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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個案彙整研究個案彙整研究個案彙整研究個案彙整 

本章節就各個研究個案，並以第三章之研究架構來做一整合性的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個案一個案一個案一個案一：：：：A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之長切晶效能改善技術之長切晶效能改善技術之長切晶效能改善技術之長切晶效能改善技術 

一一一一、、、、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發展概況發展概況發展概況發展概況 

A公司為大同集團底下的尚志半導體公司再投資，目前A公司為國內太陽能長

晶大廠之一，處於太陽能產業鏈前半段，主要業務是將切晶後的矽晶片 (Solar 

Wafer)提供給太陽能電池廠 (Solar Cell)，以生產多晶矽太陽能矽晶片為主，佔其

營業比重的八成左右。另外，A公司亦開始著墨於矽晶薄膜的生產與開發。目前

A公司的產品銷售範圍主要以國內市場，及亞洲市場佔其銷售大部分比例。 

 A公司目前於桃園縣觀音鄉設廠，主要的商品為太陽能晶片 (Solar Wafer)，

主要商品細節如下： 

1. 5吋多晶矽太陽能矽晶片 (180~220µm) 

2. 6吋多晶矽太陽能矽晶片 (180~220µm) 

3. 5吋單晶矽太陽能矽晶片 (180~220µm) 

4. 6吋單晶矽太陽能矽晶片 (180~220µm) 

5. 多晶矽晶錠 

 

(二二二二)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除了其他幕僚單位和功能別部門外，A公司的主要太陽能技術發展業務，是

由兩大事業處—晶片事業處與薄膜事業處直接負責。業務範圍包括生產計畫的執

行、擬定良率提升、新製程開發、太陽能系列產品之研究改良與新產品開發與技

術移轉等。A公司的組織架構如圖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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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一 A 公司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A公司 (2008)，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發展策略發展策略發展策略發展策略 

A公司主要分成兩大事業部，所以在廠房方面分為別晶片廠與薄膜廠。在晶

片廠部分，A公司使用矽材料、並採用方向性固化的鑄造技術生產多晶矽晶錠，

目前主要生產尺寸有125mm*125mm、156mm*156mm，厚度為325~200µm的多矽

晶晶圓，另外也可以製造特殊規格或單晶矽晶圓製造。 

以矽晶電池而言，研發方向較為明確。歸總來說，發展方向為矽晶圓品質提

升、厚度變薄、電池的效率提升與成本降低等。 

在薄膜廠方面，A公司向美商應材公司購買整廠設備進行技術移轉，生產非

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基板尺寸是8.5G，生產尺寸有2200*2600mm、1100*2600mm、

2200*1300mm，以及1100*1300mm等，為國內目前能做的最大尺寸。1
 

 

二二二二、、、、    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 

A公司為大同子公司尚志半導體轉投資，於93年成立，主要以生產多晶矽太

陽能晶圓為主，另外A公司的機器設備主要是由GT Solar Tech.技術移轉，下游廠

商包括Sharp、茂迪、益通等太陽能生產公司為主。 

                                                      11 A 公司相關公開資料 

股東會/董事長 

總經理 

晶圓事業處 薄膜事業處 品質系統處 業務處 其它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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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在技術發展上，考量點在於與公司本身的核心能耐和可汲取資源相關，

另外，對技術的未來性非常重視，尤其是在安全性及環保性的方面。 

如同陳經理所說：「我們畢竟是科技公司，希望可以技術領導，但難度不至

於到高不可攀，或者說他用到的原料是稀有拿不到的。像市場上的 CIGS我們也

還在看，我們考慮市場是否可以接受，高高在上的技術市場不一定可以接受。像

是 First Solar目前薄膜佔有率很高，但材料有毒，大多住家環境中無法使用。」 

關於A公司在薄膜的技術走向，陳經理說：「A公司決定跨入薄膜主要是因為

看好BIPV的市場，我們希望在Thin- film上可以提供Total Solution。只是我們目前

最大的營收來源不是薄膜，主要獲利來源還是晶片的部分。」而在薄膜技術的運

作上，A公司有一些集團資源像是尚志資產開發以及華映的TFT-LCD技術等，目

前A公司亦為國內可以製造出最大尺寸的薄膜大廠之一。 

 

長切晶效能改善之技術說明長切晶效能改善之技術說明長切晶效能改善之技術說明長切晶效能改善之技術說明 

A公司於93年正式成立，在其投入太陽能領域期間，陸續開發幾項晶片相關

技術，研發成果整理如表四.一所示。 

表 四.一 A 公司歷年研發成果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研發成果研發成果研發成果研發成果 

94 � 5月完成台灣第一個多晶矽晶錠開發 

� 6月完成325µm多晶矽晶片 

95 � 1月投入240µm矽晶片開發，於3月完成開發 

� 3月投入200µm矽晶片開發 

96 � 完成製程效率提升，減少切片損耗量，提升單位生產率約5% 

� Wire Saw 切削液回收，回收率約70% 

資料來源：A公司年報，本研究整理 

A公司為目前國內少數擁有自身設備，並完成長晶過程的廠商，矽晶長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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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括將原料放進坩鍋 (Crucible)處理，之後經長晶爐製程等長成晶錠，之後再

經過切割變成矽晶片等 (Wafer)。相關製程步驟如圖四.二所示。 

 

 

圖 四.二 矽晶長成技術 

資料來源：A公司，本研究整理 

A公司在技術發展期間，主要致力於製程效率的改善。太陽能晶片與半導體

產業最大的不同點是，因為太陽能晶片薄度非常薄，所以切片損耗量會相對較高，

故如何提升晶片本身品質，又同時能夠減少損耗量，是晶片廠最大的課題。 

以下我們以A公司目前的主力獲利來源--矽晶片 (Wafer)製造技術方面，做一

技術知識特性與技術管理之議題探討。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 

以矽晶圓技術來說，相對另一個主流技術—薄膜技術來說可說是相當成熟。

在生產設備方面，有許多的國際大廠可以直接提供 Turnkey 的服務，所謂的

Turnkey，，，，就是標準化設備加上技術就是標準化設備加上技術就是標準化設備加上技術就是標準化設備加上技術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移轉移轉移轉移轉，將整套技術移轉到本身廠房來。

A公司的陳經理提到：「我們目前在這塊做的不算有獨創性，而比較偏向怎麼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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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效率做到最好。」 

針對 A 公司在矽晶技術，最主要的是在於如何製程中如何去維持良率，以

及提升效率等，如果效率得以提升，相對地對於 A 公司晶片所能銷售的價格得

以提升。故 A 公司主要以製程方面地緩慢創新為主，相較而言創新程度較低。 

 

(二二二二) 技術的變動程度技術的變動程度技術的變動程度技術的變動程度 

雖然在產業鏈中，大家都知道得提升效率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但是要做到

真正的效率提升，以及維持晶片破片率的比例，製程中包含許多相承接的技術，

需要各個關卡的互相連結配合才可以達到的。 

對於 A 公司而言，其技術優勢來源是所謂的 Continuous Innovation，在各

方面點點滴滴的累積起來的，而不是像產品端的創新一樣，能夠短時間在結構上

有很大的變化或突破性。受訪者 L先生說：「A公司其實就跟台積電的狀況一樣，

這邊改一點，那邊改一點，比如說別人的良率是 85%，我們是 95%，這就有差

了，因為這塊是沒有成本的，就是賺出來的。」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 

有關矽晶晶片的製造過程，A公司的陳經理提到：「「「「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我們覺我們覺我們覺我們覺得我們得我們得我們得我們

的技術不複雜的技術不複雜的技術不複雜的技術不複雜，，，，但要做到好不容易但要做到好不容易但要做到好不容易但要做到好不容易」 

對於 A 公司來說，從剛開始投入矽晶圓製程技術，從長晶到製成矽晶片的

過程，表面上看起來流程似乎很確定、過程很簡單，但是其實很多牽涉到

Know-how 的部分，像是材料選取過程需要什麼等級(Level)，以及製造過程中要

怎麼去切，都不是很容易的技術。在這個技術領域裡面，相關的技術經驗佔了關

鍵要素。 

目前 A 公司晶片產出效率大概可以做到 16.4%，比業界標準多出 0.4%的差

距。陳經理表示，即使只有些微差距，但卻是在每道製程中其相關技術經驗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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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來的差距。在技術非常成熟下，但些微效率之差在技術層次上就差一截了。 

 

(四四四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在太陽能產業鏈的晶圓廠而言，技術重點在於每一家公司的製程技術的不同

所造成的差距。所以一般而言在於專利方面，反而申請得會比較少，一來是製程

專利不容易造成很大的優勢，很難去抓到底有沒有侵犯到專利，另一方面，只要

公開專利，其他公司就會知道技術是怎麼做的，也因此失去獨家的技術了。 

陳經理說：「每家公司，像是切線需要多寬多細，技術都不大相同，而像是

我們的工廠不會開放參觀，因為在業內線距粗細，要用怎樣的研磨粉去做，都差

很多。所以內隱性程度其實是很高。」所以一般而言，公司會比較傾向於不去申

請製程專利，因為，如果要申請到底用了多少寬度的線，用了什麼化學方法去檢

測製成等，想要申請專利來造成進入門檻是有難度的。 

另外，有關技術的被模仿程度得分為兩方面探討，一方面製造矽晶晶判的設

備，因為矽晶的技術相較成熟，也有所謂的整廠輸出 (Turnkey)的服務，所以就

設備商的角度，當然希望很多想投入的廠商來買他們的設備，所以整個設備的所以整個設備的所以整個設備的所以整個設備的

List，，，，其實是很容易被對手拿到的其實是很容易被對手拿到的其實是很容易被對手拿到的其實是很容易被對手拿到的。。。。但是 A 公司之所以會有比其他廠商更卓越的

效率產出，是因為特殊的處理方法，雖然不容易申請專利，但是傾向於用商業秘

密把它鎖在公司中。 

而受訪者 L先生也提到，A 公司的優勢就是所謂吃草根樹皮的能力吃草根樹皮的能力吃草根樹皮的能力吃草根樹皮的能力。。。。 

「前幾年缺料很嚴重下，就是有一些別人看起來不能用，但我可以用的時候，

就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去拿到這些原料的來源，別人不能吃草根樹皮就會餓死，

但我不只吃草根樹皮我還能夠打仗的能力，就是技術上的優勢。」 

 

故而 A 公司在知識的傳遞上，主要由晶圓事業部的研發人員選擇性透露一

些比較 General 的資訊，不會將較機密的部分擴散到整個組織。我們可以說 A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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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技術是內嵌於組織中內嵌於組織中內嵌於組織中內嵌於組織中，就像受訪者 L先生提到的：「即使對方把我們的文件

都拿走，技術上卻也無法往前走。因為一個 Continuous Innovation，需要很多互

補性資源來加以搭配，而不是取得其中一個技術就能取代的。」 

 

(五五五五) 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 

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 

基本上在太陽能產業鏈的晶片廠，因為矽基相關技術的發展歷史悠久，有較

多相關的開發經驗，所以其技術不確定性會比較低，且研究方向會比較清楚。 

受訪者陳經理提到：「我們所有的 Data、所有的標準甚至目標等，都很清楚

的設定。」對於對於對於對於 A 公司而言公司而言公司而言公司而言，，，，其技術達成願景其技術達成願景其技術達成願景其技術達成願景，，，，與與與與中間的達成路徑相對都非常中間的達成路徑相對都非常中間的達成路徑相對都非常中間的達成路徑相對都非常

清楚清楚清楚清楚，，，，不確定性就會降不確定性就會降不確定性就會降不確定性就會降低低低低 

A 公司所處的產業鏈段是屬於上游端長晶廠，技術處理重點主要在於製程流

程中的像是進料、材料選擇與處理、長晶過程、化學製劑的調製、鑄塊切割切片、

以及晶片的洗淨及檢查出貨等。這相較於一般 IC 或其它電子產品申請專利狀況

是不相同的，因為晶片廠主要技術處理都是在整個製程段，就比較難去申請專利，

即使申請了其他公司也很容易用其他方式避開要害，一般製程也都在 In-house

做也很難查到。陳經理提到：「這個產業比較像是製造業。我們比較屬於 soft這

個部分，比較不是 Hard Equipment這個部分。」 

 

所以一般如果要有任何製程上的創新的話，一來是 A 公司以公司機密加以處

理，把秘訣保留在公司內部，而若在製程上的機器設備上，若有所突破性的技術若有所突破性的技術若有所突破性的技術若有所突破性的技術，，，，

則通常由設備商去推動則通常由設備商去推動則通常由設備商去推動則通常由設備商去推動，或是與 A 公司需要與設備商配合或合作開發，才有可

能有新的設備或製程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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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 

一般而言，業界對於多晶矽效率的要求水準大概在於 15.5%~16%左右。。。。但

在整個長晶製程中牽涉到很多技術，包括裡面的成分是什麼，怎麼過濾不好的成

分等等，這在處理上，各家技術都不大相同，重點是如何達到高效率、破片率低

以及品質好，才是客戶在意的部分。一旦達不到品質要求，就很容易被下游客戶—

太陽能電池廠商的淘汰。 

 

另外，A公司的晶片製造可以很明確切分為各段流程，在技術上可以分割得

很清楚，讓每一段都有團隊成員去Take Care。也就是A公司開始投入生產後，從

多晶錠的長成、鑄塊切割、和切晶等過程，目前晶片薄度從原來325µm到200µm

以下，另外切割過程所使用的化學製劑—切削液的回收研發等，都是造就晶片效

率會來得比其他公司優異的來源，這也是L先生提到的「吃草根樹皮」能力的一

種，若能每個流程都增進效率一點，整體上的效率就相較別人優越了。這也是A

公司在晶片效率改善技術上，一直努力在做的。有關晶片的製造流程，如圖四.

三所示： 

  



45 

 

 

 

 

 

 

 

 

 

 

 

 

 

 

 

 

 

 

 

  

 

 

 

 

 

 

 

圖 四.三 晶片製造流程 

資料來源：A公司，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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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 

(一一一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領導人領導人領導人領導人特質特質特質特質與團隊成員與團隊成員與團隊成員與團隊成員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A公司比起其他公司擁有的優勢之一，就是同時擁豐富的集團資源，同時因

為所屬集團非常看重再生能源的發展趨勢，所以在領導人方面有所重複，由尚志

半導體總經理直接參與A公司的管理職。另外，A公司的陳經理提到：「我們總經

理是大同大學的教授，所以很多研發人員就是那邊的學生，基本上，我們會先看

市場可能接受的方向是什麼，需要什麼技術，然後再去找人，而這個人必須對於

Material的技術非常熟，因為我們技術技術技術技術Material佔了很重要的部分佔了很重要的部分佔了很重要的部分佔了很重要的部分。 

另外，A公司總經理本身也是材料相關(Material Science)背景，對技術的敏

感度很夠，所以通常都是由總經理去定一個方向，再讓團隊去執行任務。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 

因為長晶廠的研發方向明確，且技術要求背景也相當明確就是要材料化學相

關的，所以像是晶片量產提升方面晶片量產提升方面晶片量產提升方面晶片量產提升方面，，，，通常都是由通常都是由通常都是由通常都是由 A 公司中相當熟悉技術的人來公司中相當熟悉技術的人來公司中相當熟悉技術的人來公司中相當熟悉技術的人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因為陳經理也提到，在這個產業中相關的技術經驗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有

一些專業的化學材料背景。原因無他，是因為在整個技術專案中因為在整個技術專案中因為在整個技術專案中因為在整個技術專案中，，，，處理的都是一處理的都是一處理的都是一處理的都是一

些化學物質些化學物質些化學物質些化學物質，所以材料科學相關的技術背景是基本的團隊進入門檻，這樣在解決

問題上也比較容易溝通和進入狀況。而在自主性方面，通常都會按照固定的尺寸

來作，或依照客戶的產品規格要求，較少任意創新的空間。 

 

(二二二二) 執行或整合執行或整合執行或整合執行或整合新工具新工具新工具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A 公司屬於長晶製造廠，所以在剛開始一定需要有相關設備來生產製造，當

初 A 公司是直接跟 GT Solar 買進設備與相關技術知識(Know-how)來做，其中好

處是不必再額外花金錢和人力來自行開發，省下很多摸索的時間和成本。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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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一些後遺症，買買買買 Turnkey 最大的隱憂就是怕與其他廠家沒有差異化最大的隱憂就是怕與其他廠家沒有差異化最大的隱憂就是怕與其他廠家沒有差異化最大的隱憂就是怕與其他廠家沒有差異化，每

個廠家都可以拿整套的列單(List)，再一個一個去買進，這一方面要模仿實在很

容易。所以當初配合 GT Solar 的設備來做時，A 公司市佔率只有 9%，而隨著太

陽能領域越來越熱門，像蛋塔般地很多人投進來做之後，尤其是現在大陸也開始

複製 GT Solar 的爐子來做，整個市佔率又會再下降，所以使用 Turnkey 的後遺

症實在不小。 

但受訪者 L先生亦有提到，當設備商在剛開始半年，開始量產時，設備商

會協助 A 公司去做一些改善，但是若在剛開始這半年裡頭有任何的改善成果，

得以申請專利成功，則屬於原來設備商的。一般無論是長晶設備或是其它像是薄

膜設備等，在業界中都有類似的合同情況。 

 所以A公司的應變方式是，在剛開始時其實看到任何可以改善的地方，A公

司都先不改善，等好不容易熬過半年，合約協定的部分效力消失時，A公司才開

始真正去做整個流程的最佳化，因為這段期間過後假設有任何創新成果，才是真

正屬於A公司。 

 

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 

對於A公司而言，晶片製造的下游客戶便是太陽能電池廠商，A公司的陳經

理表示：「這方面也需要跟客戶接觸，他不需要很熟技術，他通常需要客戶的

Feedback說，上次的破片率是多少，效率是多少就可以了，然後團隊再拿結果去

做分析與改進。」 

對於 A 公司來說，使用者端—電池廠商給予 A 公司技術上最大的意義便是

晶片晶片晶片晶片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的的的的回饋回饋回饋回饋。就轉換效率來說就轉換效率來說就轉換效率來說就轉換效率來說，，，，只有當晶片被製成電池後只有當晶片被製成電池後只有當晶片被製成電池後只有當晶片被製成電池後，，，，才有可能去測它才有可能去測它才有可能去測它才有可能去測它

的效率的效率的效率的效率。。。。一般而言，即使是同一批晶片，但不同的客戶做出來的電池，效率就會

有所不同，有些是 16.2%，有些做出來是 16.8%。這裡面有兩個影響要素：一個

是電池廠商本身的技術能耐，另外一個就是 A 公司的晶片製造技術。如果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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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技術夠優秀，也進而使電池商覺得：只有 A 公司的晶片才比較敢用。 

造成上述狀況也是因為太陽能晶片本身的特性問題。如同 A公司的陳經理

表示：「像是產線上的破片率，因為是黑灰灰的顏色，看不出來到底有沒有裂痕，

但事實上，裂痕是一點點都不行，因為太陽能晶片只有 180µm厚度，很容易破

片，若碎片率高的話，對於 Cell廠就虧大了。」 

在2008年以前太陽能領域正熱門時，很多電池廠商可能會比較不注重良率，

但是在今年金融海嘯過後，各廠的資金緊縮，加上太陽能領域的廠商也逐漸會汰

換掉一些體質不優或是技術不好的廠家，這些晶片的破片率高低、良率控制以及

晶片的轉換效率等指標，都會逐漸被晶片廠下游的客戶所看重。所以對於 A 公

司而言，其使用者回饋的資訊對他們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三三三三) 實驗及原型試製實驗及原型試製實驗及原型試製實驗及原型試製 

由於A公司晶片是建築在整條生產線上的，所以實驗和測試是一定要的。陳

經理提到：「在不斷測試改過程，我們會知道找雷射廠商把某製程的模刮掉，另

外，透過實驗，我們自己就會知道哪個架子需要、它要在哪裡裝，就是這樣子做，

自己去找，這些並沒有在原來設備裡面。」 

對於A廠商來說，如果大家都有錢去買Turnkey來運作的話，那不會有真正

的競爭優勢。所以在不斷精進過程中，最後反而會捨棄原來Turnkey不用。陳經

理說：「像我們當初晶片是買GT Solar的爐子，但後來發現我們自己研發的比較

好，他們會有洗不乾淨的問題。」 

 

因為這個產業對於國內廠家來說還太新，一開始必須得有試驗的設備，才可

以知道怎麼去操作這個設備、及其他相關的技術等。但漸漸地自己就會知道怎麼

去做改進、取得自己的Know-how，另外再不斷地實驗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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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過程包括一些設備上的參數必須去修正，若原來產線上的設備不是那

麼好的話，A 公司會做一些參數的特定，這些參數都是在不斷技術研發累積下這些參數都是在不斷技術研發累積下這些參數都是在不斷技術研發累積下這些參數都是在不斷技術研發累積下，，，，

去計算出來的去計算出來的去計算出來的去計算出來的，，，，這些也是所謂這些也是所謂這些也是所謂這些也是所謂 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獨有的獨有的獨有的獨有的 Know-how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就 A 公司經營的

立場，當然也不希望被設備廠商把數字抄下來後，再把這些資訊回饋給其它的客

戶知道，這樣 A 公司的技術機密就會外洩了。而這些實驗則有另外一個研發室

來獨立運作，通常是在未量產時去做實驗，但有時候也會在產線上直接試做，有

時候甚至是成員親自手工做，如何改善以及改善的地方等得視實際情況而定。 

 

(四四四四) 外部外部外部外部輸入輸入輸入輸入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對於 A 公司來說，所吸收的技術領域較為集中單一，包括設備商、相關技

術的學研單位以及自己客戶端晶片資訊的回饋等。 

 

1.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對於 A 公司來說，常有些固定的合作供應商，供應商會看 A 公司目前有什

麼機器上或原料上的需求，再由供應商自己去研發製造。陳經理提到：「像是 GT 

Solar的爐子，由於 A公司曾經發生過爆炸事件，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很緊張，後

來 A公司也向 GT Solar提出一些回饋相關資訊和要求，他們則會做一些改進和

更新。」而在切片過程的問題處理方法也是一樣，在整個晶片效率改善的技術上，

A 公司和供應商都會緊密地做一些配合和回饋動作。 

 

2.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學校相關的知識來源主要是與大同大學方面，且偏向專案開發的合作，通常

會由 A 公司拿一些製程上可能需要改進的地方，先拿給學校方面做試驗，然後

再由 A 公司人員和學校方面做更進一步的討論和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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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技術來源其他技術來源其他技術來源其他技術來源 

就晶片改善技術來說，由於本身大同集團資源的關係，所以 A 公司總是有

辦法找到相關的技術資源，除了尚志半導體本身的經驗，另外陳經理所提到：「雖

然公司中晶片和薄膜兩個事業處是獨立運作，但對於矽的知識是可以相通幫助

的。」，這一方面，A 公司與集團底下的華映華映華映華映也有密切的合作與聯繫。 

 

四四四四、、、、    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來說，A 公司的晶片效能改善技術方面，屬於技術生命週期的漸進改善

期，通常以緩慢地製程創新為主，較難會有突破性的創新，若有也是由設備供應

商來提供，而並非 A 公司本身所能為，故團隊成員背景方面也較為集中單一化，

以材料化工等為主。另外，A 公司的外部網路關係如圖四.四所示，較集中在相

關晶片技術的知識吸收。 

 

 

 

 

 

 

 

 

 

 

 

 

 

圖 四.四 A 公司的外部網路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以技術知識特性及知識管理活動兩大構面為整理主軸，對本研究個案

做一小結。將 A 公司之長晶矽效能改善技術重點整理如表四.二與表四.三所示。 

 

A公司 

外部網路 

供應商： 

GT Solar 
學校 

相關科系 

其它相關技

術單位 
客戶端： 

Cell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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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二 個案一之技術知識特性統整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創新程度：較低 

� 設備廠商直接可以提供 Turnkey服務，廠商即可擁有相關知識和設備 

� 主要以製程的漸進式創新為主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較慢 

� 提升效率是主要技術研發方向，但基本上不會變化太大 

� 以 Continous Innovation 為主，是一種緩慢累積而成的技術能耐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較低 

� 基本上技術不複雜，但做好不容易 

� 晶片製程牽涉到許多 Know-how，像是材料需要什麼等級、要怎麼切等，

都是效率差距的來源之一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較高 

� 在晶片段都是獨家技術，也是造成各家技術不同等級的主要來源 

� 很難去抓他人是否侵權，傾向於不申請專利，而以商業機密保護為主 

� 所謂吃草根樹皮的能力通常是技術優勢的來源，這方面也較難以模仿 

技術生命週期：漸進改善期 

� 不確定性低，技術發展方向和目標、規格設定等都很清楚 

� 如果是有突破性的創新應該由設備商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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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三 個案一之知識創新管理統整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隊特性：技術導向、自主性低 

� 領導人本身是 Material Science出身，相關技術經驗十分熟悉 

� 一般以符合客戶品質要求為主 

成員背景：較為統一 

� 通常技術處理的都是有關化學物質，所以大部分以材料、化工背景為主 

� 因為領導人本身關係，很多研發人員是大同大學學生 

開發新工具/程序：偏好自行再開發 

� 剛開始對技術不熟悉必須引進 Turnkey 設備，主要來源是 GT Solar 

� 但之後 A 公司會自行開發，尤其在與設備商的共同開發規範結束後 

� 通常使用者會回饋給 A 公司晶片的效率等資訊做為改善參考 

實驗/原型試製：實驗是為了改善製程效率為主 

� 透過實驗，才知道哪些製程步驟還需要改善，新工具該裝在哪裡 

� 如果只按照 Turnkey 來做，一來 Turnkey 本身有所缺陷，不能完全符合需

求，二來也無法產生差異化，所以 A 公司會不斷地去做參數調整 

外界知識的吸收：較為集中單一 

� 通常以相關技術之設備商、學研單位之合作為主 

� 母公司的半導體電子方面的資源可以相互支援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個案二個案二個案二個案二：：：：B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一一一一、、、、    研究單位研究單位研究單位研究單位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一一一一) 研究單位概況研究單位概況研究單位概況研究單位概況 

B財團法人的太陽能研究中心

太陽能系統業務為主，除了

合作，共同拓展太陽能技術與

導國內太陽光電產業競逐全球市場

政府太陽能政策推行等。

 

(二二二二) 電池電池電池電池技術技術技術技術之之之之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B財團法人業務範圍包括太陽能電池技術研發

端的技術研發組，而目前

也是產業鏈中最具技術研發能量的一段

組的探討，其中，太陽能電池相關技術再分為三個區塊

及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組，

化技術為代表性技術。 

圖 四.五 

新世代

太陽能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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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矽薄膜研究組矽薄膜研究組矽薄膜研究組矽薄膜研究組 

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的太陽能研究中心成立於2006年，本身以太陽能相關技術研發與

除了具研發能力外，B財團法人也會與其他產學

技術與應用領域。另外，B財團法人的成立

太陽光電產業競逐全球市場、加速新型太陽光電技術的商品化

。 

業務範圍包括太陽能電池技術研發，另外，也有相關模組與系統

而目前Solar Cell部分是目前B財團法人主力研究的技術

也是產業鏈中最具技術研發能量的一段，故本研究主要針對太陽能電池技術研究

太陽能電池相關技術再分為三個區塊—矽晶圓組

，如圖四.五所示。其中，新世代電池在個案中以染料敏

 

 B財團法人之太陽能電池研究組分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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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個主要太陽能電池技術的研發概況和研究方向如下： 

矽晶太陽電池矽晶太陽電池矽晶太陽電池矽晶太陽電池  

1. 多晶效率高效率量產技術 

2. 低成本矽材開發與新電池結構設計 

3. 新電池製程技術與設備整合開發 

 

薄膜太陽電池薄膜太陽電池薄膜太陽電池薄膜太陽電池  

1.2010 年完成具技術創新效率 14%的 aS/µS 

2.高效率製程與設備開發降低成本 

3.光學管理技術 

 

染料敏化太陽電池染料敏化太陽電池染料敏化太陽電池染料敏化太陽電池  

1. 關鍵材料製備技術 

2. 開發 20cm*20cm、光電轉換效率 8%之電池模板 

(三三三三) 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 

圖四.六是B財團法人的組織架構圖，其中屬於產業鏈電池段的研究單位是先

進矽基太陽能電池研究組，及下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組，其他則屬於模組技術以

及系統工程相關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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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六 B財團法人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B財團法人 

 

(四四四四) 技術發展願景技術發展願景技術發展願景技術發展願景 

B財團法人成立目地是希望成為世界最好的太陽光電研究單位，其核心理念

是不僅在技術上要成為世界第一，另外也得為國內 PV 產業創造價值，所以團隊

成員也常與 PV 產業有緊密的接觸。 

所謂引導國內 PV 業的技術先驅，意指至少 B財團法人得領先業界五年，在

技術研發上並不會跟業界走太近，否則就無法領先。所以基本上 B財團法人的

做法是，現在業界做什麼研發，B財團法人通常就不會去碰這塊領域。而實際做

法會參考有關美國、日本的 Roadmap，觀察新進國家的技術發展趨勢，B財團法

人再朝相關技術方向去切入發展己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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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 

B財團法人一開始的團隊成員，大部分是從材化組或太陽光電組的人員轉過

來，主要是負責矽晶的部分。另外，有些是從能環所轉過來，這邊的人員主要是

負責 DSSC、CIGS 的技術研發。此外，還有一部分是顯示中心、電光所那邊過

來做 Thin-film 的部分。 

雖然 B財團法人在各個方面或多或少有所更動，但在研究主題上，大致上

沒有太多的變動，大概著重在矽晶圓、矽薄膜，以及其他新世代太陽電池等技術

主軸上。 

 

矽薄膜技術專案說明矽薄膜技術專案說明矽薄膜技術專案說明矽薄膜技術專案說明 

有關於非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的發展已超過 30 年，矽薄膜中矽的結晶排列

相較結晶矽來得雜亂許多，也不同於一般結晶矽的製程，矽薄膜共有幾個主要製

程，首先要在玻璃基板上有一層透明導電氧化物（TCO），其次以雷射將其圖形

化；再來則是使用以電漿式化學氣相沈積法（PECVD法）在 TCO 上矽薄膜的鍍

膜，再雷射圖形化，然後再以物理氣相沈積法（PVD法）進行金屬鍍薄，最後

再圖形化，一層接著一層完成，各個電池間藉著金屬與 TCO 薄膜相連接，在玻

璃基板上形成模組，再進行封裝後完成電池模組。另外，以往矽薄膜通常為單層

非晶矽技術，具有較佳的光吸收能力，只需要較薄的吸收層即可，但紅外光等能

量較小光源則無法吸收，因此會侷限其轉換效率，另外還有光劣化的問題，在使

用後的短時間內效率會衰退 15~35%。所以為提升轉換效率，矽薄膜技術可以結

合微晶矽的堆疊方法，使轉換效率提高，甚至可以疊到三層以上，以增加光吸收

的範圍。以下，本研究就矽薄膜技術的研究過程，對其技術知識特性以及技術的

知識管理層面做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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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 

B財團法人是一個專屬的研究單位，除了相關太陽能技術研發外較少其他相

關正式商業的活動。對於矽薄膜組研發團隊來說，成本降低只是必須達到的議題

之一，因為除了使成本可以降低外，目標是擁有自己的IP。相較於其他國內的廠

商單位，團隊試著在眾多專利佈局中去尋得自己扮演的角色，因為在業界中，像

是Sharp等廠家已經做了將近40年，在IP佈局上相對多了很多，但是矽薄膜團隊

所賦予任務則是在眾競爭技術中，努力去提高效率外也能擁有自己的技術。 

申請專利的最上階的是結構專利，這種類的專利是最難避開的，因為在專利

Claim的撰寫上可以完整說明哪一層的能階是多少，即使換成不同材料，都還是

會落在專利的Claim上，這也是矽晶圓組在研發的時候主要的目標。受訪者葉副

組長提到：「例如這I層東西鍍出來後，含氧量要低到一個程度，光電流要多少，

暗電流要多少，這些都是物理特性，要達到這些東西，可能有哪些東西，都可以

寫在上面，這樣保護範圍就比較大。」所以一般在寫專利Claim的時候也是十分

關鍵的步驟，除了設法讓別人不好避，也讓團隊的研發成果成為更有價值的專

利。 

如果就技術的關連性來說，則矽薄膜技術是有所來龍去脈的，與先前的關聯

性很高，也因此基本的原理大家都知道。葉副組長說：「以 Thin-film來講，PN

結構一定要有，哪一層能用的材料，大家也都差不多。另外，只要是調太陽能能

通過的能隙，多寬多窄、和那個材料等，大家其實也都知道的差不多，但是要在

大家都一致的情況下，如何提高轉換效率，跟人家不一樣，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地

方。」 

 

(二二二二)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 

以矽薄膜來說，CdTe 是目前最大應用的一塊，國際上目前產業界矽薄膜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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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First Solar 也是用這種技術，但到目前為止，也無法斷言 CdTe 會否最終會造

成環境汙染的問題，陸續的環保問題該如何解決都也還不確定，各種不同的材料，

目前都有人在做。 

就太陽能電池技術的變動程度而言，是比較難以掌握的比較難以掌握的比較難以掌握的比較難以掌握的，，，，有可能一有突破性有可能一有突破性有可能一有突破性有可能一有突破性

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就造成產業巨大的變動就造成產業巨大的變動就造成產業巨大的變動就造成產業巨大的變動。葉副組長說：「市場上有很多太陽能電池技術

在 Approch，不像是 IC有固定的需求狀況，只是不同的顧客需要再去做不同滿

足的 Function而已。」 

太陽能電池技術在分類上，主要分為二六族、三五族等，對於不同的業務，

需求就不一樣。像是三五族來講，有些轉換效率達 30%~40%以上，但相對成本

太昂貴，目前大部分只用在太空上，用於民生比較少，因為民生需要講求成本效

益。不管所有的方法，最終都還是要進入市場，價格太高就沒有辦法。所有技術

到目前為止，還是很難去掌握所謂的變動程度。 

若以技術的變化幅度來說，不算是太大，因為物理的原理都是一樣，都是

PN Junction，差別在於如何使能階更好、電流比率的調配，界面間電子跟電洞的

分佈、界面上的折射率、阻抗等考量，以及怎麼去降低阻力會是最好的情況，這

些是目前 B財團法人的矽薄膜研究組在進行的，屬於微調方面的技術層面。 

而葉副組長也提到說：「在微調過程的創新，就可以寫成專利。例如最原始

就是 PIN三層，如果在 P跟 I中間加一層薄薄的介質，讓阻抗變得比較小，或讓

光的穿透變得比較好，這就是一個新的結構，就可以去申請 IP。」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  

太陽能電池技術和 IC 產業不同的是，它的原理簡單，但是反而使處理過程

的困難度更高。這和 IC 產業不同，就 IC 來說，它可以是一個很複雜的電路，結

果是為了想要達成某個功能性要求。可是對於太陽能電池來說，就是簡單的一個

PN Junction原理。像是葉副組長所提到的：「要怎麼在這個 Junction裡面，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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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效率做得很好，就是一個困難度很高的地方。」 

 而在其中最困難的部分，尤其是在於如何使頻寬變得更寬，需要很多道的處

理程序。例如將矽晶和非晶不同頻率疊在一起後，可以使頻寬變得更寬。但每一

層都是一個獨立的 PN Junction。B財團法人要面對的困難度是，本來一個 Junction

就很難處理了，如果兩個 Junction疊在一起的話就更困難，如果要使頻寬更寬的

話，甚至疊到三個疊到三個疊到三個疊到三個 Junction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技術困難度就整個提升數倍那技術困難度就整個提升數倍那技術困難度就整個提升數倍那技術困難度就整個提升數倍。 

葉副組長提到其中技術上處理的難度是：「在一開始就要去挑不同的材料，

波長比較短的是非晶，中間是微晶，要找一個能階都不一樣的，才能去吸收一個

比較長的波長，然後把三個疊在一起，而除了 PIN界面外，還有 Junction與

Junction間的界面。另外，因為三個介面都有其厚度，要能夠適當地吸收短波長，

中間吸收中波長，另一邊吸收長波長，光從一邊打進來後，要讓光足以透過三層，

不能中間就被 Decay掉，這樣就沒有作用了。」所以，在一個簡單結構下，可以

變化的地方還是很多的，但是相對地在各介質之間的處理困難度方面就會提高。 

 

另外，雖然太陽能的製程工序較半導體產業少，但是對於太陽能來說，尤其

在矽材方面，因為每一個長晶方每一個長晶方每一個長晶方每一個長晶方式式式式都不同都不同都不同都不同，，，，所以所以所以所以Carrier Life Time也都不同也都不同也都不同也都不同，在

運作過程中，如果電子、電洞分開後在裡面存活時間越短，電荷一旦消失後，就

會使整個電池沒有作用了。如果只有一階，只要跑一遍，電力被收集出來就好，

但如果有三個疊層要處哩，因為都是個別的Junction界面，每一個都得從正極跑

到負極，過程中要處理的困難點就很多。 

 

(四四四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對於矽薄膜技術而言，內隱程度算是很高，有關內隱程度可以從兩方面來觀

察：其一，在結構上面，B財團法人的矽薄膜組會用IP去保護，因為電池一切，

結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而這一部分的專利很難以避開。而第二個部分則屬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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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以去Claim部分，就是雖然今天結構有三層，但要怎麼做成這三層，這之間

牽涉到很多的內隱知識。葉副組長提到：「關於如何做成的過程，我們通常不會

去寫IP，我們會把它跟設備結合在一起，像是某一層是怎麼鍍的，這個就是技術

的Know-how部分。」  

矽薄膜技術的研發中，雖然也有作業標準流程(SOP)，但還是有很多地方是

在作業標準流程中沒辦法寫的，像是鍍膜部分，總共需要三道 PECVD 的鍍膜

--PIN，再用雷射去把電路切出來。但鍍膜時一般會跟機台有關，即使寫了 SOP，

到 A 機台可以跑，但到另外一台，即使使用相同數據下去運作的話，出來結果

就會完全不一樣。葉副組長提到：「到每一台機器都還是要做微調，而這才是最

Key的部份。」 

 

對於內隱程度較高的技術來說，以人員知識蓄積的部分更為重要，所以矽薄

膜團隊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而葉副組長也表示說，即使團隊人員離開，但是矽

薄膜相關技術變化其實很快，而且帶帶帶帶走走走走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如如如如果沒有與整果沒有與整果沒有與整果沒有與整體體體體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和和和和設備設備設備設備做做做做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會很會很會很會很快地快地快地快地跟跟跟跟不上不上不上不上相相相相關關關關的技術發的技術發的技術發的技術發展展展展。 

 

(五五五五) 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 

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 

以薄膜太陽電池來看，包括材料有很多種，雖然結構都是PIN，但是技術的

不確定性是蠻高的，另一方面，將來哪種矽薄膜技術會勝出，基本都很難講。 

 

基本上 B財團法人得矽薄膜技術方面，都會選定一個技術主題，使技術的不

確定性降低些，另外在技術研發過程，團隊成員會不斷團隊成員會不斷團隊成員會不斷團隊成員會不斷地做地做地做地做相相相相關關關關專專專專利利利利文獻文獻文獻文獻的的的的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再再再再去決定去決定去決定去決定研發方研發方研發方研發方向向向向及及及及找找找找出解決方案出解決方案出解決方案出解決方案。。。。基本上比較屬於技術生命週期中的主流設計

期，在眾多的太陽能電池技術中，矽薄膜技術是目前最被看好的技術之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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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再進一步降低成本以提升優勢，即是矽薄膜技術所努力方向。 

 

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 

目前B財團法人在做的時候，基本上會Follow UL1703去做，所謂的UL1703，

裡面有一些安全性等級的規範，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級，最高等級是人去接觸，不

能有任何安全性問題，不能傷害到人體，而比較低的等級，一般而言只能在電廠

裡會圍起來，在一般人接觸不到的地方。葉副組長說：「無論是矽晶圓或是

Thin-film，UL都有規範，美國都得 Follow UL 1703，在歐洲或是全世界是 IEC，

矽晶是 IEC6615，Thin-film則是 IEC61646。」 

對於電池端來說，這些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性的測試只是太陽能的標準性的測試只是太陽能的標準性的測試只是太陽能的標準性的測試只是太陽能的標準規範規範規範規範，，，，也算是也算是也算是也算是基本基本基本基本的的的的

進進進進入入入入門檻門檻門檻門檻，，，，沒有通沒有通沒有通沒有通過過過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客戶客戶客戶客戶就不就不就不就不敢敢敢敢購購購購買。 

另外對於 Thin-film 來說，在技術上可以依照製程來加以切割。也就是分成

P層 I層以及 N層來鍍，各有各個部分要做。但是如果要一次做成三層也可以，

但每一層都要清潔一次，再繼續做下一層。 

葉副組長說：「在業界中則通常分成兩種，第一種是 Class的方式，主要有

一個可以轉換的中心，運作方式就像一朵花一樣，旁邊各有不同的地區，空了就

分別送到那邊去。另外一種是 In-Line的方式，整個排在同一條線，PIN一直線

的跑過去。」故而對於 B財團法人來講，針對矽薄膜的部分，其技術可切割程

度高，相對而言在研發經驗也比較豐富。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 

(一一一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專案領導人特質專案領導人特質專案領導人特質專案領導人特質 

對於B財團法人來說，在矽薄膜技術這塊的領導方面，相較於技術能力，反

而比較重視能夠看得廣，以及資源的溝通協調的能力。葉副組長說：「領導人第



62 

 

一個看的就是他的組織跟規劃能力，怎麼怎麼怎麼怎麼帶領團隊帶領團隊帶領團隊帶領團隊反反反反而會比專業知識而會比專業知識而會比專業知識而會比專業知識還重要還重要還重要還重要。。。。因

為專業技術你可以請幕僚去幫你籌備，不用一次一個人了解太多。作為一個

Leader，你看的點是比較廣，溝通協調的能力會比較重要。」 

相關市場的資訊都是團隊的領導者要去全權負責的，而矽薄膜團隊平時除了

技術研發外還要跟廠商接觸，要適時了解廠商目前做什麼，需求是什麼，是否可

以技術移轉給他們，這方面訊息大部分都是團隊的領導者要去掌握的，所以專業

背景也是需要的，不要完全不懂就可以。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 

在矽薄膜技術團隊中，有所謂的輪調制度，目的是為了培養技術人員，以及

鼓勵成員有晉升機會。葉副組長提到：「我們算是蠻自由的，通常會去安排同仁

某一陣子P層，某陣子去I層，另外一陣子去做N層，都有所時間性，另外，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也也也也有輪調制度有輪調制度有輪調制度有輪調制度，，，，會讓不同同仁選擇要換的領域會讓不同同仁選擇要換的領域會讓不同同仁選擇要換的領域會讓不同同仁選擇要換的領域。」 

 

團隊成員特性團隊成員特性團隊成員特性團隊成員特性 

在團隊成員的組成背景方面，就矽薄膜組來說是較為多元化，在Thin-film這

塊，大部分是物理和電機的，大部分成員都懂半導體與物理原理基礎，除此，通

常也需要一些材料化工相關背景的人才，才能夠更深入來解決在PIN界面上的複

雜度問題。 

 

在技術研發的處理過程，團隊成員會看技術問題的屬性來看是否得共同解決

問題，例如是如果只是 P層出問題，就是 P 組會一起討論，發生在 I 組上也是一

樣。但如果整個電池 PIN需要做匹配時，就需要三組來討論，有時候比較大的

系統結構的問題，就會大家都找來一起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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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是否整合新工具或新程序方面，受訪者葉副組長表示這是矽薄膜組最常去思

考的問題。因為有些技術不見得是自己開發比較快，所以以矽薄膜組的立場來講，

並不會去排除跟誰合作，無論是產學研界，或是國內外的設備廠商等，只要是能

夠達成目標的，都會去嘗試。 

但是在薄膜來講，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Turnkey的迷思。葉副組長提到：「就

矽薄膜來講，幾個國際上的設備大廠，像是產業知名的O商、A商等，都有在賣

Turnkey，但是問題是整個產線太貴了。」除了成本問題，另外也會造成沒有差

異化的現象，因為如果每個廠商都用同一套Turnkey，就沒有生產優勢可言了。

所以為因應此問題，矽薄膜團隊除了在電池技術方面的研發外，設備也是其主要

研發要項之一。希望最後可以達成設備的國產化目標，也就是能夠超越超越超越超越Turnkey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在在在在技術上技術上技術上技術上要要要要比比比比Turnkey好好好好用用用用，，，，價錢價錢價錢價錢上上上上也也也也要要要要比比比比Turnkey便宜便宜便宜便宜，這樣才能進一

步提升PV產業製程上的競爭優勢。 

 

使用者參與程度使用者參與程度使用者參與程度使用者參與程度 

矽薄膜組的未來使用者與系統端的終端使用者型態不同，相對而言會比較跟

業界有頻繁的接觸，也會比較跟業界結合，因為清楚業界的需求，這樣子才能掌

握研發的動態。而這一部分，通常都透過研發的主管，或是專案經理來做較多的

互動和接觸。因為 B財團法人的運作形態使然，有些是技術委託開發或合作開

發的案子，這些都能夠在矽薄膜技術開發過程中，幫助團隊成員去更了解技術使

用者的需求。 

 

(三三三三)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和和和和與原型測試與原型測試與原型測試與原型測試 

在實驗方面，矽薄膜團隊進行地相當頻繁，因為只要有關電池結構 (Device)

的技術，有什麼技術上的概念或想法，就要自己想辦法去驗證。另外，葉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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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受訪時提到：「除了不斷實驗測試外，我們自己也有實驗生產線，一般薄膜

可以做到3.5代，跟業界水準差不了多少，而薄膜有兩個實驗線薄膜有兩個實驗線薄膜有兩個實驗線薄膜有兩個實驗線，，，，我們會先測試我們會先測試我們會先測試我們會先測試

從從從從15*15的尺寸的尺寸的尺寸的尺寸到到到到3.5代代代代放大過程中沒有問題放大過程中沒有問題放大過程中沒有問題放大過程中沒有問題，，，，然後可以證實然後可以證實然後可以證實然後可以證實再再再再從從從從3.5代代代代到到到到5.5代代代代，，，，

問題通常不會太問題通常不會太問題通常不會太問題通常不會太大大大大。我們會透過這樣流程去做。」 

 實驗過程中，失敗是容許程度則依照專案型態不同而定。因為B財團法人的

組織型態關係，相關技術的計畫會分成幾種類型，如果是能專計畫，本身是一個

標案，所以會有規格上的限制，這一部分的自主性就沒有那麼高。另外，如果像

是技術處等屬於較為前瞻性的計畫，給予團隊的自主性就比較高，容許失敗的範

圍也比較大。 

 

(四四四四) 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 

除了本身團隊成員的技術開發外，B財團法人也通常透過多元管道來取得外

界知識。葉副組長說：「我們的研發不完全是單打獨鬥我們的研發不完全是單打獨鬥我們的研發不完全是單打獨鬥我們的研發不完全是單打獨鬥，，，，就像就像就像就像我們主任常講的我們主任常講的我們主任常講的我們主任常講的 Open 

Innovation，只要是大家在這技術上可以有所貢獻的，就會一起來合作。」一般

團隊合作對象包括學校、業界等，且都會有固定的開會時間，型式上和頻率上都

有所不同，如果跟學校老師或顧問，可能每個禮拜會有一次，跟業界則至少一個

月一次。 

在學校方面合作科系會偏向電機、材料或光電，矽薄膜團隊成員會看在專案

進行中實際遇到的問題，在哪一區塊的技術基礎比較不足，就會實際找相關單位

去弄清楚。另外，一般在市場上有很多相關技術的研討會，B財團法人會透過訓

練的方式，讓單位同仁到外面去學一些和組織內部不一樣的東西。 

除此，葉副組長說：「我們也會請同仁去國外，像是歐洲或是美洲這兩個地

方，我們每年都會派人員。定期都會去了解國際的最新研發狀況。像 2009年 9

月在漢堡 23屆太陽能展，也會派同仁去。」有關外界知識的接收部份，通常不

會由專人來吸收，而是團隊會做分工。在國際參展方面，成員有時也會深入做訪



 

談，或是拿樣本(Sample)

在知識整理上花很多工夫

特別去加強，會去定出來

 

四四四四、、、、    矽薄膜技術矽薄膜技術矽薄膜技術矽薄膜技術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有關 B財團法人的矽薄膜技術

計性的實驗會比較頻繁，

空間，目前也視僅次於矽晶圓技術的市佔情況

的專注外，也很強調市場資訊的關注

另外，在 B財團法人的外部知識的吸收上來源非常多元

 

圖 四

參考來源：

外部訓

歐美太
陽能技
術展

65 

(Sample)回來研究。另外，矽薄膜組內也設有讀書會

上花很多工夫。葉副組長提到：「只要哪些知識有不足的部分

出來，一年要看多少文獻或 IP發表。」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財團法人的矽薄膜技術，屬於技術生命週期的主流設計期

，可能還會有突破性的創新，且有自行開發新設備的潛力

目前也視僅次於矽晶圓技術的市佔情況。所以團隊運作方面除了在技術上

也很強調市場資訊的關注，給予團隊成員的實驗自主空間也比較大

財團法人的外部知識的吸收上來源非常多元，整理如圖四

四.七 矽薄膜技術研發之外部知識來源 

：B財團法人葉副組長口述，本研究整理 

 

 

矽薄膜技
術研發

學校相
關科系

業界相
關技術
單位

技術研
討會

外部訓
練

歐美太
陽能技

有讀書會，團隊成員

哪些知識有不足的部分，都會

屬於技術生命週期的主流設計期，相對設

且有自行開發新設備的潛力

所以團隊運作方面除了在技術上

給予團隊成員的實驗自主空間也比較大。

整理如圖四.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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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依照本研究架構的兩大構面，將 B財團法人之矽薄膜技術專案重點整

理如表四.四與表四.五所示。 

表 四.四 個案二之技術知識特性統整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創新程度：較高 

� 研發目標除了降低成本外，也要在技術上有所差異性，並擁有自己的 IP 

� 以申請結構型 IP 為主，讓保護範圍得以擴大，也設法讓對手不好避開要點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較難掌握 

� 雖然目前 CdTe 是矽薄膜最大應用的一塊，但其實現在還都很難說，在眾多

矽薄膜技術哪一種會勝出 

� 無論是二六族還是三五族來說，最後都得以能進入市場為最後目標，所以

要看誰最終能夠掌握技術，進而提升使用的經濟效益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較高 

� 主要處理 PN Junction原理，在此單純的架構下做變化創新反而更困難 

� 為使吸收的頻寬變寬，所需要處理的界面甚至達三層，得處理像是多晶、

非晶界面等不同物理特性的問題，使複雜度變得很高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較高 

� 牽涉到結構性 IP，就難以模仿 

� 有些內隱知識以單位機密保護，也會和設備做結合，變成一個整合性的

Know-how，而相關技術變化快速，即使人員離開但技術會跟不上 

技術生命週期：主流設計期 

� 矽薄膜目前是除了矽晶圓技術外相較之下較為成熟的技術。但基本上目前

哪一個矽薄膜技術會勝出還是未定數，技術不確定性高 

� 技術研發過程必須注意 UL 和 IEC 的國際規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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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五 個案二之知識創新管理統整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隊特性：T型領導者，自主性高  

� 技術領導人第一個看的是組織和規畫能力，會比專業知識更重要 

� 市場資訊由領導人負責，技術方面可以請團隊或幕僚一起籌備 

� 團隊在技術上自由發揮程度高，且有輪調制度讓成員更廣闊學習。 

成員背景：背景較為多元 

� 需要懂半導體以及電機、物理方面的人才除此，也需要一些材料或化工等

成員加入，拿解決材料處理上的複雜度問題 

� 有關 PIN介面匹配或較大的結構問題，三組成員會聚在一起討論 

開發新工具/程序：傾向自行開發為主  

� 一般在矽薄膜領域中也是有國際大廠提供 Turnkey 整合型服務 

� 目標在做出差異化的電池結構外，也希望設備能夠自主化，以更低的成本

做出效能更好的設備 

實驗/原型試製：很頻繁  

� 只要是有關 Device 的任何概念，就會直接實驗去驗證結果為何 

� 如果為前瞻性計畫，則容許失敗的程度就比較高 

� 矽薄膜組有自己的兩條不同尺寸的實驗生產線，可以證實小型試驗放大之

後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外界知識的吸收：較為多元 

� 強調 Open Innovation，只要對技術有所貢獻的就會一起合作 

� 有關太陽能技術研討會，及相關知識的外部訓練都會請成員受訓 

� 相關太陽能展覽也會請同仁參加並拿回樣本研究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個案三個案三個案三個案三：：：：B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多多多多晶矽晶矽晶矽晶矽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 

目前 B財團法人的矽晶圓組所做的

段，技術研發上在單晶和多晶技術都有涉獵

的技術著墨較多。 

矽晶圓技術的主要技術大多是半導體原理所延伸過來

Junction，結構概況為在 P

當照光之後其間會形成電子電洞對

藉此原理來讓電池能夠發電

塊，市佔率約佔 47%，各主要電池其市

晶圓組的多晶矽之效率提升技術專案做相關管理議題的進一步

 

圖 四

參考來源

一一一一、、、、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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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晶圓組所做的相關技術屬於產業鏈中游段的

單晶和多晶技術都有涉獵，但目前團隊以多晶矽太陽電池技術

矽晶圓技術的主要技術大多是半導體原理所延伸過來，即一般所謂的

P-type 上面弄一層 N-type，P-N介面就會造成內建電場

當照光之後其間會形成電子電洞對，接下來，受到電場趨使就會造成分離現象

藉此原理來讓電池能夠發電。目前業界現況而言，多晶矽也是最多廠家投入

各主要電池其市佔率情況見圖四.八所示。本研究

提升技術專案做相關管理議題的進一步探討

四.八 目前主要電池種類之市佔率概況 

參考來源：IEK 等 (2008)，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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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量產而言，限於晶片本身的品質問題，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性。一般而言，

單晶片是用柴氏法 (Cz)下去做，多晶則是用多晶鑄造 (Casting Method)。矽晶圓

組受訪者的王先生說：「目前這些傳統製程發展到這種效率已經將近極限，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晶片晶片晶片晶片本身本身本身本身的的的的物理特性就會將效率侷限在物理特性就會將效率侷限在物理特性就會將效率侷限在物理特性就會將效率侷限在這這這這。」，所謂的物理特性包括雜質含量，

和缺陷密度等，都會使產出的晶片品質有所限制。 

另外，即使是在文獻中可以找到 23%、24%的產出，但在結構已經不是傳統

結構，而是已經把結構複雜化，另外，大部分還都不是量產技術，而是做成小面

積，而且晶片品質不太一樣，一般文獻發表是拿 Fz
2法製成的晶片，也就是 IC

再用的晶片，一般純度都很高，大概在 9~11N 的等級。除了純度之外，另外一

個影響效率的決定因子就是載子壽命，3通常文獻上可以做到 20%以上的電池，

用的品質都比較高，所以要導入量產還是非常困難，因為價格太高而無法被業界

接受。換另外一個角度來想，如果用途是用於需要很高的效率的情況下，像是太

空用的電池，但此時就不一定要用矽晶，可以用 CIGS 等其他高效率電池，用太

高的生產成本來做到相當高的多晶矽晶片，這樣是沒有意義的。 

 

(二二二二)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 

Solar Cell 目前技術很成熟，所以不會有太大的變動。目前業界宣稱多晶矽

效率大概是在 16~17%左右，受訪者王先生提到：「目前都是傳統的製程，未來

的變動不會太大，你要做到高效率的話，還是會卡在晶片的 Quality與本身的物

理特性。」 

另外，即即即即使不使不使不使不從從從從商業商業商業商業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的的的的觀點觀點觀點觀點，，，，將將將將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條件全條件全條件全條件全面面面面性性性性調調調調到最到最到最到最好好好好，，，，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效率也效率也效率也效率也

大概只能到大概只能到大概只能到大概只能到 25%上下上下上下上下。要達到多晶矽效率的最佳化，其中包括吸光條件、晶片

雜質幾乎為零、純度在 11N 以上，加上載子壽命夠長。除此，表面會做所謂的

                                                      
2
 Fz 是浮融法，這種生長方法控制困難、生產慢，但優點是純度很高，一般是 IC 晶片所用的純度等級。 

3所謂的載子壽命就是當晶片受光之後，它分離後的電子電洞對可以在裡面存活多久的時間。一般品質是 2μs，品質好一點可以到達 5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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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化製程 (Texturing)，也就是做成類似金字塔形狀，目的是增加吸光量。如

果要做到最高，可能不只是粗化製程，還得做到黑黑黑黑化化化化製程製程製程製程，，，，即即即即所謂的所謂的所謂的所謂的黑黑黑黑面面面面電池電池電池電池，

讓光的吸收達到最高。但每一個步驟大概都只能增加大概 0.3~0.5%的效率程度

而已，目前效率就多晶而言已經可以說很高了，只能一點一滴的增加。也因為物因為物因為物因為物

理特性的理特性的理特性的理特性的侷限侷限侷限侷限，，，，單晶最後一定比單晶最後一定比單晶最後一定比單晶最後一定比多多多多晶發電效率晶發電效率晶發電效率晶發電效率高高高高，，，，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多多多多晶晶晶晶多了多了多了多了「晶晶晶晶界界界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這些晶界很容易變成載子的再結合中心，讓載子卡死在裡面而使電池無法作用。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 

做 Solar 矽晶的過程，比較難處理的地方可能是在於技術如何搭配，以及機

台等級的選定等。以機台的對位來說，尤其是在於電極、絕緣或擴散等部分，因

為它們是用網印的，就會受到設備等級的影響。這製程都不會太複雜，但是設備

的等級會影響到Cell，但這個部分除非是要做特殊的用途，例如高效率的產出等，

否則傳統的製程比較沒有差。但如受訪者王先生說的：「通常技術都不會太複雜，

因為矽晶圓技術相較於矽薄膜等等技術都來得成熟。」在多晶矽的製程處理上，

團隊成員都較為駕輕就熟，只是以不斷嘗試技術的搭配為主。 

 

(四四四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在專質性方面，儘管產業的基本原理和知識已經相當成熟而廣為人知，但在

多晶矽技術相關，各家則有各家的 Know-how，這些也是研究單位所屬的專用性

知識。這些知識像是受訪者王先生所提到的：「有些甚至你甚至你甚至你甚至你買來買來買來買來後把後把後把後把結構切開結構切開結構切開結構切開，，，，

你做成跟你做成跟你做成跟你做成跟他他他他一模一樣一模一樣一模一樣一模一樣，，，，但做出來就是不一樣但做出來就是不一樣但做出來就是不一樣但做出來就是不一樣。」，因為多晶矽電池最終的效率牽

涉因素很多，有時候不只是結構上的問題，同時也牽涉到不同的參數設定等，通

常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除了 PN Junction 的基本結原理外，基本上像是擴散濃度比例以及 Texturing

製程中參數設定等，通常都會被各研究單位列為 Know-how。受訪者王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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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參數就是有關溫度、時間，像是擴散這一段，有時候會做不一樣的擴散

層，每一層濃度，你可以去調出一個比例來，像這種東西我們就不會去講，只會

跟你講說，我們做成兩層，你也可以量出來厚度是多少，但這麼小的 Scale，你

很難去量出來這個濃度設定是多少。」 

 

通常 B財團法人會傾向以申請結構專利為主，因為製程專利是很難去攻擊

別人的。但如同受訪者王先生提到的：「這年頭結構專利很難申請，因為 Solar Cell

的技術已經很成熟了，結構專利很難申請，最後製程專利反而比較多。」 

這也是多晶矽研發結果後來保護型式的難處，在電池端所面臨的通常是屬於

製程上的創新而非產品的創新，但實際上製程專利是比較沒有實際效果。因為只

要其它單位可以做出一樣的東西，並不能夠證明人家做法跟自己一樣，除非跑到

他的公司去看，但這是不可能的。 

 

(五五五五) 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 

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 

以多晶矽的傳統製程來說，成本要再往下壓很難，因為技術已經很成熟了。

但如同受訪者王先生所說：「因為有技術不確性存在，R& D才有存在的意義。」

要提升多晶矽效率，得從產業鏈的長晶端一直到電池端的配合。以多晶矽來說，

光電原料就是一個很大的門檻，怎麼使用低成使用低成使用低成使用低成本本本本把硼把硼把硼把硼、、、、磷磷磷磷拿拿拿拿掉掉掉掉，，，，並且要並且要並且要並且要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可量可量可量可量

產化產化產化產化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另外，有關多晶生長的過程，原本技術上是認為多晶矽的晶粒是自

己冷卻、自己成長，但後來發現某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而晶粒的方向會直接影

響到電池及後來模組的效率。除此除此除此除此，，，，B財財財財團團團團法法法法人人人人也也也也嘗嘗嘗嘗試試試試將將將將單晶矽單晶矽單晶矽單晶矽高高高高效率效率效率效率製程製程製程製程的的的的做做做做

法法法法，，，，像像像像是是是是 Back Contact等等等等方方方方法法法法，，，，移轉移轉移轉移轉到到到到多多多多晶晶晶晶矽製程矽製程矽製程矽製程來來來來試驗試驗試驗試驗。另外怎麼做好表面

粗化，把多晶矽效率給拉高，這些目前技術上的一些不確定性，卻也是主要的研

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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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 

基本上 Cell 的標準化是一些有關國際上安全標準的認證等，就如前一節所提

到的，這些標準是產業的基本門檻。 

而受訪者王先生另外提到：「Solar Cell的量測方面，就沒有一個統一標準，

一般量測過程是使 Cell照光後，接一個電壓電流就可以量測它的值，但最大問

題是在於光源種類。」雖然產業中都宣稱是使用 AM1.5 的光源，但其實目前是

以雙光源4的儀器會使效率接近於現實所產生的值，但這個值會比單光源測出來

的值來得低，當然這會造成一個問題是廠商不會使用一個讓自己效率測出來比較

低的儀器，所以在量測的標準上會有所出入。 

 

另外，多晶矽的效率值其實是一個範圍，原因在於晶片本身的 Quality。受

訪者王先生說：「通常晶片雖然是一樣的價錢，但品質就得看你的運氣。所有的

Cell廠看得大概只能是晶片有沒有裂痕、有沒有孔洞，以及其他要素等5。」 

至於像是晶粒方向、晶粒大小、密度等，就只能看運氣，但一般而言，多晶

矽一整根大概不會太大，再切成五百片左右面積很小，另外花紋通常不會跳動太

大，所以在做實驗時會盡量看花紋是否連續，讓同一批的晶片做為基準 

(Reference)，這樣的效率測試結果才會比較具有參考性。 

 

二二二二、、、、    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 

(一一一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與團隊成員背景與團隊成員背景與團隊成員背景與團隊成員背景 

通常多晶矽技術開發的領導人都是博士(PHD)等級以上，背景以物理居多，

                                                      
4目前世界上有兩種光源，一種是單光源、一種是雙光源。但單光源無法完全匹配成太陽光的光譜，卻也是業界普遍喜歡使用的。單光源的校正電流結果會比太陽光相較強，所以測出來的值是偏高的，而雙光源用兩個燈泡同時調整光譜，會比較接近太陽光。 
5
 因為通常無法掌控長晶的方向，故 Cell 端一般是測電阻，有關參雜的硼和磷的濃度，第二個就是看載子壽命，是否金屬含量有沒有很高，如果太高壽命就低，除此可以管控的部分還有厚度，看有沒有均勻，最後會看說晶片有沒有洗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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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也是，但有時候可能是材料、化工等，團隊的領導人主要負責技術任務

的達成，以及確保研發過程的順利進行等。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 

B財團法人的多晶矽研發組，通常成果會依循規格(Spec)來做，比如說做出

來的品質要多好，都有定規格。受訪者王先生說：「我們做晶片改製後，載子壽

命要達到多少、效率要達到多少等，都有定規格，就是有一個目標在那邊。」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在多晶矽技術研發方面，主要組成團員有四個人左右，通常四個研發人員都

可以從頭做到尾，但有時候還是分工或互相支援，沒有像業界定那麼死，規定他

們一定要做哪一段，就受訪者受訪者王先生表示，反而研發團隊成員每個步驟都

要會，之後在研發分工上才會比較好分配。受訪者王先生提到：「雖然每個人全

部都會，但還是會分工，譬如說第一個人做這一段，這二個人做哪一段…譬如說

這樣去分。或者是說，有些同樣一個實驗一次 Run完，第二個人就做另外一個

條件…」 

整個多晶矽團隊在技術研發上，分工很彈性。受訪者王先生表示這樣可以讓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懂得懂得懂得懂得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多多多多，，，，也能也能也能也能夠夠夠夠適適適適應應應應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條件條件條件條件下的研發流程下的研發流程下的研發流程下的研發流程。。。。 

 

(二二二二) 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就多晶矽組來說，團隊幾乎每年都會開發新設備，因為有時候會因為不同製

程，需要不同的設備，所以常常 B財團法人會和設備商合作開發新設備的方式

來進行。目前以傳統製程來說，多矽晶的團隊在設備上算是很完整了，但因為產

業中設備還是常有更新，通常一有新型的設備，團隊就會去跟設備商了解，做一

緊密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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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設備商合作開發的例子，多晶矽組有一個實際的案例。受訪者王先生

提到：「像我們去年曾和廠商一起開發原子層鍍膜的設備，因為現在都是單片式

的，可是我們是想開發多片式的，從一次單片發展成一次可以多片的方式，這樣

子處理速度上快多了，像我們想要做業界合作計畫，就會想到不會有業界會想看

到一次只進一片進去的方式。」 

在多晶矽技術開發組中這種例子常看到，因為在某一個製程，想要新的處理，

或思考到客戶端的需求。此時就會由團隊成員由團隊成員由團隊成員由團隊成員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想法想法想法想法給給給給設備商設備商設備商設備商，，，，然然然然後設備後設備後設備後設備

商會商會商會商會負責硬體負責硬體負責硬體負責硬體製造製造製造製造，而團隊成員再去做調整測試，看看是否可以合用。 

 

(三三三三) 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 

目前對於多晶矽組的成員來說，最重要的也最具代表性的試驗便是，拿拿拿拿冶金冶金冶金冶金

型的矽晶片拿來型的矽晶片拿來型的矽晶片拿來型的矽晶片拿來做做做做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再把再把再把再把效率效率效率效率試試試試著拉著拉著拉著拉到到到到跟跟跟跟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太陽能電池一太陽能電池一太陽能電池一太陽能電池一樣樣樣樣的的的的水水水水準準準準，

這也是從 2008 年開始持續到 2010 年，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重點是在於產出

低成本的太陽能電池，也才能讓產業界願意去實際使用。而這個試驗不僅由內部

團隊成員自行開發，而且還有包括材化所的技術成員及外部相關技術加以支援。

受訪者王先生提到：「這個實驗一樣有經歷過每一站製程，而從煉料到長晶這一

塊是材化所在，切成Wafer後他們是拿到外面去切，切成之後我們再做 Solar Cell

這一塊，純度只有大概 5~6N左右，目標是希望最後做到跟一般多晶一樣的水準。」 

另外，比較重要的試驗方面就包含將單晶的製程技術用到多晶來，以及表面

粗化製程，技術團隊也有成員試著做成黑面電池，目的都是想在可量產的先決條

件下，進一步再把多晶矽的發率效率提升。 

 

原型試製原型試製原型試製原型試製 

對多晶矽技術開發小組來說，很多新實驗或新技術，可能是從文獻得知，或

從外界聽來，而小組目前主要是在做 6 吋，因為主要是做給業界使用的，所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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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與業界相同規格的。但也因此，有時候實驗整個運作時間需要耗費三或四天的

時間，整個製程在時間上或成本上都會比較多。所以技術小組的應變方式就是，

會去觀察一些學校相關的技術是否可以支援。通常是學校在通常是學校在通常是學校在通常是學校在技術上可以技術上可以技術上可以技術上可以做做做做小型的小型的小型的小型的，，，，

幫助幫助幫助幫助技術小組在技術小組在技術小組在技術小組在短時短時短時短時間間間間找找找找到方到方到方到方向向向向，，，，然然然然後後後後再再再再由由由由 B財財財財團團團團法法法法人人人人這這這這邊邊邊邊做做做做大面積大面積大面積大面積，，，，可量產可量產可量產可量產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受訪者王先生提到：「小型設備方面，像是均溫性，均勻性會比較好，學

校的實驗跑起來比較快。大型設備會比較花時間，所以學校會幫助我們比較快速

去測出一些特性。」，因此可以給多晶矽技術小組一個驗證開發的方向。 

另外，有關效率提升的測試方法通常是利用不同的條件，例如不同的結構，

或擴散兩次，或考慮電極要做在正面或背面，甚至前後製程順序做對調等，在這

些地方開發小組都會去做一些調整測試以得到較佳的效能。多晶矽的製造程序如

圖四.九所示。 

  

 

 

 

 

 

圖 四.九 太陽能矽晶電池製程工序圖 

資料來源：B財團法人受訪者王先生口述，本研究整理 

 

目前大致上製程可以做到全部自動化，但是通常一個人還是無法顧全整個產

線，因為產線在運作的時候得去檢查，每一段都要有人得去抽片測試。受訪者王

先生提到：「像我們做 R& D的話，也是得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做完之後，就要去

做量測，OK再做下一段，像是電阻率量測、片電阻量測等。」，一般無論是業

界運作或研發上，都是在製程中做一些調整，最後看實驗結果是否符合假設。 

 

清洗 Texturing 擴散 抗反射塗佈 

電極 絕緣 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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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 

就多晶矽技術研發小組來說，主要的外部知識來源有幾種。第一種便是基本

的技術文獻探討，並且真正去試驗這些新方法，究竟看有沒有效。 

另外則是參加外面的學產業界的研討會，去觀察其他技術研究單位是用什麼

方法去做出結果。除此，技術小組也會跟學校相關科系師生合作，合作的對象包

括台清交等學校都有，大部分是電機、化工、與材料等。 

受訪者王先生提到：「因為有些東西關起來做想法會比較狹隘，所以也會跟

學校合作，一來也是為學校培養人才，二來也是為我們尋覓人才。」 

另外受訪者王先生補充說：「像是 B財團法人的領導人藍主任本身是台大的

教授，有一整條的矽晶設備的小型實驗線，當初也是王先生去協助建立的，相關

的矽晶技術資源可以相互支援。」 

 

三三三三、、、、    多多多多晶矽晶矽晶矽晶矽技術小結技術小結技術小結技術小結 

雖然相較單晶矽技術開發較晚，但由於其製造相對容易，所以在市佔率方面

反而後來居上，成為目前產業的技術主流，所以在這方面有很多相關的技術單位

相繼地投入研發，期能透過各種方法來達成高效率。但也如同受訪者王先生所提

到：「有時候與其去想一個複雜結構化電池，不如著眼在多晶矽的製程中，把的

每一道的參數調到最佳化，如果每一站可以增加 0.1%，那加起來效率可以提升

不少，或許這樣的方向會是比較正確。」 

 

最後依照本研究架構之兩大構面，將多晶矽效率提升技術專案重點整理如表

四.六與表四.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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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六 個案三之技術知識特性整理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創新程度：較低 

� 限於矽晶片本身的物理特性，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性 

� 即使把所有的條件都調整到最佳狀態，頂多也才能達 25%左右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較慢 

� 技術上來說已經很成熟了，不會有多大的變動 

� 多晶矽因為多了「晶界」的處理問題，理論上最終會比單晶矽效率低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較低 

� 技術上比矽薄膜或新世代技術都來得成熟，製程不至於太難處理 

� 較困難部分在於技術和製程上如何做搭配，以及機台機能的配合等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較高 

� 牽涉到結構性 IP，就難以模仿 

� 各家有自己的 Know-how，這部分即使將晶片切開照做，但結果就是不同 

技術生命週期：主流設計期 

� 技術的不確定性相較較低，但還是有很多改善的空間，例如矽材控制、單

晶研發經驗的移轉、粗化過程以及其它子製程調整等 

� 目前的研發方向較為明確，主要是希望未來單晶走高效率、多晶則是依循

單晶的研發經驗來提高效率。 

� 標準化程度除了得遵循 UL、IEC 等國際規範標準外，其它像是光源量測標

準、以及晶片品質標準等都還在陸續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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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七 個案三之知識創新管理整理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隊特性：技術領導，自主性較低  

� 領導者都是專業背景的博士，且以物理、半導體背景居多 

� 通常多晶矽技術研發組都會依循規格(Spec)要求來做，有其任務規範。 

成員背景：背景較為單一 

� 通常以半導體、物理為主 

� 通常對技術非常精通而深，每一個成員都可以整個製程從頭做到尾，不但

懂較多，分工上也容易，方便在不同條件下去試驗 

開發新工具/程序：傾向自行設計為主  

� 對團隊而言每年都會去開發新設備，因為不同製程需要不同設備 

� 通常是由多晶矽團隊主動去提供意見，再由合作設備商負責製造 

實驗/原型試製：很頻繁  

�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實驗是拿冶金級矽，把它嘗試做到與市面水準相同 

� 通常會給學校方面以小型設備先試做，這樣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給多晶矽團

隊一個大方向依循，然後再去做一個大面積可量產的尺寸出來。 

� 另外技術上有很多不同的結構方式、不同製程條件下，都是實驗來源 

外界知識的吸收：較為專注單一 

� 主要是針對矽晶技術相關知識去吸收，包括技術文獻探討、產學界的技術

會議、以及相關科系的實驗室合作等 

 

  



 

以目前技術，如果要讓

成，如圖四.十所示。但是如果達到

術上是無法達到商業化目的

上並不會有多大的突破性

 

圖 四

參考來源

 

晶粒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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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讓多晶矽達到最高的效率，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才能達

但是如果達到這些條件卻需要非常昂貴的成本才行

術上是無法達到商業化目的。所以說目前多晶矽技術還是以製程創新為主

上並不會有多大的突破性。 

四.十 多晶矽效率最佳化所需條件圖 

參考來源：受訪者王先生口述，本研究整理 

 

 

多晶矽效
率最佳化

吸光狀況

晶片純度
11N以上

載子壽命
夠長

表面黑面
製程

晶粒大小

其他

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才能達

非常昂貴的成本才行，在技

所以說目前多晶矽技術還是以製程創新為主，效率

 

晶片純度
以上

載子壽命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個案四個案四個案四個案四：：：：B財財財財團團團團法法法法人人人人

B財團法人的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組

CIGS。受訪者蔡組長提到

術研發，主要是跟矽有關

 

染料敏化之染料敏化之染料敏化之染料敏化之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 

染料敏化(DSSC)電池

基本材料則包括氧化物、

使用奈米尺寸的金屬氧化物顆粒

再將其塗佈於陽極做為

果 6，染料敏化電池的結構如

 

圖

參考來源

 

目前染料敏化電池是所有新世代太陽能電池技術中

同時也是國內外許多研究單位或

                                                     
6
 參考來源：Tsipo,IPAMA，B

80 

財財財財團團團團法法法法人人人人/新新新新世代世代世代世代太陽電池研究組太陽電池研究組太陽電池研究組太陽電池研究組 

的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組主要有兩個研究方向—

受訪者蔡組長提到：「在整個 B財團法人太電中心裡，葉副組長

主要是跟矽有關，這方面都是他來負責，跟矽無關的就是由我來負責

電池主要由前後兩塊玻璃基板組成，在兩片玻璃

、染劑、電解液和電極等。染料敏化電池的操作

使用奈米尺寸的金屬氧化物顆粒，以化學方法使其表面吸附染料

再將其塗佈於陽極做為感光層；另外還需要加上電解液

染料敏化電池的結構如圖四 .十一所示。  

圖 四.十一 染料敏化電池之結構圖 

參考來源：Tsipo，IPAMA 等，本研究整理 

是所有新世代太陽能電池技術中，發展最快的一門技術

研究單位或相關廠商，陸續發表許多相關專利

              B 財團法人受訪者之口述整理 

—染料敏化和

葉副組長那邊的技

跟矽無關的就是由我來負責。」 

在兩片玻璃裡面的

染料敏化電池的操作原理是

以化學方法使其表面吸附染料，

電解液助其導電效

 

發展最快的一門技術。

專利的技術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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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蔡組長的新世代電池研究組方面，本研究主要針對 DSSC 技術專案，就技

術知識特性及知識管理活動等議題做一深入探討。 

 

一一一一、、、、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技術的創新程度 

染料敏化技術目前還沒有商品，因為壽命問題還沒解決，效率也還得改善。

但未未未未來可以商來可以商來可以商來可以商品品品品化後會是個化後會是個化後會是個化後會是個全全全全新的產新的產新的產新的產品品品品，所以就創新程度而言算是很高的，其其其其技技技技

術原理術原理術原理術原理跟跟跟跟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矽矽矽矽基基基基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完全完全完全完全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矽基電池都是利用半導體原理7來發電

的，即所謂的 PN Junction，對於有 IC 技術經驗的人來說，這個很簡單。但染料

敏化的原理是電化學，比較接近一般所謂的電池，是個光電化學的電池，與其它

種類的太陽能電池8都不相同。 

 

(二二二二)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 

就染料敏化技術來說，技術的變動程度不技術的變動程度不技術的變動程度不技術的變動程度不算算算算快快快快，，，，最主最主最主最主要要要要原因是在原因是在原因是在原因是在效率提升效率提升效率提升效率提升層層層層

面非常面非常面非常面非常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也不像所謂的摩爾定律般可以預測。蔡組長說：「主要效率無法

有效控制的原因還是在於技術面不夠成熟，並沒有到真正大量生產的階段。」 

文獻中第一次提到相關技術大概是 1970 年，第二次大概是 1980 年，之後很

多年比較沒有人去研究染料技術，但在 2000 年以後又變成非常的熱門，包括國

內幾個做太陽能的教授也有所著墨。所以另方面來講，這 10 年的變動程度會比

過去幾十年的變動程度還快。 

染料敏化技術上比較大的進展，則是 1991 年發表的技術，大概效率在 6~7%

之間，目前是 12.5%左右，大概是兩倍而已，所以在技術的變動程度方面不算太

                                                      
7所謂的 PN Junction 原理，在結構上是 P-type 上面弄一層 N-type，PN 界面就會造成內建的電場，當照光之後，就會形成電子電洞對，然後加上受到電場趨使造成分離現象，簡單來說是藉由此原理來發電。 
8但其實一般稱為太陽能電池是不對的，叫做電池是因為可以儲電，但太陽能電池嚴格來講，它只是一個結構(Device)，當光照進來它會產生電，但是沒辦法把電存下來，等於當場照光當場發電，如果要有儲電效果則後面得搭配蓄電池等裝置來算是完整的電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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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沒有到說有很突破性的發展。 

目前在國際上，尤其是日本相關技研單位有提出許多 DSSC 相關的技術文獻，

但蔡組長的看法是：「即使日本目前有很多專利，但其實是沒有用的，因為這是

染料技術，所以他們大都把市面上買得到的染料全部拿去做這個電池，去測試它

的性能好壞」但基本上，主要的關鍵不是在於不同染料的選擇9，而是得得得得決定於決定於決定於決定於

發電效率的提升發電效率的提升發電效率的提升發電效率的提升，，，，及實及實及實及實際際際際量產的可能性量產的可能性量產的可能性量產的可能性。。。。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  

一般化學化工的材料物質處理過程，因為牽涉的技術成分相對廣泛，所以一

般來說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是比較高的。蔡組長解釋說：「裡面牽涉到的 Component

很多，又是染料、又是電解液、又是 TiO2、又是白晶，然後電解液它是個配方，

也不是單一的材料，另外也牽涉到透明導電玻璃的材料的考量等…」 

所以團隊成員通常必須在不同材料中調配，設法讓效率提升，而當效率一直

做不上去，就會覺得技術很複雜，因為裡面牽涉的元素很多，主要也是因為技術

還不成熟，所以複雜度才會覺得很高。若以半導體產業而言，只要熟悉了製程步

驟，複雜度就會降低點。 

 

另外，化學物質的製造過程最難的步驟之一是如何維持其穩定性。尤其是染

料純度不像一些無機物質，可以固定在 98%以上，對於染料技術來說，通常可能

由不同的人、不同的機台測出來都不一樣，所以研發人員只能盡量去推導結果，

但化學結果會較具差異性，很多儀器量測也沒有固定的標準模式，所以通常測出

來的結果只能是一種參考值，而不是一個絕對值。 

 

                                                      
9染料敏化技術最大問題還是在於效率不夠好，如果說只是單純要可以發電，那原理其實並不困難，包括路邊紅色的花就是一種染料，把花導碎弄一弄也可以發電，另外像是平常喝的咖啡，裡面有咖啡因，把它塗上去也可以發電，另外，國外盛行的小藍莓 (blackberry)，把他導碎後一樣發電，但總歸而言，這些”染料”最大的問題是在於不能導入真正的量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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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製程工序而言，跟矽晶太陽能電池差不多10，主要是比矽晶電池多出一個

封裝過程。其中困難度在於，當要把 DSSC 的模組面積做大時，要封裝這個大的

面積有它的困難，因為裡面有很多類似電極之類的東西要保護，而電解液裡面也

有離子等，一不小心腐蝕就短路了，所以相對性來講，封裝上困難度很難很多。 

而相關產業中並不是沒有封裝技術的存在，像是 TFT-LCD 就有更大面積，

一樣是兩片玻璃去把它封裝的技術。但最大問題是在 DSSC裡頭的材料，很多是

不能加溫的，溫度不能超過 80 度，所以在在在在封裝技術上，並沒有專門針對 DSSC

的成熟技術可以支援。 

 

(四四四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在研發過程中，通常會先做成實驗型或是次模組的型態，就研發的角度來講，

怎麼做成一個小電池(Cell)模組，會有所謂的 SOP，但是怎麼增加它發電效率的

研究，就沒有 SOP。也就是說 SOP只是入門的技術門檻，但但但但是是是是要要要要達到達到達到達到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研發研發研發研發

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就就就就得看各得看各得看各得看各家技術家技術家技術家技術了。蔡組長說：「像是電解液很複雜，可能只要加入一

個新的東西，導電度就變成很好，但我不寫成專利，寫成專利等於告訴別人說這

個東西可以用，通常會將它當為商業秘密，這種方法，同樣的很多日本公司也是，

會選擇不把它公佈出去。」一般來說，在技術不成熟之下，內隱性就會很高。 

而在 DSSC 技術研究組的研發歷程中，由蔡組長透漏，目前已經擁有十幾個

專利，主要是以結構性的差異化為主，讓別人叫難以避開。另外就是如之前所提

在 DSSC 製程中加入某化學物質，這也是比較好的專利。因為加入某項化學成分

是容易被查出來的。如果是染料方面的話，也是大部分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如果是製程方面的專利，為什麼效率可以做得比其它單位好，這些通常

B財團法人傾向作為內部的研究機密為主，而不會把製程做法公佈於外。另外，

                                                      
10一般矽晶太陽電池的製程工序由一個 Wafer在其 P-type 上面擴散一個 N-type，加上一些抗反射的處理，再把電極印上去，DSSC 原理也是一樣，一個工作電極，加上一個負電極，兩個合在一起，再把電解液注進去，剩下封裝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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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以其它特殊的呈現方式，像是日本有時候寫專利就像是寫書一樣，一整

本厚厚的，這種方式也為了保護自己，因為厚厚一大疊會使想要模仿者不知道哪

個是最關鍵的部分，就算真的去試驗出來也不敢隨便照做。因為關於材料添加部

份，很容易被查驗出來是否有侵犯專利的嫌疑。 

 

(五五五五) 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 

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 

就技術的不確定性來講，DSSC算是很高，一來還有很多製造問題還不能解

決，也尚未達量產階段，所以比起其他矽基技術的不確定性都來得高。 

 若將 DSSC 技術與矽薄膜技術相比，DSSC 技術還是不確定性較高。蔡組長

提到：「矽薄膜是不確性性跟確定性之間的過渡產品。」大概在四五年前，矽薄

膜技術屬於剛起步不久時，那時候矽薄膜的成熟度也就沒有那麼高，但隨著之後

很多國內外廠商，包括應材 (Applied Material)等設備大廠陸續投入，漸漸地不確

性就被降低了，各種矽薄膜技術也漸漸出現了可量產化的曙光。但目前 DSSC 技

術相對而言還不能到這個階段。 

DSSC 技術是所有太陽能電池技術中，技術剛萌芽不久的階段，也因為正起

步不久，所以技術上還是以探索性質為高。這一方面日本的再生能源的權威單

位—NEDO
11的 Roadmap中提到，2020 年這種所謂的新世代電池技術才會漸漸起

來，從 2010到 2020期間則主要是矽薄膜電池逐漸茁壯。也就是說等到矽晶圓以

及矽薄膜技術的成本降不下來的時候，DSSC 技術又到達可以量產化的要求時，

才有可能成為取代主流的技術來源。 

另外蔡組長也提到說：「若想要商業化也會牽涉到產率的問題，也相當於良率

的問題，因為 DSSC技術還是不夠成熟，目前只能做目前只能做目前只能做目前只能做到到到到實驗型實驗型實驗型實驗型，，，，當然當然當然當然要放大也要放大也要放大也要放大也是是是是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良率會但是良率會但是良率會但是良率會很差很差很差很差，，，，產率也一定會很慢產率也一定會很慢產率也一定會很慢產率也一定會很慢，這個技術還早，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11

 NEDO是日本主要統整負責再生能源部分，而 NEDO也會每年會召開一次會來修定 Roadmap中各項太陽能技術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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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 

還沒有正式的產品，說要標準化還太早，因為染料敏化技術除了效率太低，

另外最大就是壽命問題12，雖然在染料方面，日本曾經嘗試訂立標準規範，但蔡

組長提到：「一個東西基本問題還沒有解決，就要訂立規範會有問題。」因為如

果最終即使 Cell 做出來後，但它來到甲實驗室、拿到乙實驗室、拿到丙實驗室…

效率測出來都會不太一樣，沒有標準值可言。 

除了技術上難以標準化外，目前設備方面也沒有一個標準，另外，使用者看

得其實也不是設備到底有沒有標準化，而是實際產出的良率和效率有多少。基本

問題還沒解決即使能大量製造也沒有意義。 

 

另外，基本上 DSSC 技術實際在做的時候，可以 A專門做工作電極，B專門

負責其它材料、C專做封裝部分，但是通常這樣分工結果，效率會比較差。對於

DSSC 技術小組來說，經驗上還是由一個人從頭做到尾，這樣也較能掌握整體狀

況。就目前 DSSC 的開發狀況，因為技術還不是那麼成熟到可以完全分工來做，

而就理論實證上，小型的實驗也足夠了。 

 

二二二二、、、、    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 

(一一一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 

DSSC 技術專案的領導者，通常會找化學、化工相關的技術背景，技術專長

對於 DSSC 的技術開發來說很重要。而蔡組長也提到：「我們的專案經理之前在

神農待過，神農是製藥的，這有某種程度上的接近，另外，他在神農也是部門經

理，那就很適合。」 

 所以一般而言，DSSC 技術小組所需要的是一個對相關技術有一定的深入或

                                                      
12所謂的壽命問題最主要就是加速老化的測試，如果壽命太短其商業價值就會相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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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程度，另外還要具備有資源溝通的能力是最好的選擇。 

 

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 

在團隊成員方面，DSSC 技術小組組成除了化工、化學等是主力外，其他背

景像是電機電子甚至機械相關的都還是會有。蔡組長提到：「因為目前國內沒有

一個學校是光電系，頂多也只是光電所。而光電領域還不僅只是專注於太陽能技

術領域而已。」事實上，跟光電有關的技術領域，本來就是一個各式各樣的人去

結合出來。蔡組長又補充說：「光電講白了是個複雜的綜合體，但你要有突破，

還是要有材料配合，那不外乎就是材料、化學、化工等，然後量測的話又需要有

物理方面的人，甚至有些是結構的問題，也需要找機械的人。」 

另一方面，即使目前是由材化所去負責 DSSC 技術，但是材化背景的人通常

對電完全是外行，所以就材化所的立場，會覺得有電的背景的人很重要。所以對

於 DSSC 技術團隊成員來說，在研發的歷程中，其實還是需要所有理工相關背景

的人一起來配合的，尤其在目前技術還不是那麼成熟的狀況下。 

 而平常遇到任何技術上的問題，會有定期的會議來互相討論，或有專員專門

的議題來分享報告。使每一個相關子計劃的技術人員的資訊能夠互相流通。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 

關於團隊的自主性方面，蔡組長提到：「如果什麼東西都有規格，就很難做

創新，那就跟工人沒兩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就 B財團法人的立場，也不希

望是這樣做。」 

在染料敏化的效率精進上，例如從 7%提升到 8%的過程中，蔡組長士表示

這並非提出一個規格給成員就能達成的，而是需要不斷地去試驗才可能得出的結

果。所以通常會給新人一個方向去做，給予團隊成員一定的實驗空間去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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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一般而言，DSSC小組很需要引進新的工具或程序來激發內部的創造力，而

團隊成員也致力於是否能在新的工具程序中，找到創新的作法然後去申請專利。

所以在資源容許的情況下，會很鼓勵成員去開發新工具。另外，團隊也很鼓勵成

員到外面去受訓。像是蔡組長所提到：「有一種業界很喜歡用的，同時 B財團法

人也很愛使用的方式叫做田口式，假設我們今天的人都不懂什麼叫做田口式，那

有兩種處理方法，有一種就是找專家重金禮聘來過來上課，這比較直接但也比較

花錢，另外一種是哪邊有課我就趕快去上課，所以這都有可能。」 

 

(三三三三) 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 

DSSC 技術通常需要很多的實驗流程，以及原型試製的方式來做為主要的研

發方式。例如圖四.十二的右邊比較小型的屬於實驗型的 (約 2~3 公分)，左邊較

大的大約 4 吋大小，就是所謂的次模組原型，DSSC 技術目前因為壽命和效率，

無法達到一般量產要求。所以研究小組會以這種小型模組，以測試其性能。 

 

 

 

 

 

 

 

 

 

 

 

圖 四.十二 實驗級 DSSC 電池示意圖 

資料來源：B財團法人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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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DSSC 研究小組在做的 4 吋大小，之所以稱之為次模組，是因為它可以

跟矽晶一樣，做好後再把它一片一片地接在一起，變成大片的模組來發電。如果

化做同樣大小的矽晶圓，發電效率大概是 2、3瓦左右，但目前 DSSC 技術大概

只能到零點多瓦。所以相差是很大的。另外，蔡組長提到：「通常效率多大，也

要看面積大小，文獻中通常都是用很小面積去量出來的，但是要做大之後，通常

效率會降低，因為電子在走的過程，可能就死在裡面了。」 

這其實和做化學實驗課的道理一樣，牽涉到的難處是，在實驗室小量做效率

或許沒問題，但真的放大後，可能其中的差異就開始拉大，而就化學合成的角度

來說，放大之後的產率13是否能夠維持小量生產時的產率，也是考驗點之一。 

 

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由於 DSSC 技術還未量產化，所以目前還沒有所謂的產品使用者。但就 B

研究單位的角度，通常技術完成到某一程度時會往產業界推廣，但就牽扯到其實

產業界是很現實的世界，廠商一定是要看到有賺錢機會才會跟 B財團法人來做

技術移轉。所以這也是目前 DSSC 技術研發小組的主要任務。 

 

另外，如果拉到國際上的 DSSC 技術來講，目前程度大都只是賣原料而已—

像是染料、玻璃等。雖然曾經有有一家英國公司用 DSSC 技術來做手機充電器，

甚至連訂單都收到了，但問題是東西還是做不出來，也就是量產不穩定，產出良

率有所問題，所以目前技術上還相當不成熟，要做到終端產品消費者的資訊回饋

面還不太可能。 

  

                                                      
13所謂化學合成是說，丟 100 克的原料進去，出來 10 克，產率是百分之十，化學上所謂放大是說，假設放大成為 1公斤，理論上已經放大很多了，但結果出來是否是原來的 10%，通常會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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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 

在吸收外部知識的來源方面，除了 DSSC 技術主要是和學校有合作關係，基

本上學校方面會做比較小型、實驗性的，但不一定會把東西做到很大，接著再由

DSSC 技術小組做到約 4 吋的次模組之大小來證實其放大結果。而除了學校合作

計畫外，DSSC 團隊也會請國外相關技術之知名講師來上課。另外，團隊成員也

會參加相關技術的國際研討會，蔡組長提到：「尤其有一個專屬染料敏化產業化專屬染料敏化產業化專屬染料敏化產業化專屬染料敏化產業化

的國際會議的國際會議的國際會議的國際會議，會在固定時間舉行，像是前年在歐洲，今年在日本…這算是染料比

較具代表性，且特別針對染料敏化技術的，所以我們會派人去參加。」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守門守門守門守門員員員員 

通常對於 DSSC 技術團隊的運作上，不會只有一兩個人去關注技術的訊息，

而是會看視實際狀況，派人出去參加，整體而言比較以整個團隊分工合作來涉獵

新技術知識為主。再做心得整理給其他成員了解。平常的話，大概技術的研發成

員會針對專利和相關文獻等做定期的探討，蔡組長也表示，基本上對於 B財團

法人的 DSSC 團隊來說，對整個染料專利的分析已經是很完整了。 

 

三三三三、、、、    染料敏化技術染料敏化技術染料敏化技術染料敏化技術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DSSC 技術與矽晶圓技術以及矽薄膜技術完全不同，目前是屬於技術生命週

期中的技術萌芽期，所以設計性的實驗是一定要的，也是平常主要研究組的工作

內容。就現階段來講，一切的技術不確定性都還很高，而各相關研究單位也都期

待會有突破性的創新，希望能在這技術上佔有領先的技術優勢。 

在團隊運作方面，團員需要對技術的專注，另外也會注意在國際間 DSSC 技

術的市場發展狀況，而給予團隊成員實驗的自主空間上，也會比較大，否則很難

有突破性的創新的可能。以下就研究架構之兩大構面將 B財團法人之染料敏化

技術專案重點整理如表四.八與表四.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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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八 個案四之技術知識特性統整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創新程度：較高 

� DSSC 技術目前為止還沒有正式量產化的產品，因為在效率上、載子壽命上

等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 DSSC 技術原理和其它矽基太陽能電池完全不同，屬於電化學部分，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較慢 

� 技術變化速度不算快，主要是因為效率提升不容易 

� 最近 10 年的變化程度比過去快很多，主要是很多單位都相繼投入 

� 主要關鍵還是在是否有效量產化，而不是專利發表數目多寡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較高 

� 一般牽涉到化學的技術本來處理上就比較複雜，因為裡面牽涉的元素

(Component)很多，像是染料、電解液、TiO2、白晶等 

� 製程與矽基型差不多，但多了一個封裝步驟，而目前也欠缺專門針對染料

太陽能電池封裝的技術，裡面很多材料不能夠加溫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較高 

� 怎麼做成次模組型態會有 SOP，但是如何提高效率就沒有，看各家本事 

� 例如在電解液中加入新材料，使導電度變好，但是一方面通常不寫成 IP，

而是當成商業機密保護 

技術生命週期：技術萌芽期 

� 目前還未達量產化階段，比其它電池的不確性都要來得高 

� 主要商品化還是在於產率及良率都不夠穩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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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九 個案四之知識創新管理統整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隊特性：T型領導者，自主性高  

� 領導者通常是化學、化工的背景，且有相關領導的經驗 

� 負責人希望 DSSC 團隊有創新精神，否則若都依照規格，很難突破現況並使

技術產業化 

成員背景：背景較為多元 

� 除了化學、化工是主力外，同時還需要很多理工領域的人進來參與 

� 材化所本身對電的東西很陌生，電的背景很受歡迎 

技術研發過程有結構上的問題，可能也需要請機械背景的人來幫忙 

開發新工具/程序：引進再自行開發  

� DSSC小組很需要引進外界工具或程序來刺激團隊的創造力 

� 因為染料敏化的技術還很新穎，通常藉由團隊成員在學習過程中，若有新的

製程方法就能夠去申請專利了。 

實驗/原型試製：相當頻繁  

� 通常會做成 4 吋的次模組來試驗，次模組連接後可變成一般市面上的模組 

� 請學校做成實驗型的，研發團隊再做成次模組進一步試驗效能。 

� 但化學產品最難部分是由小變大量的過程，放大之後是否還能維持穩定的產

率，都是團隊主要研究的議題 

外界知識的吸收：較為單一 

� 主要外部技術來源是跟 DSSC 有關的文獻探討、專門針對 DSSC 有關的國際

研討會，以及相關的學校實驗室合作等 

� 就知識的多元性來看，DSSC 團隊比較注重在 DSSC 相關技術的深入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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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個案五個案五個案五個案五：：：：C 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模模模模組效能改善技術組效能改善技術組效能改善技術組效能改善技術 

一一一一、、、、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一一一一) 公司發展概況公司發展概況公司發展概況公司發展概況 

C公司是95年7月由母公司鼎元鼎元鼎元鼎元集集集集團團團團分分分分割割割割出來出來出來出來，目前為一專業太陽能模組製

造公司，而鼎元光電為國內最早從事模組製造的廠商之一。另外，C公司與鼎元

光電集團的子公司興達科技合作，已取得德國TUV的 IEC61215認證，也成為台

灣第一家歐洲IEC認證通過的太陽能模組公司。而C公司也開始以”TynSolar”建立

太陽能模組品牌。鼎元光電集團的關係圖如圖四.十三所示。 

 

 

 

 

 

 

 

 

 

 

 

 

 

 

 

 

圖 四.十三 鼎元光電集團 

資料來源：C公司，本研究整理 

 

C公司在太陽能市場發展方向，包含德國、西班牙、義大利、美國、韓國、

南非和中東等國家，並以五吋和六吋之單晶與多晶高瓦數太陽能模組為主。所提

供之太陽能模組主要用途為一般民生用電、路燈用、交通號誌用、建築外牆或屋

頂、救災設備及發電裝置等。另外，與建築結合之BIPV模組與透光式模組，也

鼎元光電集團 

太陽能模組

材料與通路 

GPS 

光纖通訊 

產品 
發光二極體

於汽車應用 

C公司：太陽能

模組相關 

發光二極體

銷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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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陸續開發。提供之商品及服務項目如下： 

1. 175W單 (多)晶太陽能電池模組 

2. 168W單 (多)晶太陽能電池模組 

3. 210W多晶太陽能電池模組 

4. 其他客製化模組 

 

(二二二二)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C 公司的研發部直接隸屬於總經理底下，組織屬於功能別，而主要技術研發

工作主要由研發部的鐘處長負責，另外也會跟製造處以及業務處互相配合。例如

實際製程經驗回饋或是市場資訊回饋等。C 公司的組織架構如圖四.十四。 

 

 

 

  

 

 

 

  

 

 

  

 

圖 四.十四 C 公司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C公司，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 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 

C公司的願景是希望成為台灣品質最佳，規模最大的模組領導廠商，擬定未

來營運發展策略如下： 

股東會& 董事會 

總經理 

其他幕僚單位 研發部 製造處 業務處 

製程 

產品 

生產部 

品管其它 市場開發 

銷售 財務部 

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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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得所有產品的歐洲TUV/IEC和美國UL認證，成為台灣唯一具有完整模組認

證的公司，建立競爭優勢。 

2. 和台灣多家太陽能電池廠建立長期合作策略聯盟關係，以確保材料的供應和

價格的優勢 

3. 建立”TynSolar”高品質與高知名度的模組品牌。 

4. 整合機器、設備、人員與材料以建立高品質、高效率與流線式的生產。 

5. 擴大營運規模並提高公司知名度，成為世界級的太陽能模組公司。 

 

對應其技術發展願景，有關C公司計畫開發之新產品/服務如下： 

1. 提提提提高高高高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模模模模組之轉換效率組之轉換效率組之轉換效率組之轉換效率：：：：投入封裝材料與技術之研究，以期降低製

程中電池轉換效率之損耗，提高模組織轉換效率。 

2. 高瓦高瓦高瓦高瓦數數數數模模模模組設計及量產組設計及量產組設計及量產組設計及量產：：：：主要為175W和210W之太陽能電池模組，預計陸續

開發更高瓦數之模組，未來朝更高瓦數之模組，組裝設計及產製發展。 

3. 提升製程技術提升製程技術提升製程技術提升製程技術：：：：太陽能電池朝薄化趨勢發展，太陽能電池愈薄，模組於封裝

時之破片率愈高，必須提升製程技術以維持良率。 

 

二二二二、、、、    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 

C公司以從事太陽能電池模組之設計製造為主，其成功關鍵因素在於，是否

能掌握原料來源，以及提供給客戶穩定品質的模組產品，其面對之上下游廠商關

係如圖四.十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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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五 模組廠所面對的上下游技術與市場關係圖 

資料來源：PIDA  (2007)，本研究整理 

 

C公司是國內第一家通過TUV (德國萊因)認證，以及IEEE所建立的IEC61215

測試標準之廠商，後續也取得IEC61730之認證。另外針對美加市場方面，取得

UL1703之認證、針對韓國市場則取得KIER認證。但在供應端方面，目前台灣尚

無太陽能模組的重要材料 (如EVA、玻璃及Tedlar等)之生產廠商，重要生產設備

需自國外引進，模組廠現況是仰賴國外進口原物料及機器設備情況頗重。 

 

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 

太陽能模組端已經靠近最終消費者使用端了，其模組加上系統商之安裝後就

可以直接於家中或是相關建築物上面使用。太陽能模組是將電池片串焊後，將電

池片矩陣、EVA等加上強化玻璃，層層封壓後再接上連接器、和鋁框等，即為太

陽能模組，大概可以分為六道主要步驟左右。太陽能模組的各層構造如圖四.十

六所示。 

 

矽晶材
料

矽晶棒

矽晶圓

太陽能
模組/
電池

系統組
件

系統建
造

使用者

製造端 系統通路端 

Inverter 

系統支架 

Collector 

Module 

 

 

通

路

商 

工程 

大型建設 

小型系統 

客戶 

投資者 

消費者 

 

矽

晶

材

料 

 

矽

晶

圓 

 

太

陽

能

電

池 



 

圖 四.

參考來源

綜合整個C公司來說，

門成員不斷在進行的有關模組之效能改善

技術方面作一全面性的知識管理探討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技術知識的技術知識的技術知識的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創新程度創新程度創新程度

目前就模組端的技術而言

部的郭處長說：「創新部分

因為太薄可能會破片。」

以薄化技術來說，也需要從上游端的長晶廠及晶片廠一起推動才會有實際的

效果。例如即使最終上游廠商可以將晶片

方面就得用掉 20µm，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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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太陽能模組之構造與製程產線圖 

參考來源：Sintek，C 公司參觀訪談，本研究整理 

 

，最主要發展之技術即為太陽能模組開發，

門成員不斷在進行的有關模組之效能改善，所以本研究就C公司的模組效能改善

技術方面作一全面性的知識管理探討。 

創新程度創新程度創新程度創新程度 

目前就模組端的技術而言，都以降低成本為主要考量，創新程度較低

創新部分比較沒有，最主要目前是把 Cell薄化，但

」 

也需要從上游端的長晶廠及晶片廠一起推動才會有實際的

最終上游廠商可以將晶片薄化到 50µm 的水準，但在

只剩下 30µm則不夠用來印銀膠和背板等部份

    

 

，也是研發部

公司的模組效能改善

創新程度較低。業務

但也不見得好，

也需要從上游端的長晶廠及晶片廠一起推動才會有實際的

但在 PECV 設備

部份。另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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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模組端即使晶片變軟而可能不會破，但是其他內應力方面可能會有問題，例如

可能會變型、或變翹等，這些都是廠商得實際實驗過才能確定的。所以目前還沒

有廠商能夠做到太薄。即使晶圓段可以做到很薄，但關鍵也要電池端的廠商來配

合才有實行的可能。其間薄化的過程的確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配合問題，相對而

言，這方面的創新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目前 C 公司所做的還是以降低成本考量比較多，例如製程的改善方面，

以前主要是由手銲的部分，後來變成是自動化的串銲，受訪者郭處長表示，這樣

一整條產線下來就可以省掉 20 個人力，雖然目前還是需要一些人力，去檢查良

率及其他處理等，接近半自動化的生產模式，但成本的確已經下降許多。 

 

(二二二二)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 

在模組端技術的技術變動程度而言，會相較比較低，因為對於模組端來說他

們要面對的是終端顧客，而一般在矽晶太陽能電池模組方面，使用年限長達25

年，所以品品品品質的質的質的質的穩穩穩穩定性定性定性定性保證保證保證保證方面方面方面方面要排要排要排要排在在在在第第第第一位一位一位一位，接下來才會是其他成本的考量。

郭處長提到：「例如我們為了確保品質，從原先便宜的改成貴了將近一倍的設備。

本來使用大陸做的，但現在是用泰國、德國做的，雖然都是同樣經過TUV等認證，

但其價錢幾乎貴了一倍，因為品質比較穩定，評價也比較高。」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 

就技術的複雜度而言，C公司主要面臨的是材料間的配合，郭處長提到：「主

要是承壓部分、以及EVA的配合，主要複雜度在於如何將不同材料合在一起，共

有五種材料，像是玻璃、電池、EVA和Tedlar等，並且要求可以使用二十五年。」

除了材料方面的處理外，其他像是溫度、時間的控制等，對於每個材料的特性要

了解。一般而言這些微調控制部分會比較有難度，但其他結構組成方面，會比較

簡單處理，複雜度並沒有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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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目前太陽能產業鏈中，模模模模組組組組段屬段屬段屬段屬於其中最於其中最於其中最於其中最多多多多廠商廠商廠商廠商進進進進入入入入，，，，也是也是也是也是進進進進入入入入門檻門檻門檻門檻比較低比較低比較低比較低

的一的一的一的一段段段段。。。。原因也是因為在原因也是因為在原因也是因為在原因也是因為在模模模模組組組組段即段即段即段即使研發專使研發專使研發專使研發專利利利利後後後後，，，，通常也不會有太大的通常也不會有太大的通常也不會有太大的通常也不會有太大的利基點利基點利基點利基點，

以讓市佔率加以提升等。研發處的鐘處長提到：「模組這邊是沒有什麼專利，因

為主要是在製程方面，會比較少。比較多的是在Cell廠的部分，我們也只是拿來

應用而已，並沒有比較相關。」 

所以若以產業鏈分工來說，電池段的廠商是比較有可能為了提升效率而去研

發專利，但模組這邊只是封裝而已，所以基本上專屬性會比較低。即使國內外也

有廠商嘗試去做專利研發，但結果也得電池廠商來配合它，因為製程設備完成不

同。而且專利綁住的利基點很薄弱，不會因為專利讓別人不能賣，也不能說因為

專利而使得市佔率提升多少個百分比。 

通常在模組端廠商可以變化的地方，是在鋁框的結構設計上面，但整體而言，

也是難以阻隔對手的進入。有時候甚至會造成說，有專利的反而比較貴，而降低

使用者安裝的意願，畢竟其它廠家用其他方法，也可以同樣順利完成安裝。 

故而在模組端的專利方面並沒有說很具有急迫性，也就是說不一定要用這個

同樣型式或模仿做成一樣的。例如有人設計滑輪式的，但另外一家也可以做成外

加式的，只要客戶覺得可以接受就可以了。 

 

(五) 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 

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 

就模組相關技術來說，如之前所提到的，以講求技術的穩定性和品質可靠度

為主，所以技術都很穩定(Stable)，不會有太大的技術不確定性。 

模組廠商幾乎為最接近終端消費者的一環了，也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太陽能最後太陽能最後太陽能最後太陽能最後只只只只要要要要能能能能夠夠夠夠發發發發

電電電電，，，，怎麼怎麼怎麼怎麼比較比較比較比較便宜便宜便宜便宜，，，，以說以說以說以說服服服服買家買家買家買家來買來買來買來買你你你你的產的產的產的產品品品品。這時候講求的是哪一家經濟效益

比較好，客戶在乎的只是可以賺回多少錢。 



 

所以對於 C 公司而言

好的品質賣給他們的顧客

有時候沒有專利，反而還

 

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 

對於模組產業來說，

好的東西，沒有經過認證也沒有用

蠻高的。其它基本上產品設計上都差不多

(Inverter)的設計不同，並無太多相異點

另外，模組一般來講

起就可以了。通常要看系統的規模

設定，例如 100Kw、500

在技術上則具有高度可切割性

璃、電池、EVA等疊在一起

示。另外，郭處長表示主要可以分為前後兩大段

而承壓到組裝則屬於後段

各個不同段的流程。這也是屬於

圖 四.十七

參考來源

                                                     14對於模組端來說，也得考慮到電壓匹配的問題110/220V，美國是 120/240V，

串銲 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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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而言，技術研發的最終目的是能夠有效地降低成本

好的品質賣給他們的顧客。並不是所謂很突破性的技術創新，如鐘處長所提到的

還比較具有彈性，而成本也比較低。 

，最最最最基本基本基本基本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門檻門檻門檻門檻就是就是就是就是通通通通過模過模過模過模組組組組認證制認證制認證制認證制度度度度

沒有經過認證也沒有用，沒有客戶敢買。所以在標準化程度上

產品設計上都差不多，除了各國電壓不大相同

並無太多相異點。 

一般來講像是 100Kw，可以利用 10Kw 的次模組組成再

要看系統的規模、地點和經濟效益怎麼設定，當初設計

500Kw 做為一個單位(Unit)都可以。 

具有高度可切割性，模組主要製程可以分成--串銲

等疊在一起)、承壓、模組、測試、以及包裝等，如圖四

郭處長表示主要可以分為前後兩大段，也就是串銲、疊層屬於前段

而承壓到組裝則屬於後段，新人通常從最沒有技術性的包裝開始學

這也是屬於C公司的製程SOP部分。 

十七 C 公司的模組製程與技術知識傳遞模式

參考來源：C 公司郭處長口述，本研究整理 

              也得考慮到電壓匹配的問題，而各國電壓會有所不同，，而日本是 100/200V，中間還牽涉到一些 Cycle 的變化

疊層 承壓 模組 測試 包裝

技術研發的最終目的是能夠有效地降低成本，以最

如鐘處長所提到的，

認證制認證制認證制認證制度度度度，否則縱使再

所以在標準化程度上，算是

除了各國電壓不大相同14，使轉換器

的次模組組成再併在一

當初設計會清楚

串銲、疊層 (將玻

如圖四.十七所

疊層屬於前段，

新人通常從最沒有技術性的包裝開始學，再慢慢熟悉

 

公司的模組製程與技術知識傳遞模式 ，像台灣就是的變化。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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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 

(一一一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 

在 C 公司的模組效能改善技術中，主要技術的負責人就是研發部的鐘處長，

而鐘處長的技術方面主要是靠經驗而來，因為在這產業一開始，並沒有學校相關

科系，所以是靠經驗磨練過來的，鐘處長一路從興達、鼎元和 C 公司等模組廠

學習過來，累積將近十年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 

基本上在模組段方面要求沒那麼高，有相關經驗反而比較重要。不過剛開始

時產業也沒有相關的人才，所以會先找人進來再做學習。 

目前研發團隊則傾向找有電機電子或理科背景的，在技術方面，有時候也會

參考業務方面的資訊，至於業務的背景通常不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但要有基本

的知識，例如二極體，正負極等特性，不需要懂到全部，但至少要知道技術上的

一些概念。例如製程分成幾段，大概整體需要幾分鐘，這樣才能大概跟客戶溝通，

至於很細的部分，例如每個流程需要幾秒，就需要研究單位去溝通了。研發部的

鐘處長補充說：「模組方面的 RD不多，大概三四位而已，太多也沒有意義。」 

因為 C 公司的 R& D 部門，最主要的工作是負責就是材料引進及歸類等

(Codify)，另外比較重要的就是產品內部認證，會看各種材料的品質，這些規格

也需要 R& D去計算看阻值，以及效率的產出是否合乎需求等。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 

大多產品製出得依照客戶規格來作，所以自行創新的空間會較小。C 公司通

常會先讓客戶去看實驗室(Lab)的產線，看是否符合客戶要求，若不符合，則客

戶會提出他們的要求，C 公司再依照客戶需求去客製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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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對於 C 公司而言，新技術通常來源還是在於設備商，鐘處長提到：「一般而

言，嗅覺比較靈敏的話還是設備商，有些設備商為了推展業務，他會找一些新的

東西，他會看看哪個領域比較夯，就會跳過來做，進而去開發一些新的東西，來

解決問題。」 

而 C 公司在設備方面通常不會自設備方面通常不會自設備方面通常不會自設備方面通常不會自己做己做己做己做，，，，是是是是為為為為避免搜尋避免搜尋避免搜尋避免搜尋以及以及以及以及錯誤錯誤錯誤錯誤的成的成的成的成本本本本，而

專注在自己的模組業務上，以免錯失市場時機。鐘處長說：「依我在這個產業這

個久，我認為隔行如隔山，很多產業不會跨過來做這個東西，這也是為什麼現在

很多 TFT的廠會覺得模組很容易，他們認為技術是一樣的，但還是都直接買

Turnkey。」 

 

C 公司所處的模組段，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接近接近接近接近是是是是組組組組裝裝裝裝業業業業，所以通常不會自己再去開發一個

新材料或新工具。對於 C 公司來說，也沒有多餘的時間、能力和資源去做這些

業界已經有的東西。如同郭處長提到：「所以我們會整合外面資源，先經過初步

判定，再來看實驗過程是否可以了，最後再送認證。」 

另外，對於C公司來說設備要分成兩種層面，一種是製程上的設備，這一方

面通常是大量且固定形式的採購，另外，研發用像是如果有新工具去做更準確校

正等，有時候會由設備商會去推薦，或有時候會依照C公司的需求，自行去尋找

在市面上是否有適合的。 

 

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 

對於 C 公司的使用者，一般就是所謂太陽能的系統端，C 公司只賣給系統商

所制定的模組規格，系統商會來看 C 公司的生產技術和製程。而一般系統商已

經是終端的需求了，所以通常也會要求C公司保固，及按照一些規格(Spec)照做，

不會特別再去做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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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 公司在客戶的接觸上，業務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業務是第

一個接觸到客戶的，有時候客戶也不知道到底需要什麼，但像郭處長這邊是電機

出身，這樣反應就很快，客戶有時還沒有弄明白，但資深的業務可以依照經驗就

會知道客戶大概需求是什麼，所以 R& D 部分會部分會部分會部分會和和和和業業業業務務務務一一一一起起起起工工工工作作作作，，，，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才能才能才能才能讓讓讓讓產產產產

出結果出結果出結果出結果更接近客戶更接近客戶更接近客戶更接近客戶的的的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三三三三) 實驗及原型測試實驗及原型測試實驗及原型測試實驗及原型測試 

C 公司在模組技術研發方面，主要有幾方面的實驗測試。第一個就是實地測

試，這方面主要是測試效率損失程度(Power Loss)的問題，這些都是有關成本控

管面的議題，而這一方面通常得花上幾個月到戶外去做，有下雨、有太陽或陰天

等各種不同環境狀況下的測試，和實驗室做的不一樣。一般實驗室是模擬的過程，

只是去加速老化的過程15。另外還有關於新材料 EVA 的實驗，要實際去測試在不

同材料間，它的黏著度好不好，因為對於 C 公司來說，得在研發製造過程，也

同時證明真的開發出來的模組可以使用 25 年沒有大問題。 

除了模組產品本身需要經過戶外及室內的相關測試外，郭處長說：「另外因

為Cell端沒有認定標準，所以模組端要確認電池端的品質。有幾點需要確認，一

個就是破片率的問題，另外一個就是輸出入(Input/Output)品質是否穩定，第三個

就是經過太陽曝曬後，衰減程度為何。」所以C公司從每次電池進廠後，要去驗

證是否符合C公司的規格，因為若之後的損耗很多的話，則C公司必須自己承擔

品質問題。而很多新的材料也是一樣的道理，無論是電池或是其它新原料，進來

都得先做測試。 

對於 C 公司來說，最大的技術門檻之一就是通過認證，模組通過認證後才

算是拿到基本的參賽權。郭處長提到：「認證很困難，Even一樣的材料也不一定

                                                      
15通常模組商擁有的基本設備是，有一台機器可以 Run幾個 cycle，或 Run幾個小時來模擬加速老化的過程。每固定時間都要拿一小片去做 Life time 測試，目前模組得證明可以 Run 25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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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過，很多地方是因為製程關係，一般是承壓、銲接等，但其實每個關卡都有，

都得做測試。一般認證的過程大概一年多，有些是六個月左右。」 

這些過程都需要不斷地去做測試，而對於 C 公司面對失敗的態度是，有實

驗就一定會有失敗，另外，有時候也是可能因為技術人員因素而導致例如驗證過

程出問題，但這些都是技術成長必經的歷程。 

 

(四四四四) 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 

有關 C 公司的模組技術，受訪者郭處長表示，通常都是自己弄比較多，鐘

處長和團隊成員的相關經驗也相當足夠。除了在剛開始的時候，包括申請 TUV

認證，以及實驗的機制建立等，有與 B財團法人合作外，其他部分比較沒有。

目前也比較不會與太陽能的系統商一起去參與工程，而是直接交給他們產品為主。

另外的外部知識的吸收，則主要為參展部分，郭處長表示這方面的訊息對技術上，

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一般 C 公司會指派研發部門的人員去參加，而關心的資

訊則含括電池段、模組段和材料段都有。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守門守門守門守門員員員員 

C 公司會同時由業務跟研發人員一起去關注相關資訊，回來之後再把得到的

訊息釋放給其它公司成員知道。一般業務組成人數有六、七個人，工科和商科的

背景都有。但是 C 公司通常只會派一兩個去參加展覽，而不會帶一整個團隊去

看，因為展覽大部分都在歐洲舉行，會牽涉到公司預算的問題。 

 

四四四四、、、、    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來說，C 公司的模組效能改善技術，較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相對設

計性的實驗會比較少，也較難會有突破性的創新，所用的機器設備也是以直接引

進為主。團隊運作方面，通常會依照客戶的需求規格來做，相對的自主性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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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就會比較小。底下依照兩大研究構面將 C 公司之模組效能改善技術重點整

理如表四.十與表四.十一所示。 

表 四.十 個案五之技術知識特性統整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創新程度：較低 

� 目前模組技術上來說，以降低成本和維持品質為主 

� 對 C 公司來說關鍵創新像是產線由手動改成半自動化，省下許多製造成本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 

� 客戶需求會以品質穩定為主，通常使用年限要長達 25 年 

� C 公司會因為想維持產出穩定而去涉獵較好的設備品質 

� 產品大部分都需要相關的認證，客戶才敢使用 C 公司的產品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較低 

� 一般而言在模組結構上面不會有太大的複雜度 

� 主要比較難處理的部分是在於材料間的配合，要製成成品要結合共五種材

料，玻璃、EVA、Cell跟 Tedlar 等，然後要求可以使用二十五年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較低 

� 模組是目前廠家進入最多的一段，也是因為進入門檻較低 

� 通常即使研發專利也沒有很大的利基點，反而沒有專利有時候比較 feasible

而省成本，即使申請專利他人也很容易以其它型式避開  

技術生命週期：漸進改善期 

� 一般來說技術不確性低，技術上都以穩定為主 

� C 公司比較在乎的是產品能否為顧客創造最佳的經濟利益，而客戶關心的

是幾年可以回收的問題 

� 在標準化方面產品基本上都差不多，而在各國電壓和規格等有些不同而已。 

  



105 

 

表 四.十一 個案五之知識創新管理統整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隊特性：技術領導，自主性較低 

� 主要領導人累積近十年模組經驗，相關技術研發和處理都沒什麼問題 

� 一般而言都得依照客戶規格來做，較少自主性創新 

成員背景：背景較為單純 

� 一開始 C 公司都會找模組相關經驗的人進來做 

� 現在會傾向找一些有電機背景的，對於技術處理和研發都比較容易上手 

會和業務一起合作研發，而業務方面也通常需要有基本的電的知識，這樣比較

好跟客戶溝通 

開發新工具/程序：直接買進為主  

� 一般而言，團隊會專注在模組段的技術處理，為了減少搜尋成本和專注市

場機會，比而不會在花心力在改進設備上面 

實驗/原型試製：頻繁  

� 對於 C 公司來說，實驗測試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品質及認證需要 

� 主要有戶外環境的 Power Loss測試，及室內模擬老化等過程，另外實驗室

方面也要去測試材料像是 EVA 的特性和結合等 

� 認證方面，則是著重在產線製程上，像是承壓銲接等，每個關卡都要做測

試，這也是 C 公司技術得以成長的主要來源 

外界知識的吸收：較為集中單一 

� 只有在早期有與 B財團法人在認證及實驗機制的建立等方面的合作，而目

前技術都是 C 公司自己處理為主 

� 相關太陽能技術的展覽會派 R& D 或業務人員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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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六六六六：：：：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之陽之陽之陽之陽光光光光電電電電城城城城 

一一一一、、、、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一一一一) D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太陽能業太陽能業太陽能業太陽能業務務務務發展概況發展概況發展概況發展概況 

在太陽能相關業務方面，D公司主要提供太陽能相關產品與系統應用，本身

以其原本通路優勢，取得現貨市場之低價材料為主，並利用各廠 (包括太陽能電

池及模組)產線之低利用率，取得具競爭力之代工價格，此外D公司也建立了太陽

能產品之檢測實驗室，以確保出貨品質。 

所以D公司在太陽能的產業鏈中扮演整合者的角色，從事各種矽材料、太陽

能電池、模組及系統的整合與銷售，為目前國內太陽能產業最大通路商。另外，

也從事與LED的結合，已開發太陽能相關設備及發電等專案應用。 

 

另外，D公司長期與日本信越集團合作，與集團旗下企業在台投資生產半導

體相關材料，藉此確保合作關係，藉此建立產品/服務的技術能力。因為本身熟

悉半導體相關業務，D公司的服務範圍也包括掌握部分矽晶材料源，並提供各類

代工服務，像是清洗、重熔、切片，到製成太陽能電池等業務。 

 

(二二二二)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D公司共分為五個事業群，主力著手於太陽能業務的是第二事業處，底下又

劃分為晶圓事業部以及光電能源事業部。另外，在總經理/執行長底下直轄下，D

公司新成立再生能源事業處，專門負責太陽能相關工程之建構，以協助公司全力

發展再生能源，建構相關技術能力之決心。D公司的組織架構如圖四.十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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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八 D 公司之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D公司，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 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 

現在 D 公司的太陽能事務主要分成幾個部分：第二事業處主要負責單獨零

組件(Component)的評選，包括供應商的合作評選，像是公司規模，規格，生產

狀況以及成本等，這些主要是之後要貼 D 公司品牌的，另外一個單位負責系統

整合，以大的電站為主、以及獨立系統等業務，像是太陽能路燈等，這個單位可

以使用第二事業處團隊所選的產品，也可以直接找廠商買，最後再由不同的產品

搭配組合成一個光電系統。而有關太陽能業務的地理分佈狀況，受訪者黃副總提

到：「目前二群是在竹科，系統整合的部門則是在台北。而在湖口 D公司也有一

個廠房，未來可能會改建成公司的太陽能技術中心。」 

另外，就 D 公司的太陽能業務分為底下幾個技術研究領域： 

1. Module業業業業務務務務 

D 公司本身不是一個生產的廠家，跟技術發展有關的是系統的整合。以模組

來看，最重要的部分是零組件的部分，D 公司的主要經營市場是在在亞洲區，尤

總經理/執行長 

再生能源事業處 專案 

行銷策劃部 其他幕僚單位 

第一事業處 第二事業處 第三事業處 第四事業處 第五事業處 

先進材料 

應用產品 

晶圓事業處 

光電能源處 

電子事業處 

機械設備處 

環工事業群 

工程/業務/

研發/品保 

半導體 

工程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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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中國大陸，在台灣也不小，另外還有印度等。以商業角度來看，D 主主主主要要要要業業業業務務務務

是是是是以以以以 B to B 的的的的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為主為主為主為主，對 D 公司來說，面對的是終端顧客的需求，所以得掌

握終端資訊。黃副總提到：「我們主要還是以Module為主，其他我們會按照需求

去選 Partner，我們的能力是去評估評選，這是第一階段，然後結合終端客戶的

需求，我們在做一些規格的調整制定，但生產製造我們不考慮做，我們頂多只會

考慮到提出規格。」 

依照黃副總的說法，D 公司的角色比較像像像像是是是是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產業中的產業中的產業中的產業中的 Dell，，，，自自自自己己己己不生產不生產不生產不生產

產產產產品品品品，，，，但但但但基本基本基本基本的架構的架構的架構的架構還還還還是是是是掛掛掛掛在在在在 D 公司這公司這公司這公司這邊邊邊邊，再去要求工廠做程度上的調整，這

大概是 D 公司的方向。 

 

2. 獨獨獨獨立系統立系統立系統立系統業業業業務務務務 

D 公司的主要太陽能業務也包含一些所謂的獨立系統，這一部分得做技術的

整合，像是模組(Module)、轉換器(Inverter)、和電池控制組(Battery Control)等，

有時還會結合其它的應用產品像是路燈等，目前 D 公司的獨立系統業務以這些

為主。黃副總也提到：「獨立系統來講，需求會比較分散，它比較不像模組一樣

只集中在幾個國家，像是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 

以獨立系統來講，經營範圍包含非洲地區、東南亞，拉丁美洲，甚至像是中

亞，西亞等，這些都是很大的區域，需求也很分散，而這些需求對於通路商來講，

是有利基的。黃副總說：「對我們來說，這種需求端對於技術能力的掌握能力會

比較低，會比較需要一個技術整合能力，提供他們 Total Solution。」 

 

因為獨立系統通常面對比較小小小小型而分型而分型而分型而分散散散散的的的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或者是弱勢的需求，他們只

是產品的接受者，而非規格的制定者，所以更需要系統廠商提供給他們一個完整

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而不是個別的零組件(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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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併聯併聯併聯併聯型型型型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D 公司在併聯性系統的業務，通常是所謂的屋頂系統或一般住家系統等，大

概都是幾千瓦等級的規模。對於 D 公司而言是比較有利的經營模式。因為一來

這些小型系統所需要的轉換器(Inverter)等都是千瓦等級的，而目前國內的相關廠

家較有能力去提供。第二個是這類市場需要通路去搭配，因為生產廠家無法掌握

這些分散的需求，所以以 D 公司的角色來經營最為恰當。 

 

綜合D公司的發展策略來說，D公司希望透過對太陽能產品的技術熟悉度，來

選取具競爭力的產品，第二個是提供給市場需求者一個全方案的解決者(Total 

Solution)，而不是一個單一產品，像是小型的住家或是獨立系統等。黃副總提到：

「我們公司的策略比較偏向水平整合，像模組是系統的一部分，加一個模組、一

個Inverter，然後再加一個Control進來，或許還可以再加個路燈。」在太陽能產

業鏈中，D公司選擇以系統應用系統應用系統應用系統應用，，，，去做去做去做去做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水平整合水平整合水平整合水平整合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二二二二、、、、    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 

D公司原來的經營業務是以各種IC及電子相關設備的通路商為主，後來由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事事事事業業業業群群群群專門負責光電事業方面，並以太陽能相關系統—包括電力系統及一些獨

立系統的整合銷售等。而目前又在執行長底下直接切分一個再再再再生能源生能源生能源生能源事事事事業部業部業部業部，專

職一些小型系統的專案開發。所以D公司在太陽能業務方面，結合原本在通路上

的經驗，及整合一些相關人才進來，在技術策略做一產業鏈的整合，並從中去找

出一些利基出來。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專案專案專案專案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陽陽陽陽光光光光電電電電城城城城 

陽光電城是D公司到目前為主處理之最大的系統專案，對D公司的技術邁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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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市場的開拓上都具極大之意義。陽光電城為一政府標案，全區共使用724

片多晶矽建材一體型太陽光電模組、488片多晶矽標準型模組與18片薄膜非晶矽

模組，系統發電量每年逾28.8萬Kw/H。陽光電城的評審重點在於：  

1. 結合建材一體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BIPV) 

2. 公共空間中太陽光電與當地風貌結合設計  

3. 太陽光電系統能源利用效率 

 

所以，陽光電城並非D公司可以獨力完成之專案，專案的完成結合了各家技

術單位，包括營造專業單位、冠宇宙及建築師事務所等所共同完工。底下本研究

以陽光電城來說明D公司在技術發展過程，探討其技術知識特性以及相關技術管

理的議題為何。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 

對於對於對於對於 D 公司而言公司而言公司而言公司而言，，，，陽陽陽陽光光光光電電電電城城城城的專案是的專案是的專案是的專案是高高高高程度的創新程度的創新程度的創新程度的創新，，，，因為這是因為這是因為這是因為這是 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第第第第一一一一

次嘗次嘗次嘗次嘗試試試試進進進進行最大的行最大的行最大的行最大的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在很多相關技術資源還不是很成熟下，也是 D 公

司藉由實際專案來建立公司相關技術能耐及經驗的來源。 

另一方面，D公司的受訪者 S先生提到：「陽光電城算是創新，它得和一些

公園等公共建設，太陽能系統和戶外設施的結合，會加入一些造型，像是遮雨棚，

停車場，或是屋頂的透光性和發電等，會做帆型的構造，不是單純一個太陽能系

統。」 

所以，跟以前太陽能系統業者做的在思維思維思維思維上有些不同上有些不同上有些不同上有些不同，以前太陽能系統以考

慮效率為優先，所以一般都得做成傾斜方式，以讓光源達到最佳的吸收角度，以

致於在外型上都差不多。而陽光電城不太一樣，它不一定按照最好的效率來做，

而是是以是以是以是以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整合為主整合為主整合為主整合為主，，，，得得得得在造型在造型在造型在造型和和和和效率上效率上效率上效率上取得取得取得取得一個最一個最一個最一個最佳佳佳佳的的的的平衡點平衡點平衡點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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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 

就陽光電城來說，整體上還是效率變化幅度比較小，效率是一般的水準。因

為到了模組端的產品，它是固定的材質，所以本身可以增長的空間已經不大。若

是以後有其它材料像是薄膜的、或化合物的來替代原來的矽晶圓，就可能會比較

方便於不同的角度的設計。 

在技術上來說，D 公司的方向是做到讓各個相關零件的效能都能有一些的提

升。如同黃副總所說：「我們針對不是模組我們針對不是模組我們針對不是模組我們針對不是模組，，，，而是而是而是而是針對整個系統的效率針對整個系統的效率針對整個系統的效率針對整個系統的效率，包括中

間的電子零件、電力機械等它最後產出的比值，使整體效率慢慢的提升。」 

 

(三) 技術知識複雜程度技術知識複雜程度技術知識複雜程度技術知識複雜程度 

在系統端通常複雜度不會太高，無法跟半導體等相比擬。但是其中比較複雜

一點的大概是所謂的獨立系統，要把一些各個組件整合進來，像是電池、轉換器、

或像是路燈等，就會比一般單獨供電的系統複雜一些。黃副總說：「假設要和路

燈結合，路燈還有燈頭，就會有許多選擇，有LED燈，水銀燈、鹵素燈等，材料

特性都不太一樣。另外還有太陽能用的LED燈，就牽涉到光學的也有，那個燈的

光洗的設計，散熱的部分你要去考量，是有不同領域的，燈其實是個功能性的產

品，其它是電的部分。」 

D公司的獨立系統業務還包括可能整合風光互補系統，所謂風光互補系統就

是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兩者系統混合在一起。黃副總說：「這兩者不太相同，

太陽是單向直流的，而風力是三向的電，確實是有需要跨領域的部分。」所以對

於D公司的陽光電城來說，裡面還包括許多的子計畫子系統，整個系統複雜度的整個系統複雜度的整個系統複雜度的整個系統複雜度的

衡量就要看整合程度到哪邊衡量就要看整合程度到哪邊衡量就要看整合程度到哪邊衡量就要看整合程度到哪邊。。。。 

  

另外，還有效率的考量，基本上效率是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基本要件，從產業

鏈的晶片廠、電池廠、模組廠到系統廠，都需要考慮到效率的損耗問題。當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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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系統端的整合方面，效率已經無法提升，主要的關鍵是掌握在電池段的廠商效

能。但是系統端在整合時候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使效率如何維持，不要讓效

率在過程中損耗太多，是技術的考量要點。 

 

(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一般而言，在系統端屬於比較組裝的作業，黃副總形容說：「就像是鴻海一像是鴻海一像是鴻海一像是鴻海一

樣樣樣樣，，，，一般組裝一般組裝一般組裝一般組裝，，，，卻有很多細節卻有很多細節卻有很多細節卻有很多細節。」 

這也是所謂技術上的「眉角」部分，從外表看來或許覺得太陽能的技術很簡

單，但卻不是每一家都能夠做得很好，事實上很多產品都有它的Know-how存在。 

另外，在技術保護型式方面，D公司則大多是以Know-how為主，專利在系

統端方面比較少，一般應用的專利也比較難去申請，就算申請了也沒有很大的意

義，無法有很大的利基點。 

 

(五) 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生命週期  

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 

基本上可以發展到系統端的技術已經很成熟了，像是一般模組或是其它產品

等。所以相較下不確性會比較低。比較有不確性的部分在於效率誤差的管控方面。

也就是 D 公司在內部做模擬實驗時跟實際工程產生的結果，每一個環節是會差

距。但目前 D 公司也只能藉由軟體模擬去推測未來環境，但未來的狀況像是天

候條件等，就不是 D 公司完成可以掌握的。 

另外就實際施工上的誤差來說，在不同的技術單位看待誤差的角度不太相同。

受訪者 S先生表示：「譬如說當初希望傾角可以到十度，但是做出來的是七度、

或八度。對土木來說算是誤差很小。但對太陽能來說效能就差很多了。」 

系統的整合者當初設計時就必須約束誤差範圍，但是目前在控制上還是有難

度。而每一環節的小誤差，累積到整個系統頂端誤差則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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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 D 公司的研發角度而言，目前去開發較具獨創性產品的機率比較小，

而會相對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偏向重視偏向重視偏向重視偏向重視實實實實際際際際的的的的市場狀市場狀市場狀市場狀況況況況，，，，去去去去做現做現做現做現有產有產有產有產品品品品的改的改的改的改良良良良，，，，符符符符合合合合顧客顧客顧客顧客的的的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黃副總提到：「「「「反而我們做的跟做的跟做的跟做的跟 EeePC的原理相同的原理相同的原理相同的原理相同，我們會按照客戶需求，並從

中挑選組何一些比較恰當的規格，雖然看起來都是Module，但細一點就會不同。」 

 

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 

在系統端的產品需要經過一些國際機構的認證標準，以模組產品來講是IEC

和UL兩大認證標準，IEC方面則有關IEC61730、61615等是針對多晶矽模組效能

做認證，另外需要搭配61730，是針對安全性做測試。另外UL也是一樣，兩個機

構都對很多系統端的產品都有認證標準。這都是系統端去購買產品時需要關注的

基本標準，也是目前太陽能電池到模組到系統端都需要去注意的認證標準，是太

陽能電池產業的基本技術門檻。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技術知識的創新活動與管理 

(一一一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 

D 公司的領導人可以分為三個方面：總計劃主持人就是 D 公司的受訪者黃

副總：負責成本控制和協調等，黃副總另外提到，如果牽涉到幾個公司合作的專

案，通常由副總層級以上的來總負責。 

另外則是主要負責技術方面的光電能源部的熊經理、以及負責總工程監工的

環工事業部經理。光電能源部的熊經理本身是從工研院的相關技術轉任過來，所

以在技術上的問題大部分會由熊經理解決。同時熊經理也帶了一些光電的資源進

來，包含冠宇宙、E 公司的轉換器(Inverter)等，冠宇宙又帶進來一連創的光電資

源等。受訪者 S先生提到：「像環工部門，本來就是執行這種大型專案的工程，

包括它之前配合的一些工程或鋼構的廠商也會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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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D 公司為了完成一個全新且大型的工程專案，需要整合的資源非常多，會

同時拉不同技術領域的人一起進來解決專案所遇到的問題。當初 D 公司本來為

了發展應用產品所以才會招攬 S先生進來，但因為後來這個市場沒有明確，所以

才會往公共建設下去走。後來也轉過來參與了陽光電城的專案，主要負責機械與

結構方面。但 S先生也表示：「那時候也有點趕鴨子上架，我們也是邊做邊學，

透過專案慢慢把相關的技術能力建構起來。」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  

有關陽光電城中團對自主性議題，S先生提到：「「「「當初自由度還挺高的當初自由度還挺高的當初自由度還挺高的當初自由度還挺高的，，，，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上也是有點無力控管上也是有點無力控管上也是有點無力控管上也是有點無力控管，，，，因為沒有這種基礎和經驗因為沒有這種基礎和經驗因為沒有這種基礎和經驗因為沒有這種基礎和經驗。。。。」所以在這種情況下，D公司

給與團隊成員的自主性會比較高，任由工程師自己發揮，D公司從源頭目標來做

管理，使專案得以完成。 

 

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 

通常 D 公司找進來的背景大概以電機、電子和機械背景居多，其他能力會

從外面直接找比較快。黃副總提到：「我們不是製造廠，我們看的是比較全面的

東西。通常在光電部門的產品規格，大家的 Knowledge差不多。」 

對於 D 公司來說，不太可能再找土木，鋼構方面的人才，一來因為資源有

限，二來這些而言業界技術已經很成熟，也很多人在做。所以 D 公司會傾向去

做好本身光電技術的深根，其中包括與其它領域或再生能源的整合等。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 

陽光電城對於D公司來說，完成是一個新的嘗試。受訪者S先生提到：「當時

算是有點混亂卡在中間，一般來講能擔任審圖或發包的工程公司，必須具備這樣

經驗的人，不然沒辦法挑一個適合的廠商，去審核看人家畫的圖對不對，這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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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精英才對，要懂的東西要很廣，不能一個人只知道一個部分，但D公司那時

候還沒有培訓出這些人，所以也希望藉由這次專案的執行，來培養出這些人才。」 

所以當初D公司的各項層面的管理也是切管理也是切管理也是切管理也是切割割割割的的的的。受訪者S先生提到：「我們這

個角色什麼都會，但是那時我們不是什麼都會的人，所以角色有點尷尬。」所以

在當時，D公司的技術成員只能憑一般經驗，以邏輯判斷沒有問題就下決策了，

而通常會以包商的意見為主。 

另外，因為工程龐大，通常決策要由各家所決定，由大家討論出來，如果沒

有問題再定案。最後 D 公司控制的是：除了安全考量外，第一個是成本面，第

二個是時間控制面，以這些指標做為工程實施的合理性。 

而在工程的實施過程，也是由 D 公司的研發部門和各外界的技術單位相互

協調而得。S先生說：「像當初設計圖是委託建築師去設計的，設計師設計提案，

我們開最後立標，同時考量效率與外觀設計。」 

D 公司會公司會公司會公司會和建築師做溝和建築師做溝和建築師做溝和建築師做溝通會通會通會通會議議議議，，，，一一一一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D 公司會公司會公司會公司會給給給給其太陽能的發電原則其太陽能的發電原則其太陽能的發電原則其太陽能的發電原則，

譬如說向南、以及傾斜角設計等，另外像是架構、鋼構的結合，以 D 公司的角

度，至少不能讓模組本身的結構破壞掉，先把這些概念告訴建築師。建築師則會

根據這些原則，依他們的景觀概念來設計這些建築體，最後再回來跟 D 公司確

認。D 公司則會去做計算，看發電的效率能否妥協。 

整整整整體體體體上而言上而言上而言上而言，，，，整個專案的執行整個專案的執行整個專案的執行整個專案的執行由由由由 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負責規畫負責規畫負責規畫負責規畫，，，，定定定定義義義義哪哪哪哪一一一一個個個個區塊要做什區塊要做什區塊要做什區塊要做什

麼麼麼麼，，，，至至至至於於於於裡裡裡裡面面面面要怎麼要怎麼要怎麼要怎麼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則是由則是由則是由則是由包包包包商去商去商去商去跟跟跟跟 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再再再再由由由由 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做做做做最後的最後的最後的最後的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和和和和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二二二二) 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D 公司屬於一個系統整合商，一般不會由自己來自行開發工具，而是由外界

引進比較多，無論是商業夥伴或人才資源都是。以陽光電城來看，受訪者 S先生

說：「那時候我們都外包，自行工具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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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還是由包商來直接解決技術問題，像是光電包就直接交給冠宇宙來

設計，D公司只要看最後產出就好。而有關D公司使用的效率模擬軟體方面，也

不可能自行開發，主要有兩項原因：一來效益不高，二來因為模擬軟體是必須具

有公信力，提出來的效率結果要讓其它廠家都能接受才行。 

 

(三三三三) 實驗及原型測試實驗及原型測試實驗及原型測試實驗及原型測試  

通常 D 公司測試方面得看情況而定，分成兩種測試，第一種是所謂的產品

本身測試，這一方面 D 公司有固定的策略夥伴，有時候 D 公司會自己去投資，

另外，像是模組(Module)、轉換器(Inverter)等零組件都需要認證，而且會貼 D 公

司的品牌，所以 D 公司必須去跟認證單位說明要共同認證(Co-license)，這些有

經過認證的產品，D 公司就不用花很多心力去再去測試。 

另外 D 公司必須做很多測試的地方是產產產產品品品品整合方面整合方面整合方面整合方面，像是獨立系統等，需

要整合的產品組合很多。黃副總提到：「這方面就像是蓄電池來說，蓄電池有分

成很多種，一般的鉛酸、凝膠、或半凝膠等，這些東西特性都不一樣，但都會影

響到搭配的電力，另外模組也有分 Thin-film和矽晶，這些電壓都是有很大的差

別。」所以對於 D 公司來說，都必須在產品之間去做最適化整合。 

 如果進一步應用到工程面，工程面的技術通常是比較成熟的而且可以直接找

包商來做，但像是陽光電城也不可能事先去模擬一模一樣的環境，就時間上和成

本上都不太可能。另外 S先生則提到：「一般工程是會有假設工程，假設現在要

組裝的話，會先在工廠組裝一次，沒有問題再拆到實際工程來做，但像是水泥等

部分就不可能，很多還是只能到現場再做。」 

 

使用者參與程度使用者參與程度使用者參與程度使用者參與程度 

D公司的客戶端大多屬於終端客戶方面，但目前還沒有到共同開發技術的階

段。而是一種市場合作及買賣關係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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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 

一般在系統端D公司會去結合各不同技術領域的廠商來做，但有時D公司則

自己處理就可以了，像是系統設計或改變等。整體上來說，D公司必須去懂產品，

但是自己並不會生產產品，D公司發展的是屬於應用端的技術，提出產品規格，

並要求廠商做出符合規格的產品。 

 所以就D公司的外部知識而言，除了各不同技術領域的廠商合作外，D公司

也會找國外的專家或教授進來上課。而在合作的廠商除了合約協議外，主要是人

員的交流，尤其是市場的情報上，這方面各個廠商可以說是一體的。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守門守門守門守門員員員員 

D 公司的新技術領域的涉獵，通常是藉由像是陽光電城這種專案型式的實行，

而使整個組織內部的技術能夠慢慢提升。受訪者 S先生提到：「像是在陽光電城

中，工程師 J先生就會藉專案的執行，去學習更多關於電方面的相關技術，而像

我本身是機械背景，但會進而去學習鋼構部分，當初熊經理也是，除具備太陽能

技術背景，也學習工程管理那塊，都會學不同的領域。」 

所以在 D 公司的技術守門方面，比較偏向由整個技術團隊一起去學習。沒

有專門的，如果技術方面的會派技術人員去，如果是行銷上或通路上的，就會找

業務的人員去。黃副總也提到說：「因為我們提供的是服務的產品，沒有固定的

人選，會找適當領域的人去負責對外工作，比較偏向整個團隊一起。」 

 

四四四四、、、、    陽陽陽陽光光光光電電電電城城城城之小結之小結之小結之小結 

以 D 公司的陽光電城專案而言，屬於技術生命週期的漸進改善期，所以相

對設計性的實驗會比較少，以降低成本以及維持系統的穩定性為主，通常都是以

整合外部技術單位來共同完成專案為主。所以團隊運作方面通常會對於光電知識

較為熟悉，其它則以系統整合能力的培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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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照本研究架構中的兩大研究構面—技術知識特性及知識的創新管理，

將 D 公司之陽光電程專案重點整理如表四.十二與表四.十三所示。 

 

表 四.十二 個案六之技術知識特性統整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創新程度：較高 

� 對於 D 公司而言，陽光電城的專案算是很高程度的創新，這是 D 公司在資

源和經驗都相對不足的情況，第一個嘗試進行的系統專案 

� 陽光電城得除了效率外，也要考慮外型搭配，團隊得從中取得平衡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 

� 材料在模組端和系統端，都已經是固定材質了，本身可以變化的空間有限 

� 以陽光電城來說，整體技術上變化幅度也不大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低 

� 一般而言在系統端的複雜度不會太高，主要讓效率不能損耗太多 

� 另外技術難度主要在不同系統的結合上，像所謂的獨立系統，可能得整合

許多產品進來，這時候牽涉到的產品特性就比較多樣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較低 

� 像是組裝業，但是也有它的「眉角」，通常以商業機密為主 

� 專利申請方面較少，一般應用端專利較難申請，也無法有很大的利基點 

技術生命週期：漸進改善期 

� 基本上技術到系統端都已經很成熟了，產品不確定性較低 

� 較有不確性的是工程上的誤差，通常 D 公司需要去結合很多不同的技術單

位，而每個單位對於誤差的標準也都有所不同 

� 注重成本的考量，以及如何系統差異化，重視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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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十三 個案六之知識創新管理統整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隊特性：T型領導者，自主性高  

� 分成多方面控管，包括成本總控管的副總、負責技術的熊經理、以及負責

監工的環工經理等 

� 專案中給予工程師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另一方面也是技術還不純熟的緣

故，所以 D 公司也藉由這個專案的執行去建立團隊的技術能力 

外界知識的吸收：系統整合能力 

� 通常 D 公司會去發展技術能力是如何找到對的廠商，提出產品規格，然後

共同完成專案，所以對於 D 公司來說，本身熟悉的是光電方面的技術，另

外則大多與系統產品相關的資訊交流為主 

成員背景：背景較為集中單一 

� 團隊背景以電機或機械相關的為主，大家的技術與知識都差不多 

� 不會再去培養一些土木和鋼構等人才，而是直接去整合外部技術為主 

開發新工具/程序：以整合資源為主  

� D 公司不是一個製造商，故以整合外部資源為主 

� 另外就整體效率模擬工具而言，也是採用在業界具公信力的軟體為主，而

不會自行開發，畢竟效率預估要讓其它廠家信服 

實驗/原型試製：較少  

� 通常 D 公司分為兩種方面的測試，第一種產品方面通常會有固定的夥伴，

大多有經過認證所以 D不必花太多力氣，第二種則是系統整合方面，需要

團隊成員去做比較多的整合方面的特性測試等 

� 工程方面通常到實地實做為主，模擬現場的成本和可能性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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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個案七個案七個案七個案七：：：：E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之電力系統專案之電力系統專案之電力系統專案之電力系統專案 

一一一一、、、、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一一一一) 公司發展概況公司發展概況公司發展概況公司發展概況 

E公司是於1981年成立，一開始以設計及生產高級測量儀器起家。在1998年，

E公司成立光電事業部，成為台灣第一家太陽能電池的製造商。結合儀器以及太

陽能的專業知識，再加上推廣太陽能運用的前提下，E公司在2002年成立了電力

事業部，從事太陽光電系統的設計和安裝。 

依太陽能的市場研究機構Photon International 指出，2007年E公司在全球太陽

能電池產業排名為第六名，產量達176MW，較2006年之102MW成長72.5%，E公

司於最近三年度都在全球之排名前十名內。E公司目前主要營收來源為太陽能電

池，而E公司經營業務也包括相關儀器，像是太陽能行動電力箱、太陽能電源轉

換器。另外，太陽能電力系統則包括工程整合服務、銷售工程整合服務、技術發

展服務等。另外，E公司也開始往產業鏈上游佈局，為掌握上游矽原料而投資A.E.

公司。 

 

(二二二二)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E公司除了一般幕僚單位外，依其主要業務分為三大事業部，分別為光電事

業部、電力事業部與儀器事業部。 

光電事業部方面，主要負責太陽能電池業務。另外，E公司也在大陸昆山廠

正式量產，目前良率和產能與台灣廠房相當。 

關於E公司的電力事業部部分，電力電力電力電力事事事事業部業部業部業部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是是是是國國國國內最大之太陽能內最大之太陽能內最大之太陽能內最大之太陽能系統安系統安系統安系統安

裝裝裝裝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佔佔佔佔有率有率有率有率超過超過超過超過70%。其負責的業務主要有： 

1. 提升獨立型與市電併聯型發電系統之效能  

2. 開發Solar Hom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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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公司還有儀器相關的事業部，主要負責光電儀器、可攜式太陽能行

動電力、及可追蹤式太陽能控制器等。有關E公司的組織架構如圖四.十九所示。 

 

 

 

 

 

 

 

 

 

 

 

 

 

 

 

 

圖 四.十九 E 公司組織概況 

資料來源：E公司 (2007)，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 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技術發展策略 

太陽能發電系統屬於太陽能的應用端，除了需要與上游的太陽能電池商與模

組商維持穩定關係外，同時也是直接接觸終端消費者的區塊，電力事業部平常以

電力系統架設為主力業務，本研究進一步將其所處位置細分為上、中、下游，其

廠商關聯性如圖四.二十所示。 

  

 

 

 

 

 

圖 四.二十 系統商之上下游廠商關係 

資料來源：E 公司，本研究整理 

股東大會/董事會 

執行長室 

儀器事業部 電力事業部 光電事業部 其他幕僚單位 

研發處 

行銷/業務處 

Inverter廠 

品管其他 

業務部 

規劃設計部 

製造處 

研發部 

品管其他 

上上上上游游游游    中中中中游游游游    下下下下游游游游    

太陽能電池 模組封裝 系統設計 系統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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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歷程與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技術發展歷程 (電力電力電力電力事事事事業部業部業部業部) 

太陽能的技術發展得從整個產業鏈來看，上游是用原材料來做電池，電池來

做模組，模組可以來應用，應用方面有分獨立型跟併聯型，所謂的併聯就是太陽

模組用很大一片，產生的電能是直接併到電力網。而而而而E公司的公司的公司的公司的電力電力電力電力事事事事業部業部業部業部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做做做做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大部分是處理太陽能大部分是處理太陽能大部分是處理太陽能大部分是處理太陽能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應應應應用最大用最大用最大用最大宗宗宗宗的的的的併聯系統併聯系統併聯系統併聯系統的的的的市場市場市場市場。。。。譬如

說在台灣是直接運到台電的線路，白天充電，晚上則用電池的蓄電部分，幫這些

終端客戶裝設太陽能板的工程。電力事業部的張總經理提到：「用傳統觀念來談．

我只要做出一套手機就可以吸引人，太陽能做出來的東西誰買? 我們去看這個產

業，主要的消費來源是各國政府。尤其是收購回售電的政策，例如在德國，假設

你裝設太陽能板，電力公司會跟你買電，假設裝設電成本是十二塊，你賣給電力

公司是二十塊，那你是不是賺了八塊。」 

所以，太陽能產業對於終端使用者來說，由於有各國政府的能源政策，裝設

太陽能就變成成一種投資概念，由此來吸引消費者投入，所以太陽能廠商才願意

投資此市場，進而投下資金來發展太陽能技術。這也是E公司後來會分割出來電

力事業部門的原因。 

 

由此觀之，對於太陽能廠商來說，尤其是系統端系統端系統端系統端，，，，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及技術發展的及技術發展的及技術發展的及技術發展的

驅驅驅驅動力動力動力動力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各國各國各國各國政政政政策因策因策因策因素素素素。而公佈這些太陽能補助政策的主要國家，也是目前

國內太陽能業者主要外銷的國家，尤其以歐洲之德國、西班牙，美國和日本等國

家為主。所以，這也是太陽能產業會蓬勃發展的原因。像是日本廠商來說，最早

做公司是Sharp，大概發展有二十幾年，剛開始每年賠錢，但是在德國政府政策

一開始實施之後，只花了三年的時間，就把過去二十年投下去的資本，全部一口

氣賺回來。張總說：「可以這樣說，太陽能產業會好或是不好，完全取決於各國

的政策。」 

 



 

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 

電力事業部的張總表示

用有80%是併聯型，有一部分是高山偏遠地區

2%是用消費者的終端產品

聯型的市場為主要開發目標

亦提出Solar Home System

System包括太陽能電池組列與其它相關週邊產品

(Battery)、轉換器 (Inverter

所示。 

圖 四.二十一

參考來源

以下我們就電力事業部的主要

題做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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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事業部的張總表示，E公司自己曾經做過市場調研，目前太陽能晶片

有一部分是高山偏遠地區，電力不能到的獨立型系統

的終端產品，所以目前就電力事業部主要業務而言，

目標，其中包含整個電力系統的建造，另外

System為其技術和市場開發重點之一。所謂的Solar

包括太陽能電池組列與其它相關週邊產品，包括電力調節器

Inverter)以及其他負載及市電系統的配合等，如

二十一 併聯型應用& Solar Home System 

參考來源：經濟部，E 公司等，本研究整理 

以下我們就電力事業部的主要業務—電力系統工程專案之技術知識相關議

 

目前太陽能晶片應

電力不能到的獨立型系統，只有

，還是會以併

另外，電力事業部

Solar Home 

包括電力調節器、蓄電池 

如圖四.二十一

 

技術知識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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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技術創新程度技術創新程度技術創新程度技術創新程度 

對於E公司來說，一般系統安裝方面的研發，主要是以成以成以成以成本本本本降低降低降低降低，，，，及使整個及使整個及使整個及使整個

安裝過安裝過安裝過安裝過程與結果的程與結果的程與結果的程與結果的損耗損耗損耗損耗率降低為主率降低為主率降低為主率降低為主，所以創新程度方面會比較低。受訪者張總提

到：「所謂研發技術與創新，可能是說我們一度電的發電成本是十二塊，那如何

去降低這十二塊。除了使效率增加，及在取得材料成本很高之下，怎麼樣才能讓

生產成本再降低。」 

所以對於E公司來說，如何使用成本最小的原料，或者增加能產生的發電量，

就是研發一部分。另外，電力事業部負責的是電力系統的開發跟安裝，而發電系

統與氣候有關，所以裝設的地點就很重要，對於團隊成員來說，得去了解各地的

氣候狀況，張總提到：「地球跟太陽的關係，每秒都不同，每年只有一次是一樣

的。」所以其團隊成員在設計一套系統發電時，就要觀察當地氣候狀況，也要去

看五年、十年的氣候資料，因為整個系統做好後，還要使用二十年以上，這是E

公司技術研發方面所關切的議題。 

 

(二二二二)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 

對於電力事業部來說，目前唯一較有進步空間的就是效率不要損耗太多，以

及成本降低等，另外張總提到：「在太陽能的發展史上，比較有突破的技術就是

併聯型的技術。對太陽能的終端應用改革很大。」 

所以除了在併聯系統的突破性技術之外，目前其它相關技術，大都從其他產

業的技術，如半導體與 TFT-LCD 等，慢慢進展過來變成太陽能的製程，整個變

動程度是比較緩慢，較難會有突破性的變化。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技術知識的複雜度 

通常電力事業部主要著力點在於完成整套發電系統的設計，而團隊基本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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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另外再花力氣做其他零組件的研究，因為一般來說，這些都是簡單的技術，對

於團隊來說，如何花最少的成本拿到最好的材料是比較重要的。 

而對於太陽能發電零組件來說，太陽電池部分跟半導體差不多，本身不容易

壞，但通常會壞的是電線，跟外面的塑膠管等，有時候紫外線一照，五年就完了，

所以可能未來技術研發的一部分是，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使整使整使整使整套系統套系統套系統套系統都變都變都變都變得得得得更更更更有效率有效率有效率有效率，，，，且且且且是長是長是長是長時時時時

間下都能間下都能間下都能間下都能互互互互相相相相搭配搭配搭配搭配來使用來使用來使用來使用。。。。所以張總提到：「技術進入門檻很低，像中國有幾千

家在做模組，交給工廠就直接這樣做，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 

另外張總認為，對太陽能的終端發電系統來說，如果可以熬過考驗，未來是

有市場的，大概三年以後，太陽能價格的競爭力可能會跟一般傳統電價一樣，到

那時候消費者就會更有意願去安裝太陽能系統，那時候也是考驗各家系統商的信

譽和技術的時候了。 

 

(四四四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對於太陽能的模組端以及電力系統端而言，相對技術的相對技術的相對技術的相對技術的進進進進入入入入門檻門檻門檻門檻很低很低很低很低，，，，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可能很可能很可能很可能很多多多多單位單位單位單位覺得覺得覺得覺得這產業可以這產業可以這產業可以這產業可以賺賺賺賺到到到到錢錢錢錢，，，，就就就就爭先恐爭先恐爭先恐爭先恐後後後後地地地地進進進進來來來來做了做了做了做了。。。。尤其是政府若有

編列預算，會讓很多單位去裝設電力系統。 

另外張總提到在安裝方面的技術，其實像是各地的水電商就能去執行了，一

般裝水電、弄瓦斯的工人就能去做。所以在系統安裝方面，通常不需要什麼特別

的專利。張總也提到：「太陽能是一個很奇怪的產業，跟其他產業完全不同，我

剛進來太陽能產業的時候，一直想要用 TI學到的那一套來弄，後來發現不是這

樣。」 

所以在系統端而言，通常不需要特別專利就可以去做。在技術研發方面，除

了一些基本的原理，像是如何提高效率和降低成本等，但這種原理其實到哪個產

業都通。對於系統業者來說，技術重點通常在於，如何在一樣的地方產生最大的

電，以及如何將 BIPV 與建築物放在一起等，是比較考驗技術與經驗的部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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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總也提到，太陽能的電力系統就像是一種家具設備、或一種裝飾，在蓋房子的

時候，太陽能系統可能變成一種建材，未來把系統的電力一接，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與太陽能電池的核心技術開發比較沒有關聯性，反而像是一般的建設商一樣。 

 

(五五五五) 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 

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 

負責人張總經理認為，在系統端最終的最大應用市場，還是會以併聯型為主，

第二個是在建築物上面的系統應用，因為全世界只有建築物是暴露在陽光下面，

所以也最有應用上的實際價值。而關於電子消費品的應用，張總表示，電力事業

部這邊則會比較少去著墨，因為很多時候要考慮實際狀況而定。所以整體而言，

對於電力事業部來說其針針針針對的對的對的對的市場市場市場市場與與與與目目目目標明確標明確標明確標明確，在技術與經驗方面也非常地熟悉，

相對技術上的不確定性很低。 

另外，對於電力事業部門來說，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方方方方向向向向則會出則會出則會出則會出現現現現所謂所謂所謂所謂「「「「品牌品牌品牌品牌」」」」的的的的概概概概念念念念，張

總受訪時有提到，「其實就像i-Phone一樣，雖然真正東西是鴻海或台積電做的，

但是當i-Phone這項創新產品做出來後，賺最多的還是i-Phone，若賣得好進而使

其股價整個上來。」 

 

所以某程度而言，E公司的電力事業部希望能夠成為i-Phone的角色，在事業

的經營過程中得到信譽及市場。而對於電力事業部來說，其它像是應用在消費性

電子產品的市場，就不會是主力目標。張總提到說：「像是國內電子大廠廣達和

鴻海有找過我，但邏輯很簡單，那時候他們說可以應用在手機上．也有人做手機

充電的型式，但是如果你考慮到實況，就不會去做研究這個。」 

也就是因為平常消費者實際將電子設備充電時，通常不會在太陽底下使用，

這麼一來，其充電的實用性就會大幅降低。這個市場比起併聯型發電的市場來說，

重要性不是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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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標準化程度 

在系統端而言，通常產品的標準化是比較高的，大部分的產品的規格和等級

都很清楚，像是電線的話也有等級，有交流跟直流等。對於電力事業部而言，只

要知道要用哪一種產品最好就可以了。 

而對於團隊來說，很多時候就像是在做工程，在台灣大多工程開發的型式就

是直接去開標，廠商得到相關工程案子後，再去找相關廠商來共同合作，以完成

該電力工程標案。另外，電力工程專案也通常牽涉到各國建築法規，但會由 BIPV

的廠商會去研究，電力事業部所做的大部分是全包業務，團隊只要知道要找哪種

技術比較好就足夠了。 

 

三三三三、、、、    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知識的創新管理活動 

(一一一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 

通常 E 公司的電力事業部就是由張總經理這邊全權負責管理，而張總本身

在進來 E 公司之前，已經在在在在德州儀器德州儀器德州儀器德州儀器 (TI)工工工工作了將近作了將近作了將近作了將近三三三三十十十十年年年年，所以一般像是半

導體原理和其他技術相關的事項，張總經理在技術上大部分都能夠掌握。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 

通常電力事業部面臨的是公開的標案或者客戶的系統要求，得依照規定來做，

團隊成員較少自行變化的空間。 

 

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團隊成員背景 

目前 E 公司的電力事業部這邊，張總提到大概找的方方方方向向向向是以工程管理或是是以工程管理或是是以工程管理或是是以工程管理或是

土木土木土木土木工程的為主工程的為主工程的為主工程的為主。。。。因為在這個部門通常就像是去做一個建設工程，例如在屋頂上

面裝設太陽能，去裝設的時候並不特別需要什麼技術，而是更接近在蓋房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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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提到：「要會算結構，是否耐震、耐壓，在電的部分反而不多，平常常做的是

去算結構、風壓，以及鋼釘訂製等。」 

除此，台灣沒有保證收購回售電，所以要幫客戶計算多久可以回收，這樣顧

客才會投資，像是一個整合的產業，得計算投資報酬率、看回收期有多久等，某

個程度上像是在做銀行，幫客戶做投資估算。 

 

(二二二二) 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執行或整合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在電力事業部裡面，通常面對的工作，張總提到說：「好像在蓋 101大樓或是

蓋一條船一樣，你是如何蓋的，那有很多需要去整合進來。」 

對於團隊來說，主要面對的技術方向有兩個：一個就是到一般家庭的屋頂裝

設太陽能系統，另外一種就是純粹給電力公司發電的部分。所以通常對於團隊來

說，自己並不會去開發新工具或程序，而是視顧客端的需要，去整合在工程中所

需要的工具或技術進來。 

 

(三) 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電力事業部中並沒有實質的實驗室存在，張總表示通常是每一個團隊成員

都懂得技術後，再去直接找相關技術廠商來做，而團員的技術磨練也是藉由工程

專案的實施直接去學習為主。 

 

(四四四四) 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  

目前電力事業部做的就是系統全包的工作，所以通常會找相關的人才進來幫

忙，但是因為太陽能是一個很新的產業，所以團隊成員大概都知道技術，但卻不

會很仔細去做技術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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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E 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之小結之小結之小結之小結 

針對 E 公司的電力工程專案而言，屬於技術生命週期的漸進改善期，相對

設計性的實驗會比較少，以降低成本以及維持系統的穩定性為主，通常以整合外

部技術單位為主，目前除了工程管理和系統整合性知識外，對其它技術較不會去

做深入的研究。 

 另外，就 E 公司與 D 公司之陽光電城專案相比較，因為對於 D 公司來說，

陽光電城是屬於高度創新的專案，所以在團隊特性和管理活動上都有很大的調整

與人員、技術資源上的配合等。而對於 E 公司來說，電力系統則為其長期經營

之業務，加上 E 公司在電池端屬於目前國內技術領先之廠商，也使得電力事業

部目前也佔太陽能系統端的最大市佔份額，在技術上和經驗上都有所不同，但大

致上 E 公司的電力事業部可以某程度視為在系統端發展到極致的結果，需要以

顧客為尊，以及發展品牌概念為主的營運模式。 

 

依照本研究架構中的兩大研究構面，將 E 公司之電力工程專案重點整理如

表四.十四及表四.十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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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十四 個案七之技術知識特性統整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創新程度：較低 

� 對於 E 公司來說，主要是以成本降低，以及系統安裝過程的損耗維持為

主，較少突破性的創新 

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 

� 唯一比較有進步空間的就是成本降低的方面，張總表示，在系統端部分，

技術發展史上比較有突破性的是倂聯型的技術，而這也是 E 公司目前的主

力技術方面，其它技術方面則進展緩慢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低 

� 目前電力事業主力方面是整套系統的安裝與設計，較不會去涉獵其他產品

與零組件的設計等 

� 相較而言複雜度較低，主要是去尋找合適的材料與技術來使成本降低為主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低 

� 技術的進入門檻很低，所以很多技術有相關的單位都跳進來做 

� 像是太陽能模組安裝方面，一般只要是水電工程的人員就可以去裝了，就

好像一項家具設備一樣，或一種裝飾一樣 

技術生命週期：漸進改善期 

� 技術的不確定性低，其技術發展目標明顯以併聯型系統為主，而不會做消

費性電子產品的結合 

� 產品的標準程度高，需要搭配各國規定之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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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十五 個案七之知識創新管理統整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團隊特性：技術領導，自主性低  

� 通常電力工程相關的由張總經理所全權負責，張總也曾經在德儀(TI)待了近

三十年，相關技術方面都能夠處理 

� 在電力工程業務方面，通常接案是以客戶需求為主，較少創新的空間 

成員背景：背景較為集中單一 

� 通常電力工程就和蓋大樓一樣，需要的是去整合很多技術單位進來，所以

在成員方面，團隊會傾向於找工程管理或土木工程相關的人才為主 

新工具/程序：以整合技術為主  

� 電力工程專案主要面對型式的有兩種：一種是在屋頂上裝太陽能系統，另

外一種是併聯型回送給電力公司的部分，而不論哪一種型式團隊都傾向直

接整合所需要的工具或技術進來，不會自行開發 

實驗/原型試製：較少  

� 通常團隊成員都懂得技術，然後直接去找可以做的廠商進來做 

� 電力事業部的內部也沒有相關的實驗室，而是直接從工程專案去學習為主

開發 

外界知識的吸收：系統整合能力 

� 目前做的單純是系統全包的業務，所以大部分團隊成員會傾向懂得技術

後，再去找相關的技術廠商進來做，而不會很深入地去研究技術，所以大

概是以整合能力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