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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電視面板市場競爭現象與趨勢分析 

    在第五章探討過整個液晶面板產業整體的供需因素後，第六章就將針對某ㄧ

個時間點各競爭廠商的競爭行為與動作做探討，這其中的競爭行為的最終表現呈

現在兩個相當重要的構面，ㄧ為價格競爭，另ㄧ則是產能競爭。本章的重點則就

針對面板產業的這兩個重要競爭現象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以期能有更進一步

的成果。 

 
6.1 液晶電視面板價格趨勢 

    第四章中討論到液晶電視產業的重要現象乃是液晶電視的價格急速下降至需

求引爆點，造成電視機產業的蓬勃發展，其中最大的功臣莫過於面板的價格的急

速下跌。關於這個現象，從下圖可以得到佐證，舉例來說，32”電視的面板價格從

2005 年第一季到 2006 年第四季整整兩年時間從美金 639 元下跌至美金 446 元，

而到 2007 年第一季已經跌至美金 310 元左右，面板價格短時間腰斬，情節彷彿如

同當年的 DRAM 價格崩盤一樣，且不僅僅只有 32”電視機面板有此現象，幾乎所

有的電視機面板尺寸如 37”、42” 等等，皆是巨幅下跌，只是下跌的幅度多寡而

已，然其他功能的面板尺寸，如筆記型電腦的 14.1”和 15”以及監視器的 17”和

19”，價格雖然下跌，但幅度卻明顯小的多，這代表的意義是完全不同的，相當值

得令人深思。 

    整體而言，不論是筆記型或監視器抑或是電視機面板，價格下跌為一致的趨

勢，但下跌的幅度多寡真正的關鍵在於各別的應用產業的產業成熟度有關。換言

之，筆記型電腦或監視器已經發展數十年之久，供需狀況趨於穩定，整體價格趨

勢亦相較下穩定。然，平面液晶電視產業這兩三年產業外在環境方逐步成熟，整

個液晶電視產業蓬勃發展，供應端樂觀看待，積極擴產，如同第五章所述，導致

於這些年供過於求，電視機面板下降幅度因而遠大於其他應用的面板，但隨產業

的逐步成熟，價格波動的情況將會日益趨緩，甚至可能不再只是下跌，已有可能

看見價格上升的情況。 



 56

 
               出處：Display Search 

圖二十七、 價格變動趨勢 

 
出處：DisplaySearch 

             圖二十八、 2005 LCD Panel 價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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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價格波動的基本－成本因素 

    液晶電視機面板價格相較於其他面板尺寸大幅滑落的原因除了前述產業成熟

度的影響外，成本亦是其中相當重要的因素。簡而言之，即使市場大幅供過於求，

但若無利可圖的話，將會造成競爭廠商無力競爭而退出市場，而不至一昧的降價

競爭，故成本的同步或說相同幅度的下降乃是電視機面板價格下降的基本與必要

條件。 

    液晶電視面板成本劇幅下降乃是和面板產業的生產特性有關係。換句話說，

這與新世代的產能大幅開出有絕對的關係。如下表所示，以 32 吋來說，五點五代

線可以切割六片，較五代線來說整整多出了一倍，而七代與七點五代線更可切割

成十二片，是五代線的四倍之多，成本自然可以大幅下降，這種情形就如同半導

體六吋晶圓廠進展到八吋到十二吋晶圓廠一樣的意思，新世代廠量產，產能倍增，

自然而然每一單位的單一成本劇減。反過來說，非電視機面板的其他尺寸面板早

已用經濟切割的世代線如三代或四、五代線進行生產，故成本下降僅僅為因需求

成長，材料成本與良率和生產效率提升造成，故成本下降的貢獻與成效有限，非

如電視機面板這般生產結構性的成本改變，故成本下降的幅度輕微，自然而然市

場的價格也就下降有限。 

表十四、世代尺寸與經濟切割 

 
出處：友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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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DisplaySerch 

圖二十九、 32”面板歷史價格與成本  

    圖二十九對上述的說法提供強而有力的証明，以七代線生產 32 吋電視機面板

的成本比起用六代線來說低了一大截，超過美金五、六十元，相當於五分之ㄧ的

成本，若無新世代線來生產，將完全無競爭力，如六代線的第二線廠商（2nd Tier），

其生產成本高過面板市場售價二、三十美金，可以說賠本生產，完全沒有價格競

爭力。以合適經濟切割的產線進行生產適當的面板尺寸將是這個產業的首要且是

最重要的關鍵。 

 
6.3 電視液晶面板之價格競爭現象分析 

    這一節主要在探討產業內各家供應商的價格競爭現況，基本的趨勢是尺寸越

小的面板能夠供應的廠家越多，價格越混亂，尺寸越大的面板，因為需要較先進

的世代線，所以能夠供貨的廠商有限，價格就比較穩定。茲就依 2005 年每月各面

板尺寸的價格進行討論。 

 

6.3.1 電視 32”液晶面板競爭價格分析 

      32”液晶面板在 2005 年年初可供貨廠商已經高達八家，年底更高達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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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部份非電視機面板廠商（主力供應監視器面板廠商）即使沒有五代線以

上的產線，然當四代或四點五代線有閒置產能時，亦投入供貨行列，雖然並非經

濟切割，但其為閒置產能，所以價格相當犀利，這一類廠商如台灣的瀚宇彩晶、

廣輝（2006 年併入友達）等。此外，日本當時尚有部分供應商如 ADI、Hitachi、

NEC 等尚未退出市場，加上原先的主力競爭者台灣友達、奇美，韓國的三星、LPL

等，方會高達十家廠商逐鹿這個市場。此外，32”液晶電視機尺寸為歐洲、日本、

台灣等客廳電視的主流尺寸（美國因客廳較歐、日空間寬廣許多，客廳的電視機

尺寸以四十六吋等級為主流），眾家廠商皆看好此一市場的發展，這亦是諸多廠商

會進入的關鍵，種種因素交互影響之下造成 32”面板的競爭激烈程度遠較其他大

尺寸為高出許多。  

表十五、2005 年各家供應商 32”LCD 面板報價(All Resolution) 

 

 

 

 

 

 

 

 

 

 
出處：DisplaySearch 

 
 

 

 

 

Maker Jan-05 Feb-05 Mar-05 Apr-05 May-05 Jun-05 Jul-05 Aug-05 Sep-05 Oct-05 Nov-05 Dec-05

A $700 $684 $655 $640 $640 $626 $613 $602 $592 $583 $574 $566

B $670 $655 $620 $600 $590 $585 $585 $575 $565 $556 $548 $540

C $650 $635 $615 $580 $570 $570 $570 $565 $555 $547 $539 $531

D $650 $635 $615 $580 $580 $580 $580 $570 $560 $552 $543 $535

E $670 $655 $606 $584 $575 $575 $576 $566 $556 $548 $539 $530

F $630 $621 $595 $570 $570 $560 $555 $545 $536 $528 $520 $512

G $600 $591 $582 $570 $560 $560 $560 $555 $545 $537 $529 $521

H $600 $591 $570 $560 $550 $540 $540 $531 $521 $513 $506 $498

I $768 $768 $752 $736 $723 $710 $700 $689 $679

J $531 $521 $513 $506 $498

High $700 $684 $655 $768 $768 $752 $736 $723 $710 $700 $689 $679
Weighted
Average $662 $643 $613 $587 $581 $576 $577 $567 $557 $548 $539 $530

Low $600 $591 $570 $560 $550 $540 $540 $531 $521 $513 $506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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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2005 年終 32”液晶面板價格分布圖 

      

     2007 年底的 32”電視機面板價格相當分散，最高與最低的價差高達$181 

USD，但主流集中在$530~$540 USD 間，這一族群中有高達四家供應商在此區間

報價，使其業界平均報價在$530 USD。這個原因在於縱使是相同尺寸的電視機面

板，但各家廠商的產品仍有規格與性能上的差異，其中影響最大的為面板的解析

度。主流的 32”電視機面板的解析度為 1366x768，I 廠的報價超過平均水準將近

一百五十美金，應該為日系的高解晰度面板（1920x1080），基本上為利基型（Niche 

Product）市場與產品，並非真正參與競爭者。至於 32”等級面板尺寸的些微差異

的原因為奇美主推 32.0”，而業界其他業者多採 31.5”（ 泛稱 32”），但對整體價

格而言並不會有太大影響，反而因為終端客戶對於奇美面板的相容設計（面板應

用廠商於產品設計階段會同時設計 Design-In 數家面板以避免日後量產面板缺貨

而可有另外選擇，提供採購的彈性）造成不便而有負面衝擊，使得奇美一年後亦

從善如流回歸 31.5”的主流尺寸。 

 
6.3.2 電視 37”等級液晶面板競爭價格分析 

    33”~37”間的面板提供廠商相對於 32”劇減一半，一家新進者（第三季進入），

且只有三家算是持續穩定供貨。價格分布態可以概略區分為兩個價格族群，這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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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族群算是規格與性能迥異，並不互相競爭。而各族群間的價格堪稱平穩，高價

區的報價幾乎完全一模一樣，如同寡占競爭形態。低價區的三家廠商則稍有高低，

且價格位置固定，且價差穩定，似乎採價格跟隨策略，無廠商欲打破此一均衡。 
 

    表十六、 2005 年各家供應商 33”~37”LCD 面板報價 (All Resolution) 

 
出處：DisplaySearch 

 

 

 

 

 

 

 
                

圖三十一、33”~37”價格分布圖 

6.3.3 電視 40”~42” 液晶面板競爭價格分析 

    40”/42”的電視液晶面板的提供廠商已經縮減到四家，即是韓國的三星、樂金

菲利浦和台灣的友達與奇美，韓國的兩家廠商各自擁有自己的尺寸，三星主推 40”

而樂金菲利浦力拱 42”，台灣的友達宣稱則兩種尺寸都有供應，奇美原先僅生產

42” 面板，但 2007 年初開始提供三星面板後，亦開始生產 40”面板，對友達與奇

美這種專業面板廠而言，只要有足夠大的訂單，任何尺寸皆可以生產。下表中製

造商 C 應該為三星，因為生產之面板自己品牌電視使用都已經不足，所以從 2005

Maker Jan-05 Feb-05 Mar-05 Apr-05 May-05 Jun-05 Jul-05 Aug-05 Sep-05 Oct-05 Nov-05 Dec-05

A $1,200 $1,000 $950 $900 $859 $837 $816 $795 $774 $753

B $1,000 $950 $900 $890 $880 $859 $837 $816 $795 $774 $753

C $950 $914 $880 $850 $840 $830 $810 $790 $772 $752 $732 $712

D $950 $914 $878 $847 $836 $825 $805 $784 $764 $744 $723 $702

E $780 $760 $740 $720 $700

High $1,200 $1,000 $950 $900 $890 $880 $859 $837 $816 $795 $774 $753
Weighted
Average $980 $925 $888 $866 $845 $837 $814 $794 $774 $754 $735 $716

Low $950 $914 $878 $847 $836 $825 $805 $780 $760 $740 $720 $700

33"~37" 面板價格分布

$753 $753

$712 $702 $70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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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三月起就已經不供貨。廠商 D 則為樂金菲利浦，廠商 A 與 B 就應該為友達與

奇美，但因當時友達兩種尺寸皆有供應，所以價格為兩種尺寸出貨的平均價格，

資料上亦查無出貨比重，故並不容易判定雙方的訂價策略為何。總而言之，這已

經是明顯的寡占市場，這些供應商擁有價格的制定與決定權。 

表十七、 2005 年各家供應商 40”~42”LCD 面板報價 (All Resolution) 

 

 

 

 

 

 
出處：DisplaySearch 

6.3.4 電視 46”~47” 液晶面板競爭價格分析 

     46”/47”的狀況與 40”/42”類似，三星主推 46”而樂金菲利浦力拱 47”，台灣的

友達宣稱兩種尺寸都有供應，奇美僅生產 47”面板。廠商 A 應該為三星，因為自

身產能有限，雖有多餘產能可以釋出，但數量有限且有三星品牌加持，無須賤賣，

價格特高。其餘三家則分別為樂金菲利浦、友達與奇美，三者另成價格族群，互

相競爭，但相互價格位置與價格差距穩定，互相牽制與跟隨，為穩定均衡。 

表十八、 2005 年各家供應商 45”以上 LCD 面板報價 (All Resolution) 

 

 

 

 

 

 
出處：DisplaySearch 

Maker Jan-05 Feb-05 Mar-05 Apr-05 May-05 Jun-05 Jul-05 Aug-05 Sep-05 Oct-05 Nov-05 Dec-05

A $4,253 $4,180 $4,156 $4,124 $4,121 $3,941 $3,378 $3,218 $3,137 $3,057 $2,976 $2,896

B $2,504 $2,351 $2,236 $2,208 $2,175 $2,080 $1,986 $1,891 $1,844 $1,797 $1,749 $1,702

C $2,450 $2,300 $2,188 $2,160 $2,128 $2,035 $1,943 $1,850 $1,804 $1,758 $1,711 $1,665

D $2,500 $2,500 $2,200 $2,029 $1,932 $1,884 $1,836 $1,787 $1,739

High $4,253 $4,180 $4,156 $4,124 $4,121 $3,941 $3,378 $3,218 $3,137 $3,057 $2,976 $2,896
Weighted
Average $2,522 $2,383 $2,274 $2,232 $2,192 $2,085 $1,976 $1,881 $1,833 $1,786 $1,742 $1,698

Low $2,450 $2,300 $2,188 $2,160 $2,128 $2,035 $1,943 $1,850 $1,804 $1,758 $1,711 $1,665

Maker Jan-05 Feb-05 Mar-05 Apr-05 May-05 Jun-05 Jul-05 Aug-05 Sep-05 Oct-05 Nov-05 Dec-05

A $1,701 $1,577 $1,484 $1,410 $1,409 $1,348 $1,155 $1,100 $1,073 $1,045 $1,018 $990

B $1,451 $1,328 $1,259 $1,206 $1,155 $1,104 $1,050 $1,000 $975 $950 $925 $900

C $1,400 $1,314

D $1,200 $1,200 $1,200 $1,200 $1,150 $1,121 $1,093 $1,064 $1,035

High $1,701 $1,577 $1,484 $1,410 $1,409 $1,348 $1,200 $1,150 $1,121 $1,093 $1,064 $1,035
Weighted
Average $1,514 $1,414 $1,315 $1,274 $1,250 $1,203 $1,096 $1,042 $1,015 $991 $967 $944

Low $1,400 $1,314 $1,259 $1,200 $1,155 $1,104 $1,050 $1,000 $975 $950 $92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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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大尺寸液晶面板之產能競爭 

        產能在面板產業競爭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新世代線的產能，原因

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市場的入場劵 

產能是進入市場的基本，沒有產能根本無從談起競爭，這可從 40”以上的面板

看出，僅有四家廠商擁有能力提供量產的產能，市場秩序方能從 32”的群雄爭

霸到四家的寡佔競爭。 

 成本優勢考量 

前面已經解釋過，新世代產線因以較大基板進行切割，生產效率提升，單位

成本大幅降低，提供產品價額競爭力，新世代線產能提供了面板競爭最佳的

武器。 

 建置耗時且資金龐大 

新世代產線建置耗時，生產良率的提升並非ㄧ觸可及，然建廠資金龐大，影

響甚鉅，不可不慎。 

 

    韓國市調公司 Displaybank 表示，韓國和台灣的主要 LCD 面板廠商爭相擴大

產能，反映了供應商中的一種普遍心態，他們認為產能不足將使自己在競爭中處

於劣勢。然適當時機下建置新的產能往往是生存求勝的關鍵，在需求引爆前過早

建廠龐大資金缺口將會拖垮公司，過晚建置新世代產線將會喪失競爭契機。除此

之外，產能的建置在賽局的觀點看來分別代表了競爭廠商的承諾（Commitment），

對未來競爭的承諾，除了表現給競爭對手外，更顯示給其他有意的新進入者，將

進入門檻墊高，這個情形在 2005 年以前格外明顯，2005 年以後大尺吋面板競爭的

玩家逐漸明朗，資本投入的現象稍稍減緩。 

    下表即為近兩年來主要的產業競爭廠商的資本支出整理，2007 年的資本支出

相較於 2006 年銳減，原因之ㄧ即為產業秩序確立，各家面板廠商無須過度投入新

世代產線嚇阻其他可能的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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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資本支出比較表 

  06 年資本支出

(新台幣億元) 

07 年資本支出

(新台幣億元) 
07 年主要擴產情形 

Samsung 

880 

(2.53 兆韓元) 

490 

(1.41 兆韓元) 

8g 廠 q3 量產 

Lpl 

990 

(2.85 兆韓元) 

560 

(1.6 兆韓元) 

7.5g 廠月投片量由 9 萬片提高到 11 片 

5.5g 廠 2008 年初量產 

友達 872 900~950 

原廣輝 6g 廠月投片量由 6.5 萬片提高到 9 萬片 

7.5g 廠月投片量由 1 萬片提高到 6 萬片 

奇美電 1100 700~750 

5.5g 廠月投片量由 16 萬片提高到 18 萬片 

5g 二廠月投片量由 7.5 萬片提高到 18 萬片 

7.5g 廠 q2 量產，到年底月投片量 5 萬片 

6g 廠 q4 末開始量產 

資料來源：電子時報、各公司，康和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