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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有鑑於長久以來類比 IC 產業多為國外 IDM 大廠天下，台灣類比 IC 產業

發展至今已近二十年，到後十年才逐漸開花結果，近年台商挾品質穩

定、價格優勢，逐漸打開市場，並且在國際市場上逐步取得一定的市場

地位。根據工研院 IEK 統計資料指出 2010 年全球半導體類比 IC 市場產

值為 457.8 億美元，較 2009 年成長 7 %。而台灣類比 IC 市場，在多家類



比 IC 廠商競相加入新產品佈局且品質逐漸提升下，2010 年台灣類比 IC 

產值達新台幣 412 億元，年成長率達 26.958%，遠高於全球類比 IC 年成

長幅度。雖然台灣類比 IC 的產值大約在五百至六百億元，僅占全球市場

五％到六％，但顯示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 復以全球化經濟下，競爭對

手除了台灣同業，國際 IDM 大廠的競爭，還要面臨大陸以及新興市場在

低階消費品市佔的威脅，企業不再只是專注於本國需求市場，而是必須

要正視國際化所帶來的威脅與機會點。 研究兩大重心產業價值鏈及國際

化策略，國內的學術研究中極少針對該產業的國際化歷程進行資料蒐集

及分析。故本研究以 U 公司為例，擬以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之觀念，同時

透過國際化策略探討，期透過本研究的深入剖析個案 U 公司如何結合自

身之資源、能力，進而建構國際半導體之產業國際化策略並成功開拓市

場。 研究之結果除了對個案公司提出國際化策略建言，另一方面也可提

供予半導體產業業做為未來國際化布局的參考，同時予其他具有相似利

基產業特性的企業也可提供做為進行國際化策略的參考方向。  

摘要

(英) 

Where in Taiwan, the IC industry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foreign IDM giants, 

the IC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ed in Taiwan for nearly two decades but had not 

reaped substantial fruits until some decade ago. Taking advantage of steady quality, 

competitive pricing, Taiwan’s IC industry has successfully built its market step-

by-step and played a formidabl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tatistics 

revealed by IEK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dicate that in Year 

2010, the IC industry output values throughout the world reached US$45.78 billion, 

growing by 7%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of 2009. In the analogue IC industry in 

Taiwan, as a good number of analogue IC joined the market layout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with upgraded quality, the analogue IC industry in Taiwan yielded 

NT$41.2 billion total output value in 2010, growing by 26.958% in annual growth 

rate, far outperforming the world analogue IC markets. In Taiwan, the entire 

analogue IC industry yields the output values at approximately NT$50~60 billion, 

accounting for merely 5%~6% of the world market. It, anyway, suggests quite 

promising future head. Amidst the globalized economy, Taiwan’s analogue IC 

must face up to tough competitors from the domestic counterparts, international 

IDM giants and, moreover, formidable threat from China and newly emerging 

countries in the low priced consumer goods. The enterprises in Taiwan’s 

analogue IC industry must no longer focus on domestic demand market alone, but 

must focus on th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wo key points, i.e.,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s and 

internationalized strategies. In Taiwan, those scholars have seldom collected or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analogue IC industry. The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takes U Corporation for instance, in particular the concep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value chain. Through probe of internationalized 

strategies, we hope to conduct a profound probe into the subject case of U 

Corporation about how to combine its own resources, capabilities into a whole to 

successfully build the internationalized strategies and to successfully develop 

markets. The results yielded out of the present study will be offered a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will be, meanwhile, offered to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 handy reference in their future internationalized layout. 

Other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the similar niches are, meanwhile, advised to take 

the results yielded out of the present study to set orientation of thei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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