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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Chiplet」這個名詞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這些非英語系的國家來說，實在有點摸不著邊

際，不僅是因為從沒見過這個英文單字，更是因為這樣的晶片設計概念也沒在腦海裡存在過，所

以一片霧矇矇的，很難把它真的放在心上。

但隨著更多的設計方案陸續被提出，使用的業者也跟著越來越多，市場對於「Chiplet」的關注和

理解也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中最重要的轉折，我認為則是台積電在2021年國際固態電路

會議(ISSCC)的線上演說裡，清楚的將Chiplet的重要性點出。

當時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音就說，系統晶片的整合製造能力，是未來晶片設計和製造最重要的發

展方向，其中多晶片的堆疊與整合是關鍵所在，而Chiplet會扮演一大要角，台積電對此也會有更

多的著墨。

台積電的發言肯定是非常值得市場留意的，不僅因為它是全球市佔率近六成的晶圓製造商，同時

更是當前3D晶片製造的佼佼者。當它說重要，那就是非常重要了。

而這對晶片設計者來說，將會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它顛覆了過去傳統的設計思維，甚至流程都

會有點不一樣。由於Chiplet是一種接近組合的方式，但又不是可以那麼自由自在的使用，主要是

其封裝製程與佈線是複雜的，因此要放什麼和怎麼放，是相當考驗整體晶片的設計架構。而且要

從終端裝置的使用思考往回推。

所以晶片設計者也就要跟終端系統設計的人員，有更密切的溝通，不僅是在小小的晶片裡進行「

異質整合」，其實真正重要的，反而是開發人員也要跨出領域，和不同面向的人員一起整合，才

能真正突破設計的瓶頸，發揮出Chiplet的效能。

我們再說回來「Chiplet」這個字，中文翻譯是「小

晶片」，或者「微晶片」。老實說，依然很無感，

因為晶片一直都很小，而且越做越小，加個「微」

字並不能替它增添什麼不同。

但是英文裡有「booklet」這個字，它的意思是，非

常薄的書，而且裡面只有幾頁的內容，用來說明特

定的資訊。嗯？所以到這裡，真相也就大白了。

小晶片將考驗IC設計的跨領域整合能力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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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nique
COLUMN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資深產業顧問
兼副所長(代理所長)

COVID-19疫情與美中對抗下的
國際半導體產業生態

隨著COVID-19疫情尚未完全獲得控制，

遠距需求持續帶動全球筆記型電腦、網通

設備及5G智慧型手機等產品出貨增長，卻

也導致關鍵零組件呈現供貨吃緊現象。廠

商疲於爭搶晶片產能，甚至提升至國家層

級，使得台灣晶圓廠成為全球產業焦點。

晶片缺貨除影響現有資通訊產品外，也衝

擊汽車產業。車用晶片短缺危及整體汽車

產業運作，德國福斯、日本日產、美國通

用、福特等車廠，都因為車用晶片缺貨，

出現減產現象。2021年初德國政府及美國

汽車產業代表皆希望台灣廠商能提高車用

晶片供給量，解決該國車廠生產窘境。

除車用半導體供貨短缺，驅動IC、電源管

理IC、音頻編解碼IC等產品也呈現供應吃

緊狀態，原因包含：華為因受美國制裁大

量囤貨採購，其他智慧型手機品牌廠為瓜

分華為市占加大採購、遠距上班／上學提

升筆電需求提高相關晶片製造需求、5G通

訊技術增加關鍵零組件需求等。此外，中

國大陸晶圓廠中芯國際（SMIC）被列入美

國管制技術出口的實體清單，減少晶片供

應，加劇供應緊張的狀況。

由於美中政治角力，中芯國際被納入美國

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原客戶擔心影響供貨

而開始轉單其它代工廠。拜登上任後延續

對華為、中芯國際等管制措施，顯示美國

在短期內仍將持續在半導體設計與製造領

域壓制中國大陸，以阻礙其發展半導體先

進製程技術。

對美中而言，若要成為科技強國，半導體

勢必是國家重大戰略性發展項目。美國

逐步體認美國企業雖為半導體領域之領

導廠商，但新的半導體製造能力皆在美國

以外。為確保全球競爭力，美國與國際盟

友合作建立安全及可行的高科技製造業生

態體系，如制定黑名單，禁止對其資助計

畫，並鼓勵晶片與關鍵技術製造移出中

國。此外，為避免供應鏈遭到破壞，積極

鼓勵在美國境內製造半導體產品。

（本文為洪春暉、許桂芬共同執筆，許桂

芬為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兼研究總

監）

對美中而言，若要成為科技強國，半導體勢必是國家重大戰略性發展項

目，而雙方政治角力不但牽動國際半導體產業走向，也影響到半導體設

計、製造與先進製程技術發展。

編註：關於COVID-19疫情與美中對抗下的國際半導

體產業，如何在競合之間各顯身手，但見下期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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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半導體製造是水電的大用戶。您認為過去台灣在這塊產業應用上有什麼使用水電的規劃？

A1：不只是氣候變遷，各種天災地變隨時也都可能發

生，當這些特殊狀況發生的時候，不論是水或電等資

源的供應就會受到影響。但是在當前的社會，電比水

還需要優先處理，因為沒有電大部分水的處理與輸送

就難以進行了。

台灣是全球半導體生產重鎮，921地震發生後，市場

大亂，以DRAM為例，921地震發生前夕，市場供過於

求壓力仍在，台灣921地震之後，短短幾天內，價格

大漲數倍，韓國廠商則趁機渲染災情，大賺一筆。經

過這次地震災情後，台電痛定思痛，做了很多改善措

施，包括南北雙核心的調度中心，加強備援機組，對

調度、發電、輸電、配電線路等系統全面提升效能，

對於特定的用電大戶也都有特殊、穩定的供電規劃。

但是現在靠一家電力公司來統一供電的觀念已經改變

了，所謂「智慧型微電網系統」會是未來的發展趨

勢，而微電網簡單來講就是建置一套自給自足的配電

裝置與管理系統。從每一個社區、工廠，甚至是每一

個家庭都要能有獨立運作的能力，這才是解決各種天

然或人為災害的積極辦法。

或許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未來的政府或電力公司，主

要就是設計或銷售配電系統，而不是提供電源，而全

民共構的微電網再串連起來，就會有一個非常經濟彈

性的電力資源。舉個例子來說，一個工廠可以購買多

方的供電，自己生產的電力有多餘也能即時賣出，水

資源的應用也一樣，形式上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基本

精神都是自給自足、共享共榮的原則。

斷電限水樣樣來，半導體怎麼接招?

主持人：CTIMES採訪編輯 吳雅婷

與談人：遠播資訊公司社長 黃俊義

氣候變遷，是目前全球共同面對

的嚴峻生存考驗。科技業作為現

代社會的指標產業，提供了先進

技術與創新洞見，協助開發出

協調環境與經濟的永續模式。

然而，盤點過去三個月，德州斷

電、台灣缺水、瑞薩廠區失火，

全球半導體大廠陸續傳出天災人

禍帶來的營運考驗，本期[新聞十

日談]就此議題來談談，半導體大

廠如何處理水、電和消防風險。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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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近年氣候異常帶來的產業損失越來越常見，目前全球半導體業怎麼應對？

Q3：台灣半導體持續成長，將驅動未來規畫擴廠計畫，面對水電，以及地震、火災和其他人為

帶來的廠房運作風險，預期未來廠房會以怎樣的新樣貌建置？

A2：如同剛剛所提到的「微電網」系統的概念，當然

也適用於半導體產業，每一個晶圓廠都要有自己的微

電網系統，電力能夠自給自足，不受外界所干擾，就

能減少氣候異常等災害所帶來的損傷。

當然，電力要自給自足，就要有多元電源的方案，各

種穩定性能源的應用是其一，再生能源的應用是其

一，與其他微電網的串連也是其一。總之，企業知道

如何將本求利，多元電源方案會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至於近年來，不是「非時風雨難」就是「過時不雨

難」，水資源的問題對於產業民生的影響也越來越

大。在半導體產業而言恐怕問題更嚴重，以台積電而

言，水與電的資源都非常重要，台積電一天用水就超

過十五萬噸，最近水情告急，以台積電本來就準備充

分的再生水利用能力，也都要派300部水車隨時要調

水備戰。

而半導體晶圓廠所需要的不只是一般水，晶圓經過蝕

刻處理後的水洗程序，一定要用非常純淨的水資源，

所謂：「水不洗水，塵不染塵。」水能洗淨塵垢，但

一般自來水或天然水就已夾帶各種微塵，如果要水洗

先進製程的5奈米甚至3奈米的晶圓，恐怕會越洗越

髒吧！所以一般水還要用電源驅動的淨水設備來再純

化，台積電的水都能夠再生利用三次了，但龐大的水

電耗費量還是非常驚人，水電供應一有閃失，生產立

刻停頓，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會是難以估計的災難。

A3：不只是半導體業，面對人為或自然災害，都要具

備獨立且自給自足的生存能力，大至以全球或國家區

域為一個體來看是如此，小至一個工廠、家庭或個人

也是如此。一個未來工廠廠房的建置，就是獨立的微

電網系統與水資源循環利用的建置。

在可見的未來，生活中的大小裝置或事物，幾乎完全

會由電力來驅動；火車幾乎都已改成電聯車，汽機

車也會以電動車為主，3C裝置更不用說，其他公共

設施、機關、工廠也一樣，沒有電就沒有Power。因

此，所謂工業4.0的自動化美好社會，一旦停止電力供

應，馬上會退化到工業革命之前的社會，但事物卻無

法及時回復，災難則馬上降臨。 

「有米當思無米之苦」，當電力已成為首要之需時，

我們也應該反思沒有電時的驚慌與苦難是什麼？電力

的根本來自何處？有一部日本電影《生存家族》描述

太陽黑子核磁風暴造成全球電磁都無法驅動的無電停

頓狀態，或許是一種想像，但卻值得我們深思警覺。

我們應該以大自然為師，每一個物種，包括人類是如

何獨立生存？人們吃了有營養的食物，就能自己發電

運作，這是基本自給自足的生存能力，必須擴而充

之，思維每個人、每

個物種、每個群體也

都有這樣的基本權

力，以互助共享代

替奴役掠奪，否則

災難將越來越頻繁

巨大。

更多精采影音內容線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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