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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本研究主要選取的四間個案研究對象為台灣的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光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億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東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對象之

選取原因詳述如下: 

 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上游（磊晶）：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Epistar) ，該公司為

台灣目前發光二極體產業中，同時經營產業鏈之上中游部分廠商，同時該公司

具有與國外大廠進行專利訴訟之經驗，適合做為本論文之研究對象。 

 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中游（晶粒）：晶元光電(Epistar) ，理由同上。 

 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下游（封裝）：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iteOn Technology Coporation)，該公司為台灣最

早成立之台灣發光二極體廠商，目前公司事業種類已十分廣泛，相較於其

他台灣從事發光二極體之廠商可算是規模較大之公司。雖然目前 LED 的

營業比例並不佔該公司的多數，但仍可從該公司經營方向看出其對於發光

二極體產業的用心之處。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Everlight Electronic Co.)，該公司目前為台灣

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下游中頗具規模之廠商，又該廠商之上游具有晶元光電

公司作為產業鏈之聯盟，且該公司同樣具有與國外大廠進行專利訴訟之經

驗； 

 東貝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Unity Opto Technology Co.)，該公司也為台灣

較具規模之下游封裝廠商，且該公司目前計畫與奇美電子公司共同合作以

發光二極體作為背光源之顯示器產業，顯示器產業又為台灣於全球發展較

具領先實力之產業，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台灣最早進入發光二極體

產業的公司，並已與國外大廠取得技術授權。基於以上之原因，選取該些

廠商做為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下游部分之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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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案公司介紹及其智慧財產發展情形描述 

 

一、 晶元光電公司 
 
一、公司簡介 
1. 營業項目 
 

晶元光電公司為台灣少數橫跨發光二極體上中游的製造廠商，目前之主要商品

為高亮度磷化鋁鎵銦（AlGaInP）發光二極體的磊晶片（Epi Wafer）及晶粒

（Chip）、氮化銦鎵磊晶片與晶粒（InGaN Epi Wafer & Chip），磷化鎵砷晶粒

（GaAsP Chip），紅外線砷化鋁鎵磊晶片及晶粒（AlGaAs Wafer & Chip），矽偵

光二極體（Si Photo Diode），及矽光電晶體（Si Photo Transistor）。而其中以中游

之高亮度發光二極體晶粒(Chip)佔其2005年全年度銷售的93%，為最主要營業項

目。 

 

◎表 26  晶元光電公司 2005 年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94 年度銷售 佔全年度銷售% 

 
高亮度發光二極體磊晶

片(Epi Wafer) 
223,307 7% 

 
高亮度發光二極體晶粒

(Chip) 
3,137,867 93% 

 
其他營業收入 0 0% 

 
合 計 3,361,174 100%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2. 公司主要產品 

晶元光電公司業務橫跨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中的上游以及中游，故主要的產品便

為磊晶片以及晶粒和相關元件零組件，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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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晶元光電產品一覽表 

晶片（Epi Wafer） 晶粒 (Chips) 其他元件、　零組件 
磷化鋁鎵銦磊晶片 
砷化鋁鎵磊晶片 
氮化銦鎵磊晶片 
磷砷化鎵GaAsP 磊晶片 
磷化鎵GaP 磊晶片 
氮化鋁鎵銦AlGaInN 磊晶

片 
磷砷化鎵銦GaInAsP 磊晶

片 
光纖通訊用磊晶片 
假晶高電子移動率場效電

晶體磊晶片(PHEMT) 
異質接面雙載子電晶體磊

晶片 (InP-based HBT) 
微波通訊用磊晶片 

磷化鋁鎵銦晶粒 
砷化鋁鎵晶粒 
氮化銦鎵晶粒 
磷砷化鎵GaAsP晶粒  
磷化鎵GaP 晶粒 
氮化鋁鎵銦AlGaInN晶粒  
磷砷化鎵銦GaInAsP 晶粒 
光纖通訊用晶粒 

光電偵測元件  
各產品之系統及應用零組

件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又，若依產品發光顏色及材料之不同，其產品種類另可整理如下： 
 

◎表 28  晶元光電公司發光顏色、材料與其產品種類對照表 

發光顏色  
 

材料名稱  產品種類 

高亮度紅色  AlGaInP  磊晶片、晶粒 
高亮度橙色  AlGaInP  磊晶片、晶粒 
高亮度黃色  AlGaInP  磊晶片、晶粒 
高亮度黃綠色  AlGaInP  磊晶片、晶粒 
高亮度藍色  InGaN  磊晶片、晶粒 
高亮度綠色  InGaN  磊晶片、晶粒 
一般亮度橙色  GaAsP  晶粒 
一般亮度黃色  GaAsP  晶粒 
紅外線  AlGaAs  磊晶片、晶粒 
偵光二極體  Si  晶粒 
光電晶體  Si  晶粒 

資料來源： 晶元光電公司2005年年報 
 

市場佔有率 

晶元光電公司目前主要產品為AlGaInP LED 及InGaN  LED，2005 年AlGa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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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出貨量已居全球第一名；InGaN LED 出貨則為台灣第一名1。 

 
3. 公司沿革 
 
1996 

公司設立並取得公司執照，登記資本額新台幣三億二仟萬元，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二億二仟萬元。 

通過開工檢查， 產品發表，正式量產。  
1997 通過關鍵性零組件研發補助案。 

 
1999 

取得新竹科學園區三期土地。 

通過經濟部民間科專氮化物固態發光元件關鍵技術發展計劃補助案。 
2000 辦理現金增資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十二億元，實收

資本額為新台幣七億六千五百萬元。 
園區三期新廠取得使用執照。  

2001 股票正式掛牌上市買賣。 

 
2002 

月以高亮度氮化銦鎵綠光發光二極體榮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的(創新

產品獎)。 

通過經濟部民間科專高效率、高功率發光元件關鍵技術發展計劃補助案。 
 
2003 

合併晶茂逹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為十二億伍仟一佰三十

六萬六仟二佰六十元。 
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審議委員會通過核准本公司於中部科學園區投資設立

分公司。  
2004 發行新股以受讓兆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2005 股東臨時會通過本公司與國聯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併案。 

辦理合併增資及94 年第四季海外轉換公司債轉換普通股金額共 
計十六億零九佰一十六萬七仟二佰七十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三十三億

零一佰八十萬七仟六佰二十元。  
2006 股東臨時會通過改選第五屆董事、監察人，並推選陳致遠先生為 

董事長，葉寅夫先生為副董事長。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公司 2005 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4. 公司組織 

                                                 
1 其全球以及台灣排名皆為合併國聯公司之後之計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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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晶元光電公司 2005 年年報 

 

該公司於總經理室下設有法務室以及智權室，智權室主要業務負責專利權、商

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調查，申請、維護、收益。並執行公司契約制定、審核、及其

他法律相關業務。而法務室則負責公司一般契約制定及其他非屬智權室之法律相關

業務。 

足見該公司對於智慧財產權已有一定程度之重視與概念，故與一般台灣公司不

同，特地將負責處理智慧財產權相關事宜的部門獨立出來，且設置於總經理室之

下，可想見該公司對於其重視程度。 
 

5. 公司發展策略/未來方向 

 未來主要計畫開發商品 

(1)鏡面基板晶圓接合之藍綠光LED 

(2)垂直型藍綠光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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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功率InGaN 紫外光LED 

(4)高傳輸速率RC LED 

(5)Flip Chip LED 

(6)NB 用之高效率白光LED 

(7)LCD TV 用之RGB LED 

(8)Projector 用之LED 

(9)照明用之LED 

 

 策略聯盟 

晶元光電公司近年來積極的併購相關半導體製造公司，先是在2005年合併國

聯公司，之後在2006年更是合併了元砷光電科技公司以及連勇科技公司，元砷光電

補足了原本晶元光電在紅外光方面的不足，而國聯公司以及連勇科技則加強了晶元

光電公司機台的數量，使得其生產能力更上一層樓。再配合上下游億光和光寶的封

裝以及顯示器應用端合作，可說已經將發光二極體上中下游的產業都已布局完成，

目前看來唯一欠缺的便是將來LED應用的另一大塊市場-照明市場的策略聯盟。 
 
 
二、 晶元光電公司智慧財產發展狀況 
 
1. 技術及研發概況 
•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 

 

◎表 29  晶元光電研發費用投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94年度  95年3 月31 日 
研發費用   196,739 47,202 
營收金額  3,361,174 1,264,046 
佔營收金額比例  6% 4%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公司2005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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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電近年來為滿足產能需求，進行擴充磊晶與晶粒產能，九十四年資本支出約

5.24 億元。九十四年研發費用約 1.97 億元，佔全年營收淨額約 6%，除了進行晶粒

亮度與電性提升外，亦繼續投入白光照明光源與新技術平台之開發。 
 
• 研發能力 

晶元光電公司具備LED研發與製作經驗，在AlGaInP LED產品技術方面，研發

自有技術結構專利，宣稱與HP及Toshiba並列為世界無專利侵犯疑慮之高亮度發光

二極體專利；在InGaN藍光及綠光LED技術專利方面，該公司積極進行迴避設計以

及新設計之研發，亦參與光電所科專計畫，獲得光電所授權使用其專利。 
 

• 具體研發成果 

1.成功開發粗化技術2，應用在OMA3 20 30% 產品上，效率提昇。 

2.完成RGB 之4W、9W、16W 大Size chip 開發，適用PRTV、LCOS 使用。開發，

使藍光亮度提昇5～10%。 

3.成功開發LEPS 技術，使Blue UV 效率提昇10～15%。 

4.與LCD 廠開發Diverter white 光學元件適用在 LCDTV，並獲得94年度科學園區創

新獎。 
 
2. 專利 

經本研究分析晶元光電公司之專利後發現，該公司專利之內容著重於下列技術領

域： 

 藍光晶粒製造方式 

                                                 
2 粗化處理簡單的來說就是將原本平滑的結構表面粗造化，如此一來可以提高光的取出度，減少因

為在內部反射而無法順利射出的光線。 
3Omni-directional Mirror Adherence，全方位鏡面接合，在增加 LED 亮度時往往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基底往往會吸收 LED 產生的大部份光線，其中一種解決方法是在基底上添加 Bragg 反射器光

柵層，這樣做所提供的 LED 亮度是一個吸光基底所能提供的兩倍，但是會損失所有以 90°角發射的

光線。Vishay 公司利用一種有機鏡面附著(OMA)技術對此方法進行了改進，該技術將一個鏡面附著

在矽基底上。所有到達鏡面的光線從元件的正面反射，因而可以達到與利用透明基底相同的光亮級

別，大約是標準 LED 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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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元光電公司由於其位於產業鏈之上、中游位置，故其專利也多半在技術層級

較高之上游區段，許多關於 p-n 發光層的發明專利，其中晶元光電所開發之

ITO 藍光晶粒4一般認為與日亞化學所開發之方式不同，較無專利侵權方面之

疑慮。 

 白光發光方式 

另外，由於目前白光的發光方式主要為在下游的封裝段使用藍光晶粒或者紫外

光晶粒加上螢光粉，而此一製造方式極為容易處碰到日亞化學的專利，一般廠

商多半會使用混光的方式。晶圓光電公司有許多專利是將螢光粉加入封裝材料

中，或者是在上游製作 p-n 發光層時便將螢光層製作進去。 

 上游磊晶部分或是結構設計部分與光學有關之技術 

此技術不但包括上述藍光晶粒之製造方式以及白光發光方式，同時也包括在磊

晶製程上以及結構設計方面於光學的考量，如何能利用材料或者結構上面的設

計來使得發光二極體所發出的光能夠不被材料本身吸收而增加發光效率，或者

是利用結構上的設計來達到一些特別光向的需求等等。 

 散熱技術 

由於晶元光電本身非專注於下游封裝技術之廠商，但是發光二極體的散熱效率

的確嚴重關係到發光二極體本身的發光效率，若是無法將熱有效且快速的排

出，則會影響到光衰度，使發光二極體產生許多亮度以及壽命上的問題。故晶

元光電也嘗試開發上游磊晶部分解決散熱問題之技術，此領域技術也是目前各

廠商積極欲研究之問題。 

 

台灣部分 

晶元光電公司截至 2007/6/4 止，在中華民國專利局共計有 74 筆已獲准專利，以

及 46 筆早期公開專利，其搜索條件為：((發光 <IN> TTL,ABST,CLMS) AND (晶元

                                                 
4 ITO 藍光晶粒指的是，將傳統的金屬導電層，轉為 ITO 導電層，因為 ITO 為透明材料，則可使發

光二極體所發出之光線能損失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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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 <IN> AN))，表示晶元光電所有專利包括”發光”二字出現在專利的標題、或者

摘要或著專利範圍者共有 120 筆專利(包含已公開以及已獲准專利)。 

 如上述對於晶元光電公司專利的敘述，該公司於台灣的專利申請於上游部分

的磊晶以及結構設計所投入之研究最多。而雖然該公司不是主要從事下游封裝之業

務，但可從(表)看出該公司自 2000 年開始也有一些相關於下游封裝之專利產出，

數量不多但可看出該公司對於智慧財產保護的態度。在螢光粉材料的部分該公司不

直接從事封裝部分故相關之專利十分少，一直到 2004 年開始才有相關螢光粉的專

利申請產出。 

◎表 30  晶元光電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分析表(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9.1%

34.8%

5%

.0%
13.9%

2.6% 6.1%

上游 結構設計

上游 磊晶

中游 paterning

中游 晶粒切割

下游 封裝

材料 螢光粉

應用 模組

 
◎圖 18 晶元光電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統分析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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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晶元光電台灣專利之年代與技術分析表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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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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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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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分析整理 

 

不同國家專利申請 

晶元光電之專利申請包括了台灣、美國、中國大陸、歐洲(DE)以及韓國，數量

上主要還是以台灣最多、中國大陸次之、美國第三5。中國大陸與美國的專利申請

中與台灣有顯著不同的地方為，這兩個國家的下游應用領域之專利申請數量都比台

灣數量多，應是因應這兩個市場皆為重要之終端銷售市場，故關於下游之專利保護

較為積極，而在這些應用裡面又以關於照明的專利數量最多，可看出晶元光電公司

對於照明市場之佈局企圖。 

其中歐洲以一韓國之專利應是透過 PCT 程序所申請者，通常不但具有較大之

專利家族，也表示該專利被認為是具有技術或商業價值之專利，由此角度來看，晶

元光電透過 PCT 程序所申請之專利多半與上游磊晶部分或是結構設計部分有關，

再進一步分析這些專利之技術內容可以發現，此些專利多半是與光學有關，也就是

著重於如何讓發光二極體能夠有更高的發光效率、不容易在內部被材料耗損掉太多

                                                 
5 本研究主要使用之專利資料庫包括台灣專利資料庫、美國 USPTO、中國大陸 SIPO 以及

delphion，故歐洲以及韓國之專利數量是自 delphion 資料庫搜尋而來，也就表示該些專利可能是透

過 PCT 程序所申請，而沒有透過此程序所申請之歐洲、韓國以及日本專利可能有所遺漏，此為研

究上之限制，特此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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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能等方面之技術 

 

◎表 32 晶元光電於各國家之專利申請數量以及技術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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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晶元光電一連串的併購活動，使其在台灣與國聯光電、元砷光電、連勇科技以

及連銓科技合計已獲准以及早期公開之專利數達到 354 篇，為台灣所有發光二極體

廠商中所擁有專利數最多者；而美國的核准專利以及早期公開專利數合計也達到了

164 篇之多。再進一步分析各個公司所擁有之專利組合來看，元砷光電的專長主要

是在於紅外線部分。 
 

◎表 33  新晶元光電台灣及美國專利總表 

成員 公司全稱 台灣核准 台灣早期公開 美國核准 美國公開 

晶元光電

股份有限

公司 

Epistar Corp. 74 46 36 5 

元砷光電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pitech Technology 
Corp. (South Epitaxy 
Corp.)  

25 29 15 15 

連勇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Highlink Technology 
Corp. 

18 6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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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聯光電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United Epitaxy Co., 
Ltd. 

75 43 46 34 

聯銓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Epitech Corp. Ltd. 23 15 0 0 

合計  215 139 105 5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 技術授權 

由於晶元光電公司成立初期便是由工業研究院的技術協助下成立，故有許多 

先前技術授權部分是來自於工研院光電所的技術授權，除了早期的合作之外，後來

也陸陸續續的有許多的技術合作，如委託開發以及專利授權等等，足見台灣的工業

研究院在台灣半導體產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許多是由工業研究

院提供技術而成立的，而當公司成功的 spin-off 之後，有鑑於公司成立初期資金以

及研發人力之不足，工研院的技術也常常是台灣廠商重要的技術命脈，時常需要替

台灣公司於公司研究開發部門以外提供更前瞻的技術研究以及開發。 

 除了工業研究院以外，晶元光電公司也與台灣的大學合作，經由大學與業界 

的產學合作一方面可以藉由這樣的合作機會拉近產業與理論的距離，一方面也獲得

大學研究的前瞻技術，更重要的，借由這樣的產業合作過程，公司可以更進一步的

獵取優秀的人才。 

 在這些技術授權以及合作研究的技術領域看來，都是現在發光二極體產業及

為重要的技術領域，如 GaN 藍光 LED 的製造、Flip Chip(覆晶)的封裝技術、三元

高亮度 LED 製造技術以及高亮度、高功率之 LED 製造。在專利授權方面，與工研

院的授權包括了有專屬以及非專屬的專利授權，而目前未有與國際大廠的專利授權

契約。 

◎表 34  晶元光電重要契約一覽表 

契約性質  當事人  契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先期技術授權 工研院光電所  86/03~94/02  GaN 藍光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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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技術授權 工研院光電所  89/08~95/07  GaNLED Flip-chip 封裝技術 
合作研究  國立交通大學  92/04~94/03  具金屬基板的InGaN 高亮度發光二極體 
技術授權  國立中興大學  92/10~97/09  基板剥離技術  
合作研究  清華奈米科技 93/08~94/07  氮化銦鎵發光元件  
專利授權  工研院  92/12~102/12  發光二極體元件及其製造方法相關專利 
委託開發  工研院  92/12~102/12  低缺陷密度之ELOG及LEPS基板技術開發  
合作研究  國立台灣科技

大學 
93/11~94/04  以光子晶體提升 LED 亮度的研究 

合作研究  清華奈米科技 94/08~95/07  氮化銦鎵發光元件  
委託開發  工研院 94.04~95.03  LED 封裝材料技術委託開發 
委託開發  工研院 94.07~95.03  LED 轉委託製作計畫 
委託開發  工研院 94.04~95.03  高亮度高功率LED 技術委託 
委託開發  工研院 94.11~95.06  轉委託製作計劃 
專利授權  
 

工研院  95.03~112.03 專利專屬授權契約 / 
於國內外販售時應在產品或包裝上附加專

利標示與專利證書號數，於行使本契約之

權利不得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令之規定 
專利授權  工研院  95.02~112.02  專利非專屬授權契約/ 

於國內外販售時應在產品或包裝上附加專

利標示與專利證書號數，本公司不得將本

專利再授權予第三人，非經經濟部事先核

准不得在我國區域外使用本專利製造產

品。 
長期借款  中華開發銀行  91.11-94.09  機器設備借款  
長期借款  科管局  90.02-94.11 研究開發關鍵零組件及產品計劃 
長期借款  交通銀行  90.06-95.01  聯貸案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 
 
4. 共同研發 

除了與研究單位及大專學校的技術合作以外，政府的研究計畫推動更是重要

的一環，在台灣發展發光二極體產業過程中所有的重要計畫，晶元光電幾乎都

有參與其中，其中於 2003 年的「次世代照明計畫」更是聯合了發光二極體業界

許多廠商共同參與的技術發展計畫。從晶元光電於該公司年報所列出之重要研

究計劃中可看出，一開始的計畫內容多半以 LED 上中下游製程的關鍵技術為發

展重點，而到了 2005 年後開始，隨著發光二極體產業在應用市場逐漸打開，該

公司所參與的研究計劃也開始與應用端結合，如 2005 年所參加的 TDMDA6業

                                                 
6 TDMDA, (Taiwan Flat Panel Display Material and Device Association)台灣顯示器材料與元件產業協

會，由經濟部 (工業局, 部資推, 影像產業推動辦公室)及工研院積極推動，旨在落實及加速建立國內

產業之垂直整合機制、先進技術及符合未來發展趨勢，以提升我國整体顯示器產業之實力, 進而提

升我國電子資訊產業的競爭力。請參考 http://www.tdm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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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聯合科專計畫便是與台灣目前也十分蓬勃發展的顯示器產業有關。 

 

◎表 34  晶元光電重要研究計畫 

年度 計畫內容 
1999 獲得新竹科學園區「關鍵性零組件計畫」 之補助完成「氮化鎵藍色

LED」的開發，並於2000年進入量產。 
2001 獲得經濟部處「業界科專計畫」的補助，以兩年時間致力「氮化鎵綠

色LED及白光LED」的開發。 
2003 獲得經濟部科專計畫補助，以兩年間致力「高效率高功率發光元件關

鍵技術發展計畫」。同年與十家LED同業合作業界聯合科專「次世代

照明計畫」。 
2005 參與TDMDA之業界聯合科專「平面顯示前瞻材料與元件整合性計

畫」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5. 合資合併/策略聯盟 

• 晶元光電與國聯光電7合併 

晶電於九十四年十二月三十日與國聯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併，該公司宣稱可使

新晶電公司的專利佈局更為完整，並整合雙方研發技術增加其市場競爭力，且經由

生產行銷整合產品線，可降低製造成本與管銷費用，以提高獲利能力，更積極意義

在於，合併之後新晶電在產業鏈上將可擁有更強大的影響力，就產品線來看，晶元

光電公司合併國聯光電之後可加強其於紅外線 LED 以及紅外線 LD 產品方面的不

足，台灣在全球紅外線 LED 及 LD 的市場可謂有許多值得努力的空間。 

 晶元光電與元砷及連勇合併  

晶元光電於 2006 年 9 月宣佈與聯電集團的元砷8及連勇9兩家公司於 2007 年 3 月合

併，晶電為存續公司。而元砷光電科技與連勇科技原本皆為製造 LED3 家公司合併

後，將成為全球最大四元 LED 廠。 

                                                 
7 國聯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立於民國8 2 年9 月1日，主要營業項目為磷砷化鎵、磷砷鋁鎵銦、

磷化鎵、砷化鋁鎵、氮化鋁鎵銦、磷砷化鎵銦、光電偵測元件、微波通訊用磊晶片及光纖通訊用磊

晶片及晶粒之產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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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元與億光之上下游結合 - 供應鏈關係 

億光為晶電之投資公司10，故億光與晶電的結盟便完整串聯了發光二極體產業鏈的

上中下游。九十三年度億光電子作為晶電之客戶，銷售額佔晶電銷售淨額百分之二

十五，九十四年度為百分之二十二；光寶科技公司也在九十三及九十四年度作為晶

電公司之重要客戶，銷售額佔淨銷售額百分之十一。其他客戶尚包括 JES、NEW 

ASIA、東貝光電、超勁、VISHAY、喬霖、韓國三星等等。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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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晶元光電主要供貨關係 

 

6. 訴訟 

目前值得注意的為 Lumileds 對晶元光電之訴訟，因該侵權訴訟涉及到的是晶元

                                                                                                                                                 
8 元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2000 年，為國內發光二極體(LED)重要之磊晶與晶粒製造廠

商，擁有超高亮度 InGaN(氮化銦鎵)及 AlGaInP(磷化鋁銦鎵) LED 之專業生產技術，於 2005.08 與

聯銓科技合併，聯銓科技之專業在於超高亮度之四元 LED 與藍光 LED 上之磊晶技術。 
9 連勇科技係聯電集團轉投資之專業發光二極體(LED)研發及量產公司，設立於民國八十九年，主

要產品為高亮度藍、綠光磊晶片及晶粒。  
10 原億光董事長兼任晶電董事長，九十五年三月二日起，億光董事長為晶電公司副董事長（晶電目

前董事長為陳致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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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一直以來引以為傲自行開發的 ITO11藍光晶片製造技術，故該訴訟的結果直接

影響到晶元光電之後的技術領先地位，目前該案繼續進行中。 

 

◎表 36  晶元光電專利侵權訴訟整理 

事

件 
對象 時間 內容 

2003/9 主張侵害專利 1 Nichia 
2006/4 撤銷假扣押 
2003/10 宣稱晶元光電產品型號ES-CEBH712，亮度等級

A3之產品侵害Nichia之專利，提出假處分請求 
2004/8 晶元光電向行政原公平會提出檢舉 

2 Nichia 

2006/4 日亞化學撤銷該假處分 
2004/6 像南韓首爾城中央地方法院 (Seoul Central 

District Court)提出專利侵權訴訟 
2004/11 晶元光電向南韓智慧財產權法庭申請撤銷該件

韓國專利 

3 Nichia 

2005/Q1 日亞化學撤銷該訴訟案 
2005/11 向美國國際貿易委員會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及美國北加

州地方法院提出專利權侵權訴訟。宣稱晶元光

電OMA產品及合併繼受國聯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產品中，屬GB及MB12等發光二極體涉及侵

犯其專利權，專利權號碼分別為US 5,008,178、

US 5,376,580、US 5,502,316 
2007/1 ITC初步判定OMA以及GB產品未侵犯Lumileds

之專利，但MB產品可能侵犯US 5,008,178其中

兩個請求項，不受影響之產品仍可進口美國。 

4 Lumileds 
Lighting 
U.S 

2007/5 ITC判決晶元光電之OMA、GB以及MB產品侵

犯’178專利，並開始限制該系列產品輸入美國，

晶電表示將繼續上訴。 
資料來源：晶元光電 2005 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11 藍光 LED 由 Nichia 發明，使用 Sapphire 為基板，因為 Sapphire(藍寶石)為絕緣材料並不導電，因

此 P、N 兩極需鍍於同側方能導電；之後在表面再覆蓋上一層 TCL（Transparent Contact Layer, 透明

接觸層）NiAu，使得電流能夠擴散。這種結構可以長出低亮度藍光 LED，效率約為 5lm/W，普遍

使用在手機按鍵。不過 NiAu 會造成遮光，晶電遂把 TCL 換成 ITO，使得發光效率提升為 180％，

成為高亮度藍光 LED；之後再進一步將表面粗化處理，發展出 Venus，亮度可再提升 10∼20％。

ITO 也成為高亮度 LED 的代表。 
12 MB,Metal Bonding，金屬接合; GB,Glue Bonding 同為國聯開發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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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寶科技公司 

 

一、公司簡介 

1. 營業項目 

光寶集團成立於1975年，最早是由生產發光二極體（LED）起家，1983年率先

推動股票上市，擁有台灣第一家掛牌上市的電子公司。光寶集團母公司－光寶科

技，為國內第一家製造LED產品的公司，30多年來，一開始於光電零組件開始發

展，後來拓展至電腦與數位家庭、消費性電子、通訊產品、關鍵零組件與次系統、

並逐步跨足車用電子等4C領域，此外，光寶亦具備研發設計能力，具有ODM以及

OEM能力。 

2002年推動四家上市公司進行合併13，2005年全球合併營收達新台幣2,275億

元，台灣母公司的營收亦達新台幣1,628億元；該公司現階段聚焦於高毛利產品，

包括：影像產品（Imaging）、電源供應器（Power Supply）、機殼產品

（Enclosure）、LED等四大核心事業作為發展主軸。而其中電源產品、影像產品、

數據機產品、發光二極體光電產品、桌上型電腦鍵盤、電腦機殼、相機模組與數位

顯示器產品等產品的營收佔公司整體營收比重達87%。其中光耦合器市占率達

12%，筆記型電腦電源供應器市占率更達40%，為全球最大供應商 。 

 

2. 公司主要產品 

公司主要商品及銷貨地區： 

光寶科技主要產品可分為視訊產品( 占94 年度營業比重) (44%)、影像產品(16%)、

電源供應器(13%) 與光電產品(5%) 等四大類合計共佔光寶科技2005 年全球合併營

收78%，為該公司主要產品，這些產品銷售地區涵蓋北美、歐洲、及亞洲市場。 

                                                 
13 2002年11月4日合併光寶集團旗下四家上市公司： 光寶電子、旭麗公司、源興科技、致福公司，

以源興科技為存續公司，並正式更名為「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旭麗公司成立於1978年，

原主要產品為電腦週邊產品(PDA、印表機、影像掃描器、 多功能事務機及鍵盤等)；源興科技成立

於原本主要產品線為彩色顯示器；致福公司成立於1979年，主要產品為通訊應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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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光寶科技2005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圖 20 光寶科技 2005 年主要產品營收比重 

 

光電產品： 

產品線包括白光發光二極體 (White LED)、表面黏著發光二極體  (SMD LED 

LAMP)、LED 顯示器 (LED Display)、光耦合器 (Photo Coupler)、紅外線元件 

(Infrared Components) 產等光電半導體 品，其應用範圍從家電用品之指示燈源與顯

產示器、個人手持裝置或資訊 品之背光源、汽車電子主動與被動光源、工業應用之

光電感測器，乃至日常或是特殊照明用之光源等。 

◎表 37  光寶各事業群組織之主要業務內容以及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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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光寶 2005 年年報 

 
3. 公司沿革 

1975 
成立台灣光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新台幣一佰萬元，於中和設立第一

座LED工廠。 
1983 光寶電子奉准公開發行股票，成為台灣第一家電子類股上市公司 

於泰國曼谷成立光寶電子泰國公司，生產光電產品，為光寶關係企業海外第

一個生產據點。  
1989 成立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億一仟萬元，生產彩色監視

器。 
於馬來西亞檳城設立光寶電子馬來西亞廠生產電源供應器。 

 
1990 

旭麗公司併購美國第三大鍵盤製造廠Maxi Switch，提升產品線之附加價

值。 
 
1991 

光寶電子併購英國NPE 電源供應器廠，以公司名稱Lite-On Ltd. 加入營運。 

源興科技於德國Kiel City 成立Lite-On (Germany) GMBH 子公司。 
1992 旭麗公司為加強服務歐洲客戶，於英國Limerick City 成立Lite-On Peripherals 

Ireland, Ltd. 分公司作為營業新據點。 
 
1994 

源興科技於美國加州成立Lite-O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Inc. 子公司。 

 
1995 

源興科技成立新加坡控股公司、產品開發中心並動工興建大陸廠。 

旭麗公司之「無線電腦鍵盤」，榮獲第五屆國家產品形象金質獎。  
1997 於海外完成新設及擴建工程5 處，全球生產據點擴大為38 處 

源興科技將光電事業部獨立經營，成立建興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光寶關係企業併購致福公司。 

光寶電子、旭麗公司、建興科技、松喬實業共同投資廣州科學園區，面積達

1.6平方公里。 
2000 創辦第一屆「光寶創新獎」設計競賽， 提昇台灣教育與產業之創新研發精

神。 
源興科技合併億訊科技，業務納入系統事業部與網路事業部。  

2001 旭麗公司成功研發三合一獨立型多功能事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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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於十一月四日合併光寶集團旗下四家上市公司： 光寶電子、旭麗公司、源

興科技、致福公司，以源興科技為存續公司，並正式更名為「光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03 獲頒HP Best Supplier Award。 

與德國歐斯朗(OSRAM) 公司簽訂LED 白光交互授權案。  
2004 合併松喬實業公司。 

100% 轉投資成立光寶汽車電子公司。 
無限期暫停手機組裝業務，以符合公司追求獲利型成長的目標。 
投資龍生工業，以強化關鍵零組件之技術能力。 2005 

獲選美國Forbes 雜誌評選「亞洲最優五十家企業」之一。 

投資力信興業，發展電源供應器產品。 
投資力銘科技，正式跨入LCD TV 電源轉換器領域。 
將取得敦揚科技100% 股權，積極佈局汽車電子領域。 
關係企業建興電子取得明基電通旗下光儲存事業部之代工及製造業務，包括

產品製造、產品相關技術與專利授權，躍為全球前三大之光碟機大廠。 

 
2006 

外資持股比例攀升至57％。 
資料來源：光寶2005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4.   公司組織 

 
資料來源：光寶 2005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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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由法務部門直接提供法律支援，統籌處理營運相關之各類契約、爭議、併

購、專利授權等法律事務，某些情況也委外尋求外部律師事務所提供法律服務。 
 

5. 公司發展策略/未來方向 

 未來主要的研發方針： 

‧ 加強軟體與System On Chip 之研發-- 未來的4C產品開發都將以「輕、薄、短、

小、廉、省」為訴求，皆具有消費性電子產品「即用、方便、不須特意學習」的特

點。光寶科技將重點式發展軟體與System On Chip 的技術及研發能力之培養。 

‧ 強化智慧財產權-- 鼓勵「創新」、掌握「專利」，創造不公平競爭優勢，並藉

專業的智慧財產管理，避免研發時間及經費之重覆浪費，並降低研發成本。 

‧ 成立光寶研發中心-- 整合現有研發技術平台，推廣研發設計流程之資訊化與自

動化(e-Design)，以提高研發效率及縮短研發時程，並擴大參與產官學界之大型專

案，提昇技術層次，更將延攬優秀國防儲備人才，並與專科院校合辦育成中心。 
 

◎表 38  光寶 2006 年年度計畫開發之新產品與新技術 

 
資料來源：光寶 2005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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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寶公司智慧財產發展狀況 

1. 技術及研發概況 

 2006年主要研究發展項目 

 電子電路設計、系統整合設計及測試、及系統軟體開發與整合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研發 

 無線傳輸投影技術與數位影像光學投影機 

 高精密噴墨與雷射列印技術 

 無線、網路、通訊及光電技術整合 

 自動化產品測試 
 

◎表 39  光寶公司 2005~2006 開發成功之技術與產品 

 
資料來源：光寶公司 2005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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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研發之費用 

◎表 40  光寶公司 2005~2006 研發費用 

 
資料來源：光寶 2005 年年報 

 

2. 專利 

重要技術  

經本研究分析光寶科技公司之國內外專利後發現，該公司專利之內容著重於下列技

術領域： 

 封裝方式 

由於光寶科技公司在發光二極體產業中所扮演之角色是下游封裝廠商，故其技

術研發也多是著重於下游封裝技術領域的專利。在下游封裝專利方面，光寶科

技公司所申請之專利又多落在下列幾種分類： 

 光學類 

關於光學的封裝方式最多，這類的專利大多與控制光射出方向的技術有關。應

多是應用於其數位整合事業群中的手機、相機以及 PDA 產品之中。 

 白光 LED 

從光寶公司所申請之專利中可以看出，該公司近年來十分重視白光發光二極體

的發展，基本上各種發出白光的技術都有專利，但仍有比例上的差別，且數量

上大多沒有超過十篇。 

1. 紫外光+螢光粉 

以此類的白光發光方式為最多，此方式也是目前最為熱門的白光發光方式，因

為較不容易觸碰到日亞的專利區，且技術上認為此種方式所發出的白光演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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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人眼看起來比較舒服且光線自然。也比較適合用於將來最熱門的照明應

用上。 

2. 藍光+螢光粉 

此類白光發光方式之專利不多，且只有兩篇專利於 2003 年申請，之後光寶科

技公司便沒有再申請此類專利。此種白光方式一般認為較容易觸碰到日亞的專

利，故各家 LED 廠商都在積極開發其他的白光發光方式。 

3. 混光式 

此類發光方式專利數量也不多，此種發光發式因為比較沒有專利上的爭議，故

在白光發光技術上混光式技術，在紫外光加螢光粉的技術成熟之前，可視為一

種過渡的方法，因為此類方式需要用到較多的發光二極體晶片，在電路上設計

會較為複雜，成本也會比較高，就光寶公司的專利布局來看，該公司應該是要

朝未來較有發展性的紫外光加螢光粉的白光發光方式經營。 

 表面黏著式(SMT)、高功率(HB)封裝方法 

此類為目前也十分熱門的封裝方式，主要是由於其相關連的應用而興起，表面

黏著式的 LED 封裝方式大多是應用在背光源上面，而高功率的封裝方式則大

多是應用於需要高亮度的照明方面之應用。這兩者光寶的專利數量都不算多，

對應到光寶科技公司周邊與零件事業群中的視訊產品事業部，其主要銷售產品

為顯示器，而從相關專利數量或許可推論，光寶在這方面所用到的 SMD LED

來源非完全由自身所生產。 

 螢光粉專利 

由上述提到光寶科技公司於下游封裝部分專利數最多的便是白光 LED 的發光

方式，可對應到該公司在螢光粉方面之專利數數量也佔了所有與發光二極體相

關專利數量的十分之一14。 

 

                                                 
14 此數量分析是針對光寶科技公司於台灣所申請的專利數，該公司於台灣相關於發光二極體的專利

數為 51 篇，而與螢光粉相關之專利便有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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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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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光寶科技公司下游封裝專利分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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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光寶科技應用專利分析圖 

 

 紅外線應用 

在應用方面的專利數量佔了光寶科技公司相關於發光二極體專利的近二分之一

之多15，大多數是關於紅外線的模組，其次是顯示螢幕以及背光源的專利。此

                                                 
15 此數量分析是針對光寶科技公司於台灣所申請的專利數，該公司於台灣相關於發光二極體的專利

數為 51 篇，而與應用相關之專利便有 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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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公司周邊與零件事業群中的光電產品事業部以及視訊產品事業部所生產的

產品為紅外線產品、光耦合器以及顯示器可互相呼應。經由製造與應用端的結

合，大大降低了成本，可替公司的產品加強競爭力。 

 

台灣部分 

光寶公司截至 2007/4/27 止，於台灣共有 589 筆已公開以及已核准專利，而由

於該公司之產品線以及事業部經營種類廣泛16，本研究進一步進行相關於發光二極

體之專利搜尋，結果如下： 

光寶科技截至 2007/6/4 止，在中華民國專利局共計有 58 筆已獲准專利，以及

29 筆早期公開專利，其搜索條件為：((發光 <IN> TTL,ABST,CLMS) AND (光寶 

<IN> AN))，表示光寶科技所有專利包括”發光”二字出現在專利的標題、或者摘要

或著專利範圍者共 87 筆專利(包含已公開以及已獲准專利)17。 

 

◎表 41 光寶科技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分析表(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16 請參考光寶公司之公司簡介。  
17 此數目為經由關鍵字篩選出來之專利數，因為後續研究所需而進行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有些許專利

實際上是與發光二極體無關者，故後續分析之專利數會與此處所敘述者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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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對於光寶科技公司專利之敘述，該公司於台灣所申請之專利也大多位

於下游的封裝技術領域、螢光粉的配方專利以及各種領域應用之專利，上中游的專

利數目不多(見表四十二)。另外再進一步分析下游之專利(見圖二十)也可得到上述

所提到之結論，也就是下游封裝以光學類以及白光發光方式之專利數量最多；搭配

白光發光方式的螢光粉專利數量也為該公司重點投入之處；最後是應用端的專利，

以紅外線應用為最多。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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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螢光粉

應用

 
◎ 圖 23 光寶科技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統分析表(二) 

 

就技術的演進來看，該公司對於應用的專利投入有日漸上身的投入有日漸上

升的趨勢，就光寶公司於 2004 成立光寶汽車公司此一商業活動來看，該公司日後

應該會朝汽車應用相關的發光二極體技術發展，包括汽車的照明：第三煞車燈、汽

車室內照明(照明燈和儀表板顯示燈)和汽車頭燈，以及汽車的紅外線應用：紅外線

偵測裝置(如倒車偵測、車速偵測以及收費偵測等等) 。此方面應用的需求就專利上

還沒有明顯的被彰顯出來，有待日後的進一步觀察18，但值得提到的是光寶科技公

司在應用上的專利在中國大陸申請的數量有日漸超過台灣的趨勢，此一部分在後續

其他國家專利申請的部分將有更詳細之說明。 
 

                                                 
18 經本研究調查光寶科技相關於汽車應用之專利數共有 11 筆(見附件)，而這些專利並無直接或間接

與發光二極體有關，大多專利是利用無線通訊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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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光寶科技公司台灣專利之年代與技術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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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分析整理 

 

不同國家專利申請 

 光寶科技的專利申請區域包括了台灣、美國以及中國大陸，其中以台灣以及

中國大陸的專利申請數量為最多。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陸於發光二極體的專利申

請數量除了幾乎與台灣專利申請數量相近之外，在中國大陸於應用領域方面的專利

與台灣在應用領域方面之專利不甚相同。有別於一般公司通常是先在台灣申請專利

之後，再將專利翻譯成簡體版到中國大陸進行申請，本研究發現該公司於大陸所申

請於應用領域之專利部分在台灣並沒有進行申請(見附件)，這些專利大多是與光學

模組有關者，另有一篇與車輛信號燈有關19，此篇專利在台灣目前查無申請資料，

本研究推論光寶集團應是計劃佈屬大陸之汽車產業，在台灣未查到與汽車應用相關

之專利申請資料，可能與該汽車公司成立時間不久，專利申請還未進入早期公開程

序有關。 

 美國專利的申請部分，大致與其他國家申請的技術領域相符，但數量不多。 

 

 

                                                 
19 申請號 00253829.6，專利名稱「內設發光二極管的車輛信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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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光寶科技於各國家之專利申請數量以及技術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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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3. 技術授權 

2004 年初光寶與 Osram 簽下交互授權合約，光寶將可不受專利權限制，生產並

銷售白光 LED，主要應用市場在於手機面板、手機按鍵、數字相機、投影機、

PDA、LCD Monitor 等背光模塊、及車用音響面板。由於光寶是與 Osram 相互授

權，因此預期該公司付出的專利授權金費應將明顯低於其他單向授權公司。  

又在 2006 年 9 月，光寶公司獲得 CREE 授權該公司單方授權白光 LED 之製造

技術，該見授權之專利號碼為 US6,600,17520，該件專利是由當初 CREE 收購

ATM(Advanced Technology Materials)公司時一併購入之專利，其技術領域內容是關

於利用紫外光加螢光粉發出白光效果之封裝技術。 

◎表 44  光寶科技公司重要契約

 

                                                 
20 Patent No. 6,600,175, title: “Solid state white light emitter and display using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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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光寶科技公司 2005 年年報 

 
4. 共同研發 

由下表可看出光寶科技公司之對外共同研發計畫多是與學術單位合作，計畫之

目的大致可分成培養高科技人才與技術授權兩種。從該公司委託學術單位所進行

之研究計畫可看出該公司對於未來的發展發向著重於汽車電子、光電技術以及最

近十分熱門的數位多媒體家庭中心之技術。光寶科技公司應是規劃從家庭出發之

相關產業，從家中的休閒育樂一直到外出的交通運輸工具所牽涉到的電子科技，

都在該公司未來經營的範疇之內。 

光寶公司的周邊與零件事業群中的網路通訊事業部原本應是主要支援數位整合

事業群中的手機及 PDA 產品，但是從光寶公司 2005 年起停止手機組裝業務之後，

該公司應會繼續尋求數位整合事業群新的發展方向，從該公司委外所進行的前瞻

研究計畫可推論，光寶公司應會朝著未來數位家庭以及車用電子的方向經營發

展。 

此外該公司也十分著重於零組件技術能力的發展，從 2005 年投資龍生工業以及

2006 年與中原大學的專利授權暨產學合作協議都可看出此點。 

另外在該公司與交通大學於 2006 年達成的產學合作協議中，合作內容其中一項

包括了「智權管理平台與訓練計劃」，顯示光寶公司對於智慧財產權之重視，也

表示該公司有計畫經營智慧財產權的管理，並進一步帶入公司的組織中，若能妥

善運用，合併公司經營策略，勢必能成為該公司的發展一大助力。 

 

◎表 45  光寶公司對外之共同研發計畫 

日期 對象/  
合作方式 

主要目的 內容 

（一）前瞻技術計畫 - 包含LED光電技

術、汽車電子與影像技術、以及與數

位家庭相關之通訊與多媒體技術研發 

2006/4/8 國立交通大學 
 
產學合作協議 

透過研發資源

的結合，共同

培育高階精英

(二）智權管理平台與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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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 

 

（三）人才培訓計畫21 - 針對學生與光

寶員工，進行leader培訓  

「具重覆性可精確控制角度的自由落

地測試22」、「快速模具變溫23」的技

術授權 
先進成型與模具技術的深根 

2006/4/25 私立中原大學 
 
專利授權暨產

學合作協議 

期望在模具與

成型技術領域

之研發作深入

的紮根並進行

相關人才培

訓。 
以及資訊化的設計/製造引導平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合資合併/策略聯盟 

2002年11月4日合併光寶集團旗下四家上市公司： 光寶電子、旭麗公司、源興

科技、致福公司，以源興科技為存續公司，並正式更名為「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其中旭麗公司成立於1978年，原主要產品為電腦週邊產品(PDA、印表機、

影像掃描器、多功能事務機及鍵盤等)；源興科技成立於原本主要產品線為彩色顯

示器；致福公司成立於1979年，主要產品為通訊應用設備。以上合併之商業活動促

成了光寶集團的後來幾年的主要產品：顯示器、掃描器、多功能事務機、以及鍵

盤。 

而在2005年之後，該集團開始了另外一波新的商業活動。2005年轉投資成立了

光寶汽車電子公司；投資龍生工業以發展零組件技術；投資力信科技以發展電源供

應器產品；投資力銘科技以發展LCD TV電源轉換器領域，在2006年更取得敦陽科

技100%股權。敦陽科技為一系統整合商，成立於民國82年，主要商品為資訊系統

平台，取得敦陽科技之股權可為其進軍家庭數位中心以及車用電子之產業有莫大之

助益，為其將來整合光寶公司各事業部中各類零組件、系統以及產品扮演重大的角

色。 

                                                 
21 光寶科技將於每年提供經費，與交大電機、資訊、管理等跨學院間，進行前瞻技術、績效管理、

人才培育等整合型的大型研究計畫。 
22 自由落地測試平台計畫提供手攜式各項 4C 產品精確有效的落地資訊，特別是面對無鉛焊錫的 IC
晶片、薄化外殼與顯示面板以及數位影像模組的抗落地結構設計能 夠有效的偵測 
23對於塑膠產品成型的外觀缺陷如結合痕、浮纖和流痕能有效消除，可以降低二次表面塗裝的需

求。  



台灣 LED 產業上中下游專利佈局之比較研究 

 124

 

6. 訴訟 

光寶科技集團所涉訴訟在該公司的 2005 年年報中所歸得的一件訴訟案，是關於

液晶面板之技術專利24，而並未查有關於發光二極體之案件。 

 

 

三、 億光電子公司 

 

一、公司簡介 

1. 營業項目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5為董事長葉寅夫先生於民國72 年5 月28 日投資創

立於台北縣土城市，主要生產LED 半導體產品。億光公司產品主要以光電零件為

主，區分為發光元件、感測元件及光電半導體模組三大類。 
 

◎表 46  億光公司主要產品一覽表 

發光元件 感測元件 感測元件及光電半導體模 
組 

發光二極體燈泡 
發光二極體顯示器 
表面黏著發光二極體

(SMD) 
發光二極體組件 
紅外光二極體燈泡 

光電晶體 
光二極體 
光積體電路 
光感測組件 

紅外線傳輸模組 
塑膠光纖傳輸模組 
塑膠光纖傳輸模組 
等面射型雷射封裝及模組 
 

資料來源：億光公司2005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24 Guardian Industries Corp. 於九十四年一月十九日向美國德拉瓦州聯邦地方法院提出包括光寶公司

及子公司(Lite-On Inc. (USA) 與 Lite-On Trading USA, Inc.) 與其他國內外公司在內共計 35 家公司侵

害其液晶面板技術專利之訴訟。因本訴訟涉嫌侵權之液晶面板技術專利係光寶公司之供應商於製造

過程中所使用，光寶公司及各子公司係採用供應商已製造完成之液晶面板進行組裝成為顯示器產品

後加以銷售，光寶公司已分別要求面板供應商出面解決。該訴訟案請求金額為未定額(Unspecified 
Claim)。除中華映管公司與 Guardian 尚在談判中未達成和解外，其他所有面板供應商皆與 Guardian 
達成和解，如中華映管公司亦達成和解，本案即告終結。 
25 億光電子公司網站：www.everlight.com/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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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公司的兩大主要產品：發光元件以及感測元件來看，也可大致區分為可

見光產品以及不可見光產品，目前已可見光產品之營收為主，佔了該公司營收比例

的百分之八十七。 
 

◎表 47  億光公司 94 年度主要產品之營業比重 

項 目 重要用途 銷售淨額(仟元新台幣) 營業比重

發光元件 電子、電器、電機產品、電子

看板、電腦滑鼠及家用電器 
5,872,173 87%

感測元件 電腦滑鼠、光電開關位置感測 863,694 13%
合計  6,735,867 100%

資料來源：億光公司2005年年報 
 
 由銷售區域來看，主要分為亞洲、歐洲以及美洲，由 93 年度以及 94 年度的

銷售比例來看，歐洲的銷售有上漲的趨勢。 
 

◎表 48  各產品銷售分佈區域 

 
資料來源：億光公司2005年年報 

 

◎表 49  億光電子公司主要競爭對手及市場佔有率 

 
資料來源：億光公司 2005 年年報 

 
2. 公司主要產品 

產品名稱 產品描述 
發光二極體元件(Light 省電、體積小、 可大量生產、 反應速度快、可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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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tting Diode Device) 點亮、操作壽命長、可以積體電路脈衝式驅動控制亮

度、高可靠度、色彩飽和度超過NTSC100%等優點。

故產品可廣泛應用於汽車之衛星導航儀、通訊、TFT-
LCD 背光模組、消費性電子及工業儀表等各種不同之

平面顯示器。 
發光二極體燈泡(LED 
Lamp) 

此類產品由於應用廣泛，且由於操作壽命長、　產品

功能穩定，目前已逐漸取代部份傳統燈泡顯示市場，

如緊急逃生看板、汽車儀板表、汽車信號指示燈、機

場信號燈、交通號誌等用途。 
發光二極體顯示器

(Digit/Dot Matrix Display) 
主要應用於工業電子電機產品的各種控制顯示及各類

家用電器產品，此類產品由於亮度高、色彩表現豐富

生動、易模組化，因而在美、英、日本等國的電子遊

戲休閒市場更具龐大的需求數量，近五年來，隨室內

的活動顯示幕看板逐漸普及，更增加此類產品於此一

領域市場之應用價值。 
表面黏著型發光二極體

(Surface Mount Device 
LED) 

為因應市場上輕薄短小的需求及搭配目前電子組裝產

業廣泛使用之表面黏著技術，表面黏著型發光二極體

的應用範圍主要包括手機的各種燈號顯示及螢幕背光

源、汽車儀表板、資訊電腦產業、玩具工業等各式產

品。 
紅外線二極體燈泡(Infrared 
LED) 

紅外線二極體的應用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已有相

當長的應用歷史，目前業界普遍應用於紅外線遙控及

夜視功能的監視器。 
發光二極體組件(LED 
Module) 

因產品裝配設計需要，必須與塑膠製品一起組合以方

便其組裝，因此供應一系列標準產品或依客戶圖面生

產的相關組件供應。由於大量組裝產品可外包至低價

勞力市場組裝，可創造較多利潤，目前產品有LED 光
源、Big Lamp、LCD 背光板、LED 陣列等產品，業

界普遍應用於掃描器光源、戶外用看板、液晶顯示器

的光源、顯示螢幕等。 
感測元件及其模組(Photo 
Sensor Module) 

為一種可見光或非可見光元件的光感應元件，該公司

主要產銷產品包括光電晶體、光二極體等元件及相關

模組，應用包括各類家電搖控器、光感應自動控制、

照相機自動對焦與光度感應、投幣器、光通訊、各類

光控燈光裝置、電腦周邊控制裝置、各類警報器感應

裝置、紅外線無線耳機、及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的

紅外線接收介面等。 
光電晶體(Photo Transistor) 此類感應元件屬於一種矽半導體，可與各類LED 組裝

配對用於各種光控開關，電腦滑鼠，軌跡球，投幣器

或簡易的光感信號控制。 
光二極體(Photo Diode) 此類為高速光感應元件也是矽半導體的一種，主要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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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各類家電搖控、紅外線無線耳機、光通訊及個人

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的紅外線高速光感應接收介面。 
光積體電路(Optoelectronic 
IC) 

將光感測元件與放大線路整合在一片IC 晶片上，不論

在光通訊、光編碼或光感測上，都有應用。但在整合

後價格及線路節省成本上必須做統一考量。 
光感測模組(Photo Sensor 
Module) 

光感測模組係將光感測元件與其他元件一起組裝而

成，以便於客戶的設計與應用，目前本公司所產銷之

光感測組件包括有光電遮斷器、紅外光接收模組或其

他客戶委託設計生產之組件等。本年度更因應輕、

薄、短、小之市場趨向，開發Mini-IRM，以迎合市場

需求。 
紅外線資料傳輸接收模組

(IrDA Transceiver Module) 
如Notebook、PC、Printer、數位相機、手機等之間的 
信號或檔案傳輸，為大部分消費性電子產品之基本配

備。 
迷你型紅外線接收模組

(Miniature Type Infrared 
Receiver Module) 

為因應VCD、Air-con、TV 對紅外線遙控接收模組輕

薄短小的需求，混成型的模組逐漸減少，迷你型則大

幅增加。 
PDIC 封裝 將Photo Diode 和IC 整合在一個晶粒上，億光將以

OEM 封裝成PCB Type，可大量用於CD-R、CD-
ROM\RW、DVD-R、DVD-ROM\RW 等。 

資料來源： 億光公司2005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3. 公司沿革 

1983 5月28日公司成立, 生產發光二極體與數字型顯示器 

 1984 導入生產紅外線產品 

 1989 苗栗苑裡廠成立 

 1990 獲日本SHARP評選為OEM合作廠商 

 1991 1. 大陸恆光廠成立2. 遷入土城新廠(面積:11,570平方公尺) 

 1994 獲美國QT Opto 選為 OEM合作廠商 

 1995 通過 ISO-9002 認證 

 1996  SMD研發成功, 成為全世界生產迷你 LED 最多樣化的廠商 

 1998 通過 QS-9000認證 

 1999 1. 通過 ISO-14001認證2. 股票上市 

 2000 苗栗苑裡廠擴建 

 2001 蘇州廠成立 (面積:136,000平方公尺) 

 2002 蘇州廠加入生產行列 

 2004 獲SONY認證評選為環境保護的綠色伙伴 

 2005 Pb Free 導入1. RoHS 導入2. 通過TS-16949認證3. 蘇州廠擴廠 
資料來源： 億光公司 2005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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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組織 

就公司組織來看，該公司並無特別設立智慧財產控管的相關部門，而是應該由

研發處負責相關事宜，該公司也沒有法務部門，而是由總辦室負責法律事務之進

行，可能也另有外包的合作法務公司。 

 
資料來源： 億光公司 2005 年年報 

 
◎圖 24 億光電子公司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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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億光公司 2005 年年報 

 
◎圖 25 億光電子公司關係公司組織圖 

 

5. 公司發展策略及未來方向 

 
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1)戶外及戶內全彩LED 看板 

在某些戶內公開場合，如餐廳、俱樂部、酒吧等需要超過60 吋或更大尺寸 

的顯示器（如戶內全彩LED 看板），而這顯示器需要提供更高解析度、適

合的亮度與較大可觀看角度，96年度將投入研發高解析度與大可視角度的全

彩LED 看板模組。 

(2)汽車應用之高信賴性LED 

應用在汽車的煞車燈、後方向燈、後視鏡方向燈，前方向燈、儀表板背光

等。然而，汽車使用的LED 會承受比一般LED 更嚴苛的使用條件，如高低

溫衝擊、高低溫下使用、震動、陽光曝曬、高濕度下使用等，因此，使用於

汽車應用之LED 需具備更高的信賴性。 

(3)Ambient Light Sensor 

針對手機電力節省所開發新產品，新一代Ambient Light Sensor 將可偵測環

境光強弱來控制手機各式背光模組電力輸出,此產品將可增加電池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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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此Ambient Light Sensor 亦可應用於汽車照明，可作為自動偵測周圍亮

度以點亮頭燈之感應裝置。 

(4)薄型超高輝度白光SMD 

滿足配置在消費性電子產品對亮度要求越來越高的小型彩色螢幕之背光源，

如照相手機及數位相機上。 

(5)超薄型全彩SMD 

因應電子產品日趨小型化、薄型化之市場潮流。 

(6)粉色系LED 

符合更新潮的產品設計需求 

(7)色彩感應器 

(8)LCD 背光源模組 

(9)照明模組 

 

二、億光電子公司智慧財產發展狀況 
 

1. 技術及研發概況 

研發成果及未來研發計畫 

(1)九十四年開發成功產品： 

 LED 看板模組 

 開發更高解析度之戶外及室內LED 看板模組 

 高功率LED 發光體 

 高功率LED 模組 

開發應用於LCD TV 背光模組以取代CCFL 及照明市場的高亮度、高效率之

LED 模組，此一模組技術亦將提昇億光的模組電子線路之開發技術。 

 25Mbps Phot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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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微軟提出新一代音效軟體規格(7.1 聲道，192KHz 取樣頻率，24bit 解析位

元)所作開發產品。 

 Ultra-Slim SMD IRM 

有鑑於車用TFT-LCD TV日漸普及，所作開發產品。 

 Ultra-Slim IrDA 

時下流行手機電子錢包(e-wallet)，目前IrDA協會已推IrFM技術規格配合此潮

流趨勢，開發2mm以下手機IrDA產品。 

 超高輝度白光SMD LED 

藉由封裝技術的提昇，使白光SMD LED具備更高亮度的表現，可滿足配置在

消費性電子產品對亮度要求越來越高的小型彩色螢幕之背光源，如照相手機、

PDA及數位相機上。 

 超薄型高輝度側射型白光SMD LED 

薄型化之LCD、PDA及小型顯示板，其背光源皆使用此產品。 

 超薄型全彩SMD LED 

皆其廣泛應用在Mini-phone、折疊式手機及小型看板、小型化電子產品上。 

 粉彩色系列LED 

提供更繽紛的LED色彩，以符合更新潮的產品設計需求。 

 表面黏著型顯示器 

配合市場上的需求，將開發3mm及5mm字節高度薄小型高亮度顯示器，未來

該類產品將可運用於小型機電控制顯示及家電產品上。 
 

◎表 50  億光電子公司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研發支出金額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94年度 95 年度截至3 月31 日止 
金額 160,456 41,605 
研發投入佔年度銷售值

比例 
2.7% N/A 

資料來源：億光公司2005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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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利 

重要技術 

 億光電子公司因其處於發光二極體產業鏈的下游，故從其專利申請之技術領

域來看也可發現，大部分的專利是申請於下游封裝方面的技術，上游及中游技術領

域之專利數很少。相較於光寶電子和東貝這兩間同處於下游封裝的公司，億光電子

所申請之封裝技術專利範圍最為廣泛，現在較為熱門的高功率型、表面黏著型、覆

晶型以及紫外光加螢光粉發出白光等封裝技術都有申請專利，其中又以側邊發光

型、　散熱以及光學類最多。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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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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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

SMD

FL

SMD+FL

 
◎圖 26  億光電子公司下游封裝專利分析圖 

 

 側邊發光型： 

此類封裝產品應是應用在億光電子公司之主要產品中發光元件裡的發光二極體

顯示器。 

 散熱型： 

發光二極體的散熱關係到了 LED 本身的發光效率以及使用壽命，從專利數量上

看來億光電子公司十分注意散熱的封裝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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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學類： 

億光電子公司的主要產品中也包含了感測元件以及光電半導體模組，故發光二

極體的封裝方式許多會與其光學技術的考量有關。 

關於螢光粉之專利數目不多，台灣及中國大陸都各只有兩篇專利，相對於該公

司於下游封裝關於白光發光方式的專利數量也為數不多，此處或許可以推論該

公司於白光發光方式之技術發展投入不多；在應用方面的專利，台灣以紅外線

最多，中國大陸則以背光模組最多。 

 

台灣部分 

億光電子截至 2007/6/4 止，在中華民國專利局共計有 61 筆已獲准專利，以及

13 筆早期公開專利，其搜索條件為：((發光 <IN> TTL,ABST,CLMS) AND (億光 

<IN> AN))，表示億光電子所有專利包括”發光”二字出現在專利的標題、或者摘要

或著專利範圍者共 67 筆專利(包含已公開以及已獲准專利)26。 

 

◎表 51  億光電子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分析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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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26 此數目為經由關鍵字篩選出來之專利數，因為後續研究所需而進行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有些許專利

實際上是與發光二極體無關者，故後續分析之專利數會與此處所敘述者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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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因為億光電子公司位於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中的下游封裝部份，故在

台灣申請的專利也多半是位於下游封裝的技術，佔了該公司發光二極體相關專利的

百分之八十，次之是應用方面的專利，大約佔了百分之十五（見圖二十四）。特別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一般業界在極力發展的白光發光二極體，在億光電子公司的研

究發展方向中，似乎不為發展重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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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億光電子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統分析表(二) 

 

 就該公司技術的演進來看，2003 年之前該公司技術的發展成一不穩定趨

勢，在 1997 年、2002 年以及 2003 年出現了技術發展的斷層，在 2003 年之後，也

就是從 2004 年至目前為止，該公司的專利申請開始呈現穩定的成長。 

 技術的佈局看來，該公司大多都是專注於下游封裝技術的專利申請，而再近

一步探究封裝技術的發展，可發現億光電子公司於 2006 年開始大量申請有關側邊

發光型的封裝專利，此封裝類型多用於看板，本研究推測該公司應有相當之營收部

份來自於電子看板，且在公司未來重點發展部份也有多項是與電子看板產品有關

（如戶外及戶內全彩 LED 看板以及 LCD 背光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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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億光電子公司台灣專利之年代與技術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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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不同國家專利申請 

 億光電子公司之專利申請包含了台灣、中國大陸以及歐洲(德國) ，值得注意

的是該公司在美國的專利商標局資料庫(USPTO)以及 Delphion 資料庫包含已核准

和早期公開部份均查無專利申請的資料。該公司主要申請之專利區域便以台灣以及

中國大陸為主，而以台灣部份之專利較多，大致上技術分佈無太多差異。但是在應

用方面的專利中國大陸多了三篇於照明以及背光模組的專利27。 

 

                                                 
27 申請號 97113147.3，專利名稱「電子元件的背光板的製造方法及其成品」；申請號 99208500.4，

專利名稱「可調變多色系的雙色型發光二極管背光板」；申請號 200520012082.8，專利名稱「印刷

電路板焊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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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億光電子於各國家之專利申請數量以及技術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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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3. 技術授權 

下表為億光電子公司於該公司2005年年報中所揭露之專利授權契約，主要內容

包括： 

• 取得白光LED於SMD封裝技術之製造以及銷售權 

• 藍色 InGaN晶片結合螢光粉之使用技術 

此一授權活動或可解釋在上述分析億光電子公司專利時，發現該公司並無投入

許多研發資源於研究白光發光技術以及螢光粉專利。本研究推斷該公司於白光

發光技術主要依賴外部授權而來。 

 

◎表 54  億光電子公司重要契約 

契約性質 當 事 人 契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專利授權

契約 
德國歐司

朗公司 
(Osram 
GmbH) 
 

92.09.30~被授權

專利有效期限內 
 

白光及SMD LEDs 
(白光LED製造技

術及專利使用權) 

合約內容保密 
 

資料來源：億光電子公司2005年年報 

 

4. 共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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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該公司之年報以及網路上所可蒐集之公開資訊，並無查得該公司與任何研

究機構或者其他相關產業公司有進行共同研發之活動。 

 

5. 合資合併/策略聯盟 

億光電子與晶元光電的聯盟關係，使得發光二極體產品從上游到中游以致於下

游都有了完整的供應線，但為了多方開拓晶片進貨來源，該公司近年來增加了燦圓

光電作為次要晶片供應商。另外支架部份的供應為一詮精密與青木。 

 

6. 訴訟 

億光電子所牽涉之訴訟許多都與晶元光電為共同被告28，經查所有於本研究所

使用之資料庫搜尋之後，億光電子所涉訴訟均由日亞化學公司（Nichia）為原

告，茲將訴訟資料整理成下表。 

 從下表可看出，日亞化學公司多半直接要求損害賠償，而非以授權方式主張

其專利權，而其用來進行訴訟的專利大致可分為三類： 

(1) 上游磊晶部份的藍光晶片(GaN)製造方式 

(2) 下游封裝專利，又可分為： 

 a. 以藍光晶片加螢光粉達到白光發光效果之封裝技術 

 b. 側向式發光(side-view)之封裝技術 

(3) 設計專利（新式樣專利），此部份以表面黏著式（SMT）之封裝技術為代

表。 

 

從此一專利侵權訴訟趨勢可發現，隨著日亞化學公司所強勢的藍光晶片製造方

式以及白光LED發光方式等專利逐漸到期，該公司所採用之訴訟策略也有所調整。

從2006年對億光電子的訴訟可以發現，日亞化學公司也開始使用新式樣專利進行訴

                                                 
28 億光電子關係企業中的 E&E (Epistar and Everlight) 公司，為晶元光電以及億光電子合資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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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故本研究所得之結論認為，台灣廠商應積極的發展發光二極體於上中下游甚至

到應用端的專利，而非消極的等待競爭對手專利過期，或者只甘於處在被動方等待

競爭者提出專利授權。台灣廠商須積極面對發光二極體產業專利侵權的疑慮，否則

即使將來日亞化學重要專利到期，仍可能出現其他的專利訴訟問題。 

 

◎表 55  日亞公司與億光電子專利侵權訴訟整理表 

時間 描述 專利標的 技術內容 產業鏈位置 
1999 專利侵權，請求禁制

令。 
JP2900928 藍光LED晶片 上游磊晶 

2004/6 專利侵權，請求禁制

令 。 
（於2004/10/29 授權和

解） 

JP2927279 
 

白光LED技術 
 

下游封裝 

2004/10 專利侵權，請求損害賠

償。 
TW106722
 

藍光LED晶片  上游磊晶 

2004/11 
 

專利侵權， 向大阪海關

提出禁止進口。 
（此案件被告為E&E） 

JP1171193 
 

side-view type 
LEDs used for, 
among others, 
light sources for 
LCD back-lights

下游封裝 

2005/5 
 

專利侵權 
（此案件被告為E&E） 

JP 3503139 
 

白光LED技術 下游封裝 

2006/4 新式樣專利侵權， 提出

訴訟並請求損害賠償 
TW089,036
 

手機LCD背光

的SMD型LED 
 

下游封裝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東貝光電公司 

一、公司簡介 

1. 營業項目 

 各種發光二極體指示燈、紅外線發光二極體、發光二極體數位顯示器、時鐘顯

示器、光藕合器、滑鼠組件、電源供應器、二極體用導線、電子線、各類電子

工業用導線研究開發、製造、加工、買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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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元件、半導體元件、零組件、成品、系統設備製造及買賣業務。 

 光纖系統設備設計、製造、買賣業務。 

 各種電子機械、自動化機械設備、零件及電子用零件製造、加工、買賣業務。 

 電腦週邊設備零配件製造、加工、買賣業務。 

 前項有關原、物料之批發買賣業務，以及前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易業務。 

 代理前各項有關國內外廠商產品報價投標及經銷業務。 

 

2. 公司主要產品 

東貝光電公司目前之商品項目包括 

 可見光元件：表面黏著型(SMD)、食人魚型(Piranha)及燈泡型等型態之高亮度

發光二極體。 

 不可見光元件：紅外線接收/發射二極體、光遮斷器等。 

 通訊及紅外線接收模組：CMOS 感測模組、紅外線接收模組、塑膠光纖模組及

雷射二極體等。 

 

◎表 56  東貝光電公司各項商品之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千元 
94 年度 產品 重要用途或功能 

營業金額 營業比重% 
可見光元件 家電、通訊、電腦、汽車等產品

之背光源以及指示光源 
1,148,549 49% 

不可見光元件 家電、通訊、汽車、滑鼠、遙控

器之發射與接收元件 
264,041 11% 

通訊及紅外線接收

模組 
光通訊與資訊傳輸之發射與接收

模組 
899,466 38% 

其他 其他 52,732 2% 
合                        計 2,364,788 100% 

資料來源：東貝光電 2005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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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東貝光電主要銷售地區 

單位:新台幣千元 

93 年度 94 年度  

銷售金額 % 銷售金額 % 
內銷 737,444 37 1,319,065 55 

亞洲 1,029,015 51 871,870 37 
美洲 244,839 12 161,946 7 

外

銷 
其他地區 714 - 11,907 1 

總計 2,012,012 100 2,346,788 100 
 

資料來源：東貝光電 2005 年年報 
 

◎表 58  東貝光電各主要部門營業項目 

部門 負 責 業 務 內 容 
稽核室 1. 檢查及評估內部稽核制度是否健全，並提供分析評估等

建議。 
2. 促進合理成本達到有效之管理控制及改善作業之效率。 

新產品事業部 新產品事業之開發及銷售業務 
光電元件事業部 光電元件之開發、管理與銷售 
紅外線事業部 紅外線及通訊元件消關應用產品之開發、管理與銷售 
系統事業部 系統整合產品及汽車相關應用產品之開發、組裝、管理與

銷售 
製造事業部 1. 發光二極體產品之生產 

2. 生產流程改善，提高產品良率及生產效率 
3. 設備維護相關事宜 

管理處 1. 經營事項及事務流程之規劃、推動與追蹤 
2. 公司日常事物管理與規劃 
3. 公司電腦化公司之規劃、推動與追蹤 
4. 工業安全事務辦理 
5. 人員招募、教育訓練、考核、升遷、獎懲等事項 

品保處 1. 公司品質管制制度之建立 
2. 原、物料及製成品之相關檢驗工作 

財務處 1. 出納、資金調度等相關事宜 
2. 會計帳務處理之相關事宜 
3. 稅務結算申報相關事宜 
4. 編制各項管理報表，供決策參考 

 
資料來源：東貝光電 2005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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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沿革 

 

創立東貝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1,000萬元，專業生產紅外線發光

二極體及各種發光二極體指示燈等電子零件。 1993 
開始大量生產，同時決定致力於紅外線發光二極體之專業生產。 

 
1996 

順利進入日本遙控器市場，成為主要遙控器供應商。 

於新加坡設立子公司（Unity Opto Technology Pte Ltd.）負責東南亞地區之銷

售業務。 

於美國加州設立美國子公司（Unity Microelectronics Inc.）負責北美地區之銷

售業務。 

 
1997 

成立「雅置投資有限公司」從事來料加工管理業務。 
 
1998 

於日本設立日本子公司（BOHA JAPAN CO., LTD.）負責日本地區之銷售業

務、研發及資訊蒐集。 

1999 證期會核准公開發行。 

 
2000 

於韓國設立韓國子公司（UNITY KOREA CO., LTD）負責韓國地區之銷售

業務及資訊蒐集。 
 
2002 

掛牌上市。 

 
2003 

成立「西薩摩亞日聚有限公司」從事發光二極體相關事業之投資。 

 
2004 

通過ISO/TS16949汽車業品質管理體系國際標準認證。 

 
2006 

成立各產品線事業部。 

 

4. 公司組織 

就公司組織圖以及該公司各主要部門營業項目看來，該公司並沒有在內部設

置法律部門、也無相關專職負責智慧財產問題以及規劃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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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東貝光電公司 2005 年年報 

 

 
◎圖 28 東貝光電公司組織圖 

 
5. 公司發展策略/未來方向 

 
  該公司產品之發展策略，主要朝高附加價值與高單價之產品研發；為因應消

費性電子產品市場需求之急速發展，應用於中、小尺寸背光源之LED 已大量出

貨，未來將有更廣大之運用，且車用市場之可見光LED 與紅外線LED 產品應用亦

維持穩定成長。目前上述品皆已開始出貨，惟本公司仍持續致力於良率之提升與更

高階產品之研發，包括中、大尺寸LCD背光模組、高功率照明設備LED等均將是未

來的明星產品。 

其中應用於背光源產品之LED 及汽車電子商務應用零組件等，均預期有高

度成長，由於95 年度產品整體之佈局將較94 年度完整，且新產品之應用已逐漸成

熟，相信未來東貝在技術與產品上將持續發展，穩健成長。 

現行臺灣較具專業能力生產紅外線LED 的廠商，除東貝光電公司外，主要

尚有光寶與億光，惟該二家公司可見光LED 仍為其主要營收來源；而在其他高附

加價值產品，包括紅外線接收模組、塑膠光纖發射接收模組等，東貝光電則是台灣

極少數自有品牌且大量生產之公司，其主要之競爭對手以國外廠商為主。由於國內

此部份全球佔有率仍屬偏低，而且紅外線LED 在光電市場之應用普遍，其成長空

間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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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計劃開發之新產品 

 (1)紅外線產品 

a. 高功率紅外線發光二極體。 

b. 紅外線接收之受光二極體與光電晶體。 

c. 無線資料傳輸應用之高功率紅外線發光二極體及受光二極體。 

d. Lead-Frame type光通訊模組。 

e. Ambient Light Sensor。 

(2)可見光產品 

a. 汽車用高品質高功率LED。 

b. 新一代高功率照明產品。 

c. 發光二極體之車燈模組。 

d. 高亮度白光發光二極體。 

e. 大尺寸背光源使用之LED。 

f. 1W、3W、5W等之高功率Power LED。 

 

二、東貝光電公司智慧財產發展狀況 

 

1.技術及研發概況 

由該公司於 2005 年年報所揭露自 90 年度到 94 年度之研發投入情況可發現，該

公司於研發投入之情況有逐年下降之趨勢。 

 投入研發之費用 

就該公司年報中所揭露之 90 年度至 94 年度公司研發費用以及沿發展營業收入

總額比例來看，雖然研發費用投入金額有增加，但比例上是下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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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東貝光電公司近五年來研發投入情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90 年度 91 年度 92 年度 93 年度 94 年度 

研發費用 33,391 36,025 44,399 49,017 36,776 
營業收入

淨額 
1,037,634 1,256,673 1,551,395 2,012,012 2,364,788 

研發費用

佔營業收

入總額比

例(%) 

3.22 2.87. 2.86 2.44 1.56 

資料來源：東貝光電公司 2005 年年報 

 開發成功之技術與產品 

東貝光電公司 94 年度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CMOS Sensor 光學模組 

 Lead-Frame Type 半導體雷射二極體 

 雷射二極體指標器模組 

 1W 之高功率 Power LED 

 七吋車用背光源模組 

 Middle Power LED 

 

該公司產品之發展策略，主要朝高附加價值與高單價之產品研發；為因應消費

性電子產品市場需求之急速發展，應用於中、小尺寸背光源之LED 已大量出貨，

未來將有更廣大之運用，且車用市場之可見光LED 與紅外線LED 產品應用亦維持

穩定成長。目前上述產品皆已開始出貨，惟本公司仍持續致力於良率之提升與更高

階產品之研發，包括中、大尺寸LCD背光模組、高功率照明設備LED等均將是未來

的明星產品。 

 

2.專利 

重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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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東貝光電公司於 1993 年成立之時便是以紅外線發光二極體為主要發展方

向，故在其申請之專利中佔有很大一部分之專利是關於紅外線方面之應用(如光學

滑鼠、紅外線遙控等等)，從 2000 年開始該公司的專利申請開始往下游封裝技術方

面發展，此也可對應到該公司於 2003 年成立「西薩摩亞日聚有限公司」以從事發

光二極體相關投資事業。東貝光電公司關於下游封裝的專利大多是在結構方面，強

調使其容易組裝、提高生產效能之封裝技術。進一步研究該公司下游封裝的技術可

以大致分為下列幾種： 

 光學型 

東貝光電公司產品有許多與光學模組有關，如紅外線接收模組、CMOS

感測模組等。在該公司 2005 年年報中揭露了將來增添生產設備的其中一

主要用途便是用於 CMOS 的感測模組以及紅外線接收模組，故研判該公

司未來應該會繼續在此一領域投入研究資源。 

 散熱型 

該公司與現在發光二極體大多數的下游封裝廠一樣，都相當重視散熱技術

的發展。隨著發光二極體的亮度越來越高，散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希

望能保有市場競爭力的下游封裝廠無不在此領域積極研究。且在該公司未

來的規劃中，發展高功率的 LED 也是一個重點發展方向，而高功率 LED

的散熱決定了此類產品很大一部分的效能。 

 側邊發光型 

目前東貝光電公司的可見光元件產品已經占了該公司營收的近一半比重，

而其中大尺寸背光源更是該公司正在計畫開發之產品，側邊發光型以及表

面黏著型發光二極體的需求會急速提升。 

 白光 LED-紫外光加螢光粉型 

該公司未來的計畫發展產品中高亮度白光發光二極體也列於其中，而從東

貝光電公司的專利申請內容來看，該公司未來發展的白光發光方式應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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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紫外光加螢光粉的類型，不過截至目前為止此類專利數量不多29。但該

公司於 2005 年年報中提即將來所增添之生產設備除了用以擴充 

CMOS 感測模組、紅外線接收模組以外便是用於新增白光SMD LED 產品

產能，故該公司對於此領域之研究投入目前尚未趕上生產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23.8%

4.8%

9.5%

14.3%
14.3%

23.8%

9.5%

其他

固晶

光學

混光式

散熱

側邊發光型

紫外光+螢光

 
◎圖 29  東貝光電公司下游封裝專利分析圖 

 

台灣部分 

東貝光電公司截至 2007/6/4 止，在中華民國專利局共計有 33 筆已獲准專利，

以及 0 筆早期公開專利，其搜索條件為：((發光 <IN> TTL,ABST,CLMS) AND (東

貝 <IN> AN))，表示東貝光電公司所有專利包括”發光”二字出現在專利的標題、或

者摘要或著專利範圍者共 33 筆專利(包含已公開以及已獲准專利)30。 

 東貝光電公司於台灣所申請之專利數量不多，此一現象或許與該公司於研發

投入之金額有逐年減少之情形有關，主要技術如上述重要技術部份所提及之，大部

分分布在下游封裝區域，次之是應用。 

 

                                                 
29 紫外光加螢光粉的白光 LED 發光方式專利在美國申請有一篇、台灣兩篇、大陸兩篇以及歐洲一

篇。 
30 此數目為經由關鍵字篩選出來之專利數，因為後續研究所需而進行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有些許專利

實際上是與發光二極體無關者，故後續分析之專利數會與此處所敘述者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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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東貝光電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分析表(一) 

0

5

10

15

20

25

結
構

設
計

磊
晶

pa
te

rn
in

g

晶
粒

切
割

封
裝

螢
光

粉

上游 中游 下游 材料 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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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東貝光電台灣專利之技術與數量分析表(二) 

 

 就技術的演進來看，該公司在 2003 年以前的專利數量不多，到了 2004 年開

始專利申請數量增加，且申請的技術領域也較廣泛。由下表可以發現東貝光電公司

進入 2004 年之後於下游封裝技術有了較多的投入，除了開始增加散熱的技術、光

學的技術以及其他各種封裝技術之外，最為明顯的便是側邊發光型的封裝技術的增

加，在該公司未來計畫於顯示器的發展下，與顯示器有關的發光二極體相關封裝技

術應該會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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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東貝光電公司台灣專利之年代與技術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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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不同國家專利申請 

 東貝光電公司的專利申請在本研究的調查下，基本上包括了台灣、美國、中

國大陸以及歐洲(德國)，而在技術方面都是以下游的封裝技術以及應用為主。值得

注意的是該公司於中國大陸申請的數量已經非常接近台灣的專利申請數量31，而與

本研究其他公司的分析結果相同，台灣廠商在中國大陸所申請之專利大多數都會將

重心放在應用方面的專利。東貝光電在大陸所佈局之應用專利主要是放在紅外線相

關應用以及照明方面，此與該公司未來之事業計畫相符。 

 就分析結果看來，東貝光電公司於白光發光方式的專利方面並無積極的部

署，而該公司也沒有相關於螢光粉的材料專利，就分析結果所見，該公司所採用的

白光發光方式多是以混光的方式達成之，此種方式的優點是較無專利侵權疑慮，而

缺點是因多晶片的組合造成線路佈置複雜，而成本也相對較高。而在本研究對於東

貝光電公司之技術授權研究發現，該公司之螢光粉應是與 Intematix 公司授權而

來，也就顯示該公司在螢光粉方面並無積極建立自主技術。 

                                                 
31 在分析表中所顯示中國大陸的專利數量較台灣來的多是因本研究再進行台灣專利搜尋時有進一步

利用關鍵字，而中國大陸部分則因檢索系統本身的限制故並沒有進一步以關鍵字篩選，故台灣專利

的數量呈現會較中國大陸來的少，是因為有部分專利在運用關鍵字搜尋十被系統自動剔除，事實

上，台灣專利的數量是與中國大陸差距不多的，特此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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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東貝光電於各國家之專利申請數量以及技術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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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結構設計

上游 磊晶

中游 paterning

中游 晶粒切割

下游 封裝

應用

材料 螢光粉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3.技術授權 

東貝光電公司於 2005 年 8 月經 Intematix 公司授權使用 Y46(TM)及 Y45(TM)之

螢光材料，其餘之重要契約大多是銷售合約、產品代理合約以及採購合約，與專利

之授權無關。 
 

◎表 63  東貝光電公司重要契約 

契約性質 當事人 契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銷售合約 A 94.01.25~95.12.31 發光二極體模

組產品 
不得對其他合作

廠商以外之第三

人銷售該產品 
產品代理與

銷售合約 
B 94.02.14~32 CMOS 產品代

理與銷售合約 
銷售地限於台灣

及大陸地區 
銷售合約 C 94.01.15~95.12.31 紅外縣發光二

極體相關產品

銷售 

不得對其他合作

廠商以外之第三

人銷售該產品 
採購合約 D 94.03~95.12 IC 採購 銷售地限於台灣

地區 
銷售合約 E 94.01.15~95.12.31 提供所需產品 不得對其他合作

廠商以外之第三

人銷售該產品 
資料來源：東貝光電公司 2005 年年報 

                                                 
32 此部分資料來源是由東貝光電公司 2005 年年報所取得，並未注明契約結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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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研發 

經查該公司之年報以及網路上所可蒐集之公開資訊，並無查得該公司與任何研

究機構或者其他相關產業公司有進行共同研發之活動。 
 
5.合資合併/策略聯盟 

東貝光電公司現與奇美集團聯盟以及燦圓光電組成策略聯盟，藉由奇美集團於

顯示器消費端之強大支援，東貝光電公司未來應會十分著重於顯示器用之發光

二極體，而其白光發光二極體的晶片來源則由燦圓提供藍綠光晶片， 

然後由東貝光電公司以混光方式封裝製造成可發出白光之 LED，此一結論也與

本研究從東貝光電之專利佈局策略部分之預測相符。也可說從燦圓光電到東貝

光電一直到奇美光電所組成之策略聯盟，可完整的包覆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中從

上游到下游一直到消費應用端的部分。 
 

6.訴訟 

經查該公司之年報以及網路上所可蒐集之公開資訊，並無查得該公司與任何研

究機構或者其他相關產業公司有進行專利侵權訴訟之活動。 

 

 

第二節 個案公司智慧財產佈局分析 
 

依據以上針對晶元光電、光寶科技、億光電子以及東貝光電四間公司的公司

介紹以及智慧財產的管理狀況，本研究進一步進行綜合的比較分析。 

 

個案公司發展概況比較分析 

• 晶元光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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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為目前全球最大之四元高亮度 LED 製造商，而為了與世界一流的高

亮度白光晶粒製造商競爭，該公司也積極發展氮化物製造的藍光晶粒製造技

術。 

除了在技術方面的研究發展之外，晶元光電公司也以併購相關產業公司以及

轉投資成立公司的方式擴充該公司的產能以及技術。經過併購國聯光電、元

砷光電、以及連勇科技公司之後，該公司已成為規模最大的發光二極體上中

游製造商，且也完整具備了紅藍光的發光二極體製造技術。 

 

• 億光電子公司 

此公司與晶元光電公司之結合可是為一完整從上中游到下游垂直整合的一條

生產線，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該公司的專利策略卻沒有減少專利侵權訴訟

事件的威脅。從 2004 年開始遭受到日亞化學公司針對該公司封裝技術的侵

權訴訟之後，才開始看到該公司於側邊發光型之封裝專利開始投入研究。故

本研究認為該公司應該檢視其專利部署的策略，唯有積極的規劃才能免於專

利侵權訴訟之威脅可能，且才有機會成為技術領先、佔領市場的公司，若是

消極的讓策略隨著訴訟發展，則便永遠無法成為先驅者。 

 

• 光寶電子公司 

該公司於 2005 年成立光寶汽車電子公司，又於 2006 年取得敦揚科技 100%

股權，可見其佈局汽車電子領域之積極態度，且 LED 於汽車領域之應用也

屬未來除了高亮度 LED 照明應用之外的另一重要發展，光寶公司本身為封

裝廠，再與其車用電子公司結合，目前尚無其他公司在車用發光二極體產業

方面具有光寶電子公司這樣的優勢。 

相較於其他 LED 廠商大多專注於照明用高亮度 LED 的發展，光寶集團應在

嘗試創造差別性競爭優勢，對於目前尚未觀察到的車用電子相關佈局，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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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來進一步的陸續發展之下，光寶電子集團應該會在車用 LED 領域具有

相當之競爭力。 

該公司十分重視該公司商品之品質形象，極力於創造優良品質及設計之公司

形象，有助於未來走向品牌經營之策略。 

 

• 東貝光電公司 

在可見光產品部份，該公司隨著與上游璨圓公司以及下游應用端的奇美電子公

司聯盟，可說具有十分穩固的訂單來源；而在紅外線應用產品方面，為該公司

成立初期便一直致力發展的方向，已發展出自有品牌，具有一定影響力。由以

上兩大發展方向來看，該公司做到了分散風險的策略規劃，可見光產品的應用

正逐漸的被開發，且進入市場成長期；而紅外光產品保持穩定的成長，不過也

還有許多成長的空間。 

另外該公司目前的主力產品尚包括食人魚型 (Piranha)封裝形態之發光二極體產

品，而該產品之應用主要在於車尾燈以及第三煞車燈方面之產品，故可看出該

公司也正朝向汽車用發光二極體產業規劃，若是能加上高亮度 LED 於車頭燈應

用之產品，產品線將更為完整，屆時也可效法該公司於紅外線應用產品成立自

有品牌，增加產品價值。 

但是該公司對於研究發展的投入經費逐年下降為一隱憂，觀察該公司的產品銷

售比例33可發現，該公司主要產品結構中可見光與不可見光元件產品合計佔該

公司總營收的百分之六十之多，而此領域的技術並非已經趨向成熟，而是更需

要繼續投入研發，並且在本研究調查結果中該公司並無與其他機構有進行共同

研發或者合作研發的活動。技術的自主性影響公司未來市場競爭能力甚劇，而

                                                 
33  請參見東貝光電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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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該公司在中國大陸地區之專利部署可說與台灣相當，若是在研究發展方面

能更為重視的話，其專利的品質應會更有保障34。 

 

個案公司之智慧財產經營比較分析 

 

1. 研發投入與合作研發比較 

就研究發展方面可分為研發投入金額與組織兩方面來觀察。研發的投入比例來

看晶元光電公司的投入比例最多，而光寶科技的投入最少（見下圖）。然而判斷該

公司是否致力於發展新的技術或是停滯不前，不應只以研發投入比例來定論，而應

該進一步的觀察該公司的營業項目是否以新興的技術或產業佔大部分，若大部分的

事業都是已經成熟的市場和技術，那麼研發投入的比例較低則是合理的決策，反

之，研究發展的投入應該要來得較高。也就是說，這應是一相對之概念而非絕對之

概念，故以此觀點來看，光寶科技的研發投入比例反而是最高者。 

 

◎表 64  個案公司研發投入與產品比例一覽表 

 94 年度研發投入與營收比

例 

發光二極體產品佔該公司所有產品

比例 

晶元光電 4％ 100%

億光電子 2.7% 100%

光寶電子 1% 5%

東貝光電 1.56% 9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4 本研究針對專利的分析僅有數量以及技術內容的客觀分類，並無牽涉到專利品質的優劣判斷。但

是專利的質與量的確也非正比的概念，故專利佈局數量的多寡並不能代表該公司的專利必定能在侵

權訴訟之中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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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發代表的不只是公司將公司內的研發部門延伸到外部，使公司能夠同

時兼顧目前技術的進步以降低成本，並且也可藉著與研究機構的合作，同時網羅優

秀的人才。光寶電子公司不但有產學合作以及共同研發之計畫35，同時該公司也以

舉辦比賽之方式來吸引在學的菁英份子，藉此一機制也可為公司招募到公司需要的

人才。 

 

2. 專利佈局比較 

 國際專利佈局 

以統計數據分析看來，由晶元光電公司專利所申請之區域最為廣泛，從美國、

台灣、大陸、韓國到歐洲皆有進行布局之計畫。 

各家廠商都已開始在中國大陸申請專利，以晶元光電在中國大陸所申請之專利

數量最多，但是以比例來看，光寶科技公司以及東貝光電公司的申請比例和台

灣專利數量接近一比一。 
 

◎表 65  個案公司各國申請專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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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5 請參見第四章，光寶電子公司之智慧財產管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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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發展與年代關係 

由技術的趨勢圖36可以發現，近年來關於應用模組的專利數量越來越多，而在

封裝技術方面，各家公司因應未來市場需求都不約而同的朝大尺寸看板背光

源、車用電子發展，故對應到下游封裝技術以表面黏著型(SMT)、側邊發光

型、散熱技術、以及光學應用為技術發展之主流。 

 

◎表 66  個案公司專利技術分布狀況- 依年代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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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6 本專利技術發展與年代關係表中，可發現 2004 年的專利數量最多，而往後的 2005 年以及 2006
年的專利數量則遞減，此不符合一般常理所認為專利申請數量應該逐步上升的理由在於，2005 以

及 2006 年所申請的專利可能尚在專利申請的過程之中，而未公開，故在統計專利數目時會有部分

專利無法在公開資料中搜尋到，在未來的一兩年中，這些專利應會陸續的進入公開階段以及核准階

段，屆時在統計專利數量時則會更為精準以及完整，特此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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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邊發光封裝 

最早由億光電子公司於 2000 年申請了第一篇專利，後來到了 2004 年之後，

才開始大量出現其他公司的相關專利，目前以光寶和億光擁有的專利篇數最

多。 

 散熱目的封裝 

最早同樣由億光電子於 2000 年申請第一篇相關專利，到 2004 年之後才出現

其他公司的專利，但仍由億光電子公司擁有最多散熱相關專利。 

 背光源應用 

2004 年開始才開始在台灣出現專利，且數量不多，相較之下個案廠商於中

國大陸申請的相關專利數目更多。 

 

整體看來，除了上游的磊晶技術需要技術投入發展之外，有鑑於未來高亮度

發光二極體之照明應用趨勢，台灣廠商應加緊腳步投入更多下游應用端的專利，包

括照明類、汽車用電子類、背光源類、以及顯示螢幕類等等。此外，在以往台灣廠

商不太注意的設計專利方面也須多家留意，從日亞化學近幾年的訴訟看來，設計專

利很有可能成為發光二極體專利訴訟的下一個重點戰場，尤其是當照明用標準逐漸

被制定出來時，勢必會有許多設計專利被申請，如果研究過快閃記憶體產業便可了

解搶得先機者才能成為主導產業，創造出主導供應鏈、控制供應鏈、分配價值鏈的

優勢。 
 

3. 技術授權比較 

以廠商來看，目前日亞化學的技術尚未以授權的方式與其他廠商進行合

作，而 OSARM 以及 CREE 則較為願意進行技術授權，目前已下游封裝廠商

授權居多，授權的技術也多以白光 LED 的封裝方式以及螢光粉專利為主。其

他進行螢光粉授權的廠商為 Intematix，此家廠商為 OSRAM 之外，台灣廠商

最常尋求螢光粉技術授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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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授權的技術內容可看出該公司的技術漏洞以及缺乏之領域，故從本

研究中四間各案公司的授權對象以及內容可發現，台灣廠商目前白光 LED 技

術仍不能滿足以供應終端消費產品的水準要求。此外台灣廠商之技術授權多

為單向授權，也就是本國廠商接受外國廠商的技術支援，而我方已授權金作

為對價，這種授權交易所談得的授權金額一般會相較於雙方交互授權情況來

的高出許多，故台灣廠商應審慎檢視自己公司所申請的專利內容以及組合，

是否有交互授權之可能，若無，則未來的專利布局應朝交互授權的方向努

力，以獲取更大之談判空間。在本研究中的光寶科技公司，便與 OSRAM 公

司進行交互授權，故其在授權金上之減少便能成為其成本上的一大優勢。 

 

◎表 67  個案公司之授權活動整理 

公司名稱 晶元光電 光寶科技 億光電子 東貝光電 
授權對象 工研院 

交通大學 
中興大學 
清華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Osram (交互授權) 
Cree (單向授權) 

Osram   
(單向授權) 

Intemaix  
(單向授權) 

技術內容 GaN 藍光 LED
製造技術 
Flip Chip 技術 
基板剝離技術 

白光 LED 製造

技術 
白光 LED 製

造技術 
螢光粉材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 合資合併/策略聯盟比較 

以下整理出本研究所專注的四間個案公司所參與之策略聯盟。 

 晶元光電、億光電子和光寶科技： 

此一聯盟之組合，則可完整的包含 LED 產業上中下游，一直到應用端的部

份。此一策略聯盟的合作應是由晶元光電負責上中游晶片以及晶粒的製作，然

後由億光負責下游封裝的部份支援光寶電子公司在應用端的需求，同時光寶電

子本身也有封裝的產能。光寶電子科技的應用產品包含光學滑鼠、光碟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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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模組、顯示器用背光源以及紅外線應用等等，目前更已朝車用電子前進，狹

帶其 ODM 以及品牌實力，發展性十分可期。 

另外，若將晶元光電與億光電子之專利組合合併，則可看出涵蓋上中下游之專

利數量均為台灣之首(見表六十九)，至於在專利技術品質的優勢上，則尚待近

一部的評估。 

 

 璨圓光電、東貝光電、奇美電子： 

此聯盟則是由璨圓光電負責上中游的晶片及晶粒製造，然後交由東貝光電公司

進行組裝，組裝後的模組則可在奇美電子的產品中應用。奇美電子所生產的顯

示器為台灣目前面板廠商的龍頭，尤其是在大尺寸的液晶電視，由於品質優

良，品牌價值逐漸上升，外銷情況也十分良好。且璨圓光電生產白光 LED 的

是由多晶片的混光方式，除了沒有專利的侵權疑慮之外，混光方式生產的白光

LED 也會較藍光加螢光粉生產的白光光線來的自然，也會比較適合作為顯示

器的光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1 個案公司組成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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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晶元光電與億光電子專利及其合併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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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利訴訟比較 

在專利訴訟方面，目前以晶元光電以及億光電子於發光二極體產業所涉專

利訴訟最多，光寶科技以及東貝光電於此領域目前於公開資料中查無相關訴

訟。而晶元光電與億光電子所涉專利訴訟又以與日本日亞化學以及 Lumileds 

之案件最多，而其所採用之手法大多直接申請假扣押、要求海關查封產品、禁

止其產品進入該國市場等以鞏固自身市佔率。 

 

6. 政府政策 

台灣政府方面之前於 2003 年所推動的「白光照明光源開發技術業界科專計

畫」，投入金額約三億八千多萬新台幣，參與廠商為台灣發光二極體的十間上中下

游廠商，其開發主要目的為發展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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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一步，經濟部技術處於 2007 年 6 月

起推動「LED 照明標準及品質研發聯盟」，整合 LED 晶粒、封裝及模組、電源供

應器及照明產品等技術研發有豐富經驗的廠商，制訂從 LED 晶粒、元件模組、光

源系統到應用產品的量測標準與品質改善驗證方案，建立即時光電特性監控功能之

LED 壽命測試與加速壽命評估系統。同時更整合經濟部推動約 1.7 億元規模的業界

科專「LED 照明標準與品質研發應用整合計畫」，整合 LED 產業與照明產業之技

術，研發國內第一套完整的 LED 照明量測標準，以提升產業競爭力。由此看來政

府正致力配合產業發展之需求，對於目前正處於關鍵時刻的台灣發光二極體產業而

言，無非是打了一劑強心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