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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理論模型 

    液晶面板產業發展至今已有數十年的光景，但有關大尺寸液晶電視面板的研

究與討論這幾年方起飛。本章中將分別就相關論文、研究與部分理論做前期的介

紹與探討，作為後續的研究與發展的基礎，以期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的更

高、更遠。 

 
2.1 文獻回顧 

    雖然液晶面板的技術發展至今已有數十年的光景，但真正探討大尺寸液晶面

板的碩博士論文直到這幾年因新世代產線的投資方才陸續出現，至中華民國九十

六年六月為止，總共有六十二篇的論文關於液晶電視與液晶電視面板的研究，且

全部都為碩士論文，大多集中在九十四年以後，少部分是九十三年間發表，共十

三篇提供全文方便查詢，其餘則是簡介與索引。這六十二篇論文中總共有十九篇

的論文中是討論液晶電視的市場發展與行銷、客戶等相關研究，另外四篇是關於

液晶面板產業的分析論文。除此之外，尚有十七篇則是有關策略方面探討，這十

七篇策略論文中，十三篇為探討液晶電視機的整體策略，其他的四篇則是討論液

晶面板廠的策略。馮芝華（民 93）的「高科技廠商策略選擇之探討---以奇美電子

為例」算是真正開始分析大尺寸液晶面板廠商的策略，從組織理論與多角化經營

為基礎，藉由訪談探討奇美電子從母公司石化業跨足完全迥異的液晶面板的新產

業後，於面板產業的策略機制，主要著重多角化經營時與母公司核心技術關聯性

多寡時的策略偏好。張簡慶華（民 94）的「數位電視面板產業之競爭策略---以電

漿顯示器為例」討論的重點為大尺寸液晶面板與電漿面板（PDP）間的競爭，主

要的原因再於電漿電視主要是在三十七吋以上的市場，而液晶面板則主攻三十七

吋以下的市場，但隨新世代產能開出，液晶面板逐漸跨過三十七寸而往四十吋甚

至五、六十吋的電漿電視領域邁進，雙方的競爭就此產生。另外兩篇關於策略的

論文：「面板廠投資次世代廠之關鍵決策指標之研究–以生產 LCD TV 面板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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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俊惠，民 94）和「LCD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分析-----以 LCD TV 產品為例」（鍾

文凱，民 94）則是比較廣泛探討面板廠商的整體策略，並不特別著重在大尺寸液

晶面板， 但都是分析競爭策略與關鍵成功因素等議題，皆相當具有參考價值。「液

晶電視產業經營模式分析----以明碁公司和大同公司為例」（劉志楠，民 94）則是

利用鑽石理論模型探討台灣的液晶電視產業，並就面板產業進行分析，尋求兩者

的關鍵成功因素。其餘的碩士論文則是偏重於工程與研發，涵蓋了電子、機構與

模具等等，因篇幅有限，故在此不做相關的討論。 

 

2.2 基礎理論模型 

    因科技的進步造成產業的更迭不斷，主流產業隨科技的演進而自然交替的產

業進化論令人無法抗拒，但巨觀看來，這僅是競爭的場景與主角改變，故事的內

容似乎不斷的重複上演中，就如同本文中的主角液晶面板產業的發展過程與四十

年前的記憶體 DRAM 產業故事情節頗有雷同。是故經濟學發展數百年來，提供了

許許多多的理論架構讓我們可以鑑古知今，這些前人的智慧提供了我們現階段迷

惑的一盞明燈。茲就歷年來相關的重要理論架構做一簡單說明，以利研究的後續

發展。 

 
2.2.1 五力分析概述 

    五力分析的模型源自於 Michael Porter 的競爭策略一書，主要是進行產業結

構的分析。一方面，對於考慮進入的新競爭者做「 產業是否有足夠吸引力？」

的分析，提供進入決策的依據；另一方面，給予現有產業內的競爭廠商，進行

思考，尋求自我的產業地位，並擬定競爭策略，找出一片競爭激烈程度相較中

較弱的「藍海」。 

    Michael Porter 的五力分析模型將影響產業結構的各種力量歸納為以下的

五種代表力量，這五股作用力分別為「新公司的加入」、「被人取而代之的威脅」、

「客戶議價能力」、「供應商議價能力」以及「現有競爭者間的對立態勢」，這五

種力量的加總表現就可以決定產業競爭的激烈程度。換句話說，亦代表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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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競爭廠商的整體經營環境的良窳，這五種力量的拉扯下的結果即呈現了這

產業內外的競爭激烈強度、屬性與結構，故為產業競爭分析中最基本的分析模

型。茲就這五股作用力量依序闡述與解釋： 

【1】 產業競爭者的對抗 

代表產業內現有公司的競爭激烈強度與否。 

【2】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代表產業上游供應商的整體力量，以零件的議價能力為代表。 

【3】 客戶的議價能力 

代表產業的下游客戶的整體力量，以產品的議價能力為代表。 

【4】 新加入者的威脅 

      代表覬覦這個產業潛在競爭者的威脅程度，一旦有新的競爭者加入，整  

      體的產業結構將會產生變化，故潛在競爭者亦是很重要的威脅與觀察的 

      重點。 

【5】 替代品或服務的壓力 

產業如同單一產品一樣，擁有生命週期，不可避免會面臨產業衰退、凋

零的時候，新的技術與發明擁有替代的威脅時，同樣會影響產業的結構

與競爭態勢，故替代品的威脅如同其他力量一樣，擁有左右整個產業發

展的關鍵。 

 

    由上述的介紹可以很清楚明瞭五力分析模型的理論基礎與分析模式，如圖

三與四所示，這五種力量著實衝擊整個產業的生態，誠如競爭策略一書所述：「這

五種競爭作用力再再反映了『產業內的競爭不僅僅限於既有參與者』的這個事

實。對產業內所有公司而言，客戶、供應商、替代品、和潛在加入者，都是『競

爭者』，影響程度則視情況而定。在這種廣泛的定義下，『競爭』或可稱為『延

伸出去的對立態勢』（Extended Rivalry）」。藉由這五力分析可以找出產業的重

要結構特色與作用力的強弱，進而尋求企業獲利契機。然這個模型僅為定性分

析，僅能分析各作用力的相互比較強度，無法看出真正定量的作用力大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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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制在於沒有考慮市場面關於需求的影響，這是應用上的限制。然，此模型

卻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分析方式，因此，在探討 TFT-LCD TV 的產業競合分析

中卻是我們必須建立的基礎分析。 

 
              

圖三、巨觀產業結構 

 
        圖四、五力分析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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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市場結構分析 

    市場集中度在產業分析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一般而言有兩種計算方式，

分別為 N-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與 Herfindahl Index。茲就此市場集中度的兩個

重要比率做簡單介紹。 

 N-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N-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這個比率代表的意義在於表示關鍵的前幾大

廠商佔整個市場的比例為何？藉此表示市場集中的強度為何？舉例來說，若

這個比例為：5-Firm Concentration Ratio=0.9 ，代表產業中前五大供應商佔整

個市場的九成。換句話說，產業結構中市場的集中度相當的高，整個市場的

競爭將以這前五家為競爭主軸，其餘的競爭者將可以忽略，暫不考慮。 

 Herfindahl Index 

    Herfindahl Index為Orris Herfindahl於哥倫比亞大學的博士論文中探討鋼

鐵產業市場集中度所提出，其提供了 N-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中個別廠商

市佔率之強度所造成影響的有效解釋，但整個計算亦複雜許多，其計算公式

如下： 

                HHI=Σi(Si)2 

                    其中，Si代表 i 家廠商的市佔率，i=1~N 

    這個指數往往代表了市場結構和產業內的競爭。如下表所示，可以很清楚看

出市場競爭強度與產業的集中度，藉此可以依此指標做產業結構的判定。 

表二、HHI 與市場結構和競爭型態 

競爭型態 HHI 價格競爭強度 

完全競爭 < 0.2 激烈 

獨占性競爭 < 0.2 依差異化程度可能激烈或緩和 

寡占競爭 0.2~0.7 依競爭廠商行為可能激烈或緩和 

獨佔競爭 > 0.7 通常是緩和，但為嚇阻新進者可能採激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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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寡占模型中的「價格」與「產能」分析 

一般產業觀點分析，皆會將大尺寸液晶面板產業視為寡占競爭，而在整個產

業競爭中，「價格」與「產能」一直是討論的重點。於經濟學的理論上，亦不乏對

寡占競爭中「價格」與「產能」的理論進行研究，Cournot 模型與 Bertrand 模型

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理論。茲就以兩家公司為主軸的雙佔（Duopoly）模型中的

Cournot 模型與 Bertrand 模型進行介紹，探討「價格」與「產能」之間競爭的關

係。 

 Cournot Model 

Cournot Model 是 1838 年由法國經濟學家 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所提出，

為 Nash 均衡的一個例子。基本假設為市場中僅有兩家公司，這兩家公司生

產相同的產品，因此價格相同，且同時考慮（猜測）對方將如何生產並決定

自己該如何生產，生產決策同時產生，市場價格亦因供給確定而同步決定，

整個過程透明無隱藏資訊。那這個市場會如何運作呢？每家廠商最理想的生

產決策乃是正確預測對手的決策並符合競爭對手的生產預測以尋求自己的利

潤最大化，這個組合即是所謂「最佳反應（best response）」，亦是「Cournot 均

衡（Cournot Equilibrium）」。 

    Cournot 均衡為 Nash 均衡的一種，任一雙佔者並無誘因去改變這個狀

態，即改變生產型態。換句話說，雙方無意打破此均衡，雙方在已知對方產

量下尋求自己利潤最大點。 

    下圖即為 Cournot Model 中的反應曲線，廠商一的反應曲線代表面對廠

商二的產能時的產能反應，同理亦然。兩反應曲線的交叉點代表了 Cournot

均衡，這個均衡點為寡佔雙模競爭中，彼此交互競爭反應之下所選擇的利潤

最大點。Cournot 的假設為雙佔的雙方會同時選擇最佳反應（best response），

但實際運作上似乎有所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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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Cournot 反應曲線圖         
 

若以模型理論觀之，假設雙方各自的產能皆各自決定，不受競爭對手的產能

規劃的影響。換句話說，猜測產量的變量（conjectural output variation）為零，

即 

            

其中， 

     1q  代表廠商一的產量 

     2q  代表廠商二的產量 

令市場總產量 21 qqQ += ，則廠商一與廠商二的利潤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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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211 ;qqπ  代表廠商一的利潤 

      ( )122 ;qqπ  代表廠商二的利潤 

       )( 11 qC  代表廠商一的單位成本 

       )( 22 qC  代表廠商二的單位成本 

 

為求取利潤極值，分別對上式就數量參數作微分並令其為零， 

 

          

       

 

 

其中， 

      )( 11 qMC  代表廠商一的單位邊際成本 

      )( 22 qMC  代表廠商二的單位邊際成本 

 

換言之，此二式即為 Cournot 模型中的反應方程式（Rea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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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trand Model 

Bertrand 競爭模型是由 Joseph Bertrand 於 1883 年所提出，其觀念與 Cournot

模型可以說是完全相反，雙佔廠商以價格為出發點，個別廠商從預測對方的

產品定價中決定自己利潤最大化的定價決策，在此之後，整個市場的供需隨

之確認，各家雙佔廠商即可決定出該生產出多少產品。 

    下圖即為 Bertrand 模型的反應曲線圖，如同 Cournot 模型一般，兩曲線

的交叉點即為 Bertrand 均衡（Bertrand Equilibrium），雙佔廠商雙方無誘因改

變此一均衡。換言之，此一 Bertrand 均衡為雙佔廠商雙方的個別利潤最大的

地方。 

 
              

圖六、Bertrand 反應曲線圖 
         

若以模型理論觀之，假設雙方各自的價格皆各自決定，不受競爭對手的產能

規劃的影響。換句話說，猜測價格的變量（conjectural output variation）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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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  代表廠商二的價格 

令市場總產量 21 qqQ += ，則廠商一與廠商二的利潤分別為 

 

 

 

其中， 

      ( )211 ; ppπ  代表廠商一的利潤 

      ( )122 ; ppπ  代表廠商二的利潤 

      1MC  代表廠商一的單位成本 

      2MC  代表廠商二的單位成本 

 

為求取利潤極值，分別對上式就價格參數作微分並令其為零， 

 

       

       

 

 

換言之，此二式即為 Bertrand 模型中的反應方程式（Rea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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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階段競爭（「Two-Stage」 Competition）」 

Cournot 與 Bertrand 這兩種競爭模型的出發點完全不同，然我們必須了解在

寡佔競爭的產業中，不同的時間點這兩種競爭型態可能交互出現，並非兩者

擇一，非黑即白的狀況。 

「兩階段競爭」即是先選擇「產能」再進行「價格」的競爭。產能的優先承

諾（Quantity Pre-commitment）即是產能競爭的表現，因為產能建置需要時間，

而這是 Bertrand 模型先天的限制，因為產能不若價格調整來的彈性，並非要

多少產能馬上就可以有多少產能可以無限制供應任何價格的需求，因此產能

的決策必須早於價格的決策。 

總而言之，產業競爭會隨產業環境而調整，必須以動態思維運作，Cournot

與 Bertrand 的競爭模型只是其中分析的一種模型，如何運用端看經營者的智

慧。換句話說， Cournot 與 Bertrand 的競爭模型並不相違背，在競爭模型中

必須相互考慮，「兩階段競爭」則可說是兩種競爭模型中因先天特性的關係混

合而成的競爭模型。 
 
2.3 研究資料來源 

    液晶面板產業為台灣產業的明日之星，更身為政府的「兩兆雙星」的重點計

劃，而液晶電視更為電視機發明以來最重要的換機動力來源，是液晶面板的「殺

手級應用（Killer Application）」，因此，仿間的研究報告多如牛毛，茲可以簡單歸

類以下資料來源： 

【投資報告】 

仿間的研究資料最大宗莫過於以證劵投資為目的之相關產業分析報告，諸如外資

與法人的投資報告，這與證劵市場活絡有莫大的關係。誠如前面所描述，面板產

業為面階段主流產業，證劵市場莫不集中注意力觀察這些廠商的動向，因此提供

了許多相關重要的訊息與資訊，惟這些研究乃是以股票投資為目的，並非著眼於

產業研究，且多屬臆測、未經證實的消息，因此僅能作為參考之用，部分資訊仍

需比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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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關報告】 

誠如前面所述，面板產業為政府力推的「兩兆雙星」之ㄧ，產官學界各方莫不集

中注意力，進行相關研究，諸如工業研究院、拓墣產業研究所等等，不定時都有

相關報告發行，不論這些機構為官方或民間，這些報告的特點都是以產業研究為

著眼點，著重在整體產業的發展研究，這些報告耗日費時，相當具有參考價值，

值得追蹤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工研院的機械工業 2006 年二月月刊的「台灣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產業競爭環境與策略之研究」中對整個產業做整體回顧，以 Michael Porter 五力分

析為架構，分析整個產業，包含下游供應商的價值鏈與上游客戶的市場分析，並

對產業內部的競爭強度與各家競爭廠商的競爭型態做一研究，這篇文章相當具有

參考價值。96 年工研院產業分析師黃曉玲的【LCM 移動至大陸之關鍵與影響分

析】對面板產業的後段模組製程的地域安排為許多競爭廠商的策略思維提供合理

解釋。 

【面板專業機構】 

面板產業如同記憶體產業一般，在某個程度上屬於同質性高的類標準品之產品特

性，許多專業機構進行某些類型的市集、論壇等等專業工作，在記憶體產業中有

DRAMeXchange，而在面板產業中則是以 DisplaySearch 與 WitsView 兩大專業機

構。這兩大機構分別定期（每兩週）提供各尺寸的市場行情價、即時市場消息與

相關產業報告（不定期），相當多的資料如報價等為免費提供，但許多專業研究報

告則必須是會員或付費方能取得，但相當具有參考價值。DisplaySearch 與

WitsView 的差異在於 WitsView 提供相關廠商股票市場的相關連結，

DisplaySearch 則偏重產業面。下圖即為 2007 年七月 DisplaySearch 的上半月電視

機的面板報價，並各追溯至前五個月，且將價格的最高價與最低價和平均價格列

出，並統計出當月與前一個月面板價格的漲跌。再者，對面板行情的變化與趨勢

提出簡短但中肯的評論與建議，對於論文市場價格追蹤與分析分析研究上提供了

相當重要的參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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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TV 

表三、2007 年七月 DisplaySearch 電視機面板報價 

Size Resolution   Mar Apr May June 1H July Change 

20" VGA/SVGA High $155 $155 $160 $163 $165 $2 

    Typical $153 $153 $158 $160 $162 $2 

    Low $150 $150 $155 $157 $157 $0 

26" WXGA High $225 $225 $230 $230 $230 $0 

TN   Typical $220 $220 $225 $225 $225 $0 

    Low $215 $215 $220 $220 $220 $0 

32" WXGA High $305 $305 $320 $325 $325 $0 

    Typical $295 $295 $310 $315 $320 $5 

    Low $285 $285 $300 $305 $310 $5 

37" WXGA High $455 $450 $450 $460 $460 $0 

    Typical $440 $435 $440 $440 $440 $0 

    Low $430 $425 $430 $435 $435 $0 

42" WXGA High $595 $590 $590 $590 $580 -$10 

    Typical $570 $565 $565 $565 $560 -$5 

    Low $560 $555 $555 $555 $550 -$5 

46" Full HD  High $952 $921 $911 $891 $881 -$10 

    Typical $946 $916 $904 $883 $873 -$10 

    Low $940 $910 $830 $830 $810 -$20 

Size Resolution Comments on LCD TV pricing 

20" VGA/SVGA Supply is tight, and panel price is flat or up slightly. 

26" TN  WXGA From this issue, we use 26" TN to replace 26" VA/IPS because the 26"TN is becoming the mainstay in this size.  

32" WXGA Supply is tight due to limited allocation in G6. The shortage continues to push the panel price up again in July. 

37" WXGA The supply base is becoming more limited as panel makers are not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The panel price remains stable.  

42" WXGA 

Overall demand is strong, especially for 42" FHD. Some TV brands are promoting 42"W LCD TV with very attractive pric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more demand, panel prices decline $5 in average.  

46" Full HD Panel makers continue to lower the price to drive growth.  

出處：DisplaySearch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20vgatvcomment#20v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20vgatvcomment#20v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20wxgatvcomment#20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20wxgatvcomment#20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20wxgatvcomment#20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32wxgatvcomment#32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32wxgatvcomment#32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37wxgatvcomment#37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37wxgatvcomment#37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42wxgatvcomment#42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42wxgatvcomment#42wxga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46fhdtvcomment#46fhdtvcomment
http://www.displaysearch.com/free/pricewise.html#46fhdtvcomment#46fhdtv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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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供應商網站】 

主要面板供應商的網站提供了許許多多正確且有用的資訊，除了各家面板廠商的

官方正式新聞與資訊外，亦提供了許許多多的輔助參考資料，方便研究者對於面

板的相關知識作進ㄧ步了解。舉例來說，友達的官方網站除了例行的官方新聞發

布外，更對液晶面板作了深入的解說，尤其是製程方面，更以動畫方式呈現液晶

面板是如何生產出來，亦對液晶面板的結構、重要觀念與相關專有名詞作解說，

例如何謂經濟切割？各世代線的經濟切割為何等等？這些對於後續產能供需研究

提供相當大的幫助。這裡所述的面板供應商網站包含了韓國三星、樂金菲利浦和

台灣的友達與奇美以及其他的二、三線生產廠商如中華映管和日本的 Sharp、

Hitachi 等等，這一部分是相當重要且豐富的資料來源，最重要的是這些都是最正

確的第一手資訊，最為嚴謹的官方訊息與事實陳述，並無如其他評論機構的推論

的原始資訊，故這一部分的資訊其重要性不言可喻，必須格外花時間進行研讀與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