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全球半導體
產業大調查

KPMG連續第18年發布《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調查》並連續5年與全球半導體聯

盟（GSA）合作調查報告；本次報告在2022年第四季完成調查，訪問了全球

151位半導體產業高階主管，了解產業領導者如何看待2023年及未來半導體的

展望。

調查報告顯示，儘管產業面臨著諸多不利因素，但全球半導體產業高階主管對

2023年及未來的前景保持樂觀態度。

半導體產業高階主管對2023年經濟前景保持樂觀態度

• 81%受訪者預期其企業的營收在未來一年會成長，並且有23%的受訪者

預期營收漲幅將超過20%。

• 而64%認為半導體產業未來一年營收將會成長。

半導體短缺的終結指日可待

• 52%的半導體產業高階主管認為供應短缺將在2023年中得到緩解。

• 24%受訪者認為現階段晶片庫存過剩，供應短缺已經結束。

汽車產業的需求推動半導體產業收入

• 汽車業推動半導體產業營收成長幅度最高的產業。KPMG全球在相關研

究中指出，2024年車用半導體收入將超過2,500億美元。

人才仍然是企業營運策略中的「重中之重」

• 全球人才短缺是半導體產業生態圈中的首要挑戰。

• 67%企業表示人才風險是未來三年的首要策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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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晶片市場前景看好半導體產業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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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測

目前市場與經濟環境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受產業庫存影響之下，與去年相

比半體產業信心指數下降，但是仍有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預測半導體產業營收

將會成長，而不是緊縮。

預期2023年
半導體產業營收將成長

關鍵發現

對於半導體產業2023年
營收獲利上升或下降的
預期，調查顯示受訪者
的預測結果各占一半。

多數企業計畫2023年增
加資本支出、人才培育
和技術研發上的投資。

預期2023年
其企業營收將成長

半導體產業信心指數

2023年半導體產業信心指數為56分。

與2022年歷史新高點的74分相比明顯

下降，成為近五年來最低的指數。原因

係過去一年以來，全球半導體產業環境

挑戰較多，間接影響了產業領導者的信

心。

2023年半導體產業信心指數每一項指標

都比前年下降（圖一），原因係市場需

求受到通貨膨脹、利率上升等經濟環境

的負面影響。儘管如此，此產業的長期

生存能力依舊強勁，面對過去的不利影

響，受訪者仍表示對於半導體前景抱持

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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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資料來源:

KPMG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utlook Survey 2023, n=151

KPMG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utlook Survey 2022, n=152 圖一：2022 與 2023 半導體產業信心指數指標比較

81% 64%



營運預期

認為庫存過剩
供應短缺已經結束

關鍵發現

未來一年內會落實
供應鏈地域多元化

預計晶片供貨短缺將於
2023年中得到緩解

在全球經濟環境緊縮下，終端產品需求疲軟，市場正在重新調整產品至供需均

衡，根據《2023年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表示晶

片短缺及將得到緩解，也有部分認為已經結束。

產品成長預期

汽車行業在此報告中首次被認為是推動半導體產業營收成長幅度最高的產業，

KPMG在《車用半導體—加速進入MaaS的新時代》報告中指出， 2024年車用

半導體收入預估將超過2,500億美元之規模。

無線通訊是推動產業應用
第二大產業，其次依序為

物聯網（IOT）、雲端運算、
人工智慧（AI）

關鍵發現

感測器/MEMS（微機電
系統）被視為成長最快速

的重要產品。

汽車行業是推動半導體
產業營收成長的第一大

應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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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4% 46%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2/12/automotive-semiconductors-accelerating-into-new-ice-age-zh.pdf


市場策略

為了促進國家半導體產能，許多國家紛紛加速佈局半導體策略投資，使得市場

已逐漸產生連鎖效應。隨著晶片製造廠擴建、員工規模擴大，國家邁向供應鏈

在地化以提高國內產能，國際間「人才資源」的戰爭逐漸加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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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風險被視為半導體
產業未來三年首要策略
重點

半導體技術國有化是首
要的地緣政治隱憂

關鍵發現

8

人才短缺被視為
半導體產業首要關注議題

67%



半導體產業下一步

儲備能量
—調整商業模式與策略佈局

—運用認可與獎勵掌握人才

—利用投資併購與資產配置，合縱連橫新的資源

打造供應鏈韌度

—透過強化供應鏈規劃、韌性與可見度，轉化挑戰為競爭優勢

—精進運籌決策，協助企業規避風險把握機會

—增進供應鏈的彈性與靈活度，幫助企業即時回應各項危機

—數位化所帶來前瞻性洞析，有效掌握供應鏈點至點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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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攬與時俱進的人才

—過去企業吸引人才留任與員工發展的策略需將重新調整

—改變招募非傳統人才的方式，以增加企業人才留任率

—利用大數據進行勞動力進階分析，是將來企業人才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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