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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半導體例如氮化鎵 (GaN)及碳化矽(SiC)目前被認為極適合運用在

5G/6G 通訊、電動車及快速充電等新興應用，化合物半導體有較寬的能隙

(bandgap)，故更適合用於製作成高功率及高速操作的電子元件及系統。發展化合

物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是上游晶圓材料技術的掌握，而上游晶圓材料的技術及成

本高，目前為美日 IDM 廠（美國 CREE、II-VI；日本 ROHM）的寡占市場。以

SiC 為例，源頭長晶的部分是關鍵，影響著後面晶圓製造的良率，而 SiC 晶體取

得是目前國內的瓶頸，且產能與良率不足，缺乏長期投入的廠商。臺灣晶圓代工

廠若無法獲得上游穩定料源，長久來看在化合物半導體市場可能無法發揮優勢。

另一方面，國內也缺乏化合物半導體的高階人才，必須創造誘因吸引優秀人才投

入。 

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商業模式目前大多以垂直整合製造商(IDM)為主，從晶片

設計、生產製造、封裝測試均一手包辦，且掌握相關專利。而臺廠目前主要集中

在磊晶及晶圓製造，有能力設計化合物半導體 IC 晶片的公司不多，且化合物半

導體的 IC 設計除了要有材料、物理、電磁波理論基礎及機電整合背景外，更需

要考慮化合物半導體的材料品質及製程條件等變異因素，所以設計人才非常稀

有。此外目前臺灣在化合物半導體的材料及製程領域上並不成熟，如 SiC 基板製

造的技術仍待突破，GaN 磊晶的良率等都會讓設計與製造上有特性差異及穩定度

的問題，這些問題均需要花時間進行克服。 

不過臺灣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致力發展化合物半導體已具有

良好基礎。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於去(110)年 4 月提出「美中科技戰下臺灣半導

體前瞻科研及人才布局」報告，擬定 2030 臺灣半導體產業將推動化合物半導體

進入 8 吋時代，以及化合物半導體高功率與高頻率等應用。國科會為擴大國內學

界自主研發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培育國內基礎材料、元件和系統應用人才，也特

別規劃「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專案計畫」，以協助國內學界挑戰次世代

化合物半導體關鍵技術極限，並提升我國化合物半導體自主研發能量，強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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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30 年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實力，希冀為我國產業在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奠

定基礎。 

爰此，本報告藉由掌握化合物半導體應用趨勢及發展（例如 5G、電動車、

綠能、衛星通訊等）；以及蒐研重點國家（歐、美、日、韓、中）與我國之化合

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產業政策、學研資源等）；再從產業結構、下世代技

術布局、設備及檢測等方面探討化合物半導體下世代技術與產業發展；最後從產

業結構定位、產業環境塑造、技術與設備自主、人才培育或借力、政策協助方式

調整等面向，分別研析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中政府政策與資源可以投入加強

佈局之方向，進而提出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競爭力之建議。 

本報告得以完成，特別感謝中美晶盧明光榮譽董事長擔任召集人，邀集鴻海

研究院半導體研究所郭浩中所長、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崔秉鉞教授、陽明交

通大學國際半導體學院張翼院長、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鍾俊

元科技前瞻資深策略長（依姓氏筆劃序）4 位半導體領域之專家，以及研究團隊：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楊瑞臨研究總監、張致吉經理、呂建興

產業分析師、張雯琪產業分析師、陳靖函產業分析師、劉美君產業分析師，以及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周明德經理，與本社同仁共同研討並提出建議；亦感謝強茂

股份有限公司方敏宗總裁、越峰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吳文豪總經理、環球晶圓

股份有限公司徐秀蘭董事長、漢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嘉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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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 問題及目標 

目前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商業模式大多以垂直整合製造商(IDM)為主，從晶片

設計、生產製造、封裝測試均一手包辦，且掌握相關專利，與臺灣矽基半導體產

業過去所擅長的「設計結合晶圓代工」分工模式不同。不論是氮化鎵(GaN)與碳

化矽(SiC)化合物半導體技術發展，我國產業都要先掌握長晶、磊晶以及基板的技

術開始，但以我國目前的產業鏈與技術的現況來看，其挑戰不容小覷。 

為強化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與競爭力，本報告將探討化合物半導體之應

用趨勢及市場需求、重點國家與我國化合物半導體之之產業優劣勢及政府之強化

政策、化合物半導體技術發展現況及未來可能突破之方向，並研析化合物半導體

產業鏈中政府政策與資源可以投入加強佈局之方向，進而提出強化臺灣化合物半

導體產業鏈與競爭力之建議。 

二、 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報告前言首先概述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歷程；第一章探討化合物半導

體應用趨勢及發展；二至三章蒐研重點國家及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

策；第四章為研析化合物半導體下世代技術布局與產業發展；第五章提出強化我

國化合物半導體競爭力之建議；第六章則為結論與建議。 

三、 研究結論 

近年來，隨著 5G、IoT 基礎設施日趨健全，智慧城市、電動車、綠色能源與

太空科技等應用日益普及，以高頻通訊、高功率應用為主之化合物半導體需求大

增，預期市場也將有超過 40%的成長，因此全球紛紛投入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布

局。在 5G 應用方面，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中，將帶來化合物半導體於 5G 基礎

設施、行動載具及消費性產品等相關晶片的商機。在電動車應用方面，無論是電

動車相關零組件，或是充電站等基礎建設，都將帶來 GaN、SiC 化合物半導體在

高頻或高功率應用的商機。在綠色能源應用方面，如綠能基礎設施發電、儲電或

輸電等應用中，化合物半導體寬能隙功率元件扮演不可或缺的要角。在衛星通訊

應用方面，未來商用通訊廣播與輔助定位等服務將日趨蓬勃，因此低軌衛星布建

將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主力，也帶動化合物半導體市場發展的機會。 

在重點國家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上，各國紛紛提出產業政策，致力

於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自主發展。在歐洲方面，英飛凌、意法半導體及恩智浦等垂

直整合 IDM 巨頭為代表；愛爾蘭 Navitas 在全球 GaN 功率晶片、恩智浦在車載

通訊 GaN 射頻元件上、意法半導體在 GaN-on-Si 射頻元件生產等，都具產業代表

性。在歐盟推動政策上，2021 年公布《歐洲晶片法案》，提出到 2030 年歐洲計畫

投入 430 億歐元，用以提振晶片產業；並且成立《歐洲半導體聯盟》，推動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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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供應鏈合作，以減少對其他國家供應商的依賴。另外，歐盟為推動零碳排放政

策，在 2020 年成立「GaNext 項目」，主要研發全球最緻密、最高效的 650V GaN

功率模組。2021 年，歐盟分別成立「Transform 專案」與「YESvGaN 項目」，針

對 SiC 及 GaN 功率元件進行開發研究。 

美國基於國防與通訊基礎建設需求，為世界化合物半導體最主要製造與應用

市場，例如 Wolfspeed、II-VI、Onsemi 在 SiC 基板、功率元件及模組；Power 

Integrations、EPC 及 Transphorm 在 GaN 充電元件；Wolfspeed 與 Qorvo 在 GaN

射頻生產等，上述美商全球市占率都名列前茅。在美國政策上，2010 年推出《寬

能隙半導體技術創新計畫》，發展高性能 SiC、GaN 材料的應用；2011 年 DARPA

推動 GaN 材料在高頻領域的應用；2020~2021 年美國能源部、國防部、國家科學

基金會等提出 6 項研發計畫，希望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保持領先。 

在日韓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上，日本羅姆在 SiC 基板、功率半導體；住友

電工在 GaN 射頻元件；住友電工及三菱化學在 GaN 單晶基板等，都占有相當產

業地位。日本政策上，提出發展包括 SiC、GaN 以及鼓勵發展 Ga2O3等「半導體

材料創新」。另外由 NEDO 規劃發展功率半導體，期望讓日本功率半導體市占率

在 2030 年可以從目前的 20%提高到 40%。在韓國政策方面，韓國在化合物半導

體領域缺乏專利和技術，目前僅有少數廠商生產，其中 SK Siltron 是全球前五大

SiC 製造商；韓國貿易工業和能源部在 2021 年發佈先進功率半導體研發和產能提

升計畫，到 2025 年時韓國至少有 5 種先進功率半導體商業產品上市。 

中國是全球電動車最大市場，是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沃土，在 SiC 方面，

主要有山東天岳及天科合達等；在磊晶部分，主要有瀚天天成及東莞天域；在元

件開發方面，三安集成與瀚薪科技等。而在 GaN 領域，晶湛半導體已開發 12 吋

GaN-on-Si 磊晶技術；英諾賽科是全球第三大 GaN 功率元件廠商。在設備部分，

在中國國家大力支持下，化合物半導體設備領域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如中電科

集團、北方華創與中微半導體。中國官方在 2020 年的「十四五(2021～2025 年)

規畫」中，大力支持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由於中國大陸在化合物半導體等領

域都有被西方國家限制的問題，為避免國家發展受限，中國官方希望透過「軍民

融合」及「新央企」等政策可以達到技術自主之目的。 

在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方面，臺灣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

業聚落，致力發展化合物半導體已具有良好基礎。而 2021 年臺灣化合物半導體

產業(不含 LED 部分)產值已達新台幣 835 億元。目前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

已有台積電、中美晶、漢民科技、穩懋半導體、鴻海集團等投入擴大技術研發與

生產相關投資。此外，還有富采投控（晶成半導體）、聯電集團（聯穎光電）以

及力積電等，投入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功率元件代工行列。 

而在化合物半導體的設備、檢測技術發展策略上，基板檢測技術是關鍵，未

來發展相關檢測設備必須和客戶（磊晶廠）密切合作，臺灣廠商在磊晶段技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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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勢，適合發展基板檢測設備，必須強化客戶端檢測標準之共識。另外，我國

也積極投入 8 吋以上 SiC 長晶設備關鍵設計與製造本土化，而工研院自 2021 年 9

月宣布「南方雨林計畫」正式啟動後，將由其南分院、量測中心等團隊，進行 SiC

雷射切割技術研發。 

目前我國政府也有多項前瞻計畫已納入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研究，其中

「Å 世代半導體計畫」在推動前瞻元件與材料、先進製程檢測技術、量子元件次

系統等布局。2022 年「化合物半導體計畫」推動 8 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包括：

開發關鍵製程設備、SiC 材料粉體、8 吋 SiC 晶圓自主，並聚焦於電動車（摩托

車、巴士）、綠能（風電），及高頻通訊(B5G/6G)、低軌衛星等應用。 

在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布局方面，目前臺灣供應商主要集中在磊晶、晶

圓製造。從 GaN 產業結構看，臺廠從事磊晶製程的有：台積電、嘉晶；晶圓代

工製造商：台積電、穩懋、漢磊。從 SiC 產業結構看，國內有環球晶、穩晟、太

極(盛新)、漢民等。從 GaN 磊晶技術發展看，目前大多採用異質磊晶方法，

GaN-on-SiC 被視為是未來的主流技術，因為品質較佳，適合高溫、高頻、高功率

的應用。在前段中游晶圓製程與元件技術方面，因 5G 頻段逐漸邁入毫米波段，

基站天線的射頻模組需求增加，GaN HEMT 逐漸受到青睞。 

在中游高頻/高功率晶圓製程與元件技術方面，近年 GaN-on-SiC 高頻晶圓製

程與元件日趨重要，例如：GaN HEMT 和 HBT。當今 GaN 主要應用在微波射頻

與電力相關電子產品，包含 5G 通訊、雷達預警、衛星通訊等。在中游（後段）

高頻/高功率之晶片元件/組件構裝技術方面，電子構裝對於晶片之訊號傳輸、熱

能排除與保護支撐相當重要，因此必須考慮各種材料間熱膨脹係數差異，以免構

裝材料間脫層、崩裂等，造成晶片失效或可靠度問題。因此，對構裝相關材料、

黏晶、乘載等技術仍是一項重要挑戰。在下游高頻/高功率之元件與模組設計以及

系統測試技術方面，GaN 與 SiC 等寬能隙材料，可以符合高切換速度、低導通損

耗、高耐溫、高耐受電壓等特性。 

四、 改善對策及建言 

臺灣發展化合物半導體仍面臨許多技術與市場的挑戰，包括既有領導廠商已

建構堅強的市場壁壘、基板原物料成本高且製造不易、品質檢測與方法有待開發

等。為了促進國內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本報告提出下列建議方向： 

(一) 強化產業結構定位：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上下游產業公協會連結機制，以「應用為導向」垂直

分工合作佈局，使「虛擬 IDM 模式」運作更具實務性，以完備臺灣在化合物半

導體產業生態鏈。另鼓勵國內產業對外透過併購或授權；定期掃描與監測各國產

業政策動態、供應鏈與技術分流風險。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之建議 

 

4 

(二) 塑造產業發展環境： 

建議國內需要有學術界或研究單位，針對化合物半導體做更深入的研究了

解，同時也需要上中下游業界一起加入共同商討，很快地將問題點反饋，建議業

界可成立聯盟建立合作關係，也建議政府設置國家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專家諮議

委員會，整合相關產業資源，擘畫產業中長期發展願景，協助國內化合物半導體

元件業者，連結國內外下游相關需求應用，釐清市場定位、技術與測試規格，擬

定國家中長期國際合作戰略。同時為因應產業需求，國內需要建立一個國家級的

驗證中心，並使其成為化合物半導體驗證研究基地，該基地有自己的生產線可以

提供整個產業鏈從材料、晶圓的長晶、加工元件製做，以及後端高壓高頻測試的

驗證服務，同時也可以從購買國外大廠的晶片來當參考樣本。國內廠商開發的製

程設備，也可以在此驗證基地，和國外廠商的機台比較製程能力，以縮短晶片與

國產機台的驗證時間，加速國內上中下游產業發展。 

(三) 強化技術及設備自主： 

掌握基板與製程設備技術，對於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自主發展相當重要，故我

國在技術與設備自主化做法上，必須整合上下游產業供應鏈實力，借力國際合作

相關資源，共同擘畫產品發展藍圖、研發製程設備、關鍵零組件及先進材料，並

滾動式檢視材料暨設備自主化目標、時程、規格。另外，目前各國政府皆注重半

絕緣碳化矽於航太及國防的應用，也攸關未來衛星通訊及基地台的建立。除了

GaN 之外，未來 6G 通訊或 3D 感測/LiDAR 都需要 InP 與 GaAs 的先進製程。InP

和 GaAs 基板與磊晶的材料供應，也應是我國產業發展的關鍵點。還有高功率應

用的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例如氧化鎵 Ga2O3，也建議政府需要再加強提早投入。 

(四) 鼓勵人才培育或借力： 

化合物半導體人才培育，應從強化大學師資著手，提供充足研究資源，建議

(1)加強產學合作：以各校半導體學院做為基礎，推動國內外跨國產學合作機制；

另推動重點大學設立化合物半導體在職進修專班，或短期訓練學程專案。(2)加強

國際合作：設立專屬「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學院」，鼓勵教授或學生赴國外重要學

研單位進修；引進國際學者及專家，或國外大廠退休研發人員做為前瞻科研諮議

顧問。 

(五) 推動產業政策補助： 

目前各國政府針對化合物半導體發展提供廠商很多補助，建議我國政府可以

加強化合物半導體投資抵減比重，或拉長研發抵減期限，可有效降低台廠營運負

擔。因為臺灣公司均屬中小型規模，化合物半導體產品研發與量產資本投資相當

巨大，如此可提升台廠於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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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與應用產業從時間軸可分為三個階段：最早(1980 年代)

在臺灣市場出現是以光電元件(LED)為主要應用的砷化鎵(GaAs)晶圓，但是為因

應不同光波長、亮度、正向電壓等主要光電參數的需求，晶圓的種類還包括：磷

化鎵(GaP)、磷化銦(InP)與氮化鎵(GaN)或是添加不同稀土元素，以及不同製程用

所用的 AlInGaP 半導體複合物，另外還有當作磊晶用基板（或稱為襯底）(substrate)

的氧化鋁(Al2O3)即俗稱藍寶石、碳化矽(SiC)、矽(Si)以及氧化鋅(ZnO)等，對於

用來當作照明應用而言，晶片構裝用的基板材料決定了半導體照明技術的發展路

線。第二階段大約在 1990 年代，當時也是無線通訊與相關無線應用市場起飛的

年代，其下游元件是供應給以通訊終端（手機或筆電）或局端設頻線路用的功率

放大器(Power Amplify，簡稱 PA)為主要應用，材料也是以 GaAs 晶圓為主。第三

個階段是以 2019 年為起始，以應用在高頻、高功率元件為主的寬能隙(Wide Band 

gap)材料，其中包括以 SiC 與 GaN 的晶圓發展最受關注。 

要談我國第一階段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技術的落實，必須要從投資金額障礙較

低的元件下游封裝技術來敘述。自 1973 年起，美商德州儀器開始在我國建立第

一座 LED 元件的下游封裝廠時，即開啟了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的第一頁；屬

於中游製程技術的開啟，是從 1976 年首推萬邦電子的紅光(GaAsP/GaAs)LED 晶

粒上市，之後萬邦又陸續推出橙黃(GaAsP/GaAs)及紅綠(GaP/GaP)光系列的 LED

晶粒，算是達到產業技術國產化的第一步；到了 1983 年光磊科技成立，以製造

晶粒為主，接著於 1985 年，有台科從工研院技轉 GaP LPE 液態磊晶技術(Liquid 

phase epitaxy，簡稱 LPE)，1987 年鼎元科技成立，亦由工研院技轉 GaAs IR LED

磊晶技術，兩家同以晶片製程生產晶粒。在上游發展，1993 年工研院光電所技轉

之國聯光電成立，開始我國上游磊晶發展基礎，後續藉由工研院技術擴散及自美

國歸國之海外學人，LED 元件產業開始大量轉向上游發展，並著重發展有機金屬

化學氣相沉積法(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簡稱 MOCVD)磊晶技

術。在產學研共同努力下，歷經 40 餘年發展，除了在上游部分原物料國產的供

應能力較弱外，我國 LED 元件產業已建構出相對完整產業鏈，不但在製程技術

能力晉升為全球領導地位，在產能規模上亦穩居全球前四大 LED 元件供應國，

主要廠商包括磊晶/晶片製造廠的晶元光電（富采集團）、新世紀光電、光磊、光

鋐等，封裝廠的億光電子、光寶電子、今台、隆達電子（富采集團）、榮創等。 

1990 年全球開始進入到無線通訊的年代，臺灣無線電通訊開始普及，約從第

二代無線電話(Cordless Telephone 2nd Generation，CT2)到蜂窩式移動通訊服務全

球行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GSM)，又稱泛歐數

位式行動電話系統，也是當前應用最為廣泛的行動電話標準，此應用不僅迅速帶

起人手一機的手機市場，同時也開啟國人在無線通訊終端以及零組件產品市場的

自製化以及另一個非矽基半導體的代工世界。1990 年代是繼光電 LED 產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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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我國第二階段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技術發展歷程延續的起始，而這個年代也正

好是讓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技術正式邁入通訊應用的萌芽期。 

從產業結構分析，我國上游的磊晶供應商有 1996 年成立的全新光電與 1997

年成立的聯亞光電以及 1999 年成立的英特磊。全新光電是專業磊晶廠，核心技

術為 MOCVD，處理相關之Ⅲ-Ⅴ族化合物半導體，主要產品是以 GaAs 為基板磊

晶之微電子元件，HBT 磊晶片與 PHEMT 磊晶片。聯亞光電是專業的磊晶片製造

公司(Epitaxy House)，主要生產以 GaAs 與 InP 為基板的磊晶片，以有機金屬汽相

磊晶(OMVPE)為核心技術製造各種磊晶片。英特磊科技是由美籍華裔科學家所組

成並成立於美國達拉斯的磊晶供應商，以分子束磊晶(MBE)為核心技術，從事化

合物半導體磊晶製造之代工服務，公司主要產品為 GaAs，InP 微電子磊晶片，銻

化鎵紅外線材料及磊晶片(GaSb)，光電元件磊晶片(VCSEL，PIN，APD，laser)。 

從中游的晶圓製造與代工來看，國內有 1998 年設立的宏捷科與 1999 年成立

的穩懋半導體兩大化合物半導體代工廠，在國外另有華裔美人於 1997 所成立的

環宇通訊。宏捷科目前是全球少數專業六吋 GaAs 晶圓代工廠之一，係以製造如

HBT / ED-pEHTM / ED-BiHEMT 為主之 GaAs 微波積體電路(GaAs MMIC)的專業

晶圓代工廠，其月產能最大為 20,000 片，為全球第二大 GaAs 晶圓代工廠，2020

年宏捷科引進中美晶參與私募成為持股 22.53%的最大股東，攜手邁向下世代化合

物半導體市場，且為 Starlink（星鏈計畫）衛星通訊商機提前布局。 

1999 年正值我國 3G 通訊即將起飛的那年，一群自美歸國的 GaAs 領域菁英，

因看好通訊產業發展，成立亞洲第一家以六吋 GaAs 晶圓為目標的化合物半導體

代工廠，熬過長達數年的研發時間，終於掌握自有技術，自 2010 年起，穩懋半

導體已躍身成為全球最大的 GaAs 晶圓代工廠。該公司目前提供兩大類 GaAs 電

晶體製程技術：異質接面雙極性電晶體(HBT)和應變式異質接面高遷移率電晶體

(pHEMT)，年產量高達 40 億顆，2018 年，全球六吋 GaAs 晶圓市占率超過 70%，

2021 年產量約 45 萬片。 

環宇通訊(GCS.C)於 1997 年在美國加州托倫市設立，並於 2011 年變更為

Global Communication Semiconductors, LLC (以下簡稱 GCS, USA)，並為集團之營

運主體，主要從事 GaAs / InP / GaN 高階射頻代工及光電元件化合物半導體晶圓

製造代工、相關智慧財產權授權與自有光電產品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業務。

2015 年成立臺灣子公司環翔科技有限公司，以行銷物流為主，2019 年與晶元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策略合作協議書，並隨後又成立臺灣子公司‒宇通半導體科

技，以研發為主。在無線通訊領域，該公司提供了一個廣泛的 III-V 族化合物半

導體製程技術組合，包括磷化銦鎵(InGaP)異質介面雙極電晶體(HBT)、InP HBT、

PHEMT、HFET、GaN HEMT、THz 混頻器二極管與積體被動元件(IPD)等製程技

術，在光電領域，該公司另提供自有品牌高性能及高速度 Known_Good_Die(KGD) 

GaAs 及 InGaAs PIN 光探測器與光探測器陣列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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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國內 IDM 廠，國內最早於 1991 年所成立的化合物半導

體晶圓廠是漢威光電，主要業務為 GaAs 元件製造廠，提供 GaAs 元件及高頻通

訊模組，以滿足高頻無線通訊之需要，2019 年該公司由隆達電子入股，並於 2022

年正式轉型成為無晶圓廠半導體公司，2022 年以前漢威光電也算是一個 IDM 形

式的化合物半導體供應商，產品除了以 GaAs 為主的 RF Switch 外，最近也看到

GaN 功率元件。 

國內另一家化合物半導體 IDM 供應商全訊科技，成立於 1998 年，為射頻微

波通訊晶片及模組研發與製造的高科技公司，研發及生產微波(功率)放大器及低

雜訊放大器等微波射頻元件及模組相關產品。為一專業的整合元件公司，整合包

含半導體的晶圓的設計、製造到後段封裝、組裝的微波元件電路設計。產品包括

了上游的主被動晶片元件(Chip products)、不同封裝型態的分離式電晶體元件 

(Transistor, FET)、整合主被動元件在內的單晶微波積體電路(PA MMIC)放大器、

固態功率放大器(Amplifier, SSPA)及射頻模組(T/R Module)等，主要應用為通訊衛

星(SATCOM)、下一代行動通訊用(5G/B5G)設備、無線區域網路、航太、雷達及

國防相關應用。 

通訊產業科技不斷進步，從最早普及的 3G 通訊世代如今已進展至 5G 通訊

世代。2019 年適逢美中科技大戰所引發的貿易糾紛如火如荼的展開，2020 年起

又受到疫情大流行的影響，全球經濟受到衝擊，致使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重新洗

牌，此時不得不讓所有終端產品以及晶片製造商重新審視自我的市場定位以及對

於上游原料的掌握程度。面對美國及其同陣線各國以半導體及晶片相關領域產品

做為管制出口的標的，以圍堵並阻撓中國的科技發展，中國大陸因此發表「十四

五規畫」將半導體納入策略重點發展項目，並規劃在 2020 年 10 月提出相關的關

鍵技術領域，預計投注約 10 兆人民幣，力求發展培養第三代（本報告將統稱第

三類）半導體產業完全自主能力。一時之間全球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聚落如雨後春

筍般的就位，戰國風雲興起，更蔓延到我國市場，成就了聯穎光電、鎵聯通以及

晶成半導體。 

所謂第三類半導體係指材料以 SiC、GaN 及硒化鋅(ZnSe)等寬能隙半導體為

主，有別於第一代（類）的 Si、第二代（類）的 GaAs 半導體材料。眾所周知，

半導體晶片關乎未來新興產業發展，從電動車、自駕車、5G/6G、太空、AI、量

子高速運算等產業皆與之息息相關。未來三年，隨著中國新基建計畫的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拉動，期望第三類半導體產業將有超 40%的市場增長，尤其在低碳

新能源、混合/電動車、新一代通訊 5G/6G、自駕車、軍用雷達、高速運算數據中

心等領域啟動規模應用。 

此時也我國正式邁入化合物半導體第三階段的劃時代。寬能隙材料特性正好

能滿足未來新興各產業發展的需求，所謂「大軍將至，糧草先行。」得材料者得

天下，原料的掌握關係著運籌帷幄的成敗，期許國內產業能夾著既有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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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掌握下世代的半導體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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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化合物半導體應用晶片發展趨勢及挑戰 

前言 

過往在半導體製造的議題上，一直是以邏輯 IC 為重點，強調如何透過元件

的高度集積，來增加 IC 本身的運算速度與降低功耗。然而隨著 5G、IoT、電動

車與綠能應用機能的擴張，功率電子裝置議題日漸蓬勃發展，對充電以及新能源

的轉換需求大舉擴增，造成市場對化合物半導體需求不斷增加。下一階段的後化

合物半導體製程與材料上的持續變革，推升生產良率與量產性。 

就應用層面來看，未來因新能源需求日益增加，IoT 電子裝置、電動車等應

用領域對功耗、充電等議題需求攀升，為 SiC 化合物半導體的擴大化帶來新機會。

而 GaN 化合物半導體適合應用在高溫、高頻的操作環境，在散熱性能具優勢，

可應用於 5G 基礎設施相關晶片。因此功率半導體技術與市場日益擴大，未來商

機可期，引導全球業者開始啟動新一波的投資風潮。 

 

第一節 化合物半導體之應用及市場需求 

一、 5G 應用及市場需求 

隨著 5G 基礎建設逐漸完備，可強化大量 IoT 裝置整合能力，而 ITU-R 將 5G

系統正式命名為 IMT-2020，並同時設定了 IMT-2020 使用情境，針對 2020 年後

的通訊願景，相關的應用情境包括了： 

(一) 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 

有時也被稱為 Extreme Mobile Broadband，eMBB 類別涵蓋了需要高數據速率

的數據驅動用例。借助 5G New Radio 的機能，使用者所使用的傳輸速度能達到

每秒 0.1～1 Gbps，peak data 傳輸速率將達到在 10 Gbps 以上，這大約是為 4G LTE

定義的級別的 10 倍。為達到高頻與 Wide Band 的機能，由於 5G 使用 100MHz

或更高的寬頻訊號，因此使用了 6GHz 以下的頻段和毫米波頻段。另外，在

Beamforming 方面，5G 技術用於提高多個天線元件的方向性，並在特定方向上有

效發射毫米波等級的無線電波。 

(二) 超高可靠度和超低延遲通訊(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 

URLLC為 3GPP定義的一種 5G特性標準。此特性將被用於支援對低延遲（低

於 1ms）和可靠度（錯誤率低於 10-5）具有高度要求的工業、物聯網應用場域，

例如自動駕駛、智慧電網、VR、工廠自動化等領域。為達到超低延遲的目標，

在應用面需透過縮短數據資訊傳輸間隔，並使用 mobile edge computing 來提供具

有高即時性的服務。此外，透過 5G network slicing，可以就高速化，低延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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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之間的高精度同步，來達到 Backhaul 與 Fronthaul 之間的演進。 

(三) 巨量多機器型態通訊(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mMTC) 

mMTC 主要是以滿足大量的終端(例如感測器、穿戴式裝置)使用案例為主，

特別著重在新型態垂直服務，例如智慧家庭、智慧城市、智慧節能、智慧醫療、

智慧穿戴、庫存管理等領域。為達到 Dual connectivity，Non-Stand Alone (NSA)

的方式，是透過同時連接 LTE 和 5G NR 來提供 seamless 的服務。 

因此，隨著 5G 基礎建設逐漸完備，相較過去 4G-LTE 的技術，頻寬與傳輸

品質都能夠得到大幅的提升，可強化大量 IoT 裝置整合能力。以往 4G 通訊技術

時代，裝置著重在行動通訊相關服務，然而隨著 5G 技術的日益成熟，IoT 連結

機能擴增，IoT+5G 將帶動新產業的增加。預計未來的創新應用有：自動駕駛、

Smart City、Tele-health care、AR/VR、Cognitive automation(認知自動化)等。 

依據 GSMA 的預測，2025 年 5G 技術佔全體無線通訊網路約 20%的比率。

我們再從區域別來看，北美、中華圈以及歐洲等區域，5G 技術的滲透率有機會

超過 30%(圖 1.1)。在疫情嚴峻的時刻，由於 IoT 裝置數目暴增，可大量串連各裝

置的 5G 技術的重要性更為提升。在疫情之下，電信營運商投資 5G 的意願未減，

但腳步有可能稍微減緩。但疫情所帶來的積極面因素是 IoT 裝置需求數量的增

加，可強化廠商後續投資的力道。 

 

資料來源：GSMA (2020) 

圖 1.1、2025 年各區域 5G 滲透率 

 

隨著 5G 建設的逐漸擴大，人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設備、機器和相關系統都

將更強大的無線通訊技術，更加緊密的互相連結，而這些技術也將深度的融入日

常生活當中（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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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眾多領域，5G 技術將透過高信賴性、高效率的傳輸模式、以及低延

遲的特性，連結大量裝置，同時創造更多創新的服務與使用情境，同時可以預期

的是，新的商業模式都將隨著這些裝置的增加，帶來全新的商機。 

預估未來各種連網裝置透過 5G 通訊技術的連結，將在各領域帶來不同的市

場發展潛力，其中在智慧工廠、智慧城市的應用，將是最重要的場域。另外在個

人應用的裝置以及零售業，也會是相關連網裝置的應用重點，市場規模可期。 

 

資料來源：Strategy & Analysis (2021) 

圖 1.2、各種連網裝置預估市場規模 

 

二、 電動車應用及市場需求 

近年來，全球汽車工業正在進行一場強大的變革，其變革主要的力量來自所

謂的「CASE」趨勢，意即未來的汽車將朝向 Connected（可聯網）、Autonomous

（自動駕駛）、Sharing（可共享）、Electric（電動化）等四大方向進行質變。因應

這些趨勢的變化，汽車的核心技術也在近年來隨之發生極大的變化。其中驅動汽

車電動化的發展加速的原因在於各國環保法規對於刺激電動車數量提升所提出

的獎勵，或是限制碳排放的目標。 

例如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提議要求在 2035 年必須達到零碳

排。此外該提案中也要求廣設充電站，以完備電動車相關的基礎建設，像是必須

在 2030 年達到每 60 公里設置 600kW 充電量、以及每個方向 60 公里內至少 2 座

150kW 充電站，依照此目標，預計在 2030 年達到廣設 350 萬座，至 2050 年時達

到 1,630 萬座公共充電站。為此，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 2021 年正

式提案，希望明確訂定在 2035 年禁售燃油車。在亞洲的日本則發表了該國的目

標，經產省期望在 2023 年前，日本境內的 EV、PHV 新車銷售可達到整車 20~30%

的目標（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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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全球各主要國在 EV、PHV 預定數量目標 

國家 主要目標 
汽車車輛數 

(2015 年) 

EV、PHV 預定數量目標 

2016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40 年 

日本 

2023 年前，EV、PHV 新

車銷售要達到 20~30%的

目標(經產省) 

8,000 萬台 
15 萬台 

(累計) 

100 萬台 

(累計) 

20~30% 

(新車銷售)  

英國 
2040 年前，停止汽、柴

油車的銷售 
4,000 萬台 

9 萬台 

(累計) 

150 萬台 

(累計)  

汽、柴油車

停止銷售 

法國 
2040 年前，溫室氣體排

放車停止銷售 
4,000 萬台 

8 萬台 

(累計) 

200 萬台 

(累計)  

汽、柴油車

停止銷售 

德國 2030 年全面禁售燃油車 5,000 萬台 
7 萬台 

(累計) 

100 萬台 

(累計) 

600 萬台 

(累計)  

美國 

(加州) 

2035 年禁止該州銷售汽

油和柴油動力的新車 
2,500 萬台 

56 萬台 

(累計) 

150 萬台 

(累計)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資源 energy 廳(2021) 

 

此外，各國政府亦從獎勵措施著手，期許能刺激電動車的普及，如德國政府

購買售價 4 萬歐元以下的純電動車(BEV)，最高可享補貼 9000 歐元，若購買油電

混合車(PHEV)，補助款則為 6750 歐元。如果車輛售價超過 4 萬歐元，政府則提

供給純電動車的補貼最高為 7500 歐元，油電混合車最高為 5625 歐元。在法國政

府除了環保考量之外，為了振興疫情之後的汽車業，在 2020 年宣布 80 億歐元振

興方案，其中包含了 10 億歐元的補貼，以鼓勵民眾購買環保車，其方案為消費

者購買電動車可獲得政府 7,000 歐元的補助，若是從汽柴油車轉為購買電動車，

則可再獲得最多 5,000 歐元的補貼。 

因為各主要先進國家從法規與補貼政策上著手，因此逐步推升全球電動車銷

售的數量，2020 年時，全球電動車（包含 PHEV、FCEV、BEV）的總體銷售數

量已經達到 3,253,850 輛，其中成長最為明顯的區域為歐洲市場，總銷售量為

1,407,327 輛（圖 1.3）。由於未來電動車的需求預估仍將維持極高的成長性，而應

用在電動車當中的與動力控制、電子系統相關的半導體需求預期也將隨之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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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2. PHEV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3. FCEV (Fuel-cell Electric Vehicles)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2021) 

圖 1.3、2015-2020 年全球 xEV 銷售量變化 

 

三、 綠能應用及市場需求 

運用在綠能領域的化合物半導體應用區塊主要是電力電子(power electronics)

相關產品。所謂的電力電子是一種利用半導體自由控制電壓、電流和頻率的技

術，可以透過應用於鐵路、汽車、工業設備和家用電器等日常生活熟悉的各種場

所，提供節能的關鍵技術。近年來，隨著電子設備產品的電力消耗不斷增加，節

能議題的呼聲漸增，因此，電力電子技術作為解決環境和能源問題的關鍵技術之

一而備受關注。 

另外，隨著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的進一步普及、發電效率的提高、處理高

壓、大電流電源的電子設備預計需求也將逐步提升，而可對應相關應用的化合物

半導體將是不可或缺的技術。 

在發電的過程中，電廠產生的電力透過高壓交流電升壓並輸送到輸電線路，

不過輸配線路的電阻會使得部分電力以熱量的形式損失，這種功率損耗與電流的

平方成正比。為了傳輸同樣的功率，電壓越高，電流越小，所以在幾十萬伏到百

萬伏以上的高壓下傳輸，並且改變電壓和電流的大小，傳輸至線路末端的電器用

品，則需進行交流電和直流電相互轉換。 

為了有效率使用電力，需要具備對電能進行控制和調整能量轉換的設備。在

使用直流電的情況下，需控制的參數是電壓和電流。在使用交流電源的情況下，

控制參數不僅包括電壓和電流，還包括頻率、相位、波形等，這些也都需要透過

電力電子讀元件進行調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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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電子由於可應用於各種電源，以提供穩定的電力，亦可將再生能源所產

生的電力轉換為交流電，藉由現有電力輸配線路進行電力輸送。這類型的電力電

子主要是透過半導體功率元件與電容器等儲能元件結合使用進行功率轉換。  

依據國際能源署(IEA)所發佈的資料，2021 年的年度可再生能源新增容量打

破了新紀錄，達到近 295GW，即使在疫情驅動了供應鏈的挑戰、施工延誤和原

材料大宗商品價格創歷史新高的情況下，仍持續增長了 6%。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署(IEA) (2022) 

圖 1.4、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成長預估（依技術） 

 

以太陽能發電為例，透過太陽能發電設備將太陽光能轉換為電能之後，所得

到的電能為直流電，必須透過逆變器轉換為交流電，才能透過電網進行傳輸。逆

變器具備可以切換直流電極性並轉換為交流電輸出。因此逆變器開關頻率越高，

才能讓轉換效率提高。 

而化合物半導體如 SiC 具備寬能隙的特性，崩潰電壓約為 Si 的 10 倍，可以

在高電壓環境下進行轉換。另外 SiC 元件具備低導通電阻、閘極電荷和反向恢復

電荷特性，以及更高的散熱效果，這意味著 SiC 可以在更高的電壓和電流環境下，

進行高頻率開關切換運作，具備無窮的潛力。 

四、 衛星通訊應用及市場需求 

人造衛星大致可以分為高、中、低軌道衛星，高軌道衛星軌道週期與地球同

步，24 小時繞地一圈，主要提供商用通訊衛星、廣播電視與輔助定位系統；中軌

道衛星則是普遍應用在導航上；低軌道衛星則是主要應用在對地觀測、電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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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而軌道距離也與衛星的發射成本與衛星壽命成正比，成長潛力則以低軌道衛

星最為顯著。 

依據低軌衛星市場將從 2021 年的 96 億美元成長至 2026 年的 198 億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達到 15.5%（圖 1.5）。 

 

資料來源：Research & Markets (2021) 

圖 1.5、全球低軌衛星市場規模 

 

由於低軌衛星具備低成本、多功能性、先進機械結構、易於組裝和發射，同

時便於大規模生產等優勢，因此市場對於低軌衛星的投資也逐漸攀升。隨著新技

術的發展和更多的低軌衛星的發射，來自衛星所收集的數據和數據相關的應用範

圍預計在未來也將繼續擴張。 

目前低軌衛星主要製造商位於北美和歐洲。較知名的廠商有 L3Harris 

Technologies（美國）、Honeywell（美國）、Airbus（德國）、SpaceX（美國）、Northrop 

Grumman（美國）是全球低軌衛星投入最為明顯的大型業者。 

從區域別來看，北美將是未來數年低軌衛星主要的市場發展主力，主要原因

是因為美國政府持續投入先進低軌衛星的技術研發，藉此提高衛星通訊的品質和

效能。其中最重要的用途是在於發展低軌衛星設備來增加軍事防禦和監視能力，

並且提高軍事平台通訊技術的現代化。 

 

第二節 應用在 5G、衛星通訊之高頻元件市場概況 

依據統計，2020 年 5G 相關半導體市場規模最大者為基頻、應用產品核心處

理器，以及射頻晶片，特別是收發器(Transceiver)的發展，這也是年複合成長率較

高的兩項產品（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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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應用別來看，2020 年之後，5G 半導體最重要的應用產品在於智慧型手機，

特別是高階旗艦型機種，而至 2023 年後，預估工業用、車用等產品對 5G 半導體

需求將持續增加，市場可期。 

總體來說，5G 機能將擴大行動裝置對儲存容量的需求，大量資料傳輸將使

儲存容量自 2019 年的 512 GB，至 2021 年將達到 1 terabyte，資料傳輸速度也上

看 20 Gbps。因此擴大化的頻寬預計將串連更多的 IoT 裝置，結合感測器、AI 的

機能，讓新應用得以實現。 

 

資料來源：Gartner (2020) 

圖 1.6、5G 相關半導體市場規模預估 

 

由於 5G 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漸完備以及技術的日益成熟，5G 將影響許多其他

應用產品以及服務提供，目前 5G 分為兩種不同的頻譜類別：sub-6GHz 和 5G 毫

米波(mmWave)。 

依據統計，目前絕大多數 5G 網路最初將使用 6GHz 以下頻譜，然而美國則

一開始即專注於毫米波。由於毫米波規格需要多個毫米波天線模組，來進行密集

的基礎架構部署，也造成應用在毫米波相關零組件與模組相關的成本較高。因此

下階段 5G 的進展將無可避免的是隨著裝置數量的增加，5G 使用 600MHz 以上的

寬頻帶將擴展到毫米波頻率來解決對更大量裝置部署的需求，也使得支援高頻毫

米波的基頻處理器和 RF 射頻零組件的低成本化成為下階段相關零組件發展的重

要課題，當然也包括半導體。 

由於 5G 通訊下階段將進入到毫米波的高頻頻段設備部署，但毫米波的直進

性容易受建築影響而被遮蔽，因此小型基地台的投入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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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基地台需求數量的增長，進而提升相關晶片的需求。因 5G 毫米波頻段在技

術面需求的特性與過去通訊環境不同，由於 GaN 材料在高功率密度、功率附加

效率(power added efficiency，PAE)和增益方面具有非常好的性能，可簡化阻抗匹

配以提高 RF link 的整體效率，這些特性有助於提高 5G 毫米波射頻元件所需求的

技術重點。 

在市場規模變動方面，依據 YOLE 預估，GaN 功率元件市場規模在 2021 年

為 1.26 億美元，至 2027 年成長到將可成長至 20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達到 59%。

提中消費性電子、通訊與電信以及汽車領域將成為 GaN 市場的主要動力。過往

RF PA 市場主要由 LDMOS 和 GaAs 技術所盤據，但在 5G 和更高頻率應用中，

GaN 的效率比 LDMOS 高約 10%-15%，顯見 GaN 在頻寬、PAE 和功率输出的能

力，在 5G 的射頻元件領域更為亮眼，將有機會逐步增加滲透力，預期 GaN-on-SiC 

將在 5G Sub-6Hz 的頻段應用中成為要角。 

 
資料來源：Yole (2022/6) 

圖 1.7、GaN 化合物半導體功率元件市場規模預估 

 

其中在通訊領域的廠商發展上，GaN 適合應用在高頻、中高壓領域（低於 

900V）特性，因此如高頻通訊用射頻元件(GaN RF 射頻)，如 Wi-Fi、GPS 定位、

衛星通訊甚至是軍用雷達，都可以看到 GaN 的應用足跡。其中 GaN-on-SiC 預期

仍將主導未來射頻 GaN 元件市場，2019-2025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為 11%，主要大

宗應用為軍事用途最多，其次為通訊設備基礎建設。 

而 GaN-on-Si 的市場則仍在起步階段，因仍無法在成本、效能、供應鏈完整

等方面與 GaN-on-SiC 競爭，未來期盼技術的進步能擴大產量與良率，以提高未

來的市場滲透率（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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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Yole (2020/6) 

圖 1.8、RF GaN 元件市場規模 

 

目前 GaN 射頻通訊元件市場主要仍以歐美的 IDM 為主，主要由全球前兩大

IDM Skyworks 和 Qorvo 主導，而後進者如 STMicroelectronics（意法半導體）則

透過臺灣的晶圓代工業者急起直追，較具規模的廠商如： 

1. Skyworks Solutions 

Skyworks Solutions 主要業務為生產用於射頻(RF)和移動通訊系統半導體相

關產品，其產品線包括用於手機和無線基礎設施設備的功率放大器，前端模組和

RF 產品。在代工關係方面，目前臺灣的宏捷科為 Skyworks 代工廠。 

2. Qorvo 

Qorvo 是一家美國半導體公司，成立於 2013 年，前身由 RFMD 和 TriQuint 兩

家射頻的專業半導體公司合併而成。主要業務為從事技術和射頻(RF)解決方案開

發，用於手機、通訊基礎設施，以及國防與航空應用，特別於軍事雷達、基地台

與航太衛星、手機佈局甚深。在前段技術開發上，Qorvo 佈局 GaN 磊晶技術已久，

2015 年即已開始投入 6 吋 GaN-on-SiC 晶圓的生產，Qorvo 能夠提供從 90nm 到

0.5um 的 GaN 製程技術，為業界少數具備從前段設計、晶圓製造，與後段通訊模

組設計開發的全方位公司。 

3. 意法半導體 

意法半導體在 GaN 產品的發展方面，看準未來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意法

半導體與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在 2020 年 2 月宣布攜手合作，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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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此合作，意法半導體

將採用台積電的 GaN 製成技術，來生產其創新與策略性的 GaN 產品。同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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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法半導體收購法國 GaN 創新企業 Exagan 多數股權，將 Exagan 的磊晶製程、

產品研發和應用經驗將拓展並推動意法半導體之車用、工業和消費性功率 GaN

的研發和業務。 

 

第三節 應用在電動車與綠能之高功率元件市場概況 

長久以來在交通運輸環境當中，路況的監控、運輸載具的移動控制一直是屬

於各自為政的情形。未來為了增進交通安全與減少事故，同時改善運輸效率，智

慧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藉由先進的資訊、電子、感測、

通訊、控制與管理等科技，運輸系統內人、車、路蒐集的交通資料，經由系統平

台處理分析轉化成合適且有用的資訊。透過通訊系統即時的溝通與連結，改善或

強化人、車、路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升用路人的交通服務品質與績效，進而增進

運輸系統之安全、效率與舒適，同時減少交通環境衝擊。 

其中在智慧運輸系統當中，載具的部分主要由車輛構成，根據統計，全球有

將近 5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裡，這些都市人口製造了 75%的能耗，以及高達 80%

的碳排量。近年來，由於全球能源逐漸枯竭，節能減碳風潮興起，透過電能驅動

的運輸載具的發展，預期將能有效降低碳排量，提供更環保的交通方式。 

一、 SiC 材料所製備的高功率半導體元件展望 

在電動車動力系統當中，由於牽涉到整車運轉所需的電力分配，因此控制動

力系統的半導體主要強調大功率、快速化，而且能協助電動車當中的電能轉換與

電路控制，從而有效的應用於電動車當中的電力系統、馬達驅動、電池儲能與電

力分配等各種電力應用裝置，而功率半導體主要作用在於改變電壓和頻率，有時

負擔將直流與交流的整流機能，將發動機或馬達從低速到高速進行準確的迴圈運

轉，來減少電力耗損，並提供整車安定的電源。一般來說，功率半導體的元件電

流方向為縱向（與表面垂直），元件所重視的參數在於耐電壓、導通電阻

(on-resistance)、元件的切換頻率等。 

而為了延長電動車續航力，功率半導體元件為電動車動力系統當中驅動的重

要元件，可協助控制馬達的逆變器(Inverter)、升/降壓轉換器(DC-DC Converter)

及車載充電器(On Board Charger)、電池管理系統及馬達控制器等裝置的運作。 

在這些電力轉換的過程中，控制用的半導體元件經常處於高電壓、大電流的

操作環境，但傳統矽基的一般半導體結構在這種高電壓、大電流的環境中很容易

產生發熱而造成元件的損壞，同時也降低裝置在動力系統中的轉換效率。因此能

有效協助電源與電力控制的新式功率半導體成為電動車廠商近期競逐的重心。其

中 SiC 材料因具備高崩潰電壓（高於 Si 材料約 10 倍），因此耐壓性較 Si 元件來

的高。同時導熱性也優於 Si 材料約 2~3 倍，因此能夠在高溫環境下正常運作，降

低散熱模組的裝置成本，再加上 SiC 材料電子飽和速度高於 Si 材料，因此元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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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切換頻率優於 Si 材料許多。 

也因為種種材料本身的優異特性，使得 SiC 材料所製備的功率半導體元件，

應用在電動車領域的優勢提升動力系統的高效率化和模組的小型化： 

 動力系統的高效率化：意即當馬達改變迴轉速度時，可改善逆變器頻繁

切換所造成的電力損耗進而延長續航力。 

 模組小型化：因 SiC 的高效率切換能力，可減少驅動系統的發熱問題，

進而減少散熱模組體積，有助於電動汽車驅動系統和車身本身的小型化。 

二、 From Si to SiC Inverter 功率元件材料變化 

在電動車的動力系統設計中，其 Power control unit 的組成有 Inverter、DC-DC 

converter、Boost converter（升壓轉換器）等裝置，其動力系統動作方式為，Boost 

converter 提升電池中電力的電壓，透過 Inverter 將電池的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

之後交流電對驅動馬達進行供電。而在電力系統的設計上，透過 DC-DC converter

來進行 12V 的車載設備與蓄電池的供電。 

由於 Inverter 對電動車動力系統的重要性至關重大，我們觀察 Inverter 市場的

變化，預估 2020 年後，EV 與 PHEV(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驅動用 Inverter

的市場擴大化將備受期待（圖 1.9）。 

 
資料來源：富士經濟(2021) 

圖 1.9、xEV 驅動用 Inverter 市場規模預估 

 

在電動車驅動用 Inverter 方面，目前主流車廠仍然使用以 Si 為主的 IGBT 元

件，但在 Tesla 在 Model 3 車型上開始使用 SiC MOSFET（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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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電晶體）之後，相關市場趨勢開始發生變化。這也意味著當電動車所需的功率

半導體材料逐漸由 Si 材料演進至 SiC 材料時，SiC 材料的角色將更形重大。 

而目前在電動車動力系統的設計發展上，集結了馬達、power electronics、

transaxle、Gear 減速機等裝置一體化的 eAxle 驅動單元的設計，其需求已逐漸擴

大化。因此如何讓驅動單元當中的零組件有效縮小體積，以達到模組的小型化，

也成為近期電動車馬達業者的熱門課題。 

其中 SiC 材料具備高崩潰電壓特性，具備高速切換的開關機能，並可提供更

高的功率密度來發展小型化電池模組。車載系統當中>650V 的高電壓系統如馬達

驅動電路（如牽引 Inverter）、車載高電壓電池充電電路（如 OBC），都是 SiC 

MOSFET 未來發展的潛力產品。使用 SiC MOSFET 可提高電動車整體動力系統

的效率，改善開關損耗、傳導損耗和降低發熱，藉此提高系統運作效率，達到模

組動力的低損失化，並降低散熱模組體積，進而提高電池利用效率，延長續航力。 

三、 SiC 相關元件市場發展前景 

在 SiC 相關元件的市場發展方面，SiC MOSFET 因 Tesla Model 3 長程版導入

其動力系統中的 Inverter 模組而一躍成為業界熱門話題，預估未來隨著電動車滲

透率逐漸提升，搭載 SiC MOSFET 元件的電動車動力系統將會逐漸擴大。 

另外，高階電動車款近期設計搭載大容量電池以提高續航力，為此車廠紛紛

朝向開發 800V 系統來提高效率與縮短充電時間。在 800V 系統當中，需要配備

耐壓達 1200V 的功率半導體，因此可以承受高電壓並達到低損失的 SiC 材料的角

色也越顯吃重。預估 SiC MOSFET 在 DC-DC converter 與車載充電器的市場也將

伴隨電動車市場的增長而提升。預計至 2025 年時，SiC MOSFET 在車用領域的

市場占有率將達到整體 SiC MOSFET 約 65.8%。 

而在 SiC SBD(Schottky Barrier Diode)市場發展方面，受惠於電動車市場日漸

普及，DC-DC Converter、OBC 與快充充電樁市場將逐漸成長，是未來 SiC SBD

元件最受到矚目的應用。預計至 2025 年時，汽車領域使用 SiC SBD 將佔整體 SiC 

SBD 市場約 26.9%。 

 

第四節 小結 

近年來，隨著 5G、IoT 基礎設施日趨健全，智慧城市、電動車、綠色能源與

太空科技等應用日益普及，以高頻通訊、高功率應用為主之第三類半導體需求大

增，預期市場也將有超過 40%的成長，全球紛紛投入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布局。 

首先，在 5G 應用方面，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中，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超

高可靠度和超低延遲通訊、巨量多機器型態通訊等技術需求，將帶來化合物半導

體於 5G 基礎設施、行動載具及消費性產品等相關晶片的商機。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之建議 

 

22 

其二，在電動車應用方面，其變革正朝向網路連結、自動駕駛、可共享、電

動化等四大方向行進，無論是電動車相關零組件，或是充電站等基礎建設，都將

帶來 GaN、SiC 化合物半導體在高頻或高功率應用的商機。 

其三，在綠色能源應用方面，在全球淨零排放趨勢下，風力發電、太陽能發

電等再生能源成為減碳過程必要之手段，在綠能基礎設施發電、儲電或輸電等應

用中，化合物半導體如 SiC 寬能隙功率元件扮演不可或缺的要角。 

最後，在衛星通訊應用方面，後 5G 世代無所不在的通訊需求，將延伸至太

空領域，未來幾年商用通訊廣播與輔助定位等服務將日趨蓬勃，因此低軌衛星布

建將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主力，也帶動化合物半導體市場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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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點國家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 

由於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基於各種不同的應用需求，半導體材料也從第一

類矽基材料，到第二類 GaAs、InP、演進到第三類，以 GaN 及 SiC 為主的寬能隙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目前第三類化合物半導體材料具有寬能隙等重要特性，因此具有耐高電壓、

耐高溫及高頻率等優良特性，可因應電動車、綠能、5G 基站、雷達及快充等終

端應用趨勢。進而推升化合物半導體市場，讓各國注意到化合物半導體的重要

性。本章將就全球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相關政策進行分析。 

 

第一節 歐洲各國產業鏈現況與發展 

一、 歐洲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概況 

歐洲為早期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地區之一，主要半導體發展重點方向為汽車和

工業半導體。也因此也孕育出英飛凌(Infineon)、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

及恩智浦(NXP)等汽車和工業半導體方面等 IDM 巨頭，這也是歐洲在全球化合物

半導體上能夠備受重視之因素。 

由於歐洲非常重視汽車半導體，所以很早就投入碳化矽元件開發，如英飛凌

在 2001 年就上市 SiC 二極體，意法半導體則是在 2009 年推出全球第一顆 SiC 

MOSFET，並且由於意法半導體和特斯拉在 2017 年將 SiC 技術引入 Model 3 的牽

引 Inverter，也讓 SiC 功率元件開始備受重視。由於英飛凌及意法半導體這兩家

公司在 SiC 功率元件領域的長期投入及開發，所以在 SiC 功率元件領域，意法半

導體及英飛凌的全球市占率分別為 40%及 22%，高居第一名及第二名（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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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Yole (2022/4) 

圖 2.1、全球前六大 SiC 元件廠商 

 

在 GaN 功率元件方面，愛爾蘭的 Navitas 是 GaN 功率晶片的市場領導者，

Navitas 是一家 Fabless 的設計公司，晶片是委託台積電進行生產製造，並且由

Amkor 進行封裝測試。該公司的 GaN 功率晶片的全球市占率為 29%，目前市場

90%智慧手機與筆電廠商都與 Navitas 合作關係。而英飛凌與意法半導體也有推

出針對車用及工業用的 GaN 功率元件，主要鎖定工業驅動馬達、太陽能 Inverter、

電動汽車充電器等市場。此外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也是歐洲非常重要的

GaN 功率元件的研究單位，完成開發 1200V GaN-on-QST(Qromis)磊晶技術及

200V GaN-on-SOI 智慧功率整合電路(IC)平台，希望可以更進一步縮小元件尺寸

與提高運作效率，並且擴大 GaN 應用電壓及電流範圍，讓 GaN 未來可以有更多

應用。 

在 GaN 射頻元件方面，恩智浦為歐洲主要廠商，該公司主攻車載通訊和射

頻晶片模組，並且為強化電信基礎設施效能，恩智浦將 GaN 技術整合至旗下多

晶片模組平台，將使 5G 基礎設施的效能提高 8%，以實現高效能網路。而意法半

導體則是與 MACOM 合作生產 GaN-on-Si 的射頻元件，與傳統 GaN-on-SiC 的射

頻元件方案相比，GaN-on-Si 具有顯著的成本優勢，主要瞄準全球 5G 基地台市

場。此外還有法國的 OMMIC 和 UMS(United Monolithic Semiconductors)，其中

OMMIC 專注於太空市場，主要發展重點集中在 Ka 波段與衛星通訊用的功率放

大器等；而 UMS 則是全球通訊、雷達、射頻系統的 MMIC 供應商，這兩家公司

除了本身就有推出 GaN 射頻產品外，並且也提供晶圓代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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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歐洲也是重要晶圓代工及磊晶生產區域，其中德國的 X-FAB 是全球主

要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晶圓代工工廠，其代工模式如圖 2.2，分別在德國與美國

進行 GaN-on-Si 與 SiC 的晶圓代工生產。英國的 IQE 為全球磊晶龍頭，是全球唯

一具有 MOCVD 及 MBE 量產技術的廠商；此外法國的 Soitec 是 SOI 晶圓供應商，

在 2019 年時併購了比利時 EpiGaN 磊晶公司，獲得了 GaN 磊晶生產技術，並計

畫以 GaN-on-SOI 進入 5G 功率放大器市場。此外 Soitec 也與法國研究單位

CEA-Leti 共同研發 SmartSiC™基板（圖 2.3），並且在 2022 年時完成 8 吋的

SmartSiC™基板樣品並開始進行送樣驗證，並計畫在法國貝爾南建立新的基板生

產廠區，該廠區不僅生產 6 吋及 8 吋 SmartSiC™基板，同時也生產 12 吋 SOI 基

板，該廠預計在 2023 年下半年進行量產。 

 
資料來源：X-FAB 

圖 2.2、X-FAB 寬能隙半導體代工模式 

 

 
資料來源：Soitec 

圖 2.3、Soitec 的 SmartSiC™基板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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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洲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政策 

在中美科技戰及疫情衝擊半導體供應鏈下，歐洲國家開始重視關於半導體生

產過度依賴亞洲等問題，紛紛提出半導體相關法案及政策，以避免半導體關鍵產

業受制於人。在 2020 年，歐盟有 17 個國家聯合發佈了《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

技計畫聯合聲明》，宣佈了未來 2-3 年內對半導體領域投入達 1,450 億歐元。2021

年歐盟委員會公布了《歐洲晶片法案》，提出到 2030 年歐洲計畫投入超 430 億歐

元用以提振晶片產業；並且成立《歐洲半導體聯盟》，推動歐盟半導體供應鏈合

作，以減少歐盟對其他國家半導體供應商的依賴。而英國在脫歐之後也積極佈局

半導體技術和產業發展，英國國防部在 2020 年發佈了《2020 年科技戰略》報告，

英國必須通過發展科學技術，以避免科技上落後。 

而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方面，由於零碳排放等政策因素，歐盟在 2020 年成

立「GaNext 項目」，專案金額為 1,030 萬歐元，主要研發全球最緻密、最高效的

650V GaN 功率模組，共有 13 家公司及研究機構加入計畫。到了 2021 年，歐盟

分別成立「Transform (Trusted European SiC Value Chain for a greener Economy」專

案」與「YESvGaN 項目」，專案金額分別為 8,900 萬歐元及 2,700 萬歐元。兩個

專案分別針對 SiC 及 GaN 功率元件進行開發研究，分別有 34 家與 27 家歐洲公

司、大學以及研究機構加入這兩項計畫。而英國學術界和工業界也在 2020 年共

同發佈了《低損耗電子材料路線圖》，為英國在 SiC、GaN 等寬能隙半導體材料

以及氧化鎵(Ga2O3)、鑽石、氮化鋁(AlN)等超寬能隙半導體材料的發展路徑指明

了方向。此外在 2021 年，英國政府宣布將支持化合物半導體中心(CSC)和 Newport

晶圓廠(NWF)開發 8 吋 GaN HEMT 代工製程專案，期望能夠在 8 吋晶圓平台上提

供代工等級的 650V GaN-on-Si 高電子遷移率電晶體(GaN-on-Si HEMT)製程。歐

洲近年化合物半導體相關計畫整理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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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020~2021 年歐洲設立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研發項目 

年份 機構 合作單位 金額 內容 

2020 

歐盟 

GaNext 項目 

英國 Cambridge GaN 

Devices等 13家歐洲機

構參與 

1,030 萬歐元 
研發全球最緻密、最高效的

650V GaN 功率模組 

英國  2,544 萬英鎊 

啟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建設重

大專案，使英國能夠在 5G、電

動車、醫療設備等關鍵領域保

持全球影響力 

2021 

TRANSFROM

項目 

博世、Aixtron、意法半

導體等 34 家歐洲機構

參與 

8,900 萬歐元 
圍繞 SiC 功率半導體，建立彈

性的歐洲供應鏈 

YESvGaN 

項目 

博 世 、 Aixtron 、

X-FAB 、 Fraunhofer 

Institute等 27家歐洲機

構參與 

2,700 萬歐元 
GaN-on-Si 功率元件大規模量

產技術研究 

英國研究與創

新中心(UKRI) 

英國化合物半導體中

心(CSC)、Newport 等 
6,300 萬英鎊 

200mm GaN HEMT 

生產技術 

資料來源：CASA (2022/3) 

 

由於歐洲地區非常重視碳排放議題，所以歐洲主要大廠均大力投資於化合物

半導體上，以擴大產能滿足市場需求（表 2.2）。其中英飛凌在 2018 年收購德國

新創公司 Siltectra，並用該公司冷切割(Cold Split)技術切割 SiC 晶圓，可以使單片

晶圓可產出的晶片數量翻倍。此外英飛凌為了鞏固和增強其在功率半導體市場的

領導地位，除了未來幾年計畫把奧地利的 Si 半導體工廠轉換為生產寬能隙化合物

半導體外，並將斥資逾 20 億歐元，在馬來西亞居林工廠建造第三個廠區用於生

產 SiC 和 GaN 功率半導體產品，將可大幅提升英飛凌在寬能隙(SiC 和 GaN)半導

體的產能，新廠預計 2024 年下半年開始出貨，每年可為英飛凌創造 20 億歐元的

營收。 

而意法半導體以往是在義大利和新加坡兩家 6 吋晶圓廠生產 SiC 晶圓，為了

擴大產能，在 2022 年於瑞典 Norrkoping 工廠開始生產 8 吋 SiC 晶圓，並且也將

繼續擴建義大利和新加坡的 SiC產能，計劃到 2024年將 SiC晶圓產能提升到 2017

年的 10 倍，以支援眾多汽車和工業客戶的業務成長計畫。此外意法半導體為了

鞏固 SiC 基板來源，在 2019 年先與 Wolfspeed 簽署了超過 5 億美元的 SiC 基板合

約，並且併購瑞典 SiC 基板製造商 Norstel AB。在 GaN 方面，意法半導體則是

2020 年與法國 Exagan 磊晶公司簽訂併購協議，同年又與台積電合作開發及生產

GaN 產品，並且 2021 年宣布投入 7 億美元將用於策略計畫，策略計畫包括正在

建的義大利 12 吋新晶圓廠、義大利 SiC 工廠，以及法國 GaN 工廠。 

在恩智浦方面，恩智浦看好 5G 功率射頻放大器對 GaN 技術的需求，在 2020

年宣布在美國亞利桑納州設立 6 吋晶圓廠，主攻 GaN 射頻元件功率放大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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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第一座 6 吋 GaN-on-SiC 晶圓廠。並且在 2022 年宣布將在美國德州奧斯汀

投入 26 億美元進行擴產，最快在 2024 年動工，預計 2026 年量產。 

表 2.2、歐洲主要化合物半導體企業布局狀況 

企業 布局情況 

意法半導體 

(STM) 

1. 2019 年收購 Norstel，上游延伸至 SiC 基板 

2. 義大利工廠佈局 6”及 8” SiC 晶圓生產線 

3. 新加坡工廠進行升級改造為 8” SiC 晶圓生產線 

4. 收購法國 Exagan/SOMOS，擴大 GaN 磊晶及 GaN-on-Si 射頻生產線 

5. 2021 年宣布投入 7 億美元將用於策略計畫，包括義大利 12 吋新晶圓廠、

義大利 SiC 工廠，以及法國 GaN 工廠。 

英飛凌 

(Infineon) 

1. 建置 8” GaN-on-Si 生產線 

2. 投資 3,500 萬歐元做碳化矽的技術研發 

恩智浦 

(NXP) 

1. 2020 年在美國亞利桑納州設立 6 吋晶圓廠，主攻 GaN RF PA 

2. 2022 年宣布在美國德州投入 26 億美元擴產，預計 2026 年量產 

Navitas 
1. 2021 年收購 Live Oak II 後以 10.4 億美元的企業價值上市 

2. 除了快充產品外，未來將往資料中心、太陽能、電動車發展 

資料來源：PIDA 整理(2022/6) 

 

由於歐洲半導體廠商在汽車和工業等領域積累優勢，尤其是汽車半導體領

域，英飛凌、恩智浦及意法半導體等歐洲巨頭均已經累積數十年的經驗。此外歐

洲半導體巨頭均為 IDM 廠商，自身就可以生產及製造晶片，這些廠商紛紛投入

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領域進行布局，未來的實力並不可小覷。 

在中美科技戰及零碳排放等政策因素，歐洲國家紛紛提出半導體相關法案及

政策，以避免半導體關鍵產業受制於人，並且聯合歐洲多家企業及研究機構共同

開發化合物半導體，並希望可以在建立完整的價值鏈，以減少在政治和經濟權力

關係危機下對外部國家的依賴。 

 

第二節 美國相關產業鏈現況與發展 

一、 美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概況 

2021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為 5,559 億美元（圖 2.4），若將背後眾多產業分工體

系加入後，半導體產業 2021 年營收為 8,925 億美元（表 2.3）。其中美國在 2021

年半導體產業的營收產值達 3,598 億美元，佔全球半導體市場營收比重高達

40%，高居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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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gitimes Research (2022/03) 

圖 2.4、2021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區域比重 

 

表 2.3、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區域營收 

 
資料來源：Digitimes Research (2022/03) 

 

在化合物半導體方面，美國更是一枝獨秀。由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軍用生產

國家，且第三類半導體大多從軍用及航太領域發展而來，不論 GaN 或是 SiC 均

研究發展許久，其專利數也是非常突出，其中 Wolfspeed 從 2019 起就開始陸續出

售其 LED 與照明部門，並專注於 SiC 及 GaN 等寬能隙材料與元件之設計製造。

Wolfspeed 不但擁有全球最多 SiC 相關專利，在 GaN 部分的專利數全球也僅次於

美國 台灣 韓國 歐洲 日本 中國 Others Total

IC設計 1,150 448 21 7 17 250 6 1,899

IDM 1,589 91 1,050 465 350 90 25 3,660

晶圓代工 66 710 201 0 0 89 0 1,066

封裝/測試 64 232 6 0 0 95 0 397

IP/EDA等 124 15 0 56 4 2 5 206

設備/材料 605 73 40 347 527 105 0 1,697

3,598 1,569 1,318 875 898 631 36 8,925

40% 18% 15% 10% 10% 7% 0% 100%

2021年各國半導體產業鏈營收(億美元)

各地區營收

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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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itomo。除了專利數眾多以外，美國也擁有全球主要的半導體設備商，如應用

材料(Applied Materials)、柯林研發(Lam Research)、威可儀器(Veeco)及科磊(KLA)

等均讓美國在第三類半導體技術發展上取得領先。 

在市場方面，Wolfspeed、II-VI 兩家公司在全球 SiC 基板佔比就超過 75%（圖

2.5(a)），而 Wolfspeed 以及安森美(onsemi)為全球主要 SiC 功率元件廠商（如圖

2.5(b)），已推出多款 SiC 元件及模組。在 GaN 功率元件方面，Power Integrations、

EPC 及 Transphorm 在 GaN 充電元件的全球排名分別為第二、第四及第五名，合

計全球市佔率為 44%（圖 2.6(a)）；在 GaN 射頻領域方面，Wolfspeed 與 Qorvo 在

GaN 射頻元件的市佔率分別為 24%與 20%，也是全球第二及第三名的射頻元件大

廠（圖 2.6(b)）。 

a).                             (b). 

   

資料來源: Wolfspeed(2021), Infineon(2022) 

圖 2.5、(a)SiC 基板 (b)SiC 元件市場比重 

 

a).                             (b). 

   

資料來源: Trendforce(2021), EET-China(2021) 

圖 2.6、(a)GaN 功率元件 (b)GaN RF 元件市場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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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政策 

由於 2021 年時，全球半導體晶片缺貨，讓美國政府為確保半導體產業鏈、

供應鏈自主和安全，加大資金投入半導體產業。並在 2021 年 5 月成立美國半導

體聯盟(SIAC)，成員包括蘋果、高通、英特爾、SML、ARM、台積電和聯發科等。

其主要任務為促進美國的半導體製造和研究，以加強美國經濟、國家安全和關鍵

基礎設施，並且該年 9 月要求半導體企業供應鏈要資訊共用共享。到了 2022 年 2

月，美國參眾兩院更先後通過《2021 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和《2022 年美國

競爭法案》，同意撥款 520 億美元支持半導體生產，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

濟的未來。 

而在化合物半導體方面，早在 2002年，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劃局(DARPA) 就

啟動了《寬能隙半導體技術計劃(WBGSTI)》，針對 SiC 長晶進行研究。到了 2010

年，美國推出《寬能隙半導體技術創新計劃》，主要為推動高性能 SiC、GaN 材

料的應用與各種商用系統開發。在 2011 年，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劃局(DARPA)

開始推動GaN材料在高頻領域的應用。之後陸續有能源先期研究計劃局(ARPA-E)

等單位提出相關政策計畫，來開發下一代功率轉換元件。此外近期美國國家安全

委員會(NSCAI)也特別點名 GaN 材料及電晶體研發的重要性；而在美國半導體產

業協會(SIA)的新任董事成員也有多位化合物半導體相關業者加入，顯示美國對於

化合物半導體的重視也與日俱增。根據統計，從 2002 年至 2019 年間，美國針對

第三類化合物半導體總共提出 23 項計畫，總共投入經費超過 22 億美元。而在

2020~2021 年時，美國能源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政府單位和軍方持續

提出 6 項研發計畫（表 2.4），希望美國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可以持續保持領先態

勢。 

表 2.4、2020~2021 年美國設立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研發項目 

年份 機構 合作單位 金額(US$) 內容 

2020 

美國能源部 紐約州立大學 62.5 萬 
研究降低用於高性能應用 SiC 功率

元件製造成本 

美國能源部 DELTA 700 萬 研發高速 EV 充電器的固態變壓器 

美國國防部 Qorvo 7,500 萬 

滿足下一代相控陣雷達系統、無人

車、電子戰平臺和衛星通訊的先進異

質合成封裝射頻製造和原型設計 

2021 

國家科學 

基金會 
阿肯色大學 1,800 萬 SiC 研究及製造設施 

美國陸軍 阿肯色大學 500 萬 SiC 研究及製造設施 

美國海軍 

陸戰隊 
Raytheon 6,300 萬 GaN, AESA 雷達 

資料來源：CASA (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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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車用市場、5G 基地台建設對 SiC 及 GaN 元件的需求持續擴大，SiC 基

板需求也愈來愈大（圖 2.7），因此 Wolfspeed 及 II-VI 兩家公司均對 SiC 基板進行

擴產，其中 Wolfspeed 投資 10 億美元，在北卡總部及紐約州新增 8 吋 SiC 基板工

廠與 8 吋 SiC 功率元件及 GaN 射頻元件產線，將產能擴充 30 倍。II-VI 也計畫將

6 吋 SiC 基板產能擴大 5-10 倍，以滿足市場需求。此外鞏固 SiC 基板產能，安森

美於 2021 年 11 月完成收購碳化矽生產商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GTAT)，並

計畫擴大投資 GTAT 的生產設備，預計於 2022 年底擴充 SiC 基板的產能增加 4

倍以上，讓安森美的 SiC 業務營收成長 1 倍，預估 2024 年將可貢獻營收達 26 億

美元。 

 
資料來源: Yole, Wolfspeed, 2021/11 

圖 2.7、2022~2026 年 SiC 元件及基板之市場預測 

 

在 GaN 方面，在射頻領域上，Qorvo 及 MACOM 分別透過收購其他公司等

方式，來擴大自身的生產能力及其他應用市場機會。而在功率領域上，除了德州

儀器(TI)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廠外，其他如 Power Integrations、EPC 與 Transphorm

都屬於新創設計公司，必須找晶圓代工廠商進行生產，如 Power Integrations 是委

託 X-FAB 進行生產製造，EPC 則是委託漢磊代工，Transphorm 除了與環球晶進

行磊晶合作，增加其產能外，並且收購日本富士通 GaN 元件製造廠，以擴大其

生產能力。 

美國為全球化合物半導體最主要的應用市場，並且由於化合物半導體材料特

性，是國防及航太重要元件，所以美國軍方及政府單位很早就開始針對化合物半

導體進行研究發展，並且至今仍持續投入經費進行研發，以確保美國在化合物半

導體技術領先之優勢。此外 5G 通訊、電動車的市場快速發展，讓 GaN 及 SiC 等

化合物半導體市場需求快速增加，讓美國化合物半導體相關企業透過擴廠及併購

等方式來增加產能，來擴大產品市佔率，以確保市場競爭優勢。 

 

第三節 日韓相關產業鏈現況與發展 

一、 日韓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概況 

在 1980 年代，日本曾經是世界半導體及化合物半導體的領先國家，但是很

可惜自 1990 年代開始，由於美國以「國家安全」逼日本簽屬《美日半導體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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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本半導體就被南韓及臺灣的後起之秀所取代，剩瑞薩電子(Renesas)、羅姆

半導體(ROHM)在功率半導體領域以及半導體材料設備領域保有存在感。而韓國

在 1980 年代開始以矽為主體的 VLSI 及 DRAM 的研發及生產，造就了三星電子

(Samsung Electronics)及 SK 海力士(SK Hynix)這兩家半導體產業的巨擘。隨後韓

國也投入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但在亞洲金融風暴及網路泡沫之後，韓國在化合

物半導體領域也停止發展。不過近年來 5G、電動車以及減碳排放等環保議題趨

勢帶動下，日本及韓國均以「電力半導體」做為呼應碳中和的重要投入項目，並

紛紛投入 SiC 與 GaN 等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領域，以滿足日韓兩國在 5G 通訊及

電動車等產業上對於化合物半導體的需求。 

日本是半導體材料及設備大國，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也開發多時，不論在 SiC

及 GaN 領域，日本專利申請的數量均為全球最多（圖 2.8）。所以日本擁有多家

化合物半導體知名廠商，如羅姆半導體(ROHM)、住友電工(Sumitomo)、東芝

(Toshiba)、三菱(Mitsubishi)和 Denso 等。目前日本公司擁有大約 20%的 SiC 功率

半導體市場，其中 ROHM 是日本最大的 SiC 功率半導體與 SiC 基板生產商，在

碳化矽領域已經投入了 20 多年的時間，目前擁有全球 10%左右的 SiC 功率半導

體市場和 13%的 SiC 基板市場。此外東芝、三菱和 Denso 則是分別關注在工業、

火車、海上風力發電機和數據中心以及汽車領域的 SiC 功率半導體，並且均在擴

增其產能。 

 
資料來源：Knowmade (2022/5) 

圖 2.8、全球 GaN 及 SiC 專利申請來源國分布情況 

 

在 GaN 領域，住友電工為全球 GaN 射頻元件第一大供應商，目前擁有全球

40%左右的 GaN 射頻元件市場。此外，日本住友電工及三菱化學是全球少數可以

生產 GaN 單晶基板的廠商，其技術在業內處於領先地位。不過日本在 GaN 功率

元件發展較為弱勢，大多數廠商均已經放棄這塊市場，目前僅有 ROHM 和松下

電器(Panasonic)仍在進行相關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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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半導體產業主要在半導體製造及製程具有優勢，但在材料、零組件及設

備技術競爭力不足，主要仰賴進口。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韓國由於缺乏專利和技

術，目前僅有少數廠商有在生產，90%均需要仰賴進口。其中最主要的廠商為 SK

集團，旗下的 SK Siltron 是全球前五大矽基板製造商，並在 2019 年時以 4.5 億美

元的價格收購了美國杜邦公司的 SiC 事業部，開始跨入 SiC 基板及磊晶事業，SK 

Siltron 目前為全球第四大 SiC 基板廠商，市佔率為 5%。另外 SK 集團在 2021 年

收購 Yes Power Technix 的 33.6%股份，Yes Power Technix 是韓國唯一 SiC 功率半

導體元件生產製造商，SiC 晶圓年產能約為 14,000 片。 

二、 日韓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政策 

在中美科技戰及疫情衝擊半導體供應鏈下，日本與韓國為了強化半導體供應

鏈的穩定性，紛紛提出半導體政策，以確保半導體供給穩定。其中日本政府在 2021

年批准了 7,740 億日元（約 68 億美元）半導體在地化投資資金，旨在確保穩定半

導體供應。而同年韓國政府也公布「K-半導體戰略」，在未來 10 年將投資 510 兆

韓元(約 3,953 億美元)，願景是 2030 年建設韓國成為全球最先進、最大的半導體

產業供應鏈生產基地，要引領全球半導體供應鏈。 

而在化合物半導體部分，兩國也提出相關產業政策。其中日本政府為了因應

科技發展與節能減碳趨勢的需要，提出促進「半導體材料創新」，包括 SiC、GaN、

以及日本近年鼓勵發展的氧化鎵(Ga2O3)等材料。此外在功率半導體上，由日本新

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規劃專案，並支出 305 億日幣（約 2.6 億美元）

於功率半導體專案上，並且規劃大量生產 SiC 功率半導體及開發更先進的 GaN

元件，期望讓日本功率半導體市占率在 2030 年可以從目前的 20%提高到 40%。

此外日本經產省準備資助日本企業和大學對於GaN材料部署研發項目，預計 2021

將撥款 2,030 萬美元，未來 5 年共斥資 8,560 萬美元進行研發。 

而在韓國方面，韓國貿易工業和能源部(MOTIE)在 2021 年發佈先進功率半導

體研發和產能提升計畫，用於人工智慧系統、電動汽車、5G 通訊系統和再生能

源發電等產業中。並專注於 SiC、GaN 和 Ga2O3三種材料的應用技術，計劃到 2025

年時韓國至少有 5 種先進功率半導體商業產品，並且在未來 10 年將投資 2.5 兆韓

元（約 22 億美元），加快功率半導體、先進感測器和 AI 晶片技術等系統級晶片

技術的研發。而在射頻領域，韓國在 2021 年宣佈啟動“X-band GaN 半導體積體電

路”國產化課題。由韓國無線通訊裝置半導體企業 RFHIC 為主，SK Siltron 與韓

國電子通訊研究院(ETRI)分別負責 SiC 基板及 GaN MMIC 的製作。 

由於日本及韓國均非常重視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所以兩國企業也紛紛對於

化合物半導體進行布局及擴產規畫，在日本方面，羅姆半導體先在 2019 年收購

SiCrystal，鞏固 SiC 基板來源，並且在築後新建 6 吋 SiC 磊晶工廠，年產能約 15

萬片，並且在 2022 年決定投資 1,500 億日圓（約 12.6 億美元）來大幅增產 SiC

功率半導體，預計到 2025 年時產能將擴增至目前的 6 倍，並且持續進行設備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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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計劃在 2030 年度將產能擴增至 2021 年度的 25 倍水準，拚當全球龍頭。此

外 ROHM 和台達電也締結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將攜手研發 GaN 功率半導體。

而東芝則是在 2022 年投資 1,000 億日圓(約 8.39 億美元)，針對包括 SiC 和 GaN

等功率元件進行擴廠，東芝計劃到 2024 年將 SiC 功率半導體的產量提高 3 倍以

上，到 2026 年提高 10 倍。在射頻元件方面，住友電工則是與美國 II-VI 公司合

作，在美國生産 5G 基地台專用之通訊半導體產品，以服務美國及歐洲市場。 

而在韓國方面，SK 集團規劃在 2025 年前將投資頂尖半導體材料領域 5.1 兆

韓元（約 39.5 億美元），並且其中 7,000 億韓元（約 5.4 億美元）用於 SiC 基板業

務上。使得 SK 集團 SiC 基板產能從 2021 年的 3 萬片提升到 2025 年 60 萬片，足

足增加 20 倍。此外 SK 集團美國子公司 SK Siltron CSS 在 2021 年在美國密西根

州投資 3 億美元，擴大 SiC 生產設備。未來 SK 集團會進一步擴展 SiC 產品線（如

GaN-on-SiC 等），成為了一家類似 Wolfspeed 的 SiC 全產業鏈布局企業。此外 LX

集團（原 LG）也與現代汽車合作，重新投入車用半導體市場，並且規劃收購

Magnachip後與旗下LX Semicon進行合併成為一家 IDM廠商，並且規劃將於 2022

年下半年開始生產車用 SiC 元件。日本韓國主要化合物半導體企業布局如表 2.5。 

表 2.5、日本與韓國主要化合物半導體企業布局概況 

國家 企業 布局情況 

日本 

ROHM 

1. 收購 SiCrystal，延伸至 SiC 基板。 

2. 築後新建 6” SiC 磊晶線，2020 年投產，產能約 15 萬片/年。 

3. 2022 年決定投資 1,500 億日圓(約 12.6 億美元)來大幅增產 SiC 功

率半導體，預計到 2025 年時產能將擴增至目前的 6 倍，並且持

續進行設備投資，計劃在 2030 年度將產能擴增至 2021 年度的

25 倍水準。 

4. ROHM 和台達電也締結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將攜手研發氮化

鎵功率半導體。 

東芝 

1. 2022 年投資 1,000 億日圓（約 8.39 億美元），針對包括 SiC 和

GaN 等功率元件進行擴廠，計劃到 2024 年將 SiC 功率半導體的

產量提高 3 倍以上，到 2026 年提高 10 倍。 

住友電工 

1. 2016 年成立 TIA 電力電子研究基地，建立 6 吋 SiC 功率元件生

產線，預計 2022 年可以量產。 

2. 2021 年在美國成立生產線，提高對美國、歐洲客戶的銷售。 

韓國 

SK 集團 

1. 2019 年以 4.5 億美元收購美國杜邦公司的 SiC 事業部。 

2. 2021 年收購 Yes Power Technix SiC 製造商 33%股份，並在美國

密西根州投資 3 億美元，擴大 SiC 生產設備，未來進一步擴展

SiC 產品線(如 GaN-on-SiC 等)業務。 

3. 規劃到 2025 年間投資 7,000 億韓元（約 5.4 億美元）用於 SiC 基

板業務上。使得基板產能從 2021 年的 3 萬片提升到 2025 年 60

萬片。 

LX 集團 

1. 與現代汽車合作，重新投入車用半導體市場。 

2. 2022 年計畫收購 Magnachip，收購完成後將與旗下 LX Semicon

進行合併，並且規劃將於 2022 年下半年開始生產車用 SiC 元件。 

資料來源：PIDA 整理(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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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G、電動車以及減碳排放等環保議題趨勢帶動下，日本及韓國均以紛紛

投入 SiC 與 GaN 等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領域。且日韓兩國均為汽車大國，所以

均以發展化合物功率半導體為主要發展方向，以滿足兩國在未來電動車等產業上

的需求。 

日本原本就是化合物半導體大國，國內擁有多家化合物半導體知名廠商，且

日本政府也投入資源，期望讓日本功率半導體市占率在 2030年可以從目前的 20%

提高到 40%。而在韓國部分，由於韓國化合物半導體發展較晚，目前 90%均靠進

口，所以韓國政府也投入大量資源來開發化合物半導體技術，以打造自主供應

鏈。此外日韓兩國均為財團 IDM 企業模式，資源充足，並且在政府的鼓勵下，

日韓化合物半導體企業紛紛進行整合及擴產規畫，希望能夠擴大市場占有率。 

 

第四節 中國相關產業鏈現況與發展 

一、 中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概況 

中國大陸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在中國官方已將半導體產

業視為國家戰略，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國大陸的化合物半導體產線陸續

開通，產能不斷增加。根據 CASA 的統計資料，中國大陸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的

總產值達人民幣 127 億元（圖 2.9），較 2020 年增長 20.4%。其中基板部分的產值

約為 13.3 億人民幣、磊晶部分產值約為 8.1 億人民幣，元件模組產值約為 20.1 億

人民幣，系統裝置產值約為 85.5 億人民幣。 

 
資料來源：CASA Research, 2022/3 

圖 2.9、2021 年中國大陸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的總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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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大陸目前是全球電動車最大的市場，對於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來說也

是一塊非常大的市場，在 SiC 方面，目前中國大陸投入長晶的企業持續增加，最

主要有山東天岳及天科合達等，其中天科合達在全球市占率排名第五，目前在新

疆、北京、徐州和深圳等地進行擴廠，預計投入人民幣 30 多億元，其年產能預

計可增加 26 萬片；在磊晶部分，主要有瀚天天成及東莞天域；在元件開發方面，

三安集成與瀚薪科技等均已有相關產品上市。而在 GaN 領域，晶湛半導體已完

成在開發 12 吋 GaN-on-Si 磊晶技術，並且正在進行產能擴增，預計未來年產能

可再增加 24 萬片；英諾賽科(Innoscienc)目前是全球第三大 GaN 功率元件廠商。

在 RF 領域，在國防、軍用或是民用市場，中國大陸已經大量採用自製 GaN 射頻

元件，自製率超過 30%。除了上面所述，中國大陸還有許多企業布局化合物半導

體，表 2.6 為中國大陸布局化合物半導體列舉。 

表 2.6、中國大陸布局化合物半導體企業列舉 

 布局內容 

華潤微 
 6 吋 SiC 晶圓生產線量產，公開 1200V 和 650V 工業級 SiC 二極體 

 增資瀚天天成，持有 3.2%的股權，延伸產業鏈布局 

三安集成 

 在長沙研發與生產 SiC 導電及半絕緣基板以及 SiC 磊晶等 

 與美的集團共同成立「第三代半導體聯合實驗室」，聚焦 GaN 及 SiC 功率元

器件晶片與智慧功率模組研發，導入白色家電領域 

 與金龍客車，共同推動 SiC 功率元件和模組 

聞泰科技 

 收購安世半導體。並與聯合汽車電子達成合作協定，推動 GaN 在汽車市場的

研發和應用 

 提供高效的新能源汽車系統解決方案 

賽微電子 

 成立聚能晶源公司，從事 GaN 磊晶生產 

 成立聚能創芯，開發 GaN 功率及射頻元件、開發 650V 系列 GaN 功率元件產

品，應用於快速充電領域 

哈勃科技投資

公司 

 屬於華為旗下公司，2019 年投資 SiC 基板及晶片生產企業山東天嶽 10%股權 

 華為派遣技術人員與合作開發產品 

資料來源：兩岸經貿(2021/7) 

 

在設備部分，在中國國家科技計畫的大力支持下，中國大陸在化合物半導體

設備領域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已逐步縮小了與國外先進設備的技術差距。如中

電科集團、北方華創與中微半導體部分產品開始驗證並銷售。不過目前中國大陸

的設備在精度、均勻性和生產效率等方面仍需提升，並且也急需加快在量產線上

的應用推廣。 

二、 中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政策 

中國官方已將半導體產業視為國家戰略，從 2014 年開始就針對半導體及化

合物半導體視為發展重點之一。並且在 2020 年的「十四五(2021～2025 年)規畫」

中，大力支持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承諾，至 2025 年，

將向包括無線網路、人工智慧(AI)等技術領域投入約 10 兆元人民幣，將有一連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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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半導體產業的政策措施，其中有 8 項與化合物半導體相關（表 2.7），希望讓

中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可以茁壯並蓬勃發展。 

表 2.7、2021 年中國國家級化合物半導體相關重點研發計畫專案清單 

No. 項目 

1 新能源汽車應用的 SiC 材料與功率元件 

2 面向大資料中心應用的 GaN 基高效功率電子材料與器件 

3 5G 移動通訊基地台：GaN Sub-6 GHz 及毫米波材料與元件研發 

4 鎵系寬能帶半導體新型異質結構高靈敏智能材料和元件 

5 大尺寸 SiC 單晶基板設備產業化技術 

6 中高壓 SiC 超級結電荷平衡理論研究及器件研製 

7 GaN 單晶生長技術研究 

8 GaN-on-Si 積體電路方法與技術 

資料來源：CASA Research (2021/04) 

 

由於美中科技戰的關係，使得中國大陸更加強對於半導體產業的重視。為避

免國家重要戰略物資被外部勢力掌控，所以中國大陸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

程中心、國家工程實驗室等具研發實力之單位（表 2.8）均大力投入化合物半導

體研發上。由於相關研究機構大多有黨或是軍方背景，如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就是

中國大陸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是中國軍工電子、通訊網路、國家

戰略科技主要發展單位。集團底下的上市公司就多達 15 家。 

表 2.8、中國主要研究第三代半導體研究機構 

機構 項目 主要內容 

中國科學院 GaN/SiC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與元件開發：包括材料設備、高頻高功

率電子元件及應用；長晶磊晶設備、材料檢測技術 

中電科 13 所 GaN 射頻 
 射頻/微波元件，包括 GaN 和 SiC 的微波元件 

 半導體材料，包括 GaN 和 SiC 等磊晶材料 

中電科 55 所 
SiC 元件
/GaN IC 

 SiC 元件/SiC 磊晶片 

 GaN 功率 IC 

中電科 2 所 生產設備  SiC 長晶爐 

中電科 46 所 SiC 材料  SiC 基板 

全球能源互聯網

研究院 
SiC 元件  SiC 功率元件開發(IDM 模式) 

資料來源：PIDA 產研中心整理(2021/08) 

 

此外中國大陸也參考美國冷戰時期作法，將軍用技術轉入民間應用，並在

2017 年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透過「軍轉民，民參軍」的模式，將

國防科技工業與民用科技工業相結合，形成統一的國家科技工業基礎，建構一體

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以實現軍民兩部門合作共贏的目標。此外在 2021 年

時，中國大陸國資委為了加強高階晶片、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加強關鍵核心技

術開發，積極推動國有資本佈局改良和結構調整，適時籌組新的中央企業集團，



第二章 重點國家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 

 

39 

如中國普天併到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將原本分散的相同資源進行整合，可加快中

國大陸經濟產業佈局優化，並且對於維護供應鏈的穩定及加快培育具有競爭力的

一流企業具有重要意義。由於中國大陸在化合物半導體等多個領域的技術都有被

先進國家限制的問題，為避免國家發展受限，所以大陸官方希望透過「軍民融合」

及「新央企」等政策可以達到技術自主之目的。 

在中國政府的大力鼓勵，中國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投資熱度居高不下。在

2020 年，中國投資在化合物半導體的金額達人民幣 694 億元（不含光電），較 2019

年增長 161%（圖 2.10），其中 SiC 投資 17 項，涉及金額 550 億元；GaN 投資 7

項，涉及金額 144 億元。相關投資也逐漸產出成果，在 2021 年中國大陸 SiC 基

板年產能增加 57 萬片（4 吋與 6 吋合計）；而在 GaN 方面，英諾賽科的蘇州新的

8 吋廠在 2021 年 6 月正式量產，年產能可望再增加 78 萬片。所以估計到 2026 年

時，中國大陸在化合物半導體功率領域的市場規模有望達 500 億元人民幣。其中

電動車及充電基礎設施將是最大的應用領域，未來幾年占整體市場比重將保持在

50%以上。而在射頻領域上，由於中國大陸的 5G 基地站建設會在近幾年會達到

高峰，所以射頻元件需求大增，將使得中國大陸在化合物半導體射頻領域的市場

規模大幅成長。 

 
資料來源：CASA Reasearch (2021/3) 

圖 2.10、2017-2020 年中國投資化合物半導體金額 

 

中國大陸是世界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國，但自給率低，2020 年中國大陸進口半

導體的金額就高達 3,500 億美元。而且在中美科技大戰下，大陸對於半導體產業

更加重視，並於「十四五規畫」中大力支持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由於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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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目前以「舉國之力」押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並且透過「軍民融合」及「新央

企」等政策來整合並加速在化合物半導體技術自主之目的，希望能如同 5G 一樣

實現彎道超車之目的。 

由於化合物半導體非常適合使用在高頻、高功率、抗輻射及高溫環境之應

用，所以在軍用雷達、無人機與衛星無線通訊等軍事國防為目前最主要的應用。

且中國大陸的應用市場廣大，尤其在電動車、綠能、通訊等領域均需要用到化合

物半導體，所以儘管目前有中美貿易科技大戰等因素，但國際主要大廠及設備廠

商均在大陸成立機構或是與大陸公司進行合作。 

 

第五節 小結 

在全球淨零排放及智慧應用日趨普及之際，各國為了推動智慧城市、再生能

源、電動車與國防應用等，全球主要國家紛紛投入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的開發。

其中英飛凌、恩智浦及意法半導體等歐洲 IDM 半導體廠商在汽車和工業等領域

已積累技術優勢，並且紛紛進行擴廠來增加產能；美國則為全球化合物半導體最

主要的應用市場，Wolf-Speed、安森美、科沃等企業透過擴廠及併購等方式來增

加產能來擴大市占率，以確保競爭優勢；日韓兩國則是以滿足兩國未來電動車產

業需求，以功率化合物半導體為主要發展方向，ROHM、SK 等日韓集團也透過

擴廠及併購等方式來擴大市占率；中國大陸方面儘管起步較晚，但卻是以「舉國

之力」押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希望能夠加速化合物半導體技術自主，能如同 5G

一樣實現彎道超車之目的。 

在政策面方面，歐盟為推動零碳排放政策，在 2020 年成立「GaNext 項目」，

主要研發全球最緻密、最高效的 650V GaN 功率模組。2021 年，歐盟分別成立

「Transform 專案」與「YESvGaN 項目」，針對 SiC 及 GaN 功率元件進行開發研

究。美國在 2020~2021 年時，美國能源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政府單位

和軍方持續提出 6 項研發計畫，希望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保持領先態勢。此外美

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的新任董事成員，也有多位化合物半導體業者加入，顯示

美國對於化合物半導體的重視也與日俱增。日本及韓國政府在政策上，均提出發

展包括 SiC、GaN、以及鼓勵發展的 Ga2O3等「半導體材料創新」。期望讓日本及

韓國在功率半導體市占率可以大幅提升。中國官方在 2020 年的「十四五(2021～

2025 年)規畫」中，大力支持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已有一連串支持半導體產

業的政策措施發布，其中有 8 項與化合物半導體相關，希望扶植中國化合物半導

體產業蓬勃茁壯發展，以避免國家發展受限。此外各國也半導體相關產業紛紛提

出相關法案及政策，以強化自身產業鏈，減少因為中美政治環境和經濟權力關係

危機下對外部國家的依賴。 

臺灣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主要是以代工為主，但材料、設備與元件設計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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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日先進大國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臺灣應建立化合物半導體的完整供應鏈，

並尋求與國外先進大廠技術合作交流機會，以提升臺灣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的未

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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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 

第一節 我國產業鏈現況、優劣勢、發展方向 

臺灣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及專業分工，2021 年產值突破新台幣

4 兆元大關，約佔全球產值的 25%，對臺灣經濟發展貢獻不少，是我國重點產業

及重要經濟支柱。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臺灣在過去數十年中也在 LED 產業也

建立了很好的基礎。隨著智慧電動車、5G 通訊、綠能產業等應用需求增加，帶

動臺灣化合物半導體市場蓬勃發展。從 2020 年底開始，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產

業就陸續有相關產品推出，讓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的產值快速成長。根據 PIDA 產

研中心的統計，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不含 LED 部分）在 2021 年產值達新台

幣 835 億元，較 2020 年產值 661 億元，年成長率大幅增加 26.4%（圖 3.1）。 

 
資料來源：PIDA (2022) 

圖 3.1、臺灣化合物半導體 2020 與 2021 年產值變化 

 

目前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圖 3.2）已有台積電、中美晶、漢民科技、

穩懋半導體、鴻海集團等幾個主要集團投入開發，例如台積電與世界先進投入

GaN-on-Si 功率半導體的晶圓代工製造，目前已經有幫意法半導體與國際 IC 設計

公司（如 Navitas、GaN Systems 等）生產製造；而中美晶集團除了旗下的環球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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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2 年就跨足 SiC 及 GaN 材料研究外，另外旗下也有朋程與宏捷科專攻車

用半導體及通訊半導體市場，組成虛擬 IDM 集團，此外更斥資 1,500 萬美元投資

美國高功率 GaN 製造商 Transphorm，以集團力量擴大供應鏈；而漢民科技集團

則是臺灣最早布局化合物半導體的公司，除了漢民科技自己本身有在開發 SiC 基

板相關設備及技術外，旗下還有負責磊晶技術的嘉晶以及晶圓代工製造的漢磊，

體系十分完整；穩懋半導體則是全球最大的 GaAs 射頻晶片晶圓代工廠，早在 10

年前就開始研究用於基地台或衛星通訊的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在 2016 年就開

始交貨，如 SpaceX 的星鏈計畫中的衛星就有穩懋半導體的晶片；而鴻海集團則

是看好電動車市場，在 2020 年成立「MIH 電動車聯盟」後，就積極布局寬能隙

半導體產業，包括在 2021 年收購旺宏 6 吋晶圓廠、策略投資馬來西亞 DNeX 集

團以及與歐美品牌車廠 Stellantis 合作布局車用半導體等，並且在 2022 投資盛新

材料，藉以取得 SiC 基板供應來源，目標在 2024 年可以量產相關功率元件給 MIH

客戶使用。此外由於看好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的需求，臺灣還有富采投控（晶成

半導體）、聯電集團（聯穎光電）以及力積電等陸續投入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功

率元件代工行列，以搶占商機。 

 
資料來源：PIDA(2022) 

圖 3.2、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地圖 

 

在臺灣化合物半導體優劣勢（表 3.1）分析方面，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商業模

式大多以垂直整合製造商(IDM)為主，從晶片設計、生產製造、封裝測試均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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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辦，且掌握相關專利，與臺灣矽基半導體產業過去所擅長的「設計廠結合晶圓

代工」模式不同。目前臺灣在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領域，由於臺灣在矽基半導體

晶圓代工方面已有一定的技術水準，所以在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表 3.2）

上目前做晶圓代工生產製造的公司很多。不過有能力設計化合物半導體 IC 設計

的公司卻不多，化合物半導體的 IC 設計除了要有材料、物理、電磁波理論基礎

及機電整合背景外，更需要考慮於化合物半導體的材料品質及製程條件等變異因

素，所以設計人才非常稀有。此外目前臺灣在化合物半導體的材料及製程領域上

並不成熟，如 SiC 基板製造的技術仍待突破，GaN 磊晶良率等議題都會讓設計與

製造上會有特性差異及穩定度的問題，這些問題均需要花時間進行克服。此外由

於臺灣缺少本土汽車、通訊設備等品牌供應鏈，難以打入國外封閉的系統，使得

業者已開發完成的商品但沒有外商願意採用。另外臺灣化合物半導體公司規模不

夠大，且缺乏創投投資機制，讓相關業者因為資金問題而離開，導致研發能量的

損失。 

表 3.1、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 SWOT 分析 

優勢(S) 劣勢(W) 

1. 完善的半導體供應鏈體系 

2. 晶圓代工及封測能力已有一定水準 

1. 國內對於材料、設備仰賴外商供應 

2. 缺乏化合物半導體 IC 設計公司 

3. 國內較少終端應用市場 

機會(O) 威脅(T) 

1. 與國際大廠之間互相合作投資開發 

2. 與國際共同研發化合物半導體技術 

3. 吸引國際大廠訂單 

1. 中國大陸大舉投資化合物半導體 

2. 資金、人才、環境資源缺乏 

資料來源：PIDA (2022) 

 

表 3.2、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代表廠商 

類別 產業 代表廠商 

上游/設計 設計 立積、虹冠電、尼克森等 

中游/製造 

材料 越峰、中碳等 

晶圓基板 環球晶圓、漢民科技、穩晟、盛新等 

IDM 新唐、朋程、強茂、全訊等 

磊晶 嘉晶、全新、聯鈞等 

晶圓製造 
穩懋、台積電、世界先進、漢磊、台亞、宏捷科、晶

成半導體等 

下游/封測 
基板/導線架 順德、界霖、健策等 

封裝/測試 同欣電、聯鈞、頎邦、捷敏-KY 等 

資料來源：PIDA (2022) 

 

雖然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在材料、設備、資金與終端應用市場部分則比較

弱勢，但臺灣與國際大廠之間信任合作程度較佳；並且有完善的半導體供應鏈體

系，並且在電動車、軍工航太、資料中心、基地台等新興應用起飛及節能減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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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帶動下，臺灣廠商可在其中扮演一定的供應角色。不過由於中國大陸自 2013

年起就將化合物半導體列為重點發展方向，並且又在 2020 年，於「十四五」中

大力支持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規劃提出 10 兆人民幣為推動資金來扶持中國

大陸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雖然以目前美中關係緊張局勢，中國在材料及設備取得

會有極大困難，但畢竟無人敢忽視中國想自主發展半導體的決心，是否會對臺灣

廠商產生排擠效應等影響，仍待釐清。此外由於受到少子化之因素，臺灣化合物

半導體人才供應明顯不足，以及臺灣仍有土地、綠電、水資源等環境資源缺乏等

問題，對於未來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會面臨嚴重挑戰。 

不過由於看好電動車、5G 與資料中心等需求將帶動化合物半導體強勁成長，

臺灣化合物半導體廠商紛紛進行產能擴充。在基板部分，環球晶規劃從 2022 年

至 2024 年將支出達新台幣 1,000 億元進行多項現有廠區及新廠擴產計畫，其中

包括 碳化矽基板及 GaN-on-Si 等化合物半導體產能。其中 SiC 基板的月產能將

從目前的 2,000 片擴增到 2023 年底的 1 萬片，產能增加 5 倍。而盛新材料在 2020

年成立後，從 2021 年開始陸續接受客戶認證需求，預計 2023 年開始量產，月產

能可達 1,200~1,600 片。 

在磊晶及晶圓代工部分，在功率元件方面，漢民科技旗下的嘉晶與漢磊的訂

單能見度已看到 2023 年上半年，目前正積極擴充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產能。其

中漢磊 SiC 晶圓月產能在 2022 年底要擴增 1 倍至 2,000 片，GaN 月產能也要在

2022 年增加一倍至 2,000 片。嘉晶目前 GaN 磊晶片月產能約 2,000 片，SiC 磊晶

片月產能約 600 片，後續嘉晶將投入 4,000~5,000 萬美元進行擴產，預計 2~3 年

內 SiC 磊晶片產能要增加 7~8 倍，GaN 磊晶片產能要增加 2~2.5 倍。 

此外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也將擴增 GaN 產能，擴大購買 GaN 相關設備，預

計可增加產能將達逾萬片左右；而世界先進與設備材料、矽基板廠攜手合作，開

發出 8 吋的 GaN-on-QST，待可靠度獲客戶認證後，最快在 2022 下半年量產；聯

電部分則是透過轉投資的聯穎光電進軍 GaN 晶圓代工，並與知名的 GaN 設計公

司展開研發 8 吋代工製程。此外聯電與封測廠頎邦進行策略結盟，合作開發 GaN

元件封測段代工。其他例如朋程、強茂與富鼎等車用電子 IDM 廠商也從 2021 年

起陸續有 SiC 元件產品推出，對於臺灣在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的產值提升均有助

益。 

而在通訊元件部分，穩懋看好 5G 等應用，從 2021 年起 3 年內陸續投資 100

億元來擴充產能，包括南科高雄新廠及龜山 C 廠，其中龜山 C 廠預計 2022 年開

始量產，南科高雄新廠將於 2024 年開始量產，預計新廠全數完工後可增加 2 倍

以上的產能；而宏捷科則是在 2020 年進行增資，除擴建二廠，亦與環球晶合作

跨足 GaN-on-SiC 的 GaN 通訊產品，並且為因應客戶需求，宏捷科加緊下一階段

擴充產能計畫，預計將以每年月產能增加 5,000 片的擴充規畫，預計到 2023 年月

產能可提升至 3 萬片；另外通訊元件 IDM 廠商全訊也從 2020 年在台南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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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新廠，在 2022 的上半年開始進行量產，在新廠產線全部擴產及優化作業完

成後，總產能可望增加一倍以上，為整體營運再添動能。 

 

第二節 政府相關產業政策及學研資源方向  

臺灣半導體產業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為穩固我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關

鍵地位，政府擬定 2030 年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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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層級由內而外布局，並從製造、人才、技術與資源等方向突圍，各

層級布局策略為： 

 產業層級：擴大晶圓製造競爭優勢，確保技術領先。 

 國家層級：確保半導體人才供應，兼顧企業所需人才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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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中的「資訊及數位產業」政策，需要積極發展

以化合物半導體為核心的應用技術。所以政府也針對本項發展政策提出多項前瞻

計畫（圖 3.3），包括「Å 世代半導體計畫」、「化合物半導體計畫」、「量子科研計

畫」等，將以建立我國半導體先進製程生態圈。其中「Å 世代半導體計畫」於 2021

年開始推動，計畫目標為推動下一個十年所需的前瞻元件與材料、先進製程檢測

技術、量子元件次系統等技術的先期布局，探索突破現有框架的創新解決方案。

主要內容包括發展新穎低維半導體材料的關鍵元件技術、開發高端檢測技術、半

導體設備到位、關鍵材料自主、開發 GaN-on-Si 的 B5G/6G 半導體元件技術以及

3D 異質集成技術。而「化合物半導體計畫」於 2022 年開始推動，主要目標為推

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進入 8 吋時代，搶攻電動車、綠能電子、國防、B5G/6G 等

高頻、高功率、高電壓應用。內容包括：規劃加速 8 吋關鍵製程設備開發，推動

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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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

電動巴士）、綠能（風電），及高頻元件應用通訊(B5G/6G)、低軌衛星。將可促進

國內在 B5G/6G 高頻 GaN 半導體技術研發外，同步發展 SiC 高功率半導體技術與

產業鏈，布局 SiC 設備、材料、元件、模組與應用，並且建立化合物半導體元件

/模組/系統測試平台及標準測試系統，以滿足需求端之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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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2021) 

圖 3.3、政府針對半導體產業的前瞻計畫 

 

此外為了強化國內化合物半導體關鍵設備及元件技術，政府整合學界與研究

單位，分工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相關應用關鍵技術與核心能量，以補強化合物半導

體產鏈結點。經濟部技術處除了主導「國內化合物半導體設備發展計畫」，讓化

合物半導體設備國產化以外，同時也跟雷射中心合作，研發用於化合物半導體的

雷射加工設備。並與法人研發應用於電動車的 SiC 元件，預計 4 年內有成果，移

植給國內廠商，建立國產能力。 

而國科會為擴大國內學界自主研發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協助我國產業

在先進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元件技術上取得先機，並培育國內次世代化合物半導

體的基礎材料、元件和系統應用人才，特別投注資源，規劃「次世代化合物半導

體前瞻研發專案計畫」。以協助國內學界挑戰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關鍵技術極

限，並提升我國化合物半導體自主研發能量，強化臺灣在 2030 年次世代化合物

半導體實力，為我國產業在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奠定基礎。「次世代化合物半導

體前瞻研發專案計畫」共有 6 大計畫專案（表 3.3），分別由國研院半導體研究中

心、中央大學、陽明交通大學以及臺灣大學等研究團隊負責進行。並且所有計畫

均需要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團隊合作，並積極參與國際相關活動，以提升團隊在國

際的影響力。並且要結合產官學界的研發能量，共同將成果技轉落地且成立新創

公司，讓計畫成果可以真正落實並實際貢獻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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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專案計畫清單 

No 單位 計畫名稱 

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臺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次太赫茲 GaN MMIC 之製程、 

電路與封裝技術開發 

2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高壓 GaN 元件研發 

及其在電動車的應用 

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適用於無界限通訊之 

超高頻 GaN 元件技術研發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高壓 SiC 元件與電路之 

單晶片應用整合 

5 
國立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邁向太赫茲磷化銦異質介面雙載子 

電晶體及其功率放大電路模組 

6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暨研究所 

採用先進結構和製程開發 

超低電阻 SiC 功率電晶體 

應用在高壓運輸載具和儲能系統 

資料來源：國科會(2022) 

 

第三節 小結 

臺灣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及專業分工，2021 年產值突破新台幣

4 兆元大關，約佔全球產值的 25%，對於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而言，可謂已具

有良好基礎。而 2021 年臺灣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不含 LED 部分)產值已達新台幣

835 億元。目前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已有台積電、中美晶、漢民科技、穩

懋半導體、鴻海集團等擴大相關技術研發與生產投資。此外，還有富采投控（晶

成半導體）、聯電集團（聯穎光電）以及力積電等陸續投入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

功率元件代工行列，以搶占商機。 

在臺灣化合物半導體優劣勢方面，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商業模式大多以垂直整

合製造商(IDM)為主，從晶片設計、生產製造、封裝測試均一手包辦，且掌握相

關專利，與臺灣矽基半導體產業過去所擅長的「設計結合晶圓代工」分工模式不

同。目前臺灣在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領域，有能力設計化合物半導體 IC 設計的

公司不多，化合物半導體的 IC 設計除了要有材料、物理、電磁波理論基礎及機

電整合背景外，更需要考慮於化合物半導體的材料品質及製程條件等變異因素，

所以化合物半導體設計人才缺口非常大，亟待政府積極地鼓勵產學人才培育政

策。 

我國政府於多項前瞻計畫中已納入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研究，包括「Å 世代半

導體計畫」、「化合物半導體計畫」、「量子科研計畫」等，期望建立我國半導體先

進製程生態鏈。其中「Å 世代半導體計畫」在推動下一個十年所需的前瞻元件與

材料、先進製程檢測技術、量子元件次系統等先期布局。主要包括開發 GaN-on-Si

的 B5G/6G 半導體元件、以及 3D 異質整合等技術。2022 年推動「化合物半導體

計畫」，推動 8 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包括：開發 8 吋關鍵製程設備、SiC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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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體、8 吋 SiC 晶圓自主，並聚焦於電動車（摩托車、電動巴士）、綠能（風電），

及高頻通訊(B5G/6G)、低軌衛星等應用。 

而國科會為擴大國內學界自主研發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培育國內基礎

材料、元件和系統應用人才，特別規劃「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專案計

畫」，內容共有 6 大計畫專案，分別由國研院半導體研究中心、中央大學、陽明

交通大學以及臺灣大學等研究團隊負責進行。鼓勵和國際化合物半導體研究團隊

合作，以提升團隊在國際的影響力，並且期望能將相關研發成果技轉成立新創公

司。預計 2025 年達成化合物半導體材料設備自主及完備在地供應鏈兩大目標，

2030 年完成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關鍵技術能力，建立屬於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核

心技術，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生態鏈。 

  



第三章 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 

 

57 

參考文獻 

1. 鴻海研究院(2021), “化合物半導體：臺灣再下一城池的新契機【半導體研究

所】”, 檢自

https://www.hh-ri.com/2022/05/16/compound-semiconductor20220516/ 

2. 洪友芳(2021/02/23), “台積電擴大投資化合物半導體”, 自由時報, 檢自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32876 

3.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05),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 檢自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

3JlbGZpbGUvMC8xMzk3NS82YTgyNDM4NC05YjQ0LTQ5OTUtODBkMy00Z

mQ5MTY3MTQxZDkucGRm&n=MTEwMDUyMeWFreWkp%2BaguOW%2Fg

%2BaIsOeVpeeUoualreaOqOWLleaWueahiCjmoLjlrprmnKwpLnBkZg%3D%3D

&icon=..pdf 

4. 行政院(2021/05/21), “加速半導體前瞻科研及人才布局—穩固我國在全球半導

體產業鏈的關鍵地位”, 檢自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6bbd5511-ca28-4133-b7f1-04

67d37f6e8a 

5. 方歆婷(2021/05/26), “進駐南科高雄園區 穩懋擴廠 正式動起來”, 工商時報, 

檢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526000108-260202?chdtv 

6. 數位時代(2021/09/02), “鴻海與 SEMI 聯手推進第三代半導體發展！加碼化合

物半導體技術研發”, 檢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4847/semi-foxcom-unite 

7. 洪友芳(2021/09/06), “〈財經週報-第三代半導體〉漢民從代工出發 翻轉新商

機”, 自由時報, 檢自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71143 

8. 科技部(2021/12/17), “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計畫 專案計畫說明”, 檢

自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627322b6-c07e-4725-942c-3b92f5588

bb7 

9. 劉韋廷(2021/12/22), “〈中美晶集團展望〉宏捷科新設備逐步到位 明後年擴產

計畫不變”, 鉅亨網, 檢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790857 

10. 詹益仁(2022), “10 年後半導體產值破兆 臺灣分多少？”, Digitimes, 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col/article.asp?id=5355 

11. 洪友芳(2022/07/06), “看好氮化鎵前景 台 4 大晶圓代工擴增 8 吋廠”, 自由時

報, 檢自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526923 

12. 王郁倫、陳映璇(2022), “中美晶組「虛擬 IDM 集團」，看準未來 5 年材料需求”, 

https://www.hh-ri.com/2022/05/16/compound-semiconductor20220516/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32876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zk3NS82YTgyNDM4NC05YjQ0LTQ5OTUtODBkMy00ZmQ5MTY3MTQxZDkucGRm&n=MTEwMDUyMeWFreWkp%2BaguOW%2Fg%2BaIsOeVpeeUoualreaOqOWLleaWueahiCjmoLjlrprmnKwp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zk3NS82YTgyNDM4NC05YjQ0LTQ5OTUtODBkMy00ZmQ5MTY3MTQxZDkucGRm&n=MTEwMDUyMeWFreWkp%2BaguOW%2Fg%2BaIsOeVpeeUoualreaOqOWLleaWueahiCjmoLjlrprmnKwp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zk3NS82YTgyNDM4NC05YjQ0LTQ5OTUtODBkMy00ZmQ5MTY3MTQxZDkucGRm&n=MTEwMDUyMeWFreWkp%2BaguOW%2Fg%2BaIsOeVpeeUoualreaOqOWLleaWueahiCjmoLjlrprmnKwp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zk3NS82YTgyNDM4NC05YjQ0LTQ5OTUtODBkMy00ZmQ5MTY3MTQxZDkucGRm&n=MTEwMDUyMeWFreWkp%2BaguOW%2Fg%2BaIsOeVpeeUoualreaOqOWLleaWueahiCjmoLjlrprmnKwp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zk3NS82YTgyNDM4NC05YjQ0LTQ5OTUtODBkMy00ZmQ5MTY3MTQxZDkucGRm&n=MTEwMDUyMeWFreWkp%2BaguOW%2Fg%2BaIsOeVpeeUoualreaOqOWLleaWueahiCjmoLjlrprmnKwp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6bbd5511-ca28-4133-b7f1-0467d37f6e8a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6bbd5511-ca28-4133-b7f1-0467d37f6e8a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526000108-260202?chdtv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4847/semi-foxcom-unite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71143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627322b6-c07e-4725-942c-3b92f5588bb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627322b6-c07e-4725-942c-3b92f5588bb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790857
https://www.digitimes.com.tw/col/article.asp?id=5355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526923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之建議 

 

58 

數位時代, 60-62 

13. 陳君毅(2022), “馬斯克星鏈計畫也靠它! 「砷化鎵台積電」能再創高峰？”, 數

位時代, 74-75 

14. 林薏茹(2022/03/21), “環球晶 SiC 報捷 已拿到英飛凌等車用 IDM 大廠訂單”, 

鉅亨網, 檢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837123 

15. 魏志豪(2022/07/08), “〈太極金雞衝第三代〉盛新材料 Q3 投入 8 吋研發 年底

前申請興櫃”, 鉅亨網, 檢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910096 

16. 陳昱翔(2022/03/20), “全訊 全年產能拚倍增”, 經濟日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253/6178669 

17. 王玉樹(2022/04/24), “第三代半導體國產化起跑 4 億扶 3 廠”, 中國時報, 檢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424000386-260110?chdtv 

18. 劉秀珍(2022/07/05), “瞄準 2030 科技部首注資源強化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實

力”, 經濟日報, 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6437466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837123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910096
https://udn.com/news/story/7253/617866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424000386-260110?chdtv


第四章 化合物半導體下世代技術布局與產業發展 

 

59 

第四章 化合物半導體下世代技術布局與產業發展 

下世代半導體主要談的是第三類化合物半導體，係指以 SiC、GaN 等寬能隙

為主的半導體材料，關乎未來新興產業發展，例如電動車、自駕車、5G/6G、太

空、AI、量子高速運算等，從當今產業大趨勢來看，SiC 與 GaN 是全球上游材料

供應商首需掌握的產品，並關係著運籌帷幄的成敗，因此技術佈局是首要關注的

焦點。 

 

第一節 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結構現況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GaN 晶圓主要應用於高頻模組中（如網通設備的基地台）

所搭配使用之功率放大器，由於 5G 通訊世代的來臨，導入 GaN 材料晶片的需求

與日俱增，也是推動 GaN 晶圓市場趨勢上升的主要動能。導入 GaN 晶圓主要應

用於 2.5GHz 以上的高頻元件所需用，除此之外，即使是較低頻段的應用，如使

用 4G 技術的 Macro Cells，因其需要較高的功率輸出，亦會使用 GaN 材料製成的

應用元件。 

GaN 已是高頻應用元件的主流材料，於 5G 通訊系統中，晶片材料更是由 Si

為主的材料轉向 GaN 材料，並在 SiC 基板上以磊晶方式製成 GN 元件，稱之為

GaN-on-SiC，或以矽晶圓當作基板，在矽晶圓上以磊晶方式製成的 GaN 元件，

稱之 GaN-on-Si 為目前主流的應用元件產品。 

一、 氮化鎵(GaN-on-SiC)產業結構 

如圖 4.1，GaN 晶圓（包括 SiC 基板）產業鏈分為上游的 SiC 晶圓製造、磊

晶、中游的晶圓代工以及下游的應用；在材料、IC 設計及製造技術上，目前仍由

國際 IDM 大廠所主導，目前臺灣供應商主要集中在磊晶、晶圓製造。GaN-on-SiC 

的關鍵材料是 SiC 基板，製程相當繁雜、困難，過程需經過長晶、切割、研磨以

及拋光。目前技術主要掌握在國際少數廠商手上，例如美國科銳(Cree)現已更名

為 Wolfspeed、II-VI 及歐洲的意法半導體等。臺灣則是在磊晶與晶圓代工階段展

露身手，從事磊晶製程廠商有：台積電、嘉晶；支援晶圓代工製程廠商有：台積

電、穩懋。下游應用主要以 RF 元件和功率元件為主，元件製造商分布全球，涵

蓋美商有：Wolfspeed、Integra Analog Device、Mercury System，中商如：中國電

科與 Dynax，日商包括：SEDI、三菱電機、東芝，韓商有：RFHIC、WAVEPIA、

WAVICE，荷蘭的恩智浦，德商 United Monolithic Semiconductor (UMS)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各半導體大廠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實力之際，中國大陸

的供應商也不惶多讓。中國電科是一家有能力從 SiC 長晶，GaN 磊晶，做到晶圓

製程並供應給下游高頻元件或高功率元件的完全供應商，中國以外的供應商中僅

有美商 Wolfspeed 可以與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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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1、GaN-on-SiC 產業結構圖 

 

二、 氮化鎵(GaN-on-Si)產業結構 

GaN-on-Si 製程是要將 GaN 以磊晶製程長在矽晶圓上，然因為有晶格不匹配

與與熱膨脹係數不同的問題須克服，否則可能發生受熱時，因晶格錯位而造成

GaN-on-Si 晶圓的破裂和扭曲。GaN-on-Si 的優勢在於使用矽基材料，成本較

GaN-on-SiC 為低，但以目前的性能來說，GaN-on-SiC 則略勝一籌。 

臺灣廠商於磊晶與晶圓代工階段有廠商投入，如圖 4.2 所示，從事磊晶製程

的有：台積電、嘉晶；以晶圓代工製程廠商為主的有：台積電、穩懋、漢磊。下

游應用主要以 RF 元件和功率元件為主，元件製造商分布全球，涵蓋美商：

Macom、TI 與 Transphorm，中國的海威華芯，日商有 NTT、SANKEN、新電元

工業，歐洲的意法半導體，加拿大的 GaN Systems，德國的英飛凌與法國的

OM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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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2、GaN-on-Si 產業結構圖 

 

三、 碳化矽(SiC 以及 SiC-on-SiC)產業結構 

SiC 由於其材料具寬能隙，高功率密和高崩潰電壓以及良好的導熱係數等特

性，是目前功率元件與高頻基板的首選，然而產業鏈中最上游皆始於晶圓，為了

能獲得高品質的晶片元件，晶圓廠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基礎角色。矽晶圓的供應與

製造技術目前已經相當成熟，但是 SiC 晶圓的量產製造，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目前已知 SiC 長晶成本約占總元件的 38%，主流的製作方式有高溫化學氣相沉積

法 (High Temperat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HTCVD)、液相法 (Solution 

Growth)和昇華法(Physical Vapor Transport，PVT)。2019 年以前 SiC 晶圓大多以 4

吋為主，自從新長晶製程技術問世後市場便活絡起來，同時也開啟了 5G 通訊世

代的紀元。 

如圖 4.3 所示，全球生產應用於高功率以及高頻的 SiC 晶圓供應商以

Wolfspeed(Cree)、Ⅱ-Ⅵ為最具盛名，SiCrystal 以高功率著稱，國內在 SiC 製造方

面目前有環球晶、穩晟、太極（盛新），漢民。Wolfspeed 的晶圓銷售分外售和自

用，就外售而言，Wolfspeed 擁有市場份額約 70%左右。2019 年，為了鞏固上游

原料，意法半導體與 Wolfspeed (Cree)簽有長期 SiC 晶圓供應計劃（2.2 億美元）；

同時期，Cree 並與安森美和英飛凌各簽訂了 8,500 萬美元的 6 吋晶圓供應合約。 

GaN-on-SiC 的 HEMT 和 HBT 屬於高頻元件製程，仍以 4 吋半絕緣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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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insulating，SI-SiC)占多數。功率元件用的 SiC-on-SiC 半導體 N-Type 晶圓

直徑 4 吋與 6 吋晶圓在市場皆存在，不過，6 吋晶圓從 2019 年開始市占率逐漸升

高。以通訊用基地市場佔有率居高不下的住友電工創新(SEDI)為代表，應高頻元

件/模組的要求，住友電工創新也生產和銷售 6 吋晶圓。  

SiC-on-SiC 適用於 SBD(Schottky Barrier Diode，SiC 蕭特基二極體 )和

FET(Field-Effect Transistor，FET)等功率半導體，主要應用於電源，顯示出市場需

求的高成長性。如果在混合電動汽車市場全面採用，市場將有更高的成長機會，

根據市調報告的分析，預估要到 2025 年之後。目前應用於功率半導體的

SiC-on-SiC，6 吋 N-Type SiC 晶圓已經取得進展，8 吋晶圓的研發也開始活躍起

來，Ⅱ-VI 等只供應功率半導體用的 6 吋晶圓，也依照市場需求晶圓直徑正在快速

增加中。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3、SiC 產業結構圖 

 

從晶圓供應來看（如圖 4.3），應用在高功率的 SiC 供應商僅 Wolfspeed(Cree)

與 II-VI，市占率分別為 67.9%與 29.1%，幾乎囊括全球市場。 

在磊晶方面，有 76.2%由元件製造商內部製造，有對外銷售的有 Cree 占

13.9%，但因 Cree 已與 Wolfspeed 合併，既進行晶圓的外部銷售，也供應內部生

產，但此處僅涵蓋外部銷售，若包括內部生產在內，該公司的市場比重大約為 

60%，但預計從 2020 年起將增加到近 70%，剩下只有昭和電工約占 9.9% 的市

場。如前述 Wolfspeed 與意法半導體，安森美以及英飛凌在供應鏈上已緊緊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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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 

我國產業除了上游的四家 SiC 晶圓製造商外，下一階產業生態主要以磊晶與

元件製程為主，供應商有嘉晶、漢磊，以及新成立的鴻揚，2023 年可能會有新的

廠商加入。 

 

第二節 下世代技術布局與挑戰 

談 GaN 與 SiC 在晶片技術的發展現況，都是要先從掌握長晶、磊晶以及基

板的技術布局開始探討，其現況與挑戰將分述如下。 

一、 上游長晶、磊晶、基板等製造技術 

(一) 氮化鎵(GaN)晶圓 

GaN 擁有寬能隙、高崩潰電壓、耐高溫，以及高速的電子遷移率等優良特性，

因此被認為非常適合應用於高頻、高功率之電晶體元件。然而，受限於物理特性，

熔點的分解壓力大於 105 Bar，如此高的壓力，致使 GaN 單結晶長成不易，量產

更為困難。 

GaN晶體的成長，最早是在 1940年 Juza 跟 Hahn在高溫高壓下，將氨氣(NH3)

通過液態鎵(Ga)長出針狀的 GaN；在 1969 年 Maruska 與 Tietjen 用化學氣相沈積

法(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來成長 GaN，相對地較前者增加了成長的面

積，並且成長出非特意參雜的 N-type GaN；1982 年 S. Porowski 在高溫高壓

(~1600℃、15kbar)下，將氮氣(N2)通入金屬鎵(Ga)使用昇華法長晶，將面積進步

到 1cm
2 大小，並僅有很低的缺陷濃度(106cm

-2
)，但距離量產所需的面積仍小且

成本較高，製程上也有很大的困難，無法普及。2020 年，東北大學發表與日本製

鋼所、三菱化學共同開發能夠實現高性能功率電晶體的高純度 GaN 單結晶基板

的量產方法，此法稱低壓酸性氨熱法 (Low-pressure Acidic Ammonothermal；

LPAAT)，可以量產直徑 2 吋以上的 GaN 單結晶基板。 

低壓酸性氨熱法與高壓超臨界氨流體的酸性氨熱法不同，能利用低溫使結晶

成長，更可以利用較小型的結晶成長爐量產大型結晶。透過此新法將可望促進直

徑大、低翹曲、高純度之 GaN 單晶基板普及化，進而達到高信賴性之 GaN 垂直

型功率電晶體的實用化。此外，將低壓酸性氨熱法應用於大型結晶成長爐的話，

則可望實現擁有同樣優異特性之大直徑 GaN 基板的開發。其主要供應商有住友

電工、Siox、IQE、EpiGaN，專門以外賣給磊晶為主，Ⅱ-Ⅵ與 Wolfspeed(Cree)則

自用，Wolfspeed(Cree)同時也是掌握從上游到下游元件的完全生產作業。 

(二) 碳化矽(SiC)晶圓 

談到 SiC 單晶(monocrystal 或 single crystal)基板，須從 SiC 單晶長晶做起，

源頭的作法是將 SiC 粉體倒入長晶爐，在高溫且密閉的空間使其昇華，讓晶源粉

末的蒸汽冷凝後，附著在 SiC 晶種上。根據了解，SiC 的長晶完全是在密閉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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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Chamber)如同一個「黑盒子」中製造，因為生產製造的過程中需要維持在大於

2100℃高溫環境下運作，且須保持低壓、長時間穩定的狀態，因此常常在最後一

刻才揭曉這爐產品做出來的品質與成果。 

高純度的 SiC 材料取得不易，源頭集中於美國、日本與俄國等國。高純度的

SiC 大多用於軍用雷達、國防應用相關領域，被視為戰略性物資，加上高純度 SiC

材料成本是一般純度的 10 倍，較少人會直接購買高純度材料。因為看不到坩堝

內 SiC 結晶的狀況，因此要控制得好，讓 SiC 的原子能適當排列並附著在起始的

晶種上面，除了晶種本身的品質非常重要之外，熱場設計及坩堝材質等因素，都

會影響基板品質的好壞。 

由於被視為戰略物資，工研院在技術處的支持下已於 2022 年開始投入高純

度的 SiC 粉體自製研發計畫，其主要目的即為掌握材料自主性。其供應商有Ⅱ-Ⅵ、

Wolfspeed(Cree)、SiCrystal 等。 

(三) 氮化鎵(GaN)磊晶 

由於 GaN 受限於物理特性，無法像矽晶圓一般直接由液相拉晶的方式量產

長成大尺寸且高厚度的基板，因此科學家採用異質磊晶的方式解決困擾。所謂異

質磊晶是利用其他能隙、晶格常數(lattice constant)相近的材料來當做基板成長，

常見的基板有 Al2O3、6H-SiC、Si、GaAs (100 或 111)等材料。目前較被世人矚目

且適合於高頻/高功率用基板者包括 Al2O3、SiC、Si 以及 GaN 本身。 

磊晶(Epitaxy)是指透過在既有的基板上，長出薄薄一層結晶，以達到強化工

作效能的目標。所採取的製程技術是化學蒸氣沉積法(CVD)，利用化學氣體與基

板表面產生反應之後，會在原先的基板上形成沉積物質，之後會在基板上形成薄

膜即為磊晶。對於 SiC 而言，其所採用的磊晶材料與基板相同(SiC-on-SiC)，晶格

匹配度沒有異議，但是對於 GaN 而言， GaN-on-GaN 的磊晶其成本是非常高的，

相較之下，對於將 GaN 磊晶到 SiC 基板上(GaN-on-SiC)，其磊晶技術的好壞就是

非常關鍵的重要因素。 

(四) 下世代技術布局現況與挑戰 

GaN-on-SiC 被視為是未來的主流技術，因為 SiC 的基板導熱性優異，GaN

磊晶層的品質較佳，適合高溫、高頻、高功率的產品，如 5G 基地台、低軌衛星

應用。 

其他的異質磊晶技術還有 GaN-on-Si，鑽石基氮化鎵(GaN-on-Diadond)，由於

晶格匹配，材料物理特性的功能表現等問題，產業技術與市場佔有率的進展差異

極大，但是應用各取所需。 

如圖 4.4，應用於 RF 基板之競爭中目前是以 GaN-on-SiC 為領先群雄，不僅

現況如此，預估未來五年仍將主導市場。GaN-on-Si 其最終的目的是要因應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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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與各種晶片皆是以矽基材料為主，同時也因矽基材料低廉的成本易於推

動，成為大量使用的市場寵兒，而成為各大供應商爭先恐後佈局的標的。 

 
資料來源：Yole Develop report 

圖 4.4、應用於 RF 模組之各項磊晶基板 

 

在功率應用基材 Si 與 SiC 的競爭分析方面（圖 4.5），數年來 GaN 一直以來

都是定位在 200V 以下的功率應用，直到 2018 年，GaN 迅速滲透消費者市場，從

Power Integration 的 GaN-on-sapphire（藍寶石基氮化鎵）到各式各樣 GaN 的科技

應用。而到 2021 年，快充的大量需求則成為 GaN 的一大推力。相較於 Si 或 SiC

的成熟度，GaN-on-Si 則可有效應用於工業及汽車產業，合格樣品預計會在未來

幾年研發完成，屆時 GaN-on-Si 便能正式上市。 

GaN-on-GaN 與 Ga2O3則皆處於研發階段。垂直元件能另外建構在 GaN 的基

材。然而，由於 GaN-on-GaN 晶圓高成本及大小的限制，未來五年預計是很難產

出大量或商用地 GaN-o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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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Yole Develop report 

圖 4.5、應用於功率模組之各項磊晶基板 

 

二、 中游(前段)高頻/高功率晶圓製程與元件技術 

(一) 高頻晶圓製程與元件 

對於應用在基站而言（如圖 4.6），自從 2019 年 5G 通訊系統開始布建起，

因為天線偵測從以往 4G/LTE 基站用的被動式改為主動式，又因頻段逐漸邁入毫

米波段，透過建構 C-RAN，天線數量增加，其規模除了每座基地的天線設置數量

增加 2.1 倍外，每個天線模組上的遠端射頻模組(Remote Radio Unit，RRU)也增加

1.4 倍，加上頻寬也須加寬，GaN HEMT(高電子移動率晶體電晶體，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也稱調變摻雜場效應管(modulation-doped FET, MODFET)逐漸

受到青睞，3.5GHz 以上的頻段也考量同一時間用戶數亦增加，功率的消耗大，

GaN-on-SiC 製程也浮上檯面。目前 GaN-on-SiC 大多是 6 吋為主。為了要讓 GaN

從電信基礎設施應用落實，材料低成本化，應用高性能化以及成熟的供應鏈，才

是未來 GaN 要獲得強大市場佔有率的關鍵因素。但是，矽基製成的功率放大器

適用在小於 3.5 GHz 頻段以及低於 100 W 的低輸出功率。另外，驅動器放大器是

使用矽基高頻元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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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Yole report, 2020 

圖 4.6、GaN 材料應用在電信基礎設施整理 

 

1. 氮化鎵（含 GaN-on-SiC 及 GaN-on-Si） 

GaN 材料導入於 2.5GHz 以上的高頻元件中使用，除此之外，即使是較低頻

段的應用，如使用 4G 技術的 Macro Cells，因其需要較高的功率輸出，亦會使用

GaN 材料製成的應用元件。因此，GaN 已是高頻應用元件的主流材料，於 5G 通

訊系統中，晶片材料更是由 Si 為主的材料轉向 GaN 材料。目前，GaN-on-SiC 和

GaN-on-Si 為目前主流的應用元件產品。 

當今 GaN 主要的應用領域在微波射頻與電力相關電子產品。微波射頻包含

5G 通訊、雷達預警、衛星通訊等應用；電力相關電子產品則包含智慧電網、高

速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消費型電子產品等。 

5G 通訊技術中，小型基地台的功率放大器即可使用 GaN 為其製程材料，但

因受限於毫米波高頻的訊號繞射條件限制，訊號傳輸時易發生衰減問題，故每隔

一小段距離，約 150 公尺就需要一個小型基地台，而一個小型基地台預估需要約

10~15 個功率放大器，因此 5G 基地台對於 GaN 半導體元件產量需求很高。 

GaN-on-SiC和GaN-on-Si磊晶晶圓所設計之半導體元件主要差異於使用的基

板不同，以 GaN-on-SiC 磊晶晶圓為基礎設計半導體元件是目前銷售量較大，其

產品涵蓋高頻元件與功率元件。 

GaN-on-SiC 磊晶晶圓以 4 吋晶圓為主流，2019 年市場上才開始出現 6 吋磊

晶晶圓供製程使用，據說因為此里程碑市場認為 2019 年是 5G 的元年。2019 年

市場較前一年高速增長近 50%。預期未來市場上將對於 6 吋 GaN-on-SiC 磊晶晶

圓使用率將會逐步增加，估計 2025 年市場將增加一倍以上。 

GaN-on-Si 磊晶晶圓可應用於高頻元件與功率元件，但是目前主流應用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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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率元件為主，且以 6 吋磊晶晶圓為其主流。預估在 2022 年開始，銷售市場

值將會超越 GaN-on-SiC 磊晶晶圓。 

由於化合物半導體應用屬於利基市場且為關鍵材料，各國均將化合物半導體

列為軍事防衛及太空發展之重要管制的戰略物資，可見其重要性。我國的化合物

半導體材料應用在通訊領域從 3G 時代的 GaAs 逐漸被網路分享器與手機等行動

終端產品所青睞，到當今火紅的通訊射頻模組與高功率電源的應用，化合物半導

體產業發展動態再度受到重視，然而從 GaN 晶圓之產業生態來看（如圖 4.7），

國際大廠如 Wolfspeed(Cree)為全方位(一條龍式)的供應商，其餘如住友創新

(SEDI)，三菱電機與 Qorvo 等，可以從磊晶做到模組並具備設計能量，而我國產

業只專注在磊晶與晶片製程，如何從設計面與模組面強化，是我們需關切的課題。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7、GaN 晶圓與應用之產業生態 

 

(二) 高功率晶圓製程與元件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中，SiC 是當今最火紅的材料產品。兼具寬能隙、高崩潰

電壓、高導熱率、高度電絕緣性與高功率密度等幾個關鍵特性，在大量生產第一

個可用的元件是蕭特基二極體之後是 J 型場效電晶體(Junction gate field-effect 

transistor，J-FET)及高速切換的功率 MOSFET，後續又有雙極性接面型電晶體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BJT)，俗稱三極體及晶體閘流管(Thyristor)，簡稱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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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統稱功率二極體與功率電晶體。應用在電子元件中具有快速切換、耐高溫及

耐高電壓的功能，在高頻與高功率電子元件及模組構裝的製程中也具有較理想的

熱膨脹係數(CTE)，是高頻、高功率以及高散熱需求應用的理想選擇。 

寬能隙是化合物半導體的特性。依電壓區分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應用領域如

圖 4.8 所示。目前看到採用 GaN 電晶體適合做為 600V 以下相關應用的功率元件，

600-1200V 之間的應用開始出現由 SiC 元件或模組來擔當，而這個應用需求也是

當今 GaN 電晶體的市場，當 GaN 電晶體模組在電路設計上多花一點功夫也依然

可以達到 900V 的功效，因此，600-900V 的市場因為各家電路設計的功力較勁，

產品在市場仍可以有機會共存，然而，接近 1200V 甚至 1700V 以上則是 SiC 元

件的主力戰場。 

GaN-on-SiC 適用於高頻 HEMT；SiC-on-SiC 用於 SBD 和 FET 等功率半導體。

顯示出高速增長，因為它已開始應用於電源。如果在 HEV 市場全面採用，可以

預期會有更高的增長，但預計成長會在 2025 年之後。 

SiC 應用在功率元件以 600-900V 的市場為主流，在 800V 電池汽車、太陽能

光電系統和電動汽車快速充電器的推動下，1200V 的 SiC 晶體有望快速增長。 

以 SiC 為基板的功率元件主要為 6 吋晶圓，從 2017 年開始成為主流。與 SiC

競爭的矽基功率元件包括 MOSFET 和 IGBT，主要是使用 8 吋晶圓。SiC-SBD 

(Schottky Barrier Diode) 正在推動 SiC 功率元件市場的發展。應用以伺服器電源

等通訊設備、電動車充電站、車載充電器等汽車領域為中心，市場不斷擴大。 

因為美中貿易的衝突，致使 SiC-SBD 的市場成長部分放緩，然因汽車產業和

發電廠等能源產業的需求持續增長，SiC-SBD 市場預計將繼續擴大。 

SiC-FET 的市場因為適用於特斯拉的 Model 3 的驅動 Inverter 模組。此外，

在能源產業被用於太陽能電池的功率調節器市場正在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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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參考 Systemplus consulting-SiC Transistor Comparison 2020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8、從電壓需求區分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應用範圍 

 

SiC 系列同時為高頻與衛星通訊以及物聯網（智慧城市），高功率‒電動車

(EV/xEV)馬達、綠色能源等新興產業應用之關鍵材料，但是發展 SiC 仍有許多困

難與障礙，為因應下世代潮流應用所需，全球大廠皆積極而密切布局，其中的動

作包括與供應鏈上下游策略聯盟以及國際合作。 

臺灣擁有堅強的矽基半導體產業，且過去二十年來，以 GaAs 為主要代工的

化合物半導體製程技術亦在國際市場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還是以代工為

主。綜觀我國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技術的發展障礙，除了因為沒有足夠的下游市

場來支撐其應用出海口外，更缺乏國產品牌商的帶動，針對 GaN-on-SiC、

GaN-on-Si 等技術的建立目前仍以歐美大廠為標竿，對國內產業而言，亟待投入

的除了上游粉體的配製與設備自主化外，更包括如何藉由當今 GaAs 所築好的行

銷通路與產業能量，導引到下世代 SiC 產品的技術突破及其下游應用的深耕。 

三、 中游(後段)高頻/高功率之晶片元件/組件構裝技術 

電子構裝是利用固定接著技術，將 IC 晶片固定在承載上，再使用連接線導

引出訊號，並以密封材料予以絕緣和保護所建構的結構稱之，該結構除了提供了

足夠的機械強度，還能防止晶片受到污染，簡言之，電子構裝主要的功能有：訊

號傳輸、熱能排除與保護支撐。 

高頻、高功率元件於工作時所產生的熱能較一般晶片高，故各種材料間熱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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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係數差異所產生的熱應力效應亦須被審慎考量，為的是避免因外部環境因素，

如溫度、溼氣引發的應力作用，導致構裝材料間的脫層、崩裂等問題，使晶片失

效，造成可靠度問題。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高頻/高功率元件多使用導線架作為構

裝時之承載，如圖 4.9，原因與其具備金屬優異的散熱效能有關。我們亦可發現，

電子構裝技術與其構裝材料的開發重點緊緊扣合，以下將整理並介紹之。 

 

資料來源：Amkor (2019) 

圖 4.9、Amkor’s Power Packaging Lineup 

 

(一) 高頻、高功率元件之封裝技術與材料需求 

半導體元件的封裝技術對於晶片的電氣隔離、工作穩定性與熱管理都至關重

要，其使用之封裝材料即是包覆晶片以免其受熱、濕氣、微小灰塵與外力等物理

衝擊影響所使用的保護材料，依封裝製程方式的不同，可分為轉注成型和壓縮成

型兩種技術，離散功率元件以轉注成型構裝技術為主。然而，隨著高頻、高功率

元件朝向 SiC 和 GaN 等寬能隙材料的使用，市場對封裝材料的性能要求將更加

嚴苛。 

離散元件(如圖 4.10 之 IC 產品)主要強調的是穩定度和對熱的處理，對產品

微型化需求較不苛求，產品主要應用於 ECU、MEMS、感測元件等，隨著 2021

年起汽車銷售回溫，預估電動車於歐洲、美國和中國的產量將逐年上揚，此類傳

統封裝技術與材料於各領域需求可望持續提升。另一方面，對於 SiC、GaN 等高

功率元件，除了高耐熱性能要求所衍生封裝材料需求外，更因產品應用於汽車和

工業設備，其可靠度亦具備嚴格的規範，此時即需透過封裝材料的持續研發，來

提升產品的可靠度和提升熱管理性能。 

於功率元件構裝中，Cu、Al 導線材料具備較高的熱膨脹係數，而 SiC 和 CuW

合金材料則具有較低的熱膨脹係數，故於設計產品時應更全面考量構裝中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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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材料的物理特性，以減少產品於構裝製程整合時，各材料間彼此相互的影響

而降低生產良率。 

 
資料來源：Panasonic (2022) 

圖 4.10、For High Heat Resistance Power Devices Semiconductor Encapsulation 

Materials 

 

(二) 高頻、高功率元件之黏晶、乘載技術與材料 

構裝製程中直接在晶片下方加入 TIM 和 Heat Sink 元件以確保晶片運作時不

會過熱，並搭配使用連接晶片的 Solder 材料是很廣泛且常見的構裝技術，但 Solder

材料導熱率僅為 30W/(mk)，於高頻、高功率元件已不敷使用，對於高散熱晶片

的需求，大多已改用 Sintering Paste 材料取而代之，該材料是一種具有優異耐熱

性和散熱性的黏晶材料，產品亦分為加壓型和無加壓型兩種，加壓型具有更好的

散熱性和接合強度，已被應用於車用電子產品中，例如 Inverter 模組，市售產品

導熱率可高達 180W/(mk)。無加壓型的 Sintering Paste 產品因可使用於原有的製

程設備中，使用較傳統製程技術即可支援，具有較低的導入障礙，又因不需要加

壓的過程，可一次燒結大量各式尺寸晶的晶片，該材料主要於 Power Supply IC、

基地台所需的功率放大器等產品的構裝製程中。 

關於晶片承載（導線架）部分，若於 TO247 構裝產品中，晶片跟導線架之間

使用的是錫膏貼合技術，該產品於大電流、大電壓工作時，即可能會發生 VOID

問題使可靠度下降，故於製程中需改用 Sintering Paste 作為黏晶材料與使用相對

應的構裝技術。 

簡言之，使用 Sintering Paste 作為黏晶材料的產品可應用於較高散熱需求的

產品與維持較高的可靠度，惟其搭配導線架的使用時，雖導線架提供了高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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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鍍銀品質以符合 Sintering Paste 的搭接技術，但由於 Sintering Paste 的厚度比過

往的錫膏來的薄，其厚度僅 20um-50um，不像過往產品可透過錫膏量的調整補足

其接面的共面度不佳所造成的問題，故應用於複雜的折彎成型產品時，對既有的

構裝技術與材料仍是一項挑戰，亦是構裝技術與材料可持續優化的目標之一。 

四、 下游高頻/高功率之元件與模組設計以及系統測試 

GaN 與 SiC 等寬能隙材料出現，是以該元件之高切換速度、低導通損耗、高

耐溫、高耐受電壓等特性，逐漸導入電源相關的消費性產品、快充、電動車、軌

道交通、5G 基建、雲端伺服器等應用。 

功率模組是推動運輸、再生能源和工業市場電氣化的關鍵組件之一，亦可應

用於新能源車，如：功率轉換器可有效地轉換儲存在電動車高電壓電池組中的電

源，以便驅動交流馬達。為了持續推進功率模組的效能，將需不斷進化晶片模組

工作效率、耐壓和熱操作特性，進而縮小體積、降低成本，然而，這些項目亦是

高頻、高功率之元件與模組設計的首要目標。 

(一) 高功率模組設計之要點 

為了將功率模組（如圖 4.11）的輸出功率和功率轉換電路的效率設計至最佳

化，通常於研發產品時，會依循以下幾個設計重點：使電路內部功率損耗降至最

低，讓後級電路得以獲得最大使用功率；使整體模組所產生的熱能維持在額定溫

度內；將保護電路直接設計於模組裝置內，增加產品的集成度、可靠度與耐用度；

利用電路設計技巧降低晶片元件與 PCB 乘載的寄生電容與寄生電感效應，以提

高模組整體效能；同步考量產品體積與重量，將產品設計時所需搭配使用的被動

元件數量盡可能地降低，以優化成本的管控；最後，考量模組本身與模組間相互

的電磁干擾(EMI)效應，透過模組設計將電磁干擾限縮在允許的範圍內並儘量地

減小。 

 
資料來源：ROHM (2022) 

圖 4.11、SiC 功率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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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頻模組設計之關注焦點 

GaN 的複合材料能提供更高的臨界電場與擁有更快的電子遷移率，若結合高

電子遷移率電晶體(HEMT)架構，即可打造出新一代的可提升擊穿強度、開關速

度、降低電導損耗、縮小尺寸之元件。GaN 功率系統多由多個晶片組成，多個獨

立晶片整合至 PCB 電路板時，亦會形成寄生電感效應，故於設計時應多加關注

如何特過研發的技術與設計經驗儘量減小此效應，避免因寄生效應而降低整體元

件性能，否則不同晶片的輸出級與輸入級之間會產生大量的寄生電感，電路間的

節點也會受其影響而降低效能。 

GaN 的產品優勢為具備更高速的開關能力，因而提高電路模組整體的反應速

率，故如不能有效抑制寄生效應，使雜訊於模組中產生不良的振盪訊號，亦稱振

鈴現象(Ringing)，將會拖累 GaN 模組的高速性能，其解決方法是盡可能地執行單

晶片整合設計，借降低元件數量以避免寄生效應干擾，維持 GaN 元件高速開關

的優勢性能，故使用單一晶片整合元件技術，不僅可縮短電晶體之間訊號傳輸的

停滯時間，亦可解決振鈴問題與縮小模組體積，實現模組高速性能。 

(三) 可靠度的基本定義與系統測試 

研發人員於產品開發設計階段，會將其可靠度需求轉換成測試條件，待試產

樣品完成後，即給予適當的測試環境進行測試，故可靠度為產品於既定的時間

內，在特定的使用（環境）條件下，執行特定的性能或功能時完成任務的機率（成

功機率）或發生故障的機率。因此，可靠度亦代表產品銷售後的使用壽命，與使

用期間可能有多少比例產品將發生異常，藉由該可靠度測試結果去推算保固期

內，可能將會有多少比例的產品被退貨，亦可更精準地評估生產成本與獲利。 

功率元件開關時，內部連接的寄生電感會使電路於執行開關動作的瞬間產生

很大的 Spike 電壓，當 Spike 電壓超過元件的耐受電壓時，將會導致元件的誤動

作甚至損壞，因此，保有元件高速開關性能同時有效降低寄生電感為產品主要設

計與測試重點，故模組於電性分析時，需著重於寄生效應的參數萃取。 

除了性能分析外，模組的熱傳性能亦是一大分析與測試的重點，使用熱傳性

能分析可瞭解元件在系統操作下之結溫(Junction Temperature; TJ)是否會超過安全

溫度範圍，同時可藉此評估晶片之工作溫度與模組的熱阻大小。 

而半導體常見的模組失效問題，包括製程缺陷造成元件失效，或在模組組裝

方面發生打線接點強度不足、焊點區域發生氣孔率(Void Rate)過高問題，亦可能

因模組嚴重翹曲或焊錫處在循環環境溫度測試下，造成結構剝離、晶片破裂等問

題。因此需透過熱應力模擬分析技術進行可靠度壽命評估。常用溫度循環負載測

試(Thermal Cycling Test; TCT)作為產品可靠度測試方法之一，運用不同測試條件

之結果推估產品在不同環境下之使用壽命。 

此外，高效能的模組設計需要更為複雜的驅動設計，更快的開關速度，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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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性能的設計亦會帶來模組產品的輸出訊號振盪、寄生效應以及電磁相容等問

題，故如何於更高的工作頻率下執行高精確及重複性的動態測試，以及設計更接

近於真實情況的器件和電力電子模擬技術，亦是當今重要議題。 

 

第三節 化合物半導體設備、檢測技術  

一、 碳化矽基板五大製程技術挑戰 

高品質 SiC 基板的產量不容易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受到 SiC 單晶生長以及

加工技術的制約（表 4.1）。在溫度控制部分，碳化矽生長溫度 2,300 度 C 以上，

PVT 生長過程難以觀測坩堝內部變化。生長速度方面，由於生長速度慢時間長，

而長晶過程的溫度/壓力需要精準穩定，控制過程若遭遇停電/瞬間壓降，即導致

長晶失敗。純度控制方面，原物料中的微量雜質很容易會影響單晶生長，而 SiC

具有兩百多種晶型，其中兩種晶型 4H/6H-SiC 為所需之半導體材料，製程控制的

誤差容易產生其他晶型混合導致晶體品質超規 NG。材料硬度方面，SiC 單晶材

料的硬度高，化學穩定性極佳。傳統半導體材料的晶圓加工方法並不完全能夠直

接應用在 SiC 晶圓的加工製程裡面。 

表 4.1、Si 單晶/SiC 單晶材料特性比較 

單晶材料 Si 單晶 SiC 單晶 

1.生長溫度 
需升溫至 1,420℃熔化溫度，以 CZ 法

生長。 

昇華溫度約 2,000~2,500℃，以 PVT 法

生長。 

2.生產速度 
約 2~3 天就能產出晶體可用長度約 

200 cm以上，生長速率約 2,780mm/hr。 

約 7 天才能生長出約 2 ~4 cm的晶體可

用長度，生長速率約 0.2~0.4mm/hr。 

3.晶體擴徑 
150~300mm 

(6~12 吋) 

100~200mm 

(4~8 吋) 

4.原料純度 99.99999999%(9N9) 99.999%(5N) 

5.莫氏硬度 7 9.2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二、 碳化矽元件供應鏈製程主要設備 

(一) 碳化矽基板的關鍵製程設備 

SiC 基板製程（圖 4.12）包含長晶、切片、研磨、拋光、清洗、磊晶及檢測

等製造流程，SiC 一般採用昇華法，從粉體開始長晶、加工、檢量測，基板製造

總共占總元件製造成本的五成以上，其中三到四成來自長晶。目前市場上主要的

設備供應商還是由日本、美國、歐洲等大廠所主導，但大陸方面則是在中國扶植

半導體設備自主的政策下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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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12、SiC 基板製造的關鍵製程設備 

 

(二) 碳化矽供應鏈的主要製程設備廠商 

生長 SiC 單晶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分別是液相法、高溫化學氣體沉積法以及

目前產業界最常使用的物理氣相傳輸法(Physical vapor transport method，PVT)又

稱昇華法如下（表 4.2），通過感應加熱的方式在密閉生長腔內在 2300°C 以上高

溫、接近真空的低壓下加熱 SiC 粉料，使其昇華產生包含 Si、Si2C、SiC2 等不同

氣相組成的反應氣體，通過固-氣反應產生 SiC 單晶反應源；由於固相昇華反應形

成的 Si、C 成分的氣相分壓不同，Si/C 化學計量比隨熱場分布存在差異，需要使

氣相組分按照設計的熱場和溫梯進行分布和傳輸，使反應氣體傳輸至生長腔體內

所設計的單晶生長位置；為了避免混亂無序的氣相結晶形成多晶型態的 SiC，在

生長腔體內的頂部設置 SiC 晶種，傳輸至晶種位置的反應氣體在過飽和的驅動下

在晶種表面進行原子沉積，生長為 SiC 單晶晶體。 

除了常見、常用、技術成熟度高的 PVT 法，日新技研近期與名古屋大學合

作開發液相法（表 4.2）。相較於昇華法製程溫度要到 2,500°C，液相法可以操作

在較低溫約 1,800°C，而且生長速度最快可達 0.5 mm/h，也比昇華法 0.2~0.4 mm/hr 

快速。此技術目前可以生長 6 吋 SiC 基板，名古屋研究團隊甚至成立新創企業 

UJ-Crystal，獲得日立和拋光廠商 Mipox 的投資，預計 2025 年量產。 

 

 

長晶

切片

研磨

拋光清洗磊晶檢測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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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常見的 SiC 長晶法比較表 

 
昇華法 高溫化學氣相沉積 液相法 

示意圖 

 

 

 

生長速率

(μm/hr) 
100~300 ~300 500 

生長溫度
(℃) 

2,100~2,500 ~2,200 1,460~1,800 

晶體結構 4H、6H 4H、6H 4H、6H 

主流廠商 

Wolfspeed、 

II-VI(Coherent)、

ROHM(Sicrystal)、 

SK-Siltron、環球晶、 

漢民、盛新、穩晟 

STM(Norstel)、Denso 
Sumitomo、UJ-crystal、 

晶格領域 

備註 
最成熟的製程，目前約有 9

成以上廠商所採用。 

需要高純度氣體穩定持需

供應到反應腔體內、成本高 

可生長 4~6 吋，主要困難在

於熔湯均勻度控制。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 

 

SiC 基板是開發功率元件和模組系統的關鍵資源。因此，近年來領導廠商之

間進行了許多大型的企業收購與合作案。例如 ROHM 於 2010 年收購 Sicrystal，

意法半導體於 2019 年收購 Norstel，更名為 ST Microelectronics Silicon Carbide 

AB。安森美與 GTAT 於 2021 年底完成收購合併。擴大 SiC 業務收入的另一種方

式則是進入元件和模組製造領域，技術領先的 SiC 基板供應商參與功率元件的開

發。Wolfspeed 宣佈在未來幾年擴大功率元件和模組製造業務，以增加其在全球

SiC 業務中的市佔率。其 8 英吋晶圓廠正在進行內部認證，預計於 2022 年底完成。

II-VI 於 2020 年第 3 季度收購了瑞典 Ascatron-專門從事 SiC 磊晶及客制化功率元

件晶片設計開發的廠商。SiC 長晶爐雖然一般是基板商自行開發，但仍有像 PVA 

TePla（圖 4.13）、Takeuchi、日新技研、第一機電、S-tech 等公司，持續銷售設備，

對象是希望購買商用機再改機的基板商，或是僅從事學術研究的團隊。 

低
溫

高
溫

碳化矽
粉末

晶種
單晶
坩堝
熱場
線圈
石英

低
溫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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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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坩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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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VA Tepla (2022) 

圖 4.13、PVT 長晶設備 

 

SiC 基板加工以日商為眾，切片和倒角設備代表廠商為 Disco、Takatori、

ACCRETECH 等，研磨和拋光則有 Disco、ACCRETECH、Revasum、AMAT 等，

研磨墊和研磨料等耗材，以 Entegris 和 Fujimi 為指標廠商如（表 4.3）。 

半導體設備領導廠商 AMAT，化學機械研磨全球市占約七成，也投入 SiC 加

工行列。2021 年針對 6 吋和 8 吋的 SiC 基板拋光製程，推出 Mirra Durum CMP，

結 合清洗、乾燥和量測，可以做到基板乾進乾出，減少溼滑片的傳送過程。 

檢量測設備目前被少數廠商寡占，KLA 和 Lasertec 幾乎占了全球 SiC 基板檢

測市場，其他參與者還包括 RIKAGU 和 Bruker；而在高阻值的量測設備，則以

德國 Semimap（2022 年 3 月已被 Semilab 併購）最普遍（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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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SiC 基板製造流程與國內外關鍵廠商 

長晶 切片 研磨 拋光 清洗 磊晶 檢測 

PVA TePla 

(德) 

Siltectra 

(德) 

ACCRETECH 

(日) 

Entegris  

(美) 

SCREEN 

Holdings(日) 

TEL 

(日) 

KLA 

(美) 

AYMONT 

(美) 

Soitec 

(法) 

DISCO 

(日) 

AMAT 

(美) 

TEL 

(日) 

Nuflare 

(日) 

Bruker 

(美) 

Takeuchi 

(日) 

DISCO 

(日) 

SHUWA 

(日) 

REVASUM 

(美) 

Modutek 

(美) 

Veeco 

(美) 

SCREEN 

(日) 

UJ-crystal 

(日) 

TAKATORI 

(日) 

TOSEI 

(日) 

DISCO 

(日) 

Entegris 

(美) 

Aixtron 

(德) 

Lasertec 

(日) 

S-tech 

(韓) 

TOYO 

(日) 

ENGIS 

(美) 

HAMAI 

(日) 

LAM 

research(美) 

LPE 

(義) 

Rigaku 

(日) 

環球晶圓 

(台) 

KOMATSU 

(日) 

REVASUM 

(美) 

SPEEDFAM 

(台/日) 

AMAT 

(美) 

漢民集團 

(台) 

TASMIT 

(日) 

漢民集團 

(台) 

Mitsubishi 

Electric(日) 

OKAMOTO 

(日) 

Oxford 

Instruments(英) 

ACM 

Research(美) 

北方華創

(中) 

KEYENCE 

(日) 

盛新材料 

(廣運集團、

台) 

 
SPEEDFAM 

(台/日) 

晶盛機電 

(中) 

辛耘 

(台) 
 

Semilab 

(匈) 

北方華創 

(中) 
 

晶盛機電 

(中) 
 

北方華創 

(中) 
 

VISION 

(新加坡) 

晶盛機電 

(中) 
     

南方科技 

(台)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2) 

 

三、 碳化矽晶片材料關鍵品質參數 

(一) 碳化矽材料缺陷檢測的關鍵 

SiC 仍在不斷地發展，初期製程的缺陷檢測有助於提高良率，在從 150mm 晶

圓轉向 200mm 晶圓的過程中，基板製造商正在努力保證足夠的良率和可靠性，

目前 SiC基板製造商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如何實現汽車行業嚴格的零缺陷要求。SiC

基板的缺陷種類非常多（圖 4.14），而且很多是表面看起來微小的缺陷，實際上

卻深入到次表面層或是深層，有些缺陷還會隨著後續的磊晶製程，延遞到磊晶

層，並造成元件表現不佳。就像冰山一樣，露出水面上的只是一小部分，水面下

的部分，才是關鍵、致命的缺陷(killer defect)，所以基板缺陷有效控制，是各家

產品勝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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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o Chih Chen, 2022) 

圖 4.14、SiC 生長過程示意圖及各步驟引起的各種缺陷 

 

(二) 碳化矽材料檢測領域的主要廠商 

基板檢測是出貨的關鍵，其穩定的需求吸引很多設備商投入。但是根據長晶

業者的說法，目前出貨前的基板，會在廠內量測一次，到了客戶端，客戶也會再

用他們的檢測設備重新量一次，確認 BPD、micropipe 等缺陷的個數，符合標準

才算完成交易。也就是說，目前國內的狀況是，SiC 基板缺陷的規格，由客戶定

義，並且是由客戶端設備檢測出來的值為準，所以長晶業者都會買跟客戶相同的

檢測設備，方便雙方溝通，也不用困擾到底是基板的問題還是檢測設備的問題。 

但是這就讓基板檢測設備市場，呈現「大者恆大」的局面，目前領導廠商是

KLA 和 Lasertec（圖 4.15），國內設備商可能要自行提出足夠有力的證據，說明

自家設備抓到的缺陷個數、準確度、影像清晰度，或是統計能力優於這兩間廠商，

或是從客戶端（磊晶廠）推動銷售，才比較容易在幾乎壟斷的市場中得到商機。

而在全球主要市場都有採用記錄的 Lasertec 市占率則占據了整個市場的 90%以

上，2021 年雖然在日本市場沒有明顯增長，但在歐洲、北美、中國都持續採購，

並帶動了銷量的增長。 

由於全球市場搭載 SiC 功率器件的趨勢正在加速，預計 2022 年後銷售將繼

續以歐美以及亞洲為主。除了繼續開發圖案化檢測設備外，在 SiC 以外的複合晶

圓材料「GALOIS」系列已開始展示 GaN-on-Si 和 Ga2O3的銷售結果。KLA 主要

擁有在中國採用的跟蹤記錄，並保持持續的需求。KLA 和 Lasertec 所提供的 SiC

基板缺陷檢測系統同時結合了兩種技術：表面缺陷檢測以及光致發光計量

(photoluminescence metrology)。其中 PL 光致發光是一種非接觸式光譜技術，可

以用來觀察元件的晶體結構。通過檢測以及其他方法發現缺陷對於提高可靠性來

說非常關鍵。而其他技術如 Bruker、Rigaku 的 X 光檢測技術也被應用於 SiC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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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檢測。XRD 可用於分析晶體材料，且已經使用多年。XRD 曾經也應用於分析

元件中的矽鍺(SiGe)材料。隨著時間的推移，XRD 技術被推廣到其他領域。如今

被應用於化合物半導體材料方面，例如 SiC 以及 GaN 等材料，能夠通過 X 光以

非破壞性的方式直接繞射成像來檢測其材料內部品質。 

TASMIT 開發了檢測品質高、處理速度快的 INSPECTRA系列和 INSPECTRA 

SR-III 系列。主要客戶在日本，但除了在臺灣被採用外，中國也開始出現需求。

此外，在歐洲和北美，越來越多客戶訊問提高檢測速度和品質的型號設備，因此

預計未來對海外的需求將會增加。對應於半導體製造中前段製程的品質控制，使

用結果可見於電力設備領域。2021 年，該領域的需求也很旺盛，因此業績正在擴

大，預計 2022 年也將延續擴大趨勢。 

Onto Innovation 檢測設備已被歐洲、北美和日本的矽基功率元件製造商採

用，2021 年全球功率元件製造商的需求增加，導致銷售額增加，預計 2022 年將

繼續強勁增長。 

SCREEN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也收到了更多關於 SiC 和GaN功率元件檢

測設備的詢價。對於 SiC 功率元件檢測設備的發展已出現 6 吋晶圓逐漸被 8 吋晶

圓所取代的趨勢。此外，在 GaN 功率元件方面，客戶尋求除了晶體缺陷外以及

有關圖案划痕（刮傷）檢查的功能，預計 2023 年後該市場將出現重大成果。

SCREEN 以應用於汽車和電力設備領域的 IGBT 為目標，並正在擴大其在日本和

歐洲的業務。在歐洲，對 12 吋矽晶圓的詢價正在增加，因此預計從 2022 年起全

球銷售額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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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富士經濟，工業解決方案事業部，2022 

圖 4.15、2021 年功率元件基板檢測設備市占率分析 

 

四、 我國化合物半導體設備、檢測技術發展策略 

(一) 長晶爐高頻感應加熱 Inverter： 

8 吋以上碳化矽長晶設備關鍵設計與製造本土化，例如關鍵熱場及坩堝、腔

體與真空系統、加熱器及電源供應等軟硬體系統整合設計與製作技術等，皆為發

展重點。而長晶爐關鍵模組包括石墨熱場、坩堝、高頻高壓電源供應模組、加熱

線圈和石英管。坩堝已可國產，線圈和石英管來源充足，然而高純度的石墨熱場

與石墨耗材，及長時間穩定輸出的氣冷式電源供應器及高頻感應加熱逆變器皆需

要從國外進口，應作為我國關鍵發展項目。2022 年 6 月環球晶決定新增製造設備

項目，規劃自行設計生產 SiC 長晶爐設備，預計需 2 年時間開發。盛新材料 7 月

開始研發 8 吋 SiC 晶圓，預計 3 年後 2025 年可發展出來，明年 2023 年第 1 季可

量產 6 吋 SiC 晶圓，同時也與母公司廣運集團合作開發 4 吋至 8 吋 SiC 長晶爐設

備，盛新預估到明年長晶爐建置規模可到 65 台。目前漢民科技也已經確定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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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廣源設廠，主要量產 6 吋 SiC n-type 晶圓，佔地約 6000 平方公尺，預計 2024

年 SiC 晶圓片最大產能可達 6000 片/月。 

8 吋以上 SiC 長晶設備做為我國關鍵政策補助項目，今年度共有環球晶圓、

漢民集團以及盛新材料等 3 家國內企業獲得政府為期 3 年的 8 吋長晶設備與晶圓

製程技術開發相關的化合物半導體設備發展推動計畫，顯見政府對此相當重視，

惟化合物半導體的研發相當耗資，在這個期望快速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的時間

點，國內相關廠商仍希望政府能持續推出更大的補貼政策，以協助國內中小企業

能更加積極參與化合物半導體製程設備的研發以及投資規畫。 

(二) 切片技術創新雷射切割晶圓技術的商業化： 

主要包括雷射切割和離子切割技術，我國切割設備-產研界於 2021 年啟動雷

射切割計畫，雷科於 2021 年末，與金屬中心、真興科技簽署 SiC 晶柱雷射切割

研發聯盟合作備忘錄，共同開發 SiC 晶柱雷射切割設備。工研院自 2021 年 9 月

宣布「南方雨林計畫」正式啟動之後，由南分院、量測中心等研究團隊，同步開

始 SiC 雷射切割技術研發。集結過去在雷射源技術能量和在半導體雷射加工的經

驗，以及量測中心在非破壞性量檢測的研發實力，企圖突破 Disco 和 Siltectra 的

專利範圍，將 SiC 雷射切割技術國產化，然而國產化開發過程仍需持續關注領導

廠商對於新的專利佈局，以及剝離/貼合技術的發展動態。 

(三) 磨拋技術創新： 

該製程段特點是機台站點數量以及操作人員多，主要的突破與創新在於提升

磨削材料的移除率及智慧製造的導入，提高製程加工效率並且降低人力成本。我

國在拋光設備的投入不少，工研院機械所，透過團隊長期在半導體電漿技術的研

究基礎，開發電漿輔助 SiC 基板拋光技術，透過電漿將 SiC 表面軟化，改變成比

較容易去除的材料，增加拋光速度。台科大實驗室也透過加入高壓氧或是催化

物，軟化 SiC 表面，增加拋光效率。但訪談產業界對於複合式能量催化技術的看

法得到的結論是，過去因為拋光速度太慢，因此許多研究單位投入複合式能量催

化技術，近年來隨著拋光液已做改良，速度提升許多，所以這些催化技術應要有

其他附加價值，例如缺陷更少、應力應變釋放等，才比較可以在市場上獲得青睞。

我國目前投入 SiC 基板清洗設備的主要廠商是辛耘，相較於 Si，SiC 的客戶使用

的化學品不一致，因此設備裡面零件的材料需更加客製化，辛耘一般會先了解客

戶使用的化學溶液，然後再客製設備。 

晶錠檢測是判斷 SiC長晶良率的第一關，由於一般 SiC剛長完的晶錠約為 2~3

公分，不透明的。工研院材化所使用高功率 X-ray 電腦斷層掃描(XCT)，為其檢

測內層的雙晶和差排缺陷，以及結晶結構的均勻性，是一種非破壞性的技術，為

長晶製程快速回饋缺陷位置及品質。 

基板檢測是判斷產品良率的主要依據，也是客戶最重視的規格項目。最傳統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之建議 

 

84 

的方式是採用蝕刻法，利用 KOH 將表面蝕刻 30~50 微米，來檢視內層的缺陷狀

況，是最直接、準確，不容易有漏逮或錯殺的情況發生，但由於是破壞性的檢測

方式，因此業者已逐漸少用。南方科技是這方面的專家，自 2021 年末的研討會，

展示其傅立葉光學在 SiC 基板 3D 缺陷與應力分布和型態，進行非破壞性檢測技

術，目前已有很多長晶業者洽詢，今年甚至可能增加代工檢測業務。透過雷射聚

焦技術，南方科技可從基板表面往內部逐層掃描，得到各方位的影像，再透過影

像堆疊，得到 3D 缺陷型態及分布。均豪精密是另一間投入 SiC 基板檢測的本土

設備商，藉由其在 AOI 技術基礎，發展出微裂痕和表面顆粒缺陷的非破壞性光學

設備。 

8 吋化合物半導體晶圓低/無損耗切片及高效晶圓鍵合製程與設備開發，可提

高晶圓的產量及良率，進一步降低大尺吋寬能矽化合物半導體晶圓材料的單位成

本。在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關鍵問題上，是前道製程—長晶技術最重要，其次是

切片技術，最後是磨拋技術。而材料測試和缺陷分析設備對於提高良率至關重

要，在製程初期對缺陷進行檢測並瞭解其來源能夠節省成本並改進流程。隨著生

長尺寸增加，更要進一步掌握上游原物料製造設備，例如高純度石墨塊材、石墨

熱場以及高純度 SiC 粉末等相關製造合成設備，而國內廠商越峯的高品質 SiC 粉

體原料已取得許多大廠的認證，目前大部分的客戶來自國外，與台廠也陸續接洽

合作，以降低原物料取得成本，確保產品競爭力。 

表 4.4、國內設備廠商於化合物半導體製程投入分布 

長晶 切片 研磨 拋光 清洗 磊晶 檢測 

 

 

 

 

 
   

 

 
 

   

資料來源：各公司 

 

第四節 小結 

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在材料、IC 設計及製造技術上，由國際 IDM 大廠所主

導，目前臺灣供應商主要集中在磊晶、晶圓製造。GaN-on-SiC 的關鍵材料是 SiC

基板，需經過長晶、切割、研磨以及拋光，製程相當繁雜、困難，目前主要掌握

在國際少數廠商手上，例如美國 Wolfspeed、II-VI 及意法半導體等。臺灣產業以

磊晶與晶圓代工製造為主，從事磊晶製程廠商有：台積電、嘉晶；支援晶圓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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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廠商有：台積電、穩懋。下游應用主要以 RF 元件和功率元件為主，涵蓋有

美商 Wolfspeed 、Integra Analog Device、Mercury System；中國廠商有中國電科

與 Dynax；日商包括：SEDI、三菱電機、東芝；韓商有 RFHIC、WAVEPIA、WAVICE；

荷蘭有恩智浦；德商有 United Monolithic Semiconductor(UMS)等。 

從 GaN 產業結構看，GaN-on-Si 製程有晶格不匹配與與熱膨脹係數不同的問

題，但優勢在於使用矽基材料成本較低，目前 GaN-on-SiC 性能則略勝一籌。臺

灣廠商從事磊晶製程的有：台積電、嘉晶；晶圓代工製造商：台積電、穩懋、漢

磊科。下游應用以 RF 元件和功率元件為主，元件廠商分布全球，涵蓋美商

Macom、TI 與 Transphorm；中國海威華芯；日商 NTT、SANKEN、新電元工業；

歐洲意法半導體；加拿大的 GaN Systems；德國的英飛凌與法國的 OMMIC 等。 

從 SiC 產業結構看，SiC 材料具寬能隙、高功率密度、高崩潰電壓以及良好

的導熱係數等，是目前功率元件與高頻應用的首選，但是 SiC 晶圓量產製造不易，

目前 SiC 長晶成本約占總元件的 38%，主流的製造方式有高溫化學氣相沉積法、

液相法和昇華法。全球生產 SiC 晶圓以 Wolfspeed、Ⅱ-Ⅵ最具盛名，而 ROHM 旗

下 SiCrystal 以生產高功率晶圓著稱，國內目前有環球晶、穩晟、太極（盛新）、

漢民等。Wolfspeed 的晶圓銷售分外售和自用，就外售而言，Wolfspeed 擁有市占

率約 70%左右。 

不論是 GaN 與 SiC 化合物半導體技術發展，我國產業都須要先掌握長晶、

磊晶以及基板的技術開始，但其產業鏈現況與技術挑戰不容小覷。GaN 晶圓供應

商主要有住友電工，Siox，IQE、EpiGaN，專門以外賣給磊晶廠為主，Ⅱ-Ⅵ與

Wolfspeed 則自用，Wolfspeed 同時也是掌握從上游到下游元件的製程技術。另外，

SiC 晶圓材料被視為戰略物資，主要供應商有Ⅱ-Ⅵ、Wolfspeed、SiCrystal 等。 

從 GaN 磊晶技術發展看，目前大多採用異質磊晶方法，即利用其他能隙、

晶格常數相近的材料來做為基板成長材料，例如氧 Al2O3、6H-SiC、Si、GaAs(100

或 111)等。較被世人矚目且適合於高頻/高功率用基板包括：Al2O3、SiC、Si 以及

GaN 等。磊晶(Epitaxy)是透過在既有的基板上，採取化學蒸氣沉積法，在基板上

形成沉積薄膜即為磊晶。GaN-on-SiC 被視為是未來的主流技術，因為 SiC 的基板

導熱性優異，GaN 磊晶層的品質較佳，適合高溫、高頻、高功率的產品應用。 

應用於 RF 產品競爭中，目前以 GaN-on-SiC 技術領先群雄，預估未來五年仍

將主導市場，發展優勢在未來可能轉為低成本的矽基材料。在功率應用產品競爭

中，近年 GaN 一直以來都是定位在 200V 以下應用；直到 2018 年後，GaN 應用

迅速滲透消費者市場，而 2021 年大量的快充普及市場，成為 GaN 產品行銷的一

大推力。 

在前段中游晶圓製程與元件技術方面，因 5G 頻段逐漸邁入毫米波段，透過

建構 C-RAN 天線增加，每座基地的天線設置量增加 2.1 倍，每個天線模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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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射頻模組也增加 1.4 倍，加上頻寬也須加寬，GaN HEMT 逐漸受到青睞，

3.5GHz 以上頻段用戶數增加，GaN-on-SiC 製程也日趨重要。另從氮化鎵(含

GaN-on-SiC 以及 GaN-on-Si)技術看，GaN 已是高頻應用元件的主流材料，於 5G

通訊系統中，GaN-on-SiC 和 GaN-on-Si 為目前主流應用的元件產品。 

在中游高頻/高功率晶圓製程與元件技術方面，近年全球 5G 通訊布建普及，

GaN-on-SiC 高頻晶圓製程與元件日趨重要，例如：GaN HEMT 和 HBT。當今 GaN

主要的應用領域在微波射頻與電力相關電子產品，包含 5G 通訊、雷達預警、衛

星通訊等；電力相關電子產品則包含智慧電網、高速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消

費電子等。為因應下世代潮流應用所需，全球大廠皆積極而密切布局，其中的動

作包括與供應鏈上下游策略聯盟以及國際合作。 

在中游（後段）高頻/高功率之晶片元件/組件構裝技術方面，電子構裝對於

晶片之訊號傳輸、熱能排除與保護支撐相當重要，因此必須考慮各種材料間熱膨

脹係數差異，以免構裝材料間脫層、崩裂等，造成晶片失效或可靠度問題；因此

對構裝相關材料、黏晶、乘載等技術仍是一項重要挑戰。 

在下游高頻/高功率之元件與模組設計以及系統測試技術方面，GaN 與 SiC

等寬能隙材料可以符合元件高切換速度、低導通損耗、高耐溫、高耐受電壓等特

性，因此功率模組足以推動電動車、再生能源和工業電氣化的關鍵組件之一，為

了持續推進功率模組的效能，需不斷進化晶片模組工作效率、耐壓和熱操作特

性，進而縮小體積、降低成本。 

我國化合物半導體設備、檢測技術發展策略上，基板檢測技術是關鍵，目前

掌握在領導廠商 Lasertec 和 KLA 手中，其中 Lasertec 市占率約 90%以上，未來

發展相關檢測設備必須和客戶（磊晶廠）密切合作，強化客戶端設備檢測的定義

標準，臺灣廠商在磊晶段技術具有優勢，適合發展基板檢測設備。另外，我國也

積極投入 8 吋以上 SiC 長晶設備關鍵設計與製造本土化；而工研院自 2021 年 9

月宣布「南方雨林計畫」正式啟動後，將由其南分院、量測中心等研究團隊，開

始進行 SiC 雷射切割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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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競爭力之建議 

第一節 強化產業結構定位 

臺灣整體半導體競爭力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包括第一類矽基以及第二類的

GaAs 之所以能成功，核心關鍵在於以全球客戶需求來提供專業代工服務，即配

合國際重要客戶以高性價比、高品質及穩定交貨等服務；此外，臺灣半導體產業

在快速工程解決方案能力，亦受國際企業的青睞。因此，我國在第三類諸如 GaN

以及 SiC 等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發展，可基於過去臺灣半導體製造與群聚優勢，

提供快速客製化、專業代工暨封裝測試服務。同時，希望以專業製造能量帶動化

合物半導體元件設計能量。 

觀察亞洲其他競爭國如中國以及南韓，其在第三類化合物半導體的投入，臺

灣似已相對落後，臺灣在未來化合物半導體的長期發展上，必須基於矽基半導體

競爭優勢，善用既有垂直分工產業結構，透過上下游資源整合以強化「虛擬 IDM

模式」，國內已有漢民集團在嘉晶與漢磊以及相關設備進行垂直整合串聯分工，

而中國砂輪入股穩晟材料、鴻海集團投資盛新材料，以及環球晶也藉由其矽晶圓

獲得日歐等資源挹注，都是有助於完備國內產業生態鏈；此外，臺灣如何借力半

導體產業的國際地位，進而帶動我國化合物半導體與美日歐等生態鏈的國際合

作，有賴國內產官學研的通力合作來完成。下列建議將有助於強化產業結構定位： 

1.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上下游產業公協會連結機制，以「應用為導向」

垂直分工合作佈局，使「虛擬 IDM 模式」運作更具實務性，以完備臺灣

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生態鏈（國家隊）。 

2. 設立國家 M&A 主權基金或提供銀行資金擔保，鼓勵國內產業對外透過

併購或授權等手段，加速在化合物半導體的技術布局，藉以彌補國內化

合物半導體創新及產業生態鏈的缺口。 

3. 定期掃描科技前瞻趨勢及國際地緣政治情勢，監測各國產業政策動態、

供應鏈與技術分流風險，分享廠商全球技術變革和市場發展情報，有助

於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分工定位與發展。 

 

第二節 塑造產業發展環境 

如何能塑造產業發展環境，擴大我國化合物半導體出海口，仍是未來發展策

略的重中之重；未來 B5G/6G 時代的無所不在智慧網路連結，將是化合物半導體

重要成長引擎，尤其對高頻 RF GaN 以及 InP 元件、光學異質整合收發元件（如

超高頻功率放大器、自駕車 LiDAR）等創新需求蓬勃發展；因此，我國未來在化

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環境塑造部分，政府政策上可強化產業技術布局與產業應用

對準，例如：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科技研發計畫，可與我國 B5G 前瞻通訊以及低

軌衛星系統等推動計畫對接，抑或與國防科研計畫對接，以強化軍民共用科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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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加業界產品開發出海口的淬鍊場域，藉以縮短技術學習曲線，並提升產業

外銷接單實力。 

針對化合物半導體元件應用上，可思考將我國相關科技研發計畫（含業界科

專）自主技術開發，和國內再生能源與淨零永續、以及電動車與充電樁等重要推

動政策進行串聯與對接，來帶動在地功率電子產品生態鏈；此外，建議推動國內

SiC 上中下游供應鏈相關業者與國外綠能、資料中心、電信設備大廠等鏈結或合

作，以補強國內欠缺系統應用缺口，帶動上游產業發展。 

1. 設置國家長期發展 SiC/GaN 暨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專家諮議委員會，致

力塑造產業發展環境，轄下分別成立「國際產業競合觀測組」、「產業定

位與環境塑造組」、「科研發展與自主技術組」、「人才培育與國際合作

組」，整合相關產業資源與推動專案經費，擘畫產業中長期發展願景。 

2. 建議政府制定跨產業相關輔導措施，以協助國內化合物半導體元件業

者，連結國內外下游產業電動車、充電樁、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工

業用…等相關需求應用，釐清市場定位、技術與測試規格。 

3. 擬定國家中長期化合物半導體國際合作戰略，成立跨上中下游（包括基

板製造暨設備、磊晶與元件製造、ICT 暨網通系統、應用場域暨服務業

者等）產學研合作平台，鏈結國際研發資源或系統客戶需求。 

 

第三節 技術及設備自主 

目前我國已有推動化合物半導體技術開發以及設備自主化政策，涵蓋 SiC 長

晶爐暨石墨坩鍋、SiC 高溫離子佈植與 GaN 磊晶和雷射改質晶錠切割等設備，然

而應進一步思考從 SiC 全製程產線的整合角度，將非破壞性量檢測 (In-line 

Metrology)相關設備（例如應力分布量測、高阻值量測）、及其內部缺陷影像處理、

掃描模組、檢測所需雷射源、以及光學鏡組與 AI 大數據分析等；另導入 AI 以縮

短 SiC 長晶以及其他重要製程的學習曲線，擴大我國智慧製造於化合物半導體領

域，可進一步扶植我國化合物半導體設備產業的成長。 

在化合物半導體設備、檢測技術發展上，由於基板材料製造占總元件製造成

本五成以上，故掌握基板與製程設備技術，對於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自主發展相當

重要，目前市場上主要的設備供應商由日本、美國、歐洲等大廠所主導，而中國

扶植半導體設備自主化也不遺餘力，我國在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及設備自主化，應

急起直追。下列建議將有助於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技術與設備自主化。 

1. 整合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生態系，共同擘畫產品發展藍圖、研發製程

設備、關鍵零組件及先進材料，並滾動式檢視材料暨設備自主化目標、

時程、規格。例如 SiC 長晶爐之 RF Coil 加熱功率產生器、石墨加熱器、

客製化電源供應器、以及 Dry Etcher（乾蝕刻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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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投入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元件研發，如 Ga2O3、Diamond 等新興材

料。標竿國際化合物半導體技術發展藍圖，除了 SiC 與 GaN 發展方興未

艾外，世界各國已著手開發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元件，值得我國採取必

要的因應投資布局。 

3. 研擬關於化合物半導體元件「進口替代」策略，制訂「關鍵零組件自主

化」輔導措施；例如長晶爐零組件與高純度石墨坩堝等。另設立 SiC 長

晶、晶圓加工（切割、研磨、拋光、清洗）等技術申請國際專利獎勵機

制，將可深化我國產學研智權布局策略。 

4. 建議臺灣應成立符合國際法規及標準的「SiC 基板與元件第三方認證中

心」，以協助國內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進軍國際出海口，此舉也將有助於

SiC fabless 設計公司新創企業的興起。 

5. 運用我國 Å 世代半導體研發計畫，催生化合物半導體的在地能量，帶動

產業聚落的發展，並吸引國際 SiC 設備大廠在台組裝，推動臺灣成為該

企業在亞洲的重要服務與教育訓練中心，促成其在台設立 demo lab，並

帶動國內設備關鍵模組暨零組件產業的中長期發展。 

 

第四節 人才培育或借力 

當今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已成為各國的戰略產業，從材料晶圓製造、設備開

發、元件製造等相關技術挑戰很大，擁有資源各國皆列入管制，一般國家或廠商

取得不易，亟待建立臺灣自主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而基礎人才的培育更是關

鍵。目前臺灣多數人才集中在矽基半導體材料、元件或系統之設計製造上，化合

物半導體的設計、製造人才缺口相當巨大。因此，如何從基礎人才的培養，以及

如何借力國際人才至關重要。 

雖然立法通過《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鼓勵產學合

作成立「研究學院」，針對半導體、人工智慧、智慧製造、循環經濟、金融科技

等領域，開啟產業參與人才培育的一扇門。但化合物半導體人才培育，屬於中長

期戰略布局事宜，還需要政府列為各學門規劃的重點研究方向，提供足夠資源來

充實研究經費，引導各大學從事下世代高能隙半導體的研究選題，例如：Ga2O3、

Diamond 等。另外，鼓勵產學合作來加速產業化技術成熟度，並提升化合物半導

體研發的應用價值。以下為人才培育或借力之相關建議： 

1. 化合物半導體人才培育，應從強化大學師資著手。建議政府將化合物半

導體列入重點發展方向，引導各大學朝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研究方向調

整，並增加博士後研究預算經費，也鼓勵原創性相關之專利布局。 

2. 以各校半導體學院做為基礎，以誘因推動國內外跨國產學合作機制，並

協助學員赴國外化合物半導體相關大廠（含量測、設備、材料）實習，

以促進國內上下游或支援產業間的整合，提升相關專業人才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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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立專屬「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學院」，結合理學院、工學院等領域教學能

量，提升我國在化合物半導體的基礎學科以及工程製造職能，也鼓勵教

授或學生赴國外重要學研單位進修，或國內各界參與國際科研聯盟。 

4. 引進 SiC/GaN 以及下世代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國際學者及專家，或引進

國外大廠退休研發人員做為前瞻科研諮議顧問團隊，借力國際高階專業

人才。 

5. 推動重點大學設立化合物半導體在職進修專班，或短期訓練學程專案，

以提升國內業界員工跨域學習、在職訓練的機會。 

 

第五節 小結 

臺灣在未來化合物半導體的長期發展上，必須基於矽基半導體競爭優勢，善

用既有垂直分工產業結構，透過上下游資源整合，以強化「虛擬 IDM 模式」，這

有賴國內產官學研的通力合作來完成。下列建議將有助於完備國內化合物半導體

產業生態鏈發展，包括： 

(一) 強化產業結構定位：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上下游產業公協會連結機制；設立國家 M&A 主權基

金或提供銀行資金擔保，鼓勵國內產業對外透過併購或授權；定期掃描與監測各

國產業政策動態、供應鏈與技術分流風險。 

(二) 塑造產業發展環境： 

設置國家長期發展 SiC/GaN 暨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專家諮議委員會，致力塑

造產業發展環境，轄下分別成立「國際產業競合觀測組」、「產業定位與環境塑造

組」、「科研發展與自主技術組」、「人才培育與國際合作組」，整合相關產業資源

與推動專案經費，擘畫產業中長期發展願景。同時，國內亟需籌組上下游產業聯

盟，並建立一個國家級的化合物半導體研究與驗證基地，以因應產業快速回應客

戶、學界深耕及人才培育等殷切需求。 

(三) 技術及設備自主： 

整合產業生態共同擘畫產品發展藍圖、研發製程設備、關鍵零組件及先進材

料，並滾動式檢視材料暨設備自主化目標、時程、規格；投入下世代化合物半導

體元件研發；研擬關於化合物半導體元件「進口替代」策略，制訂「關鍵零組件

自主化」輔導措施。除了 GaN 之外，未來 6G 通訊、3D 感測/LiDAR、高功率應

用等都需要 InP、GaAs、Ga2O3 等下世代材料與製程開發投入，建議政府宜及早

投入規劃。 

(四) 人才培育或借力： 

化合物半導體人才培育，應從強化大學師資著手，提供充足研究資源，並(1)



第五章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競爭力之建議 

 

93 

加強產學合作：以各校半導體學院做為基礎，推動國內外跨國產學合作機制；另

推動重點大學設立化合物半導體在職進修專班，或短期訓練學程專案；(2)加強國

際合作：設立專屬「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學院」，鼓勵教授或學生赴國外重要學研

單位進修；引進國際學者及專家，或國外大廠退休研發人員做為前瞻科研諮議顧

問。 

(五) 產業政策補助： 

目前各國政府針對化合物半導體發展提供廠商很多補助，建議我政府可以加

強化合物半導體投資抵減比重，或拉長研發抵減期限，可有效降低台廠營運負

擔。因為臺灣公司均屬中小型規模，化合物半導體產品研發與量產資本投資相當

巨大，如此可提升台廠於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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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近年隨著智慧城市建設、電動車興起、綠色節能等應用日益普及，以高頻通

訊、高功率應用為主之化合物半導體產品需求大增，預期未來 5G 與衛星通訊應

用、電動車與充電設施、新興能源設置與電力傳輸等市場將有大幅成長，因此各

國政府紛紛列為戰略性產業，極力扶植發展，企業界也看好化合物半導體的市場

商機。 

(一) 化合物半導體多元應用商機 

在 5G 應用方面，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中，將帶來化合物半導體於 5G 基礎

設施、行動載具及消費性產品等相關晶片的商機。在電動車應用方面，無論是電

動車相關零組件，或是充電站等基礎建設，都將帶來 GaN、SiC 化合物半導體在

高頻或高功率應用的商機。在綠色能源應用方面，如綠能基礎設施如發電、儲電

或輸電等應用中，化合物半導體寬能隙功率元件扮演不可或缺的要角。在衛星通

訊應用方面，未來商用通訊廣播與輔助定位等服務將日趨蓬勃，因此低軌衛星布

建將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主力，也帶動化合物半導體市場發展的機會。 

(二) 重點國家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及政策推動現況 

歐洲方面有英飛凌、恩智浦及意法半導體等 IDM 半導體廠商在汽車和工業

等領域已積累技術優勢，並且紛紛進行擴廠來增加產能；美國則為全球化合物半

導體最主要的應用市場，Wolf-Speed、Onsemi（安森美）、Qorvo（科沃）等企業

透過擴廠及併購等方式來增加產能來擴大市占率，以確保競爭優勢；日韓兩國則

是以滿足兩國未來電動車產業需求，以功率化合物半導體為主要發展方向，

ROHM、SK 等日韓集團也透過擴廠及併購等方式來擴大市占率；中國大陸方面

儘管起步較晚，但卻是以「舉國之力」押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希望能夠加速化

合物半導體技術自主，能如同 5G 一樣實現彎道超車之目的。 

在政策面方面，歐盟為推動零碳排放政策，在 2020 年成立「GaNext 項目」，

主要研發全球最緻密、最高效的 650V GaN 功率模組。2021 年，歐盟分別成立

「Transform 專案」與「YESvGaN 項目」，針對 SiC 及 GaN 功率元件進行開發研

究。2020~2021 年美國能源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政府單位和軍方持續

共提出 6 項研發計畫，希望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保持領先態勢。此外美國半導體

產業協會(SIA)的新任董事成員，也有多位化合物半導體業者加入，顯示美國對於

化合物半導體的重視也與日俱增。日本及韓國政府在政策上，均提出發展包括

SiC、GaN、以及鼓勵發展的 Ga2O3等「半導體材料創新」。期望讓日本及韓國在

功率半導體市占率可以大幅提升。中國官方在 2020 年的「十四五(2021～2025 年)

規畫」中，大力支持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已有一連串支持半導體產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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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發布，其中有 8 項與化合物半導體相關，希望扶植中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蓬

勃茁壯發展，以避免國家發展受限。此外各國也為半導體相關產業紛紛提出相關

法案及政策，以強化自身產業鏈，減少因為中美政治環境和經濟權力關係危機下

對外部國家的依賴。 

(三) 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現況及政策推動現況 

目前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已有台積電、中美晶、漢民、穩懋半導體、鴻

海集團等投入擴大技術研發與生產相關投資。此外，還有富采投控（晶成半導

體）、聯電集團（聯穎光電）以及力積電等，投入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功率元件

代工行列。在臺灣化合物半導體優劣勢方面，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商業模式大多以

垂直整合製造商（IDM）為主，從晶片設計、生產製造、封裝測試均一手包辦，

且掌握相關專利，與臺灣矽基半導體產業過去所擅長的「設計結合晶圓代工」分

工模式不同。目前臺灣在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領域，有能力設計化合物半導體 IC

設計的公司不多，化合物半導體的 IC 設計除了要有材料、物理、電磁波理論基

礎及機電整合背景外，更需要考慮於化合物半導體的材料品質及製程條件等變異

因素，所以化合物半導體設計人才缺口非常大，亟待政府積極地鼓勵產學人才培

育政策。 

目前我國政府於多項前瞻計畫中也已納入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研究，包括「Å

世代半導體計畫」、「化合物半導體計畫」、「量子科研計畫」等，期望建立我國半

導體先進製程生態鏈。2022 年推動「化合物半導體計畫」，推動 8 吋化合物半導

體產業鏈，包括：開發 8 吋關鍵製程設備、SiC 材料包括粉體、8 吋 SiC 晶圓自

主，並聚焦於電動車（摩托車、電動巴士）、綠能（風電），及高頻通訊(B5G/6G)、

低軌衛星等應用。而國科會為擴大國內學界自主研發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技術，

培育國內基礎材料、元件和系統應用人才，特別規劃「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

研發專案計畫」，鼓勵和國際化合物半導體研究團隊合作，以提升團隊在國際的

影響力，並且期望能將相關研發成果技轉成立新創公司，預計 2025 年達成化合

物半導體材料設備自主及完備在地供應鏈兩大目標，2030 年完成次世代化合物半

導體關鍵技術能力，建立屬於臺灣的化合物半導體核心技術，創造更高附加價值

生態鏈。 

(四) 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布局 

目前臺灣供應商主要集中在磊晶、晶圓製造。從 GaN 產業結構看，臺廠從

事磊晶製程的有：台積電、嘉晶；晶圓代工製造商：台積電、穩懋、漢磊。從 SiC

產業結構看，國內有環球晶、穩晟、盛新、漢民等。從 GaN 磊晶技術發展看，

目前大多採用異質磊晶方法，GaN-on-SiC 被視為是未來的主流技術，因為品質較

佳，適合高溫、高頻、高功率的應用。在前段中游晶圓製程與元件技術方面，因

5G 頻段逐漸邁入毫米波段，基站天線的射頻模組需求增加，GaN HEMT 逐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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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青睞。在中游高頻/高功率晶圓製程與元件技術方面，近年 GaN-on-SiC 高頻晶

圓製程與元件日趨重要，例如：GaN HEMT 和 HBT。當今 GaN 主要應用在微波

射頻與電力相關電子產品，包含 5G 通訊、雷達預警、衛星通訊等。在中游（後

段）高頻/高功率之晶片元件/組件構裝技術方面，電子構裝對於晶片之訊號傳輸、

熱能排除與保護支撐相當重要，因此必須考慮各種材料間熱膨脹係數差異，以免

構裝材料間脫層、崩裂等，造成晶片失效或可靠度問題。因此，對構裝相關材料、

黏晶、乘載等技術仍是一項重要挑戰。在下游高頻/高功率之元件與模組設計以及

系統測試技術方面，GaN 與 SiC 等寬能隙材料，可以符合高切換速度、低導通損

耗、高耐溫、高耐受電壓等特性。 

二、 建議 

臺灣擁有從設計、製造、封裝、設備到材料，十分堅強的矽基半導體產業，

占有全球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且過去以 GaAs 為主的化合物半導體已具良好製造

基礎。未來臺灣化合物半導體長期發展上，必須基於矽基半導體競爭優勢，借力

資通訊產業群聚及國際地位，善用既有垂直分工產業結構，強化「虛擬 IDM」代

工服務模式，進而深化與美日歐等生態鏈的合作，未來仍賴國內產官學研的通力

合作、整合上下游資源，自主建構化合物半導體技術與生態鏈。 

臺灣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仍面臨許多技術與市場的挑戰，包括既有領導

廠商已建構堅固的市場壁壘，加上基板原物料成本高且製造不易以及品質檢測與

方法有待開發等，為了促進國內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發展，本報告提出下列建議： 

(一) 強化產業結構定位：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上下游產業公協會連結機制，以「應用為導向」垂直

分工，合作佈局，使「虛擬 IDM 模式」運作更具實務性，以完備臺灣在化合物

半導體產業生態鏈。另，鼓勵國內產業對外透過併購或授權；定期掃描與監測各

國產業政策動態、供應鏈與技術分流風險。 

(二) 塑造產業發展環境： 

關於化合物半導體材料特性、缺陷等問題仍須克服，而且材料認證期很長，

客戶往往半年以上才會反饋使用狀況，其結果很難與材料特性連結，建議國內需

要有學術界或研究單位，針對像是碳化矽這樣的二維材料做更深入的研究了解，

同時也需要上中下游業界一起加入共同商討，很快地將問題點反饋，建議業界或

可成立聯盟建立合作關係，也建議設置國家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專家諮議委員

會，整合相關產業資源，擘畫產業中長期發展願景；協助國內化合物半導體元件

業者，連結國內外下游相關需求應用，釐清市場定位、技術與測試規格；擬定國

家中長期國際合作戰略，鏈結國際研發資源或系統客戶需求。同時，為因應產業

需求，國內需要建立一個國家級的驗證中心，並使其成為化合物半導體驗證研究

基地，該基地有自己的生產線可以提供整個產業鏈從材料、晶圓的長晶、加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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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製做，以及後端高壓、高頻測試的驗證服務，同時也可以從購買國外大廠如

Wolfspeed 或是 II-VI 的晶片來當參考樣本。國內廠商開發的製程設備，也可以在

此驗證基地，和國外廠商的機台比較製程能力，以縮短晶片與國產機台的驗證時

間，加速國內上中下游產業發展。 

 

(三) 強化技術及設備自主： 

建議國內相關產業可以在這方面好好扎根。掌握基板與製程設備技術，對於

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自主發展相當重要，故我國在技術與設備自主化做法上，必須

整合上下游產業供應鏈實力，借力國際合作相關資源，共同擘畫產品發展藍圖、

研發製程設備、關鍵零組件及先進材料，並滾動式檢視材料暨設備自主化目標、

時程、規格。另外，目前各國政府皆注重半絕緣碳化矽於航太及國防的應用，也

攸關未來衛星通訊及基地台的建立。除了 GaN 之外，未來 6G 通訊或 3D 感測

/LiDAR 都需要 InP 與 GaAs 的先進製程。InP 和 GaAs 基板與磊晶的材料供應，

也應是我國產業發展的關鍵點。還有高功率應用的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例如

Ga2O3，也建議政府需要再加強提早投入。 

(四) 鼓勵人才培育或借力： 

在上游人才培育可以有一些特別的配套，例如由培育機構協助，讓有志從事

此業的人才在進公司前即對 SiC 長晶的技術有相關認知，並有初步的專業訓練。

建議化合物半導體人才培育，應從強化大學師資著手，並以各校半導體學院做為

基礎，推動國內外跨國產學合作機制。另外，設立專屬「國際化合物半導體學院」，

鼓勵教授或學生赴國外重要學研單位進修，引進國際學者及專家，或國外大廠退

休研發人員做為前瞻科研諮議顧問等。 

(五) 推動產業政策補助： 

各國政府目前針對化合物半導體發展提供廠商很多補助，建議我國政府考慮

可以加強化合物半導體投資抵減的比重，同時建議也要拉長研發抵減稅務的期

間，減輕台廠在稅務上的負擔。因為現在臺灣從事化合物半導體的公司已經不只

做研發，也開始進入投資量產的階段，而多數公司均屬中小型規模的化合物半導

體廠，這些中小規模廠商本身的資本額就不是太大，因此資金上也就比較有壓

力，如果政府能在這方面有多些支持，相信對這些公司會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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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中英文及縮寫對照 

專有名詞 英文 中文 

Al2O3 Aluminium Oxide 氧化鋁(藍寶石) 

AlInGaP 
Aluminium Indium Gallium 

Phosphide 

磷化鋁鎵銦 

(四元 LED) 

AOI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自動光學檢測 

APD Avalanche Photodiode  雪崩光電二極體 

ARPA-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 Energy 
能源先進研究計畫署 

AR/ VR  
Augmented Reality/Virtual 

Reality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BPD Basal plane dislocation 基面差排 

CT2 
 Cordless Telephone 2nd 

Generation 
第二代無線電話 

DARPA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DRAM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ECU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電子控制單元 

ED-pHEMT  

Enhancement / 

Depletion-Mode 

Pseudomorphic High 

Electron-Mobility Transistor 

增強/耗盡型高速電子遷移率

電晶體 

ED-BiHEMT 

Enhancement / 

Depletion-Mode Integration 

of Heterojunction Bipolar and 

High Electron-Mobility 

Transistors 

增強/耗盡型異質接面雙載子

暨假晶高速電子移動電晶體 

eMBB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電磁干擾 

EV/ BEV/HEV/ 

PHEV 

Electric Vehicle/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Hybrid 

Vehicle /Plug-in Hybrid 

電動車/純電動車/混合動力車

/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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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Vehicle  

FCEV 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燃料電池電動車 

GaAs Gallium Arsenide 砷化鎵 

GaP Gallium Phosphide 磷化鎵 

GaN Gallium Nitride 氮化鎵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又稱泛歐

數位式行動電話系統 

GSMA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 
GSM 協會 

HBT 
Heterojunction Bipolar 

Transistor 
異質接面雙極性電晶體 

HEMT 
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高電子移動率電晶體 

IDM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整合元件製造廠 

InP Indium Phosphide 磷化銦 

IPD Integrated Passive Device 積體被動元件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智慧運輸系統  

KOH Potassium hydroxide 氫氧化鉀 

LED Light-emitting diode 
發光二極體 

LPE Liquid phase epitaxy 
液態磊晶技術 

LDMOS 
Laterally Diffused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橫向擴散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MBE Molecular beam epitaxy 分子束磊晶 

MEM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微機電系統 

MMIC 
Monolithic Microwave 

Integrated Circuit  
單晶微波積體電路 

mMTC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巨量多機器型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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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E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貿易、工業和能源部 

MOCVD 
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有機金屬 

化學氣相沉積法 

MPD Micropipe dislocation 微管差排 

NEDO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

構 

NSA Non-Stand Alone  非獨立組網 

NSCAI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美國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

會 

PA Power Amplify 功率放大器 

PHEMT 
Pseudomorphic 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應變式異質接面高遷移率電

晶體 

PIN P-I-N Junction Diode 
PIN 型二極體，又稱移相開關

二極體 

PL Photoluminescence  光致發光 

PAE  Power added efficiency 功率附加效率 

PVT Physical vapor transport 物理氣相傳輸 

QST Qromis Substrate Technology Qromis 基板技術 

RF  Radio Frequency 射頻 

SIAC 
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 

Coalition 
美國半導體聯盟 

SiC Silicon Carbide 碳化矽 

SOI Silicon on Insulator 絕緣層上覆矽基板 

TIM Thermal Interface Material 熱界面材料 

Transform 
Trusted European SiC Value 

Chain for a greener Economy 
可信賴的歐洲 SiC 價值鏈促

進綠色經濟計畫 

URLLC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超高可靠度和超低延遲通訊 

VCSEL 
Vertical-Cavity 

Surface-Emitting Laser 
垂直腔面射型雷射器 

VLSI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超大型積體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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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G Wide Band gap 
寬能隙 

WBGSTI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nitiative 

寬能隙半導體技術計畫 

XRD X-ray diffraction X 光繞射 

YESvGaN 

Vertical GaN on Silicon: 

Wide Band Gap Power at 

Silicon Cost 

垂直矽基氮化鎵：矽基板寬頻

隙功率元件計畫 

 ZnO Zinc Oxide 氧化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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