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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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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從今年3月中旬正式開始施工，預計至民國111年9月才會興建完成，屆

時，附近的住戶與單位（大概只有松山家商）就能享受捷運帶來的便利與經濟效應。

原本，這個時間數字代表著一個可接受的美麗過渡，人們也懷著滿滿的期待，幻想它未來的美

好：更好的交通、更高的房價、更多的人潮等等。但直到它真的開挖的那天，所有一切突然變成

一個漫長且無明的忍耐，能不能挺過去，才是最現實的問題。

為了施工，福德街一大段路已架起圍籬，不僅佔去了大半的馬路面積，也把巷弄出入的通道阻

斷，汽車無法通行，行人，機車和腳踏車只能很勉強的共用窄窄的騎樓出入，大家很為難的生活

著。

一些倚賴人潮和交通的商家早早就搬離，另一些商家看苗頭不對，也陸續轉戰他處，只留下店面

就是住家的老街坊。加上由於捷運日夜施工，灰塵與噪音鋪天蓋地，多數的人家皆是掩窗閉戶，

整條街更是看起來死氣沉沉。

一個送貨的司機看著這片蕭條說：「這樣不是都不用做生意？！」我說：「能搬的都搬走了！」

司機搖搖頭，便拉著推車從窄窄的騎樓離去。

轉型，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美麗的那一面，常常都是存在想像裡，不然就是存活下來的人才看

得見；哀愁，才是所有人活生生血淋淋要面對的真相。要怎麼度過，要怎麼因應，是所有轉型過

程中不應當被忽略的部分。

而本期所談的主題：台灣能源轉型，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考，希望把轉型期間會產生的困難與機會

點出，同時也給予身處轉型期間的企業一些因應之策。尤其能源供應的型態與狀態，會涉及整個

產業的發展，因此其方向與對應之策，也是所有產業裡的每個人都該關心的。 

轉型的美麗與哀愁

副總編輯

信義區福德街施工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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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積電發佈訊息指出，張忠謀董事長宣布

將在本屆董事任滿後，於2018年6月上旬股

東大會後退休。同時，張忠謀將不續任下屆董事，

亦不參與任何經營管理部門工作。同時，在2018

年6月上旬股東大會後，台積電將採取雙首長平行

領導制度，由劉德音博士擔任董事長，魏哲家博士

擔任總裁。此一訊息仍引起各界廣泛的討論，對於

台灣半導體產業後續的發展，亦有多方的討論。

目前在半導體產業中，晶圓代工產業在全球的領先

地位最為顯著，台積電在28nm製程以後，於先進

製程技術上已明顯拉開與競爭對手的差距。同時，

全球半導體龍頭Intel在先進製程上的領先地位，亦

受到台積電威脅。

在過去這一波晶圓代工產業競爭中，張忠謀對台積

電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更重要者，在於其扮演外資

投資台積電的重要定心丸。但在張忠謀退休後，

各界也因此擔憂，後續以台積電為首的台灣晶圓代

工產業，甚至是整體半導體產業，能否因應來自三

星、全球晶圓以及其他大陸業者的競爭壓力。

綜觀目前台灣晶圓代工產業所面臨的競爭壓力，主

要來自幾個方面，一為領先群同業的競爭，一為後

進業者的追趕，另一方面是半導體製程面臨發展瓶

頸的壓力。

目前晶圓代工領先群之業者，包括台積電、聯電、

三星、全球晶圓等，Intel亦投入部分高階產品之晶

圓代工業務。相關業者競爭的關鍵要素在於先進製

程的研發進度與良率表現，目前台積電穩定領先，

但三星的研發能力亦不容忽視。

除了一線同業的競爭外，如中芯半導體等大陸業者

仍亟欲搶入領先集團的競爭，並積極延攬具豐富經

驗的人才加入，在大陸具市場與政策優勢下，未來

亦具有蠶食我業者既有市場的能耐。

但更值得關注的焦點在於半導體先進製程的發展

即將進入撞牆期，尤其在5nm、3nm以後的製程，

除了面臨嚴格的物理限制考驗外，更將面臨成本過

高，缺乏客戶投入的挑戰。因此，晶圓代工產業勢

將因轉往其他製程領域技術而出現新一波競爭局

面。

在此產業的轉折點上，台灣晶圓代工經營模式的創

始人宣布將退休，短期內當然可能引起信心疑慮，

尤其晶圓代工產業是台灣的半導體業最具優勢的領

域，也是整體半導體業能夠起飛的關鍵。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晶圓代工經營模式的創新

當然是關鍵因素，更是台灣能順利建立半導體群聚

的基石。但半導體產業整體的競爭力來源甚為多

元，另包括人才培育、資金導入、基礎設施建構、

技術研發、客戶關係建立等，相關要素已在台灣經

過多年扎根，也是大陸等後進國家亟欲仿效的對

象，不易因單一產業領袖的異動而有動搖。若相關

領導企業能順利完成接班團隊的養成與接任，更將

有利於產業長期發展。

不過在後張忠謀時代，台灣半導體業確實面臨多元

的挑戰，前述產業基礎雖然穩定，但也可能因如中

國大陸、韓國等競爭對手的快速崛起、人才的流

失、投資者信心的下滑等而出現動搖。後續整體產

業的發展，仍待產官學研各界共同努力，尋求更有

利的發展定位，以維持台灣半導體業的長期競爭力

於不墜。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Be Unique

後張忠謀時代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

晶圓代工產業勢將出現新一波競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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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nique

對HWTrek熄燈的一些省思

在1 0 月 初 的 時 候 ， 網 路 傳 出 一 則 消

息：HWTrek準備熄燈了。

HWTrek是何許公司呢？他們於2014年1月在台

灣成立，那時正是全球硬體創業潮因開源硬

體、Maker運動及群眾募資興起而開始高漲的時間

點，他們因看好硬體創業與硬體製造之間的需求

存在著極大的落差，因而成立了這家公司，定位

在這兩端扮演「媒合」的角色。

而這個時間點，正好是自己離開前職，全心關注

台灣Maker運動與硬體新發展的時間，一路上與

HWTrek時有交集，也算清楚他們的發展歷程。

他們一開始是在台灣起家，曾認真走訪台灣各大

代工廠，並取得加盟意願，接著花了不少錢到歐

美新創圈宣傳這個平台，也確實吸引了不少硬體

新創團隊想接口製造端的服務，但當串上台灣廠

商時，卻處處碰壁－沒幾家真的願意接下這些不

穩定的小單。

這應該是他們後來整個重心都移往中國的一個主

因（另一原因是投資人也在對岸）。

從生意模式來看，HWTrek似乎是在賺新創與代工

加工廠間的媒合仲介費及PM管理費，但該公司其

實是創投的背景，做這門事業的出發點該是想藉

由大量的案源來找到合適的投資標的，在更早期

出手，換取賭到獨角獸的龐大回收效益。

但看起來，這個算盤並沒有打響，想從硬體新創

的投資上取得回報或許可行，但口袋要夠深、氣

要夠長，即使曾募到不少錢的HWTrek也撐不過這

死亡幽谷的考驗。

而回歸到新創媒合或PM管理服務，對硬體創業團

隊而言，這個需求仍是強烈存在的，但其本質在

於「原型轉可量產產品」及「小中量製造代工」

的Knowhow，而非投資，這也是HWTrek的弱勢－

對設計加工服務的專業技術能力不足，正明白地

說，是「養」的專業PM不夠多。

HWTrek是提供了一套線上媒合平台，但大多歐美

硬體新創連當面溝通都不一定說得清自己需要的

規格，想靠平台來媒合溝通，離現實是有相當大

的距離。

事實上，這幾年持續在Maker to Market這議題上

關注和下功夫，已看到愈來愈多海外硬體新創選

擇台灣為代工夥伴，特別是一些規格特殊或需跨

域整合的創新案子。這也證明台灣的「硬實力」

仍有很好的條件來承接全球硬體新創的需求，但

要把這種「承接」做順做通，關鍵恐怕還是在「

軟實力」的人身上。 

什麼人呢？第一種人是能聽懂新創在設計上的需

求，又能協助他們找到適合的設計業者（工設、

機構等）及代工業者（模型、模具、成型、電子

系統、組裝等），並與他們溝通需求的人，說穿

了，就是HWTrek養不夠多的的專業PM人才。第

二種則是能將創意原型轉成可量產產品的設計人

才，特別是EE、ID、ME三種人才。

這樣的人才在別的國家難找，但在台灣卻不算

少，但大多數人已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不過，有

不少人跨到了Maker圈，如果有一套Crowdsourcing

的機制，或許就能善用他們的能力來填補這個空

缺。

怎麼做呢？還在嘗試。  

要承接全球的新創需求做順做通，關鍵恐怕還是在「軟實力」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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