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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資通訊產業已有厚實基礎，在 AI 和 5G 等新興科技帶動下，資通訊產品帶給
使用者更豐富的互動體驗，預期顯示科技與應用將成為下一波產業成長的動能。根據臺
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TDUA)資料，2019 年我國顯示科技產業產值達 1.4 兆元，就業
人口 15 萬人，大尺寸、中小尺寸、TV/IT 面板及車用面板出貨均高居全球第二。全球
顯示科技產業面臨激烈競爭，若我國無因應對策，預估到 2030 年將面臨產值下滑 5,000
億元，就業人口流失 5 萬人之困境。
有鑑於臺灣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的重要性，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於 2019 年 7 月
9 日召開「智慧生活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策略(SRB)會議」
，廣邀 400 位產官學研各界代
表參加，在會議中廣納意見、並形成共識，以完備我國智慧生活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政
策整體規劃；後續依據 SRB 會議結論，規劃「臺灣顯示科技與應用行動計畫 (20202024)」
，協調各部會研議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發展目標與具體推動措施，促成我國
數位轉型。
本「臺灣顯示科技與應用行動計畫」以實現「Beyond Display—透過新興顯示科技
與應用建構 2030 智慧生活」為願景，旨在發揮臺灣既有產業優勢，以硬體打造競爭基
石，以軟體提升價值，發展全方位系統整合方案，並鏈結我國智慧零售、醫療、移動與
育樂產業各領域應用服務相關廠商，藉由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力量，協助高階顯示創
新應用解決方案進行國際行銷，塑造臺灣成為全球顯示科技與應用創新的重要樞紐，讓
臺灣在下一波的智慧產業浪潮中取得機會與優勢，帶動我國邁向未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本計畫推動達成以下總體目標：
一、推動場域：顯示技術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市佔率全球第一；跨域多元示範場
域全球第一。
二、布局技術：虛實融合系統主要供應國(如展演場域、數位教育、電競等垂直應用
領域)；提供全球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製造驗證；建立循環新模式標竿；以綠色循環
材料推動臺灣面板產業成為循環經濟新模式之標竿。
三、建構環境：系統方案輸出產值全球第一；智慧顯示相關供應鏈產值達新台幣 2.5
兆元。
本計畫自 2020 年起開始執行，將統合科發基金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部會計
畫等資源積極推動，全程預期投入新台幣 177 億元，本計畫將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後
續將依循 DIGI+方案之管考與推動機制辦理，並由「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
(簡稱 DIGI+小組)」之「協調推動分組」續行管考推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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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緣起
隨著 5G 通訊時代的來臨，AI 人工智慧的蓬勃發展，萬物聯網的應用服務
時代已經來臨，傳統僅提供單純顯示功能的平面顯示器已無法滿足使用者日益
要求的多功能數位整合服務，而融合機器視覺、影像/語音辨識功能與連結雲
端運算儲存的新形態顯示科技與應用服務的系統方案，將成為下世代顯示產業
的重要發展趨勢。
顯示科技是未來智慧科技生活接觸消費者/使用者的最後一哩路，亦是人
機溝通的重要介面，未來以 AIoT 系統應用，連結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
能科技、生技醫藥、國防，以「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三大策略，
並運用我國顯示產業優勢支持人工智慧科技與大數據應用發展，擴大 5G、AI
應用至智慧醫療、智慧零售、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場域，持續驅動臺灣下世
代產業成長，逐步引導顯示產業朝向系統整合邁進，成為國際級跨域多元應用
系統解決方案，為我國未來十年的發展奠定優勢。
臺灣顯示器技術層次高，是鏈結發展五加二產業與新南向政策之重要關鍵
零組件，不管是在國防設備需求的高階面板、高信賴性工控用顯示器、醫學檢
測設備用顯示器等方面，建立在地自主生產創造差異化價值都是我國顯示科技
與應用產業必須面對的發展課題。為落實蔡總統「數位國家、智慧島嶼」的國
家發展戰略，及產業創新的經濟結構轉型政見，行政院已於 2017 年 10 月核定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以下簡稱 DIGI+方案)，其中「數位創新基
礎環境行動計畫」、「數位經濟躍升行動計畫」、「研發先進數位科技行動計畫」
即成為 DIGI+方案推動的重要發展綱要。而為推動數位經濟發展所需創新應用
服務，需整合我國軟硬體、系統整合等業者，發展出符合使用者需求之新型態
服務方案，顯示科技應用服務產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串連起終端使用者
需求以及系統開發所需之前瞻科技開發與系統整合技術，以提供新型態智慧顯
示應用服務。
2019 年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創造出 1.4 兆的產值，整體產業鏈在臺灣
估計超過 200 家廠商，超過 15 萬就業機會，為全球第二大顯示科技與應用供
應國(占有率 27.6%)，同時，顯示器產業產值亦為臺灣第二大電子零組件產業，
約佔我國 GDP 8%，僅次於半導體產業，是國家經濟的關鍵支柱，也是我國資
訊電子產業的重要基石。有鑑於近年來顯示科技發展快速，對科技、經濟、社
會各面向影響廣泛有別於過往的產業生態系，並對零售業產業、交通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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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業、教育與娛樂…等等各產業都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面對國內外大
環境的急遽變化，如何順應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帶領臺灣締造下一波產業發展
高峰，即成為現階段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發展重要的課題。行政院科技會報辦
公室研析全球科技發展趨勢，並依據科技政策規劃，籌辦顯示科技與應用發展
策略會議，以掌握各界需求、建立社會共識，擬定適合我國的顯示科技與應用
發展策略建議。
為此，行政院於 2019 年 7 月 9 日召開「智慧生活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策
略會議」 (以下簡稱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 SRB 會議)，共有超過 400 位國內、
外產官學研代表參加。依據各方意見及行政院政委結論研提推動計畫，規劃發
展目標與具體作法，以落實各界需求與期待協助產業面對顯示科技與應用的轉
型挑戰，維持國際競爭力，提升民眾智慧科技的相關服務與生活品質。

二、顯示科技與應用國際發展趨勢
各國 AIoT 與 5G 通訊的基礎環境建置逐漸成形，驅動下世代顯示科技帶
來更多元的應用服務與跨產業發展商機，創造出多螢幕高傳真、友善互動與智
慧化的應用價值，新型態的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將發展出以智慧場域需求為導
向的系統整合解決方案，並無縫串接應用服務與新商業模式，因應未來智慧生
活需求。目前美國、日本、韓國、中國、歐洲各國，都積極佈建智慧場域所需
顯示科技之技術研發與應用實證，除了希望藉此帶動產業發展、搶佔應用市場
先機，並希望各項創新應用服務能驅動產業創新升級，引導典範移轉及社會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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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IoT+5G 驅動下世代多螢幕無縫串接應用服務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年 10 月

(一) 全球宏觀環境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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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趨勢變遷(STEEP)：整體趨勢更形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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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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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市化；高齡化
亞洲：人口老化居全球之冠，醫療
體系承受龐大壓力，亟需新技術應
用導入提升效率及品質

全球：AI等創新科技改變生生活模式
亞洲：AI與5G技術應用進入高齡
醫療、零售、移動及育樂等領域

全球：技術驅動生產力提升；
相依價值鏈帶來經濟風險
亞洲：數位化是亞太經濟成長引擎，
但數位轉型也是嚴峻挑戰

環境
全球：氣候與永續成為需克服的難題
亞洲：預計2050年10億人口面臨天
然資源不足，循環經濟成為各國政策
重點

政治

全球：全球化與保護主義拉鋸
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政經話語權提升，
美中衝突將驅動供應鏈與技術多元發展
圖 2：2050 年全球趨勢變遷與待解議題

資料來源：科技會報科技與產業跨智庫集思平台，2019 年 10 月

人口高齡化、都市化與少子化將成未來趨勢。未來智慧物聯網(AIoT)、5G、
人工智慧與區塊鏈等數位科技的創新和應用逐漸成熟，數位轉型將全面改變全
4

球產業結構。預計未來智慧化的科技將更加普及，產業不僅需要以數位化、自
動化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需透過整體創新、技術深化來提高整體產品與
服務的價值，發展軟硬整合的終端應用服務，並以 AI 導入智慧應用場域，朝
創造高值化產品與服務方向發展。2030 年的生活樣態形貌，將包含從身心健
康的追求、環境永續的應變，到驅動生活面貌的全面進化。

2. 需求變化：智慧應用與無所不在的互動顯示
因應未來生活習慣改變，包含高齡化與少子化衍生的智慧醫療與照護需求、
結合 AIoT 系統的衍生的決策載具需求、環境永續發展衍生的節能與低碳設計
需求、串連無所不在的智慧生活衍生的互動科技需求，以及資訊與交易更便利
後衍生的資安防護課題等。
新型態的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將融入在智慧生活四大類應用情境之中：一、
智慧零售應用的智慧商店、智慧物流、虛實整合服務等將帶動智慧顯示需求，
如智慧看板互動體驗、個人化購物旅程設計、智慧感知看板、電子貨架標籤、
智慧販賣機等；二、智慧醫療應用的智慧醫院、全人健康照護、健康促進自主
管理等，將帶動智慧顯示需求，如結合 AI 的醫學影像、遠端視訊診療、即時
互動的醫院 ICT 環境、協助流程與管理創新；三、智慧育樂應用的智慧校園、
終身學習、電競產業等，將帶動將帶動智慧顯示需求，如體感互動、沉浸體驗、
融入個人化與遊戲化設計等；四、智慧移動應用的智慧運輸、智慧交通資訊管
理、移動即服務等，將帶動智慧顯示需求，如智慧節能站牌、公共導覽互動看
板、智慧感知車用人機介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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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30 年需求變化-智慧應用與無所不在的互動顯示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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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顯示器產業發展趨勢
根據市調機構 IHS Technology 報告指出，2018 年全球前五大 TFT-LCD 大
尺寸面板出貨數量廠商，依次為京東方、 LGD、群創光電、友達光電及
SAMSUNG DISPLAY，五大廠的全球市占率各約 27.0%、17.1%、16.9%、13.2%
與 6.8%。在中國大陸透過國家政策帶動自製率提升並以補貼擴大產能供給下，
近三年來全球面板價格跌幅超過 30%，驅使面板產業由規模競爭進入價值競
爭。

1. 2010~2014 年：台韓全盛時期，日本開始邁向轉型之路
(1) 此時期為韓國面板廠商產能獨霸全球的全盛時期(市占率高達
48%)，其中 SAMSUNG DISPLAY 產線橫跨 2 代線至 8.5 代線，
產能為全球第一，且為最大單一面板廠。LGD 則在大型面板出貨
上呈現領先的態勢，在 Monitor、NB、TV，乃至於當時熱門新興
應用的 Tablet 面板，出貨量都是全球第一，為臺灣主要競爭者。
(2) 日本業者 Panasonic、Sharp、JDI 等因面臨產品價格競爭造成的經
營壓力，朝向發展利基型產品轉型，在 IT 類面板以 Tablet、NB 等
商品為主，另外也鎖定車載以及醫療等工業用面板研發生產。
Sharp 在 2012 年爆發了鉅額虧損，其後鴻海集團宣布合資事宜，
獲取 Sharp 近 10%的股份，改革策略目標以精簡不必要的事業縮
小支出為主，並強化產品單價與客戶群，求取利潤的最大化。同
一時期日本官民基金「產業革新機構(INCJ)」於 2012 年整合 Sony、
Toshiba、Hitachi 的 LCD 中小尺寸面板事業，成立 JDI (Japan Display
Inc；日本顯示器公司)。
(3) 中國大陸政府於 2011 年制定十二五計畫提出面板產業國產化目
標以扶植當地面板產業，並於 2014 年制定【新三年計畫】投資高
世代面板線。2012 年起，中國大陸高世代面生產線產能逐步開出，
其中京東方投資人民幣 280 億元設置 8.5 代線，最大投片量為 90K/
月。2012 年華星光電的 8.5 代線開始 40 吋 TV 面板的量產，第二
座 8.5 代工廠於 2015 年完工啟用。
(4) 臺灣群創 2009 年以 1,650 億元併購奇美電，並以 210 億元併購統
寶，
「新奇美電」合計全球面積市占率達 18%，產能僅次於韓國的
Samsung、LGD，成為全球第三大面板廠，友達市占率亦高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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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2018 年：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產業版圖大挪移
(1) 2015 年韓國 Samsung 集 團因 手 機市 場惡 化 驅使 SAMSUNG
DISPLAY 開始轉型，逐步降低對 SEC(Samsung Electronics)品牌的
依賴，出貨比例從過去的 60%的降低至 50%以下。為提升生產效
率逐步關閉 L4、L5 廠、A1 等廠，並於 2018 年在 Samsung 研究
所內成立另一個新世代電視技術研發小組，開發 QLED 及 Micro
LED 等新世代顯示器技術。
LGD 仍為全球大型面板出貨霸主，Monitor、NB、TV、Tablet 面
板，LGD 出貨量均保持全球第一，而為了加速發展 OLED 面板事
業，逐漸縮減 2-6 代 LCD 面板的龜尾工廠規模，並於 2017 年底
將 3.5 代、4 代、5 代廠各 1 座關廠，集中 AMOLED 事業發展。
(2) 日本 Panasonic 降低 TV 面板的產出，轉向利基型產品，鎖定 Public
Display、車載以及醫療等業務用面板。Sharp 於 2016 年正式成為
鴻海集團旗下的子公司，主要生產 TV 面板的堺工廠(G10)，在鴻
海宣布將不再對 Samsung 供貨後，專供自有品牌電視使用。
(3) 2017 年中國大陸京東方 a-Si 手機面板占有率達第一(27.8%)，大尺
寸液晶顯示面板出貨量居全球之冠，全球首座 10.5 代面板廠在
2018 年 3 月正式量產。在國家政策支持下，陸續投資近人民幣兩
千億元擴建高世代面板產能。此外，2017 年天馬全球 LCD 全螢
幕面板達 26%的市占率，居全球之冠，LTPS 出貨市占率 17%為
全球第二大。中國大陸已成全球顯示產業舉足輕重角色。
(4) 臺灣業者中小尺寸面板出貨量曾經超過韓國 Samsung，面板供需
失衡下導致連年虧損。2014 年勝華科技公司因經營不善聲請重整，
並於 2017 年下市。

3. 2019 年至今：產能供過於求成新常態，廠商力求轉型突破
(1) 韓國 LGD 面臨連續虧損，宣布組織重整並進行裁員，裁撤近 1/4
管理層人員，同時縮減 LCD 事業，加速 OLED 事業佈局。
SAMSUNG DISPLAY 亦逐步關閉傳統 LCD 生產線，全球傳統
LCD 的出貨排名已退居第五大，後續將在 2025 年前投資 13.1 兆
韓元(約新台幣 3,650 億元)用於升級 LCD 生產設備及研發，並鎖
定最新世代量子點顯示器(QD Display)技術，規劃在牙山市(Asan)
開闢量子點顯示器生產線，預定 2021 年開始生產。為維持全球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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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南韓總統文在寅宣布政府將投資大約 4,000 億韓元(約新台
幣 110 億元)協助推動研發下一代面板。
(2) 日本 JDI 自 Apple 手機面板由 LCD 轉換成 OLED 技術後，訂單
大量流失，迫使日本最後一家顯示器業者 JDI 因連年虧損尋求海
外注資並進行公司再造，雖仍掌握關鍵材料與設備，但日本業者
已逐漸淡出製造業務。
(3) 中國大陸京東方合肥 10.5 代 TFT—LCD 邁入量產階段，並於武漢
啟動第 2 座 10.5 代液晶電視生產線。華星光電 11 代線亦啟動量
產，主要生產 65 吋面板和 43 吋面板，嚴重衝擊大尺寸電視面板
市場價格。
(4) 在中國大陸高世代面板產線 2018 年下半年陸續步入量產衝擊下，
面板價格持續下滑，友達自 2018 年第四季起面臨六年來本業首次
虧損，未來將透過 Smart Investment 策略朝向少樣多量的客製化產
品利基型市場發展；而中華映管深陷面板產能縮減惡性循環，自
2018 年爆發財務危機後，於 2019 年宣布破產，解雇超過 4 千人。

2015

2016

2017
• 勝華科技
重整下市

• 2010 群創、奇美電與統寶合併

2018

2019

2020

• 友達規劃投資407億元擴建桃園、台中廠房 (7月)
• 友達ADR自紐約證交所下市 (9月)
• 中華映管宣布破產，解雇超過4千人 (9月)
• 面板雙虎2019年前三季虧損逾200億元
• 群創規劃投資701億元於竹科、南科擴大AI智慧
製造及前瞻技術研發 (11月)

• 【十二五計畫】訂定面板
自製率80%目標

• 中國產能成全球第一
(超越台灣與韓國)

• 【新三年計畫】投資高
世代線

• Samsung7代線關廠 • Samsung 5代線關廠
• LGD 6代廠產能轉
OLED面板

• 三菱電機退出液
晶面板製造
• 索尼、東芝和日立將
LCD部門合併為JDI

• 【超高清視頻產業行動發展計畫】
(2019~2022)
• 受中國大幅擴產衝擊，近三年來
全球面板價格跌幅超過30%

全球產業地位領先且產業鏈完整
具垂直領域優勢，適合發展少量
多樣供給模式
既有產線折舊將近結束，成本
競爭力高
國家政策帶動自製率提升
並以補貼擴大產能供給

• Samsung8.5代廠轉QD-OLED

• LGD 5代廠轉OLED照明 • LGD8.5代廠轉OLED
• LGD 3.5代、4代、5代廠 • LGD 2019前三季累計虧損300億元，
裁撤近1/4管理層人員
各1座關廠

• 夏普被鴻海收購
• Panasonic退出電視LCD
面板生產

發展智慧生活應用市場
與新興技術

• 日本僅存的JDI因連年虧
損尋求海外注資

發展品牌並轉向高階顯示
器產品線

淡出製造，仍掌握顯示器產
業關鍵設備與材料

圖 4：全球顯示科技產業面臨轉型挑戰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2 月

(三) 全球顯示器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
未來顯示器將轉由利基產品帶動產業朝新興應用發展，預估 2025 年過去
消費型電子主流產品包括智慧型手機、LCD 電視、NB、桌上型螢幕、平版電
9

腦等大宗產品之面板產品出貨成長性已接近飽和與停滯，而新興利基產品如車
用、商用、智慧穿戴等相對呈現高度成長，預估到 2025 年車用顯示產品年複
合成長率為 5.5%，出貨量達 2.2 億片，市場規模 100.9 億美元，成長幅度可觀；
其餘高成長產品包括公眾用顯示產品、腕帶顯示產品、近眼式(AR/VR) 產品、
OLED TV 產品等。
此外，全球 ICT 產業智慧物聯網(AIoT)發展趨勢下，以各種垂直應用為導
向，包括消費市場(consumer)，零售市場(retail)、健康照護(healthcare)、交通運
輸(transportation)、教育(Education)與娛樂(Entertainment)等，並應著眼智慧裝置
(smart appliances)、自動大眾交通(automated public transit)、遠端健康監控
(remote health monitoring)、電子看板(digital signage)、車聯網(connected vehicles)
與空中交通監控(air traffic monitoring)等應用領域。針對特定垂直應用，透過軟
硬整合方式開發產品，將是未來產業再創高峰契機。

圖 5：2025 年全球顯示器市場轉由利基產品帶動產業朝新興應用發展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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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顯示科技產業面臨轉捩點
據市調機構 IHS Technology 資料顯示，2018 年全球顯示器產能面積年增
率達 9%，預期 2019 年成長大於 10%，主要因素為諸多應用面板平均尺寸上
升，推升終端市場對大尺寸面板需求持續增加，如電視、桌上型顯示器、筆記
型電腦與平板電腦、手機及商用顯示器等終端電子產品。
高世代線搭配新技術的量產學習曲線仍待觀察，且各應用市場產品朝向更
高價值需求發展，如更高解析度、更輕薄設計、窄邊框、觸控面板整合型產品、
軟硬體系統整合等，市場需求的轉變驅使產業從產能擴充邁向技術能力、價值
整合力的競爭。
(1)供過於求成常態：在中國大陸投入國家資源擴充產能，供過於求常態，
近三年來全球面板價格跌幅超過 30%。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轉向高附加價值
及整合型解決方案發展。
(2)技術換代難驅動換機潮：電腦系統、通訊、消費性電子產品已難由單點
技術突破帶動市場成長，AR/VR、車載應用、智慧醫療等利基市場具高成長性
(3)AIoT 時代應用需求多樣化：符合智慧生活所需產品型態帶動少量多樣
快速製造。

2. 全球顯示器市場未來挑戰
(1)中國大陸持續擴廠：近年中國大陸競爭對手集中高世代之生產線且持
續擴充產能，衝擊面板供需平衡，然而產能已非唯一的競爭優勢，廠商須透過
優質技術力、整合力，發展先進顯示技術與應用系統，包含智慧感測、虛實融
合及資訊安全等新興科技，並開發差異化材料與製程綠色技術，才能進一步提
升產品價值。
(2)主流消費性產品市場漸趨飽和：近來液晶電視、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等
消費性產品需求在成熟市場已漸飽和，面板市場整體出貨量與成長力已逐漸趨
緩，但隨著雲端通訊、大數據及物聯網等新興領域方興未艾，將為顯示器市場
帶來新的應用商機。展望未來，建立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
育樂四大應用需求的智慧顯示系統，並結合 AI、5G、區塊鏈等技術的創新商
業模式與應用服務解決方案，將能為產品服務創造更高的價值，實現數位轉型。

3. 全球顯示器市場之未來潛力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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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高解析度與虛實整合之生態系統：消費者對大尺寸顯示器產品講求
更佳畫質、身歷其境及外觀設計感，隨著全球 UHD 4K/ 8K4K 生態系統漸趨成
熟，未來搭載超高解析度、任意尺寸、任意型態的無縫拼接式顯示器產品，將
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具臨場感的視覺體驗與完美的影像。而隨著未來全球在 5G
高速通訊環境將陸續建置完整，為消費者帶來更快速的傳輸及高品質的即時溝
通服務，因此發展虛實融合互動顯示與感測、感知、資訊安全等系統整合技術，
將可實現 AR/VR/MR、3D 全像素等全新顯示技術的應用。
(2)高成長性應用市場：採用 TFT-LCD 之終端應用中仍有具高度成長性的
產品，例如車用市場、醫療用顯示器、零售/商用之零售應用顯示器、穿戴裝置
與 AR/MR 之智慧娛樂顯示器等應用市場。如在近年穩定成長的車用市場，不
僅吸引各面板廠商積極進入技術門檻高的車用高階面板產品市場，並形成車用
面板搭配觸控感應器與貼合的整合型方案發展趨勢，並搭配任意型態系統整合
設計概念，成功吸引日系、歐系、美系、韓系及陸系等各大車廠陸續導入採用。
(3)智慧物聯網商機：5G 逐步展開商業運轉，透過更綿密的網路覆蓋及更
高效率的資料傳輸、超可靠度和低延遲通訊，將有助於拓展需要兼具速度及穩
定度的服務應用。未來 5G 物聯網環境下，聯網裝置數量將快速增加，新商業
模式及新應用加速發展，並帶來更多元和廣泛的顯示器應用，同時各種應用往
大尺寸發展，面板需求面積也不斷成長。其中智慧零售、智慧娛樂、智慧車載、
智慧醫療等應用場域，皆需搭配包括超高解析度、曲面、廣色域、超高動態對
比技術、整合型觸控、加值型應用產品，發揮整合優勢提升附加價值，以技術
多樣性創造差異化與高值化的產品，迎接智慧物聯網時代的商機。
(4)綠色製程商機：地球資源日漸減少，各國政府與企業紛紛以獎勵或法規
限制等方式，驅使產業發展綠色製程技術，我國五加二創新計畫也將循環經濟
的推動視為產業轉型升級、遠續發展的重要一環。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投入發
展如數位曝光 TFT 背板及數位噴印 QLED 之材料，並開發易拆解面板製程技
術及功能性材料再利用技術等，將成為未來臺灣落實推動綠色循環經濟的契機。

(四) 全球顯示器產業發展趨勢
1.韓國：轉為發展品牌行銷與高階顯示器產品
受到中國大陸積極擴張面板產能衝擊，近年來韓國在全球大尺寸 LCD 面
板市占率由 2012 年之 47.6%持續降至 2018 年之 25.6%，即使如此，Samsung
與 LG 仍穩居全球電視品牌前二大廠商。近年來韓國大廠 SAMSUNG DISPLAY
與 LGD 積極推動顯示器產業轉型，除加強推動品牌的全球行銷布局之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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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發展如 QLED、Micro LED、QD_OLED 等新興顯示器技術，以創造更高
價值產品。
(1)Samsung 電子：發展 Micro LED 與 AMOLED 等利基產品
Samsung 電子目前是以高階電視產品(如 QLED 4K/8K)為銷售發展主軸，
未來將全力推廣 QD OLED 或 Micro LED 電視，搶占全球具高消費階層的電視
市場。而在小尺寸方面，Samsung 電子則延續在行動裝置 AMOLED 的龍頭地
位，持續發展指紋辨識與全面屏等解決方案，掌握智慧型手機的高階顯示器市
場商機。2019 年 10 月 SAMSUNG DISPLAY 宣布將在 2025 年前投資約 110 億
美元用於升級現有面板產線，並加速開發最新世代顯示器技術(如 QD Display、
Micro LED)，預定 2021 年開始生產。
(2)LGD：積極發展大尺寸 OLED 電視與 Micro LED 技術
在大尺寸高階電視方面，LGD 以主動發光 OLED 技術強化色彩表現，不
僅在今年擴大廣州 8.5 代 OLED 面板生產線，並先量產現行主力 55 吋和 65 吋
OLED 面板，計劃 2020 年起量產 77 吋 OLED 面板。2019 年 7 月宣佈在坡州
投資 25 億美元 10.5 代 OLED 電視工廠，預期將 OLED 電視在整體電視市場
的占有率從 2018 年的 5.7%，提升至 2023 年的 10.4%。

2.日本：掌握顯示器產業關鍵設備與材料
日本業者近年來紛紛退出顯示器生產行列，但在顯示器的材料與設備，仍
占有非常關鍵的地位，如在彩色光阻方面，日本廠商(Sumitomo Chemical、
JSR…等)市占率超過 65%，偏光板的 TAC 膜材料，日本廠商(Fijifilm、Konica…
等 ) 市 占 率 超 過 82% ， 關 鍵 設 備 方 面 則 包括 Canon/Nikon 的 曝 光 設 備 、
Tokki/Ulvac 的鍍膜設備等。
面對下世代新興顯示技術的蓬勃發展，具有深厚研發實力的日本關鍵材料
與設備廠商預期仍將維持領先地位。如日本廠 Toray 發展 Micro LED 巨量轉移
設備與完整檢修解決方案； Micro-tec 的 mini LED 超高精度網版印刷機；太
陽油墨則推出各式 Mini LED 高反射率白色防焊油墨、Mini LED 黑色邊框油墨
相關產品；Sumitomo Chemical 的 Micro LED 用量子點光阻；信越的 Micro LED
巨量轉移用的 Stamp 模組與 Mini LED 間隔用黑白矽膠；以及 AGC 的 Micro
LED 用之微通孔玻璃等。

3.中國大陸：以政策補貼積極擴廠擴大產能供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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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CL 與海信為首的中國大陸品牌業者，在 2018 年全球電視品牌共取得
36%市占率，緊跟在韓國之後，而在產能占比方面，201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面
板廠出貨面積全球占比達 50.1%，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政府的政策支持與資金
補助，成為支撐中國大陸顯示器產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京東方：邁向全方位顯示器面板生產龍頭
近年來京東方以每年擴建 1～2 座新廠的速度，躍居為全球最大面板廠，
2019 年京東方面板出貨面積市占率將達到 18%，超越 LGD (17％)躍升為全球
面板龍頭，在五大主流面板應用領域正式成為全球霸主。展望未來，京東方在
主流面板市場繼續稱霸全球，未來還將積極往高階大尺寸電視、車用、電競、
醫療、公共顯示器等應用領域發展，發展成為具有 TFTLCD、AMOLED、Micro
LED 全方位技術的面板製造廠商。為應對市場環境變化，京東方實施 IoT 智慧
物聯網轉型戰略，加快產線產品結構優化調整。而在健康事業群中，開發首款
BOE 品牌智慧睡眠儀、動態心電記錄儀、智慧手錶等產品，並搭配 BOE 移動
健康 APP 3.0，提供消費者軟硬體整合的健康服務。

4.臺灣:發展高值化利基型應用市場與新興技術
近年來臺灣面板業者不斷轉型，如友達積極發展 8K TV、車用、電競、醫
療等利基市場；群創則積極擴展電視整機業務，以及布局 8K TV、車用、公共
顯示器等應用領域，並與 Sharp 的全球品牌做整合行銷，打造一條龍的生產與
銷售的模式。而在產品與技術佈局方面，友達與群創則皆朝向 Mini LED、Micro
LED、軟硬體整合系統方向發展。
相對於陸資大廠的資本與產能競賽，臺灣廠商走向輕資本投資未來潛力技
術、AI 導入自動化彈性生產，延伸價值鏈佈局智慧應用場域，朝高值化產品
佈局，並以整機創新、技術升級方式提高利基產品生產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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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發展趨勢
臺灣顯示器產業鏈涵蓋上游材料暨關鍵零組件、面板生產(Array+Cell)、模
組段組裝，以及終端系統產品。2018 年顯示器產業規模約為 1.5 兆新台幣，預
估 2019 年因面板價格降低產值將下滑至 1.4 兆元。臺灣為全球第二大的顯示
器供應國，顯示器產業產值亦為臺灣第二大電子零組件產業，僅次於半導體，
顯示器產業產值約佔我國 GDP 8%。顯示器整體產業鏈在臺灣估計超過 200 家
廠商，創造超過 15 萬就業機會。臺灣顯示器主要生產產品為大尺寸面板產品，
占比為 69％，其次為小尺寸面板產品占比為 28％、其它(OLED、觸控…)共占
3%。數十年來面板業者產能持續投入，帶動上游關鍵零組件在地化發展，在臺
灣形成完整的產業聚落。
近年來臺灣面板業者朝向重視產品獲利能力，轉型發展多角化利基型產品，
以期達到更高附加價值的目標。而臺灣業者在 6、7 代線以下折舊將近結束，
在報價上更具競爭力，在財務體質逐漸恢復健全之後，也進一步刺激臺灣廠商
的資本投資(如鴻海啟動在美國與廣州次世代產線之投資) ，跳脫現有產能競
爭生產大宗產品的削價競爭困境。
展望未來，隨著數位經濟時代來臨，產業以新思維因應升級轉型，將從以
往製造導向的模式移轉至跨領域整合模式，創造以用戶為中心的新價值，透過
跨領域、跨產業的整合在新經濟時代創造新的體驗，拓展以各種垂直應用為導
向的垂直市場，包括消費市場(consumer)，零售市場(retail)、健康照護(healthcare)、
交通運輸(transportation)、教育(Education)與娛樂(Entertainment)等領域，預期在
智慧零售領域的整體產值將從 2017 年之 630 億提升至 2030 年之 5,860 億，在
智慧健康照護領域的產值將從 2017 年之 120 億提升至 2030 年之 3,880 億，在
智慧育樂領域的產值將從 2017 年之 660 億提升至 2030 年之 2,630 億，在智慧
移動領域的產值將從 2017 年之 850 億提升至 2030 年之 2,540 億。

(一) 主要業者發展現況
綜觀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相關產業，近年來已成功打進國際市場供應鏈、
扮演重要角色，並衍生可觀產值，包括：
 關鍵零組件及材料：如背光模組、彩色濾光片、OLED 發光材料、玻
璃基板、偏光板、驅動 IC、液晶、封裝材料與製程化學品
 關鍵設備：如真空設備、光電感測器、清洗設備、構裝設備、顯影蝕
刻及剝膜設備、測試設備等
 終端設備與系統整合：如手機、電視、NB、Mnitor、商用及工業、醫
療、零售商系統整合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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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廠：如大型 TFT LCD 面板、中小型 TFT LCD 面板、電子紙、OLED
面板、TN/STN 面板廠商等。
臺灣面板產業在臺灣整體 ICT 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並在全球面
板產業居寡佔優勢。2018 年大尺寸面板臺灣在全球市場占有率 30.8%(全球第
二)。中小尺寸 TFTLCD 面板臺灣在全球市場占有率 27.1% (全球第二)。

1.友達光電:布局未來新興場域應用與前瞻技術
友達在技術的發展上高度多角化，目前擁有 a-Si、LTPS 和 OLED 等三大
面板核心技術，應用市場遍及手機、NB、TV、車用、工控、醫療…等領域，
並具有完整各世代面板產線，能提供客戶不同尺寸及多樣化的產品。集團事業
涵蓋面板、LED 晶片與模組(隆達)、電子紙(原 SiPi×)、太陽能等事業。友達近
年來積極轉型成效優異，主要鎖定在三大發展策略：最適規模、價值創造、擴
展新事業等。
在少量多樣的環境下，以小的世代線在低成本下發揮價值，此外，友達不
追求規模的擴充，而是訴求產品價值的提升，如電競市場、車載市場、ATM、
POS 機器、甚至在遊艇上的面板，目前合計已占總營收比重超過 50%。
在技術創新方面，友達除研發先進顯示器技術，包括 8K4K 電視顯示技術、
高解析度高刷新率及搭配 Mini LED 背光之超大尺寸電競專用液晶面板、多用
途公共訊息顯示器完整解決方案、高規電競筆電面板、超薄高續航力筆記型電
腦面板、高效能高耐候車用與機上娛樂系統面板、醫療用廣色域面板、更有成
本競爭力的 IJP(噴墨印刷) AMOLED、高解析度全彩主動式 Mirco LED 顯示技
術外，也持續投入研發資源，培植自主開發技術的能力，保持技術領先地位。
友達延伸優勢創造健康醫療、車用、電競、工控、教育、公共顯示器、智
慧白板等新應用，以價值鏈整合與附加價值提升為客戶提供更多加值解決方案
與服務。以醫療領域為例，友達開發 27 吋高解析(UHD 4K)、高亮度(800 nits)
廣色域、廣視角及高對比液晶面板，分別應用於超音波、成像造影、內窺及微
創手術等專業醫療用途，除提供醫療級面板產品之外，亦與明基醫院、怡安醫
材、明基透析、明基口腔醫材等合作，並跨界與雙連安養中心等醫療養護體系
鏈結推出新的智慧醫療及智慧養護解決方案。

2.群創光電:從模組到整機與品牌的全方位解決方案提供者
群創光電在臺灣的產線遍佈南北，涵蓋 G3.5 至 G8.6，近年來群創逐步啟
動較具規模的資本投資計畫，包含現有廠房產能的擴張、高雄路竹 G6 LTPS
TFT LCD 建廠等，另外新廠房也導入 IGZO 與薄玻璃等新技術，增加自動化
設備並提升製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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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創的策略發展包括技術紮根、擴展應用、工業互聯等，除持續深耕於電
視、桌上型監視器、筆記型電腦、手機、車載用、醫療用、工業控制用的顯示
器產品，並開發環保材料、省電低功耗、超高解析度、高彩度表現、輕薄、窄
邊框、高動態表現、廣視角等；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究發展包括曲面與任意型
態顯示、IGZO、AMOLED、Mini LED、Micro LED、內嵌式整合觸控技術、廣
色域顯示、中大尺寸觸控型面板等。
群創業務範圍由面板製造擴展至電視與顯示器產品的組裝，藉由與鴻海、
Sharp 的三合一強化集團內產品的整合性與完整性、一條龍生產與組裝的整合
綜效，透過鴻海入股 Vizio 與 SKYTEC UMC LTD 股份，搭配 Sharp 的全球品
牌行銷力，創造顯示器產品產銷合一的完整供應角色，將公司從傳統面板廠延
伸，從終端成品設計、製造，拓展至整機、垂直整合上游面板及下游通路的整
合型顯示系統供應商，並深耕與客戶的策略結盟合作，為 5G、8K 時代智慧顯
示系統的整合應用服務奠下基石。此外，成立新創公司積極推動跨域智慧顯示
事業，包括旗下 X 光醫療事業單位成立睿生光電、生產車用顯示器的群豐駿
科技以及鴻海集團生產無縫拼接螢幕大型公共顯示器(PID)的勝利仕科技等，
落實跨域多角化佈局。

3.元太科技:先進技術開發引領各式創新應用
E Ink 元 太 科 技 專 事 生 產 電 泳 式 電 子 紙 顯 示 器 (ePaper based on
Electrophoretic technology) ，在併購飛利浦電子紙事業部、韓國 TFT LCD 製
造廠 Hydis Technologies、美國電子墨水關鍵技術 E Ink 公司後，完成電子紙生
產鏈從電子墨水到電子紙面板、模組的一條龍生產製造，在全球電子紙 (ePaper) 產業穩居龍頭地位，更是全球主動矩陣電子紙唯一的製造商。
2013 年元太科技成立新事業群，負責 eReader(電子閱讀器)、ESL(電子貨
架標籤)等電子紙相關產品與市場的開發。目前電子紙的應用除了閱讀器之外，
也擴展至手錶、手機、電子標籤、菜單、廣告看板、電子地圖、醫療等應用商
品。預估 2030 年全球將有 229 億個物聯裝置，電子紙以具備超低耗電、無線
連網、無線供電、戶外可視等裝置功能的特性，將是物聯網時代中重要的人機
介面。元太科技也持續發展包括智慧交通、智慧零售、智慧物流、智慧醫療、
智慧教育等多元應用，推廣電子紙應用在智慧城市的各項物聯網裝置中。
在智慧交通方面，積極與全球交通運籌應用專案與系統方案商合作，包括
中國大陸福州市、韓國羅州創新城市，及臺灣花蓮與金門等地，都逐步導入具
太陽能供電系統的電子紙公車站牌或候車亭應用；醫療應用方面除已在臺灣多
家大型教學醫院推展電子紙顯示器，導入電子紙看板作為病患及病房資訊顯示
器應用，也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Landmark 醫院導入下世代智慧照護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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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耗電與廣視角特性的電子紙取代醫院場域使用的傳統手寫白板，透過無線
電子紙看板顯示電子健康記錄以確保資訊傳遞的正確性，提供醫生、醫護人員、
以及病患與家屬間無縫溝通的工具，優化醫療照護的資訊顯示方式，提高醫護
人員工作效率。
元太科技亦持續投入研發投資及全球專利布局，擁有全球累計超過 5,000
個以上專利，開發無需傳統墨水、可重複列印的電子紙 JustPrintIt 列印技術以
及 ACeP(Advanced Color ePaper)先進電子紙顯示技術等。

4.中強光電 : 利基產品與系統服務扮演未來主要成長動能
中強光電集團目前主要業務分為節能產品與影像產品二大類，其中在背光
模組及數位投影機(DLP)之出貨皆穩居全球第一大龍頭地位。在節能產品方面，
未來將更聚焦在車載、工控、醫療、電競、智能家居及 PID (公眾顯示器)應用
市場等需求成長區塊，提供各類少量多樣、客製化程度高的產品。技術開發則
著重於因應超薄、窄邊框、觸控、高解析度及節能顯示器之市場趨勢。未來將
持續深化各種光學零組件的核心技術、顯示技術、系統整合技術等，並將面板、
系統、及軟體整合為客製化顯示器解決方案，如發展超精細 HDR 顯示模組、
自由形狀背光模組、拼接電視牆、防窺顯示器應用等。
為因應未來大屏顯示暨專業視聽市場需求，中光電於 2017 年收購英國高
階影像處理領導廠商-Calibre UK Limited，藉由軟硬體技術的整合開發更高速
反應與清晰景深的影像處理產品，另外亦提供大型 LED 影像屏訊號處理技術
等的嵌入式創新解決方案，帶動中光電跨入 LED Video Wall 供應鏈市場，並加
速中強光電轉型。
影像產品方面積極發展 1080P/ 4K/ 8K 投影機等相關產品，以及推出結合
AI、語音助理的家用智能娛樂投影機等。另外，並推出｢雷射超寬屏觸控系統」
、
｢多屏自動化融合系統」、｢沉浸式曲面觸控系統」等創新產品，滿足市場對投
影機產品之亮度、顏色飽和度、解析度及使用者便利性的各種需求。子公司奧
圖碼科技專注投影系統研發及銷售，並以「OPTOMA」品牌投影機行銷全球，
現今已是 DLP 投影機全球領導品牌。
近年來中強光電由背光模組製造積極轉型為顯示器系統整合供應商，2017
年下半年公司的新事業獨立成五間子公司，朝影像辨識、人工智慧、雲端加值
服務、無人機等應用領域發展。

5.佳世達：智慧解決方案與醫療事業扮演成功轉型關鍵要素
佳世達積極推動公司轉型，並規畫智慧醫療、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解決
方案、關鍵材料零組件等三大發展方向，訂定在 2022 年達成高附加價值的事
業營收過半的目標。佳世達藉由策略投資明碁、為田、眾福、益欣組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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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大聯盟」，並與聚碩、羅昇、友通、明泰、拍檔科技、宇迪光學、網
其陽等共同合作，打造出從模組到系統、從雲到端的智慧解決方案。
而在醫療事業方面，佳世達從 2010 年起，在醫療事業陸續投資明基三豐
醫材、怡安醫療器材、杏合、虹韻、凱圖國際、明碁上海生物技術，拓展醫療
服務、醫療設備和耗材等不同領域，推出各式數位牙科、聽力服務、智慧手術
室整合方案 IQOR、人工腎臟、醫用耗材、超音波等醫療影像產品，持續耕耘
醫療垂直應用領域。

(二) 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優劣勢分析
近年來大陸面板廠擴產積極，挾政策支持在全球市場低價競爭，使得台廠
市占率大幅萎縮，而人才亦因無法發揮而持續流失。未來因應 5G 多元創新應
用，全球 ICT 產業逐步朝智慧物聯網(AIoT)發展，將衍生以各種垂直應用為導
向的智慧顯示應用商機。
發展優勢：我國廠商因 6、7 代線以下折舊將近結束，成本競爭力高，且
更適合少量多樣垂直應用領域所需(零售、醫療、移動與育樂)，而我國下游 OEM
廠及觸控領域競爭力強並與國際領導品牌廠合作已建立穩固基礎，皆成為未來
產業競爭之重要基石。但由於廠商財務採保守策略無力增加資本支出，進而影
響新技術與高階產品布局。
因應策略：推動智慧顯示跨域產業合作結盟，整合產業上/中/下游廠商，
串接顯示零組件、系統整合及應用場域業者，建立以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
慧移動及智慧育樂四大應用之跨域合作及溝通機制，並推動跨產業鏈及產官學
研合作。針對智慧顯示產業應用推動中所面臨之產業鏈合作瓶頸、技術發展缺
口、政策法規及環境阻礙等多面向工作，進行同步協作及整合，加速產業發展
並提升市場化效益。另外，藉由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等機制，強化在地鏈結
掌握國外商情資訊與目標市場需求，連結目標市場產官機構、通路夥伴、潛在
買家，提供顯示科技產業市場進入策略諮詢、商情分析媒合、參與國際論壇和
展會等行銷活動籌辦，精準媒合本土解決方案加速進入新南向國家和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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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優劣分析
優勢 (S)

劣勢 (W)

• 6、7 代線以下折舊將近結束，增加成 • 財務採保守策略致新技術與產能布

內部
策略分析

本競爭力且更適合少量多樣垂直應用

局已漸落後，無力增加資本支出影

領域所需(零售、醫療、移動與育樂)

響高階產品布局

• 下游 OEM 廠及觸控領域亟具競爭力
及領導地位

• 無自有品牌出海口及內需市場支
持。

• 與國際領導品牌廠合作已建立穩固基

外部

礎。

攻擊策略 (SO)

• 5G 多元創新應用，帶來全球新創事業發

補強策略 (WO)

展及既有產業轉型的良好機會。全球 ICT • 推動國產化落地內需，建置最佳解決 • 藉由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等機
產業逐步朝智慧物聯網(AIoT)發展，以

方案展示櫥窗，整合產業上/中/下游

制，強化在地鏈結掌握國外商情資

各種垂直應用為導向的智慧顯示應用商

廠商，串接顯示零組件、系統整合及

訊與目標市場需求，連結目標市場

機龐大

應用場域業者，結合零售、醫療、移

產官機構、通路夥伴、潛在買家，

機 • 未來 2030 臺灣各種智慧生活應用情境

動與育樂產業公協會能量，建構產業

提供顯示科技產業市場進入策略諮

會

逐步實現，有利於臺灣產業數位轉型內

數位轉型在顯示科技的短中長期應用

詢、商情分析媒合、參與國際論壇

需帶動產業、發展數位經濟。

發展。

和展會等行銷活動籌辦，精準媒合

外 (O)
部
環
境
分
析

• 建立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
療及智慧育樂四大應用之跨域合作聯

家和新興市場。

盟及溝通機制，推動跨產業鏈及產官 • 發展具顯示科技跨域整合創新應用

• 大陸面板廠擴產積極，挾政策支持低價
與台廠正面競爭，台廠大陸市占率將由

威

本土解決方案來加速進入新南向國

6 成(2011)萎縮至 2 成(2018)以下

學研合作，整合系統方案連結場域建

實務能力之人才，推動智慧顯示產

立實績。

業跨域發展。

防護策略 (ST)

退避策略 (WT)

• 針對智慧顯示產業應用推動中所面臨 • 推動智慧顯示跨域產業合作結盟，
之產業鏈合作瓶頸、技術發展缺口、

不再由顯示產業單打獨鬥，結合臺

脅 • 人才無法發揮持續流失，另一方面產業

政策法規及環境阻礙等多面向工作，

灣優勢產業，共同進軍國際市場。

(T)

也缺乏具顯示科技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

進行同步協作及整合，加速產業發展 • 推動既有產線轉型新應用，藉異業

務能力之人才

並提升市場化效益

合作提高附加價值，逐步退出標準
品、低毛利產品市場。

圖 6：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發展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 年 10 月

三、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發展機會與挑戰
(一) 供應鏈缺口分析
1.未來智慧生活應用生活情境創藍海
未來市場發展由智慧生活應用生活情境帶動，如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
慧移動、智慧育樂帶來新場景、新技術、新典範移轉，產品與技術逐步智慧化，
走向 AIoT 系統服務方案模式，可爲企業帶來產品與解決方案新商機，並提升
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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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顯示科技產業鏈完整，如何針對高階顯示技術，配合 5G 通訊、結合
AI 運算、IoT 感測、AR/VR/MR 互動、4K/8K、Micro LED、軟性面板、透明
顯示、高階電子紙以及綠色循環經濟等技術，經由智慧生活示範性應用場域來
驗證高階顯示科技系統，則是現階段我國顯示科技產業產業升級過程中，供應
鏈體系所需思考的重點。除了供應鏈缺口外，應借重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機
制和產業公協會組織力量，協助高階顯示創新應用解決方案進行國際行銷，並
整備相關研發創新所需的基礎設施與建構後續介接終端使用者的通路，加速我
國顯示領域創新應用能力，落實串聯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場域驗證、示範展
區與輸出服務。

圖 7：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機會-未來智慧生活應用生活情境創藍海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 年 10 月

2.臺灣發展智慧生活應用市場與新興技術化危機為轉機
依據工研院產科國際所預估，2019 年我國顯示科技產業產值達 1.4 兆元，
總就業人口 15 萬人，約占臺灣 GDP 的 8%，大型與中小型 LCD 產值位居全
球第二大，並且因技術層次高，全球產業地位領先，與國際領導品牌廠合作已
建立穩固基礎，具備發展/導入新技術能量，且下游 OEM 廠及觸控領域亟具競
爭力，是鏈結五大產業與新南向政策的重要關鍵零組件，也是 AIoT 裝置重要
人機介面，對於我國經濟成長與創新，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隨著數位經濟時代來臨，產業以新思維因應升級轉型，從以往製造導向的
模式移轉至跨領域整合模式，創造以用戶為中心的新價值。除了原本上中下游
產業鏈外、透過跨領域、跨產業的整合在新經濟時代創造新的體驗，臺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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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及垂直領域優勢適合發展少量多樣垂直應用領域，特別是我國顯示產業 6、
7 代線以下折舊將近結束，成本競爭力高，透過進一步升級轉型創造新價值，
是未來顯示科技與應用發展產業提升附加價值的關鍵。

圖 8：我國顯示產業居重要地位-發展智慧生活應用市場與新興技術化危機為轉機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 年 10 月

(二) 發展策略與建議
1.策略方向一、顯示器結合智慧應用將商機極大化
因應臺灣 2030 年智慧生活形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將落實在智慧零售、
智慧醫療、智慧育樂、智慧移動四大類應用情境。以智慧零售場域而言，智慧
互動人機介面將提升集客力，爲消費者打造高度自動化和個性化的購物體驗和
場景。智慧顯示系統包括感測器、數位看板、RFID、品牌商品 APP、Beacon、
LBS、AR/VR/ MR 互動、行動支付與智慧型機器人等串連成數位化空間，由智
慧顯示科技創新與洞悉消費者購物行為創造更多附加價值。
智慧醫療照護在臺灣人口結構改變趨勢下，結合醫療優勢與 ICT 產業強
項，成為顯示科技在 AIoT 系統平台重要發展契機，例如醫院 ICT 設備減輕醫
護人員負擔、聯網巡房系統服務方案、模組化智慧醫院方案輸出國際市場等。
在智慧移動領域，我國面板業者已在車載資通訊面板上具有良好的技術，在國
際車廠前裝市場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國內公共運輸系統與智慧載具需要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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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包括站點資訊看板、公播系統、智慧載具服務設計上，有許多適合
智慧運輸發展的在地化智慧運具，包括系統國機國造、試點模式，創造軌道交
通、商用自駕車新服務模式，成為新型態城市移動示範應用標竿為產業機會。
在智慧育樂領域，智慧校園、智慧場館需求以及互動式自主學習模式，需
透過數位化環境協助，包含透過沉浸式體驗、內容差異化、更開放空間，提升
策展效益與創造智慧校園學習系統等，另外，隨著 Esports 電競經濟崛起，亦
帶動產業發展與硬體升級，在電競軟、硬體環境趨於完整的基礎上，包括全新
的加值服務、娛樂服務和 O2O 服務，皆是顯示科技與應用可發展的方向。因
此，透過價值鏈延伸顯示科技產業跨域應用場域試煉，建立終端使用者接軌之
管道，架構顯示科技結合各類服務應用產業生態系，將可逐步提昇產品市場成
功機率，拓展更多出海口，結合四大智慧應用將商機極大化。

圖 9：我國產業發展策略方向一、顯示器結合智慧應用將商機極大化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0 月

2.策略方向二、精進前瞻顯示技術，發展差異化優勢
未來顯示器終端裝置應用依四大類應用情境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
動、智慧育樂所需解決方案，主流技術發展由 LCD 橫跨 AMOLED、Micro LED 、
QLED、高階電子紙、浮空影像等次世代新興顯示技術，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
產業透過結合前瞻顯示技術建立 2030 年 AIoT 系統所需節能、智慧感知、Micro
LED、自由造型軟性顯示、體感互動介面等關鍵技術，並串接多樣化情境場域，
以實現創新構想或產品之設計開發，進一步衍生智慧顯示系統整體解決方案，
滿足未來智慧應用情境在可視化、互動化、透明化、自由型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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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技術佈局上，我國業者投入 Micro LED 具有競爭優勢，除已具備上
游半導體、LED、中游面板、下游出口海完整產業鏈外，Micro LED 本身可作
為顯示技術以及具整合感測器功能優勢，並有高亮度、高效率、高反應速度等
多項超越 OLED 的特點，兼具節能、機構簡易、體積小及輕薄等長處，具應用
於車載、影視娛樂、遊戲、健康醫療、PC、穿戴等產品潛力。如建立驗證平台
進行創新產品的設計與開發，將可降低廠商開發產品之門檻，加速下世代顯示
科技與應用產業發展。
面對國際競爭，發展綠色循環面板材料與製程將是提升創造產品差異化並
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臺灣顯示科技與應用行動計畫將發展節能顯示技
術並著力於面板與模組之材料與製程循環技術，增進顯示產品循環再利用效益，
並開發無光罩印刷綠色技術，強化我國面板智慧製造優勢，發展少量多樣產品
商機，以落實循環經濟，創造經濟與環保雙贏社會。
透過整合我國產官學研各界研發能量，建構短中長期顯示科技發展藍圖發
展先進顯示技術與應用系統，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包含三大重點：發展先進顯
示技術與應用系統、推動跨領域合作發展新技術、開發差異化材料與製程綠色
技術等方案，持續行政院 105 年 9 月通過之「亞洲•矽谷推動方案」精神深耕
擴散，著重建構以研發為本的創新創業生態系，連結未來、連結在地，同時強
調善用臺灣優勢，建置物聯網軟硬整合試驗場域，以應用顯示科技開創臺灣
2030 智慧生活。
 智慧感測、虛實融合及資訊安全等新興科技發展先進顯示技術持續提升我國技術優勢與競爭力。
 推動跨領域合作發展新技術，實現既有產線轉型並再創新價值建立面板級扇出型封裝等技術，促進半導體與面板之跨產業合作，發
展面板產線轉型新應用技術，引領我國面板製造產業創新加值
 開發差異化材料與製程綠色技術，推動產業發展循環經濟模式發展節能顯示技術並著力於面板與模組之材料與製程循環技術，增進
顯示產品循環再利用效益，開發無光罩印刷綠色技術，強化我國面板
智慧製造優勢，發展少量多樣產品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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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我國產業發展策略方向二、精進前瞻顯示技術發展差異化優勢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0 月

3.策略方向三、打造健全環境奠定產業競爭力
顯示科技產業如何發展符合應用需求之先進顯示技術與應用系統，包括與
文化內容展演及育樂應用的結合之發展議題、在電子票證條例及電子支付條例、
通訊診療、數據資源共享相關辦法、電子簽章甚至隱私與安全等議題，須建立
跨部會、跨領域之溝通機制，對於相關法規的盤點、及產業發展限制、人才培
育等進行通盤檢討。
此外，需培育跨域創新人才與顯示科技應用產業接軌，以補足人才缺口，
增強產業跨域研發實力與產業跨域與創新發展競爭力。透過規劃政策性資源與
輔導機制催升產業加值，投入以應用主題引領產業的合作發展，期能透過法規
調適、學研參與、連結場域及跨域 SIG 聯盟合作，發揮鼓勵創新研發與深化輔
導加值的效益，引導以鏈結面板、零組件、軟體與系統整合等產業，促進產業
升級與轉型，並打造健全環境奠定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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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我國產業發展策略方向三、打造健全環境奠定產業競爭力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0 月

4.新應用延伸價值鏈 轉型創價引領新一波產業榮景
以三大策略方針打造新系統與產品開發、新創、新事業、結盟策略夥伴佈
局拓展高附加價值市場，並以商業模式創新提升外溢效應，使我國顯示產業產
業逐步轉型升級為 AI-enabled 智慧顯示科技應用產業，並透過補足供應鏈缺
口，建立法規調適與配套機制，以內需落地帶動外銷，串接國際通路平台和產
業公協會高階，預期將使得整體產業 2030 年突破 2.5 兆產值，引領新一波產
業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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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新應用延伸價值鏈 轉型創價引領新一波產業榮景
資料來源：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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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願景與目標
一、願景
行政院於本(108)年 7 月舉辦「智慧生活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策略會議」各
界殷切期盼政府訂定具體政策促進產業發展，推動法規鬆綁和場域開放，並希
望得到政府足夠的資源予以支持，包括科技預算、賦稅減免等。會議共識包括
發展願景：Beyond Display 透過新興顯示科技與應用建構 2030 智慧生活，並
歸納「結合智慧科技，掌握應用商機」
、
「布局新興技術，厚植競爭實力」
、
「建
立生態系統，打造發展環境」等三大發展策略。
1.

結合智慧科技，掌握應用商機

臺灣顯示科技產業具備堅實的技術基礎，生態系也相當完整，未來應結合
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等四大應用場域，整合跨領域能量
發展整體解決方案，並且向國際輸出。具體作法包括：
(1) 推動國產化落地內需，建置各領域應用之國產品最佳解決方案展示櫥
窗
(2) 協助產業加強國際行銷能力，提升臺灣國際品牌形象
(3) 擴展自造基地培育新創公司結合智慧生活方案，並吸引國際大廠進駐
2.

布局新興技術，厚植競爭實力

應由產、學、研共同完成我國技術發展藍圖之建構與分工，未來臺灣顯示
科技產業應發展具前瞻性之先進高效/節能材料、透過 SiP 半導體封裝技術實
現異質整合，並納入可回收再利用面板技術等綠色循環經濟。在資安日益受重
視的趨勢下，臺灣發展整合型解決方案應提前布局資安，以提升產品的附加價
值。具體作法包括：
(1) 發展智慧感測與感知系統，開發虛實融合之先進顯示技術
(2) 提升現有產線稼動率，促成既有設備跨域結合半導體封裝等技術再創
價值
(3) 考量資安設計提前佈局，以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4) 開發材料、製程、回收等綠色技術，推動產業發展循環經濟
3.

建立生態系統，打造發展環境

包括與文化內容展演及育樂應用的結合之發展議題、在電子票證條例及電
子支付條例、通訊診療、數據資源共享相關辦法、電子簽章甚至隱私與安全等
跨域議題，須建立跨域溝通機制將相關法規的盤點、及產業發展限制、人才培
育等進行通盤檢討。具體作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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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四大生活實驗平台，
促進產官學研合作，透過場域驗證提供更高附加價值系統解決方案
(2) 協助培育跨域人才，進行 AIoT 系統應用跨域與垂直整合全方位人才
養成，並鼓勵引進國際人才

二、推動架構
「結合智慧科技，掌握應用商機」、「布局新興技術，厚植競爭實力」、
「建立生態系統，打造發展環境」等三大發展策略將透過三大行動計畫綱要
推動，其主要內容包括主要推動項目包括
1. 推動示範性應用與場域實證：(1)推動國產化落地內需，建置最佳解
決方案展示櫥窗；(2)協助產業加強國際行銷能力，提升臺灣國際品牌
形象；(3)擴展自造基地培育新創公司，提升國內顯示器領域創新能

力。
2. 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主要推動項目包括(1)發展先進顯示技術與應
用系統，包含智慧感測、虛實融合及資訊安全等新興科技；(2)推動
跨領域合作發展新技術，實現既有產線轉型並再創新價值；(3)開發
差異化材料與製程綠色技術，推動產業發展循環經濟模式。
3. 建構產業發展環境：主要推動項目包括(1)建立智慧零售、智慧移
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四大生活實驗平台及溝通機制，促進產官
學研合作；(2)培育顯示科技跨領域整合研究創新應用及國際合作之
人才，並引進國際人才；(3)以政策性資源促進智慧顯示跨域系統整
合發展-智慧顯示應用主題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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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Beyond Display—透過新興顯示科技與應用建構2030智慧生活
建 四大示範性應用場域

促 既有顯示科技數位轉型

創 差異化高附加價值產品

至 更具幸福感的智慧生活

發展策略
結合智慧科技
掌握應用商機

布局新興技術
厚植競爭實力

建立生態系統
打造發展環境

行動計畫綱要
一、推動示範性應用與場域實證

二、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

三、建構產業發展環境

圖 13：我國智慧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推動架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2 月

三、總體目標
「臺灣顯示科技與應用行動計畫」旨在發揮臺灣既有產業優勢，以硬體
打造競爭基石，以軟體來提升價值，發展全方位系統整合方案，並鏈結我國智
慧零售、醫療、移動與育樂產業各領域應用服務相關廠商，藉由我國國際通路
拓展平台力量，協助高階顯示創新應用解決方案進行國際行銷，塑造臺灣成
為全球顯示科技與應用創新的重要樞紐，讓臺灣在下一波的智慧產業浪潮中
取得機會與優勢，帶動我國邁向未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本行動計畫全程預
期可達成之終極總目標主要有下：
一、推動場域：顯示技術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市佔率全球第一；跨域多元
示範場域全球第一。
二、布局技術：虛實融合系統主要供應國(如展演場域、數位教育、電競等垂直
應用領域)；提供全球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製造驗證；建立循環新模式標竿；以
綠色循環材料推動臺灣面板產業成為循環經濟新模式之標竿。
三、建構環境：系統方案輸出產值全球第一；智慧顯示相關供應鏈產值達新台
幣 2.5 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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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場
域

短期(2020~2023)

中期(2024~2026)

長期(2027~2030)

亞太地區市佔第一

新興國家市佔第一

全球市佔率第一

智慧顯示應用國際典範

技術應用服務國際樞紐

全球智慧生活示範中心

布
局
技
術

深耕少量多樣彈性製造、
自主核心材料等技術創
造臺灣競爭優勢

建
構
環
境

建立全球最完整的智慧
顯示系統產業鏈

優化系統技術、產品概
念驗證及產研合作產品
驗證

擴散4大場域應用、助攻
新生態鏈、成為標竿邁
向國際市場

打造全球第一的智慧
顯示系統產業生態系

成為全球第一的智慧顯
示系統服務方案輸出中心

2030年
終極目標
 顯示技術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
市佔率全球第一
 跨域多元示範場域全球第一

 虛實融合系統主要供應國(如展演
場域、數位教育、電競等垂直應
用領域)
 提供全球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製
造驗證
 建立循環新模式標竿

 系統方案輸出產值全球第一
 智慧顯示相關供應鏈產值達新台
幣2.5兆元

圖 14：我國智慧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之短中長期推動目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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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計畫綱要
發展綱要一、推動示範性應用與場域實證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顯示科技產業產值高達 1.5 兆元，總就業人口 15 萬
人，約占臺灣 GDP 的 8%，如何結合 5G 與 AIoT 的基礎開發新型態應用與新商業
模式，進而提出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發展系統整合解決方案，使其能夠在競爭激烈
的全球顯示器產業中突圍，乃是產業永續發展的思考方向。
我國顯示科技產業鏈非常完整，中美貿易大戰更促使許多高階、高附加價值的
技術產品回流臺灣，未來顯示科技產業透過智慧生活示範性應用場域來驗證高階顯
示科技系統，基於 5G 通訊基礎環境，結合 AI 運算、IoT 感測、AR/VR/MR 互動、
4K/8K，甚或是綠色循環等技術，以促使我國顯示科技產業邁入下階段產業升級。
同時，結合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機制和產業公協會組織力量，協助高階顯示創新
應用解決方案在國際展會上進行展示與銷售，整備相關研發創新所需的基礎設施與
建構後續介接終端使用者的快速管道，來提升我國顯示器領域新創團隊創新應用能
力，以落實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場域驗證、示範展區與輸出服務等，為本發展綱
要行動計畫策略推動重點。

(一) 推動國產化落地內需，建置最佳解決方案展示櫥窗
以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與智慧育樂等四大領域解決方案，並結合
現有與未來 5G、AI 與智慧城鄉計畫或規劃中所應用的實證場域，發展高階顯示技
術落實在不同服務樣態中所可能產生的情境與創新應用；此外，本項目也會同步
考量我國具獨特性的優勢利基，例如：獨步全球高密度零售便利店、智慧公車站
或國產智慧移動載具、優質技職體系與優勢電競產業等臺灣國際形象與產業內涵，
來規劃不可取代性的四大場域解決方案。並以示範性跨域系統整合方案 24 例進入
場域驗證(分屬 4 個不同應用領域)，作為本重點內容的終點目標。
1.

建置智慧零售示範性場域，推動創新服務

近年來顯示器逐漸與物聯網(IoT)、雲端、大數據、人工智慧(AI)等技術結
合，發展出多元顯示科技創新應用，而在新零售時代來臨，全球商場競爭將不
僅止於規模、地點或市占率，而是如何運用創新科技來提升經營商場的能力。
新零售下的場景革命，應該以「娛樂、互動、體驗」為主訴求，將商業環境極
大化融入娛樂、藝術、人文的主題等等，融合更多跨界的元素，給予消費者豐
富多元化的體驗，形成新的商業空間和氛圍。像是利用透明顯示虛實融合互動
平台結合智慧零售櫥窗應用，經由高穿透率的觸控顯示器提供高透明度與高清
晰度的透明顯示影像，搭配動態物件辨識與指向互動功能，讓消費者在購物時
只要輕點櫥窗內的商品，相關商品資訊就會即時顯示在櫥窗上，以最直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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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和消費者互動，提供消費者全新的購物互動體驗。或是利用任意型態拼
接的 3D 多維度曲面顯示模組，來創新智慧零售展示櫥窗。
在全球零售商加速數位轉型的趨勢下，顯示科技搭配新興技術的輔助，讓
零售業者可以運用智慧零售解決方案，在消費前「引客」
，消費中「留客」
，消
費後依據消費者喜好，提供更符合需求的服務。例如：誠屏科技將無縫拼接顯
示器、超薄雙面顯示器、鏡面顯示器、智能長型貨架顯示系統及 POS 結帳系
統等，由誠屏科技研發之顯示器中央管理系統(CMS)整合為完整的智慧零售顯
示解決方案。友達科技針對智慧零售場域應用，展示新一代 55 吋 Full HD 極
窄邊框拼接牆顯示器，相鄰螢幕拼接後的邊框寬度僅 1.8 毫米，呈現近乎無縫
的顯示效果；22.9 吋及 28.6 吋貨架型顯示器以 LCD 取代傳統標籤，提供消費
者即時便利的商品資訊。明基科技因應各超市需求，提供各種特殊尺寸，如 16:3
長條型電子顯示器、65 吋以上大尺寸觸控螢幕，以及超窄邊框拼接電視牆等
商用顯示設備智慧零售解決方案；元太科技推出先進彩色電子紙技術(ACeP)主
攻零售市場，應用在廣告 POP 上，未來將提升翻頁速度與解析度以擴大應用
範圍。群創科技整合新零售顯示器與便利商店合作，提供智慧貨架、數位電子
看板、電子標籤等服務，未來商用顯示器將快速成長。
顯示科技應用將結合各種智慧零售場域新興技術，帶動各式各樣創新應用
的實現與普及，促成國內顯示科技應用業者與中大型零售業者合作(例如：百
貨商場、中大型賣場或連鎖便利超商等)，協助零售服務產業數位轉型，同時協
助顯示科技應用業者切入國內外零售服務市場。例如，以中大型零售賣場為例，
利用智慧面板虛擬銷售助理角色搭配訪客行為識別技術，提供賣場目標客群智
慧面板裝置互動服務與商品推薦服務；此外，配合顯示技術應用於消費者輪廓
辨識與配合多螢互動集客功能，來辨識顧客性別、年齡、情緒等，作為商品推
薦基礎。同時，集結多螢互動，讓顯示面板成為互動集客點，創造「停留經濟」
。
以百貨商場或街區為例，利用全彩櫥窗 LED 屏幕與大型櫥窗框整合，配
合遠端監控人流統計系統，進行互動內容來達到行銷活動；此外，利用手扶梯
建置大型 LCD，提供創意型廣告意象呈現影片與 Logo，抑或是藉由高解析互
動式 LED 巨型多媒體影音屏幕，提供人臉辨識與動作捕捉攝影機，經由擴增
實境 AR 互動遊戲及串流直播與現場民眾進行體驗互動等應用。然，由於其中
部分應用項目的技術可行性或設備成熟度尚待確認，其商業獲利模式亦有待驗
證，因此，應進行顯示科技應用於智慧零售場域實證，檢討顯示科技應用的實
施瓶頸、商業模式與法令限制，作為後續實踐商用化、政策制訂、與法規調整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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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顯示科技應用於智慧零售實例，發展顯示科技技術與零售服務消費體
驗，結合虛實整合與沉浸式內容應用進行場域實證，具體的推動項目與作法包
括：
(1)顯示科技智慧零售創新服務模式規劃與設計
邀集顯示科技相關產業公協會/零售服務業/企業顧問等，以「商用顯示應
用服務」為主題結合零售“人、貨、場、設備”，邀請商用顯示終端廠商、系
統解決方案廠商、媒體廠商、零售場域服務商等顯示科技產業供應鏈的知名企
業、學者，從產業需求、消費者樣貌、商業模式議題、以及適切顯示科技服務
解決方案、場域規劃等進行評估，並就國內外顯示科技智慧零售服務案例進行
研析，確認國內適合優先推動的智慧零售場域與顯示科技應用解決方案之主題
應用。
(2)整合顯示科技智慧零售應用價值鏈團隊
盤點與媒合特定領域顯示科技技術商，建置智慧零售服務應用建設場域，
透過顯示科技智慧零售創新示範體系之合作業者，從服務可行性、應用擴散性、
商業效益性及國際輸出潛力等，優先篩選需求度高且可行性高的解決方案，如
智慧零售情境透過互動式看板、透明顯示、電子標籤等，結合人臉辨識、大數
據分析等新技術，可以幫助零售業者提升消費者體驗，作為推展顯示科技智慧
零售創新應用示範體系之合作廠商，並持續擴大顯示科技在智慧零售場域的應
用使用規模，建立服務生態體系。
(3)進行顯示科技智慧零售特色場域實證
採合作實證的方式，依據選定適切特色主題零售商店或高頻次民生消費零
售街區的顯示科技應用服務發展藍圖，規劃適切之顯示科技技術、商業模式、
及示範場域之相關條件，結合硬體技術、系統平台、內容服務等業者，建立智
慧零售領域顯示科技應用服務旗艦團隊，並結合產業協會組織與學界能量，促
成智慧零售等商店業者提供場域進行實證。實證場域範圍涵蓋大型百貨零售、
便利商店、特色街區、餐飲住宿、商圈住宿等，協助擴大顯示科技在智慧零售
應用普及服務，並進一步擴散顯示科技應用於智慧零售展示創新成果至其他縣
市，創造多元的終端應用。
(4)擴散顯示科技智慧零售解決方案國際輸出
邀請國際大廠來台體驗示範場域，透過系統整合推動平台連結在地合作夥
伴，從雙邊合作機制協助國內業者建立在目標市場的第一個示範性據點
(Reference Site)，以拓展臺灣顯示科技應用智慧零售解決方案的品牌知名度，
建立服務輸出海外通路。
2.

建置智慧醫療應用場域，提升醫療品質與健康照護的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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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周刊提及：
「臺灣醫療技術亞洲第一、世界第三」
。我國醫療技術
名列世界前茅，若能結合我國醫界之領域知識(Know-how)以及新一代智慧感
知顯示技術與醫療人工智慧等技術發展智慧醫療相關系統方案，並以我國醫療
場域來進行實證焠煉，將發展出具備國際競爭力之高值化成果，帶動智慧顯示
器、人工智慧、醫材等產業之發展。
為建構以病人為中心之全人照護，改善就醫流程之障礙，造就個人化醫療
就醫服務之目標，期運用跨部會資源，促進顯示科技產業與醫療照護機構場域
合作，提供病人最佳的個人化照護，優化就診體驗的價值。規劃包括到院前、
就醫時、住院、出院後的過程、空間設計、資訊蒐集及運用，建構智慧化緊急
醫療資訊網絡，優化個人醫療服務的體驗，改善醫療品質及促進病人安全，也
透過顯示科技、物聯網、5G 網路、新式配戴式設備、結合網路及行動科技，
應用在醫療、慢性病照顧及長期照護上，個人及家庭的健康活動之健康促進上，
結合 AI 技術，發展個人化健康教練；另藉由建立醫療創新平台，媒合科技業
及醫院，促使醫療健康服務創新，以扶植國產品轉型升級，拓展臺灣智慧醫療
創新整合平台。
本計畫規劃將針對教學、診斷、手術、復健、照護等醫療健康應用面向，
與相關醫學會、產業協會、上下游軟硬體業者、以及醫療場域合作，推動結合
沉浸顯示、感知顯示、人工智慧之智慧醫療解決方案。例如，以醫療手術教學
為例，利用透明顯示虛實融合互動模組展開於病患與醫師間，將超音波掃描影
像、血壓、呼吸、心跳等醫療資訊同步呈現在透明顯示螢幕上，搭配相關視覺
辨識技術，讓完整的醫療資訊與實際開刀部位疊合，便利醫師比對開刀資訊，
提供醫療團隊手術最即時的生理資訊與術中精確導引；以醫療教學為例，整合
智慧眼鏡或透明顯示面板與手術導航系統，提供整合手術導航與生理訊號等之
擴增實境界面，讓手術醫師能以更直覺專注有效率的界面進行手術，降低醫師
之疲勞並能提高手術效率。除此之外，也可利用智慧眼鏡或 AR/MR 沉浸載具
（搭載高亮度暨低功耗微型發光二極體顯示模組）界面，提供多人同時進行雙
向討論身體解剖等醫學教學內容；以醫管流程的管控中心、智慧病床、護理站
等顯示資訊看板為例，利用顯示技術來協助醫護人員進行遠距或長期照護，來
創造新型態的互動顯示應用服務。具體推動作法如下：
(1) 結合公協會、專科醫學會、醫護教學單位、醫療照護機構、醫療創新研發
中心等，構思智慧醫療場域之應用服務需求。發展整合人工智慧、高解析度醫療整
合影像、與高解析度感知顯示面板之智慧醫療影像輔助診斷方案。
(2) 推動醫療服務需求業者與醫療服務開發商、系統整合業者、醫材製造業者
互動交流，催生智慧醫療之顯示科技應用服務，推動發展整合高解析度沉浸顯示設
備、高精密度 3D 醫療影像、與臨床教材等之互動式立體智慧醫學教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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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多元醫療應用場域開放，如教學醫院、區域醫院、診所、健檢中心、
照護中心、醫檢中心等，提供智慧醫療跨域解決方案的驗證與展示。
(4) 以資源中心(Resource Center)為概念，建置「臺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平台」
(Health Smart Taiwan, HST) ，功能包含資訊整合、行銷推廣、搜尋平台、機構與產
品資料庫、醫產創新研發媒合等，實質提升醫療與產業間之研發合作機會、展現臺
灣優質智慧醫療服務量能。
(5) 以「醫療服務及品質改善」
、
「網絡式健康照護」
、
「健康促進」以及「創新
加速器」四大開發平台為推動重點，創建醫院新一代智慧醫療照護模式，開發顯示
科技智慧醫療前導原型(Pilot Prototype)及協作其他部立醫院，達提升醫療品質、減
輕醫護負擔及提升照護完整性。
3.

建置智慧移動示範性場域，打造服務、載具的新互動型態

交通環境近年來隨著資通訊技術快速發展，各項智慧移動載具，智慧移動
服務系統正在改變這個世界，世界各國積極投入了大量精力與經費研究開發如
自駕車、電動載具、運輸服務站等智慧運輸方案。為防止重大交通事故提升行
車安全，我國正積極推動運輸業客貨車輛加裝衛星定位及各種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例如車道偏移警示、電子後視鏡、死角監視、內輪差警示等)；另外，現也
正推動智慧機車車聯網安全提升計畫之實地驗證，規劃擴大機車車聯網及 5G
通訊應用之示範範圍與項目。運用智慧顯示科技來提升交通資訊整合呈現、提
供友善舒適的服務體驗，創造對駕駛、乘客的智慧移動空間與智慧運輸服務場
域，進而促進臺灣發展智慧移動的顯示應用解決方案。例如：以電動機車與能
源交換站為例，藉由電動機車智慧儀表板與新型顯示充電站的智慧控制屏，利
用智慧顯示技術互動聯網進行智慧機車安全與共享合作模式的創新樣態；以機
場轉運站為例，利用顯示科技提昇大型互動看板與搭乘者的互動模式，打造簡
單、便捷、一站式服務的全新應用模式。此外，利用浮空投影作為轉機指引，
提昇轉運效率，也是另一種創新應用。以車載裝置或系統為例，可開發車窗應
用的透明顯示虛實融合互動平台，藉由透明 Micro LED 顯示互動系統並整合
生物感測、高亮度與高速度的即時虛實融合互動模式，提供車內/車外人員所
需的各項即時資訊，提升駕駛人員行車安全；抑或利用無光罩印刷技術導入應
用於汽車 A 柱或天窗等機構，來輔助與強化駕駛人種種行車安全。本計畫預
計推動移動載具的顯示服務應用、共享化之示範應用場域：
(1) 打造智慧移動服務場域顯示應用，如大型服務轉運中心、機場、車站、休
息站區，透過大型顯示屏幕提供旅客便利快捷的周遭資訊。小型如停車場、共享運
具交換站，透過智慧控制屏顯示維修、操作、充電等應用。
(2) 規劃各式移動載具的創新顯示面板，例如設計開發電動機車專屬之新型智
慧儀表板，開發可顯示相關基礎訊息、充電站位置資訊、機車本身現況資訊以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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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側間通訊等安全預警之警示。
(3) 與交通服務業者、移動載具製造商，規劃移動運具的車內顯示系統、人機
互動服務，創造智慧化移動空間。
(4) 透過「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擴大顯示科技應用於智慧交通運輸系
統上之應用發展，諸如先進駕駛輔助裝置、智慧機車與車聯網應用、運輸場站資訊
顯示設備等，促進車聯網技術發展與落實。在各地的自駕車與智慧機車實驗場域，
探討導入顯示科技相關技術之可能性。
(5) 在各種運輸場站，如轉運站、智慧型公車站牌、車內資訊顯示裝置等，透
過「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
，鼓勵場站及車內顯示設備之研發與實地驗證，拓
展顯示科技應用範圍。
4.

建置智慧育樂示範性場域，形塑教育、文創或電競的新型應用模式

育樂產業近年來熱度持續延燒，以電競產業(E-sports)為例，包含「英雄聯
盟」
、
「傳說對決」等 6 款遊戲，不僅名列 2018 年亞運會表演項目，更成為 2022
年亞運比賽正式項目。根據國際市調組織 Newzoo 最新公布的「2019 年全球電
子競技市場報告」指出，2019 年電競市場規模將首度超越 10 億美元大關達 11
億，而觀眾總數將增長至 4.54 億人，其中電競核心愛好者約占 45%，一般觀
賞者則占 55%，與傳統運動賽事冠軍戰觀看人數近 2 千萬相比，全球電競收視
人口已然超越 NFL、NBA 或 MLB 等運動聯盟。
觀察電競產業的轉變，乃因於其內容利用新型視聽科技轉型為熱血活力的
大型娛樂盛會，結合歌唱展演互動呈現。如 2017 年英雄聯盟總決賽場開幕式
上，採用擴增實境(AR)技術，出現遠古巨龍於賽場飛翔，2018 年更將遊戲角色
融入開幕演唱會中，與真人一同表演。觀賞者透過直播、大螢幕的呈現，可以
體驗到全然不同的展演感受。隨著電競產業採取互動型態新型科技展示，連帶
也拉抬 XR 產業與相關直播、展演活動的龐大應用商機。其實，電競直播與傳
統娛樂型運動賽事直播類似，同樣會有選手、主播、賽評、中場表演等活動，
讓觀賞者不論是透過手機的小型螢幕、AR/VR 裝置、全息投影或巨型拼接螢
幕等各類顯示載具觀看，皆能提供全新的沉浸式共感體驗。
臺灣在利用新型態顯示技術在不同類型展演活動、電競比賽、教育互動上
有其發展優勢，其一，臺灣擁有堅實的軟硬體基礎，近來業者運用噴墨印刷技
術，開發具備 UHD 4K 高解析度及 120Hz 高刷新率，並在同級尺寸產品中擁
有領先的高解析畫質的 17.3 吋 OLED 面板，另外，還有 5.9 吋可向內及向外
摺疊的 AMOLED 面板、12.1 吋全彩主動式 Micro LED 車用面板和全球手款光
學式螢幕下指紋辨識技術等，而相關的智慧眼鏡等顯示載體，也是臺灣的利基
產業。其二，受惠於 5G 即將於 2020 年邁入商用階段，預期可帶動不同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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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參與及收視率及遠距教學即時互動應用的發展，高階顯示技術將在不同
育樂領域快速發展。創新應用透過新公共服務進行實驗再商轉，轉變成 C2B 的
需求驅動型，具象化未來應用服務情境，協助行銷推動，以及促進國際合作。
因應電競產業、展演活動，亦或是遠距教學對於相關顯示、載具應用與投
入意願，可望帶動高質量顯示器的需求，創造新一波智慧顯示應用商機。例如：
以電競賽事為例，透過智慧眼鏡或 AR/MR 沉浸載具（搭載高亮度暨低功耗微
型發光二極體顯示模組）等沉浸載具結合大型顯示或投影等裝置，提供觀賽者
多元視角觀賞電競賽事，以及群眾共感體驗賽事過程中的即時虛實融合展演內
容；以技職教育為例，透過智慧眼鏡顯示維修或組裝等指示，協助學生有效率
的學習職業技能；以中小學教學為例，利用 VR 載具提供學生身歷其境的教學
內容，如：呈現北極或火山口的場景等。本計畫預計的推動作法如下：
(1) 推動結合面板、AR/VR 設備、沉浸式數位內容、電競轉播、數位展演、遠
距教育開發等廠商，建構融合智慧互動感知與高解析度個人顯示之互動式應用研發
聯盟，發展國際級沉浸式多元複合展演直播系統解決方案。
(2) 與臺灣智慧眼鏡產業協會(TSGIA)、臺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TAVAR)
或臺灣電競協會等攜手，透過大專院校推廣合作，帶動新興沉浸、多元複合直播產
業蓬勃發展，並加速軟硬體、內容、顯示面板等上中下游產業生態系團結成形。
(3) 透過積極參與相關國際展會、媒合國際遊戲或電信服務等相關業者，推動
共同舉辦國際級賽事轉播、文創展演活動或新型遠距教學創新應用展示等活動，促
成解決方案輸出國際市場。
(4) 配合中央、地方政府政策與探查各城市直播流量屬性差異，進行不同育樂
類型新型顯示科技展演互動實證，驗證測試完善應用服務與商業模式，並建立成功
典範。
(5) 透過場域開放促進文化內容、服務情境與技術應用的結合育成、驗證與擴
散，創造新的產業模式與商機
(6) 配合我國顯示科技產業產業升級發展所需，政府將整合國內大學校院的教
學資源，強化 4K/8K、Micro LED、軟性面板、透明顯示、高階電子紙、節能、以及
綠色循環經濟等技術，與跨域應用課程所需教學資源。
(7) 鼓勵建置以顯示科技設備為主的創新應用校園試驗場域如智慧課室或體
育館系統，除了用於輔助顯示科技應用教學，可加強學生對於顯示科技相關技術、
互動裝置、智慧生活應用的親身體驗及教學成果；而顯示科技課堂上學生所學到的
技術概念及所開發的創新應用，亦可在校園試驗場域中實際驗證，以期帶動師生共
同參與。鼓勵業界出題，學校提出創新解決方案，或是學校提出前瞻應用與服務，
搭配業界發展創新跨域應用產品雛形或服務模式，孕育前瞻顯示技術與智慧生活跨
域應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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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產業加強國際行銷能力，提升臺灣國際品牌形象
藉由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等機制強化在地鏈結掌握國外商情資訊

1.

與目標市場需求
(1) 藉由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等機制(例如：BEST 行銷平台、SIPA 系統整
合輸出機制、駐外交流協會、駐外使館或駐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等)，強
化在地鏈結主動掌握國外商情資訊與目標市場需求，連結目標市場產官機
構、通路夥伴、潛在買家，提供顯示科技產業市場進入策略諮詢、商情分
析媒合、參與國際論壇和展會等行銷活動籌辦，精準媒合本土解決方案加
速進入新南向國家與新興市場。
(2) 規劃協同四大產業公協會組織(包含但不限於百貨零售企業協會、醫院協
會、車聯網產業協會或電競協會等)共同盤點國內外重要國際展會(例如：
美國 SID 顯示周、InfoComm 或 Touch Taiwan 等)，策劃四大解決方案優
勢資源並進行技術服務分析，以提出發展規劃與營銷目標，協助產品與服
務於展會中進行銷售，增加國際商機媒合。
2.

結合公協會能量提供我國顯示科技產業軟硬整合和創新應用服務

經驗，創造國際媒合商機
(1) 邀請國際大廠來台體驗示範場域或參與相關商機會議，並規劃四大解決方
案國際行銷策略(包含但不限於策劃聯合品牌(Co-Branding)、利用市研調
機構評選機制來提升高階顯示產品/服務國際信賴度等方式)，籌劃我國顯
示科技產業軟硬整合和創新應用服務經驗國際商務媒合機會，開創國際輸
出契機。
(2) 規劃並動態修正零售、醫療、移動與育樂等四大智慧解決方案展示內容創
造需求，並依據四大解決方案營銷計畫，選擇國內外重要展會跨足亞洲、
美洲、歐洲和紐澳等，以提升我國顯示器零組件、系統整合與場域應用業
者能見度，行銷高階顯示應用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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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展自造基地培育新創公司，提升國內顯示器領域創新能力
盤點現今顯示科技在國際研發佈局、產業需求與市場趨勢，並串接跨部會如
中小企業處已有之創新研發基礎設施/新創基地，擴增納入顯示器和垂直領域相關
的軟體、服務應用技術，建構可整合顯示科技、軟硬體技術可量產之基礎設施，並
建立終端使用者接軌之管道，架構出整體從顯示科技結合各類服務應用產業生態，
培養新創公司在顯示科技及應用服務的創新能力，加快新興產品推出與成功機率，
並以扶植 15 家以上新創團隊開發跨域智慧顯示產品或服務為最終目標。
1.

盤點國際研發佈局、產業需求與市場趨勢，掌握國內新創業者名單，
挹注自造基地創新能量。

透過盤點全球主要投入先進顯示科技之國家如韓國、日本、及中國大陸
等，進行其主要推動政策與業者研發佈局分析，掌握前瞻顯示技術發展動
態、跨領域整合、創新應用等趨勢，進行供給端與需求端缺口分析，並涵蓋
相關應用所涉及之潛在外溢效益。
2. 結合創新實證場域發展 Digital + Display + Design 數位經濟新商機
(1) 藉由產業實地踏察，訪談聚焦特定「垂直領域」的軟硬整合應用新創業者
或場域業者、或「企業化」的內部加速器與新創子公司、或「創投及產業
推動」公協會等，盤點彙整國內新創業者名單，掌握我國顯示科技創新應
用及場域發展動態。
(2) 藉由產官學研鏈結合作，以商用化為導向將顯示科技帶入自造及智造產業
生態系或創新實證場域。同時整合用戶體驗與品牌通路接軌等虛實資源，
挹注自主創新能量與商業應用模式，促進多樣化之創新自造商品，掌握
Digital + Display + Design 之數位經濟新商機。
(3) 創造高階顯示新技術支援需求，藉由零售、醫療、移動、育樂等終端使用
者提出高階顯示式樣或新型商業模式，並協助顯示器廠商自行投資新創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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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推動綱要一主要措施與細部計畫
推動重點

部會

2020

2021~2024

 盤點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  整合產業上/中/下游廠商，串接顯
慧移動、智慧育樂顯示科技 示零組件、系統整合及應用場域
應用試行場域、需求與試驗 業者，結合零售、醫療、移動與育
回饋
樂產業公協會能量，建構產業數
位轉型在顯示科技的短中長期應
 四大場域需求解決方案探尋
用發展
(Space needs) ：規劃場域需
求調查委員會，跨部會合作  建置智慧零售示範性場域，推動

經濟部
(1)推動國產 (文化
化落地內

部、衛  四大場域需求規格設計彙整

需，建置最 福部、
佳解決方案 交通
展示櫥窗

邀集場域代表業者，盤點各 商品、服務、體驗同步化的創新服
型場域顯示服務應用需求與 務
示範性場域。彙整 4 大場域
 建置智慧醫療應用場域，提升醫
對顯示應用的必要需求
療品質與健康照護的應用服務

部、教
育部)

 建置智慧移動示範性場域，打造
(Sepc to Design)：邀請場域參
服務、載具的新互動型態
與者 30 家以上，將需求轉化
為顯示科技應用服務設計，  建置智慧育樂示範性場域，形塑
提供跨域合作聯盟評估技術 教育、文創或電競的新型應用模
/服務商品化落地的可行性 式
並探尋未來應用商機

 場域技術服務試煉驗證
(Solution feedback)：檢擇具
高度需求性與可帶動產業競
爭力的二大場域率先導入顯
示科技解決方案，提供場域
試驗回饋，加快後續商品化
時程
 藉由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等機
制（例如：系統整合推動平台、
BEST 行銷平台），強化在地鏈結
掌握國外商情資訊與目標市場需
求，連結目標市場產官機構、通路
夥伴、潛在買家等，提供顯示科技
產業市場進入策略諮詢、商情分

(2)協助產業
加強國際行
銷能力，提 經濟部
升臺灣國際
品牌形象

析媒合、參與國際論壇和展會等
行銷活動籌辦，精準媒合本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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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來加速進入新南向國家和
新興市場
 結合公協會能量，邀請國際大廠
來台體驗示範場域或參與相關商
機會議，提供我國顯示科技產業
軟硬整合和創新應用服務經驗，
創造國際媒合商機
 盤點國際研發佈局、產業需求與
市場趨勢，掌握國內新創業者名
單，挹注自造基地創新能量

(3)擴展自造

 建構可整合顯示科技、軟、硬體技
術可量產之基礎設施，串接既有
中小企業新創培育與硬體加速機

基地培育新
創公司，提
升國內顯示

經濟部

制，並建立終端使用者接軌渠道，
以架構出整體顯示科技結合各類
服務應用產業生態系，提昇產品
市場成功機率

器領域創新
能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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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綱要二、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
因應未來 2030 年智慧生活形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衍生出四大類應用情境
包含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育樂、智慧移動等對應之解決方案，主流技術發展
由 LCD 橫跨 AMOLED、Micro LED 、QLED、高階電子紙、浮空影像等次世代新
興顯示技術。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宜透過結合前瞻顯示技術，建立 2030 年 AIoT
系統下所需節能、智慧感知、Micro LED、自由造型軟性顯示、體感互動介面等關
鍵技術，藉由投入新系統與產品開發，並以商業模式創新提升外溢效應，以實現創
新構想或產品之設計開發，使國內產業投入更多類型之電子、光電、收發等元件模
組，進一步衍生智慧顯示系統整體解決方案，促使我國顯示科技產業產業升級為 AIenabled 智慧顯示系統，並串接多樣化情境場域，滿足未來應用情境在智慧化、可
視化、互動化、透明化、自由型態之發展，加速我國顯示領域新創創新應用拓展價
值鏈，創造新一波藍海商機。
顯示科技發展趨勢走向智慧互動實境顯示，其中智慧互動實境顯示需整合跨領
域前瞻顯示技術，包括 VR/AR/MR/3D 之超高解析度、透明顯示、實體/浮空 3D、
高效前瞻材料及元件(μLED)等，在智慧互動科技部份則需要感測/追蹤技術、使用
者體驗/UX/UI 技術、高效/雲端計算、AI、電腦圖學/視覺、相關感測 IC 等。
未來產品應用朝少量多樣任意形態發展，並滿足成本、時間與品質要求；在系
統設計及量產製造程序上必須不斷提升技術能量，持續強化我國面板製造優勢，藉
由推動跨領域合作活化既有產線轉型與加值，帶動創新應用產品開發，再創新價值
高峰。
此外，環境保護日益受到重視，顯示科技的發展須導入循環經濟思維發展綠色
科技，藉由面板與模組材料的循環技術、易拆解可模組化的面板模組設計等，在發
展先進顯示、智慧製造與產線轉型技術的同時，應積極開發差異化材料與製程綠色
技術。

(一) 發展先進顯示技術與應用系統，包含智慧感測、虛實融合及資
訊安全等新興科技
本子項工作將整合產官學研各界研發能量，建構我國短中長期顯示科技發
展藍圖。除前已優先布局投入之 Micro LED 技術，將著重發展軟性透明、浮空
顯示等先進顯示技術並同步發展虛實融合互動顯示、感測感知、資訊安全等系
統整合技術，持續推升我國顯示產業技術優勢與競爭力，開創顯示系統新應用
並發展新商機。藉以建立我國先進顯示技術與應用系統前瞻技術能力、核心技
術能量及系統試煉平台，滿足產業對於先進顯示互動系統技術方案及產品在地
試煉需求，並推動先進顯示互動應用科技整合與在地產業鏈發展，孕育我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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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合方案，引領產業在臺投資研發先進顯示與系統技術，以完備國內產業生
態鏈。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研發能量，建構我國短中長期顯示科技發展藍

3.

圖
面對既有顯示器市場成長趨緩與因應智慧生活發展趨勢，我國應
運用既有具高階面板技術及製程與營運靈活度之優勢，需發展前瞻顯
示科技及新興綠色科技，並關注系統與應用服務整合技術，同步發展
產線轉型與加值技術，以提升產線價值。我國顯示科技產學研能量分
布上，學界多著墨於材料、元件等前瞻基礎科學之研究，法人則布局
於先進顯示技術、虛實資訊融合互動、感測與感知整合技術等投入，
產業以應用產品之材料、設備、製程與檢測製造為主。
依 SRB 會議結論推動方向之產學研分工策略如下：
(1) 學界進行前瞻顯示及虛實資訊融合技術開發，法人進行產業化技術
及服務應用系統技術開發，相關技術由業界落實產品化與應用服務
的發展。
(2) 產研共同合作發展無光罩印刷製程與材料技術，強化我國智慧製造
的技術優勢，以加速產業建立製程及產品開發能量，發展少量多樣
產品商機。
(3) 法人推動既有產線的轉型與加值，開發先進感測及面板級扇出型封
裝技術，促進電子半導體與面板的跨業合作，協助業界既有產線發
展新的商機。
(4) 產官學研進行合作，分別在面板/模組綠色技術、法規、及循環經濟
模式進行開發與落實推動。
(5) 以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與智慧育樂等四大應用領域發展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研發能量，據以研擬顯示科技產業與技術發展策
略，規劃我國短中長期顯示科技發展藍圖。
發展先進顯示技術，持續提升我國技術優勢與競爭力
顯示技術日新月異，政府積極協助法人與業界合作，整合材料、
材料、設備、製程與系統平台建置，以及先進人因工程：

4.

(1) 超高解析度顯示技術 : 開發下世代超高解析度顯示相關技術，滿足
未來 AR/VR/MR 等虛實整合顯示技術的崛起，達到 AI 智慧顯示與
感測系統之規格要求。


CMOS 式超高解析度顯示技術：高亮度、高效率光電前板技術與
整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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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式超高解析度顯示技術：超高解析度驅動背板技術(TFT 微
縮化結構與製程、先進/高解析度微影術等)、超高解析度光電前
板技術(微縮化/超高解析度 OLED、LCD，Micro LED 結構與製
程等) 。



高頻高速影像資料處理及傳輸、畫素驅動技術。

(2) 軟性顯示技術：開發不同軟性基板以作為顯示器之用，以不同場域
驗證包括零售、醫療、車載等應用，發揮軟性基板之特色，串聯我
國供應鏈。
(3) 透明顯示器技術：開發高可視性、即時且具智能效益之雙面顯示透
明顯示器，其具備高度更新率、全距離感測互動，並能夠整合生物
識別之多種功能。
(4) 浮空成像顯示技術：開發先進浮空成像光場顯示器關鍵核心技術，
包括光學微結構元件設計與製程技術、高效率低串擾光場顯示模組
設計與製程技術、高速光場影像圖資演算法及渲染驅動技術等，以
因應智慧生活多人、立體、360 度全視角、裸視之情境需求，可導入
在教學、廣告、商業、娛樂等各類智慧生活場域新應用系統，並開
拓顯示面板的新技術轉型。
(5) 先進互動顯示技術


先進屏幕式 3D 顯示技術：超高解析度顯示屏技術。



實體/浮空 3D 顯示技術：全像投影顯示技術、高解析度、全彩、
即時互動之實體/浮空 3D 顯示技術。

5.

建立虛實融合互動顯示與感測、感知、資訊安全等系統整合技術，
開創新應用

發展創新智慧生活應用場域(如：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
樂等)所需之系統產品與服務應用，透過產業政策積極發展先進顯示技術與應
用系統，提供國內品牌廠商開發關鍵零組件：
(1) 虛實融合互動系統技術：結合透明顯示、浮空成像與智能互動技術
等先進顯示技術，開發即時、準確之虛實融合互動系統，提供使用
者創新體驗進而開創嶄新之服務應用。
(2) 智能感知系統整合技術：發展結合人工智慧與先進感測之智能感知
系統技術，藉由多元化感知技術開發來賦予顯示裝置更人性化之互
動介面；並透過感測與面板整合技術發展推動，扶植國內面板與系
統產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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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進智慧互動科技等跨領域技術 : 發展智慧感測/追蹤技術、使用
者體驗技術、高性能驅動 IC 與影像運算處理 IC 技術、電腦圖學/電
腦視覺技術、高效高速運算、AI、傳輸技術、內容/內容產生技術。


智慧感測/追蹤技術、使用者體驗技術：表情之感測、環境感知技
術、物聯網技術等，以及聽覺/衝擊震動/平衡感之即時使用者反
饋技術等。



高性能驅動 IC、影像運算處理 IC 技術：智慧互動、虛實融合、
先進 3D 顯示技術所需的各項信號處理、運算、驅動、感知等 IC
技術。



電腦圖學/電腦視覺技術：虛實融合顯示、先進 3D 顯示所需之電
腦圖學、影像處理、演算法、人工智慧 (AI)技術、相關 IC 等；
智慧互動、虛實融合感測/追蹤技術所需之電腦視覺、影像處理、
演算法、人工智慧 (AI)技術、相關 IC 等。



高效高速運算、AI、傳輸技術：先進智慧互動、虛實融合顯示、
先進 3D 顯示所需之高效即時計算/雲端計算技術、人工智慧 (AI)
技術、影像壓縮/串流、5G 通訊技術、相關 IC 等等。



內容/內容產生技術：先進智慧互動、虛實融合顯示、先進 3D 顯
示所需之內容/內容產生技術；AR/VT/MR/全像影像攝影及運算
產生技術。

(4) 具資安考量之顯示系統與應用技術：發展整合生物辨識功能之顯示
模組與系統，如人臉辨識、指紋辨識…等，開創面板產業的新價值；
藉由顯示與資通訊系統的資安防護技術整合，建立客製化資安防護
網，提升資訊安全的保護，如透過智慧櫥窗交易(如銀行、零售櫃台)
的身份辨識等，另可結合區塊鏈等技術，讓使用者在取得個人化資
訊服務同時更可多重防止個資的外流。
(5) 先進人因工程：


透過影像源設計及演算法改善 AR/VR/3D 顯示之不適感-如多焦
點影像/電腦全像等。



透過光學系統動態化/智能化改善不適感。

(二) 推動跨領域合作發展新技術，實現既有產線轉型並再創新價值
因應顯示產業之市場變化，除新興前瞻顯示技術之發展外，亦針對顯示科
技與應用產業既有產線，發展面板產線轉型新應用技術，並建置系統整合驗證
平台。以建立先進封裝製程與系統級整合技術，促進半導體與面板之跨產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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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引領我國面板製造產業鏈之創新與加值，跨產業合作開發智慧移動與醫療
新技術，並完成推動我國面板產線轉型新應用發展。
1.

發展面板產線轉型新應用技術，引領我國面板製造產業創新加值

我國面板產業面臨終端產品市場成長趨緩之需求減緩與新技術發展投資
不足之競爭困境，亟需發展高值化之新應用技術出口以突破現況；另一方面，
國內半導體產業於全球居於主導領先地位，相關整合製造技術正朝大面積製造
及軟性系統等新技術發展，應藉由跨領域/跨產業合作模式之建構，善加利用
國內既有中小尺寸生產線，結合半導體新應用發展，朝系統整合開發，建立差
異化、高價值之系統解決方案，利用既有面板產線製造能量，發展高附加價值
創新應用，強化製造實力，且透過跨產業合作推動，以實現我國既有面板產線
轉型升級之願景。主要具體推動項目與預期效益如下：
(1) 建立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之製造驗證設施能量：提供設計製程、設
備與材料之驗證服務，協助廠商調整產線並掌握智慧生活新商機。
(2) 建置系統整合所需之設備與製造示範線：協助廠商建置生產線，並
提供任意形態產品設計與材料之試製與驗證服務，帶動廠商投資研
發智慧移動、智慧醫療等新產品。
2.

建立面板級扇出型封裝等技術，促進半導體與面板之跨產業合作

因應智慧行動、物聯網及 5G 等應用對系統載具之輕薄、多功能發展需求，
未來晶片設計整合度愈來愈高，對應之 I/O 接腳數也隨之提高，伴隨多功能系
統整合設計，晶片封裝技術必須升級，且需兼顧整合成本及生產效能，藉由舊
世代面板產線技術升級與新增開發厚銅導線技術，轉型發展具潛力之面板扇出
型封裝技術，同時發展相容於面板產線之新應用技術，將可擴大應用領域。
針對面板級扇出型封裝等技術所需面對之新型態載具需求挑戰，在現行系
統設計與終端應用產品廠商尚無配套之關鍵技術與產業整體解決方案，應積極
投入開發，加速促進半導體與面板之跨產業合作與轉型升級，建立具差異化與
高值化先進扇出型封裝解決方案，協助現有面板與零組件廠進行產線與技術之
轉型升級，以創造既有產線新的價值：
(1) 建立面板產線相容之高解析度 RDL 製程：因應 5G、IoT 及人工智
慧需求，建立具競爭力之面板級先進封裝技術，強化面板產線轉型
與封測產業跨業合作；以面板級技術平台協助關鍵材料與設備商進
行技術發展驗證，建構先進面板級封裝在地化供應鏈與解決方案，
加速技術產業化落實，鞏固我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優勢。
(2) 開發相容於面板製程之創新整合型元件設計與製程技術：進一步朝
運用於優化系統應用所需之應用電路整合設計之高值化封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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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系統廠與封測廠建立新合作模式，共同開發新產品所需之 SiP
系統整合設計。

(三) 開發差異化材料與製程綠色技術，推動產業發展循環經濟模式
因應未來智慧生活新趨勢與機會，需要更進一步思考以共創模式來發展下
世代新興技術與系統，以期在快速變遷且競爭激烈的局勢中，運用我國既有產
業鏈優勢，創造我國智慧顯示面板模組產業差異化價值並帶起綠色生態鏈，掌
握發展契機成為先驅領導者。
發展節能顯示技術、面板與模組之材料與製程循環技術，增進顯示產

1.

品循環再利用效益
既有顯示器產品面臨循環經濟需求的挑戰，全球各國開始要求未來顯示器
均需符合生態設計(Eco-design)的理念；因應這些新的趨勢，導入節能顯示技術
及強化面板模組循環再利用，是我國顯示器的重要發展方向。
我國顯示器產業提早佈局綠色技術，並在國內帶起綠色產業生態鏈，將有
機會創造產品差異化的價值，推動跨法人團隊、領導廠商群能量，搭配國內優
勢產業聚落，投入差異化價值之面板等新興技術，厚植競爭實力，並以促成上
下游價值鏈與產值發展為推動目標，以發展下世代面板易拆解、低耗能顯示材
料與模組技術，內建綠色技術在現有及新興顯示器，發展差異化價值及創新綠
色產業鏈。
(1) 高效、微縮、高解析度全彩 Micro LED/OLED 材料/技術；高解析度
Micro LED 主動式驅動電路技術；Micro LED 高精度、高密度覆晶
技術/異質整合技術；感測/生醫應用等非傳統顯示影像應用。
(2) 高效環保量子點 (quantum dots, QDs)、高解析度像素化技術等。
(3) 先進超輕薄光學零組件、可調適性(adaptive)光學元件；先進超薄、
微型、高性能、超穎光學/平面光學元件等。
2.

開發無光罩印刷綠色技術，強發展少量多樣產品商機

我國顯示器產業發展面對各種機會及挑戰，在未來智慧生活中，將充滿無
所不在的顯示應用，顯示器將結合 AIoT, Big Data, Cloud, Connectivity 等新科
技，架構出多場域與多元型態行業的數位轉型新機會。科技產品蓬勃發展同時
必需關注能源消耗、3C 垃圾、碳排放等環境友善問題，未來顯示科技將更重
視創造差異化價值的綠色技術，從顯示器材料、設計到產品製造，將朝循環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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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色製程方面，例如無光罩/金屬遮罩製程，將提升產品開發速度、滿足
少量多樣產品彈性，提升材料使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等優勢，將綠色技術內
建在現有及新興顯示器，預期可帶動我國新型綠色產業鏈的發展。
表 2：推動綱要二主要措施與細部計畫
推動重點

部會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研發能量，建構我國短中長期顯
示科技發展藍圖



發展先進顯示技術，持續提升我國技術優勢與競爭
力



建立虛實融合互動顯示與感測、感知、資訊安全等
系統整合技術，開創新應用



發展面板產線轉型新應用技術，引領我國面板製造
產業創新加值



建立面板級扇出型封裝等技術，促進半導體與面板
之跨產業合作



發展節能顯示技術、面板與模組之材料與製程循環
技術，增進顯示產品循環再利用效益



開發無光罩印刷綠色技術，發展少量多樣產品商機

(1)發展先進顯示技術與
應用系統，包含智慧感 經濟部、
測、虛實融合及資訊安 科技部
全等新興科技

(2)推動跨領域合作發展
新技術，實現既有產線 經濟部
轉型並再創新價值

(3)開發差異化材料與製
程綠色技術，推動產業 經濟部
發展循環經濟模式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 年 12 月

發展綱要三、建構產業發展環境
在全球顯示器產業發展趨勢中，中國大陸致力於產能提升，韓國則希冀以
AMOLED 拉大與其他國家競爭差距，日本則因受限於面板經營長期虧損已放緩發
展腳步。臺灣顯示器產業面臨全球競爭，亦無法複製仿效韓國與中國之發展模式，
必需另尋他途。
智慧應用趨勢已創造許多新市場，顯示器作為終端影像輸出介面，可滿足人們
的視覺需求。因此，顯示產業結合智慧科技應用，朝向多元系統整合發展並應用於
各種場域，將可創造出新的市場商機，為臺灣顯示器產業帶出一條新的出路與機會。
過去顯示產業以面板為終端的單一產業鏈，臺灣已發展相當成熟。但在以智慧
顯示應用系統作為發展標的的轉移中，彼此間的互動就將不再是單一的產業鏈，而
必需面臨跨產業多元合作，其中包括面板、零組件、軟體、系統整合及場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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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產業合作過程中，如何建立機制同步協調產官學研間合作、培養跨域合作所需
之多樣性工程人才、投入適當政策資源以引導產業發展、改善不同場域應用之法規
及環境限制等，都將會是極待解決之議題。
因此，如何建構出適合智慧顯示系統發展之產業環境，以最適化合作機制、輔
導資源、產業環境、人才發展，順暢的跨產業整合開發，實為臺灣能否將顯示產業
轉型為智慧顯示應用系統之重大關鍵。

(一) 建立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四大應用之
跨域合作聯盟及溝通機制，推動跨產業鏈及產官學研合作，整
合系統方案連結場域建立實績
本子項工作將建構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推動新興顯示技術產業鏈整合
以落實商品化開發；並針對智慧顯示產業應用推動中所面臨之產業鏈合作、技
術發展、政策法規及環境障礙等多面向工作，進行同步協作及整合，加速產業
發展並提升市場化效益。
同時，亦將運用我國顯示器優勢結合智慧科技應用，發展智慧零售、智慧
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四大市場領域，推動可連結場域驗證之系統整合
方案，以精進相關智慧顯示產品之應用、產業鏈合作、商業模式發展，創造臺
灣顯示器產業邁向高值化躍進新高峰。
而為引導智慧顯示科技與應用發展之先進顯示技術開發、系統整合、場域
應用等各方連結，達成以先進技術支持系統產品開發、以系統產品開發落實新
技術可產品化之目標，亦將推動以顯示前瞻技術(如軟性顯示技術、Micro
LED…等技術)試製平台整合服務模式，協助廠商進行系統開發。
1.

成立智慧顯示產業跨域合作聯盟，推動產官學研跨域合作及產業
鏈串聯發展

顯示器轉型為智慧顯示應用系統產業，將由原來單一產業鏈合作，擴張成
為跨產業合作，而此跨產業合作亦包括需引入使用者經驗及產業政策的規劃以
作為顯示器及系統發展的依據，例如智慧育樂中的電競項目，就需以電競玩家
的臨場感引領顯示器與系統的整合開發，並導入跨產業的合作資源，以帶動電
競顯示螢幕等產品的同步發展。同時，亦將需要既有法規根據未來產品系統的
適用性進行相應的調整配合；而在跨域整合中，也將面臨多元工程人才是否能
充分供給等問題。
因此，臺灣智慧顯示應用系統產業發展，首要即需建立可以進行橫跨產官
學研之溝通機制及平台，以同步協作方式齊步發展，才能達到充分合作之目的。
(1) 成立智慧顯示產業跨域合作聯盟並建立運作機制，聯合產官學研各
界及善用公協會資源能力，針對面板、零組件、軟體、系統整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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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應用之跨產業合作，規劃並推動產業鏈整合、技術升級、產業
轉型資源盤點及發展策略規劃之產官學研跨域多面向推動工作，加
速產業發展並提升市場化效益，推動臺灣深化智慧系統顯示面板、
模組、系統整合、產品服務之整體價值鏈串聯，建立臺灣 AI 應用智
慧顯示系統完整產業鏈。
(2) 鏈結並強化跨產業跨單位的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能量，推動新興
顯示技術產業鏈明確化以加速商轉：針對新興顯示技術產品發展之
上中下游相關產業鏈，推動產業鏈明確化，並以可量產化之方案為
依據，確定有效分工合作，打造堅實的產業鏈。
(3) 以滾動式的方法針對智慧顯示產品之應用、產業鏈合作、商業模式
及市場趨勢等議題研析發展趨勢並提出因應策略，提供產官學研發
展依據及政策建議與幕僚支援，精進應用領域相關的管制法規同步
產業的發展。
(4) 探討開放文化場域進行跨域創新實證的合作議題，從而解決科技實
證、內容升級以及法規調適、服務系統商業化等議題。
2.

推動智慧應用產業鏈整合，形成智慧解決方案並加速商品化開發

智慧顯示系統於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等四大場域應
用，其解決方案的達成，需透過不同領域產業之合作，其中包括面板、零組件、
軟體、系統整合、服務應用及場域等各類不同的廠商。而為促成跨領域合作，
亦宜成立 SIG (Special Interest Group)以落實推動力道，針對場域需求、技術發
展及市場動態，以彼此結合的型態進行探討並共同訂定合作主題，投入系統產
品整合與開發，如此才能透過不間斷之跨域合作，並進而擴大產業範疇，促成
水平及垂直產業鏈共同投入，完善臺灣智慧顯示系統應用產業生態系。本項目
擬規劃工作包括：
(1) 成立可協同合作之 SIG (Special Interest Group)，以智慧零售、智慧
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等四大領域應用產品系統整合開發為目
標，擴大產業範疇，促成水平及垂直產業鏈共同投入。
(2) 鏈結場域掌握市場脈動，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
育樂等四大場域需求，發掘相應的智慧顯示系統方案，輔以最能滿
足市場需求之新技術導入系統方案整合，推動產業投入。
(3) 運用我國顯示器優勢結合智慧科技應用，發展智慧零售、智慧醫療、
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四大市場領域，整合面板、零組件、軟體與
系統整合等產業，促成水平及垂直產業鏈共同投入向外擴大產業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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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並鏈結場域掌握市場脈動，開發可連結場域驗證及輸出國際的
系統整合方案。
3.

聚焦系統整合與場域應用，推動前瞻顯示技術試製暨系統整合平
台服務

前瞻顯示技術結合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之創新科技，引導發展各類智慧
化應用商機，在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育樂、智慧移動等多樣化情境場域，
提供試製平台服務協助跨領域業者產出創新原型樣品，促進廠商實現創新構想
或產品之設計開發，幫助國內產業突破既有技術框架，驗證技術可行性、專利
授權與佈局、系統性產品設計建構等，進一步運用影像處理、影像顯示等先進
技術，推動國內產業投入更多類型之電子、光電、收發等元件模組，逐步衍生
智慧顯示系統整體解決方案，滿足未來生活情境在智慧化、可視化、互動化、
透明化、自由型態之應用發展，供應智慧顯示應用所需求之顯示互動與系統需
求之整合方案。
先進 Micro LED 具有高亮度、高效率、高反應速度等特點，兼具節能、機
構簡易、體積小及輕薄等優勢，可克服穿戴式裝置小型化設計之限制，更可廣
泛應用於汽機車、影視娛樂、遊戲、健康醫療、PC、穿戴等產品。不同產品所
需之規格往往需要搭配客製化的 Micro LED 晶粒尺寸與製程方式，然而，市場
上尚未有一站式服務能夠協助國內外廠商完成晶粒製程、巨量轉移至模組整合
之產品試製解決方案。為推動先進顯示 Micro LED 相關應用產品加速發展，將
藉由 Micro LED 試製平台協助廠商完成顯示器整合之概念驗證，提供 Micro
LED 晶粒製程、巨量轉移到模組試製階段之客製化服務與解決方案，降低廠商
開發產品之進入門檻，加速下世代顯示器產業推動進程。
AMOLED 經過多年的醞釀，目前已是主流的顯示技術，廣泛的應用在中
高階智慧型手機與電視等消費性電子產品中，軟性 AMOLED 近年更成為高階
主流智慧型手機、智慧手錶等裝置機種的顯示面板選擇方案。面對自由型態、
少量多樣的智慧終端發展趨勢，對於軟性、可摺、透明、高解析度等顯示特性
的要求更為殷切，然而目前市場上尚未有彈性、客製化的面板開發平台可以協
助進行先進材料與設備的開發驗證，以及多樣化顯示系統模組的產製。為因應
智慧生活對於多樣化顯示產品的開發需求，將藉由先進軟性 AMOLED 與透明
顯示複合式開發驗證平台協助上下游供應鏈業者進行創新產品的設計與開發，
促進智慧顯示科技生態鏈的發展。
(1) 國內外供應鏈研究，聚焦智慧情境之創新需求，規劃與提供重點服
務方案
(2) 推廣法人 G2.5 面板級製程實驗室試製與系統整合平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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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 Micro LED、軟性 AMOLED 與透明顯示之試製服務補足技術
缺口
(4) 協助廠商在專利分析/佈局/授權、材料驗證、製程服務、雛型品製作
開發、建立試量產線等
(5) 整合前瞻顯示與影像處理、顯示互動、智慧運算等模組技術，建構
智慧顯示系統應用產業鏈
4.

智慧顯示應用新商模及趨勢探討

針對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國際發展趨勢、全球總體經濟景氣趨勢變遷、全
球市場需求變化以及市場預測、我國顯示科技與應用發展趨勢、我國顯示科技
與應用發展機會與挑戰、市場預測、供應鏈缺口等，進行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
新產品與應用市場研析，並規劃國產化落地內需策略：
(1) 透過分析產業上/中/下游串接顯示零組件、系統、整機及應用場域等
產品與商業模式，結合零售、醫療、移動與育樂產業公協會能量，
擬定進入價值鏈生態系統，提升附加價值及差異化的策略方向。
(2) 盤點各產業國內外重要國際展會，協助產品與解決方案與國際趨勢
鏈結，並串接先進顯示技術與應用系統整合方案與智慧零售、智慧
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四大應用發展規劃及產業上下游整合策
略，以供輔導團隊產業市場分析之參考，以及提供政府相關決策單
位與智庫幕僚參考。
5.

建立產官學研跨單位溝通平台，優化智慧顯示跨域發展之產業發
展環境

智慧顯示應用為一新興崛起的市場，在許多包括醫療、移動、零售及育樂
等領域內，其產品應用模式及商業發展模式，與既有系統商品將存在著極大的
差異。在目前智慧顯示結合無人駕駛的發展過程中，將會有更新型的顯示技術
以不同於以往的應用模式及型態進入車載的各種裝置，而此時若無適當法規的
配合以作為產品應用的引領，將會嚴重窒礙相關技術與產品的發展。而為鼓勵
產業積極投入以促進長照領域更健全及更智慧化的發展，是否亦應引入產業化
的思維而進行政策法規的調整。凡此種種，都將需藉由整體包括政策引導、商
業模式及法規因應等基礎環境的優化，才能加速智慧顯示應用產業的發展。
本項目擬規劃工作包括：
(1) 建立產官學研跨單位研議討論之平台，提出主題式方向討論，以提
出相關解決方案。
(2) 著眼於智慧顯示應用於智慧醫療、智慧移動、智慧零售及智慧育樂
的系統產品應用與商業模式需求的發展，以滾動式的方法研議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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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規障礙，以優化產業發展之基礎環境，精進應用領域相關的管
制法規，推動產業的發展。
6.

以政策性資源促進智慧顯示跨域系統整合發展-智慧顯示應用主題
式輔導計畫

為引導產業合作朝向智慧顯示系統應用發展，政府亦將投入政策性輔導資
源，以主題式引領產業投入合作之規劃方案，期能透過以大助小、學研參與、
連結場域及結盟創新合作，發揮鼓勵創新研發與深化輔導加值效益。
透過此一機制引導，將可深化鏈結面板、零組件、軟體、系統整合、服務
應用及場域等產業，帶動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四大領
域應用產品系統方案整合開發，積極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
本項目擬規劃工作包括：
(1) 制訂以可鏈結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四大場
域需求之主題式智慧顯示系統整合輔導計畫方案，引領跨領域產業
攜手學研單位共同投入合作。
(2) 依據產業及市場發展態勢，動態式檢討調整輔導方案及申請機制，
以切合環境發展的需求。

(二) 發展具顯示科技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能力之人才，推動智慧
顯示產業跨域發展
近年來隨著物聯網、AI、智慧生活等新興應用快速發展，國內顯示科技與
應用業者紛紛積極佈局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相關產業，
帶動產業持續創新研發及技術升級，並使得多元化的智慧顯示跨領域人才需求
浮現。
此一新興趨勢與人才實務能力需求，需同時仰賴理論、技術、產業經驗的
結合，在校生常規的學習歷程中，較缺乏能強化實務之試煉場域，因此，本計
畫規劃推動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實務能力發展，並鏈結智慧顯示應用試煉場
域，佈局智慧顯示跨域人才之整合創新應用實務能力發展。預計 2020 年至 2023
年，可累積推動工程人才(在校生)1,000 人之智慧顯示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
能力，累積促進工程人才(在校生)參與 20 項(含)以上的智慧顯示應用產業關鍵
技術相關計畫，提升產業跨域發展所需人才競爭力與實務能力，壯大智慧零售、
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四大產業之上中下游生態系。
本計畫將推動我國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實務能力發展，透過介接產研及
公協會能量，鏈結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多元應用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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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發展工程人才(在校生)1,000 人之顯示科技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能力，
協助我國智慧顯示產業轉型升級與跨域發展。
為因應產業發展之需求，培育多元化的智慧顯示跨域人才，並強化發展人
才實務經驗，縮短學用落差，擬朝以下三大方向推動：
1.

研擬產研介接與場域鏈結機制與建置諮商平台，培育前瞻顯示科
技與跨域應用人才

(1) 盤點大學校院顯示科技學習資源：因應新興科技的發展趨勢，整合
國內大學校院的教學資源，推動跨校教學合作模式，發展顯示科技
前瞻技術如 4K/8K、Micro LED、軟性面板、透明顯示、高階電子紙、
節能、以及綠色循環經濟等技術與應用所需課程模組與優質教材、
建構實作/試驗空間，強化顯示科技跨域應用實務/實作教學，鼓勵實
作接軌顯示科技產業創新轉型發展所需人才。
(2) 創新整合應用(場域學習與競賽觀摩)：連結跨部或產業智慧生活顯
示科技示範場域，透過見習、實習、專題、創新應用競賽等多元學
習模式，培養學生鏈結顯示科技、5G、IoT 等多元科技整合、創新
應用之能力。
(3) 於大學校院建置校園智慧顯示應用試驗/示範場域：連結未來高速連
網技術(5G 及智慧聯網等)，並發展創新跨域應用服務示範。將智慧
生活示範性應用場域來驗證高階顯示科技系統，以期推動智慧生活
顯示科技應用之實務教學、滿足顯示科技技術垂直整合和創新應用
人才的培育需求。
(4) 研擬跨域介接策略與場域鏈結機制：針對智慧顯示產業關鍵技術之
跨領域人才，研擬智慧顯示產業之產研介接策略與場域鏈結機制。
(5) 建置跨域工程人才專題實務能力發展諮商平台：邀請智慧零售、智
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四大場域相關之產官學研先進，依不
同場域舉辦產業所需之工程人才(在校生)專題實作能力諮商委員會，
並建立定期溝通機制，以滾動方式確認每年工程人才之專題實務能
力為業界所需，並以此平台作為推動工程人才發展之基礎。
(6) 虛擬實體並進擴增人才管道：舉辦智慧顯示四大應用領域相關產學
人才發展交流說明會、招攬人才活動，以及網路社群活動，說明智
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實務能力發展計畫之宗旨與精神，推動教授與
工程人才(在校生)參與計畫之興趣，以擴充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跨
域人才來源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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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串接產研單位與應用場域能量，發展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實務
能力

(1) 推動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發展：透過法人機構、智慧顯示應用場
域與公協會能量，規劃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
等智慧顯示相關示範與應用領域之研發計畫與實務專題，以研究單
位與產業界之師徒制，指導工程人才(在校生)依智慧顯示科技跨域
專題實務能力發展綱要，強化相關能力，並鏈結至各式場域，依不
同應用主題，讓工程人才(在校生)於應用場域發展相關專題實務能
力。
(2) 強化智慧顯示科技與創新應用之跨域整合專題實務能力：提昇我國
工程人才(在校生)1,000 人之智慧顯示科技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
能力，厚實在校生創新研發與專題實務經驗。
(3) 促成工程人才(在校生)參與 20 項(含)以上之智慧顯示科技與創新應
用相關計畫：透過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計畫項下之先進顯示技術與
應用系統相關計畫，以及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
樂…等智慧顯示相關示範與應用領域，安排工程人才(在校生)參與
國家大型智慧顯示科技關鍵技術實務研發計畫或前瞻研發計畫，透
過產研指導師從旁協助技術輔導，強化其實務能力，累積產品創新
及技術研發經驗，積極發展切合產業需求之跨域創新人才。
3.

推動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接軌產業，壯大產業生態系

(1) 辦理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實務專題成果發表會，與智慧零售、智
慧醫療、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智慧顯示相關示範與應用領域配
合，展示工程人才(在校生)之參與計畫後之實務能力，
(2) 辦理聚焦式工程人才(在校生)企業參訪媒合交流活動: 依廠商需求
之職缺，以及工程人才(在校生)之對工作之期望，辦理工程人才(在
校生)參訪企業與面談活動，媒合廠商與工程人才(在校生)，進而推
動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加速投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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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推動綱要三主要措施與細部計畫
推動重點

部會

2020


(1) 建立以智慧零



售、智慧移動、智
慧醫療及智慧育樂
四大應用之跨域合
作聯盟及溝通機
制，推動跨產業鏈
及產官學研合作，

經濟部 (文化
部、衛福部、
交通部、教育
部、科技部)





整合系統方案連結



場域建立實績



(2) 發展具顯示科
技跨域整合創新應
用實務能力之人
才，推動智慧顯示
產業跨域發展

經濟部、教育



部、科技部



2021

2022

2023

2024

成立智慧顯示產業跨域合作聯盟，推動產官學研跨
域合作及產業鏈串聯發展
推動智慧應用產業鏈整合，形成智慧解決方案並加
速商品化開發
聚焦系統整合與場域應用，推動前瞻顯示技術試製
暨系統整合平台服務
智慧顯示應用新商模及趨勢探討
建立產官學研跨單位溝通平台，優化智慧顯示跨域
發展之產業發展環境
以政策性資源促進智慧顯示跨域系統整合發展-智
慧顯示應用主題式輔導計畫
研擬產研介接與場域鏈結機制與建置諮商平台，培
育前瞻顯示科技與跨域應用人才
串接產研單位與應用場域能量，發展智慧顯示跨域
創新人才實務能力
推動智慧顯示跨域創新人才接軌產業，壯大產業生
態系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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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源投入與預期效益
本計畫預期投入約新台幣 177 億元 (如下表所示)，加速推動我國顯示科
技與應用技術與產業發展，本計畫基於鬆綁、創新、實證、連結的策略原則，
推動三大行動計畫綱要，從推動示範性應用與場域實證、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
建構產業發展環境等面向，統合各部會相關既有計畫資源及既定業務，並視需
要擬定新興計畫，朝計畫目標與願景努力邁進。
表 4：行動計畫綱要之各年度經費配置
(單位：新台幣億元)
合計
經費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行動計畫綱要
既有 新增 既有 新增 既有 新增 既有 新增 既有 新增 既有 新增 總額
一、推動示範性

6.75 0.20 0.40 14.17 0.40 14.28 0.40 14.29 0.40 14.29

8.35

57.23

65.58

二、發展智慧科
4.41 0.60 1.00 20.75 1.00 20.75 0.00 20.75 0.00 19.75
技新實力

6.41

82.60

89.01

2.04

20.80

22.84

應用與場域實證

三、建構產業發
展環境

0.44 0.20 0.40

4.35 0.40

5.15 0.40

5.55 0.40

5.55

既有經費小計 11.60
1.80
1.80
0.80
0.80
16.80
177.43
新增經費小計
1.00
39.27
40.18
40.59
39.59
160.63
合計
12.60
41.07
41.98
41.39
40.39
177.43
計畫件數
7
4
2
11
2
11
1
11
1
11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20 年 2 月
上表內 109 年的既有經費，乃由該年度既有計畫之法定經費數加總而得，
另新增經費為各主責部會新增 109 年度科發基金計畫之經費需求加總而得，後
續將依科發基金補助作業規範等規定，辦理計畫審查及經費核定；而 110 年113 年的既有經費乃由該年度既有延續計畫之部會規劃經費數加總而得，另新
增經費為各主責部會新增 110 年-113 年度科技計畫之經費需求、經重點政策項
目審查會議決議建議經費額度加總而得，後續將依科技預算審議等程序，辦理
計畫審查及經費核定。
本計畫所屬各主軸行動計畫之主要推動工作及全程預期效益如下圖所示，
期能透過各相關計畫與各部會相關業務的積極推動，逐步深化產業創新、驅動
數位轉型、實現智慧生活，達成各項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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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推動工作與預期效益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全程預期效益

串連顯示器生態系與外部能量，強化未來發展應用：整合
產業上/中/下游廠商，串接顯示零組件、系統整合及應用場
域業者，結合零售、醫療、移動與育樂產業公協會能量，
建構產業數位轉型在顯示科技的短中長期應用發展
建構四大智慧應用場域，開創新型商業服務樣態：
建置智慧零售示範性場域，推動商品、服務、體驗同步化 連結跨領域系統整合方案 24 例進入
的創新服務

場域驗證(分屬 4 個不同應用領域)

建置智慧醫療應用場域，提升醫療品質與健康照護的應用
服務
建置智慧移動示範性場域，打造服務、載具的新互動型態
建置智慧育樂示範性場域，形塑教育、展演或電競的新型
應用模式
1.開放文化部所屬場域結合沉浸式體驗及 5G 科技做為應用 1.促進文化內容場域結合顯示科技與
平台，創造新服務體驗經濟、新系統整合模式，建構文化 5G 技術應用實績達 5 例
一、
推動 (1)推動國產

內容、顯示科技及 5G 應用新商業模式。

2..扶植文化科技整合服務系統新創業

2. 建置國內常態性測試場域及常設型沉浸式體驗展演場域 者 1 家
建置以顯示科技設備為主的創新應用

示範 化落地內
性應 需，建置最

規劃建構校園智慧顯示 建構校園智慧顯示應用試驗/示範場

用與 佳解決方案

應用試驗/示範場域。

域 2 個。

校園試驗場域，輔助教學，帶動師生
共同參與；鼓勵業界出題，學校提出
創新解決方案，孕育前瞻顯示技術與

場域 展示櫥窗

智慧生活跨域應用能量。

實證
1)集結至少
42 家企業
及醫院加
入、匯聚
至少 82 案
智慧醫療
解決方案
及產品，
強力展現
臺灣優
勢；
2)完成醫產
創新研發

整合修正

資訊系統
整理現有
醫療場域
及資訊系
統，評估
升級開發
環境需求

應用現有

升級及優

環境，評

化資料庫

估原型商

使用之安

業化潛

全性，開

力，並擇

發智慧醫

優納入開

療前導原

發，推廣

型(Pilot

至 2-3 家部

Prototype)

立醫院。

媒合功能
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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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部立
醫院創意

提供媒合醫產雙方合作的創新管道，

中心

促進醫療與產業更高度的實質合作，

(Center for 加速創新產品之研發與升級。
Innovation) (如有爭取到新興科技計畫經費)
，媒合臨

應用新科技·創建新一代醫療照護模

床醫療及

式，提升醫療品質，減輕醫護負擔，

智慧新創

提升照護完整性。

產業

加速創新
產品研發

提升交通安全，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在智慧運輸領域提供技術創新實驗場域，協助業者累積技 促進研發及引導新興科技服務進入市
術能量及提升產品可見度，進而拓展相關產業產值。

場，最終打造次世代移動力及推動智
慧運輸科技產業升級。

串接既有推廣機制，主動連結國外在地需求：結合我國國
際通路拓展平台機制和攜手顯示科技產業領導廠商發展最
(2)協助產業 佳解決方案，導入示範場域驗證並於實際場域建立標竿應
加強國際行

用實績後，連結國外目標市場產官機構、通路夥伴與潛在 帶動跨域整合業者建立 10 例標竿應

銷能力，提

買家，推動國際銷售實績

升臺灣國際

邀集國際廠商，提高我國高階顯示產品/服務能見度：彙整 輸出國際

品牌形象

公協會能量，邀集國際大廠體驗應用場域產品/服務實證或

用產品或服務，並推動系統解決方案

參與各種商機會議，擴增面板、系統整合、服務提供者商
品與服務能見度
了解國際趨勢脈動，形塑堅實新創能量：盤點國際研發佈
(3)擴展自造 局、產業需求與市場趨勢，掌握國內新創業者名單，挹注
基地培育新

自造基地創新能量

創公司，提

完備新創研發資源，建構終端加速渠道：整備研發基礎設 扶植 15 家以上新創團隊開發跨域智

升國內顯示

施，建構可整合顯示科技、軟硬體技術可量產之基礎設

器領域創新

施，串接既有中小企業新創培育與軟硬體加速機制，並建

能力

立終端使用者接軌之渠道，以架構出整體顯示科技結合各

慧顯⽰產品或服務

類服務應用產業生態系，提昇產品市場成功機率
•強化研發能量，持續提升顯示技術競爭力與優勢：因應未 •藉軟性透明、浮空顯示、虛實融合
(1)發展先進 來智慧生活應用需求，投入先進顯示 (軟性透明與浮空成

互動、內嵌感測、軟體平台及整合型

二、 顯示技術與 像等)、即時互動 (虛實融合互動與內嵌感測等) 及整合型 系統等技術能量，促進價值鏈廠商投
發展 應用系統， 系統等先進顯示互動系統技術研發，提升顯示科技國際競 入整合型業界研發計畫，進行先進顯
智慧 包含智慧感 爭力，厚植產業實力；並可鏈結 AI、5G、系統軟體平台等 示產品開發；並鏈結跨領域科技，發
科技 測、虛實融 技術以發展整合創新應用，帶動我國數位轉型及中小企業 展智慧移動、醫療、零售與育樂等創
新實 合及資訊安 智慧科技的發展。
力

新應用，引領產業在臺研發投資約

全等新興科

63 億元新臺幣，協助我國產業達成

技

虛實融合顯示系統創新產品全球領先
之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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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與業界產學合作案或技術移轉
•盤點智慧互動實境顯
示技術缺口，並完成研
究計畫之徵求、審查、
補助與執行。
•推動智慧互動實境顯
示研發，促成產學合作
計畫 3 件以上、國際合
作計畫 2 件以上。

•促成智慧顯示前瞻技術移轉累計
15 件以上，完成至少 9 項完整應用
於業界顯示產品。
•開發實質產業需求應用產品(包括
材料及規格)，及實質創新創意技
術，進行產業技術轉移及國際鏈
結，以帶動產業創新。

至少 15 項，達成技術自主，帶動國
內顯示產業領導廠商積極投入前瞻技
術研發。
•促成廠商投資累計 8000 萬，累計
專利達 35 案，奠定深厚基礎， 專
利大幅提升產業競爭力。
•完成至少 9 項完整前瞻顯示技術應
用展示，逐漸追上國際技術水準，提
升國際知名度。

•促進跨產業合作，引領產業鏈創新加值共創新商機 : 促
(2)推動跨領
域合作發展
新技術，實
現既有產線

•以製程技術能量促進跨產業整合型

進我國半導體與面板產業跨業合作，建立面板級扇出型封 業界研發計畫，協助面板產線轉型先
裝技術並提升至系統級封裝。與廠商合作共同建立系統整 進封裝等新應用，並與設備廠商共建
合驗證平台並發展相關技術，成為產業發展新技術之先期 系統整合驗證平台，成為全球新創、
驗證基地，促進供應鏈轉型並創新加值。

小型企業、新生態鏈業者首選少量多
樣客製化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系統之

轉型並再創

試製驗證基地，帶動廠商投資約計

新價值

84 億元新臺幣。
(3)開發差異 •開發綠色客製化技術，創造差異化價值 : 開發無光罩印

•促進國內材料廠投入新型循環及無

化材料與製

刷等綠色技術，減少材料損耗並提升競爭力，強化我國面 光罩印刷材料技術開發，促進研發投

程綠色技

板智慧製造優勢，協助顯示產業發展客製化利基產品商

術，推動產

機，並著力於面板與模組材料循環技術，提升再利用效

業發展循環

益。

資約計 22 億元新臺幣。

經濟模式
成立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規劃智慧顯示跨域合作機
(1)建立以智
慧零售、智
慧移動、智
三、
建構
產業
發展
環境

慧醫療及智
慧育樂四大
應用之跨域
合作聯盟及
溝通機制，
推動跨產業
鏈及產官學
研合作，整
合系統方案

建立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及運作整

制：針對面板、零組件、軟體、系統整合與服務應用之跨 合機制，推動臺灣深化智慧系統顯示
產業合作，進行產業鏈整合、技術升級及產業轉型等產官 面板、模組、系統整合、產品服務之
學研跨域的多面向推動工作，加速產業發展並提升市場化 整體價值鏈串聯，提升我國顯示產業
效益。

整體競爭力，建構臺灣 AIoT 智慧顯

推動智慧應用產業鏈整合，形成智慧解決方案並加速商品 示應用系統之完整產業生態系。
化開發：針對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動、智慧育樂
等四大應用市場領域，協同產業鏈共同建立跨領域系統整 運用我國顯示產業優勢，結合智慧科
合方案，並連結政策性資源(如產創平台輔導計畫)，對應四 技應用，連結智慧醫療、智慧零售、
大應用領域成立跨域合作 SIG，擴大產業範疇，並促成水

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四大應用領

平及垂直產業鏈共同投入，以鏈結場域掌握市場脈動。

域，開發系統整合方案累計達 24

聚焦系統整合與場域應用，推動顯示前瞻技術試製平台整 案，以精進相關智慧顯示產品應用、
合服務：串聯智慧顯示系統共同合作，達成以先進技術(如 產業鏈合作、商業模式發展，創造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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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場域建

Flexible OLED、Micro LED 等)支持智慧顯示系統的合作開 灣顯示器產業邁向高值化躍進的新高

立實績

發，建立可以持續支持先進智慧顯示系統產業發展的新興 峰。
顯示技術，以落實可產品化的發展
智慧顯示跨域發展之產業基礎環境優化：以滾動式的方法 推動以顯示前瞻技術試製平台整合服
研議與排除法規障礙，以優化產業發展之基礎環境，精進 務模式，協助廠商進行系統開發 8 案
應用領域相關的管制法規，推動產業的發展。

次，達成以先進技術支持系統產品開

智慧顯示應用新商模及趨勢探討：進行智慧顯示產品之應 發，以系統產品開發落實新技術可產
用、產業鏈合作、商業模式及市場趨勢的討論

品化的目標。

•引導產業朝向高值化發展，鼓勵業
•規劃政策性資源催升產業加值：規劃政策性資源輔導機制
(如產創平台輔導計畫)投入以應用主題引領產業的合作發
展，期能透過以大助小、學研參與、連結場域及結盟創新
的合作，發揮鼓勵創新研發與深化輔導加值的效益。
•透過機制引導以鏈結面板、零組件、軟體與系統整合等產
業，針對智慧醫療、智慧零售、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四
大領域應用產品系統方案整合，共同進行合作開發，積極
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

者切入高階產品應用市場，提升智慧
顯示應用整體產業附加價值。
•鼓勵具指標性廠商掌握關鍵技術產
品，以建構完整供應鏈體系，或引導
業者建立整體系統解決方案，以擴大
輸出爭取國際商機。
•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方向，發
展替代性的主流新興產業，鼓勵業者
進行開發新興產品或服務，進而構築
新產業生態系。

1.建立常設性場域跨域創新機制，透過連結政府跨部會、
研究機構、產業界以及學者專家的跨域合作溝通平台，解
決科技實證、內容升級以及法規調適、服務系統商業化等
議題。

建構連結政府跨部會、學術界與產業
界的跨域溝通平台，形塑文化科技創
新型社會發展，促進大型跨領域會商
至少 5 場次，次領域小型聯盟對談至

2.透過專責跨域輔導團隊，累積共創與實證服務能量，降
低跨域合作時間成本，加速跨域合作綜效
整合產官學界意見與資源，促進相關單位合作，擬定交通
科技政策發展方向。

少 8 場次
強化交通治理並提升交通相關產業之
發展與創新，強化交通產業於國際之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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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智慧顯示跨域工程人才專題實務能力發展諮商平台:
邀請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四大場域
相關之產官學研先進，依不同場域舉辦產業所需之工程人
才專題實作能力諮商委員會，並建立定期溝通機制，以滾
動方式確認每年工程人才之專題實務能力為業界所需，並
以此平台作為推動工程人才發展之基礎。
規劃工程人才跨域專題實務能力主軸: 鏈結智慧零售、智
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場域與公協會能量，盤點跨
域發展所需人才之實務能力，介接產研能量，規劃智慧顯
示科技跨域專題實務能力主軸。
發展工程人才跨域專題實務能力: 介接智慧零售、智慧移
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場域與公協會能量，以師徒制帶
領工程人才，依智慧顯示科技跨域專題實務能力主軸，以
(2)發展具顯 各式場域應用主題，進行工程人才專題實務能力發展。
示科技跨域

累積推動在校生 1000 人之智慧顯示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

整合創新應

能力。

用實務能力

串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應用場

之人才，推

域，促進在校生參與 20 項(含)以上的智慧顯示應用產業關

動智慧顯示

鍵技術相關計畫，提升產業跨域發展所需人才競爭力。

產業跨域發

壯大產業生態: 引薦具專題實務能力之工程人才，投入智

展

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場域發展，壯大
四大產業上中下游之生態系。

盤點大學
校院顯示
技術學習
資源。發
展前瞻顯
示科技課
程模組教
材累計 3
個。

發展前瞻

發展前瞻

發展前瞻

發展前瞻

顯示科技

顯示科技

顯示科技

顯示科技

課程模組

課程模組

課程模組

課程模組

教材累計 6 教材累計 9 教材累計

教材累計

個。推動

個。推動

12 個。推 15 個。推

創新顯示

創新顯示

動創新顯

動創新顯

科技跨域

科技跨域

示科技跨

示科技跨

應用實作

應用實作

域應用實

域應用實

及場域學

及場域學

作及場域

作及場域

習累計 180 習累計 270 學習累計

學習累計

人次以

人次以

360 人次以 450 人次以

上。

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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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建立智慧顯示跨域工程人才專題實務
能力發展諮商平台，動態了解產業對
智慧顯示跨域工程人才之需求。

發展符合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
醫療及智慧育樂場域所需之跨域工程
人才專題實務能力。

累積推動在校生 1000 人之智慧顯示
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能力。

串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
及智慧育樂應用場域，促進在校生參
與 20 項(含)以上的智慧顯示應用產
業關鍵技術相關計畫，提升產業跨域
發展所需人才競爭力。

引薦具專題實務能力之工程人才，投
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
智慧育樂場域發展，壯大四大產業上
中下游之生態系。

整合國內大學校院的教學資源，充實
課程模組優質教材、建構實作/試驗
空間，強化顯示科技跨域應用實務教
學，培育優質智慧生活顯示技術跨域
應用人才。

培育前瞻
顯示技術
技術研發
人才及跨
域應用人
才 200 人
以上，並
建立 5 位
國際傑出
人才交流
互訪。

培育前瞻

培育前瞻

培育前瞻

培育前瞻

顯示技術

顯示技術

顯示技術

顯示技術

技術研發

技術研發

技術研發

技術研發

人才及跨

人才及跨

人才及跨

人才及跨

域應用人

域應用人

域應用人

域應用人

才累計 400 才累計 600 才累計 800 才累計
人以上，

人以上，

人以上，

1000 人以

並建立累

並建立累

並建立累

上，並建

積 10 位國 積 15 位國 積 20 位國 立累積 25
際傑出人

際傑出人

際傑出人

位國際傑

才交流互

才交流互

才交流互

出人才交

訪。

訪。

訪。

流互訪。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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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智慧顯示技術與應用人才至少
1000 人，建立至少 25 位國際傑出人
才交流互訪。

伍、管考與推動機制
本計畫為「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簡稱 DIGI+方案)」下之行動計
畫，將依循 DIGI+管考與推動機制辦理，由「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
組 (簡稱 DIGI+小組)」作為跨部會推動平台，協調整合相關部會來推動，並於
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DIGI+方案設有跨部會之「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
，包括「基
礎建設分組」
、
「科技及人才分組」
、
「數位經濟分組」
、
「數位國家分組」
、
「協調
推動分組」等分組；鑒於我國發展顯示科技為當前國家級重點政策，需跨部會
協調推動，本計畫係由「協調推動分組」續行管考推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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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一、各行動計畫綱要推動歷程
附件 1-1：推動示範性應用與場域實證
推動重點

部會

2020

局)、文化

2022

劃：規劃顯示科技場

業者，串接整體產業上/中/下游廠商

域應用智慧解決方案

■與零售、醫療、移動、育樂產業公協會 方案，發掘實證場域應用所面臨問題，並 (分屬 4 個不同應用領

全程藍圖，洞察顯示

盤點產業顯示技術服務需求，並共同規

技術短中長期應用於

劃與建構可行顯示科技展示櫥窗(如：載 ■持續與顯示器零組件、系統整合、場域

智慧零售、智慧醫

具與交換站、轉運站或互動式電競等)的 應用業者定期召開會議，動態調整未來四

療、智慧移動、智慧

未來樣貌和內容，以利跨域系統整合業

大領域解決方案最佳化展示櫥窗樣貌，作

者落地實證

為後續展示與國際輸出的標準雛形

廓與樣態，具體化顯

■逐步推動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
動、智慧育樂等四大場域的顯示科技解

佳解決方案 交通部、教育 的抽象概觀

決方案

部

終點目標

2024

■整合顯示零組件、系統整合與應用場域 ■持續推動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移 連結跨領域系統整合方

需，建置最 部、衛福部、 示科技場域解決方案

展示櫥窗

2023

四大解決方案藍圖規

(1)推動國產 經濟部 (工業 育樂的總體面向、輪
化落地內

2021

四大解決方案場域驗

A.智慧零售，如以百貨商場、中大型賣

證：顯示科技智慧解

場或連鎖便利超商作為推動場域，推動

決方案小規模試行驗

產品、服務與體驗創新服務

證（落實於零售、醫

B.智慧醫療，如以醫療研創中心或各型

療、移動、育樂四大

醫療服務院所作為推動場域，提升醫療

場域），提高後續建

品質與醫療照護應用

置四大場域解決方案

C.智慧移動，如以載具和能源交換站、

的成功機會，並初步

轉運站作為推動場域，創造新型服務樣
1

動、智慧育樂等四大場域的顯示科技解決 案 24 例進入場域驗證

進行滾動性修正

域)

實驗技術可行成效與

態

反饋終端使用者的意

D.智慧育樂，如以國際級電競比賽作為

見想法

推動場域，進行沉浸式多元複合電競展
演直播

1.籌組及扶植 2 組專案 1.促進前期成功透過案例推廣、複製及媒合與資源鏈結達成產業化效益，推動國內 透過場域開放促進文化

文化部

聯盟參與文化場域應

擴散以及形塑國際系統整合服務品牌

內容、服務情境與技術

用提案

2.持續引入新的場域跨域整合應用，每年至少 1 例

應用的結合育成、驗證

2.籌組文化科技學院，

與擴散，創造新的產業

辦理案例交流研討 1

模式與商機

場次、人才培育活動 3
場次
3.提出數位解決方案並
協調實驗場域至少 2
案
規 劃 於 大 學 校 院 建 置 推動於大學校院建置校園智慧顯示試驗空間，運用顯示技術發展智慧生活產品雛形 推動建置智慧生活顯示

教育部

校 園 智 慧 顯 示 試 驗 空 或服務模式。

技術校園試驗空間，以

間。

示範顯示科技於校園之

建構校園智慧顯示應用試驗/示範場域累計 2 個。

智慧應用，並輔助教學，
帶動師生參與應用。
提供媒合醫產雙方合作

衛福部

建置「臺灣智慧醫療
創新整合平台」(HST)

的創新管道，促進醫療
創建部立醫院新一代智慧醫療照護模式

與產業更高度的實質合
作，加速創新產品之研
發與升級。

2

應用新科技·創建新一
代醫療照護模式，提升
醫療品質，減輕醫護負
擔，提升照護完整性。
辦理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其中包括推動運輸業裝設先進駕駛輔助裝置、自動駕駛、智慧機車車聯 推動政策創新，引導產
交通部

網等項目均可作為顯示科技應用發展之場域，尤其在各種人機界面、車輛儀表與監視裝置、運輸場站資訊 業發展，營造智慧交通
顯示等應用均有潛在的國內需求。

生活環境。

顯示科技國際推廣行

■結合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等機制，鏈 ■動態修正後續零售、醫療、移動、育樂 帶動跨域整合業者建立

銷策略形塑：規劃顯

結國外產官機構、通路夥伴與潛在買

智慧解決方案行銷展示樣貌與輪廓，針對 10 例標竿應用產品或服

示科技國際推廣行銷

家，掌握國外商情與市場需求，針對顯

展會營銷潛在客戶群，彈性調整展示內容 務，並推動系統解決方

策略，針對顯示技術

示科技四大解決方案進行國際精準行銷

來創造需求

產品/服務特性與終端 ■輔助顯示器上中下游廠商規劃國際行銷 ■彙整公協會能量，邀集國際大廠體驗應

(2)協助產業
加強國際行
銷能力，提
升臺灣國際
品牌形象

經濟部 (工業
局)

使用者可能需求，提

策略，探尋國際商業媒和機會與契機

用場域產品/服務實證，外溢我國軟硬整合

出完整、全面可落實

■籌劃零售、醫療、移動、育樂智慧解決 實力與創新應用能量，擴大廠商能見度

的顯示器產業國際行

方案行銷展示樣貌與輪廓，整備創新應

■依據四大解決方案營銷計畫，選擇正確

銷推廣方案，精準打

用輸出內涵

國內外重要國際展會，跨足亞洲、美洲、

入國際市場不同層面

歐洲、紐澳等，提升我國顯示器零組件、

應用場域，滿足國際

系統整合與場域應用業者能見度，行銷先

性買家後續對於顯示

端顯示應用走向國際

科技應用不同需求與
想法
顯示科技國際化落地
應用策略規劃：規劃
顯示科技解決方案國

3

案輸出國際

際化落地應用策略，
針對亞太地區、新興
國家與歐美地區對顯
示科技使用樣態與需
求情形，研擬不同區
域專屬的顯示科技應
用落地計畫，並連結
駐外經貿使館、國際
聯盟、在地行銷媒和
機構等合作夥伴，共
同形塑具體化的顯示
應用國際落地方案
顯 示 科 技 創 新 園 區 籌 ■盤點高階顯示國際技術研發佈局、產業 ■持續連接新興計畫創新創業加速平台與 扶植 15 家以上新創團
劃：規劃「顯示科技創 需求與市場走向，掌握未來市場後續應

新創基地，整合基礎資源，擴展顯示科技 隊開發跨域智慧顯⽰產

新智造園區」發展應用 用趨勢

創新應用規模

(3)擴展自造

藍圖，因應未來顯示科 ■串接現有中小企業創新創業加速平台與 ■建構終端使用者接軌試驗渠道，整合顯

基地培育新

技場域應用技術、模式 新創培育基地，規劃與建構整合顯示軟

創公司，提

經濟部 (工業 與態樣逐漸成熟，完備 硬技術的基礎設施

升國內顯示

局)

顯示技術研發所有資

器領域創新

源，鏈結自造基地顯示

能力

相關人才、自造者與新
創團隊，籌建專門顯示
科技創新園區，以吸引
國內外創投、國際顯示

4

示科技各類服務應用產業生態鏈

品或服務

器大廠來台投資，發散
我國顯示科技創新應
用能量，擴展顯示科技
跨域應用規模與相關
人才培養
顯示技術結合新型態
技術願景規劃：擬定顯
示科技創新應用未來
願景計畫，因應未來新
興科技發展趨勢（包含
但不限於 AI、5G、物聯
網等應用），完善顯示
技術結合新型態技術
可能應用輪廓的策略
性方針，提高未來顯示
科技應用商品化落地
機會與成效，並擘畫後
續顯示技術創新發展
藍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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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
推動重點

部會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終點目標

前瞻智慧互動實
境顯示科技先期

前瞻智慧互動實境顯示科技研發計畫(2021-2024)

計畫(2020)

•超高解析度顯示技術：CMOS 基微型顯示器達到>4000 ppi 技術水準；面

•推動前瞻智慧

板式超高解析度顯示技術達到 >2000 ppi 技術水準。

互動時竟顯示科

•高性能透明顯示器技術：高透明度(>70%)、高亮度/高對比/高資訊影像品

技先期計畫，盤

質 (於 5000 lux 照度下達到 >4:1 對比)、高解析度、低繞射比例/高穿透影

點顯示科技發展

像品質 (繞射比例 <3%)、智慧精確之觀者/顯示/環境物件互動機制。

(1)發展先進顯

的技術缺口，藉

•先進/實體/浮空 3D 互動顯示技術：先進全像 3D 投影顯示：光場式全像/

示技術與應用

由補助學研團隊

全彩顯示/符合自然視覺之高臨場顯示、可 2D/3D 主動式切換、變焦投影

系統，包含智

進行顯示科技技

(>1m)、可達影像視角(>45°)、高色彩重現、高影像更新率(refresh

術的先期探討及

rate)(>30fps)、演算法運算時間(<0.01s)、空間光調制器使用帶寬(space

融合及資訊安

佈局，並同時與

bandwidth product)達 100%。

全等新興科技

業界及國際建立

•先進材料與關鍵技術：

溝通合作橋梁，

-高效、微縮、高解析度 RGB MicroLED 材料與元件技術：色彩品質達 BT

進而提出顯示科

2020 標準、磊晶發光波長變異±3 nm 以內、MicroLED 尺寸達<6um、外部

技技術的先期研

量子效率達>30%；開發高精度、高密度 MicroLED 覆晶技術/異質整合技

究評估報告，為

術，其精確度達 <2 um 以內。

後續四年的計畫

-高效環保量子點技術：RGB 量子點發光量子產率 >90%，色彩品質達 BT

推動奠定良好的

2020 標準，符合歐盟環安規格，像素圖案化解析度達<10 um。

慧感測、虛實

科技部

1.面板式超高解析度顯示技術達到超過
2000 ppi 技術水準。
2.高性能透明顯示技術達到 70%高透明
度，繞射比例低於 3%的技術水準。
3.MicroLED 及量子點材料與元件色彩
品質達 BT 2020 標準，MicroLED 及量
子點圖案化解析度小於 6 um、量子點
發光效率達 90%、MicroLED 外部量子
效率大於 30%。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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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像及光場 3D 顯示技術達到 2D/3D
主動式切換，以及高解析度、廣視
角、高對比、高色彩重現，高精確度
及低延遲的三維互動等之技術水準。

•擴增實境之高亮度暨低功耗微型發光二極體顯示模組開發計畫(2019-2022)

•開發符合 AR 應用規格之全彩微型發

-開發高解析度 、高亮度 、廣色域及低功耗之全彩微型發光二極體顯示模組，建立次世代顯

光二極體顯示模組，並帶動廠商研發

示核心技術，精進微型發光二極體於顯示之應用

投資 7 億新臺幣

•先進透明顯示系統與應用技術暨服務開發計畫(2018-2020)
-發展領先全球開發高透明互動顯示模組技術，穿透率≧70%、低繞射比例≦1%、亮度≧1,000
nits、高防護性面硬度≧7H，及多人(4 人)動態資訊融合系統，融合精準度誤差≦ ±5 mm。

•以先進顯示系統技術，開創智慧零
售與醫療之創新應用，並帶動產業投
入先進透明顯示與系統研發 20 億元

•先進顯示虛實融合系統與軟體開發計畫(2021-2024)

新臺幣

經濟部 發展領先全球之先進顯示虛實融合系統技術，包含：
-先進顯示次系統 : 兼具高亮度(≧1,500 nits)與高環境可靠度(冷熱衝擊-40℃~85℃ @ 1,500
cycles)之透明顯示技術，及可實現 360˚視角之全彩浮空成像顯示技術；
-即時互動次系統 : 具備內嵌感測電路(整合 5 點觸控與生物辨識功能)、虛實融合精準度誤差
≦ ±5 mm @ 移動速度 50 km/h、資訊呈現時間 ≦ 300 ms 之互動顯示技術，及符合國際標準
之擴增實境廣域互動系統之軟體技術；

•促進面板、材料、設備、系統、軟
體等廠商，透過跨產業鏈之整合型業
界研發計畫，積極投入先進顯示與虛
實融合系統研發 36 億新台幣，協助我
國產業達成虛實融合顯示系統創新產

-整合型電子次系統 : 開發內嵌各種離散元件之整合型電子系統技術，以符合輕、薄、低功耗

品全球領先之市場地位

及多功能之系統整合需求。
• 面板級製程技術新應用開發計畫(2017-2020)

•以建立之 RDL 製程技術，協助面板廠

-建立相容於面板產線之高解析度 RDL 製程(L/S= 1.5 um/1.5 um，與目前晶圓級技術相當)，以 將既有 G3.5 代產線轉型 RDL 開發，並
(2)推動跨領域

促進面板產線轉型與封測產業之跨業合作。

同時建構關鍵設備及材料供應鏈，促進

合作發展新技

•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之製造驗證設施建置計畫(2021-2024)

研發投資 4 億元新臺幣。

術，實現既有

經濟部 -建立任意形態系統整合驗證平台的三大設施，包括零組件製程整合設施、任意形態系統整合

•開放驗證平台，供場域業者、品牌廠、

產線轉型並再

設施、功能測試驗證設施等；服務設備業者因應新製程需要，進行新設備開發與驗證；服務材 系統廠、面板廠、感測廠、材料廠及設

創新價值

料業者因應新規格需求，進行新材料開發與驗證。

備廠等上中下游廠商進行技術開發與

-服務系統與場域進行概念驗證及小批量 (≦200 pcs) 樣品試製；服務面板與感測業者進行少量 驗證，促進廠商研發投資 80 億新臺幣，
多樣利基型產品開發及技術驗證

並成為全球新創、小型企業、新生態鏈

7

業者首選少量多樣客製化任意形態顯
示與感測系統之試製驗證基地。

(3)開發差異化

•差異化面板材料與製程技術開發計畫 (2021-2024)

•協助國內材料廠商投入無光罩印刷材

材料與製程綠

-發展數位曝光 TFT 背板及數位噴印

料技術及綠色循環面板材料技術並促

色技術，推動

OLED 與 QLED 之材料，並開發易拆解面板製程技術

經濟部 及功能性材料再利用技術，提升我國在先進顯示材料之自主能力。

產業發展循環
經濟模式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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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廠商研發投資 22 億元新臺幣。

附件 1-3：建構產業發展環境
推動重點

部會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終點目標

規劃產官學研跨域 建構跨產業跨單位的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推動新興顯示技術產業鏈整合以落 •建立產官學研跨域合作
合作聯盟推動機制 實商品化的開發；並針對智慧顯示產業應用推動中所面臨之產業鏈合作、技術發 聯盟及運作整合機制，推
並凝聚業界共識： 展、政策法規及環境障礙等多面向工作，進行同步協作及整合，加速產業發展並 動臺灣深化智慧系統顯示
針對面板、零組

提升市場化效益

面板、模組、系統整合、產

件、軟體、系統整 鏈結面板、零組件、軟體與系統整合等產業，以智慧醫療、智慧零售、智慧移動 品 服 務 之 整 體 價 值 鏈 串
(1)建立以智

合與服務應用之跨 及智慧育樂等四大領域應用產品系統整合開發為目標，成立可協同合作的 SIG， 聯，建構臺灣 AIoT 智慧顯

慧零售、智慧

產業合作，規劃產 擴大產業範疇，促成水平及垂直產業鏈共同投入，並鏈結場域掌握市場脈動

移動、智慧醫

業鏈整合、技術升 聚焦系統整合與場域應用，推動以前瞻顯示技術的試製服務串聯智慧顯示系統的 態系。

療及智慧育樂

級及產業轉型等產 合作開發，達成以先進技術支持系統產品開發，以系統產品開發落實新技術可產 •連結智慧醫療、智慧零

四大應用之跨 經濟部 (文化

官學研跨域的多面 品化的目標

域合作聯盟及 部、衛福部、交 向推動方向及策

示應用系統之完整產業生

售、智慧移動及智慧育樂

針對智慧顯示產品之應用、產業鏈合作、商業模式及市場趨勢等議題研析發展趨 等四大應用領域，開發系

溝通機制，推 通部、教育部、 略，加速產業發展 勢並提出因應策略，提供產官學研發展依據及政策建議與幕僚支援

統整合方案累計達 24 案，

動跨產業鏈及 科技部)

以精進相關智慧顯示產品

產官學研合

並提升市場化效

以政策性資源(如產創平台輔導計畫）促進智慧顯示跨域系統整合發展

益。

應用、產業鏈合作、商業模

作，整合系統

先進技術及快速試

式發展，創造臺灣顯示器

方案連結場域

製與應用需求的整

產業邁向高值化躍進的新

建立實績

合：盤點產業系統

高峰。

應用的需求進行包

•推動以顯示前瞻技術試

括產業的競爭策略

製平台整合服務模式，協

與供應鏈研究及先

助廠商進行系統開發 8 案

進顯示面板、模組

次，達成以先進技術支持

與智慧元件的對接

系統產品開發，以系統產

9

服務。

品開發落實新技術可產品

智慧顯示跨域發展

化的目標。

之環境優化需求盤
點：四大智慧跨域
應用之國內基礎發
展環境及調適盤
點。
智慧顯示新商業模
式及趨勢先期研
究：盤點國內發展
智慧應用現況，以
利商業模式。
規劃政策性資源催
升產業加值：規劃
政策性資源輔導機
制(如產創平台輔導
計畫)投入以應用主
題引領產業的合作
發展。
交通部辦理交通科技產業會報作為整合、溝通之機制，透過產業科技會報之整合，鏈結產、學、研各 強化交通治理並提升交通
交通部

領域之專家、學者，提升公部門與產業間之交流合作，科技產業會報也將辦理一系列之高論壇，與產 相關產業之發展與創新，
業、民眾進行對話，了解實際需求，透過資訊整合，以利於未來政策制定更貼切符合產業之需求。

強化交通產業於國際之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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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經濟部技術處 持續運作創域創新合作溝通平台，每年至少召開 1 次大型跨域會商以及針對次領 建立文化場域跨域策略合
建立場域跨域創新 域應用辦理至少 2 次小型聯盟對談

作的溝通平台與創新機

機制，探討開放文

制，促進生態系跨域創新

化場域進行跨域創

運作

新實證的合作議
文化部

題，從而解決科技
實證、內容升級以
及法規調適、服務
系統商業化等議
題。第一年至少辦
理一次大型跨域會
商
介接研發單位及業者推動場域試煉時，導入正規教育學生做實務經驗之養成。
邀請產官研代表成

之智慧顯示跨域整合創新

立人才發展諮商委
(2)發展具顯

員會，盤點顯示科

示科技跨域整

技應用產業人才需

合創新應用實

求，規劃顯示科技

務能力之人

經濟部

應用實務能力
•串接智慧零售、智慧移
動、智慧醫療及智慧育樂
應用場域，促進在校生參

跨域人才實務能力

才，推動智慧

發展機制與方向，

顯示產業跨域

提出顯示科技跨域

發展

人才發展先期評估

•累積推動在校生 1000 人

與 20 項(含)以上的智慧顯
示應用產業關鍵技術相關
計畫，提升產業跨域發展
所需人才競爭力。

報告。

•引薦具專題實務能力之
工程人才，投入智慧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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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移動、智慧醫療及智
慧育樂場域發展，壯大四
大產業上中下游之生態
系。
1. 盤點大學校院顯 1. 協助大學校院充 1. 協助大學校院充 1. 協助大學校院充

充實課程、實作、場域學

示技術學習資源。 實前瞻顯示科技課 實前瞻顯示科技課 實前瞻顯示科技課程 習、競賽等教學資源，協助

教育部

2. 協助大學校院充 程模組教材累計 8 程模組教材累計 13 模組教材累計 15

大學校院扎根前瞻顯示科

實前瞻顯示科技課 個。

技及創新顯示科技跨域應

個

個。

程模組教材 3 個。 2. 推動創新顯示科 2. 推動創新顯示科 2. 推動創新顯示科

用之人才培育。

技跨域應用實作及 技跨域應用實作及 技跨域應用實作及場
場域學習累計 200 場域學習累計 300

域學習累計 400 人次

人次以上。

以上。

人次以上。

透過科技研究補助計畫，
培育前瞻顯示技術及創新
1.補助學界組成研究團隊，培育前瞻顯示技術技術研發人才及跨域應用人才。
科技部

2.與國際上前瞻領先之研究單位、團隊、實驗室、公司進行交流，並尋求國際合
作、聯盟、人員交流互訪等建立國際鏈結。

應用服務人才，並建立國
際人才交流互訪之鏈結，
提升我國智慧顯示研發能
量及產業競爭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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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行動計畫綱要分工表
附件 2-1：推動示範性應用與場域實證
推動計畫

辦理措施

期程

全程目標

主辦

協辦

1. 串連顯示科技上中下游產業，彙整相關公協
會需求反饋，規劃產業數位轉型在顯示科技短中
長期的應用發展藍圖
2. 整合產業與公協會意見，建構高階顯示在零
售、醫療、移動與育樂的使用情境並進行場域驗
證，提供四大場域智慧化解決方案展示

1. 串連顯示科技上中下游業者，共同

3. 結合我國國際通路拓展平台機制，了解國外

開發跨領域系統整合⽅案 24 例進入場

目標市場需求與潛在客戶分布，同時盤點適合展

域驗證(分屬 4 個不同應用領域)

會引領顯示科技產業上中下游廠商參與，提升業
高階顯示科技場域應用實證推
廣與創新培育推動計畫

者國際曝光度
4. 彙整公協會能量，邀集國際大廠來台體驗示

2020-2024

範場域創新應用能量，外溢我國軟硬整合與創新
應用服務經驗，以擴增面板、系統整合與服務提
供業者能見度，並提高產品和服務銷售機會

2. 協同既有國際銷售機制並聯合公協

衛福部

會力量，帶動跨域整合業者建立 10 例 經濟部(工

交通部

標竿應用產品或服務，並推動系統解

文化部

決方案輸出國際
3. 整備創新研發基礎設施，擴增新創
基地規模，來扶植 15 家以上新創團隊

5. 結合國內顯示技術領導廠商開發四大場域標
竿解決方案並進行場域試煉，並推動整案外銷國
際
6. 研究國際高階顯示科技技術佈局樣態、產業
需求模式和市場應用情況，作為挹注新創團隊和
擴建自造基地相關基礎建設的參考
7. 整備高階顯示軟硬技術研發基礎設施，搭配
13

開發跨域智慧顯⽰產品或服務

業局)

教育部

現行新創基地與產品加速平台，建構智慧應用服
務輸出驗證渠道，提升產品銷售成功機率
文化場域驗證計畫

1.推動文化內容與 5G 創新應用及沉浸式體驗的 2020-2024 1.籌組及扶植專案聯盟參與文化場域應 文化部

經濟部技術處支

開發對接，獎勵民間在前端進行創域開發的對接，

用提案

援建立 5G 網路及

促進媒合文化內容結合沉浸式體驗及 5G 創新應

2.提出數位解決方案並協調實驗場域每

各項內容實驗相

用。

年至少 2 案

關事宜。

2.與經濟部合作共同辦理，以所屬的兩廳院及國

3. 輔導文化內容結合沉浸式體驗至少

立歷史博物館作為展示場域，打造沉浸式體驗文

達2案

化內容 5G 示範的技術創新應用模式與旗艦典範。

4. 建置國內常態性測試場域及常設型

3.建立場域跨域創新機制，探討文化場域跨域創

沉浸式體驗展演場域

新實證的合作議題。
臺灣醫療技術與資通訊 ICT 產業領先群倫，居執
世界牛耳之位，近年已陸續研發出眾多優良智慧
醫療領域之解決方案及產品，惟散落於各機構，
缺乏整合，為有效推廣國內智慧醫療產業，彙集
優質智慧醫療產品模組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爰
建置「臺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 以 Resource Center 為概念，建置「臺灣智慧醫療
平台」(HST)

創新整合平台」(Health Smart Taiwan, HST)，功能

扶植國產品轉型升級，加速創新國產
2017-2020

包含資訊整合、行銷推廣、醫產創新研發媒合等。
HST 平台可協助買家快速找到符合需求的產品，
同時，為永續持有高品質之醫療照護於世界之尖
端，針對醫療端與產業端之需求面，HST 平台提
供媒合醫產雙方合作的創新管道，促進醫療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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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研發，促進產業發展效益

衛福部

業更高度的實質合作，加速創新產品之研發與升
級。
1.評估現有醫療場域之可行性及規劃需求書。
2.升級布建智慧醫病溝通科技;智能化行動化 AI
創建部立醫院新一代智慧醫療 醫療助理。
照護模式

應用新科技·創建新一代醫療照護模
2021-2024

3.智慧 IoT 應用及持續性照護科技。

式，提升醫療品質

衛福部(衛
生福利部 部立醫院
桃園醫院)

4.建立部立醫院創意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on)，
媒合臨床醫療及智慧新創產業。
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

1. 推動汽車運輸業車輛裝設先進駕駛輔助裝置， 2021-2025 推動政策創新，引導產業發展，營造智 交通部

（110-114 年）

利用電子後照鏡、死角監視、車道偏移警示等設

慧交通生活環境。

備提升安全。
2. 智慧機車與 5G 車聯網技術推廣應用。
3. 研發智慧交通實驗場域創新應用。
4. 運輸場站、運具資訊提供與顯示品質提升。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20 年 2 月
附件 2-2：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
推動計畫
擴增實境之高亮度暨低功耗微
型發光二極體顯示模組開發計
畫

辦理措施

期程

整合高效率發光元件、半導體製程、光學、系統

主辦

建構符合 AR 應用之高解析度 、高亮

端之高新技術，配搭系統廠需求規格，鏈結相關
供應鏈，以 5μm LED、百萬數巨量微組裝技術

全程目標

度、廣色域及低功耗全彩 Micro LED
2019~2022

為核心，率先 Micro LED 顯示產品化

顯示技術，並帶動廠商投資 7 億新臺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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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協辦

以產研合作模式，與面板廠合作開發高透明顯示

以透明顯示技術，開創智慧零售與醫

先進透明顯示系統與應用技術 技術，與終端應用業者及系統廠商合作，進行場
暨服務開發計畫

療之創新應用，並帶動產業投入先進
2018~2020

域之技術與功能驗證， 並建置系統完整解決方

透明顯示與系統研發 20 億元新臺幣

經濟部

案，用以開創智慧零售與醫療之創新應用。

面板級製程技術新應用開發計
畫

建立相容於面板產線之高解析度 RDL 製程(L/S=

提升材料與設備供應鏈技術發展實

1.5mum/1.5 um，與晶圓級技術相當)，強化面板

力，協助面板廠將 G3.5 面板產線轉型

產線轉型與封測產業之跨業合作，協助關鍵材料

發展 RDL 製造新應用，並促成供應鏈

與設備商進行技術發展驗證，包含：大面積數位 2017~2020 投入關鍵研究發展，帶動廠商研發投
圖案化、電鍍、檢測、修補等設備及低溫感光介

經濟部

資 4 億元新臺幣

電材料建構先進面板級扇出型封裝在地化供應鏈
與解決方案
藉由學研合作，強化前瞻顯示技術能量，建立獨 2021~2024 以跨產業合作及國際策略合作，建立

先進顯示虛實融合系統與軟體
開發計畫

步全球之低繞射面板與高融合精準度次世代顯示

新產業供應鏈與技術解決方案，帶動

系統技術，與業界鏈結開發先進顯示模組、高整

廠商投入先進顯示與虛實融合系統研

合電子次系統及虛實融合互動顯示系統技術，並

發 36 億元新台幣，協助我國產業達

發展符合國際標準之共通軟體技術，以鏈結跨領

成虛實融合顯示系統創新產品全球領

域科技，發展智慧移動、醫療、零售與育樂等創

先之市場地位。

經濟部

新應用，進行智慧生活場域之技術與功能驗證，
為臺灣產業創造新應用優勢。
• 協助廠商開發智慧移動及醫療所需

延用法人既有試量產線的大部分設備，以產研共
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之製造驗 建共創模式補強零組件製造、任意形態系統整
證設施建置計畫

2020~2024

之任意形態顯示與感測裝置，並拓展

合、測試驗證等三項製程設施缺口，推動臺灣成

智慧零售及育樂的應用發展，推動在

為全球新創及中小企業新產品試製驗證基地。

臺新增研發投資 15 億元新臺幣。

16

經濟部

• 推動廠商在無光罩印刷及任意形態
系統的材料、設備與製造之新增研發
投資 65 元億新臺幣。

開發進行數位曝光、噴印相關製程材料，以及易

協助國內材料廠商投入建立新型無光

差異化面板材料與製程技術開 拆解、無縫拼接可循環面板材料，增進材料自主 2021~2024 罩相關材料技術，並促進國內廠商投
發計畫
性，並串聯材料、設備、面板廠產業鏈強化我國
入建立可循環面板材料技術，促進廠
面板實力

經濟部

商進行研發投資金額 22 億新臺幣

前瞻智慧互動實境顯示科技研 1.智慧互動實境前瞻顯示技術研發：由學界組成 2020-2024 1.產出符合顯示產業未來技術需求之尖 科技部
發計畫

研究團隊，進行智慧前瞻顯示技術研發，議題包

端研發成果，補足關鍵技術缺口，聚焦

含超高解析度的顯示技術、先進高效材料與光學

實務需求，並有實體展示。

元件，及智慧互動與使用者體驗科技等。

2.培育國內智慧顯示技術之頂尖研發人

2.加強學研合作顯示產業技術研發：由學界與業

才，提供未來學研界與產業發展需求。

界共組研究團隊，以研發顯示技術缺口項目為目

3.發展我國智慧顯示產業所需之前瞻顯

標，共同進行顯示產業技術開發，緊密整合學界

示關鍵技術，並協助導入相關國內廠

與業界之智慧顯示研究量能。

商，促成前瞻技術移轉，掌握重要專利
佈局，協助顯示產業發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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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建構產業發展環境
推動計畫

辦理措施

期程

全程目標

智慧顯示跨域合作與系統方案 1. 推動跨域分工機制並建立合作模式，促進產

1. 建立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及運作

整合

官學研跨域合作：建構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

整合機制，推動臺灣深化智慧系統顯

針對面板、零組件、軟體、系統整合與服務應用

示面板、模組、系統整合、產品服務

之跨產業合作，進行產業鏈整合、技術升級及產

之整體價值鏈串聯，建構臺灣 AIoT 智

業轉型等產官學研跨域多面向推動工作，加速產

慧顯示應用系統之完整產業生態系。

業發展並提升市場化效益

2. 連結智慧醫療、智慧零售、智慧移

2. 推動智慧顯示系統方案整合及與場域的連

動及智慧育樂等四大應用領域，開發

結：鏈結面板、零組件、軟體與系統整合等產

系統整合方案累計達 24 案，以精進相

業，以智慧醫療、智慧零售、智慧移動及智慧育

關智慧顯示產品應用、產業鏈合作、

樂等四大領域應用產品系統整合開發為目標，成

商業模式發展，創造臺灣顯示器產業

立可協同合作的 SIG，擴大產業範疇，促成水平

邁向高值化躍進的新高峰。

及垂直產業鏈共同投入，並鏈結場域掌握市場脈

2020-2024

服務模式，協助廠商進行系統開發 8

3. 推動顯示前瞻技術試製平台整合服務：聚焦

案次，達成以先進技術支持系統產品

系統整合與場域應用，推動以前瞻顯示技術(如

開發，以系統產品開發落實新技術可

Flexible OLED、Micro LED…等技術)串聯智慧顯

產品化的目標。

顯示系統產業發展的新興顯示技術，以落實可產
品化的發展
4. 智慧顯示系統產業應用市場整合發展策略擬
定：針對智慧顯示產品之應用、產業鏈合作、商
業模式及市場趨勢等議題研析發展趨勢並提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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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

3. 推動以顯示前瞻技術試製平台整合 業局)

動。

示系統的合作開發，建立可以持續支持先進智慧

主辦

協辦

文化部、衛福
部、交通部、教
育部、科技部

應策略，提供產官學研發展依據及政策建議與幕
僚支援。
1. 引導產業朝向高值化發展，鼓勵業

1. 規劃政策性資源催升產業加值：規劃政策性

者切入高階產品應用市場，提升智慧

資源輔導機制(如產創平台輔導計畫)投入以應用

顯示應用整體產業附加價值。

主題引領產業的合作發展，期能透過以大助小、

2. 鼓勵具指標性廠商掌握關鍵技術產

學研參與、連結場域及結盟創新的合作，發揮鼓
智慧顯示應用主題輔導計畫

勵創新研發與深化輔導加值的效益。

品，以建構完整供應鏈體系，或引導
2021-2024 業者建立整體系統解決方案，以擴大

2. 透過機制引導以鏈結面板、零組件、軟體與
系統整合等產業，針對智慧醫療、智慧零售、智
慧移動及智慧育樂等四大領域應用產品系統方案
整合，共同進行合作開發，積極促進產業升級與
轉型

輸出爭取國際商機。

經濟部(工
業局)

3. 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方向，發
展替代性的主流新興產業，鼓勵業者
進行開發新興產品或服務，進而構築
新產業生態系。

智慧顯示跨域人才能力養成發 1. 擴增智慧顯示跨域人才供給：掌握產業對顯

1. 累積推動在校生 1000 人之智慧顯示

展計畫

示科技產業跨域人才需求方向，並盤點全國大學

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能力。

院校系所及教學資源、產研技術能量、應用場域

2. 串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

資源，針對智慧顯示產業關鍵技術之跨領域人才

療及智慧育樂應用場域，促進在校生

研擬產學研跨域介接策略與推動機制，建構產學

參與 20 項(含)以上的智慧顯示應用產

研介接合作網絡，並推廣招募以增加智慧顯示跨 2021-2024 業關鍵技術相關計畫，提升產業跨域
域人才供給來源管道。

發展所需人才競爭力。

2. 發展智慧顯示跨域人才實務能力：擬定實務

3. 引薦具專題實務能力之工程人才，

能力發展相關機制，整合產學研能量，透過連結

投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

應用場域，切合產業需求發展智慧顯示跨域人才

及智慧育樂場域發展，壯大四大產業

實務能力，佈局新興應用技術所需跨域人才。

上中下游之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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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
業局)

教育部、科技部

3. 推動智慧顯示跨域人才接軌產業：配合智慧
顯示產業發展所需的跨域人才，推動跨域人才加
速投入產研單位，增強產業跨域研發實力，提昇
國際競爭力。
1.場域：於大學校院建置校園智慧顯示應用試驗/
示範場域(例如課室系統)，連結未來高速連網技
術(5G 及智慧聯網等)，並發展創新跨域應用服務
示範。

1.建構校園智慧顯示應用試驗/示範場

2.技術：盤點現有學習資源，發展顯示科技前瞻

域 2 個。

規劃推動前瞻顯示科技與跨領 技術與應用所需課程模組，鼓勵實作接軌顯示科
域人才培育

2.發展前瞻顯示科技課程模組教材累計
2020-2024

技產業創新轉型發展所需人才。

15 個。

3.創新整合應用(場域學習與競賽觀摩)：連結跨

3.推動創新顯示科技跨域應用實作及場

部或產業智慧生活顯示科技示範場域，透過見

域學習累計 450 人次以上。

習、實習、專題、創新應用競賽等多元學習模
式，培養學生鏈結顯示科技、5G、IOT 等多元科
技整合、創新應用之能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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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