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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光「智」勝策略

www.everlight.com 

葉寅夫 董事長

Sep 25, 2015

公司簡介
LED的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發展歷程

Agenda

智慧財產權發展歷程
『智』勝關鍵
結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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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光概況

創立 1983

公開發行 1997公開發行 1997

營業項目
研發設計、製造及銷售、光電半
體元件及模組

營運總部 臺灣/臺北

員工人數 全球超過6 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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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數 全球超過6,400人

生產據點
土城(臺灣)、苗栗(臺灣)
蘇州(大陸)、中山(大陸)

中國恒光廠成立 樹林廠成立

億光歷史

蘇州廠成立 苑裡廠擴廠

1983
億光成立

1989

1991

中國恒光廠成立

1997
IPO

2001

2005

2008

2010
中國中山廠成立

2011

樹林廠成立蘇州廠成立 苑裡廠擴廠

臺灣苑裡廠成立 蘇州廠擴廠

2014
營收超越10

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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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十大封裝廠排名，億光呈現雙位數成長

2014
排名 公司名稱 業績(M USD)

1 Nichia (JP) 2,800

2 Everlight & Epistar (TW) 1,914
3 CREE (US) 1,564
4 Samsung(KR) 1,400
5 OSRAM Opto. (EU) 1,347
6 Lumileds(US) 1,073

7 LG Innotek (KR) 997
8 Seoul Semi (KR)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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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LEDinside 2014 編輯整理

( )
9 MLS 645

10 Lumens(KR) 493
Total 12,232

企業精神

同心協力 勇往直前 奮戰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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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EmittingDiode

什麼是LED?

LightEmittingDiode

發光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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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亞化學持續地發動的專利訴訟

1996 – 2002

1999 – 2002

1999 – 2002

Nichia v. Osram

Nichia v. Cree

Nichia v. Toyoda Gosei

1999 – 2002

2006-2009 

台灣訴訟
歷程2：2006-2010

Nichia v. Cree 

Nichia v. Philips Lumileds

Nichia v. SSC

Nichia v. Everlight
日亞告億光經銷商
歷程1：1999 – 2004

全球訴訟
歷程3：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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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田合成與日亞化學在日本進行了約40件的專利訴訟，若敗訴則要裁撤部門
 Cree與日亞在美、日的訴訟，亦捲入中村修二博士與日亞的訴訟
 首爾半導體與日亞進行了六個國家的國際訴訟，據聞首爾花費50-100M美金
 億光與日亞也進近了約40件的訴訟，億光在日本、德國與美國取得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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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995～2005

藍光、白光LED相繼被開發並商業化
赤崎教授、中村教授、天野教授分別成功地發展

智慧財產權發展歷程1 ─ 挑戰來臨

赤崎教授、中村教授、天野教授分別成功地發展
藍光LED, 使得白光LED的商業化得以成功，並在
2014獲得諾貝爾獎

日亞化學與豐田合成、Lumileds、CREE、
Osram從1996年起相互訴訟，並於2002分別交互
授權，形成業界所稱的「LED五大公司」

9 www.everlight.com

授權 形成業界所稱的 LED五大公司」
日亞在1999-2004也日本開始干擾億光客戶的商
業活動，對億光帶來巨大的挑戰

 時間：2006~2010 

 日亞化學在2006年在台灣控告億光產品
 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億光侵權，億光上訴後於智財法院判

智慧財產權發展經歷 2 ─ 台灣訴訟

定專利無效
 期間億光在2007年取得豐田合成的授權，並在2009年與
歐斯朗達成交互授權

 2010年日亞專利在最高法院判決日亞專利無效後定讞
 億光雖在法律上贏得的訴訟的勝利，但也失去了一部份的
商業機會

10 www.everlight.com

商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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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亞起訴

(2006/04/25)

敗訴

億光上訴

(2007/11/9)

敗訴

億光上訴

(2009/8/28)

更一審勝訴

日亞專利無效

(2010/07/22)

上訴駁回
三審定讞
(2011/10/27)

民事(侵權)訴訟程序

歷經五年的台灣專利訴訟

(2006/04/25)

板橋地方法院

( 00 / /9)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智財法院 最高法院

(2009/8/28) (2010/07/22) (2011/10/27)

智財局 訴願委員會

訴願失敗，上
訴至智財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11 www.everlight.com

行政(舉發)訴訟程序

億光舉發

(2006/05/16)

舉發失敗

億光訴願

(2009/11/27)

勝訴

日亞專利無效

2011/3/3

2011/10/6
上訴駁回
三審定讞

 不服輸、不放棄連續四次敗訴
 民事一審、二審
 行政一審、訴願

毅力與執行力連勝四次

台灣訴訟展現億光奮鬥不懈的毅力

 毅力與執行力連勝四次
 民事更一審專利無效勝訴
 民事上訴駁回(三審定讞)

 行政二審專利無效勝訴
 行政上訴駁回(三審定讞)

 從失敗中學習經驗，調整策略
努力從敗訴的經驗中 尋找上訴爭點

12 www.everlight.com

 努力從敗訴的經驗中，尋找上訴爭點
 多次重組律師團隊，找到最有效訴訟團隊
 結合台、日律師，找到東芝技術集前案證據，證明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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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審理智慧財產相關案
件，避免遭遇恐龍法官

台灣智財法院的重要性

專責審理，避免各級、各
區法院標準不一

加速審理，變免案件延宕
，失其時效

13 www.everlight.com

，失其時效

億光『智』勝先機 ─ 四大面向

產品開發
風險管理

專利申請
全球佈局1 2

• 所有新產品開發，從專利分
析開始，進行迴避設計，避免
未來的專利訴訟風險。

• 若有新發明，第一時間申
請專利，進行全球佈局。

專利訴訟 授權/交互授權4 3

14 www.everlight.com

風險管控

• 若仍存在風險，則進行訴
訟前期準備，預防訴訟發生。

授權/交互授權

• 若有專利申請在先，則設
法進行授權或交互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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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智慧財產權處
專利審查會/審查委員

組織與制度建立

制度與流程
落實研究記錄簿
專利申請流程
專利獎勵辦法
專利維持管理辦法

15 www.everlight.com

新產品開發專利檢索 SOP

迴避設計與先行技術調查/專利有效性分析
專利優先權佈局流程

突破策略 – 正面攻擊 (2011年）

日亞化學 億光電子

• 寄警告函、威嚇客戶
• 提起訴訟、發佈新聞
稿、指控侵權
• 與客戶和解，使客戶
承認侵權
競爭對手的市場普遍

億光電子

• 正面攻擊 ─ 提起專利
無效訴訟、專利訴訟
• 及早準備 （訴訟前長
達4年的準備）
• 全力保護客戶、不受

VS.

16 www.everlight.com

• 競爭對手的市場普遍
受到負面影響

全力保護客戶 不受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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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1~2015

 億光從2007年起，即已開始落實各項專利管理流程，例如
產品開發IP分析、與專利有效性分析…等

智慧財產權發展歷程3─  全球訴訟

 正面迎戰
 2011年7月，在日本提起專利無效訴訟，日亞反訴
 2012年3月，在德國提起專利無效訴訟，日亞反訴
 2012年4月，在美國提起專利訴訟與無效訴訟，日亞反訴

 日亞與億光共相互提起超過40件訴訟，80％以上由億光先
提起，億光具有先行者優勢

17 www.everlight.com

 日本特許廳、德國法院、美國法院陪審團分別於2014與
2015年分別判定日亞白光專利無效，日亞上訴

先準備案件
選擇訴訟國
選擇法院

訴訟正面攻擊（原告）的優勢

攻擊是最好的選擇法院
選擇對手專利弱點
選擇律師
易於跟客戶說明，取得客戶認同

攻擊是最好的
防禦

18 www.everlight.com

作為訴訟中原告，法官與陪審團易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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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亞化學 白光專利網的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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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訴訟 JP’094濃度專利訴訟

 2010年9月6日日亞於東京地方法院告燦坤日本侵權
 2011年8月31日 日亞告Chip	One	Stop專利侵權，後和解p p
 2011年10月4日日亞於東京地方法院告億光客戶
Tachibana侵權

 2011年9月5日 億光日本於日本專利廳提出無效舉發
 2012年9月27日 日本智財高院判定日亞專利欠缺有效性，

發回審理（等同無效）
 2013年1月31日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判定Tachibana不侵權

，日亞敗訴

20 www.everlight.com

，日亞敗訴
 2014年4月8日 Tachibana提起不公平競爭訴訟
 2014年5月1日 日本專利廳判定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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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94濃度專利的有效性 ?

21 www.everlight.com

Gravity –300 years ago Snow Globe

粒子沈澱，造成濃度分佈是自然現象，牛頓也講過。

(1)請求項1，改成為：
 一種發光二極體，具有氮化鎵系化合物半導體之LED

晶片，
 以及直接覆蓋該LED晶片之塗覆樹脂，其中，所具有

的塗覆樹脂為含有光致發光螢光體，吸收來自該LED
晶片之第1光之至少一部分而變化波長，發出不同於上

JP4530094新權利項– 2015.	4.16

第一次權利項修
正 :沒有限制螢晶片之第1光之至少 部分而變化波長，發出不同於上

述第1光波長之第2光，
 將不被上述光致發光螢光體吸收而通過的上述第1光之

發光光譜與上述第2光之發光光譜重迭，發出白色系光
，其特徵在於，

 上述塗覆樹脂之中之光致發光螢光體，其濃度形成為
由上述塗覆樹脂表面側朝向上述LED晶片，濃度變高
，且，上述光致發光螢光體為互相組成不相同的2種以
上

正 :沒有限制螢
光粉材料種類

第二次權利項修
正 :限制於
Garnet系螢光粉
材料 與億光產

22 www.everlight.com

上，
 上述互相組成不相同的2種以上的光致發光螢光體，它

各自包含，從Y、Lu、Sc、La、Gd、及Sm中選擇之至
少一種元素；及從Al、Ga、及In中選擇之至少一種元
素，用Ce啟動之Garnet系螢光體。

材料，與億光產
品無關

日亞專利在2012年與2014年遭判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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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訴訟 速度：先發制人

及早準備、先發制人、快速回應
億光在日亞提告前便開始準備專利無效訴訟（四年準備）
日亞提告隔天、億光馬上在美國反告

2012/04/18

日亞告億光侵權 德國杜賽朵夫
地院(侵權)

2012/04/19

億光告日亞專利侵權、專利無效
美國密西根州聯
邦地區法院

23 www.everlight.com

2008~

證據搜集

2012/03

億光告日亞專利無效 德國聯邦專利
法院(無效)

地院(侵權)

暫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訴狀送達(Service of Writ)

展會上的法律風險

24 www.ever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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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應用先驅(公司創辦人，公司賣
給Panasonic 歐洲子公司)

 城堡主人 (Castle Dieprahm 1369)

Mr. Wustlich

 曾任億光子公司顧問、億光證人

25 www.everlight.com

城堡在2012.5.21 被閃電擊中

26 www.everlight.com

 出動50名消防員，相當於該市鎮一半的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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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維修費用約百萬歐元

27 www.everlight.com

 Mr. Wustlich 於2014年2月作證，說明YAG＋藍光沒有專利性。
 Mr. Wustlich 於2014年5月心臟病發，病逝；同年九月，日亞專利獲
判無效。

資源的消耗戰
龐大費用 : US>>AU>DE>JP>CN>TW

人力：多位律師 億光團隊 技術專家 經濟

美國訴訟： 細節 = 對事情的深入瞭解

人力：多位律師、億光團隊、技術專家、經濟
專家
證據調查：億光提交超過100萬頁證據資料

關鍵致勝要素：

28 www.everlight.com

關鍵致勝要素
對細節的充分瞭解



2015/9/30

15

分析上千件當年代白光專利技術
日文、英文、中文、德文、俄文

分析四位發明人所有白光專利發明、會議論文

深入瞭解當年代的白光LED所有技術內容

分析四位發明人所有白光專利發明 會議論文
分析日亞公司所有螢光粉專利
分析日亞所有歷年訴訟資料
分析日亞外部專家在其他案件的專家意見
分析所有引用前案的引用前案
在 本 會 書館逐筆翻 紙本資料

29 www.everlight.com

在日本國會圖書館逐筆翻閱紙本資料(1990-1996)

向法院提交上百萬頁的證據資料

十年磨一劍、實力來展現

本案美國專利 發明人其他日本專利

發現發明人的衝突陳述（舉例）

材料 ABC可發光 材料 ABC不發光

30 www.everlight.com

• 證明專利不可實施，不符合專利法要求的可實施性
• 質疑發明人的誠信，使法官與陪審團不相信發明人的證詞

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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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訴訟 他案訴訟
(日亞 v. 億光) (ABC v. XYZ)

發現技術專家的衝突陳述（舉例）

(日亞 v. 億光) (ABC v. XYZ)

專家：我認為ABC的
發明，具有專利進步
性

專家：我認為ABC的
發明，不具有專利進
步性

31 www.everlight.com

• 證明日亞的外部技術專家，並非公正誠實的技術專家
• 陪審團無法完整理解技術，因此陪審團傾向於判斷哪
一方比較誠實，進而做出對該方有利的判決

日亞白光LED發明概念(‘925專利）

+

藍光與黃光結合發出白光

InGaN LED YAG Phosphor

1997.7.29

是否具有專利進步性？

32 www.everlight.com

199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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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 Color Wheel - ~1672

Issac Newton

33 www.everlight.com

300年前，英國發明家牛頓，就已發現藍
光與黃光混和可產生白光的原理。

2014 諾貝爾物理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
在新聞稿中指出，
三位得獎者的成

1. 藍光LED才
是關鍵發明。

34 www.everlight.com

三位得獎者的成
就在於發明了高
效率的藍光LED，
帶來節能的白光
光源。

2. 黃色螢光粉
是1980s就
已存在的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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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 N LED YAG Ph h

=

InGaN LED YAG Phosphor

1997.7.29

陪審團認同億光

35 www.everlight.com

InGaN
1990-1994

YAG 用於
傳統節能燈

1974

陪審團認同億光
的看法，認定日
亞告億光的所有
專利權利項無效。

 速度
 日亞在2012.4.18在德國告億光，億光在一天之內

2012.4.19在美國反告日亞

關鍵「智」勝要素

 並分別在2014、2015 在德國、美國勝訴

 細節，對案件的深入瞭解
 及早準備、大量的深入分析
 超過100萬頁的證據資料

 奮戰不懈

36 www.everlight.com

 全力贏得客戶信任，作為最好後盾
 台灣訴訟連敗四次後，再連勝四次，勝訴定讞



2015/9/30

19

笑裏藏刀 鬆懈億光心防 毫無誠信

37 www.everlight.com

中途島之戰 Midway Island（勝在情報與速度）

 日亞聲稱，訴訟預算無上限，對手需準備50-100百萬美金
 日亞有50人專利智權團隊，並有豐富的經驗，歷經最多的專利訴訟案
件

38 www.everlight.com

件
 日亞是否與億光談和，需看億光表現！？
訴訟後─

 日亞損傷：日亞在日本、德國、美國的白光LED專利紛紛遭叛無效（
日亞主力艦隊）；

 億光損傷：日亞運用2012年美國新專利法案（專利無效比例高），億
光僅一件用於晶片電極之專利遭判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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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專利訴訟經驗，再強化智權組織與制度設立

產品開發 最佳
產品方案專利分析

前案技術分析

迴避設計

提出專利無效/
異議程序

對關鍵專利取得
授權/購買專利

分析項目 IP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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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有效性
分析

請律師提供專
利無效意見

例如，億光會在產品開發前，提起專利異議或無效，第一時間排除風險。

落實智慧財產權四大工作方向，建立核心競爭力
產品開發風險管理、專利全球佈局、交互授權管理、
訴訟風險管理

結語分享

億光智權勝訴的三個致勝要素
速度、細節、奮戰不懈

國際訴訟是從台灣走向國際的過程，應及早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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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課，是必經的一役
透過國際訴訟的經驗，再重新強化智財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