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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 108/7/10-108/7/12 

審核： 

1. 穿透反射率量測設備狀況 

  電腦找到同規格二手價格 5000元，可將含有穿透反射率量測設備驅動程式的硬碟

裝上去並且工作。HMT 宏明科技將會安排工程師來到公司進行檢測。不收檢測費。

但是尚未收到 EMAIL 回復告知明確的時間 

2. 固晶體 

3. 焊金線 

4. 點量 LED成品 

5. 檢測不良品電源 LED driver 

6. 維修自動撥線鉗 

 

po.lin
文字方塊
下次報告， 除了能看到你做了哪些事情， 希望能多看到一點你的想法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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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 108/7/9-108/7/12 

審核： 

內容 : 

 焊線練習 

 不良變壓器量測 

 自動剝線鉗維修 

 
 

  本周，安妮姐帶著我和哲瑀學長練習如何焊線，兩年前在東莞廠因為時間關係，

沒有顧到焊線機台，所以還保留著「穿線很難」、「線很細、很容易斷」的記憶，今年

在總公司學習「手動」焊線，完完全全是全新的體驗！ 

  因為顯微鏡只能一人看，所以剛開始安妮姐在教我如何焊線時，我在旁邊看得霧

煞煞，只能先仔細觀察安妮姐如何按儀器的按鈕。我原本以為焊線只是簡單的「把線

從一頭拉到另一頭」，但在學習過程中我發現不是如此而已，焊點的金球大小、焊針

的高度，甚至是金線的彎曲程度，都是需要特別注意的，並不是說點過來點過去就可

以完成的。 

  上周五時實驗室內的積分球電腦壞掉，因此我和學長在焊完線後只利用了電源供

應器來測試是否會亮，其餘相關數據要等儀器維修好後即可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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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練習打的金線※ 

 

※焊線在已固好晶的 LED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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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瑀學長焊線的 LED 通電後的結果※ 

 

※我焊線的 LED 通電後的結果※ 

  本周除焊線外，我們還檢測了不良的電源，以及修理自動剝線鉗。在和學長的同

心協力下，量測速度很快就完成了；在量測過程中，因為要把兩芯線的塑膠皮剝掉，

使用了剝線鉗才發現它卡住了，我們把剝線鉗拆拆組組，雖說用起來還是有些許不順



        BBRRIIGGHHTT  LLEEDD  EELLEECCTTRROONNIICCSS  CCOORRPP..  

                                                      暑暑期期實實習習生生報報告告.. 
SINCE 1981

手，但至少把卡住的狀況解決了。 

 

下周目標： 

 自行固晶、焊線、灌膠封裝，完成樣品。目標：樣品會亮。 

 調配不同比例的螢光膠。 

 利用實驗室內的螢光粉調配螢光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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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 2019/07/12 

審核： 

內容 : 

本週學習包括二廠 LED製成介紹與參觀、億潤參觀(沖壓、注塑及其模具技術)、

高輝晶片製成講解、業務介紹、品保介紹。 

以下簡單記錄實際操作的學習過程與結果: 

由彭修政副理帶領我們參觀的測試儀器:視角測試儀(光角度)、回流焊機(溫控段

數較生產線上之回流焊機少)、無鉛雙波峰焊機、亮度測試儀、波長測試儀、研磨拋

光機、鹽霧測試機(模擬沿海環境)、冷熱衝擊機、恆溫恆濕機。在之後的剩餘時間裡，

張孝嚴協理讓我們學習操作波長測試儀，其中我等測定種類和參數分別為:晶片分別

(RGB)，至多三種、腳位(1~4)，至多四種，組合後控制電流方向、亮度(IFL_)，輸入

20mA/mS，通以電流測得亮度、波長(IFWL) 輸入 20mA/300mS，通以電流測得波長、順

向電壓 VF(IF)，輸入 20mA/mS，通以電流順向電壓、逆向電流 IR(VR)，輸入 5V/mS，

通以電壓得逆向電流，若為 0則無漏電。過程中第二次測試時無顯示數據，經腳位、

線路、參數等測試，發現有可能是測試機台連接產品之部分線材不穩定，經測試腳位

的線路更換，即恢復正常。爾後利用腳位變換(順序、同組相對對稱)，發現測試時同

組腳位之接地腳位需在相同位置(例如接地為 4:14、24，非 14、42)，且若已知產品

腳位也僅需順向測試電流，測輸入一組腳位即可(張協理要求的測試項目包含順向電

壓及逆向電流，因此兩種腳位組合皆須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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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後，張孝嚴協理安排留在一廠的我等，開始自身體驗 LED的人力生產:

第一天在一旁觀摩手工翻晶及機器擴晶之後，開始實際操作點膠:針筒點銀膠(1084A)

至支架(Y45A)上，點膠後再進行固晶:將翻晶完成的晶片戳進點上銀膠的支架碗中。

機器製成步驟中，因晶片廠商出貨時晶片反面與藍膜貼合，且固晶時由真空吸嘴將其

吸起放置於點膠完成的支架碗中，因此不需要翻晶；但在手工製作 LED固晶時，需要

將晶片對準杯碗放入其中(也可以用夾取的，但效率較低)，因此需要翻晶；而翻晶需

要用到的特殊膠帶(白膜)，僅能黏貼於晶片正面(焊線面)，否則無法翻晶成功。利用

機器擴晶主要分為七個步驟：1.放上內圈 2.放上藍膜(晶片朝上)3.升起平台 4.放上

外圈 5.裁切外圈以外多於藍膜 6.取下包含內外圈的藍膜 7.降下平台；若藍膜未完能

完全覆蓋平台時，可以在放上藍膜時補上藍膜。手工點膠時，膠量和位置十分重要：

過多銀膠造成固晶時晶片易沾膠，且短路產生不良，過少則可能造成晶片脫落，無法

導通產生不良；點膠若沾上杯緣可能造成短路不良，因此最佳位置應點於正中。在將

近五個小時的過程中，操作過程極大部分都是於顯微鏡下完成，細微的操作，不管是

手還是眼，都需要十分有耐心且穩定，所謂熟能生巧，在這次的體驗下特別有感覺；

指導我們的操作員提到，一開始的生產都是來自於手工製作，而我們四位同期實習，

花了近五個小時才共同學習生產出 12支(步驟至固晶)，時至今日再度印證了機器量

產的成本是多麼低。本次使用的銀膠型號為 1084A，須以攝氏 165度(正負攝氏 10度)

烘烤兩小時，期待之後烘烤的結果。 

本週參觀了億潤及了解高輝的生產，當實際手作將各部分組合時，我對於一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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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晶片產生興趣：連鑷子都不一定夾得起的晶片，到底經過多麼精密的製作技

術，使其存在著多層材料及精細的電路，可惜高輝主要生產機器都位於台灣新竹科學

園區，無法提供參觀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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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2019/07/12 

審核： 

內容 : 

    經過一個禮拜的孰悉環境後，我漸漸能把之前學到的連接起來了:一個 LED 最主

要由〝五大物料〞，晶片、基材、銀膠、金線、環氧樹脂，再配上〝五大製成〞，利用

晶片、基材、銀膠來固晶，接著用金線焊線，再用環氧樹脂封膠，然後再切腳，測試

後沒問題就可以出貨了；另外比起上禮拜，這禮拜更注重於〝晶片〞上面，我們去了

高輝公司了解如何從無到有的生出晶片:首先，〝長晶〞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他的概

念就像是製作千層蛋糕似的，先是把藍寶石(三氧化二鋁)當作基板，此時要先〝晶棒

製作〞，這是從一大塊藍寶石上面取下很多個小晶棒，晶棒是圓柱體，取的時候還要

特別注意藍寶石晶格的方向，還會在晶棒上切出一個平面，一來是方便夾取，二來是

好定位，然後切割成許多個圓餅，接著在上面鋪上很多層的分子原子，使它能發光，

長晶完後再把基底的藍寶石慢慢地打薄，打薄後用酸液清洗，接著再切成一顆一顆

的，由於藍寶石很硬，須由雷射先切出痕跡，再折斷，切成一顆一顆測試後沒問題，

就可以進入封裝的程序了。我們還有學到如何檢測亮度(由 IFL)、波長(IFWL)、漏電

流(VR)並實際操作，當然，佰鴻還有利用不同機器來檢測產品，像是冷熱衝擊機、研

磨拋光機、鹽霧試驗機、回流焊機、視角測試儀等等，確保產品在不同環境狀況下仍

能正常使用。我們這周也有業務、品管的經理來給我們分享，在科技業裡的業務並不

能只懂〝業務〞，也必須對科技產品有一定的了解與知識，同時也要知道現在時代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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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哪裡，哪種產品有優勢，最重要的是能夠和陌生人聊得起來且能跟他談生意但又

不會太現實，聽完覺得比在實驗室還困難，說話技巧要拿捏得很好客人才願意滿單，

還要能把專業知識轉換成普通人聽得懂的語言，這對我而言太困難了~另外我們也實

際親手做 LED 燈，光是基本款的就覺得不容易，一開始我們要先把藍膜上晶片〝擴

晶〞，把緊密的晶片分開一點，這樣比較好固晶，另外晶片需先分正反面，要焊線的

面是正面(有一顆點)，由於手作沒辦法像機器把晶片吸起來，須先進行〝翻晶〞，把

正面黏在藍膜上，接著，我們把支架上的〝杯子〞裝上銀膠，光這個步驟，我不知道

裝了幾個才符合標準，不能太多，多了固晶時會把晶片淹沒，太少又黏不住，然後固

晶時我們是用〝戳〞的，把藍膜上晶片輕輕戳到裝有銀膠的杯子裡，此時除了要注意

力道之外，還要注意方向，需要把晶片矲成正方形，不能是稜形，這會影響到發光情

形。光是點膠、固晶這兩個步驟就花了我們不少時間，接著就要送烘烤，把銀膠烘烤

乾，但烘烤又要花個四到五小時，乾了後才能焊金線，目前我們的作品還正在烘烤中，

或許要親手做才能知道這個的難度，期待接下來的焊線、封膠以及切腳，只祈禱我們

的良率不要太低。 

以下是我們實作實拍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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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支架 

點完銀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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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晶完 



    BRIGHT LED ELECTRONICS CORP. 
                           暑期實習生報告. 

 

姓名：  日期 : 2019.07/08-12 

審核： 

內容 : 
  第二周起初仍在進行教學內容，很恰巧的在禮拜一安排了陳宗興經理的課，經理用不同於張

協理的方式再次的講解了照明的原理，但不同的更強調了 LED 的優弊，與每個步驟的功能，例

如：封裝不止能保護晶體、防潮，還能增加光輸出、調色、便於客戶安裝等等功能與好處，讓

我更清楚為什麼我們必需了解每個構造與步驟的原理，因為對 LED而言目前這些步驟缺一不可

並且環環相扣。 

  接著，我們來到了億潤參訪，其中林總說所謂的支架必需掌握每一個細節，而他也花了多年

的時間來了解每一臺模具製程儀器的操作，不論是電鍍、切線等等那些都是我們從未接觸過的

領域，因此對支架、機械與模具一竅不通，但在因緣際會之下我們與林總待在休憩室時聊出了

我們的疑惑，首先支架製成分為沖壓與注膠，而沖壓不只是直上直下的切取（直沖），亦有所

謂的測沖，而側沖就是支架最重要的地方（杯子），在側沖的情況下不僅需考慮“材料筋度”

的問題，也必需考慮“留餘料”的多寡，若是留過多的餘料會導致杯子過大，容易導致與接線

端碰觸而短路，而分步處理的方式也是預先設想了“客製化”與“施力”的成果，但由於是以

切割法製程，將會造成許多的浪費，林總說每進一批鋼材將造成 80%的口水肥，但口水肥再製

品的效能不佳，但價格非常的便宜，換個角度而言當我們能將口水肥的效能提升到原產品的

90%，其帶來的經濟效益極大，然而站在億潤的立場，出口高端產品是不可使用再製品的，那

麼在支架方面是否能夠尋找到另一種方式生產，而其方式耗材少、廢棄率低、仍擁有高效能，

我覺得這是將來一定要解決的事情與方向。 

  在高輝，莊協理簡單的講解 LED的晶片，從認識藍寶石基板（三氧化二鋁）到長晶（原子分

子鍵結在基板），到 PSS（干法刻蝕）到成品，中間經過兩次切割，第一次晶棒切割用鑽石切

片，另一次則是使用雷射打裂縫後折斷，我猜想第二才不使用鑽石是因為雖然要多折斷的步

驟，但卻能更精細的控制切割電路。 

  最後測定儀器介紹、業務部的客戶需求與技術開發、品質管制，我認為是三位一體，在前線

的業務必需提出我們產品的優勢與附加價值，而我認為品質的保證是優勢，而品質的保證來自

於品管與儀器檢測，其中都必需擁有分析力，並且不斷地 PDCA(計畫、執行、檢驗、改進）。 

   波長測定儀操作(紅橘雙晶測定)是這周很特別的體驗之一，我們總共試驗了兩次，第一次

極快速的成功了，但緊接著了第二次卻不太順利，明明打的方式是跟第一次一樣的，但橘光卻

怎麼也測不到，起初同學告訴我是不是誤觸了計算器歸零，但我並不認為這會造成太大的影

響，雖然這部分我們也不是很清楚，但最後我們用最根本的方式逐一分析錯誤來源，從數據對

照到電源供應器證實橘燈的正常與正負極的再次檢驗，或是燈源鎖定器的固定與否，再到數據

更動，最後我們懷疑是儀器的 2號接線接觸不良或是短路，然後換了接線才成功，成功後我們

便將每個人所懷疑的數據問題都嘗試了一番，透過一一摸索來了解儀器設定。 

  自己做顆 LED燈吧!這是我來這裡前從沒有想像過的事，從認識晶片的正面與反面，到翻

晶、擴晶、點銀膠、固晶，每一步都跟透過原理想像的不一樣，在實作中有更多的經驗與技巧

必須掌握，例如:當擴晶時藍膜破裂可以透過補膜的方式維持擴晶張力，或是銀膠過多可以以

鑷子微去除，而點銀晶與固晶時因為儀器不足所以有更多的等待時間，在等待的時候可以發現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是值得我們學習討教的，另外在固晶時我體驗了戳膜與夾取兩種

方式，其晶片黏貼藍膜方式不同，夾取式與自動化相同晶片朝上，戳膜較為快速但落點不好控

制，夾取則必須掌握好力道且需要較大的隱定性，而我認為針對每個晶片都有不同的屬於他們



    BRIGHT LED ELECTRONICS CORP. 
                           暑期實習生報告. 

的最佳方式，而自動化與人工也都有它們的存在意義，人工注重原理應用測試，而自動化是它

的延伸，將成品用更快的效率生產與應用。 

 

晶體正面 晶體背面 

擴晶 擴晶成品 

杯子 點銀膠 固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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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 2019/7/12 

審核： 

內容 : 

    這週參觀了億潤的 LED 支架製作流程，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沖壓和注塑，

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了三隻腳的直插式 LED 支架，被稱為 09 型，其中最大

的特點是在中間的那隻腳位頂端有個橢圓形的碗杯，在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橢圓形

的碗杯是用來同時放置兩個晶片，而由左右兩隻腳位的供電情況來決定該 LED 的發

光，可同時觸發兩個晶片，抑或是一次觸發一個，這種設計將可以在有限的空間下得

到更多種的發色，另外也藉機會問了林總許多問題，而釐清了之前對於沖床的相關疑

問。 

    另外這週也知道了作為合格的 LED 產品所需要經過的幾道考驗程序，例如冷熱

衝擊，高溫高濕，以及壽命評估，並且在產品本身的特性上也需要做檢驗，如視角測

試，曲線掃描，遠方積分球，電性測試，亮度測試。 

    在品管的部分，則學習到了品管部門的相關體系及其運作流程，也在業務處了解

了業務需要向外尋找客源的情況，以及業務部門似乎與技術部門較難進行雙向的直接

溝通，通常是業務部門提交案子給技術部門評估，如此一來能進行的溝通是有限的，

能關注市場的視角也是有限的。 

    PLCC 製程本週學習概要: 

固晶:通常用來固晶的膠有兩種，分別是銀膠，和絕緣膠，通常銀膠適用於垂直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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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為了使底部的電極能將電導出)，絕緣膠用於水平式晶片，但是絕緣膠能承受的功

耗約為 0.8W，而銀膠能承受的功耗為 2~3W，所以高功耗的水平式的晶片為了散熱，

底部也會採用銀膠，另外，烤銀膠和絕緣膠的烤箱必須分開，否則烤過銀膠的烤箱若

再去烤絕緣膠，烤銀膠所殘留的揮發性氣體會使絕緣膠毒化無法凝固，而通常此烘烤

階段多採用 170 度烤 3 小時，另外這次學習也曾觀察到晶片上有兩個 P 極或 N 極，

後來得知此舉是為了將電流分流達到散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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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 2019/7/12 

審核： 

內容 : 

  這禮拜五我對來到佰鴻實習該學習什麼有新的方向，上週我的學習重點與在學校較

為類似，著重於 LED 的組成，產品細節等偏技術理論方面的知識，雖然這些也很重

要，但我認為，佰鴻這麼大的集團，如此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公

司運作細節、管理細節還有透過與職人的交談獲得人生經驗。 

  公司上的細節:我觀察到幾乎每台機器上都有貼上作業流程與注意事項，這不僅能

方便操作員，也能降低操作原的失誤與錯誤，若有新進員工，也便於他們能在短時間

上手，提昇公司效率。在品管部門，有完整的 SOP，能確保任何產品進入品管部門

後，能照著標準程序做一個有調理的檢驗與判斷，我認為這不僅是減少錯誤的判斷與

增加效率而已，有了標準程序，更能在錯誤中找出問題點在哪，進而改善流程，不斷

進步。在參觀憶潤公司時，林總提出一個公司困境，員工教育水平不高，希望能新招

進能有較高學歷的員工，這讓我對上禮拜副總經理的話產生連結，「新」很重要，若

員工單只有操作技術能力，缺少理論方面知識，無法創新，很難在其他競爭者展現優

勢脫穎而出。 

參觀了佰鴻集團幾間子公司，從原本中游往上下游連結後整合，成為一間研發、生產、

銷售為一體的公司，令人相當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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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方面:我學習到解決問題、時間管理、團隊合作，還有透過與一些台幹的交流，

學到很多人生經驗。 

  這禮拜我們接到了第一個任務，使用波長測試儀測量雙晶片 LED 的 VF、波長、色

溫、是否有漏電流，雖然張協理有大致上教我們一次，但我能體會到，他希望我們能

自己摸索，我們六人，透過合作與討論，成功測出，但在換人操作時，卻遇到了我們

六人都找不出來的錯誤，很慶幸的是當我們遇到問題時，第一步並非直接請人幫忙，

我們秉持實驗精神，把大家認為的可能都採納並一步步測試，過程大家不同想法很

多，但並沒有爭執，而是透過討論分析，最後不僅解決問題，這個錯誤，也任我們對

這儀器有更深認識。  

  在正式上班的前一天，林博跟我們分享了時間管理經驗，聽完後我回頭來檢討自

己，我平常會有類似的時間管理方式是在準備考試，但我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就是做完後檢討自己這天的安排，我只在乎能不能完成，而沒有去思考，是否有更好

安排方式，或若沒完成是否哪裡安排不妥，沒有檢討就不會有進步。  

  國中校隊隊長、高中擔任班長，系籃球隊隊長，在這些領導經驗裡，我用了不同方

式，有失敗有成功，因此我開始對於領導方式產生了疑惑，到底什麼樣的領導才是對

的，經過與林博的談話後，我學習到重點應該是先你的領導對象是誰來決定你的風格

方式，這也讓我明白為何我再修正已往的錯誤而好的保留後，反而失敗了。 

  這週我有新的學習方向，也解決了我對一些事情的疑惑，收穫滿滿，期待接下來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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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2019/07/12  

審核： 

內容 : 

轉眼之間，來到了第二週，時間過得可真快，收假完的第一堂課，一樣是 LED，一

樣是那些基本的製程，但是不一樣的是，教我們的陳宗興陳經理又把 LED 的特性跟

優勢及劣勢講的更細緻了，所以讓我把上禮拜所學的事物又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接下

來是參觀在二廠的億潤，他們製作的產品，是 LED 的支架，就如同人類的骨骼一般，

對 LED 來說是很重要的東西，雖然製作過程看似簡單，只要把原料送進機器壓一下，

成品就出來了，但用來製作形狀的模具很不簡單，因為支架很小一個，要再那麼大個

且有點複雜得模具用出小小一個 LED 支架，在我看來應該是不容易的， 

大概走過了一些 LED 的製程，在最後幾天也去了業務部，因為研發跟業務完全不一

樣，業務主要推銷產品，但是業務跟研發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像是客戶的需求，可能

現在的產品沒辦法達到或是說業務也不清楚這個產品的一些理論，所以就需要跟研發

的人員討論一下，也不能自己亂回答，業務就是一家公司前鋒，也要搜集第一線的情

報跟研發討論，是個不容小覷的部門，最後一堂課，是品保部的王經理，品保不管是

食物還是商品都是很重要的，品質有保證，客戶才會放心，是一個公司信賴的來源！！ 

終於結束上課的日子，要來正式來往專題著手了，不過這是剛開始而已，謝工程師 皓

翔哥,要我們先去測量晶片的亮度跟波長以及 VF 的曲線，但我還不知道測什麼，就跟

著學姊先去看看如何固晶，跟我想的不太一樣的事，在二廠我們不用自己親自下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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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晶，學姊說就把要黏晶片的地方跟底下的技工講一下，他們就會幫你用機器製作

好，畢竟操作機器不是我們的專業，不過調整機器到我們需要固晶的位置，真的算蠻

難的，我看那個技工用了很久才開始固晶，我們固的是垂直式的晶片（正負在不同邊

的晶片）（就是說一個正 p 在晶片上然後一個負 N 在晶片下方，銀膠是為了要導通

N），所以需要導通，要用到銀膠，固完晶片之後，就要送進烤箱，以大火（沒有大

火，應該是利用電轉熱再利用裡面的金屬導熱至烤箱內）170 度 3 個小時烤乾銀膠，

完成了第一天專題的一個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