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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LED 是台灣目前光電產業中最具競爭力的產品之一，台灣光電產業發
展目前建構的最完整項目非 LED 莫屬了。從上游的磊晶片，中游晶粒至
下游封裝，國內均有完整的產業鏈。台灣目前已成為全球可見光 LED 下
游封裝產品最大供應中心，高亮度 LED 也已進入世界排名，全球競爭力
大幅提升。台灣在發光二極體產業僅次於日本、美國，排名世界第三，將
具有成為全球第一大 LED 生產國的實力。
2011 年全球 LED 照明產值為 76 億美元，2012 年為 112 億美元，年
增長率高達 47.37%，在整體照明市場滲透率達 12.9%。台灣已在 2012 年
要求全面禁產白熾燈，LED 照明具有無汞無毒且節能減碳等優勢，可以減
少對地球的傷害，提高對環保的重視，而隨著全球綠色環保議題日漸受到
重視，LED 市場也由普通電子零組件轉為重要的節能產品，應用廣泛(如
手機、號誌、路燈等)
本研究藉由 SWOT 分析，了解 LED 球泡燈產業的外部機會威脅及內
部優劣勢，為了初步對 LED 球泡燈的了解，我們實際去訪談 LED 球泡燈
之公司，了解 LED 球泡燈未來發展的趨勢及現況，分析該公司如何在激
烈的競爭環境下，以一個 IC 設計公司的背景，利用既有之趨勢與產品區
隔的策略克服其生產上的劣勢，並配合政府節能政策拓展其產品市場。

關鍵字：LED、節能照明、LED 球泡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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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

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Diode，以下中文使用簡稱 LED)，是半導
體材料製成的固態發光元件。
台灣 LED 產業經歷將近三十年之發展，已建構出上、中、下游完整
之產業結構，現今已成為全球產量第一、產值第二的 LED 產業大國。目
前 LED 在應用層面上被寄託極大的期望，由於 LED 燈泡的壽命長、冷
光源、耐壓耐摔、節能省電等等的優點，未來 LED 有極大的可能取代傳
統光源，為世界創造一個綠色地球。基於環保立場及節約能源的訴求，
各國政府重視 LED 與節能燈具所帶來的經濟與節能效益，而廠商也看好
這次照明革命的商機而紛紛投入。LED 這道未來之光，也是政府寄予厚
望的產業，預估 2015 年產值將達 5,400 億元，躍升為台灣下一個最有希
望加入的明星產業。
隨著全球綠色環保議題日漸受到重視，市場對 LED 也由普通電子零
組件轉為重要的節能產品，LED 應用層面廣泛，舉凡一切與光源相關的
領域，包括手機、車用、交通號誌、路燈、面板背光源、戶外照明、一
般照明等皆可運用，根據 IEK 統計，2008 年全球 LED 產值已達 894 億美
金， 2012 年 LED 產值年複合成長率將超過 10%，而台灣 LED 廠商產值
年複合成長率更可優於 15%，因此 LED 將成為未來幾年成長率最佳的電
子零組件產品。LED 的產品以應用到一般室內照明，將取代過去的球泡
燈。在這樣重要經濟效益及環保的議題下，本研究藉由 SWOT 分析，探
討 M 公司如何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建立 LED 球泡燈競爭優勢，並規劃
因應政府環境的政策方向以達成環保目標並創造出一個綠色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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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室內照明中的 LED 球泡燈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目的如下：
1. 藉由本研究的資料收集與整理，以瞭解 LED 產業的現況及發展。
2. 藉由廠商訪談，檢視其內部優勢及劣勢，並參考的台灣 LED 照明產業
外部的威脅和機會，做出該公司的 SWOT 分析以提供該公司在未來作
為經營決策之參考。
3. 藉由本研究做的產業分析，提供政府作為國家科技產業對 LED 照明產
業政策制定與產業協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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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專題以 M 公司公開網站資訊及訪談方式，獲取其該公司在產業競
爭中的優勢與劣勢，再藉由收集相關次級文獻資料後產生的外部威脅和
機會，做成該公司的 SWOT 分析。
針對我國 LED 照明產業競爭力分析之研究，將參考其他的文獻期刊
及專案報導之次級資料進行調查分析及研究。在未來的 LED 照明產業間
的競爭力及發展趨勢的部份，將利用文獻調查的方法與線上資料庫查詢
資料再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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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LED 照明市場是一個對未來照明市場具突破性的產業，本文以 LED
照明及球泡燈作為本專題的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方法以次級資料為主，其中研究主軸中 SWOT 分析中的內部
分析部分，M 公司礙於商業機密，所提供的 LED 照明內部分析資料部分
有限，另外在市場研究方面因 LED 照明現正處於推廣及成長當中，主要
研究的 LED 球泡燈難以掌握較明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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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題流程

本專題研究流程如下圖 1-1 所示：

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認研究範圍與方法

訂定專題研究內容

蒐集相關文獻及資料

LED 球泡燈市場 SWOT 分析
－以 M 公司為例

未來趨勢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1：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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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有五節，第一節首先針對 LED 的介紹及歷史發展進行探討，
以了解 LED 發展歷程；第二節為探討台灣 LED 產業之產業鏈，以了解
LED 各階層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節為了解鄰國 LED 產業的發展現況，以
避免對我國 LED 產業造成的威脅；第四節為 LED 的應用市場，以了解
LED 產業市場發展現況及 LED 應用範圍之廣大；第五節為 LED 室內照
明之介紹，期望 LED 照明產業完整市場發展，室內照明將是極大的利基
市場。

第一節

LED 介 紹

本節將針對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LED）的發光原理和
其發展歷史做簡單的介紹，並對於其目前的相關應用範圍及其優勢加以
簡介。LED 是一種能發光的半導體電子元件， LED 電子元件早在 1962
年出現，早期只能發出低光度的紅光，之後發展出其他單色光的版本，
時至今日能發出的光已遍及可見光、紅外線及紫外線，光度已提高到可
供照明的光度。隨著白光發光二極體的出現，應用的範圍由初時作為指
示燈、顯示板等，續漸發展至應用在照明上使用。
LED 的基本結構是將一塊電致註 1 具有發光效果的半導體晶片材料，
置於一個有引線的架子上，然後四周用透鏡灌封矽膠密封，產生保護內
部芯線的作用，所以 LED 的抗震性能好。發光二極管的核心部分是由 P
型半導體和 N 型半導體組成的晶片，在某些半導體材料的 PN 結中，注
入的少數載流子與多數載流子復合時會把多餘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釋放出
來，從而把電能直接轉換為光能。PN 結若加入反向電壓，少數載流子便
難以注入，故不發光。這種利用注入式電致發光原理製作的二極管稱為
發光二極管，簡稱 LED。
LED 的發光過程不伴隨物體的加熱，因此將這種形式的光稱之為冷
光。不同於鎢絲燈泡的熱發光，只要在 LED 元件兩端通入極小電流便
可發光，所謂熱發光又稱之謂熱輻射，是指物質在高溫下發出的熱。在
熱輻射的過程中，內部的能量並不改變，通過加熱使輻射得以進行下去，
低溫時輻射紅外光、高溫時變成白光。
LED 依波長可分為「可見光」與「不可見光」，由於使用材料不同，
其內部的電子與電洞所佔能量也有所不同，且能量的高低差，會影響結
合後的光子能量，並產生不同波長的光，也就是不同顏色的光。除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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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致發光(電場發光，EL)是指電流通過物質時或物質處於強電場下發光的現象，在消費品生產中
有時被稱為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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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到紫光等可見光以外，還有紅外線及紫外線等不可見光。可見光 LED
產品，包括藍、紅、黃、橘光等 LED 產品，應用面主要為背光源、汽車
車燈等。近幾年 LED 應用市場多以可見光 LED 為主，其中以白光 LED
最具有高成長性；至於不可見光 LED 則包括 IrDA 註 2 、 VCSEL 註 3 及 LD
註 4
等，應用非常廣泛，舉凡家中的電器遙控器、自動門、電路保護裝置
用的光耦合器、編碼器及數據連結器等，都經常使用紅外光 LED。
LED 作 為 白 熾 燈 和 螢 光 燈 的 替 代 品 ， 被 稱 為 固 態 照 明 (Solid
StateLighting，SSL)它將多個白光 LED 組合成一個光源。LED 的效率中
等，目前商用 SSL 的平均光輸出為 32 流明註 5 每瓦(lm/W)，新的技術有望
達到 80 lm/W。LED 的長壽命讓固態照明非常有吸引力。機械上 SSL 也
比白熾燈和螢光燈更堅固。過去大家使用的白熾燈泡非常便宜，但效率
也很低，家用鎢絲燈為 16lm/W，鹵素燈大約為 22lm/W。螢光燈效率很
高，50 到 100 lm/W (平均 60 lm/W)，但是燈管易碎，並且需要啟輝器
和鎮流器註 6，因而有時會產生聽覺噪音。節能燈裡面集成了一個安靜的鎮
流器，相對堅固和高效，適用於標準燈座，目前是家用照明的最普通選
擇，但隨著環保意識和節能減碳的需求，使用 LED 作為照明，成為未來
的趨勢。
整體來說，LED 照明帶給人們的優勢(上海昭關照明實業有限公司，
2012)有：
一、 工作壽命長
LED 作為一種導體固體發光器件註 7，較其他發光器具有更長的工作壽
命。LED 光源壽命最高達 40,000 小時，為一般白熾燈泡的 40 倍，如用
LED 替代傳統的汽車用燈，那麼它的壽命將遠大於汽車本體的壽命，具
有終身不用修理與更換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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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IrDA 是一種早期的通過紅外線進行數據傳輸的無線技術。
VCSEL 全名為垂直共振腔表面放射激光(Vertical Cavity Surface Emitting Laser)，簡稱面射型激光，是光纖通
訊
所採用的光源之一。
註4
LD(Laser Diode，激光二極管)以直接帶隙半導體材料為光增益介質，通過 PN 結注入載流子實現粒

子數反轉，進行受激發射光的放大，從而發出激光的二極管。
註

5

註

6

流 明 （Lumen），符號為 lm。是光通量的單位，是人眼感知的光能的量度。發光通量與輻射通量不同，輻射
通量是發光總能量的量度，而發光通量則對人眼對不同波長光的敏感程度不同做了相對調整。

啟輝器是一個小型的輝光管，在小玻璃管內充有氖氣，并裝有兩個電極。鎮流器是與日光燈管相
串聯的一個元件。
註7
器件，指在工廠生產加工時改變了分子結構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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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耗電低
LED 是一種低壓工作器件，因此在同等亮度下，耗電最小，可大量
降低能耗。相反，隨著今後工藝和材料的發展，將具有更高的發光效率。
LED 若產生與 40W 白熾燈泡相當的亮度，只需 1/6 的電費，假如日本的
照明燈俱全部用 LED 替代，則可減少二座大型電廠，從而對環境保護十
分有利。
三、響應時間快
LED 一般可在幾十毫秒內反應，立即亮且不延遲、不閃爍，因此是
一種高速器件，這也是其他光源望塵莫及的。採用 LED 製作汽車的高位
剎車燈在高速狀態下，大幅提高了汽車的安全性。
四、體積小，重量輕、耐抗擊
強化塑膠、鋁製外殼設計，堅固不易破碎，這是半導體固體器件特有
的特點。
五、易於調光、調色、可控性大
LED 作為一種發光器件，可通過流過電流的變化控制亮度，也可通
過不同波長 LED 的配置實現色彩的變化與調節。因此用 LED 組成的光
源或顯示屏，易於通過電子控制來達到各種應用的需要，與 IC 電腦在兼
容性無絲毫困難。LED 光源的應用原則上不受限制，可塑性極強，可任
意延伸，實現積木式拼裝，目前大屏幕的彩色顯示屏非 LED 莫屬。
六、用 LED 製 作 的 光 源 符 合 歐 盟 環 保 規 範，不 含 汞、鉛 等 有 毒 重 金
屬物
質 ， 不 會 污 染 環 境 。 因 此 人 們 將 LED 光 源 稱 為 “綠
綠 色 ”光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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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歷 史
應用半導體原理製成的 LED 問世於 20 世紀 60 年代初，1964 年首先
出現紅色發光二極管，之後出現黃色 LED。直到 1994 年藍色、綠色 LED
才研製成功。1996 年由日本 日亞公司（Nichia）成功開發出白色 LED，
以下為 LED 發展過程的簡單概述。
1907 年，Henry Joseph Round 第一次在一塊碳化矽裏觀察到電致發光現
象。
1936 年，GeorgeDestiau 的一份關於硫化鋅粉末發射光的報告。隨著電流
的應用和廣泛的認識，最終出現了”電致發光”這個術語。
1955 年，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 Rubin
Braunstein 發現了砷化鎵（GaAs）與及其他半導體合金的紅外線放射作用
1962 年，GE、Monsanto、IBM 的聯合實驗室開發出了發 655nm 紅光的
磷砷化鎵（GaAsP）半導體化合物，從此發光二極體進入商業化發展進程。
1965 年，Monsanto 和惠普公司推出了用磷砷化鎵（GaAsP）材料製作的
商用化紅色 LED，當時這種 LED 燈的效率為每瓦大約 0.1 流明。
1968 年，LED 燈的研發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利用氮摻雜工藝使磷砷化鎵
（GaAsP）器件的效率達到了 1 流明/瓦，LED 節能燈並且能夠發出紅光、
橙光和黃色光。
1971 年，推出了具有相同效率的磷化鎵(GaP)綠色晶片 LED，LED 開始
廣泛應用於數位與文字顯示技術應用領域區。80 年代早期的技術突破是
開發出了砷化鋁鎵(AlGaAs)的 LED，能以每瓦 10 流明的發光效率發出紅
光。LED 燈開始應用於室外資訊發佈以及汽車高位刹車燈(CHMSL)設備。
1990 年，開發出了能夠提供相當於最好的紅色器件性能的 AlInGaP 註 8 技
術，這比當時標準的磷砷化鎵（GaAsP）器件性能要高出 10 多倍。
1994 年，日本科學家中村修二在氮化銦鎵 (InGaN)基片上研製出了第一
個藍色 LED，由此開啟了氮化鎵(GaN)基 LED 燈研究和開發熱潮，藍光
的出現使得白光 LED 成為可能。
20 世 紀 90 年 代 後 期 ， 研 製 出 通 過 藍 光 激 發 YAG 螢 光 粉
(Y3Al5O12:Ce；釔鋁石榴石)，產生白光的 LED 燈，但色澤不均勻，使
用壽命短，價格高。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進入 21 世紀後白光 LED 的
發展非常迅速，白光 LED 節能燈的發光效率提高得越來越快，大大超過
白熾燈，向螢光燈逼近，材料技術、晶片尺寸和外形工藝的進一步發展
使商用化 LED 燈的光通量提高了幾十倍。曾經微弱發光的 LED 現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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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InGaP 此材料是近年來用在高亮度 LED 之製造上較新的材料，使用有機金屬氣相磊晶 MOVPE 磊晶法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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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示著 LED 燈新時代的來臨。將 LED 技術應用在各種不同的產品中使
用是目前許多產業努力的方向。
發光二極體(LED)的相關產品早在 1968 年就已經問世，不過當時僅有
紅光和黃光，光強度低且沒有全彩化，所以應用上仍侷限於標示或觀賞
等用途。最初 LED 用作儀器儀錶的指示光源，後來各種光色的 LED 在
交通信號燈和大面積顯示幕中得到了廣泛應用，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和社會效益。以 12 英寸的紅色交通信號燈為例，在美國本來是採用長壽
命、低光效的 140 瓦白熾燈作為光源，它產生 2000 流明的白光。經紅色
濾光片後，光損失 90%，只剩下 200 流明的紅光。經過這幾年光電科技
的進步，不但發展出高亮度的 LED(1980 年代中期)，1993 年日本日亞公
司更成功開發出高亮度藍光 LED，使全彩化的 LED 產品得以實現，也
拓展了其用途，包括汽車、通訊產品、資訊產品、交通號誌、照明及生
物產業等，其中生物產業上的用途是以 LED 燈源作為植物生長的光源，
這是近幾年來在生物科技中是相當熱門的一個領域。(方煒，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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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LED 照 明 產 業 － 產 業 鏈 簡 介

LED 為一種半導體電子元件，它在電流驅動下，可將電能轉換成光
的形態輸出。LED 照明產業鏈上游為藍寶石晶圓及藍寶石基板供應商，
中游包括生產製程及檢測設備（如磊晶生成設備、LED 晶圓測試、挑撿
設備）及磊晶片與晶粒之供應商，下游包括 LED 模組（LED 晶粒經封裝
後製成模組）及 LED 燈具供應商，下圖 2-1 為 LED 照明產業的產業鏈結
構圖，針對台灣 LED 照明產業的上中下游產業，我們做以下介紹。

圖 2-1： LED 產業鏈圖
一、上游：
LED 上游產品為藍寶石晶圓及藍寶石基板，藍寶石（Al2O3，英文
名為 Sapphire）為製成氮化鎵（GaN）晶發光層的主要基板材質，氮化鎵
可用來製作超高亮度藍光、綠光、藍綠光、白光 LED，藍寶石基板的製
造係經長晶、晶棒鑽取、切片、倒腳、研磨、拋光等流程產製而成。藍
寶石的組成為氧化鋁，藍寶石光學穿透帶相當寬，從近紫外光（190nm）
到中紅外線都有極佳透光性，並且具備高聲速、耐高溫、抗腐蝕、高硬
度、熔點高等特點，常作為光電元件材料。藍寶石符合氮化鎵(GaN)磊晶
製程耐高溫要求，因此藍寶石基板成為製作白/藍/綠光 LED 的關鍵材料。
本產業相關上櫃公司有生產藍寶石晶棒的中美晶、越峰（係由子公司台
聚光電所生產）
，及生產藍寶石基板的兆遠；興櫃公司則有兆晶、合晶光、
晶美及佳晶科等，主要產品皆為藍寶石基板。
LED 上游單晶片與磊晶片製造是台灣廠商較弱的部份，其中 95%的
重要材料(如基板)仍需要仰賴日本進口，但目前 AlInGaP 該材料台灣已
能全量供應，不需要仰賴日本進口，而在傳統產品磷化鎵(GaP)的上游材
料方面，由於較不具未來性，台灣廠商在這方面未投入更多資源，目前
國內這方面的需求主要是由日本信越在新竹科學園區設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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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游：
LED 中游產品為單晶片/粒及磊晶片/粒。單晶片是原材料的基板，利
用如砷、鍺、磷等 III－V 族化合物為材料的單晶片做為晶成長用的基板，
透過磊晶方法製作成磊晶片。磊晶常用的技術包括液相磊晶成長法
（LPE）、氣相磊晶法(VEP)與有機金屬氣相磊晶法（MOCVD）等三種。
根據不同 LED 元件需求，透過擴散、金屬膜蒸鍍、蝕刻、熱處理等製程
進行 LED 磊晶片電極製作，接著將磊晶基板磨薄與拋光後，再切割成單
顆晶粒。本產業相關上櫃及興櫃公司有生產 LED 晶粒的泰谷、聯勝。
另外，生產 LED 製程、檢測設備之上櫃及興櫃公司有單井、三聯、
聖暉、雷科、旺矽、長裕等；供應相關零組件的有好德、翔名、博大等；
供應封裝材料的有崇越；琉明從事後段 LED 晶粒製程代工；雷笛克及景
傳提供光學元件。
目前我國中游的晶粒製作已佔全球第二的地位，除氮化銦鎵(GaInN)
藍光晶粒仍由日本的 Nichia 及美國的 Cree 主導外，我國在中游晶粒製造
方面已超越日本廠商，因此國內廠商如光磊、國聯、晶元、鼎元等廠商
都相當具有國際競爭力。就材料來看，高亮度的磊晶片仍有 95%仰賴進
口，而傳統的部份多由國內自行供應。
三、下游：
LED 下游為晶粒封裝及照明應用產業，晶粒封裝依不同的封裝技術
而有砲彈型（Lamp）
、數字顯示型（Digit Display）
、點矩陣型（Dot Matrix）
及表面黏著型（Surface Mount）等元件型態。LED 封裝元件應用領域廣
泛，包括替代光源類照明產品、字型燈、消費者手持式照明、建築用照
明、零售展示用照明、居住用照明、娛樂用照明、屋外用照明、商業/工
業照明、離網型照明、機械影像/檢查及安全與保全等應用領域。國內上
櫃及興櫃公司包含提供封裝及模組的李洲、利機、先益、宏易、漢康、
雷科、豪勉、福華、立碁、連營、琉明斯、弘凱、齊瀚及聯嘉等；材料
供應則有通用矽硐及達興；凌嘉科提供濺鍍設備。
照明燈具領域則因所需投入資本相對較低，進入廠商眾多。國內上櫃
及興櫃公司包含生產燈泡/燈具的李洲、海灣科、力致、能緹、亞帝歐、
先益、同協、聯福生、連展、業強、雷科、福陞、福華、欣厚、沛鑫能
源、映興、湯石照明、太一、聯嘉等；東林生產燈具控制器。(產業價值
鏈資訊平台，2012)
目前我國下游封裝穩坐全球第一的寶座，國內 LED 下游產值佔整體
產值相當大的比重，但主要是集中在可見光 LED 的生產，因國內做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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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LED 的廠商有 40 餘家，家數相當多，競爭也較為激烈，所以國內較
有規模的下游 LED 廠商(如億光、東貝及佰鴻)開始往不可見光 LED 發
展，由於國內廠商在這方面著墨很少，目前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黃詞
溥，2011)
在面對溫室氣體之減 需求與節能環保壓 的發展趨勢下，以 LED
替代一般照明光源已成為全球共同發展之目標。尤其節約能源及 色環
保意 的議題在各國掀起熱潮後，各政府更藉由政策鼓 使用節能產品
而有利 LED 照明產業的發展。只是現階段 LED 燈泡/燈具的成本與終端
售價相對於成熟光源（白熾燈、鹵素燈、HID、CFL、螢光燈等）仍高，
且相關技術標準與品質規範未定，使 LED 照明市場仍處市場萌芽期。但
隨 LED 照明技術的快速提升與價格的逐年下降，可預期 LED 照明市場
與產業在不久的未來將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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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鄰 國 LED 照 明 產 業 現 況

LED 照明可取代傳統鹵素燈泡，具備節能減碳效果，也帶動其在照
明產業的快速發展，預期 LED 市場也將持續成長。然而，面對此一商機，
中、韓兩國紛紛大力扶持 LED 廠商，並均已逐漸建構完整 LED 產業鏈，
也進而威脅到原有日、台廠市佔率，中、韓兩國 LED 廠已成快速興起的
亞洲新秀。本節將針對日本、韓國與中國目前 LED 照明產業的近況與政
府對此產業的輔導政策加以介紹。
一、日本
日本憑藉較佳品質以及技術開發能力，一直以來居全球 LED 產業之
領導地位，從 2000 至 2005 年間，歷年市場占有率均達 50％以上。但在
2006 至 2010 年之間，受到台灣規模經濟與低價策略，以及中、韓兩國政
府積極主導搶占市場的影響，2010 年日本全球市佔率已下滑至 41.5％。
但日本的 LED 照明市場卻在 2010 年急速擴張，較 2009 年大幅成長 2.7
倍，達 865 億日圓（約 11 億美元）
，主因除歸因於日本成熟的 LED 研發
技術外，政府的積極宣導也產生一定的作用。2011 年伴隨福島核災而來
的節電措施，更促使消費者改用 LED 照明的重要因素，故日本 LED 照
明 將 從 2011 年 開 始 領 先 其 他 國 家 ， 率 先 進 入 成 長 期 (DIGITIMES
Research，2011)。根據統計，日本在 2011 年的 311 地震後，LED 球泡燈
的銷售量較地震前成長 2 至 3 倍，球泡燈照明比重首度超過白熾燈泡，
且 2011 年球泡燈型 LED 燈泡和直管型 LED 燈泡的標準規格相繼出爐，
球泡燈 LED 燈泡價格也降至 2,000 日圓左右，LED 照明在各方利多因素
推動下，2011 年市場規模將有機會達到 2010 年的近 1.8 倍以上，為 1,570
億日圓。據了解，日本政府在 2012 年時，將會開始要求各照明廠商停止
製造、銷售白熾燈泡，屆時球泡燈 LED 燈泡的需求量，將可望大幅的增
加。也由於日本政府有意在 2015 年，提供未來的時代照明補助計畫，以
達成 2020 年高效率照明市場規模達到 100％的目標，故 2012 年將會是
LED 照明的高度成長期，年成長率將在 70％以上，DIGITIMES Research
在 2012 年 3 月預估在 2015 年 LED 照明的市場滲透率，將近達 75％。日
本憑藉較佳品質以及技術開發能力，一直以來居全球 LED 產業之領導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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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
根據韓國光技術院(KOPTI)的統計，目前 LED 相關廠商約三百多家，
韓國政府還特別在光州成立 LED 谷，鎖定照明、LCD TV 背光源、顯示
看板等三大應用方向，企圖複製 TFT-LCD 產業的成功發展模式，提升韓
國在 LED 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從區域性競爭分析來看，南韓可說是台灣 LED 業者最大的競爭對
手，南韓在 2002 年投入 LED 產業後，一直相當積極，也是亞洲地區成
長最為快速的國家，在 2009 年創造出 LED 背光源液晶電視（LEDTV）
市場後，為確保晶粒來源，積極擴產，至 2010 年市場占有率已逼近 10
％。目前南韓 LED 產業已將觸角延伸到照明領域，開始推出低價產品，
2011 年整體 LED 產值也較 2010 年成長近 5％，但因南韓業者使用的產
能及生產規模仍不及台灣業者，整體產值 33.52 億美元仍落後台灣及日
本，因此在成本考量下，仍然向台灣廠商購買 LED 元件，與台灣 LED
產業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據統計，由於 2012 年 LED 道路照明市
場滲透率可望達到 50％，南韓政府也極力在 LED 道路照明上給予自家業
者支持，如韓國路燈自 2011 年 12 月起，已開始陸續替換為節能型 LED
照明系統，目前約有 9 萬餘盞路燈已替換成 LED 照明系統。韓華證券指
出，如以目前韓國國內 270 餘萬盞路燈全數汰換為 LED 來評估，預估未
來市場規模將可達 2 兆韓元（約新台幣 528 億元）
。在品牌方面，三星已
於 2011 年 7 月推出相當取代 40 瓦白熾燈的 LED 燈泡，產品單價更是控
制在 12 至 14 美元，預計 2012 年第 3 季推出售價僅 10 至 12 美元相當取
代 60W 白熾燈的 LED 燈泡。
韓國訂下 2015 年前 LED 照明普及率達 30%，2013 年前成為全球前
三大 LED 生產大國的目標，其 1 年用於研發的費用約為 150 億韓圜，並
致力於 LED 製程中關鍵設備 MOCVD 機台的國產化。韓國於 2009～2013
年之間，推出新成長動力綜合推動計畫，在財政上投入約 24 兆 4,000 億
韓圜。亞洲國家中以韓國成長最為快速，2002 年投入 LED 產業發展，在
2009 年創造出 LED 背光源液晶電視(LED TV)市場後，為確保晶粒來源，
積極擴產，至 2010 年市場占有率已逼近 10%。而中國大陸持續微幅成長，
2010 年市場占有率也有 5%之多。台灣於 2003～2006 年之間皆維持在市
佔率兩成左右的水準，後逐年成長，於 2010 年的市場占有率已成長至
25.3%，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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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韓國 LED 產業發展策略目標(工研院，2011)
從全球 LED 產業生產基地版圖的分布可以看到，歐美國家一直以來
占市場占有率約為 20%左右，以高階市場產品為主。2010 年日本、台灣、
韓國與中國大陸總市佔率則已高達 81.3%，亞洲為 LED 主要生產基地，
預估未來在韓國持續成長的趨勢下，亞洲仍會居全球 LED 產業之領導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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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 國 大陸
中國大陸的 LED 照明產業在世界各國中屬於起步較晚的國家，但因
其挾持資本與廣大市場的利基，在 2006 年，中國已經擁有大約五百二十
家有一定生產規模的廠商及研究單位，至於小規模封裝廠商和應用產品
開發企業，更是超過二千二百家。從 LED 的原材料、磊晶、晶片、封裝、
應用及相關配套件、設備儀器等，都有廠商投入開發。因中國大陸掌握
全球照明市場生產與需求，在 2007 年照明市場規模為 156 億美元，產值
為 210 億美元，且隨著經濟成長所帶動照明需求增加，2012 年市場規模
達 239 億美元，如圖 2-3 所示。

圖 2-3：中國大陸 LED 產業發展策略目標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

從各國政府積極主導與推動相關政策可看出 LED 在各國受到重視的
程度，在綠能產業未來前景看好下，中國大陸與韓國紛紛訂下發展目標。
中國大陸期望 2015 年成為全球半導體照明前三強，在其「十三五」計畫
期間，中國大陸則希望實現 LED 晶粒、元件、裝備、材料全部國產化，
並使 LED 照明進入室內外白光普通照明，至 2020 年 LED 照明將進入千
家萬戶。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照明產業的發展，由政府積極主導。2009 年
起推動「十城萬盞」計畫，在中國大陸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半導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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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列入推廣擴大內需的產品之一。通過半導體照明「十城萬盞」的示
範工程，來達到經濟成長率保八的重要目標。並且能夠增強企業自主創
新與競爭能力。而「十三五」計畫期間，中國大陸則希望實現 LED 晶粒、
元件、裝備、材料全部國產化，並使 LED 照明進入室內外白光普通照明，
至 2020 年 LED 照明將進入千家萬戶。
中國大陸與韓國等亞洲新興國家市場占有率已逐年上升。隨中韓兩國
廠商的競相投入，LED 產業競爭日趨激烈，在韓國與中國大陸政府的強
勢主導作風下，也促使 LED 板塊在亞洲各國的勢力分布有所改變，中韓
兩國的崛起對台灣而言，形成潛在威脅力量。(李芷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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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LED 的 應 用 市 場

LED 從發明至今有許多不同的應用，本節將介紹 LED 的應用市場，
包括手機、汽車、交通號誌、戶外看板、室內照明，甚至應用在醫療及
生物科技。LED 因材料的不同，其二極體內中電子、電洞所佔的能階也
有所不同，能階的高低差影響結合後光子的能量而產生不同波長的光也
就是不同顏色的光，如紅、橙光、黃、綠、藍或不可見光等。目前可見
光已普遍應用在生活中多項產品如：手機、PDA 產品的背光源、資訊與
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指示燈、工業儀表設備、汽車用儀表指示燈與煞車燈、
大型廣告看板、交通號誌等。不可見光的應用主要分為二種:短波長紅外
光應用在無線通訊用、遙控器、感測器，長波長紅外光則用在短距離光
纖中通訊用光源。
LED 可分為可見光(450~780nm)與不可見光，在可見光部分傳統亮度
產品產量雖大，不過由於價格低產值不大，年複合成長率也只有 10%；
至於高亮度 LED 是目前的主流產品，主要應用在大型看板、交通號誌、
背光源、汽車第三煞車燈，較成熟的 AlGaInP(紅、橙、黃光)應用廣泛，
專利問題不大，故量產下價格已與傳統亮度接近，使應用的領域擴大。
不過現階段最熱門的屬氮化銦鎵(GaInN)藍、綠光產品，在今年藍色背光
源手機風潮下需求強勁，加上專利問題有所突破更使台灣國聯、晶電的
產能應接不暇。至於 GaInN+螢光粉(白光)主要應用於照明上，由於藍光
的突破全球大廠紛紛投入白光照明的研發，加上近期全彩手機風行，使
白光背光源炙手可熱，未來技術若發展，將逐步取代一般照明市場擁有
龐大的商機。(吳秉桓，2007)
在新能源之外，身為全球二氧化碳減量關鍵技術的節能產業，受到廠
商與政府增加提升能源效率投資，以及相關節能標章與認證陸續制訂的
鼓舞，包含 LED 照明、先進讀表系統、能源服務業(Energy Service
Companies，ESCO)註 9 跟綠建築在內的節能市場，在 2010 年已達 888 億
美元的市場規模，較 2009 年成長了 33％，2012 年全球 LED 照明燈具市
場 規 模 將 達 52.9 億 美 元 。 根 據 國 際 能 源 總 署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註 10 資料顯示，為了要達到空氣中二氧化碳不得高於 450ppm
的目標，可使用節能、再生能源、核能、碳捕捉等技術，而其中最主要
的，還是以提升能源效能占了 71％為最大宗，可見節能確實是整個二氧
	
  	
  	
  	
  	
  	
  	
  	
  	
  	
  	
  	
  	
  	
  	
  	
  	
  	
  	
  	
  	
  	
  	
  	
  	
  	
  	
  	
  	
  	
  	
  	
  	
  	
  	
  	
  	
  	
  	
  	
  	
  	
  	
  	
  	
  	
  	
  	
  	
  	
  	
  	
  	
  	
  
註

9

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是一種新興行，提供能源效率全方位改善服務的一種事業型態，協助工
商業界擬定節能計畫，所需的費用則由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中償還。
註 10
國際能源總署（IEA），屬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下之獨立機構，目前有 26 個會員國。透
過國際能源計畫的執行，擔負起建立緊急因應國際石油市場變化之資訊體系，以及開發替代能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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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減量的最關鍵因素。由於 LED 燈泡以低單價策略創造市場利基成
功，再加上歐盟自 2012 年起開始禁產白熾燈泡，以歐洲 2010 年白熾燈
泡市場規模約為 28 億顆來估計，歐洲節能燈泡會是繼日本之後下一個值
得期望的市場，預料燈泡也將因此成為 LED 照明的最大應用市場。(工研
院，2011)
另外，隨著 LED 照明低價化、LED 燈泡產品成熟、以及配合各國政
府高效率照明發展政策，2010 年的 LED 照明市場滲透率已突破 5％，
2011 年全球 LED 照明產值為 76 億美元，較 2010 年成長逾 4 成，能有如
此高的成長率，是因為 LED 照明的基期過低。2012 年全球 LED 照明產
值為 112 億美元，年增率高達 47.37%，代表著 LED 照明產業已經來到持
續成長的階段，其中，在 LED 照明市場裡，最令人驚奇的則屬日本 LED
燈泡市場的發展。產業分析師李芷氤指出，在政府補貼、廠商降價，輔
以消費者高環保意識與高電費等多重誘因下，2010 年的日本 LED 燈泡市
場成長率大幅提升，除了傳統照明廠商紛紛投入外，就連通路業者也開
始加入發展 LED 燈泡的行列，成為應用新市場。在 LED 功能／價格比
快速地提升，以及能源價格與環保壓力持續上升的情況下，LED 照明市
場規模將快速成長。而市場規模成長的關鍵在於：高亮度、高功率 LED
的應用普及化，壽命提升，改善演色性，提升發光效率，低價格化，以
及 LED 照明規範的制定。LED 面對新應用的十字路口，如何在新的應
用領域做有效的開發，以及建立消費者對 LED 照明產品品質的信心，
是打開新市場最重要的關鍵。(工研院電子報第 10002 期，2011)
我國 LED 產業發展至今已近 30 年，由於 LED 下游封裝技術與資
金障礙較低，自 1973 年我國便進入此領域發展，主要技術源自於美商
德儀公司。1980 年代，我國產業價值鏈發展進一步擴展至晶粒製程。1990
年代，透過技術擴散，及自美國回歸海外學人投入，台灣 LED 產業開
始轉向上游磊晶製程發展。2001 年更藉由本身技術能力提高，以及擴展
韓國市場，使得我國 LED 產業在全球佔一席之地。(綠色能源產業資訊
網，2010)
而我國 LED 照明光電產業鏈完整，看好 LED 未來商機，如台積
電、友達等大型企業也競相投入。LED 照明光電廠家 2010 年約 730
家。為提升競爭優勢，上游磊晶廠紛紛進行整併 (如晶電併泰穀、晶電入
股廣鎵、隆達併凱鼎等)，而封裝廠則向下發展系統產品 (如億光、佰鴻、
華興等)。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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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我國 LED 產業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台灣 LED 照明產業內需市場較小，政府藉由示範計畫的推動，擴大
應用市場，期望以內需市場帶動此產業發展，將有助國內業者進軍全球
道路照明市場，目前最大出口市場為中國，其次為韓國。在 LED 光源
方面，晶片式交流電發光二極體照明技術(On-Chip AC LED Lighting
Technology）自主性專利技術獲得美國有產業創新奧斯卡之稱的 R&D
100 Awards 獎項，這項殊榮所代表的不只是全新獨特的 LED 技術受到國
際肯定，更是對台灣 LED 產業開創了無可限量的未來，已專利授權晶電
公司、光寶公司、福華公司等，產品發光效率達到 100 lm/W，大幅提升
競爭力優勢，與全球技術指標相當。我國於 2008 年領先全球制訂路燈
標準，提供美國環保署及 LED 照明產業聯盟、中國工信部、印度等國
家參考，並於 2011 年制定 LED 路燈節能標章；測試驗證能力與國際
接軌，實驗室申請美國 Energy Star 認可，提供產品驗證，亦協助業者建
立檢測技術。(工研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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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終 端 需 求 市 場 ：
一、手機市場
手機市場主要是看好高亮度 LED 在手機背光源及按鍵光源的應用市
場，因手機競爭越來越激烈，因此手機業者為了吸引消費者，在顯示面
板光源及按鍵光源做變化，目前最流行的背光源顏色是藍光，因此藍光
的需求因而增加了許多，預計未來會流行彩色面板，因此所需要的背光
源則會需要白光，因此未來白光的需求會更大。
二、汽車市場
汽車的應用市場，可分為汽車外部使用及內部使用。汽車內部使用包
括儀表板、空調、音響等所有的指示燈以及汽車內照明用燈；汽車外部
使用方面，則包括煞車燈、尾燈、方向燈、側燈等，所以統計下來一部
車大約內、外各需用掉 100 顆 LED，目前全車內部採用 LED 的車廠如
奧迪、寶馬及福斯等車廠，而其他各車廠也已陸續將汽車內部指示燈改
成 LED ；而汽車外部使用 LED 方面，如歐系汽車，將第三煞車燈改成
LED 的比率已超過 70%，日系車系也超過 25%，由以上看來各車廠正陸
續採用 LED 的趨勢仍然不變。
LED 在汽車市場的主要成長來源是替代原有指示燈及燈泡照明，因
此若我們假設每年汽車出貨量為 6000 萬台來計算，汽車內部若全面替換
成 LED ，則有 60 億顆的需求，若外部也全面替換的話，亦有 60 億顆
LED 的需求，也就是若全球每一台車均改換成 LED，則一年在汽車市場
則有 120 顆 LED 的需求，這樣的數量較手機的市場還要龐大，顯示汽
車應用市場有很大的潛力。
三、交通號誌、戶外看板及照明市場
在全球能源危機的影響下，各國開始思考如何節省能源，因 LED 省
電效率達 85%且壽命較一般燈泡長，因此將省能源的 LED 用在交通號
誌、戶外看板及照明市場也成為未來的主流。
在交通號誌市場部分，依據 NIKKEI ELECTRONICS 雜誌資料，目
前全世界約有 2000 萬座紅、黃、綠燈，而一組交通號誌所需的燈泡數目
隨著 LED 亮度及燈具設計進步下，已由幾年前的數百個降到目前約 20
個左右，因此若全世界的交通號誌全都換成 LED 則會有 4 億顆的市場
需求。如果再考慮每年新設或舊有更換的紅、黃、綠燈，估計每年約有
200 萬座，也就是全面更新後的每年會 4000 萬顆的需求。然而在國內的
交通號誌方面，政府汰換 LED 號誌燈的工作從大城市到小鄉鎮扔持續的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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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明市場部分，白光 LED 主要具有省電的優點，因此在全球能源
危機下，為了節省能源，採用白光 LED 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而目前生產
白光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利用混光的模式，另一種是將藍光加上螢光
粉做成白光。LED 的技術日益成熟，應用的領域也越來越多，就室內方
面，可用在室內照明、汽車內部照明、背光源、裝飾燈、鹵素燈、閃光
燈…等。而室外方面，則有霓虹燈、顯示幕、室外看板…等應用。照明
市場一直被視為 LED 最大且最具發展潛力的市場，雖然目前由於成本
與產品特性的限制，還無法推出主要照明產品。但不可諱言的，由於近
年來 LED 技術的快速發展，在特殊照明市場，例如冷凍照明、航空燈、
交通號誌燈等利基市場，已經取得一些市場占有率。而在一般照明市場
上，包括桶燈、崁燈、投射燈及景觀照明燈產品也陸續推出，部分產品
也已開始取代鹵素燈、白熾燈泡等傳統光源，讓廠商對 LED 照明的未
來發展抱持高度樂觀的態度。(王振州，2002)
四 、 LED 特 殊 應 用 市 場
除了一般照明市場外，另外還有一塊進入門檻較高、供應商較少，而
產品毛利較吸引人的特殊應用市場，即我們俗稱的「利基性市場」，如
漁業照明、動植物養殖照明、農業照明，以及醫療照明用途等，也是部
分 LED 相關業者十分關心的發展方向。
在 LED 醫療照明方面，我們觀察全球 LED 特殊應用照明市場發展，
目前以日系及歐美系業者較為積極，除了在研發技術上的投入外，日本
及歐美 LED 照明業者也積極開發不同應用之產品，因此在市場中仍居於
領導地位，例如：德國企業創浦（TRUMPF）在市場推出的 LED 手術無
影燈等醫療照明燈具，主要採用多顆大功率 LED 配合簡單透鏡方式，在
市場推展這項新產品。
就 LED 醫療照明市場的特性而言，特別在醫療專用照明因為規格、
規範及認證要求十分嚴謹，需要同時具備醫療設備系統的整合能力與經
驗。因此，至今歐美及日本等國家僅有少數 LED 照明企業投入研發相關
產品。而台灣從事醫療照明的企業也極為少數，產值規模很小。但是隨
著未來全球社會對醫療健康、醫療事故以及環保、能耗等方面的重視，
LED 醫療照明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和重視。目前 LED 醫療照明需求已
不斷增長，少數廠商已投入 LED 醫療照明研發以替代目前的產品；而台
灣工研院也投入相關產品之開發。預料 LED 醫療照明將是國際醫療照明
發展的趨勢，已經從初期的市場試探階段逐步開始進入市場開發階段。
在 LED 農漁業及植物照明方面，LED 照明應用尚處於初期發展階
段，但看好其未來應用前景，各國已紛紛展開布局。在專利方面，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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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專利局專利資料庫可查到專利數據顯示，韓國和中國申請的數量最
多，其次為日本和美國。
若以應用別分析，則是以植物用照明專利申請的數量居首，其次才是
漁業及害蟲誘捕燈的專利數。總體來看，目前 LED 農業領域的創新主要
在應用創新和技術整合，應用方向集中在植物生長燈、畜禽場照明燈、
誘魚燈、選擇性害蟲誘捕燈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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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LED 室 內 照 明

科技的進步與民生經濟的發展，為人類帶來舒適而更便利的生活，而
照明設備除了在夜間提供生活上的必須光明外，也在白天上班及商業活
動中居於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各主要工業國中其照明用電比例約佔 10%
至 25%之間，已成為僅次於冷氣空調的電力負載。有效提高用電設備的
能源使用效率，並節約而合理的用電，已成為全球性的共同問題，因此
照明設備的高效率及節能要求也成為 21 世紀的指標。若與傳統的鎢絲燈
泡相較，LED 燈具有亮度高、體積小、節能省電、壽命長，為備受矚目
的照明省電光源。
以台灣為例，每年鎢絲燈泡銷售量達 2000 萬顆，全台有 740 萬個家
庭，如果全都改用 LED 燈泡，每年可省下超過 900 億元。(LEDplux，
2010)
2011 年，我國 LED 等節能產品出口仍逆勢增長 25%，LED 室內照明
產品產量增長 75%，產品價格下降 22%，產值達 186 億元，同比增長 38%。
LED 照明的未來發展肯定是被看好的，如果實際去看整體環境，可瞭解
到 LED 照明技術成長的潛力，未來 LED 照明的發光效率與價格，勢必
會更為一般人所接受。目前在許多特殊應用場合、商用空間，已經證明
LED 照明的價值，而台灣許多新的建案，歐美、日本等地的建築、裝潢
照明，採用品質好的 LED 燈具也得到很好的效果， LED 不但沒有水銀，
也沒有紫外線、熱度低、省電且壽命長等優點。LED 燈具想要達到取代
一般節能燈泡，必須要達到 LED 燈泡光通量達 1000lm，LED 的成本必
須要下降到每千流明 1 美金(USD$1/Klm)，全面普及的速度就會加快。一
般家庭中亮度在 1000lm 以下的傳統室內照明燈具比重高達 65%，若單顆
LED 燈泡亮度可以達到 1000lm，則表示 LED 燈泡已經應付大部份室內
照明需求。(綠能趨勢網，2010)
隨著半導體照明技術的進步，LED 照明產品已開始進入室內照明領
域。LED 照明被認為是未來照明的發展趨勢，而室內照明巨大的市場也
時刻牽動著業界的心。對於受多種因素影響，同時快速發展中的國內 LED
室內照明市場，很難準確預測其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專家預估至 2012 年
年底 LED 室內的市場佔有率或可達到 10%，2015 年可達到 30%，而至
2020 年則可達到 50%。而且由於 LED 的設計空間巨大，除照明市場規模
不斷擴大外，也將帶動相關市場的發展，整體市場規模巨大。
儘管目前已可以看到多種室內照明產品，但在業界很多人看來，作為
一種新型光源，目前國內的 LED 室內照明市場還剛剛起步，無論是 LED
室內照明產品本身還是相關的技術、規範、標準、消費者的觀念都需要
一定的時間去發展，目前 LED 室內照明的工藝、產品等都還不夠成熟，
還不適宜大規模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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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國內 LED 室內照明的發展階段，目前 LED 室內照明尚處於技
術準備階段，這一階段或將持續兩到三年。之後隨著消費者對 LED 照明
產品認知度的提高，規範、標準體系的建立、生產工藝的成熟等會進入
產品相對成熟的初級推廣階段。而 2015 年後隨著世界經濟的恢復，消費
者經濟承受力的提高，同時受能源緊缺、電價提高等影響，可以預期 LED
室內照明產品的推廣會比較快。至 2025 年 LED 室內照明產品的市場佔
有率有可能達到 70%~80%(張立，2011)。
目前國內 LED 的室內照明主要集中在裝飾照明，比如一些娛樂場
所、商業照明和公共照明等，尚未真正進入市場巨大的普通家用照明。
主要室內照明產品有商業日光燈、筒燈、射燈、替代白熾燈的球泡燈、
冰櫃燈等。根據國外一些國家發展 LED 室內照明的計劃，過去從
2010-2012 年 LED 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商業照明，而從 2012-2015 年將集中
火力推展將 LED 應用在普通照明，即普通家用照明。
在當前眾多 LED 室內照明產品中，LED 燈泡是重要形式之一。根據拓璞
產業研究所對全球照明燈泡市場的相關研究，燈泡市場短期內至少到
2017 年以前，都是傳統光源，白熾燈、螢光燈以及新光源如 LED 燈泡等
共同主導市場。LED 燈泡仍需歷經一段時間替換各種主流的傳統及節能
光源，目前 LED 燈泡仍處在市場導入階段。預計 2014 年以後 LED 燈泡
商機爆發性將相當強勁，在 2018 年以後需求將大幅度領先螢光燈等光源。
總體來看，可將 LED 燈泡在照明市場的成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012
年以前白熾燈、螢光燈及節能燈將是燈泡照明的主要光源，而 LED 價格
偏高，處於示範階段，主要是替換白熾燈。2012-2014 年，隨著全球白熾
燈禁產禁用政策的依序落實，使得白熾燈在 2012 年後在市場上將逐漸消
失。此階段，節能燈市場預計開始進入成長高峰期，將佔據照明市場。
預計至 2014 年 LED 燈泡將大幅替換白熾燈、螢光燈等進入成熟時期。
與此同時，LED 燈泡的成本正不斷下降，隨著近年投入 LED 的廠家不斷
增多，其價格下滑速度將會更快，LED 市場的爆發也有可能會提前一至
兩年。
LED 室內照明市場的前景毋庸置疑，目前應加強專利、技術攻關，
也要進行一定的宣傳，提高消費者對 LED 的認識。同時也應推進標準化、
規範化，最終讓消費者能在 20~50 個標準產品之間進行選擇，而不是在
上千種標準產品之間選擇，否則消費者會無法找到替換的產品很麻煩。
而雷士照明上海研發中心總經理周詳表示，就企業來說，應該加強自身
的研發力度，掌握更多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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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燈泡是現代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民生用品，儘管世界各國隨著現代
化層次和生活品質的需求不同，對照明燈泡的需求程度亦不同。而全球
花在照明的總平均用電量，約為全球總用電量的百分之四十是非常可觀
的。石油危機使人類對物質的看法有了新的轉變，因此科學家積極在研
究節省能源的新型照明的技術。
鎢絲燈泡和水銀燈管是目前最普遍使用的傳統照明燈，鎢絲燈的發光過
程，將大部份的電能轉換成輻射熱，因此發光效能不高，其所產生的輻
射熱，在亞熱帶地區更增加空調系統的負擔。水銀燈管的發光效能雖然
優於鎢絲燈，但燈管內壁所塗抹的水銀，在燈管被丟棄時會造成環境的
污染。
反觀發光二極體，是一種半導體元件，故壽命長；由電轉換為光的效
率高，耗電量少；同時發光二極體元件是一種極小的發光源，所以可配
合各種應用設備的小型化。
LED 燈泡和一般燈泡比較起來，發光二極體燈泡的壽命要高出 40 倍，且
二極體本身耗費的電量約是一般燈泡的 1/6。由於白色發光二極體燈泡相
較於傳統燈泡，LED 燈泡在發光效率上與使用壽命上都比省電燈泡更具
有吸引力。LED 球泡燈是替代傳統白熾燈泡的新型節能燈具，目前照明
使用的 LED 球泡燈採用大功率 LED 芯片製作，為了防止眩光問題，外
殼通常會使用磨砂玻璃或壓克力塑膠來製作。
傳統白熾燈耗能高、壽命短，在全球資源緊張的大環境下，已漸漸被
各國政府禁止生產，隨之替代產品是電子節能燈，電子節能燈雖然提高
了節能效果，但由於使用了諸多污染環境的重金屬元素，又有悖於環境
保護的大趨勢。隨著 LED 技術的高速發展 LED 照明逐漸成為新型綠色
照明的不二之選。LED 在發光原理、節能、環保的層面上都遠遠優於傳
統照明產品，如表 2-1 所示。(LEDplux，2012)
以下我們為白光 LED 與傳統光源做比較：
照明光源

特點

白熾燈泡

白光(螢光燈)

l 高耗電
l 發 光 效 能 優 於 白 熾
l 效率低
燈泡，但低頻閃爍特
l 使用壽命短
性易影響使用者視力
l 易碎
l 廢 棄 時 易 碎 且 汞 會
l 燈 炮 溫 度 高 ， 無
造成環境污染
形增加空調系統
的負擔

白光 LED
l 節能省電
l 應用範圍廣
l 使用壽命長
l 耐震動
l 光束集中
l 無 閃 爍 可 保 護 眼
睛降低視力傷害
l 無污染
l 是 最 沒 有 負 面 影
響的替代光源

表 2-1：白光 LED 與傳統光源比較 (資料來源：本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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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白熾燈及電子節能燈在人們的日常使用中仍佔據著非常高的比
例，為了減少浪費，LED 照明製造廠商必須開發符合現有接口和人們使
用習慣的 LED 照明產品，使得人們在不需要更換原傳統燈具基座和線路
的情況下就可使用新一代的 LED 照明產品。於是 LED 球泡燈就應運而
生。LED 球泡燈為了符合人們的使用習慣模仿了白熾燈泡的外形。基於
LED 單向性的發光原理，設計人員在燈具結構上做了更改使得 LED 球泡
燈的配光曲線基本與白熾燈的點光源性趨同。
以下為 LED 球泡燈的組成圖：

圖 2-5：LED 球泡燈的組成 (資料來源：LEDplux，2010)
LED 光源模組、PC 塑膠燈罩、鋁製的散熱機構、控制 LED 發光的
電路設計與跟傳統燈泡相同的銅頭，好的 LED 燈泡設計，需要足夠的
散熱機構，因此這是主要的重量來源，而 LED 構造相較傳統光源多且
複雜，因此重量較重。
基於 LED 的發光特性，LED 球泡燈的結構要相對白熾燈複雜，基本
分為光源、驅動電路、散熱裝置，這些部分的共同配合才能造就低能耗、
長壽命、高光效和環保的 LED 球泡燈產品。LED 照明產品在目前仍然是
屬於技術含量較高的高科技照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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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節

公司簡介

公司簡介

M 公司於西元 1999 年成立，為專注於電源管理與光電應用之開發與
設計的 IC 設計公司，並於西元 2004 年通過 ISO9001：2000 之品質認證。
M 公司致力於混合訊號 IC 設計，以提供適當之解決方案於光電應用領
域。在廣泛的光電應用領域中，該公司選擇發光二極體(LED)，做為技術
開發的主軸，並採用先進的電路技術充分發揮原件的優點。經過多年的
努力與開發，M 公司的產品已成功推廣至全世界，並獲得超過 500 家客
戶採用。
在 2006 年 M 公司開發出全球第一顆 16 位元 PWM 驅動 IC，系列產
品成功獲得客戶採用於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大型活動中，未來該公司
將致力於提供更多先進 LED 顯是屏、照明與背光照明產品解決方案，以
協助客戶提升競爭優勢，並達到快速量產上市。
一、公司的願景
由於遇見 LED 未來廣泛應用的前景，M 公司承諾提供最佳的 LED 驅
動 IC 以協助 LED 達到完美表現。M 公司相信結合 LED 先進的技術與適
當的驅動 IC 的完美組合，必定能將 LED 的優點發揮的淋漓盡致，以受
惠人群。
二、公司的使命
M 公司對 LED 產業充滿著熱情，更對 LED 特性上的不完美充滿著使
命感。因 M 公司的熱情參與以及在技術上不斷創新，LED 將被點亮得更
完美，該公司也期許能在 LED 的舞台上發光發熱。該公司的使命在於能
提供技術領先、高質量的驅動 IC，專注於電源管理及提供產品解決方案，
實現廣泛應用於 LED 顯示屏、照明與背光等產品。
三、公司的經營理念
M 公司經營獲利來源為〝創新〞與〝服務〞。該公司致力於電路設計
上的創新，更重視管理創新與產品行銷創新。此外，該公司重視客戶的
需求，提供客戶獨特且具經濟效益的解決方案，以確保送交高品質的產
品及商品高品質的服務給客戶已達到客戶期望。

圖 3-1 公司的經營理念
資料來源：M 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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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文化

M 公司相信唯有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克服困難並創造自我價值，才能樂
於工作並達成公司使命，因此該公的員工必須具有強烈的企圖心，熱情
的展現，把自己當作品牌來經營：

圖 3-2 企業文化
資料來源：M 公司網站

第三節

顧客滿意度

M 公司提供完整的客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最新技術諮詢、高品質的
產品、即時的客戶服務以及最好的解決方案。該公司提供的不僅是服務，
更希望與客戶一起解決問題，一起成長。

圖 3-3 客戶滿意服務
資料來源：M 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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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品的應用範疇

一 、 LED 照 明
M 公司提供一系列的照明驅動器，包括線性調節器、DC/DC 控制器
及 DC/DC 轉換器。此外，M 公司提供建築物照明應用的 3 通道與 12 通
道恆流 RGB LED 驅動器，可讓照明系統達到長距離傳輸並減少訊號衰
減。M 公司的 LED 照明驅動器包含了簡單使用與低材料成本、高電流精
確度可確保 LED 精準色彩以及具備維持系統穩定度的保護功能、彈性與
精確的調光功能。
1.建
建築物照明
RGB LED 驅動 IC 是專為近年來逐漸普遍的建築物照明系統所設計，
其終端應用包括燈條、窗簾屏、或 LED 點光源等。該系列產品特別適合
長距離傳輸並可在低頻時表現亮麗的色彩。M 公司研發的 A-Token&trade
訊號定址技術、時鐘再生與時鐘反相位等傳輸拓墣，可將訊號準確傳遞
而不會因為長距離傳輸而扭曲。相關應用包括:LED 燈條(LED Strip)、LED
窗簾燈(LED Mesh/Curtain),、LED 招牌廣告字、LED 霓虹燈替代光源。
2.路
路 燈 /隧
隧道燈
高信賴性與精確電流輸出為路燈或隧道燈應用所必備的條件。M 公司
提供一系列符合寬廣電壓輸入範圍、高穩定性與精確電流、具成本效益
的解決方案，可為大電流 LED 照明提供穩定之電流。此外，該路燈應用
解決方案系列提供全方位保護，例如欠壓鎖定(UVLO)、啟動過流保護
(Start-Up)、過電流(OCP)、過熱斷電、LED 開路與短路保護等。相關應
用包括:路燈(Street/Road Lighting)、隧道燈(Tunnel Lighting)、戶外照明
(Outdoor Lighting)、太陽能相關照明(solar lighting)。
3.洗
洗牆燈
針對洗牆燈(Wall Washer)、聚光燈(Spot Light)等應用 M 公司推出的
解決方案採用 Hysteretic PFM 技術，無需額外補償設計，在輕重載條件下
都能達到效率最佳化，且具有全方位的保護功能，包括啟動過流
(Start-Up)、欠壓鎖定保護(UVLO)、過熱保護(OTP)、過電流保護(OCP)、
LED 開路與短路保護，更讓效率達 97%，是客戶最好的照明解決方案。
4.平
平板燈
平板燈照明(Flat Panel Lighting)已廣泛運用於辦公室、商業場所與學
校等，M 公司的方案提供數位與類比調光，調光性佳且光線均勻度優，
透過高轉換效率驅動器與電路驅動平板燈，是一般與商業照明應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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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選擇。相關應用包括: 辦公室照明(Office Lighting), 室內照明等(Indoor
Lighting)。
投射燈
5.投
針對 MR16、PAR 燈等的投射燈應用，M 公司提供 DC/DC 轉換器與
AC/DC 控制器系列。該系列可提供客戶小體積、散熱佳與多功能合一的
解決方案需求。聚積 DC/DC 轉換器系列產品更具有優異的調光功能，給
予使用者兼具高穩定性且高效率的電源解決方案！相關應用包括:MR16
與 PAR 燈等。
6.LED 檯 燈
M 公司推出具優異調光性能的 DC/DC 轉換器系列，在廣泛的調光情
境中不會有閃爍的困擾並排除音頻干擾。該系列產品提供包括類比調
光、4 段開關調光、PWM 調光與低成本電路設計讓客戶在桌燈(Desk Lamp,
Table Lamp)應用更具競爭力。
7.燈
燈條
在 LED 燈條(Light Bar)的應用上，該公司提供多樣選擇。M 公司的驅
動 IC 可提供大且穩定的電流，給要求較長使用壽命且散熱特性良好的燈
條應用。該公司同時也提供了多通道的驅動 IC，讓客戶可以選擇其適合
的產品。
8.車
車用照明
LED 相較傳統燈泡，具反應快、體積小、壽命長、不易衰減，並具
環保等優勢，提供車內外照明，強化車種之性能及美感，因此 LED 在車
用照明應用上的重要性與日益增。M 公司推出 DC/DC 轉換器系列，可準
確調節 LED 電流，提供車內與車外照明具高操作效率、負載保護、寬廣
輸入及輸出電壓額定值、及精確的電流穩壓等特色，確保齊一的照明亮
度及色彩飽和度，以滿足市場需求。
二、照明彈性調光設計
M 公司提供高線性度 PWM 調光與新穎的類比調光控制設計，以滿足
客戶不同調光需求並減少靜電與電磁波問題。此外，為能夠在鹵素燈應
用中運用調光的優異，該公司已研發電源調光技術，在不需要外部調光
訊號情況下完成四階段調光，該技術目前申請專利中，此設計提供給客
戶更具成本競爭優勢的調光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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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專利電源開關調光：內建四段類比調光值
利用新的調光控制設計，讓使用者在不需額外調光訊號的情況下，即
可透過觸發輸入電壓進行 4 段類比調光，如圖 3-4 所示。

圖 3-4 LED 四段類比調光值
資料來源：M 公司網站
四、成功案例
1.深
深 圳 大 運 會 LEDGOGHTM-LED 光 之 藝 術 作 品
在 2011 年在廣州深圳所舉行的第 26 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中，三
個主體育館以水晶石設計概念呈現，其夜景效果是由月霞極目
(LEDGOGHTM)營造的 LED 光藝術作品，搭配該公司的科技 DC/DC 轉
換器產品，一同演繹〝水晶之光〞。
2.北
北京奧運開幕式閃耀發光
在 2008 年的北京奧運中，光彩奪目的 LED 燈光秀讓全世界都歎為觀
止，可謂將中國的 LED 顯示技術劃下一個完美的驚嘆號。尤其在奧運開
幕式中，一張長 147 公尺、寬 22 公尺的「地幕」讓人印象深刻，其中中
央 1300 平方公尺的 LED 顯示屏部分是由中國知名的 LED 顯示屏製造商
北京利亞德(Leyard)公司所製造，並搭配該公司的科技 570,000 顆的
S-PWM 專利技術驅動晶片所構成的完美結合，展現 LED 技術的匠心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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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品設計理念
1.創
創新設計能力
Innovation Design
M 公司致力於混合訊號積體電路設計，並在光電應用上提供專業的解
決方案。在廣泛的光電元件中，該公司選擇適當的元件作為技術發展軸
心。M 公司探索此元件的特性，並根據對特性的了解發展必要技術以徹
底發揮此元件的優點。技術發展也包括了產品效能、功能、實用性、可
靠度、價格和設計的彈性。
2.追
追求產品卓越效能
Technology for High Performance
電路設計的技術決定著驅動 IC 的效能。M 公司瞄準這些光電元件的
特性，發展先進的電路設計技術，以追求產品卓越的效能。在產品開發
上，M 公司強調精確度、均勻度、一致性及反應時間。M 公司提供創新
的設計架構及系統，改善電路效率，並關注電路設計方法。
3.確
確保產品易用性
Technology for Ease of Use
正確的驅動 IC 解決方案總是容易使用。M 公司透過分析應用條件來
考量使用成本，而使用者設計方便性則為首要考量。與先前相容的設計
理念，不但提供了更優越的功能又能保持最少的使用成本。
4.追
追求產品高可靠度
Technology for High Reliability
光電驅動 IC 主要應用於光電元件上，而耐壽性和耐久性確保末端產
品壽命，因此 M 公司設立了一個高標準來審核該公司的產品-驅動 IC 的
效能。穩固的半導體製程是驅動 IC 設計電路可靠度的基礎。嚴格的包裝
審核程序確保產品的耐久性。該公司也透過燒入測試及環境測試以確保
產品在嚴苛環境下應用的可靠度。M 公司自電路設計至製造過程中皆納
入可靠度的審核範圍。
5.追
追 求 具 競 爭 力 的 價 格 Technology for Cost-effectiveness
利用先進的半導體製程可以滿足成本目標的條件並維持競爭力。選
擇主流的半導體製程可確保足夠的供應量，而快速的製造週期也直接影
響產品出貨品質。
6.追
追 求 設 計 彈 性 Technology for Flexibility
M 公司利用模組設計方法以再利用方式作模組化設計。一個新的設
計往往承襲了產品效能及可靠度，而這種模組設計方式可提供快速週轉
及設計彈性以符合市場時機。該公司對於不同產品應用提供不同的參考
設計，以提供客戶強大的支援。
秉持以上的理念，該公司技術發展的哲學是以獲得顧客最大滿意、
產品達到卓越效能以及產品持續改善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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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M 公 司 的 LED 球 泡 燈 市 場 － SWOT 分
析

以下我們以 SWOT 分析來探討 LED 球泡燈市場的內部 M 公司優劣
勢，以及外部隊 LED 球泡燈市場的機會與威脅。
表 4-1

SWOT 分析表：

內部優勢
一、具有優良管理制度的優勢
二、人才培養的計畫
三、LED 驅動 IC 的設計能力
四、與多所大學的產學合作，運用先進的
創新技術
五、具有效的競爭策略
六、具有世界行銷經驗
七、具市場區隔的能力
八、有 LED 照明子公司的協助

內部劣勢
一、沒有自己的工廠，不容易控制成本
二、尚未有自己的品牌

外部機會

外部威脅

一、使用時間壽命長
二、LED 照明市場具有發展潛力
三、照明市場會在未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四、生活型態未來趨勢
五、省電節能
六、在綠色環保與返璞歸真的潮流下，利
用 LED 照明提升生活品質
七、LED 技術提升
八、LED 照明為最終發展目標
九、價格下降，具有成長力
十、台灣 LED 產業規模全球第一
十一、產業供應鏈完備
十二、電價上漲，節能需求提升
十三、可發展高毛利產品，具附加價值
十四、打破傳統燈飾照明，將燈光製作成
可調整

一、政府政策未全面配合產業發展
二、以金屬散熱，重量比一般燈泡重
三、散熱技術不足
四、產品開發能力不足
五、容易被國外廠商掌，無法掌控關鍵技術
六、進入門檻低，競爭者多
七、亞洲市場部分，大陸、韓國及日本急起
直追
八、台灣掌握上中游製造利基欠缺下游的品
牌與通路
九、LED 照明開始進入價格規模戰
十、各國對白光 LED 照明的補貼與輔導
十一、LED 照明市場未成熟且渾沌，沒有主
導的廠商
十二、產品參差不齊，導致市場渾沌
十三、LED 照明價格影響消費者購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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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內部優勢

一、具有優良管理制度的優勢
M 公司於 2004 年獲得 ISO9001:2000 的認證，表示 ISO 對其品質管
制的認同，並且在 2006 年獲准公開發行並上櫃發行，表示其獲利與公司
治理獲得金管會的認可。自 2008 年起，M 公司每一年均獲得中華公司治
理協會的公司治理制度評量 CG6005 通用版認證，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為
國內專業的公司治理認證機構，該機構自 2004 年起推動國內股票上市上
櫃公司進行公司治理認證工作，以提昇公司治理水準及企業透明度。該
機構每年約僅有 10-30 家公司獲得此認證，可見其認證之嚴謹，此認證也
肯定 M 公司在公司治理的肯定。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標在健全公司營運及
追求最大利益。優良的公司治理公司，能妥善規劃經營策略、有效監督
策略執行、維護股東權益、適時公開相關資訊，此對公司爭取投資者的
信任，增強投資人的信心，吸引長期資金及國際投資人之青睞尤其重要，
對企業本身助益甚大。M 公司能獲得此認證，表示它具有公司永續經營
發展的企圖與信心。
二、人才培養的計畫
M 公司透過各種訓練以掌握公司的人力資源。對於新進人員，為使其
加速融入公司文化，縮短適應期，給予新進人員基礎教育訓練及專業訓
練，使新進人員瞭解內部制度，快速掌握工作內容。基於終身學習的理
念，M 公司提供員工技能進修的管道，使員工精進其專業技能並重視個
人身心及人際互動發展，不定期的教育訓練課程讓員工有更多學習發展
互動的機會。
隨著產業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為留住訓練不易的人才，M 公司推動各
項菁英留才計畫，將公司中重要且具有潛力的員工用長期獎勵或分紅契
約的方式，將人才留住並降低員工的流動率，使公司的研發與管理都能
穩定的發展。
三 、 LED 驅 動 IC 的 設 計 能 力
M 公司從 1999 年創立至今，向來以類比 IC 設計稱著，在台灣類比
IC 上市櫃公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每年的每股盈餘獲利排名在類比
IC 公司的前五名。根據 2010 年的資料，國際研究公司 IMS RESEARCH
將 M 公司列為 LED 驅動 IC 供應商的市佔率第三名，僅次於世界級的美
國晶片大廠德州儀器 TI 和日本的 Toshiba。
M 公司會涉入 LED 球泡燈市場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具有 LED 驅動 IC
的設計能力。LED 驅動 IC 是 LED 球泡燈的關鍵零件之一，它可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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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的電壓和電流做妥善的電源管理，可以說是 LED 球泡燈的發光心
臟，藉由 LED 驅動 IC 也可以發展具有不同功能的球泡燈，可以做市場
區隔並規避激烈的價格競爭市場。
四、與多所大學的產學合作，運用先進的創新技術
M 公司目前與多所大專院校的研究人力從事產學合作，不論是 LED
驅動 IC 的研發或是 LED 球泡燈的光機構設計，都使用目前最先進的技
術並結合多所大專院校的電機、電子、機械、光電與材料科技的研發人
才，組成有效率的公司外部研發團隊。利用學術界的光、電、材料等學
術理論基礎結合產業的實務經驗，設計具有多種不同功能且更環保、更
具有發光效率的 LED 球泡燈。
五、具有效的競爭策略
M 公司的 LED 驅動 IC 過去主要是應用在大尺寸的廣告看板上，該產
品在全世界的佔有率已具有前三名的地位。隨著大陸市場的興起，M 公
司的市場銷售重心也移到中國大陸，由於過去 LED 驅動 IC 的獲利相當
好，引起許多廠商的注意紛紛加入 LED 驅動 IC 市場，也造成市場的競
爭激烈。在 LED 技術的精進及產能不斷的擴張下，LED 的價格節節下跌，
使得 LED 驅動 IC 的需求增加，在需求增加、供應也迅速增加的情形下，
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尤其在中國大陸廠商的山寨產品以低價侵蝕市場，
LED 驅動 IC 的價格隨之下跌，M 公司的獲利率也隨之下降。M 公司為
了維持其產品的優勢，避免陷入已經殺得刀刀見骨的 LED 驅動 IC 的價
格市場，將公司的產品從 LED 驅動 IC 的設計，走向所謂的全方位解決
方案 ( total solution ) ，不僅銷售 LED 驅動 IC，也銷售具有 LED 驅動 IC
的控制器。也就是說，製造大尺寸廣告看板的廠商不需要花費人力資源
去配合 M 公司的 LED 驅動 IC 來做控制器，直接將控制器插上看板就可
以使用。此行銷策略除了可以擴大本身 LED 驅動 IC 的銷售量，而且可
以進入控制器的市場有較高的獲利空間，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的競爭策略。
此競爭策略也可應用在 LED 球泡燈市場。LED 驅動 IC 是球泡燈的關
鍵零件之一，藉由球泡燈的銷售可增加 LED 驅動 IC 的銷售量，而球泡
燈的市場龐大，對 M 公司的營業額將具有很大的貢獻。
六、具有世界行銷經驗
M 公司自 1999 年成立至今，一直以全世界為銷其銷售範圍，M 公司
的 LED 驅動 IC 銷售量排名世界第三，其銷售市場足跡遍及全世界，具
有足夠的世界銷售能力與經驗。其銷售的通路，不論是業務員直銷或是
代理商的銷售管理均具有標準的管理辦法。面對 LED 球泡燈市場的銷
售，M 公司將其業務團對加以整頓編組，運用過去世界行銷的經驗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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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球泡燈的通路開拓。由圖 4-1 可看出加拿大、巴西、南非、義大利、
法國、德國、芬蘭、俄國、韓國、日本、中國大陸、澳洲等，都是 M 公
司全球分布的據點。

圖4-1 M公司全球分布的據點
七、具市場區隔的能力
M 公司過去在 LED 驅動 IC 的產品設計上將市場區隔的的技巧運用
得淋漓盡致，例如穩定電流電壓、直流交流電的轉換等特殊功能以適合
不同登燈具的特殊需要。M 公司將利用其設計團隊設計能力的優勢，再
加上技術市場部對 LED 球泡燈市場需求的敏銳度，選擇適合市場需要的
產品功能，做合適的市場區隔。此市場區隔的作法可以使產品立足於具
有價格優勢的藍海市場，不陷入價格泥沼中的紅海市場。
八 、 有 LED 照 明 子 公 司 的 協 助
M 公司於 2009 年接手並重組一家 LED 照明公司，即預先為使公司
由大尺寸面板市場進入照明市場做準備。這家子公司的主要業務來自
LED 的建築物照明，產品中的 LED 驅動 IC 即使用 M 公司的零件。其主
要目的原為增加 M 公司自己的營業額，但因 LED 建築物照明的業務多屬
包案工程，其業務型態較不適合 M 公司的經驗，所以近幾年轉型嘗試做
LED 照明的標準品以增加營業額。為此轉型，子公司招募研發人員在光
機構與燈具的設計，其所累積的經驗和研發結果可以協助 M 公司的球泡
燈製造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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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部劣勢

一、沒有自己的工廠，不容易控制成本
LED 球泡燈的製造從 LED 晶粒到封裝成品上市，其中有許多製造的
步驟，M 公司僅為 IC 設計公司，所有的製造都需委外，因此在產量尚未
擴大之前，無法與委外的製造商壓低製造成本，使得其產品的價格無法
達到有競爭力的水準。此劣勢即不如 LED 球泡燈的製造公司隆達電子屬
於「一條龍」的委托設計與製造(ODM)或原廠委託製造代工(OEM)的製
造，可以使成本降低。除了成本的降低之外，擁有自己的工廠生產可以
縮短委外溝通的時間，與產品瑕疵的修正時間，可以減少生產上的時間
成本。目前 LED 球泡燈的市場呈現「百家爭鳴」的狀況，消費者在購買
時主要是考慮購買成本，所以若售價無法降低即無法與市場競爭。
二、尚未有自己的品牌
目前 LED 球泡燈市場上的品牌眾多，M 公司雖為 LED 驅動 IC 市場
上的知名品牌，但是在 LED 球泡燈市場中卻尚未有自己的品牌。因為 LED
球泡燈在規格上尚未有一定的標準，消費者對 LED 球泡燈的認知僅止於
可以省電之外，消費者也可在選購 LED 球泡燈時，除了價格的考量外，
也會考慮品牌的知名度，以期待品牌可以給予產品的保障，這是品牌在
銷售時所享有的優勢。M 公司因為其所生產使用在 LED 球泡燈的 LED
驅動 IC 也有提供給其他 LED 球泡燈的廠商，為避免與他們一同競爭產
生混亂，目前 M 公司的 LED 球泡燈僅能以委托設計與製造(ODM)的方式
請銷售通路使用其品牌銷售。在無自我品牌銷售的狀況下，自然無法與
擁有自有品牌銷售的大公司做正面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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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部機會

一、使用時間壽命長
各國因為節能減碳政策的關係，紛紛開始禁止白熾燈泡的生產。歐盟
從 2009 年起逐步禁用白熾燈泡，澳洲與加拿大於 2012 年前全面禁用，
我國也宣布在 2010 年逐步禁用白熾燈，並在 2012 年全面禁止販售。LED
照明因為其各種優勢，在未來被視為各國取代省電燈泡和白熾燈的替代
光源。下表 4-2 為各類光源在壽命、發光效率和有無含汞做比較，從表中
可發現 LED 光源在使用壽命上與環保特性上皆較其他光源為佳，為良好
的替代光源選擇。(2010，李芷氤)
光源

LED 燈

省電燈泡

白熾燈泡

壽命(小時)

40,000

6,000~13,000

1,000

發光效率(lm/W)

48~65.2(暖白光)
74.7~82.6(冷白光)

62.3~67.5

15

有無含汞

無

有

有

表4-2

傳統燈泡、省電燈泡及白熾燈的比較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年。

為 要讓 LED 照明普及，未 技術趨勢將朝高發光效 與低成本發
展。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目前 LED 發光效率已可達至 100lm/W，在實
驗室更可達到 150lm/W；而其壽命長達近 5 萬小時，具有可自發光性，
且有全彩、輕薄短小、無汞無鉛、無輻射、無紫外線等優點，是一個備
受矚目的嶄新光源，在能源逐漸短缺的狀況下，LED 的市場發展具有無
限的潛力。
二 、 LED 照 明 市 場 具 有 發 展 潛 力
LED 照明市場在全球不斷的攀升，在 2006 年時 LED 照明市場僅約
2.05 億美元，根據工研院資料統計，隨著 LED 成本的下降與技術的進步，
在 2012 年的照明市場可達 16 億美元，顯示 LED 照明的前景備受看好。
全球 LED 照明產業，受限於 LED 價格較高、產業標準未定、與光
形、壽命、可靠度等技術問題尚待解決，2007 年市場規模僅 3.3 億美元，
其中主要市場來源為建築照明應用，市場規模達 1.5 億美元，佔整體市場
約 45%左右。前瞻未來，隨著 LED 技術不斷提升及廣泛應用領域，2012
年市場規模將達 16 億美元，2007-2012 年複合成長率達 37%，如圖 4-2
所示。(2008，工研院 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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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LED 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Strategies Unlimited；工研院 IEK(2008/06)
三、照明市場會在未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 LED 照明市場成長潛力趨動下，目前各大國際照明大廠，也都已
陸續訂出未來幾年的 LED 照明事業目標。Philips 對於 LED 照明產業的
發展相當樂觀，預估到 2020 年，全球 LED 照明在整體照明市場的滲透
率將達 80%。其中又以 2015 年起到 2018 年，將是成長最飛快的階段。
而國內的 LED 晶粒龍頭–晶電（2448）也預期 LED 照明將自 2013 年以
後加速成長，目前正持續朝 LED 照明應用產品開發。
商業/工業、戶外、住宅照明等等應用市場，成長速度最快，根據工
研院從 2007 年到 2012 年，全球商業/工業用 LED 照明市場規模之年複合
成長率將達 58%，戶外應用 LED 照明之年複合成長率更將達 99%，住宅
應用之 LED 照明市場年複合成長率更達 102%，由圖 4-3 所示。隨著新興
國家崛起，亞洲也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照明需求市場。而 LED 照明產品因
具備壽命較長、體積較小、無汞無毒且紫外光比重較小…等環保及對人
體傷害較小之優勢，加上低溫發光效率佳、高輝度、可調色溫、直流低
壓電驅動，以及可調光和可控制性等等優勢，傳統照明也將逐步被半導
體（LED）照明所取代。(工研院 IEK，2009)
配合 LED 照明的各種特點，過去照明產品所呈現的零組件組合形
式，也將逐漸朝系統產品形式發展，並結合感測器成為智慧型燈具，其初始
系統設計和控制系統的重要性，都將提高。(精實新聞，2009)

圖 4-3
LED 市場規模及成長率
資料來源：LED 照明市場趨勢 - 工研院林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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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LED 應用在手機上的產值將逐漸減少；背光源市場上，由於廠
商 斷改善導光技術且近期獲得提升之下，使得 LED 顆 用於液晶電視
的背光源顆 大幅
低，以 42 吋液晶電視
，2009 三星第一次推
出時 LED 液晶電視時，當時背光源使用 LED 顆 達到 360 顆，但是經
過
的技術進入，背光源使用 LED 顆 跌至 130 顆左右，甚至低價促
銷機種 僅僅需要 100 顆 LED 即可，加上電視廠商與研究機構 下修
液晶電視出貨 與其滲透 。另一方面，平板電腦的興起，將使得 LED
在背光源市場上呈現另一波的成長，2011 每台平板電腦的 LED 使用顆
在 36 至 42 顆 等，2012 在
提高的需求下，使得每台平板電腦
使用 LED 顆 將進一步的提升 倍之多， 再加上平板電腦將從 2011
的 5 千萬台成長至 8 千甚至一億台，則對 LED 市場有很大貢獻。2012
LED 照明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畢竟在歐洲、美國與中國大 ，無
是戶外與建築物所使用的 LED 照明 在明顯的增加。但是 成長 如預
期，則可能延後到 2013 才會大幅 的成長。 用市場在中國大 市場
成長推動下，2010
汽 LED 營收達到 11 億美元。但隨著中國大
市場 溫與日本海嘯對 LED 供應的影響，2011
的營收成長 下調至
5% 。(LED inside，2012)
應用在看板市場上則呈現持平 態，全球約 83% 的 位看板是中國
大 製造。應用在手機上的 LED 產值則逐漸的減少，這是由於功能手機
與筆記型電腦均已達到飽和，使得 LED 應用在此部分的產值下 (由圖
4-4 所示)。除 某些特別應用 域之外，LED 價格已經下 20%-40%，
如此一 ，勢必壓縮到某些實 較弱的企業或新興公司的 潤，在此情
況之下，將可能呈現大者恆大，小廠退出 LED 市場的趨勢，所以，未
LED 產業將變得只有實 雄厚的企業，才能在市場動盪中生存下 的產
業。總之，LED 產業是一個變化多端且非常具成長 的市場，唯有能夠
確掌控 LED 動向與市場、技術發展、以及創新趨勢才是未 生存在此
產業的關鍵。(LED inside，2011)

圖 4-4 2011 年至 2015 年 LED 市場值預估
資料來源：LEDinside，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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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型態未來趨勢
以目前照明光源的發光二極體 LED 來說，它具有節能、低污染的特
性，為了保護地球的永續發展，全球各國致力白光 LED 技術的研究，
為了在能源方面產生顯著節能效益，因此皆相當重視國家級或大型科技
研發計畫和投入大 經費。台灣在 2010 之前投入 20 億元，推動 LED
照明產業整合與發展，讓台灣 LED 照明產業產值由 2006
210 億元以
及 1 成的全球市場占有 ，提升至 2010 達到 930 億元 LED 整體的產
值，全體的全球市佔 則達到 14%，進一步在 2015 產值增至 5400 億
元、市佔 23% 。2009 年 4 月下旬， 政院通過 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
宣示台灣將成為全球最大的 LED 光源和模組供應國，經濟部表示，「
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
，選定太陽光電、LED 照明、風 發電、生質燃 、
氫能與燃 電池、能源資通訊及電動 輛等為重點產業，未 5 內，
政府將投入 250 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並投入技
術研發經費 200 億元，以產值規模估計，將可望帶動民間投資 2,000 億元
以上。(LED inside，2007)
因應全球節能減碳的趨勢，我國在六大新興產業中推動綠能產業發
展，並實施「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行動方案等措施扶植 LED 產業。
台灣正在推動 LED 發展具全面性，在供給面、需求面及環境面皆有政策
措施的分佈(Rothwell &Zegveld,1982)。
在供給面部份分財務支援、人力支援、技術支援。財務支援方面，由
政府補助 LED 照明研發與提供中小企業融資；人力支援方面，能源局對
照明相關產業人才提供照明基礎教育；技術支援方面，業界科專協助業
者技術發展；在需求面中，由政府提供公共採購，包含了 LED 路燈的示
範交通號誌汰換與 LED 相關照明產品採購，並制定 LED 照明兩岸標準，
期能推動成全球標準，讓兩岸 LED 產業發展。在環境支援面，成立白光
LED 專利資料庫，了解智慧財產發展概況，並協助業者併購 LED 照明，
避免受到專利牽制；另一方面獎勵業者製造與購置節能設備，管制低效
率光源的生產與銷售，由表 4-3 為本研究整理的各國 LED 政策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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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供給面

需求面

環境面

l 研發補助
l 融資
l 人才培育
l 技術輔導

l 公共採購
l 訂定技術標準

l 專利權及保護
l 獎勵措施
l 技術管制

日本

l 整合區城科技資源

l 公共採購
l 訂定技術標準

l 租稅優惠
l 獎勵措施
l 技術管制

中國

l 研發補助
l 整合區域科技資源
l 強化國家實驗室研究機構

l 公共採購
l 訂定技術標準

l 專利權及保護
l 獎勵措施
l 技術管制

美國

l 研發補助
l 整合區域科技資源

l 訂定技術標準

l 獎勵措施
l 技術管制

韓國

l 研發補助
l 技術輔導
l 公營事業先行採用新技術

l 公共採購
l 訂定技術標準

l 技術管制

國家

台灣

表 4-3 各國 LED 政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省電節能
一旦 LED 應用於室內照明時，光是取代台灣家庭照明這一部分，每
約可 下一座核能電場的發電 ，另外台灣目前大約有 230 萬盞傳統
燈，如果將 都換成 LED 燈，一 可節能約 70%，每 可 下 7.5
億的用電 ，相當於 15 億元的電費，如表 4-4 所示。
傳統光源
名稱

替代光源

瓦數(W)

壽命(小時)

60

1000

40

1000

25

1000

鹵素燈

50

1000

T9 18W*4

100

8000

白熾燈泡

表 4-4

	
  

名稱

節約用電

瓦數(W)

壽命(小時)

13

4000

78%

8

4000

80%

5

4000

80%

LED 燈泡

5

15000

90%

T5 14W*3

48

12000

52%

省電燈泡

傳統光源 v.s 替代光源節能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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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在 綠 色 環 保 與 返 璞 歸 真 的 潮 流 下 ， 利 用 LED 照 明 提 升 生 活
品質
在環保節能的趨勢下，小小的 LED 燈泡是近年來發展逐漸成熟的新
一代光源。LED 照明確實是環保節能發展中的一項重要產品，建議後續
研究者可結合其他相關性的替代能源，例如：太陽能與風力發電，提供
環保節能上更大的發展空間。
隨心情景切換的家居空間：
越來越多的人們希望在家裡根據心情和場景塑造不同氛圍，為朋友
和家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家居環境。在家居照明領域，根據心情或場合
的不同創建個性化的氛圍，並通過時尚的家居照明設計來強調個人空
間。它可以連接同一個房間裡的多盞燈，並通過簡單的遙控在預先設定
的場景中隨心實現自由切換。
安全舒適的個性城市：
在戶外照明領域，通過與環境和諧共處的燈光來提高人們的安全感
和舒適度，使城市更加宜居，並突顯城市的個性，改善城市的形象使其
更富有吸引力。在過去，散發著黃色光線的高壓鈉燈佔據了城市道路照
明的主體。而研究發現，人們更喜歡接近陽光的暖白色燈光，它提供更
高的識別度，使得行人與駕駛員更容易辨別物體和障礙，也提升在公共
空間人們的面部識別度，消除人們的焦慮心理，散發暖白色光線的 LED
則能很好地實現。
高效舒適的辦公氛圍：
良好的設計與管理再加上對空間的充分利用，能夠使一個機構的效
率提高 15%；而與之相對照的現實是，目前有 75％的辦公照明仍然採用
的是過時的低效照明。在辦公室能夠通過對燈光亮度和色溫實現連續無
間斷的改變，使室內燈光達到如同自然天光般的照明效果，從而提高人
們的舒適感，使得辦公環境更加明亮、溫暖、舒適，並適用於各種辦公
空間。在辦公照明領域，以更加靈活的辦公照明滿足不同的需求和情緒，
提升人們的精神狀態從而使工作更加高效，並通過可持續的照明方案節
省成本。
獨特愉悅的購物體驗：
在零售商業，LED 照明解決方案能提供更吸引人的購物體驗，讓商
品更加誘人並提升品牌形象，為零售業主提高投資回報率的同時節省能
源成本。美觀的外觀且和節能高效的性能，與鹵素燈相比更加節約電能。
LED 照明可以使零售商能通過簡單地觸屏界面來控制單體店或所有連鎖
店的照明水平，燈光的亮度和色溫可以靈活地進行改變，根據顧客的不
同來創造更加令人舒適的購物環境。(LEDinsid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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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LED 技 術 提 升
LED 產業在台灣歷經 30 多年發展，是台灣光電產業唯一建構完整
生產製造鏈的產業，從上游磊晶成長、中游晶粒切割至下游封裝製造，
國內均有相關業者投入。LED 產業鏈可分為上游磊晶片及晶粒製造，中
游晶粒切割研磨，下游封裝及系統組裝，其中以上游製造過程難度最高，
通常良率僅接近 65~70%，主要是磊晶片及晶粒亮度顏色均須兼顧，加上
部分產品還有抗靜電性等特殊需求，故製作良率偏低，LED 上游也是整
體產業價值鏈中跨入門檻最高的，在 LED 中游部分，良率極高，但跨入
門檻較低，附加價值並不高，至於 LED 下游，主要大量需求核心技術在
封裝良率及結構設計，且必須仰賴經濟規模，進入門檻偏低，當大廠欲
跨入 LED 產業時，將會選擇 LED 下游做為起步。(夏光宇，2008)
LED 現階段最大的應用是手機按鍵的背光源，各種電子展品的指示
燈，而最近應用在廣告看板的大型 LED 螢幕，還有應用在液晶螢幕的
背光源也越 越受到矚目，LED 的應用面日趨廣泛。2000 年起台灣 LED
產業達到產量全世界第 1 名、產值全世界第 2 名的傲人成績。由於我國
技術較中國高，因此，可根據客戶之需求生產非規格品，採用彈性製程，
可與大 之規格品做市場區隔。(左峻德，2012)
2012 LED 照明產品已能夠進一步地下 到部份消費者能接受的程
，未 的發展端看各國政府積極應用 LED 於公共事業的速 及室內
照明補助方案，可望加速 LED 價格的下 ，當消費者採用的程 也提
高，屆時產生的經濟規模與節能效益將很可觀。(陳省男，2009)
八 、 LED 照 明 為 最 終 發 展 目 標
在各國政府政策的帶動下，LED 照明可望由 燈逐漸 入室內照
明，所爆發的商機相當驚人，將繼 TFT-LCD 之後，最大的 基市場。2012
一般照明用白光 LED 市場規模將成長至 4 億 2200 美元，2005 至 2012
複合成長 達 53%，一般照明光源是 LED 的終極發展目標，未 市場
潛 相當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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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價格下降，具有成長力
LED 元件價格大幅下滑，帶動 LED 照明產品價格持續滑落，並持續
縮小與傳統燈具價格的落差。預測圖 4-5 再 2015 年價格將降至 100 元新
台幣左右。(林志勳，2011)

圖 4-5

預測 2010 年至 2015 年 LED 照明產品價格

除 某些特別應用 域之外， LED 價格已經下
20%-40%，如此
一 ，勢必壓縮到某些實 較弱的企業或新興公司的 潤，在此情況之
下，將可能呈現大者恆大，小廠退出 LED 市場的趨勢，所以，未
LED
產業將變得只有實 雄厚的企業，才能在市場動盪中生存下 的產業。
總之，LED 產業是一個變化多端且非常具成長 的市場，唯有能夠 確
掌控 LED 動向與市場、技術發展、以及創新趨勢才是未 生存在此產業
的關鍵。(左峻德，2011)
國際大廠 LED 燈泡降價，且市場需求提高，加上各國政府節能政策
推動的趨勢下，LED 燈泡未來市場商機龐大，預估 2013 到 2015 年，將
是 LED 大幅成長的時代，光電協進會（PIDA）分析指出，以年度成長來
看，2011 年全球 LED 總產值達 166 億美元，比較 2010 年 161 億美元，
僅微幅成長 2.6％，日本、台灣、韓國與中國大陸總市佔率則已高達 80
％左右，讓亞洲在未來不但是 LED 產業的主要生產基地，預估未來在亞
洲各國大舉開拓 LED 產品的影響下，亞洲地區也將會是全球 LED 應用
的主要市場。
台灣 LED 磊晶龍頭晶電董事長李秉傑指出，LED 燈泡在 2011 年的
需求，全球不過就 1.5 億顆 2012 年將可能會倍增至 3 億顆，到 2013 年的
下半年，取代 60 瓦白熾燈的 LED 燈泡終端價格若能夠降至 12 美元，則將
較 2012 年 3 倍以上的增長速度，到達 10 億顆的規模。(電電時代第50 期，2012)
十 、 台 灣 LED 產 業 規 模 全 球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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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協進會(PIDA)指出，台灣 LED 在 2011 年的總產值達 45.37 億美
元，以主要產業鏈的總產值作為產業規模的度量，台灣 LED 產業規模仍
居全球第一。從過去的發展歷程來看，台灣 LED 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專利技術方面，已有相當成果，除可防禦外商的專利控訴外，甚至還
有反訴能力。而就 LED 照明亮度技術而言，台灣的技術能力已可達到美
國能源部所設定在 2020 年達到每一美元 1,000 流明的亮度目標，甚至可
以達到飛利浦所定 2,000 流明的目標。在應用趨勢方面，不管是台、日、
韓、中，都已將未來的重心放在 LED 照明方面，許多傳統照明業者如飛
利浦或歐司朗等，也都已紛紛加入 LED 產業。由於這些業者最大的優勢，
在於燈具的整合及設計能力，加上在市場的品牌知名度，勢必會需要台
灣 LED 產業在 LED 照明亮度技術的協助，也是台灣 LED 產業未來非常
重要的市場開拓合作對象。2012 年 LED 照明市場產值約為 1400 億美元，
而 LED 的滲透率到 2013 年將成長到 20％，而在大陸推動禁止白熾燈政
策激勵下，預估全球將有 200 億顆的燈泡替換為 LED，LED 照明的降價，
將加速 LED 燈泡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LED 照明技術的進步，有可能會讓燈具市場重新
洗牌，因此台灣 LED 產業不見得只能停留在代工領域，發展品牌的可能
也不小。但跨入消費端後，包括品牌包裝、通路行銷、售後維修與服務
能力，都必須要更加重視，因為照明不只是裝飾而已，而是要兼顧安全
及實際的功能需求，台灣業者若能把握機會，未來仍有發展品牌的大好
機會。(資料來源：電電時代第 50 期，2012)
十一、產業供應鏈完備
我國在 LED 產業對 晶片與晶 方面， 高居全世界第一，近 以
投入相關的應用，如：背光面板、照明、特殊照明等市場，LED 產業從
上游磊晶成長中游晶粒切割至下游封裝製造，國內均有業者投入，關於
我國 LED 的產業鏈，如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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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我國 LED 的產業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白光 LED 是日本日亞公司於 1998 年 4 月期光電轉換效率已提升至
15 lm/W，略高於傳統燈泡，以照明之開發歷程來看，LED 未來於照明產
業之應用極具潛力，如圖 4-7 所示。

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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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電價上漲，節能需求提升
民生、工業電費喊漲，引起民怨，卻被視為帶動節能產業商機的引擎，
包括 LED 燈亦被列入節電受惠產品之一，台灣全民若改用 LED 燈，可
省下 3 座核電廠電量，核四不用啟動，人民也不用恐慌日本福島事件在
台灣發生。全台 1 年用電量 2,000 億度，有 600 億度用於照明，如果改用
LED 燈，照明用電 1 年只需要 512 億度，以目前每度電平均 2.5 元計算，
可省下 1,280 億元，省下來的電費拿來補助全民 LED 照明化，平均 1 個
人大約可以補助 5,000 元，相當每人可補助 10 顆 8 瓦的 LED 燈泡，取代
的是 60 瓦的白熾燈，比韓廠大力推廣的取代 40 瓦的 LED 燈泡產品還高
階。(中時電子報，2012)
節能抗漲成為全民運動，第 1 波表現最明顯的就是替代燈源大賣，台
達電固態照明事業部總經理江文興表示，台達電 LED 燈泡銷售超過台達
電和通路的預期，2012 年台達電的 LED 照明預估可成長 5 倍，在省電和
省錢的驅動下，替代性的光源未來 2 年在台灣將維持高成長，下一個階
段則是燈具的時代來臨，為了搶節能抗漲的商機，通路也全面搶進 LED
照明，繼統一超商推 299 元新台幣 LED 燈泡後，大賣場、超商陸續跟進，
台達電 6 月初打進全國 23 家的 B&Q，台達電執行長海英俊表示，台達
電在好市多重新鋪貨的 LED 燈泡銷售成績佳，億光將在家樂福上架 LED
燈泡。3C 看準在電價、物價雙漲的年代，讓民眾無負擔的購買節約能源
系列產品，更是推出 24 期分期零利率換裝 LED。2011 年 LED 產業總產
值年成長率 3%，LED 照明市場因國內電價上漲以致換裝 LED 燈具需求
增加，加上數字電視開播換裝 LED 電視將帶動 LED 背光模塊產值成長，
整體產值會在下半年增加，因此今年 2012 全年總產值年成長率上看
10%，近新台幣 2000 億元。(LED inside,2012)
十三、可發展高毛利產品，具附加價值
若依亮度區分，LED 可在區分為三種：高亮度 LED(以四元化合物、
氮化鎵系化合物製成)、一般亮度 LED(以二元或三元化合物製成)，以及
紅外光 LED。高亮度 LED 是經由技術的演進，使得產品價值持續提高，
進而開創新的應用市場，再藉由產品單價的下滑，超越一般亮度 LED 的
應用領域。隨著高亮度 LED 的滲透率持續攀升，2011 年提高到八成以上。
LED 照明會快速 入的應用市場包含 燈、商用照明、公共用建築
照明等。在 燈市場上，由於整體 市景觀設計概 的盛 、光汙染對
環境造成的傷害及照明節能議題的重視， 成為 LED 光源 入 燈應用
市場的有 因素，在 燈市場方面，我國政府慢慢將路燈 換為 LED
燈的計畫，大 則有十城萬盞的計畫；在商用照明上，由於商業店鋪照
明強調藉用照明設計營造之氣氛對消費者產生心 影響，吸引顧客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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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內，並將注意 放在商品上，進而做出購買 為；在店鋪照明中，
點燈時間長，雖 LED 照明初期投入成本較高，但在節 電費的支出隨電
費增加而快速回收，以 LED 燈泡節能與 含汞的環保特性與各國的環保
政策相符，因此有 於走入照明，加上多 的 LED 照明公司認為商業用
途的買單者，對於產品價格相較下較為 敏感，加上點燈時間長，LED 燈
泡節能優勢
突顯。(左峻德，2011)
從應用市場來看，LED 的應用領域相當廣泛，舉凡電子、家電、汽
車、交通號誌、看板等需要點光源或面光源的產品，都是其應用市場。
早期 LED 的發光亮度較低，主要應用在家電、電子產品或玩具等點光源
領域，隨著亮度及效率的提升，2000 年起開始打進可攜式產品，如手機、
PDA、數為相機等市場，並大量應用做為螢幕或按鍵等光源等高毛利產
品；而隨著可攜式產品的需求持續增長，進而拉動 LED 產業起飛，並成
為 LED 的主流應用市場，具有高的附加價值。
十四、打破傳統燈飾照明，將燈光製作成可調整
燈光是人為照明，在夜晚或自然光不足的場合提供足夠的照度。但是
燈光消耗電力，在不需要時關掉燈光是可以節約能源。不過在有些時段
和情況，如果可以把燈光調到較暗的程度 (25~50%)，也是可以大幅降低
能源消耗(-50%~-75%)。 許多公用建築或場所，如機場、車站、碼頭、停
車場、街道、公園、百貨商場、學校、醫院、病房、工廠，在夜晚不宜
把燈光全部關掉，否則有行動不方便或治安的顧慮。 辦公大樓的大廳、
廁所、走廊、樓梯間等場所，在下班後維持適度的照明，也可以方便加
班工作的員工，並避免治安的死角，24 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加油站、
旅館等，也可以在深夜生意較清淡時，把燈光調暗一部分，以節省電費。
我們現在處於 3G、4G 若無法提供調光功能，是照明業者長久以來的一
個窘境。LED 燈蓋打破傳統燈飾，將燈光製成可調整式，且光束集中無
閃爍可保護眼睛，加上 LED 燈泡屬於固態照明不含水銀沒有汙染環境問
題，在環保的趨勢下 LED 照明是最沒有負面影響的替代光源。若又能開
創出一種接近零成本，不需要改變接線，不需要遙控調光器，維持高效
率與高功因，立即被普遍採用的調光方式，就能讓 LED 燈泡更可以和省
電燈泡競爭。而調光功能的突破，對整個 LED 照明產業，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關鍵。

圖 4-8 LED 室內照明可調光 Ref:照明基本概念, Philips
資料來源：Thermal Management of LED 林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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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 LED 燈 泡 取 代 傳 統 燈 泡
國外的分析指出: 傳統白熾燈泡市佔 高達 75%，光是 2007 全球
就賣出 130 億顆。為 實節能減碳，各國政府 約而同的宣佈禁用白熾
燈泡的 日條款。
國家

時間

澳洲

於 2007 年 2 月時首開風氣之先，2009 年停止生產，公布將在 2010
年前完全禁用白熾燈，改用高效率的節能燈泡。

愛爾蘭

2009 年禁用白熾燈泡。

阿根廷

2010 年禁用白熾燈泡。

義大利

2010 年禁用白熾燈泡。

法國

2010 年禁用白熾燈泡。

英國

2011 年禁用白熾燈泡。

荷蘭

2011 年禁用白熾燈泡。

歐盟

2009 年 9 月禁止銷售 100W 白熾燈泡，2012 年起全面禁用。

台灣

2012 年全面禁產白熾燈。

加拿大

2012 年前禁用白熾燈。

美國

2012 年至 2014 年陸續禁止，2014 年全面禁售。

中國

2011 年 10 月發佈中國淘汰白熾燈路線圖，2012 年 10 月禁售。

日本

2012 年禁止白熾燈生產與銷售

韓國

2013 年前禁止使用白熾燈

表 4-5 各國禁用白熾燈泡時間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整理
當白熾燈泡逐漸退出市場主 後，一場光的革命正在全球迅速漫延。
傳統照明大廠如飛 浦、奇 、歐司 、日本日亞化工，早已伺機而動，
轉型成功至 LED 照明 域，從申請專 到佈局併購等，企圖打贏這場舉
世注目的 光戰爭。反觀我國的發展條件，根據瑞士國際管理學院（IMD）
中各國綠色科技競爭力評比，台灣排名全球第六，亞洲第二；其中，讓
台灣排名居高不下的因素，正是 LED 產業的成功。根據工研院數據，台
灣是全球 LED 產值第二的大國，年產值為 800 億新台幣，僅次於日本。
產量更位居第一，占全球市場 1/4，從上游晶片至中游模組、封裝，產業
鏈完整，加上 LED 屬半導體產業，具有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遠見雜
誌，2011 第 3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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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LED 產業成長之動能，可觀察到 LED 的發展趨勢及邁向照明
的絕對可能性。現今已有多款應用到照明，像戶外看板、路燈、藝術燈、
日光燈型 LED 燈，充分顯現其可取代傳統照明的趨勢性。LED 燈具主要
客戶需求，包括低耗電量─如太陽能/電池應用、特殊燈具外型(小型、薄
型、輕量)、燈具維護成本高應用、避免紫外線光、低發熱量、高演色性、
多光色/顏色絢麗、特殊光色，其中高維護成本、特殊燈具外型、低耗電
量為客戶主要需求，其以上客戶需求比例如圖 4-9。(林志勳，2009)
其比例如圖下：

圖 4-9 LED 燈具主要客戶需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參考資料：LED 照明市場趨勢 - 工研院林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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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外部威脅

一、政府政策未全面配合產業發展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 LED 的補助政策，都已從研發補助、公設補助，
進入到刺激消費市場的換裝補助政策，協助企業和人民使用 LED 燈，擴
大 LED 的民間消費市場。包括中國、日本、南韓都已積極透過修法與財
政補助政策，大幅推廣 LED 照明使用。建議針對台灣 LED 照明應用，
包括加速公部門室內燈具換裝使用 LED 燈，規範大型賣場或百貨公司地
下停車場及地下室、樓梯間等等換裝 LED 燈，以及啟動消費補助政策、
鼓勵全民拿舊燈泡換裝 LED 燈泡等，主要因為 LED 照明的節能功效高
達 80 %，1 顆 LED 燈泡，1 年可省下 190 度電、減少 112 公斤碳排，這
是最有效、最快速的節能方法。發電不如省電，只要人手 1 顆 LED 燈泡、
把傳統白熾燈泡逐一換下，換 1 顆 LED 燈泡的減排量，等於為地球種 10
棵樹，「舉手之勞」就能實現節能減碳目標。如果台灣全面使用 LED 照
明，估計台灣 1 年將可省下 224 億度電，相當於 1.5 座核能電廠發電量。
至於推動家戶更換 LED 燈具之補助方案，億光表示，根據台灣光電半導
體產業協會和工業技術研究院所研擬之「千家萬點」計劃，未來 4 年，
只需國家補助 19.5 億元，更換 1500 萬顆 LED 燈泡，實現 2015 年達到
LED 普及率 30%的世界目標。而 4 年也將可節省 56.94 億度用電，減少
CO2 二氧化碳排放 347 萬噸，並減少台電損失 8.54 億元，同時還可於 4
年後創造超過 159.3 億元的產值及 15930 個工作機會。
以日本為例，政策 Eco Point 補助兌換 LED 燈泡執行至今，已補助
70-80 萬顆，但事實上市場賣出的 LED 燈泡銷售量達 2000 萬顆，也就是
說，補助數量不到實際銷售數量的 5%，顯見透過政府補助，刺激消費的
成效相當顯著。億光相信，未來台灣若施行「千家萬點」計劃，將可藉
由補助 1500 萬顆 LED 燈泡，促成 5400 萬顆銷售量。台灣有最強的 LED
產業技術與完整專利，但台灣沒有水銀燈、省電燈泡產業，如果發展 LED
照明，對台灣將很有利，現在只欠政府投注心力協助教育消費者、給與
消費者一些誘因，養成人民節能減碳的責任，即可對台灣 LED 產業有加
乘的效果，更可達成國家的節能減碳目標。(葉寅夫，2011)
台灣 LED 的發展已有三十多年，LED 的零組件產業鏈已相當完整，
但目前台灣 LED 產業所製造的照明產品主要仍銷往海外，在台灣內尚未
普及，造成在國內增加排碳量，卻無法為世界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我
國政府的政策方向目前著重在訂定兩岸技術標準，與 LED 研發補助和公
共採購上來扶植 LED 照明產業，台灣行政院經濟部在 2008 年 3 月底宣
佈將禁止全國近 8000 個公部門使用白熾燈，全額補助地方裝置 4000 多
盞 LED 路燈，但對於個人家庭或企業的照明使用者，目前政府並未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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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在政策上給予補助，此結果造成 LED 球泡燈的使用無法全面普及
且國內節能減碳效果有限。
二、以金屬散熱，重量比一般燈泡重
LED 球泡燈可以省電，但由於材料的緣故，在使用時會使燈泡溫度
上升變熱，造成使用上的不便，為了要解決 LED 球泡燈的散熱問題，製
造商在球泡燈的底座部分設計成一片片的金屬，稱為散熱鰭片。過去 LED
球泡燈的散熱鰭片使用鐵片，是由於鐵的散熱功能很好，但鐵片的重量
太重，使消費者使用上不方便，所以產品改良使用鋁金屬不但可以降低
重量也可以減少成本。為尋找重量更輕的材料，目前 LED 球泡燈採用遍
布燈泡表面的散熱塑膠取代傳統金屬散熱，並以特殊設計輔助再擴大散
熱面積，解決散熱問題，延長燈泡壽命，表現優於現在 LED 球泡燈。同
時，因採用全塑膠散熱器，重量減輕，讓燈泡重量降至 100 公克以下，
只有一般 LED 球泡燈重量的 1/2。現在不但重量減輕許多，且散熱問題
也解決了。(黃孟嬌，2012)
三、散熱技術不足
由於發光
逐 提升其消耗功 將越 越大，因此伴隨產生越 越
大 的熱，散熱設計必須滿足燈具光學需求與造型需求，同時亦受到體
積與重 的限制，故使得散熱的技術問題將成為 LED 業者面 的另一難
題。要解決 LED 球泡燈散熱問題，當然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從 LED 晶片
本身著手，提升 LED 晶片的發光效 ，以減少熱能的產生，使 LED 球
泡燈點 時的接點溫 下 。另一方面也可由封裝結構的設計著手，選
用高散熱係 的封裝材 ，以 低整體結構的熱阻抗，也可以有效地
低接點溫 ，使 LED 元件維持預期的高可靠 、長壽命等特性。目前
全球都期望把 LED 運用到日常生活中，以 實節能減碳的環保概 。
但在實際應用上卻受到散熱因素的限制，LED 晶片產生的熱會嚴重影響
到元件光性、可靠 、壽命等特性。尤其在高功 、高
LED 照明
上的應用 是明顯，如室內照明、 頭燈、 燈等，在高功 的能 注
入時，產生的熱能也相當可觀。因此都需要外加一個龐大的散熱系統，
才能維持 LED 元件的可靠 。(張祐銜、劉正毓，2009)
四、產品開發能力不足
國內業者專精於 LED
組件產業，把重兵放於上中下游，而在廣大
的應用市場卻是一片空白。簡單 ，台灣有 LED 組件產業，但沒有 LED
完整的照明產業。LED 的照明技術複雜，包括光學設計、散熱設計、外
型機構設計等，未 的決勝點就在光學設計與燈具設計。一定要先從需
求端 回溯設計、製造，這是台灣 LED 廠商要學習的地方，還有如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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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成功跨越到服務業。
目前 LED 產品上有許多技術難題待突破，如晶片散熱不佳、晶粒容
易老化、電流干擾及色差等，這些技術難題正給予我國 LED 產業上中廠
商在技術發展上的機會，換句話說，透過提升技術發展上的研發創新能
力，將可縮短與美日先進廠商間的技術落差。例如：發光效率不足，LED
屬點 光源，發光效 仍有待提升，目前仍無法全面取代空間較大的室
內照明，而在全球白光 LED 燈泡相關廠商和研究單位 斷的積極研究
下，其發光效 可達到 120 lm/W，但目前因成本問題，僅使用在公共建
設及高級飯店等商業場所。(陳省男，2009)
只可惜我國把全部的重心都投注在零組件製造的上中下游產業鏈卻
忽
展廣大應用端，光學設計、品牌、通 ，成為我國發展 LED 照明
市場一大隱憂。
五、容易被國外廠商掌，無法掌控關鍵技術
美國在 LED 照明的產業技術開發上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是 LED 的
技術領導者。擁有 LED 外延片、晶片、和相關設備的知識產權和科研開
發的技術優勢。目前美國計畫到 2012 年代替螢光燈，未來在 2020 年全
面進入市場。日本在功率型高亮度 LED 及其外延片、晶片的研製與產業
化開發方面處於國際領先水準，日亞化學掌控大量有關藍光/白光 LED 的
專利。日亞化學已與美國發光二極體廠商 Lumileds 達成協定，雙方將簽
訂 LED 相關專利技術的交叉授權合約，涵蓋的對象包括兩家公司擁有所
有的 LED 相關專利技術。
德國歐司朗(OSRAM)公司號稱剛剛建立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晶片生產
線，主要用來生產 LED。由於 SRAM 是世界上第二大燈泡生產廠商，因
此用 LED 製成新型的節能長壽是他們的一個新目標。
南韓近幾年對高亮度 LED 的需求增溫，已有兩家化合物半導體公司
競相擴充外延晶片的產業。台灣通過引進美國和日本的技術，在外延片
及晶片生產、器件封裝、應用產品開發等方面得到迅速的發展，成為世
界上最大的 LED 生產基地。
由目前來看，以上舉例美國、德國、南韓對 LED 製程的技術都有新
一步的發展，而台灣只有 LED 零組件產業技術，沒有 LED 照明產業，
這正是台灣發展 LED 照明的最大隱憂：市場領導者著眼的是下游應用，
台灣發展的是中、上游零組件，而別國的是垂直整合，台灣則選擇垂直
分工。國際大廠是從下游入手，把握應用端，才往中、上游佈局；而台
灣的 LED 廠商則是從零組件切入市場，佈局在供應端，對於下游應用端，
如燈具設計、品牌、通路等，付出了努力，但看不見太大的成效。以飛
利浦和歐司朗這兩家國際大廠為例，都是用垂直整合的生意模式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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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事業，從上游的晶片、光源、驅動器、模組，一直做到最下游的燈
具和應用。這幾年，兩家公司大舉併購超過 20 家 LED 晶片或燈具公司，
為的就是掌控價值鏈。根據全球前兩大照明領導業者之一飛利浦來分
析，LED 照明正處在產業發展初期，垂直整合的模式最有利，最有利可
圖之處，就是下游的應用，全球一年銷售幾十億顆燈泡，產值就高達數
百億美元。換句話說，唯有切入 LED 照明產業，才有兆元產業。一旦掌
握下游應用，上游需要怎樣的模組或晶片，自己來做最有效率且可掌握
整個價值鏈，這也是國際大廠看到的商機。當 LED 產業發展成熟後，再
走向垂直分工，這樣國際大廠才會釋出已無利可圖的事業，委外代工。
六、進入門檻低，競爭者多
LED 產業鏈可分為上游磊晶片及晶粒製造，中游晶粒切割研磨，下
游封裝及系統組裝，其中以上游製造過程難度最高，通常良率僅接近
65~70%，主要是磊晶片及晶粒亮度顏色均須兼顧，加上部分產品還有抗
靜電性等特殊需求，故製作良率偏低，LED 上游也是整體產業價值鏈中
跨入門檻最高的，在 LED 中游部分，良率極高，但跨入門檻較低，附加
價值並不高，至於 LED 下游，主要核心技術在封裝良率及結構設計，且
必須仰賴經濟規模，進入門檻偏低，當大廠欲跨入 LED 產業時，將會選
擇 LED 下游做為起步。(夏光宇，2008)
台灣 LED 產業鏈相當完整，整體產能大，但業者多集中在中低階產
品，而因中低階產品進入門檻低，且競爭者眾，加上磊晶設備及製程化
學品等關鍵原物料掌握於外商，影響廠商獲利。(劉世忠，2007)
七、亞洲市場部分，大陸、韓國及日本急起直追
大陸
在 2006 年，中國就已經擁有大約 520 家有一定生產規模的廠商及研
究單位，從 LED 的原材料、磊晶、晶片、封裝、應用及相關配套件、設
備儀器等，都有廠商投入開發。另外因中國大陸掌握全球照明市場生產
與需求，勞動成本低及投入大量生產，也隨著經濟成長所帶動照明需求
增加，2012 年市場規模已達 239 億美元。在這樣快速成長的情況下，對
台灣的 LED 照明市場產業不免起了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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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LED 產業中，韓國政府特別成立 LED 谷，鎖定照明、LCD TV 背光
源、顯示看板等三大應用方向，企圖提升韓國在 LED 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根據韓國光技術院(KOPTI)的統計，目前 LED 相關廠商約三百多家，加
上受到台灣規模經濟與低價策略的影響，中、韓政府都積極主導搶佔市
場。相對南韓 LED 市場上也向照明領域發展，開始推出低明產品，2011
年整體 LED 產值也較 2010 年成長近 5％，但因南韓業者使用的產能及生
產規模仍不及台灣業者，整體產值 33.52 億美元仍落後台灣及日本，因此
在成本考量下，仍然向台灣廠商購買 LED 元件，與台灣 LED 產業形成
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以這樣的情勢來看，南韓亦是台灣 LED 產業競爭
不容小覷的對手。
日本
據了解，日本政府在 2012 年，已開始要求各照明廠商停止製造、銷
售白熾燈泡，屆時電球型 LED 燈泡的需求量，將可望大幅的增加。也由
於日本政府有意在 2015 年，提供未來的時代照明補助計畫，以達成 2020
年高效率照明市場規模達到 100％的目標，日本憑藉較佳品質以及技術開
發能力，一直以來居全球 LED 產業之領導地位，除了日本成熟的 LED
研發技術外，政府的積極宣導也產生一定的作用。還有加上 2011 年伴隨
福島核災而來的節電措施，更促使消費者改用 LED 照明，率先進入成長
期。根據統計，日本在 311 地震後， LED 燈泡的銷售量較地震前成長 2
至 3 倍，日本 LED 照明在各方利多因素推動下，將大幅的增加。故在 2012
年是 LED 照明的高度成長期，年成長率將在 70％以上，不免造成對台灣
LED 產業成為威脅。
八、台灣掌握上中游製造利基欠缺下游的品牌與通路
照明市場最主要關鍵除了成本因素外，還包括廣大通 ，才能將產品
銷售出去。 如飛 浦和歐司
家合起 ，就掌握全球 十萬家通 ，
跨入 LED 市場 於 敗之地。國內 LED 廠商屬於照明新進入者，目前
缺乏照明通 ，因此必須審慎評估通 如何佈局。台灣多數 LED 關鍵元
件仍然需要依賴日本，且專利佈局、技術層次還無法趕上日系廠商，使
得台灣的 LED 產業競爭力相距日本還有一段差距。
台灣身為全球 LED 產量第一大、產值第二大的供應國，大有機會搶
奪 LED 盛世的主導權，因為照明並非標準化產品，LED 沒有產業標準，
台灣掌握自有技術。與個人電腦、通訊、DRAM 產業相較，LED 產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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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標準或技術協定，少了國際大廠的技術獨佔或專利緊箍咒，LED 市場
大餅切碎成許多利基市場，少量多樣、百家爭鳴，最適合台灣科技業打
一場螞蟻雄兵的商戰。台灣的優勢是掌握了上中游，產業鏈完整、分工
精細，競爭力強。站在「雙兆產業」半導體、面板產業的厚實基礎上，
LED 很有潛力成為台灣下一個兆元產業。由於半導體、面板製程與 LED
相近，包括聯電、友達、奇美、台積電、光寶、鴻海、億光等企業，無
不以集團財力投入。而且台灣從上游磊晶、中游晶片製程、封裝、系統
整合，一條產業鏈完整無缺。台灣最大 LED 廠、晶元光電董事長李秉傑
指出，台灣是紅光 LED 和白光 LED 的最大產能國，再加上有半導體產
業做堅強後盾，發展 LED 產業本來就有先天優勢。不過，台灣目前就是
獨欠下游的品牌與通路。台灣發展 LED 產業的思維仍沿襲半導體、面板
的代工思維，將 LED 視為製造業，過度向半導體傾斜的利基。重兵放在
中、上游，而廣大的下游卻是一片空白。若從上游思考，既缺乏通路，
也無法掌握終端消費者，短期內難脫代工(OEM)、自產自銷(ODM)的營
運模式，等於只有 LED 零組件產業，沒有 LED 照明產業。
九 、 LED 照 明 開 始 進 入 價 格 規 模 戰
目前 LED 正開始進入規模戰，以前 LED 的照明標準不明確，劣幣驅
逐良幣，現在，隨著除了照明產業，LED 產業還顛覆了電視、電腦、手
機等產業。各國制定標準，產業將進入規模競爭，這正是大廠強項，這
些大廠看的是未來的照明商機；而未來，LED 產業需要建立競爭門檻。
工研院電光所所長詹益仁分析，台灣還有 3 年時間。台灣的優勢是產業
發展成熟、分工完整，如果大廠能趁景氣大好之際，進行垂直整合、掌
握通路，就不會重蹈如台灣 DRAM 廠商般，總是陷入殺價競爭，一折就
斷的「豆芽菜」命運。台灣的技術也許不如日本，但價格卻具有競爭力，
品質比大陸及印度好得多，但台灣缺乏專利，幾乎被日亞化等五家公司
掌握，若無專利，即使打進電視廠商，只要產品賣進歐美等先進國家，
大廠就能以侵權為由，聲請扣押。沒有專利的晶粒，只能賣到大陸、印
度等市場，無法避免價格競爭激烈的紅海。 隨著市場大好，LED 產業已
經出現無所不「搶」的情況。無論是搶產能、搶材料、搶人才、甚至搶
併購對象。搶的不只是市場的商機，還有未來的門票。隨著台積電、友
達與鴻海等大集團跨入，技術門檻並不高的 LED 產業顯然將興起一波淘
汰賽，誰能在產業景氣大好時儲備能量，誰才能成為最後贏家。業者預
言，台灣 LED 產業將走上 LCD 後塵，經過大規模整併後，只有前 3 名
能存活。

	
  

67	
  

	
  

自從 1879 年愛迪生發明電燈泡、開創電力產業後，照明史上從來沒
有一項發明如 LED 一般，擁有開創嶄新市場、重塑商業模式、減緩能源
問題的巨大潛力。而台灣，正處在這明星產業萌芽期，雖來不及參與第
一次照明革命，未來能否隨著這次百年革命，走入全球每個角落，成為
照明歷史的一章，就看廠商的應變智慧了。
十 、 各 國 對 白 光 LED 照 明 的 補 貼 與 輔 導
美國：
美國能源部從 2000
開始，贊助 LED 與 OLED 技術開發達 2/310
以上，2010 針對 LED 光源燈具的能源之新標準上 ，2012 年至 2014
間美國開始逐步禁用白熾燈，預計到 2020 為止，提升 LED 及 OLED
發光效 和壽命等項目與製成燈具後的性能，目標為市售一般等級 LED
燈具(luminaire)發光效 達 140 lm/W 以上，價格為 100 美元以下，希望
固態照明燈具能完全取代傳統照明，成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產品。
歐盟：
從 2008 開始停止販售 150W 白熾燈，2009 開始停止販售 100W
白熾燈，2010 開始停止販售 40W 白熾燈，2012
LED 燈將全面取
代白熾燈，在 2009 至 2012 間逐步從市場上淘汰供家庭、工業部門和
公共場所使用的白熾燈等高耗能照明設備。
日本：
2010
經產 投入 1,100 億日圓預計推動 能產業如環保 、鋰電
池、LED 等環境相關技術 域之國內投資支援事業，同時投入 885 億日
圓延長以環保點 交換節能效果高的 LED 燈泡時，點 加倍之措施，藉
由 Eco-Point 制 直接提供消費者補助與教育節能觀點，且針對生產 LED
照明等有削減二氧化碳(CO2)排放 效果製品的廠商之「低碳素產業 地
補助 」，預算規模為 300 億日圓。持續推動 LED 照明之標準化及 LED
照明等低碳素之國內產業。2012 禁產及禁用高耗能白熾燈，將在 2020
高效能照明銷售比重 100%，接下來日本將計畫在 2030 建築物、家
庭 100%使用高效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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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2008~2009 間制定以取代白熾燈、鹵素燈、螢光燈為主的 LED 照
明認證標準。2009~2012
將 LED 發光效 與平均使用壽命，各提升至
160lm/W 與 10 萬小時，分階段提高替換式與固定式 LED 照明燈具認證
水準，2010 年~2012 間推動以取代各式既有照明為主的 LED 照明認證
標準，在 2011 內投資 100 億韓元(約 929 萬美元)，將 4 大江、16 個
水塘的景觀照明 60%替換成 LED 照明。南韓訂 2012 成為全球 3 大
LED 生產地區，公家機關使用 LED 照明比重 30%，擴大公共照明適用範
圍至街燈、隧道照明，並於興建新 市時採用 LED 照明。
2015
前，將投資 3,000 億韓元(約 2.79 億美元)支援發光二極體
(LED)的研究開發作業。另外南韓針對各圈提出 同主題方案，在首
圈，推動 LED 與半導體、照明、家電等地區主要產業間合作，此地區
LED 照明相關園區將主要發展高
LED 晶 ，及情境化室內照明、家
電等應用；忠清圈、大慶圈與湖南圈推動 LED 與光／照明、農水產等地
區主要產業間合作，此地區 LED 照明相關園區將主要發展 LED 晶 ，
及可 光通訊、農作物／生態照明等應用；東南圈：推動 LED 與 動裝
置、顯示器、汽 等地區主要產業間合作，此地區 LED 照明相關園區將
主要發展超薄型手機、LCD 背光模組、 用照明等應用。持續擴大 LED
照明補助額，由 2009
未及的 50 億韓元，大幅增加至 2010 的約 180
億韓元，且南韓政府計劃持續擴大至 2012 的 200 億韓元以上，預計
2015
LED 燈佔照明市場 30%。
中國：
2008 開始「十城萬盞」政策計畫，2010 開始以中央統籌標案與
合同能源管 模式管 LED 照明工程標案，地方政府如 建 ，深圳市
等制訂相應的 LED 扶植政策。計畫 2000 年至 2050
50 年間持續投入
上游技術開發，發展發光效 高之 LED 掌握稀土資源優勢，發展螢光粉
材 。2011
11 月 1 日至 2012
9 月 30 日為過渡期；2012
10 月 1
日起禁止進口和銷售 100 瓦及以上普通照明白熾燈；2014
10 月 1 日起
禁止進口和銷售 60 瓦及以上普通照明白熾燈；2015 10 月 1 日至 2016
9 月 30 日為中期評估期；2016
10 月 1 日起禁止進口和銷售 15 瓦
及以上普通照明白熾燈。
另外在十二五規劃的重點項目裡，預計在 2013 年至 2016 年安裝
36000 盞 LED
燈，2015
LED 照明佔整體照明 20%，並提高 LED 晶
片自製 達 70%與減少業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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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10 開始執 禁產白熾燈具，2011 起全國 130 萬盞傳統 燈將
展開 LED 替換作業，「 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將 LED 與太陽光電並
為能源光電雙雄，是 能產業的主 產業，在同年，全國號誌燈 換
為 LED 號誌燈且 AC LED 標準之建 ，LED 照明標準草案包涵整體
LED 製造 程與應用等規範，建 全球首篇 LED
燈照明燈具國家標
準，2012 全面禁產白熾燈。
產業發展是根據市場的需求而變化的，目前各國政府
續要以
LED 照明取代傳統照明，歐洲為全球最大的照明市場，美國次之，中國
則為第三大的照明市場，預計全球照明市場在 2012
之後，各國 續禁
用白熾燈後會達到高峰，此時，LED 照明比重將有明顯比 成長，到
2014 ，LED 照明比重可達將近三成。(左峻德，2011)
十 一 、 LED 照 明 市 場 未 成 熟 且 渾 沌 ， 沒 有 主 導 的 廠 商
LED 照明的好處眾所皆知，但卻苦無統一標準規格可依循，如各自
使用其插座和電 架構，每個承接案件幾乎是 身訂做的照明設備，市
面上很難找到標準品可直接應用，一旦售後發生品質
或有損壞情
形，往往需靠運氣才可找到維修配件，有大部份機 需 換新品。若依
全球 LED 上中下游的產業結構來看，美、日、歐等國對關鍵元件及材料
能力的掌握較強，而且幾乎是一條龍的垂直整合架構，如日本的日亞化、
羅門哈斯(Rohm)、德國的歐司朗(Osram)可為代表。台灣 LED 產業則有
如衛星般家數眾多，主要聚焦在中下游製程，而即使台灣中下游的晶粒、
封裝產量高居全球第一、第二大，但上游的磊晶原料仍需仰賴進口，無
法自給，台灣沒有主導的廠商存在。
十二、產品參差不齊，導致市場渾沌
封裝廠商眾多、技術能力參差不齊，市場低價競爭混亂、資源分散，
當地的前十大廠商市佔率僅達 10%，無法形成具強勢競爭力的領導企
業，在白熾燈退市其他照明光源替換時期，消費者對 LED 產品並非絕然
的天生抗拒，只是不敢貿然接受。目前 LED 市場上的產品標識不清晰、
不明確，同時也缺乏統一的標準。面對參差不齊的產品，對 LED 技術甚
至連使用常識都不通的消費者來說在購買 LED 燈具時，除價格較高因素
外，通常心裡都會存在很多疑慮和選購誤區。
LED 燈商業照明的節能效益已經開始顯現。儘管礙於產品品質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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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齊、品牌渠道建設缺失、合同能源管理機制不完備、宏觀經濟低迷等
因素，LED 商業照明的市場需求還有待進一步提振。但業內普遍認為，
通過政府和行業層面的大力支持，成熟的產品檢測和認證體系得以建
立，大品牌開始逐漸被市場認可。(LEDinside，2011)
十 三 、 LED 照 明 價 格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率
由於 LED 照明與一般照明的價差約 10 倍以上，因價差過大而阻礙
LED 照明的推廣速 。此外，LED 照明的發光效 ，依照目前的技術
進展，與傳統照明相較，仍有相當的差距。也讓消費者對於 LED 照明仍
有所疑慮。既然價格是 LED 照明的最大障礙，如果能把價格因素的影響
低甚至是移除，相信可以大幅提升 LED 照明的成長 ，單品價格仍是
傳統照明之 4~5 倍。
LED 在照明用市場的成長率雖高，但市場滲透率卻只有 2%左右，仍
處於導入期階段。主要是因為產品單價偏高，消費者採用意願較低，此
外，目前的高光通量極 LED 照明系統技術均尚未成熟，也限制了照明應
用市場的拓展。
目前 High Power LED 的光效可達到 100 lm/W (每瓦可產生 100 lumen
的光)，但價格很貴，使用 LED 燈泡較節能燈泡貴 3-5 倍，回收需要 10
以上，因此價格仍是難以突破的防線。除此之外，政府尚未制定傳統
燈泡改換 LED 照明的補助方案，在如此高的轉換成本和缺乏誘因的情
況下，想取代傳統燈源未 仍有一段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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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節

結論與建議

結論

由 M 公司的 SWOT 分析顯示 LED 燈泡及產業的外部機會威脅及內部
優劣勢，Ｍ公司的優勢包括人才培養計畫、具有效的競爭策略、具有是
世界行銷經驗，劣勢則是沒有自己的工廠及尚未有自己的品牌，若 M 公
司能改善其劣勢，往品牌方向走，擁有屬於自己的產品來帶領 LED 照明
市場的標準和走向，在未來 LED 市場上將占有極大的優勢。照明市場上，
因傳統燈-白熾燈對環境造成威脅，各國家也慢慢禁用白熾燈，台灣也正
式在 2012 年禁產，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隨著電價上漲，全球提倡環保
及節能省碳，更要能夠有效率的去落實，LED 能為環境省下電能，在正
常使用的情況下，壽命也比一般傳統燈泡長，LED 不僅用在路燈、面板…
等產品上，人類基本最需要的照明─”室內照明”，將會是 LED 在未來照
明市場上的最終走向，台灣在 LED 市場上有一定的競爭力，但製造成本
高，想取代傳統燈源未 仍有一段 要走。
LED 照明市場已成為許多廠商極力想進入之產業，為了進一步擴大
市場佔有率，各家廠商頻頻打價格戰，台灣照明市場已將 LED 燈以最低
價置入燈泡市場，吸引消費者增加購買慾，也有許多廠商開始尋找新市
場開發新產品。另外，長久以來台灣 LED 廠商受限於規模、資源與能力
不足，領導者的性格習於追求製程技術的精進，怯於發展自我品牌，缺
乏品牌力量，無力主導標準，台灣廠商普遍只能在代工製造的紅海中以
規模經濟降低成本，以削價競爭手段賺取微薄利潤，加上近年國際發展
LED 產業正快速成長中，包含中國大陸、南韓等國家使競爭更白熱化。
在中國大陸生產人力成本低，且有廣大內需市場是他的競爭優勢。南韓
則是技術與台灣相似造成極大威脅，為降低國外 LED 產業對台灣 LED
產業的威脅，應該在這市場競爭下保持長期的優勢，學習改善劣勢並創
造產品新價值，提升台灣 LED 產業之競爭力。
隨著 LED 技術成熟，價格也越來越便宜，政府為了使 LED 順利發展，
在供給面、需求面、環境面各推動了研發補助、人才培育、公共採購、
訂定技術標準、專利權保護、獎勵措施等政策。由於燈泡是民眾不可或
缺的民生用品，若政府能在室內照明上，給予適當的補助，而讓 LED 室
內照明能夠普遍化，那在照明產業中將是一大利基市場。2011 年全球 LED
照明產值為 76 億美元，2012 年為 112 億美元，年增率高達 47.37%，在
整體照明市場滲透率達 12.9%。LED 照明產品持續降價，及各國政府的
政策大力推動，是有助於 LED 照明市場起飛的，主因是未來 LED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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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速度，攸關於 LED 的價格是否能讓民眾所接受，而能夠接受的程
度是將 LED 的價格降至接近傳統照明的價格，才能擁有取代性。產品價
格降低的結果是製造商須面臨成本的問題，若能透過光機構設計提高光
源效率而降低成本，方可使 LED 照明產業有突破性的發展。環保意識的
重視已成為全民重視的議題，對於民眾過去所使用的白熾燈，它所產生
的廢棄有毒物質是會汙染環境的，台灣政府已在 2012 年要求全面禁產，
日本 2012 年全面禁止產銷，美國 2012～2014 年陸續禁止，歐盟 2012 年
起全面禁用。這些政府政策不僅可減少對地球的傷害，也可使 LED 燈的
使用更普及；LED 不僅無汞無毒，且壽命長汰換率不高，降低平均汰換
的價格，可使白熾燈對地球的汙染大幅的減少，進而提高全民對地球環
保的重視。從白熾燈到 LED 燈，可看得出照明產業有向上發展的趨勢。
技術、價格、成本三者的密切關係將影響 LED 照明在台灣發展的速度，
以往的照明僅是取代傳統型燈泡，而下一步透過良好的設計，例如將產
品一體化，及燈源結合燈具的產品，以降低價格和成本，這對製造商和
消費者之間不僅皆有利，也能帶領 LED 照明走向 LED 產業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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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對政府之建議：
LED 照明公司及廠商可以積極向政府提出節能合作，爭取政府各項
研發經費補助或優惠國內各生產開發之廠商應得到政府相關機構的支
持，使產業研發更多產品在國際上提升競爭力，且 LED 無汞無毒無污染，
為環境達到節能省碳，這樣不僅達到雙贏也能為國家經濟以及對地球環
保做到落實的行動。
對 M 公司之建議：
國內半導體產業與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國外廠商對開發的新技術均
給予嚴密之專利保護，為避免國外廠商以專利權來抑制台灣 LED 照明市
場的發展空間，所以台灣 LED 照明產業更要在技術上持續深耕開發自有
專利技術，擺脫專利權的束縛亦可開發新的銷售市場；在 LED 市場多變、
新產品、新技術快速演進與競爭者眾多得情況下，造成供給大於需求的
現象，要做到市場預測的準確性及能否即時回應，才能確保經營續效的
要素。本研究建議 M 公司能從客戶端去確實掌握資訊及市場的動態變
化，提高市場預測率的準定性，精確掌握市場的每一個新契機。
國內 LED 產業發展大多跟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路線，若要超越先
進國家之技術，應充分掌握市場脈動，思考如何創造差異化的產品或服
務以建立長期競爭之優勢，M 公司若能尋求市場區隔的定位建立無法取
代的差異化優勢，對客戶及企業本身並能創造雙贏的價值。
對研究者之建議：
我國 LED 產業鏈相當完備，但 LED 照明尤其是在室內照明部分仍
缺少標準品的規格, 後續廠商的產品開發研究者可以朝標準品的規格設
定做努力。在研究 LED 照明產業部分，可以討論在標準品標準化的過程
中，產業結構改變中的分析，如何在改變中獲取產業的競爭優勢，這些
是後續研究者可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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