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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1.1 微機電系統與微反應晶片簡介 

近年來，由於科技的快速進步，使得日常生活用品將朝輕薄短小且多功能

化方向前進，其概念亦影響機械元件的設計與製造，因而衍生出符合現代產業

需求之「微機電系統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技術，此技術

整合光、機、電、控制、化學、材料、生物醫學等多重科技領域，將微感測器

(µ-sensor)、微致動器(µ-actuator)、微處理器(µ-processor)等元件模組化於單一晶

片(chip)上，提高微機電系統的應用性與附加價值。利用此種技術所製作出的系

統組件便具有體積小、重量輕、可靠度高、精確度高、性能佳、成本低和批量

生產（batch process）等優點。因此，微機電系統技術已被科技界公認為二十一

世紀高科技產業的重要技術指標。 

微機電製程技術包括矽基微細加工(silicon based micromachining)、非矽基

微細加工(non-silicon based micromachining)等二大類技術，如表1-1所示【1】。

矽基微細加工可分為兩類：(1)面型微細加工(surface micromachining)是以矽晶圓

為基材，在表面進行薄膜沉積、微影、蝕刻等積體電路製程技術，配合犧牲層

(sacrificial layer)蝕刻技術，可在矽基材表面製作出微懸浮結構；(2)體型微細加

工(bulk micromachining)是以矽晶圓為塊材，將矽晶圓做為加工材料，進行單晶

矽等向性蝕刻、非等向性蝕刻、雙面對準、蝕刻終止與蝕刻幕罩保護等製程。 

在眾多微機電領域發展中，結合微機電製程技術的微流體晶片可說是最受

矚目的領域之ㄧ。微流體晶片一般是以玻璃、矽晶片或高分子材料做為基材，

利用微機電製程技術，將流道、閥門、幫浦、反應槽體、加熱器、溫度感測器

等多項元件，整合縮小至微流體系統晶片上，如同將整個實驗室所需的儀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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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功能匯集在單一晶片中，做即時反應及同步分析之微型全分析系統(micro 

total analysis system, μ-TAS)，即所謂的「實驗室晶片(lab-on-a-chip, LOC)」，其

功能如圖1-1所示。如圖1-2所示，A. Berthold等人【2】於2002年，利用玻璃基

材，製作而成的微毛細管電泳分析晶片，將分離微管道(separation channel)與偵

測電極(detector electrodes)的部份，分別做在兩片玻璃基材上，再利用陽極接合

(anodic bonding)的方式做接合，並透過聚合脢連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放大DNA後，直接在微管道中進行分析。該晶片成功的將取樣

(sampling)、反應(reaction)、分離(separation)及偵測(detection)等功能整合於單

一晶片上。此技術發展至今，除了在基因分析、基因定序、疾病診斷、藥物篩

選、蛋白質分析等生醫工程應用外【3】。近年來，研究發現利用微流體系統晶

片進行化學反應的合成，具有降低人工操作的實驗誤差、提高系統穩定性、精

確控制反應條件、降低耗能及樣品用量、節省人力和時間等優點；這些獨特的

微流體性能，不但改善了傳統的生化研究及醫學檢測，且應用於奈米科技之研

究，也帶來突破性之發展。 

1.2 玻璃蝕刻技術 

玻璃基材因具有良好的穿透性(optical transmission)、高電性絕緣(electrical 

isolation)、高熱阻絕性(heat resistance)及化學穩定性(chemical resistance)等優點

【4】。因此，在生物微機電(Bio-MEMS)、光學微機電(optical MEMS)及射頻微

機電(RF MEMS)的領域上，皆有傑出的表現。近年來，關於玻璃細微加工技術

的研究極為廣泛，製作方式各有所長。如圖1-3所示，T. Diepold等人【5】於1995

年，利用超音波鑽孔(ultrasonic drilling)技術，在玻璃(Pyrex 7740)基板上鑽出直

徑達500 µm的圓孔，之後再浸泡HF，可以有效改善鑽孔後表面粗糙度問題，但

為了要保護玻璃表面不受HF的侵蝕，還需電鑄上1 µm的金，做為蝕刻的保護

層；如圖1-4所示，J. Kruger等人【6】於1998年，使用波長780 nm的藍寶石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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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不同參數控制，在玻璃基板上製作出微孔洞；H. Wensink等人【7】於2000

年利用噴砂技術(powder blasting)，在玻璃基板上加工出微流道，噴砂技術是ㄧ

項快速、便宜又可精確控制方向的蝕刻技術，常用在玻璃、矽晶圓、陶瓷等脆

性的材料上。如圖1-5(a)將具磨蝕作用的Al2O3微粒，經噴嘴高壓加速後，直接

撞擊欲蝕刻的靶材，在沒有金屬遮罩保護的地方，可加工表面粗糙度約2.5 µm

的微流道側壁，如圖1-5(b)所示。 

傳統玻璃微加工技術，如超音波鑽孔(ultrasonic drilling)、噴砂技術(powder 

blasting)、雷射加工(laser machining)等，雖然加工速度快，但受限於線寬定義

能力不足及表面粗糙度不佳等問題。因此，取而代之的是矽基微細加工技術，

也就是說，常用於矽基材的微機電製程技術，都可以成功的轉移到玻璃基材上。

如一般矽蝕刻常用的反應性離子蝕刻(RIE)，也可以應用在玻璃材質上，但蝕刻

速率不理想；若使用感應耦合電漿離子蝕刻技術(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RIE, 

ICP-RIE)，藉由製程參數的控制，雖然能得到較高深寬比的結構，但會有設備

與機台維護成本過高的問題，在元件製作上多有限制。而利用化學濕式蝕刻(wet 

chemical etching)，不但可快速達到深的微結構、表面粗糙度佳且具低成本等優

點。因此，成為許多學者最常使用的方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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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微機電製程技術分類表【1】 

溼式 浸漬式 
漬著式 

化學蝕刻

技術 
乾式 

電漿蝕刻 
反應性離子蝕刻 
濺散蝕刻 
離子束蝕刻 

體型微加工 
技術 

蝕刻技術 
● 等向性蝕刻 
● 非等向性蝕刻 
● 蝕刻終止技術 

光蝕刻技術 

矽 
基 
微 
細 
加 
工 面型微加工 

技術 薄膜技術 

積體電路技術 
接合技術 
高深寬比製程 
犧牲層結構釋放技術 

LIGA 技術 X-ray 深光刻術 

LIGA-like 技術 

紫外光厚膜光阻微影 
準分子雷射微加工 
感應耦合電漿離子蝕刻*

電子束光刻術 

精密電鑄技術 

● 純金屬電鑄 

● 陶瓷複合電鑄 
● 合金電鑄金電鑄 

微成形技術 
● 塑膠微結構成形 

熱壓成形 
射出成形 
輪壓成形 
紫外線硬化法 

● 陶瓷微結構成形 
粉末射出成形 
帶板鑄造 

切削加工 

微切削加工 
微鑽孔加工 
微銑削加工 
微輪磨加工 

非切削加工 

微電鍍成形 
微壓模成形 
微射出成形 
微沖壓成形 

微機械加工 

特殊加工 

微放電加工 
雷射、離子束及電子束微加工 
超音波微加工 
原子力顯微加工術 

高分子微加工技術 

微雷射光合高分子成形(Microstereolithography, μ-SL) 
軟式微影技術(Soft Lithography) 
微接觸印刷術(Microcontact Printing, μ-CP) 
毛細管微成形(MIMIC) 
微轉印成形 (μ-TM) 
複製成形 (REM) 

非 
矽 
基 
微 
細 
加 
工 

其他低溫製程技術

與材料 

聚對二甲苯(Parylene) 
明膠(Gelatin)蛋白質 
鐵氟龍(Teflon) 
矽膠(Silicone) 

* 感應耦合電漿離子蝕刻加工技術：一般應用於矽基體型微加工製程之非等向性、高深寬比蝕刻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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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實驗室晶片功能示意圖 

 

 

 

圖 1-2 整合取樣、反應、分離及偵測之微毛細管電泳分析晶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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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利用超音波鑽孔技術製作出500 µm之微孔洞【5】 

 

 

 

圖1-4 雷射加工製作之微孔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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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1-5 噴砂技術：(a)具磨蝕作用的Al2O3微粒；(b)經噴嘴高壓加速後，直接撞擊 

      欲蝕刻之靶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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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複合量子點簡介 

複合量子點是結合不同元素之化合物所構成(如CdS, CdSe, CdTe, InAs, InP

等)。當物質之尺寸縮小至奈米等級時，因為尺度已接近光的波長、加上其具有

大表面積效應、及內外交互作用力，將材料之活性提升，使得物理及化學性質，

均與傳統材料有明顯差異。由表1-2知【8】，例如熔點、磁性、電學性能、光學

性能、力學性能和化學性能等。表1-3所示【9】，由於具有特殊的物理和化學性

質，對於物理、化學、電子、光電、通訊、化工、醫學、生物等領域的發展，

將造成革命性的衝擊。其中具有奈米尺度的複合量子點，已成為非常熱門的一

種奈米材料。 

1.3.1 量子點之光學理論 

由於受到能量屏障(energy barrier)的作用，量子點的三個維度都被限制在

100 nm以下，恰似一極小的點狀物。因此，電子與電洞將會被侷限在此一微小

晶體內，增強電子與電洞的庫倫作用力，其結合(recombination)機率變大，發光

效率變高。對單一原子而言，最高電子佔據軌域和最低電子佔據軌域之間的能

量差即為原子的能帶(band gap)；半導體或金屬塊材，其構成的原子數極大，電

子數趨近於無限，原子中的價電子(valence electron)聚集，造成塊材的能階間隔

極小，能階密度(density of states, DOS)極大，而可視為連續性的能帶。當塊材大

幅減小至奈米尺度時，所含原子數大幅減少，能階密度減小、能階間隔增大，

此時不再具有連續性的能量帶，而呈現跳階式的能階。此一現象主要是由量子

侷限效應(quantum size confinement effect) 而產生，顆粒尺寸下降能隙變寬，其

相對應的吸收光譜和螢光光譜發生藍移(blue-shift)，即吸收光朝短波長移動。圖

1-6為材料在不同尺度下所對應之能階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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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複合量子點之應用 

隨著奈米製備技術大幅改進，低維度的奈米量子點已陸續被證明具有傳統

塊材所沒有的性質，如量子侷限效應、高的電子電洞能態密度、高的量子效率、

高溫度穩定性等許多優點。目前複合量子點的製備中，又以硒化鎘複合量子點

的製備最為完善，且皆有突破性且足以取代傳統塊材之應用。 

(1) 複合量子點應用於有機發光二極體【11】 

2002年Seth等人，製造出有機/無機異質結構之高發光效率且穩定的發光二

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s, LED)，如圖1-7所示。藉由物相分離(phase segregation)

技巧，將CdSe(ZnS)量子點與作為電洞傳輸層的有機材料TPD，溶解在氯仿

(chloroform)中，然後以旋塗(spin)的方式在銦錫氧化物 (ITO)玻璃上，由於

CdSe(ZnS)量子點與TPD在氯仿中的溶解度不同，在旋塗時會自動分離而不會混

合，最後CdSe(ZnS)量子點將分布於TPD層之上，然後再以熱蒸鍍方式鍍上Alq3

作為電子傳輸層材料，以及Mg：Ag合金作為元件電擊。研究指出此種CdSe(ZnS)

量子點的有機發光二極體(QD-LED)，其發光效率高且穩定，亮度不僅為傳統元

件的25倍，而且光譜頻寬(full width half maximum, FWHM)較窄(32 nm, 一般有

機發光二極體的FWHM為50至100 nm)適合作為單頻光源的應用；此外，藉由精

確地調整奈米微粒大小以及發光層厚度，可調整發射光譜之頻寬，控制其不同

之發光顏色及亮度。 

(2) 有機/無機複合量子點太陽能電池【12】 

有機/無機複合量子點太陽能電池，是將 1-D 的無機量子點導入有機太陽能

電池中，因為有機分子先天的缺陷，使有機太陽電池具能量轉換效率過低之嚴

重缺點，而導入奈米尺度無機半導體材料後，將可改善光電轉換效率。此類太

陽能電池所導入的奈米無機材料常見的有：CdS、CdSe 等，如圖 1-8 所示。 



第一章 緒論 

 
- 10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3) 以複合量子點做為防偽識別碼【13】 

由奈米微粒、高分子及溶劑混合組成的資訊墨水，可塗抹或印刷在物件的

表面上，而藉由調整量子點的數目及發光波長，墨水可以產生數位螢光碼，成

為以肉眼無法辨識的識別碼。這種「帶資訊的墨水」(info-ink)由於具有防偽功

能，因此很適合應用在護照或身分證等文件上。 

圖 1-9 顯示出不同尺寸之量子點所發出不同波長的光，若能精確控制量子

點之大小，使其發光波長區分為六種波長及十種強度，便可以組合出一百萬種

不同的編碼。以波長 370 nm 的紫外光照射墨水，便可激發量子點發出螢光，讀

取數碼。此種編碼與傳統常用的條碼(barcode)相比，量子點編碼不但佔據面積

小、不受方向限制，而且更容易讀取。 

(4) 複合量子點之生物醫學應用【14】 

至今科學家最普遍用於觀察蛋白質或細胞體動態分佈的方法，還是以化學

螢光染料做單一染色，但這樣的方法存在著一些缺點。首先，螢光消失的速度

極快，不但侷限了目標物質和作用過程的範疇，在觀察時也造成許多不方便；

另一大困擾即每種有機染劑須以不同波長的光激發，光源與反射光的光譜重疊

限制，造成無法在同時使用不同顏色的染劑。而硒化鎘量子點之物理特性正好

克服了螢光染色法的障礙，其為小型無機晶體可以反覆耐受更多的激發與放

射，不似一般有機分子的染料很快就會被分解，螢光時間可延長數千倍以供長

期追蹤，其與傳統生物染料之螢光時間比較如圖 1-10 所示。另外，只要在單一

光源的激發下，硒化鎘量子點間因大小稍微的不同，即可被激發出不同顏色的

光，以區分不同的生物分子。若能夠精確的調整奈米微粒之顏色，理論上來說，

各種不同顏色的奈米微粒可以用「multiplexing」的程序，標示成千上萬種蛋白

質或是基因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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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量子點之材料性質【8】 

增加 降低 

強度/硬度 
擴散係數 
延展性/韌性 
電阻 
比熱 
熱膨脹係數 
磁性 
光吸收性 

彈性係數 
導熱性 
熔點 
密度 

 
表1-3 複合量子點之應用範圍【9】 

特性 應用範圍 
光學特性 

磁性特性 

電氣特性 

機械特性 

化學特性 

顏料、光敏玻璃、耐蝕玻璃、光纖電纜、透明導電膜、紅外線反

射膜、螢光材料、電子照相(感光劑、顯像劑等) 

鐵、鈷、鎳磁體、磁性流體、微波吸收材料、垂直紀錄媒體、高

密度磁記錄體 

電極、電阻體、導電塗料、介電質、超導厚膜電路、超薄基層板

切割工具、機械元件、耐磨工具、引擎零件、聚合物、填充材料、

工程陶瓷 

觸媒、氣體感測器、吸著劑、微細孔濾材、醫藥、化妝品、農藥、

塗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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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不同尺度下所對應之能階圖【10】

 

 

 

圖 1-7 有機/無機異質結構之有機發光二極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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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有機/無機複合量子點太陽能電池之基本構造【12】 

 

 

 

圖 1-9 應用在螢光編碼上之複合量子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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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 傳統染劑與量子點作為生物細胞標定之比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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