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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 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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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球競爭 

但本研究認為未來將仍由美日兩國主導 LED 產業進展，不但因為其積極投

入材料以及製程技術的研發，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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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認為在未來 5~10

年仍然是以美日在 LED 市場的技術領先者，但是韓國以及中國大陸在市場上的影

響力不可小覷，將成為台灣最重要的競爭對手。 

  

三、授權與訴訟 

隨著將來各家大廠重要專利陸續到期，專利優勢不再被壟斷，本研究認為未來

授權活動將會越來越興盛。雖然授權活動將越來越蓬勃，但並不代表訴訟活動就會

較為消減，且目前發光二極體產業的訴訟策略佈局相較於其他半導體產業而言還有

更多進步的空間。本研究認為訴訟的活動將隨著此一產業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則

訴訟活動勢必不會停歇。擁有專利技術的大廠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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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持續刺激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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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 LED 整體評論 

台灣的發光二極體產業目前正面臨關鍵時刻，一方面耕耘已久的產業結構一直

等待的照明應用市場終於開始進入蓬勃的成長期、二方面產業的重要主導廠商可能

因專利問題造成主導者換人的機會出現，最後是隨者此一產業的前景無限，競爭者

也前仆後繼的出現。基於以上理由，台灣目前還是居有一定的優勢，但是智慧財產

的運用需更加重視，分別從技術投入、人才培養、策略運用以及政府協助等多方面

因素共同努力，才有機會超過原本的領先者，成為此產業的龍頭霸主。 
 
1. 市場面  

台灣未來應會繼續走向產業鏈的垂直整合。 

上中游: 

有鑒於面板市場需求已進入成長期，綠光 LED 應是除了藍光 LED 之外的發展重

點，台灣廠商未來應在藍光 LED 製造行列與國際大廠繼續競爭。 

下游封裝:  

也是依照市場需求而衍生出的封裝技術會為將來熱門的趨勢，包括表面封裝技術

(SMT)、覆晶封裝(Flip Chip)、以及紫外光加螢光粉的白光發光方式。 

 
2. 技術面 

台灣廠商目前在高亮度藍光晶粒中，加入 YAG 螢光粉成為中低階彩色手機使

用的白光 LED，已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但由於LED專利權相當複雜，主要

可分為三項，即晶粒製程、磷粉與封裝，缺一不可。目前晶粒方面的技術還是由日

本日亞化學以及CREE為主導，台灣廠商的技術與其仍有一段差距；在磷粉方面，

台灣廠商雖有專利申請但還是以和其他主要生產廠商授權為主；下游封裝部份，雖

然台灣的發光二極體產業是從下游開始成長，但是觀察由專利而反應出來的技術，

其程度仍有不足，一來是專利及品質數目不足、二來是專利佈局不廣泛、三是專利

申請策略較事業的規劃落後，也就是技術、產能以及產品三者因素須分開看待，並

逐項檢視，但其彼此都有強烈之連結關係，此一議題便回歸到公司在智慧財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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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以及管理。 

3. 智慧財產經營管理 

 技術佈局之區域廣泛性以及內容完整性 

處於產業鏈的上中游之晶元光電公司其佈局之區域最為廣泛，普遍來說於美國

申請之專利數目都不多，中國大陸之佈局較為明顯，尤其是位於下游的應用專利以

及封裝技術專利，其中以光寶電子以及東貝光電公司最為積極。值得注意的是中國

大陸的應用專利有部份與台灣申請的內容有所不同，其中以背光模組以及紅外線應

用最多。如光寶電子公司許多專利並非如其他廠商是先在台灣申請專利之後再到大

陸申請，而是先在大陸申請，故有許多專利與台灣不同，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應用

模組以及車輛相關之專利，此舉也與該公司自 2005 年開始積極布局汽車電子產業

等動作相呼應。 

 

就專利申請看來僅有光寶電子對於螢光粉的開發較為積極，以迴避掉 Nichia

的重要專利，另外也可能藉由 2010 年之後許多 Nichia 重要基礎專利過期之後，佔

得先機。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除了傳統在下游封裝端利用藍光/紫外光加上黃

色螢光粉的白光 LED 製造方法或者以三色 LED 混光發出白光的方法以外，各家公

司皆開始開發更多不同的白光發光方式。如在上游端的磊晶製程便沉積螢光層使其

發出的光直接為白光、或在封裝端時不以螢光粉末點在藍光晶粒上的方式發出白

光，而是在封裝的樹脂殼的製作過程參入螢光材料，使其在二次光學部分激發出白

光、或者也有以晶粒加螢光粉再配合兩色以上 LED 混光的方式來製造出白光效

果。而較沒有針對螢光粉申請專利的下游封裝廠如億光電子以及東貝光電則是藉由

授權的方式獲得製造螢光粉的許可1。 

 
                                                 
1 億光電子由 Osram 授權螢光粉專利之使用，而東貝光電公司則由 Intematix 公司授權螢光粉專利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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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鏈布局整合性   

原則上各公司都依循其公司所在之產業鏈位置進行專利的申請，整體上來說尚

還沒有任何一間公司包辦發光二極體產業鏈上中下游的完全垂直整合，但是若能利

用策略聯盟的方式，則可更快的使產業鏈達到完整的佈局。在各案公司看來四間公

司都有其策略聯盟，晶元光電、億光電子以及光寶科技公司所組成之聯盟則可因光

寶科技之營業種類廣泛而可有更廣大之市場；東貝光電公司與燦圓以及奇美電子所

組成之聯盟則也選定了目前台灣最有實力得以發揮的顯示器產業。 

 

 事業決策成熟性 

就研究個案的公司來分析，整體來說商業決策不夠具有前瞻性，公司大多不

願意在市場還未明顯成長時便投入資源發展，而等到市場成熟之後再進場時機就為

時已晚。以未來最熱門發展的應用如照明、車用電子以及背光源來說，台灣廠商於

照明之處佈局還未見成果，車用電子方面則以東貝光電和光寶電子公司之佈局最為

積極，背光源用 LED 則靠著台灣於顯示器產業發展已頗具規模，故可見多數公司

均有著墨。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研究發展 

• 智慧財產同步化 

公司應以未來產業的規劃同部使專利的申請以及技術的發展與其配合，也就是

說，例如若該項技術預測在十年以後會進入市場起飛期，則該技術應該現在就進行

研究，五年之後再次檢是市場的調查是否與預期符合，然後準備進入專利申請的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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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此一做法需與公司組織進行配套的措施，例如公司需有一類似新產品部門

的發想組織，負責進行市場的調查與預測，然後依據其結果進行新產品的開法，再

配合到公司的研究與發展部門進行技術的開發；又或者是公司的研究與發展部門本

身便分成為目前已有技術之研究發展，與前瞻技術的研究發展，由此部門所研發出

來的技術來衍生新產品的創意。無論是哪一部門發起產品構想，兩種方式各有其優

缺點以及適用的情況，但是重點是研發到產出的過程必須是連續性的以及同步性

的。 

就四家個案研究對象而言，晶元光電公司在其研發中心之下設置了產品開發

處；光寶電子公司組織中設有功能部門，其中包括了技術研發中心以及策略行銷部

門；東貝光電公司組織中設有新產品事業部，雖不得詳細了解這些部門在公司內實

際發揮的作用，但若能朝本研究上述之理念進行，對公司的競爭力絕對具有深遠的

影響。 

 

• 智慧財產於公司組織內部定位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對台灣目前高科技廠商公司內部組織與創新和智慧

財產考量關係之歸納以及建議。在過去的公司組織中，負責智慧財產相關的公司部

門大多是設置在法務部門裡，負責合約撰寫、契約簽訂以及一般法律往來事務，對

於公司決策無重大影響力，與公司其他組織的互動以及連結比公司其他組織間的關

係更是疏離。在這樣的組織架構中，智慧財產的概念只是空有名稱而已，更遑論要

以智慧財產的觀念來管理公司。 

而在現今智慧財產觀念不斷被倡導的公司組織之中，智慧財產與公司每一環節

的關聯應該要被體現在公司組織的架構上，也就是觀念要貫穿公司組織內部進行連

結，將智慧財產的概念至於公司組織層級的上端，如此一來人才的搜尋、人事的配

置、技術研發與產品開發的策略、智慧財產的投資做價、與其他公司的合資合併活

動、授權活動與訴訟規畫等等，就能對應到公司的人力資源部門、研發部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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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部門、財務部門、法務部門等等，進行整體的策略規劃。此處要強調的觀念便

是，智慧財產不應該被關在法律部門內，智慧財產是容易以法律的方式來彰顯以及

實行的，但更是一個商業上的重要觀念，台灣廠商應該矯正錯誤的觀念。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圖 32 傳統公司組織與導入智慧財產管理概念之公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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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人員之教育訓練 

一般的技術人員多半頃向於相信自己的技術便是最好、最領先的技術，但是缺

乏了智慧財產觀念以及產業、商業概念的技術人員卻往往忘了考慮，這樣的技

術是否有市場、市場是否已經成熟、是否容易被迴避設計、要檢舉侵權時的難

易度等等考量，而這些考量便影響到了專利申請的時機、專利說明說撰寫的方

式、以及如何運用此項專利。 

 

二、　技術狀況 

 目前觀察台灣廠商最有利的技術發展區塊還是位於下游封裝的技術部份。台

灣廠商除了因應台灣本身顯示器產業的發達而發展背光模組用的LED之外，更應注

意關於照明的專利，特別是設計專利，若是將來標準制定一出，光是設計專利便可

發揮強大的市場佔有作用，若是有觀察過快閃二極體產業者便可了解，當標準開始

制定時，設計專利的重要性絕對不可小覷。 

 另外有鑑於2010年之後發光二極體產業原本許多重要基礎專利即將到期，台

灣廠商應審慎檢視自身專利的專利組合之優缺點，將缺點補齊、優點保持。而補強

技術缺點的方式不外乎最基礎的公司內部技術研發以及外部的合作研發方式，另外

較快速的便是採取合作聯盟或者合資併購其他公司，然而目前台灣公司也採取以授

權的方式，取得本身技術缺口的部門，然而爭取與國際大廠授權機會的同時，更要

趁機建立自主專利以及提升技術層次，但是國外廠商時常質疑台灣廠商之誠信度，

若是因此失去合作機會得不償失。 

 

三、　策略運用 

智慧財產的應用應與商業考量徹底結合，事實上智慧財產的運用本身就是商業

考量中的其中一個因素，只是在這知識經濟的時代，無形財產所佔的比例越來越

重，而影響無形財產的重大因素-智慧財產權，其重要性也隨之水漲船高。台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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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應調整心態，避免將智慧財產權窄化成法律的議題，需了解到之因為智慧財產權

本身容易以法律的方式彰顯之，而非智慧財產權本身一定就是一個法律的問題。本

研究以下提出數點建議，以期能為台灣的發光二極體產業啟發新的思維。 

 

• 追本溯源的解決方式，而非治標不治本 

台灣廠商的思考多數還是只有不斷的擴增產能、降低成本。台灣廠商多數缺乏

了國際關、智財觀以及企圖心，這樣的思考邏輯最後就是又將整個產業移植到中國

大陸去。但是上中下游如果能夠加強溝通與互動、善用策略聯盟，互信互助、相輔

相成，共同合作產生綜效，台灣的發光二極體產業應該有機會跳脫傳統電子業的代

工思惟，創造更大的商機。 

 

• 積極的部署而非消極的跟隨 

智慧財產佈局應更加積極，目前看來多數廠商抱持著將專利當成護身符的概

念，本研究認為專利不僅僅是盾，更高境界是矛，應將專利部署策略完善規劃至近

可攻退可守之境界。佈局策略應從應用端開始著手進行通盤考量，並且領先產品上

市時間，以免被其他廠商搶得專利權，導致產品上市卻面臨侵權不得進入該國的狀

況。 

 

• 合作而非競爭 

「消滅敵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成為他的朋友」，面對專利競爭如此激烈的發光二極體

產業，台灣廠商不免覺得腹背受敵，但是當技術實力不如人時，硬碰硬的一役勢必

死亡慘重，畢竟在商場上面沒有所謂運氣的問題。所以當實力尚不如人時，選擇成

為他的朋友，等到實力培養到一定程度時，更要成為他重要的朋友，也就是夥伴，

直到實力厚實到成為不可或缺的角色時，就可以高枕無憂了，那時也要繼續維持友

好的合作關係，因為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但永遠不要小看你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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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分散的概念 

廣泛的從下游應用端的需求來尋找合作夥伴，也就是多角化的經營。目前台灣發光

二極體產業的公司規模相較於其他台灣半導體公司來說小的許多，所以應該要更具

有風險管理的概念，若公司的經營方向太過專注於某一類應用產品，而該類產品的

市場預估又不如預期，則可能使公司陷入財務危機中。目前發光二極體的產業應用

已經越來越多，積極的廣泛部局將有助於公司未來的競爭實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3  台灣發光二極體廠商缺乏之觀點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基於本研究之基本限制，尚有數點無法於此研究中深入討論，但若後續的研究

能針對本研究之不足進一步研究，則可使此本研究更加完整，以下提出數項後續研

究建議，以供參考。 

 

 專利品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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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針對個案公司所進行之專利分析研究，不涉及專利品質分析，係因專

利品質分析本身為一可單獨成立論文研究題目之重要課題，其相關之文獻探討

上還有許多議題值得研究剖析，且本研究之專利分析研究因不涉及專利品質分

析，故分析結果不能準確表達公司專利以及技術之競爭力，僅能以一些客觀資

訊綜合公司資訊進行判斷。故後續之研究若能加入專利品質分析則能使判斷公

司競爭力之分析結果更加準確。 

 台灣公司研發投入之分析 

在發光二極體產業中，技術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目前台灣之技術處於中間層

級，但是本研究中觀察到各家對於公司自主技術之培養態度之差異，可能明顯

的影響到公司的競爭力，而公司之競爭力也不能完全依賴公司之研發投入金額

來判斷，需加入其他許多商業上以及公司組織上之考量，綜合評斷之，應能為

台灣研發投入之方向準確性作出更深入之分析以及建議。 

 台灣公司與國外公司人才培育之分析研究 

台灣為高科技產業密集度非常高之國家，同時也因優秀人才聚集而得以獲得目

前台灣於高科技產業的地位。然而在技術方面，雖然台灣一直能維持一定之水

準，卻少有突破性之發展，此有賴科技研發人才以及管理人才之共同合作。本

研究中觀察到國外公司於培訓人才之態度以及方法與國內有極大之不同，其中

國內較為注重科技人才之養成，而較為忽略管理人才之培訓，此對於未來台灣

的競爭力有重大之影響。 

 其他國際大廠與國內公司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於篇幅之限制未加入國際大廠之比較分析，然而日本以及歐美的日亞化

學、Osram 以及 Cree 公司皆可再繼續深入分析，其於目前的發光二極體產業

中成功之原因，以及其重要技術發展之過程等等，可作為台灣廠商學習之借

鏡。此外，尚可加入更多台灣廠商進行分析，以增加研究的準確度以及多樣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