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八十九學年度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班招生考試 

第二節 

管理個案評論 試題 

請閱讀下列個案後回答下列問題： 

1. 試就管理觀點，分析「台積電」成功之關鍵因素，並分析「台積電」未

來是否可依純代工策略持續成長？〈本題佔 20 分〉 

2. 就所附個案之內容，列舉您認為個案中最重要的三個管理問題，並說明

您所提出之問題所依據的學理或根據，及其所涉及的構念(construct)

及變數(variable)。〈本題佔 20 分〉 

3. 您過去的學術專長為何？未來研究方向為何？就上述您所提出的管理

問題，依據您的學術專長建構一研究問題，然後提出如何對該問題進行

研究，進而對「台積電」所產生之管理問題提出解決對策。您所提出的

美伊個論點，必須明白交代支持您論點的理論(Theory)、分析方法

(Methodology)、分析過程(Process)。〈本題佔 60 分〉 

作答注意事項： 

1. 把握時間，可擇重點論述。眾所週知之常識無須浪費筆墨及時間。 

2. 評分重心在於創意、思考方式，邏輯。 

3. 盡量使用圖、表、數式之陳述方式。 

 

 

壹、邁向公元二千年 

1995 年 8 月 15 日是台積三廠（八吋晶團廠）啟用的日子，慶祝典禮

中，台積宣佈四廠也已經動土，五廠亦在親劃之中。未來台積將以二年建

一個廠的速度擴充，到公元二千年台積的產能可達全球的百分之四十。 

除台積外，國內亦多家公司相繼投入興建八吋晶圓廠的行列，預估

1998 年之後台灣生產八吋晶圓的公司將達到十二家之多，投下的金額估計

突破新台幣 2，600 億元。其中聯電、華邦、旺宏、亞太、嘉畜等有自己

設計的產品，亦兼顧代工的服務；聯誠則與台灣積體電路相同，皆是純代

工的服務（見表一）。在全球、在台灣，半導體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當

中，已經不再有人質疑為什麼會有公司願意花 260 億的新台幣，只為了做

「代工」，因為台灣積體電路公司（TSMC）已證明「純代工」策略的成功

了！ 



 

「代工」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早

期的鞋業、雨傘、成衣等，都是做代工。但是高科技產業也能採沒有自己

的產品、純代工的策略而且賺大錢？匪夷所思！台積的成功，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呢？ 

 

貳、台積的成立與定位 

 

一、成立背景 

自 1974 年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的時代，我國即有心朝向半導體工業發

展。當年工研院曾派出電子所的十九人至美國 RCA 公司學習其積體電路的

相關技術，回來台灣後歷經多年的研究發展使其技術紮根，並在 1980 年

衍生出聯華電子公司。然而至 1980 年代中期聯電的年營業額也只有新台

幣二十億元左右，規模還算小，當時聯電本身有擴廠的計畫，同時亦有國

善、華智和茂矽等幾家海外學人回國設置的設計公司，希望政府或交通銀

行投資幫助他們蓋廠，雖然政府也有意擴大半導體工業的規模，早日在全

球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在蓋一個廠也不是，蓋三個廠也不是的情況

下，恰好在世界半導體業已工作了三十年，且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張忠謀應

工研院之聘回國了。 

政務委員李國鼎早在擔任經濟部長的時代，即與德州儀器公司負責半

導體業務的集團副總裁（Groap VP）張忠謀結識。1984 年，張忠謀轉任通

用器材公司的總裁，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發揮了「三頭茅廬 J的精神，才



將他延聘回來擔任工研院院長。 

張忠謀就任後的兩個星期，李國鼎便找他商談，希望以其長才來幫助

台灣推動半導體工業。幾天後，也就是 1985 年的 9月 10 日，張忠謀就在

行政院做了一次簡報，與會人士除了俞國華院長之外，尚有財政部長錢

純、經濟部長李達海、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經建會主委趙耀東、及其他次

長等十餘位。提案的內容就是成立一家純代工的積體電路公司。次年一月

十六日，俞院長批准成立了一個五人籌備小組，成員有趙耀東（共同召集

人）、李達海、錢純、陳履安及張忠謀本人（執行祕書）。 

為什麼會產生設立半導體專業製造廠的搆想呢？「做 Fab 其實是市場

與台灣競爭優勢的交集。J張忠謀董事長點著煙斗，在裊裊升起的輕煙中，

不急不徐地解釋下去。 

 

1.市場考量 

「先從市場面來說。當時市場上專業的 Fab 完全沒有，TSMC 是全球第

一家。在我回來的前一年。就是 1984 年，那時我是美國通用器材公司的

總裁，該公司在紐約，是一家親模相當大的公司，常會有人來看我，希望

我們投資。1984 年時有一位半導體界的朋友，當時他剛離開一家公司，想

要組織一家新的公司。這個人的能力我也是相當欽佩的，他跟我談了之

後，我覺得很有興趣，我就告訴他要有一個企劃書，我們再來談。當時我

覺得他很高興，至少當時我是這麼覺得，然後他就走了。但是過了一個月

卻一點音訊也沒有，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我的確是很有興趣，我就打電

話給他。他告訴我那個投資計畫已經由五千萬美金縮小成五百萬美金了。

我就問他怎麼五百萬美金就能夠辦成的，他說：『我現在不做 Fab 了，只

做設計公司。五百萬美金我可以找朋友就把它湊起來了。設計之後，我就

找有 Fab 的公司幫我。』他的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他這家公司後來就是很

出名的 Chip and Technologies，始終沒有 Fab，這可以說是美國第一家

規模較大而沒有 Fab 的公司。在這之前，開半導體公司都一定以為非要有

Fab 不可，他是首開風氣。雖然設計公司可以找有 Fab 的公司代為生產，

但這些公司接受你的訂單，他們總會有一個附帶條件，要求可以把你設計

的柬西賣給別人，這是一個很苛刻的條件。所以我認為，第一，這種純設

計公司會有相當大的成長，因為那時候造 Fab 的成本一年比一年高（見圖

一），普通人要創業，沒有能力籌資，所以純設計公司的成長率會愈來愈

高。第二，現有可提供 Fab 服務的大公司有如以上所說的缺點。所以，純

代工一定是一個很好的方向，這是市場方面。」 



 
2．台灣的競爭優勢 

「台灣競爭優勢方面，我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可是卻有相當的

信心，台灣做出來的良品率應該可以和日本競爭，而那時候韓國雖已

投資生產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但還不成氣候。這又是一個以前的

故事。我在 TI（德州儀器公司）的時候， TI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工

廠，但在日本的工廠良品率總是比在美國、歐洲的工廠好很多。我們

不但分析其原因，更是用盡各種方法，希望將歐美工廠的良品率提高，

於是我們做了很多措施，例如請日本一個團隊到美國駐半年一年，讓

他們管理；派一個美國的團隊到日本去學習，回來仿效著做；美國買

和日本完全一樣的機器使用。總之，用盡各種辦法，我們也僅能將其

差距拉小，但始終無法使兩邊一樣好，其原因錯綜複雜，但有必要找

出其關鍵的基本原因。以員工流動率來說，在日本很低，只有個位數

的流動率，但在美國就很高，甚至有 30％－40％，但是半導體製造廠

的員工卻需要幾個月的職前訓練，所以高流動率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維修的工程人員，在日本可以找到訓練相當好、教育程

度也相當好的工程人員，他們的教育程度相當於台灣的工專畢業生，

但在美國根本就找不到。另外領班方面，在日本可以找到學工的，雖

然不是大學畢業生，甚至於有些大學畢業生也願意來做；可是在美國，

有工程學位的人都要去做研發或行銷。其他各個方面，如合作的精神



也都是日本好。我雖然對台灣不是百分之百的了解，但我是認為台灣

的條件和日本比較接近。而且當時我已經親眼看到電子所實驗工廠的

良品率也很好，所以這就是市場與台灣競爭優勢的交集。」 

 

二、定位 

對於這一個公司，董事長張忠謀將之定位在「以國際市場為目標」，因

為半導體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自由貿易的產品之一，幾乎是沒有國界的，在

美國在台灣都不用課稅。而且跨國大公司的產品是到處都有，如果一開始

只設定在本地的市場，將來則很難與國外的公司競爭。張忠謀認為：「假

如能在國際市場立足，也一定能在本地立足，這是任何半導體公司都要如

此，何況代工更要如此，因為那時候在台灣只有三、四家規模很小的設計

公司，而我們卻是投入很大資本的公司，僅定位在過內市場是太小了。」。

就因為是一個國際公司，總經理必須是一位有國際經營理念與經驗的人，

但當時的台灣人或華裔美國人沒有適當的人選，所以台積從成立至今，總

經理都是美國籍的，這在台灣實為一項創舉。「連飛利浦都大為驚訝！因

為我們成立以前他們就問了，總經理是什麼樣的人。我說因為是國際市

場，所以應該是一位在國際市場上有經驗的人，恐怕是美國人比較適宜。

後來我去找了一個美國人，他們大為驚訝，我說我老早告訴你們了，他們

說我們以為你要去找一個華裔的美國人。」提起這件事，張忠謀不禁笑了

起來。 

 

三、營還方針 

張忠謀另外提到了一點台積與台灣其他大公司的相異之處，就是「專

業經理人」的管理方式－。「從開始和飛利浦談的時候，有一點我是百分

之百的堅持，就是我們這個公司一定要是一個行政自主的公司，和飛利浦

簽合約時開章明義就講了。」飛利浦雖是台積的大股東，但是完全不干預

台積的決策與日常運作。根據股東合約（此股東合約已於 1994 年 1 月公

司上市時廢止），飛利浦可提名財務副總經理，現任的財務副總曾宗琳即

由飛利浦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任命的。曾宗琳以自身的經驗解釋道：「當

初我在飛利浦工作，然後由飛利浦提名，台積董事會同意而過來這裡，可

是我在這邊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台積的角色，與飛利浦完全是獨立的。飛

利浦參與決策都是在董事會的層級，就跟其他董事一樣，他們從我這邊拿

到的資訊不會比任何一個董事多，也不會來的快，完全是平等的。我認為

它在過去幾年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單純的純投資者。雖然我以前在飛利浦

做了好幾年，然後轉到了這個地方，我沒有任何義務和飛利浦談任何台積

的情況，也不需要定期去向他們作報告，所以這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公司。」

至於專業經理人，曾宗琳是這樣定義的：「在這個公司裡面工作的每一個

人沒有主導或擁有整個公司。對一個專業經營的公司來講，每一個人都是



員工，每一個人都在他的領域中，無論財務、生產、行銷或行政，以他的

專業知識貢獻給公司。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做的判斷比較不會偏向任何一

個個人，而會以公司整體的利益來做最大的考量，這就是我所謂專業來經

營整個公司。」 

 

1.三大原則 

在決定了公司幾個大方向之後，接下來就是資金的問題了。五人籌備

小組曾就此多次商討，最後做成了三點原則： 

（l）自有資本必須達到 70％。當時大家的看法是，這個公司所需投

資的金額龐大，而當時日、美、歐、韓都已投資生產超大型積體電路

（VLSI），市場上的供應有過剩的現象‘，我國成立 VLSI 工廠，初期

一定會面臨業務不足及激烈的競爭壓力，必定會有虧損，因此必須提

高自有資本。這樣即使頭三年至五年不賺錢，也還不至於發生嚴重的

財務問題。 

（2）公司必須維持民營的型態，官股頂多達 49％。 

（3）公司保持中立地位，僅代客戶製造其所需之 VLSI，而不介入下

游產品之生產，如此才不影響現有工廠的經營前途，也可減少投資。 

 

另外，俞院長尚有一點堅持，就是必須找一家國際知名的半導體公司

加入，如此籌資才不會造成困難。 

 

2.尋覓國際夥伴與資金 

飛利浦在 VLSI 的技術上算不上是最先進的，為什麼會找到飛利浦加入

呢？張忠謀回憶往事是這樣的： 

「因為外國半導體公司的主管我都認識，所以我就寫了十幾封二、三

頁的信，告訴他們有這個投資計畫，我認為很有機會成功，希望他們有興

趣的話我可以過去和他們談。1985、1986 年是半導體業不景氣的時候，幾

乎是每一家公司都虧本，結果僅有四家公司願意和我再進一步談，這四家

是 Philips、Intel、TI 和 Matsushita。Intel、TI、Matsushita 經過幾

次討論之後就表示沒有興趣了，主要原因是覺得風險太大，當時無力支

持。只有飛利浦一開始就表示有相當濃厚的興趣，我們就一直談下去。」 

找飛利浦加入，除了因其為世界級的大公司之外，另外還有智慧財產

權上的考量。因為飛利浦擁有許多專利權，可提供給台積使用；另外飛利

浦與其他國外大廠簽訂專利交叉授權（cross licence），大大減少台積被

追訴專利侵權的可能性。 

至於飛利浦方面的考量呢？探究其原因，可歸納出以下兩點： 

（1）飛利浦在台灣有相當長的投資經驗，最初他們在竹北投資生產黑

白映像管，至黑白電視機為彩色電視機取代以後，他們又轉而生產電



腦終端機用的單色映象管。此外，在新竹及楠梓均有生產電子零組件

的工廠，並考慮部份的研究發展在台灣進行。由於對台灣環境及市場

的熟悉，使他們較願意在台投資。 

〔2〕他們本身就是 VLSI 的潛在使用者，因此較不擔心產品的銷路問

題。 

解決了國外資金的部份，國內民間 24％的股份則是由前述幾位部長和

主委分頭去接洽。原是屬意國內的幾家大型電腦公司來投資，如宏碁、神

通、詮腦等，但是他們都沒有能力參與這麼大的投資，只好轉為接洽台塑、

中美和、台聚等幾家大型的石化公司，以及聯華實業、誠洲電子等。最後

敲定的資本比率是：政府投資 48.3％，即七千萬美元，飛利浦投資 27.5

％，即四千萬美元，民間投資 24.2％，即三千五百萬美元，以上均是現金

投資，沒有技術股在內。 

台積雖然順利誕生了，但是內部、外界並不看好它的前途，多數人對

於「純代工」策略信心不足，再加上合約中同意飛利浦在公司成立三年之

後的十年間，有權自我國政府及民間股東購買台積的股票到 51％，這意謂

著台積的股票無法上市。這些在公司剛成立的時候，還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八、九個月之後華邦成立了，再半年後旺宏也成立了，人員流動率的

問題也隨之浮現。成立第一年公司虧損，人心又是浮動不安，行政副總經

理責彥群談到了他們當時的做法：「我們的原則就是有缺不補，各部門儘

量縮減成本，希望大家共體時艱。難得的是，那一年（1987）總經理還是

發了半個月的激勵獎金，表示公司對大家的鼓勵。」 

至於股票上市的問題，資深副總經理曾繁城提出了他當年的看法：

「1986 年 2 月政府要跟飛利浦簽約之前我曾經到荷蘭飛利浦去看過，發現

他們公司投資有些不恰當。他們那時候蓋了一個很豪華的廠，比我們現在

二廠還要新，錢花得相當多，那時候我就隱約覺得我們有上市的希望。88

年開始飛利浦連續三年不景氣，虧損很嚴重，因而放棄了買台積的選擇

權，我們也才能上市。」 

 

參、純代工策略 

「TSMC 開創了一個新的產業。」行銷副總經理林坤禧說：「1987 年 TSMC

為全球唯一的純半導體代工公司，1995 年全球已有五家純代工公司，另有

五家正準備成立。這些純代工公司多在亞洲，所以亞洲頗有成為全球半導

體製造中心的趨勢。TSMC 的成立加速了半導體產業的轉型，使得半導體設

計、製造、封裝形成明顯分工的趨勢。這三個行業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度如

下：設計公司資本所需低，技術密集為中等；製造公司為高度資本與技術

密集；封裝公司的資本與技術要求皆為中等。由此可見 IC 製造業為 IC 產

業中資本與技術密集度最高者，是以有高風險、高利潤之特性。」 

 



一、專注與創新 

台積 1994 年營業額為新台幣 193 億元，純益率高達 43.82%（見附錄），

每位員工的平均盈餘由成立之初的 29,l90 美元提升至 1994 年的 345，980

美元，生產力則由 18.41 片增加至 271．65 片（見圖二），以及今年（1995）

年中股票一度接近二百元的價位，都證明當初決定走純代工策略是正確

的。對於台積的成功，張忠謀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專注」（focus）。台

積一直專注於代工事業，自已不設計產品，所以客戶不必擔心設計會被抄

襲，取得客戶的信任後，在接單上比起其他兼做設計的半導體製造廠，理

所當然會順利許多。資深副總經理曾繁城補充說明純代工的另一個優點：

「傳統的半導體公司有自己的產品，有自己的工廠，他比較不會把好技術

讓給你做。一定只有純粹的設計公司會推出最好的產品，所以它常需要最

尖端的技術來做。他成功你才會成功，這是互助合作的關係。如果我們只

是為 Intel 這些有工廠的大公司服務，他做 0．5微米的時候，只會把 0.8

微米的給你做，那你賺的錢就少了，技術也不會進步。」 

除了「專注」，「創新」能力也是台積另一個值得稱許的成功因素。曾

繁城提到 1989年蓋二廠的時候，台積首先採用 SMIF（Standard Mechanical 

Interface 或稱 mini-environment）。所謂的 mini-environment 是特殊

設計的盒子佈置在一般的空間裡生產晶圓，盒子上面有一個 TAG，只要一

放在 POD 上，就可以知道晶圓做到那個步驟，因此可以避免如人員訓練不

足所造成的許多錯誤。另因晶圓在盒子裡面生產，就可不怕外面骯髒的環

境污染它，當然此法成本較低亦是一大好處。台積採用此法的當時，全世

界除了 R＆D有人使用外，新的工廠都尚未應用，然沒想到當初台積率先

使用 SMIF 法於新廠的作法，如今卻成了一種潮流與趨勢。 



 
 

二、良品率高、品質好、成本低 

 台積電的良品率〈yield rate〉目前已經到達 95%、96%，而且還

在繼續進步〈見圖三〉，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曾繁城說：「我的要求就是

好好把 SPC〈Statistics Process Control〉做好。」他對員工的要求有

五點：〈1〉產量盡量多，因為一個工廠內最大的費用就是折舊費用，產量

越多則分攤的費用就越低。〈2〉良品率要高，同樣的 一千片，做好 990

片、950 片和 900 片，其間的成本差異就非常大。〈3〉對客戶的產品良品

率要好，即所謂的 CPE。〈4〉交貨要準時。〈5〉產品生產週期要短。台積

工廠內有許多品管圈，由作業員、設備工程師和製程工程師組成。工程師

以作業員可以瞭解的語彙逐步教導他們專業知識，訓練作業員獨立運作，

共同解決問題。「另一點就是機器的維修，除了大家說的 up time 和 down 

time 之外，還要追蹤平均當機時間和平均修護時間，如果常常機器當掉，

我們就要請廠商來解決，當然，須要多少時間修好，我們自己也要提升這

個能力。」 



 

台積做到這樣的良品率並非一蹴可及，剛開始也只有 70％左右，黃彥

群舉以前挑剔的客戶對他們的幫助為例。「Intel 是一個要求非常嚴格的公

司，我們只要產品出了問題，就要求我們寫『再發防止』的報告，要我們

仔細檢討原因是什麼，以後要如何改進等等。就這樣子，我們的良品率慢

慢地提高。」 

 

對於這樣的解釋，曾宗琳認為過去客戶的幫助是原因之一。他補充說：

「台灣目前的公司已經成熟到一個程度，絕對不像十幾年前的印象說我們

是次級的公司。不管是我們的人也好，管理經營的方法也好，都是世界一

流的。如果你看我們公司的前二十名管理者，有一大部份都是美國很好的

大學畢業的，然後在美國非常大的公司做十年或十五年，這種經驗湊在一

起，一定是世界級的水準，所以我相信台積之所以能做到這種程度，除了

過去人家的幫忙之外，自己發展出來的能力可能是更重要的。」我們亦可

看出，台積員工的學歷中，專科以上即超過二分之一，而平均平齡在 21

至 40 歲者有 91.5％。另外，台積在生產設備自動化的程度上，亦是其他

公司望其項背的。 

三、慎選人才與培訓 

機制再好還是要人來運作。張忠謀在一次雜誌的訪談中提到：「如果不

是最好的人才，我根本不會用他」，而且台積花了很多精神在員工的訓練

上。因為一開始台積就將自己定位在國際公司上，而一個國際公司的員工

就必須具備國際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國際會議上，台積派了很

多人去參加。曾有人質疑，這樣是不是太浪費了？財務副總曾宗琳斬釘截



鐵地說：「絕對值得！因為這些人帶回來的新觀念，對公司的貢獻遠大於

參加會議的費用，更不自說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增加，眼界也會愈來愈寬

廣，對工作的幫助也就更大了。」 

至於在中級主管的任用方面，曾繁城提到：「在用人方面，我倒是很贊

同我們董事長的講法，要以國際化來看，不能看輕本地人，但是也不能認

為只有本地人才能把事情做好」，因此台積用人的原則是國內國外併用。

至於從國外找人的條件，是要在國外拿到 Ph．D，做了四、五年左右，不

需要太資深，只要在美國做過比較先進的東西，回來再搭配我們內部升遷

上來的經理，這樣大家比較會有新的觀念。」如此雙軌並行，可避免全部

由內部升遷，對於外界新技術吸收緩慢，而限制公司的進步。但國外剛回

來人員其職位最多至『經理級』，廠長以上的職務還是由在公司內服務多

年，對公司已有相當程度了解的主管擔任。此外，他並強調對於國外回來

的人，他亦注意原公司的文化，希望能從不同的公司發掘人才，結合不同

企業文化的優點。 

黃彥群則談到工廠內作業員的訓練方式：「剛來的人都是先從熟悉一部

機台開始，等一部學會了再學其他的。同一區內的機台都學會的時候，我

們就頒發一張證書給她，并將她升為訓練員，由她再去訓練新進人員，這

樣她們也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肆、股票上市 

前文曾提及，合約中同意飛利浦可於第三年至第十三年之間，將股權

提高到 51％，後來因為飛利浦本身營運狀況不是很好，而且發覺讓台積成

為一獨立的公司比作為飛利浦的子公司來得好，便同意讓台積上市。當時

證券商給台積的建議是，外商持股的比例最好不要超過 40％，張忠謀便以

此為原則，積極在開發基金和飛利浦間穿梭協調，經過一番折衝，雙方終

於在股數和價格上都達成共識，也使得台積得以順利上市。 

股票上市對股柬、員工是相當重要的激勵因素，因為公司不上市，股

票就沒有價格，流通性也不高，所以上市是非常重要的。股票上市的首要

衝擊即是員工的財富會在短期內遽增，正面的影響當然就是每個人可以過

較富裕的生活，但是手上錢增加得太快，卻也會有壞處產生，例如上班開

始不專心，心神花在股市行情上更甚於自己的工作；不知道如何規劃錢財

的運用，造成虛擲、浪費的現象。台積主管有鑑於此，深感必須教育員工，

於是開辦一系列的理財課程、成立各種慈善性社團、請保險公司來為員工

規劃等。黃彥群更引用一個「全人」的觀念來引導員工正確的人生觀：「圓

中有七個部份：家庭、信仰、學識、社會公益、專業、財富、健康（見圖

五），每個人可以在每個項目中依照自己認為的滿足程度來給分數並打

點，我們希望由這幾個點構成的圖形近似圓形的圖形，這代表著在各方面

的滿足程度差不多，過著比較均衡的生活；如果圖形是非常的不親則，代



表可能在事業或財富上非常的突出，但卻忽略了家庭或對於社會的回饋。

我們希望員工都能有這樣一個『全人』的觀念，在各方面都能均衡的發展。」 

 
 

伍、展望與挑戰 

根據估計，未來的代工市場還有很大的成長潛力（見圖六）。台積的新

競爭對手，例如新加坡的特許公司（Chatered Semiconductor）即是仿效

台積的策略，甚至標榜自己是「TSMC 第二」，以低價來搶攻市場。在面臨

未來競爭愈來愈激烈的環境，台積將如何因應呢？ 

 

董事長張忠謀認為台積首先必須建立起自己的競爭優勢。「台積的競爭



優勢，第一是客戶轉換代工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必須考慮到合作

關係、品質等問題。假如他要換代工廠的話，至少要半年的時間，所以與

客戶建立良好的關係是相當重要的，這些我們都已經建立起來了。」此外，

不斷保持領先的技術亦是台積必須努力的方向，只有繼續維持與後進之間

的距離，甚至高築此產業的進入障礙，台積才能保持其領先的地位。曾宗

琳則說：「我們追著前面的人跑，後面也有人追著我們跑，在這個產業裡

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台積的員工並不以現有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因

為成功與否，是以長期來論斷的。況且從世界的角度來看，還有 Intel 及

日本、韓國等許多公司，他們都是強烈的競爭對手，「所以台積的人不會

說我們現在很成功，可以休息一下；而是要看前面還有哪些人，我們要怎

樣做才能趕上他人？」 

 

 

附錄 

一、分司簡介 

 

1．基本資料 

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76 年 2月 21 日。 

總公司：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三路 121 號 

一廠：新竹縣竹東中興路四段 195 號 67 館 

二廠：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三路 121 號 

83.12.31 股本：7,800,000 元 

83.12.31 員工人數：2,681 人 

2．主要業務內容及其營業比重（1994 年 6 月） 

 

業務內容 營業比重 

依客戶之訂單與提供之產品設計說明，以從事

製造與銷售積體電路以及其他晶圓半導體裝

置 

 

84% 

 

提供前述產品之封裝與測試服務 13% 

提供積體電路之電腦輔助設計技術服務 3% 

 

3．目前之商品及服務項目 

（l）超大型積體電路晶圓工製造 

（2）晶圓針測試 

（3）包裝及測試 

（4）光罩製作 

（5）特殊應用功能積體電路設計與製造 



 

4．主要市場及其比重〈1994 年 6 月〉 

 

地區 營業額比重 

美洲 57% 

亞洲 30% 

歐洲 13% 

 

5．公司沿革 

75 年 6 月 工研院與飛利浦公司簽訂備忘錄 

76 年 2 月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77 年 4 月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二廠破土興建 

77 年 6 月 達成單月損益平衡 

77 年 12 月 年度結算首度出現盈餘 

1．5微米晶圓開始量產 

79 年 4 月 二廠落成啟用 

79 年 1 月 0．8黴米晶圓開始量產 

榮獲中華民國第一屆國家發明獎 

79 年 6 月 經行政院勞委會評選為績優職工福利單位及績優勞工教

育單位 

79 年 11 月 經工業總會評選為全國十大人力培訓績優單位 

82 年 4 月 0．6微米晶圓開始量產 

榮獲 ISO－9001 國際品質保證及管理系統標準認證通過 

82 年 5 月 經行政院勞委會評選為勞動條件績優單位 

82 年 9 月 二廠 A模組 B生產良率創 95%以上新高點 

投資鑫成科技公司，取得該公司股權 20％ 

82 年 10 月 與旺宏公司簽署策略合作協定，共同合作生產 IC 晶圓 

82 年 11 月 歐洲子公司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 

榮獲全國工業總會核頒「十大污染防治優良廠商」 

 

6．組織圖 



 
二、財務報表 

1. 1990 年至 1994 年之簡明資產負載表 



 

 

2.1990 年至 1994 年之簡明損益表 



 

 

3.1990 年至 1994 年之財務分析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