游原物料及確保供應

鏈的穩定性。雖然如此，不過整體而言，半導體領域企業正在加速數位轉型，並

且在組織內部大量採用雲端、自動化、遠距辦公等技術。 

根據 KPMG 報告顯示，半導體產業領導者所認為的前 3 大挑戰普遍與科技

產業領導者所認為的威脅現況相同，分別是「屬地主義/民族主義」、「供應鏈問題」、

及「人才管理危機」（圖 7.8）。民族主義者之下的貿易環境對半導體公司構成了挑

戰。53%的受訪者（較 2020 年上升 16%）表示屬地主義是半導體產業中最大的威

脅，包含跨國租稅協定、邊界貿易協議、關稅、法規及國家安全等議題，大陸及

美國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對抗將增加貿易成本壓力、增加供應鏈管理的複雜度

及影響半導體生態系。 

 
資料來源：KPMG (2021/04) 

圖 7.8、半導體產業的三大問題與策略 

 

隨著疫情成為半導體成長的催化劑，企業的策略重點反映其長期的發展方

向，預測在半導體產業中未來 3 年的主要策略：「落實業務成長計畫」、「人才發展

與管理」、「使供應鏈更具彈性與供貨穩定」。長久以來，半導體產業的專業人才即

有欠缺的情形，因為數位轉型需求及疫情關係，對於全球半導體在更多新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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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需要更多具創新的產品研發及解決方案，讓人才欠缺的問題更為凸顯；但

因應遠距、異地的新工作模式，讓企業有機會能招募跨國的優秀人員，只要克服

團隊合作、工作效率等管理問題，應能一定程度達到企業的發展需求。另企業為

求因應地緣政治變動及其他干擾，強化供應鏈的管理更為重要，企業所做的採購

決策必須保持彈性及機動，以維持一定的毛利及經濟效益。 

KPMG 報告中也說明科技產業領導者有思考將「企業文化之包容與多元性」、

「減少碳足跡」，以及「ESG 報導實踐」列為公司戰略重點之一，但僅有低於 5%

的半導體產業領導者表示會將上述 3 項列入執行策略前三優先選項之內。期盼企

業在未來長期發展策略應著手於諸如數位轉型、多元包容及氣候變遷等議題，才

能在實際競爭中脫穎而出。 

半導體產業與全球供應鏈有著緊密的關係，而全球瞬變的政經因素也隨時影

響整體產脈動，因應此次全球半導體調查報告，KPMG 彙整歸納出 4 項行動建議

方案。 

(1)強化數位轉型 

優先考慮具有潛在業務機會的投資；加速結合技術推動變革以使企業具差異

化；推動組織內部的數位化。 

(2)供應鏈彈性及優化管理 

因應客戶及市場需求進行供應鏈廣度分析，透過在供應鏈中的所有接觸點來

蒐集數據，進行數據分析並強化組織決策能力；將稅收優化納入分析；定義微觀

供應鏈系統並加以優化管理。 

(3)研發及資本投資配置 

嚴格評估是否將資源部署於現有競爭優勢上；策略性收購或開發新的合作夥

伴關係，以填補投資組合方面的缺漏；持續監控、評估和優化投資組合及資產配

置。 

(4)關稅風險減除 

考慮在岸、雙重來源及多重來源的採購策略；檢視其他許多減輕或回收新關

稅成本的可用方法；將方案規劃和企業風險評估納入日常營運計畫中。 

美中貿易戰、新冠肺炎乃等事件，導致供應鏈管理及晶圓供需失衡等風險，

除了見證台灣企業快速的應變能力，也考驗企業的決策、指揮及風險管理能力。

而在主管機關愈趨重視公司治理方向下，企業亦應在此劇變環境中落實公司治

理，做好環境、社會、治理(ESG)的風險管理，以提升永續發展，接軌國際公司治

理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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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美中對抗之國際合作及跨國投資趨勢 

(一) 主要國家之半導體跨國合作戰略與投資案例 

美中科技修昔底德式競爭不會停止；美國致力於「去中國化」，也就是「經濟

脫中」；中國大陸則致力於追求科技自主和供應鏈現代化，也就是「去美國化」；

兩國科技霸權爭奪甚至已陷入冷戰情境，雙方各自爭取盟友的結果，可能令全球

主要國家價值鏈相關業者陷入選邊站的困擾，或可能導致全球形成「一個世界、

兩個體系/兩個市場」，各國政府與產業界在資源配置上，可能陷入左右為難的處

境，故各國政府與企業也為了因應此挑戰並考量其自身條件和發展願景，透過計

畫與法案之推動等方式，調整其戰略與投資方向，並在跨國合縱連橫上積極使力。

以下擬針對前面數章有關主要國家半導體產業發展戰略中的跨國合作層面，進行

簡要摘述與補充探討，並對跨國投資案例舉例介紹。 

1.美國推動之半導體跨國合作 

不同於川普執政，拜登政府在半導體相關科技產業之抗中政策強調多邊結

盟。如第四章所述，美國白宮曾於 2021 年 4 月中旬召開「執行長半導體和供應

鏈韌性高峰會」（CEO Summit on Semiconductor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台

積電（TSMC）、三星（Samsung）、英特爾（Intel）等 19 家企業受邀參加；拜登

在高峰會開幕致詞時，開宗明義地表達了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及保護美國供應鏈

的優先性，希望美國重返半導體製造龍頭地位，並稱「中國計畫主導全球半導體

供應鏈」、「美國的投資不能再等」；可看出白宮召開高峰會的意圖很清楚，除了聚

焦討論目前全球晶片短缺問題及其長短期解決方案，還有拉攏全球半導體龍頭大

廠共同圍堵大陸半導體勢力崛起。 

美國白宮也於 2021 年 6 月發表的「關鍵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中，除了主

張政府應至少投入 500 億美元，促進半導體先進封裝技術及製造生態系統發展，

其重要建議之一，是要鼓勵外國廠商赴美國、其他盟國與夥伴地區投資，以提供

多元化供應基地、進行研發合作與解決市場不平衡等因素；而此透過與盟國的合

作策略，可以協助互補產業缺口，強化產業供應鏈彈性。 

而在法案的推動上，則除了強調投入美國本土研發的《晶片法案》（CHIPS）

及《美國晶圓代工業法案》（American Foundries Act）等法案外，參議院推動之

《2021 年美國創新暨競爭法案》（USICA），其 A 部分的《晶片製造法與 5G 等無

線技術應用》（CHIPS Act and ORAN 5G Emergency Appropriations），強調投資半

導體相關產業者興建的廠房及設備，將提供每投資案上限為 30 億美元的聯邦補

貼，而補助對象可能有機會適用於外國投資美國廠商；其 B 部分的《無盡邊疆法》

（Endless Frontier Act），重點之一是透過與國內外民間、外國政府合作，推動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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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等領域的基礎研究與創新。上述法案，都有助於強化拜登政府在半導體相關

科技產業之抗中政策的多邊結盟主軸。 

美國產業界另外也在 2021 年 5 月 11 日集合全球 65 家晶片製造商與上下游

聯盟組成的「美國半導體聯盟」，包括美、歐的晶片製造大廠與科技巨頭，日、韓、

台的半導體大廠；但大陸的企業則刻意排除。此聯盟目標即希望遊說美國國會與

政府支持半導體相關預算，以對抗大陸半導體產業之崛起。 

在美國與國際合作投資方面，以台灣對美國投資為例，美國亞利桑納州鳳凰

城批准與台積電的開發協議，承諾提供 2.05 億美元，改善基礎設施；台積電新廠

預計投資 120 億美元建造晶圓廠，該廠將於 2021 年動工，預計 2024 年開始投產

5 奈米晶片，每月生產 2 萬片晶圓；不過對於參議院已通過的《2021 美國創新暨

競爭法案》中雖然有規劃提撥 520 億美元來支援半導體產業生產投資和研發，但

一方面此法案還要等待眾議院通過，另一方面在英特爾（Intel）等美國本土企業

的反對下，台積電此投資案能否有機會獲得美國聯邦政府部分補助則還在未定之

數；此外，原本要去設廠估計成本高過台灣的 30%，但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日前

公開提及如果要到美國重新建立半導體供應鏈，則生產成本將遠高於台灣，因此

在美重建完整半導體供應鏈是不可能的任務。 

另外對海外公司併購也是相當重要的手段。例如在 2020 年輝達（Nvidia）宣

布以 400 億美元收購日本軟銀集團旗下半導體設計公司 ARM（總部位於倫敦），

預期將原有的封閉標準推向主流市場；但此項投資仍須獲得英、中、歐、美等相

關機構的批准，如果獲得批准，則此案將可說是半導體產業有史以來最大跨國併

購交易案。 

2.歐盟半導體之跨國合作 

在美中科技霸權爭奪戰中，美國以優勢制裁崛起的中國大陸，讓其他國家半

導體產業覺得有危機感。為避免美中科技戰、東亞地緣政治風險、改善歐洲半導

體製造過度依賴亞洲地區之劣勢，如第六章所述，歐洲也展開一系列的計畫與法

案推動，包括：（1）自 2018 年底由法、德、義、英為主提出推動「歐洲共同利益

重要計畫」（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IPCEI），旨在提升歐洲

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降低對國外晶片製造商的依賴，同時強化歐盟的地緣政治

影響力；（2）歐盟 17 個成員國於 2020 年 12 月初共同簽署「歐洲處理器和半導

體科技倡議計畫」（ A European Initiative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聯合宣言，同意在各成員國預算與私部門支持研發生產投資情況下，

合作強化歐洲半導體製程，於 2030 年晶片產能翻倍，提高歐洲半導體產業在全

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及降低對亞洲和美國進口的依賴。；（3）2021 年 3 月初歐盟發

表「2030 年數位羅盤」（2030 Digital Compass）計畫，聚焦於先進應用晶片，設

定諸多先進技術目標，包括建立 5 奈米節點以下先進製程晶片廠、半導體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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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至少達全球的 20%等；（4）歐盟執委會在 2021 年 9 月中宣布將推出《歐洲

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目的在將歐洲國家串聯，共同創造最先進、確

保供應安全的歐洲晶片生態系統（經濟日報，2021/9/17）。 

而為達成上述相關計畫與法案之目標，歐盟也尋求國際合作夥伴，歐盟官員

陸續拜訪日韓，討論合作協議；未來預計將與新加坡建立數位夥伴關係，共同納

入歐盟印太戰略；7與台灣建立更密切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在戰略部門持續與台灣

合作。 

在歐洲與台灣的跨國合作上，例如 2020 年意法半導體看好未來化合物半導

體的發展，宣布與台積電合作，加速氮化鎵(GaN)製程技術的開發，並將分離式與

整合式氮化鎵元件導入市場，意法半導體預計透過此合作，採用台積電的氮化鎵

製成技術，來生產其創新與策略性的氮化鎵產品。 

3.大陸半導體之跨國合作 

自 2021 年 3 月起，大陸開始執行第十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

(簡稱「十四五規劃」)，將以「雙循環」為主軸，以「新基建」為動能，以區域協

調發展為思路，並以產業自主創新為目標，促成強國戰略。而其強調「高質量發

展」與「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聚焦於：(1) 「建構與國際接軌的產業環境」；

(2) 「集中資源攻克「卡脖子」領域」。 

大陸政府將半導體視為解決產業發展的方法，而十四五規劃的重點產業仍在

科技的部分，包括半導體、5G、AI、新能源和其他領域，其中為因應美國制裁，

半導體將是攻克「卡脖子」領域發展計畫的重中之重，反映大陸發展關鍵零組件

半導體的重要性，其中晶片的國產化也將加速進行，特別是半導體產業為前端且

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同時半導體也一直是資安的核心，對整個國家經濟而言

可謂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關鍵性產業。 

對於前述「十四五規劃」產業政策重點之一的「建構與國際接軌的產業環境」，

包括：(1) 「對各類企業平等對待的普惠化政策」；(2) 「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

功能性政策」；(3) 「擴大市場准入加強市場的競爭性」。而對於市場准入推動上，

自 2017 年以來大陸連續 4 年修訂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2020 年版外商投資准

                                              

7 歐盟 9 月 16 日通過「歐盟印度太平洋地區合作戰略聯合公報」(Joint Communication on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強調歐盟將在永續兼容的繁榮、綠色轉型、數位治理與合夥、連結、

安全與國防、人員安全等 7 大領域，加強與印太地區國家合作；合作強化價值鏈、鞏固併多角化貿易關

係，落實既有貿易協議，完成進行中的貿易談判，並促進策略領域合作；強化國際貿易準則，以對抗補

貼產業、經濟脅迫、強迫技術轉移與智慧財產剽竊等不公平的國際貿易手段。自由時報，「歐盟大轉向 

強化台日韓星夥伴關係」，2021/9/14，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7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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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負面清單進一步縮減，提高了製造業開放水平，意味著一個更加開放的領域，

會帶來相應的外資流入（工業總會，2020）。 

另外，大陸也於 2020 年 7 月間，發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體產

業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國發[2020] 8 號），做為半導體產業和軟體產業發展的

指導文件，從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促進政策，政策鼓勵

力度之大堪稱空前。在此政策的第八部分為推動「國際合作政策」，重點包括：（1）

深化産業全球合作、積極為在陸投資發展營造良好環境、鼓勵加強與海外研究機

構的合作、鼓勵國際企業在大陸建設研發中心、加強國際協會組織的溝通交流、

支持大陸企業在境內外與國際企業開展合作、深度參與國際市場分工協作和國際

標準制定；（2）推動産業「走出去」、便利大陸企業在境外共建研發中心、更好利

用國際創新資源提升産業發展水平等等。 

如第五章所述，大陸已是全球第一大半導體消費市場，由於供給主要依賴進

口，因為此市場是許多跨國企業主要營收來源，對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

極具吸引力；例如美國半導體公司 2018 年的大陸營收占比平均約為全部營收的

36%。也因此，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就凸顯出多數美商其實不會把已有製造基地

移至大陸以外地區，且有許多企業（受訪者的 2/3）計畫在 2021 年增加大陸投資。

在在顯示大陸半導體仍是吸引國際投資的重要角色。 

4.日本半導體之跨國合作 

近年來日本政府積極推董國家整體數位轉型，新冠肺炎疫情、美中貿易與科

技競爭等事件造成全球供應鏈之重整，尤其美中兩國正分別以國家戰略加速先進

半導體國產化，台灣、韓國、歐盟等相關國家受到波及，也被迫重新審視供應鏈

布局，還有全球晶片短缺問題，則進一步催化日本將半導體產業發展列為重大的

國家發展戰略。 

在日本政府的作為上，基於自身產業條件及經濟國家安全考量，其正推動半

導體領域和海外的多方合作。2021 年 2 月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以下簡稱產

總研）為順利推動先進半導體製造實驗廠之營運，並進行技術推廣，成立「先進

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包括美國 IBM、台灣台積電、美國英特爾（Intel）等公司

也都有加入上述產總研的技術聯盟，以加快日本和海外的研發合作。日本主要的

對策為共同開發尖端半導體製造技術，並在日本設立代工廠，其中，共同合作研

發的先進半導體製造技術，包括次世代晶片的材料、設計、製造技術，例如 IBM

先前發表全球首款 2 奈米晶片，而 IBM 位於美國紐約阿爾巴尼的研發據點將和

產總研鏈結，且未來也可能進行日美技術的合作計畫。 

在日本與台灣的跨國合作方面，日本政府於 2021 年 5 月宣布將針對台積電

在日本設立 3DIC 材料研發中心「TSMC Japan 3DIC R&D Center」給予補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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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的支持讓台積電可與日本夥伴共同攜手，推動半導體技術向前邁進。針對

台積電在日本成立研發據點的計畫補助包括，負擔一半資金，且將挹注約 185 億

日圓（約 1.68 億美元 ; 約新臺幣 46.6 億元），而台積電該晶片研發中心成本約

370 億日圓（約 3.36 億美元 ; 約新臺幣 93.2 億元）。 

另外，在美中技術霸權對立、供應短缺等背景下，半導體在經濟安全保障上

的重要性增加，尤其日本經濟產業省認為先進邏輯半導體相當重要，為了強化經

濟安全保障上的戰略自主性，需要擴大投資以提高本地先進半導體的產量，確保

日本國內的製造基礎，並進一步推動次世代製造技術的國產化。為此，日本政府

於 2021 年 6 月公布了「半導體及數位產業戰略」，目標是透過和海外晶圓代工廠

合作、在日本設立合資工廠，藉此強化日本半導體研發、生產體制，主因為希望

能重振日本半導體產業在全球的影響力。 

在日本政府與產業界的積極爭取下，終於在 2021 年 11 月由台積電和 Sony

共同宣布，將在日本合資興建晶圓廠，初步規劃以 22/28 奈米特殊製程為主，預

計 2024 年底以前投產。此廠也可能拿到日本政府歷來對外國廠商最大補助。而

首輪補助即給台積電與 Sony 公司合資的 12 吋晶圓廠 JASM，達 4 千億日元補助

（工商時報，2021/11/16）。 

5.韓國半導體之跨國合作 

韓國在 2021 年 5 月宣布進行「K 半導體戰略」，計畫補足其缺乏的半導體生

態系，目標是建設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基地，引領全球供應鏈。預計以三星、

SK 海力士等百家企業未來 10 年投資為主，共同建立半導體設計、製造、原材料、

零組件和尖端設備的產業聚落，目標在 2030 年前建構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製

造基地，以降低對於他國半導體的依賴程度。在此戰略中，重點包括要招攬全球

半導體產業價值鏈相關廠商進駐，與韓廠合作，協助韓國打造 K 字型分布狀半導

體工業區，建立此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生態體系。 

在吸引國際廠商進駐的最新進展案例方面，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MOTIE）

於 2021 年 5 月宣布，荷蘭先進製程半導體設備商 ASML 公司計劃在 2025 年前，

於韓國投資 2,400 億韓元（約 2.1 億美元），於京畿道華城市打造 EUV 微影設備

聚落，建造極紫外光（EUV）再製廠和培訓中心園區，其中包括一個再製工廠和

一個培訓中心，計畫在韓國當地聘僱 300 名專業人員。ASML 位在韓國再製造中

心(re-manufacturing center) 主要業務包括: 系統零部件翻修和 EUV collector 清

潔。預計用於培訓設備操作工程師的訓練中心，也將為韓國半導體公司提供設備

相關服務。 

又在美韓合作方面，2021 年 5 月美韓領袖峰會中雙方承諾將在半導體及疫苗

方面深化合作，其中三星決定在美國設廠投資 170 億美元，SK 海力士則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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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億美元在矽谷成立涵蓋人工智慧及記憶體解決方案等的新興產業研發中心，我

國半導體產業應對此戰略合作保持高度警戒。另外 SK 海力士以約 90 億美元收購

英特爾的 NAND Flash 與儲存業務，預計將擴大 NAND 產品組合，以擴增其 SSD

產品的市占，成為 NAND 第 2 大供應商，預計於 2025 年 3 月完成交易。 

表 7.1 為綜整以上主要國家半導體產業和跨國合作計畫。 

表 7.1、主要國家半導體產業和跨國合作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台灣半導體之跨國合作 

2020 年 7 月行政院第 3708 次會議所通過的半導體產業策略，主要為推動台

灣成為「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圖 7.9），以關鍵材料自主化、材料供應在地化，

以及外商設備製造在地化、先進封裝設備國產化等發展重點為目標。其中我國又

為全球半導體設備及材料數一數二的大市場，利用國內需求以扶植國內材料與設

備產業。相關推動作法包括：引進外商投資設廠、擴大外商在台投資、設立研發

中心、研發投資抵減、促成外商與國內材料廠商合作、人才資金補助、透過延攬

外國專業人才及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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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 (2020/07) 

圖 7.9、台灣推動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 

 

另一方面則是推動高科技研發中心，透過吸引國際大廠在台紮根前瞻技術、

深耕研發，結合我國產業鏈合作研發、共同創新，加速布局產業新藍海，以強化

我國產業領導性技術研發實力，帶動台商發展應用加值及服務，並引領台灣成為

全球高科技研發中心。 

其中優先推動的 3 大核心領域之一為新興半導體。而新興半導體主要投入的

方向如下世代記憶體、高頻高功半導體，其推動作法為爭取國際大廠如美光的投

資，共同研發下世代記憶體；爭取國際大廠與國內企業研究，共創異質晶片產業

鏈，穩住台灣晶圓代工王國地位；促進國內企業加速產品應用發展，滿足自駕車、

智慧手機、資料中心等創新產品的需求。 

至於在其他台灣半導體產業跨國產業布局方面，包括台積電於 2020 年 5 月

宣布於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 1 座 5 奈米生產製程的 12 吋先進晶圓廠、2021 年 4

月宣布投資 29 億美元預算在中國大陸南京廠擴充 28 奈米產能、2021 年 11 月宣

布在日本新建 1 座 22/28 奈米生產製程的晶圓廠，顯現台積電的跨國布局。另外

值得關注的是，鴻海集團亦於大陸青島興建封測廠，已於 2021 年 11 月進行投產，

並於 2025 年達到最大量產規模，估計月產能達 3 萬片 12 吋晶圓。該封測廠也預

計導入全自動化搬運系統，將打造工業 4.0 智慧工廠。 

小結 

在過去，全球半導體業皆以高度專業分工、效率極大化的方式運作，例如由

歐美大廠主導設計或 IDM 等部分，亞洲地區負責晶圓代工、記憶體以及半導體封

測等部分。而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以及全球自 2020 年起的 COVID-19 疫情影

響，國際上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對半導體產業已有不同的想法與規劃，皆希望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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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各國自己半導體的自製率，以及對於半導體供應鏈的掌握。未來全球半導體市

場將更加分散、多元化。 

其中，美國對大陸公司如華為、中芯國際等祭出出口限制令，因此打亂原有

的運作體系，爾後 2020 年又經歷 COVID-19 疫情肆虐，直到約 2021 年以來全球

經濟開始出現復甦，部分領域需求旺盛，特別是車用晶片領域，導致全球半導體

晶片供不應求。為了降低潛在風險，全球各國紛紛加大力道對半導體產業祭出大

力扶植的因應對策，包括美國、歐洲、台灣、南韓、日本、大陸等，都期望透過

戰略調整，強化各自境內設計、製造、封測、設備、材料等環節，亦即未來全球

半導體產業將從原先高度專業分工模式，開始分岐出現區域內整合的模式，此也

體現在未來全球半導體晶圓廠各國投資占比的消長上。 

台灣是全球的半導體產業重鎮，擁有晶圓製造第 1、晶片封測第 1、矽晶圓產

能第 2 的既有優勢，但為了因應各方競爭挑戰，台灣還需要持續從製造、人才、

技術與資源 3 方向突圍，並透過自身優勢持續強化與國際的合作及鏈結，不但要

穩固國際戰略地位，還將持續擴大既有應用市場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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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國際情勢下台灣半導體供應鏈之採購營運影響、 

策略與挑戰 

根據 OECD-WTO TiVA 資料庫 2018 年 12 月資料顯示，台灣產業深度參與全

球價值鏈，參與程度高達 62.7%，顯示台灣產業脈動及經濟成長與全球供應鏈密

不可分。然而，2018 年以來國際情勢迥異多變，美中紛爭致使美國管控輸出中國

技術含量、關鍵原物料與設備，間接導致原物料價格波動與供應鏈重組。2020 年

新冠肺炎（COVID-19）導致關鍵零組件在中國集中程度越明顯之電子與汽車業遭

受嚴重停工斷鏈衝擊；較「長鏈」業者如 iPhone 與電腦系統廠等，即使未直接遭

遇停工衝擊，仍因供應商缺貨而斷鏈，或因主要客戶長短料嚴重而被要求暫緩生

產與出貨；再加上全球性塞港與缺櫃，也迫使企業重新認知供應鏈風險，「去中心

化（decentralized）」、「短鏈革命」、「分散製造及全球布局」、「自動化轉型」等思

維興起。疫情亦加速商業模式與工作型態的轉型，並將半導體產業推向全球國家

戰略性與安全性的浪頭，為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帶來嶄新的衝擊、挑戰與機會。 

本調查首先透過問卷第一手資料，取得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在美中紛爭、後疫

情時代等地緣政治風險下的採購營運影響、投資布局、策略與挑戰之初步統計調

查結果8，包含規劃中的投資動向與供應鏈移轉策略，再透過產業界交流活動進行

質化深入分析與討論。所有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去識別化並轉換為產業別資訊，

彙整相關經營策略、政策建議、機會、風險與挑戰資訊，供半導體價值供應鏈之

經理人後續策略發展與布局建議，以及主管機關擬定產業政策之參考。 

一、研究方法 

國內外探討台灣半導體產業之文獻或市場資訊甚少以「價值供應鏈」作為判

斷依據，多以台灣半導體產業之產值等次級資料之數據分析為主，或著重於半導

體產品別與製程龍頭廠商之質性分析，相對較欠缺整體供應鏈之統計數據與量化

資料。此外，半導體產業界資訊有一定的機密性且敏感度，涉及中長期利益之投

資營運策略資料蒐集尤其不易。再者，既有文獻欠缺對半導體「價值供應鏈」的

完整盤點與定義。例如營收或產品別多少比例以上與半導體相關可列為半導體供

                                              

8  本調查部分製造業資料來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營運展望調查及座談會之公開營

運展望完整簡報、資料與歷年發布之新聞稿，感謝國家發展委員會對採購經理人指數之指導協助，並歡

迎各界經理人加入採購經理人指數會員，相關報告、新聞稿、問卷填寫與報告回饋方式請參考國發會與

中經院官網。半導體供應鏈相關資料則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和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SMIT）共同於

2021 年接受中技社委託執行問卷調查與訪談計畫完成。中技社與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共同協助與

安排半導體產業經理人接受問卷調查、閉門座談與訪談。文中若有任何疏漏與錯誤，當屬作者之責，不

代表委託單位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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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鏈，且難以取得完整供應鏈詳細廠商名單。因此，以問卷取得台灣半導體供應

鏈之訂單、產能狀況等等第一手數據與分析有一定困難度，更難取得台灣半導體

供應鏈在美中紛爭、後疫情時代等地緣政治風險下的採購營運影響，與計劃中的

投資動向供應鏈移轉策略、投資布局與挑戰之即時統計調查結果。 

因此，我們將調查範圍擴大，從「台灣製造業與非製造業」著手。自 2018 年

美中貿易紛爭起，每半年一次對國內製造業與非製造業進行問卷調查，了解美中

科技貿易紛爭與肺炎疫情對其採購營運之影響，以及業者斷鏈及轉單下之訂單及

產能利用率現況。截至 2021 年，共執行 7 次調查，每次合計有效樣本數超過 500

家，累積超過 3,500 家樣本。 

接著，盤點台灣半導體供應鏈，以「台灣產業價值鏈網站」公布之上市櫃、

興櫃、KY 股與外商公司的半導體供應鏈作為代表性母體。逐一檢視網站公司之

主要營收來源，若於台灣無實際生產或相關批發、設計、採購與管理業務者，則

排除於半導體價值供應鏈名單外。盤點顯示，台灣半導體價值供應鏈廠商範圍並

不僅限於製造業，如 IP 設計公司就列在主計處行業分類之非製造業。其次，國內

晶圓製造、IC 封測、IC 模組之上游材料設備的供應商或下游銷售的經銷商通路

商，雖屬非製造業項下之批發業，但若該通路廠商主要為晶圓製造、IC 封測之上

游材料設備供應商，則相關商業活動、訂單及採購策略，多會受國內晶圓廠與封

測廠訂單狀況變化而領先反應，故「通路商」在半導體價值供應鏈中仍然有一定

影響力與代表性 。 

此外，基板、導線架、化學品與光罩等分類，雖在半導體供應鏈中佔有關鍵

的地位，然而每種分類的廠商代表性家數相對較少，且在製程上屬於輔助生產製

程與設備檢測之半導體產業鏈的輔助支援廠商，故將這些廠商合併稱作「設備、

檢測及生產支援」類。綜上所述，將台灣半導體供應鏈依其屬性可概略區分為 5

類，分別為「IC/IP 設計」、前段製程的「晶圓製造」、後段製程的「IC 封測或模

組」、「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以及「通路商」。此 5 類合計列名「台灣產業價值

鏈網站」中的半導體供應鏈廠商約 200 家，完整台灣半導體價值供應鏈橫跨製造

業與非製造業。 

再從前述每半年一次對國內製造業與非製造業進行問卷調查的廠商中進行

篩選，其中受訪半導體供應鏈廠商約占「台灣產業價值鏈網站」中所列之代表性

母體的 15~20%。回收有效樣本之半導體供應鏈業者，依照 IC/IP 設計、晶圓製

造、IC 封測或模組、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與通路商等 5 大類占比，除通路商有效

樣本比例較少外，若以晶圓製造家數為基準的話，前述 5 大類樣本回覆家數比例

依序為 [2：1：1.2：1.7：0.3]。 

本調查除彙整半導體供應鏈在地緣政治風險下的採購營運影響、投資布局、

策略與挑戰之初步統計調查結果外，更進一步檢視半導體供應鏈與全體製造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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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訂單、投資、產能等策略是否有顯著差異。相關數據解讀與政策建議則輔

以電話訪談、面訪以及與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共同舉辦之半導體業者深度交

流活動，完備質化與量化資訊。以全體供應鏈之統計數據加持之經理人分析與政

策建議，供半導體供應鏈經理人後續策略與布局建議，以及主管機關擬定產業政

策之參考。 

二、美中貿易紛爭、供應鏈重組下台灣廠商動向分析 

(一) 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的投資、遷/設廠動向 

如第四章所述，自 2018 年美國川普總統開啟美中科技與貿易紛爭，美國打

造一條「去中國化」科技供應鏈，避免關鍵零組件或供應鏈掌握在中國市場的企

圖心就十分明顯。2021 年 2 月美國拜登政府再發布行政命令，針對晶片短缺導致

美國車廠停產議題，全面檢討美國關鍵產品供應鏈的風險，該命令中提及台灣 80

多次，並點名盟友組半導體聯盟。2021 年 6 月美參議院再通過《2021 年美國創

新暨競爭法案》，加強美國經濟、科技、外交、戰略等全球領導地位，並積極布局

半導體產業。以上發展，顯現美國避免各類電子產品關鍵原物料、技術與設備被

中國掌控的強烈企圖心。 

本調查首先彙整分析美中貿易科技紛爭、新冠肺炎（COVID-19）對台灣半導

體產業供應鏈 2019~2021 年發展的影響。圖 8.1 顯示 2019 年回報因美中貿易紛

爭而「改變投資、遷廠與服務據點策略」的製造業者，東協是最多企業考量之投

資據點，2019 上、下半年分別有 62.9%與 55.3%的業者勾選。惟若就半導體供應

鏈業者而言，台灣與東協皆為優先考量的投資據點，且 2019 上半年選擇新增據

點於台灣者高達 66.7%，勾選東協之比例則僅約 50.0%，顯示半導體相對較製造

業優先考量在台灣設廠。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市場輿論與美中紛爭下的「去中國

化」思維興起，2019 下半年半導體供應鏈仍有近 4 成（37.5%）業者選擇設廠「中

國」，其勾選比例遠高於整體製造業的勾選比例（9.2%），不過主要勾選前進中國

設廠之半導體業者集中在「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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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A：製造業 Panel B：半導體供應鏈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相關資料來源說明請參考附註 8。 

圖 8.1、美中貿易紛爭下之投資、遷廠與服務據點（地區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供應斷鏈風險劇增，再加速供應鏈重組趨勢，

本調查進一步設計供應鏈重組時事議題，並問卷詢問製造業與非製造業者廠房、

產線或服務據點之移出移入國別與布局形式。圖 8.2 指出，在供應鏈重組趨勢下，

改變投資、遷廠與新設服務據點策略的半導體供應鏈業者中，77.8%半導體供應

鏈勾選移入「台灣」，比例遠高於製造業的 49.3%。惟與圖 8.1 相比，2020 年前無

任何半導體供應鏈業者勾選前進「美國」與「歐洲」，惟 2020 年底調查時改變投

資、遷廠與新設服務據點策略的半導體供應鏈業者，分別皆有 11.1%勾選「美國」

與「歐洲」。同時，仍有超過 3 成（33.3%）業者選擇投資設廠於「中國」，相較於

整體製造業勾選中國的比例（13.4%）高出 1 倍之多，進一步分析也可看出，前進

中國之業者仍以「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業者居多。由於台灣「設備檢測及生產

支援」業者主要支援成熟製程或產品，在此也顯示台灣半導體產業成熟製程方面

並未完全「去中國化」，部分業者甚至加碼投資中國大陸。 

  
Panel A：製造業 Panel B：半導體供應鏈 
註：選項「東協」為除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以外的東協國家。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相關資料來源說明請參考附註 8。 

圖 8.2、供應鏈重組趨勢下投資、設廠與服務據點之移入區域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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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在中國大陸的布局  

鑒於 2018～2020 年累積 6 次調查結果皆顯示，前進中國大陸之半導體供應

鏈中以設備、檢測、基板、導線架、化學品與光罩等「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業

者為主，本調查嘗試透過電訪、深度訪談與座談相關「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廠

商，以了解前進中國市場的主因。業者受訪時表示，美中貿易紛爭以及美國去中

化思維，例如美國禁令使中國華為無法得到台積電代工的麒麟晶片，致使 2020 全

年華為手機的出貨量年減 21.5%，僅 1.89 億支，重創中國手機市占率，反而激發

中國大陸更積極建置完整與平行的供應鏈。鑒於半導體產品已成戰略性物資，「得

產能者得天下」，且為了避免未來持續受制於美國，中國近年積極建置完整與平行

的半導體供應鏈，雖然先進製程在設備與材料都受到美國管制情況下而在現階段

難以發展，但未受到管制的成熟製程卻成為中國積極投資的重點，在 12 吋與 8 吋

晶圓廠設廠總投資與購併交易金額，合計近 2,000 億美元，連帶也增加成熟製程

相關「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產品與服務之需求。 

台灣半導體製程設備材料多仰賴進口，但近年來在強大的前段晶圓代工和後

段封測產業的帶動下，台灣本土以成熟製程為主的建廠、生產支援和後段製程設

備廠商，也已經有一定規模的發展。在中國大陸政府政策加持與資金挹注下，廠

商購置設備或建廠之資金，相對快速與容易取得中國大陸政府補助或獎勵，為台

灣後段製程設備與生產支援廠商帶來龐大商機，並進一步改變了台灣半導體業的

遊戲規則。原本在台灣被認為毛利及附加價值相對較低之後段製程廠商，在中國

市場卻和前段製程一樣躋身熱門領域，尤其是自動化包裝分類、測試、半導體附

屬設備與傳輸設備等後段設備或生產支援類廠商，原先無法打進先進製程供應鏈

（如台積電供應鏈，以美系或日系為主之核心製程、設備、原料）的這些廠商，

卻在中國大陸市場開創了新的利基市場，創造高營收與新契機。 

儘管業者提及設備有被中國廠商拆解、複製與取代的風險，但業者亦表示廣

大與快速成長的中國市場、遠優於台灣的售價與利潤，以及上市櫃公司需面對創

造營收與漂亮財報的壓力，中國積極在 12 吋與 8 吋晶圓廠設廠投資與購併，無

異提供台灣「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廠商新戰場與契機。相對近兩年受 COVID-

19 疫情所苦的歐美市場，其相關資本支出開出速度趨緩，再加上中國大陸不僅與

台灣語言文化相似，業者更容易與中國官方與企業高層建立關係。因此，即使可

能有被拆解、複製與取代的風險，仍吸引台灣「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積極前往

布局並取得市占率。事實上，前進中國的廠商並不僅止於「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

業者。2021 年 7 月，經濟部投審會審查通過台積電南京廠擴產 28 奈米製程投資

案，台積電將斥資新台幣 800 億（約 28 億美元）投資南京廠，目標在 2023 年中

前達到每月 4 萬片產能。28 奈米在台積電製程中也是相對成熟製程，台積電定位

28 奈米製程南京廠為汽車晶片產能以及其他遠距應用所需，賦予南京廠明顯的市

場與客戶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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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彙整前述問卷調查、訪談與座談結果可知，輿論關注之「去中國

化」在半導體供應鏈不能一概而論，反之「前進中國」提供台灣半導體成熟製程

相關的「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廠商，甚至晶圓製造業者非先進製程部分之新市

場與契機，並為業者帶來商品與市場區隔化的機會。 

三、面對全球地緣政治與疫情的產業風險意識與避險策略 

(一) 產業面臨斷鏈及交期攀升的挑戰 

自 2018 年美中貿易紛爭以來，地緣政治風險逐漸攀升，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衝擊全球供應鏈與海空運量配置，導致全球供給斷鏈以及塞港缺櫃現象頻

傳（coronavirus port congestion）。雖然國際媒體、產業頻頻關注斷鏈、缺櫃與貨

運延遲現象，卻很少有量化標準去衡量斷鏈以及塞港缺櫃對產業的衝擊程度。為

此，本調查以供應商交貨時間（suppliers’ delivery time）或前置時間（lead time）

為評估標準，設計問卷題目請業者評估「與 2019 年全年相比，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致使您第一階供應商（first-tier supplier）交貨時間或前置時間攀升幅度」。

由表 8.1 可知，全體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約有 41.7%與 22.3%的受訪企業表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第一階供應商（first-tier supplier）交貨時間較 2019 年全

年攀升，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第一階供應商交貨時間平均增加 30.5%與 14.3%；若

從產業別來看，截至 2021 上半年，交期拉長影響程度較嚴重的產業集中在化學

暨生技醫療、食品暨紡織、交通工具與電子暨光學產業，皆有 5 成左右受訪企業

反映交貨時間攀升，或產業平均交貨時間增幅在 30%左右。其中電子暨光學產業

之個別廠商最大增加幅度達 500%，也就是說原本交貨時間為 10 天，增長為 60

天，原先前置期間為 1 個月之交期將拉長到 6 個月。 

表 8.1 進一步計算半導體供應鏈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第一階供應商

交貨時間較 2019 年攀升幅度。由該表數據可知，半導體供應鏈交期拉長的衝擊

幅度是所有產業中影響最為顯著者。超過 5 成（52.8%）半導體供應鏈業者反映

交貨時間較 2019 攀升，且平均增加幅度約 40%，半導體供應鏈子產業中以「設

備、檢測及生產支援」廠商交期攀升情況尤其顯著，個別廠商最大增加幅度甚至

達 500%。換言之，若 10 天的交期將攀升至 60 天，也就是近 2 個月的交期。以

上還只是第一階供應商交貨時間，並未包含後段商品完成後缺櫃、塞港導致產品

無法如期出貨的等待時間。由表 8.1 的交期攀升時間量化數據的彙整，可理解交

期攀升顯著拉高斷鏈風險，並衝擊不少產業既有採購與存貨管理，例如採用「零

庫存」策略的汽車產業即因此發生斷鏈而普遍造成車廠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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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肺炎疫情對第一階供應商（first-tier supplier）交貨時間之衝擊分析 

產業別 

 勾選比例（%）  產業平均

增減幅度

（%） 

 個別廠商 

最大增幅

（%） 

 個別廠商 

最減幅

（%） 
 上升 

持平 
（無影響） 

下降 不一定 
   

全體非製造業  22.3 64.4 2.8 10.5  +14.3  +500.0  -100.0 

  批發業  52.3 31.8 4.5 11.4  +48.2  +500.0  -80.0 

全體製造業  41.7 45.7 2.2 10.4  +30.5  +500.0  -30.0 

  化學暨生技醫療  46.2 43.6 0.0 10.2  +31.0  +250.0   0.0 

  食品暨紡織產業  52.0 40.0 0.0  8.0  +26.3  +150.0   0.0 

  基礎原物料產業  25.6 56.4 5.1 12.9  +18.8  +125.0  -30.0 

  交通工具產業  36.4 54.5 0.0  9.1  +35.8  +300.0   0.0 

  電力暨機械設備  24.4 53.7 9.8 12.1  +21.3  +200.0  -25.0 

  電子暨光學產業  50.9 39.1 0.0 10.0  +37.5  +500.0   0.0 

      半導體供應鏈  52.8 36.1 2.8  8.3  +39.4  +500.0  -25.0 

          IC/IP 設計  70.0 20.0 0.0 10.0  +38.9  +200.0   0.0 

          晶圓製造  66.7 33.3  0.0  0.0  +10.0  +20.0   0.0 

          IC 封測或模組  14.3 71.4  0.0 14.3   +6.7  +40.0   0.0 

          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  40.0 40.0 10.0 10.0  +81.1  +500.0  -25.0 

附註:1. 若原本交貨時間由 10 天，拉長至 35 天，則代表交貨時間增加 250%，於此表標記為「+250」；

若減少至 7 天，則於此表標記為「-30」。 

  2. 平均增減幅度為扣除勾選不一定廠商後所計算之平均值。 

  3. 剔除「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極端值則半導體供應鏈平均增減幅度為 25.0%，設備、檢測

及生產支援平均增減幅度則為 28.8%。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相關資料來源說明請參考附註 8。 

2020 年台灣是全球少數未經歷停工封鎖（lock down）的供應鏈，再加上疫情

加速數位、遠距上班等商業模式與工作型態轉型致使半導體的需求激增，電子暨

光學產業以及半導體供應鏈多為訂單滿手狀況。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發布的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電子暨光學產業 PMI 自 2020 年 6 月迄 2021 年 10 月已連續

16 個月呈現擴張，新增訂單指數與生產指數在 2020 年第 4 季攀升到近 70.0%左

右擴張速度。而根據本調查問卷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半導體供應鏈 2020 上半年

與下半年平均開工率達 85.8%與 90.3%，且上下半年分別有 26.7%與 38.7%業者

反映維持或超過正常產能。疫情、政治性停工封鎖、全球性停班跳港與塞港等總

經風險與因素，讓台灣供應鏈面臨訂單滿手卻遭逢交期拉長、斷鏈或無法及時出

貨的困境與挑戰。 

(二) 產業供應鏈管理績效增進策略轉向，著重「風險管理」 

在前述美中競合與新冠肺炎疫情衍生出一系列供應鏈斷鏈風險下，本調查進

一步顯示成本縮減似乎已經不再是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增進供應鏈管理績效的優

先考量，企業對供應鏈風險管理的重視程度有顯著攀升趨勢。表 8.2 彙整製造業

與半導體供應鏈調查顯示，製造業與半導體供應鏈皆有超過 8 成企業計劃採行新

策略以增進供應管理績效。製造業仍以「成本管理及增值策略」為最多企業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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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製造業與半導體供應鏈管理績效增進策略 

供應鏈管理績效增進策略 
 勾選比例（%）/ 排序名次() 

 製造業  半導體供應鏈 

是否計劃採行新措施之企業佔比  81.1%  83.9% 

  勾選之新措施比重（可複選）     

    強化供應風險管理與永續議題  48.5% / (2)  69.2% / (1) 

    成本管理及增值策略  71.8% / (1)  65.4% / (2) 

    與供應商共同創新與協同合作  43.2% / (3)  53.8% / (3) 

    重整及優化供應基礎  48.5% / (2)  50.0% / (4) 

    開發新的全球供應來源  29.6% / (5)  38.5% / (5) 

    供應鏈管理流程自動及數位化  31.6% / (4)  26.9% / (6)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相關資料來源說明請參考附註 8。 

之供應鏈管理績效增進策略，高達 71.8%企業勾選，排名第 2 的「強化供應風險

管理」僅 48.5%業者勾選，雖然僅 48.5%，卻是 2018 年歷次調查以來首次超過 4

成業者勾選，顯示企業對風險管理重視程度確實有攀升。而受訪半導體供應鏈業

者亦表示自 2018 年起總經與地緣政治風險不確定性逐年攀升，半導體亦躍升為

國際戰略性物資，「強化供應風險管理」已成為半導體供應鏈業者增進供應管理績

效的首要措施，近 7 成業者勾選此策略（69.2%），排名第 1。排序第 2 的「成本

管理及增值策略」雖仍有 65.4%業者勾選，但成本縮減已非半導體供應鏈唯一優

先考量，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在 2020 年以後首次凌駕成本考量成為半導體供應鏈

轉型策略的優先選擇。 

在肺炎疫情嚴重肆虐全球的 2020-2021 年間，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業者進一步

將「強化供應風險管理」的供應管理策略，落實到經營、投資與設廠布局策略，

以強化企業面對風險的因應能力，也就是「韌性」。由於運輸物流、疫情疾病、地

緣政治等因素是個別廠商無法掌控之總經因素，且可因人為政策因素而突然政策

轉變、封鎖停工、斷鏈等，本調查發現台灣產業在因應這些複合性且不可控的總

經地緣政治風險時，台灣半導體供應商主要以多元配置或多角化（diversification），

如「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全球布局」、「開發新產品或多元化產品」、「分

散客戶組成」策略來分散風險。 

(三) 風險因應策略首重「開發次要供應商」並更加重視永續轉型 

表 8.3 彙整 2021 年 7 月台灣製造業與半導體供應鏈因應美中競合、肺炎疫情

等地緣政治風險下轉型策略。表 8.3 顯示採取轉型策略的半導體供應鏈業者中，

超過 7 成（70.8%）勾選「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全球布局」與「短鏈策

略，就地製造接近客戶」並列第 2，勾選比例皆超過 4 成（45.8%）；「開發新產品

或多元化產品」與「強化既有產品或服務研發」並列第 3，勾選比例皆為 37.8%。

前 3 大策略「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全球布局」與「短鏈策略，就地製造

接近客戶」勾選比例多高於製造業 5~15 個百分點。前述實證結果顯示半導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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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美中競合、肺炎疫情等地緣政治風險下轉型策略 

投資或經營策略 
 勾選比例（%）/ 排序名次 

 製造業  半導體供應鏈 

調整投資或經營策略之企業佔比  54.0%  64.9% 

  勾選之策略比重（可複選）     

    開發次要供應商  63.6% / (1)  70.8% / (1) 

    分散製造全球布局  39.9% / (2)  45.8% / (2) 

    短鏈策略，就地製造接近客戶  30.8% / (5)  45.8% / (2) 

    開發新產品或多元化產品  37.8% / (3)  37.5% / (3) 

    強化既有產品或服務研發  36.4% / (4)  37.5% / (3) 

    推動永續 ESG 計畫  24.5% / (9)  33.3% / (4) 

    培育人才與研發團隊  36.4% / (4)  29.2% / (5) 

    分散客戶組成  29.4% / (6)  29.2% / (5) 

    建立備援能力和靈活性  27.3% / (7)  29.2% / (5) 

    重新配置外包   19.6% / (11)  29.2% / (5) 

    開發新商業模式   21.7% / (10)  20.8% / (6) 

    生產、採購流程與商業模式數位化  26.6% / (8)  16.7% / (7) 

    開發或分散出口市場   16.8% / (12)  16.7% / (7) 

    新產品技術研發或取得專利   16.8% / (12)  12.5% / (8) 

    策略聯盟或入股    8.4% / (13)  12.5% / (8) 

    併購    5.6% / (14)  12.5% / (8) 

    裁撤部門或產品線    4.9% / (15)   0.0% / (9)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相關資料來源說明請參考附註 8。 

應鏈採取調整投資或經營策略者，首重「開發次要供應商」以優化與降低供應商

的供應風險；其次則透過「分散製造全球布局」與「短鏈革命」來降低單一國家

地緣與政治風險以及物流運輸風險。這不僅重啟了在地化（localization）與去中

心化（decentralized）的思維，也調整了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利用全球各地相對豐富

和廉價生產要素，以降低成本的比較利益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以及中心

化供應鏈（centralised supply chain）與生產概念。當貨運成本攀升且運期難以掌

控，且單一國家天災人禍風險攀升時，去中心化的「分散製造全球布局」與「短

鏈策略，就地製造接近客戶」不僅就近服務客戶、降低物流運輸成本，亦可降低

過度集中單一國家導致天災人禍而重創產線的機率；另一方面，「分散製造全球布

局」與「短鏈革命」的另一層面則是同時也順帶開發了「次要供應商」。此外，接

近客戶與分散不同國家經濟區域的製造，也讓業者必須針對不同市場別「開發新

產品或多元化產品」。 

又表 8.3 也顯示，半導體供應鏈對「推動永續 ESG 計畫」的重視程度比例遠

高於全體製造業。全球越來越多國家宣示在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net zero 

emissions），而在蘋果、Google、微軟等科技品牌廠與資本市場要求強化供應鏈減

碳的趨勢日趨強烈的情況下，「推動永續 ESG 計畫」成為半導體供應鏈重要轉型

策略之一，且勾選比例超過 3 成。「推動永續 ESG 計畫」很明顯不再以成本為唯

一優先考量，半導體產業必須進行升級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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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表 8.3 中半導體供應鏈轉型策略很明顯會帶來營運成本的攀升，

企業需要更多人力、資源去經營與管理分散各地之市場、客戶與產品別。再加上

疫後各國將半導體視為戰略性物資，無不提供政策誘因，如土地、水電、租稅等

優先選擇權或減免優惠，業者紛紛表示成本縮減已非投資設廠、營運與轉型之唯

一優先的考量策略。 

四、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的新增投資原因分析 

前文提及為因應美中競合與疫情等地緣政治不穩定所導致的供應鏈風險，以

及各國將半導體視為戰略性物資而紛紛提出政策誘因，台灣半導體業者積極思考

應如何調整投資布局。作為台灣經濟核心的半導體產業，在面臨如何布局及供應

鏈重組調整的情勢下，是否進行海外布局來分散客源、區隔市場、降低供應鏈及

物流風險，又或者與台灣相對完整之供應鏈生態系暨成本縮減策略等考量如何取

決？產業聚落會隨著分散製造與區域化「走出台灣」還是「出走台灣」？是台灣

的機會還是風險？台灣政府有何策略可加速與擴大半導體產業聚落，吸引有競爭

力的半導體產業根留台灣放眼世界？在思考之前，最好先就半導體近期新增投資

原因進行剖析，以能進一步構思相關策略。本節綜整問卷調查和企業訪談結果，

分就廠商新增投資、供應鏈布局說明如下。 

(一) 供應鏈新增產能及投資於台灣的取決因素 

對照表 8.4 顯示有新增產能需求卻「不」新增投資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中，

近 7 成（66.7%）業者勾選「市場規模」，也就是潛在銷售市場。因「土地廠房取

得」與「政策不確定性」而不新增投資台灣之半導體供應鏈的比例僅約 3 成，遠

低於製造業（勾選比例分別為 62.5%與 52.5%）。同時，半導體供應鏈中無任何企

業表示因「缺工」、「電力穩定度」與「水資源供水穩定」而不投資台灣。相對製

造業，「五缺」問題似乎並非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業者「不」新增投資於台灣的主因。 

將表 8.4 有新增產能需求於台灣與圖 8.2 供應鏈重組趨勢下投資、設廠之移

入區域別統計進行對照，有重組趨勢的半導體供應鏈業者中有 33.3%選擇移入「越

南」，11.1%選擇移入「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以外的東協國家」，業者表示

移入東協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於市場規模與人口紅利。而 2020 年起各有 11.1%業

者評估於「美國」與「歐洲」設廠。受訪半導體供應鏈業者表示前往「美國」與

「歐洲」的動機，除了表 8.3 的前 3 大策略「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全球

布局」、「短鏈策略，就地製造接近客戶」以及政治誘因外，進軍美國國防、航太

產品，以及歐洲汽車、工業 4.0、智慧家庭等市場，達到「開發新產品或多元化產

品」以及「分散客戶組成」也是主要動機之一。此二項動機在表 8.3 中亦為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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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新增投資台灣與否及其取決因素 

   勾選比例（%）/ 排序名次 

  製造業  半導體供應鏈 

☑無增加產能需求  37.4%   25.0%  

☑有新增產能需求  62.6%   75.0%  

  ☑卻「不」投資台灣主因（可複選）  15.7%    9.4%  

         市場規模   97.5% / (1)   66.7% / (1) 

         土地廠房取得   62.5% / (2)   33.3% / (2) 

         政策不確定性   52.5% / (4)   33.3% / (2) 

         出口關稅優惠   35.0% / (6)   33.3% / (2) 

         缺工   55.0% / (3)   0.0 

         環評相關議題   40.0% / (5)   0.0 

         人才資源   30.0% / (7)   0.0 

         供應鏈   25.0% / (8)   0.0 

         電力穩定度   22.5% / (9)   0.0 

         法規制度（國際接軌）    15.0% / (10)   0.0 

         國內租稅制度    10.0% / (11)   0.0 

         水資源     7.5% / (12)   0.0 

  ☑有新增產能於台灣主因（可複選）  46.9%   65.6%  

         市場需求增加   46.2% / (1)   61.9% / (1) 

         市場策略   30.3% / (2)   33.3% / (2) 

         產業聚落   13.4% / (6)   33.3% / (2) 

         全球布局   25.2% / (4)   19.0% / (3) 

         美中貿易紛爭   26.1% / (3)   14.3% / (4) 

         高階或研發人才   25.2% / (4)   14.3% / (4) 

         優惠或低利貸款    9.2% / (7)   14.3% / (4) 

         分散風險   20.2% / (5)    9.5% / (5) 

附註：勾選有新增產能且新增於台灣之未揭露結果顯示，製造業分別有 9.2%、7.6%

與 5.0%勾選「租稅減免」、「規避關稅」以及「外勞配額及引進措施」，但前述

選項無任何半導體供應鏈廠商勾選。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相關資料來源說明請參考附註 8。 

體供應鏈排序前 5 名的轉型策略，勾選比例分別有 37.5%與 29.2%。業者表示，

前有大立光過度集中單一客戶，因品牌廠商開發次要供應商而削弱產品競爭力及

毛利率的前車之鑑，以及台積電赴美、日、中國大陸南京放眼國防、航太與汽車

市場，多顯示多元化供應商、產品、市場與客戶別以分散風險的重要性與產業趨

勢，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在產品與市場區隔是現在進行式，且加速進行中。 

在前述分散客源、市場別、供應鏈及物流風險的轉型策略下，表 8.4 顯示台

灣半導體供應將「走出台灣」但不會「出走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進行「去中心

化」、「短鏈革命」、「分散製造全球布局」，以及為台灣後段製程或輔助之「設備檢

測及生產支援」廠商前進中國大陸開創新市場與契機的同時，仍有 65.6%受訪半

導體供應鏈業者已經或預計新增產能、服務據點或資本投資於台灣，比例遠高於

製造業的 46.9%，顯示台灣仍是半導體供應鏈投資、設廠布局的重要選擇。半導

體供應鏈投資台灣之關鍵因素主要為「市場需求增加」，勾選比率高達 61.9%。「市

場策略」與「供應鏈完整性或產業聚落」並列第 2，勾選比例皆為 33.3%。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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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投資台灣的關鍵因素相比，因「供應鏈完整性或產業聚落」選擇投資台灣者僅

13.4%，排序第 6，顯示半導體供應鏈明顯較製造業廠商更重視供應鏈與產業聚落

的完整性（supplier ecosystems）。 

關於產業聚落的完整性，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包含「IC/IP 設計」、「晶圓製造」、

「IC 封測或模組」、「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以及「IC 通路」等完整產業聚落。

同時，受訪經理人紛紛表示，台灣產業聚落本身不僅有良好的國內供應商關係與

客戶關係，與日本關鍵原物料製造商也有非常穩定的供應往來關係，這些產業聚

落與供應商關係短期內難以被取代。 

(二) 半導體供應鏈台灣投資布局策略 

更進一步調查半導體供應鏈在台灣新增之產能與服務據點類型，以了解台灣

半導體供應鏈在台灣的布局策略。表 8.5 顯示，台灣新增之產能與服務據點類型

以「高價值或客製化產品」為主，勾選比例近 7 成（63.9%）。其次則為「研發技

術單位」（42.9%），而「組裝代工廠」僅 9.5%。前述結果顯示，台灣在半導體供

應鏈投資、設廠布局的策略中，明顯具有產品與市場區隔的戰略性定位。業者表

示，鑑於關鍵半導體技術、設備與原物料多掌控在歐美手上，例如「極紫外光 EUV」

（Extreme Ultraviolet）只有荷蘭商艾司摩爾（ASML）生產，台灣想成為半導體

供應鏈先進製程一條龍或整廠輸出先進製程是不可能的。但台灣完整的產業聚落

以及高品質的研發人才，是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目前在國際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

關鍵因素之一，台灣可持續擴大為接受國際品牌大廠訂單，將先進製程以極高的

良率進行量產的「先進製程之量產中心」。 

此外，表 8.3 美中競合、肺炎疫情等地緣政治風險下轉型策略中，「培育人才

與研發團隊」為製造業前 4 大轉型策略，勾選比例達 36.4%，但相對上半導體供

應鏈業者僅 29.2%勾選，低於化學、食品、電機等傳統產業。半導體供應鏈業者

表示並非不重視人才與研發團隊，而是相對其他傳統製造業，半導體供應鏈相對

在招募人才與研發團隊上較具競爭力，且台灣過去幾年台、清、交、成體系挹注

大量資訊、化學、物理、材料等領域碩博士生，優秀素質的台灣工程師也是台灣

半導體供應鏈能將先進製程以極高的良率進行量產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因此，

針對美中競合、肺炎疫情等地緣政治風險下轉型策略中，分散風險等相關策略重

要性現階段優於「培育人才與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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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台灣新增之產能與服務據點類型 

評估新增投資於台灣 

 
製造業 

勾選比例 

（%） 

 半導體 

供應鏈 

勾選比例 

（%） 

 半導體供應鏈子產業別之勾選比例（%） 

 

 

 
IC/IP 

設計 

晶圓 

製造 

IC 封測 

或模組 

設備、檢 

測及生產 

支援 

  新增投資台灣類型（可複選）          

      高價值或客製化產品  63.9  66.7   33.3 75.0 100.0 72.7 

      研發技術單位  37.8  42.9  100.0  0.0  50.0 45.5 

      自動化系統  29.4  19.0    0.0  0.0  50.0 27.3 

      節能環保產品  15.1  14.3    0.0  0.0  50.0 18.2 

      代工組裝廠  25.2   9.5   33.3  0.0  50.0  0.0 

      其他   5.0  14.3    0.0 25.0   0.0  9.1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相關資料來源說明請參考附註 8。 

綜上所述，短期內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將更積極「走出」台灣進行海外布局，

但仍然會以台灣為最重要生產基地，前述「去中心化」、「短鏈革命」、「分散製造

全球布局」，以及為台灣後段製程或輔助之「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廠商前進中國

大陸開創新市場的同時，台灣完整的產業聚落以及高品質的研發人才，讓台灣半

導體供應鏈有機會持續擴大在先進製程之領先地位。 

五、產業調查所揭露的意涵與政策思考方向建議 

本調查有關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在美中紛爭、後疫情時代等地緣政治風險下，

其採購營運、投資布局、策略與挑戰之調查結果與分析討論，相關內容彙整如下，

供相關產業策略發展與布局參考： 

1.區隔先進製程和成熟製程，掌握未來核心技術與市場之布局 

首先，輿論關注之「去中國化」在半導體供應鏈不能一概而論，反之「前進

中國」提供台灣半導體後段成熟製程相關的「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廠商，甚至

提供非先進製程晶圓製造業在中國擴大成熟製程相關投資以滿足當地不斷擴大

之市場需求。原本在台灣被認為毛利及附加價值相對較低之後段製程廠商，在中

國大陸市場卻和前段製程一樣躋身熱門領域，並為業者帶來商品與市場區隔化的

機會。業者表示半導體供應鏈前進中國大陸市場不應該被「汙名化」，不論是否以

中國或歐美為生產基地，政府應鼓勵與協助半導體供應鏈走出台灣，擴大市占率。

但同時，應有相關產業政策持續強化與加值台灣完整的產業聚落以及高品質的研

發人才，企業之重點掌握核心技術能否根留台灣，並趁此機會思考未來的技術布

局，尤其建議政府強化學術研發能量協助國內第三代半導體 GaN、SiC 的關鍵技

術，以積極掌握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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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驅動供應鏈永續轉型的避險策略，並因應人才需求質與量的轉變 

前文提及「推動永續 ESG 計畫」成為半導體供應鏈重要轉型策略之一，且勾

選比例超過 3 成。隨著各國政府、品牌大廠都積極推動供應鏈廠商共同永續轉型

來邁向碳中和目標，身為全球科技產品供應鏈重要環節的台灣半導體供應鏈，不

論是在地持續發展或要走出台灣，需要全體供應鏈與產業聚落一起進行相關永續

轉型。因此在前述聚落或園區建立同時，建議政府可提供廠商建廠與供應聚落的

評估資訊，並提供綠色潮流 ESG 的環境議題（如碳中和、碳足跡等）的因應方案

與建設，讓產業聚落可同步轉型與升級。其次，雖然半導體供應鏈目前在人才招

募上相對其他製造業容易，且工程師素質高，但業者紛紛表示，「去中心化」、「短

鏈革命」、「分散製造全球布局」等規避風險策略，以及更上層樓轉型為先進製程

之代工量產中心，已為中長期半導體人才需求帶來「質」與「量」的改變。首先

當半導體供應鏈擴大在台投資及走出台灣，人才需求的「量」就會明顯攀升，例

如台積電在 2021 年 3 月即對外宣稱打破過往工程師人才晉用非台清交成大畢業

生不用的慣例，廣納各大學畢業生。然而業者提及，台灣未來將面臨少子化問題，

建議可以增加東協、印度等地區僑生或外籍生來台就學並引導在台就業，不只補

足人才量的問題也多元化台灣人才背景，以因應分散製造與全球化需求。 

分散製造與全球化需求也讓業者在人才需求上出現「質」的轉變，業者表示

包含總經管理人才、外籍人才等，而台灣也需建立一定程度的雙語環境。同時，

高良率的先進製程之代工量產中心，仍需持續培育材料、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

人才。最後，業者表示，雖然半導體供應鏈前進中國大陸市場不應該被「汙名化」，

政府應鼓勵半導體供應鏈走出台灣，擴大市占率，但業者與政府皆需持續改善台

灣薪資結構以避免人才外流。業者提及在員工分紅入股費用化實施後，台灣工程

師「科技新貴」的薪水已不若以往，與其擔心技術外流或被竊取，應持續提供人

才紅利誘因，讓高階研發、技術專才人員持續為台灣產業貢獻心力。 

3.產業聚落需能兼顧傳統園區和生態鏈跨業協作 

而在強化產業聚落部分，前述調查結果顯示，「去中心化」、「短鏈革命」、「分

散製造全球布局」、「開發新產品或多元化產品」以及「分散客戶組成」勢必將增

加營業成本，本調查顯示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投資、設廠布局的策略中，其產品

與市場區隔需要尋找新的戰略性定位，以發展「高價值或客製化產品」以及「研

發技術」，因此在土地需求上可能不再是傳統五缺的大範圍工業用地，反而需要交

通便捷、科技發達、兼顧生活品質與環境整潔的「科技園區土地」，甚至是研發集

中之「商辦大樓」。即可讓相關「IC/IP 設計」、「晶圓製造」、「IC 封測或模組」等

上下游廠商，以及半導體支援產業如化學原物料以及「設備、檢測及生產支援」

與「IC 通路」等廠商進駐之科學園區，藉由地理性集中與連結加速擴展聚落發展

速度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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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經營決策部分，業者表示在「分散製造全球布局」、「開發新產品或多

元化產品」以及「分散客戶組成」等思維下，營業成本攀升已勢不可免。在有限

產能下，產能在產品別、客戶取決以及生產線分配（Allocation）上，必須更細膩

分配與布局以維持一定毛利率。同時，關鍵原物料供應商關係應持續維持穩定，

並定期盤點關鍵原物料供應商關係。最後，台灣完整產業聚落的優勢以及擴大高

良率的先進製程之代工量產中心，意味者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必須打群架，垂直購

併、水平整合、聯盟等以「進入智慧車、醫療電子、航太電子與元宇宙等新產品

領域」或「取得專利或技術」，才能讓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最大化產業聚落與供應鏈

效益。同時也建議政府積極輔導供應鏈跨產業協作整合（生產、物流、倉儲、海

關等），強化供應鏈的快速反應與不同產業間的協作經驗，並示範成功案例。 

最後，本調查顯示，許多輿論或媒體個案議題，並不一定反映整體產業或與

田野問卷調查統計結果一致。建議政府支持類似中立智庫問卷田野調查專案，務

實了解半導體產業的虛實，並實際了解廠家執行前述轉型政策的困難與需要的協

助，也可以透過智庫與產業協會擔任橋樑，整合專業的宏觀與供應管理的專業知

識，並彙整政府後續產業政策發展，以提供企業決策參考之依據。 

小結 

本調查聚焦於半導體產業之問卷調查與訪問結果，揭示了美中貿易紛爭和供

應鏈重組下台灣廠商動向、廠商面對全球地緣政治和疫情的產業風險意識與避險

策略、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的新增投資原因分析，並提出政策思考方向建議。 

半導體產業為因應疫情與地緣政治下各國推動在地生產政策等風險，台灣供

應鏈商的應變策略主要以「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全球布局」與「短鏈」

等策略為主，也因此無法兼顧比較利益原則，成本提高成為必然。其次，半導體

產業為進入新產品領域、取得 IP/技術，較一般產業更積極考慮上下游購併、跨領

域/跨產業聯盟等策略；但國內中小型供應鏈商並無餘力能夠抵擋各國要求在地生

產的地緣政治力量，惟有政府政策協助才可能有機會降低衍生之風險。 

在目前半導體供應鏈 6成以上廠商已達最大產能，多數廠商需投資新產能（估

計要 2023 年才會全部開出），並以管理績效增進策略如「強化供應鏈風險管理與

永續議題」、「成本管理及增值策略」、「與供應商共同創新與協同合作」等，轉向

服務化商業模式來強化產業韌性。而有意在台投資的廠商動向最多，並偏向高階

客製化產品，因此需要取得園區土地以維持產業聚落優勢；相對國內產業五缺問

題，更重視供需市場規模、市場策略、產業聚落與政策穩定。至於部分廠商仍會

赴中投資，亦是考慮供需市場規模，低毛利產品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甚至市場上

成熟製程設備存在高價銷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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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和高品質的研發人才，業界均同意各國人才差異是半

導體生產良率差異的重要主因之一，未來半導體供應鏈轉型的契機還需要具備技

術、國際經營的人才，將產生「質」與「量」的改變，產業和政府應及早做好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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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台灣半導體產業中長期策略之研析 

地緣政治角力和新冠肺炎疫情，攪亂了過去 30 年來半導體全球供應鏈發展

出的高度專業分工模式，全球半導體市場秩序出現重大變化。各國紛紛將高階晶

片視為影響國家安全的戰略物資，為了確保供應穩定，乃積極擴大半導體產業之

投資，建立獨立自主的供應鏈體系，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在地化（或稱短鏈化）已

蔚為潮流。 

在過去 30 年來建立的半導體產業全球價值鏈中，台灣占有重要地位，晶圓

代工製造和封測產值在全球排名都居第 1 位，2020 年間的市占率分別高達 77.3%

和 57.7%；IC 設計業的產值位居全球第 2，僅次於美國，市占率達到 20.1%。然

而，目前這樣的成就正面臨全球供應鏈大洗牌的嚴峻考驗。以台積電為例，在美

中科技霸權爭奪戰下，台積電被迫放棄第二大客戶大陸華為公司的訂單，同時，

在不一定符合商業利益原則情況下，決定赴美國及日本投資；也就是說，台灣半

導體相關業者受到地緣政治的干擾，有被迫陷入選邊站之虞。 

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重整乃大勢所趨，對業者而言，既是機會，也是挑戰。

相關業者應嚴肅思考應對策略，如何在這股趨勢潮流中繼續保有優勢，扭轉劣勢，

掌握新興商機，繼續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中保有重要地位；政府則應考慮運用各

種政策手段，協助企業進行全球布局。 

一、國際地緣情勢下的台灣半導體產業 PEST 分析 

本議題研究團隊研析各主要國家半導體產業政策資訊，與國內產業專家諮詢

座談，歸納影響我國半導體產業未來 2~3 年發展的 4 項重要變數包括：地緣政治

壓力、市場供需趨勢、社會承載環境、製程技術演變等。並藉用 PEST 對於產業

總體環境之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ocultural）和科技

（Technology）等 4 個分析面向，來說明半導體產業現今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

亟需瞭解外國政府扶持產業的力道及持續性，觀察半導體市場供需消長趨勢對未

來布局的影響，以保有應變環境風險的韌性和能力；同時為了維持台灣在先進製

程和相關產業鏈聚落優勢，強化產業關鍵技術研發和穩定國內生產環境則是永續

產業的基礎。茲就以下 PEST 個別面向說明台灣半導體產業中長期發展可能面臨

的情境。 

(一) Political 面向－地緣政治壓力 

產業的政治、法律環境，涵蓋政治制度、政局穩定、政府法規等，具體呈現

在：關（租）稅、貿易協定/聯盟或限制、環境管制、勞工法律等範圍。美中兩國

和歐日韓等諸國半導體產業政策的調整，形成產業鏈地緣政治壓力，對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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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生產與成本等產生許多的不確定性。台灣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在全球晶片短

缺局面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相對主要國家政策和經費則大量投入發展相關

產業或自主技術的因應戰略，台灣未來的生產與市場布局，許多時間點則是不得

不被含括進地緣政治，相對沒有話語權只是被動、單次性回應與處理。SEMI 曹

世綸總裁（2021）認為「地緣政治是半導體業者的重要考驗，要如何在地緣政治

之下發揮半導體的實力，卻又同時扮演好全球供應鏈一環的友善角色，積極參與

國際組織及成為影響者而非被決策者」（中央社，2021/3/3）。 

1.台商在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市場之間的為難 

大陸科技實力崛起的競爭威脅與日俱增，而美中貿易戰導致地緣政治緊張，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凸顯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亞洲尤其大陸的風險。因此，

美國致力於「去中國化」，也就是「經濟脫中」；中國大陸則致力於追求科技自主

和供應鏈現代化，也就是「去美國化」；兩國科技霸權爭奪甚至已陷入冷戰情境，

雙方各自爭取盟友的結果，可能令全球價值鏈相關業者陷入選邊站的困擾，或可

能導致全球部分領域形成「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兩個市場」，對業者尤其是國際

化企業的經營布局或是中小型企業的資源配置，可能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 

2.審慎評估外國政府扶持產業的力道及持續性  

基於半導體供應鏈過於集中在東亞製造的風險，各國高舉國家安全大旗，要

自己掌握供應鏈，勢必希望在台灣以外增加設廠以分攤風險。台灣和半導體領先

企業（如台積電等大廠）在地緣政治風險地帶，供應鏈要如何因應？無法掌握他

國戰略全局，只能從客戶的改變知道變化、被動布局，個別企業未必得利，更難

對國家整體有利。台灣要避免 30 年前美日半導體之戰最後是韓國、台灣趁勢發

展的情況發生，現在身處地緣風險的台灣最好的生存之道，是要能持續創造不可

被取代的價值，持續擴大 IP pool 及生態系統，以市場力量抵消政治力量。 

半導體供應鏈集中度過高並非始自今日，也並非是某一國家或企業可以造

就，過去全球供應鏈是在自由化、區域分工的競爭力自然發展的結果，如說地緣

政治風險是美國要減少依賴台灣的原因之一，這樣倒果為因讓台灣和台積電扛起

不可承受之重（尹啟銘，2021）。對於台積電到美國設廠要將供應鏈都一起帶去，

這點對於台灣產業自主性與技術優勢不一定有利，政府應協助持續強化生態系統

及下一世代技術（如先進製程、3D 封裝、化合物半導體等），並在應用面從消費

為主擴大至工業、汽車、國防等更多領域用途，協助國內相關產業轉型升級，才

能一直保持領先，不會被超越。藉由更強大技術與生態系統，以更強競爭力保有

主導地位，如此即使外國投入龐大資本打造起產業鏈，也只能擔負次要供應商的

角色，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供應者還是能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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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速產業鏈國際化 

台積電到海外發展，是降低政治風險也是加速產業鏈國際化，崇越集團郭智

輝董事長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台積電的策略改變（到美國設廠）讓台灣半導體

生態加速全球化，台灣企業的全球化才會加強競爭力，更可讓部分供應鏈廠商(例

如晶圓廠所需材料）一起到國外規劃布局（財訊，2021/6/23；經濟日報，2021/7/5）。

由於並非是生產成本最佳利益的不得不的考量，人力成本、建廠費用、設備折舊

等均是前期非常龐大的支出，如能獲得當地國家政府的設廠或其他相關成本補

貼，固然是個別商業行為，政府如能在此之際，積極協助國內產業鏈走向國際化

的相關配套措施，例如提供經貿採購、共設駐點辦事處等資源整合服務，才可做

為產業打造國家隊的後盾；又如類似台積電與日本合作建廠之推動概念，可以推

動一方面協助國外晶片生產需求，同時尋求國際企業重要技術合作與擴展市場的

互惠互利。這樣才能有助產業掌握供應鏈重組的契機、根留台灣永續生產事業。 

4.產業風險意識與避險策略 

本報告關於國內半導體產業鏈的訪查結果顯示：(1)半導體供應鏈受到美中競

合與新冠疫情影響拉長交期的幅度超過 5 成為最顯著；(2)供應鏈管理績效增進策

略轉向為著重「風險管理」、其次是「成本管理/增值策略」、「與供應商共同創新/

協同合作」；(3)企業風險應變策略主要採取「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全球

布局」與「短鏈」等策略為主，也因此無法兼顧比較利益原則，成本提高成為必

然；而廠商並以轉向服務化商業模式來強化產業韌性。此外，為進入新產品領域、

取得 IP/技術，半導體產業較一般產業更積極考慮上下游購併、跨領域/跨產業聯

盟等策略；但最好藉由政府協助來降低衍生之風險。台灣企業需保持優勢及應對

風險，並以技術自主、領先與創新為永續經營目標。 

台灣半導體產業以台灣本地布局為主（占比達 9 成），高階技術、先進製程、

主要研發營運都在台灣，對於產業的定位是台灣製造、全球行銷；惟現今內外在

環境已有轉變，產業政策需要及早修正策略、適時布局（工商時報，2021/2/19）。 

(二) Economic 面向－市場供需趨勢 

產業深受經濟環境的影響，包括 GDP 經濟成長、財政貨幣政策、利率、匯

率、通膨、人均就業率、能源供給成本、市場供需等因素。半導體從上中下游設

計、製造、封測等產業鏈觀察全球半導體市場供給和需求的消長，短期內處於供

不應求的情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產能利用率維持高檔（甚至超過 100%），大部

分預測機構評估全球半導體市場持續成長，惟依 Gartner、IC Insights 的預估，

2023、2024 年可能出現衰退（詳參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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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供需結構的消長 

在美、日、歐等國家積極發展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在地化的趨勢下，目前全球

半導體市場的供需結構勢將重新洗牌，各地區出現消長；尤其美國在全球半導體

市場的占有率可能提升，而大陸的市占率可能下滑。大陸傾全國之力發展半導體

產業，在成熟製程技術上已略有基礎，也藉由廣大市場需求，帶動成熟製程產能

的不斷提升；但是在中高階製程技術方面，自主技術能力仍嚴重落後；受到美國

科技制裁/圍堵的掣肘，未來大陸從國際取得中高階技術的困難度大增，因此，未

來中國大陸在中高端產品領域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快速竄升之機會不大。惟大陸擁

有廣大的市場腹地，且成長潛力大，尤其是低端產品領域，各國半導體大廠對大

陸的市場仍可能有越來越高的依賴度，短期之內難以改變。 

2.全球投入半導體產業領域至少 1.5 兆美元 

隨著美中科技競逐，歐盟、日本、韓國等也在 2021 年陸續公布新的半導體戰

略，初估未來 5~10 年內全球會在半導體領域投入至少 1.5 兆美元；在此波擴產潮

中，英特爾、三星、台積電都將在美國投資及設廠，而其他主要國家包含台灣也

都有各自龐大的擴廠計畫或是相關產業鏈的建設（華商世界雜誌，2021）。 

3.各地自建供應鏈成本增加影響未來晶片價格 

依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 BCG 發表的「強化不確定時代下的全球半導體供應

鏈」報告，在不考慮投資失敗的情境下，全球自建半導體供應鏈的前期投資估計

為 9 千億至 1.2 兆美元；由於投資成本墊高，加上後期營運成本，預估全球半導

體價格將上漲 35～65％，而最終也將反映到終端消費市場，皆會比過去只考量「比

較利益與專業分工」的全球供應鏈架構付出更昂貴的代價。由於各國政府爭相提

供巨額補貼以吸引新的半導體廠及研究單位，先前估算廠商若要在美國建廠，會

比在美國之外建廠貴上 20~40％；不過國內供應鏈商長春集團總裁林書鴻接受財

訊專訪時，指出經過調查，赴美設立化工廠的工程成本會多 4 倍（華商世界雜誌，

2021；工商時報，2021/5/26；財訊，2021/6/23）。 

半導體現階段雖然供不應求，而不斷調高產品價格，但目前價格還沒充分反

應未來的自建成本，更何況提高自建比重違反市場競爭模式並不符合經濟原則，

最後勢必還是會印證各國供應鏈自給自足並非最適合的市場供需解方。也因此，

在各國高舉提升自己製造生產的在地化和去中國化大旗的風頭過後，一旦市場風

向在供需失衡問題因產能提升獲得緩解後，重點應回到技術和商業模式是否能夠

創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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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ociocultural 面向－社會承載能耐/生產要素供應  

產業的社會環境，主要的影響來自人口和文化背景；包括人口規模、種族/年

齡結構、文化價值、工作態度、健康意識、安全需求等因素。台灣具有產業規模

的地利優勢，不論 ASML 或是東京威力科創等海外設備，都因此考量在台灣建立

研發與製造據點，代表台灣的供應鏈完善。張忠謀創辦人在分析各國半導體競爭

力與優缺點時，呼籲應珍惜台灣現有半導體製造的優勢（經濟日報，2021/7/5 及

2021/7/18）。在各國競相投入支持半導體發展的相關建設，如美國參議院 2021 年

8 月通過的《基礎建設法案》，未來 5 年編列 1.2 兆美元修復交通建設、重要公共

工程外，近一半預算也用於應對極端氣候及環境整治下的電力基礎建設、汰換洪

水系統和蓄水設施等。審視缺乏天然資源、亦無法單靠內需的台灣，更需要公私

協力在有限資源下維持良好的生產和投資環境。 

1. 國內投資環境與產業五缺問題 

面對持續的美中貿易衝突，中國大陸、南韓政府都在稅負、資金、內需市場

上大力支持本土產業，這種競合與消長對於國內產業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挑戰，國

內需要有長遠的水、電、土地和環境政策。本專題報告研析 2018～2021 年產業採

購經理人問卷調查時顯示，半導體供應鏈 6 成以上已達最大產能，多數廠商需投

資新產能，而訪問供應鏈廠商時，掌握到廠商考量對於新增產能及投資台灣的取

決因素，首先是「市場規模」因素，其次是「土地廠房取得」、「政策一致性」和

「產業聚落」。產業五缺（水、電、土地、人才及缺工）議題一直是台灣招商投資

的隱憂，也是外媒眼中的風險；受到各國祭出發展半導體戰略（包括土地、水電、

租稅等政策誘因）影響，本報告調查顯示半導體業投資設廠的重要考量已非成本

因素，更為注重台灣的土地與人才的因素。 

氣候變遷環境議題影響許多產業的永續發展，在國內面臨的五缺議題特別是

水、電供應，特別是產業在經歷 2021 年大規模乾旱（百年大旱）和發電備用率不

足而分區限電的危機後，政府和產業界應共同正視氣候調適和資源有限的因應策

略。對於市值逼近全球 10 強的台積電而言，技術與供應鏈面臨美中科技戰下的

地緣政治風險外，在生產面由於訂單成長迅速，國內相關人才與環境資源卻有限

的情況，國內輿論思考未來台灣是否還能養得起台積電的生產負擔？國發會陳添

枝前主委亦認為台積電在台不宜再擴大太多，國際級的台積電要繼續發展，應讓

其運用全球資源。目前半導體產業在台灣已是水、電、人力資源使用大戶，會排

擠其他產業的生產資源，如能布局海外建立製造基地，除可就地供應產品服務外，

也能分散產地過於集中的風險（工商時報，2021/2/19；天下雜誌，2021/6/14）。 

但不可諱言，穩定的電力供應和宏觀政策環境，均是產業賴以發展的關鍵要

素。而土地面積與環境資源遠較台灣嚴峻的新加坡，還是能夠持續擴展半導體產

業的布局，展現政府的決心與魄力，積極吸引跨國企業或外資進駐，顯示台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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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問題雖然受限於自身的環境條件，但如果政府願意有更積極的作為，仍可打通

不少難關，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台投資提供更優質的條件。 

2.國家育才、引才、留才的政策誘因 

隨著各國競相重視半導體的製造發展，跨國的搶才和留才戰爭日趨激烈，而

國內人口結構卻面臨快速老化並有少子化之危機，人才養成也一直無法跟上產業

布局速度，造成正成長壯大的半導體產業卻面臨日漸嚴重的人才供不應求挑戰；

早於 2019年台積電劉德音董事長沈重喊話半導體產業普遍找不到合適人才，2021

年聯發科蔡明介董長投書媒體指出科技人才荒的嚴峻情勢。國內數理工科博碩士

人數，如與 10 年前相較，降幅約達 15%（數位時代，2020/6/11）。旺宏公司盧志

遠總經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認為，國內的勞動人口不夠支撐未來產業的擴廠

（天下雜誌，2021/6/14）。 

產業專家也多所指出，各國人才差異是影響半導體產品良率的主因之一，此

亦為台灣半導體產業領先其他國家的重要關鍵；但雖說人才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帶

來優勢，但也有憂心之處，Google 台灣前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在 AI 年會中提到，

台灣在有限的人口與市場下，很難擴張半導體產業之外的第二產業，而台灣資通

訊產業中並無太多國外的 RD 工程師；但以競爭對手南韓三星為例，該集團有 20

萬員工來自海外。惟有半導體（第一）產業帶動採用來自全世界的人才，走向國

際化、全球化，才是轉變的契機（iThome，2021/10/9）。 

為因應台灣長期半導體人才供應吃緊之問題，2021 年催生產官學合作的半導

體學院，希望從教育體制擴大更多學生投入理工領域、培育基礎研究博士人才外，

未來也要能夠借鏡矽谷經驗，吸納和留用國際人才。以新加坡為例，透過工業獎

學金、工業研究生計畫培育下一代人才，並積極提供科技簽證給外國企業領導人

和技術專家前往新加坡工作。為此，崇越郭智輝董事長則以化合物半導體布局為

例，建請政策上鼓勵引進優質人才、獎勵優秀人才，例如給予人員（非公司）減

稅獎勵，才能加速創新以維持產業優勢地位；只有政府在科技人才政策上宣示將

全力爭取國際頂尖的技術、研發和管理人才，才能讓台灣產業的團隊能夠更加國

際化，擁有全球競爭的視野和能力。 

3.科技產業引才、留才的策略 

SEMI 與 104 人力銀行 2020 年共同出版「半導體產業與人才白皮書」，提及

半導體人才缺口居全產業的第 9 大，中下游人才缺口高於上游；2020 年半導體產

業平均月薪已達 5.2 萬元；若依產業鏈細看上游 IP、IC 設計屬於附加價值較高產

業，平均月薪可達 6.8 萬元（科技產業資訊室，2020/9/24）。儘管半導體產業在國

內薪資水平高，但以科學園區工程師工時長、壓力大的特點，著實讓許多人望而

生畏；加上與國際相較亦有落差，白皮書也揭示企業薪資需達產業水平 PR75（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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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 1/4）才有望成功留才。更何況海外挖角（特別是大陸）的銀彈攻勢不可忽

視，在各國政府嚴密緊盯大陸海外收購的捷徑後，大陸則僅剩以政策、資本等途

徑來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並強力挖角國外優秀的半導體人才，據媒體揭露

2019～2021 年大陸已挖角數百名研發人才（劉佩真，2020；中央社，2021/9/28）。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統計 2020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計有 50 萬人（較

2019 年疫情之前減少 3 成），其中以大陸（含港澳）占 48%，其次為東南亞、美

國（各占 17、15%）；分析國內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台灣低薪環境和投資動能

不足，歸因其一是台灣企業未將利潤與員工分享，其二則是大陸薪資和市場前景

在供需面具有充足誘因。另外企業能否留住人才，除了透過相關法制（如公司法、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勞基法、移民法、國籍法等）修法之外，例如對於企業年度

盈餘分配、吸引海外人才來台定居等政策配套，皆有待公私協力來推動。 

從本專題報告對於各國國家層級的半導體對策分析，均體認到各國主導產業

的發展以強化其世界競爭力，從財稅優惠、技術保護、法規檢視、人才培育、水

電保障等，無不是由上而下、計劃經濟的追趕思維。國內過去產業以硬體見長，

在現今萬物聯網時代，製造業（特別是科技產業）除了精進技術基本功、了解競

爭對手、放眼世界外，應重視人才延攬與培育、創新與研發能力。因此期望公私

部門協力，協助本土相關產業強化供應鏈優勢，從製造、技術與資源、人才等面

向突圍，同時也把握機會提升相關設備和材料技術自主能力。 

(四) Technology 面向－產業技術演變 

產業的技術環境，包括研發、自動/智慧化，與市場活動有關的新技術、材料

或工藝的出現、新興科技的發展速度以及應用趨勢，可決定產業進入障礙、最低

有效生產水準或影響採購決策等。矽基半導體製程依循「摩爾定律」（Intel 英特

爾創始人之一 Gordon Earle Moore 於 1965 年提出電晶體小型化的趨勢，積電電

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 1.5～2 年晶片的效能便會增加 1 倍，可視為對

技術趨勢的推測）發展了 60 年，但近年隨著奈米製程發展的技術愈來愈接近物

理極限，電晶體尺寸難以持續縮小，包括 Intel、Samsung 或台積電在 10 奈米以

下製程技術上都曾經分別遇有瓶頸（簡永昌，2020）。 

未來技術的困難程度及成本的提升速度，將使得矽製程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

展放緩；技術愈高端，競爭者愈少。目前晶圓製造先進製程技術研發，全球只剩

下台積電、Samsung 和 Intel 在做，而台積電更在近年取得領先地位。展望半導體

產業關鍵技術的未來，在於製程技術是否能夠持續？先進製程成本客戶是否接

受？新興關鍵材料的研發是否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在在影響資全球通訊

5G/6G、AI、電動車等新興科技的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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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程技術不斷創新 

Intel 執行長 Pat Gelsinger 則於 2021 年 Innovation 開幕演說中，宣稱摩爾定

律不死，並以 RibbonFET（是環繞式閘極 GAAFET 的實作，強化電路控制能力）

和 PowerVia（透過將訊號與電力線路分離，降低訊號干擾）等 2 項電晶體設計技

術，來提高時脈和降低漏電（李文恩，2021）。台積電在 2021 年 5 月宣布，與台

大、MIT 攜手開發二維材料結合半金屬鉍(Bi)有助實現 1 奈米以下半導體製程。

此外，2021 年 12 月上旬三星與 IBM 發表垂直傳輸場效應電晶體（VTFET），將

可突破 1 奈米以下製程限制（工商時報，2021/12/13）。對於晶圓廠而言，愈能在

製程技術上取得突破，便愈能透過技術領先維持優勢，但這往往也代表要投入愈

來愈驚人的研發與設備成本；不過近期在主要國家推動在地生產情況下，將無可

避免會影響到半導體製程的創新進程。 

2.推進先進製程與封裝技術之結合 

隨著先進製程逼近物理極限，在 2D 晶片微縮上面臨技術考驗，必然愈來愈

難以支撐製程推進需求，因此朝先進封裝技術領域布局已成趨勢。透過 Chiplet（小

晶片）、異質整合、3D 技術等創新技術，包括 Intel、Samsung、台積電均積極投

入。台積電在整合 SoIC（系統整合晶片）、InFO（整合型扇出封裝）、CoWoS（基

板晶圓晶片封裝）等加速研發，以服務客戶高階封裝需求。國內聯電則專攻成熟

製程與特殊製程代工，透過與封測廠結盟整合生態系供應鏈合作模式，例如以換

股結盟、強化上下游整合，除能掌握封測產能，也可省去龐大資本支出壓力；近

年切入半導體領域的鴻海集團，除以購併 6 吋晶圓廠外，也轉投資布局高階封測，

朝垂直整合方向來發展。 

3.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 

化合物半導體濫觴於 1970 年代，長期應用於國防軍事，並以美國執世界牛

耳。大陸在矽半導體技術受到限制下，已於十四五規劃中明確將化合物半導體（氮

化鎵 GaN、碳化矽 SiC 為主）列為重點發展項目，並投注人民幣 10 兆元大力支

持發展，其市場規模也已達人民幣 7 千億元（華商世界雜誌，2021）。 

從外商近年積極購併或擴大資本支出、大陸亦砸重本投入開發化合物半導體

相關材料和技術來看，可知化合物半導體掌握了未來高功率、高頻率技術的關

鍵，；基於台灣科技產業不能在未來電動車、5G 通訊等藍海中缺席，如何以矽基

半導體供應鏈生態系為基礎，加強台灣化合物半導體材料和設備技術發展的機

會、建立供應鏈運營模式，是未來必須思考的關鍵議題（楊瑞臨，2021/7/22；科

技新報，2021/9/23）。 

在半導體技術爭奪戰中，從晶圓代工先進製程到先進封裝，國內在這個領域

維持優勢的策略之一，是打造高度整合供應鏈並與客戶需求緊密合作。面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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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變局，相信在追求商機和利潤極大化下，維持技術領先和完整供應鏈生態聚

落應是產業永續的重要策略，並藉由跨產業合作共同創新、互利共生。 

表 9.1、台灣半導體產業國際地緣情勢 PES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我國半導體產業中長期因應策略與政策建議 

本節先述明我國半導體產業在國際政經變局下的機會和挑戰，再彙整產業政

策和企業策略面向可供參考的建議。 

(一)產業可掌握的機會 

1. 大陸正積極建立現代化、自主供應鏈。受制於美國科技圍堵，加上新冠肺炎疫

情加速全球產業供應鏈「去中心化」趨勢，及大陸陸續頒布一系列產業政策，

積極促進產業供應鏈現代化、自主化。然而，大陸半導體產業技術水準仍停留

在中低階，關鍵設備和材料高度依賴進口，自力發展之前景障礙重重。在全球

價值鏈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台灣半導體產業，已成為大陸發展半導體產業爭取合

作的對象。 

2. 歐美日等主要國家積極建立「獨立自主」本土供應鏈。美國為強化其半導體製

造與先進封裝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刻正極積推動半導體聯盟與自建半導體供

應鏈；歐盟、日本等主要國家為擺脫地緣政治風險，也正積極建立「在地化」

供應鏈。台灣半導體產業從 IC 設計、製造到封裝測試，在全球價值鏈中都占

有重要地位，在各國紛紛祭出優惠政策爭取台商前往投資之際，對台商而言，

無疑是一個參與發展、產能分散布局的新機會，並可藉此機會加強在研發、設

計、設備與材料等環節與各國合作，加強與美國及世界頂尖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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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中兩強相爭，台灣夾在美國和大陸的「藍色」與「紅色」產業供應鏈之間，

不希望被迫在兩者之間作選擇。台積電等台灣廠商因為使用美國設備/技術，

被迫停止向華為供貨，一度陷入不安；不過，情勢的發展似乎正在趨於穩定。

如同冷戰時期的戰略思維「相互保證毀滅」保障了美國和蘇聯的「恐怖平衡」，

當下美中兩國都得依賴台積電，也確保任何一方都不願意傷害對方（中央社，

2021/2）。台商或可以從主流市場的製程差別做出市場區隔，創造左右逢源的

機會。 

(二)產業面對的挑戰 

1. 台灣半導體產業鏈擁有領先技術，占全球產能將近 6 成，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生

態中居重要地位。但由於半導體已成為重要的戰略物資，正在成為兵家必爭之

地，台灣處在地緣政治的敏感地帶，供應鏈風險被放大。美國關切台灣，不僅

是因西方國家依賴台灣的晶片供應，也因大陸同樣依賴台灣，擔心兩岸政治對

峙情勢升高可能帶來風險，已開始重視「美國製造」，努力減少對台灣的依賴。 

2. 半導體產業拜全球化潮流之賜，逐漸發展成為目前兼顧成本和效率的高度專業

國際分工格局。然而，受到近期地緣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長期以來建立

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體系正面臨重整的命運；其中除了美國鼓吹「美國製造」，

歐盟、日本等國家也紛紛增加投資，追求本土供應鏈自主性。台積電先進製程

領先同業，成為各國爭取外人投資的主要對象；而在地緣政治壓力下，台積電

海外投資決策已經無法完全依據商業利益來評量。 

3. 美國對大陸的科技戰持續延燒，在缺乏外國技術支援下，大陸要達成半導體產

業供應鏈國產化和技術自主，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

國的強力圍堵卻也成為動力，刺激大陸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速推進半導體事

業發展。大陸一旦能夠成功地推升自己的半導體產業鏈，提高半導體自給率，

勢將衝擊全球半導體市場供需結構，既有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將面臨重整。令

人擔憂的是，大陸半導體產業的製造能力提升，兩岸產業的技術水準差距縮小，

台灣半導體業者面對大陸同業的競爭威脅勢必大增。 

4. 大陸雖然不惜砸下重金追求半導體產業國產化，但在技術和人才方面仍處於劣

勢；有鑑於台灣半導體產業製造與工藝在全球供應鏈中已居領先地位，大陸很

可能會利用其經濟影響力，包括施加貿易限制、挖角人才、利用網路竊取技術

和商業機密等，以不正當手段與台灣半導體企業競爭，從而獲取支撐其半導體

產業發展的關鍵人才、技術和智慧財產。 

5. 大陸以「舉國體制」發展半導體產業，運用各種政策手段積極招商引資，廣大

的市場腹地更是跨國企業積極進駐的主要考量。在美國強力推動「去中國化」

的壓力下，大陸更寄望並祭出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台灣企業投資，未來兩岸產業

競爭將更直接，且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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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陸宣示將投下鉅額資金發展化合物半導體，展現彎道超車的強烈企圖。從技

術面觀察，國際競爭力比拚的是先進製程，在矽基半導體方面，台灣及歐美國

家都遙遙領先大陸（曲建仲，2020）；但由於電源晶片和射頻晶片必須承受較

大的電壓或電流，因此，新一代的半導體必須從改變材料，而不是使用更先進

製程著手，因此也帶來化合物半導體的需求。而化合物半導體比的是材料製作，

也就是所謂的長晶，目前化合物半導體中的碳化矽(SiC)，長晶由美商科銳

（Cree）壟斷，台灣與大陸同處在後段，但相較之下，台灣在碳化矽半導體長

晶技術似乎已落後於大陸（王郁倫，2021），應加強因應之道。 

(三)對政府的政策建議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鏈，也擁有材料與

設備周邊支援產業鏈；其中，晶圓製造技術領先全球，獨特的專業分工與專業代

工模式，占有全球將近 6 成的晶圓製造產能，遙遙領先國際競爭同業，IC 封測技

術與產能也位居全球市場龍頭地位。 

不過，在美中貿易紛爭的地緣政治下，台灣半導體產業所面臨的政治風險也

同步上升；美國針對半導體產業將會拉長戰線圍堵中國大陸，而各國均將半導體

視為國安戰略產業，追求供應鏈自給自足，地緣政治角力勢必衝擊台灣半導體的

優勢地位。此外，由於台灣需要的先進半導體生產設備、高階半導體材料高度依

賴進口，IC 設計 IP 及軟體工具掌握在外商手中；同時，國內基礎科學研究能量

有待提升、半導體人才供應不足，未來台灣半導體產業要如何降低因地緣政經局

勢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多數專家認為台灣要維持半導體製造的優勢，最關鍵點在

於製程、原物料、零組件設備的持續研發創新能力，供應鏈商也要把握機會跟龍

頭商合作開發重要材料和零組件技術，並一起進軍海外擴展市場。基於以上論述

和第三章我國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要持續發展並保持全球領先優勢，盱衡各

國半導體戰略情勢，以及自有材料設備供應、研發技術人才等不足的劣勢，均需

國家政策支援在基礎建設、市場拓展乃至國際合作上，協助產業鏈廠商因應國際

局勢、調整投資、營運布局。以下彙整本報告及產業相關建言，提出對政府政策

之建議： 

1. 積極協助半導體產業鏈應對國際政經局勢 

(1)利用各國爭取台灣半導體業者投資的機會，政府應借力使力，從兩國間戰略合

作高度推動雙邊產業合作。 

美中經貿紛爭加上新冠疫情衝擊，引發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大洗牌，歐美日等

各國為建立獨立自主供應鏈，台灣廠商受邀參與成為趨勢。台商應堅守核心技術

根留台灣，同時尋求新興科技領域之國際合作機會。借鑑韓國經驗，政府應借力

使力，把國際半導體產業合作拉高至國家戰略層級，與各國協商，開放重量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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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來台投資設廠，建立研發中心，投資半導體的上、下游供應鏈，以創造雙贏局

面。 

美國強力推動「美國製造」，試圖以聯盟形式建立供應鏈韌性，重返晶片製造

的領導地位，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影響不可小覬，這對台灣半導體產業而言，

是機遇更是挑戰。如何面對美國爭取雙贏局面，既能維持台灣自身優勢與競爭力，

又能顧及產業鏈上、下游的強化，是業界與政府的共同課題（張雅鈞，2021）。 

(2)與跨國品牌大廠合作，共同投入新產品開發，領先競爭對手推出創新產品。 

台灣半導體產業為全球客戶提供最專業和最先進的半導體代工生產服務，依

過去經驗，跨國品牌大廠推動創新電子產品設計工程，台灣半導體產業一直都是

國際品牌大廠可靠的合作夥伴，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占有一席之地，除參

與新產品設計規劃，更把設計方案轉化為真實的產品，並進行量產。半導體產業

供應鏈受到地緣政治因素影響正面臨重整，政府應協助/扶持台灣相關業者融入，

並站穩全球半導體產業價值鏈有利位置。 

(3)跨產業的平台（策略聯盟）是產業打群架與升級的後盾，政府應提供誘因，協

助促成企業或產業公協會進行整合。 

跨產業平台（策略聯盟）有為生態系價值鏈加值的意義，且半導體於未來智

慧車、智慧家電與 5G 在工業上的應用，其相關產品不同於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

品，開發期較長（一般約 1～3 年），且產品需跨領域整合，單獨由業者自行籌組

聯盟並發揮跨領域整合功能仍有一定的挑戰。建議由政府提供誘因，協助促成企

業或產業公協會進行整合，尤其跨產業的平台可能涉及法規、金融體制，以及橫

向跨領域、跨產業與供應鏈的溝通整合，更需要政府從總體產業、經濟、法規與

金融面提供誘因與協助。 

運作策略聯盟的難處，在於企業個體都不想失去主控權，且各產業領域技術、

企業文化與產業背景差異大。克服這些困難的策略之一是，可思考參與的多家企

業共同成立新公司來推動，由聯盟公司依其專業提供相關經理人組成專業經理人

團隊，不會影響各自主控權。 

(4)以國家政策協助企業國際化經營，吸引有國際競爭力的指標性半導體業者根留

台灣。 

企業國際化經營，需要分散風險，例如投資/研發布局與跨業策略聯盟等；而

在財稅、金融等層面，需要政府從法規鬆綁、政策獎勵，以及建立投資保障機制

等的協助。然而，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穩定性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各國提

供誘因力邀台灣半導體業者前往投資設廠；為維持台灣半導體產業國際優勢地

位，避免產業過度外移，政府應有中長程規劃，在既有的產業鏈基礎之上，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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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持續鼓勵資本市場的創新投資，加速產業聚落發展和擴大，以協助產業打開市

場，並吸引具國際競爭力、指標性的半導體業者根留台灣；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2.積極推動半導體技術/設備與材料研發能力 

(1)吸引半導體跨國企業來台投資設廠，並引進高端海外人才來台從事研發工作，

促進台灣加速開發最先進技術。 

台灣半導體量產技術已位居全球領導地位，且整體產業鏈相當完整且健全，

政府應運用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的優勢，制定有利的政策吸引半導體跨國企業來

台投資設廠，並引進高端海外人才、國際半導體人才來台從事研發工作，從而促

進台灣更快開發出新一代的半導體技術，包括次奈米製程技術研發、後 5G 通訊

晶片設計技術、新材料、新設備等。 

(2)立基於半導體技術優勢，將半導體產業重心轉向終端裝置的應用場景。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強勁的競爭力，如何運用半導體技術優

勢，仰賴 IC 設計能力，以及配合 PC 產業的製造設計能力，打造新艦隊在國際市

場開創新藍海，是接下來應努力的方向。台大教授陳良基指出，進入 AI 時代，台

灣應該將重心轉向終端裝置的應用場景，整合製造、設計、應用，共同發展出新

的使用情境。 

(3)以國家政策設置尖端技術專案，推動台灣化合物半導體技術研發，帶領產業突

破技術疆界，提升技術水準，增進國際競爭力。 

中國大陸傾國家之力發展高端技術，例如化合物半導體，尋求起直追歐美日

韓台等半導體先進國家；諸如矽基半導體這類技術，台廠在製程技術仍具有相當

的領先優勢，不過，有些正在發展的新技術，例如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台灣儘管

已有業者投入研發，在長晶和基板之發展甚至可能已落後中國大陸。 

有鑑於相關技術攸關 5G 高速傳輸到國防工業最基礎的材料，是屬戰略物資，

未來 5G 世代之應用商機龐大，台灣必須在長晶領域趕快補強。目前除了技術有

待突破，台灣供應鏈最弱的就是「系統和模組」；業者呼籲經濟部、科技部整合業

界資源一起投入開發，並促進系統和模組廠商多採用台灣設計的碳化矽產品，以

累積技術基礎並提升競爭力。 

3.強化半導體產業鏈優勢所需研發和生產環境要素 

(1)政府應有發展半導體產業的中長程規劃，以一致性政策形塑市場規模經濟和完

整產業聚落環境。 

數位科技、物聯網的快速發展連動國際經貿，加上半導體的戰略地位，使得

產業分工體系鏈，需要有韌性創新的思維。政府應提升半導體產業政策至經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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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的層次，從總體政策面包括國安、經貿、外交、投資、產業等構面研討跨

部會的戰略；協助產業尋找機會和補足缺口，例如以最大設備材料進口的採購實

力，可轉化為在經貿領域的談判籌碼；或是經由協調相關外商增加投資的策略，

長期推動設備零組件/次系統的國產化。 

其次，依世界經濟論壇（WEF）2019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台灣在「產業聚落

發展」的指標排名第 3，可見透過上下游廠商供應鏈合作連結的多元產業聚落，

可協助克服內需市場的不足，作為創新力、生產力的驅動來源，同時也有利於拓

展國際市場競爭力（經濟部投資臺灣事務所，2021/12 索引）。本報告調查資料也

顯示，「五缺」問題並非是半導體不投資台灣的主要因素，業者最在意的是市場規

模、政策的一致性和產業聚落完整性。願意投資台灣之半導體業者，其投資型態

多為高階客製化產品或研發中心，需要的技術人才、研發能力乃至國際合作，仍

需更細膩的評估，以及針對半導體產業量身訂作之規劃，例如如何維持台灣半導

體產業聚落之優勢，或針對半導體所需之研發技術中心，提供快速因應生產和人

才需求、交通便捷、商業活動暢旺的科學園區土地，而非僅有一般傳統園區工業

土地規劃。 

(2)強化政府專責部門，並視國際變局研討跨部會的戰略，協助產業面尋找機會

和補足缺口。 

政府應重視並對於半導體產業面臨全球供應鏈重組有所應對策略，並有更多

的專責人力和科技預算投入長期性紮根計畫，例如強化現有組織如行政院科技會

報辦公室的功能、參考產業創新條例擴大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或是前瞻國際政

經局勢適時提供像是台積電等高地緣風險企業，維持其技術領先與國際政治應對

的後盾；對於國內其他相關產業生態系，協助強化技術含量、數位轉型與人才紥

根等策略。 

(3)在台灣建構完整的水、電、氣供應，以及友善的投資環境，吸引台商回流和

海外廠商來台投資設廠。 

跨國企業增加投資時選擇在哪個地方落腳，商業利益是最重要的考量，簡單

來說，哪個地方投資環境較佳，最適合企業營利，就選擇到哪裡投資設廠。台灣

的「五缺」問題一直受到業界之關切，尤其缺水、缺電問題，儘管政府已採取行

動著手改善，迎接台商回台投資，但在執行面上，偶有相關業者抱怨政府相關部

門對於業者所提需求之回應不及時，或回應過於僵化，顯示行政效率或有改善的

空間。而跨國企業關注的，除了純商業面因素，還有地緣政治風險考量，政府改

善投資環境爭取跨國企業投資設廠，應努力去除外商的政治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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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正規教育關於半導體原理與技術的教學，加速培養半導體專業人才。 

半導體產業人才供應嚴重不足，有計畫地培育人才，刻不容緩。有關產業人

才培育的問題，產業界經常提出的是大專院校教育與業界用人需求存在落差，一

方面是學用落差，另一方面則是專業人才類別間之供需結構性失衡，也就是學科

設置失當，造成某些類別專業人才供給不足，而某些人才供給過多。要能有效改

善這些問題，勢必從改革教育制度著手，包括學科設置、課程設計、教學方法等。

學校正規教育應更重視養成基礎的內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學習的態度，未來進

入高科技產業要學甚麼招式都比較容易。 

(5)積極引進國際高端人才。 

高科技領域的人才培育戰略，重視數位、語言能力和國際視野，半導體產業

需要各類產業專才，而人才培育需要時間，宜有計畫地引進國際人才補充。國內

人才的隱憂是少子化，理工科博士人才近年來也相對減少；如何吸引外籍人才，

提供生活環境、租稅或子女教育等多方面誘因，是未來可努力的目標。儘管引進

國際高端人才，政府早已有相關的政策和措施，但多年來成效遠不如預期，主要

卡在稅制上。利用租稅制度吸引國際投資者和人才，在國際間非常普遍，政府應

嚴肅檢討現行吸引國際人才制度，思考採用更有效的租稅手段如給予優秀人才減

稅獎勵，也積極協助有國際人才需求的相關產業，以類似國際人才庫的機制彈性

運用各地的優秀人才。 

人才是流動的，呼應李國鼎基金會王伯元理事長對於產業「五才」需求的呼

籲，包括育才、用才、引才、聚才和留才，政府和企業都需檢視留才的方法。 

(四) 對企業的建議 

面對持續的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下，各國半導體大廠的搶設廠、搶資源、搶

人才，我國半導體業是否能夠化解威脅轉為機會，呼應台積電秉持誠信客戶、精

進技術、多元和永續的經營理念，並可參考以下因應策略。 

1. 面對地緣政治等複合性風險，企業應強化供應鏈風險管理，最主要的因應策略

首重開發次要供應商，分散製造活動全球布局，所謂在地化（Localization）與

短鏈化。 

美中科技競合和新冠肺炎疫情衍生一系列供應鏈斷鏈風險，成本縮減已不再

是唯一優先考量策略。調查資料顯示，開發次要供應商、優化與降低供應商的供

應風險已成為國內半導體業者最優先考量；同時為了降低對單一國家地緣政治風

險，以及物流運輸風險，也重啟了供應鏈在地化的思維。半導體業者已普遍意識

到需以轉型和服務思維來應變，需強化產業的韌性，提高企業的風險意識程度。

提高供應鏈韌性須將單一供應轉變為多元、由集中趨於分散或在地化，以往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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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整體最低成本的模式已無法因應外在風險，需留意提高回應市場需求的彈

性、結合上下游產業共同爭取布局供應鏈的機會。 

2. 利用各國爭取台灣半導體業者投資的機會，業者應藉此機會爭取更大轉型升級

商機。 

後疫情時代，美國、歐盟與日本都積極扶植本地產業建立自主供應鏈，力邀

台灣相關業者投資設廠。建議業者順應時勢，除透過例如提供營運顧問、技術指

導、專利授權或其他服務性商業模式，甚至推動海外併購或進行策略聯盟等方式

因應，以降低赴海外投資設廠不符商業利益原則可能削弱國際競爭力的衝擊。此

外，業者更應借力使力、主動出擊建立同盟，例如赴美國投資，可與當地大廠更

多的合作，獲取更多的訂單；又例如美國在終端市場應用領域領先全球，台商可

爭取更多應用端合作的機會。 

3. 對各國政府利誘台商投資，企業宜嚴肅思考加入當地業者之聯盟倡議或公協

會團體，以爭取當地政府最好的投資條件。 

台灣半導體相關業者，應各國政府之邀赴海外投資，不一定完全符合商業利

益法則。為爭取更好的投資條件和政府補助，建議業者考慮加入當地業者的聯盟

倡議或公協會團體。例如台積電與聯發科已加入由美國及海外主要半導體業者共

同發起的遊說團體「美國半導體聯盟」(SIAC)，台積電另加入「美國半導體協會」

(SIA)等，均有助於強化與當地業者聯繫，並加強與美國聯邦和各洲行政與立法部

門之溝通聯繫。 

4. 廠商應重視研發投入，持續往更高附加價值前進，建立新門檻，拉開與同業

競爭者的距離。 

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儘管目前還不是台灣的對手；在缺乏外國技

術支援下，大陸要建立自己的半導體設備、材料和技術需要很長時間，但大陸人

才濟濟，又有政策加持，有可能逐漸拉近與台灣的差距，甚至不排除某些成熟技

術領域追上台灣。地緣政治角力與大陸追求半導體供應鏈自給自足，是全球半導

體供應鏈的潛在風險，台灣業者應投入更多研發經費，在技術及產品創新上尋求

突破，精益求精，提高競爭門檻。 

5. 企業應更重視攬才、育才、留才，讓人才發揮創新效益。 

國際半導體協會認為，人才集中、資金集中、技術密集，是台灣半導體產業

必須要跟上的 3 大趨勢；企業擁有的人才素質是未來脫穎而出的重點。人才最重

視的是能發揮的舞台，企業文化與薪資是關鍵，若沒有良好的企業文化與環境讓

員工持續成長發揮，當國外開出更優渥的條件時，大多數人可能會選擇出走(王岫

晨、盧傑瑞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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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隨著人工智慧、智慧工廠、工業 4.0 等趨勢興起，產業必須轉型，催生新

人才需求；如何尋求相關人才、培育出適合的人才、留住優秀的人才，已成為企

業重要的課題。面對全球化潮流，科技人才炙手可熱、全球皆搶，台灣除了加強

產業升級讓人才可有發揮的空間，也必須重視促進國內外人才交流與招攬外國專

業人士，引進最新技術，激盪台灣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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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半導體中英文專有名詞對照表 

縮語/略語 英文全名 中文名稱 

Analog IC Analog IC 類比 IC 

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特殊應用積體電路 

ASSP Application Specific Standard Product 特殊應用標準型產品 

CMOS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處理器 

DAO discrete, analog, and other 分離式、類比和其他      

Discrete Discrete 分離式元件 

DRAM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SP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數位訊號處理器          

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電子設計自動化         

Fabless Fabless IC 設計廠商 

FPGA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場式可程式邏輯陣列 

GPU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圖像處理器 

IC Integrated Circuits 積體電路                

IDM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整合元件製造商 

Logic IC Logic IC 邏輯 IC 

MCU Microcontroller Unit   微控制器   

Memory Memory 記憶體 

Microcomponent Microcomponent 微元件 

NAND Flash NAND Flash 儲存型快閃記憶體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原廠委託製造          

Optoelectronic Optoelectronic 光學元件 

OSD Optoelectronic-Sensor-Discrete 
光電、感測器和分離式元
件 

ROM Read Only Memory 唯讀記憶體 

Semiconductor Semiconductor 半導體 

Sensor Sensor 感測器 

SoC System on a Chip 系統單晶片            

SRAM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WBG Wide Band Gap 寬能隙元件 

說明：本表名詞主要收錄以專題報告內容為主的常用縮語。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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