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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環保議題被認為是先進國家的高道德訴求，但隨著全球極端氣候發生對世界各地造

成的影響加劇且日趨頻繁之後，珍愛地球的環保概念已成為普世價值，國際間也透過

「綠色貿易」的做法，加速產品與服務在市場流通上更加的環境友善化。以歐盟為例，

RoHS、WEEE及 ErP等三大環保指令就是促進綠色貿易的有名範例，規範中之商品若欲

進入歐盟市場就需要符合低毒性、省資源及省能源之環保基本訴求，該法令希望透過綠

色商品生產連帶推動整體綠色供應鏈的落實。

我國為外銷導向國家，未來將會受到愈來愈多新環境規範影響，對我們而言是挑戰，更

是機會。有鑒於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規劃「綠色貿易推動方案」，並於 2011年成立「經

濟部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協助各產業和廠商掌握各國「綠色新政」所帶來的綠

色商機，期能提升台灣綠色貿易之成長。

臺灣的綠色產業行進腳步一直走在世界的前端，尤其是 LED產品的品質與應用技術更是

獨步全球，關鍵因素在於嚴格的測試把關，使得臺灣 LED產品在國際市場中佔據領先地

位。本刊「Light of Taiwan」訪談LED產業各領域重要大廠，包括：中國電器、太極光光電、

玉晶光電、立碁電子、佰鴻工業、宜特科技、東貝光電、南亞光電、展晟照明、堤維西

交通工業、晶元光電、賀喜能源、隆達電子、順集科技、及會明光電等 15家企業，將其

公司歷程、產品特色、及未來發展方向進行介紹；從文章中可看到廠商在追求企業成長

時，對於國際綠色貿易情勢及未來發展方向有充分掌握。

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發行此專冊除以中英文併陳之方式希望國際看見臺灣 LED廠商的努

力外，並詳加介紹 LED應用面的各項需求，如車用、工業用、漁業用、及整座城市照明

規畫的專業公司，與 LED認證單位等，期許將臺灣引以為傲的 LED產業，以全新面貌再

次推向全世界，創造新一波的綠色貿易奇蹟。

副執行長



TLLIA
台灣 LED 照明產業聯盟

始於路燈，點亮全球

在全球各國的節能減碳行動如火如荼展開時，綠能科技迅速發展，LED照明更被譽為 21

世紀之光，成為各界新寵兒。台灣也不例外的搭上綠能經濟的風潮，將 LED照明光電列

為國內綠能產業發展重點之一，並透過政府專案的方式，推動整個台灣 LED產業的發展。

因水銀路燈高耗能、低功能轉換率的缺點，在 LED技術漸漸成熟後，將面臨被淘汰的命

運，行政院也趁勢提出綠色能源旭升方案，希望藉由公部門的市場提供產業建立實績，

以加速產業成長茁壯，LED路燈產業聯盟便是由當時的各家 LED路燈廠商組成，一起為

LED路燈產業爭取更完備的驗收規範、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更寬廣的市場大餅。經過幾

年的共同努力，聯盟終於與政府協調成功，健全台灣市場的 CNS 15233 LED路燈標準、

路燈規格統一以及道路照明驗收規範，除此之外，更促成兩岸 LED產業的合作，簽定

「LED照明標準互認」及「LED照明示範應用合作」兩項協議，將台灣 LED產業推向國

際舞台。建立於 LED路燈產業聯盟的基礎上，12年經內政部核准，升格為台灣 LED照

明展業聯盟 (TLLIA)，宗旨以結合產、官、學三方專業人才，建立產業間交流與合作平台，

並以進駐全球市場為目標，期許台灣成為具國際競爭力的 LED產業基地。

異業結盟，藉交流發揮 1+1>2 的價值

在成功聚集整個產業的人才後，我們開始針對不同主題做分類，有室外照明、室內照明

以及特殊照明 (植物燈、工業用燈、車燈 )，並加入智慧控制領域，將 TLLIA組織成較全

面性的廠商聯盟。除了 LED廠，TLLIA更積極的嘗試異業結盟的可能，努力與各種產業

結合。如今年 TLLIA便與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合作，透過未來雙方更緊密的互動，

建立台灣車用 LED之交流平台，為雙方搭起互惠的橋梁，連結兩塊各具潛力的市場。聯

盟現扮演一較具服務性的平台，廠商們除了可以在此尋找商機，更是個與政府溝通的窗

口，畢竟以 TLLIA一公協會的立場，與政府協商是較有優勢的，此外，專業知識的傳遞

和分享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聯盟中常不定期邀請專業講者舉辦講座，提供成員們 LED

的最新發展。

團結就是力量 !

各位是否有發現，台灣廠商參加國際展覽時，不若他國廠商有著工會或政府單位幫忙協

調各大小事宜，而需面臨孤軍奮鬥的處境，此時，如果廠商本身規模尚未著壯，常會淹

沒於茫茫人海之中遭到忽略。聯盟創立的另一目的，便是集結台廠們的力量，相互扶植，

增加展覽中的曝光度，共同打進各個市場。如今年的台灣 LED照明展，TLLIA也擁有一

獨立展廳，以「前瞻課技、智慧照明」為主題，展示出聯盟成員的最新 LED產品，並規

劃出車用照明、室內照明、戶外照明、特殊照明及智慧照明等區塊。除此之外，現場也

舉辦多場演講活動，包括植物照明、綠色能源與 LED燈具之特殊應用、CIE於交通照明

領域等多元化主題。在展期內，台灣 LED照明聯盟更與光電協進會一同舉辦「國際城市

照明暨 LED技術趨勢論壇」，邀請各國專家針對程式照明主題發表演說，致力推廣國內

LED走向國際，同時建立產業交流與合作平台。

攜手合作，邁向國際

台灣 LED產業核心是「技術」，但當廠商們卻是逐漸朝價格導向發展時，聯盟便有幫助

大家重回優勢領域的責任。聯盟成員主要以小眾市場的特殊照明居多，這也是台灣不同

於世界工廠的特色。我們正逐漸朝有差異化、富創新性的方向發展，雖大家都各有所精，

但真正要走出國際，大家的相互合作是必要的一環，這也是台灣 LED照明產業聯盟成立

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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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電燈泡」到「螢光燈管」再邁入「LED 照明」領域，不斷創新與成長

中電是國民黨第一個民營化的企業，成立於 1955年至今 60周年，成立之初以生產電燈

泡起家，並東亞照明品牌行銷市場。直至螢光燈管技術問世，中電在技術上重大變革。

傳統電燈泡主要以電熱的型態發光；而螢光燈管則以氣體發光。從傳統電燈泡到螢光燈

管，當時日本方面技術領先各國，為突破技術中電當時也積極尋求日本三菱電機合作，

並成為日本三菱公司第一個海外投資公司，至今維持著投資友好關係。引進螢光燈管製

造技術，如同現今引進 LED技術相同跟原始電燈泡產業相較是一個很劇烈的變化，從電

燈泡到螢光燈管再到 LED的導入，每個發展階段中電 (東亞照明 )都能滿足人們對光的

需求。中電產品製造核心為照明燈具和螢光燈管，客戶有三分之二以上為水電承裝業者，

是直接面對市場的的產業，此點與其他產業較不同，並於 1989年設立新營廠陸續導入自

動化設備以提升生產品質。螢光燈管從 T9(管徑 9/8英吋 )進化到 T5(管徑 5/8英吋 )技

術上的變革對製程挑戰極大，其生產良率跟時間的對比而言，控制生產一秒一支螢光燈

管的不良率在 0.5%以下是件不容易的事。早期技術創新主要專注在製程技術突破，從螢

光粉塗佈、抽真空、玻管封口溫度管控，都是影響燈管壽命關鍵。因此需倚重精練人才

生產。在節能風氣下，開始將傳統電燈泡導入以氣體發光方式轉成省電燈泡，創造出可

觀市場需求。

攜手合作，邁向國際

中電 2008年開始，至越南、蘇州、廈門設點，這過程相當艱辛。中電主要事業部門為照

明事業和新綠能，強調，人、環境、光，不管是在照明還是新綠能方面，中電企業在未

來發展追求做一個最嚴謹的佈局。並朝向品牌創造、通路發展、製造核心、和轉投資 (磷

酸鋰鐵電池的佈局 )，近期主要發展的市場則為菲律賓、越南和緬甸，憑藉過去在台灣累

積的經驗往國外發展。從市場角度分析前 20大廠商的市場佔有率未超過 50%，這代表在

大陸每人平均佔有率大概只有 2.5%，這可說明當地品牌意識薄弱，而內地跟沿海地區生

活水平差異很大，也形成中電有發展的優勢。中電分析台商企業成長到一定程度時，企

業規模就會縮小，除了市場的因素外並有人為因素，中電的人力資源並不廣大，無法與

中國做緊密連結，且中電在投資方面較保守，如從過去到現在以較穩固的腳步成長但相

對在創新方面就失色許多。臺灣這幾年來製造成本並沒有比大陸高，人工方面所佔的比

例也不會比大陸大，反而臺灣自動化的技術比中國好，所以中電不會將製造廠設在大陸。

照明是東亞的根，中電除了在臺灣發亮以外還會繼續往國外發展。 

能源的問題

油價回跌只是減緩消費者支出成本，但不能忽視的是石油能源正逐漸減少，因此在全球

積極創造綠能環保意識下，如何節能是當前全球課題，而與光的運用最直接關係的便是

電能，中電公司在電能方面也有相當強化的技術背景，因此中電長期以來更是致力於光

電整合。也積極在電熱領域的佈局。儲能系統方面，如發電廠依需求產能發電，則不會



有能源浪費的問題，但大部分的發電廠都會溢產能源，如何將溢產能源儲存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課題；例如，如何把發電系統與儲能系統整合，有效儲存溢產電能讓電池的

lifecycle發揮最佳效益。讓消費者不至於在電池有餘電時就拋棄導致能源浪費及整體電

能成本昇高，因此開發充電式電池即可有效降低能源浪費。在國外每一個充電站的電池

裡都有 IP可自動偵測，當偵測到電池效益低劣就自動回收，這樣的方式值得我們效仿以

期節省能源。即便是太陽能的使用也需有配套措施才能發揮最大效益。

政府對電和綠能的支持

節能的發展應由國家整體完善配套整合主導，而不是企業主導。目前政府在這方面政策

並不明確，而產業各自發展一小部分未能整合；我們認為真正的節能應是能實質省到口

袋裡的錢、付出的電費最少，這才是省電、節能，而非一昧的只單一推廣使用有綠色節

能標章產品就謂之節能。臺灣在這部份發展較緩，主因臺灣電費結構較便宜及發電成本

較低，對離峰與尖峰計費價格差異不大，因此政府及民眾對這部份還是處於觀望階段。

在臺灣，政府並非無前瞻眼光，而是因臺灣電力充足，不似菲律賓或其他國家電力匱乏，

因此創造節能環境在電力匱乏的國家如菲律賓就有顯著急迫性推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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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體及散熱器一體成形，可直接快速將熱傳導至水波形散熱鰭片上透過空氣對流將熱量  

 散出，可確保 LED光源模組發光效能與使用壽命。

- 使用高品質世界大廠 LED晶粒，高穩定性電路佈線設計，再配合三合一專用二次光學  

 透鏡組成最佳 LED光源模組，可提供最穩定與高效的道路照明。

- 高密閉 IP66/67防水封裝式電源供應器，功率因數達 95%以上，通過 CNS安規及  

 ENEC、CB安規認證，是具高度可靠性及安全性的電源供應模組。

- 演色性 Ra>70，可提供比水銀燈與鈉光燈更加清晰與自然舒適的道路照明，其相對於水  

 銀路燈節能約 70%，鈉光路燈節能 50%。

- 全系列保固 5年，具 IP66/67防塵防水能力，17級 (61m/sec)抗風能力及 15年耐酸蝕  

 能力 (海岸氣候下 )，通過 BSMI驗證合格。

LED 路燈 -
LRW005 系列

(LRW005s.eps)

- 工藝美學造型，可更自然的融入於照明場景之中。

- 光源採用 LED 線型模組燈板，可快速導熱，光輸出效果佳。

-LED光源專用光學及供電設計，燈具機能更見完美發揮。

- 小弧面大面積ㄇ型燈罩設計，佈光更廣更均勻。

- 符合 CNS 15592光生物安全 [無風險 ]標準，無藍光危害風險。

-BSMI驗證登錄合格，台灣製造、品質保障。

LED 山型吸頂燈 -
LSPXX14 系列

(LSPxx14s.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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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光發展過程

在五年前，選擇進入這個 LED應用的特殊市場，是一個別具意義的挑戰與決定，技術上

沒有前人的步伐可循，市場上更沒有明確的目標客戶可以鎖定，對太極光光電來說，這

就是一場活生生的賭局。當以 LED特殊應用做為公司的發展目標同時，很多項目與應用

面映入眼簾，頓時間，多方的客戶有相關應用領域技術需求，但始終預期不到量的時間

點需求。經過漫長的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在植物、養殖、生醫與農用照明領域，用專

業技術與長時間的經驗累積，成功打響太極光光電在 LED特殊應用領域的名聲，以此為

核心背景，更跨足LED農業規劃與LED農業系統建置，目標是打造出客戶可以獲利的「生

物農廠」，不再只是單純的植物工廠。以「LED混光」封裝技術而言，利用 LED的技術

特性，模擬太陽光條件，使 LED不再只是單純的 LED，造就了 LED多元的功能性，嚴

格來說，光的應用世代正在來臨，如何的應用原理，再原理中尋找未知領域的秘密，這

是一種突破，也是一種發現，太極光光電一直堅持著找到更多的新發現，造就不平凡的

LED功能世界。目前太極光光電第一步，在五股區創建旗艦展示館「根根相連」，將太

極光光電的品牌理念傳達給消費者，讓他們能夠以更合理的價錢，購買到富含完整營養

又可安心食用的農產品，且加強戰略廠商合作與品牌加盟體系，很快的不同型式的 LED

應用館，將會一一推出，以科技為核心，服務社會為宗旨的目標前進。

公司理念、定位與核心價值

以「利大眾」為出發點，做了對眾人有意義的事，自然老天就會眷顧，且要時時站在消

費者的角度，思考消費者所需要。現代人想要的，不外乎是安心的品質，與高附加的價

值，在我們的展示館中，客人可以得到一切食材的相關資訊，且也是種知識的提升。而

太極光光電的定位是科技、生物、農業與生活，各方互相關聯，互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而品牌「根根相連」的定位為無毒、養生與健康生活，兩者最終定位皆與科技健康生活

息息相關。太極光光電的核心價值為 LED光電應用於特殊領域、光電生物系統、農業技

術、光電農業規劃與光電生物科技等 …的先進產業技術。 

未來面臨的挑戰

天 :氣候一再劇烈變化起伏不定，水災、旱災、地震、風災造成生物鏈型態失衡，全球

存糧每年下降，何時發布缺糧危機，需提早做些準備。

地 :土地汙染、水汙染、土壤過度利用而貧瘠與山坡濫墾，皆是影響土地利用的關鍵因數。

人 :工業發達，溫室效應嚴重，且製造多重汙染，年均溫年年上爬，20年後有機會造成

大量生物絕種危機。

因此科技扶持農業，農業即可永續，科技農場將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科創、農創、文創、食創

目前太極光光電在全球擁有三十多項發明專利，這是台灣很重要的資本，而在未來，各



國度對太極光光電的系統有發展意願時，太極光秉持朝著世界邁進，也不吝嗇將部份技

術技轉給合作戰略廠商，擴大發展，期望可將 LED的技術水平再次提升到極致。期許太

極光光電是技術的創造者，而非僅是生產的製造者，將成本著重於研發，讓農業從轉型

再求技術的提升，跳脫傳統農業進入「農創」時代。當知識水平提升，養身概念也逐漸

崛起，就是全民瘋農業的時候了，當生物農場的加盟店越來越多，大眾找到了自己的農

家生活，藉由整個家庭的參與，我們更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精神的傳承和多元商業性的

發展，都將有所改變，改變的時候，對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才有正向影響力。農業不僅

是農業，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新農業，融入文創理念與食創精神，就是創新與符合時

代的潮流，這就是目前太極光光電與品牌「根根相連」的重要理念。



NUPOLAR-LIGHTS
太極光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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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86- 2- 2298 4936 

F +886- 2 -22984955

E polarlightled@gmail.com

www.polar-lights-led.com

蔬活養生箱為太極光光電專為家庭、辦公室和商用空間設計的產品。

擺設於辦公室和商用空間，不僅能綠化工作空間，紓解壓力，也可以讓洽商賓客有更好的印象。

在家庭中，不但讓家人們輕鬆體驗種植水耕蔬菜、香草等植物的樂趣，更可以淨化室內空氣，

提升生活品質。蔬活養生箱可以依照需求作堆疊，變成兩層或三層的小型植栽種植區，滿足全

家人的蔬菜需求。

蔬活養生箱

太極光光電運用全球獨創 LED混光技術，於開放空間取代牆面，結合園藝綠美化，設計

出「創意空間綠屏風」，利用交錯的種植槽體和植物生長 LED燈，使空間和光線更有變

化，滿足視覺的感「光」享受。依照需求或喜好，種植香草、觀葉植物或蔬菜，不但可

淨化室內空氣，植物自然散發出來的香，更是最天然的芬多精。摘取綠屏風上的香草和

蔬菜入菜，讓家人品嘗最原始的滋味。太極光光電的創意空間綠屏風，讓您我的生活空

間真正擁有觸覺、視覺、嗅覺、味覺的感官體驗。

創意空間綠屏風



GENIUS ELECTRONIC
玉晶光電 

台中市大雅區中部科學園區科雅路 15 號

T +886-4-25667115

F +886-4-25667117 

E lighting@gseo.com

www.gseo.com

時間累積出，扎實的玉晶「光」電

玉晶光電總公司位於台中科學園區，公司成立於 1990年，以光學鏡片的設計與製造技術

為基礎，結合 LED產業，將光電的應用推向另一個層次。1990年左右，光學產業大致

區分二種技術領域，分別是傳統玻璃研磨製程技術與採用新材料的光學塑膠成型技術，

玉晶光電透過領先業界的設計能力與制程研發技術，成為首家將玻璃與塑膠整合成為

hybrid鏡頭的光學公司，讓 hybrid鏡頭同時具有玻璃鏡片之高透光率與塑膠鏡片之非球

面成型技術，玉晶光電的技術開發為光學產業創造非常大的技術突破 。隨著科技演進，

玉晶光電也從手機鏡片的設計、生產，開始研發 LED光學變焦手電，並開始了玉晶光電

在 LED照明領域的發展，長時間累積的光學技術成為玉晶光電往後在 LED照明應用的強

大後盾，也成為少數具有光學實力的 LED專業廠商。

廣泛的涉略，一直到專精的領域

企業 ODM的合作占公司 LED發展的佔比不低。有著長遠發展歷史的玉晶光電是否有自

立門戶，創立自有品牌的想法呢 ?雖然有了品牌，可以帶來高利潤的經濟效益，但在審

慎評估後，我們仍以公司的穩定發展為主，因為身為一代工零組件的製造商，我們擅長

從一開始就將產品設計好，並提供高性價比的產品。所以我們不期望所有的角色都去扮

演，而是選擇一個我們擅長的角色，並努力把它扮演好。就台灣目前的 LED產業現狀而

言，若業界仍以發展日常消費性 LED為大宗，台灣將陷入一尷尬的處境：比品牌不若日

本、歐美等先進國家，論價格又不敵對岸的低價戰爭，故台灣必須走出一條專屬於台灣

LED的生存之道。透過品牌及專業客戶，打造我們長久以來的堅持：專業技術的高品質

產品。因為我們擁有比其它 LED廠商將光應用到極致的專業技術，故只要是對「特殊光

型」有需求的都是我們常常可以脫穎而出的主因。除了燈具領域，我們也結合智慧控制

領域，進行智能路燈的研發；或結合捕撈漁業所需，投入漁業照明的特殊照明領域。礙

於台灣現行環境，智能路燈的推廣並不若對岸的發展快速，故現階段玉晶光電將「集魚

燈」這種特殊漁業用燈列為主要發展方向之一。

 

LED 集魚燈，The New Generation Is Coming ！

台灣為一島國，漁業的發展自然是國家經濟重要的一環。身為全世界秋刀魚年漁獲量最

多的國家，卻仍以使用傳統集魚燈為大宗，這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是比較不經濟的方式。

傳統集魚燈長久以來一直面臨到高耗能 (集魚燈的功率消耗約占了出海一趟所需總能耗

的 30%)、高光衰和高損壞率問題 (高濕高熱又高鹽分的極端工作環境 )，使得船東僅能透

過建造新船、加大發電機組以取得更多電力，維持集魚燈的龐大功率消耗，來獲得更高

的漁獲量以因應市場需求，但這僅是被動的處理方式，想完全解決這些煩惱應當從問題

的根本面著手。玉晶光電觀察到這樣的需求，多年前也開始朝更深入的領域發展，藉由

優異的燈具設計，從材料、LED封裝，到獨特的光學設計，終於研發出重量更輕，功率



消耗更低，且更可承受惡劣工作環境的「新世代 LED集魚燈」，若台灣漁民全面將傳統

集魚燈汰換成「玉晶光電 LED秋刀魚燈」，將可為台灣漁業省下數億元的可觀燃油費支

出。「玉晶光電 LED秋刀魚燈」已全面經過海上的嚴苛環境測試，平均秋刀魚日漁獲量

更可達 5,000箱 (為往常均值兩倍之多 )，這樣優異的成果，成功破除 LED燈無法使用在

秋刀魚捕撈的迷思。除了秋刀魚燈，玉晶光電也開始魷魚燈的開發設計，希望可以藉由

秋刀魚燈所累積的技術與經驗快速切入魷魚燈的領域。日前參與測試的魷釣作業船隻也

傳回捷報，單日魷魚捕獲量有超過 100噸，雖然這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測試，我們希望可

以很快進入實際的驗證，並建立業界的新里程碑。

做好準備才進場，做了一定要成功

當公司資源有限的時候，雖然已看到許多潛在的市場，但若非目前公司主要的核心發展

業務，我們仍不會貿然投入過多領域。做好各方面準備後才進入，力求穩定的發展是玉

晶光電一直以來的發展策略。哪些領域需要特殊規格的光、需要差異化的運用才可能是

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玉晶光電雖從設計，到綠能整合、生物用光都有涉略，但本質上

仍維持光學零組件供應商的角度，扮演好成功的技術與產品提供者，並從客戶的正向回

饋，漸漸打響玉晶光電在專業市場的品牌名聲。玉晶光電不做最大，但期許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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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刀魚船 12 米

集魚大燈

-玉晶光電的 LED集魚燈重量輕、體積小。

-在 12m的秋刀魚大燈上可以安裝超過 3萬瓦的玉晶光電 LED燈具。

-在同樣亮度規格下，如果安裝其它的 LED約需 700 kg但玉晶光電的 LED集魚燈

 不到 200 kg。

-讓 12m秋刀魚大燈要擁有超省電且高亮度的燈具，變成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LIGITEK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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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照明的領導指標：立碁電子

創立於 1989年，以 LED光電元件之專業製造廠為主的的立碁電子，長期以來以發展綠

能科技為集團經營目標。立碁電子以 LED光源元件為出發點，延伸至模組設計及照明節

能產品生產製造，達到 Total Solution的產業服務，並秉持著「創新與專業」的經營理念，

與他廠不同點在於，並以客製化，Case by case的產業模式，於競爭激烈的 LED市場中，

闢出一條專屬於立碁的道路。「用心才能愛地球」，是立碁電子追求永續發展的原動力。

公司內部擁有專業的研發團隊及先進的全自動產線，追求企業的永續經營及成長，且致

力於研發綠色環保光源產品，用「心」將產品做到最好，讓全世界都能夠感受到立碁的

用心。在經營策略部分，立碁電子特別加強「製程研發及成本控制」、「製程良率控制」

的原有利基外，掌握「關鍵原料及零組件」及建立「具整合能力的研發單位」，增加市

場上的競爭優勢。

專精太陽能與 LED 照明產品系統設計整合

立碁電子成立已逾 26載，從 LED元件製造廠開始，不斷培訓專業人才、提升技術領域、

開發產品應用，以供應國內外市場之需求，並以善用公司資源、持續改善品質、不斷提

升技術，進而贏得客戶滿意的品質政策穩定經營，且不忘回饋社會。立碁電子在研發面，

不斷讓 LED的發光效率更加提升，以及朝創新性應用產品發展，如將 LED應用於大眾運

輸系統的月台警示燈，品質深得客戶推崇，成果更是世界第一，成功吸引各國訂單，將

台灣 LED產業帶進國際市場。以各國政府公共工程標案和中下游廠商為主要客源，從杜

拜 27個捷運車站的 LED照明系統，及紐西蘭、韓國、德國、西班牙等地面及屋頂型太

陽能板供貨，一直到台灣高鐵全線 12個車站月台警示燈磚系統、LED緊急逃生標誌系統

及供應台北圓山國際飯店的 LED照明產品，只要客戶有針對太陽能、LED照明和控制系

統整合的需求，這些都是立碁電子未來的商機。此外，立碁電子更將 LED應用於車用抬

頭顯示器 (Head Up Display, HUD)，利用光學反射的原理，將詳細的行車資訊投射在駕駛

前方擋風玻璃上，減少駕駛人低頭確認車況資訊的頻率，增強了行車安全性與可視性。

 

用愛創造和平，讓光產生希望

除了專注於公司經營的發展，立碁電子也持續關心國際社會上的弱勢地區。自 2011年為

了爭取民主自由而開始的「阿拉伯之春」起，敘利亞已有數以萬計的平民於戰火中無辜

犧牲，然而，黑暗中只要持續有光亮，即可替人們帶來不少的安全感，但在基礎建設幾

乎摧毀殆盡的敘利亞，夜晚中除了戰火的火光外，能有一絲光明都是奢求。故台灣外交

部駐約旦代表處與立碁電子一起合作，將 7600組的太陽能板結合 LED燈具及充電系統

產品，此產品功能除了可供照明使用外，立碁電子更將 USB充電孔嵌入產品當中，提供

3C行動裝置充電，本產品以「台灣之光」名義捐贈予約旦的敘利亞難民營。「台灣之光」

看似小巧，但與低耗能的 LED相做結合，只要 6個小時的日照充電時間，即可提供 8小

時的照明，讓在戰火中的中東地區也可以不被這科技化的時代隔絕在外。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傳統照明產業已有百年的歷史，照明也從單純點燈發光的傳統產業，進步到結合太陽能、

智慧控制等領域的高科技產業，並與視力健康和人體工學有密切關係。由於立碁電子具

備完善的研發、生產環境，有優良的技術團隊與穩健的企業文化，故產品已成為各國業

界的領導指標。現階段為節約能源與環境保護所衍生的綠色照明，已成為照明產業的主

流趨勢，立碁電子以專業創新的應用產品，滿足客戶多元化的光源需求，並持續研發能

達到環保節能的綠色科技產品，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更乾淨的生活環境。在未來，立碁

電子將聚焦於 LED與太陽能兩大節能領域，搭配智能控制系統，藉由此雙明星產業的結

合應用，期許帶給每位消費者耳目一新的照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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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太陽能板吸收電力，也可透過是電轉換直流電充電，電力可由 USB輸出 5V或讓省電 LED

燈發光發亮。

Take advantage of solar cell panel to have power or through AC to DC to charge.It is  

available for USB or LED lighting applications.

太陽能板照明

Portable solar 
charged LED 
lighting system

- 速度顯示 Speed information

- 轉數顯示 R.P.M information

- 電壓顯示 Voltage information

- 水溫顯示Water temperature information

- 速度和每分鐘轉數校對 Speed & R.P.M proofreading

- 高每分鐘轉數、啟動報警功能 High-R.P.M. launching warning function

- 頭燈開關警告 Head lamp switch on warning

- 亮度調整 Brightness adjusted for ambient light  conditions

抬頭顯示器

Head-Up Display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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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交通號誌的先驅

佰鴻創立至今已逾卅載，若以十年為一階段，大致上可分為草創期、茁壯期、及成熟期。

1981-1991年間，是台灣 LED產業的萌芽期，佰鴻以生產傳統的指示燈、紅外線感測器

為主，而 LED也剛被應用在工業、電子產品上，對佰鴻來說，縱使是在創立初期，卻仍

穩坐同業中的龍頭，藉此打下深厚的根基。經過十年的努力，在 2001年，工研院開始與

業界討論如何將台灣的 LED產品運用到「節能」的領域，而能源局也補助當時的五都把

紅綠燈由傳統的燈泡號誌全面汰換成 LED式的號誌，這算是全世界的創舉。在這段期間，

我們成為第一個將 LED運用在交通建設的上市公司，在此之後，佰鴻又陸續承包雪山隧

道的 LED全彩顯示看版及各大交通建設所需之照明指示工程。

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SI)

佰鴻與其他同業的不同點在於：特殊的專利、加值後的附加價值、以及差異化，這就是

「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SI)」的概念，把 SI帶進來後，系統與產品相互整合，

即可創造出無限的附加價值。除了 SI，佰鴻另一特點在於母公司與子公司產品間的連結

非常密切，一家公司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供旗下八成的公司所用，這樣的運作模式在同業

上是比較少看到的。在台灣隨處可見的「小綠人」是交通號誌設計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其實也是有佰鴻參與其發明的過程，紅綠燈，並不是想像中這樣的簡單，從燈泡射出的

波長選擇，到背後電路的設計，均需要各專業領的的人才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這也算是

SI的一部份。LED並不只是製造業，可以說是「創意產業」，是個變化非常大的產業。

2014年時，新竹市將老舊的水銀路燈改成更環保的 LED路燈，而新裝設的 LED路燈是

使用我們的「LED智慧路燈管理系統」，並加裝 GIS地理資訊定位，只要路燈有故障，

可立即透由智慧路燈管理平台通知我們到場維修，一改過去冗長的報修程序，一次解決

了節能與管理的問題，除此之外，我們也與中興保全合作，教授基本維修技巧，簡單的

故障即可立即排除，這也是我們利用系統整合而達到不錯成效的案例之一。

 

跨出 LED，開發多元市場

現階段我們已有觸及到醫美的領域，但並不是自家生產出醫療產品，而是醫療機構可將

所需之要求提出，例如何種特定波長、波形的光，然後我們在將之製造出來供客戶使用。

除此之外，手術台上的「無影燈」、「無塵燈具」也是個利基市場，雖然需求量不若普

通照明燈具般的龐大，但因高單價的因素，也是我們未來前進的方向之一。此外，佰鴻

近年也積極轉型，將不可見光的產品營收提高至 44%，除將之使用於遙控器外，更搶下

智能電表、水表及瓦斯表的商機，而早先已切入的掃地機器人紅外線模組，在今年也有

新增新款產品。佰鴻也會努力擴充不可見光領域的客戶群。



積極轉型，跳脫製造業框架，創造無限價值

其實不只佰鴻，大多數 LED廠商在對岸大多遭受到不公平的競爭，因為當地政府想要扶

植本地企業，故會利用各種名義資助大陸廠商，也會想盡辦法挖腳各地人才，等到有一

定規模後才開放外商進駐，到這時，外商已無太多優勢。我們處理的方式是改變銷售策

略，因為每個市場都有自己的運作模式，比如在中國北上廣深幾個沿海大城市以高貨為

主，而二線城市便以當地所可以接受之價格提供相符合之產品。臺灣 LED照明產品示範

旗艦店的開幕，以創新的營業模式，讓一般民眾，設計師，通路商等都能一站式購足，

也與同業合作提供產品展示舞台共創商機。近幾年佰鴻已從加工廠轉型為外資廠，並準

備好廠房及生產線，準備透由當地經銷的管道進入市場。每個市場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順應潮流，提供所需，搭配系統化整合才能把 LED產業跳脫出製造業的框架，創造出無

限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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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業驗證解決方案的領導者：宜特科技

商品可靠度驗證，對所有廠商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對於大企業，有了驗證背書，

可以讓消費者更有信心，對於新興品牌，取得相關測試報告，是增加說服力最直接的方

式。宜特是國際知名且具有公信力機構 -IEC/IECQ、TAF、TUV NORD、CNAS認可的實

驗室。同時在國際大廠的外包趨勢下，iST宜特也扮演獨立品質驗證第三公證實驗室，取

得 TI、Lenovo、Dell、Cisco、Delphi、Continental Automotive、ISTA、HDMI等品牌大

廠 /協會供應鏈驗證認證資格。宜特從新竹出發，陸續在世界拓展營運據點，包括大陸、

日本、美國建置據點，期能為客戶提供更完整、快速、先進與創新之高品質技術服務，

與全球領先趨勢共同成長。

從半導體驗證跨入 LED 驗證

始創於 1994年，宜特科技從 IC線路除錯及修改起步，逐年拓展新服務，包括故障分析、

可靠度驗證、材料分析等，建構完整驗證與分析工程平臺與全方位服務。客群囊括電子

產業上游 IC 設計至中下游成品端。隨著雲端智慧手持 /物聯網 /車聯網的興起，iST不僅

專注核心服務，並關注國際趨勢拓展多元性服務，建置 LED驗證平台、車用電子驗證平

台、高速傳輸訊號測試。宜特在 2009年投注資源，率先導入 LED照明驗證，因當時台

灣 LED廠正處起飛階段，LED的使用上也多屬電視背光顯示。直至近年 LED發展逐漸熱

絡，並導入照明後，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大家也才開始重視 LED驗證的部分。宜

特在當時針對 LED自磊晶 (EPI)、封裝至成品，依據不同屬性的需求，規劃了光學量測系

統，進行驗證分析，藉以協助客戶判別 LED在可靠度試驗前、中、後之光特性參數變化、

壽命估算、品質改善等整合解決方案。此外，在產品的故障分析上，對於 LED光衰、變

色、膠材異常、封裝品質問題，也建立一套有效的分析流程，協助客戶快速澄清問題點。 

爾後，北美照明工程協會 (IESNA)提出的 LM-80光通維持率測試方法，為 LED產品壽命

提供相對應的實驗計畫，而 EPA頒發的「能源之星」認證，也以 LM-80的實驗結果作為

室內 /戶外燈具固態照明的標準。LED燈具認證中，最重要的流明維持率數值需 LED元

件廠，依照 IESNA LM-80的測試方法提出 LED元件至少 6,000小時的驗證資料，燈具

廠再依 IESNA TM-21的方式進行燈具流明維持的推估，以利消費者瞭解該燈具的使用壽

命。宜特也在 2011年七月底通過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授權機構 -TAF (全國認證基金會 )在 LED LM-80(光通維持率 )的認可資格，

正式啟動LED LM-80驗證服務。執行LM-80測試程序，並非買一台LM-80機台即可測試。

由於每一顆 LED元件設計型式與消耗功率不同，因此執行 LM-80驗證前，需先針對不同

型式 LED元件進行測試板電路設計，而 SMT組裝品質亦關係到執行驗證時之散熱效率，

因此測試板的電路設計與 SMT的組裝優良品質，都將會影響測試結果。 宜特長期在可靠

度測試 (Reliability Test)、故障分析 (Failure Analysis)與材料分析 (Material Analysis)有

多年豐富的實戰經驗，為協助客戶更符合國際需求，擴大市場範圍，與世界接軌，導入

可完全符合 IESNA LM-80的整合式實驗設備可以提供 LED廠商全方位的驗證測試服務。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協助客戶導入無鉛無鹵

自 2006年歐盟率先針對限用有害物質進行立法管制後，全球消費性電子產品也因此掀起

產品製程無鉛化的浪潮，更在2014年時，歐盟將醫療電子產業亦納入有害物質管制範圍，

這意味著許多醫療電子產品製造商應著手規劃無鉛製程轉換的可靠性驗證計畫，才能順

利進入歐洲市場，特別是醫療電子產品必須考慮到的高可靠性要求。商品品質的維持，

供應鏈中無人能置身事外。產品於不同階段的可靠度驗證必須佐已故障分析技術才能發

現缺陷，進而解決問題。 宜特科技自 04年起，即協助許多國際大廠與海峽兩岸廠商進

行無鉛產品可靠度驗證分析，並累積多年經驗，亦為海峽兩岸唯一具完整供應鏈可靠度

驗證與故障分析能力的實驗室。

攜手 DEKRA，深耕車電驗證，迎接下一個黃金廿年

經過幾年的發展，不僅在半導體與 LED驗證上成為亞洲首區一指的第三方公正實驗室，

更逐步跨入汽車驗證。2015年 7月 iST宜特將 LED、PCB、PCBA、系統可靠度驗證分

析服務，與歐商 DEKRA合資成立「德凱宜特公司」，締結雙方在汽車、LED、醫療電子，

領先世界檢測驗證與認證能量。DEKRA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安全鑑定與檢測權威機構，每

年針對 2600萬車輛出廠的品質進行把關，除了替歐系各大知名品牌車廠檢測外，DEKRA

同時具備歐洲市場通行證 -CE Marking發照資格，扮演醫療設備、燈具與消費型產品進

入歐洲市場的把關者，燈具認證與醫療電子檢測市佔分達全球第一與第三。 德凱宜特在

成立初期，將朝深耕市場版圖和整合發揮兩公司專業為主。德凱以全球車廠及 OCM零組

件廠為主要客戶，宜特主要客戶群為一線汽車廠與 OEM汽車零組件供應商，而 Dekra則

對於世界許多車廠的掌握度具有一定的優勢，故兩者合組新公司，將有機會使宜特「直

達品牌車廠天聽」，由品牌車廠直接驅動上游所有供應鏈進行，並打開上游元件賞、電

子控制 ECU模組廠來宜特進行測試驗證的機會。對宜特科技來說，與 Dekra聯手成立德

凱宜特，代表著成立 21年的宜特科技，將從台灣再次出發，進一步把版圖延伸到歐洲市

場，並為宜特帶來下一個黃金廿年，在全球化檢測驗證試驗佈局中，邁出堅實的一步。

未來，宜特科技也將秉持永續經營理念，持續在經濟、社會和環境三面向，朝長久發展

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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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與車用零組件

檢測服務

LED與車用零組件檢測服務 , 已在 2015年 7月正式切割至 「德凱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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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市場的洞察力，LED 照明的興起

自 1993年東貝光電創立起，便持續朝紅外線的研發應用發展，曾為全球最大的光學滑鼠

製造商。隨著可見光技術日趨成熟，從 LED指示燈、手機鍵盤背光一直到比電的背光顯

示，而至當今火紅的大尺寸 LED電視，僅僅數十年間發展如此迅速。而東貝光電有著極

高的市場敏銳度，故領先台灣同業，成為首批進入國外 LED TV供應鏈之台灣業者，藉此

打下深厚的代工基礎。電視螢幕背光不同於傳統單顆 LED，係以燈條型式呈現，屬中功

率 LED的範疇，而發展中功率 LED對於我們未來進入照明領域非常有利，因當時歐美

均以研發大功率照明為主，中功率顯示市場相對明朗，成為台灣廠商擴充產能的利基。

LED照明發展已有一段時間，由於低耗能與使用壽命較長等特色，使全球對 LED抱持著

相當大的期望。起初，相較於傳統照明，LED照明雖有不小差距，然而於全球業者不斷

努力下，LED晶片價格不斷下探，於 13年終於逼近了傳統照明價格的甜蜜點，因此許多

人將 2013年稱之為「LED照明元年」，此時才是 LED真正應用到民生照明的時候，東

貝光電的發展也將進入另一階段。

LED CYCLE

東貝光電認為 LED發展一定會經過「LED Cycle」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更換期，在

此時期中，人們開始慢慢接受 LED比傳統照明更經濟節能的觀念，也漸漸有人願意嘗試

將白熾燈泡汰換為 LED燈泡，進而是燈管的全面取代。因 LED的發光方式與傳統照明節

然不同，故第二階段燈具的配合也很重要。有專業設計的合適燈具除可大幅提升光源使

用效率外，散熱的設計也是影響 LED使用壽命的主要原因。第三階段則為結合智能控制

後的發展，也是現在正如火如荼發展中的階段，已有初步概念卻尚未成熟。東貝光電長

久以來的經營策略為生產「該階段成熟」之高附加價值產品，以追求穩定成長為首要目

標。故現階段以球泡燈及照明燈具發展為主，高階智慧型手機背光產品之出貨量也逐漸

成長。

 

穩坐台灣球泡燈出口龍頭，100% 的 MIT 高品質照明

礙於台灣內需市場較小，東貝光電多年前已將事業版圖擴展至歐美等地，並 2014年交出

亮眼成績單，成為年出口量超過 1,500萬顆球泡燈的出口大廠，2015年更有望突破年出

口 3,000萬大關，穩坐全台球泡燈出口龍頭的寶座。此外，東貝光電也在 2014年於五股

工業區購置生產據點，強打 100% MIT的策略，因應歐美大型量販通路之需求，而東貝

光電強調的高規格、高品質及高演色性照明，可達 90%以上的自然彩度表現，比起傳統

燈泡更適合居家生活環境。大家或許存有疑問，中國大陸為全球現今最大市場，為何不

朝對岸發展呢 ?台灣 LED產業以技術、品質為導向，中國市場雖龐大，但價格、投資環

境對台灣產業卻不是上上之選，反倒是日本、歐美等消費指數較高的地區才是東貝光電

著眼所在。在台灣，若沒有出海口亦無品牌，終究會回到傳統代工產業與對岸競爭。



獨立的驗證單位，專職於 ODM 的代工

除了無形的開發經驗，東貝光電與其他廠商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擁有業界唯一獨立的認證

實驗室，此實驗室符合能源之星有關燈源燈具的認證，使東貝光電可提供完整的燈具測

試報告，將燈具的開發與驗證標準數據化，確保燈具符合開發目標與需求，在光色、亮

度、或是演色性等條件，均可根據不同的燈具特性進行開發，將 LED封裝與燈具緊密的

結合；在成本控制上也具備更高的掌控度，並在新產品研發出的第一時間進行測試，快

速反應市場需求，縮短上市之時間，達到東貝光電持續追求高品質、高效能的目標。未

來，東貝光電不朝自有品牌的方向前進，而是待技術更成熟後，跳脫出 OEM框架，藉著

整合中下游生產線達到更穩定品質和產量，直接與通路商合作，轉為 ODM的經營模式，

以「通路商品牌」的新面貌重回市場，提供消費者們更優質的照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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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貝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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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kt@unityopt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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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immable light bulb with 90 CRI is the perfect product to replace the very popular   

60 W incandescent bulb. Color temperature options of 2700K and 4000K with dimming   

capability offer the most comfortable ambience for your room.

LED Bulb 60W

 This dual 5 ft LED shop light brings a significant sales in the consumer market , it is an  

 excellent solution for high ceiling applications.  With it’s efficient high lumen output   

 of 4,600 lm results in substantial energy savings without compromising light level or   

 quality, plug and play  also make  user  easily to install. 

LED Shop Light
5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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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光電：歷經組織再造，追求永續經營

南亞光電前身原為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專案組，於 2003年底，為因應未來 LED

產業的發展，獨立成立南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台塑企業轉投資子公司。公司創立

前期，以 LED產業上游的磊晶、晶粒為主要產品，但因 LED發展不如預期，在市場競爭

力相對薄弱的情況下，營運未見起色，2008年的金融海嘯，導致公司營運一度面臨低潮。

經過一段時間努力，南亞光電在 2010年與 LED中上游龍頭廠商晶元光電進行策略聯盟，

藉由台塑企業與晶元光電優勢之整合。繼原有之磊晶晶粒事業部後，更成立 LED照明專

案組，積極投入應用市場開發，並推廣 LED節能照明產品。

善用台塑企業優勢，開創綠能產業

南亞光電沿襲台塑企業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財務系統，結合晶元光電豐厚的晶粒製

造技術，初期仍苦於對岸傾銷而至的低價「燈海戰略」，使我們思考重新訂定公司發展

方向。幾經討論，考量到台塑企業一向以大宗原物料製造為主要發展領域，乃決定以工

業照明為目標重新出發，並主打 23W~120W高度安全性 /信賴性的 LED危險區域工作

燈 (俗稱防爆燈 )，提供石化、半導體業及礦坑等場所照明使用；同時也針對台塑企業多

角化製造業的優勢，積極投入工業照明應用市場及產品開發，包括 42W~300W泛光燈、

42W~250W天井燈、20W~70W平板燈等。台塑企業本身有許多石化、化工、塑膠材料、

半導體、紡織、發電廠、醫院、學校等，提供龐大內需市場同時，也可為對外銷售的產

品提供信賴性的實績參考，確保南亞光電所提供的均為安全無虞的商品，因為工業照明

與居家照明領域大相徑庭，LED光源選擇固然重要，但其背後的機構、散熱設計，一直

到安裝，已經超出一般 LED材料商的專業範疇，需要有專業技術團隊的支持才能發展完

備。有鑑於此，南亞光電也積極布局專業領域，透過商業模式的創新由硬體設備商轉變

為整體方案的提供者，提供客戶解決硬體、軟體、安全、施工、財務投資等全方位的產

品及服務。

工業照明 / 危險區域照明的專家

防爆 LED燈具主要是裝設於各式危險場所，如石化廠、煉油廠、電廠、晶圓廠、食品

加工廠、煤倉等，這些環境存有許多危險的氣體或會產生爆炸危險的粉塵、易燃物等，

因此各項設備都需要有防止爆炸的安全防護設計，是具高技術專業的市場。只要是使用

LED做為主光源的產品，優勢不外乎節能與使用壽命，將之運用在防爆燈上，優勢更為

顯著。有著節能的優點，且不需要過多機構設計，大幅減輕燈具重量、降低生產成本，

使售價與傳統防爆燈相去不遠，且在資源逐漸枯竭的現代，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是全人

類的首要課題；而使用壽命增加，除了廠房的維護費用減少，對於整個大環境也可以減

少廢棄物的產生，故 LED防爆燈的推廣可以創造出多贏的局面，南亞光電在這部分也不

遺餘力。為了使更多廠商接受使用這項劃時代的發明，南亞光電也做足準備，藉在台塑

體系中各廠房的安裝實績，可以獲得更快更多元的使用經驗，將之改良到符合業界使用



的需求，也增加產品信賴性。而與客戶推廣時，並不在價格上著墨太多，我們實際拿出

數據，較短的回收年限和使用期間節省的費用往往是打動客戶願意接受此一新商業模式

及產品的主要原因。

TOTAL SOLUTION BUSINESS MODEL 創新思維，開創新局

LED防爆燈只是南亞光電的開始，未來仍會繼續朝商辦及居家照明市場努力。且南亞光

電對於照明的改革不僅落實於商品研發，而是對所有使用者提出專屬於南亞光電觀點的

「Total solution服務」(全方位照明解決方案 )。在深入各領域同時，藉著「現場勘查、

設計模擬、解決方案、樣品評估、訂單確認、售後服務」等六大步驟流程導入，針對照

明適用性及效能評估提供完整建議，現已廣泛運用不同產業領域。我們將持續投入節能

照明相關各種領域專業養成，並實踐南亞光電優質平價照明的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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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Floodlights
Projection type 3D series

LED Floodlights
Location Lights DOB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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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的過程

雖舞光品牌創立 6年，但主公司展晟照明從事照明的產業背景已近卅年，從 1987年開始

的零售跨足到批發，進而至自有品牌產品設計，從開發、生產、經銷、通路，打造一條

龍服務給客戶很多附加價值。因很多產品國外無法提供，因緣際會下，有著照明的經驗

的背景，便決定開發自己台灣的品牌，舞光就此誕生。展晟在 LED有著產品和品質兩方

面的優勢，在產品方面，我們多元的照明應用是奠基於本身既有的照明技術與通路經驗，

並已經開發了包括室內外以及戶外工程逾 300項 LED產品，且以半年為一周期對產品進

行更新，使其品質更加穩定。於品質優勢，因為屬於台灣品牌，故品質應有相當的水準。

除此之外，展晟與其他同業的差異是除了主要產品販售外還會進一步輔導客戶如何銷售

並建立自己的通路。

攜手合作，邁向國際

目前在超過 30個國家都有鋪設通路，為了推廣台灣自有品牌，主要以新興市場為主，例

如東南亞、中東和中南美洲國家，瞄準新興市場的中高層消費族群為主要客源，雖此市

場對國際大廠較於青睞，但因 M.I.T.產品有其品質的優勢，故舞光仍是此市場的愛用品

牌之一。若在以價錢為導向的市場中，舞光突出的設計和品質將成為市場中的亮點，因

為我們一直以來的經營策略是以品質導向為目標，假使當地市場無法接受高品質背後的

高成本，我們會選擇另闢其他市場，畢竟要做出與其他品牌的區隔，在產品品質上是絕

不容打折扣的。且為了避免繳交關稅，現階段有很多燈具從大陸走私到東南亞的問題，

而這種現象在新興市場更常發生，所以這個部分必須由台灣政府努力與其他國家簽訂條

約，才能共創一公平健全的競爭市場。但畢竟在東南亞市場，華人仍是商業的主力，不

論到哪些國家，來自對岸的競爭總是免不了，所以我們現在將主力放在推廣我們自己的

品牌，讓更多國家認識這個來自台灣的優質品牌，舞光。 

異業結盟，藉交流發揮更大的價值

在台灣主要產品的發展在商業空間和戶外空間，舞光的明星產品是一名為「變形金剛」

的全調整型投射燈，相較於早期燈具必須與 LED分開組裝，現在則可成功將 LED與燈具

合而為一，增加其安裝便利性與美觀的外型。於異業結合部分，展晟持續進行產品、通

路、參與者的整合，但是重心仍放在專業照明通路上，展晟也設有一獨立團隊專精於處

理異業結合的各項業務。我們的客戶把產品賣到許多地區，光台灣便可創下一年 60萬顆

燈泡的龐大銷售量，於此，也可看到展晟這幾年的努力終於有所小成。我們可以經營自

己的通路有很大的原因在於，投入很多成本在建立專門的物流系統，更將在台灣累積的

經驗成功移植至海外，故可交出亮眼的海外銷售成績單。展晟在國際市場中，面臨最大

的挑戰一直是對岸傾銷而至的產品，除了品質大幅趕上基本水平外，政府專精扶持單一

產業的政策更是台灣單一廠商難以與之抗衡的主要原因。東南亞對於台灣的認識較少，

故展晟至海外部屬經銷商時，均會先將台灣再次介紹，避免因發音相近而使許多外國人



將台灣與泰國搞錯，以為台灣和泰國是同一個國家，所以要建立起台灣的自有品牌是我

們的當務之急，並在海外發光發熱，唯有如此，才不至常與泰國其他國家混淆。

未來的發展

企業經營方面，客戶、市場越來越多，中長期的理念是 LED有太多劣質的產品，當市場

品質很亂時，在推廣新市場時要持續把品質穩定的產品交到消費者手裡，因消費者不太

會計較產品售價的些許差別，若有更好的產品品質，消費者仍願意多花一些錢來購買。

在內部訓練方面，展晟不只向客戶推銷他們家的產品有多好，還會輔導他們如何成功地

推廣；我們在銷售自家產品時，也會有自己堅持的理念，希望對這個社會有所幫助，而

不是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後，因為現在有太多為了躲避關稅而非法的產品買賣，故

使這個產業朝更健康的市場發展是我們積極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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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 黑鑽石 LED 嵌燈

9" 變型金剛投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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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當前地球的暖化與聖嬰現象，造成人類、生物界與環境的遽變，環保問題浮上檯面，「節

能減碳」更已經被世界各國政府公認為環保發展的優先重要課題。先進國家已逐步對於

低效率且耗能的照明產品開始進行淘汰，節能照明市場已日益擴大。以生產製造車燈為

主的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 08年成立節能照明事業部以來，憑藉在車燈自有

的技術為出發點，結合光、機、 電、熱、智慧控制等領域，採用高階光學設計軟體，加

上一群經驗豐富的光學與機構工程師組成了專業的研發設計團隊，因應不同的市場需求，

開發了一系列投射燈、辦公室照明燈、廣場照明燈以及路燈等產品，發掘出綠色照明的

巨大潛力。

營業重點方向

堤維西節能照明的營業重點方向分為兩個部分：

一、商務照明；二、貼牌貼通路。

除了在在商務行銷上，提供專業的規劃、優質的燈具和專業的施工。亦在競爭激烈的商

照市場上，憑藉著堤維西從設計到生產的一條龍服務能力，及在車燈界打下的金字招牌，

不僅能自行開發提供市場所需求的照明產品，並能配合客戶及通路需求協助貼牌代工。

例如為台灣高鐵所開發的車廂 T8 LED燈管、LED車頭燈及廠區照明燈具等，因屬於公

共運輸系統，其安規較一般照明更加嚴謹，堤維西憑藉著實力，成功完成台灣高鐵的專

案。並受到日本鐵道部對台灣的技術能力表示肯定，堤維西更加入國際鐵道協會，希望

能將台灣的技術與產品成功推向國際舞台。

是燈具，也是藝術

未來，堤維西開發出的燈具不單單是功能性產品，更成為一種工藝品。堤維西目前正積

極發展導光條的技術，導光條的應用廣泛，配合導光條所設計出的燈具除了照明的功能

外，更能做為增加品牌辨識度的設計之一。比如上海的都市照明，經過光源的規劃改造，

使得夜晚的上海比起白晝更加迷人，成為中國聞名中外的不夜城。若能將導光條結合路燈

甚至一般照明，透過簡單的光的點綴，即可創造出相當的特色。不論做車燈，或者節能燈，

成功的條件之一就是對市場的敏銳度，市場的需求，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堤維西將利

用原有的優勢，搭配專業的技術、產品開發，期許能在節能照明的領域走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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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投光燈

Flood Light

水上水下集魚燈

LED Fishing Lights / 
Under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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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造就的世界 LED 晶粒龍頭

晶元光電的成立可以追溯至 1980年，當時封裝為台灣 LED產業的主流，封裝所需的晶

粒大多數由日本購入，但當時日本實行產業保護政策，控制晶粒出口數量，導致台灣

LED產業發展緩慢。當時的政府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希望台灣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晶粒

製造技術。當時除了液態磊晶技術 (Liquid-phase Epitaxy, LPE) 之外，有機金屬化學氣相

沉積法 (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OCVD) 是另一個正在發展的新技術，

利用這項新技術，並獲得當時主要封裝廠的資金支持，晶元光電就此誕生，成為專門提

供台灣封裝廠所需晶粒的供應商。晶元光電創立初期其實僅以磊晶生產為主，後段製程

由其他晶粒廠處理，但因為當時大家對 MOCVD所生產的新式結構不甚熟悉，常常發生

加工後亮度降低、效率不如預期等問題，所以許多客戶傾向直接向晶電購買晶粒，晶電

逐漸變成主要提供晶粒的公司，日漸茁壯，至 2015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晶粒供應商。

LED 晶粒的專家，提供多元化的協同開發服務

晶元光電的研發長久以來聚焦於發展與優化 LED晶粒的製造技術，使其適用於各式各樣

的 LED應用領域，對各式 LED的生產技術與材料特性的理解與創新也是獨步全球。近期

晶電發展「協同開發服務 Co-activation Service」的服務形式，此模式的核心概念在於「虛

擬垂直整合」。主要是透過晶電廣博的產業知識、製造經驗、上下游的合作關係，從晶

粒設計開始提供最適合終端客戶所需要的產品。在此模式中，主要由晶元光電負責接單

及進行合作項目的協調，針對客戶需求選擇與最適合的封裝及模組業者合作，建立最佳

化供應鏈，並以晶元光電的品牌銷售產品，或是提供代工生產服務，例如 2015年推出的

LED投影機專用晶粒、DoB (Driver on Board) 等，都是協同開發服務的成功案例。晶元

光電認為只有如此，才能於全球競爭激烈的 LED展業中，走出一條難以取代的道路。

註：詳情請上 www.epistar.com，並進入「成功案例」網頁了解更多相關資訊

「合」作「併」行，往世界級 LED 大廠前進

晶元光電現有的規模是經過多次合併而產生，在 LED業內甚至有「併購王」之稱，如何

有效整合兩家公司的資源並在短期間內產生綜效，晶元光電是箇中好手。在多次合併的

經驗裡，晶元光電認為兩間公司之間所進行的是「合併」，而非「併購」，若稱為「併購」

則會出現主僕關係，「合併」是兩個團隊的合作並行，可增加整合時的效率，也能讓團

隊相處更為融洽。例如2005年進行企業史上的第一次合併，當時合併的對象是國聯電子，

根據產品別分為紅光事業部與藍光事業部，在組織上也做了巧妙的安排，例如將兩方的

管理人員按照職等階級交叉安排，用這個方式，可以達到徹底融合，兩方也可在短時間

內吸取對方技術，成功達到 1+1>2的成效。因為有成功的合併經驗，晶元光電便運用這

樣的經驗，再度進行了企業史上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併購，慢慢達到現有五千多

名員工的規模。而因為歷經多次合併，不但累積了許多專利、技術，更有充沛的產能作

為後盾，以此吸引許多國際大廠的關注，也成為晶元光電能夠跨出台灣的重要優勢。



優越技術與創新服務，走出晶電自己的路

LED在早期被認為是歐美先進國家才會使用的「高科技產品」，一提到 LED腦海中多會

閃過 Philips, Osram, Panasonic等國際品牌，台灣品牌想打入海外市場並不容易。又遇到

中國、韓國政府積極扶植產業，近年來在市場上晶元光電與其他廠商的競爭幾乎可以說是

一家公司與一個國家的競爭，盡顯台灣品牌在國際上立足的艱困。台灣廠商想在市場中

站穩腳步，僅能依靠優越技術和創新服務。晶元光電長期以來專注於 LED磊晶、晶粒生

產領域，開創從短波長 UV到長波長 IR的全波段 LED產品線，並提供能夠迅速反應市場

需求的「協同開發服務」模式，不僅提供 LED晶粒，更貢獻技術與專業，替各式各樣的

LED應用提供產品解決方案。近年來晶元光電也積極與多家國際大廠達成專利交互授權，

突破專利屏障，挾著全球第一大的產能優勢，成為躍上國際舞台的台灣代表 LED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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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 LED 產業，以突破「最難」為目標

賀喜能源創辦人陳桂芳先生本為一系統家具公司老闆，因緣際會中，搭上了 LED發展的

潮流，也見證了 LED如摩爾定律所述飛快的演進史。經過各大廠積極研發，LED發光效

率也持續提升，由此我們也看到了 LED這個新興產業無限的發展潛力和未來性。自愛迪

生發明鎢絲燈泡起，照明，一直是影響人類非常琛遠的一部分，每個國家的能源均始於

為提供照明而發展，如今，在能源漸漸匱乏的時代，我們則須為了能源，而開始在照明

這個領域的發展，LED的誕生，便是這個時空背景下的產物。為呼應今年台灣經濟部能

源局提出的「水銀燈落日計畫」，以達到更有效的電源管理與應用，全台將汰換近 70萬

盞水銀路燈，而這無疑也為台灣的 LED產業發展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提供 LED照明一個

很好的驗證平台和機會。非本科系出生的創辦人陳先生當初會以「路燈」做為進入 LED

產業的切入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CNS 15233標準的頒布，這是世界第一部專門為路燈

而設立的標準，有了這個標準，大家便可有個指標，判別一家公司的路燈品質是否有達

到一定的標準，這也是對於每個公司的保障及肯定。又因路燈是使用於公共環境，品質

的好壞很容易受到社會大眾檢視，換句話說，這也是個快速增加品牌曝光度的方法，是

條風險極大的道路，但只要突破，其他的問題相對的也就相對許多。

創新的同時，仍以可靠度為第一優先

賀喜能源首先提出將光源與電源控制單元分開的概念，並將之實做於產品上。因為其實

LED路燈中的故障原因大多不是光源燒毀，而是電源轉換器的問題，以原本 CNS 15233

規範，均是規範將光源與電源控制集成一起，若發生故障，須出動高空作業車才能維修，

則此做法易造成後續維護成本的增加，也會對當地交通帶來許多影響，故賀喜能源提出

另一個安裝方式，將電源轉換器下移至路燈底端。除了後續維護的成本問題，因高功率

的光源同時也會帶來高熱的缺點，故將電源轉換器遠離熱源也可以增加其使用壽命。照

明與我們息息相關，進入到智能時代後更是如此，將光源獨立出來還有另一個好處，即

路燈將不僅是路燈，而可結合智慧控制技術成為智能路燈，亦或成為未來通訊的基地台

等等，揭開了「新路燈」時代的序幕。對於未來路燈，大家都有許多想法，但不論構想

為何，「可靠度」是決定能否長久於市場立足的關鍵，故賀喜能源的所有發展基礎均是

以高可靠度為第一優先，如此，才有實現未來性可言。

 

擁有獨家技術，是我們成功的關鍵

在競爭激烈的 LED產業中，為何員工數僅 70人的賀喜科技公司能夠在各大廠環伺下，

仍在台灣 LED路燈市場雄霸一方，寫下超過市占率 50%的輝煌歷史呢 ?其憑藉的是該公

司掌握了自主性關鍵技術，創建最佳的 LED光源倒散熱平台系統，並擁有業界最高的產

品穩定度的殊榮。但研發出這項專利的陳桂芳先生並非學有專精的研究人員，歷時 8年

的研發過程更是投入鉅本，只是為了散熱專利，因為陳先生深知唯有掌握導散熱的專利

技術才能縮小體積、減輕重量，進而降低 LED路燈的生產成本，這也是賀喜能源能夠獲



標這麼多路燈採購案的關鍵之一。在成功發現擁有良好導散熱效果的複合性材質後，賀

喜能源一舉拿下歐、美、中、台的專利認證，更是吸引 CREE主動尋找賀喜能源為合作

夥伴，成為亞太區第一家解決方案的提出公司。除獨家的散熱技術，賀喜能源在燈具結

構上也有獨家專利，達到 IP67的防水標準，故生產的路燈即使在長時間日曬雨淋後，仍

能順利運作，創造出超高的產品良率。

紮根台灣，點亮全球

因為路燈工程是較地方性的標案，故除了價格與品質外，與各界的關係也是相當重要的

一環。賀喜能源在仍是路燈領域新人的時期，便直接瞄準台灣路燈五大經銷商，與之合

作，藉提供高品質路燈，由經銷商們替賀喜能源打通進入地方的路。此外，賀喜能源也

相當注重產品的售後服務，對於客戶反映的問題總是在最短時間內解決，又因產品品質

優良，所以在短短幾年間就創造穩定客源。但最關鍵的一環在於賀喜能源已有興櫃的計

畫，希望透過讓合作經銷商認股的方式，拉近從生產線一直到通路的距離，提高經銷忠

誠度，保持穩定的合作關係。

除了台灣，賀喜能源更將放眼全世界，「我們的下一步，便是點亮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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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美國 UL﹑ LM-79及臺灣 CNS15233認證。

-100%技術由賀喜擁有，對未來故障排除反應快，維修快。

-燈具與安定器分離，大大降低未來維護成本。

-重量輕，安全性高，方便安裝。

-IP67的出廠要求。

-17級風洞測試要求。

-燈罩抗 UV﹑紫外線，不容易碎裂，增加燈具壽命。

-增光液使用讓光源透光率增加約 10%亮度。

-通過鹽霧測試要求。

-2013年榮獲精品獎。

CamberRay

- 重量符合 UL規範，輕達 1.7公斤

-光源不閃爍無紫外光不吸引蚊蟲，更能確保客戶使用環境安全。

-燈具耐衝擊，無傳統燈具玻璃散裂問題，安全性無虞。

-超高流明 (105流明 /瓦 5000K)。

-專利機構設計結合精品造型之美，台灣設計，台灣製造。

-移植路燈散熱技術，獨特光學設計及鰭片式散熱結構，延長 LED燈粒使用壽命。

-採用高功率 LED 晶片及專利散熱技術。

-為客戶省下至少 50％ ~75％的電力消耗。

-2015年榮獲精品獎。

Vega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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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導業界的後起之秀 - 陽昇綠能

陽昇綠能科技經理王元宏表示，「LED光導照明系統」是藉由將白天的太陽光導引至室

內，做為主要的照明來源，可有效節省高瓦數燈具的尖峰用電費用，夜晚則使用低瓦數

的 LED當照明光源，相較於一般工業照明鹵素燈至少可節省 70%以上的電費，以及一般

常用的 400W高壓納燈，每組 LED光導照明一年可節省近 1萬元的電費。「比國外廠商

更晚踏入光導的領域，卻可以利用內嵌 LED的技術，有信心的可以解決光照不足時的照

明問題，更因特殊的鑲嵌法，可延長其內嵌 LED之使用壽命達到更經濟的效益。」這是

陽昇引以自豪的地方

有計畫的綠能整合規劃

由製造複合材料的建造材料母公司起家，到分支出一家鍍膜子公司，在這一步步的擴展

規模下，所創立的陽昇綠能科技，希望能結合兩母子公司的產品，達到一綠能整合規

劃的應用。在原光導的材質上，導入不同於傳統的燈泡式 LED，反倒內嵌五片環狀的

LED，以達到不影響光導應用的目的。而全屋頂上的作業，在消費者需要進行安裝等修

復行為時，客戶不必負擔在修復如傳統照明燈具時所需停工所造成的損失。而面對眾多

的同業競爭者，陽昇仍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優勢在於有一獨立的 PVD(物理真空濺

鍍 )生產線，使其可以更低之價格取得更高品質的反射板原料 (反射率高達 98.5%)，將

所接受之陽光做出最大限度之使用，以對抗對岸廠商的低價策略。

產品的創新

不僅僅透過展覽的機會增加曝光度，公司更常常遊走於工業區之中，尋找任何有可能的

客源，也藉此蒐集產品有何可以改善、更為精進的地方。光導材料，顧名思義，「光」

為運作的最主要因子，舉凡氣候造成的日照強度不足或者遮蔽物所形成的陰影都會是影

響光導 LED的重要因素。過程中，陽昇發現有些廠房並不是建立在工業區之內，而是坐

落於大樓林立的市區，若如此，難道公司會被迫因為大樓陰影造成的日照不足而是必放

棄這個顧客嗎 ?為了解決此問題，陽昇日前開發出一套「恆光系統」，此系統可以感測

外在的光照強度，自動調整內嵌之 LED亮度，使室內維持一一定的亮度。不甘光導材料

的運用僅限於照明，陽昇積極的開發創新的產品，例如藉著與電池的搭配，可以使照明

的能源運用得更有效率；或者結合抽風機，將工廠內的環境輔助器具整合在一塊，讓消

費者在空間的運用上可以更有彈性。但礙於配合蓄電池所需的成本及維護費用會提高，

且抽風機所吸入之水氣會對於PVD造成影響，所以以上的構想在現階段都還在實驗階段，

未來不無發展的可能。

大環境的挑戰

課長鄭博謙表示：「目前政府多主打太陽能光電，以目前的低碳城市 --台南，的低碳城

市自治條例還是以太陽能光電為主，相對來說其他太陽能產品的補助就少一點。且由於



光導的產品須裝在屋頂上，而太陽能板也是裝在屋頂上，政府政策補助大大打擊到光導

系統的市場，所以在推廣上比較困難，但就實際面看來，以中南部的氣候條件是相當可

行的。」除政策面的影響，另一要因是台灣廠商對於新技術的些受度普遍較低，在現階

段有較成熟的太陽能光電可選擇的情況下，大多還是選擇較保守的方式，而非新興的太

陽能光導。雖然積極參予國際間的各大展覽，但自 2013年推出以來，銷售數字不甚理想，

與原先之預期有一段距離，使陽昇綠能科技將眼光看向東南亞。為何不將進駐中國大陸

納入計畫之中呢 ?那裏不是也有 13億人口的大市場在嗎 ?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較危險的

商業環境，除了商品仿冒帶來的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外，外商常會遭遇市場阻礙與不公平

的限制，又因受到網路監控制度的影響，資訊取得量大幅減少等等問題，所以目前並沒

有計畫將中國大陸作為下一個駐足點。

等待契機

近年來，不少廠商轉向亞洲建立代工廠，追求高利潤以及低成本的強大誘因，其中，環

境較為友善的東南亞成為第一首選。陽昇綠能也看好這塊大餅，積極準備投入這個大市

場，以越南為例，東南亞的消費者通常是「吃好道相報」的型態，只要抓住一家廠商的心，

便很容易打入這個地區的市場，所以公司目前有打算以試賣的方式進入東南亞，準備搶

下這塊待開發的市場。太陽能光導是個新興崛起的產業，在介於熱帶及亞熱帶的台灣與

亞洲地區，太陽光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比起利用太陽能發電後再利用，若能

直接引入室外的太陽「光」轉為可用之照明資源，豈不更加有效率 ?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陽昇綠能科技的太陽能光導引進照明系統將會是新一代節能照明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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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光導照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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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唯一「一條龍」

隆達電子為台灣最大之垂直整合 LED供應商，為友達集團成員之一。在這大者恆大的面

板產業，面板廠對 LED背光源的佈局多為自建零組件廠，並以垂直整合的模式追求經濟

與效率，除此之外，也可增加產品的掌握度，快速反應市場需求。對母公司友達來說，

唯有自闢 LED供應源才能提升市場競爭力，即為垂直整合，因此成立了隆達電子，隆達

也是台灣唯一擁有「一條龍」經營模式的公司。垂直整合模式的優勢在於訊息的快速的

連結，並精簡中間人力管理階層，除可提升產品議價能力，也能快速解決客戶反應之問

題；若無此運作模式，則客訴發生時，容易有溯源之困難，無法即時反應的情況。在生

產面，一條龍的優勢更可使公司營收穩定成長，較不易受市場波動影響。

DCOB LED 光引擎模組

LED 垂直整合廠，隆達電子，今年推出最新 DCOB (Driver on COB)光引擎模組，將以往 

LED 燈具中的驅動器整合於 COB 光源燈板上，由於為交流電直接驅動，只須接上電源即

可點亮，並捨棄過去電解電容的設計，可提高光源壽命，搭配隆達自製的高壓晶粒，大

幅提升產品可靠性。隆達電子之 DCOB 光引擎模組將光與電整合於一片模組板上，具有

體積小、使用簡易、提高燈具設計彈性等特色，適合用於聚光型投射燈、筒燈或天井燈，

隆達 DCOB 系列產品可方便燈具商直接替換 COB 光源、零轉換成本，並針對不同客戶產

品提供客製化服務。傳統燈具廠商因缺乏電子電機相關的技術人員，往往在導入 LED 時

遇到光與電匹配上的問題。此次我們推出光電合一、隨插即亮的光引擎模組，燈具廠商

只需加上燈具外殼即可完成組裝，不但解決了光電匹配的技術問題，還可降低燈具組裝

成本。這次推出的全系列交流電驅動光引擎模組 (AC-in Driver-on- Board Module)，包含

圓形 DOB、聚光型 DCOB、以及直線型 Linear DOB 等產品，適合各式室內、戶外以及

不同功率的燈具應用，DCOB LED具備了一體成型、體積小、壽命長等特點，提供傳統

燈具客戶最方便應用的 LED光電解決方案。

 

極致輕薄平板燈 LEAFIA

隆達電子近日推出的極致輕薄 LEAFIA平板燈，取其輕薄如葉之特色而名，突破燈具造型

的極限，並採用側入式 LED發光技術，將燈具厚度減少 80%以上，寫下 8mm的創舉，

成為目前業界最薄的平板燈，將之懸吊於室內可創造高挑之視覺效果，釋放空間高度。

此外，隆達電子成熟的背光技術又更加提升，運用特殊導光板的微結構光學設計，突破

了薄型化混光空間的設計，創造出均勻柔和的平面光源，並大幅降低眩光，式和辦公或

閱讀空間。LEAFIA板燈外型設計採簡約低調風格，可自然融入各式室內設計，而其高質

感的外框烤漆工藝，成線無接縫的平滑成型，為集結光學、機構、美學工藝等智慧於一

身之燈具作品，更獲得日本 2014 Good Design Award的設計獎項，為日本設計界最高大

賞，並已出貨至歐洲設計燈具大廠，獲得用戶們的一致好評。



明確的定位，與各廠攜手合作

在未來，隆達電子在照明成品領域，將以 OEM及 ODM的代工模式為主，與其和許多國

際大廠為敵，不如攜手共創更高的經濟價值。而隆達電子以卓越的重直整合技術為競爭

優勢，充分掌握 LED應用市場，並配合與國內外研究機構和策略夥伴之密切合作，將繼

續強化目前技術和新技術的開發，致力於磊晶、晶粒製程、封裝與模組技術之整合，提

供客戶最滿意的解決方案與市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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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日本 Good Design設計大賞

極致輕薄平板燈

LEAFIA

提供燈具廠商隨插即亮的 LED光源解決方案

光電合一 DOB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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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顧環保，給光明

以製造曲軸起家，運用在車子及發電機方面，在漸漸步入軌道後以 OEM和 ODM為主的

順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洪猶男先生在八年前接下了全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會

長的位子，便開始與學術界、研究單位和政府部門大量接觸，時逢高爾提出「±2℃」理論，

對於全球暖化所造成的環境影響非常憂心，故萌生想就原有工業基礎，為節能減排盡一

份心力的想法。洪猶男董事長回憶：當時的 LED產業剛剛起步，許多國家均對 LED的節

能照明深感興趣，對岸甚至有個說法，若能在將全中國的 LED照明普及率提昇至 50%，

那幾乎可以減少一座長江大壩的發電量，由此可知中國是個多麼龐大的市場。而每減少

一座長江大壩，便有數千萬人民的生存能夠得到保障，所以在無法開源的情況下，節省

能源變成了未來發展的首要任務，從抱持著一股熱情踏進 LED，至今已有八年的歷史，

為了堅持當初的理念，投資了不少金額，但現在回首，也慶幸有這樣的堅持，讓我們走

出不一樣的路。在 2015年，我們看到了一個契機出現，LED雖發展已有一段時間，但全

球的 LED照明使用仍不到 25%，依照美國的預測，到 2020年 LED的照明使用率將大幅

增加至 80%，換句話說，在這未來的五年將是 LED的成長爆炸期。

LED 產業 ? 慘業 ?

前陣子有報章媒體將 LED列為台灣的『四大慘業』之一，洪董事長如何看待 LED照明產

業未來的發展呢？洪董事長表示：一個產品的週期分為研發、成長、穩定、衰退期，目

前台灣的 LED正處於成長期的前端，剛開始要起飛的產業怎麼可以現在就論定未來的發

展呢 ?自 02年中村修二先生發明白光起，至今僅 10餘年，多為研發為主，想當然爾，

產業的標準化、模組化和量產化均未達最大值，近年來正慢慢通往成熟的道路上，也因

為有這樣的改變，消費者才慢慢開始接受 LED的穩定和可靠性。許多在 02年到 15年尚

未做好準備極想一昧占領市場的廠商現在看起來多傷痕累累，由此可見，一新產業在整

個市場還沒穩定前的路徑規畫是很重要的。此外，政府推動 LED路燈的初衷是想藉由發

展 LED路燈的方式推廣台灣的 LED產業，並全面性提升業界的水平，但在執行上卻不是

那麼成功。因為在取得訂單前，必須準備不少的驗證費以通過 CNS 15233的認證，即便

符合規範，進入市場也將面對不公平的競爭，許多政府標案門檻都過高，中小企業根本

無法與大企業平等競爭，這樣要如何全面提升台灣的 LED產業呢 ?況且許多地方政府早

有固定配合的廠商，一般企業如何打進這塊市場呢 ? 本身身為 LED產業聯盟的副會長，

亦是 LED路燈計畫的招集人之一，也向政府提出不少建言，希望政府可以採用。台灣

LED面臨最大的問題在於，大廠原本專做原件及封裝部分，中小廠房則負責燈具製造，

但近期許多大廠紛紛建立起一條龍的生產線，壓縮到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這時便是我們

產業聯盟幹部需要努力的部分，如何讓 LED產業健康發展，做為產業間與政府間的溝通

橋樑，若照此情勢沒有改變，，慢慢大小工廠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進而造成一個國家產

業的慢慢走下坡。



散熱導管、光引擎壽命測試中心

順集科技最引以為傲的新世代 COB與散熱導管技術可以在 LED晶片效率提升同時，有

效的減少能源需求，並降低生產成本，達到更高的商業效益。過不了幾年，COB與散熱

導管運用在 LED的技術應該會是未來的趨勢，隨著更多廠商使用，這是塊潛力無限的市

場。雖然這些專利的維護花費每年都所費不貲，但經過幾年的歷練，我們也走出專屬於

順集的路。專精於高功率照明，屬於半特殊照明領域，其所需的品質需要非常穩定，不

能有所閃失，故我們在公司內部也設置全台唯一的「光引擎壽命測試中心」，唯有經過

最嚴苛考驗，才能稱得上具有可信度的產品，這也是順集一貫的商業風格 --謹慎。

台灣 ? 中國 ? 全世界 ?

因為有著生產曲軸的基礎背景，在 LED產業中扮演決定性因素的「光源與散熱技術」對

順集科技來說並不構成問題，反倒是支持我們發展高功率照明的優勢之一。經過幾年的

努力，產品已行銷到全球五十多個國家，意外的，台灣的需求量一直是客戶國中排名較

後面的國家，礙於 LED是種新的能源產業，歐美先進國家對於新世代節能減排的產品接

受度高於台灣。但現今的市場運作我們認為並非最完美的模式，身為製造業，量產是首

要目標，而一定數量的通路是必要的，所以我們與同業間是應採取合作、分工的方式，

唯有通路與產品技術的結合，才能將產業的效益發揮到最大化。提到量產，便不得不提

到對岸的世界工廠，或許在許多民眾心中，中國大陸是塊人人都可享用的大餅，但在

LED產業的眼中，中國其實是個非常特殊的市場，因為中國有著許多非關稅障礙，而台

灣在大陸的眼中又屬於「外國」，故想在大陸販售產品除了與當地通路商合作外，只有

到當地設廠一途，即便成功進入市場，仍須要有特殊的策略合作關係才能較順利的推廣

在大陸的業務。未來，順集應仍會著重於策略面的發展，與同行間的合作關係包含通路

和品牌，在模組化、量產化後，也可以朝著 OEM、ODM的合作關係方向延伸。



SHUNCHI TECHNOLOGY
順集科技

台中市太平區工業路 215 號

T +886-4-22711111 

F +886-4-22712345

E crank@shunchi.com.tw

www.shunchi.com.tw

צ⥛㺱⠛

催ܝᬜ�����.᳔催ৃ䘨���/P�:

催✻ᑺ�����.��0催ᑺǃ��e䗣䬰ϟ䘨����/X[

催ᬜⳕ�䳏⥛㋴�3)!����

催ⓨ㡆�乃㡆ᣛ᭄η��5Dǃ⏙᱄ϡ༅ⳳ

䭋໑ੑ�/('໑ੑৃ䘨�����+UV

ᗻۍ↨㋮催ǃ᳔᳝ナ⠁ⱘ⫶ક
300W

150W
210W

300W

11400 LM-12600 LM 

14250 LM-15750 LM 
19950 LM-22050 LM 

3000K-6000K

 Ø420 x 430 mm  3000K-6000K
3000K-6000K

3000K-6000K120W

28500 LM-31500 LM 

䷚䲚⾥ᡔ㙵ӑ᳝䰤݀ৌ
ഄഔ����ৄЁᏖᑇऔᎹὁ䏃���㰳
䳏䁅��������������ⳳڇ����������������������
㎆ഔ�ZZZ�VFLHGOLJKWV�FRP���䳏ᄤֵㆅ�VWHOOD#VKXQFKL�FRP�WZ

150W 210W

 Ø420 x 430 mm  

120W

⪺ 㡆⑿ 䗮ܝ ሎᇌ

 Ø420 x 430 mm  

 Ø420 x 430 mm  
䘽⫼㆘ೡ�
仃ᑫǃ䋐⠽ଚจǃ䳊ଂᑫ䢾ǃ䝿䰶ǃ᳗䅄ᅸǃᎹᒴ
✻ᯢঞ݊Ҫᅸݙଚὁ✻ᯢឝ⫼Ǆ

Solange 天井燈

280W

25200-28000LM

3000-6000K

>70

100V~240V 

145°

L960 x W363 x H91 mm

18.5kg

⪺

⌕ᯢ

㡆⑿

ⓨ㡆ᗻ

䳏ວ�

ⱐܝ㾦

ሎᇌ

䞡䞣

⪺

⌕ᯢ

㡆⑿

ⓨ㡆ᗻ

䳏ວ�

ⱐܝ㾦

ሎᇌ

䞡䞣

⪺

⌕ᯢ

㡆⑿

ⓨ㡆ᗻ

䳏ວ�

ⱐܝ㾦

ሎᇌ

䞡䞣

⪺

⌕ᯢ

㡆⑿

ⓨ㡆ᗻ

䳏ວ�

ⱐܝ㾦

ሎᇌ

䞡䞣

⪺

⌕ᯢ

㡆⑿

ⓨ㡆ᗻ

䳏ວ�

ⱐܝ㾦

ሎᇌ

䞡䞣

ST-PL21280

200W

18000 - 20000 LM

3000-6000K

>70

100V~240V 

145°

L800 x W363 x H91 mm

14.5kg

ST-PL15200

160W

14400 - 16000 LM

3000-6000K

>70

100V~240V 

145°

L720 x W363 x H91 mm

12.5kg

ST-PL12160

120W

10800 - 12000 LM

3000-6000K

>70

100V~240V 

145°

L640 x W363 x H91 mm

10.5kg

ST-PL09120
240W

21600-24000LM

3000-6000K

>70

100V~240V 

145°

L880 x W363 x H91 mm

16.5kg

ST-PL18240

צ⥛㺱⠛

⦿⧏����♿₼ゑ⮹●ぴ㯼恾���壮
榊崀�����������������������⍂䦮�������������
偁⧏�ZZZ�VKXQFKL�FRP�WZ����榊≰乀�VWHOOD#VKXQFKL�FRP�WZ

檕楕䱠㔏匰㦘棟⏻⚇

路燈

䘽⫼㆘ೡ�
㽕䘧䏃ঞජᏖ䘧䏃

Polaris 路燈



UMI  OPTO
會明光電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 18 -2 號 2 樓

T +886-2-28107772

F +886-2-28107778

www.umi-opto.com.tw

科技源自於生活

台灣許多 LED製造商多著重於 LED的開發，以追求節能、發光效率為發展目標；傳統

照明業，則著墨於燈具的應用。但許多廠商沒有注意到的一點在於，有了省電和效率，

LED所產生的炫光及配光真的是適合使用在生活上的嗎 ?早期 LED還在發展階段時，演

色性不如傳統燈泡佳，故對「光」要求較高的場合並不適合使用 LED做為主光源，這時

若執意使用主打「高效能」、「省電」的 LED，則會使消費者產生 LED不若傳統光源優

異的誤解，故如何在合適的環境選用正確的光源是會明光電持續努力的目標。LED尚未

成熟時，原為 LED零組件製造商的會明光電已搶先投入燈具的應用設計領域，且認為這

會是個未來的趨勢；而有著一段時間累積下來的技術背景，使得我們可以在 LED發展突

飛猛進的今天，將之使用得更得心應手。在這科技的時代，產品必定要與生活有所聯結，

又因 LED的迅速發展，台灣許多規範仍無法跟上腳步。而製造商生產出好的產品，卻沒

有一個教育消費者如何正確使用商品的角色，導至供給與需求兩方常存著誤會，故我們

成為使用端客戶與廠商之間的橋梁，將顧客的所需直接傳達給製造商，並與其討論如何

提供最適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光立方 THE RUNWAY OF THE LIGHT

將整個複合式空間打造成會明光電的 show room，不同於其他 LED廠冷冰冰的展間，我

們結合了手沖咖啡、養生飲品等服務，將產品融入於這個空間，讓客人跨入光立方，在

品味生活的同時，也可親身體驗到光電 LED的應用不僅侷限於照明，甚至可以結合農業，

運用到生活當中。會明光電主要從燈光設計起步，結合消費者客製化的需求，將製造端視

為策略夥伴，提供一個整合性的設計規劃平台，目前以建設公司、建築師和空間規劃設

計師為主要合作對象，此外更透過產學合作，結合教育，希望建築、景觀等設計相關科

系的大學生藉著一同參與光立方的設計，累積實作經驗。就目前 LED的發展程度，事實

上已經可以完全取代傳統照明，但因發光原理不同，型式也不應與傳統燈泡、燈管相同，

而是以「面光源」的全新樣貌世人見面，現階段的會明光電便是在此方向努力，積極將

LED與燈具美學結合，原因在於很多時候一盞「燈」除了基本照明，更是一件值得人們

駐足欣賞「美」的工藝品，又因「電」在我們生活的取得過於容易，故人們看到一盞燈時，

往往在意的不是其功率、耗電量的多寡，而是燈具本身帶給消費者心靈的感受，這也是

會明光電給予本身的期許：依照客戶的需求，帶出燈的質感，將之表露無遺於現實中。

 

LED 燈具的回收再利用，也可為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在下個 5年，我們仍會專注於 LED的應用設計，並持續引進新產品將之介紹給消費者，

提供更全方位的 LED照明。使用壽明較傳統照明長上許多一直是 LED的優點，但也因進

步速度太快，許多 LED即使尚未毀損，卻已經跟不上潮流，此時，「老舊」LED的何去

何從將成為一大問題來源，若處理不當，後續衍伸出的是環保的問題，這不就違被為了

環保而 LED的初衷嗎 ?會明光電意識到這個問題點，也提出了回收燈具的概念。在最初



設計燈具時，即有規劃到後續的再利用，透過交換燈具、再次改良的方式，降低再購買

時的成本，也同時減低地球廢棄物的產生，更可達到改變「新」設計的成果，創造多贏

的模式。隨著全世界 LED流通，仍有許多地區還沒跟上目前台灣 LED的水平，此時若可

以將功能正常，在國內卻已面臨淘汰的 LED提供給落後地區，為他們帶來光明，那也是

盡了一份社會責任。

跨足海外，成為光的藝術家

除了客製化的市場，目前會明光電更跨足對岸，參與新興城市的都市設計，從瀋陽的

568莊園，到廣西防城港的整體規劃都可見到我們的影子。依據原有的建築，加入先進

國家的概念，再透過燈光設計，包辦塑造整座城市帶給人們的第一印象。在未來，會明

光電將持續著墨於 LED設計端，把美學的概念融入空間照明，希望台灣的消費者可以把

LED定位成一富含功能性的「工藝品」，而非較具照明效率的「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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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岸 568 莊園

中國瀋陽的撫順，現在正進行一大型造鎮建案，高度綠化的河岸城鎮，正是體現出建商對住宅

的生活環境的重視。

防港城

防城港市政府，坐鎮防城港弧頂，環抱海洋詩書苑，南望防城港碼頭。港城之首是創新與成

長的基石，建設與發展的起點，文化與傳承的指標。在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永恆與偉大歷

史見證下，帶領防城港市創建獨特都市形象，並藉由與海洋文化公園的相望對話下，烘托出

港城之首的時而莊嚴時而藝術的豐富姿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