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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LED元件市場規模分析  

2017年全球經濟回溫，使得終端產品銷

售成長，對於LED元件市場成長有一定助益，

不過背光模組市場飽和以及照明產品跌價快

速，仍使得市場成長相當有限，2017年全球

LED元件市場規模約為171.8億美元，較2016

年成長2.4%。  

LED元件發展至今，技術發展已逐漸成

熟，部份應用市場也已飽和，雖然照明應用

市場持續成長中，但因價格競爭激烈以及產

品設計多元化，市場呈現量升價跌，總體市

場規模原本就不易大幅成長。而2018年因中

國大陸以及Osram等廠商擴廠，產能也將於

年初開出，須注意供需失衡後所造成的跌價

問題，若新應用 (如Mini LED)市場成長不如

預期，2018年市場成長將受到衝擊。不過在

2020年之後，LED新應用市場逐漸成形 (如

Micro LED等)，因此可望為產業帶來較高的

成長，詳如圖1所示。  

二、趨勢一：照明產品特性逐漸

影響LED元件 

隨著LED元件發光效率不斷提升與價

格大幅下滑，照明應用持續擴大，再加上全

球照明節能發展趨勢帶動之下，2017年全球

LED照明市場規模達581億美元，較2016年成

長19%，於總體照明市場滲透率達38%，詳如

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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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rategies Unlimited；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8/09)  

圖 1  2017~2022 全球 LED 元件市場規模預測  

 

 

 

 

 

 

 

 

 

資料來源：IHS；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8/09) 

圖 2  全球 LED 照明市場規模分析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2017 2018( e) 2019(f) 2020(f) 2021(f) 2022(f)

百
萬
台
幣

 -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百
萬
美
元



 
市場動態 

 

Vol. 16 No. 6  2018  74 

雖然照明應用市場以中低功率 LED元

件為主，產品價格下滑快速，使得市場處於

量升價跌的情形。不過隨著LED照明市場持

續成長，照明用LED元件短中期內仍穩居最

大應用市場，因此LED元件仍逐漸受到照明

產品少量多樣以及一體成型燈具趨勢影響。  

再加上照明燈具型態多樣化，不同國家

或區域市場對於色溫、亮度等喜好有所差異，

因此照明用LED元件或光引擎模組，需要依

照不同燈具型態、不同區域市場設計出符合

需求的產品，使得LED光引擎產品也以客製

化產品為主，趨於少量多樣的產品型態發展。 

目前全球雖開始有機構或聯盟針對光

引擎或模組做相關標準制訂，以利未來市場

應用推廣，不過由於燈具少量多樣特性，目

前推廣成效仍不顯著，標準化仍有一段路要

走。  

此外，LED為點光源，具有體積小的優

勢，因此相同照明產品可以使用不同型號的

LED元件組合而成。以LED燈泡為例，型號

2835、3528或COB等LED元件皆可做出相同

流明數的LED燈泡，如何設計以及採用哪一

種LED元件則須要看成本決定，COB產品單

價高，往往不會成為首選。由於照明應用設

計多元化，礙於成本考量，廠商往往會選擇

較低價的LED元件，使得LED元件廠商無法

藉由開發更好、效率更高的產品來穩定價格。

且許多LED燈具透過與LED的一體化，實現

出產品外型多元化與設計化，給予LED燈具

在外型上有許多想像與發展空間，創造出

LED燈具價值。但LED照明與燈具一體化發

展，是將LED晶粒整合在燈具中，如此持續發

展下去，LED封裝恐會受到衝擊，我國廠商需

要提早因應之。  

三、趨勢二：LED元件低價化，

產業低毛利化 

既有或新興LED應用市場中，LED僅是

眾多光源中的一種，為替代既有產品，提高

市場佔有率，取得價格優勢是必須發展方向。

以歷史經驗分析，LED元件價格平均每年下

跌15~20%，近年來更因為LED元件特性快速

提升，以及市場供過於求，加速LED元件低價

化發展。以白光LED元件為例，2004年白光

LED單價達每千流明250美元，2016年下滑至

每千流明0.9美元，預估2025年將降至每千流

明0.3美元，詳如圖3所示。  

全球LED元件產業競爭激烈，再加上中

國大陸藉由政府補助崛起，且低價策略成為

陸資廠商主要手段，使得LED元件價格競爭

激烈。因此為與陸資廠商抗衡，低成本製造

技術受到重視，GaN-on-Si、模組化、大尺寸

晶圓、提升製程良率等低成本技術開發，將

成為未來發展重點。此外，部分國際大廠不

再以擴充產能為主要手段，而是採用策略聯

盟方式，積極尋找合作夥伴來轉嫁成本以及

避免陷入產能競賽，例如CREE入股隆達。  

在LED元件低價化過程中，產業也趨向

於低毛利化，過去LED元件廠商以擴增產能

方式，因應低價化 /低毛利產業趨勢，反加速

價格下滑。未來LED元件廠商為確保獲利率，

進行跨領域整合必要性將提高。近幾年就有

許多LED元件廠商進入LED照明進行垂直整

合，或跨足散熱、光學等元件生產進行水平

整合的個案屢見不鮮。雖然跨足LED照明成

品短期之內可以創造營收成長，但是長期而

言仍須思考產品線布局方向，以及如何擴大

銷售通路等問題，才能為公司持續帶來營收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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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Projections for cool-white packages assume CCT=5700 K and CRI >70, while projections for warm-white packages 

assume CCT=3000 K and CRI 80/90. All efficacy projections assume that packages are measured at 25 °C with a drive current 

density of 35 A/cm2.  

資料來源：DOE(2017/10)；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8/09) 

圖 3  白光 LED 元件發光效率與價格變化  

 

四、趨勢三：長期仍須佈局利基

型產品 

LED背光應用產品已相當成熟，且因為

產品技術成熟以及系統廠商降低成本，減少

使用顆數，因此未來市場規模將逐漸萎縮；

照明用LED元件雖持續成長，但成為兵家必

爭之地，產品價格競爭激烈，廠商不易獲利，

詳如圖4所示。  

未來短中期廠商逐漸轉往微投影機、IR

各項應用、植物工廠以及智慧照明等，長期

則佈局UVC LED、醫療感測、Micro LED以

及電子織品等利基型市場，詳如圖5所示。紅

外光與UV LED成為近來被關注的新興產品。 

以UV LED為例，UV LED技術含量高尤

其是UVC(波長365nm以下 )技術含量更甚，目

前全球僅有少數廠商可以提供產品，因此產

品單價極高，使得許多廠商開始觀望與評估

是否投入生產。而Micro LED更被視為下一代

顯示技術，不過巨量移轉技術難度高，使得

產品成本居高不下，仍須持續投入發展。  

不過多數新興市場仍屬於導入期與成

長期階段，尚未有完整產品出現 (whole 

product)，且部分新興市場為少量多樣需求型

態。再則多數新興市場中，LED元件非唯一技

術解決方案，LED元件特性仍有持續提升空

間，也有潛在競爭技術。此外，新興市場對

於技術需求不侷限在 lm/W或 lm/$，而是需視

應用市場特性與差異，發展不同技術。  

就上述利基市場特性可以看出，短期之

內要創造出明顯營收，難度相對較高，且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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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稱之為利基型市場，勢必ㄧ定具有少量多

樣、缺乏標準化等特性。因此經營模式無法

像過去做背光模組等相對標準化、大量製造，

須有不同經營思維，也需重新思考價值定位。 

利基型產品往往具有客製化程度高、產

業鏈封閉、技術含量高等特性，因此新進入

者須長期耕耘，才有機會打破既有供應鏈模

式，因此審慎評估上中下游產業鏈以及主要

供應商變化相當重要，無法以量大取勝，也

不易於短時間即可創造極大營收，須能彈性

配合客戶需求調整，才能在利基型市場占一

席之地。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8/09) 

圖 4  LED 元件應用市場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8/09) 

圖 5  LED 元件利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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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趨勢四：2018年供需情形不

確定性高 

2017年仍有廠商宣布投入擴產，且以中

國大陸廠商為主，包括三安光電、乾照光電、

華燦光電、澳洋順昌以及國星光電等廠商。

而Osram在2015年底宣布在馬來西亞居林新

廠也即將於2017年11月底完工，預計產能將

會陸續開出，詳如表1所示。  

 

表 1  2017 年下半年 LED 廠商擴廠計畫  

宣布時間 國別 公司 擴產計畫 

2017/07 中國大陸 乾照光電 

擬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投資 50 億人民幣（分二期

投入），建置月產 120 萬片（折 2 寸片）規模的藍綠

光晶片生產基地。 

2017/08 中國大陸 三安光電 8 月開始以每月 10 台 MOCVD 速度投放新產能。 

2017/08 中國大陸 華燦光電 

全資子公司藍晶科技與玉溪市紅塔區政府簽署「LED

磊晶片擴建專案」框架協議，將新增年產 3500 萬

片，專案預計總投資 10 億人民幣。 

2017/08 中國大陸 澳洋順昌 

該公司子公司淮安澳洋順昌宣布再次新增投資 17

億人民幣擴大產能，將 LED磊晶片及晶片年產能

擴建至 1,650萬片。 

2017/09 中國大陸 國星光電 

與浙江省海鹽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簽署「項目投資

意向書」，擬在該區投資 10 億人民幣建設華東生產基

地項目，內容包括 LED 磊晶、晶粒與封裝應用建

設。 

2017/11 德國 Osram 

投資 10 億歐元，位於馬來西亞居林的新廠房於 2017

年 11 月 23 日舉行開幕儀式，屆時將成為世界最大、

最現代的 6 吋 LED 磊晶及晶粒生產基地。 

資料來源：各公司資料；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8/09) 

原本各界預期因 2014年 12月 19日中國

大陸國務院『關於清理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

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已有的各類稅收等優

惠，未來中國大陸LED產業補貼將逐漸緊縮。

觀察至今發展，地方政府補貼仍持續中，僅

是更換補貼項目，因此使得中國大陸廠商仍

持續投入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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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過於求一直是LED產業最大隱憂，然

而中國大陸廠商繼續投入產能競賽，再加上

資金由中國大陸政府支持，形成不對稱競爭，

對全球LED產業造成重大衝擊，未來在新產

能開出後，將使得供過於求情況惡化，產品

單價難以維持。再加上 Osram新產能將於

2018年陸續開出，在部分應用市場已經飽和，

即便鎖定照明應用市場發展，但產業競爭激

烈，產品單價下跌快速，對於整體產業發展

仍形成隱憂，詳如圖6所示。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8/09) 

圖 6  LED 元件供需比例變化  

中國大陸廠商在近幾年不論是上游磊

晶 /晶粒以及下游封裝廠擴廠速度都相當快，

台灣廠商與中國大陸廠商不論在產業結構、

產品種類都極為類似，因此當中國大陸快速

崛起後，再加上夾帶低價搶單等因素之下，

台灣廠商將面臨極大競爭壓力，市占率將逐

漸受到威脅，因此未來除持續投入低成本製

造技術之下，如何建構出與中國大陸廠商差

異化，將成為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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