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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LED 產業 

 

一、 LED的定義 

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LED)是一種固態的半導體元件，利用二極

體內分離的2個載子，分別為帶負電的電子與帶正電的電洞，相互結合的過程中剩

餘能量會以光的形式釋放出來，也就是我們所知的光子，屬於冷光發光，不同於鎢

絲燈泡的熱發光原理，只要在LED元件兩端通入極小電流便可發光。 

LED製作材料通常為砷、磷、鎵等Ⅲ-Ⅴ族元素，製作過程包括上游的晶圓

製作、磊晶成長，中游的擴散制程、金屬蒸鍍、晶粒製作，以及下游的產品封裝及

應用市場等。LED因其使用的材料的不同,其二極體內中電子、電洞所佔的能階也

有所不同, 能階的高低差影響結合後光子的能量而產生不同波長的光,也就是不同顏

色的光,如紅、橙光、黃、綠、藍或不可見光等 . 

我們可把LED所發出的光分成可見光 LED (波長450~780nm)及不可見光 

LED (850~1550nm)。在可見光LED 部份，若再依亮度來又分為傳統亮度LED 及高

亮度LED(見表一)，傳統亮度LED 主要以GaP1、GaAsP 及AlGaAs2 等材料做成，主

要發出黃色到紅色的光，在可見光部分傳統亮度產品已是成熟型產品，產量雖大，

不過由於價格低產值不高；高亮度LED 主要以 AlGaInP 及GaInN 等材料做成，依

不同的材料能做到的發光範圍較傳統亮度廣，主要應用在大型看板、交通標誌、背

光源、汽車第三煞車燈。 較成熟的 AlGaInP (紅、橙、黃光)應用廣泛，價格已與傳

                                                 
1 GaP，磷化鎵，Ⅲ-Ⅴ族（三五族）元素化合的化合物。GaP 是一種間接遷移型半導體，具有

低電流、高效率的發光特性，可發光範圍函蓋紅色至黃綠色，為 LED 主要使用材料之一。 
2 AlGaAs，砷化鋁鎵，為 GaAs 和 AlAs 的混晶。AlGaAs 適合於製造高亮度紅光及紅外線

LED，主要以 LPE 磊晶法量產，但因需製作 AlGaAs 基板，技術難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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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亮度接近，前一波最熱門的藍光，主要是用 GaInN 所做的晶粒，而目前最看好

白光LED 的市場需求， 近期全彩手機風行，使白光背光源炙手可熱，隨著技術進

展，也正逐步取代一般照明市場，擁有十分龐大的商機。 

在不可見光LED 方面，又可分成紅外線LED (波長850~950nm)及光通訊 

LED及LD (波長1300~1550nm)，其中以紅外線LED 應用範圍較為廣泛，除了以往

的搖控器、開關等傳統應用之外，也包括資訊設備、無線通訊及交通系統等新應用

的IrDA3模組。光通訊 LED/LD4 主要是做為光通信模組、條碼讀取頭、CD 讀取頭

及半導體電射等用途。 由於這方面投入較高，技術難度大，產品的價格與毛利率

也較好，目前市場是美、日、歐等大廠分食的局面。 而台灣目前主要是以可見光

為主，而且競爭相當激烈，然而在不可見光的部份，台灣廠商不只在營收上佔的比

重比較少，在全球的佔有率上也是很小，所以不可見光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LED的優點 

其較傳統的燈泡有許多的優點如:壽命長、省電、較耐用、耐震、牢靠、適

合量產、體積小、反應快，故下游應用的產品種類與範圍日趨增多，惟生產照明用

所需的藍光在專利權保護下，產品價格仍高,加上所產生的白光較傳統的照明器材

                                                 

3
 IrDA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紅外線傳輸埠。為短距離無線傳輸技術之一。IrDA 是 93

年由 HP、IBM、Sharp、SONY 等五十家廠商在美國建立的標準。主要在整合資訊週邊紅外線

傳輸裝置，建立統一傳輸標準，與其他標準最大的不同在於，紅外線傳輸是利用直線可見光進

行，每一傳輸點之間，不可以有外物阻隔或其他電子設備干擾。IrDA 藉由紅外線進行傳輸，

有效傳輸距離達 8 公尺，傳輸速率達每秒 16Mbps，發射解度達 120 度，可應用在桌上型電

腦、筆記型電腦、數位相機、行動電話及個人行動助理(PDA) 等產品，使用者只需在電子產品

上，安裝紅外線傳輸埠之後，可以直接和另一種電子產品，不需再用線路或網路卡連接兩端裝

置，就可輕鬆、高速的傳輸資料。 

4 雷射二極體(Laser Diode-LD)又可稱為半導體雷射，和 LED 產品同樣具有輕薄短小、高壽命、耐

震等特性，但其和 LED 相較之下，雖同屬由 PN接合機制產生電子及電洞結合而達到發光的效應，

但前者屬於誘導性發光，LED 則是自然的放出光來，因此雷射光方向性佳，輸出功率強，適合長距

離、大容量之通信用的光源及存取高密度記錄媒體，而 LED 則只適用於短距離、小容量之通信用

及儲存用之記錄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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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亮度上仍有差距，短期內仍無法取代傳統照明設備。  

◎表 1  LED 分類 

 波長 分類 材料 發光顏色 應用領域 

紅外線

LED(850~950nm)
GaAs 
GaAlAs 

無(700nm ~940nm) IrDA模組、搖

控器 
不可見光

LED 
(850nm以上) 光通訊LED/LD 

(1300~1550nm) 
GaAlAs 無 光通訊用光源 

GaAsP 黃～橙

(630nm~660nm) 
GaP 綠(555nm ~565 nm) 

傳統亮度 

AlGaAs 紅(660 nm) 

家電、資訊產

品、通訊產

品、消費性電

子產品 

AlGaInP6 紅、橙、黃光 
GaInN 
 

藍、綠光(400 nm) 
大型看板、交

通號誌、背光

源、汽車第三

煞車燈 

可見光LED 
(450~780nm) 

高亮度5 

GaInN+
螢光粉 

白光7 照明用 

資料來源：本論文整理 

 LED的製作過程 

LED製造過程大致以做上中下游為區分8，一般最常見分類為上游的晶片(包

括單晶片9以及磊晶片)、中游的晶粒以及下游的封裝。經過封裝後的LED便出貨給

應用端的廠商進一步製作成符合各種應用的產品，以下便逐步進行介紹。 

                                                 
5 一般而言，高亮度 LED 多指 8lm/W（每瓦 8 流明）以上的發光效率。 
6 AlGaInP（磷化鋁鎵銦）也稱為「四元發光材料」，即是以 Al、Ga、In、P 四種元素化合而成。 
7 可見光光譜的波長範圍為 380nm～760nm，是人眼可感受到的七色光——紅、橙、黃、綠、青、

藍、紫，但這七種顏色的光都各自是一種單色光。例如 LED 發的紅光的峰值波長為 565nm。在可

見光的光譜中是沒有白色光的，因為白光不是單色光，而是由多種單色光合成的複合光，正如太陽

光是由七種單色光合成的白色光，而彩色電視機中的白色光也是由三基色黃、綠、藍合成。由此可

見，要使 LED 發出白光，它的光譜特性應包括整個可見的光譜範圍。 
8 發光二極體的產業鏈區分，在傳統的定義上是分為上中下游三個區塊，但是在台灣目前的產業發

展看來，事實上台灣的上中游已經逐漸整合，也就是上中游可視為一個區塊。 
9 單晶片也就是成長用的基版，一般以化學週期表中的Ⅲ-Ⅴ族作為使用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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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單晶棒

單晶片

結構設計

磊晶片

金屬蒸鍍

光罩蝕刻

電極製作

切割、崩裂

固晶
焊線

封膠

烘烤
切割

測試分類

包裝  

◎圖 2  LED 產業結構示意圖 

 

上游製作過程： 

LED 上游的主要產品為單晶片與磊晶片。產品的生產順序為: 

1. 利用砷(As)、鎵 (Ga)、磷(P)等Ⅲ-Ⅴ族的元素作為原料製造成單晶棒 

2. 將單晶棒切成 GaAs、GaP 等 單晶片 

3. 以單晶片作為成長用的基板，再利用各種的磊晶成長法(如 LPE、MOCVD、

MBE 等)做成磊晶片。 

磊晶片在經過各種材料測試、光學測試以及電性測試後交給客戶，此部分可視為上

游端的磊晶(見圖三中 磊晶製程)。  

 

中游製做過程 

中游主要的產品為晶粒,製造過程為:依LED元需求作磊晶片擴散,然後金屬蒸鍍,之後

在磊晶片上光罩、作蝕刻、熱處理,製成LED兩端金屬電極10,接著將基板磨薄、拋

                                                 
10 製做電極的過程包含圖三中的清洗、金屬薄膜蒸鍍、上光阻、進行曝光、化學蝕刻及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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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後在作晶粒切割，也就是將磊晶片崩裂成單顆晶粒，同樣進行測試後再交給下游

廠商，此一流程則可視為中游端的晶粒部份(見圖三 晶粒製程)。 

資料來源：晶電 95 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圖 3 LED 上游磊晶至中游晶粒製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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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ED 產業價值鍵中，以上游的技術層次最高，且常面臨專利權的問題，

另外，有些原料均需由國外進口，如基板及有機金屬等，以基板為例，要採用哪一

種基板也會影響後續要避開哪些專利、要使用哪種技術以及影響產品的亮度及波

長。 以下就一些上中游的關鍵技術做詳細的闡述：  

 

1. 基板  

想要獲得高品質的發光 LED 元件，基板選擇為相當基本與重要的一環。而

基板的主要功能為承載之用，因此，基板的品質會直接影響到形成元件後的各項特

性，包括：發光亮度、發光效率與使用壽命…等產品特性。例如：基板與磊晶材料

之間的晶格匹配程度，將直接關係到元件內部缺陷的數量，進一步左右元件的發光

效率與使用壽命。因此，具有合適的基板可以說是形成高品質 LED 發光元件的重

要元素。因此，一般在 LED 基板材料選擇，主要考量因素為基板晶格係數及熱膨

脹係數與基板上磊晶層材料的相似程度，只要基板晶格係數與磊晶層材料匹配程度

愈高，則磊晶層所產生的缺陷（defect）愈少。反之，一旦基板的熱膨脹係數與磊

晶層材料相似程度愈低，則容易造成磊晶層彎曲或者是破裂情況，使得 LED 晶粒

製程不易切割或曝光，造成產品良率下降。 

現今藍光 LED 常用的基板主要有兩種(見表二)，一是 Nichia 所主張藍寶

石，二是 Cree 所推行的 SiC，就成本方面，使用藍寶石的基板成本較使用 SiC

高，且硬度較高不易切割，但在穩定性與晶格配合上則是藍寶石優於碳化矽，其各

自有其優缺點。雖然 SiC 基板價格較藍寶石基板貴，但是 SiC 能以較低的成本形成

共振面，所整體成本比藍寶石低，且其散熱性較佳，磊晶過程速度也較快，但最大

的缺點是先天上與 GaN 的晶格不符。  

國內上游廠商為了生產藍光 LED，所用的基板主要都以藍寶石為主，主要

原因是除了 SiC 基板與 GaN 的晶格不符之外，另外是因為國內藍光 LED 主要是用

在手機上，所以就操作電壓的考量下，進而選擇藍寶石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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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板優缺點比較表 

基板 優點 缺點 

藍寶石(Al2O3) 
穩定性佳  
晶格配合佳 

成本較高  
不易切割 

碳化矽(SiC) 
磊晶過程速度較快 
放熱性較佳 
具成本優勢 

基板先天上與 GaN 晶格不符 

資料來源：中國霓虹燈 LED 網 
 

2. 磊晶方法  

LED 的主要磊晶方法有 LPE, Liquid Phase Epitaxy (液相磊晶法)、VPE, 

Vapor Phase Epitaxy ( 氣 相 磊 晶 法 ) 及 MOCVD, 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11 (有機金屬氣相磊晶法)(見表三)。磊晶關心的重點有磊晶長成的速度、

量產能力、磊晶薄度及平整度的控制能力如何，由這幾個方面加以比較我們可以發

現，LPE 及 VPE 的磊晶長成的速度和量產能力較 MOCVD 佳，但在磊晶薄度及平

整度的控制能力就不如 MOCVD 好，但是 MOCVD 有成本較高，良率低而且原料

取得不易等缺點。基於以上因素，造成在不同的產品所應用的磊晶方法也不同，在

傳統亮度的 LED 上(如 GaP、GaAsP 及 AlGaAs)常用 LPE(液相磊晶法)，若是高亮

度 LED(如 AlGaInP 及 GaN 等)則要求的品質較為嚴格，因此則要用 MOCVD(有機

金屬氣相磊晶法)。靠氮化物(GaN)為材料的磊晶方式則要藉由 MOCVD 磊晶技

術，因為目前藍、白光為各家廠商發展的重點，因此氮化物的 MOCVD 磊晶技術

為主流。 

 

◎表 3 各種磊晶方法比較 

磊晶方法 特色 優點 缺點 主要應用 
LPE  
(液相磊晶

法) 

以熔融態的液體

材料直接和基板

接觸而沉積晶膜 

操作簡單  
磊晶長成速度 
具量產能力  

磊晶薄度控制差  
磊晶平整度差 傳統 LED 

VPE  
(氣相磊晶

以氣體或電漿材

料傳輸至基板，

磊晶長成速度  
量產能力尚可 

磊晶薄度及平整

度控制不易 傳統 LED 

                                                 
11 有機金屬氣相磊晶法 MOCVD 有時也被稱做 MOVPE (Metalorganic vapor phase epita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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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促使晶格表面粒

子凝結或解離 
MOCVD  
(有機金屬

氣相磊晶

法) 

將有機金屬以氣

體型式擴散至基

板，促使晶格表

面粒子凝結 

磊晶純度佳  
磊晶薄度控制 
磊晶平整度佳 

成本較高  
良率低 
原料取得不易 

HB-LED  
LD 
VCSEL 
HBT 

資料來源：中國霓虹燈 LED 網 
 

◎表 4  LED 磊晶法與材料的分類 

基板 磊晶法 材料與產生光的波長與亮度 

LPE GaP:Zn,O ~紅光 700 nm/ 0.4 Lm/W GaP 

VPE + 擴散 GaAsP:紅光、橙光、黃光 紅光: 650 nm/ 
0.15 Lm/W 

LPE AlGaAs 紅光 655 nm/ 2~3 Lm/W GaAs 

MOCVD AlGaInP: 紅光、紅橙光、黃光 570~620 
nm/ 16~20 Lm/W 

Sapphire (Al2O3) 

藍寶石 

MOCVD GaN: 綠光 520 nm/ 17 Lm/W 

SiC MOVPE  

VPE 

GaN: 藍光 450nm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下游製做過程 

下游主要是將晶粒做封裝，製造流程從固晶、打線、壓模、切割、測試到包裝，封

裝的型式根據不同的應用場合、不同的外形尺寸、散熱方案和發光效果有不同的分

類，主要有Lamp-LED、TOP-LED、Side-LED、SMD-LED12、High-Power-LED、

                                                 

12 SMD LED-surface-mount device LED，表面黏著型 LED。表面黏著型 LED 的出現是在

1980 年初，是因應更小型封裝和工廠自動化而生。初期廠商裹足不前，主要因素是表面黏著

LED 最早面臨的問題是無法完成高溫紅外線下銲錫回流的步驟。LED 的比熱較 IC 低，溫度升

高時不僅會造成亮度下降，且超過攝氏 100 度時將加速元件的劣化。LED 封裝時使用的樹脂

會吸收水分，這些水分子急速汽化時，會使原封裝樹脂產生裂縫，影響產品效益。在 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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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 Chip-LED等。 

Lamp-LED（垂直LED） 

Lamp-LED早期出現的是直插LED，它的封裝採用灌封的形式。灌封的過程是先在

LED成型模腔內注入液態環氧樹脂，然後插入壓焊好的LED支架，放入烘箱中讓環

氧樹脂固化後，將LED從模腔中脫離出即成型。由於製造工藝相對簡單、成本低，

有著較高的市場佔有率。 

SMD-LED（表面黏著LED） 

貼片LED是貼於線路板表面的，適合SMT13加工，可回流焊，很好地解決了亮度、

視角、平整度、可靠性、一致性等問題，採用了更輕的PCB板和反射層材料，改進

後去掉了直插LED較重的碳鋼材料引腳，使顯示反射層需要填充的環氧樹脂更少，

目的是縮小尺寸，降低重量。這樣，表面貼裝LED可輕易地將產品重量減輕一半，

最終使應用更加完美。 

Side-LED（側發光LED） 

目前，LED封裝的另一個重點便側面發光封裝。如果想使用LED當LCD（液晶顯示

器）的背光光源，那麼LED的側面發光需與表面發光相同，才能使LCD背光發光均

勻。雖然使用導線架的設計，也可以達到側面發光的目的，但是散熱效果不好。不

過，Lumileds公司發明反射鏡的設計，將表面發光的LED，利用反射鏡原理來發成

側光，成功的將高功率LED應用在大尺寸LCD背光模組上。 

                                                                                                                                                 
初，HP 和 Siemens Component Group 合作開發長分子鍵聚合物，作為表面黏著型 LED 配合取

放機器的設計，表面黏著型 LED 到此才算正式登場。 

13 SMT，線路板表面貼裝，其生產流程主要包括三個環節：線路板錫膏印刷、元件貼裝、元件/設
備件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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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ED（頂部發光LED） 

頂部發光LED是比較常見的貼片式發光二極體。主要應用于多功能超薄手機和PDA

中的背光和狀態指示燈。 

High-Power-LED（高功率LED） 

為了獲得高功率、高亮度的LED光源，廠商們在LED晶片及封裝設計方面向大功率

方向發展。目前，能承受數W功率的LED封裝已出現。比如Norlux系列大功率LED

的封裝結構為六角形鋁板作底座(使其不導電)的多晶片組合，底座直徑31．

75mm，發光區位於其中心部位，直徑約(0.375×25．4)mm，可容納40只LED管

芯，鋁板同時作為熱沉。這種封裝採用常規管芯高密度組合封裝，發光效率高，熱

阻低，在大電流下有較高的光輸出功率，也是一種有發展前景的LED固體光源。功

率型LED的熱特性直接影響到LED的工作溫度、發光效率、發光波長、使用壽命

等，因此，對功率型LED晶片的封裝設計、製造技術顯得更加重要。 

Flip Chip-LED（覆晶 LED） 

LED 覆晶封裝結構是在 PCB 基本上制有複數個穿孔，該基板的一側的每個穿孔處

都設有兩個不同區域且互為開路的導電材質，並且該導電材質是平鋪於基板的表面

上，有複數個未經封裝的 LED 晶片放置於具有導電材質的一側的每個穿孔處，單

一 LED 晶片的正極與負極接點是利用錫球分別與基板表面上的導電材質連結，且

於複數個 LED 晶片面向穿孔的一側的表面皆點著有透明材質的封膠，該封膠是呈

一半球體的形狀位於各個穿孔處。屬於倒裝焊結構發光二極體。  

要用哪一種封裝型式主要是要看用在哪一種應用產品上，目前最熱門的是

SMT 型封裝，主要是用在可攜式產品上，如手機、PDA 等產品。然而下游封裝有

不少的專利技術，因此也有其技術難度，而封裝的主要重點是在如何提升發光的效

率，因此以下就這個議題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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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裝技術難度  

封裝的技術難度在如何耐高電流、具高散熱性及減少晶粒亮度的衰減，其實

電流、阻抗和熱度有密不可分的關係，當電流越大且阻抗越大，則所產生的熱度就

越高，因此要找散熱性更佳的材料來封裝，同理可證，若我們可以把阻抗降低，我

們就可以把熱度降低，所以目前正發展「低接觸阻抗電極」技術，也就是在相同的

熱度之下，降低電極阻抗，則可以耐更高的電流。另外在散熱性方面，發展中的

「耐熱抗 UV 樹脂材料」可以提升散熱性。在減少晶粒亮度的衰減方面，目前則是

發展「高反射率」的技術，使所發出的光不會因基板或封裝材料所吸收，進而提高

晶粒的亮度。另外，現在產品走向均往輕薄短小來發展，因此如何縮小封裝的體

積，亦是封裝的重點，因此目前 SMT 是最流行的封裝技術，Flip Chip14技術則是未

來發展的重點封裝技術。  

 

2. 高效率的螢光體合成法提升白光 LED 發光效率  

而在白光方面，要讓晶粒產生白光目前主要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是利用各種顏色光混合產生白光，其原理就是色彩學中三原色光為基

礎，也就是將三種分別為紅、綠、藍的LED放置十分靠近，控制它們各自的輸出的

比例，混合後就可以得到白光。 目前的技術關鍵在RGB15全彩白光材料的選擇以及

混合比例的方法。 

第二種方法是使用藍光LED外面塗上螢光粉。 將發射主峰在450~470nm波

長范圍內的藍光LED表面塗敷稀土石榴石系列螢光粉，該螢光粉在藍光輻照下會發

                                                 
14 覆晶封裝技術是一種將晶面朝下並藉由金屬凸塊與承載基板接合的積體電路封裝體，覆晶封裝體

的承載基板與晶片間，必須是一對一匹配，這樣才能將晶片上的電極與基板的電極精準接合。此

外，覆晶封裝與傳統打金線封裝有結構上的變革，最大不同在於傳統封裝採用金線，當作與導線架

的連接導線，覆晶封裝則是採用錫鉛凸塊當作與覆晶基板的連接點。 

15 RGB 色彩模式是工業界的一種顏色標準，是通過對紅(R)、綠(G)、藍(B)三個顏色通道的變化以

及它們相互之間的疊加來得到各式各樣的顏色的，RGB 即是代表紅、綠、藍三個通道的顏色，這

個標準幾乎包括了人類視力所能感知的所有顏色，是目前運用最廣的顏色系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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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黃光，這樣部分藍光轉變成黃光和剩餘的藍光混合後就能形成白光LED。 由於

稀土石榴石螢光粉具有二個特點，首先是它的發射主峰可在500~580nm範圍內，即

黃光區域的任意位置，其次是它的最佳激發波長在430~480nm範圍之內不同位置，

這樣選用該系列螢光粉，加上配以不同波長藍光LED，就可製備不同色溫的白光

LED。 同時，藍光LED晶片加塗敷螢光粉的方法製備白光LED還能夠以下述方式

實現，即用藍光LED激發綠色和紅色螢光粉，其中綠色螢光粉可採用發射主峰為

500~530nm的稀土石榴石螢光粉，而紅色螢光粉目前尚未找到一種發光效率足夠高

的材料，通常是採用銪或錳激發的氧化物或鹽類化合物，亦可能是銪激發的有機發

光材料。 改進螢光粉後的情況在紅光部分有顯著增強。關鍵技術在高效率的螢光

體合成法，也就是如何把螢光粉有效的附著在晶粒上的一項技術。 

第三種獲得白光 LED 產品的方法。 由於紫光或紫外光 LED 的出現，它提

供了用紫光或紫外光激發三基色螢光粉或多種發光色的螢光粉，從而得到白光的途

經。 由於紫光，尤其是紫外光的能量比藍光要高，製備出的白光 LED 光效可進一

步提高，同時它的光譜範圍更寬，顯色指數可進一步增加，並可根據需要製備出不

同色溫或不同顏色的 LED 產品。 白光 LED 要求螢光粉在更低能量的紫外光，甚

至於紫外光激發下有較高的發光效率，目前廣泛用於緊湊型節能螢光燈的三基色螢

光粉是不適用於這種白光 LED 的需求，必須開發新的白光 LED 專用的三基色或多

色螢光粉. 

 

3. 利用照明設計提升白光亮度  

在照明設計方面，因為目前白光的亮度仍然不足，但我們可以利用一些方法來

提高白光的亮度，在照明燈具上做一些提高亮度的設計是一種可行的方法之一，因

此發展出 Array LED 配光以及光強度的分佈技術，另外 LED 發光會產生熱能，雖

然在封裝時已利用一些技術減少發出的熱能，但當許多 LED 放在一起時，所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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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能仍是很強的，因此如何設計燈具系統來降低熱能也是可發展的一個重點，因

此目前正在發展「燈具系統散熱及電路設計」等技術16。  

 

 LED 未來發展方向 

一、技術將朝藍光、紫外光及白光 LED 發展  

由表五我們可以發現，各廠商主要都先從藍光 LED 開始研發及量產，有了

藍光的技術之後再開始研發白光 LED，然而目前最常用藍光加上黃色螢光粉來產

生白光，但是用藍光 LED 來發白光的發光效率仍然不足，因此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往紫外光 LED 來發展，利用紫外光加 RGB 三波長螢光粉來達到白光的效果，其發

光效率比藍光好上許多，研究顯示若發光波長能到 254nm，則可以不加螢光粉也

能自發白光。目前紫外光 LED 以美國 Cree 所做的紫外光 LED 技術層級最高，已

達 21 lm/W(目前市售藍光 LED 約為 4 lm/W)，這樣的研發進度超乎原先預期，因

此預估白光 LED 要取代照明很可能在十年內發生。  

未來在照明市場可取得一席之地的國家，我們以研究紫外光 LED 專利數來

觀察，認為日本的機會最大。就專利數來看，日本的專利數目最多，發展的專利件

數達 105 件，佔全球紫外光 LED 專利數的 86%，若以各別廠商來看，可以發現以

Toyoda Gosei 和 Nichia 發展的最積極 。若仔細分別這些紫外光 LED 專利，可以發

現所著重的技術並不相同，以元件結構的專利比重最大，佔 56%，而製程技術佔

19%、元件組裝佔 16%、磊晶技術只佔 9%。所以就專利數來看，紫外光 LED 的廠

商以 Toyoda Gosei 和 Nichia 最有後來居上的可能。  
 

◎表 5  世界 LED 大廠技術動向 

廠商 技術動向 現況及發展 
Nichia 1989 MOCVD  

1993 藍光 LED 
．主力產品：擁有 InGaN 的藍光及

綠光 LED 專利。  

                                                 
16 LED 的散熱議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於，LED 所產出的熱若是無法適當的被排出，則溫度的升高

會嚴重的影響 LED 的發光亮度以及壽命，故目前在 LED 所致力的提升亮度問題，同樣的包括了如

何使光的強度提高以及散熱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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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綠光 LED 
1996 白光 LED 
1997 紫外光 LED 
1998 黃光(GaN)LED 
1999 紫光 LD(5mW) 
2000 紫光 LD(30mW) 

．市場：以日本市場為主。  
．2001 年：白光每月產能 9900 萬顆

Toyoda Gosei 1986 藍光 LED 研發  
1995 藍光 LED 量產(2cd)
1999 Flip Chip 
2000 紫光 LED 
2001 白光 LED 
2001 藍紫光 LD(3mW) 

．主力產品：專注在 InGaN 的生產  
．白光：與 Toshiba 合作白光

LED，晶粒由 Toyoda Gosei 製造，

封裝則由 Toshiba 負責。 
．市場：主要銷往汽車用車燈、儀

表板被光源及彩色螢幕行動電話的

背光源 
LumiLeds 2001 藍光 LED(200mW)  

2001 白光 LED 
(17lumens) 
2002 白光 LED(5W) 

．主力產品：InGaAlP 四元高亮度

LED  
．2001 年：白光每月產能 300 萬顆 

CREE 1989 藍光 LED  
1998 綠光 LED 
2000 成立 CREE 
2000 藍光 LD(3mW) 
2001 紫外光

LED(21lm/W) 

．主力產品：藍綠光高亮度 LED 材

料及元件，白光 LED  
．率先發展 SiC 基板 

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 

1999ATON Chip(5mW)  
2000(8mW) 
2001PLED 

．歐洲最大高亮度 LED 廠商  
．以碳化矽(SiC)基板供應藍光 LED
產品 
．市場：以歐洲為主，應用以汽車

方面最重要，目前歐系車廠如：

Mercedes、BMW、Audi、
Volkswagen 為其客戶 
．2001 年：白光每月產能 200 萬顆 

資料來源：中國霓虹燈 LED 網 
 

二、近期發展藍光及紫光雷射二極體(LD)  

雷射二極體可應用的範圍很廣，包括光通訊、光儲存、醫學、影像記錄及感

測器…等市場，目前應用領域最主要是光通訊及光儲存。雷射二極體最常見的是紅

光 LD，而現在最新發展的是藍光及紫光 LD，藍光及紫光 LD 對儲存媒體的影響很

大，可使 CD-R 及 DVD-R 有更大的儲存能力，可使 DVD 儲存能力高達 20GB。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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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LSEVIER 該研究單位認為從 2002 年到 2005 年每年會有 22.5%的複合成長率，

其成長空間很大。  

就技術能力來看，紫光 LD 技術能力最好的是 Nichia，目前已可生產 30mW

的紫光 LD。另外 Toyoda Gosei 有生產藍紫光 LD 發光功率為 3mW，而 CREE 也有

藍光 LD 發光功率約 3mW 與 Toyoda Gosei 相差不多。 

 

二、 LED應用發展歷程 

早期的LED通電後激發的光亮度很低，而且只有紅色。年歲稍大的人大概都

還記得最初的電子錶錶面是漆黑的，按一下LED就亮起微弱的紅色數字顯示時間。

隨著物理與材料科學工程師的努力，LED增加了黃、綠色，亮度也增強不少，開始

廣用在室內的各種顯示器，例如跑馬燈、匯率看板等。1993年左右，LED在藍光與

高亮度上有了突破性的進展，而四元素（AlInGaP）的高亮度LED也問世。因此，

LED進而應用於戶外全彩顯示看板以及交通訊息看板。英特爾的創辦人葛洛夫曾指

出，未來最大的一塊競爭市場在：眼球的戰爭（eyeball’s war）。眼球戰爭的市場

實在太大了，液晶、電漿等競逐超大的電視、電腦螢幕天下，LED則只穩穩地掌控

眼球的戶外世界。最近網路與藍芽手機風行，豐富多變的LED戶外廣告全彩視頻看

板還可以與觀眾互動，大大提升廣告效果17。 

 

近年來LED 需求量一路攀升。市調機構iSuppli報告指出，LED市場在2003年以30%

速度增長，預計至2008年將達到68億美元的規模18。然而在高度增長的數字背後，

LED卻也充滿著跌幅過快的隱憂，於是廠商正積極透過擴張應用市場，以及整併的

方式來分攤風險並營造獲利。 

                                                 
17 參考科學人 2006 年 10 月號。 
18 參考新電子科技雜誌  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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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應用領域日漸廣泛 

LED應用主要分為可見光與不可見光兩大類,目前可見光已普遍應用在生活中多項

產品如:手機、PDA產品的背光源、資訊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指示燈、工業儀表設

備、汽車用儀表指示燈與煞車燈、大型廣告看板、交通號誌等。不可見光的應用主

要分為二種:短波長紅外光應用在無線通訊用(如IrDA模組)、遙控器、 感測器,長波

長紅外光則用在短距離光纖中通訊用光源。 

◎表 6  LED 產品用途分類表 

LED分類 應用範圍 

一般 家電、資訊等產品的指示光源、室內顯示 可見光 

波長

450~780nm 
高亮度 大型看板 交通號誌、手機背光源、室內顯示 

短波長紅外光 

850~950nm 

紅外線無線通訊、IrDA模組、遙控器 不可見光 

波長

850~1550nm 
長波長紅外光 

1300~1550nm 

光通訊用光源(短距離光纖) 

參考資料:PIDA 

LED 終端需求市場現況及趨勢 

可見光 LED的應用領域非常廣，包括通訊、消費性電子、汽車、照明、信

號燈等，可大體區分為背光源、汽車、 交通號誌、照明、 顯示螢幕等五大領域。 

一、背光源市場 

背光源的應用以產品的尺寸又可分為中小尺寸應用的如行動電話、數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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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車用螢幕以及，大型尺寸應用的顯示螢幕(LCD Monitor)。目前全球產量仍以中

小尺寸所佔比例較高，以2005年背光模組產量分佈來探討，由於中小尺寸的

顯示器產品應用廣泛，消費者對產品替換率高，使中小尺寸的背光模組產量

十分龐大，產量佔有率為85%，大尺寸背光模組雖對產值貢獻顯著，但以產

量而言，僅達整體產出之15%左右(圖四)，預計未來大尺寸的成長幅度會逐

年上升。  

LED產業也存在類似微處理器產業中的“摩爾定律”——Haitz定律，以

Angilent19的前任技術科學家Roland Haitz命名。其內容是LED的價格每10年將為原

來的1/10，性能則提高20倍。如果這個定律能夠不斷應驗，而隨著產能的增加，

LED背光源的成本將快速下滑。預計到未來一兩年LED背光的售價可降到CCFL背

光的2倍左右，距離大規模普及僅有一步之遙。 

◎圖 4  2005 年全球背光模組產量分布  

 

資料來源 :工研院IEK(2006/02)  

 

                                                 
19 安捷倫科技 (Agilent Technologies, NYSE:A) 源自惠普，是一家儀器生產商，惠普由 Bill Hewlett 和

Dave Packard 於 1939 年創辦。經過 60 年的歷史，惠普跟 Compaq 合併，並分柝出今天的安捷倫科

技。1999 年，安捷倫持有$80 億美元資金、3 萬位員工，專營製造科學儀器、半導體、光纖網路裝

置及測量儀器，其測量儀器適用於電訊業、無線通訊研發及生產。資料來源：維基百科，網站到訪

日期：200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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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05 年全球背光模組產量應用市場分布20 

資料來源 :工研院IEK(2006/02) 

以下將以(1)中小尺寸應用主流的行動電話以及(2)大尺寸應用的顯示螢幕分別討論

之： 

(1) 行動電話 

手機市場主要是看好高亮度LED 在手機背光源及按鍵光源的應用市場， 是

SMT型產品應用的最大市場。因手機競爭越來越激烈，因此手機業者為了吸引消

費者，在顯示面板光源及按鍵光源做變化，目前最流行的背光源顏色是藍光，因此

藍光的需求因而增加了許多，預計未來會流行彩色面板，因此所需要的背光源則會

需要白光，因此未來白光的需求會更大。 若我們以每支手機在背光源部份需要2 顆

高亮度LED ，按鍵光源需要6顆LED ，也就是一支手機需要用到8 顆的LED 來計

算，之前的藍色背光手機風潮，使藍光LED的市場供不應求，顯見手機在LED應用

市場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繼藍光手機後，目前市場已是彩色螢幕手機天下。以

往彩屏手機是極高端產品，不過由於主要零元件價格逐漸下滑，使得彩屏手機和單

色手機的價差縮小，加上廠商的大力促銷，手機的換型潮就此發生，目前在市場上

已少見單色手機。 

                                                 
20 大尺寸中的”MNT”表示 LCD Monitor 



台灣 LED 產業上中下游專利佈局之比較研究 

 31

    國際市場調查研究機構Gartner 預計2007年全球市場需求量在11億部左右，其中

iSuppli表示汰舊換新的非首次購買手機銷售量將達到7.12億隻，為首次購買手機數

量的兩倍之多。 

 (2)　顯示螢幕 (LCD Monitor) 

 

只要有需要光的地方就是LED的發展機會所在，而現階段最大的成長應用領

域會在大尺寸面板的背光模組與照明設備上。LED應用於在大尺寸面板背光模組上

的優勢在於它比傳統的冷陰極燈管(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 CCFL)體積要

小， 發光兩極體（LED)背光源筆記型電腦面板厚度約為傳統冷陰極管者厚度的

1/2；節能方面，LED背光源筆記型電腦面板更可較CCFL背光源筆記型電腦面板節

省約20%到30%之電力，同時色彩與亮度更飽合，且傳統的冷陰極燈管含有汞成

份，在日漸高漲的環保意識下，LED勢必取代具污染性的冷陰極燈管。目前尚無法

普及的原因是仍有缺點如：發光效率低、耗電量高、壽命均一度差等缺點且成本

高，但雖然價格仍與CCFL有所差距，在NB上已漸漸有產品問世。 

 

 

◎圖 6  LED用於LCD TV背光源優劣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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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LED 用於 LCD TV 背光源技術改善方式及達成目標 

 

預估未來雖LCD產品價格會下滑快速，但2006年為LCD TV需求爆炸性成長

的時機，背光模組(Backlight；BL)產值仍會以年成長率25%上升。  

二、汽車市場 

汽車的應用市場，可分為汽車外部使用及內部使用。汽車內部使用包括儀表

板、空調、音響等所有的指示燈以及汽車內照明用燈；汽車外部使用方面，則包括

第三煞車燈、尾燈、方向燈、側燈等，所以統計下來一部車大約內、外各需用掉

100 顆LED ，目前全車內部採用LED 的車廠如奧迪、寶馬及福斯等車廠， 豐田汽

車也將儀錶板的背光板換成高亮度LED 而其他各車廠也已陸續將汽車內部指示燈

改成LED21；而汽車外部使用LED 方面， 汽車的剎車燈如採用LED，可即踩即亮，

而傳統的熾熱燈卻需要幾毫秒的預熱，這在緊急剎車時是攸關性命的。如歐系汽

車，將第三煞車燈改成LED 的比率已超過70%，日系車系也超過25%，由以上看來

各車廠正陸續採用LED 的趨勢仍然不變。 在交通上應用LED也符合安全的考量。 

                                                 
21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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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LED製作的號誌燈，由於不是採用紅黃綠的濾光鏡片，在陽光直照下也不會看錯

燈號。而且LED是固態電子，比傳統燈泡大幅減低高架維修的風險。加上省電的考

量，先進國家各種交通資訊的顯示系統，幾乎都改用LED。 

LED 在汽車市場的主要成長來源是替代原有指示燈及燈泡照明，因此若我

們假設每年汽車出貨量為6000 萬台來計算，汽車內部若全面替換成LED ，則有60 

億顆的需求，若外部也全面替換的話，亦有60 億顆LED 的需求，也就是若全球每

一台車均改換成LED ，則一年在汽車市場則有120 顆LED 的需求，這樣的數量較

手機的市場還要龐大，顯示汽車應用市場有很大的潛力。 

然而，國內的LED 廠商比較無法打入國外車廠的零件供應商，我們認為主

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技術能力的問題，國內廠商主要的優勢在於成本節省的能力及

量產能力，而國內所生產的LED 就亮度及品質並不如國外大廠的佳，但是在汽車

上非常著重安全性的考量，因此對各零件的品質要求也十分嚴格，所以國外車廠也

較不願意用國內生產的LED 。其二是要成為車廠的零件供應商，要花長時間與車

廠做認證，通常至少要3 年以上的時間。因此，既使擁有不錯的技術能力，但是認

證的時間很長，也使得要進入該市場的進入障礙相對提高。以東貝為例，東貝的策

略不是直接找車廠合作，而是藉由汽車通路商GENTEX 22來做切入，但東貝取得

GENTEX 的訂單也花了近5 年的時間才有機會和該公司合作，由此可見進入該市場

的障礙較高。 

三、交通號誌 

在全球能源危機的影響下，各國開始在思考如何節省能源，因LED 省電效

率達85%且壽命較一般燈泡長，因此將省能源的LED 用在交通號誌、戶外看板及

照明市場也成為未來的主流。 

                                                 
22GENTEX 公司是全球汽車行業技術領先的自動變暗防眩後視鏡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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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LED製作的號誌燈，由於不是採用紅黃綠的濾光鏡片，在陽光直照下也不

會看錯燈號。而且LED是固態電子，比傳統燈泡大幅減低高架維修的風險。加上省

電的考量，先進國家各種交通資訊的顯示系統，幾乎都改用LED。 

依據NIKKEI ELECTRONICS 雜誌資料來看，目前全世界約有2000 萬座紅、

黃、綠燈，而一組交通號誌所需的燈泡數目隨著LED 亮度及燈具設計進步下，已

由幾年前的數百個降到目前約20 個左右，因此若全世界的交通號誌全都換成LED 

則會有120 億顆高亮度LED的市場需求23。如果再考慮每年新設或舊有更換的紅、

黃、綠燈，估計每年約有200 萬座，也就是全面更新後的每年會4000 萬顆的需求，

約可延續10年的商機。然而在國內的交通號誌方面，因為國內政府在省能源的方面

較不如歐美重視，因此交通號誌市場在缺乏政府的支持下，這樣的市場需要再觀

察。 

四、　照明市場 

LED 作為白熾燈和螢光燈的替代品，被稱為固態照明(Solid State Lighting, 

SSL)24，其中用於照明者主要是使用能發出白光的 LED。白光 LED 具有省電的優

點，因此在全球能源危機下，為了節省能源，採用白光 LED 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發光二極體與其他光源特性比較見表八。而目前生產白光主要有兩種方法，一是

利用混光的模式，另一種是將藍光加上螢光粉做成白光。以目前的白光亮度以及

發光效率仍然無法進入室內照明市場，但是已可以在特殊照明市場有一番作為，

如太陽能 LED 燈具、可攜式照明光源等。一但白光亮度達到 100lm/W 以上，且

價格也足以提供誘因取代傳統照明時，可應用的範圍就變得十分廣泛，需求會急

劇增加，這也 LED 未來最大的市場。而 LED 照明也已逐漸發展至商品化的初步

                                                 
23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第 34 頁。 
24  固態照明就是用固態的發光作為照明光源，有望成為照明光源的固態發光目前主要是半導體發光

二極體（LED）和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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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由於磊晶技術不斷成長，晶片發光亮度也成倍數的提升，以藍光及紫外光

晶片所延伸出白光的產品，正逐漸朝向室內照明的應用。業界一般認為白光 LED

照明市場可望在 2010 年左右趨於成熟，亮度提升至 100 lm／W，足以取代 40W

日光燈管。至於單價則將從每顆 100 日元左右，以每年 20％速度向下降低，則美

國將有 10%的室內照明可被 LED 取代。 

 

◎表 7 各種發光源之特性比較 

 白熾燈25 螢光燈26 小型螢光燈 HID27 LED 白光 
發光效率

(lm/W) 
8-17 20-80 47-65 65-100 13-25 

演色性 100 40-90 40-90 60-80 70-75 
壽命(hr) 750-2500 10000-20000 6000-10000 5000-20000 >10000 

資料來源：無線電技術月刊第400期內容 
 

現有照明市場主要光 源為螢光燈、白熾燈、鹵素燈28等產品，市場占有率分

別為42%、27%、17%， 2003年全球一般照明市場規模為12,300 百萬美元(見圖

九)，而全球一般照明用白光LED市場規模為21.5百萬美元，可 見目前市場滲透率

仍相當低，不過白光LED在產品特性上已具有與白熾燈泡競爭的條件，因此應用在

特殊照明市場仍有相當之潛力，預測至2008年一般照明用白光LED市場將可成長至

350百萬美元，顯見白光LED在一般照明市場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照明市場的應

用領域可大致分為一般照明及工業用照明兩部份。  

                                                 
25 電燈泡或稱電球，其準確技術名稱為白熾燈，是一種透過通電，利用電阻把幼細絲線（現代通常

為鎢絲）加熱至白熾，用來發光的燈。電燈泡外圍由玻璃製造，把燈絲保持在真空，或低壓的惰性

氣體之下。作用是防止燈絲在高溫之下氧化。資料來源：維基百科，網站到訪日期：2007.05.05 
26  螢光燈，或稱日光燈、光管、螢光管使用電力在氬或氖氣中激活水銀蒸氣，形成等離子並發出短

波紫外線，令磷質發出可見的螢光以照明。資料來源：維基百科，網站到訪日期：2007.05.05 
27高強度氣體放電（High-intensity discharge，簡稱 HID）燈泡包含了下列這些種類的電燈：水銀

燈、金屬鹵化燈（也稱作 HQI）、高壓鈉燈、低壓鈉燈，以及較少見的短弧氙氣燈。這些燈泡種類

的發光元件是一顆置於耐高溫燈管（弧光管）內安定的電弧放電器，並有超過 3 W/cm² (19.4 W/in.²) 
的發光能力。資料來源：維基百科，網站到訪日期：2007.05.05 
28鹵素燈泡(Halogen lamp)，亦稱鎢鹵燈泡，是白熾燈的一種。原理是在燈泡內注入碘或溴等鹵素氣

體。資料來源：維基百科，網站到訪日期：200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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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照明市場用高亮度發光 LED 市場規模 

 
資料來源：無線電技術月刊第400期內容 

 

 一般照明 

從室外照明開始，包括霓虹燈、顯示螢幕、室外看板、店面裝飾燈、橋樑裝飾燈以

及庭園燈來著手，最終還是希望能進入室內照明市場，而室內照明又可分成室內

燈、戶外燈、汽車內部照明、裝飾燈、鹵素燈等等； 目前家用照明燈主要是白熾

燈、螢光燈(日光燈)及節能螢光燈。 

 

◎表 9  人類照明技術之演進 

 
資料來源：無線電技術月刊第400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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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照明 

可從植物栽培燈、手機背光源及 PDA 背光源等開始著手，等到白光的亮度

達到 100lm/W 以上，則可發展的範圍擴大不少，可進入投影機燈源及閃光燈等需

強光之應用。 

 

五、　紅外線傳輸市場 

 

紅外光 LED 的應用非常廣泛，和我們的生活習習相關，舉凡家中的電器產

品遙控器、自動門、電路保護裝置用之光耦合器、編碼器及數據連結器等，都有紅

外光 LED 產品的蹤跡存在，若又以應用面來區分，則可分為消費性電子產品、資

訊業、通訊業、工業及交通業等領域。 

    紅外光 LED 發展至今，其技術已屬相當成熟，近年來由於家電產品的遙控

器市場趨向飽和，遙控器需求成長有顯著下降趨勢，紅外光 LED 於是轉往無線通

訊的領域發展，再加上近年來區域網路的興起，通訊用的 LED 將有可能被廣泛使

用，尤其是電腦產品的數據傳輸領域。因此，在美國紅外線數據傳輸協會制定無線

數據傳輸模組(IrDA29)的協定後， IrDA 快速、可靠安全、干擾小的優點，使得

IrDA 成為短距離電腦無線數據傳輸的一項利器。在無線數據傳輸蓬勃發展的趨勢

下，IrDA 與藍芽一樣備受注目，雖然 IrDA 具有對準角度小、不能有障礙物等缺

點，但其可靠安全、干擾小的特性可望成為與藍芽互補共同存在的無線數據傳輸技

術，加上 IrDA 投資門檻較低、授權金小，十分有利於電腦週邊產品裝置使用，未

來對 LED 業者而言是一大商機。 

                                                 
29 IrDA，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紅外線傳輸埠。 為短距離無線傳輸技術之一。IrDA 是 93 年由

HP、IBM、Sharp、SONY 等五十家廠商在美國建立的標準。主要在整合資訊週邊紅外線傳輸裝

置，建立統一傳輸標準，與其他標準最大的不同在於，紅外線傳輸是利用直線可見光進行，每一傳

輸點之間，不可以有外物阻隔或其他電子設備干擾。 IrDA 藉由紅外線進行傳輸，有效傳輸距離達

8 公尺，傳輸速率達每秒 16Mbps，發射解度達 120 度，可應用在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數位相

機、行動電話及個人行動助理(PDA) 等產品，使用者只需在電子產品上，安裝紅外線傳輸埠之後，

可以直接和另一種電子產品，不需再用線路或網路卡連接兩端裝置，就可輕鬆、高速的傳輸資料。 



台灣 LED 產業上中下游專利佈局之比較研究 

 38

紅外光 LED 因功率較大，亦被用於取代雷射二極體在光纖通訊與印表機的

用途上，其中 LED 用於建築物的短距離光纖通訊發射、接收用途，因時候未到而

尚無明顯市場，而用於印表機的紅外光 LED 則備受矚目，但 LED 光源印表機在追

求高解析度上仍需要相當時間發展，目前紅外光 LED 的印表機仍無明顯市場。儘

管高功率的紅外光 LED 尚在發展階段，未來在「光纖到家」與紅外光 LED 印表機

解析度漸增的趨勢下，仍不失為 LED 產業的一大商機。 

在行動通訊(Mobile Communication) 結合影像之多媒體資料傳輸等電子產品

發展趨勢，除使 LED 單色、多色及全彩光源近年需求量激增外，亦使得以高功率

紅外光 LED 製作之 IrDA 紅外線傳輸模組，成為筆記型電腦、PDA 等多項產品之

必須基本配備。持續成長之光纖通訊應用，亦將使長波長紅外光 LED 市場穩定成

長。 

 

1.材料與製程 

   在此若以材料來區分，基材主要使用砷化鎵(GaAs)，而在發光材部份也是使用這

類材料，如 GaAs 及 GaAlAs 等，發光波長在 850nm~940nm 之間，製作方法則以

LPE 為主。 

 

2.應用領域 

   而若又以封裝的型態來區分，則可分為 Lamp 型、光耦合器(Photo-Coupler)、光

續斷器(Photo-Interruptor)、編碼器(Motion-Encoder )、數據連結器(Data-Link)等產

品，其原理及應用分別闡述如表十一。 

 

◎表 10 紅外線 LED 應用領域及原理 

產品項目 應用領域 原理 
Lamp 型 家電產品、汽

機車… 
主要應用於光遙控器上，作為訊號單向發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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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耦合器 傳真機、影像

掃描器… 
將紅外線 LED 與受光元件對立排列封裝成一

體，先由電訊號→光訊號，再將光訊號→電訊

號，可用來作為電路保護裝置。 
光續斷器 影印機、磁碟

機、自動門… 
紅外線 LED 與受光元件對立或並排各別封裝成

一模組，利用光的中斷來作為檢測及自動控制等

應用。 
編碼器 滑鼠… 產品類似並排式的光續斷器，並在紅外線 LED

與受光元件放置一有相等間距孔隙之圓板，藉此

以計算物體移動的方向與距離。 
數據連結

器 
Notebook、

PDA、數位電

子照像機… 

主要用來作為數據傳輸，目前最熱門的產品為

IrDA(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以電磁波的方

式來進行數據傳輸。 
資料來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計畫(2001/07) 

 

總和以上所述，市場整體未來的成長主要在下列六項產品: (1)行動電話、

(2)LCD背光模組、(3)汽車用LED、(4)交通號誌所需的高亮度LED、(5)取代照明市

場的超高亮度白光LED與(6)短距離傳輸用的紅外線LED。 

 

◎表 11  LED 在未來成長動力的項目一覽表 

項目 概況 

手機 全彩的需求、手機搭配的顆粒數增加。全球手機需求量假設4億支，

以每支手機需要6～8顆LED計算，則LED需求便可達24～32億顆。 

汽車 歐洲40%,美國25%用LED第3煞車燈,未來比重將增加,且車燈改用LED
趨勢預估一台汽車可用到860顆,全球年複合成長在9成以上 

交通號誌 全球約2000萬座紅綠燈號誌,每座需1500顆高亮度LED,以新設置換比

例0.75%計算,市場年需求2.25億顆高亮度LED。 

照明設備 白光燈與白緻燈泡市場規模約43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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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距 離 傳

輸 
IrDA模組以統一標準作為資訊產品間無線傳輸功能目前已是NB與

PDA的標準配備 ,未來在無線滑鼠、無線鍵盤、無線網路連結 (IR 
LAN)、數位相機等產品都有機會運用。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智慧財產之經營規劃 

 

台灣之高科技產業首當其沖衝的面對到了智慧財產在這個知識經濟時代下所

帶來的挑戰，但遊戲規則並非由我們所制定，台灣這個掌控全世界將近一半產能的

半導體工廠一開始只能成為眾矢之的，每年付出大量的權利金，代工所得到的利潤

越來越低，為了降低成本，多數公司西進大陸，以尋求更便宜的人工，以維持競爭

力。再接下來的階段，慢慢開始智慧財產的概念為多數人所知，但仍舊十分模糊，

且多數觀念以為智慧財產僅停留在法律的領域，而一直無法和商業上決策做出連

結；再者，在運用智慧財產的角度也多是保守的政策，企業開始積極的申請專利，

但是專利的功用往往是形成一面防護網，而這層防護網是否經的起考驗，則不得而

知。 

智慧財產管理規劃之於企業決策，事實上不應僅僅是盾，更也是矛，真正能

在市場上佔有利基的公司在運用智慧財產上不應只是消極的防守，更是能夠積極的

進攻，然而這個境界畢竟不為多數公司能力所及。因為欲達到此一境界的公司，奇

不但智慧財產的品質要佳，公司內部對於智慧財產的經營規劃更是須要達到一定的

水準。傳統上對於智慧財產的經營管理相對於其他業務的管理技能及績效是落後許

多的，其主因在於使用「個案」的處理方法，這些個案不但多是個案作業，且是彼

此互不相連續的偶發過程結果或事件，更重要的是長時間內外過度的法律滲透及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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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忽略了種種非法律的因素和環境的考量，以致限縮了智慧財產權的舞台和效益

30。 

台灣的廠商需要更重視智慧財產的佈局，智慧財產不僅僅是專利權、商標

權、著作權或者營業祕密等等表象，在國立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執行之「經濟

部技術處學界科專計畫--智慧財產價值分析系統三年計畫」（Intellectual Property 

Value Analysis System；IPVAS）研究成果中提到，若要將專利之效能發揮到極

致，則必須配合企業營運做通盤的規劃，亦即專利之經營；此必需由產業結構之技

術、產品、市場、專利及其競爭者等細項進行分析，並將各項資訊與企業研發、生

產、行銷、財務、會計、租稅、人力、資訊網絡、商業模式等各營運機能相互探

究，同時依此排配專利之權能、組合及佈署，方能使專利發揮最大經濟效益，進而

提升企業競爭力。詳言之，智慧財產之經營應有系統、有機的將其各類業務與企業

各經營構面，同步交叉連結，進而並行整合，以產生有體財產（Tangible 

Property）和無體財產（Intangible Property）31的結合綜效（Synergy），並藉由各

優質智慧財產在全球主要國家（地區），建立專屬地盤及產業關鍵位置（Key 

Position），擴大市場份額，並據此收取賠償費、權利金或轉讓價金，或為交互授

權（Cross License），或為作價投資為股份，參與新企業的投資或經營32。由以上

之討論得知，專利對於企業競爭力的確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但必須同時配合營運

近通盤的規劃，專利的授權以及訴訟並非是專利全部的運用，且若欲實現經濟利益

和商業效能，則智慧財產權必須建構在產業結構的連結上，以及與特定產業供應鏈

和價值鏈找出因果關係，則智慧財產權才有可能脫離法律的束縛。 

周延鵬老師更提出，智慧財產應該用產業結構來看待，也就是先就產業本身

的結構以及特性進行分析，再來找出主要參與者與技術、產品和專利結構之間的關

                                                 
30 參考周延鵬，一堂課 2000 億：智慧財產的戰略與戰術 (Unfair Advantage Competitioni: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台北市:天下遠見出版，2006 年。 
31有體財產稱物，包括動產和不動產。無體財產即財產權，包括他物權、債權、股權等。近年來由

於智慧財產權觀念的興起，以及相關制度的建立，將財產權的觀念由有體財產擴及到無體財產。 
32 參考國立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執行「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計畫--智慧財產價值分析系統三

年計畫」（IntellectualPropertyValueAnalysisSystem；IPVAS）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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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性。由下圖可見，關於 LED 產業之智慧資源規劃應該是要將眼光放到全球分

析，再針對掌有關鍵技術之公司或者研究單位歸納出其所專精之技術、專利或者產

品，然後再由這些資訊的交叉比對與分析，找出解決的方案。 

 

 
 ◎圖 8  LED 產業智慧資源規劃 

 

在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中，強調以產業鏈的概念來分析智慧財產的佈局，而這

樣的分析方法主要在幫助了解、辨明產業鏈、價值鏈的概念公司效益，會發生在產

業哪一段，而公司是不是處於最有利的位置。以這樣的產業動態關係來看待產業的

供需關係、和價值鏈每段的價值為何，將會影響智慧財產靜態的申請以及部署。在

過去舊的智慧財產分析方法，多是直接由智慧財產本身開始分析起，但是這樣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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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法從智財本身看到產業結構以及技術結構，也無法連結到產品結構以及營收結

構33。 

關於智慧財產管理於產業上策略運用的探討，於黃金成「智慧資源規劃之產

業策略研究-以 TFT LCD 產業實證研究為例」中提到，以往管理文獻於智慧資源規

劃的探討仍著重於概念方面的探索，而該論文中嘗試以 TFT LCD 為例，進行產業

於智慧資源規劃之實證，以提供理論與實務上連結之參考。 

在該研究中提到，台灣產業在智慧財產權之部屬與經營，必須連結到產業結

構、供應鏈和價值鏈之上中下游關係。而在產業政策上，政府應積極配合並支持產

業發展，對於西進大陸之議題採取更開放之管理措施，同時更應輔佐企業建立智慧

財產交易和管理相關的技術資料庫與市場資料庫，並積極培育進行國際智慧財產侵

權訴訟的專業法律與管理人才34。 

 

在智慧財產授權領域方面，於洪健雄「智慧財產權授權與高科技事業經營策

略-以專利權為中心」中提到數點結論，以下摘錄幾點35： 

（一）智慧財產授權是一個複雜的領域，涉及法律、管理、技術等面向，因此我國

高科技企業必須走出權利金追索與授權的泥沼中，重新架構授權與企業的經營活

動。 

（二）我國高科技企業若欲藉由授權活動予以獲利，則最重要的是將企業轉行為真

正的知識型企業，持續研發，蓄積優質的智慧財產權，如此才能將智慧財產授權活

動的功用發揮到最大。 

（三）企業應培養相關智慧財產權授權相關人才，並考量是否建置一個獨立的智慧

財產授權部門。 

                                                 
33  參考周延鵬，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資源規劃的 9 把金鑰 (Beyond IP : Intelligence resources 
planning)，台北市：天下遠見出版，2006 年。 
34請參考黃金成， 智慧資源規劃之產業策略研究-以 TFT LCD 產業實證研究為例，2005 年 7 月，摘

要部份。 
35請參考洪健雄， 智慧財產權授權與高科技事業經營策略-以專利權為中心，2005 年 7 月，摘要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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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權契約的簽訂將會影響企業未來研發的發展方向，因此建議企業於簽署授

權契約時，必須考量企業本身是否可以自行研發該技術，或是其他替代性技術的可

行性，切勿因為被國外的企業一警告，即簽署智慧財產權的授權契約。 

（五）反之，既然專利訴訟須耗費大量的人力、物力、時間與金錢，因此面對專利

侵權訴訟時，應考量接受授權的可能性，授權所付出的成本與進行訴訟的成本相較

後取其較低者。但是須注意的是，縱使獲得他人授權，然亦不代表會侵害第三人之

專利，換言之獲得一家企業的授權，並不代表已經一牢永逸的無侵權可能性。故建

議企業在接受專利授權時，必須詳細的評估該專利的範圍。 

（六）授權與智慧財產的保護與執行有緊密的關係，因此企業應加強智慧財產的保

護與執行，才可以降低授權活動所面臨的風險。 

（七）智慧財產授權，基於智慧財產的無形性的特性而生，與傳統的有形財產有迥

然不同的性質，善加利用智慧財產權的特性，將可使企業擺脫傳統的營業模式，邁

向新的獲利境界。建議企業應重新審視自己所有的智慧資產，加以稽核與評估，結

合本研究所提出的授權策略架構，重新思索企業的營運方向與智慧資產的利用是否

完善，有效的提升企業的競爭地位，創造更多的經營優勢。 

 

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從智慧財產一開始被建立時，一連串配套的措施就必

須開始進行，企業應該更積極的規劃智慧財產就有如經營模式一般，關於智慧資源

規劃於林宜靜的「智慧資本管理之研究～以 IC 設計業 DVB-T 技術智慧資源規劃為

核心」中提到，企業於智慧資本之管理應以全球為舞台，配合外界資訊並連結企業

營運機能，與企業決策相輔相成，進而運籌智慧財產的形態、權能、組合及其部

屬，在輔以網絡系統平台。36特別需要釐清的一點是，智慧財產在本研究中以智慧

資本一詞，旨在希望凸顯智慧財產包含範圍的廣大，絕不僅僅是一般人觀念中的專

利權、商標權、著作權以及營業祕密爾爾，更近一部包含了人力資本、關係資本、

                                                 
36請參考林宜靜， 智慧資本管理之研究～以 IC 設計業 DVB-T 技術智慧資源規劃為核心，2006 年 1
月，摘要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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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資本等等，以上討論希望能強調智慧財產的管理在公司治理中不應只與法務或

者智權部門有關，應該是與公司組織中的每一個環節通盤考量後做出相呼應的決

策，則能才將公司所有無形資產的有形價值發揮到最大值。 

 

 

第三節  專利訴訟及授權策略 

 

利用智慧財產進行訴訟，當然是一個十分明確且積極的權利行使方式，在所

有的智慧財產權訴訟中又以專利侵害訴訟最具破壞性，與產業競爭力相關程度不斷

的在高科技產業中被證實。 在陳昱奉「 專利侵權訴訟機制之再建構-審前程序的檢

討與改革」中提到， “專利對企業的價值，不在於專利本身，而在基於專利之排他

性所帶來的獨佔或寡佔所延伸的鉅額利潤。而專利之排他性之所以能夠獲得確保，

來自於法院對於侵權者的裁判，如鉅額損害賠償金或禁止生產系爭產品等，進而使

權力人將對手逼出市場37。 

然而即使專利權如今被如此的重視，但卻非在每個產業中都可頻繁的看見侵

權訴訟的發生。（注：例如在生技醫藥產業，專利的確十分重要，但訴訟的發生卻

非常少有）然而在發光二極體，也就是 LED 產業中，侵權訴訟大戰可說是十分精

彩。日亞化學(Nichia corporation)、豐田合成(Toyoda Gosei)、CREE、美國北卡羅

藍大學、Rohm 和住友商事(Sumimoto Corporation)所形成的陣營以及歐司朗(Osram)

等大廠間的專利侵權訴訟案件自 1990 年代末期開始如雨後春筍的不斷冒出。不但

大廠之間為了爭奪 LED 市場彼此刀光劍影，而且離職員工與老東家的糾紛更是史

無前例創下了個人賠償金的天價記錄38。 

                                                 
37
 陳昱奉，專利侵權訴訟機制之再建構-審前程序的檢討與改革 ，2005 年 7 月，第二頁。 

38 最後雙方於 2005 年 1 月 11 日以八億四千四百萬日圓(約合新台幣兩億五千八百萬元)和解。請參

考本研究第三章 第一節 參、日本 LED 產業研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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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授權的發生要比訴訟容易，但是在發光二極體產業中，訴訟的發

展卻要比授權來的更發達。台灣廠商也因受制於專利訴訟的威脅，而變得過分期待

獲得授權，而沒有認真檢視是否有授權的必要，甚至是對方一提出侵權告訴就一股

腦的走向付出高額賠償金而獲得和解。周延鵬老師提出台灣的發光二極體廠商應該

嘗試從以下三個觀點出發，進而尋求更多的談判空間。 

 

一、專利無效 

即使是目前已經簽訂合約的公司如能把專利無效與否的答案找出來就可以終

止合約，甚至解除契約，因為契約的標的自始客觀不存在。而如果專利真的無效，

則用英美法系法律作為準據法時有可能使合約無效，但不一定能追回過去曾經付出

的權利金；若是採用大陸法系法律時，則有相當條件使得合約無效，進而追索過去

的權利金。 

 

二、迴避設計 

這也是一種解決方式，即使是日亞化的封裝專利，都有機會利用不同的技術

迴避。此外台灣廠商或許大多沒有仔細的分析這些所謂技術領先廠商的專利是否有

機會可以迴避的掉，甚至是仔細分析哪些在專利申請保護時考量上的瑕疵，有些專

利並沒有辦法從產品還原(如磊晶的設備專利)，那麼就更無從判斷侵權的問題39。 

 

三、新技術取代 

除了以上所提及的設法由專利無效提終止合約以及作迴避設計之外，從技術端

更積極的考量便是設法找出能取代競爭對手的新技術。但是此一做法較為耗時，而

市場往往不能等待，此時簽約授權還是可行的方式，但重點在於合約的研擬，如何

妥善規劃終止以及解除條款。此時就更彰顯了好的、經過智慧財產訓練的律師重要

                                                 
39參考周延鵬，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資源規劃的 9 把金鑰 (Beyond IP : Intelligence resources 
planning)，台北市：天下遠見出版，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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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台灣廠商大部分還是運用辦理傳統訴訟的律師，而這些律師大多極度缺乏科技

領域、國際商業領域以及智慧財產的專業概念。一個優秀的律師不但能替客戶處理

問題、預防危機，更重要的是，好的律師可以幫助公司一同成長。 

除了在遇到專利侵權問題時，可嘗試由以上三個觀點出發尋求解決方式之

外，本研究更希望達到的目的，是希望能使得台灣廠商在面對專利訴訟這件事情上

採取一更積極的態度，也就是把訴訟當成需要時必要施行的商業手段，而非走到無

路可退時才去面對的麻煩問題。也就是說，除了專利需要作策略佈局，訴訟本身也

需要有策略規劃。在這一方面美國公司比較成熟，訴訟已經成為年度營業規劃中不

可或缺的一環，當然這對於目前規模不大的台灣發光二極體產業廠商而言，會是一

個不小的負擔，但是未來的市場以及公司規模都勢必會繼續成長，若是台灣廠商希

望能夠在世界的發光二極體產業舞台站穩腳步、發光發亮，則這樣的遠見是勢在必

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