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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全球液晶顯示器產業主要生產基地在亞洲，其中又以台灣、日本、韓國、中國廠

商囊括全球近乎百分百之市場占有率，此四國廠商間所進行之商業行為，將緊密牽動整體

液晶顯示產業之變化。本研究將針對台灣 TFT-LCD 面板產業進行分析，針對其產業環境、

發展條件、發展目標以及未來趨勢等透過本研究論文，能更深入地瞭解台灣、日本、韓國

及中國液晶面板產業各別的競爭優勢。在經營策略分析方面，以資料蒐集探討產業中主要

的經營策略，針對四個區域發展模式以麥克波特所提出的五力分析與鑽石體系模型分析其

所處產業之競爭優勢，及利用 SWOT 分析尋找台灣液晶面板產業內部、外部的優劣勢，

試圖將產業分析結果與台灣面板產業現況所擁有的優勢連結，來達到其獲利目標。經由上

述分析研究，目的在於找出產業中能夠成功的競爭優勢，並期望能提供台灣液晶面板廠

商，在未來制定與執行策略時的參考。 

關鍵字：液晶面板產業、五力分析、鑽石模型、競爭優勢、SWOT 

Abstract 

Main production basement of display industry locate in Asia, especially Taiwan, Japan, 

Korea and China companies are taking almost 100% market share. Every business behavior 

relate to these companies among these four countries will effect whole display industry.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aiwan display industry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condition, development goal and future trend will be the main content. It could 

benefit companies to know their advantages with deeper analysis provided by this study. About 

business strategy, targeting on these four countries' developing mode and use Michael porter's 

five forces analysis and diamond model analysis to find out its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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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both internal and outsid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aiwan display industry via 

SWOT analysis. Combining analysis result and recent status to figure out a successful strategy 

to reach profit target would b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t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while drafting or executing future strategy. 

Keywords: TFT-LCD Panel Industry, Five Forces Analysis, Diamond Model Analysis, 

Competitive Advantage, SWOT Analysis. 

壹、前言 

1940 年人類發明第一台電腦，第一代顯示器也利用電子映像管發光的方式發明出來，

使用了半個世紀的電子映像管體積巨大使用上很不方便，直到 1990 年平面顯示器時代來

臨，進步到由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 TFT LCD)取

代傳統的電子映像管(Cathode ray tube, CRT)，液晶監視器從 1990 年開始萌芽至今，短短

幾年內，其成長超過傳統的陰極射線管監視器(楊千，李能松，吳佳純，2004)，且台灣政

府在 2002 年提出「兩兆雙星」計畫，希望引導台灣經濟進入下個世代，「兩兆」指的是預

期產值分別超過兆元以上的「半導體」產業及「影像顯示」產業，其中「影像顯示」產業

以液晶顯示產業為發展重點。平面顯示器產業在政府積極推動及業界配合界紛紛投入大量

資源進行開發、生產，促使該產業成為一個健全並完產的產業供應鏈，透過上中下游供應

鏈的垂直整合，促使台灣顯示器產業的供給，逐步朝向自給自足，也奠定未來出貨量能成

為世界第一的基礎。圖 1 可以清楚了解液晶面板產值從 2005 年~2013 年的年營收工研院

IEK(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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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面板產值從2005年~2013年的年營收。 

資料來源：工研院IEK(2012)。 

展望全球面板產業，台灣的優勢在於擁有領先世界的實力與量產經驗，日本、韓國掌

握關鍵材料及專利技術的優勢，以及自有品牌作為自行產品的出口競爭，中國廠商正在積

極擴張產能及設置其產業鏈，因此，台灣液晶面板廠不該滿足目前領先的優勢，應加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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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差異化產品及開發核心專利等技術，才能儘早擺脫受制於日本、韓國業者困竟及中國市

場的崛起。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從整個產業發展的觀點，來瞭解台灣 TFT LCD 產業的

發展狀況及趨勢。藉由對整個產業的瞭解，協助企業做更正確的經營策略，來提升企業及

產業的整體競爭力。所以，如何創造競爭優勢，避免被市場淘汰或是淪為二線廠商，是本

文研究的動機。 

貳、文獻探討 

本章彙整產業分析相關文獻，探討台灣液晶面板產業經營環境、產業群聚、發展趨勢、

價值鏈和產業競爭優勢等其分析架構。並利用 SWOT 分析與核心競爭能力一併探討企業

經營之策略，並將相關理論加以運用及敘述，以期加以強化本論文在面板產業架構上的完

整性。在產業競爭優勢經營及分析方面，理論及解析工具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非麥克.波

特（Michael E.Poter）莫屬。波特是全球著名的策略大師，專精於競爭理論，自 1980 年的

「競爭策略」的五力分析到 1985 年的「競爭優勢」的企業價值鏈及 1990 年的「國家競爭

優勢」的鑽石理論，他的這些著名的競爭策略理論，受到大學院校企業管理系所及實務界

相當重視，更是世界各地著名企業爭相邀請成為企業顧問的對象。除了波特之外，80 年

代美國學者海因茲韋里克（Heinz Weihrich）提出的 SWOT 分析法，也經常被引用於競爭

對手分析及企業策略制定，本文利用波特提出的三個策略分析及韋里克的 SWOT 分析作

為中小型液晶顯示器產業策略分析之參考依據。 

一、五力分析與競爭策略 

麥克.波特於 1980 年出版的「競爭策略」一書中提到，以影響產業、策略意涵的「競

爭作用力」（Competitive Forces）為基礎，分析某一產業及產業競爭者的結構，進而發展

出的競爭策略。波特提出五力分析思維，認為影響產業競爭因素有五種型態，分別是「顧

客的議價能力」、「潛在競爭者的威脅」、「現有競爭者相互競爭」、「供應商的議價能力」及

「替代商品的威脅」。在這五種作用力交互影響之下，可以找出對產業競爭影響之程度也

會決定一個產業的獲利能力。 

 

圖 2 五力分析模型 
資料來源：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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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顧客的議價能力 

當顧客有需求時，需要大量購買產品時，一定會相互比價、以量制價，一定要取得市

場最低價的成本來購買商品並且還會要求最好的服務品質，無形當中公司的獲利就會降

低，這樣可以視為一種競爭威脅。 

(二)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當潛在競爭者想進入即有市場競爭時，他們在產品的產能開發上或是製程良率上一定

有大幅提升，才會降低成本，當原來的供應鏈如果沒辮法在價格上競爭或是增加產品的差

異化，可能就會被市場淘汰。 

(三) 現有競爭者相互競爭 

一般的競爭方式是降價競爭、促銷手法的改變、產品保固時間延長、服務品質提升等

方式，當產業之間相互競爭時，為了取得顧客的認同，再加上企業內部評估，還有獲利的

前提之下，就會利用以上的模式相互競爭，當企業無法競爭時，自然而然也會被市場淘汰，

但是公司的獲利也會因此而下降。 

(四) 供應商議價能力 

資金規模大的供應商會有技巧性的操作市場，能夠要求企業必須提高買價購買商品。

以面板產業為例，近二、三年中小型面板產能供不應求，供應商就會適時的調漲售價，這

樣無形當中，供應商也會是企業獲利的一個威脅。 

(五) 替代商品的威脅 

替代商品就是欲取代原有的商品，所以其最大的競爭優勢就是產品性能上能滿足顧客

需求，在價格上又非常有競爭力，代表了限制商品的價格上限，因為也降低了可能獲取的

投資報酬率。在這五股競爭力的整合後，就可以決定產業的獲利能力與競爭趨勢。因此競

爭策略，主要就是在探討企業應該採取何時競爭策略來阻擋這五股競爭力。 

二、鑽石理論與產業競爭 

Michael E. Porter 在 1990 年的「國家競爭優勢」中說明，當某個地區或是某個國家，

如果能具備某些特殊的條件，足以讓某個產業快速發展。由國家競爭優勢分析， 了解到

本國提供的行動基礎來幫助企業在國際競爭取得優勢地位，進而創造、延續發展技術的核

心，因而提出著名的鑽石模型理論，波特認為：1.需求條件、2.生產要素條件、3. 企業的

結構、策略和競爭對手 4. 相關及支援的產業等四大基本條件，再加上政府角色與機會等

兩個外部變數，共同構成國家競爭力的鑽石結構模型。當企業獲得模型中的某項要素優

勢，也一定會增強或改善其他要素；相反的，也可能因為要素互相抵制而使企業在產業發

展中受到牽制。藉由此模型間要素的相互影響作用來探討國內特定產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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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條件(demand factor) 

本國產業內需市場若是相較於海外市場大，即代表擁有規模經濟，就有利於建立該產

業的競爭優勢。若本國消費者對產品規格或是服務品質提升有強烈要求時，這樣對本國相

關產業取得競爭優勢相對機會大。如果本國產業發展有前瞻性，那麼本國企業發展相對是

國外企業的領先者，自然對相關產業取得優勢也相對增加。 

(二) 要素條件(factor conditions) 

每個國家在特定產業中都擁有生產要素，波特認為長時間的開發與訓練出來生產要素

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樣不易被學習與模仿，所以，應該善用其優異生產條件來發展相關

產業是形成競爭優勢。要素主要分成以下五大類： 

(1) 人力資源:人力的數量、技術及成本等。 

(2) 天然資源:天然資源的藏量與品質，包括可取得的土地、水源與礦物等，以及天候及地

理位置。 

(3) 財富資源:金融產業的資金數量及成本，以及資本市場的結構等。 

(4)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的數量、形式、品質與使用成本皆會影響競爭力。基礎建設包括運

輸系統、電訊系統、醫療系統、郵政系統等。 

(5) 知識資源：有關於財貨與勞務的科學、技術及市場知識的多寡。 

(三) 企業的結構、策略和競爭對手(firm strategy、structure and rivalry) 

一個企業需要善用內部的組織形態、管理模式，並且掌握環境優勢、組織結構、企業

目標和策略，再加上政府各項創新政策，企業自然有競爭力。因此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有助

於促使企業不斷進行技術創新或是提升各項技術，維持競爭優勢，強化在國際競爭的優

勢。並有利於該國國際競爭優勢地位的確立。 

(四) 相關及支援的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支援產業具有國際競爭力時，產業獲得國家競爭優勢的機會相對增加，進而帶動上、

中、下游相關產業的創新發展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鑽石體系其內部每項因素都會互相改變

或是強化各個因素。此外還有兩個變數，也會連帶影響到鑽石體系的結果。 

(五) 機會 

無法預期會發生的事件，可能會因此改變產業環境或是國家競爭優勢。例如：智慧型

手機於 2007 年快速興起，改變了整個產業鏈，創造了其它供應鏈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一

般是企業或政府沒辦法事先預知的或掌控的事情，考驗著企業或是產業的危機處理能力。 

(六) 政府角色 

政府適度的改善企業所需的人力、資金或是政策等資源，獎勵產業創新、扶持新興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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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並協助產業發展群聚效應，協助國內企業培養競爭力。 

所以，將機會和政府角色二項因素加入後，就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國家競爭優勢，從產業競

爭的觀點檢視，鑽石體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競爭優勢分析架構。如圖 3 國家競爭優勢之

鑽石模型。 

 

圖 3 國家競爭優勢之鑽石模型 

資料來源：Micheal E.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波特的理論中，無論是「競爭策略」或「競爭優勢」，都是以競爭為起點，透過「產

品的差異化」、「產品的低成本」及「產品定位的方向」等方式取得對競爭者獨特的競爭優

勢。因此企業必須建立核心的競爭能力、詳細的策略規劃，並且整合公司內部資源，做為

未來績效目標達成的基本架構。 

三、SWOT 分析產業 

SWOT 分析法是 Weihrich H.於 1982 年所提出的企業策略規劃方式，以單一企業或

是整體產業現況架構分析，針對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及威

脅(Threat)進行評估，這些重要的分析依據可以提供給決策者在制定策略規劃時參考。學

者 H. Igor Ansoff 於 1968 年也提出策略規劃的核心架構來自策略分析。如表 1 所示 SWOT

矩陣模型圖。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結論性研究，並擬採用資料蒐集描述性研究法進行。本研究的研究流程首

先確認研究與主題相關背景、動機，再來確認研究目的，進而訂定論文架構。再利用文獻

蒐集參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報告及文獻資料，並且制訂此研究的架構、流程、方法及資料蒐

集，並進一步引用此產業最具代表性的分析模型，五力分析、鑽石模型理論基礎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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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台灣面板產業經營策略的現況，並進行資料整理分析、比較，最後歸納此產業

的經營策略模式及提出相關的結論與未來建議以及提供給業界參考實施，如圖 4 所示。 

表 1  SWOT 矩陣模型圖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目前擁有的優點 
 可使用哪些資源 
 競爭者視該項目為我的優勢 

 需要避免 
 需要改進 
 不擅長的項目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技術及市場改變產生的機會 
 政府的政策改變帶來的機會 
 任何特別的趨勢產生機會 

 競爭者的動向 
 需求項目是否容易取代 
 技術變遷影響公司產品定位 

資料來源：Weihrich(1982)及本研究整理 

肆、液晶面板產業現況與市場分析 

本章節主旨是要說明液晶面板產業的歷史、生產製程、產業特性、面板產業與現況做

一簡單介紹與分析，針對台灣、韓國、日本及中國面板產業發展的各項競爭優勢介紹，以

茲對後續的研究分析與討論有初步背景知識的認知與了解，以利後續研究。 

一、液晶面板的介紹 

液晶面板的製程及組裝LCD，一般於上、下透明電極間加入約3~4um厚度的液晶層，

利用灌入像素(Pixel)電極電壓的方式控制液晶夾層電場大小來調節穿透光的強度，讓它產

生介於全亮與全暗之間的灰階畫面(Gray level)。目前LCD主要是由彩色濾光片(Color filter, 

CF)、TFT陣列(TFT Array)基板和背光模組(Backlight)等三大部分共同組成。 

1990年TFT-LCD產業剛崛起於日本，當時日本設計建造了一代廠( 簡稱G1 )製程。 玻

璃基板大約是300 X 400mm，到了1996開始，當時技術已可以進步到3.5代廠 ( G3.5 )。持

續在陸續演進中的世代廠房，由4代廠(G4)、5代廠(G5)、5.5代廠(G5.5)、6代廠(G6)、發展

至7.5代廠(G7.5)製程及現今量產的8.5代廠(G8.5)，未來會朝向10代廠(G10)邁進，各世代

玻璃廠是針對各廠的產能切割利用率來歸類各項產品應用，以下表2是針對各世代廠的利

用情況彙整。 

二、液晶面板的產業特性  

液晶面板產業特性屬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品生命週期短、生產線技術更替速度快、

專利數多、國際化分工現象普遍，且價格處於波動不定之非穩定平衡狀態；(王昭琪, 2002)

指出液晶面板產業特性可歸納如下五點： 

(一) 技術密集性，供應商進入障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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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本密集性，供應商進入與退出障礙高。 

(三) 生產設備汰換的壓力。 

(四) 價格受市場供需影響。 

(五) 國際分工。 

 

圖 4 本研究架構 

資料來源：本研究發理 

表 2 各世代玻璃尺寸利用介紹 

各世代廠 面板面積 產品應用 切割尺寸及數量 
G3.5 620 X 750 mm 筆記型電腦 6 片 14.1” 
G4 680 X 880 mm 筆記型電腦 6 片 15” 
G5 1100 X 1300 mm 監視器 9 片 17”或 6 片 27” 
G5.5 1300 X 1500 mm 監視器、液晶

電視 
12 片 17”或 6 片 26”或 4 片 32” 

G6 1500 X 1850 mm 液晶電視 8 片 32”或 6 片 37” 
G7.5 1950 X 2250 mm 液晶電視 8 片 42”或 6 片 47” 
G8.5 2200 X 2500 mm 液晶電視 8 片 46”或 6 片 55” 

資料來源：群創光電及本研究整理 

三、液晶面板的發展回顧 

液晶面板產業歷史從 1990 年筆記型面板量產開始至今年 2014 年不過約 24 個年頭，

整個產業的發展都是以日本為首，日本將液晶顯示器的技術視為非常重要的資產。到目前

為止，整個面板產業集中在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大陸等東亞四國中，期間的各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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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背景和日後的策略佈局，都會息息相關，將於稍後章節深入探討。如前所述，液晶

顯示技術開發與量產係以日本廠商為發展核心，1990 年開始由日本廠商進行筆記型電腦

應用的面板研發與量產，開啟了面板產業生命。 1995 年韓國三星也開始有能力進行液晶

面板研發、量產，1997 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它造就了台灣面板產業非常重要的關鍵因

素，亞洲金融風暴爆發，日本廠商礙於金融風暴對液晶面板產業的投資趨於保守，韓國三

星卻無視於金融風暴，繼續大筆資金投入新的設備與產能，並導入新一世代的產線，韓國

因此舉超越日本成為新的市場領導者。金融風暴中韓國受傷慘重，但卻靠持續不斷的想靠

著重大投資於液晶面板產業中能夠浴火重生，這是日本業者始料未及，事後證明這個策略

是非常成功。簡單談過日本、韓國與台灣的產業發展重要大事，中國大陸亦是不可忽視。

基本上中國大陸的液晶產業主要還是如同半導體產業由官方籌資與支援，例如北京市政府

主導的京東方、上海市政府主導的上廣電、深圳市政府主導的華星光電等，基本上都是透

過與日本的技術移轉取得量產技術，整體產能與技術尙還落後台灣與韓國，但是憑藉著中

國大陸內需市場與國家地方政府的大力支援，未來縱使無法自日本順利移轉先進技術，但

亦可藉由高薪策略向台灣取得相關技術與人才，擴長自製實力。 

四、台灣液晶面板現況分析 

1993 年當台灣由小尺寸轉為中、大型之 TFT 型 LCD 之生產時，台灣才開始其蓬勃發

展的 LCD 工業。隨著佈局全球化，台灣的擴廠及群聚投資，以及國內大尺寸 TFT-LCD 廠

商已掌握對關鍵零組件的採購權，加上台灣 TFT-LCD 開始具完整上下游供應鏈佈局，如

竹科、中科、南科及國際廠商群聚南科園區，所形成之上下游光電聚落(林士琪，吳俊憲，

2009)。國內面板廠商其產業群聚效應相繼促進本地相關材料與零組件產業的蓬勃發展，

冀能結合台灣 TFT-LCD、IT 產業 ODM 與系統廠商全球的既有優勢，進一步健全上中下

游產業結構之完整性，積極發展台灣為全球重要 TFT-LCD 產業聚落(吳致遠， 2006)。 

五、韓國面板的發展現況分析 

目前，韓國顯示器產業廠商主要有三星電子、三星 SDI、LG 電子和 LG.Philips 四家，

實際上還是分為三星與 LG 兩大集團。過去這兩大集團的面板產品，不但規格不相容，產

品也不互相採購，長期以來一直是相互對抗的型態。但是自從 2005 年產能被台灣超越後，

韓國商工能源部(MOCIE)指出，韓國面板的市場領導地位正遭遇台灣、日本、中國等地的

威脅，認為有必要加強合作。始終扮演積極角色的南韓政府，在 2007 年 5 月 25 日，促成

四家業者成立韓國顯示器產業聯盟(Korea Display Industry Association，簡稱 KDIA)。協議

將面板尺寸標準化，以提高它們在全球市場的競爭力，未來將交互進行專利授權、互相進

行採購，並在產品研發上進行合作。此外，並同意增加對南韓面板設備、零組件廠商的採

購量，同時減少向海外供應商的採購預算。雖然，韓國面臨技術創不如日本，而製造成本

及產能遭遇台灣緊逼在後的壓力，但藉由 KDIA 的資源整合，若順利達成專利共享與規格

統一等目標，將可創造出降低風險、引導規格主流等優勢。更重要的是，KDIA 對於未來

新世代面板規格技術的佈局，令人不得不密切注意後續的發展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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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液晶面板重要發展大事 

時間點 重要發展大事 
1973 年 日本 Sharp 公司開發出以 LCD 為顯示面板的手錶與計算機 
1990 年 筆記型電腦經濟規模生產 
1992 年 韓國積極投入面板市場 
1995 年 韓國開始量產液晶面板 
1996 年 達碁科技與聯友光電合併，更名為友達光電 
1997 年 亞洲金融風暴重創日、韓經濟，產能拓產不及，台灣因此進入面

板市場 
1998 年 奇美電子成立 
2002 年 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兩兆雙星」產業 
2003 年 群創光電成立 
2009 年 群創光電合併奇美電子 
2011 年 日本 Sony、Toshiba 及 Hitach 這三家公司進行合併，成為命名為

日本顯示器(Japan Display)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六、日本面板的發展現況分析 

日本是最早將讓液晶面板商業化的國家，也是全球最擁有最完整的材料及關鍵零組件

供應鏈，1973 年日本推出液晶電子計算機後，並在 1990 年開始量產，當時幾乎壟斷全球

市場，但是，1995 年之後，南韓誘到了液晶顯示器龐大的商機，開始大舉投資此產業，

當時適逢 1997 年亞洲金融風暴，衝擊到日本廠商的經濟命脈，當時韓元大幅貶值，日本

廠商出口無法抵擋韓國廠商的低價格戰，且經濟的不振，迫使面板廠商的擴廠計劃受阻，

日本廠商除了積極整併公司的資料，轉由集中投資，專注發展核心技術事業及品牌經營。

整併之後，不僅讓人力、資金更可專心於技術、市場開發的動作，進而擴大競爭優勢，保

持領先的態勢。除此之外，了解到如果一味只追求產能擴充，一定無法趕上韓國的擴產，

所以，也做出策略性的選擇，將 TFT-LCD 的生產技術移轉給台灣廠商，台灣各家廠商的

技術幾乎都來自日本廠商的授權，與台灣廠商的合作，使日本廠商能從中取得高額的智慧

財產權利潤，同時，亦能鞏固日本廠商原有的品牌市場。儘管如此，面對韓國積極投資新

世代面板廠，持續擴充產能的計畫，仍難以抗衡。因此，目前日本廠商以創造更高附加價

值的運作方式，另外在掌握 TFT LCD 原材料與關鍵零組件的優勢下，仍對下游面板業者

有高度掌控能力與影響地位。 

七、大陸面板的發展現況分析 

黃毓婷(2013)指出 2008 年中國大陸面板廠的崛起無疑是影響全球面板產業供應鏈的

關鍵時刻。中國的崛起是因為內需市場龐大，希望增利用產能的擴展讓出貨的增加以滿足

市場需求 以及技術的提升上。對中國大陸面板廠而言，產能的擴展促使了出貨數量的增

加而技術的提升則提升了生產的良率及效率。面板出貨量的部分，當時，台、韓、日面板

廠商還在憂慮 2012 年會面板需求會不如預期而進行庫存調整，導致在出貨計畫上採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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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但中國面板廠商仍然非常積極擴大它們的液晶面板生產。 

伍、面板產業競爭分析 

綜合上述有關面板產業的沿革、發展歷史及主要國家面板競爭分析，會引響整個面板

產業發展走向，有以下幾個主要因素，發展面板廠專利技術、上中下游產業供應鏈、生產

世代廠房擴建、政府政策扶持及市場需求等五個因素。以下就利用波特提出的產業五力分

析及鑽石理論分析來探討台灣面板產業針對這些競爭因素，還有哪些是核心競爭能力，及

透過 SWOT 整體分析整合台灣面板產業的優勢，訂定發展策略，創造機會。 

一、台灣液晶面板產業五力分析 

台灣液晶面板的產量於 2006 年已超越韓國成為全球第一，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生產

基地，根據五力分析的結果，國內發展面板產業具有市場需求的競爭優勢，自製液晶面板

將可大幅增加產業競爭力。產業間的合併擴大市場占有率、中下游零組件供應鏈整合產生

產業聚落，降低生產成本優勢亦為我國之競爭優勢之來源。然而相較於日本占有專利技術

方面的優勢朝向低溫多晶矽液晶面板發展，並搶攻中小尺寸高附加價值產品；韓國專於製

程改善提高生產良率，在液晶面板產業發展方面亦積極擴增產能，希望鞏固其市場佔有率

的競爭下；對於影響台灣液晶面板產業之關鍵因素如專利技術、產品開發、上游關鍵零組

件供應及製程技術改善提升良率等相較於日韓、缺乏的部分，需要加速突破現有技術能

力，整合上中下游間的自給供給能力，以強化液晶面板產業的競爭優勢。 

二、台灣液晶面板產業鑽石模型分析 

台灣、日本及韓國發展模式 台灣、日本及韓國、有著各自的發展模式，有相同點也

有不同點，但是關鍵是都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和道路。台灣偏重於製造，以下

游帶動中上游發展，走技術引進之路。日本以技術為先導，引領全球平板顯示產業的發展，

走高端路線；韓國借助國家力量完成技術研發、整合，實施大集團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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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台灣、日本及韓國發展模式 

 台灣 日本 韓國 
發展模式 主要是上中下游零組件

發展，並與日本交流技術

並引進，且注重工業園區

建設，形成產業群聚效應

以技術為導向，官產學共

同研發技術，積極佈局下

一世代顯示器技術 

國家主導，大力扶持

完成技術研發，實現

產業升級，並積極參

與國際競爭 
優點 引進技術直接能夠快速

生產、取得量產，產業聚

落形成，有利於產業供

給。 

擁有最核心技術和產業

鏈零組件，處於產業的最

上游，引領著整個產業發

展 

擁有領先的研發實力

和技術，企業實力強

大，垂直整合能力強

缺點 難以有核心技術產生，對

未來開發新產品無法有

更創新力的表現 

只局限於技術的研發，沒

有生產規劃，可能會錯失

部份商機 

自行制定開發產品規

格，可能會牽動整個

產業發展 
發展基礎 大規模的生產經驗，且國

家扶持設立產業園區 
非常領先的研發技術及

專利，完整的產業供應鏈

較強的研發實力，國

家大力扶持也積極介

入企業併購或重組 

資料來源：本研發整理 

三、台灣液晶面板產業 SWOT 分析 

表 5 台灣面板產業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上、中下游的供應鏈完整，及政府投資

基礎建設，建立完整的產業聚落。 
 與日本關係良好（技術授權較易），與

中國無語言障礙（合作生產較易）。 
 製程成熟，提高生產良率，降低生產成

本。 
 市場占有率高，經濟規模生產。 
 政府提供優惠的稅收政策。 
 企業應變能力強、配合度高。 

 關鍵材料及生產設備尚需要外購。 
 專利及核心技術不足。 
 產品品質與應用廣度需要提升。 
 欠缺品牌經營，代工產業，無法有效提

升毛利。 
 內需市場太小，需仰賴出口。 
 產品無差異化。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中小尺寸面板朝高畫質，輕薄短小，節

能省電綠能產品，產品應用多樣化，生

命週期短，市場需求持續提升。 
 大尺寸面板朝向高畫質、高解析度的智

慧型電視，提升市場需求持續提升。 
 新興國家對面板標準品的需求開發。 

 大陸面板廠商的快速崛起。 
 日、韓廠商的技術專利障礙。 
 OLED新技術開發完成，侵蝕部份市場。

 產業間相互削價競爭，爭取訂單。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由 SWOT 分析，我們可以整理出，台灣的面板產業若要進一步提升競爭力，則需「合

併創造競爭力」、「加強專利技術開發」、「產品差異化」、「加強品牌廠商合作」、「加強兩岸

合作」等項。 



 
曲建仲、王昱凱、吳權峯，「台灣液晶面板產業競爭分析」 

413 
 

陸、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台灣液晶面板產業現況的發展趨勢、特性，搭配台灣產業的優

勢、資源，選擇有利於發展面板產業未來發展的經營策略。因此，本研究確立研究架構及

相關文獻回顧後，再利用政府或是法人機關機構網站、報章雜誌、學術期刊及碩博士論文

等次級資料搜集，了解面板產業的緣起、沿革、發展概況及主要競爭國家目前針對面板產

業現況發展趨勢。利用五力分析及鑽石模型分析方法分別了解面板產業的競爭優勢及以面

板產業於各區域之間競爭的關鍵成功因素，再利用 SWOT 分析了解台灣面板產業的優勢

及未來發展的機會，最後，提出相關的建議，期待能讓台灣面板產業能夠在未來創造更大

的競爭優勢。 

一、研究發現 

經過研究後發現，台灣面板產業目前的處境，可以說是「前無退路，後有追兵」。未

來應更密切與日本技術合作、轉移、擴大與中國品牌廠策略合作、持續開發差異化產品，

才有可能突破目前的困境，本文對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 更密切與日本技術合作、轉移。 
(二) 擴大與中國品牌廠策略合作。 
(三) 持續開發差異化產品。 

二、研究貢獻與建議 

經過分析後，以下是針對本研究提出的貢獻與建議： 

(一) 增加與品牌廠合作。 
(二) 製程改善，經濟切割，提升面板產出。 
(三) 市場取捨，專攻利基市場。 

(四) 陸資入股台廠可創雙贏。 

三、研究限制 

經過以上分析、結論之後，本研究針對 TFT-LCD 產業的範圍領域太廣，變化太快，

並受限於時間與人力等多項因素，所做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以下數點建議供後續欲研究

顯示器產業者參考，說明如下： 

(一) 產業發展趨勢 

面板產業的變動因素極多，且現階段產品生命週期短，市場變化快，可能都有新的突

破與技術或是商業模式，而產生與本研究不同的結論，本研究盡量從產業的上中下游、產

業聚落，蒐集市場各面向有公信力的資料，來探討台灣面板產業的競爭優勢，盡量避免錯

誤或是缺失，但結論整理仍是經由主觀判斷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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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蒐集部份 

由於產業變化太快，本研究中的市場資料都是從政府、法人研究機構或是期刊、論文

所蒐集的次級資料，然而因為人力與時間限制，無法安排訪談順利取得初級資料，而可能

產生的失真或是偏見。 

(三) 研究的模式 

影響產業競爭優勢的因素與構面非常多，本研究僅使用 Porter 的五力分析與鑽石模型

進行產業競爭力的分析探討，後續研究可加入其他構面或是使用不同角度及構面分析，以

增加研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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