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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LED 產業及其智慧財產 

第一節 國內外 LED 產業及其智慧財產發展 
 

一、 全球 LED 智慧財產績效 

全球 LED 產業發展 

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 CIR(Communication Industry Researchers) 的預測1，全

球 LED 市場將從 2004 年的 32 億美元，增長至 2008 年的 56 億美元。HB-LEDs2市

場產值將由 16 億美元增至 26.4 億美元；而超高亮度發光二極體(UHB-LEDs3)市場

將從 2006 年起快速成長，並於 2008 年占全球市場 22%。一般照明設備將是未來的

主流，2008 年可望達 8.44 億美元，其中預測汽車燈、訊號燈和背景燈將佔這類市

場 60%以上。2004 年開始 LED 發展成本大幅減少，勢必激增產量，其中，標準和

指示燈的 LED 出貨將佔這類產品的大部份。但是到 2008 年，將以高亮度發光二極

體(HB-LEDs)和超高亮度發光二極體(UHB-LEDs)為主要營收的產品種類。高亮度

發光二極體(HB-LEDs)新的應用產品不斷出新，目前眾多常見的產品:電視、個人電

腦顯示器、數位相機、手機、汽車、交通號誌燈和普通照明用的燈具等。 

 

◎表 12  2004~2008 年全球發光二極體市場規模 

 
資料來源: IEK 2004 

                                                 
1 CIR 於 2003-Dec-15 公布之出版報告"High Brightness-LED Applications - What Customers Want: A 
Five-Year Forecast of OEM Buyer Requirements.” 
2 High Brightness Light Emitting Diodes , HB LED: 高亮度發光二極體 
3 Ultra High Brightness Light Emitting Diodes , HB LED: 超高亮度發光二極體，主要指 AlGaInp 的

紅、橙、黃色 LED，GaN 的藍、綠、紫和紫外光 LED。 

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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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值
55 

58 61 6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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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彩色螢幕手機 LED 需求殷切，自 2003 年其下半年開始，手機市場已

成為去 LED 市場的主要出貨對象。 由於彩色螢幕手機需要搭配白光 LED 當背光

源，使得白光 LED 在 2003 年具備了相當大的成長性。 據瞭解手機上所應用的

LED 包含了約需 1 顆的 LED 來電指示燈，2 至 4 顆的屏幕背光源及 6 至 8 顆的按

鍵背光源需求，手機上附加照相功能所需的 3 至 4 顆閃光燈用白光 LED，整體來

說一台彩色螢幕手機對於 LED 顆粒的需求量，平均將可達 10 到 12 顆之多。 

除來自手機市場的需求外，業內多數觀點認為，LED 產業的長期發展應以

取代目前的照明燈具為主。因此若 LED 能進入室內及室外的照明市場，則 LED 未

來的潛力無窮。雖然目前白光 LED 仍未達到照明要求的技術，且成本過高，但在

白光 LED 具有省電的優點和全球能源危機影響下，採用白光 LED 將是一種必然的

趨勢。自工研院 IEK 2006 所作之預測也可看見，未來一般照明以及紅外線的成長

幅度皆會弱於高亮度照明之成長。 

 

◎表 13  全球 LED 市場比重 

 
 

以往我國LED 產業以下游封裝業者為主力，產值最大，中游產值次之，上

游產值最小。近幾年來，國內 LED 產業結構已逐漸改變，國內廠商紛紛投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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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使得上、中游發展較以往熱絡。2004 年LED 上、中游產值成長較2003 年成

長23%。雖2005 年因市場持平，但產品單價下滑，根據工研院估計，2005 年LED 

上、中、下游產值之成長僅有2%左右，然展望未來強勁的市場需求，自2006年至

2008 年之成長率分別為17%，15%，及20%。 

目前國內LED中上游晶粒與磊晶片廠商，在近年來不斷積極擴廠下，生產磊

晶片設備機台已成為全球機台密度最高的地區，同時台灣已經成為繼日本之後，全

球第二大LED晶粒生產國，而在四元高亮度晶粒部分，則已成為全球之首，下游封

裝廠商亦隨之相對成長。以去年我國LED產業的產值為新台幣470億元來看，比 

2004年成長 16％；今年在景氣並不差情況下，似有機會將產值拉升突破500億元大

關。 

根據工研院統計，在2005 年，日本LED廠商市佔率在全球仍是排名第一，

其市佔率約為五成，而台灣市佔率則為21％。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   2006/03 

 
 

◎圖 9  2005 年全球LED 主要供應國 
 

台灣市場於可見光及不可見光的部分，我們又可看到在產值部分以可見光產

品為主，大約都是不可見光的十倍，而市占率大約為全球的五分之一，不可見光的

市占率約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左右，尚還有很多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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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全球與台灣 LED 市場狀況 

  可見光 不可見光 

  全 球 ( 百 萬 美

元) 
台 灣 ( 億

元) 
市佔率 全 球 ( 百 萬 美

元) 
台灣(億元) 市佔率 

1999年 2018.0 138.0 21.6% 1400.0 10.0 2.3%

2000年 2279.0 158.0 22.1% 1500.0 11.0 2.3%

2001年 2515.0 184.0 21.8% 1600.0 16.8 3.1%

2002年 2813.0 207.0 23.0% 1750.0 18.8 3.4%

2003年 3155.0 241.0 23.9% 1900.0 21.6 3.6%

資料來源:Strategies Unlimited 

 

二、 台灣部分 

 

一、台灣LED產業源起及發展歷程 

台灣LED產業的發展已經三十年左右，可以追溯至1970年代，從下游封裝開

始，1972年德州儀器（TI）在台灣設立第1條LED封裝線，將LED產業帶進台灣；2

年後德儀結束在台灣的生產線；1975年，光寶電子再度建立LED封裝生產線，成為

台灣最早投入LED產業的公司，並開啟了台灣LED產業之路，當時LED磊晶技術門

檻太高、花費太大，光寶選擇由下游封裝切入，也同時發展電源供應器，共2大主

力產品。剛好日本、歐美廠商都專注開發磊晶，除了前述的日亞化、Cree，還有

Toyoda Gosei、Osram、LumiLeds等大廠，都是生產磊晶為主，封裝產能反而不

足，使得台商在LED封裝站穩一席之地。台灣的LED產業可說是「由下而上」發

展，發展初期是先以下游的代工封裝業務為主，然後再發展至上游的磊晶片與晶

粒。當時的磊晶片與晶粒均需仰賴美、日大廠的供應。直到1983至1988年，光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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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元等公司相繼成立後，台灣才逐漸跨入LED產業的中游。剛開始時中游的晶粒均

是由美國和日本進口，在下游產品的銷售穩定後，始朝向中游邁進的晶粒製造邁

進，最後在1993年之後才逐漸有上游的磊晶片製造廠商。1993年，國聯公司成立國

內第1家上游磊晶片廠，台灣才算正式跨向上游。但當時只生產四元4產品，即藍光

磊晶片部分。直至1996年，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國內下游封裝廠華興、億光、光磊、

鼎元及佰鴻等五家業者合資成立晶元光電，後來億光成為最大股東，至此歷經20多

年的發展，台灣才建立了LED產業上中下游完整的生產供應鏈。 

 

◎表 15  台灣 LED 產業重要里程碑 

年份 發生事件 

1972 德州儀器（TI）在台灣設立第1條LED封裝線，將LED產業帶進台灣 

1975 光寶電子出現，是台灣最早的LED廠商。 

1977 華興電子成立。當年幾位創辦人，也各自從封裝技術起家，包括億光董事

長葉寅夫、佰鴻董事長廖宗仁，都是台灣LED界十分重要的企業家。 

1993 第1家具規模的LED磊晶廠國聯光電成立。 

1996 在工研院光電所的協助下，由華興、億光、光磊、鼎元及佰鴻等五家業者

合資創設了晶元光電 。 

1998 華上成立。 

1999 璨圓光電成立。 

2005 晶元光電與國聯光電合併。 

2007 晶元光電與元砷科技及連勇科技合併。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二、台灣LED產業發展現況及產值 

                                                 
4 所謂四元一般所指的是 AlGaInP(磷化鋁鎵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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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的LED上、中、下游產業體系已經相當完整，週邊產業環境也已經

建立。LED元件在2005年的全球市場規模約為55億美元，其中50%在居首位的日

本，臺灣僅次於日本佔20%，年產值已達新台幣600億元。近年來隨著白光LED的

問世使光電半導體的照明科技改變全球照明市場，我國LED廠商的生產重心亦從早

年的封裝代工，逐漸轉移至與白光LED相關的藍光LED磊晶片的生產上，主要應用

在手機背光源、按鍵、交通號誌、閃光燈等產品，應用範疇並大量走向可攜式消費

電子產品、筆記型電腦、LCD液晶顯示器、液晶電視、車用電子設備等照明市場，

推促LED相關業者產值成長的動能與商機。 

 

 市場占有率 

台灣LED產業在全球的市場佔有率，在1999年時突破30%達到30.6%，在2000

年時全球市場佔有率達到32.2%，2001年為33.6%，2002年34.8%，2003年36.5%，

可以看出台灣LED產業在全球LED市場中的份量逐年提高，LED產業具備重要性與

亮麗的前景。而台灣LED中上游的晶粒與磊晶片廠商，近年來不斷積極擴廠，生產

磊晶片設備機台已成為全球機台密度最高的地區，同時台灣已繼日本之後，成為全

球第2大LED晶粒生產國。而在藍光與四元高亮度晶粒部分，則已成為全球之首，

下游封裝廠商也隨之相對成長。例如晶電在2005年合併國聯，加上三合一合併案5

之後，已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的四元晶粒廠商，市占率將近60％，同樣也是全球第4

大的氮化鎵LED廠商，約有近20％的市占率。 

 

 市場產值 

經濟部工業局指出，我國的發光二極體產值2002年的產值是235億元，2003

                                                 
5 發光二極體磊晶片及晶粒大廠晶電於 2006 年 09 月 28 日對外宣布，與聯電集團的元砷及連勇兩家

公司「三合一」合併，此次合併選取晶電為存續公司，3 家公司合併後，成為全球最大四元 LED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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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產值增加至303億元，成長率為29%。原因是我國廠商在手機、交通號誌6等高

亮度發光二極體比重提高，使得2003年我國高亮度發光二極體產值大幅成長。2005

年我國LED產業產值為新台幣470億元，比2004年成長17％；2006年產值已突破600

億元大關，成長率達27％。其中，下游廠商的毛利比較高，從海關統計資料表示，

台灣LED中上游的外銷比率比較高，下游的出口與進口比率相當，進口部分包括來

自日本的高亮度產品，以及從中國大陸或香港等地進口的封裝產品。預計在全球高

亮度發光二極體市場持續成長及我國廠商技術能力提升的雙重影響下，高亮度發光

二極體的比重將持續提高。 預估將從2006年新台幣210億元，市場占有率10％， 提

升至2010年930億元，市場占有率14％，2015年的5400億元，市場占有率23％。 

◎表 16  我國 LED 產值變化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產值 23,500 30,300 40,475 41,195 48,080 55,090 66,240 
年成長

率 
N/A 29% 23% 2% 17% 15% 20% 

資料來源：工研院IEK、經濟部工業局、本研究整理 
 

台灣整體LED產業的產值每年以將近20%的成長率增加(見表十七)，可以說是成長

迅速且穩定。如以上、中、下游區分可以看出： 

(一) 產值愈往上游愈少 

由於發展的時間先後有別，目前下游的產值為中游的2倍以上，中游的產值

為上游的3倍以上，但是上中下游的產值差距有逐年縮小的趨勢。 

(二) 成長率愈往上游愈多              

由於下游比中游發展成熟，中游又比上游發展成熟，因此在台灣LED產業中

屬於剛起步的上游，在產能陸續開出的情況下，成長率是最高的。 

 
                                                 
6經濟部能源局已將發光二極體（LED）視為環保節能的重要產業，將在未來三年內將台灣剩下的

43 萬盞交通號誌燈全部更換為 LED，而全省更有 135 萬盞的路燈已朝改用 LED 路燈規劃，預估明

年將開始推出使用 LED 路燈的示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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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LED廠商於產業鏈之分布狀況 

從台灣整體LED產業架構可以看出，下游的廠商最多，其次為中上游廠商，

這種廠商的數量分布，和台灣LED發展的過程不謀而合。工業局表示，台灣發光二

極體產業目前以發展可見光發光二極體為主，主要原因是台灣為全球資訊電子產品

的生產重鎮，早期國內發光二極體產業主要以封裝為主，先發展的下游因為較為成

熟，市場機能較佳，因此也具備最多家廠商，又由於下游封裝需要較多的人力作

業，因此近年來也有移往勞力成本較低的大陸地區現象。 

至1998年以後國內成立了十數家上游磊晶廠，並以生產高亮度發光二極體磊

晶片為主。台灣發展LED產業已有二十多年歷史，我國LED產業垂直分工，由過去

區分為上、中、下游三個分工體系，到近年來考量到降低內部溝通成本以及增加收

入等考量下，逐漸轉型為上中游磊晶及晶粒與下游封裝兩階段分工。 

 LED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的概述 

 (1) 上游概況 

在國內上游方面，上游晶磊片的生產廠商多數均有能力生產四元高亮度的

LED，其中晶元為國內四元磊晶的主要供應商。由於四元磊晶的毛利已至個位數,

台灣業者現紛將目標轉至生產藍光的氮化物,如氮化銦鎵(InGaN),原先藍光技術為日

亞化工所箝制,但歐美廠商已開發出不同的技術方案,加上日本LED業界傾向影響日

亞化工開放授權，因此歐美及日本業者均已重兵佈署藍光與白光LED市場，目前台

灣業者，也開始從事藍光LED的量產與供貨作業 。  

整體來說,上游產業磊晶的技術門檻較高且常面臨專利權的問題。 其中95%

的重要材料(如基板)仍需要仰賴日本進口，但目前AlInGaP 該材料台灣已能全量供

應，不需要仰賴日本進口，而在傳統產品GaP 的上游材料方面，台灣廠商在這方面

投入資源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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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游概況 

在中游方面,上游的大廠多已垂直整合到中游,專作中游晶粒製造的廠商僅餘

鼎元、光磊與漢光等少數廠商。值得注意的是，2004年8月日本日亞化學與國內發

光二極體晶粒專業廠光磊達成製造銷售合約，日亞化將藍光發光二極體晶粒訂單委

由光磊製造，光磊製造出的藍光晶粒除了回銷日亞化學之外，也可使用日亞化學的

商標銷售海外，使得光磊銷售的藍光晶粒免除專利侵權的困擾7。 

 (3) 下游概況 

下游產業因勞力密集的特性,進入障礙較低,因此我國從事LED下游封裝的廠

商家數眾多，包括： 光寶、億光、東貝、佰鴻、華興、宏齊、今台、凱鼎、李

洲、立碁 、先進開發、三得電子、東光、台灣琭旦、巨晶、光田、光鼎、冠德、

先益、李洲、享慶、岱恩、信昌電子陶瓷、建樺、晶興、翔洸、匯展、業達、群

亞、興磊、聯宇、早安、顯明、羚洋…等等數十家公司,其中光寶、東貝、億光、

　 佰鴻及今台已踏入技術層級較高的紅外線產品,未來更具競爭力。目前由於大陸

在手機、家電、PC等市場的高成長以及低廉的加工成本，使國內下游業者均隨著

客戶在大陸設廠以就近供貨，目前大陸設廠的LED業者，多以傳統LED或中後段製

程為主,上游業者因磊晶片製程技術及複雜度高，較少在大陸設廠，不過光寶已在

大陸天津市設立研發中心以善用當地的人才資源。 

                                                 
7 光磊公司成立於 1983 年，為台灣成立最久之發光二極體中游晶粒製造公司，該公司於 2005 年七

月與日亞化學以及日立電纜等兩家日商元成一億元的私募基金案，其中日亞化學與光磊除了於藍光

LED 上之合作外，也介紹一間日本手機公司公司給光磊；而日立電纜方面則投資 100 億日圓發展四

元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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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8  

◎圖 10 台灣發光二極體廠商與其對應產業鏈位置 

 

四、　 政府政策規劃 

LED 技術之潛力，以及在能源方面產生的顯著節能效益，因此皆相當重視

國家級或大型科技研發計畫和投入大量經費。經濟部技術處在 92 年開始推動LED

整合計畫，邀請多家業界廠商參與共同研發前瞻性技術。 

 

◎表 17  白光照明光源開發技術業界科專利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白光照明光源開發技術業界科專計畫」 

金額 約3億8千萬新台幣 

主持人 工研院光電所 

參與廠商 由璨圓光電、　晶元光電、鼎元光電、今台電子、億光電子、華興電

                                                 
8 華上光電分別於 2003 年以及 2006 年合併了原本的勝陽光電以及連威磊晶公司。請參考

http://www.aocepi.com.tw/htm_chinese/ViewNews.asp?View=217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晶電 

華上 

璨圓 

廣稼 

洲磊 

泰谷 
光磊、鼎元、

漢光 

光寶、億光、東貝、佰鴻、華興、宏齊、今

台、凱鼎、李洲、立碁 、先進開發、三得電

子、東光、台灣琭旦、巨晶、光田、光鼎、冠

德、先益、李洲、享慶、岱恩、信昌電子陶

瓷、建樺、晶興、翔洸、匯展、業達、群亞、

興磊、聯宇、早安、顯明、羚洋…等等 

台灣

MOCVD: 
美商Veeco,德商

Axtron,英國

Thomas,swan, 日
本酸素等 
 
基版: 
Bicron, Honeywell, 
日本京

瓷,Shinkosha,日立

電線,住友電氣… 
 
螢光粉:  
日本Nenoto,日本

Optonix,台灣南帝

化工… 

設備及原材料供應 

聯亞、全新光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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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佰鴻、東貝光電、光鼎電子、光磊科技等十家上、中、下游LED

廠商組成研發聯盟 

研究內容 

 

進行照明LED前瞻性研究，以UV LED、高效率 LED、高功率 LED、

螢光粉等白光LED相關元件之應用技術為開發重點，同時建立共同之

產品規格和相關之測試實驗室 

研究成果 紅光高畫質影音光碟機(HD-FVD)、藍光HD-DVD 光碟機系統、LCoS 

小型投影機、3D Camera、汽車LED遠近頭燈模組，白光LED光源、

AC LED、圖形互動學習系統等多項研發成果。 交流電壓使用之交流

發光二極體（簡稱 AC LED），並應用於工業及民生產品，為世界少

數擁有此專利技術者。 

未來研究/

運用方向  

 LED Backlight 、車用型LED燈等之研發，將高功率LED光源運用於投

影及顯示領域，成功的開發出以LCoS面板為影像源 

 結合國際通訊大廠Telcordia，成立亞洲第一座國際級光通訊測試驗證

中心，為台灣光通訊業提供更佳測試環境與具公信力的測試報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日本部份 

 

1965年美商Monsanto取得GaAsP/GaAs磊晶技術第一個專利權，1968年三元

GaAsP LED正式上市，開啟LED正式商用化腳步，而日本在1970年才進入LED領

域，早期是自美國進口磊晶片進行生產，主要用在袖珍型電子計算機的指示燈上。 

日本在LED產業之所以能迅速發展，與日本對於外來能源依存度極高有很大

的關係，日本為島國，能源自給率低，為了降低能源的消耗及外來能源的需求，日

本對於節能產品的開發便相當的積極。對於符合節能需求的LED之研發與使用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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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增加9。 

日本的白光 LED 投入非常積極，一方面是因為日亞化學工業與 Sumitomo 

Electric(住友電工)10掌握的全球技術居於領先地位，另一方面事因為日本政府因應

1997 年 12 月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第三回會議(CPO3)中同意於 2010 年時

因使用能源而產生之 CO2 排放量能較 1990 年更安定化，為防止地球暖化以及減少

CO2 排放量等前提，民生部門的節約能源列為重要議題。日本國內照明方面所耗

電力約佔全國之 20%，希望藉由省能源型之照明狀至的開發而達到上述目標，因

此具有低耗電、長壽命、小型以及輕量等優點的發光二極體便列為開發省能照明實

用化的首選目標。 

日本為全球LED主要生產國，相關的生產廠商相當多，但多數企業型態屬於

大型電子或家電廠商部門，如Rohm、Sharp、Toshiba、松下電子、Stanley等公司，

僅有極少數公司可歸類專業從事LED生產，如日亞化學工業公司(Nichia)。而在日

本，甚至可說在全球，發光二極體最具代表性的公司便屬Nichia，同時日亞化學也

是日本最大LED生產廠商，提到了發光二極體就不得不提到日亞化學，該間公司無

論於技術上或是智慧財產權的每一步發展，都可視為發光二極體產業的重要里程

碑，全球半導體前30大公司，日亞化學便是第二十九名，且也只有這間公司是專營

LED產業的公司。 

日亞化學成立於1956年，主要以生產螢光粉為主，1990年代跨入LED領域發

展，隨即在1993年發表突破性的GaN-based高亮度藍光LED，使LED邁入全彩領

域，而後日亞化學憑藉此一突破性創新，居全球LED發展牛耳。使LED產業進入此

一重大突破者便是LED之父-中村修二先生。中村修二參考美國廠商的方法，他發

現若是能將氮化鎵等化學物質，用磊晶的方式來生長、組成，將能有效提升亮度和

                                                 
9參考林志勳，2005 年 2 月 14 日，日本 LED 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ITIS 智網產業評析。網站到訪

日期 2007 年 5 月 11 日。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95090B0DF6362AA048256FA8005FB66A 
10 住友電工成立於 1897 年，為日本具有百年歷史的公司，其產品種類廣泛，請參考

http://www.sei.co.jp/products_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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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經過多次實驗，他在1990年成功做出能發藍光的LED11，1993年由日亞化正

式推出，讓LED停滯10幾年的發展史，往前大大邁進一步。 

藍光LED和之前的紅、黃光相比，特別之處就在於，除了提高亮度，能夠應

用在遠距離的顯示之外，最重大的突破，就是讓紅、藍、黃三色到齊，有了這3原

色就能組成白光，也就是用來照明的光。 

產業政策 

LED 的照明產業是自愛迪生以來百年的超級大商機，先進國家莫不以國家型

計畫密切佈局。以日本最積極，日本通產省12在其「21 世紀光明計畫」中，規劃於

1998~2002 的五年之間，投入 50 億日圓，以推動省電型 LED 照明光源取代傳統電

燈泡及日光燈管的政策。目前日本對於 LED 產業政策發展已由過去協助技術成長

為主，轉變成建構以及培育市場需求，其中相關政策尚包括： 

 

 協助設立標準 

因 LED 應用領域廣泛，個別領域要求產品的特性差異極大，且產業缺乏領導

廠商主導標準的設立，使得 LED 產業在產品以及量測方面未出現明確標準。

雖然國際標準協會曾制定 CIE-127 標準，但僅限部分的量測標準建立，整體產

業標準則尚未建立。 

                                                 
11 日亞化學先在 1988 年資助中村修二到美國佛羅里達州立大學研究有機金屬氣相法（MOCVD），

1989 年又從日本酸素製造購買了一台 MOCVD 設備供中村修二研究。其時整個產業界對藍綠光

LED 都束手無策，而作為今天 LED 最主要材料的氮化鎵，當時很難找到與之晶格常數相匹配的襯

底，這樣生長的外延片原子排列就不規則，發光效率無法提升。同時，作為發光二極體中不可缺少

的部分 P 型 GaN 成長不易。因此在 1990 年前後，氮化物半導體研究幾經周折，甚至當時日亞化學

還一度中止了中村修二的研究。技術的突破首先從被稱為氮化物之父的名古屋大學的赤崎勇教授開

始，他利用 MOCVD 在低溫下成長了氮化鋁緩衝層，而後在高溫下成長氮化鎵。隨後，中村修二在

1991 年利用低溫成長非結晶氮化鎵緩衝層，再以高溫成長氮化鎵結晶。1989 年，赤崎勇教授利用

電子束照射得到 P 型氮化鎵，中村修二直接利用熱退火完成 P 型氮化鎵的製作。困擾氮化物半導體

的兩個重大問題先後被赤崎和中村攻克，從此開創了今天氮化物半導體在白光 LED 中的核心地

位。 
12 全名為日本通商產業省，已於 2001 年改名為日本經濟產業省。隸屬日本中央省廳，負責提高民

間經濟活力、保持對外經濟發展順利以及使礦物資源及能源的供給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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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業標準的設立有助於降低買賣雙方之交易成本，且透過主導規格更可創造

競爭優勢，因此廠商對於標準設立均相當積極。日本早期透過日本電球工業會

以及日本照明學會、日本照明委員會、日本照明器具工業會進行 LED 產品樣

式及量測標準化，2004 年成立近期更整合日本多家 LED 相關廠商13成立 LED 

照明推進協議會，做為主要的協調單位進行標準整合與制訂，並明訂生產藍

圖，指導督促產學研界努力的方向進度，還每年出版白皮書認真檢討，並期望

於 2007 年達到商品化目標。 

 

 租稅獎勵 LED 之使用 

2005 年 12 月日本進行稅法修訂，增加能源需求改善促進稅制，其中 LED 照

明裝置列為租稅獎勵對象，明訂於 2006 至 2007 兩年內，企業或組織使用

LED 照明狀至取代白至照明裝置可獲得投資額 130%超額折舊，或者是投資額

7%之稅率減免。租稅誘因可降低 LED 照明裝置與傳統照明裝置購買成本落

差，提高企業使用 LED 照明意願，對於擴大日本 LED 照明產業之需求以及市

場有極大助益。14 

 

近期及未來發展趨勢 

隨著手機市場成長，及GaN系LED應用領域成長，配合日本LED 產擴 動作，

使得日本LED市場也呈現增長趨勢，但至2005年時受到LED手機用LED產品單價大

幅下降影響，2005年日本LED廠商整體營收達2,750百萬美元，較2004年成長

                                                 
13 此一規範的是由日本電球工業會發起，配合相關組織或產業業者包括小系製作所、三菱電機、松

下電器、日立 LIGHTING、豐田合成、USHIO、OSRAM MELCO、松下電工、NEC LIGHTING、

STANLY、日亞、東芝 Lighttech、LUMILEDS LIGHTING JAPAN、ROHM 等等的技術人員，討論

出量測白光 LED 元件，以及白光 LED 模組的光度與全光束的方法，將量測對象限定在照明用白光

LED，同時採用與標準 LED 作比較量測的方法，共同制定標準規範，預計此一準則未來將會成為

JIS 日本工業規範。 
14 參考林志勳，2006 年 3 月 1 日，日本 LED 產業政策，ITIS 智網產業評析。網站到訪日期 2007 年

5 月 11 日。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DF422C8043F3ABDC48257122002EB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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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06年持續受到LED產品單價大幅下滑及韓國與台灣廠商競爭影響，其成長

幅度僅較2006年成長4%，為2,868百萬美元。 

 

◎圖11 日本LED廠商生產規模統計 

近年來由於台灣大幅擴張LED產能，使得日本LED產量低於台灣，居全球第

二位，但由於其產品定位於高階市場，產品單價高，故整體產值為全球第一位，但

是受到LED單價持續下滑，及擴產行為較保守影響，於全球市場占有率呈逐年下降

的趨勢。 

 內銷為主 

日本為全球消費性店子產品生產大國，且多數 LED 廠商均為大型電子廠商之事業

部，以母企業集團為主要銷售對象，導致日本 LED 廠商以內銷為主，2005 年日本

LED 廠商內銷比率達八成以上。 

 

 應用領域未來將朝汽車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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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領域上，2005 年手機仍為日本 LED 廠商最主要應用市場，展望未來應用領

域發展，由於手機市場需求量成長趨緩，且單價持續下滑，預期手機市場佔有率將

呈現逐年下滑趨勢，取而代之的將是汽車產業。 

 

 標準型產品仍為日本主流 

以封裝型態角度分析銷售產品型態，輸入功率為 20~30mA 之標準型產品(Standard 

Packing)為主要的生產型態，2005 年市場佔有率達 95%。就未來發展趨勢研判，除

了日亞化學以外，日本其他廠商在高功率 LED 發展並未十分積極，Standard 

Packing LED 將仍為日本主要發展的封裝型態15。 

 

就供應商來看，日本 LED 供應商主要有 Nichia, Stanley, Citizen, Toyoda Gosei(豐田

合成), Toshiba(東芝), sharp(夏普)等廠商，各家廠商生產的產品類型如下圖。 

 

◎圖 12  日本主要 LED 廠商產品領域 
 

                                                 
15參考林志勳，2006 年 11 月 17 日，日本 LED 市場分析，ITIS 智網產業評析。網站到訪日期 2007
年 5 月 11 日。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FBAE7F008B623E1548257229001067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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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議題 

日亞化學可說是應用智慧財產權十分積極的公司，而在全球 LED 產業上也常可

看見日亞化學進行侵權訴訟以及授權的活動。 

隨著藍光和白光 LED 產品的成熟，LED 新的應用領域不斷湧現。在赤崎勇教授

的指導下，豐田合成首先開始了與日亞的競爭。1996 年 8 月，日亞化學工業以侵

犯該公司擁有的專利為由，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了豐田合成。1997 年 8 月，豐田

合成反過來又以侵犯該公司擁有的專利為由，起訴了日亞化學工業。兩家公司包括

侵犯專利的訴訟及撤銷專利廳判決的訴訟合計 40 件。日亞化學在 2000 年 8 月及同

年 11 月勝訴，而豐田合成則在 2002 年 2 月取得了 2 起訴訟的勝利。但無論對哪一

項判決，敗訴的一方均提起上訴。  

  在與國內對手豐田合成開戰的同時，日亞化學還同遠在美國的 Cree 公司爭

鬥。1999 年 12 月，日亞化學控告住友商事，指控其銷售 Cree 公司的氮化鎵藍光

LED 侵犯專利，此案由東京地方法院於 2001 年 5 月作出駁回請求的判決。  

  接踵而至的是 2001 年 5 月 Cree 全資公司 Cree Lighting 狀告日亞化學和日亞

化學美國公司侵犯其專利，隨後加入這一訴訟的還有波士頓大學以及和 Cree 有專

利授權的 Rohm 公司。  

  在這一場你來我往的專利訴訟中，2001 年 5 月由東京地方法院作出的駁回

日亞化學訴訟請求的判決倍受關注。日亞化學和住友商事爭議的焦點在於 Cree 公

司的藍光 LED 與日亞化學的藍光專利是否相同，判決結果表明在藍光 LED 的製造

方法上，日亞化學的專利並不是唯一解，Cree 公司獨闢蹊徑的結構得到承認。  

  在日亞化學和 Cree 激戰正酣的時候，日亞化學的頭號功臣中村修二也不滿

日亞化學對技術人員的待遇而憤然出走。根據後來訴訟公佈的材料，中村修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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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年離開日亞化學前幾個月，曾經向 Cree 公司表示自己正在考慮與日亞化學專

利無關的方法。  

日亞化學當時只發給中村修二 2 萬日幣的獎金。但藍光 LED 推出之後，日

亞化學所得到的利益經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推定高達一千兩百億日圓，這項專利權還

可以拿來授權，或是控告其他競爭對手。這引發中村修二的不滿，引起日本科技史

上最鉅額的專利權利金之爭。事實上在這項諾貝爾級的發明中，東京地方法院認定

中村教授是「以個人的能力與獨特創意完成世界性的發明」，應有百分之五十(約

六百零四億日圓)的對等代價歸屬於中村教授，隨後日本東京高等法院認為該金額

過高又修正成 6 億八百五十七萬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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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中村修二遠赴美國教書，被美

國 Cree 延攬，繼續在另一個國度，點燃 LED 發光之火。 

  與日亞化學採用藍寶石基板不同，Cree 公司採用碳化矽（SiC）作為基板，

在此基礎上生長氮化鎵外延片，由於碳化矽導電，而日亞化學採用的藍寶石基板不

導電，因此製作 LED 二極體的結構就有了不同。日亞化學想通過擴大基板的定義

來模糊兩者的差別，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藍光 LED 結構就不再為日亞化學

一家所壟斷。  

  2001 年對日亞化學來說可謂流年不利，2000 年前日亞化學的專利官司基本

上是一邊倒，幾乎是無往不勝。但是 2001 年先是撞到了 Cree 陣營的鐵板上，而更

讓日亞化學鬱悶的是中村修二已經成為 Cree 公司研發的得力幹將，並且對日亞化

學提起了專利權不屬於職務發明的確權之訴。如果訴訟成功，日亞化學專利權的根

本將受到動搖。  

  受挫的日亞化學在 2002 年改變了策略，先後與豐田合成達成了和解合約，

與 Cree 和 Lumileds 簽署了相互進出口許可合同。從 2002 年開始，在日亞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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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合成和 Cree 以及 Lumileds 公司之間達成了一系列的專利交叉授權合約。巨頭

之間的競爭開始走向合作的一面。最新的授權發生在 2005 年 5 月，日亞化學和

Cree 就白色 LED 的交叉授權達成了協議，老冤家合作的程度越來越深入。  

  2004 年 8 月，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臺灣競爭者，日亞化學一改此前不授權

多訴訟的策略，授權給臺灣光磊科技公司藍光專利。 

 

四、 其他國家 

 

美國  

發光二極體在1950年代便已經出現相關技術，到了 1970年，美國RCA運用

氮化鎵研發出LED。只是，當年的技術層次，只能發出紅、黃光，且亮度低、壽

命不長，無法做到照明的功能，充其量當作顯示小燈，或是一些玩具上的裝飾。

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到了1990年代才被日本的日亞化學開發出來，這才使得LED應用

的時代正式的開跑16。 

 政府產業政策 

由於LED的節能特點，世界各國對LED的研發生產都極為重視。 美國2000年制

定的“下一代照明計劃”被列入了能源法案，計劃從2000－2010年，投資5億美元，

用LED取代55%的白熾燈和熒光燈，預計到2025年，固態照明光源的使用將使照明

用電減少一半，每年節電額達350億美元，形成一個每年產值超過500億美元的半導

體照明產業市場。 

2005/8 美國總統布希在本月簽署一份名為「  the Next Generation 
                                                 
16 資料參考來源： 智富月刊  9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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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Initiative (NGLI) 」的能源政策法案17 ，為美國照明工業立下重要

里程碑。  在財政年度  2006 年至  2008 年，每年將提供五千萬美元給能源

部，做為半導體照明發展基金。  

 研發政策 

美國能源部Dr. Jeff Tsao於2006年7月參加深圳中國國際半導體照明論壇18時提

到，LED在美國是能源發展的重點項目，並已有編列預算積極發展，國家實驗室如

Sandia以及美國眾多研發機構都在緊密合作發展LED方面的研究。在談到美國政府

有關LED的項目支持方向和重點時，JeffYTsao博士表示，由於目前涉及LED的研

發路線較多，美國目前的LED朝多方向發展： 

• CaN基板研發 

• 綠光LED較藍光退化及效率較低等原因之研究 

• 大電流器件的研發 

• 奈米結構螢光粉研發 。 

政府計劃支持通常採用較寬鬆的創新環境，通常會由專家建議，並通過充分討論確

定支持的項目範圍，所有研發機構均可自由申請。  

根據項目的研發風險大小，政府支持項目的形式有所不同，對於風險較小的

項目，企業介入較多；而對於風險較大的項目政府與企業將共同投入支持，並以協

議的形式，在初期就將技術歸屬等方面的內容固定下來；而對於風險特別大的研發

                                                 
17  該計畫主要推廣的便是 LED 以及 OLED 之使用，詳情請參考 http://www.nglia.org/。 
18 資料參考來源：中國半導體照明網，網站拜訪日期 2007 年 5 月 11 日， http://www.china-
led.net/html/news/zhuanti/zhuant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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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般企業不願意介入，而以政府支持為主。也就是說 政府通常很少對有明

確市場方向的應用環節進行投入和支持。 

而研發所產生的成果將以專利買賣的形式由企業購買，而該成果專利的轉讓

費用則在法律允許的框架下，歸由研發機構所有並支配，或者資助給機構中的主要

研發人員。 該研發小組中的研發人員也可以在去除了個人所屬部分的基礎上，以

其餘的轉讓費用購買該專利成果。 對於政府支持的項目，一旦開始啟動，政府則

在研發的各個階段很少干預，承擔單位可以保持足夠的研發自主性以及彈性，對初

期的研究方案有較大的調整和創新空間；即使研發的結果尚沒有明顯市場化效果，

其也有可能對未來產生較大的影響力。 同時，通常項目完成後，承擔方需要提出

最終報告，對研發內容進行評估分析，並將其作為後續政府的主要依據。 

美國最具代表性的發光二極體公司19就屬Cree公司，該公司建於1987年，位

於美國加利福尼亞洲。研製開發並生產基於碳化矽(SiC)、氮化鎵(GaN)、矽(Si)和

相關化合物的材料與設備。公司的產品包括綠光、藍光和紫外光LEDs，近紫外激

光、射頻和微波半導體設備，電源轉換設備和半導體集成晶片。這些產品的目標應

用包括固態照明、光學儲存、無限基礎和電路轉換等。公司的大部分利潤來自於

LED產品以及SiC, GaN材料的生產，產品銷往北美、歐洲和亞洲。 

 

南韓 

 市場發展 

在磊晶與晶粒的生產上，因為台灣切入時間比南韓早了許多， 如LED交通號誌

                                                 
19 請參考世界世界知名LED公司簡介 http://www.ledcac.com/info/detail/25-16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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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行就比台灣慢了好幾年，台灣相對而言技術累積與產業鏈結完整性都已建置成

熟，南韓與大陸業者與台灣廠商還有一段差距，且雖有中小企業光電廠商紛紛成

立，但資源仍被大集團(Samsung、LG)所把持 。不過南韓的優勢就在於他們具有全

球知名的電子產品大廠，如三星與LG，加上南韓企業都非常支持自己本國的業

者，因此，雖然南韓無法在量能上超越台灣，但是他們卻擁有良好的產品應用環

境，而這也是台灣業者最為欠缺的。因此南韓發光二極體業者在整合應用領域裡將

有很好的發展機會，而這種模式也較為接近國外業者的做法，加上南韓過去有計劃

發展TFT-LCD產業的經驗，因此南韓LED的發展仍然十分值得注意。  

韓國光電半導體產業早年只有幾家像LG，Samsung，光電子(AUK)等公司投入

生產LED產品，但近年來，隨著白光LED照明應用市場的興起，多家廠商從 2000

年開始投入GaN LED 磊晶片產業，以下將提出幾家代表性的廠商作為參考。 

Samsung   

   Samsung 集團跟光電相關的公司有 Samsung Electro-Mechanics Co.(零元件與模

組)、Samsung SDI Co.(平面顯示器)、Samsung Electronics Co.(IC 半導體、家電)以

及 Samsung Techwin Co.(光學元件)。目前 Samsung Electro-Mechanics 有 LED 磊晶

片及晶粒的製造能力仍在繼續開發之中，主要產品為為 LED 封裝產品，其 LED 磊

晶片則大部分來至臺灣(紅、黃、藍、綠)、日本(紅外線)和韓國本地 

Samsu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AIT 三星綜合技術院為 Samsung

集團最高之研究機構， 許多屬於 Samsung 高度商業機密的技術在此研發，故該機

構之安全管理也相當嚴格。 SAIT 開發的技術包括 GaN LED 及其基版、VCSEL20

                                                 
20 垂直共振腔面射型雷射（Vertical-Cavity Surface Emitting Laser），最主要的特色是可製造出二維

陣列的模組， 所激發出來的光束，幾近成圓形 ，因此在應用上較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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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他們使用 HVPE21技術成長的 GaN 基版，可達 20 * 20 mm2 方形面積，目標要

以低成本優勢與日本 Sumitomo Electric Co.生產的直徑 1.5 吋圓形 GaN 基版競爭。  

LG Innotek Co. 

LG Innotek Co. 主要從中游的晶粒（LED Chip）開始發展，其中因臺灣廠商能大量

量產且人工成本較韓國便宜，因此 LED 磊晶片(紅、黃、藍、綠)大部分來自臺

灣，封裝部分則與當地廠商合作。上游部份藍光 LED 磊晶片從 1999 年 7 月開始銷

售， 並也進行 Flip Chip 研發技術，LG Innotek Co.與日本松下電器公司共同合作開

發藍光 LED 背光源也已經應用在 LG 的手機產品上面。   

LG Electronic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LG Elite) 與三星的 SAIT 一樣為 LG 主

要研究機構，該機構目前與 LED 相關之研究專案包括藍光 LED(460～470nm)與 藍

紫光 LED(390～420nm)的開發以及 GaN 類 HEMT22，屬產業資源部「GaN 光半導

體」開發的子計畫。 

Hanvac Technology Co.  

成立於 1995 年的 Hanvac 公司，為一光電設備生產廠商，其主要產品為

GaN MOCVD 機台、具無氣泡(no bubbles)專利之太陽電池封裝機台(laminator)並與

LG Philips Co.合作開發低溫多晶矽 TFT-LCD 制程機台。該公司在 1998 年就推出

名為"SOLOMON"的單片型 MOCVD 機台，售價 80 萬美元，可生產 GaN 藍、綠光

LED 磊晶片，並在 2001 推出 8 片型量產機台，售價 150 萬美元。該公司產品的特

色是價格比 MOCVD 世界大廠德國 Aixtron 和美國 Emcore 要便宜，且材料消耗量

                                                 
21 鹵素氣相磊晶（Hydride Vapor Phase Epitaxy, HVPE），優點是可製作大尺寸，但缺點是製程複

雜，且使用之鹵素氣體具有毒性。 
22 高電子遷移率晶體管 (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HEMT)，一般較常使用 GaAs 類半導體，

其放大功率可達 100W 以上，目前的研究多是目標應用於無線通訊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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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備維修費都較低 。同時，該公司也尋求與臺灣廠商合作開發藍、白光 LED 之

相關技術的機會。  

Dasan C&I Co.  

Dasan C&I Co.是一半導體設備公司，其在美國加州所設立的 Oriol23分公司

主要產品為 LED 磊晶片及晶粒，未來 Dasan C&I 將成為半導體設備的重量級廠商

和藍光 LED 封裝及亞太地區銷售業務，而 Oriol 分公司將負責歐美地區的業務。  

Knowledge On Co  

原名為 Optel Co， 該公司主要產品為 700～880 nm 紅外線 LED 晶粒、LED 

lamp、GaAs IC 及 850 nm VCSEL24 ，其中磊晶片來自日本 Sumitomo、Showa 

Denko25 。 該公司亦看好 GaN LED 市場，除參與產業資源部的「GaN 光半導體」

開發計畫研發白光 LED 之外，晶粒也自 2001 年 9 月開始生產並銷售藍光26 。 

 產業政策 

因應白光LED照明應用市場的興起，南韓政府與產業界積極投入研發的行列，

其中產業資源部的「GaN光半導體」開發計畫持續5年，並分1999/12～2002/11及

2002/12～2004/11兩階段進行，其白光LED技術分兩種方式研究，其技術roadmap 

(圖十二)雖然目前One Chip方式只有2～23m/W，但10年後之技術將可提升到

100lm/W以上，其發展潛力不可小覷。  

 

                                                 
23 該公司目前也發展 HB-LED 產品，請參考公司網站：http://www.oriolinc.com/。 
24垂直共振腔面射雷射(Vertical Cavity Surface Emitting Laser,VCSEL)，為雷射二極體(Laser Diode)的
一種，(其他兩種分別是分佈回饋型雷射（Distributed Feedback laser, DFB）以及費布力-佩若雷射

（Fabry-Perot , F-P）)，其功率與價格較低，主要是應用在區域網路方面。 
25 昭和電工株式會社，請參考 http://www.sdk.co.jp/。 
26 參考資料：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PIDA 光連雙月刊第 37 期 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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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PIDA 

 

◎圖 13 韓國「GaN光半導體」開發計畫Roadmap 

中國大陸 

 產業發展 

中國大陸與台灣發光二極體業者的發展相較，至少還有3年的技術差距。不

過目前在發光二極體的上中下游產業比較當中，雖然中國大陸每一區塊都落後於台

灣，但是在下游的封裝業務領域，中國大陸業者發展非常迅速，與台灣之間的差距

愈來愈短，而且台灣許多下游封裝業者也都遷移至中國大陸，無形之中也提升中國

大陸發光二極體封裝的技術水平。 雖然全球LED 生產基地目前以美、日、台為

主，但大陸已有從後直追的跡象,其在LED上、中、下游產業結構亦日趨完整 。大

陸現有從事LED 生產經營、研究、加上學術單位超過400家(外商除外) ， 從業人員

超過5萬人，其中技術人員超過5000人，同時也帶動了周邊支援產業的發展，在國

家高技術發展計畫的支援之下，共有北京、深圳、上海、石家莊等4 個產業化基地

預計將生產藍光以及白光LED 。事實上，中國大陸龐大的內需市場更是其發展

LED產業的最佳武器，其中又以2008年北京奧運廣大的照明需求為眾家業者目光所

在，這也是許多外商與台灣的LED業者前往設廠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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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LED 產量超過 150 億個，產值超過 80 億人民幣；2003 年 LED 產值

超過 100 億人民幣，產量約 200 億個，其中超高亮度 LED 有幾十億個；2006 年中

國市場的高亮度 LED 封裝產品的市場規模達到 146 億元人民幣，較 2005 年的 100

億元大幅增加約 46％。近幾年 LED 的發展速度超過 30%，其中超高亮度 LED 的

發展速度超過 50%。根據中國業界的資料，具備一定封裝規模的企業約 600 家，

總計約有超過 1,000 家封裝，主要分佈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江西、福建、

渤海灣等地區。而中國目前 LED 封裝能力約一年 600 億個。 

中國大陸投入超高亮度 LED 領域，到目前為止，大陸已將四元黃光

（InGaAlP ）和三元紅光（GaAsP ）LED 磊晶片商品化且大量生產 ，估計每年可

提供 8 億個。目前正積極開發藍光 LED 的市場，GaN 基藍、綠色晶片已可以小批

量生產，估計每年可提供 3 億個左右， 小功率白光 LED 封裝產品已批量生產，晶

片以進口為主，估計年產約為 5 億～8 億個。由於超高亮度 LED 具有非常廣泛的

用途，特別是藍光 LED 的出現，應用更豐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表 18  中國大陸超高亮度 LED 應用情況 

超 高 亮 度 LED
應用層面 

市場情況 

大、中、小螢幕

顯示器 
各種廣告看板、體育記分板、金融和交通指示牌等。分為全

色、三色、單色顯示螢幕，2002 年中國市場超過 20 億元，幾

乎全部採用中國國產顯示螢幕。 
汽車用燈 汽車內部的儀表板、音響指示燈、開關的背光源、閱讀燈和外

部的剎車燈、尾燈、側燈、頭燈等均在逐步採用 LED 顯示

2001 年全世界超高亮度 LED 在汽車上的用量占 26%，一部汽

車可用 LED 晶片 200 片到 300 片，中國汽車工業正處於發展時

期，是推廣超高亮度 LED 的極好時機。 
背光源 主要是液晶LCD顯示器上用的背光源，有白色和其他各種顏

色，現階段手機背光源用量非常大，一年要用35億只LED晶

片。全世界2001年超高亮度LED在背光源上的用量占30%，目

前中國手機生產量很大，且大部分LED背光源還是進口為主，

對於中國LED產品來說，也是很大的市場機會。 
交通信號燈 主要採用超高亮度紅、綠、黃色 LED，因為採用 LED 信號燈

既省電，可靠性又高，交通信號燈正在逐步更新，而且推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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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很快，市場需求量很大。 
景觀照明、裝飾

燈及各種專用顯

示器 

估計每年用量為幾十億片晶片 

白光照明 已開始從小功率白光 LED 燈用起，如安全照明燈、顯微鏡

燈、白光背光源、手電筒、特殊白光照明等、並逐步向白光照

明邁進。 
超高亮度及白光

LED 應用 
北京 2008 年奧運會相關照明顯示工程中 LED 的項目是推動

LED 照明業發展的極大商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政府產業政策 

在中國大陸LED產業建構過程當中，國務院於2003年成立了使用半導體LED照

明推動小組，鼓勵並推動支持LED照明產業，如大連的LED光產業園區、路明集團

等都是中國大陸扶持的重點對象。再者，雖然中國大陸內地在功率LED及高性能

LED晶片市場部分仍需仰賴進口，但整體來說已有長足進步，包括各研究院、大

學、企業在內都加強了研發投資，如中科院半導體所、南昌大學、廈門大學、廈門

三安、深圳方大、江西聯創、上海北大藍光等單位都是其中的重點培育對象。 

 

◎表 19  大陸主要 LED 企業發展現況 

  發展概況 
1.深圳基地 包括深圳開發科技、深圳飛通光電子、方大國科光電技術有限公

司。目前掌握GaN 藍光材料、藍光LED 封裝及LED 顯示器生產有

關,現已經和方大就LED 下游產品包括全彩顯示器、汽車燈、交通

號誌等，進行各項合作計劃 
2.石家莊基地 包括慧能光電材料、立德電子等公司,預計年產高亮度LED 磊晶片3 

千片及3 億個LED晶粒。 
3.北京基地 包括海特光電、福創光電子等公司。其中，海特光電公司是由中國

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光電子元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集資，而福創光

電子是由大陸國家光電子工藝中心經過重整後，其中一部份與伊若

岢科集團和北京大學聯合成立。校科技研發部亦掌握GaN 藍光

LED 上、中游晶片到晶粒製程之開發技術。 
4.上海基地 北大藍光公司。預計以GaN 藍、綠光LED 磊晶片為主力產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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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雖然市場預估在 2010 年發光二極體產業會有一波幅度不小的變動，但本研

究認為未來將仍由美日兩國主導 LED 產業進展，我們觀察各國在 LED 的投入及發

展方向可以發現(見表五)，主要著重在材料以及製程技術的研發，並且以美國及日

本較為積極，因其訂出的研究項目及技術指標較為明確，投入的資金也相對較大，

參與廠商也是各世界重量級的廠商，所以我們認為在未來 5~10 年仍然是以美日在

LED 市場的技術領先者。 

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各國政府皆全力投入協助產業的發展，無論是政府與

業界大型計畫的舉行或者是研究機構的基礎研究均積極的投入發展，希望除了加速

產業發展之外更能鞏固基礎技術的發展以確保未來的競爭力。在此方面台灣政府需

更正視產業的需求，面對台灣發光二極體廠商相對規模較小時，政府所應扮演的角

色應更積極的介入。 

以各國規劃的進度來看，在白光發光效率方面，因為白光 LED 的發光效率

要超過 100lm/W 以上才能進入廣大的照明市場，對目前的日光燈(約 60~100lm/W)

才有取代的效果，所以各國均以達到 100lm/W 以上為目標。就單價來看，日本希

望持續降低藍光 LED 晶粒的售價到 5 元日幣以下，換算台幣約 1~2 元左右，可預

見未來藍光 LED 仍有 50%的下降空間。 

 

◎表 20  各國未來十年 LED 發展計劃 

國家別 研究項目 白光 LED 技術指標 
美國  
2003~2011 年 
5000 萬美元 
9 年 
參與廠商：16 家 

．技術研發 
透明基板 
金屬接觸層 
有機發光材料

MOCVD 
元件範本 
光粹取出 
最佳光亮度 
高 CRI 

．示範推廣 
建立新照明業結

構 
多晶粒封裝 
VCSEL 
奈米量子點 
提高外部量子效

率到 200lm/W 
低成本製造技術

發光效率：2012 年

150lm/W, 1,000lumens 
壽命：>10,000hrs 
單價：<15 美元/klm 
其他：CRI(點射性)>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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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998~2003 年 
12 億日幣 
5 年 
參與廠商：13 家 

材料特性發光機構  
結晶基板 
結晶成長製程 
螢光體及照明燈具 
LED 燈具標準制訂 

發光效率：2010 年

120lm/W 
壽命：>20,000hrs 
單價：<5 日幣/chip 
其他： 
2003~2005 年商品化量

產  
2007~2016 年普及化推

動 
外部量子效率>40%，

CRI=83 
韓國  
1999~2004 年 
40 億韓幣 
5 年 

白光 LED(藍光+螢光體)  
白光 LED(RGB 三發光層，無螢

光體) 
2010 年>100 lm/W 

歐洲  
1997~2000 年 
85.7 萬歐元 
3.5 年 高亮度戶外照明光源 

400~590nm，4cd 超高亮

度藍光 LED  
AlInGaN Alloy 製程及多

層 MOCVD 材料 
降低 III 族氮化合物磊晶

沉積之前製程和 III-V 族

材料比率至 100：1 
香港  
2001~2004 年 
550 萬港幣 
3 年 

LED  
GaN MOCVD 磊晶及製程 

Flip Chip  
封裝 

資料來源：中國霓虹燈 LED 網(2006/9/27) 

 

第二節 LED 產業之智慧財產議題 

 

 授權 

觀察近二十年的發光二極體歷史可以發現過去多半是訴訟活動為多，授權活

動為少，但是自2002年以來，此一趨勢開始逐漸轉變。幾乎所有希望能參與發光二

極體產業的廠商，都只能支付高額的學費以及入場費給掌握關鍵技術的廠商，成本

難以降低，競爭力當然也就隨之下降。但是未來的十年，隨著這些大廠重要專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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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到期，以及各家廠商也慢慢的培養出自主技術能力，試圖發展其他更好的技術或

者在未來更為重要的技術，則到時LED事業版圖是否會大幅移轉，則要依各間公司

經營管理以及策略部署的實力來一較高下。在授權活動方面，早期Nichia、CREE

以及Lumileds多不願釋出專利，近期則漸漸開始有台灣廠商取得與國外大廠的合作

機會，一方面因近年來其他競爭對手技術日漸成熟，二方面重要專利逐漸接近到期

日，考量訴訟時間一般可能會拖的比較長，有些廠商開始對外進行授權 。  

目 前 全 球 高 亮 度 白 光 LED 主 要 廠 商 ： Nichia 、 Orsam 、 Matsushita 、

Lumileds、Toyota Gosei、Stanley、Toshiba、Citizen，早期這些廠商在LED材料和

製程方面擁有較多專利，而一般不採用專利授權的方式釋放技術。 以LED產業中

排名第一的日本為例，日亞化（Nichia）在2002年之前，藉由1991年～2001年之間

該公司研發取得的74項涵蓋LED結構、外延、晶片、封裝、製程技術及螢光粉等相

關原材料的專利權，在LED市場擁有相當的壟斷地位。日亞化在該期間透過專利權

產生了自身優勢的市場，減少其他廠商的競爭能力，故可擁有較高的產品毛利。 

另外，美國LED大廠Cree，也是擁有許多LED相關專利的公司，同樣在美國市場藉

此取得相當的地位。台灣廠商方面，目前晶元光電所開發利用ITO技術所生產的藍

光晶粒也有相當的技術領先度。 

而提到了發光二極體在技術方面取得領先優勢便不能不提到日本的日亞化

學，日本 Nichia 為目前氮化物(InGaN)LED，也就是高亮度白光LED的領導者，市

佔率高達 70％ 以上，該公司本身具有多項LED關鍵技術的專利，且傾向於以量制

價，控制市場的供給量。該公司之前不願意釋放出專利權，而以專利訴訟的策略來

防禦和控制LED市場，Nichia在1993年11月成功量產GaN藍光LED，幾乎獨占整個

藍光市場，但隨著Toyoda Gosei與Cree藍光LED品質提升，Nichia倍受威脅，從

1996年起Nichia掀起一連串專利訴訟紛爭，因Nichia不通過專利授權釋放技術，而

利用專利技術壟斷市場 ，2002年中開始陸續與Osram、Toyoda Gosei、Lumil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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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e達成和解，被迫開始與上述公司進行專利權交叉授權，並可使用雙方特定專利

技術，也從此時開始，發光二極體產業的商業活動開始大量出現了授權活動。 

 

 訴訟 

在發光二極體產業中，智慧財產議題應該就屬專利訴訟的活動最為頻繁，從日

亞化學開始，如CREE, Lumileds等等，各家大廠無不善盡其專利或者技術的優勢來

壟斷市場，提高其市場佔有率。 因專利侵權訴訟將花費長時間進行侵權調查，且

光是訴訟本身所必須耗費的律師費用便十分驚人，而這些高額的費用也不見得能降

低在專利訴訟官司上面的不確定性，故多半只有國際大廠有能力花費鉅額預算在訴

訟成本上。基於以上理由，若是此產業的市場價值不夠，則勢必無法成為廠商進行

訴訟的誘因， 故作為智慧財產管理議題而言，發光二極體產業是一個十分適合的

產業研究對象。 

自下表所整理出的發光二極體產業中相關之專利侵權訴訟事件可以看出首先

發動訴訟的多半是日本的日亞化學公司，訴訟標的則包含藍光晶片之製造方法以及

螢光粉專利這兩者居多，其中我們也可以日亞化學公司甚至會利用設計專利來進行

訴訟者。在訴訟的進行方式，日亞化學試圖利用專利訴訟來鞏固市佔率的態度相當

積極，訴訟的開始常常伴隨著禁制令(injuction)27的請求，直接輾斷競爭對手銷售產

品的機會，可謂十分強式的要讓競爭對手的產品無法上路。在初期一般看來日亞化

學並無要求以相互授權作為訴訟和解的方式，而是多直接要求賠償金額或是要求不

得再繼續製造以及販售該侵權產品。而其餘廠商 Lumileds 以及 Osram 或是 Cree 則

多半傾向於採取授權的方式、甚至是交互授權而進一步拓展自身的技術實力。 

 

                                                 
27  禁制令是以法庭判令作出的一種衡平法上的補救措施，藉此當事人會被要求去開始或停止做某種

事宜。任何被牽涉的一方如無法遵從禁制令，將會面臨民事或刑事上的刑罰，並有可能需要付出賠

償金或者接受法庭制裁。在某些案件中，違反禁制令會被當作嚴重的刑事罪行，犯罪者會因此而遞

補和入獄。資料來源：維基百科，網站拜訪日期 2007 年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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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03~2006 發光二極體產業專利訴訟整理 

時間 原告 被告 技術內容 產業鏈位置

2003/9 Nichia Epistar  
Everl ight 

TW160722 藍光晶片製造方

式  
上游磊晶  

2004/6 Nichia Epistar  
Everl ight 

JP2927279 白光 LED 製造方

式(包括藍光晶片之製造以螢

光粉專利)  

上游磊晶  
材料 /螢光

粉  
2004/11 Nichia Epistar  

Everl ight 
JP1171193  側向式發光、背

光源產品  
下游封裝  

2005/1 晶元光電  燦圓光電  控告其所銷售產品侵犯其專

利  
上游磊晶  

2005/1 Shuji  
Nakamura 

Nichia 和 解 ： Nichia 支 付  8.1 百

萬美元與  Nakamur 
上游磊晶  

2005/3 Osram Cit izen 
Electronics 

銷售產品侵犯其專利  下游封裝  

2005/3 Permlight GELcore US6,712,486、

US6,578,986 、  
US6,846,093  

下游封裝  

2005/4 Nichia Sharper 
Image 

Nichia 指控  Sharper  Image 
所銷售手電筒和  booklights 
侵犯其  US5998925 專利  

材料 /螢光

粉  

2005/5 Nichia Epistar  
Everl ight 

JP3503139 白光LED技術  材料 /螢光

粉  
2005/5 Osram Cit izen InGaN藍光晶片透過螢光粉

轉換為白光LED技術  
材料 /螢光

粉  

2005/6 Nichia Luxpia 和 解 KR992103 白 光 LED
技術  

下游封裝  

2005/7 美國  
Columbia 
大學教授  
Neumark 

Cree 、
Lumileds 、  
Toyoda 
Gosei,  、  
Osram 

侵犯其所擁有UPS4904618 
及  UPS5252499 專利  

 

上游磊晶  

2005/8 Nichia Doshisha 
Corporation 

銷 售 聖 誕 節 燈 飾 侵 犯 他 們

的白光  LED 專利，向大阪

地 方 法 院 提 出 產 品 銷 售 禁

止令。(JP3503139) 

下游封裝  

2005/11 Nichia 台灣先進開

發  (AOT) 
LED 設計專利  
TW089036 

下游封裝  

2006/2 Nichia 宏齊  LED 設計專利  
TW089036 

下游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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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 Nichia 億光  LED 設計專利  
TW089036 

下游封裝  

2006/5 Osram 今台電子  SMD 型白光 LED 下游封裝  
2006/11 Lumileds 晶元光電、

國聯光電  
UPS5008718 、  
UPS5376580 、  
UPS5502316 專利  

上游磊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訴訟事件的動態關係圖首先可以看出重要訴訟發起方以及經常遭遇訴

訟方，從下圖明顯的看出日亞化學發動訴訟的積極以及頻繁之外，也可發現

台灣廠商的確已經成為發光二極體產業中最重要的箭靶，從 2000 年開始一

直到目前為止，台灣廠商都一直處於扮演被告的角色上，而少有發動攻擊的

機會。而除了日亞化學之外，其他如 Osram 也開始對台灣廠商提出告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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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發光二極體產業重要訴訟動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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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02~2006 發光二極體產業專利授權整理 

時間 授權方 被授權方 技術內容 產業鏈位置 
2002/10 Osram Rohm 白光 LED 製造技術 下游封裝 
2003/10 Osram 億光 白光 LED 製造技術 下游封裝 
2004/2 Osram 光寶 交互授權：SMT 封裝技術以

及螢光粉專利 
下游封裝 

2005/2 Cree Nichia 交互授權白光 LED 技術 下游封裝 
2005/3 Intematix 

Inc 
AOT 
ITSWELL (Kr)  

螢光粉專利授權  材料/螢光粉

2005/3 Cree Stanley 、  
Rohm 及  
Cotco(HK) 

US6600175 
專利授權  

下游封裝 

2005/4 Intematix LumiMicro 螢光粉專利授權  材料/螢光粉

2005/9 Intematix 
Inc 

Edison 
Opto(艾迪森)  
及  ProLight 
Opto(葳天)  

螢光粉專利授權  材料/螢光粉

2005/11  Osram  Lednium(Au) 專利授權合約  下游封裝 

2005/12 Cree 今台電子   US6600175  下游封裝 
2006/5 Osram Avago 交互授權：Avago 分享白光

LED 的製造與銷售權利，

Osram 則獲得液晶面板用的

LED 背光模組製造的權利。 

下游封裝 

2005/9 Osram 雅新  使用白光  LED 技術，可

將  InGaN 晶片所發出的

藍光轉換為白光  

材料/螢光粉

2006/3 Intermatix 今台電子  螢光粉專利 材料/螢光粉

2006/5 Osram Avago 交互授權 下游封裝 
2006/6 Toyoda 

Gosei 
AOT 白光 LED 晶片技術 下游封裝 

2006/9 Osram 宏齊  白光 LED 製造技術授權 下游封裝 
2006/9 Cree Lite-On(光寶)   US6600175  下游封裝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授權動態關係圖來看，雖然似乎比訴訟關係來的複雜，但事實上主要授權

的公司以 Osram 以及 Intematix 為主，前者主要授權標的為白光 LED 的製造方式

(藍光 LED 加螢光粉)，後者授權的標的則多為螢光粉本身，其他廠商則偶有因訴

訟後和解的交互授權或者是重要技術的交互授權，目前台灣廠商也多半是單方的向

外取得授權，唯一有光寶科技公司與 Osram 簽訂的合約為交互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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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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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發光二極體產業重要訴訟授權關係圖 

 
 策略聯盟/合資合併 

國際許多大廠為積極研發各種LED 照明應用產品以分享每年數千億美元的

市場效益，紛紛採取策略聯盟或組併的方案因應之。例如Philips Lighting 和HP 公

司合組Lumileds 公司 (美國)、OSRAM GmbH 和Infieon Tech. A. G.(原屬Simens 的

分公司) 合組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 公司、GE Lighting 和Emcore 公司合組

Gelcore 公司、Cree在2004年購買下ATM28公司的GaN磊晶事業部門、2001年 Nichia 

公司和Citizen公司的合作伙伴關係   成立合資聯盟，互相交換技術以及銷售權，並

提供專利組成專利組合，以及2004年Nichia與Sony在紅外光LED方面的技術合作。

                                                 
28 Advanced Technology Material, 是一家專業代理質量流量計和控制器,各類特種閥,調節閥,以及各種

工業流程泵的公司。其經營的範圍十分廣大，包括:石油,化工,化纖, 煉油,化肥,天然氣,半導體, 航空, 
冶金，船舶，電力能源，食品，造紙，水處理，液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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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出日亞化學公司除了與其他公司進行技術策略聯盟來強化自身技術能力

之外，也與其他具有應用端產品市場影響力公司合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16  發光二極體產業合資合併關係圖 

 

日亞化學對台灣發光二極體的專利訴訟威脅讓台灣 LED 業者生存備感艱

辛，不過也讓台灣 LED 業者積極思索突圍之道。而為了避開日亞化學在白光 LED

上的專利設計，國內 LED 業者正從兩方面去突圍，一面是積極開發高功率 LED，

另一方面就是開發紫光 LED29，以求在白光 LED 市場能正式揚眉吐氣。 目前白光

發光二極體設計主流是以藍光發光二極體搭配黃色螢光粉而成，不過這種方式缺乏

紅光波譜，色系也不夠漂亮，因此若日後要應用於照明用途將會對眼睛造成疲勞，

而由紫光發光二極體所搭配的白光發光二極體則接近自然光源，在照明應用上更具

競爭力。正如台灣 LED 所面臨的發展困境一樣，專利問題同樣困擾著中國廠商。 

如果要擴大 LED 市場，就必須在開發新興應用與降低成本兩方面著手，專利權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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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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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日不解決，成本便難以降低，勢必將連累市場，因此發展 LED 產業鏈首要

便必須在專利問題上下功夫，大陸 LED 業者亦然。 LED 專利問題一直是困擾台灣

和中國大陸 LED 廠商的主要的問題，但是從 1990 年開始所有提出的 LED 相關專

利，到了 2010 年時，20 年的有效專利期限將逐漸到期，隨著原先許多先行大廠建

立的專利有到期的情況，不少新興廠商可望獲得一些新的發展機會，擁有專利技術

的大廠可望在到期前採取擴大授權的商業策略把專利的剩餘價值發揮出來，同時繼

續藉由原有的規模優勢，開發出更新的專利技術打造更好的產品。換言之，新興廠

商有機會，但已經擁有許多專利權的公司也不是只能看著專利到期，還是有機會開

發更多更新的技術，進而持續刺激產業的發展。 

 

第三節 小結：台灣 LED 產業之產業結構與競爭力分析 
 

一、　產業結構分析 

LED 上中下游公司比較 

了解國內LED 廠商之間的關係之後，更細部的探究LED 上中下游公司的主

要生產線有何不同，各有什麼樣的優勢 

 1. LED 上中游比較 

就上中游的公司產品線分為可見光及不可見光來做比較，如表二十四所示，

我們可以發現，經過晶元光電與國聯的整併之後新的晶元光電產品線最廣，不管是

可見光或不可見光LED 都有在生產，且晶元光電公司是上游中技術能力最好的，

經過了2007年與元砷以及連勇的合併之後，更加確保了新晶元光電的技術實力 。

中游的光磊除了生產LED 之外，還有感測元件…等其它產品 。而在鼎元方面，其

藍光的客戶包括晶元、聯為以及材料通路商佶優，在紅外線LED 的部份，主要客

戶則包括億光、光寶、佰鴻、東貝及今台。由以上看來，上游廠商未來都著重在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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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氮化物）及紅外線產品線的發展，一方面是未來高亮度的發展趨勢是利用氮化

物的發光二極體，另一方面是紅外線的應用目前台灣在於全球市場還有許多發展的

空間，值得近一步耕耘。 

◎表 23  台灣 LED 上中游公司產品線比較 

材料 AlGaInP(四元) GaInN(氮化物) GaAlAs 

公司名稱 紅、橙、黃光 藍、綠光 紅外線LED 紅外線LD 

晶元 ＊ ＊ ＊ ＊ 

華上 ＊ ＊  ＊ 

璨圓  ＊(包括紫外光)   

廣稼30  ＊   

洲磊31 ＊    

泰谷32  ＊ (包括紫外光)   

光磊 ＊ ＊ ＊   

鼎元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LED 下游比較 

在LED 下游部份(見表二十五)，以億光以及佰鴻的產品線最完整，而且在這

                                                 
30 廣稼光電目前生產的大部分是一般亮度的 LED 藍光晶粒，主要客戶為香港的代理商與台灣的先

進開發，用作一般手機按鍵用被光源。廣稼最早由博達轉投資，在前董事長葉素菲遭到聲請羈押

後，廣稼即由南僑集團總裁陳進財接任廣稼董事長。 
31 洲磊也是 LED 晶粒和磊晶片的製造廠，下游封裝廠李洲是其股東之一 。 
32 泰谷目前生產的都是高亮度 1200MCD 以上的 LED 晶粒，其中產能約一半綠光、一半藍光，主要

客戶有億光、宏齊、先進開發、海德威、韓國的首爾半導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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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產品線都具有優勢。 從表二十五我們也發現台灣LED 下游有五家廠商，即億

光、光寶、東貝、佰鴻及今台正努力開發不可見光市場，未來將有不小的成長空

間。 

◎表 24  台灣 LED 下游公司產品線比較 

可見光 不可見光   

Lamp SMD Display Backlight IR/Photo 
Transistor

Photo 
Coupler

Interrupter 
(optical 
switch) 

Receiver 
Module 

Photo 
Link

億

光 
＊ ＊ ＊ ＊ ＊ ＊ ＊ ＊ ＊ 

光

寶 
＊ ＊ ＊  ＊ ＊    

東

貝 
＊ ＊  ＊ ＊  ＊ ＊ ＊ 

佰

鴻 
＊ ＊ ＊ ＊ ＊ ＊ ＊ ＊ ＊ 

華

興 
＊ ＊ ＊ ＊      

今

台 
＊ ＊ ＊ ＊ ＊ ＊ ＊  ＊ 

宏

齊 
 ＊        

李

洲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台灣 LED 產業競爭狀況 

以LED產業的產值而言，目前日本為全球第一，其次是台灣，再來是美國。

台灣的LED產業起步較日本與美國晚，但是由於整體產業配合得宜，目前產值已經

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二位，茲將競爭狀況分成國內和國外兩部份。 

 

（一）國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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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 

目前主要競爭對手為日本，但是觀察產品定位，台灣受限於技術和專利權的

問題，主要生產較低階的LED產品，因此目前台灣LED產業除了繼續擴大產能外，

在技術的鑽研以及專利權的取得更是當務之急，否則就容易出現空有生產技術能

力，但是沒有專利權，只能每年繳付給外大廠鉅額的專利授權費用。台灣的LED技

術來源有各家廠商自行研發、大專院校研究計劃和研究單位等，其中又以工研院光

電所為技術的主要來源。目前工研院光電所正積極佈局白光LED市場，將開發

Deep- UV LED33加上螢光粉的研發，希望假以時日能趕上日本的腳步。 

2. 中國大陸 

中國大陸也是將來不可小覷的競爭對手，目前台灣發光二極體下游封裝廠約

有40～50家廠商，不過由於封裝製程人力需求高，為降低人力成本，目前多數廠商

均已至中國大陸設廠生產，且產能逐漸超過台灣。另外中國大陸於2008北京奧運的

議題，也使發光二極體的應用市場強力的被推動，該國政府的大力推行有助於推動

的助力以及發展速度。 

3. 韓國 

 韓國有Samsung以及LG兩大集團本身強大的應用產品支援發光二極體的使

用，尤其是LED重點應用中的顯示器背光源部份，目前最具競爭力的除了台灣便是

韓國，而其餘家電用品、汽車工業以及消費性電子用品等等的應用端，韓國都有十

足的發展潛力。 

4.歐洲及美洲 

 歐洲以及美洲以Osram以及Lumileds兩大廠商為主要的市場領導者以及技術

領先者，Osram以其長久以來發展照明之經驗以及歐洲對於環保節能產品之開發為

主要優勢；而Lumileds則擁有北美市場第一、全球第三大的高亮度白光LED之製造

                                                 
33 目前，氮化鋁鎵（AlGaN）發光二極體發展的趨勢是要讓元件的發光波長落在深紫外光（Deep-
UV）的波段，大約是在 250 nm 左右，這個波長大概就是日光燈內的原始發光波長(切確的數據是 
253.7 nm)，如此我們就可以直接以 LED 激發現有日光燈用的高效率螢光粉，進而取代日光燈成為

新一代的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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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此部分可於表25中見技術優勢之解釋。 

（二）國內競爭 

1999年時由於LED廠商擴大產能速度過快，導致高亮度磊晶大幅降價，再加

上大陸霧燈市場的需求不如預期，但到了2000年以後情勢有逐漸好轉的趨勢，2002

～2003年台灣發光二極體產值均呈現四成左右的高成長率。2004年台灣業者持續擴

產，無論在中上游磊晶與晶粒或下游封裝領域產能均有五成以上的成長。然與過去

不同的是，受到手機市場成長趨緩的影響，發光二極體的市場需求成長趨緩。另

外，日本及韓國亞洲其他業者也加入增產的行列，使得2004年發光二極體市場呈現

出明顯的供過於求，產品單價呈現出大幅滑落的現象，尤其在手機用發光二極體市

場，價格下滑的情況更嚴重。所以國內競爭部份，最大的問題在於國內廠商削價競

爭使得利潤不如預期，我們可以推估在整體LED市場的大餅愈來愈大的同時，只要

不再出現惡性削價競爭，產業內的競爭是有助於整體產業的良性發展。 

我國上游LED光源產業居全球重要地位，且紅、綠光LED生產能量國際稱

雄。在銜接LED與照明應用之中游模組產業部分，尚處萌芽階段，廠商數少。下游

應用部分，我國照明產業生產品質佳、並以價格取勝，且具備全球廣大的行銷通

路；加之我國為面板廠LCD背光模組第一大供應國，全球市占達48％，近年來國內

面板廠商切入LED背光模組開發，大尺寸雛型問世；另由車廠、LED光源及車燈業

者合作整合進行LED車頭燈研發。因此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產業整合與佈局，藉以

克服產業發展的瓶頸，並強化國際競爭能力。 

 

三、　競爭力分析 

綜觀台灣 LED 產業的發展可以技術面以及市場面來進行分析與討論。 

1. 技術面 

目前全球高亮度LED主要生產者有Nichia、Lumileds、OSRAM OS、Toyada 

Gosei與台灣廠商。在市場競爭力與定位方面,日本廠商(Nichia、Toyoda Gosei)在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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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白光等高階技術領先,而歐美大廠(Lumileds、OSRAM OS)則在垂直整合方面最

完備34。台灣廠商雖然在產量方面具有相當的市佔率，但是高亮度LED的亮度以及

壽命皆有待提升，其解決之道須多方面從上游的光學設計、覆晶技術，一直到下游

的封裝技術、封裝材料以及散熱技術等多方面共同提升。有鑑於LED未來在照明、

全彩看板、建築的各方面的多元應用，台灣LED廠商應在照明應用端積極進行相關

照明專利、紫外光專利以及高功率封裝專利的部署。 

以下就台灣發光二極體產業鏈的上中下游技術發展狀況作一分析： 

 上中游部份 

目前看來多數規模較大的廠商仍聚焦於紅藍光的發展，包括 如高功率紫外光

(InGaN) LED 、高亮度藍綠光(InGaN)、綠光 LED 、單晶片型白光(InGaN) 

LED、紅外線雷射二極體、光電晶體及光纖通訊主動元件（ GaAlAs ）等等，

其中從事生產綠光且產能規模較大晶粒的廠商數量不多，目前以璨圓以及泰谷

為主。 

 下游部份 

此部份技術主要是呼應目前應用所需的晶粒封裝類型，目前主流的有： 

1. 表面黏著(SMT)封裝技術：目前不管是消費性電子產品或電腦產品都走向輕

薄短小化，在這樣的趨勢下，封裝方式跟著努力把體積縮小，因此SMT 的封裝

方式的需求會越來越多，另外把收發光的元件或模組一體化，也是未來的趨

勢，這樣除了可以縮小體積之外，也可以節省成本及降低價格。 

2. 覆晶(Flip Chip)封裝技術：現有固晶加打線式的SMD LED 產品，在高溫、高

溼及冷熱的環境下會有其限制，散熱的考量特別是未來高亮度產品上的重要技

術議題，而覆晶技術所製成的成品，可避免這樣的缺點，並且增加散熱性、出

光面積及降低厚度的優點。 

                                                 
34  全球主要高亮度 LED 製造廠商之技術及市場優勢請見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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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紫外線激發型白光LED ：白光LED 是未來的主流，但是上游若生產出高功率

紫外光(InGaN)LED 則下游也要加強其封裝技術以提高亮度，因為其封裝技術不

能再採用以前藍光的製程，需要再開發新的封裝技巧及材料，此部份為台灣廠

商十分著重之處。 

◎表 25  全球主要高亮度 LED 廠商之技術及市場優勢 

廠商名稱  技術及市場優勢 

Nichia 擁有氮化銦鎵(InGaN)的藍、綠光LED專利,以銷售日本市場為主 

Toyoda 
Gosei 

主要專注於InGaN元件的生產,目前與Toshiba合作白光LED，晶粒

的部分由Toyoda Gosei製造，而Toshiba則負責封裝。在市場銷售

方面，汽車應用的車燈、儀表版背光源為其主要銷售市場；此外

也銷售彩色螢幕行動電話的背光源。 

OSRAM 歐洲最大高亮度LED廠商,與Cree合作，有別於多數以藍寶石基版

研製藍光LED的企業，以碳化矽(SiC) 基版供應藍光LED產品，儘

管(SiC)基版先天上與GaN晶格不符的缺陷，但其在磊晶的過程中

量產速度較快，且具成本優勢，仍受到市場的歡迎，具有buried 
micro-reflector type LED 及thin GaN LED 專利與技術，在高效率

LED 部分佔某些的技術優勢市場銷售以歐洲為主，其中又以汽車

應用最重要,目前歐系車廠如：Mercedes、BMW、Audi、
Volkswagen皆為客戶 

Lumileds 由 HP獨立出來,為北美市場第一、全球第三大的高亮度LED廠

商。擁有透明基板TS(transparent substrate)及flip-chip 型態LED 的
專利與技術，主力產品為InGaAlP四元高亮度LED 

Taiwan 台灣LED元件廠商的產值約佔全球高亮度市場的11.2%，目前產

業上中下游發展已趨於成熟，唯技術層次仍有待突破，以切入高

階應用產品的市場領域，提高毛利率。 
資料來源：Strategies Unlimited，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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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寶石-穩定性佳、成本高

碳化矽-散熱性佳、成本低

液相磊晶法(LPE)、氣相磊
晶法(VPE)、有機金屬氣相

磊晶法(MOCVD)

垂直式、頂部發光式 、表
面黏著式 、高功率式 、側

發光式、覆晶式

混和紅綠藍光
藍光LED+黃色螢光粉

紫光LED+螢光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1  發光二極體關鍵技術優勢 

2. 市場面： 

 整合度：由於未來照明、汽車、背光源等市場的發展十分可期，故在市場趨

勢、行銷通路、上游原材料即關鍵產業鏈的佈局的掌握將為廠商競爭致勝的關

鍵。因此高亮度LED產業未來的贏家，將屬於垂直整合程度高，且技術掌握能

力強的企業。台灣廠商應設法擺脫價格競爭戰，朝高價值產品方面積極部署，

再近一步朝上游整合，相信能在全球市場上增強競爭力。 

 產業供給：在LED 產業供給方面，目前磷化鋁鎵銦 (AlGaInP) 的紅、黃光LED 

市 場 主要 的 供 應商 有 Lumileds Lighting 35  、 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 、

Toshiba、與晶元光電，另外其他較小的供應商有Stanley、Sharp、Showa Denko 

與台灣為數不少的的新公司。而氮化銦鎵(GaN)的藍、綠光LED 市場主要是由

                                                 
35 Lumileds 為 Philips 與 Agilent 於 1999 年合資所成立之公司，又 Agilent 為 HP 的半導體事業部所分

出去的公司。Philips 於 2005 年花費 9.5 億美元取得原本由 Agilent 所持有之 47%的股份後，對

Lumileds 總持股數達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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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Nichia 、 Toyoda Gosei 與 美 國 的 Cree 、 歐 洲 的 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等廠商所掌握，其中Nichia 因專利與技術掌握了高階產品的大部

分市場，然而近來越來越有跡象顯示Nichia 的專利權即將不再是牢不可破的障

礙，如越來越多台灣LED 上游廠商加入GaN LED 製造行列，如晶元、 燦圓、

華上、廣鎵及泰谷等並以其成本優勢逐漸威脅日系廠商。 

 

 策略聯盟：對於 LED 公司而言，合併或與下游廠商緊密的策略聯盟，最直接

的好處是具有現成的產能，以及一批具有技術、經驗的團隊，甚至客戶基礎，

有降低進入門檻、加速切入市場的機會，也是跨足下游最快速的途徑。如鴻

海，以及建構上下游材料、設備等動作越來越大的友達、奇美二大面板廠等，

都是善用策略聯盟結合上下游資源的成功例子。目前已知的聯盟關係包括萬海

集團與晶電（藉由國聯與晶電之合併）、聯電集團與上游的聯銓與下游封裝的

宏齊與後來被晶電合併的連勇及元砷、鴻海集團與東貝光電、友達集團與凱鼎

(友達持有 25%股權)、奇美集團與璨圓光電以及華宇集團與華上(持有超過 40%

的股份)，由以上廠商關係看來，目前以聯電集團所持有與 LED 相關公司之股

份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