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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1 ）

【發明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有關在基體上使多晶性矽或單晶性矽等多晶性 

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結晶生長之方法及其裝置，在基體上 

包含該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及光電裝 

置之製造方法及其裝置，以及半導體裝置及光電裝置。

【先前技術】

先前以多晶矽膜形成金屬氧半導體場效電晶體（MOSFET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之如 

MOSTFT （薄膜電晶體=薄膜絕緣閘型場效電晶體）之源極 

、汲極及通道區域時，係採用電漿化學汽相沉積（CVD :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 化 學 性 汽相 生 長 法）及 減壓 

CVD法、觸媒CVD法等汽相生長法、固態生長法、液態生 

長法、及準分子雷射退火法等。

以電漿CVD法、減壓CVD法等形成之非晶性或微晶矽膜 

，如特開平7-13 1030號、特開平9-116156號、特公平7-1 18443 

號所揭示，僅藉由高溫退火或準分子雷射退火（ELA : 

Excimer Laser Anneal）處理，希望以多 晶矽膜化改善載體移 

動率，然而該方法效果有限，僅能達到約80〜120 cm2/V · 

sec的載體移動率。

但是，使用以電漿CVD法之非晶係性矽膜之ELA獲得之 

多晶矽膜之MOSTFT的電子移動率則約為100cm2/V · sec， 

亦可對應於高精細化，因此，最近使用驅動電路一體型多 

晶矽 MOSTFT之液晶顯示器（LCD :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顯示裝置）深受矚目（參照特開平6-242433號）。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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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2 ）

子雷射退火法係在試劑上照射氯化氤準分子雷射等短波長 

、短脈衝雷射，於短時間內熔融晶化的方法，不過仍期待 

能以雷射光照射非晶矽膜而不損及玻璃基板之多晶化、高 

生產量者。

【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

但是，上述ELAN多晶矽MOSTFT的製法由於晶化速度高 

達n sec '所獲得之結晶粒徑充其量僅約100 nm。因此，縱 

使於短波長、短脈衝雷射照射時，將基板溫度加熱至約400 

°C，徹底除去阻礙結晶生長的氫及氧等，來控制凝固速度 

的方法，仍難獲得粒徑在500 nm以上的結晶。因此，係照 

射數次以上，如照射5次、30次以上雷射，足量提供使結晶 

生長的能量來實施大粒徑多晶矽膜化。但是-仍存在種種 

如準分子雷射輸出之穩定性、生產性、因大型化而裝置價 

格提高、良率/品質降低等問題，尤其形成1 mxlm的大型 

玻璃基板時，上述問題擴大，更難達到性能/品質提高與成 

本降低。

最近，如特開平1 1-97353號等揭示有以450〜600°C，4〜12 

小時的加熱處理'使促進晶化之觸媒元素（鎳、鐵、鉛等） 

在非晶質矽膜內擴散，以形成結晶性矽膜的方法。但是， 

由於該方法存在形成有觸媒元素的結晶性矽膜，因而雖如 

特開平8-339960號等所揭示，為求除去（除氣）該觸媒元素， 

採用在含有氯等鹵素的環境下加熱處理的方法；在結晶性 

矽膜上選擇性添加磷後加熱處理的方法；及以雷射光或強 

光照射含有觸媒元素之結晶性矽膜，在容易擴散觸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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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3 ）

的狀態下，以選擇性添加的元素吸收觸媒元素的方法等 ' 

不過步驟複雜，且除氣效果不佳 > 損害矽膜的半導體特性 

，有損所製作之元件的穩定性與可靠性。

此外，採用以固態生長法製造多晶矽MOSTFT的方法， 

在600°C以上溫度下實施十多小時的退火時，由於須以約 

1000°C的熱氧化形成閘二氧化矽，因此必須採用半導體製 

造裝置。以致基板尺寸限定在晶圓尺寸8〜12吋（P 並須採用 

高耐熱性且昂貴的合成石英玻璃，很難降低成本，用途僅 

限定在EVF及資料/AV投影機上。

最近'開發出在玻璃基板等絕緣性基板上，以低溫製作 

多晶矽膜、氮化矽膜等所獲得之優異熱CVD的觸媒CVD法 

（參照特公昭63-403 14號、特公平8-25043 8號），並正實 

施實用化檢討。觸媒CVD法雖不以晶化退火即可獲得約 

30 cm2/V · sec的載體移動率，但於製作 良好之MOSTFT裝 

置時仍顯不足。因而'在玻璃基板上形成多晶矽膜時 ' 部 

分成膜條件下容易形成有初期之非結晶矽的轉移率（厚度 

5~10 nm），而在底閘型MOSTFT時 > 即難獲得所需的載體移 

動率。通常使用驅動電路一體型之多晶矽MOSTFT的LCD 

，底閘型MOSTFT在良率及生產性方面雖容易製造，但是 

這個問題造成瓶頸。

本發明之目的，在提供一種以高晶化率可以容易、低成 

本且大面積形成高品質之多晶矽等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之方法，及實施該方法之裝置。

本發明之其他目的，在提供一種構成部分包含此種多晶

-6-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着）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4 ）

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MOSTFT等半導體裝置及光電裝 

置之製造方法，實施該方法之裝置，以及半導體裝置及光 

電裝置。

【課題之解決手段】

亦即，本發明係一種半導體薄膜之形成方法及半導體裝 

置之製造方法，

其係於基體上形成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製造 

在基體上包含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 

，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上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及

第二步驟，其係在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閃 

光燈退火，藉由在熔融或半熔触或非熔融狀態下加熱與冷 

卻，以促進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

此外，本發明提供一種多晶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之形成裝置，及半導體裝置之製造裝置，其實施本發 

明之方法的裝置包含 ：

第一機構 > 其係在上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及

第二機構，其係在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閃 

光燈退火，藉由在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触狀態下加熱與冷 

卻，以促進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

此外，本發明係提供一種光電裝置，其係分別在各色用 

之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的下層1包含與包含上述多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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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5 )

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MOSTFT之汲極或源極連接的陰極 

或陽極，包含上述MOSTFT及二極體之主動元件上亦被上 

述陰極覆蓋，或上述各色用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之各層 

上及各層間全面覆蓋有共通的上述陰極或陽極。

此外，本發明也提供一種光電裝置，其係場致發射顯示 

器(FED)之射極，經由上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連 

接於包含上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MOSTFT的汲 

極，同時藉由生長在上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之η 

型多晶性半導體膜或多晶性鑽石膜或含氮或不含氮之碳薄 

膜'或形成在含氮或不含氮之碳薄膜表面之許多微細突起 

構造(如碳毫微管)等所形成。

採用本發明，由於係在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在該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閃光燈退火'藉由 

在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下加熱與冷卻 > 促進上述低 

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晶化，以形成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 

體薄膜，因此可獲得以下(1)-(10)項所示的顯著作用效果。

(1) 藉由在任意之μsec~msec的短時間內，實施一次或反 

覆數次之閃光燈照射之閃光燈退火，將高度照射能賦予低 

級結晶性矽等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 將其加熱成熔融或 

半熔融狀態，或加熱成非熔触狀態、冷卻，可獲得大粒徑 

之高載體移動率'高品質之多晶性矽膜等多晶性或單晶性 

半導體薄膜，可大幅提高生產性及大幅降低成本。

(2) 由於閃光燈退火藉由組合任意數量的燈及其閃光式 

放電機構5如①在整個1000 mm x 1 000 mm的大面積上實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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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6 )

一次或反覆必要次數之閃光燈照射，②以電流計掃描器掃 

描聚光整形成200 mm χ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燈照射光，依 

需要以重疊掃描實施閃光燈照射'③固定聚光整形成200 

mm χ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燈照射位置'使基板以步進及 

反覆方式移動-依需要重疊掃描實施閃光燈照射，使基板 

或閃光燈照射光以任意方向與速度移動-控制加熱熔融及 

冷卻速度，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將任意大面積之低級結晶性 

矽膜等予以多晶化或單晶化'因此達到極高的生產性 ' 大 

幅降低成本。

(3) 藉由將閃光燈照射光聚光整形成任意線狀、長方形或 

正方形或圓形實施照射1因照射強度，亦即熔融效率及生 

產量提高與晶化均勻性提高，可減少載體移動率的不平 

均。

(4) 在以閃光燈退火而晶化之多晶性矽等膜上堆疊低級 

結晶性矽等膜，再度藉由反覆實施以該閃光燈退火而晶化 

的方法，可以卩m單位之厚度堆疊形成大粒徑之高載體移動 

率、高品質的多晶性矽膜等。藉此，除MOSLSI之外，亦可 

形成高性能、高品質之雙極LSI、CMOS感測器、CCD面性/ 

線性感測器、太陽電池等。

(5) 因應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膜厚、玻璃等基板之耐 

熱溫度、及所需之結晶粒徑(載體移動率)等'閃光燈退火 

之波長調整(封入氣體之變更、放電條件之變更、採用熱線 

降低濾色器或熱線遮蔽濾色器等)、照射強度、照射時間等 

控制容易，因此，可以高生產性獲得高載體移動率、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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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7 )

質之多晶性矽膜等。

(6)由於氨燈、 

氟水銀燈、金屬

氤水銀燈、氮燈、氮水銀燈、氛氟燈、氤

鹵化燈等閃光燈退火燈為可耐反覆發光的

燈，遠比氯化氤、氟化氟等準分子雷射退火裝置的準分子 

雷射振盪器廉價，且使用壽命長，保養簡單，因此可大幅 

降低成本。

(7) 主要由閃光燈與放電電路所構成之閃光燈退火裝置 

與準分子雷射退火裝置比較，構造簡單，因此價格低，可 

降低成本。

(8) 由於氯化氤、氟化氯等準分子雷射退火處理係使用要 

求nsec的脈衝振盪型雷射，因此其輸出穩定性有問題，且 

發現有照射面之能量分布不平均、獲得之晶化半導體膜不 

平均、各TFT之元件特性不平均。因此，係採用賦予約400°C 

溫度，並實施5次、30次等多次準分子雷射脈衝照射的方法 

，不過仍因照射不平均而造成晶化半導體膜及TFT元件特

性不平均，因生產量降低造成生產性降低，以致成本提高 

。「反之'閃光燈退火係如上述(2)項可以要求μsec~msec的 

脈衝全面閃光照射1 000 mm χ 1000 mm的大面積，因此照射 

面之能量分布不平均 '獲得之晶化半導體膜不平均、各TFT 

之元件特性不平均現象少，可因高生產量之高生產性而降 

低成本。

(9)含銅粉末、鐵粉末等熱線吸收材料之濾色器玻璃(熱線 

吸收濾色器)或塗敷ITO膜等紅外線反射膜之冷反射鏡/冷 

濾色器或組合兩者之濾色器(在熱線吸收濾色器上塗敷紅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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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8 )

外線反射膜者等)等至少使用遮蔽或降低紅外線之熱線遮 

蔽濾色器或熱線降低濾色器之強紫外線光之閃光燈退火可 

在低溫(200~400°C )下適用，因此可使用廉價，且大型化容 

易之鋁矽酸玻璃、硼矽酸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及聚醯亞胺 

等耐熱性樹脂'以促使輕量化與降低成本。

(10)除表面閘型之外，為求底面閘型、雙閘極型及背面 

閘型MOSTFT亦可獲得高載體移動率之多晶性半導體膜或 

單晶性半導體膜等，可製造使用該高性能之半導體膜之快 

速、高電流密度的半導體裝置、光電裝置甚至高效率的太 

陽電池等。例如，可製造矽半導體裝置、矽半導體積體電 

路裝置、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矽一錯半導體裝置、 

矽一錯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碳化矽半導體裝置、碳化矽 

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111一 V及II— VI族化合物半導體裝置 

、III- V及II—VI族化合物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多晶性或 

單晶性鑽石半導體裝置、多晶性或單晶性鑽石半導體積體 

電路裝置、液晶顯示裝置、電致發光(有機/無機)顯示裝置 

、發光聚合物顯示裝置、發光二極體顯示裝置、光感測器 

裝置、CCD面性/線性感測器裝置、CMOS感測器裝置、太 

陽電池裝置等。

另外，本發明中，上述所謂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 

如後述的定義1主要為包含非晶質(amorphous)之構造、包 

含微結晶(粒度通常在1 0 nm以下)之構造、亦含微結晶之以 

非晶質為基本之構造、亦含非晶質之以微結晶為基本之構 

造、以及亦含非晶質及微結晶之以多結晶為基本之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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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多晶性半導體膜主要為以除去此種非晶質成分之大粒 

徑（粒度通常在數1 00 nm以上）之多結晶為基本，亦含微結 

晶的構造。此外，上述單晶性半導體膜除指單結晶矽等單 

結晶半導體之外，亦含單晶化合物半導體（如單結晶錄碑） 

及單結晶矽一錄，所謂單晶性，定義為亦包含次晶界及含 

轉移之單結晶的概念。此外，上述多晶性鑽石膜為幾乎不 

含非晶質（amorphous）鑽石，而含微結晶鑽石及多結晶鑽石 

的結晶性鑽石膜。

【發明之實施形態】

本發明之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以觸媒CVD及電漿 

CVD等使其汽相生長即可，其中使用之原料氣體如：氫化 

矽或其衍生物、氫化矽或其衍生物與含氫、氮、錯、碳或 

錫之氣體的混合物、氫化矽或其衍生物與含包含週期表第 

III族或第V族元素之雜質之氣體的混合物、氫化矽或其衍 

生物與含氫、氮、錯、碳或錫之氣體與包含週期表第III族 

或第V族元素之雜質之氣體的混合物等。

藉由使用如上述的原料氣體 > 可形成包含非晶質矽膜、 

含微結晶矽之非晶質矽膜、微結晶矽（含非晶質矽微結晶矽） 

膜、含非晶質矽及微結晶矽多晶矽膜、非晶質錯膜、含微 

結晶錯非晶質錯膜、微結晶錯（含非晶質錯微結晶錯）膜、 

含非晶質錯及微結晶錯多結晶绪膜、以SixGe].x （0< x< 1） 

表示之非晶質矽錯膜、非晶質碳膜、含微結晶碳非晶質碳 

膜、微結晶碳（含非晶質碳微結晶碳）膜、含非晶質碳及微 

結晶碳多結晶碳膜、以SixC—x （0< x< 1）表示之非晶質矽碳

-12 -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產）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10 )

膜、或以GaxAsi.x (0< x< 1)表示之非晶質錄膜等的上述低 

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該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以非晶質 

為基本，或包含微結晶時，有構成結晶生長之晶種粒徑在 

1 0 nm以下之微結晶散佈即可。

繼續，於該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生長時或生長後，.使 

其適量(合計如ΙΟ】？〜io?? atoms/cc 1更宜為10' — lO^atoms/cc) 

含有錫、錯、鉛等IV族元素之至少一種，在此狀態下，實 

施上述閃光燈退火，該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予以晶化時

，於促進晶化的同時容易獲得減少存在於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之晶界(Grain Boundary)之不平均，減少其膜應力之高 

載體移動率、高品質的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該IV族元素 

構成氣體成分混合在原料氣體中，或藉由植入離子或摻雜 

離子，可使其含在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中。此外，亦可 

於減壓CVD等之微結晶矽膜上，以1 χ 1015 atoms/c n?的劑 

量植入矽或錯離子，予以非晶質矽化後，實施閃光燈退火

，以形成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矽薄膜。

另外，本發明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膜中之氧 

、氮、碳濃度分別在1 χ 1019 atoms/cc以下，更宜在5 χ 1018 

atoms/cc以下，氫濃度宜在0.01原子％以上。此外，鈿在SIMS 

最低濃度區域，宜在1 χ 1018 atoms/cc以下。

上述係以閃光燈退火，使上述低級結晶性矽等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變質成大粒徑之多晶性矽等多晶性半導體薄 

膜，除此之外，亦可於上述基體之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 

內形成特定形狀及尺寸之有階差的凹部1在包含該凹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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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體上，形成含有或不含錫等IV族元素之至少一種的 

上述低級結晶性矽薄膜後，以上述閃光燈退火，使上述階 

差的底邊角部在晶種上圖形外延生長時，可使上述低級結 

晶性矽薄膜變質成單晶性矽薄膜。

或是，在上述基體之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內形成單結 

晶矽與晶格整合良好之結晶性藍寶石等物質層，在該物質 

層上形成含有或不含錫等IV族元素之至少一種的上述低級 

結晶性矽 薄膜後，以上述閃光燈退火，使上述物質層在晶 

種上異質外延生長時，可使上述低級結晶性矽薄膜變質成 

單晶性矽薄膜。亦可將上述圖形外延生長或上述異質外延 

生長所形成之單晶性矽薄膜表面等予以化學機械研磨 

(CMP ；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或選擇性蝕刻 等 > 

形成島狀化之特定膜厚及面積的單晶性矽薄膜，依需要藉 

由高溫熱氧化、低溫高壓退火、CVD等形成閘極絕緣膜或 

保護膜，製作如單晶半導體(矽)玻璃(SCSOG)基板等單晶半 

導體(矽)基板(SCSOS 基板)。其 中，SCSOS :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ilicon) on Substrate、SCSOG :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ilicon) on Glass °

亦可藉由反覆實施該閃光燈退火與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 

體薄膜，堆疊膜，形成pm單位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厚 

膜。亦即，在第一次閃光燈退火中形成大粒徑之多晶性或 

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在其上堆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繼續將該底層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藉由實施第二次同樣的閃光燈退火，在晶種上堆疊形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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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膜，如此反覆必要次數，可堆 

疊形成μπι單位之膜厚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膜 

。於此種堆疊時，係將底層膜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 

導體膜作為晶種逐次堆疊形成，因此，愈接近膜表面，愈 

可堆疊形成高晶化率、高純度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 

導體膜。此時，在各退火後之晶化膜表面須避免形成低級 

氧化膜及附·著雜質（Contaminant）。

為求防止形成低級氧化膜及雜質，提高生產性，宜採用 

將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步驟或機構（電漿CVD、觸媒 

CVD、濺射等）與閃光燈退火步驟或退火器予以一體化的裝 

置，藉由如線上（連續處理室）方式（線型、旋轉型）、多處理 

室方式、簇團方式等連續或依序實施。

其中更宜採用如下（1）或（2）項中的簇團方式：

（1） 反覆實施在CVD部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後，以 

退火器部的閃光燈退火予以晶化，將其送回CVD部，在其 

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再度以退火器部之閃光燈 

退火予以晶化步驟的簇團方式一體化裝置。

（2） 連續在CVD- 1部形成底層保護膜（氧化矽/氮化矽疊 

層膜等），在CVD 一 2部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後 > 依 

需要在離子摻入/離子植入部添加IV族元素後，以退火器部 

之閃光燈退火予以晶化，再度於CVD- 3部形成閘極絕緣膜 

（氧化矽膜等）之作業的簇團方式一體化裝置。

此時，於再度實施閃光燈退火之前，如對上述多晶性半 

導體薄膜，使氫或含氫氣體之電漿放電或觸媒反應所產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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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氫系活性種等作用（亦即藉由電漿或觸媒原子氫退火 

（AHA ； Atomic Hydrogen Anneal）處理），實施上述多 晶性半 

導體薄膜的表面潔淨及/或除去氧化覆膜，之後'宜在上述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後實施上述的閃光燈退火。此 

時（或其他情況下）尤宜在減壓氫中或含減壓氫之氣體中或 

真空中實施閃光燈退火。

亦即，具體而言，宜形成以下（1）或（2）項的條件：

（1） 以CVD形成膜之前，不流入原料氣體，藉由僅以氫系 

載氣之電漿或觸媒AHA處理，除去第一次閃光燈退火所形 

成之多晶性矽膜表面的雜質（低級氧化膜、水分、氧、氮、 

碳酸氣體等），潔淨界面，蝕刻殘留的非晶質矽'形成高晶 

化率之多晶矽薄膜化，將該底層作為晶種，於潔淨之界面 

上堆疊之低級結晶性矽薄膜藉由繼續實施閃光燈退火，堆 

疊形成良好結晶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

（2） 為防止氧化及氮化，係在減壓氫或減壓氫系氣體環境 

中或真空中實施閃光燈退火。該環境係氫或氫與惰性氣體 

（氫、氮、亂、氤、氛、氮）的混合氣體 ' 氣壓在1.33 Pa以 

上，未達大氣壓，更宜為133 Pa〜4 χ 104 Pa θ真空度在1.3 3 

Pa以上，未達大氣壓，更宜為13.3 Pa〜1.33 χ 104 Pa °但是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表面上有絕緣性保護膜（氧化矽膜 

或氮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或氧化矽膜/氮化矽膜疊層膜或氧 

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時，或非連續作業時'亦可 

在空氣中、大氣壓氮氣中。

由於在減壓氫或含減壓氫氣體中實施閃光燈退火時，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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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環境氣體之比熱大，熱冷卻效果大的氣體分子在薄膜面 

上撞擊、而脫離時會吸收薄膜的熱，因此局部性形成溫度 

低的部分'藉此在該部分產生結晶核'以促進結晶生長。 

此時之環境氣體若為氫氣或氫與惰性氣體（氮、<、氫等） 

的混合氣體時'該氣壓宜在1.33 Pa以上'未達大氣壓'更 

宜為133 Pa~4 χ 10° Pa，此因可藉由比熱高的氫分子等運動 

以確實獲得上述的作用效果。

此外，閃光燈退火時-可藉由電阻加熱器、紅外線燈等 

將基板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聚醯亞胺等耐熱性樹 

脂基板及硼矽酸玻璃、鋁矽酸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基板的 

加熱溫度宜為200〜500°C，更宜為300~400°C ，石英玻璃、 

晶化玻璃等耐熱性基板的加熱溫度宜為200~800°C，更宜為 

300〜600°C。

閃光燈退火方法可採用①整個大面積至少照射一次閃光 

的全面閃光照射'②閃光照射同一區域「同時至少掃描一 

次掃描照射，③或對閃光照射光相對性步進輸送及/或反覆 

輸送，至少照射一次閃光照射的步進及/或反覆照射。具體 

而言如下。另外 ' 依需要亦可實施重疊掃描 > 對相同區域 

實施一次或反覆必要次數的閃光照射。

① 全面閃光照射

如對整個1000 X 1000 mm的大面積基板實施一次或反覆 

必要次數的閃光照射。

② 電流計掃描閃光照射

固定基板，以電流計掃描器掃描聚光整形成200 χ 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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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的閃光燈照射光，對相同區域實施一次或反覆必要 

次數的閃光照射。

③步進及反覆閃光照射

如固定聚光整形成200 χ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照射光位 

置，使基板高精密作χ- Y移動，對相同區域實施一次或反 

覆必要次數的閃光照射。

適用的閃光燈為可以反覆閃光方式發光之如氤燈、氤水 

銀燈、氤氮燈、氯燈、氟水銀燈、氤氮水銀燈、金屬鹵化 

燈等。

閃光燈之照射光的波長宜控制在至少顯示紫外線波長區 

域的發光光譜（依需要，通過含銅粉末、鐵粉末、磷酸等熱 

線吸收材料之濾色器玻璃（熱線吸收濾色器）或塗敷ITO膜 

等紅外線反射膜之冷反射鏡/冷濾色器或使兩者重疊之濾 

色器（如在熱線吸收濾色器上塗敷紅外線反射膜者）等之至 

少遮蔽或降低紅外線之熱線遮蔽濾色器或熱線降低濾色器 

,以防止基板溫度上昇即可）。此外，可使用閃光燈退火時 

＞可適切調整流入閃光燈之放電電流之峰值及時間寬與閃 

光燈反覆發光速度之包含閃光式放電機構與紫外線等光源 

燈的發光裝置。

例如，使用圖8所示之氤閃光燈之發光光譜中相同形狀的 

燈時，使電容器的充電電壓提高來放電時'放電時之放電 

電流波形峰值上昇，結果，波長為400 nm以下之紫外線波 

長區域的光譜強度相對增加。此外，電容器之充電電壓一 

定時，如降低電感，則減少1 /3脈寬，放電電流波形峰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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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結果，波長為400 nm以下的紫外線波長區域的光譜強 

度相對增加。

為促進大粒徑（高載體移動率）多晶化與上述圖形外延或 

異質外延生長時的單晶化，宜於矽熔融後逐漸冷卻，因此 

須適切控制閃光燈退火時之閃光時間（脈寬）及峰值、以及 

燈反覆發光速度及頻率 > 尤其於1/3脈寬長時，宜在1毫秒 

以上，更宜為1.5毫秒以上。另外' 1 /3脈寬宜依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之製法、膜厚、被照射面積及形狀等而適切改 

變。

使用於本發明之閃光燈光源裝置宜至少由以下（1）-（4）項 

中之一構成：

（1） 在容納燈之接地電位框體內設有反射構件，依需要在 

上述反射構件的表面形成微細凹凸。具體而言，亦可在經 

循 環冷媒（純 水等）冷卻之接 地電位 之金屬 製外圍器的內部 

安裝有反射構件（鋁板等），在該反射構件的表面設置微細 

的凹凸形狀（玻璃加工、蝕刻等），以促使亂反射之反射光 

的亮度均勻化。

（2） 將燈及反射構件收納於遮光性框體內，依需要通過熱 

線吸收性或熱線遮蔽性之透明構件，導引閃光照射光。具 

體而言，係將閃光燈及反射構件等收納在遮光的金屬製外 

圍器內，依需要，經由通過含銅粉末、鐵粉末、磷酸等熱 

線吸收材料之濾色器玻璃（熱線吸收濾色器）或塗敷ITO膜 

等紅外線反射膜之冷反射鏡/冷濾色器或使兩者重疊之濾 

色器（如在熱線吸收濾色器上塗敷紅外線反射膜之濾色器）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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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至少遮蔽或降低紅外線之熱線遮蔽濾色器或熱線降低 

濾色器，向特定方向有效投光。

（3） 將燈及反射構件收納於框體內，反射聚光之閃光照射 

光及向前方照射之閃光照射光通過聚光反射鏡或光整形器 

導引。具體而言，以帶狀閃光照射時-在數個閃光燈後方 

配置經循環冷媒（純水等）冷卻之凹狀聚光反射構件，再以 

聚光透鏡將反射聚光之閃光照射光及前方閃光照射光予以 

聚焦，形成亮度提高的帶狀閃光照射光。此外，以正方形 

或長方形之閃光照射光照射整個大面積時'係在數個閃光 

燈後方配置經循環冷媒（純水等）冷卻之反射構件 ' 以光整 

形器（光均勻器等）將反射之閃光照射光及前方閃光照射光 

加以整形，以提高亮度均勻性。此時，亦可依需要經由上 

述熱線降低濾色器或熱線遮蔽濾色器向特定方向投光。而 

該光整形器（光均勻器等）上亦可塗敷熱線反射膜。

（4） 反射構件及框體須經純水等循環冷媒冷卻。

亦可在上述閃光燈退火中使用之燈的外壁設置觸發電極 

（觸發方式）。此時'亦可將閃光燈形成平行平板形發光管 

，在該發光管內配置一對或數對相對電極，且在上述相對 

電極間，於上述發光管外壁上設置至少僅一對上述相對電 

.極的上述觸發電極薄膜圖案或觸發電極組裝體。

此外，亦可在直管型發光管內配置有數對相對電極 ' 上 

述相對電極間，於上述發光管外壁上設有觸發電極組裝體 

或觸發電極薄膜圖案。

閃光燈之亮燈方法與一般的白熱燈管不同'由於封入燈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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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如氛氣為電性絕緣體 ' 因此係由產生特別高壓之電路 

的觸發電壓預先在燈內壁破壞絕緣，以構成電流通道（雪崩 

電子流）。預先以直流電流充電'而儲存之主放電用電容器 

內的電荷沿著該通道放電，點亮閃光燈。閃光燈的亮燈模 

式有兩種，分別為：反覆亮燈時，為便於亮燈，係隨時流 

入微小的預備電流'形成電性導體'以便實施主放電的方 

式（縫紋機方式），與無預備電流，於每次亮燈時施加高電 

壓，破壞氣體絕緣而亮燈的方式（觸發方式），任何方式均 

包含可一次或反覆閃光發光的閃光式放電機構（直流電源 

、電荷儲存用電容器、放電時之電流波形控制用的線圈、 

閃光燈等）。

雖然任何方式均可適用於本發明，但是觸發方式方面， 

先前之閃光燈的構造 > 係在如石英玻璃製之直徑10 mm - 

長度1 5 0 mm之直管型發光管的兩端附近相對配置有一對 

電極，在發光管外壁設置有觸發電極組裝體，不過'本發 

明除上述構造之外，亦可採用如在長150χ寬ΙΟΟχ高10 mm 

之平行平板型發光管的兩端附近相對配置有一對或數對電  

極-在發光管外壁設置有觸發電極薄膜圖案或觸發電極組 

裝體的構造。此時 > 亦可藉由在石英玻璃製發光管壁面 

（內側或外側或兩側）實施微細凹凸加工（噴砂、蝕刻等），以 

促使閃光照射光的亮度均勻化。再者，平行平板型發光管 

時，宜設置成數個陰極及陽極與觸發金屬線或觸發電極圖 

案的間隔為相同距離。

由於此種平行平板型（立方體）發光管係採，如在長150x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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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ΙΟΟχ高10 mm之平行平板型發光管的兩端附近相對配置 

有一對或數對電極，在發光管外壁設置有觸發電極組裝體 

或觸發電極薄膜圖案的構造，因此可擴大閃光照射面積及 

照射光的亮度均勻化。此外-為石英玻璃製之平行平板型 

發光管及直管型發光管時，藉由在發光管壁面（內側或外側 

或兩側）實施微細凹凸加工（噴砂、蝕刻等），以提高閃光照 

射光的亮度均勻化。另外 ' 燈管形狀亦可採用U型、螺旋 

型（螺旋蚊香型）、螺旋型+同心圓型等。

在閥外壁設置透明導電性覆膜，再於其上設置有彈性之 

螺旋狀的金屬線，該金屬線的一端保留，另一端以導電性 

塗料固定在該覆膜上的閃光燈（參照實用新案第2555672號） 

內，也在上述閥或立方體外壁實施微細凹凸加工時，可改 

善閃光照射光的亮度均勻性及透明導電性覆膜的密合性， 

亦可改善有彈性之螺旋狀金屬線的密合性'因此可穩定發 

光且延長使用壽命。

雖然長1 5 0X寬1 00X高1 0 mm之平行平板型發光管的照射 

面積相當於10支長150 mmx直徑10 mm的直管型發光管，但 

是整體而言可以較低的耗電實施閃光照射'因此效率高' 

在價格上也因更換頻率低而可達到成本降低。

此時，藉由在平行平板型發光管之投光面的背面，將透 

明導電性覆膜或金屬覆膜予以圖案化，並聯設置觸發電極 

線，以降低數對電極間的放電不平均，因此可穩定發光且 

延長使用壽命。

在發光管後方設置冷卻之反射構件時1由於使用中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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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高溫，因此可避免反射構件的功能老化，燈管操作穩 

定化，且不致因釋放剩餘氣體造成外圍器內部的環境惡化 

，因此可穩定發光且延長使用壽命。

此外，亦可使用數個在上述閃光燈退火中使用的燈，將 

此等燈予以平面性並列，同時將數個相互串聯，連接於各 

個電源，或是在各燈上設置電源'或將全部的燈予以串聯 

>並連接於共通的電源，同步觸發數個燈，使其同時發 

光。

此外，亦可將閃光燈收納在真空容器內，經由吸震材料 

，將反射構件安裝在上述真空容器內。

此外，亦可在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以適切膜 

厚形成氧化矽膜或氮化矽膜或氧氮化矽膜或氧化矽膜/氮 

化矽膜疊層膜或 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 膜等的絕緣性 

保護膜，在此種狀態下，實施上述閃光燈退火。例如，亦 

可對形成在上述基體上之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或 

覆蓋保護用絕緣膜，以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閃光 

照射實施上述閃光燈退火時 > 自上面或自下面或同時自上 

面與下面實施上述閃光照射（但是，除自上面照射時，基體 

須透明（亦可透過400 nm以下波長的光線））。

此時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或覆蓋上述保護用絕緣 

膜之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可為島狀化成所需面積 

及形狀者，可在大氣壓氮氣中或空氣中實施上述閃光照射 

，可在減壓氫氣中或含減壓氫之氣體中或真空中實施上述 

閃光照射（此等在其他閃光照射條件下亦同）。

-23-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 X 297公蔓）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說明（21 ）

為求降低基板溫度上昇、降低膜應力、防止因含有氣體 

（氫等）之瞬間膨脹造成膜的裂痕、因逐漸冷卻造成大粒徑 

化等，亦可於上述之覆蓋絕緣性保護膜之低級結晶性半導 

體薄膜在圖案化並島狀化成所需面積及形狀的狀態下，實 

施上述閃光燈退火。

此外，亦可在磁場及/或電場的作用下實施上述閃光燈退 

火。

閃光燈退火時，預先將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更宜為300〜500°C時，可促使退火時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的脫氫化，結晶性均勻化·降低膜及基板應力，提高照 

射能效率，及提高生產性等。另外，亦可於閃光燈退火之 

前實施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脫氫化的加熱（如420〜 

45 0°C > 30分鐘）處理。

藉由閃光燈退火所獲得之上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 

膜'可形成MOSTFT之通道、源極及汲極區域或二極體、 

配線、電阻、電容或電子釋放體等。此時，於形成上述通 

道、源極及汲極區域、二極體、電阻、電容、配線或電子 

釋放體等後，對上述區域實施該閃光燈退火時'可實施再 

晶化與膜中之η型或ρ型雜質的活化。此外'將上述區域予 

以圖案化（島狀化）成所需的面積及形狀後，實施閃光燈退 

火時，可防止因溫度上昇造成基板損壞（裂痕、斷裂等）， 

且可防止因溫度急遽上昇造成膜的碎裂。

本發明適於形成矽半導體裝置、矽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 

、矽一錯半導體裝置、矽一錯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111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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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及II - VI族化合物半導體裝置、III 一 V及II — VI族化合物 

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碳化矽半導體裝置、碳化矽半導體 

積體電路裝置、多晶性或單晶性鑽石半導體裝置、多晶性 

或單晶性鑽石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液晶顯示裝置、有機 

或無機電致發光（EL）顯示裝置、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 

、發光聚合物顯示裝置、發光二極體顯示裝置、CCD面性/ 

線性感測器裝置、CMOS或MOS感測器裝置、太陽電池裝 

置等的薄膜。

例如，以該薄膜形成表面閘型或底面閘型或雙閘極型或 

背面閘型MOSTFT，並以該MOSTFT形成外圍驅動電路、影 

像信號處理電路、記憶體電路等一體型之光電顯示裝置， 

如液晶顯示裝置、有機EL顯示裝置、FED顯示裝置等。

此時，於製造包含內部電路及外圍電路之半導體裝置、 

光電顯示裝置、固體攝影裝置等時'可藉由上述多晶性或 

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構成至少上述一種電路之 

MOSTFT之通道、源極及汲極區域，此外亦可構成外圍驅 

動電路、影像信號處理電路 ' 記憶體電路等的一體型。

此外，亦可分別在各色用之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EL 

層）的下層形成包含與上述MOSTFT之汲極或源極連接之陰 

極或陽極的EL元件構造。

此時，上述MOSTFT及二極體等主動元件上亦覆蓋上述 

陰極時，陽極在上部的構造，其發光面積增加，同時可藉 

由陰極的遮光作用，防止發光光線射入上述主動元件而產 

生漏電流。此外，在整個上述各色用之有機或無機EL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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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上及各層間覆蓋上述陰極或陽極時，藉由全部被陰極 

或陽極覆蓋，防止不耐濕氣之有機EL層老化及電極氧化， 

可延長使用壽命、達到高品質及高可靠性，此外'由於以 

陰極覆蓋時的散熱效果高，因此可降低因發熱造成有機EL 

薄膜的構造改變（熔解或再晶化），延長使用壽命、達到高 

品質及高可靠性，且藉此可以良好的生產性形成高精度、 

高品質的彩色有機EL層 ' 因此可降低成本。

此外，在上述各色用之上述有機或無機EL層之間形成鎔 

、二氧化鎔等黑掩膜層時，可防止各色間或像素間的漏光 

，對比提高。

將本發明應用在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上時，可經由 

上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將其發射器（電場釋放陰 

極）連接於上述MOSTFT的汲極，同時可藉由生長在上述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之η型多晶性半導體膜或多晶 

性鑽石膜1或含氮或不含氮之碳薄膜*或形成在含氮或不 

含氮之碳薄膜表面之許多微細突起構造（如碳毫微管）等形 

成。

此時，經由絕緣膜，在上述MOSTFT、二極體等主動元 

件上形成接地電位之金屬遮蔽膜（此時 > 以上述FED之閘極 

引出電極之同一材料，以同一步驟形成時，包含步驟簡化 

等優點）時，可防止氣密容器內之氣體藉由發射器釋放的電 

子形成正離子化 ' 在絕緣層上充電，該正電荷在絕緣層下 

之主動元件上形成不需要的反轉層，多餘的電流自該反轉 

層流出'而產生發射器電流逸出。此外'亦可防止螢光體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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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發射器釋放之電子的撞擊而發光時-因該光線在 

MOSTFT之閘極通道內產生電子、空穴'而產生漏電流。

本發明亦提供一種半導體薄膜之形成方法及半導體裝置 

之製造方法，其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有或不含錫等IV族元素 

之至少一種的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第二步驟，其係執行將上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溫 

度的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第三步驟，其係藉由將上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溫 

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下的閃光燈退火，以熔融 

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以促進上述低級結 

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及

第四步驟，其係將上述晶化之半導體薄膜予以後加熱 

保持（Post-baking），至少冷卻至上述基體之畸變點以下溫 

度。

此時，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及閃光燈退火定義如 

上，而基於以下的理由須實施上述的各種熱處理（該定義及 

其重要性，於後述之各方法中亦同）。

<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吸附氣體（氧、氮、碳酸氣等）

、水分、甚至含有成膜時之氣體（電漿CVD成膜時之氫氣等）

的狀態下實施閃光燈退火時1因膜及基體溫度急遽上昇而

造成應力缺失，如因氫氣膨脹爆炸造成膜剝落、膜裂痕、

基體損壞（玻璃晶化等）的缺失，為求加以防止-而實施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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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加熱處理以除去上述缺失因素。

上述預備加熱處理宜以電阻加熱器、鹵素燈等加熱機構 

，加熱至常溫以上，基體之畸變點以下溫度，如300°C〜500 

°C，處理時間依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成膜條件（汽相生長 

、濺射、蒸鍍等）之膜厚及膜質、基體的材質與尺寸等-予 

以最佳化'如宜在5〜20分鐘之間。

另外，雖亦可先以其他加熱裝置實施電漿CVD中之非晶 

質矽薄膜中之脫氫化處理溫度（約420°C ）的加熱處理等'不 

過基於上述理由，當然需要在閃光燈退火裝置內實施上述 

預備加熱處理。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 >

如以1.5 msec之超短時間之閃光照射，膜溫度急遽上昇 

，使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熔融時，因基體溫度與熔融矽 

之溫度差造成應力損壞，如產生膜剝落、膜裂痕、基體裂 

痕、基體碎裂等問題'為求降低該溫度差二以減少應力損 

壞，於閃光照射時，宜先將基體保持在特定的溫度。

上述輔助加熱狀態宜加熱至常溫以上，基體之畸變點以 

下溫度，如300°C〜500°C，依閃光燈退火條件、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成膜條件（汽相生長、濺射、蒸鍍等）之膜厚及 

膜質、基體的材質與尺寸等'予以最佳化。

<後加熱保持狀態（Post-baking） >

以輔助加熱狀態之超短時間，如1.5 msec之閃光燈退火 

，在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 

狀態下加熱與冷卻，以促進上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

-28-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釐）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26 ）

晶化，而此時逐漸冷卻時，可期待因結晶粒徑大型化、減 

少膜應力而提高結晶性及TFT特性。

反之，急速冷卻時，則因基體溫度與熔融矽之溫度差造 

成應力損壞'如產生膜剝落、膜裂痕、基體裂痕、基體碎 

裂等問題，為求降低急遽的溫度差，以減少應力損壞-於 

閃光照射時 > 宜先將基體及晶化之半導體薄膜至少保持 

1〜10分鐘之冷卻至預備加熱溫度或輔助加熱溫度的時間。

因此，亦可實施將加熱裝置予以共用化，使預備加熱溫 

度與輔助加熱溫度及後加熱保持溫度為相同溫度'如設定 

成電漿CVD中之非晶質矽薄膜中之脫氫化處理溫度（約420 

°C ），於上述特定時間之預備加熱後實施閃光燈退火，再於 

特定時間的加熱保持後，如於1〜10分鐘後-取出基體的一 

連串作業。

再者，上述基體包括低畸變點玻璃基板（硼矽酸玻璃、鋁 

矽酸玻璃、強化玻璃等）、高畸變點玻璃基板（合成石英玻 

璃、熔融石英玻璃、晶化玻璃等）、耐熱性樹脂基板（聚醯 

亞胺等）、陶瓷基板、塗敷絕緣性膜之金屬基板或陶瓷基板 

、塗敷絕緣性膜之矽或化合物半導體基板等-不過，依需 

要亦可選擇使用。

本製造方法宜反覆實施上述第一步驟與上述第二步驟與 

上述第三步驟與上述第四步驟。

此外，上述基體適切之上述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 

上述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上述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照射時間（1/3脈寬）宜在0.1 μ5ε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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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更宜為0.5〜3 msec。

亦即，晶化之閃光燈退火宜依據基體之耐熱性與所需之 

電子/空穴移動率（含結晶粒徑）等設定閃光照射條件。為石 

英玻璃及晶化玻璃等耐熱性玻璃時，宜儘量設定較長之照 

射時間'如設定為1.5~3 msec時，熔融矽被逐漸冷卻»可 

獲得結晶粒徑大，電子/空穴移動率高之如結晶性矽薄膜 

等。

反之，為硼矽酸玻璃、鋁矽酸玻璃、強化玻璃等低畸變 

點玻璃及聚醯亞胺等耐熱性樹脂時，為兼顧防止基體損壞 

及達到所需之電子/空穴移動率（含結晶粒徑），照射能量 

（照射時間）須設定在0.5-1.5 msec。此外，離子活化之閃光 

燈退火，由於在矽之非熔触狀態（如700〜1000 °C ）的加熱時 

間良好，因此宜儘量設定較長的照射時間（如3 msec以上）。

本發明亦提供以下（a）〜（r）項的方法及裝置。

（a） —種光電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分別在像素顯示部之 

主動元件及被動元件區域，與外圍電路部之主動元件及被 

動元件區域'將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低級 

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被照射面積及形狀予以同等化、圖案 

化後'實施將上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 

的閃光燈退火-依需要再將各個晶化區域予以圖案化成特 

定面積及尺寸。

本方法，於閃光燈退火時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 

化程度與其膜厚及被照射面積成正比。亦即，其膜厚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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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釐）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28 )

，或其面積愈大，閃光照射光能的吸收也愈大'因此促進 

晶化。

因此，為求促使LCD、有機EL(電致發光)等顯示用面板 

內之晶化程度均勻化，須使膜厚相同，同時藉由一般光刻 

及蝕刻'使像素顯示部及外圍電路部內之相關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的被照射面積及形狀予以同等化。例如，將像 

素顯示部及外圍電路部內之TFT區域形成相等面積，使外 

圍電路內之各個二極體、電阻等區域全部形成相等面積。 

再於該閃光燈退火後，將各個晶化區域予以圖案化成任意 

之TFT、二極體及電阻的面積及形狀。

(b)—種光電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外圍電路部之各個 

主動元件及被動元件區域，而非像素顯示部之主動元件及 

被動元件區域'將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低 

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被照射面積及形狀予以放大、圖案 

化後'實施將上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 

的閃光燈退火，依需要再將各個晶化區域予以圖案化成特 

定面積及尺寸。

為投影機用的LCD面板時'為因應因強射入光的漏光造 

成像素顯示用TFT漏電流-有時像素顯示部之電壓驅動型 

TFT宜以低移動率之非晶質矽膜或為結晶矽膜'外圍電路 

部之電流驅動型TFT宜由高移動率之多晶性矽膜或單晶性 

矽膜構成。

因此，宜藉由以一般光刻及蝕刻將外圍電路部之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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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膜厚及面積之單晶性矽薄膜之如SCSOG的SCSOS基板 

。另外，此等（c）、（d）方法均可於該CMP或選擇性蝕刻後， 

藉由高溫熱氧化、低溫高壓退火、CVD等形成閘極絕緣膜 

或保護膜，以製作大面積積體（MOSLSI ；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 BiCMOS LSI、雙極 LSI 等。

此時，為防止基體之雜質污染（Na離子等），有時雖需要 

在整個基體上形成適切膜厚的氮化性絕緣膜（氮化矽膜、氧 

氮化矽膜等），不過，此時為求提高基體與氮化性絕緣膜的 

密合性，須在基體與氮化性絕緣膜之間插入適切膜厚的氧 

化性絕緣膜（氧化矽膜等）。

再者，該基體包括低畸變點玻璃基板（硼矽酸玻璃、鋁矽 

酸玻璃、強化玻璃等）、高畸變點玻璃基板（合成石英玻璃

、熔融石英玻璃、晶化玻璃等）、耐熱性樹脂基板（聚醯亞 

胺等）、金屬基板（鐵、銅、鋁、不銹鋼等之合金等）、陶瓷 

基板、高熔點金屬（駄、鎚、鉗、鎬 ' 此等合金5如鉗一鉅 

合金等）或/及塗敷金屬矽化物（WSi2 ' MoSi2，TiSi2 - TaSi2

，CoSi - Pd2Si - Pt2Si，CrSi2 - NiSi - RhSi 等）膜之金屬基 

板或低畸變點玻璃基板或耐熱性樹脂基板或陶瓷基板、矽 

基板、化合物半導體基板等。

（e） —種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裝置的製造 

方法，其係在上述（c）、（d）項所製成之前述SCSOG基板等 

SCSOS基板之前述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內植入離子或摻雜離 

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如源極/汲極、源極/閘極通 

道/汲極等），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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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將前述基板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 

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 

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化。

(f) 一種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係在結晶性半導體(Si，SiGe，SiC > GaAs等)基板、 

矽絕緣體(SOI : Silicon On Insulator)基板等之單晶半導體 

薄膜內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 > 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 

(如源極/汲極、源極/閘極通道/汲極等)，至少使用降低紅 

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藉由將前述基板予以適切預備 

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 

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 

化。

今後矽MOS LSI之0.07 μηι節點在MOS電 晶體之源極、汲 

極的接合深度將變淺至10-15 nm。但是，由於使用目前使 

用中之鎬一鹵素燈的退火(快速熱退火(RTA ； Rapid 

Thermal Anneal))照射時間較長1需要數秒鐘 > 因此η型或/ 

及Ρ型雜質很難熱擴散以形成淺接合，受到技術性的限制， 

接合深度為20 nm °

但是 ' 本發明之閃光燈退火-如氤閃光燈的照射時間> 

以1〜5 msec之數微秒之非熔融狀態加熱即可活化離子1可 

打破其限制，可實現深度在20 nm以下的極淺接合。

但是，由於該氤閃光燈的照射光為紅外線區域之 

800-1000 nm波長，包含強峰值的發光光譜，因該區域之差 

異大的強光吸收而在矽層的加熱溫度上產生不平均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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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ρ型雜質植入雜質的離子活化及熱擴散程度也容易產生 

不平均'較難進一步形成均勻且重現性良好的淺接合。因 

此如以上所述，前述基板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 

(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之非熔触狀態加熱的閃光燈退火時1至少使 

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以降低或遮蔽 

800-1000 nm波長之強發光峰值區域，以穩定之閃光發光區 

域之紫外線或紫外線及可視光線等的照射，實施控制矽層 

的加熱，可實現控制η型或/及ρ型之植入雜質熱擴散程度的 

離子活化，形成超極淺接合。此時之預備加熱處理 

(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條件雖可依基板的材 質等任意選擇，不過宜 

在 300~500°C。

另外，S0I基板的製法包括：SIMOX法(在單晶矽基板上 

植入氧離子，於達到1300〜1400°C的熔點；製作退火SOI基 

板的方法)、晶圓貼合法(以貼合熱氧化之單晶矽基板的一 

面研磨來製作S0I基板的方法)、SMART CUT法(在經熱氧 

化之單晶矽基板的一面植入氫離子，經貼合熱氧化後剝離 

，僅保留植入氫離子的單晶矽層，來製作S0I基板的方法) 

、ELTRAN法(在多孔質矽基板上外延矽生長及熱氧化-使 

與支撐基板貼合熱氧化，實施噴水分離，藉由選擇蝕刻及 

氫退火等製作S0I基板的方法)等各種方法，當然以上各種 

方法均可使用於本發明。

(g) —種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多晶性或單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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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藉由基體上之雷射｛近紫外 

線(UV)及/或遠紫外線(DUV)雷射(如準分子雷射、非線形光 

學效果之光高次諧波所調製之近紫外線(UV)及/或遠紫外 

線(DUV)雷射等)、可視光線雷射、近紅外線及/或遠紅外線 

雷射等｝退火而晶化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植入 

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如源極/汲極 

、源極/閘極通道/汲極等)，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 

遮蔽濾色器'藉由前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 

(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化。

(h) —種多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多晶性半導體裝置的製造 

方法，其係在藉由基體上之固態生長而晶化之多晶性半導 

體薄膜上，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 

域(如源極/汲極、源極/閘極通道/汲極等)，至少使用降低 

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藉由前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 

加熱處理(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 

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 

化0

(i) 一種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多晶性或單晶性半 

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藉由基體上之聚光燈退火而 

晶化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植入離子或摻雜離 

子 > 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如源極/汲極、源極/閘極通 

道/汲極等)，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 

藉由前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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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 

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化。

(j)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 

IV族元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植入離 

子或摻雜離子 > 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如源極/汲極、 

源極/閘極通道/汲極等)；

第三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實施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的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第四步驟，其係藉由在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熔融 

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同時實施前述低級 

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晶化及雜質離子的活化；及

第五步驟，其係實施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使前述 

基體冷卻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k)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 

IV族元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第二步驟，其係實施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將前述 

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第三步驟，其係藉由在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熔融 

或半熔触或非熔触狀態之加熱與冷卻將前述低級結晶性半

-38-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着)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36 )

導體薄膜予以晶化；

第四步驟 > 其係實施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使前述 

基體冷卻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

第五步驟，其係在所形成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上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 > 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如源 

極/汲極、源極/閘極通道/汲極等)；及

第六步驟，其係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 

器，藉由前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輔 

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 

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化。

(1)- 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基 

體上形成對以高於基體之導熱性及導電性透過遮光性且降 

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與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閃光 

照射光，顯示高吸收性或高反射性的底層膜，在其上依需 

要以電絕緣性形成透光性或遮光性的緩衝膜，並在其上之 

至少底層膜區域內形成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 

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再依需要在其上形成降低光反 

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藉由前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 

(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之閃光燈退火之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 

之加熱與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 

化0

為底面閘極TFT '背面閘極TFT及雙閘極TFT等時，吸收 

透過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與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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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閃光照射光而加熱之高導熱性及導電性之如著色系金屬  

（鎔、銅等）、高熔點金屬（钛、鎚、鋁、鎬 ' 此等合金1如 

鉗一鎚合金等）、金屬 矽化物（WSi2，MoSi2 1 TiSi2 1 TaSi2 

，CoSi，Pd2Si > Pt2Si - CrSi2，NiSi，RhSi 等），作為底層 

膜使用。此時 > 由於基體溫度上昇較高'因此'石英玻璃 

、晶化玻璃等高畸變點（耐熱性）玻璃及陶瓷適於作為基體 

的材料

此外，反射透過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與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之閃光照射光之高導熱性及導電性之如白色 

系金屬｛鋁、鋁合金（含1%矽之鋁等）、銀、鎳、銘等｝、白 

色系金屬/高熔點金屬疊層膜（鋁/鉗等）等作為底層膜使用 

。此時，由於基體的溫度上昇較低，因此硼矽酸玻璃、鋁 

矽酸玻璃、強化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及聚醯亞胺等耐熱性 

樹脂等適於作為基體的材料，不過亦可使用石英玻璃、晶 

化玻璃等高畸變點（耐熱性）玻璃及陶瓷等I

此外，雖然為防止因閃光燈退火造成底層膜與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反應而設置緩衝膜，不過若是以與熔融之低 

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不產生反應的材質形成底層膜時'亦 

可省略緩衝膜。如由陽極氧化之絕緣膜覆蓋的鋁、高熔點 

金屬（鉗一鎚合金等）等的底層膜，則不需要形成新的緩衝 

膜。

緩衝膜可使用電絕緣性之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氮化 

矽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氧化 

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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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體上使用硼矽酸玻璃、鋁矽酸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 

、熔触石英玻璃、晶化玻璃或是耐熱性樹脂等時，為防止 

基體上之雜質（鈿離子等）擴散，宜使用氮化矽膜系，如氧 

氮化矽膜、氮化矽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氮化矽/氧化 

矽疊層膜、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

閃光照射時之底層膜上的低級結晶性矽薄膜，藉由該膜 

本身吸收照射光而加熱與底層膜加熱、蓄熱效果實施熔融 

，熔融後之矽流出，不容易在底層膜上形成多晶性或單晶 

性矽薄膜。因此，藉由僅在底層膜區域上形成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 > 即可防止熔触矽流出，而僅在底層膜區域上 

形成多晶性或單晶性矽薄膜。

此外'前述底層膜可以與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 

元素之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相等以上的面積，圖案 

化成一部分線狀突出的形狀'使經前述閃光燈退火而熔融 

或半熔融或非熔触狀態之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自前 

述底層膜之前述突出形狀部分散熱以形成結晶生長核'在 

任意的結晶方位使其全面晶化。

此時，由於線狀突出部分的散熱比其他部分大，構成再 

晶化的機制（種、核），因此可全面形成任意結晶方位之大 

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此外，可以與前述底層膜相等以下的面積'在前述底層 

膜之突出形狀區域內將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 

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予以圖案化成微小突出的形狀， 

將 經前述閃光燈 退火而熔触或半熔融或非熔 融狀態 之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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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級結晶性半導體的微小突出形狀部作為結晶生長核，在 

任意的結晶方位使其全面晶化。

此時，由於微小突出部分的散熱比其他部分大，構成再 

晶化的機制（種、核），因此亦可全面形成任意結晶方位之 

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此外，前述底層膜可經由線狀突出部分使用任意的電位 

（無電位、接地電位、TFT之閘極電位等）。

此外，前述閃光燈退火時之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 

至少為透過紫外線之電絕緣性膜，或是可使用閘極絕緣 

膜。

至少透過紫外線之電絕緣性膜包括：氧化矽膜、氮化矽 

膜、氧氮化矽膜、氧化矽膜/氮化矽膜疊層膜、氮化矽/氧化 

矽疊層膜、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此外 > 閘極絕 

緣膜包扌舌：氧化矽膜、氮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矽膜/ 

氮化矽膜疊層膜、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氧化矽/氮化矽/ 

氧化矽疊層膜等。

（m）—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藉由 

在氧化性環境中（空氣、氧氣、臭氧、水蒸氣、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之閃光燈退火之熔融或半熔融加熱與冷卻，使 

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晶化時，在該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的表面同時形 

成氧化系絕緣膜（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等），將該氧化系 

絕緣膜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ο）-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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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低畸變點玻璃或高畸變點玻璃或耐 

熱性樹脂基板上之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在0.1 MPa以上，30 MPa以下 

＞常溫以上，基板之畸變點以下溫度之高壓低溫的氧化性 

環境中（空氣、氧氣、臭氧、水蒸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等），形成氧化系絕緣膜（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等），將該 

氧化系絕緣膜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上述（ο）項之方法，在藉由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低畸變點 

玻璃基板或高畸變點玻璃基板或耐熱性樹脂基板上之含有 

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 

膜上，藉由下述一種高壓低溫退火之次臨界水反應或超臨 

界水反應形成氧化系絕緣膜'將其使用於閘極絕緣膜或保 

護膜，宜觀察下述①〜②項所述的效果。

次臨界水反應：以溫度、壓力低於水臨界點（374°C ＞ 22 

MPa）的熱水（次臨界水）實施反應。

超臨界水反應：以水臨界點（374°C，22 MPa）以上狀態之 

超臨界水實施反應。

① 藉由該反應，可形成良好的閘極絕緣膜與良好的界面 

，降低多晶性或單晶性矽薄膜的結晶缺陷，TFT之Vth及S

值提高，並且TFT之良率及可靠性提高。

② 以高溫熱氧化（如1050°C ' 60分鐘）形成閘極絕緣膜（如 

二氧化矽膜）時＞ TFT用之8"帚約800 pm厚之石英玻璃上 

發生100〜15 0 μηι的晶圓翹曲，因該晶圓翹曲而產生以下 

（a）~（e）項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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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容易發生真空吸附不良等光刻及蝕刻作業的問題。

（b） 在基板中央部及外圍部發生聚焦偏差造成精度不穩 

定，容易發生良率及品質降低的問題。

（c） TFT基板與相對基板重疊時液晶間隙控制困難，且往 

往造成液晶間隙不平均，而容易發生透光率及對比降低之 

良率、品質降低的問題。

（d） 由於液晶驅動（TFT）基板的內面常發生損傷，因此需 

要實施內面光學研磨，因而成本提高。

（e） 石英玻璃尺寸如從8" ©擴大至12" φ時，晶圓翹曲更大 

-上述問題更加嚴重，容易造成良率、品質及生產性降低。

反之，上述（ο）項的方法，由於以高壓低溫之次臨界水反 

應或超臨界水反應以形成閘極絕緣膜（如二氧化矽膜），因 

而無晶圓翹曲，不發生上述各項問題，可因良率、品質及 

生產性提高而大幅降低成本。

（P）-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藉由 

在氧化性環境中（空氣、氧氣、臭氧、水蒸氣、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將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高畸變點玻璃基板上 

之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罩晶性半 

導體薄膜予以高溫熱氧化，以形成氧化系絕緣膜（氧化矽膜 

、氧氮化矽膜等），將該氧化系絕緣膜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 

護膜使用。

（q）—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藉由 

在氧化性環境中（空氣、氧氣、臭氧、水蒸氣、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將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高畸變點玻璃基板上

-44 -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 X 297公蛋）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42 ）

之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之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 

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予以高溫熱氧化 ， 

以形成氧化系絕緣膜（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等），將該氧 

化系絕緣膜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r）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經過 

在常溫〜基板之畸變點以下溫度、分壓13.33 Pa以上，包含 

飽和蒸汽壓以下之水之氣體之環境中的加熱步驟（水蒸氣 

中退火），將藉由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 

錫等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予以改良。

該方法為求將因所形成之絕緣膜中之缺陷及雜質所引起 

之正電荷予以中性化，使靠近負端之平帶電壓接近0V來改 

良絕緣膜，係執行在常溫〜基板之畸變點以下溫度、分壓 

13.33 Pa以上，包含飽和蒸汽壓以下之水之氣體之環境中的 

加熱步驟（水蒸氣中退火）。此時5依據基板之材質及尺寸 

、多晶性或單晶性矽薄膜及絕緣膜之厚度及膜質等來設定 

如10~60分鐘的加熱時間。

其次，就較佳之實施形態進一步詳細說明本發明。

第一種實施形態

參照圖1〜圖3 3說明本發明之第一種實施形態。

本實施形態為將本發明應用在表面閘極型多晶性矽輔助 

金屬 氧半導體（CMOS ； Complementary MOS） TFT者。

＜觸媒CVD法及其裝置〉

首先'說明本實施形態中使用的觸媒CVD法。觸媒C VD 

法係使包含氫系載氣與矽烷氣體等原料氣體之反應氣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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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之鎬等觸媒體接觸，在藉此產生之自由基之堆積種或 

其先驅物及活化氫離子等之氫系活性種上賦予高能量，在 

基板上使含非晶質矽之微結晶矽等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汽相生長。

該觸媒CVD係採用如圖5〜圖6所示之裝置實施。

該裝置之包含氫系載氣與氫化矽（如甲矽烷）等原料氣體

40（及依需要亦包含Β?%及Pl > SnHq等摻雜氣體）的氣體， 

自供給導管41通過沖淋頭42的供給口（圖上未顯示），導入 

成膜室44內。成膜室44內部分別配置有用於支撐玻璃等基 

板1的承受器45 ；耐熱性佳（宜包含與觸媒體46相同或其以 

上之熔點的材質）之沖淋頭42 ；如線圈狀之鎬等觸媒體46 ； 

及可開閉之快門（Shutter） 47。另外，在承受器45與成膜室 

44之間設置磁板，不過圖上並未顯示，此外，成膜室44設 

置於執行前步驟之前室之後，並經由閥門'以渦輪分子泵 

等排氣。

繼續 > 基板1以承受器4 5內之加熱線等加熱機構加熱'而 

觸媒體46如作為電阻線，加熱至熔點以下（尤其為800〜2000 

°C '為鎬時約為1600〜1800°C ）被活化。觸媒體46的兩端子 

連接於直流或交流之觸媒體電源48，藉由該電源通電而加 

熱至特定溫度。

實施觸媒CVD法時，在圖5的狀態下，成膜室44內之真空 

度 設定為1.33 χ 10一4〜1.33 χ IO'6 Pa，如 供給氫 系載氣 

100-200 SCCM，將觸媒體加熱至特定溫度而活化後，自供 

給導管41，通過沖淋頭42之供給口 43，導入包含氫化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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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甲矽烷）氣體1〜20 SCCM（及依需要亦適量包含B2H6及 

PH3等摻雜氣體）的原料氣體40，氣壓在0.133-13.3 Pa ＞如 

設定在1.33 Pa。此時，氫系載氣可為氫、氫+氫、氫+氮 

、氫+氛、氫+氤、氫+氟等之在氫內適量混合惰性氣體 

的任何一種氣體（以下均同）。

繼續，如圖6所示，打開快門47，使原料氣體40之至少一 

部分與觸媒體46接觸，使其觸媒分解，藉由觸媒分解反應 

或/及熱分解反應，形成包含高能量之矽等離子、自由基等 

反應種群體（亦即，堆積種或其先驅物及氫系活性種等）。 

以高能量'使如此產生之離子、自由基等反應種50在保持 

200〜800°C （如300〜400°C ）的基板1上，作為含非晶質矽之微 

結晶矽等的特定膜，使其汽相生長。

如此，由於不產生電漿，對反應種賦予觸媒體46之觸媒 

作用與其熱能產生之高能量，因此，可有效的將原料氣體 

轉變成反應種，以熱CVD均勻的堆積在基板1上。

此外，即使將基板溫度予以低溫化1由於堆積種的能量 

大，可獲得所需之良好品質的膜，因此可使基板溫度更加 

低溫化，可使用大型且廉價之絕緣基板（硼矽酸玻璃、鋁矽 

酸戒.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基板、聚醯亞胺等耐熱性樹脂基板 

等），在這方面亦可降低成本。

當然，由於不產生電漿，可獲得無電漿造成損傷之低應 

力的產生膜，並且遠比電漿CVD法容易獲得廉價的裝置。

此時，雖可在減壓下（如0.133〜1.33 Pa）或常壓下執行操 

作，不過常壓型要比減壓型更容易獲得廉價的裝置。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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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型與先前之常壓CVD比較，可獲得密度、均勻性與密合 

性佳之高品質膜。此時，常壓型的生產性亦高於減壓型， 

生產性高，即可降低成本。

上述觸媒CVD中，因觸媒體46的輻射熱，基板溫度上昇 

，不過如上所述，可依需要設置基板加熱用加熱器或冷卻 

機構5 1。此外，觸媒體46係採線圈狀（除此之外，亦可採篩 

網、線狀、多孔狀），若再於氣體流動方向上形成數段（如 

2〜3段），可增加與氣體的接觸面積。另外，該CVD係將基 

板1置於承受器45的下面-配置在沖淋頭42的上方 > 因此 

在成膜室44內產生之微粒掉落，不致附著在基板1或其上 

的膜上。

<閃光燈退火及其裝置〉

圖7顯示一種實施閃光燈退火的裝置（退火器）。如此 > 在 

配置於發光光線遮蔽用之外側框體200內之相同內側框體 

20 1內（均以氮清除），將封入氤氣等之如10個閃光燈203作 

為紫外線放射源，在其背面設置反射鏡204以增強其照射強 

度。此外，在燈管203與（附低級結晶性矽薄膜之）絕緣性基 

板1之間，藉由透鏡、反射鏡等構成之聚光整形機構（圖上 

未顯示），將照射光210聚光整形成線狀｛如（500〜600 mm） χ 

（1 ~ 1 0 mm）｝ ' 長方形｛如（10-100 mm） χ （200-300 mm）｝、或 

正方 形（如100 χ 100 mm）或圓 形（如1 00-3 00 實施 閃 光

照射，亦可減少照射強度不平均，提高熔融效率及生產量 

以提高生產性。基板1藉由承受器208內之加熱器209預先加 

熱至其畸變點以下。亦可在反射構件（反射鏡等）204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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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微細凹凸形狀（玻璃加工、蝕刻等），以促使亂反射之 

反射光的亮度均勻化。

亦可在燈管203與絕緣性基板1之間設置含銅粉末、鐵粉 

末、磷酸等熱線吸收材料之濾色器玻璃（熱線吸收濾色器） 

或塗敷ITO膜等紅外線反射膜之冷反射鏡/冷濾色器或組合 

兩者之濾色器（如在熱線吸收濾色器上塗敷紅外線反射膜 

之濾色器）等至少遮蔽或降低紅外線之熱線降低或熱線遮 

蔽濾色器205 '使基板溫度上昇降低。框體20 1背面藉由通 

過循環冷媒之如水冷管207以避免上昇至所需以上的溫度 

，有助於保持反射板204之反射功能及燈管205的發光穩定 

性。

如後述，燈管205施加由閃光式放電機構所產生之高壓脈 

衝時，封入燈管內部之氤等氣體瞬間引起絕緣破壞，此形 

成觸發物，儲存在電容器內之電能在極短時間（psec〜msec） 

內全部釋放到燈管內，此時放出強烈之弧放電的閃光 

（Flash）。該閃光被低級結晶性矽薄膜吸收，被轉換成熱而 

熔融。

此時，自燈管205照射之光線2 1 0如包含圖8所示的光譜分 

布，包含對應於低級結晶性矽之吸收波長（紫外線區域，約 

400 nm以下）之發光強度的波長。另外，照射光2 1 0亦可以 

切割長波長成分等之後述的方法控制光譜'不過1當含相 

當程度之長波長成分時，此可藉由將基板1予以加熱而有助 

於因逐漸冷卻的大粒徑化。

圖25 '圖26為藉由本發明之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多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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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薄膜的掃描電子顯微鏡（SEM）照片，從照片上可知存在 

上述數μπι尺寸之大粒徑的多晶矽粒。有關於此 ' 詳述於 

後。

反射鏡204包含圖9所示之凹面狀（Α）與平面狀（Β）型，前 

者適用於經由聚光透鏡2 1 1實施帶狀的閃光照射（提高亮度） 

'而後者適用於經由光整形器（光均勻器）212，實施大面積 

之正方形、長方形等閃光照射（提高均勻性）。此時，亦可 

依需要經由上述降低熱線或遮蔽濾色器，向特定方向投光 

。另外，亦可在該光整形器（光均勻氣等）上塗敷熱線反射 

膜。

例如，在1000 X 1000 mm之玻璃基板1上實施閃光燈退火 

時，有以下（1）-（3）的方法可適切選擇。

（1） 如圖1 0之（1）所示，對應於圖7的範例，在整個1 000 χ 

1000 mm的大面積上實施一次或反覆必要次數的閃光照射。

（2） 如圖10之（2）所示5固定基板1，以電流計掃描 器掃描 

聚光整形成200 χ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照射光210 -對相同 

區域照射一次或反覆必要次數，依需要實施重疊掃描-實 

施閃光照射。

（3） 如 圖11之（3）所示，固 定聚光整形成200 χ 200 mm正方 

形的閃光燈照射位置，使基板1以步進及反覆方式高精度的 

向X- Y方向移動，對相同區域照射一次或反覆必要次數， 

依需要實施重疊掃描，實施閃光照射。

另外，以電流計掃描及步進及反覆實施閃光照射時，為 

求減少因閃光照射光向鄰近區域串擾造成晶化不平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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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防止橫向漏光的屏蔽板1儘量縮小（如在1 0 mm以下） 

基板與燈室（框體）或真空容器放射面的間隔。

而該閃光燈退火條件（燈管之發光波長、照射強度、照射 

時間、冷卻速度等）亦可藉由低級結晶性矽膜厚、玻璃基板 

之耐熱溫度、所獲得之結晶粒徑（載體移動率）適切決定最 

佳化。此外，於該閃光燈退火時，為求以基板溫度均勻化 

及穩定化促使晶化膜的均勻化、晶化膜及基板應力降低及 

減少燈管照射能，可以加熱器209及紅外線燈（鹵素燈）等將 

玻璃基板1予以加熱至玻璃基板1之畸變點 以下的常溫〜 

500°C，更宜為300〜400°C下。

此外，可使用於本發明之紫外線光源燈203，宜採用閃光 

式且可使其反覆發光者，如可採用氤燈、氤水銀燈、氤氟 

燈、氯燈、氟水銀燈、氤亂水銀燈、金屬鹵化燈等各種燈 

。用於使燈閃光性發光的閃光式放電機構，如圖12所示， 

如由直流電源214 '用於儲存電荷之電容器C、在燈電源214 

與燈管203間包含配線的電感、電容器C的內部電感、脈寬 

調整用之電感等所形成之電感L等-構成有放電燈電路。

如使用相同形狀的燈管時，提高電容器之充電電壓使其 

放電時，放電時之電壓峰值提高，結果波長為400 nm以下 

之紫外線波長區域之光譜強度相對增加。此外，電容器之 

充電電壓一定時 > 如降低電感'則減少1/3脈寬，放電電流 

波形峰值增加，結果，波長為400 nm以下的紫外線波長區 

域的光譜強度相對增加。

為促進大粒徑（高載體移動率之多晶化）與上述圖形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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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異質外延生長時的單晶化，宜於矽熔融後逐漸冷卻，因 

此須適切控制閃光燈退火時之閃光時間（脈寬）及哮值、以 

及燈反覆發光速度及頻率'尤其於1/3脈寬長時，宜在1毫 

秒以上，更宜為1 · 5毫秒以上。另外> 1/3脈寬宜依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之製法、膜厚等而適切改變。

另外，宜可適切調節流入燈管203之放電電流峰值及脈寬 

，以及燈管發光反覆速度及頻率。此時燈管的連接方法如 

下：

（1） 如圖12之（1）所示，將串聯之兩支燈管203分別連接於 

燈管電源214，使合計四支燈管並聯同步發光。

（2） 如圖12之（2）所示，在各燈管203上設置電源214，使燈 

管同時發光。

（3） 如 圖12之（3）所示，將串聯之燈管203連接於一個燈管 

電源214，使各燈管同時發光。

可採以上任一種方式。

如此，使用數支燈管時，使數支燈管同步發光可提高效 

率。通常，宜藉由使燈管發光之觸發電路（圖上未顯示）， 

數支燈管被同步觸發，使數支燈管同時發光。藉由觸發電 

路，通過觸發電極'施加如數十kV的高壓脈衝時 ' 在發光 

管內之氤氣體中'沿著觸發電極形成有細長的雪崩電子流 

，而引起部分絕緣破壞，主放電則沿該部分生長（上述之縫 

纫機方式的亮燈則無此種觸發電極）。

如在圖13之（1）所示的閃光燈構造，如在直徑為10 mm > 

長度為150 mm之直管型發光管215的兩端附近相對配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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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亮度均勻性及透明導電性覆膜的密合性，亦可改善有 

彈性之螺旋狀金屬線的密合性，因此可穩定發光且延長使 

用壽命。雖然長150χ寬ΙΟΟχ高10 mm之平行平板型發光管 

220的照射面積相當於數支（如1 0支）長1 50 mmx直徑10 mm 

的直管型發光管，但是整體而言可以較低的耗電實施閃光 

照射，因此效率高，在價格上也因更換頻率低而可達到成 

本降低。

此時'藉由在平行平板型發光管之投光面的背面'將透 

明電極性覆膜或金屬覆膜予以圖案化，並聯設置觸發電極 

線，以降低數對電極間的放電不平均，因此可穩定發光且 

延長使用壽命。

在發光管後方設置冷卻之反射構件時，由於使用中不致 

形成高溫，因此可避免反射構件的功能老化，燈管操作穩 

定化，且不致因釋放剩餘氣體造成外圍器內部的環境惡化

＞因此可穩定發光且延長使用壽命。另外，亦可藉由風扇 

等氣冷式，或循環之純水（或超純水）的水冷式來冷卻發光 

管及反射構件。

〈觸媒CVD （或電漿CVD等）與閃光燈退火的連續處理〉

著眼於防止雜質及提高生產性方面，將低級結晶性半導 

體薄膜形成步驟或機構（電漿CVD、觸媒CVD、濺射等）與 

閃光燈退火或退火器予以一體化的裝置'宜藉由如線上 

（連續處理室）方式（線型、旋轉型）、多處理室方式、簇團方 

式等連續或依序實施。

其中更宜採用如下（1）或（2）項中的簇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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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薄膜化，將該底層作為晶種，於潔淨之界面上堆疊之低 

級結晶性矽薄膜藉由繼續實施閃光燈退火，堆疊形成良好 

結晶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另外，為防止氧化及氮化，係在減壓氫或減壓氫系氣體 

環境中或真空中實施閃光燈退火。該環境係氫或氫與惰性 

氣體（氫、氮、氯、氤、氛、氮）的混合氣體，氣壓在1.33 Pa 

以上，未達大氣壓，更宜為133 Pa〜4 χ 10° Pa。真空度在1.3 3 

Pa以上，未達大氣壓，更宜為1 3.3 Pa〜1.33 χ 104 Pa。但是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表面上有絕緣性保護膜（氧化矽膜 

或氮化矽膜或氧氮化矽膜或氧化矽膜/氮化矽膜疊層膜等） 

時'或非連續作業時，亦可在空氣中、大氣壓氮氣中。

另外，由於觸媒CVD及閃光燈退火之實施均不產生電漿

，因此，不致因電漿造成損傷，可獲得低應力的產生膜， 

且與電漿CVD比較，容易實現廉價的裝置。

此外，上述之閃光燈退火還可實施下述所示的各種改 

良：

在空氣或大氣壓氮氣中實施氤燈的閃光照射時'產生與 

雷相同之利用於晶化的閃光及不需要的撞擊聲。因此，遮 

光及防音的因應對策係如圖17（A）所示-採用將燈管203放 

置於密閉型真空容器201內，經由彈簧230將燈管203及反射 

構件204安裝在真空容器201內的構造。亦可使用彈簧230 

以外的緩衝材料。

此時，如圖1 7（B）所示，固定燈室之下方照射型的真空容 

器20 1，使附低級結晶性矽薄膜的基體1實施高精度步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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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② 經過特定時間後，繼續，SW2與SW2'被開啟，藉由C2實施 

閃光照射。

③ 經過特定時間後，繼續，SW3與SW3'被開啟，藉由C3實施 

閃光照射。

SW1與SW1'、SW2與SW2’、SW3與SW3'於閃光之後關閉 

(OFF)。繼續，於放電結束的幾乎同時，自直流電壓電源端 

開始對充電用電容器實施充電。充電所需時間與藉由充電 

用電容器與充電電流控制電阻乘積所求出之時間常數7有 

關。該時間常數7與放電時間t的關係通常為厂》t。另外， 

閃光照射時之閃光照射能E係由E= (1/2) χ C χ V2(J)求出 

(其中＞ C為放電用電容器(μΡ) 1 V為施加電壓(V)) °

如圖1 8之(a)所示，每次閃光照射中實施步進及反覆工作 

時，係將玻璃基板1內的照射面積分割成9塊，按照圖式的 

程序分別實施照射。

如此，於各次閃光照射中，使基板實施步進及反覆工作 

時，係如以下的(1)-(3)所述：

(1) 在lm χ lm玻璃基板上形成有低級結晶性矽薄膜(厚 

度50 nm)，在其表面形成有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厚 

度10〜50 nm)。繼續在主動元件(MOSTFT '二極體等)與被 

動元件(電阻、電容等)的區域予以島狀化。

(2) 將該玻璃基板內的照射面積分割成9塊，在各區塊內 

各照射一次包含330 χ 330 mm之照射面積的閃光照射光。

(3) 假定充電用電容器之充電時間為20秒，基板之步進及

-58-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愛)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56 )

反覆工作未達1 0秒。

此時*使用圖23所示之放電電路，執行以下(a)~(d)的工 

作：

(a) 將觸發開關SW］與放電開關SWr自開啟切換至關閉 

(ON—OFF)，藉由放電用電容器Ci對照射區塊①照射一次閃 

光，同時將放電用電容器Ci充電。

(b) 之後移動基板，將照射區塊②設置在照射位置，將觸 

發開關SW2與放電開關SW2'自開啟切換至關閉(ON— OFF)

>藉由放電用電容器C2對照射區塊②照射一次閃光，同時 

將放電用電容器C2充電。

(c) 之後移動基板 > 將照射區塊③設置在照射位置-將觸 

發開關SW3與放電開關SW3'自開啟切換至關閉(ON- OFF)

，藉由放電用電容器C3對照射區塊③照射一次閃光，同時 

將放電用電容器C3充電。

(d) 之後移動基板 > 將照射區塊⑥設置在照射位置，將觸 

發開關SWi與放電開關SW「自開啟切換至關閉(ON— OFF)

-藉由完成充電之放電用電容器C1對照射區塊⑥照射一次 

閃光'同時再度將放電用電容器6充電。

反覆以上工作，對lmx 1 in玻璃基板內實施閃光燈退火 

。因此，放電用電容器之充電時間愈短-當然愈能提高生 

產性。但是，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如將非晶質矽膜之 

熔點(約1200°C :因CVD、濺射等成膜方法會有所變動)附 

近假定為峰值P的3/4 P °因此-如峰值P低時'會變化成4/5 

脈寬等。

-59-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 X 297公螢)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57 ）

先前之使用於DVD貼附等上的閃光照射，係管理放電電 

流之峰值（P）與1/3脈寬（1/3 P）或1/2脈寬（1/2 P）等，不過本 

發明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熔融及冷卻，對大粒徑化 

及高晶化需要僅可超過非晶質矽膜之熔點（約1200°C ）之峰 

值的熔融時間及冷卻時間。因此，本發明宜對放電電流之 

峰值（P）與脈寬實施如下的管理。

先前：峰值與1/3脈寬（或1/2脈寬）

本發明：（1）峰值與1/3脈寬（或1/2脈寬）

（2） 峰值與1/3脈寬（或1/2脈寬）

與2/3脈寬（或3/4脈寬）

（3） 峰值與2/3脈寬（或3/4脈寬）

但是，3/4脈寬如在非晶質矽膜的熔點附近，嘩值低時， 

則變動成4/5脈寬等。

閃光照射條件的管理為由構成照射能E=（l/2） CV2 （J）之 

施加電壓V與充電用電容器C與電感L所決定之放電電流的 

峰值P與下述的脈寬（時間寬）。

τ ,= 1/3脈寬為輸入電流波形自零上昇，達到峰值的1/3 

'之後，再度衰減至峰值之1/3的時間寬，本發明宜在1.5 

msec以上°

τ 2 = 1/2脈寬為輸入電流波形自零上昇'達到峰值的1/2 

，之後，再度衰減至峰值之1/2的時間寬，本發明宜在1.0msec 

以上。

τ 3=2/3脈寬為輸入電流波形自零上昇，達到峰值的2/3 

＞之後 ' 再度衰減至峰值之2/3的時間寬-本發明宜在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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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c以上°

τ 4= 3/4脈寬為輸入電流波形自零上昇，達到峰值的3/4 

'之後，再度衰減至峰值之3/4的時間寬 > 本發明宜在0.5 

msec以上。另外，該3/4脈寬在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熔 

點附近。

另外 > 反覆閃光照射同一區域時-係如圖19之（b）所示執 

行。

例如，假定非晶質矽膜之熔點（依非晶質矽膜之成膜條件 

而異，約1200°C ）為3/4脈寬時，藉由Ci的放電達到P（峰值） 

時，保持C 41的熔触時間，藉由經過厂41時間之前的C 2放電 

，保持T 4 2的熔融時間'藉由經過T 4 2時間之前的C 3放電' 

保持T 43的熔融時間'整體而言'於保持「0 =「41+ 丁 42 

+ τ 43（如1·5 = 0.5 + 0.5+ 0.5 msec）的熔融時間後，逐漸冷 

卻並晶化（其程序如下所述）。因此，此時為C1NC2NC3， 

施加電壓為Ε ι E2 E3 0

swi/swr ON— OFF T 4 1

0.5 msec以內時' SW2/SW2' ON一 OFF T 42
0.5 msec以內時， SW3/SW3' ON-> OFF 三43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 X 297公董）

此外，如圖20所示，放電電流波形可控制各種一次閃光

照射時之放電電流的波形類型。

圖中之①與圖19相同，通常包含急遽上昇的波形與比較

性急遽下降的波形。此外，②為藉由放電電路（C、L、R等）

的調整，緩慢並傾斜上昇的波形及下降波形■並藉由預熱

及逐漸冷卻效果，形成有高晶化率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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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薄膜。另外，③為藉由放電電路（C、L、R等）之調整，比

②更緩慢 並傾斜 之上昇波形及 與①相同之比較性急遽下降

的波形，並以預熱效果（提高晶化的均勻性）形成有多晶性

半導體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其次'圖2 1顯示以閃光照射預熱時，藉由C ι的放電保持

τ 31 （2/3脈寬）的預熱時間，藉由C2的放電保持厂41 （3/4脈

寬）的熔融時間，藉由C3的放電保持τ 42 （3/4脈寬）的熔融時

間'此日寸為C ι < C 2 = C 3 *施加電壓為Ει*\Ε2=Ε3 0穡由該

熱 預 提 性 勻 均 的 化 晶 單 或 性 晶 多 的 性 特 勻 均 有 成 形

晶性半導體薄膜。

此時，丁31：藉由充電用電容器Ci之放電的放電電流自

零上昇，達到r 41 - τ 42之峰值之3/4（熔點）之2/3以上〜未

達3/4，於未達熔點之後'再度衰減至2/3以上〜未達3/4的

時間寬（脈寬）。

Τ 4 1 藉由充電用電容 器C2之放電的放電電流自 零上昇

，達到峰值之3/4，之後， 再度衰減至3/4的時間寬（脈寬）。

Τ 42 *猎由充電用電容器C3之放電的放電電流自零上昇

，達到峰值之3/4 '之後' 再度衰減至3/4的時間寬（脈寬）。

圖22顯示以閃光照射逐漸冷卻時，藉由Ci的放電保持c

4 1的熔融時間5藉由C 2的放電保持Τ 3 2的後加熱Η寸間'藉由

C3的放電，保持r 33的後加熱時間'有關τ 41（3/4脈気）、τ

32及 r 33（2/3脈寬）的關係為 C|〉C2 W C3，Ε] > E2^ E3 ° 藉由

該逐漸冷卻，以大粒徑形成有高晶化率的多晶性或單晶性

半導體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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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特性的結晶性。

＜評估範例A的製作條件〉

基板 :石英玻璃20 χ 20 χ 0.7 mm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RF電漿CVD之非晶質矽膜 

（厚度 200 nm）

閃光燈退火條件 :照射能約20 J/cm2（相 對值）施加 

電壓約 2500 V，1/3 脈寬 1.5 msec
*燈管與基板間距離50 mm ＞ 
大氣壓氮氣中，基板溫度350°C

霍爾元件圖案 :在5 χ 5mm，2 x 2 mm j 1 χ 1 mm 
的四角形成A1電極（測試端子）

離子植入及活化處理 :磷離子10 keV
3 χ 1 0 14 atoms/c的 劑 量， 
550〜580°C，30分鐘退火

＜霍爾效果的原理〉

所謂霍爾效果'係指在試劑上使電場與磁場彼此垂直時 

5在垂直於該電場與磁場兩者之方向藉由載體工作而產生 

電動勢。使用該效果之測試法為霍爾測試，可以非常簡單 

的方式評估試劑中之載體種類、密度（空穴或電子密度）、 

移動率。

＜霍爾效果測試〉

測試器

評估條件

磁場

Bio — Rad HL5500 Hall System

I — means : 1 0 μΑ DC，室溫，

0.320 Tesla、Targ. V ： 20 mV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 X 297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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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值〉

板電阻 Rs = 619 Ω /cm2 ＞ 電阻率 R = 0.0124 Ω — cm

電子雜 質 濃度N =7.68 χ 1 018 atoms/cc

霍爾效果電子移動率με= 65.7 cm2/V · s

根據該結果，在相同條件下評估時之XeCl準分子雷射退 

火法之多晶矽薄膜的霍爾效果電子移動率為μ©= 40〜45 

cm2/V · s，而本發明之閃光燈退火法之多晶矽薄膜的霍爾 

效果電子移動率為με= 65.7 cm2/V · s，可獲得約1.5倍的高 

載體移動率。藉由該閃光燈退火條件的最佳化，可獲得更 

大之結晶粒徑與高的載體移動率。

此外，圖25所示之SEM觀察（χ 5000）證實，包含範例A之 

多晶性矽的粒子比數μπι大。

再者，如圖28所示，根據喇曼散射分光法（與Ar雷射（波 

長514.53 nm）-光束徑1 μιη©，單晶矽比較：以下均同）的顯 

微測試，範例Α與單晶矽比較，雖可獲得不差於其的結晶 

性，但是反映出粒徑/粒場/應力等微妙的構造差異，喇曼光 

譜較傾向於低頻端（非晶質矽端）。

＜評估範例B、C的製作條件〉

基板 ：硼矽酸玻璃基板20 χ 20 χ 0.7 mm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RF電漿CVD之非晶質矽膜

（厚度50 nm）

保護用絕緣膜 ：氧化矽膜（厚度50 nm）（但是-

區域的一半除去保護用絕緣膜， 

有氧化矽膜的部分為範例B， 
無氧化矽膜的部分為範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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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 光燈退火條件 ：照射能約20J/cm2（相對值）

施加電壓約2500 V，
1 /3脈寬 1.5 msec，

燈管與基板間距離5 0 mm '
空氣中，

基板溫度350°C

有關範例B之SEM觀察（χ 5000）-如圖26所示，由於覆蓋 

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參照圖24），因此，閃光燈退 

火時熔融之矽被關入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與玻璃 

基板之間'為使任意之結晶核晶化成晶種 ' 概略以50 nm 

的厚度形成有島狀之粒徑為3〜8 μπι之大粒徑的多晶性矽 

薄膜。

此外■如圖2 9所示'根據喇曼散射分光法的顯微測試， 

範例Β（覆蓋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形成有粒徑為3〜8 

μπι之大粒徑的多晶性矽薄膜'因此可獲得不差於單晶矽之 

結晶性的多晶性矽薄膜。

此外，有關範例C之SEM觀察'如圖27所示1由於無保護 

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參照圖24）-因此閃光燈退火時之 

熔融之矽一部分飛濺，並因表面張力而凝固成任意形狀， 

形成有數十μπι尺寸的矽粒（塊）。

此外，如圖30所示，根據喇曼散射分光法的顯微測試， 

範例C（無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形成有數十μιυ尺 

寸之任意形狀的矽粒（塊），此為概略類似於單晶矽的結晶 

性。

另外，上述喇曼光譜之喇曼散射分光法包含如下的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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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原理 ：檢測照射激勵（雷射）光於物質上時之非彈性 

散射（喇曼散射）光。藉由將激勵光與物質中 

各種素激勵相互作用時之波長變化予以分 

光，析出有關物質之原子/分子/電子構造的 

各種資訊。

特徵 ：非破壞性獲得目的位置（〉1 μmφ）的物質資

訊。

獲得之資訊 ：有關固體（結晶/非晶質）中各種素激勵之

能源結晶的對稱性及均勻性資訊。

如圖28及圖29所示，所獲得之喇曼光譜呈現包含廣泛非 

對稱的峰值，不過該形狀的差異反映出矽薄膜之粒徑/粒場 

/應力等微妙構造的差異，亦與電特性包含密切關連。依據 

該關係，找出可獲得最適於聚矽TFT形狀之矽：TO—聲子 

峰值（phonon peak）的製作條件'可結合處理的最佳化。

此外，閃光燈退火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處理 

時1施加磁場或電場'或磁場及電場*在此作用下實施退 

火時，可集中晶粒的結晶方位。

例如'施加磁場時'如圖3 1所示 > 在容納閃光燈裝置與 

基板1之真空容器201的外圍設置永久磁鐵231或電磁鐵23 2 

，在此種磁場的作用下實施閃光燈退火。

如此，如在磁場的作用下於低級結晶性矽薄膜7A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時'先行熔解之矽薄膜7A之矽原子的電子自旋 

與磁場相互作用'朝向一定方向，自該狀.態因冷卻而凝固 

時，矽的結晶方位集中。由於如此被晶化之膜概略集中在 

結晶方位，因此，包含粒場之電子勢壘降低，載體移動率 

變大。此時，重要的是將結晶方位集中在一定方向，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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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原子之外殼軌道的構造 結晶亦可能集中在所獲得之以

多晶矽薄膜7的垂直方向 或是亦可能結晶方位集中在水平

中 集 粒 
•
晶 由 藉ο

向 方 凸 凹 無 面 表 的 膜 薄 矽 晶 多

化 坦 平 成 形 面 ，與連接此所形成之閘極絕緣膜等之間的界

表 膜 薄

面狀態良好，載體移動率獲得改善。

而由於用於在該磁場作用下之閃光燈退火的閃光燈203

係容納在真空容器20 1內，因此其照射效率佳'可充分發揮

閃光燈特有的上述作用。

圖3 2係顯示一種以電源2 3 3施加電場以取代上述磁場1在

容納閃光燈裝置與基板1之真空容器201的外圍設置施加高

頻電壓（或直流電壓或此等兩者）的電極234 ＞在此電場的作

用下實施閃光燈退火。

此時，先行熔解之低級結晶性矽薄膜7A中之矽原子的電

子自旋與電場相互作用，朝向一定方向'自此種狀態因冷

卻而凝固時，實施包含一定方向的晶化。此與上述磁場時

同樣的，晶粒集中在一定方向，載體移動率提高，且表面

的凹凸亦減少。此外，閃光燈203的照射效率亦佳。

圖33係一種除上述磁場之外亦同貫施加電場1與容納閃

光燈裝置與基板1之真空容器201外圍之永久磁鐵23 1（亦可

為電磁鐵）的磁場同時'在施加高頻電壓（或直流電壓或此

等兩者）之電極234之電場同時作用條件下實施閃光燈退

火。

此時，先行熔解之低級結晶性矽薄膜7A之矽原子的電子

自旋在磁場與電場相互作用下朝向一定方向，自此種狀態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圜家標準（CNS） Α4規格（210Χ 297公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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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冷卻而凝固時，藉由磁場與電場的相乘積作用，實施更 

具方向性的晶化。因此，晶粒更容易集中在在一定方向， 

載體移動率進一步提高，且表面凹凸亦進一步減少。此外 

，閃光燈203的照射效率亦佳。

V表面閘極型CMOSTFT之製造〉

其次，顯示一種使用本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之表面閘 

極型CMOSTFT的製造。

首先，如圖1之（1）所示，在硼矽酸玻璃、鋁矽酸玻璃、 

石英玻璃、晶化玻璃等絕緣基板1之至少TFT形成區域上， 

藉由電漿CVD、觸媒CVD、減壓CVD等汽相生長法，在下 

述條件下形成包含保護用氮化矽膜及氧化矽膜之疊層膜的 

底層保護膜100（以下均同）。

此時，依TFT形成之處理溫度選擇使用玻璃材質。

於200〜500°C的低溫時：亦可使用硼矽酸、鋁矽酸玻璃等 

玻璃基板（如500 χ 600 χ 0.5-1.1 mm厚）、聚醯亞胺等耐熱 

性樹脂基板。

於600〜1000°C的高溫時：亦可使用石英玻璃、晶化玻璃 

等耐熱性玻璃基板（如6〜12吋©，700-800 pim厚）。由於保護 

用氮化矽膜係用於避免自玻璃基板摻雜錮離子而形成'因 

此使用合成石英玻璃時不需要該氮化矽膜。

此外'使用觸媒C VD時 > 雖可使用圖5及圖7所示之相同 

的裝置，但是為防止觸媒體的氧化惡化-須供給氫系載氣 

，將觸媒體加熱至特定溫度（約1 600〜1 800°C -如約1700°C ） 

，成膜後將觸媒體冷卻至不致產生問題的溫度，阻斷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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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氣。

成膜條件為在處理室內持續流入氫系載氣(氫、氫+氫、 

氮+氫、氤+氫等)，並將流量與壓力、承受器溫度控制在 

下述的特定值：

處理室內壓力：約0.1-10 Pa，如IPa

承受器溫度 ：350°C

氫系載氟流量(混合氣體時，氫為80-90摩爾%)

:100-200 SCCM

此外，氮化矽膜在以下條件下形成50〜200 nm厚。

以氫作為載氣'並以適量比率在甲矽烷(SiH4)內混合氨 

(NH3)以形成原料氣體。

氫流量：100〜200 SCCM，SiH4流量：1 〜2 SCCM，NH3 

流量：3〜5 SCCM

此外，氮化矽膜在以下條件下形成50-200 nm厚。

以氫作為載氣'並以適量比率在甲矽烷(SiH4)內混合氮 

(He)稀釋氧(Ch)以形成原料氣體。

氫流量：100〜200 SCCM，SiH4流量：1〜2 SCCM，氮稀 

釋氧流量：0.1〜1 SCCM

另外，以RF電漿CVD成膜時的條件如下：

氧化矽膜以SiEU流量：5〜10 SCCM> Ν2Ο流量：1000 SCCM 

，氣壓：50〜70 Pa > RF能：1000 W，基板溫度：350°C形 

成。

此外，氮化矽膜以SiHq流量：50〜100 SCCM，NH3流量： 

200-500 SCCM，Ν?流量：700-1000 SCCM > 氣壓：5 0〜7 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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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能：1300 W -基板溫度：250°C形成。

其次如圖1之（2）所示，藉由觸媒CVD或電漿CVD，形成 

50 nm厚之摻雜如 週期表IV族元 素之如1 017~ 1 022 atoms/cc 

，更宜為1018~1O20 atoms/cc（亦可於CVD時或藉由成 膜後的 

植入離子摻雜）之錫的低級結晶性矽薄膜7 A。但是，未必需 

要摻雜該錫（以下均同）。繼續形成10-30 nm厚的保護及降 

低反射用氧化矽膜。

此時 ' 使用圖5及圖6所示的裝置，藉由上述觸媒CVD， 

在下述條件下，使作為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如摻雜錫 

的低級結晶性矽薄膜汽相生長。

以觸媒CVD形成含非晶質矽之微結晶矽的膜：

以氫為載氣*以適量比率混合甲矽烷（SiH4）及氫化錫 

（SnH4）形成原料氣體。氫流量：150 SCCM，SiHq流量： 

15 SCCM，S11H4流量15 SCCM。此時，亦可藉由在原料 

氣體之矽烷系氣體（矽烷或乙矽烷或丙矽烷等）內適量混 

入η型磷或碑或錦等，或適量混入ρ型硼等，形成含任意 

之η或ρ型雜質載體濃度之錫的矽薄膜。

η型化時：ΡΗ3（三氫化磷）、AsH3（三氫化碑）SbHs（三氫化 

錦）

ρ型化時：B2H6（乙硼烷） -

另外，在同一處理室內形成上述各膜時，可持續供給氫 

系載氣'將觸媒體預先加熱至特定溫度待用 > 並實施如下 

的處理。

在甲矽烷內以適當比率混合氨'以形成特定膜厚的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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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膜，徹底排出上述原料氣體等之後，繼續以適當比率混 

合甲矽烷與氫稀釋氧，形成特定膜厚的氧化矽膜，徹底排 

出上述原料氣體等之後，繼續以適量比率混合甲矽烷與氫 

化錫'形成含特定膜厚之錫之非晶質矽的微結晶矽膜，徹 

底排出上述原料氣體等之後，繼續以適當比率混合甲矽烷 

與氫稀釋氧，形成特定膜厚的氧化矽膜。形成膜後'阻斷 

原料氣體，將觸媒體冷卻至不致發生問題的溫度，阻斷氫 

系載氣。此時，亦可使絕緣膜形成時的原料氣體減少或增 

加傾斜'作為傾斜接合的絕緣膜。

或是，以各自獨立的處理室形成時，可在各處理室內持 

續供給氫系載氣，將觸媒體預先加熱至特定溫度待用，實 

施如下的處理。移至A處理室，在甲矽烷內以適量比率混 

合氨，形成特定膜厚的氮化矽膜。繼續移至B處理室，在甲 

矽烷內以適量比率混合氫稀釋氧'以形成氧化矽膜。繼續 

，移至C處理室，以適量比率混合甲矽烷與氫化錫，形成含 

有含錫之非晶質矽的微結晶矽膜。繼續移至B處理室，在甲 

矽烷內以適量比率混合氫稀釋氧以形成氧化矽膜。形成膜 

後，阻斷原料氣體，將觸媒體冷卻至不致發生問題的溫度 

-阻斷氫系載氣。此時'亦可在各處理室內持續供給氫系 

載氣與各原料氣體'以形成待用狀態。

以RF電漿CVD形成低級結晶性矽薄膜的條件為，SiH4 : 

100 SCCM，氫：100 SCCM > 氣壓：1.33x 1 04 Pa，RF 能： 

100 W -基板溫度：350°C。

繼續1如圖1之（3）所示1在大氣壓氮氣中，如藉由氤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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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燈（亦 稱之為 脈衝式 気燈）之一次或反覆數次的閃光照射 

221，使含非晶質矽之微結晶矽薄膜7A處於熔触狀態，藉 

由逐漸冷卻'以大粒徑形成厚度為50 nm之高晶化率的多晶 

性矽薄膜7。繼續因應基板尺寸，如以步進及反覆使基板高 

精度移動，閃光照射特定的基板內。

該閃光燈退火可使用上述圖7〜圖1 3的任何一種裝置 > 其 

退火條件如下：

燈管 ：氤閃光燈（20支直徑10 mmφ >有效弧長200 mm的

氛燈）

照射面積：以200 χ 200 m m之正方形的步進及反覆方式各實 

施一次閃光照射

照射能 ：約20 J/cm2（相對值）

燈與玻璃基板間照射距離 ：5 0 mm

施加電壓 ：約2.5 kV

1/3脈寬 ：1.5 msec

基板溫度 ：300〜400°C

另外，於該閃光燈退火時，低級結晶性矽薄膜的表面存 

在保護用氧化矽膜或氮化矽膜或氧氮化矽膜或氧化矽/氮 

化矽疊層膜等時，可獲得退火時熔融之矽不致飛濺，不致 

因表面張力而形成矽結晶粒（塊）的良好多晶性矽薄膜。此 

外，雖亦可依需要使用降低熱線或熱線遮蔽濾色器，以 

提高結晶性與減少基板損傷，不過，此時需要提高照射 

能。

此外，為求降低基板溫度上昇與促進晶化，將低級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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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矽薄膜予以島狀化後，或將以保護用氧化矽膜覆蓋之低 

級結晶性矽薄膜予以島狀化後 ' 即使實施閃光燈退火，仍 

可獲得良好之多晶性矽薄膜。

此外，以適當條件，於後述之閘極通道/源極/汲極區域 

形成後實施該閃光燈退火時，於促進晶化的同時，由於植 

入閘極通道/源極/汲極區域之η型或ρ型載體雜質（磷、碑、 

硼等）被活化，因此生產性良好。

繼續，製作將多晶性矽薄膜7作為源極、通道及汲極區域 

的 MOSTFT。

亦即，於高溫處理時-如圖2之（4）所示，以一般光刻及 

蝕刻技術除去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在將多晶性矽 

薄膜7予以島狀化後'為控制nMOSTFT用之通道區域的雜 

質濃度使臨限值（V,）最佳化'以光阻9將pMOSTFT部作為 

掩膜'藉由 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如以5 χ 1 011 atoms/cm2 

的劑量摻雜P型雜質離子（如硼離子）10 '設定1 χ 1017 

atoms/cc的受體濃度，形成將多晶性矽薄膜7之導電型予以ρ 

型化的多晶性矽薄膜11。

繼續'如圖2之（5）所示1為控制pMOSTFT用之通道區域 

的雜質濃度使臨限值（Vth）最佳化'係以光阻12將n MOSTFT 

部作為掩膜 ' 藉由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如以1 χ 1012 

atoms/cm2的劑量摻雜η型雜質離子（如磷離子）13，設定2 χ 

1017 atoms/cc的施體濃度，形成將多晶性矽薄膜7之導電型 

予以η型化的多晶性矽薄膜14。

繼續，如圖3之（6）所示，藉由觸媒CVD等形成閘極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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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的氧化矽膜（厚度為50 nm） 8後，如藉由供給2〜20 SCCM 

之PH3及20 SCCM之SiH4之與上述相同的觸媒CVD法，堆積 

膜厚約400 nm之作為閘極材料的摻雜磷之多晶矽膜15。

繼續，如圖3之（7）所示，將光阻1 6形成特定圖案，以此 

作為掩膜，將摻雜磷之多晶矽膜15予以圖案化成閘極形狀 

，繼續，於除去光阻16後，如圖3之（8）所示，藉由觸媒CVD 

等形成厚度·為20 n m的氧化矽膜17。

繼續，如圖3之（9）所示，以光阻18將pMOSTFT部作為掩 

膜'藉由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如以1 χ IO10 atoms/cm2的 

劑量摻雜η型雜 質之磷離子19，設定2 χ IO20 atoms/cc的施 

體濃度，分別形成nMOSTFT之十型源極區域20及汲極區域 

21。

繼續，如圖4之（10）所示，以光阻22將nMOSTFT部作為掩 

膜'藉由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如以1 χ 1015 atoms/c m?的 

劑 量摻雜P型雜 質之硼離子23 '設定2 χ IO20 atoms/cc的受 

體濃度，分別形成pMOSTFT之p +型源極區域24及汲極區域 

25。之後，在氮中藉由約以900°C實施約5分鐘退火，使摻 

雜在各區域內之雜質離子活化，設定被分別設定的雜質載 

體濃度。

如上述的形成閘極、源極及汲極 > 不過此等亦可以上述 

處理以外的方法形成。

亦即，於低溫處理時1在圖1之（2）步驟後，在pMOSTFT 

與nMOSTFT區域內將多晶性矽薄膜7予以島狀化。再藉由 

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以氟酸系蝕刻液除去保護及降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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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用氧化矽膜 ' 以CF4 ' SF6等電漿蝕刻選擇性除去含非晶 

質矽的微結晶矽薄膜 ' 以有機溶劑等剝離洗淨光阻。由於 

以因繼續實施閃光燈退火時之閃光照射，溫度急遽上昇之 

矽熔触與冷卻時的應力所形成之多晶性矽薄膜上容易發生 

裂縫，因此，為降低基板溫度上昇，亦需要島狀化。該燈 

退火前之島狀化著眼於減少散熱，延遲矽熔融帶的冷卻以 

促進結晶生長時'係降低不需要之矽熔触帶的基板溫度上 

昇。

繼續，與上述同樣的，對低級結晶性矽薄膜7 A實施閃光 

燈退火後，除去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與上述同樣 

的以光阻掩膜，在pMOSTFT區域內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 

雜法，如以1 χ 1012 atoms/cm?的劑量摻雜η型雜質的磷離子 

，設定2 χ 1017 atoms/cc的 施體濃度，在nMOSTFT區 域 內， 

如以5 χ 1 011 atoms/c的劑量摻雜ρ型雜質的硼離子，設定 

1 χ 1017 atoms/cc的受體濃度，控制各通道區域的雜質濃度 

'將Vth予以最佳化。

繼續，藉由一般光刻技術以光阻掩膜形成各源極/汲極區 

域。為nMOSTFT時，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如以1 

χ 1015 atoms/cm2的劑 量摻雜η型雜質之如碑、磷 離子，設定 

2x IO20 atoms/cc的施體濃度，為pMOSTFT時，藉由離子植 

入或離子摻雜法'如以1 χ 1013 atoms/c 的劑量摻雜ρ型雜 

質之如硼離子，設定2 χ IO20 atoms/cc的受體濃度。

之後'藉由照射能低於使多晶性矽薄膜中之η型或ρ型雜 

質活化之晶化處理的閃光燈退火或鹵素燈等紅外線燈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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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熱退火（RTA ； Rapid Thermal Anneal） > 以約 1 000°C ' 30 

秒的熱處理-實施閘極通道區域、源極及汲極區域之雜質 

離子活化。之後（或雜質活化處理前）形成氧化矽膜作為閘 

極絕緣膜，不過依需要係連續形成氮化矽膜與氧化矽膜。 

亦即，藉由觸媒CVD法，在氫系載氣與甲矽烷內以適量比 

率混合氫稀釋氧，形成厚度為40〜50 nm的氧化矽膜8，依需 

要在氫系載氣與甲矽烷內以適量比率混合NH3，形成厚度 

為10〜20 nm的氮化矽膜，再於上述條件下形成厚度為40〜50 

nm的氧化矽膜。

繼續，於高溫處理時，如圖4之（11）所示，藉由與上述相 

同的觸媒CVD法，供給之氫系載氣均為150 SCCM，並供給 

1~2 SCCM之氨氣稀釋的氧，15〜20 SCCM之甲矽烷下，全 

面形成厚度如為50 nm的氧化矽膜26，繼續於供給1〜20 

SCCM 之 PH3、1~2 SCCM 之氮稀釋氧、15 〜20 SCCM 之 SiHq 

下1全面形成厚度如為400 nm的磷化氫矽酸酯玻璃（P S G） 

膜28，供給5 0〜60 SCCM之NH3，15〜2 0 SCCM之 甲矽烷下， 

堆疊厚度如為200 nm的氮化矽膜27 °

繼續，如圖4之（12）所示，在上述絕緣膜的特定位置開設 

接觸孔。亦即1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1以光阻圖案形 

成nMOSTFT及pMOSTFT之閘極、源極、汲極孔，以CF4 ' 

SF6等電漿蝕刻鈍化用氮化矽膜，以氟酸系蝕刻液蝕刻氧化 

矽膜及PSG膜，以有機溶劑等洗淨除去光阻，露出形成 

nMOSTFT A pMOSTFT的閘極、源極、汲極區域。

繼續，在整個包含各接觸孔的面上，以濺射法等 ' 在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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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下，堆積厚度為1 μπι之含1 % Si的鋁等電極材料，將此予 

以圖案化，形成pMOSTFT及nMOSTFT之各個源極、或汲極 

29（S或D）與閘極取出電極或配線30（G），形成表面閘極型之 

各MOSTFT。之後，在組成氣體中實施400°C，lh的氫化處 

理及燒結處理。另外1亦可藉由觸媒CVD法供給鋁化合物 

氣體（如A1C13），以形成鋁。

另外，亦可全面形成鋁鎚合金等耐熱性金屬的濺射膜 

（厚度為100-500 nm）-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 

pMOSTFT及nMOSTFT的閘極，以取代形成上述的閘極。

另外 ' 以下說明一種使用矽合金熔融液之液相生長法與 

閃光燈退火之表面閘極型多晶性矽CMOSTFT的製法時，首 

先 ' 於上述底層保護膜形成後，以下述任一種方法，使含 

有含或不含錫之非晶質矽之微結晶矽層（析出）生長（以下稱 

含錫之例）後，除去其上之錫等低熔點金屬膜。

塗敷含矽之錫等低熔點金屬熔融液後，使其冷卻。

浸漬於含矽之錫等低熔點金屬熔融液內後，再取出使其 

冷卻。

將含矽之錫等低熔點金屬膜予以加熱熔融後，使其冷卻。 

在矽膜上形成錫等低熔點金屬膜後，使其加熱熔融及冷 

卻。

在錫等低熔點金屬膜上形成矽膜後，使其加熱熔融及冷 

卻。

繼續，將含有含或不含錫之非晶質矽之微結晶矽層予以 

島狀化，分割成pMOSTFT咅卩與nMOSTFT咅卩，藉由離子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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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離子摻雜法，控制通道區域的雜質濃度，將Vth予以最佳 

化（其條件準上述者）。之後，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 

，形成pMOSTFT普卩與nMOSTFT告卩的源極、汲極（其條件準 

上述者）。

繼續，以閃光燈退火實施晶化促進與離子活化（其條件準 

上述者）。繼續藉由觸媒CVD形成閘極絕緣膜的氧化矽膜， 

不過，依需要繼續形成氮化矽膜及氧化矽膜（其成膜條件準 

上述者）。之後的處理與上述者相同。此外，使用該液相生 

長法的方法如為後述之底面閘極型或雙閘極型CMOSTFT 

等時，亦同樣適用。

以下說明一種使用濺射法之低級結晶性矽薄膜之閃光燈 

退火之表面閘極型多晶性矽CMOSTFT的製法，首先，以濺 

射法形成上述的底層保護膜。亦即'在整個絕緣性基板上

，於氫氣壓0.1 33-1.33 Pa的真空中濺射氮化矽靶子，形成 

氮化矽膜（厚度為50-200 nm）-在整個該氮化矽膜上，於氫 

氣壓0.1 33-1.33 Pa的真空中濺射氧化矽靶子，形成氧化矽 

膜（厚度為100-200 nm）。

繼續，於氫氣壓0.133-1.33 Pa的真空中濺射含0.1-1 at% 

錫或不含錫之矽靶子，在絕緣性基板之至少TFT形成區域 

上形成厚度為50 nm之如含錫或不含錫的非晶質矽膜。

繼續，在整個該非晶質矽膜上，於氮氣壓0.1 33-1.33 Pa 

的真空中濺射氧化矽靶子，形成厚度為10-30 nm的氧化矽 

膜。

另外，亦可在共通的矽靶子上連續堆疊，以氫氣+氮氣

-79-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 X 297公釐）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77 ）

（5〜10摩爾％）的濺射形成氮化矽膜，以氫氣+氧氣（5〜10摩 

爾％）的濺射形成氧化矽膜，以氫氣的濺射形成非晶質矽膜 

，再以氫氣+氧氣（5~10摩爾％）的濺射形成氧化矽膜。

繼續*將所形成之含錫或不含錫之非晶質矽薄膜予以島 

狀化，分割成pMOSTFT部與nMOSTFT部（條件準汽相生長 

法時）。之後，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閘極通道、源極 

、汲極區域（條件準汽相生長法時）。

繼續，對含錫或不含錫之非晶質矽薄膜實施閃光燈退火 

。藉由該閃光燈退火，予以多晶矽薄膜化，同時將植入離 

子或摻雜離子之η型或ρ型雜質予以活化，形成閘極通道、 

源極、汲極區域之最適切的載體雜質濃度（閃光燈退火處理 

條件準上述者）。此外，與上述同樣的，當然亦可分別實施 

晶化之閃光燈退火或離子活化之閃光燈退火或RTA處理。

繼續，形成作為閘極絕緣膜的氧化矽膜，不過依需要繼 

續形成氮化矽膜及氧化矽膜。亦即1藉由觸媒CVD法等' 

連續形成厚度為40-50 nm的氧化矽膜、厚度為1 0~20 nm的 

氮化矽膜、及厚度為40〜50 nm的氧化矽膜（成膜條件準上述 

者）。

以後的處理與上述者相同。此外 > 使用該濺射膜的方法 

'如為後述之底面閘極型或雙閘極型CMOSTFT等時，亦同 

樣適用。

另外，藉由反覆必要次數的形成上述低級結晶性矽薄膜 

與閃光燈退火，由於可形成接近高晶性、高純度之單晶性 

矽的大粒徑多晶矽厚膜，因此，適用於需要CCD面性/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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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雙極LSI、太陽電池等厚膜的裝置。亦即，藉由第 

一次閃光燈退火，形成如厚度為200〜300 nm的大粒徑多晶 

矽薄膜。繼續在其上堆疊低級結晶性矽薄膜（厚度200-300 

nm）=繼續藉由第二次閃光燈退火-將底層膜作為晶種'如 

堆疊形成厚度為200-300 nm的大粒徑多晶性矽薄膜，形成 

約400-600 nm的大粒徑多晶性矽薄膜。藉由將.此種步驟反 

覆必要次數，可堆疊形成μπι單位膜厚的大粒徑多晶性矽厚 

膜。另外，該厚膜亦包含在本發明之「多晶性矽薄膜」的 

概念內。

於此種堆疊時，底層之大粒徑多晶性矽薄膜形成以下閃 

光燈退火時的結晶核（晶種），並逐漸堆疊更大粒徑的多晶 

性矽薄膜，因此愈接近厚膜的表面，愈可形成接近高晶性 

、高純度之單晶矽之大粒徑多晶性矽厚膜。因此，除MOSLSI 

之外，亦適用於一般之需要將厚膜表面作為主動及被動元 

件區域之CCD面性/線性感測器、雙極LSI '太陽電池等厚 

膜的裝置。

〔I〕另外，於上述島狀化後實施閃光燈退火時，可實施 

以下（1）-（4）之任何一項的處理。

（1）低溫處理3）時，將附氧化矽（以下稱SiO2”氮化矽（以 

下稱SiNx）疊層膜之非晶質矽膜予以圖案化及島狀化。以閃 

光燈退火予以多晶矽化後，僅剝離SiN*膜，堆疊SiO2或 

SiO2/SiNx膜，形成閘極絕緣膜之SiC>2或SiO2/SiNx/Si0?疊層 

膜。此時所謂之低溫處理，係指在基板上使用硼矽酸玻璃 

、鋁矽酸玻璃 等低畸變點玻璃及聚醯亞胺等耐熱性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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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均同）。此外，由於氮化矽膜係以電漿CVD等低溫形 

成膜，並非完全之Si3N4 »因此以SiNx表示（以下均同）。

（2） 低溫處理（B）時，將附SiO2（或SiNQ膜之非晶質矽膜予 

以圖案化及島狀化。以閃光燈退火予以多晶矽化後，剝離 

SiO2（或SiNx）膜，形成閘極絕緣膜之SiO2或SiO2/SiNx/SiO2 

疊層膜。

（3） 低溫處理（C）時，將非晶質矽膜予以圖案化及島狀化後 

，實施閃光燈退火，之後，形成閘極絕緣膜之SiO2或

SiO2/SiNx/SiCh疊層膜。

（4） 高溫處理（A）時，將非晶質矽膜予以圖案化及島扶化 

後，實施閃光燈退火'之後-以高溫（1000°C - 30分鐘）的 

熱氧化作用，使多晶性矽膜表面氧化，以形成閘極絕緣膜

。此時所謂之高溫處理，係指使用石英玻璃及晶化玻璃等 

耐熱性玻璃及陶瓷等（以下均同）。

〔II〕此外，於島狀化前實施閃光燈退火時，可實施以 

下（1）-（4）之任何一項的處理。

（1） 低溫處理（D）時，將附SiO2/SiNx之非晶質矽膜實施閃 

光燈退火後，予以圖案化及島狀化。之後，僅剝離SiNx膜 

，堆疊SiO2或SiO2/SiNx膜，形成閘極絕緣膜之SiO2或

SiO2/SiNx/SiO2疊層膜。

（2） 低溫處理（E）時，將附SiO2（或SiNQ膜之非晶質矽膜實 

施閃光燈退火後，予以圖案化及島狀化。之後，剝離SiO2 

（或SiNx）膜，堆疊SiCh或SiO2/SiNx/Si O2膜，分別形成閘極 

絕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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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溫處理（F）時，將非晶質矽膜實施閃光燈退火後，予 

以圖案化及 島狀化。之後 ' 堆疊SiO2或SiO2/SiNx/SiO2膜， 

分別形成閘極絕緣膜。

（4）高溫處理（B）時，將非晶質矽膜實施閃光燈退火後， 

予以圖案化及島狀化，以高溫（1000°C，30分鐘）的熱氧化 

作用'使多晶性矽膜表面氧化，以形成閘極絕緣膜。

上述之〔I〕、〔II〕的低溫處理用SiO2均以觸媒CVD ' 

電漿CVD' TEOS系電漿CVD、低溫高壓退火（藉由在30 MPa 

以下高壓容器中1以常溫以上'基板之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使用水蒸氣之所謂次臨界水反應或超臨界水反應的熱氧 

化）等形成，SiNx以觸媒CVD '電漿CVD等形成。高溫處理 

如上所述，係以高溫熱氧化使多晶性矽薄膜熱氧化，形成 

良質的SiCh膜及多晶性矽薄膜。因此，須先形成厚的多晶 

性矽薄膜。另外，因應所要求的特性，亦可於低溫處理及 

高溫處理時，將閃光燈退火時之低級結晶性矽薄膜上的降 

低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SiO2、SiNx、SiON等）實施閃光燈 

退火的晶化後，直接作為閘極絕緣膜使用。

如上所述，本實施形態可獲得下述（a）〜（j）的優異作用效 

果。

（a）藉由在任意之psec〜msec的短時間內1實施一次或反 

覆數次之閃光燈照射之閃光燈退火，將高度照射能賦予低 

級結晶性矽等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將其加熱成熔融或 

半熔触或非熔融狀態，並冷卻，可獲得大粒徑之高載體移 

動率、高品質之多晶性矽膜等多晶性或罩晶性半導體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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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幅提高生產性及大幅降低成本。

(b) 由於閃光燈退火藉由組合任意數量的燈及其閃光式 

放電機構*如①在整個1000 mm x 1000 mm的大面積上實施 

一次或反覆必要次數之閃光燈照射，②以電流計掃描器掃 

描聚光整形成200 mm x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燈照射光，依 

需要以重疊掃描實施閃光燈照射，③固定聚光整形成200 

mm X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燈照射位置，使基板以步進及 

反覆方式移動 > 依需要重疊掃描實施閃光燈照射，使基板 

或閃光燈照射光以任意方向與速度移動，控制加熱熔融及 

冷卻速度，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將任意大面積之低級結晶性 

矽膜等予以晶化，因此達到極高的生產性 > 大幅降低成 

本。

(c) 藉由將閃光燈照射光聚光整形成任意線狀、長方形或 

正方形或圓形實施照射'因照射強度，亦即熔触效率及生 

產量提高與晶化均勻性提高'可減少載體移動率的不平 

均。

(d) 在以閃 光燈退火而晶化之多晶性矽等膜上堆疊低級 

結晶性矽等膜，再度藉由反覆實施以該閃光燈退火而晶化 

的方法，可以μπι單位之厚度堆疊形成大粒徑之高載體移動 

率、高品質的多晶性矽膜等。藉此，除MOSLSI之外，亦可 

形成高性能、高品質之雙極LSI、CMOS感測器、CCD面性/ 

線性感測器、太陽電池等。

(e) 因應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膜厚、玻璃等基板之耐 

熱溫度、及所需之結晶粒徑(載體移動率)等，閃光燈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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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波長調整(封入氣體之變更、採用熱線降低或遮蔽濾色器 

、放電條件之變更等)、照射強度、照射時間等控制容易， 

因此，可以重現性佳之高生產性獲得高載體移動率、高品 

質之多晶性矽膜等。

(f) 由於氤燈、氤水銀燈、氮燈、氯水銀燈、氤氯燈、氤 

氯水銀燈、金屬鹵化燈等閃光燈退火燈遠比氯化氤、氟化 

氮等準分子雷射退火裝置的準分子雷射振盪器廉價 > 且使 

用壽命長，保養簡單，因此可藉由提高生產性與降低營運 

成本以大幅降低成本。

(g) 主要由閃光燈與放電電路所構成之閃光燈退火裝置 

與準分子雷射退火裝置比較 > 構造簡單，因此價格低'可 

降低成本。

(h) 由於氯化氤、氟化氟等準分子雷射退火處理係使用要 

求nsec的脈衝振盪型雷射，因此其輸出穩定性有問題，且 

發現有照射面之能量分布不平均、獲得之晶化半導體膜不 

平均、各MOSTFT之元件特性不平均。因此，係採用賦予 

約400°C溫度，並實施5次、3 0次等多次準分子雷射脈衝照 

射的方法，不過仍因照射不平均而造成晶化半導體膜及 

TFT元件特性不平均，因生產量降低造成生產性降低'以 

致成本提高。反之'閃光燈退火係如上述(b)項可以要求 

μsec~msec的脈衝全面閃光照射1000 mm χ 1000 mm的大面 

積，因此照射面之能量分布不平均、獲得之晶化半導體膜 

不平均、各MOSTFT之元件特性不平均現象少，可因高生 

產量之高生產性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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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尤其是，使用降低或遮蔽熱線濾色器之強紫外線光之 

閃光燈退火可在低溫（200〜400°C）下適用，因此可使用廉價 

，且大型化容易之低畸變點玻璃及耐熱性樹脂，以促使輕 

量化與降低成本。

（j） 除表面閘型之外，為求底面閘型、雙閘極型及背面閘 

型MOSTFT亦可獲得高載體移動率之多晶性半導體膜或單 

晶性半導體膜等，可製造使用該高性能之半導體膜之快速 

、高電流密度的半導體裝置、光電裝置甚至高效率的太陽 

電池等。例如，可製造矽半導體裝置、矽半導體積體電路 

裝置、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矽一錯半導體裝置、矽 

—鈴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碳化矽半導體裝置、碳化矽半 

導體積體電路裝置' III- V及II- VI族化合物半導體裝置、 

III- V及II — VI族化合物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多晶性或單 

晶性鑽石半導體裝置、多晶性或單晶性鑽石半導體積體電 

路裝置、液晶顯示裝置、電致發光（有機/無機）顯示裝置、 

發光聚合物顯示裝置、發光二極體顯示裝置、光感測器裝 

置、CCD面性/線性感測器裝置、COMS感測器裝置、太陽 

電池裝置等。

第二種實施形態

< LCD之製造例1>

本實施形態係在使用高溫處理之多晶性矽MOSTFT的 

LCD（液晶顯示裝置）上應用本發明-以下顯示其製造例。

首先，如圖34之（1）所示，像素部及外圍電路部，於石英 

玻璃、晶化玻璃等耐熱性絕緣基板61（畸變點約800~11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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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為50微米〜數mm）的一個主面上，藉由上述觸媒CVD 

法等，形成底層保護膜100（其省略圖式：以下均同）後，在 

其上藉由上述觸媒CVD等形成低級結晶性矽薄膜67 A。再依 

需要形成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膜（厚度10〜30 nm）（其省 

略圖式）。

繼續，如圖34之（2）所示，在低級結晶性矽薄膜67A上實 

施上述之閃光燈退火，如形成厚度為50 nm的多晶性矽薄膜 

67。

繼續，如圖34之（3）所示，除去保護及降低反射用氧化矽 

膜後-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將多晶性矽薄膜67予以 

圖案化（島狀化），形成電晶體、二極體等主動元件、電阻 

、電容、電感等被動元件的活性層。另外以下的處理-如 

TFT製作中所述，當然其他元件的製作亦同。

繼續，為求控制多晶性矽薄膜67之各通道區域的雜質濃 

度使Vth最佳化 ' 植入或摻雜與前述同樣之硼或磷等特定雜 

質離子後，如圖34之（4）所示-如藉由與上述同樣的觸媒 

CVD法等，在多晶性矽薄膜67的表面形成厚度如50 nm之閘 

極絕緣膜用的氧化矽膜68。以觸媒CVD法等形成閘極絕緣 

膜用的氧化矽膜68時，基板溫度及觸媒體溫度與上述相同 

，不過氧氣流量可為1〜2 SCCM，甲矽烷氣體流量可為15〜20 

SCCM ＞氫系載氣可為150 SCCM °

繼續，如圖35之（5）所示，閘極及閘極線材料，係如以濺 

射法使鉗鎚合金堆積厚度為400 nm ＞或如藉由在氫系載氣 

150 SCCM ' 2〜20 SCCM之PH3及20 SCCM之甲矽烷氣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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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下之與上述相同的觸媒CVD法等，使摻雜磷之多晶矽膜 

堆積厚度為400 nm =繼續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將閘 

極材料層予以圖案化成閘極75及閘極線的形狀。另外，為 

摻雜磷之多晶矽膜時1於除去光阻掩膜後，如在900°C下， 

經過60分鐘之於氧中的氧化處理，在摻雜磷之多晶矽膜75 

的表面形成氧化矽膜。

繼續，如 圖35之（6）所示，以光阻78 -將pMOSTFT咅卩作 為 

掩膜，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如以1 χ 1015 atoms/cm2 

的劑量摻雜η型雜質之如碑（或磷）離子79，設定2 χ 1Ο20 

atoms/cc的施體濃度，分別形成nMOSTFT之十型源極區域 

8 0及汲極區域8 1。

繼續，如圖35之（7）所示，以光阻82將nMOSTFT部作為掩 

膜1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如以1 χ 1015 atoms/cm2 

的劑量摻雜P型雜質之如硼離子83，設定2x 1 O20 atoms/cc 

的受體濃度'分別形成pMOSTFT之p +型源極區域84及汲極 

區域85。之後，在氮中藉由約以900°C實施約5分鐘退火， 

使摻雜在各區域內之雜質離子活化-設定被分別設定的雜 

質載體濃度。另外，為求提高切換特性'亦可在顯示區域 

的nMOSTFT部 內形成ιΓ型 的輕微摻雜汲極（LDD ； Lightly 

Doped Drain）吉卩。

繼續，如圖3 5之（8）所示，藉由與上述相同的觸媒CVD法 

，供給之氫系載氣均為150 SCCM ＞並供給1〜2 SCCM之氮 

氣稀釋氧，15〜20 SCCM之SiHq下，全面形成厚度如為50 nm 

的氧化矽膜，繼續於供給1〜20 SCCM之PH3、1〜2 SCCM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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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稀釋氧、15〜20 SCCM之SiHq下，全面形成厚度如為600 

nm的磷化氫矽酸酯玻璃（PSG）膜，供給50〜60 SCCM之NH3 

> 15〜20 SCCM之SiHq下，堆疊厚度如為200 nm的 氮化矽膜 

。藉由堆疊此等絕緣膜以形成層間絕緣膜86。另外 > 該層 

間絕緣膜亦可以與上述不同的一般方法形成。

繼續，如圖36之（9）所示，在上述絕緣膜86的特定位置開 

設接觸孔，在整個包含各接觸孔的面上，以濺射法等'在 

1 5 0 °C下，堆積厚度為1 μηι之鋁等電極材料，將此予以圖案 

化，分別形成像素部之nMOSTFT之源極87及資料線、外圍 

電路咅卩之pMOSTFT及nMOSTFT之源極88, 90與汲極89, 91 

及配線。另外，此時亦可藉由觸媒CVD法形成鋁。

繼續，以CVD法等在表面上形成氧化矽膜等層間絕緣膜 

92後，在組成氣體中實施400°C，30分鐘的氫化及燒結處理 

。繼續'如圖36之（10）所示'於像素部之nMOSTFT的汲極 

區域中，於層間絕緣膜92及86上開設接觸孔，如以真空蒸 

鍍法等'全面堆積氧化錮錫（ITO : Indium Tin Oxide :在錮 

氧化物內摻雜錫的透明電極材料），並予以圖案化，形成連 

接於像素部之nMOSTFT之汲極區域81的透明像素電極93 

。之後-藉由熱處理（組成氣體中> 200〜250°C - 1小時）， 

以降低接觸電阻及提高ITO透明度。

如此，可製作主動矩陣型基板及透過型的LCD。該透過 

型LCD如圖36之（1 1）所示，採用在透明像素電極93上堆疊定 

向膜94 '液晶95 '定向膜96 '透明電極97及相對基板98的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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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述步驟同樣可適用於反射型LCD的製造。圖 

41（A）顯示此種反射型的LCD，圖中的101為覆蓋在粗面化 

之絕緣膜92上的鋁等反射膜，並與MOSTFT的汲極連接。

逐面裝設該LCD液晶單元來製作時（適用於2吋規格以上 

之中/大型液晶面板），首先在TFT基板61與全面設置氧化錮 

錫（ITO ； Indium Tin Oxide）電極97的 相 對基板98的 元件形 

成面上形成聚醯亞胺定向膜94，96。該聚醯亞胺定向膜藉 

由滾塗、自旋式塗敷等形成5 0〜100 nm的厚度，並以180°C 

/2h實施硬化處理。

繼續5研磨T F T基板61與相對基板9 8，並實施光定向處 

理。研磨拋光材料如棉布及人造絲織布等，其中以棉布在 

拋光削（殘渣）及阻滯效果等方面較為穩定。光定向為藉由 

非接觸之線型偏光紫外線照射使液晶分子定向的技術。另 

外，在定向時，除研磨之外，亦可藉由使偏光或非偏光斜 

射以形成高分子定向膜（此種高分子化合物如包含偶氮苯 

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系高分子等）。

繼續-於洗淨後'在TFT基板6 1上塗敷共用（Common）劑 

，在相對基板98上塗敷密封劑。為除去研磨拋光削，實施 

水或異丙基乙醇（IPA）洗淨。共用劑可採用含導電性填料之 

丙烯、或環氧丙烯酸酯、或環氧系黏合劑'密封劑可採用 

丙烯、或環氧丙烯酸酯、或環氧系黏合劑。採用加熱硬化 

、紫外線照射硬化、或紫外線照射硬化+加熱硬化均可' 

而其中以紫外線照射硬化+加熱硬化型在重疊精度與作業 

性方面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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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在相對基板98上配置用於保持特定間隙的隔片' 

使其在特定位置與TFT基板61重疊。相對基板98上之對準 

標記與TFT基板61上之對準標記精確對準後，實施紫外線 

照射使密封劑先行硬化，之後，再全部加熱硬化。

繼續，實施劃線切割（Scribe Break）-製成TFT基板61與 

相對基板98重疊的一個液晶面板。

繼續，將液晶95植入兩基板61 - 98間的間隙內，以紫外 

線黏合劑密封植入口後，實施IPA洗淨。液晶的種類不拘， 

一般為使用向列液晶的高反應性扭曲向列（TN）模式。

繼續，實施加熱急冷處理，使液晶9 5定向。

繼續，以各向異性導電膜之熱壓接，將彈性配線連接在 

TFT基板61之面板電極取出部上 > 繼續將偏光板貼合在相 

對基板98上。

此外，於液晶面板單面裝設時（適用於2吋規格以下的小 

型液晶面板），與上述同樣的 > 在TFT基板61與相對基板98 

的元件形成面上形成聚醯亞胺定向膜94，96，研磨兩基板 

，並實施非接觸之線型偏光紫外線光的定向處理。

繼續，對TFT基板6 1與相對基板98實施切割，並以劃線 

切割切割成單個，實施水或IPA洗淨。在TFT基板61上塗敷 

共用劑，在相對基板98上塗敷含隔片的密封劑，將兩基板 

重疊。以後的處理與上述相同。

上述LCD中，相對基板98為濾色器（CF）基板，並將濾色 

層（圖上未顯示）設置於ITO電極97下。自相對基板98上射入 

的光線可被反射膜93有效反射'自相對基板98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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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TFT基板61形成在TFT基板61上設置濾色器之晶片 

上濾色器(OCCF)構造的TFT基板時，在相對基板98上全面 

附加ITO電極(或全面附加附黑掩膜的ITO電極)。

為透過型LCD時，可如下製作晶片上濾色器(OCCF)構造 

與晶片上黑色(OCB)構造。

亦即，如圖36之(12)所示，磷化氫矽酸鹽玻璃/氧化矽絕 

緣膜86之汲極部也開孔'形成汲極用鋁埋入層後，以特定 

厚度(1-1.5 pm)形成將R，G，B各色顏料散佈在各部分 

(Segment)的光阻99後 > 藉由一般光刻技術 > 實施僅保留特 

定位置(各像素部)的圖案化，形成各濾色器層99(R)，99(G) 

，99(B)(晶片上濾色器構造)。此時，亦實施汲極部的開孔 

。另外，不可使用非透明之陶瓷基板、低透過率之玻璃及 

耐熱性樹脂基板。

繼續，在連通於顯示用MOSTFT之汲極的接觸孔內，於 

濾色器層上1以金屬圖案化形成黑掩膜層的遮光層100'。 

例如，藉由濺射法，形成厚度為200-250 nm的鉗膜，覆蓋 

顯示用MOSTFT -圖案化成遮光之特定形狀(晶片上黑色構 

造)。

繼續，形成透明樹脂的平坦化膜92，繼續在設置於該平 

坦化膜上之通孔內，將ITO透明電極93連接於遮光層100' 

以形成。

如此，藉由在顯示陣列部上設置濾色器99及黑掩膜1 00, 

，以改善液晶顯示面板的開孔率，此外1亦可達到包含後 

照光之顯示器模組的低耗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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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像素部之MOSTFT主要用於控制斷開電流及確保導 

通電流。因此，顯示部上藉由設置如後述之LDD構造的 

MOSTFT -形成閘極一汲極間不容易產生電場的構造，可 

使通道區域內之有效電場降低，以減少斷開電流，也減少 

特性的變化。但是，由於也有處理上複雜，元件尺寸大， 

且導通電流減少等問題，因此需要因應各個使用目的作最 

適切設計。

另外，可使用的液晶'除TN液晶（主動矩陣驅動之TN模 

式用的向列液晶）之外 ' 如超扭曲向列（STN）、主從（GH ； 

Guest - Host）、相交換（PC）、強介電性液晶（FLC）、反強介 

電性液晶（AFLC）、聚合物分散型液晶（PDLC）等各種模式用 

的液晶。

< LCD的製造例2〉

繼續，顯示使用本實施形態之低溫處理之多晶性矽 

MOSTFT之LCD（液晶顯示裝置）的製造例（該製造例同樣可 

適用於後述之有機EL及FED的顯示部等上）。

該製造例係於上述製造例1中，使用鋁矽酸玻璃、硼矽酸 

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及聚醯亞胺等耐熱性樹脂作為基板6 1 

，同樣執行圖34之（1）及（2）的步驟。亦即，藉由觸 媒CVD及 

閃光燈退火在基板61上形成含（或不含）錫之多晶性矽薄膜 

67 '將其予以島狀化，形成顯示區域之nMOSTFT咅卩與外圍 

驅動電路區域的nMOSTFT咅卩及pMOSTFT部。並同時形成二 

極體、電容器、電感及電阻等區域。與上述同樣的1以後 

之處理的說明雖係有關MOSTFT，不過，當然亦可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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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其他元件的處理。

繼續，如圖39之（1）所示，為控制各MOSTFT閘極通道區 

域之載體雜質濃度，使Vth最佳化 > 以光阻82覆蓋顯示區域 

之nMOSTFT部與外圍驅動電路區域之nMOSTFT部，在外圍 

驅動電路區域的pMOSTFT咅卩內，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 

法，如以1 χ 1012 atoms/c 的劑量摻雜如磷、碑等η型雜質 

79 >設定2 χ 1017 atoms/cc的 施 體濃度，繼 續 如圖39之（2） 

所示，以光阻82覆蓋外圍驅動電路區域之pMOSTFT部，在 

顯示 區域之nMOSTFT部與外圍驅動電路區域的nMOSTFT 

部內，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如以5 χ 1 011 atoms/cm2 

的劑量摻雜如硼等P型雜質83 1設定1 χ 1 0 ! 7 atoms/cc的受 

體濃度。

繼續，如圖39之（3）所示，基於提高切換特性的目的，在 

顯示區域nMOSTFT告卩內形成『型的輕微摻雜汲極（LDD ； 

Lightly Doped Drain）部1藉由一般光刻技術，以光阻82覆 

蓋全部之顯示 區域之nMOSTFT之閘極部與外圍驅動區域 

之pMOSTFT及nMOSTFT，在露出之顯示區域nMOSTFT之 

源極/汲極區域，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如以1 χ 1013 

atoms/cm2的劑量摻雜如磷等η型雜質79，設定2 χ 1 0 18 

atoms/cc的施體濃度，形成Τ型的LDD部。

繼續，如圖40之（4）所示，以光阻82覆蓋全部之顯示區域 

之nMOSTFT咅卩與外圍驅動電路區土或之nMOSTFT部，以光阻 

82覆蓋外圍驅動電路區域之pMOSTFT部的閘極部，在露 

出之源極、汲極區域，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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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χ 1 015 atoms/c m?的劑量摻雜如硼等ρ型雜質83，設定2 χ 

IO20 atoms/cc的受體濃度，形成p +型的源極部84、汲極部 

85。

繼續，如圖40之（5）所示，以光阻82覆蓋外圍驅動電路區 

域之pMOSTFT部的閘極部，以光阻82覆蓋顯示區域之 

nMOSTFT之閘極及LDD部與外圍驅動電路區域之 

nMOSTFT部的閘極部，在露出之顯示區域及外圍驅動區域 

之nMOSTFT的源極、汲極區域，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 

法，如以1 χ 1015 atoms/c的劑量摻雜如磷、石申等η型雜質 

79，設定2 χ IO20 atoms/cc的施體濃度，形成十型的源極部 

80 '汲極部81。

繼續，如圖40之（6）所示，藉由電漿CVD、減壓CVD、觸 

媒CVD法等，形成氧化矽膜（厚度40〜50 nm）、氮化矽膜（厚 

度10-20 nm） '氧化矽膜（厚度40-50 nm）之疊層膜 > 作為閘 

極絕緣膜68。繼續，如在1000°C下，實施10〜20秒鐘之鹵素 

燈等的RTA處理，藉由活化添加之η或ρ型雜質，獲得所設 

定之各個載體雜質濃度。

之後，全面形成厚度為400〜500 nm之摻入1%矽的鋁濺射 

膜，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全部MOSTFT的閘極 

75及閘極線。之後，藉由電漿CVD、觸媒CVD法等，形成 

包含氧化矽膜（厚度100-200 nm）、磷化氫矽酸酯玻璃膜 

（PSG）膜（厚度200〜300 nm）之疊層膜的絕緣膜86。

繼續，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實施外圍驅動電路之 

全部MOSTFT部之源極/汲極部及顯示用nMOSTFT咅卩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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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部的開孔。氮化矽膜以CF4的電漿蝕刻液，氧化矽膜及磷 

化氫矽酸酯玻璃膜以氟酸系蝕刻液實施蝕刻處理。

繼續 ' 如圖40之（7）所示-全面形成厚度為4 00〜500 nm之 

摻入1 %矽的鋁濺射膜，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外 

圍驅動電路之全部MOSTFT之源極、汲極88 > 89，90 > 91 

>同時形成顯示用nMOSTFT之源極87及資料線。

繼續'藉由電漿CVD、減壓CVD、觸媒CVD法等，全面 

形成氧化矽膜（厚度100〜200 nm）、磷化氫矽酸酯玻璃膜 

（PSG膜；厚度 200-300 nm）、氮化矽膜（100-300 nm） > 在組 

成氣體中實施約400°C，1小時之氫化及燒結處理，唯省略 

圖式。之後，實施顯示用nMOSTFT之汲極部接觸用孔的開 

孔。

上述中，以電漿CVD法堆疊形成含較多鈍化用氫之氮化 

矽膜（厚度500〜600 nm）時-藉由氮或組成氣體中之420°C， 

約30分鐘的氫化處理'可藉由鈍化用氮化矽膜中之氫擴散 

而改善界面特性，及藉由提高多晶性矽薄膜未結合終端之 

晶性改善等而提高載體移動率。另外，由於氮化矽膜將氫 

封入，因此，為提高氫化處理效果，本實施形態係採以氮 

化矽膜夾住多晶性矽薄膜的構造，亦即'宜形成玻璃基板/ 

鋼離子阻止及保護用氮化矽膜+氧化矽膜/多晶性矽薄膜/ 

閘極絕緣膜（氧化矽膜等）/閘極/氧化矽膜及鈍化用氮化矽 

膜（此在其他例中亦同）。此時，藉由該氫化處理，同時實 

施摻入1 %矽之鋁合金膜與源極/汲極區域之矽的燒結處理

，以獲得歐姆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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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LCD採透過型時，除去像素開孔部之氧化矽膜、 

磷化氫矽酸酯玻璃膜及氮化矽膜，此外，採用反射型時， 

則不需要除去像素開孔部等之氧化矽膜、磷化氫矽酸酯玻 

璃膜及氮化矽膜（此在上述或後述之LCD中均同）。

為透過型時，與圖36之（10）同樣的，以自旋式塗敷等， 

全面形成厚度為2~3 μιη之丙烯系透明樹脂平坦化膜 > 藉由 

—般光刻及蝕刻技術5形成顯示用MOSTFT之汲極端透明 

樹脂開孔後，全面形成厚度為130-1 50 nm的ITO濺射膜， 

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與顯示用nMOSTFT之汲極 

部接觸之ITO透明電極。繼續藉由熱處理（在組成氣體中- 

200〜250°C，1小時），以 降低接觸電阻及提高ITO透明度。

為反射型時'以自旋式塗敷等-全面形成厚度為2〜3 μπι 

之感光性樹脂膜，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至少在像素 

部上形成凹凸形狀圖案，實施平坦化熱處理，以形成凹凸 

反射下部。同時形成顯示用nMOSTFT之汲極部的感光性樹 

脂開孑之後，全面形成厚度為300-400 nm之摻入1%矽的 

鋁濺射膜，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除去像素部以外的 

鋁膜，形成與顯示用nMOSTFT之汲極連接之凹凸形狀的鋁 

反射部。之後'在組成氣體中實施300°C，1小時的燒結處 

理。

另外，上述中，於形成MOSTFT之源極、汲極後，實施 

閃光燈退火時，使低級結晶性矽薄膜的膜溫度局部上昇， 

以促進晶化，形成有高移動率及高品質的多晶性矽薄膜。 

同時由於植入閘極通道/源極/汲極區域之磷、碑、硼離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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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活化，因此生產性良好。

＜底面閘極型或雙閘極型MOSTFT＞

以下敘述配置MOSTFT之LCD中，製造包含底面閘極型、 

雙閘極型以取代上述之表面 閘極型之MOSTFT的一種透過 

型LCD(而反射型LCD亦同)。

如圖4 1 (B)所示，在顯示部及外圍部上設有底面閘極型之 

MOSTFT，或如圖41(C)所示，在顯示部及外圍部上分別設 

有雙閘極型的MOSTFT。此等底面閘極型、雙閘極型 

MOSTFT中，尤其是雙閘極型時，可藉由上下的閘極部提 

高驅動能力'適用於快速切換及大電流驅動的大型面板等 

，此外，因應選擇性使用上或下的閘極部時，亦可作為表 

面閘極型或底面閘極型來工作。

圖41(B)之底面閘極型MOSTFT-圖中之102為耐熱性鋁或 

鋁鎚合金等閘極，103為氮化矽膜，104為氧化矽膜，兩者 

形成底面閘極絕緣膜'該閘極絕緣膜上形成有使用與表面 

閘極型MOSTFT同樣之多晶性矽薄膜67的通道區域等。此 

外，圖41(C)之雙閘極型MOSTFT之底面閘極部雖與底面閘 

極型MOSTFT相同，不過表面閘極部係以氧化矽膜、或氧 

化矽/氮化 矽疊層膜或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 疊層膜形成閘 

極絕緣膜106，並在其上設置表面閘極75。

＜底面閘極型MOSTFT的製造〉

首先，在整個玻璃基板61上形成厚度為300-400 nm的耐 

熱性鉗或鋁鉅合金的濺射膜'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對 

其實施20〜45度的錐角蝕刻，至少在TFT形成區域上形成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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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閘極102，同時形成閘極線。玻璃材質的選用參照上述的 

表面閘極型。

繼續，藉由電漿CVD、觸媒CVD、減壓CVD等汽相生長 

法，形成閘極絕 緣膜及 保護膜用之氮化矽膜103及氧 化矽膜 

104，與含有含或不含錫之非晶質的微結晶矽薄膜67A。該 

膜與上述同樣的，繼續實施閃光燈退火，以形成含或不含 

錫的多晶性矽薄膜67。此等汽相成膜條件參照上述的表面 

閘極型。另外，設置底面閘極絕緣膜及保護膜用之氮化矽 

膜的目的，在發揮阻擋玻璃基板之錮離子的作用，不過， 

為合成石英玻璃時則不需要設置。另外，與上述同樣的- 

亦可在低級結晶性矽薄膜67A上形成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 

膜（氧化矽膜等），並實施閃光燈退火。此外，亦可於MOSTFT 

區域等予以島狀化後實施閃光燈退火。

繼續-與上述同樣的，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將 

pMOSTFT、nMOSTFT區域予以島狀化（圖上僅顯示一個區 

域：以下均同），為控制各通道區域之載體雜質濃度，將Vth 

予以最佳化，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適量混入η型或 

Ρ型雜質後'繼續為求形成各MOSTFT之源極、汲極區域， 

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適量混入η型或ρ型雜質。之後 

，為求活化各個雜質，係藉由RTA等實施退火。

以後的處理參照上述。

＜雙閘極型MOSTFT的製造〉

與上述底面閘極型同樣的'分別形成底面閘極102、底面 

閘極線、底面閘極絕緣膜1 03及104、含或不含錫之多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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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薄膜67。設置底面閘極絕緣膜及保護膜用之氮化矽膜103 

的目的，在發揮阻擋玻璃基板之錮離子的作用，不過，為 

合成石英玻璃時則不需要設置。另外，與上述同樣的，亦 

可在低級結晶性矽薄膜67A上形成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膜 

（氧化矽膜等），並實施閃光燈退火。此外，亦可於MOSTFT 

區域等予以島狀化後實施閃光燈退火。

繼續，與上述同樣的，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將 

pMOSTFT、nMOSTFT區域予以島狀化，為控制各通道區域 

之載體雜質濃度，將Vth予以最佳化 > 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 

摻雜法，適量混入η型或ρ型雜質後，繼續為求形成各 

MOSTFT之源極、汲極區域，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 

適量混入η型或ρ型雜質。之後，為求活化各個雜質，係藉 

由RTA等實施退火。

繼續形成表面閘極絕緣膜106用之氧化矽膜或氧化矽/氮 

化矽疊層膜或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汽相生長條件 

參照上述的表面閘極型。

之後 > 全面形成厚度為400-500 nm之摻入1%矽的鋁濺射 

膜'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全部MOSTFT之表面 

閘極75及表面閘極線。之後，藉由電漿CVD、觸媒CVD法 

等1形成包含氧化矽膜（厚度100-200 nm）、磷化氫矽酸酯 

玻璃（PSG）膜（厚度200-300 nm）、及氮化矽膜（厚度100-200 

nm）的多層絕緣膜8 6。繼續1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實 

施外圍驅動電路之全部MOSTFT的源極、汲極部與顯示部 

nMOSTFT之源極的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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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全面形成厚度為400-500 nm之摻入1%矽的鋁濺射 

膜，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外圍驅動電路之全部 

MOSTFT之源極及汲極的各鋁電極87 > 88及顯示部 

nMOSTFT的鋁電極89、源極線及配線等。之後 > 在組成氣 

體中實施400°C - 1小時之氫化及燒結處理。之後，與上述 

同樣的，全面形成絕緣膜後，形成與顯示部之nMOSTFT之 

汲極部連接之IT0膜等透明像素電極。

如上所述，本實施形態與上述第一種實施形態同樣的 ， 

係藉由觸媒CVD或電漿CVD等汽相生長法與閃光燈退火， 

形成LCD顯示部及外圍驅動電路部之MOSTFT的閘極通道 

、源極及汲極區域，可以高載體移動率調整Vth，形成以低 

電阻快速工作之多晶性矽薄膜。使用該多晶性矽薄膜構成 

之表面閘極、底面閘極或雙閘極型MOSTFT的液晶顯示裝 

置，可將包含高切換特性與低漏電流之LDD構造之顯示部 

與高性能之驅動電路、影像信號處理電路、記憶體電路等 

外圍電路構成一體化，可實現高畫質、高精密、窄管道接 

口 '咼效率且廉價的液晶面板°

此外，由於可以低溫（300〜400°C ）形成，因此可採用廉價 

之容易構成大型化之低畸變點玻璃及耐熱性樹脂基板1可 

降低成本。且藉由在陣列部上配置濾色器及黑掩膜-以改 

善液晶顯示面板的開孔率及亮度等-不需要濾色器基板 - 

可藉由改舂生產性等達到降低成本。

< LCD的製造例3 >

圖42〜圖44係顯示主動矩陣LCD的其他製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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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圖42之（1）所示，在硼矽酸玻璃、鋁矽酸玻璃、 

石英玻璃、透明性晶化玻璃等之絕緣基板6 1的一個主面， 

至少在TFT區域內以特定圖案形成光阻，將此作為掩膜， 

如照射CF4電漿的F+離子，藉由反應性離子蝕刻（RIE）等一 

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在基板6 1上 > 以適切形狀及尺寸形成 

數個附階差223的凹部。

階差223係構成後述之單晶性矽之圖形外延生長時的晶 

種者，深度d為0.01-0.03 μπι >寬度w為1〜5 μπι，長度（紙面 

垂直方向）為5~10 μπι即可，底邊與側面構成的角度（底角） 

為直角。另外，亦可在基板1的表面，為防止錮離子等自玻 

璃基板擴散 > 事先連續形成氮化矽膜（厚度50-200 nm）與氧 

化矽膜（厚度300〜400 nm）-在該氧化矽膜內形成數個包含 

適切形狀及尺寸的附階差凹部。

繼續，如圖42之（2）所示，除去光阻後，在絕緣基板6 1的 

一個主面，藉由觸媒CVD或電漿CVD等，在包含階差223 

的整個面上形成厚度如為50 nm之含有或不含錫等IV族元 

素之低級結晶性矽薄膜6 7 A °

繼續，如圖42之（3）所示，對低級結晶性矽薄膜67A實施 

以閃光燈退火的閃光照射221 >該退火之熔融與冷卻時，以 

階差223的底邊之角為晶種-實施圖形外延生長 > 除凹部之 

外，亦可在其橫方向的外圍部上形成單晶性矽薄膜67。此 

時，亦可與前述同樣的，在低級結晶性矽薄膜上覆蓋降低 

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對已形成島狀化者實施閃光燈退火 

。另外，亦可藉由反覆實施該閃光燈退火與形成低級結晶

-103-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 297公愛）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101 ）

性半導體薄膜堆疊，以形成μηι單位的單晶性半導體厚膜 

（以下均同）。

如此，單晶性矽膜67 '例如（100）面在基板上實施圖形外 

延生長。此時，階差223藉由閃光燈退火之高能量，形成稱 

之為圖形外延生長之外延生長的晶種·促進其生長1形成 

結晶性更高的單晶性矽薄膜67（厚度約50 nm）。此如圖43所 

示，在非晶質基板（玻璃）61上製作如上述階差223的垂直壁 

>在其上形成外延層時'如圖43（a）之隨機面方位者 > 如圖 

43（b）的（100）面係沿著階差223的面結晶生長。此外，藉由 

將上述階差形狀如圖44（a）〜（f）作各種改變，可控制生長層 

的結晶方位。於製作MOS電晶體時，最常採用的為（100）面 

。重要的是，階差223的剖面形狀-除底邊角部的角度（底 

角）為直角之外*亦可自上端向下端朝內或朝外傾斜'只要 

包含容易產生結晶生長之特定方向的面即可。階差223的 

底角通常宜為直角或在90°以下，其底面角部亦可稍具曲 

率。

如此，藉由閃光燈退火時之圖形外延生長，在基板61上 

形成單晶性矽薄膜67後，與，上述同樣的製作將單晶性矽 

薄膜67（厚度約50 nm）作為活性層之如表面閘極型MOSTFT。

另外，亦可使用聚醯亞胺等耐熱性樹脂基板作為基板6 1 

，另外，至少在TFT形成區域上形成包含特定形狀及尺寸 

之附階差223的凹部'實施與上述相同的處理。例如-在厚 

度為100 μπι之聚醯亞胺基板上沖壓包含如高度0.03〜0.05 

μηι，寬度5 μπι，長度1 0卩m之特定尺寸/形狀之凸部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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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與模具概同尺寸/形狀的凹部。並在作為補強材料的 

不銹鋼等金屬板上，採用塗敷、屏幕印刷等方法，形成聚 

醯亞胺等耐熱性樹脂膜（厚度5〜1 0 μιη），在該膜上沖壓包含 

如高度0.03-0.05 μπι 1寬度5 μπι >長度10 pm之特定尺寸/ 

形狀之凸部的模具'至少在TFT形成區域上形成包含與模 

具概同尺寸/形狀之階差的凹部。之後，以上述相同的步驟 

形成單晶性矽薄膜及MOSTFT等。

如以上之說明»由於本例藉由在基板6 1上設置包含特定 

形狀/尺寸之階差223的凹部，將其作為晶種，實施閃光燈 

退火，實施圖形外延生長，可獲得高載體移動率的單晶性 

矽薄膜67 '因此可製造內藏高性能驅動器的LCD。

< LCD的製造例4〉

圖45係顯示主動矩陣LCD的其他製造例。

首先，如圖45之（1）所示，在絕緣基板6 1的一個主面，至 

少在TFT形成區域上形成單晶矽與晶格整合良好的結晶性 

藍寶石薄膜（厚度10〜200 nm） 224。該結晶性藍寶石薄膜224 

係藉由高密度電漿CVD法及觸媒CVD法等，以氧化性氣體 

（氧、水分、臭氧等）氧化三甲基鋁氣體等-予以晶化製成 

。絕緣基板6 1可採用石英玻璃等高耐熱性玻璃基板、硼矽 

酸玻璃、鋁矽酸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基板、聚醯亞胺等耐 

熱性樹脂基板等。

繼續，如圖45之（2）所示，藉由觸媒CVD法、電漿CVD法 

等，在結晶性藍寶石薄膜224上形成如厚度為50 nm的低級 

結晶性矽薄膜6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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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如圖45之（3）所示，對低級結晶性矽薄膜67Α實施

閃光燈退火的閃光照射221 ＞藉由熔融與逐漸冷卻，使結晶

性藍寶石薄膜224在晶種上異質外延生長，以形成單晶性矽

薄膜67。此時，亦可與前述同樣的，在低級結晶性矽薄膜

上覆蓋降低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繼續對已島狀化者實施

閃光燈退火。亦即，結晶性藍寶石薄膜224為顯示單晶矽與

良好的晶格整合，其形成晶種，藉由閃光燈退火'單晶性

矽如（100）面有效在基板上實施異質外延生長。此時，形成

上述之階差223，在包含其之面上形成結晶性藍寶石薄膜

224時'藉由加強喈差223之圖形外延生長的異質外延生長

，可獲得更高結晶性的單晶性矽薄膜67 ＞另外，亦可藉由

反覆實施閃光燈退火與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堆疊·

形成μιη單位的單晶性半導體厚膜。

如此，藉由閃光燈退火時之異質外延 長'在基板6 1上

使單晶性矽薄膜67析出後'與上述同樣 性 晶 單 亥0 將 作 製 的

矽薄膜67（厚度約50 nm）作為活性層之如表面閘極型

MOSTFT。

如以上之說明，由於本例藉由將設置在基板6 1上之結晶 

性藍寶石薄膜224作為晶種實施閃光燈退火，實施異質外延 

生長，可獲得高載體移動率的單晶性矽薄膜67，因此可製 

造內藏高性能驅動器的LCD。

此外，由於結晶性藍寶石薄膜224等上述物質層構成各種 

原子的擴散隔離層，因此可控制雜質自玻璃基板6 1擴散。 

由於該結晶性藍寶石薄膜包含阻擋鋼離子的作用'因此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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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厚包含足夠厚度時，可省略上述底層保護膜中之至少氮 

化矽膜。

另外，亦可形成有構成與其相同作用之包含尖晶石結構 

體、氟化鈣、氟化鎚、氟化頷、磷化硼、氧化金乙及氧化鈴 

之群選出之至少一種物質層-來取代結晶性藍寶石薄膜。 

第三種實施形態

本實施形態係將本發明應用在有機或無機的電致發光 

(EL)顯示裝置，如有機EL顯示裝置上者。以下顯示其構造 

例與製造例。而此處係以表面閘極型MOSTFT為例，不過如 

以上所述，當然也適用底面閘極型或雙閘極型MOSTFT。 

<有機EL元件的構造例I〉

如圖46(A) > (B)所示，本構造例I係在玻璃等基板1 1 1上

，藉由依據本發明，以上述方法所形成之高晶化率、大粒 

徑之含有或不含錫之多晶性矽薄膜(或單晶性矽薄膜：以下

，以多晶性矽薄膜為例作說明，不過單晶性矽薄膜亦同。) 

，形成有切換用MOSTFT1與電流驅動用MOSTFT2的閘極通 

道區域117'源極區域1 20及汲極區域12 1。繼續在閘極絕緣 

膜118上形成有閘極115、在源極及汲極區域上形成有源極 

127及汲極128,131。MOSTFT 1之汲極與MOSTFT2之閘極經 

由汲極128連接，同 時在與MOSTFT2之源極127之間，經由 

絕緣膜136形成有電容器C，且MOSTFT2之汲極13 1延伸至 

有機EL元件的陰極138。另外亦可在切換用MOSTFT1上形 

成LDD部，以提高切換特性。

各M OSTFT以絕緣膜130覆蓋，為在該絕緣膜上覆蓋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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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有有機EL元件之如綠色有機發光層132（或藍色有 

機發光層133，甚至圖上未顯示的紅邑有機發光層），形成 

有陽極（第一層）134以覆蓋該有機發光層，並全面形成有共 

通的陽極（第二層）135。另外，包含CMOSTFT之外圍驅動電 

路、影像信號處理電路、記憶體電路等製法，參照上述之 

液晶顯示裝置（以下均同）。

該構造之有機EL顯示部，其有機EL發光層連接於電流驅 

動用MOSTFT2的汲極，陰極（鏗一鋁，鎂一銀等）138覆蓋在 

玻璃等基板111的面上，陽極（ITO膜等）134 > 135設置於其 

上部，因此構成上面發光136。此外，陰極覆蓋在MOSTFT 

上時，發光面積變大，此時陰極形成遮光膜，發光光線等 

無法射入MOSTFT，因此不產生漏電流，TFT特性不致惡 

化°

此外，各像素部外圍如圖46（C）所示的形成有黑掩膜部 

（鎔、二氧化鎔等）140時，可防止漏光（串擾等），提高對 

比。

另外，像素顯示部內採用使用綠色、藍色、紅色三色發 

光層之方法、使用色轉換層之方法、或在白色發光層上使 

用濾色器之方法，均可構成有良好色彩的有機EL顯示裝置

，此外，由於各色發光材料之高分子化合物的自旋式塗敷 

法，或金屬配位之真空加熱蒸鍍法，亦可以良好的生產性 

製成使用壽命長、高精度、高品質、高可靠性的彩色有機 

EL部，因此可降低成本（以下均同）。

繼續，說明該有機EL元件的製造處理，首先，如圖47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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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示，經過上述步驟，形成包含多晶性矽薄膜之源極區 

域1 20、通道區域1 1 7及汲極區域12 1後，形成閘極絕緣膜1 1 8

，藉由鋁一鉅合金等濺射成膜與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在 

其上形成MOSTFT1、2的閘極115，同時形成連接於 

MOSTFT 1之閘極的閘極線。繼續藉由觸媒CVD等汽相生長 

法（以下均同）形成重疊膜（氧化矽等）137後，藉由鉗一鎚合 

金等濺射成膜與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MOSTFT2之源 

極127及接地線，繼續形成重疊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

13 6°藉 由鹵素燈等之快速加熱退火（RTA ； Rapid Thermal 

Anneal）處理（如 約1000°C，30秒），使摻雜離子之η或ρ型雜 

質活化。

繼續，如圖47之（2）所示，實施MOSTFT1之源極/汲極部

、MOSTFT2之閘極部的開孔後，如圖47之（3）所示，藉由摻 

入1 %矽之鋁 濺射成膜及一般光刻 及蝕刻 技術，以摻入1 %矽 

之鋁配線128連接MOSTFT 1之汲極與MOSTFT2之閘極，同 

時形成MOSTFT 1之源極與包含連接於該電極之摻入1%矽 

之鋁的源極線。繼續，形成重疊膜（氧化矽/磷化氫矽酸酯 

玻璃/氮化矽疊層膜等）130,實施MOSTFT2之汲極部的開孔

，形成與MOSTFT2之汲極部連接之發光部的陰極138。之 

後實施氫化及燒結處理。

繼續，如圖47之（4）所示，形成有機發光層132等及陽極 

134 ， 135 。

另外，圖46（B）之元件使用熟知之發光聚合物以取代有機 

發光層時 ' 可構成主動矩陣驅動之發光聚合物顯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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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D）（以下均同）。

＜有機EL元件的構造例II〉

如圖48（A） ＞ （B）所示，本構造例II係在玻璃等基板111上

，與上述構造例I同樣的，藉由依據本發明，以上述方法所 

形成之高晶化率、大粒徑之含有或不含錫之多晶性矽薄膜 

，形成有切換用MOSTFT 1與電流驅動用MOSTFT2的閘極通 

道區域117 '源極區域120及汲極區域121。繼續在閘極絕緣 

膜118上形成有閘極115、在源極及汲極區域上形成有源極 

127及汲極128，131。MOSTFT 1之 汲極與MOSTFT2之 閘 極 

經由汲極128連接，同時在與MOSTFT2之汲極131之間，經 

由絕緣膜136形成有 電容器C -且MOSTFT2之源極127延伸 

至有機EL元件的陽極144。另外亦可在切換用MOSTFT1-L 

形成LDD部，以提高切換特性。

各MOSTFT以絕緣膜130覆蓋，為在該絕緣膜上覆蓋陽極

，而形成有有機EL元件之如綠色有機發光層132（或藍色有 

機發光層13 3·甚至圖上未顯示的紅色有機發光層），形成 

有陰極（第一層）141以覆蓋該有機發光層，並全面形成有共 

通的陰極（第二層）142。

該構造之有機EL顯示部，其有機EL發光層連接於電流驅 

動用MOSTFT2的源極，形成有機EL發光層，以覆蓋在玻璃 

等基板111之面的陽極144 ＞形成陰極141以覆蓋該有機EL 

發光層，並全面形成陰極142 ＞因此構成下面發光136。此 

外，陰極覆蓋在有機EL發光層間及MOSTFTJl。亦即，全 

面藉由真空加熱蒸鍍法等形成如綠色發光有機EL層後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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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刻及蝕刻形成綠色發光有機EL部，並予以連接，同樣的 

形成藍色、紅色發光有機EL部，最後藉由鎂：銀合金或鋁

:錘合金在各部形成陰極（電子植入層）141 ο由於該全面還 

以所形成之陰極（電子植入層）142密封，因此，可藉由全面 

覆蓋之陰極142防止濕氣自外部侵入有機EL層間，防止不 

耐濕氣之有機EL層的老化及電極氧化，促使使用壽命長、 

高品質、高可靠性（這方面，圖46之構造例I亦以陽極全面 

覆蓋，因此相同）。此外，由於陰極141及142的散熱效果高 

，因此可減少因發熱造成有機EL薄膜的結構變化（熔解或再 

晶化），促使使用壽命長、高品質、高可靠性。且藉此可以 

良好之生產性製成高精度、高品質的彩色有機EL層，因此 

可降低成本。

此外，各像素部外圍如圖48（C）所示的形成有黑掩膜部 

（鎔、二氧化鎔等）140時，可防止漏光（串擾等），提高對比 

。另外，該黑掩膜部140藉由絕緣性膜，如氧化矽膜143 

（亦可與閘極絕緣膜11 8同時以同一材料形成）覆蓋。

繼續，說明該有機EL元件的製造處理，首先，如圖49之 

（1）所示，經過上述步驟，形成包含多晶性矽薄膜之源極區 

域120、通道區域117及汲極區域121後，藉由觸媒CVD等汽 

相生長法形成閘極絕緣膜1 1 8，藉由鉗一鎚合金等濺射成膜 

與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在其上形成MOSTFT1、2的閘極 

115 '同時形成連接於MOSTFT1之閘極的閘極線。繼續藉 

由觸媒CVD等汽相生長法形成重疊膜（氧化矽等）137後，藉 

由鉗一鎚合金等濺射成膜與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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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FT2之汲極13 1及Vdd線，繼續藉 由觸媒CVD等 汽相生 

長法形成重疊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等）136。另外，藉由 

鹵 素燈等之快速加熱退火（RTA ； Rapid Thermal Anneal）處 

理（如約1000°C，10〜30秒），使植入離子之載體雜質活化。

繼續，如圖4 9之（2）所示 > 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實施 

MOSTFT1之源極/汲極部、MOSTFT2之閘極部的 開孔後， 

如圖49之（3）所示，藉由摻入1%矽之鋁濺射成膜及一般光刻 

及蝕刻技術 ' 以摻入1%矽之鋁配線128連接M OSTFT1之汲 

極與MOSTFT2之 閘極，同 時形成 包含連接於MOSTFT 1之源 

極之摻入1 %矽之鋁的源極線。繼續 > 形成重疊膜（氧化矽/ 

磷化氫矽酸酯玻璃/氮化矽疊層膜等）130 '實施氫化及燒結 

處理，之後，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實施MOSTFT2之源 

極部的開孔，藉由ITO等濺射及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形成 

與MOSTFT2之源極部連接之發光部的陽極144。

繼續'如圖49之（4）所示 ' 如上述的形成有機發光層132 

等及陰極141 > 142。

另外，以下所述之有機EL各層之構成材料及形成方法適 

用於圖48的範例，不過同樣亦可適用於圖46的範例。

先前之外圍驅動電路一體型之主動矩陣型有機EL顯示 

裝置，像素係藉由X方向信號線與Y方向信號線來指定'該 

像素中之切換用MOSTFT被開啟，在其信號保持用電容器 

內保持有圖像資料。藉此電流控制用MOSTFT被開啟，自 

電源線流入因應圖像貪料之偏壓用電流至有機EL元件內 

>其因而發光。但是，此時，若為非晶質矽MOSTFT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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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h變動，電流值容易改變，容易在畫質上引起變動。且因 

載體移動率小，可快速反應之軀動電流亦受限，此外P通道 

形成困難，縱使是小規模的CMOS電路亦不易構成。

反之'如上所述1依據本發明1較容易形成大面積1且 

可靠性高，載體移動率亦高，可實現可構成CMOS電路的多 

晶性矽TFT。

另外，上述之綠色（G）發光有機EL層、藍色（B）發光有機 

EL層、紅色（R）發光有機EL層係分別形成1 00-200 nm的厚 

度5而此等有機EL層如為低分子化合物時'係以真空加熱 

蒸鍍法形成，為高分子化合物時係使用藉由浸漬塗敷、自 

旋塗敷、滾筒塗敷等塗敷法及噴墨法，排列R, G, B發光聚 

合物的方法。為金屬配位時-係以真空加熱蒸鍍法形成可 

昇華的材料。

有機EL層包括單層型、雙層型、三層型等-此處以低分 

子化合物之三層型為例。

單層型：陽極/雙極發光層/陰極

雙層型：陽極/孔輸送層/電子輸送性發光層/陰極、或陽極

/孔輸送性發光層/電子輸送層/陰極

三層型：陽極/孔輸送層/發光層/電子輸送層/陰極、或陽極 

/孔輸送性發光層/載體區塊層/電子性發光層輸 

送層/陰極

在綠色發光有機EL層上使用低分子化合物時-係藉由連 

續之真空加熱蒸鍍法，在與玻璃基板上之陽極（孔植入層） 

之電流驅動用MOSTFT之源極部接觸之ITO透明電極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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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 孔輸送層宜為胺系化合物（如三烯丙基胺衍生物、烯丙 

胺低聚物、芳香族第三胺等）等

2） 發光層宜為綠色發光材料之3（8-超基二甲代苯胺基）鋁 

配位（Alq）等

3） 電子輸送層宜為1,3,4-噁二哇衍生物（OXD）' 1,2,4-三哇 

衍生物（TAZ）等

4） 陰極之電子植入層宜為由包含4eV以下工作函數的材 

料製成者。

如10 ： 1（原子比）之鎂：銀合金厚度為10-30 nm 

鋁：鏗（濃度為0.5-1%）合金厚度為10-30 nm

此時，銀為增加與有機界面的黏合性，係在鎂中添加1〜1 0 

原子％，鏗為求穩定化，係在鋁中添加濃度為0.5-1% = 

形成綠色像素部時，以光阻將綠色像素部作為掩膜，藉 

由CC14氣體等電漿蝕刻，除去陰極之電子植入層的鋁：錘 

合金，連續以氧電漿蝕刻除去電子輸送層、發光層、孔輸 

送層之低分子系化合物及光阻*以形成綠色像素部。此時 

，由於在光阻之下有鋁：鏗合金-因此亦無光阻被蝕刻的 

問題。且此時，電子輸送層、發光層、孔輸送層之低分子 

系化合物層面積大於孔植入層之ITO透明電極，宜避免在以 

後步驟中與全面所形成之陰極的電子植入層（鎂：銀合金） 

造成電性短路。

其次，以低分子化合物形成藍色發光有機EL層時，係藉 

由連續真空加熱蒸鍍'在與玻璃基板上之陽極（孑L＞植入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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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流驅動用TFT之源極部接觸的ITO透明電極上形成。

1） 孔輸送層宜為胺系化合物（如三烯丙基胺衍生物、烯丙 

胺低聚物、芳香族第三胺等）等

2） 發光層宜為藍色發光材料之DTVBi等聯苯乙烯衍生物 

等

3） 電子輸送層宜為1,3,4-噁二哇衍生物（TAZ）、1,2,4-三哇 

衍生物（TAZ）等

4） 陰極之電子植入層宜為由包含4eV以下工作函數的材 

料製成者。

如10 ： 1（原子比）之鎂：銀合金厚度為10〜30 nm

鋁：鏗（濃度為0.5-1%）合金厚度為10〜30 nm

此時，銀為增加與有機界面的黏合性，係在鎂中添加1〜10 

原子％，鏗為求穩定化，係在鋁中添加濃度為0.5-1% ° 

形成藍色像素部時-以光阻將藍色像素部作為掩膜 > 藉 

由CC14氣體等電漿蝕刻，除去陰極之電子植入層的鋁：錘 

合金 ' 連續以氧電漿蝕刻除去電子輸送層、發光層、孔輸 

送層之低分子系化合物及光阻'以形成藍色像素部。此時

>由於在光阻之下有鋁：鏗合金，因此亦無光阻被蝕刻的 

問題。且此時，電子輸送層、發光層、孔輸送層之低分子 

系化合物層面積大於孔植入層之ITO透明電極，宜避免在以 

後步驟中與全面所形成之陰極的電子植入層（鎂：銀合金） 

造成電性短路。

此外，以低分子化合物形成紅色發光有機EL層時，係藉 

由連續真空加熱蒸鍍'在與玻璃基板上之陽極（孔植入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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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流驅動用TFT之源極部接觸的ITO透明電極上形成。

1） 孔輸送層宜為胺系化合物（如三烯丙基胺衍生物、烯丙 

胺低聚物、芳香族第三胺等）等

2） 發光層 宜為紅色發光材料之Eu （Eu（DBM）3（Phen））等

3） 電子輸送層宜為1,3,4-噁二哇衍生物（OXD）、1,2,4-三哇 

衍生物（TAZ）等

4） 陰極之電子植入層 宜為由包含4eV以下工作函數的材 

料製成者。

如10 ： 1（原子比）之鎂：銀合金厚度為10〜30 nm

鋁：缠（濃度為0.5-1%）合金厚度為10-30 nm

此時，銀為增加與有機界面的黏合性，係在鎂中添加1〜1 0 

原子％，鏗為求穩定化，係在鋁中添加濃度為0.5-1% ο 

形成紅色像素部時'以光阻將紅色像素部作為掩膜，藉 

由CC14氣體等電漿蝕刻，除去陰極之電子植入層的鋁：鏗 

合金，連續以氧電漿蝕刻除去電子輸送層、發光層、孔輸 

送層之低分子系化合物及光阻'以形成紅色像素部。此時 

>由於在光阻之下有鋁：鏗合金 > 因此亦無光阻被蝕刻的 

問題。且此時，電子輸送層、發光層、孔輸送層之低分子 

系化合物層面積大於孔植入層之ITO透明電極，宜避免在以 

後步驟中與全面所形成之陰極的電子植入層（鎂：銀合金） 

造成電性短路。

之後，藉由真空加熱蒸鍍懸面形成共通之陰極的電子植 

入層，而陰極之電子植入層宜為由包含4eV以下工作函數之 

材料製成者。例如'10 ： 1（原子比）之鎂：銀合金厚度為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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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且鋁：鏗(濃度為0.5-1 %)合金厚度為1 0~3 0 nm °此時 

>銀為增加與有機界面的黏合性，係在鎂中添加1〜10原子 

% '鏗為求穩定化，係在鋁中添加濃度為0.5〜1 %。另外， 

亦可以濺射形成膜。

第四種實施形態

本實施形態係將本發明應用於電場發射型(場致發射)顯 

示裝置(FED ； Field Emission Display)者。以下顯示其構造 

例與製造例。而此處係以表面閘極型MOSTFTA例，不過 

如以上所述，當然也適用底面閘極型或雙閘極型MOSTFT。 

< FED之構造例I〉

如圖50(A) > (B)，(C)所示，本構造例I係在玻璃等基板1 1 1 

上，藉由依據本發明'以上述方法所形成之高晶化率、大 

粒徑之含有或不含錫之多晶性矽薄膜'形成有切換用 

MOSTFT 1與電流驅動用MOSTFT2的閘極通道區域117、源 

極區域1 20及汲極區域1 2 1。繼續在閘極絕緣膜1 1 8上形成有 

閘極115、在源極及汲極區域上形成有源極127及汲極128 

。MOSTFT 1之汲極與MOSTFT2之閘極經由汲極128連接， 

同時在與MOSTFT2之源極127之間，經由絕緣膜136形成有 

電容器C，且MOSTFT2之汲極121直接延伸至FED元件的 

FEC(土昜致發射陰極)，發揮射極區域1 52的功能。另外亦可 

在切換用MOSTFT上形成LDD部，以提高切換特性。

各MOSTFT以絕緣膜130覆蓋，在該絕緣膜上，以FEC之 

閘極引出電極150之同一材料，在同一步驟中形成有接地用 

金屬遮蔽膜151 >覆蓋在各MOSTFT上。FEC之包含多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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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薄膜之射極區域152上形成有構成場致發射射極之η型多 

晶性矽膜153，並將絕緣膜118，137，136及130予以圖案化 

，在mx η個之各射極上形成用於劃分的開孔，在其上面覆 

蓋閘極引出電極150。

此外，相對於該FEC設有將附背面金屬1 5 5之螢光體1 5 6 

作為陽極所形成之玻璃基板等基板157,並在與FEC之間保 

持高度真空。

該構造之FEC之閘極引出電極150的開孔下，生長在依據 

本發明所形成之多晶性矽薄膜152上之η型多晶性矽膜153 

露出，其發揮釋放各個電子154之薄膜之面釋放型射極的功 

能。亦即，由於射極底層之多晶性矽薄膜152包含大粒徑 

（晶粒尺寸數100 nm以上）之晶粒 ' 因此將此作為晶種，於 

其上藉由觸媒CVD等，使η型多晶性矽膜153生長時，該η 

型多晶性矽膜153係以更大的粒徑生長，形成表面產生有利 

於電子釋放的微細凹凸158者。除上述之外，亦可作為形成 

在多晶性鑽石膜、或含有或不含氮之碳薄膜、或含有或不 

含氮之碳薄膜表面之許多微細突起構造（如碳毫微管）等的 

電子釋放體（射極）。

由於射極為包含薄膜之面釋放型，因此其形成容易，且 

射極性能穩定，使用壽命長。

此外，由於在全部的主動元件（其中包含外圍驅動電路及 

像素顯示部之MOSTFT與二極體）之上部形成有接地電位之 

金屬遮蔽膜151（該金屬遮蔽膜採用與引出閘極150之同一 

材料（錠、钛/鋁等），以相同之步驟形成時-在步驟上較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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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此包含以下(1) - (2)項的優點，可形成高品質、高 

可靠性之場致發射顯示(FED)裝置。

(1) 氣密容器內之氣體藉由自射極(場致發射陰極)1 53釋 

放的電子，形成正離子'在絕緣層上充電，該正電荷在絕 

緣層下之MOSTFT上形成不需要的反轉層，多餘的電流自 

包含該反轉層之不需要的電流路徑流出，導致射極電流溢 

出。但是，由於在MOSTFT上的絕緣層上形成金屬遮蔽膜 

151，以降低至接地電位，因此可防止充電，及射極電流溢 

出。

(2) 螢光體156藉由自射極(場致發射陰極)1 53釋放之電子 

的撞擊而發光'藉由該光線，MOSTFT之閘極通道內產生 

電子及空穴，形成漏電流。但是，由於MOSTFT上之絕緣 

層上形成有金屬遮蔽膜151 ＞因此可防止光線射入TFT ＞不 

影響TFT的工作。

繼續，說明該FED的製造處理'首先，如圖51之(1)所示 

，經過上述步驟全面形成多晶性矽薄膜117後，藉由一般光 

刻 及蝕刻技術在MOSTFT1 M MOSTFT2及射極區域上實施 

島狀化，藉由電漿CVD、觸媒CVD法等全面形成保護用氧 

化矽膜159。此外-亦可於保護用氧化矽膜形成後實施島狀 

化°

繼續，為控制MOSTFT1，2之閘極通道的雜質濃度使Vth 

最佳化'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以5 χ 1 0 11 atoms/cm2 

的劑量全面摻雜硼離子83，設定1 χ 1 017 atoms/cc的受體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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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如圖51之（2）所示，將光阻82作為掩膜，藉由離子 

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在MOSTFT1，2之源極/汲極部及射極 

區域，以1 χ 1015 atoms/cn?的劑量摻雜磷離子79，設定2 χ 

IO20 atoms/cc的施體濃度，分別形成源極區域120、汲極區 

域121、射極區域1 52後，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除去射 

極區域的保護用氧化矽膜。另外，此時亦可在MOSTFT 1上 

形成（1〜5） χ 1018 atoms/cc之施體濃度的LDD區域，使切換 

特性提高。

繼續，如圖51之（3）所示，將形成射極區域之多晶性矽薄 

膜152作為晶種，藉由以適量比率（如IO?。atoms/cc）混合甲 

矽烷與PH3等之摻雜物之觸媒CVD或偏壓觸媒CVD等，在射 

極區域上形成厚度為1〜5 |im之表面包含微細凹凸158的η型 

多晶性矽膜153，同時，在其他氧化矽膜159及玻璃基板1 1 1 

上形成厚度為1〜5 μπι之η型非晶質矽膜160 θ

繼續'如圖51之（4）所示1藉由上述之觸媒AHA處理時的 

活化氫離子等，選擇性蝕刻除去非晶質矽膜160,蝕刻除去 

氧化矽膜159後，藉由觸媒CVD等形成閘極絕緣膜（氧化矽 

膜）118。

繼續'如圖52之（5）所示 > 藉由濺射法之鉗一鎚合金等的 

耐熱性金屬，形成連接於MOSTFT 1，2之閘極1 15、MOSTFT 1 

之閘極的閘極線，形成重疊膜（氧化矽膜等）13 7後，藉由鹵 

素燈等之快速加熱退火（RTA ； Rapid Thermal Anneal）處理 

>使摻雜之η型及ρ型雜 質活化-於MOSTFT2之源極部 開 孔 

後，以濺射法之鉗一鎚合金等耐熱性金屬形成MOSTFT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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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極127及接地線。繼續藉由電漿CVD、觸媒CVD等形成重 

疊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等）136。

繼續，如圖52之（6）所示，實施MOSTFT 1之源極/汲極部 

及MOSTFT2之閘極部的開孑匕，以摻入1%矽之鋁配線128連 

接 MOSTFT1之汲極與 MOSTFT2之閘極，同時形成 

MOSTFT1之源極與連接於該源極的源極線127。之後，在 

組成氣體中實施400°C，30分鐘的氫化及燒結處理。

繼續'如圖52之（7）所示1形成重疊膜（氧化矽/磷化氫矽 

酸酯玻璃/氮化矽疊層膜等）130後，實施GND線的開孔，如 

圖52之（8）所示，以錠蒸鍍後之蝕刻形成引出閘極150及金 

屬遮蔽膜1 5 1 >繼續將場致發射陰極部開孔，使射極1 53露 

出，以上述之電漿或觸媒AHA處理的活化氫離子等實施洗 

淨。

先前之場致發射顯示（FED）裝置大致上區分成罩純矩陣 

與主動矩陣驅動*場致發射電子源（Field Emitter）如自旋型 

鉗射極、圓錐型矽射極、MIM隧道射極、雙矽射極 ' 鑽石 

射極、表面傳導射極等，均可在平面基板上集中射極。單 

純矩陣驅動係將排列在XY矩陣上之場致發射源陣列作為1 

個像素使用，控制各像素的釋放量以實施圖像顯示。而主 

動矩陣驅動係藉由控制閘控制形成在MOSTFT之汲極部之 

射極的發射電流。由於製作處理與一般矽LSI相容 > 因此在 

場致發射顯示器外圍容易構成複雜的處理電路。但是，由 

於使用矽單晶基板，因此基板成本較高1大面積化成晶圓 

尺寸以上不易。因而揭示有包含藉由減壓CVD等在陰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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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成之導電性多晶矽膜'與藉由電漿CVD等在其表面形 

成之結晶性鑽石膜之射極的製造，但是由於減壓CVD時的 

成膜溫度高達630°C ·無法採用低畸變點玻璃基板，因此不 

易降低成本。且藉由該減壓CVD形成之多晶矽膜的粒徑小 

'其上之結晶性鑽石膜的粒徑亦小，射極特性不良。再者 

，電漿CVD由於反應能不足，因此不易獲得良好結晶性的 

鑽石膜。又因透明電極或鋁、钛、鎔等金屬陰極與導電性 

之多晶矽膜的接合性差，因此無法發揮良好的電子釋放特 

性。

反之，依據本發明所形成之大粒徑多晶性矽薄膜為-可 

形成在低畸變點玻璃等基板上'與電流驅動用TFT之汲極 

連接之射極區域的大粒徑多晶性矽薄膜'以此作為晶種＞ 

藉由觸媒CVD等，形成η型（或n+型）之大粒徑多晶性矽膜 

（或後述之多晶性鑽石膜）的射極，之後，繼續藉由觸媒AHA 

處理等，選擇性還原蝕刻非晶質構造之矽膜或非晶質構造 

之鑽石膜（亦稱之為DLC :似鑽石碳），在表面形成包含無數 

凹凸形狀之高晶化率/大粒徑η型（或n +型）多晶矽膜或多晶 

性鑽石膜的射極，因此，可形成電子釋放效率高的射極， 

且汲極與射極之接合性良好，可形成高效率之射極特性。 

如此，即可消除上述先前的問題（以下均同）。

此外，將一個像素顯示部之射極區域分割成數個'分別 

連接切換元件之MOSTFTH寺'即使其中一個MOSTFT故障， 

其他MOSTFT仍可工作，因此，一個像素顯示部必定為電 

子釋放構造，其品質及良率均高，可降低成本（以下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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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等MOSTFT無電性開啟不良之MOSTFT的問題，電性 

短路之MOSTFT以雷射修理分離為一般提高良率的對策， 

由於依據本發明之上述構造可加以因應，因此品質及良率 

均高，可降低成本(以下均同)。

< FED之構造例II〉

如圖53(A) > (B)，(C)所示 > 本構造例II係在玻璃等基板

11 1_L，與上述構造例I同樣的，藉由依據本發明，以上述 

方法所形成之高晶化率、大粒徑之含有或不含錫之多晶性 

矽薄膜，形成有切換用MOSTFT 1與電流驅動用MOSTFT2 

的閘極通道區域117 '源極區域120及汲極區域121。繼續在 

閘極絕緣膜118上形成有閘極115、在源極及汲極區域上形 

成有源極127及汲極128。MOSTFT1之汲極與MOSTFT2之閘 

極經由汲極128連接，同 時在與MOSTFT2之源極127之間， 

經由絕緣膜136形成有電容器C，且MOSTFT2之汲極121直 

接延伸至FED元件的FEC(土昜致發射陰極)，發揮射極區域 

152的功能。另外亦可在切換用MOSTFT1上形成LDD部> 

以提高切換特性。

各MOSTFT以絕緣膜130覆蓋，在該絕緣膜上，以FEC之 

閘極引出電極15 0之同一材料，在同一步驟中形成有接地用 

金屬遮蔽膜151，覆蓋在各MOSTFT上。FEC之包含多晶性 

矽薄膜之射極區域152上形成有構成場致發射射極之η型多 

晶性矽膜163 -並將絕緣膜1 1 8' 1 37 - 1 36及130予以圖案化 

5在mxn個之各射極上形成用於劃分的開孔'在其上面覆 

蓋閘極引出電極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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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對於該FEC設有將附背面金屬155之螢光體156 

作為陽極所形成之玻璃基板等基板157，並在與FEC之間保 

持高度真空。

該構造之FEC之閘極引出電極150的開孔下，生長在依據 

本發明所形成之多晶性矽薄膜152上之η型多晶性矽膜163 

露出，其發揮釋放各個電子154之薄膜之面釋放型射極的功 

能。亦即，由於射極底層之多晶性矽薄膜152包含大粒徑 

（晶粒尺寸數100 nm以上）之晶粒，因此將此作為晶種，於 

其上藉由觸媒CVD等，使η型多晶性矽膜163生長時，該η 

型多晶性矽膜163係以更大的粒徑生長，形成表面產生有利 

於電子釋放的微細凹凸168者。此外，亦可以作為形成在含 

有或不含氮之碳薄膜、或含有或不含氮之碳薄膜表面之許 

多微細突起構造（如碳毫微管）等的電子釋放體。

由於射極為包含薄膜之面釋放型，因此其形成容易，且 

射極性能穩定，使用壽命長。

此外，由於在全部的主動元件（其中包含外圍驅動電路及 

像素顯示部之MOSTFT與二極體）之上部形成有接地電位之 

金屬遮蔽膜151（該金屬遮蔽膜採用與引出閘極150之同一 

材料（錠、欽/鋁等），以相同之步驟形成時，在步驟上較適 

合），因此與上述同樣的，在MOSTFT上的絕緣層上形成金 

屬遮蔽膜151 '以降低至接地電位，因此可防止充電-及射 

極電流溢出此外，由於MOSTFT上之絕緣層上形成有金屬 

遮蔽膜151，因此可防止光線射入MOSTFT·不影響MOSTFT 

的工作。因此，可形成包含高品質、高可靠性的場致發射

-124-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釐）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122 ）

顯示（FED）裝置。

繼續，說明該FED的製造處理，首先，如圖54之（1）所示 

，經過上述步驟全面形成多晶性矽薄膜117後，藉由一般光 

刻及蝕刻技術在MOSTFT1與MOSTFT2及射極區域上實施 

島狀化，藉由電漿CVD、觸媒CVD法等全面形成保護用氧 

化矽膜159。此外，亦可於保護用氧化矽膜形成後實施島狀 

化。^

繼續，為控制MOSTFT1 - 2之閘極通道的雜質濃度使Vth 

最佳化'藉由離子植入或離子摻雜法以5 χ 1 0 11 atoms/cm2 

的劑量全面摻雜硼離子83，設定1 χ 1 0 17 atoms/cc的受體濃 

度。

繼續，如圖54之（2）所示，將光阻82作為掩膜，藉由離子 

植入或離子摻雜法'在MOSTFT1 - 2之源極/汲極部及射極 

區域，以1 χ 1 015 atoms/c m?的劑量摻雜磷離子79，設定2 χ 

IO20 atoms/cc的施體濃度，分別形成源極區域120、汲極區 

域121 '射極區域1 52後，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除去射 

極區域的保護用氧化矽膜。

繼續，如圖54之（3）所示，將形成射極區域之多晶性矽薄 

膜152作為晶種，藉由以適量比率混合甲烷（CH4）及適切之η 

型摻雜物，藉由觸媒CVD或偏壓觸媒CVD等 ' 在射極區域 

上形成表面包含微細凹凸168的η*型多晶性鑽石膜163，同 

時，在其他氧化矽膜159及玻璃基板1 1 1上形成十型非晶質 

鑽石膜170。如藉由觸媒CVD等將大粒徑多晶性矽薄膜152 

作為晶種，形成η+型結晶性鑽石膜的射極區域163，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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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烷（CH4）內適量添加η型雜質氣體（磷為麟ΡΗ3、碑為肿 

AsH3' 為睇SbHs等），如適量添加Μ ΡΗ3'形成約5 X ΙΟ?。〜 

1 X 1021 atoms/cc之十型多晶性鑽石膜（厚度為1000-5000 nm） 

16 3。此時，係在其他保護用氧化矽膜上形成有η +型非晶 

質鑽石膜170，該非晶質鑽石膜亦稱之為DLC膜（似鑽石 

碳）。

繼續，如圖54之（4）所示，藉由上述之觸媒AHA處理時的 

活化氫離子等，選擇性蝕刻除去非晶質鑽石膜1 70，蝕刻除 

去氧化矽膜159後，藉由觸媒CVD等形成閘極絕緣膜（氧化 

矽膜等）118。此時，藉由觸媒AHA處理，以高溫氫分子/氫 

原子/活化氫離子等選擇性還原蝕刻非晶質鑽石膜，同時選 

擇性還原蝕刻形成在射極區域上之十型多晶性鑽石膜1 63 

的非晶質成分，形成高晶化率之十型多晶性鑽石膜163。藉 

由該選擇性還原蝕刻作用·形成有表面形成有無數凹凸形 

狀之十型多晶性鑽石膜之射極區域1 63。藉此，其他保護用 

氧化矽膜上之n+型非晶質鑽石膜亦被選擇性還原蝕刻而除 

去。另外，上述觸媒CVD及AHA處理宜採連續作業方式實 

施，以有助於防止污染與生產性。

繼續，如圖55之（5）所示，藉由濺射法之鉗一鉅合金等的 

耐熱性金屬，形成連接於MOSTFT 1，2之閘極1 15、MOSTFT 1 

之閘極的閘極線，形成重疊膜（氧化矽膜等）13 7後，藉由鹵 

素燈等之快速加熱退火（RTA ； Rapid Thermal Anneal）處理 

＞使摻雜之η型及ρ型雜質活化後，於MOSTFT2之源極部開 

孔後，以濺射法之鉗一鎚合金等耐熱性金屬形成MOSTF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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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極127及接地線。繼續藉由電漿CVD、觸媒CVD等形成 

重疊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等）136。

繼續，如圖55之（6）所示，實施MOSTFT 1之源極/汲極部 

及MOSTFT2之閘極部的開孑0，以摻入1%矽之鋁配線128連 

接 MOSTFT1之汲極與 MOSTFT2之閘極，同時形成 

MOSTFT1之源極與連接於該源極的源極線127。

繼續，如圖55之（7）所示，形成重疊膜（氧化矽/磷化氫矽 

酸酯玻璃/氮化矽疊層膜等）130後-實施GND線的開孔 ' 在 

組成氣體中實施400°C > 30分鐘的氫化及燒結處理。繼續如 

圖55之（8）所示，以龊蒸鍍後之蝕刻形成引出閘極150及金 

屬遮蔽膜1 5 1，繼續將場致發射陰極部開孔，使射極163露 

出，以上述觸媒AHA處理的活化氫離子等實施洗淨。亦即 

1藉由一般光刻及蝕刻技術'以氧系蝕刻液之濕式蝕刻' 

除去欽/鋁（Ti/Mo）膜或<（Nb）膜，以氟酸系蝕刻液之濕式蝕 

刻除去氧化矽膜及PSG膜，以CF4等電漿蝕刻除去氮化矽膜 

。此外，對場致發射陰極（射極）部之多晶性鑽石膜163實施 

觸媒AHA處理加以洗淨，以觸媒AHA處理之高溫氫分子/ 

氫原子/活化氫離子等除去附著在膜表面之微細凹凸部內 

的有機污垢、水分、氧/氮/碳酸氣體等'以提高電子釋放效 

率。

另外，上述於形成多晶性鑽石膜163時，使用之原料氣體 

的含碳化合物如：

1） 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等石蠟系碳化氫

2） 乙烘、丙烘系之乙烘系碳化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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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烯、丙烯、丁烯等烯系碳化氫

4） 丁二烯等二烯系碳化氫

5） 環丙烷、環丁烷、環戊烷、環己烷等脂環式碳化氫

6） 環丁二烯、苯、三烯罐、二甲苯、荼等芳香族碳化氫

7） 丙酮、戊酮、二苯甲酮等酮類

8） 甲醇、乙醇、等醇類

9） 三甲胺、三乙胺等胺類

1 0）由石墨、石碳、焦炭等炭原子組成之物質 

此等亦可單獨使用一種-亦可併用兩種以上。

此外5可使用之惰性氣體如氫、氮、氛、氟、氤、氮。 

摻雜物可使用如包含硼、錘、氮、磷、硫磺 '氯、碑、硒 

、皴等化合物或單體，其摻雜量在low atoms/cc以上即可。 

第五種實施形態

本實施形態係將本發明應用在光電轉換裝置的太陽電池 

上者。以下顯示其製造例。

首先，如圖56之（1）所示，在不鑰鋼等金屬基板111上＞ 

藉由電漿CVD、觸媒CVD等形成η型低級結晶性矽膜7Α（厚 

度100-200 nm）。此時，在甲矽烷內適量混入PH3等η型摻雜 

物'使其含1 χ 1019~1 χ 1 020 atoms/cc 0另外 ＞ 亦可依需要 

濺射高熔點金屬（钛、鎚、鉗、鎬 ' 此等合金'如鉗鎚合金） 

或金屬矽化物（矽化鎬、矽化鋁、矽化钛、矽化鎚等）之薄 

膜（厚度100-300 nm） ＞藉由CVD等形成在金屬基板或玻璃 

基板上。

繼續，藉由電漿CVD、觸媒CVD等，堆疊形成i型低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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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性矽膜180A（厚度2〜5 pm）。繼續，藉由電漿CVD、觸媒 

CVD等，形成ρ型低級結晶性矽膜181A（厚度100-200 nm） 

°此時，在甲矽烷內適量混入Β?%等ρ型摻雜物5使其含1 χ 

1 019~ 1 χ 1 O20 atoms/cc 0

繼續，如圖56之（2）所示，藉由電漿CVD、觸媒CVD等， 

形成厚度為50-100 nm的覆蓋用絕緣膜23 5（氧化矽膜、氮化 

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等）。

繼續，在此狀態下，藉由閃光燈之閃光照射22 1退火，使 

全部之低級結晶性矽膜7A，180A，181A變質成多晶性矽膜 

7 - 180，181 -同時使各膜中的雜質活化。此時，因應低級 

結晶性矽膜厚，實施長閃光照射時間（1/3脈寬=1.5微秒以 

上），反覆必要次數的閃光照射。但是，需要形成紅外線遮 

蔽濾色器'設定較高之基板溫度等之閃光照射條件的最佳 

化。

繼續，如圖56之（3）所示，除去覆蓋用絕緣膜235，在組 

成氣體中實施400°C，1小時的氫化處理。繼續全面形成厚 

度為100-150 nm的透明電極（ITO（氧化錮錫）、ΙΖΟ（氧化銅 

鋅）等）182，在其上使用硬掩膜，於特定區域形成厚度為 

100-150 nm的銀等梳形電極183。

另外，亦可在上述低級結晶性矽膜7A，1 80A，1 8 1 A上， 

藉由適量摻入錫（Sn）或其他IV族元素（錯、鉛），使其含1 χ 

1018~1 χ IO20 atoms/cc，減少存在於多晶粒場的凌亂，使膜 

應力降低。

本實施形態之太陽電池藉由依據本發明之大粒徑的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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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矽膜，可以高移動率形成轉換效率大的光電轉換薄膜， 

形成有良好表面紋理構造與內面紋理構造，因此可以形成 

遮光效果高，轉換效率大的光電轉換薄膜。且除太陽電池 

之外，亦可有效利用於電子照相用感光體滾筒等薄膜光電 

轉換裝置上。

其他實施形態

圖57係顯示一種包含：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 

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的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第二步驟，其係執行將前述基 

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溫度的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第三步驟，其係藉由在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熔触 

或半熔融或非熔触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促進上述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晶化；及第四步驟-其係執行將前述晶化之 

半導體薄膜至少冷卻至前述基體之畸變點以下溫度的後加 

熱保持(Post-baking)之半導體薄膜之形成方法或半導體裝 

置之製造方法之此等第一〜第四步驟的程序。此等步驟亦 

可反覆實施。

此時，前述預備加熱處理宜藉由電阻加熱器、鹵素燈等 

加熱機構加熱至常溫以上-基體之畸變點以下溫度 > 如 

300~500°C的溫度，處理時間宜依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成 

膜條件(汽相生長、濺射、蒸鍍等)之膜厚及膜質、基體材 

質與尺寸等予以最佳化-如在5〜20分鐘之間。

此外，前述輔助加熱狀態宜加熱至常溫以上，基體之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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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點以下溫度，如3 00〜5 00 °C的溫度，並宜依閃光燈退火條 

件、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成膜條件（汽相生長、濺射、蒸 

鍍等）之膜厚及膜質、基體材質與尺寸等予以最佳化。

此外，前述後加熱保持宜在閃光燈退火後保持至少將基 

體及晶化之半導體薄膜冷卻至預備加熱溫度或輔助加熱溫 

度的時間'如1〜10分鐘。

圖5 8係顯示一種在基體1上對透過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 

絕緣膜300與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之閃光照射光，顯 

示高吸收性或高反射性，以高於基體之導熱性及導電性， 

將遮光性之底層膜301形成與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概 

等或大於的面積，在其上，依需要以電絕緣性形成透光性 

或遮光性之緩衝膜302時，在其上之至少底層 膜區域內形成 

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7A，繼續依需要在其上形成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 

300 '藉由基體1之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 

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 

退火的熔触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以促進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之晶化之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 

裝置的製造方法。

此時為底面閘極TFT、背面閘極TFT、雙閘極TFT等時， 

吸收透過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與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之閃光照射光而加熱之高導熱性及導電性之如著色系 

金屬（鎔、銅等）、高熔點金屬（駄、鎚、鋁、鎬、此等合金 

，如鋁一鎚合金等）、金屬矽化物（WSi2 - MoSi2 ' TiSi2 > TaS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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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i，Pd2Si，Pt2Si - CrSi2 - NiSi - RhSi 等），作為底層 

膜301使用。此時，由於基體1溫度上昇較高，因此，石英 

玻璃、晶化玻璃等高畸變點（耐熱性）玻璃及陶瓷適於作為 

基體1的材料。

此外，反射透過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與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之閃光照射光之高導熱性及導電性之如白色 

系金屬｛鋁、鋁合金（含1%矽之鋁等）、銀、鎳、鉛等｝、白 

色系金屬/高熔點金屬疊層膜（鋁/鉗等）等作為底層膜301使 

用。此時，由於基體1的溫度上昇較低，因此硼矽酸玻璃、 

鋁矽酸玻璃、強化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及聚醯亞胺等耐熱 

性樹脂等適於作為基體1的材料，不過亦可使用石英玻璃、 

晶化玻璃等高畸變點（耐熱性）玻璃及陶瓷等。

此外，雖然為防止因閃光燈退火造成與底層膜301熔融之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反應而設置緩衝膜302，不過若 

是以與熔融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不產生反應的材 

質形成底層膜301時 ' 亦可省略緩衝膜。如由陽極氧化之絕 

緣膜覆蓋的鋁、高熔點金屬（鉗一鎚合金等）等的底層膜， 

則不需要形成新的緩衝膜302。

緩衝膜3 02可使用電絕緣性之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氮 

化矽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氧 

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

在基體1上使用硼矽酸玻璃、鋁矽酸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 

、熔融石英玻璃、晶化玻璃或是耐熱性樹脂等時，為防止 

基體上之雜質（錮離子等）擴散，宜使用氮化矽膜系，如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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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矽膜、氮化矽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氮化矽/氧化 

矽疊層膜、.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

本例中，藉由僅在底層膜區域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7A >即可防止熔触矽流出 > 而僅在底層膜區域上形成 

多晶性或單晶性矽薄膜。

圖59顯示一種在與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相等以上的面積，將底層膜301 

圖案化成一部分線狀突出的形狀30 1A，本例中可使經閃光 

燈退火而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触狀態之前述低級結晶性半 

導體薄膜7A自底層膜301之突出形狀部分301A散熱以形成 

結晶生長核，在任意的結晶方位使其全面晶化。

此時，由於線狀突出部分301A的散熱比其他部分大，構 

成再晶化的機制（種、核），因此可全面形成任意結晶方位 

之大粒徑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7。

此外，閃光燈退火時之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300 

至少為透過紫外線之電絕緣性膜'或是可使用閘極絕緣膜。

至少透過紫外線之電絕緣性膜包括：氧化矽膜、氮化矽 

膜、氧氮化矽膜、氧化矽膜/氮化矽膜疊層膜、氮化矽/氧化 

矽疊層膜、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此外'閘極絕 

緣膜包括：氧化矽膜、氮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矽膜/ 

氮化矽膜疊層膜、氮化矽/氧化矽疊層膜、氧化矽/氮化矽/ 

氧化矽疊層膜等。

圖5 9之例中還可將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3 00作為 

閘極絕緣膜使用。如藉由在氧化性環境中（空氣、氧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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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水蒸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之閃光燈退火之熔融 

或半熔融加熱與冷卻，使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 

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 A轉變成結晶7時，可在該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的表面同時形成氧化系絕緣膜 

（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等）300，將該氧化系絕緣膜作為閘 

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或是亦可在藉由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低畸變點玻璃基板 

或高畸變點玻璃基板或耐熱性樹脂基板1上之含有或不含 

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 

在0.1 MPa以上，30 MPa以下，常溫以上，基板之畸變點以 

下溫度之高壓低溫的氧化性環境中（空氣、氧氣、臭氧、水 

蒸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形成氧化系絕緣膜（氧化 

矽膜、氧氮化矽膜等）300，將該氧化系絕緣膜作為閘極絕 

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或是亦可藉由將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高畸變點玻璃基板 

1上之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單晶 

性半導體薄膜，在氧化性環境中（空氣、氧氣、臭氧、水蒸 

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高溫熱氧化 ' 以形成氧化系絕 

緣膜（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等）300 ＞將該氧化系絕緣膜作 

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或是亦可藉由將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高畸變點玻璃基板 

1上之附 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 絕緣膜之含有 或不含至少一 

種錫等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在氧化性 

環境中（空氣、氧氣、臭氧、水蒸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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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132 )

等)高溫熱氧化，以形成氧化系絕緣膜(氧化矽膜、氧氮化 

矽膜等)300 '將該氧化系絕緣膜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 

使用。

以上所述之本發明的實施形態可依據本發明的技術構想 

作各種改變。

例如，上述觸媒CVD、電漿CVD等汽相生長法及閃光燈 

退火之反覆次數、閃光照射時間、基板溫度等各條件可作 

各種改變，使用之基板等材質亦不限定於上述者。

此外-本發明係適用於顯示部等內部電路及外圍驅動電 

路及影像信號處理電路及記憶體電路等MOSTFT，不過除 

此之外，亦可以本發明之多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導 

體薄膜形成二極體等元件之有源區域及電阻、電容、配線 

、電感等被動區域。

【發明之作用效果】

如上所述，本發明係在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 

膜，在該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閃光燈退火，藉由 

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触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促進前述低級 

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晶化，以形成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因此包含以下之(1)-(10)項所示的顯著作用效果。

(1)藉由在任意之μsec~msec的短時間內1實施一次或反 

覆數次之閃光燈照射之閃光燈退火，將高度照射能賦予低 

級結晶性矽等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 藉由熔融或半熔融 

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更宜為逐漸冷卻，可獲得大 

粒徑之高載體移動率、高品質之多晶性矽膜等多晶性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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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性半導體薄膜，可大幅提高生產性及大幅降低成本。

(2) 由於閃光燈退火藉由組合任意數量的燈及其閃光式  

放電機構'如①在整個1000 mm χ 1000 mm的大面積上實施 

一次或反覆必要次數之閃光燈照射'②以電流計掃描器掃 

描聚光整形成200 mm χ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燈照射光，依 

需要以重疊掃描實施閃光燈照射，③固定聚光整形成200 

mm χ 200 mm正方形的閃光燈照射位置'使基板以步進及 

反覆方式移動，依需要重疊掃描實施閃光燈照射，使基板 

或閃光燈照射光以任意方向與速度移動 > 控制加熱熔融及 

冷卻速度，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將任意大面積之低級結晶性 

矽膜等予以多晶化或單晶化，因此達到極高的生產性'大 

幅降低成本。

(3) 藉由將閃光燈照射光聚光整形成任意線狀、長方形或 

正方形或圓形實施照射1因照射強度1亦即熔融效率及生 

產量提高與晶化均勻性提高'可減少載體移動率的不平 

均。

(4) 在以閃光燈退火而晶化之多晶性矽等膜上堆疊低級 

結晶性矽等膜'再度藉由反覆實施以該閃光燈退火而晶化 

的方法，可以μπι單位之厚度堆疊形成大粒徑之高載體移動 

率、高品質的多晶性矽膜等。藉此'除MOSLSI之外，亦可 

形成高性能、高品質之雙極LSI ' CCD面性/線性感測器、 

CMOS感測器、太陽電池等。

(5) 因應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膜厚、玻璃等基板之耐 

熱溫度、及所需之結晶粒徑(載體移動率)等'閃光燈退火

-136-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 X 297公愛)



1313059
A7
B7

五、發明説明(134 )

之波長調整(封入氣體之變更、採用熱線降低濾色器或熱線 

遮蔽濾色器、放電條件之變更等)、照射強度、照射時間等 

控制容易，因此，可以高生產性獲得高載體移動率、高品 

質之多晶性矽膜等。

(6) 由於氤燈、氤水銀燈、亂燈、氮水銀燈、氤氟燈、氤 

氟水銀燈、金屬鹵化燈等閃光燈退火燈為，遠比氯化氤、 

氟化氯等準分子雷射退火裝置的準分子雷射振盪器廉價 > 

且使用壽命長，保養簡單，因此可大幅降低成本。

(7) 主要由閃光燈與放電電路所構成之閃光燈退火裝置 

與準分子雷射退火裝置比較1構造簡單-因此價格低 > 可 

降低成本。

(8) 由於氯化氤、氟化亂等準分子雷射退火處理係使用要 

求nsec的脈衝振盪型雷射，因此其輸出穩定性有問題，且 

發現有照射面之能量分布不平均、獲得之晶化半導體膜不 

平均、各TFT之元件特性不平均。因此，係採用賦予約400 

°C溫度，並實施5次、30次等多次準分子雷射脈衝照射的方 

法，不過仍因照射不平均而造成晶化半導體膜及TFT元件 

特性不平均，因生產量降低造成生產性降低，以致成本提 

高。反之，閃光燈退火係如上述(2)項可以要求μsec~msec 

的脈衝全面閃光照射1000 mm χ 1000 mm的大面積，因此照 

射面之能量分布不平均、獲得之晶化半導體膜不平均、各 

TFT之元件特性不平均現象少，可因高生產量之高生產性 

而降低成本。

(9) 尤其是，由於使用熱線降低濾色器或熱線遮蔽濾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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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文發明摘要（發明之名稱：半導體薄膜之形成方法1半導體裝置及光電裝置） 

之製造方法，用於此等方法實施之裝置以及半導 

體裝置及光電裝置

本發明提供一種以可以容易、低成本且大面積形成高晶 

化率且高品質之多晶矽等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方 

法，及實施該方法之裝置。其係在基體1上形成高晶化率、 

大粒徑之多晶性矽膜等多晶（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7時，或 

製造在基體1上具有多晶（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7之半導體 

裝置時，於基體1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後，在該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7A上實施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触或 

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促進低級結晶性半導 

體薄膜7A之晶化，以獲得多晶（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7之多 

晶（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形成方法或半導體裝置之製造 

方法及用於實施此等方法之裝置。

半導体薄膜①形成方法、半導体装置及電気光学 

日文發明摘要（發明之名稱：装置製造方法、方法Ο実施広使用） 
装置、並半導体装置及/電気光学装置

【課題】 高結晶化率疋高品質◎多結晶》UΑ等①多結晶性又《:単結晶性半導 

体薄膜艺容易力、。低二兔卜広、。力、右大面積広形成可能卞方法上、方法艺実 

施丁召装置总提供

【解決手段】 基体ι上高結晶化率、大粒径◎多結晶性膜等①多結晶 

（又总単結晶）性半導体薄膜7总形成ΤόίΣ際0、或I/、总基体ι上広多結晶（又 

总単結晶）性半導体薄膜7总有歹召半導体装置总製造際0、基体1上Q低 

級結晶性半導体薄膜7 A总形成後、二CD低級結晶性半導体薄膜Ί Έ
"丁二一强施υτ,溶融又处半溶融又并非溶融状態①加熱七冷却

9低級結晶性半導体薄膜7ΑΟ結晶化总促進多結晶（又怎単結晶）性半導体 

薄膜7总得召、多結晶（又总単結晶）性半導体薄膜◎形成方法、又肚半導体装置 

①製造方法、及実施κζ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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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29 )

TFT、二極體及電阻區域之被照射面積及形狀予以放大圖 

案化後'實施閃光燈退火 > 而並非在像素顯示部的TFT區 

域上實施，將外圍電路部之各個TFT、二極體及電阻區域 

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高移動率之多晶性矽膜或單 

晶性矽膜，並將像素顯示部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 

低移動率之非晶質矽膜或為結晶矽膜。還宜在該閃光燈退 

火後，將各個晶化區域予以圖案化成特定之TFT、二極體 

及電阻的面積及形狀。

(c) 一種半導體基板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基體 

之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內形成特定形狀及尺寸之有階差的 

凹部，或是在基體上形成第1氧化性絕緣膜與第1氮化性絕緣膜 

與第2氧化性絕緣膜之疊層膜(如SiO2- 1/SiN- l/SiO2-2等)， 

或第1氧化性絕緣膜與第1氮化性絕緣膜與第2氧化性絕緣膜與 

第2氮化性絕緣膜之疊層 膜(如SiC>2— 1/SiN- l/SiO2- 2/SiN- 2 

等)，在前者之第2氧化性絕緣膜或後者之第2氮化性絕緣膜之 

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內形成特定形狀及尺寸之有階差的凹 

部，在包含該凹部之上述基體上堆疊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 

IV族元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及依需要堆疊降低光反射 

及保護用絕緣膜，藉由將上述基體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 

(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使上述階差之底邊角部在晶種上 

圖形外延生長，至少在凹部內形成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對該單晶 

性半導體薄膜表面實施化學機械研磨(CMP ； Chemical Mechanical 

74443-980121.doc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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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30 ）

Polishing）或選擇性蝕刻等，形成島狀化之包含特定膜厚及 

面積的單晶性半導體薄膜，製造依需要經由高溫熱氧化、 

低溫高壓退火（其中亦包含後述之次臨界水反應或超臨界 

水反應，以下均同）、C VD等形成閘極絕緣膜或絕緣保護膜 

之如單晶半導體（矽）玻璃（SCSOG ；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ilicon） on Glass）基板等單 晶 半 導體（矽）基 

板（SCSOS ；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ilicon） on 

Substrate） °

（d） —種半導體基板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基 

體上依需要形成第1氧化性絕緣膜與第1氮化性絕緣膜與第 

2氧化性絕緣膜之疊層膜（如SiO2- 1/SiN- l/SiO2- 2等）， 

在其上形成單晶半導體（如單晶矽等）與晶格整合良好之物 

質層（如結晶性藍寶石薄膜等），在該物質層上堆疊含有或 

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及 

依需要堆疊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藉由將上述基體 

予以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 

（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 閃光燈退火， 

使前述物質層在晶種上異質外延生長，形成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對該單晶性半導體薄膜表面實施CMP或選擇性蝕刻 

等，形成包含特定膜厚的單晶性半導體薄膜，製造依需要 

經由高溫熱氧化、低溫高壓退火、CVD等形成閘極絕緣膜 

或絕緣保護膜之SCSOG基板等SCSOS基板。

此等（c）、（d）方法，藉由CMP或選擇性蝕刻所製作之降低 

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及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可製成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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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
50 :

一對電極216，217，在發光管外壁上螺旋狀配置有觸發線 :

圈218等的觸發電極B組裝體。除此種構造之外，亦可採取 計

如圖13之（2）所示，如在長150x寬ΙΟΟχ高10 mm的平行平板 :

型發光管219的兩端附近相對配置有一對或數對電極216， :

217，在發光管外壁上配置有包含透明導電膜（氧化錮錫 :

（ITO ； Indium Tin Oxide）、氧化鋅等）之觸發電極薄膜圖案 ί
（或觸發電極組裝體）220的構造。此時，亦可藉由在發光管 ：

壁面（內側或外側或兩側）實施微細凹凸加工（噴砂、蝕刻等） ）

，以促使閃光照射光的亮度均勻化。再者，為此種平行平 :

板型發光管時，宜對應於位置設置成數個陽極216及陰極 :

217與各觸發金屬線（或觸發電極薄膜圖案）220的間隔為相 f

同距離。 :

由於此種平行平板型（立方體）發光管219係採，如在長 ；

150χ寬ΙΟΟχ高10 mm之平行平板型發光管的兩端附近相對 ：丁

配置有一對或數對電極216，217，在發光管外壁設置有觸 ：

發電極組裝體（或觸發電極薄膜圖案）220的構造，因此可因 :

擴大閃光照射面積及放電均勻化而促使閃光照射光的亮度 <

均勻化。此外，可同時或個別操作各電極216 - 217 '即使 :

有遭破壞的部分，仍可藉由使其他電極正常操作，而維持 ：

放電強度，有助於使用壽命及成本。此外，為平行平板型 [

發光管及直管型發光管時，藉由在發光管壁面（內側或外側 :

或兩側）實施微細凹凸加工（噴砂、蝕刻等），以提高閃光照 丫

射光的亮度均勻化。 ；

而增加發光管外壁之微細凹凸加工時，可改善閃光照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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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52

（1） 如圖14所示，反覆實施在CVD部D形成低級結晶性半 

導體薄膜後，以退火器部E的閃光燈退火予以晶化，將其送 

回C VD部D，在其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再度以退 

火器部之閃光燈退火予以晶化步驟的簇團方式一體化裝置 

。圖15（A）即為採用線上方式者。

（2） 此外，如圖16所示，連續在CVD- 1部F形成底層保護 

膜（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等），在CVD- 2部G形成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後，依需要在離子摻入/離子植入部J添加IV 

族元素後，以退火器部E之閃光燈退火予以晶化，再度於 

CVD- 3部Η形成閘極絕緣膜（氧化矽膜等）之作業的簇團方 

式一體化裝置。圖15（B）即為採用線上方式者。

另外，在CVD- 1部形成之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等，亦 

可為表面閘極型MOSTFT之底層保護膜，或底面閘極型 

MOSTFT之底面閘極絕緣膜兼保護膜，此外，在CVD— 3部 

形成之氧化矽膜或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等'亦可為表面閘 

極型MOSTFT之閘極絕緣膜，或底面閘極型MOSTFT的保護 

膜。

此外，上述之CVD亦可為觸媒CVD、電漿CVD、TEOS系 

電漿CVD等，或亦可以濺射來取代。CVD可在成膜前實施 

電漿或觸媒AHA處理。如以電漿CVD成膜前，不流入原料 

氣體，藉由僅以氫系載氣之電漿AHA處理產生之氫系活性 

種（活性氫離子等）的作用，除去所形咸之多晶性矽薄膜表 

面的雜質（低級氧化膜、水分、氧、氮、碳酸氣體等），潔 

淨界面，蝕刻殘留的非晶質矽成分，形成高晶化率之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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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54

反覆工作，實施閃光照射。亦可對被固定之數個燈室20 1

，使基體1在線上移動實施閃光照射。另外，此時，亦可固 

定基體，以高精度步進及反覆工作對下方照射型真空容器 

201實施閃光照射。

但是，為簇團方式等一體型裝置時，由於包含燈管及反

射構件等之燈室與基體均容納在同一個真空容器中實施閃 

光照射，因此可降低原先之遮光及撞擊聲。

閃光燈退火除以固定之時間寬實施閃光照射之外，亦可 

藉由設置時差的切換機構控制閃光照射。

圖23顯示一種用於藉由設置如上述之時差之切換機構實

施閃光照射的充放電電路構造。

此時，氤閃光燈203的連接方式有以下三種 ：

① 彼此串聯數個閃光燈，並連接於各個電源。

② 各燈設置電源。

③ 將全部的燈予以串聯，並連接於共通的電源。

此時，數個燈管被同步觸發，使數個燈管同時發光。

繼續，藉由設置時差以實施開閉之切換機構執行如下的 

控制：

①起初，SW】被開啟（ON）時，觸發電極B上施加有高壓脈衝 

產生電路K所產生之波峰值數kV〜數十kV的高壓脈衝，同 

時連鎖，SW「被開啟。沿著觸發電極，在閃光燈內壁形成 

有雪崩電子流，沿著該電極被封入燈管內部的氣體（氤）瞬 

間引起絕緣破壞，此形成觸發器，儲存在充電用電容器6 

內之電能在極短時間內全部釋放至燈管內，此時放出強烈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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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60

此時' τ 41 :藉由充電用電容器Ci之放電的放電電流自 

寥上昇，達到峰值之3/4（熔點），之後，再度衰減至3/4的時 

間寬（脈寬）。

τ 32 :藉由充電用電容器C2之放電的放電電流自零上昇 

，達到c 41之峰值之3/4（熔點）之2/3以上〜未達3/4，於未達 

3/4（熔點）之後，再度衰減至2/3以上〜未達3/4的時間寬（脈 

寬）。

τ 33 ：藉由充電用電容器C3之放電的放電電流自零上昇 

，達到c 41之峰值之3/4（熔點）之2/3以上〜未達3/4 ＞於未達 

3/4（熔點）之後，再度衰減至2/3以上〜未達3/4的時間寬（脈 

寬）。

其次，於閃光燈退火時，如圖24所示，以氧化矽膜或氮 

化矽膜或氧氮化矽膜或氧化矽/氮化矽疊層膜或氧化矽/氮 

化矽/氧化矽疊層膜等絕緣性保護膜235（厚度50nm）覆蓋低 

級結晶性矽薄膜7A（厚度5 Onm）的表面，在該狀態下，實施 

閃光燈退火時，於此種覆蓋情況下，確實形成有3-8 “m之 

大粒徑的多晶性矽薄膜7。但是，未覆蓋時，可能熔融之矽 

飛濺'因表面張力殘留矽粒子'而未形成多晶性矽薄膜。 

另外，此時，電漿CVD等之非晶質矽薄膜容易形成多晶性 

矽薄膜，而減壓CVD及觸媒CVD等之含微結晶的非晶質矽 

薄膜、含非晶質矽之微結晶矽薄膜等之結晶核（晶種）存在 

時，容易形成大粒徑之多晶性或單晶性矽薄膜。

此時，評估以本發明之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多晶性矽薄 

膜的霍爾效果載體移動率，並評估SEM之多晶粒徑及喇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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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90

圖37係概略顯示設置上述表面閘極型MOSTFT構成驅動 

電路一體型的整個主動矩陣型液晶顯示裝置（LCD）°該主動 

矩陣採LCD經由隔片（圖上未顯示）貼合主機板61（此構成主 

動矩陣）與相對基板98的扁平面板的構造，並在兩基板61 — 

98間封入液晶（其圖上未顯示）。在主機板61的表面設有排 

列成矩陣狀的像素電極93、包含驅動該像素電極之切換元 

件的顯示部、及連接於該顯示部的外圍驅動電路部N。

顯示部P的切換元件Ο為上述n MOS或pMOS或CMOS，以 

LDD構造的表面閘極型MOSTFTM成。此外，外圍驅動電 

路部的電路要素亦形成有上述表面閘極型MOSTFT之 

CMOS或nMOS或pMOSTFT或此等混合。另外，其中一條周 

邊驅動電路部為 ' 供給資料信號，在各水平線上驅動各像 

素之MOSTFT的水平驅動電路，此外，另一條外圍驅動電 

路為 在各掃描線上驅動各像素之MOSTFT之 閘極的 垂直驅 

動電路，通常分別設置在顯示部的兩邊。此等驅動電路亦 

可採點依序類比方式或線依序數位方式構成。

如圖3 8所示，在直交之閘極匯流排線R與資料匯流排線Q 

的交叉部上配置有上述的MOSTFT，經由該MOSTFT ＞在液 

晶電容（Clc）內寫入圖像資訊，並保持電荷至下一個資訊到 

達。此時，由於僅以MOSTFT之通道電阻保持尚嫌不足， 

因此，為求補償，可附加與液晶電容並聯的存儲電容（輔助 

電容）（CS） ＞以補償因漏電流造成液晶電壓降低。此種LCD 

用MOSTFT之像素部（顯示部）中使用之MOSTFT的特性與 

外圍驅動電路上使用之MOSTFT的特性，所要求的性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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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135)

之強紫外線光之閃光燈退火可在低溫(200〜400 °C )下適用 

，因此可使用廉價，且大型化容易之鋁矽酸玻璃、硼矽酸 

玻璃等低畸變點玻璃及聚醯亞胺等耐熱性樹脂，以促使輕 

量化與降低成本。

(10)除表面閘型之外，為求底面閘型、雙閘極型及背面 

閘型MOSTFT亦可獲得高載體移動率之多晶性半導體膜或 

單晶性半導體膜等，可製造使用該高性能之半導體膜之快 

速、高電流密度的半導體裝置、光電裝置甚至高效率的太 

陽電池等。例如，可製造矽半導體裝置、矽半導體積體電 

路裝置、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矽一錯半導體裝置、 

矽一錯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碳化矽半導體裝置、碳化矽 

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III — V及II- VI族化合物半導體裝置 

、III- V及II- VI族化合物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多晶性或 

單晶性鑽石半導體裝置、多晶性或單晶性鑽石半導體積體 

電路裝置、液晶顯示裝置、電致發光(有機/無機)顯示裝置 

、發光聚合物顯示裝置、發光二極體顯示裝置、光感測器 

裝置、CCD面性/線性感測器裝置、CMOS感測器裝置、太 

陽電池裝置等。

【圖式之簡單說明】

圖1之(1)-(3)係依步驟順序顯示本發明之第一種實施形 

態之MOSTFT之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圖2之(4)-(5)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製造 

處理的剖面圖。

圖3之(6)-(9)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製造處理的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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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136

面圖。

圖4（10）-（12）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製造 

處理的剖面圖。

圖5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製造上使用之觸媒CVD用裝置 

一種狀態的概略剖面圖。

圖6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裝置其他狀態的概略剖面圖。

圖7係第·-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用裝置的概略剖面

圖。

圖8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分光特性圖。

圖9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用裝置之一部分的 

概略剖面圖。

圖10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用裝置之概略 

剖面圖、側面圖或平面圖。

圖11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用其他裝置的概略 

剖面圖及平面圖。

圖12之（1）〜（3）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各種閃光燈的概

略圖。

圖13之（1）〜（2）係一種第一種實施形態之設置觸發電極之 

閃光燈的正面圖及平面圖。

圖14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簇團方式之MOSTFT製造裝置

的概略圖。

圖15（A）〜（B）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線上方式之MOSTFT製

造裝置的概略圖。

圖16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其他簇團方式之MOSTFT製造

裝置的概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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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炀）

圖17（A）〜（B）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用其他裝 

置的概略剖面圖及平面圖。

圖18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一種閃光燈退火之閃光照 

射形態的說明圖與圖表。

圖19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其他形態圖。

圖20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各種閃光照射時的放電電 

流波形圖。

圖2 1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其他形態圖。

圖22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另外形態圖。

圖23係第一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充放電電路的等效電路 

圖。

圖24係顯示第一種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時之其他形態

裝

的概略剖面 圖

圖25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範例A的SEM照片。

圖26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範例B的SEM照片。

圖27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範例C的SEM照片。

圖28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範例A的喇曼光譜圖。

圖29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範例B的喇曼光譜圖。

圖30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範例C的喇曼光譜圖。

圖3 1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其他閃光燈退火用 裝置的概略

訂

線

剖面圖。

圖32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其他閃光燈退火用 裝置的概略

圖33係第 種實施形態之其他閃光燈退火用 裝置的概略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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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
138 :

剖面圖。 1

圖3 4之（1）-（4）係依步驟順序顯示本發明第二種實施形態 ；-

之LCD之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

圖3 5之（5）-（8）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製造 ：

處理的剖面圖。 :

圖36之（9）〜（12）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製 :

造處理的剖面圖。 ；

圖37係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整個LCD概略布局的斜視 ；

圖。 :

圖38係第二種實施形態之LCD的等效電路圖。 丫

圖39之（1）-（3）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LCD <

其他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

圖40之（4）-（7）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製造 ΐ

處理的剖面圖。 咅

圖41（A）〜（C）係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各種LCD之 ：

MOSTFT的剖面圖。 ；

圖42之（1）-（3）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LCD ；
線 

之其他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

圖43（a）〜（b）係用於說明第二種實施形態之圖形外延生長 ；

的概略圖。 ί

圖44（a）〜（f）係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各種階差形狀的概 ；

略剖面圖。 :

圖45之（1）〜（3）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二種實施形態之LCD ；

之其他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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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 ） ;
139 :

圖46係本發明之第三種實施形態之有機EL顯示裝置重 ί

要部分的等效電路圖（Α） '該重要部分的放大剖面圖（Β）及 一

該像素外圍部的剖面圖（C）。 j

圖47之（1）〜（4）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三種實施形態之有機 ：

EL顯示裝置之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

圖48係本發明第三種實施形態之其他有機EL顯示裝置 ；

重要部分的等效電路圖（A）、該重要部分的放大剖面圖（Β） ί

及該像素外圍部的剖面圖（C）。 :

圖49之（1）-（4）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三種實施形態之有機 ί

EL顯示裝置之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

圖50係本發明第四種實施形態之FED重要部分的等效電 學

路圖（A）、該重要部分的放大剖面圖（B）及該像素外圍部的 ；

剖面圖（C） ° ；

圖51之（1）〜（4）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四種實施形態之FED ｛丁

之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i

圖52之（5）-（8）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四種實施形態之製造 ；

處理的剖面圖。 :·
線 

圖53係本發明第四種實施形態之其他FED重要部分的等 [

效電路圖（A）、該重要部分的放大剖面圖（B）及該像素外圍 ί

部的剖面圖（C）。 :

圖54之（1）-（4）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四種實施形態之FED ί

之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

圖55之（5）-（8）係依步驟順序顯示第四種實施形態之製造 ；

處理的剖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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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B7

五、發明説明（140）

圖56之（1）-（3）係依步驟順序顯示本發明第五種實施形態 

之太陽電池之製造處理的剖面圖。

圖57係顯示本發明其他實施形態之閃光燈退火時的基板 

加熱程序圖。

圖5 8係其他實施形態之一種在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 

形成底層膜等的剖面圖。

圖5 9係使用其他實施形態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單 

晶化膜之MOSTFT的平面圖及剖面圖。

【元件符號之說明】

1、61、98、111 ' 157···基板，

7、67···多晶性或單晶性矽薄膜，

7A、67A···低級結晶性矽薄膜，14 ' 67 > 117···通道‘
裝

15、75 、102、105、115···閘極'

8、68、 103、 104、106、118···閘極絕緣膜，

20、21 、80、 81、 120 ' 121 ··· n+型源極或汲極區域'

24、25 、84、 8 5··· ρ *型源極或汲極區域，

27、28 、86、 92、 130、136 ' 137···絕緣膜，

29、30 、87、 88、 89 、 90 、 91 、 93 、 97 、 127 、 128 、 131

訂

線

…電極 ，40···原料氣體'42···沖淋頭，44···成膜室'

45···承受器，46···觸媒體，47···快門，48···觸媒體電源，

82…光阻> 94 ' 96 ···定向膜> 95 ···液晶，99 ·· ·濾色器層"100

…保護膜，

100' ' 140···黑掩膜層'132、133···有機發光層，

134、135 ' 144···陽極 > 13 8、141、142、171 …陰極，

150···閘極（閘 極線），151···遮蔽膜'152···射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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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B7

五、發明説明（ ） ί
141 :

153 ··· η型多晶性矽膜，154…電子，155…背面金屬，156 :

…螢光體， i-

158、168…微細凹凸5 163··· η型多晶性鑽石膜， :

180··· i型多晶性矽膜，180A··· i型低級結晶性矽膜，181··· ρ ί

型多晶性矽膜，1 8 1Α…ρ型低級結晶性矽膜， :

182···透明電極，183···梳形電極，200、201…框體（真空容 [

器）， ：：

203···閃 光燈，204…反射板，205、206···紅外線吸收材料， ；

207··.水冷管，208···承受器，209…加熱器， ：

211···聚光透鏡，212···光均勻器， ；

213···電流計掃描器，214···電源，216、217…電極， 

218···觸發線，219···平板型玻璃管， ；

220···觸發電極圖案，221···閃光照射，223···階差， ί

224···結晶性藍寶石薄膜，230···彈簧，231···磁極， ｛丁

232···電磁鐵，233···電源，234···電極 ＞ 235···絕緣膜，300 ；

…保護膜或閘極絕緣膜，301···底層膜，301Α…突出部分 ：

，3 02···緩衝膜，Α···馬達，Β···觸發電極，C···單一晶園處

理室，D··· CVD部，Ε···閃光燈退火部，F-CVD-1部，G··· :

CVD-2部-H··· CVD-3部，I···搬運機構，J···離子摻入/離子 ；

植入部，K···高壓脈衝產生電路'L···直流電壓電源，M··· :

控制信號產生電路，N···外圍驅動電路部，O···切換元件， :

P···顯示部，Q···資料匯流排線，R···閘極匯流排線，S···共 :

通電'極1 T…源極＞ U…閘極＞ V…汲極'C s ···輔助電容5. :

Clc···液晶電容，C/S···匣站＞ R···機器人/載入室，LI ' L2 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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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説明（142）

、L3···用於控制放電時電流峰值之空芯線圈的電感（μΗ）-

Cl、C2、C3···藉由開關切換，全部靜電電容被改變的充電 

用電容器（gF），Rl、R2、R3···充電電流控制電阻（Ω） - D1' 

、D2' ' D3，···使放電時的電流不流入直流電壓電源，D1、

D2、D3…施加高壓脈衝時，使電流不流入其他高壓脈衝產 

生電路，SW1、SW2、SW3···控制高壓脈衝之Ο N/OF F的切 

換機構'SW1'、SW2'、SW3'···控制與 SW1、SW2、SW3 連 

動放電之ON/OFF的切換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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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於基體上製造包含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在 使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中適量含有錫等之IV 

族元素之至少一種的狀態下實施前述第二步驟。

2.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於基體上製造包含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於前述基體之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內形成特定形狀 

及尺寸之有階差的凹部，在包含該凹部之前述基體上， 

形成含有錫等IV族元素之至少一種或不含其的前述低 

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後，以前述閃光燈退火，使前述階 

•差的底邊角部在晶種上圖形外延生長，使前述低級結晶 

性半導體薄膜變質成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3.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於基體上製造包含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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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触或半熔触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於前述基體之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內形成單結晶半 

導體與晶格整合良好之結晶性藍寶石等物質層，在該物 

質層上形成含有錫等IV族元素之至少一種或不含其的 

前 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後，以前述閃光燈退火，使 

前述物質層在晶種上異質外延生長，使前述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變質成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4.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於基體上製造包含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触或半熔融或非熔触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將前述閃光燈退火時使用之燈的照射光至少控制在紫 

外線波長區域的波長，且依需要 ' 通過熱線吸收濾波器 

或熱線反射濾波器或組合熱線吸收與熱線反射之濾波 

器等降低熱線濾波器或遮蔽熱線濾波器。

5.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於基體上製造包含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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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触或半熔触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形成保護用絕緣膜，此 

種狀態下，在空氣中或大氣壓氮氣中實施前述閃光燈退 

火。

6.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於基體上製造包含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對形成在前述基體上之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或 

覆蓋保護用絕緣膜，以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閃 

光照射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時，自上面或自下面或同時 

自上面與下面實施前述閃光照射，惟自上面以外之情形 

時，基體為可被400 nm以下波長的光線透過之透明者。

7.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於基體上製造包含多 

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半導體裝置時，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74443-980121.doc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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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触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在磁場及/或電場的作用下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係重覆 

實施前述第一步驟與前述第二步驟。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藉由前 

述閃光燈退火使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轉變成大 

粒徑之多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係將前 

述第一步驟與前述第二步驟以至少此二步驟之一體化 

裝置連續或依序實施。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於再度 

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前，使氫或含氫氣體之電漿放電或 

觸媒反應所生成之氫系活性種等對前述多晶性半導體 

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作用，實施前述多晶性半導體 

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的表面潔淨及/或除去氧化覆 

膜，之後，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後實施前 

述的閃光燈退火。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係在減 

壓氫中或減壓含氫之氣體中或真空中實施前述閃光燈 

退火。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前述閃 

光燈退火時，係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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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藉由 

大面積總括地至少照射一次閃光的全面閃光照射；閃 

光照射同一區域，並一面至少掃描一次之掃描照射； 

或對於閃光照射 光相對 性步進 輸送及/或反 覆輸 送前述 

基體，並一面至少照射一次閃光照射的步進及/或反覆

15.

照射，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如申請專利範圍 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前述

閃光燈退火時， 係使用氤燈、氤水銀燈、氟燈、亂水

銀燈、氤亂燈、 氤氟水銀燈、金屬鹵化物燈等為可耐
裝

重覆發光的燈。

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使用16. 如申請專利範圍

發光裝置，其包含於前述閃光燈退火時，可適切調整

流入閃光燈之放電電流之峰值及時間寬(脈寬)與燈發光 

之重覆速度及頻率之閃光式放電機構與紫外線光源燈

訂

1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使用 

在前述閃光燈退火之閃光燈光源裝置具有下述(1)~(4) 
項中至少一項的構造：

(1) 在收納燈之接地電位框體內設有反射構件，依需要 

在前述反射構件的表面形成有微細凹凸；

(2) 燈及反射構件收納於遮光性框體內，依需要通過熱 

線減低性或熱線遮蔽性之透明構件，導引閃光照射 

光；

(3) 燈及反射構件收納於框體內，經反射聚光之閃光照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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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光及朝向前方之閃光照射光係通過聚光反射鏡或 

光整形器導引；

(4)反射構件及框體以循環冷媒冷卻。

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將前述 

燈形成平行平板形發光管，在該發光管內配置一對或數 

對相對電極'且在前述相對電極間 > 於前述發光管外壁 

上設置至少僅一對前述相對電極的數目之觸發電極薄 

膜圖案或觸發電極組裝體。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在直管 

型發光管內配置有數對相對電極，此等相對電極間，於 

前述發光管外壁上設有觸發電極薄膜圖案或觸發電極 

組裝體。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使用數 

個在前述閃光燈退火中使用的燈，將此等燈予以平面性 

並列，同時將數個相互串聯，連接於各個電源，或是在 

各燈上設置電源，或將全部的燈予以串聯，並連接於共 

通的電源，同步觸發數個燈，使其同時發光。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將閃光 

燈收納在真空容器內，介以吸震材料，將反射構件安裝 

在前述真空容器。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方法，其中前述低級結晶性半 

導體薄膜或覆蓋前述保護用絕緣膜之前述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係經島狀化者。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方法，其中於大氣壓氮氣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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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實施前述閃光照射。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方法，其中於減壓氫氣中或減 

壓含氫之氣體中或真空中實施前述閃光照射。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前述低 

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包含非晶質矽膜、含微結晶矽之非 

晶質矽膜、微結晶矽（含非晶質矽微結晶矽）膜、含非晶 

質矽及微結晶矽之多晶矽膜、非晶質錯膜、含微結晶錯 

之非晶質錯膜、微結晶錯（含非晶質錯微結晶錯）膜、含 

非晶質錯及微結晶錯之多晶錯膜、以SixGei_x（0< x< 1） 

表示之非晶質矽錯膜、非晶質碳膜、含微結晶碳之非晶 

質碳膜、微結晶碳（含非晶質碳微結晶碳）膜、含非晶質 

碳及微結晶碳之多晶碳膜、以SixCi-x（0<x<l）表示之 

非晶質矽碳膜、或以GaxAS]-x（0< x< 1）表示之非晶質錄 

碑膜等。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藉由前 

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薄膜絕緣閘極型場 

效電晶體之通道、源極及汲極區域、或二極體、配線、 

電阻、電容或電子釋放體等。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之方法，其中為形成前述通道、 

源極及汲極區域、二極體、電阻、電容、配線、電子釋 

放體等，係將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予以圖案化 

（島狀化）後，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係製造矽 

半導體裝置、矽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矽一錯半導體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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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矽一錯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III — V及II- VI族化 

合物半導體裝置、III— V及II- VI族化合物半導體積體 

電路裝置、碳化矽半導體裝置、碳化矽半導體積體電路 

裝置、多晶性或單晶性鑽石半導體裝置、多晶性或單晶 

性鑽石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液晶顯示裝置、有機或無 

機電致發光(EL)顯示裝置、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 

、發光聚合物顯示裝置、發光二極體顯示裝置、CCD面 

性/線性感測器裝置、CMOS感測器裝置、太陽電池裝 

置等的薄膜。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於製造 

包含內部電路及外圍電路之半導體裝置、光電顯示裝置 

、固體攝像裝置等時，係藉由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 

體薄膜，形成構成至少一種此等電路之薄膜絕緣閘極型 

場效電晶體之通道、源極及汲極區域。

3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之方法，其中分別在各色用之有 

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的下層分別具有與前述薄膜絕緣 

閘極型場效電晶體之汲極或源極連接之陰極或陽極。

3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0項之方法，其中係製造包含前述薄 

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及二極體之主動元件上亦覆  

蓋前述陰極，或在前述各色用之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 

之各層上及各層間之全面上覆蓋前述陰極或陽極的裝 

置。

3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0項之方法，其中係在前述各色用之 

前述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間形成黑掩膜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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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之方法，其中場致發射顯示裝置 

的射極係介以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連接於 

前述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之汲極，且係以生長在 

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之η型多晶性半導體 

膜或多晶性鑽石膜、或含氮或不含氮之碳薄膜、或含氮 

或不含氮之碳薄膜表面上形成之許多微細突起構造(如 

碳毫微管)等形成。

3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3項之方法，其中係介以絕緣膜，在 

包含前述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及二極體之主動 

元件上形成接地電位的金屬遮蔽膜。

3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4項之方法，其中以與前述場致發射 

顯示裝置之閘極引出電極之同一材料，以同一步驟形成 

前述金屬遮蔽膜。

36.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裝置，其係用於在基體上製造具 

有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的半導體裝置，其包含：

第一機構，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形成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

第二機構.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實施 

閃光燈退火-藉由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 

冷卻，以促進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其中 

使用在前述閃光燈退火之閃光燈光源裝置具有下述 

(1)~(4)項中至少一項的構造：

(1)在收納燈之接地電位框體內設有反射構件，依需要 

在前述反射構件的表面形成有微細凹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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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燈及反射構件收納於遮光性框體內，依需要通過熱 

線減低收性或熱線遮蔽性之透明構件，導引閃光照 

射光；

(3) 燈及反射構件收納於框體內，經反射聚光之閃光照 

射光及朝向前方之閃光照射光係通過聚光反射鏡或 

光整形器導引；

(4) 反射構件及框體以循環冷媒冷卻。

3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重覆使用前述第一 

機構與前述第二機構。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包含使前述低級結 

晶性半導體薄膜中適量含有錫等之IV族元素之至少一 

種的機構。

3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前述第一機構與前 

述第二機構組裝於至少此二機構之一體化裝置內，並連 

續或依序使用。

4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之裝置，其中包含於再度實施前 

述閃光燈退火前，對前述多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 

導體薄膜，使氫或含氫氣體之電漿放電或觸媒反應所生 

成之氫系活性種等作用，實施前述多晶性半導體薄膜或 

單晶性半導體薄膜的表面潔淨及/或除去氧化覆膜的機 

構。

4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係在減壓氫中或減 

壓含氫之氣體中或真空中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4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前述閃光燈退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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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4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藉由大面積總括地 

至少照射一次閃光的全面閃光照射；閃光照射同一區域 

，並一面至少掃描一次之掃描照射；或對於閃光照射光 

相對性步進輸送及/或反覆輸送，並一面至少照射一次 

閃光照射的步進及/或反覆照射，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ο

4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前述閃光燈退火時

，係使用氤燈、氤水銀燈、氮燈、氟水銀燈、氤氟燈、 

氤氟水銀燈、金屬鹵化物燈等為可耐重覆發光的燈。

4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將前述閃光燈退火 

時使用之燈的照射光至少控制在紫外線波長區域的波 

長，且依需要，通過熱線吸收濾波器或熱線反射濾波器 

或組合熱線吸收與熱線反射之濾波器等降低熱線濾波  

器或遮蔽熱線濾波器。

4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使用發光裝置，其 

包含於前述閃光燈退火時，可適切調整流入閃光燈之放 

電電流之峰值及時間寬（脈寬）與燈發光之重覆速度及頻 

率之閃光式放電機構與紫外線光源燈。

4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將前述燈形成平行 

平板形發光管'在該·發光管內配置一對或數對相對電極 

，且在前述相對電極間，於前述發光管外壁上設置至少 

僅一對前述相對電極的數目之觸發電極薄膜圖案或觸 

發電極組裝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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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在直管型發光管內 

配置有數對相對電極，此等相對電極間，於前述發光管 

外壁上設有觸發電極薄膜圖案或觸發電極組裝體。

4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使用數個在前述閃 

光燈退火中使用的燈，將此等燈予以平面性並列，同時 

將數個相互串聯連接，連接於各個電源，或是在各燈上 

設置電源，或將全部的燈予以串聯連接，並連接於共通 

的電源，同步觸發數個燈，使其同時發光。

5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將閃光燈收納在真 

空容器內，介以吸震材料，將反射構件安裝在前述真空 

容器。

5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在前述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上形成保護用絕緣膜，此種狀態下，在空氣 

中或大氣壓氮氣中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5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對形成在前述基體 

上之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或覆蓋保護用絕緣膜 

，以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閃光照射實施前述閃 

光燈退火時，自上面或自下面或同時自上面與下面實施 

前述閃光照射，惟自上面以外之情形時，基體為可被400 

nm以下波長的光線透過之透明者。

5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2項之裝置，其中前述低級結晶性半 

導體薄膜或覆蓋前述保護用絕緣膜之前述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係經島狀化者。

5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2項之裝置，其中於大氣壓氮氣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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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實施前述閃光照射。

5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2項之裝置，其中於減壓氫氣中或減 

壓含氫之氣體中或真空中實施前述閃光照射。

5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在磁場及/或電場 

的作用下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5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前述低級結晶性半 

導體薄膜包含非晶質矽膜、含微結晶矽之非晶質矽膜、 

微結晶矽（含非晶噴矽微結晶矽）膜、含非晶質矽及微結 

晶矽多晶矽膜、非晶質錯膜、含微結晶錯非晶質錯膜、 

微結晶錯（含非晶質錯微結晶錯）膜、含非晶質錯及微結 

晶錯多晶錯膜、以SixGei- x（0< x< 1）表示之非晶質矽緒 

膜、非晶質碳膜、含微結晶碳非晶質碳膜、微結晶碳（ 

含非晶質碳微結晶碳）膜、含非晶質碳及微結晶碳多晶 

碳膜、以SixC!-x（0< x< 1）表示之非晶質矽碳膜、或以 

GaxAS1-x（0< x< 1）表示之非晶質錄碑膜等。

5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中藉由前述多晶性或 

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形成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之 

通道、源極及汲極區域、或二極體、配線、電阻、電容 

或電子釋放體等。

5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之裝置，其中為形成前述通道、 

源極及汲極區域、二極體、電阻、電容、配線、電子釋 

放體等，係將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予以圖案化 

（島狀化）後，實施前述閃光燈退火。

6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6項之裝置，其係製造矽半導體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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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矽一錯半導體裝置、矽一錯 

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III — V及II — VI族化合物半導體 

裝置、III— V及II- VI族化合物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 、 

碳化矽半導體裝置、碳化矽半導體積體電路裝置、多晶 

性或單晶性鑽石半導體裝置、多晶性或單晶性鑽石半導 

體積體電路裝置、液晶顯示裝置、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 

(EL)顯示裝置、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發光聚合 

物顯示裝置、發光二極體顯示裝置、CCD面性/線性感測 

器裝置、COMS感測器裝置、太陽電池裝置等的薄膜。

6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0項之裝置，其中於製造包含內部電 

路及外圍電路之半導體裝置、光電顯示裝置、固體攝像 

裝置等時，係藉由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形 

成構成至少一種此等電路之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 

體之通道、源極及汲極區域。

6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1項之裝置，其中製造分別在各色用 

之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的下層分別具有與前述薄膜 

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之汲極或源極連接之陰極或陽  

極的裝置。

6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2項之裝置，其中係製造包含前述薄 

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及二極體之主動元件上亦覆 

蓋前述陰極，或在前·述各色用之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 

之各層上及各層間之全面上覆蓋前述陰極或陽極的裝 

置。

6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2項之裝置，其中係在前述各色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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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間形成黑掩膜層。

6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 1項之裝置，其中場致發射顯示裝置 

的射極係介以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連接於 

前述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之汲極，且係以生長在 

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之η型多晶性半導體 

膜或多晶性鑽石膜、或含氮或不含氮之碳薄膜、或含氮 

或不含氮之碳薄膜表面上形成之許多微細突起構造（如 

碳毫微管）等。

6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5項之裝置，其中在包含前述薄膜絕 

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及二極體之主動元件上形成接地 

電位的金屬遮蔽膜。

6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6項之裝置，其中以與前述場致發射 

顯示裝置之閘極引出電極之同一材料，以同一步驟形成 

前述金屬遮蔽膜。

6& —種光電裝置，其在各色用之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的 

下層，分別具有與包含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之任一項 

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 

電晶體之汲極或源極連接的陰極或陽極，包含前述薄膜 

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及二極體之主動 元件上亦被前 

述陰極覆蓋，或前述各色用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之各 

層上及各層間全面上覆蓋有前述陰極或陽極。

6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8項之光電裝置，其中在前述各色用 

之前述有機或無機電致發光層間形成有黑掩膜層。

70. —種光電裝置，其場致發射顯示器（FED）裝置之射極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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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以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連接於包含申請 

專利範圍第1至7項之任一項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之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的汲極，且係以生長 

在前述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之η型多晶性半導 

體膜或多晶性鑽石膜或含氮或不含氮之碳薄膜，或含氮 

或不含氮之碳薄膜表面上形成之許多微細突起構造(如 

碳毫微管)等所形成。

7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0項之光電裝置，其中係介以絕緣膜 

>在包含前述薄膜絕緣閘極型場效電晶體及二極體之主 

動元件上形成接地電位的金屬遮蔽膜。

7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1項之光電裝置，其中前述遮蔽膜以 

與前述場致發射顯示裝置之閘極引出電極之同一材料

，以同一步驟形成。

73. —種半導體薄膜的形成方法，其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 

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第二步驟，其係執行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的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第三步驟 > 其係藉由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下的閃光燈退火，以 

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以促進前述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及

第四步驟，其係將前述晶化之半導體薄膜予以後加熱 

保持(Post-baking)，至少冷卻至前述基體之畸變點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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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專利範圍

溫度。

74.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 

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第二步驟，其係執行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的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第三步驟，其係藉由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 

溫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下的閃光燈退火，以 

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以促進前述 

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及

第四步驟，其係將前述晶化之半導體薄膜予以後加熱 

保持(Post-baking)、至少冷卻至前述基體之畸變點以下 

溫度。

7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3或74項之方法，其中係重覆實施前 

述第一步驟與前述第二步驟與前述第三步驟與前述第 

四步驟。

7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3或74項之方法，其中前述基體適切 

之前述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前述輔助加熱狀態 

(Asist-baking)及前述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之閃光燈 

退火的照射時間(1 /3脈寬)係在0.1 gsec以上，更宜為 

0.5-3 msec。

77. —種光電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分別在像素顯示部之主 

動元件及被動元件區域 > 與外圍電路部之主動元件及被 

動元件區域，將含有錫等至少一種IV族元素或不含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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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級結晶性 半導體薄膜之 被照射面積及形狀予以作同 

等化之圖案化後 > 實施前述基體之適切預備加熱處理 

(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 

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並依需要再將各個晶化 

區域予以圖案化成特定面積及尺寸。

7& —種光電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外圍電路部之各個主 

動元件及被動元件區域，而非像素顯示部之主動元件及 

被動元件區域，將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 

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被照射面積及形狀予以 

作放大圖案化後 > 實施前述基體之適切預備加熱處理 

(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 

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 > 並依需要再將各個晶化 

區域予以圖案化成特定面積及尺寸。

79. —種半導體基板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基體 

之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內形成特定形狀及尺寸之有 

階差的凹部，或是在基體上形成第1氧化性絕緣膜與第1 

氮化性絕緣膜與第2氧化性絕緣膜之疊層膜，或第1氧化 

性絕緣膜與第1氮化性絕緣膜與第2氧化性絕緣膜與第2 

氮化性絕緣膜之疊層膜，在前者之第2氧化性絕緣膜或 

後者之第2氮化性絕緣膜之特定元件形成預定區域內形 

成特定形狀及尺寸之有階差的凹部，在包含該凹部之前 

述基體上堆疊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 

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及依需要堆疊降低光反射及 

保護用絕緣膜，藉由將前述基體作適切預備加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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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專利範圍

(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 

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使前述階差之底邊角部 

在晶種上圖形外延生長，至少在凹部內形成單晶性半導 

體薄膜，對該單晶性半導體薄膜表面實施化學機械研磨 

或選擇性蝕刻等，形成島狀化之特定膜厚及面積的單晶 

性半導體薄膜，依需要經由高溫熱氧化、低溫高壓退火 

、化學汽相沉積等製造形成有閘極絕緣膜或絕緣保護膜 

之單晶半導體矽基板。

80. 一種半導體基板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基體 

上依需要形成第1氧化性絕緣膜與第1氮化性絕緣膜與 

第2氧化性絕緣膜之疊層膜，在其上形成單晶半導體與 

晶格整合良好之物質層，在該物質層上堆疊含有錫等IV 

族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及依需要堆疊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藉由將前 

述基體作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 

(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 

，使前述物質層在晶種上異質外延生長，形成單晶性半 

導體薄膜，對該單晶性半導體薄膜表面實施化學機械研 

磨或選擇性蝕刻等，形成包含特定膜厚的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依需要經由高溫熱氧化、低溫高壓退火、化學汽 

相沉積等製造形成有閘極絕緣膜或絕緣保護膜之單晶 

半導體矽基板。

81. 一種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係在申請專利範圍第79或80項之前述單晶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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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基板之前述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內植入離子或摻雜離 

子 > 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 

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藉由將前述基板作適切預備加熱 

處理(Pre-baking)、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 

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 

化°

82. 一種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單晶性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係在結晶性半導體基板、矽絕緣體基板等之單晶 

半導體薄膜內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 

雜質區域'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 

藉由將前述基板作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輔助 

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 

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化。

83. 一種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多晶性或單晶性半 

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藉由基體上之雷射｛近紫外 

線(UV)及/或遠紫外線(DUV)雷射、可視光線雷射、近紅 

外線及/或遠紅外線雷射等｝退火而晶化之多晶性或單 

晶性半導體薄膜中，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η型或/ 

及ρ型雜質區域，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 

色器，藉由將前述基體作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化。

84. 一種多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多晶性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係藉由基體上之固態生長而晶化之多晶性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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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中，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 

區域，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藉由 

將前述基體作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輔助加熱 

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 

退火，以促使雜質離子活化。

85. 一種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或多晶性或單晶性半 

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藉由基體上之聚光燈退火 

而晶化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中，植入離子或摻 

雜離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至少使用降低紅 

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色器，藉由將前述基體作適切預備 

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 

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促使雜質離 

子活化。

86.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 

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第二步驟，其係在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中植入 

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

第三步驟，其係在前述基體上實施加熱至其畸變點以 

下溫度的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第四步驟，其係藉由在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 

下溫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的閃 光燈退火，以 

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同時實施前 

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之晶化及雜質離子的活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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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驟 > 其係實施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使前 

述基體冷卻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87.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包含：

第一步驟，其係在基體上形成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 

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第二步驟，其係實施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將前 

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第三步驟，其係藉由在將前述基體加熱至其畸變點以 

下溫度之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以 

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將前述低級 

結晶性半導體薄膜予以晶化；

第四步驟，其係實施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使前 

述基體冷卻至其畸變點以下的溫度 ；

第五步驟，其係在所形成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 

膜中植入離子或摻雜離子，形成η型或/及ρ型雜質區域 

；及

第六步驟，其係至少使用降低紅外線或紅外線遮蔽濾 

色器，藉由將前述基體作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 

(Post-baking)的閃光燈退火之非熔融狀態之加熱，以促 

使雜質離子活化。

8& —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基體 

上形成導熱性及導電性高於基體，且對於透過遮光性之 

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與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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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專利範圍

的閃光照射光，顯示高吸收性或高反射性的底層膜，在 

其上 依需要形成電絕緣性 之透光性或遮 光性的緩衝膜 

＞並在其上之至少底層膜區域內形成含有錫等IV族元素 

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再依需 

要在其上形成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絕緣膜，藉由將前述 

基體作適切預備加熱處理(Pre-baking) ＞輔助加熱狀態 

(Asist-baking)及後加熱保持(Post-baking)之閃光燈退火 

下之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加熱與冷卻，以促進 

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的晶化。

8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8項之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 

製造方法，其中前述底層膜以與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 

少一種或不含其之前述低級結晶性半導體薄膜相等以 

上的面積，圖案化成一部分線狀突出的形狀，使經前述 

閃光燈退火而熔融或半熔融或非熔融狀態之前述低級 

結晶性半導體薄膜自前述底層膜之前述突出形狀部分 

散熱而形成結晶生長核，以任意的結晶方位使其全體晶 

化。

9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8項之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 

製造方法'其中以與前述底層膜相等以下的面積，在前 

述底層膜之突出形狀區域內將上述底層膜上之含有錫 

等IV族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晶性半導體 

薄膜予以圖案化成微小突出的形狀，將前述閃光燈退火 

下之 熔融或 半熔融 或非熔 融狀態 之前述 低級結 晶性半 

導體膜，自前述底層膜之微小突出形狀部散熱而形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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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專利範圍

晶生長核'以任意的結晶方位使其全體晶化。

9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8〜90項中任一項之半導體薄膜或半 

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中前述底層膜係介以線狀突出 

部分在任意的電位下使用。

9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8項之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 

製造方法，其中前述閃光燈退火時之降低光反射及保護 

用絕緣膜至少為透過紫外線之電絕緣性膜，或是使用閘 

極絕緣膜。

93.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藉由在 

氧化性環境中之閃 光燈退火之熔融或半熔融加熱與冷 

卻，使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之低級結 

晶性半導體薄膜晶化時，在該低結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的表面同時形成氧化系絕緣膜，將該氧化系絕緣膜 

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94.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在藉由 

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低畸變點玻璃或高畸變點玻璃基 

板上之含有或不含至少一種錫等IV族元素之多晶性或 

單晶性半導體薄膜上，在0.1 MPa以上，30 MPa以下， 

常溫以上 ' 基板之畸變點以下溫度之高壓低溫的氧化性 

環境中'形成氧化系絕緣膜，將該氧化系絕緣膜作為閘 

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95.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藉由在 

氧化性環境中，對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高畸變點玻璃基 

板上之含有錫等IV族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之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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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專利範圍

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膜實施高溫熱氧化，以形成氧化系 

絕緣膜，將該氧化系絕緣膜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 

用。

96.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係藉由在 

氧化性環境中，對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高畸變點玻璃基 

板上之附降低光反射及保護用 絕緣膜之含有錫等IV族 

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薄 

膜實施高溫熱氧化，以形成氧化系絕緣膜，將該氧化系 

絕緣膜作為閘極絕緣膜或保護膜使用。

97. 一種半導體薄膜或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其經由在常 

溫〜基板之畸變點以下溫度、分壓13.33 Pa以上，包含 

飽和蒸汽壓以下之水之氣體之環境中的加熱步驟（水蒸 

氣中退火），將藉由閃光燈退火所形成之含有或錫等IV 

族元素的至少一種或不含其之多晶性或單晶性半導體  

薄膜及絕緣膜的至少一者予以改質。

74443-980121.doc -25-

本紙張尺度適用中國國家標準（CNS） A4規格（210X297公釐）



1313® 50 B0202號專利申請案

中文圖式替換本（98年1月）

产V

圖1

74443-980121.doc ・1・



1313059

圖2

74443-980121.doc



1313059

(7)

74443-980121.doc •3 -

圖3



1313059

(II)

29(S«>i D) 29(SXAD)
30(G)

(12)

17 15 $ 15
30(G)

17 15

100
-MOS 叶MO

24(ΡΊ 25(P+)/ 24(P+) 25(ρΊ
20(n+) 2l(n+) 20(n+) 2l(n*)

14

30(G)
26

1528
2Z
8

17
14

圖4

74443-980121.doc



1313059

~LLL·

74443-980121.doc ・5・



1313059

74443-980121.doc -6 -



1313059

20& 209

圖7

74443-980121.doc ・7·



1313059

波長(nm)

圖8

74443-980121.doc



1313059

(A) (Β)

74443-980121.doc ・9·

圖9



1313059

⑴

204

在一個LCD區域閃光 

照射1次或重覆數次， 
移動至下一個LCD區域· 

在一個LCD區域上實施 

一部分重疊閃光照射 

移動。

圖10

74443-980121.doc ・10・



1313059

⑶

＞閃光燈部

圖11

74443-980121.doc ・11・



1313059

⑴
203

214

214

⑵

214

⑶

203

圖12

74443-980121.doc ・12-



1313059

⑴

⑵

B

a

b

c

a

<
216

? 219
J 217

、
7 厂

♦j II

—π

•

—<u 

rA - ■

、

■'Ί

I

、

~Cj u 

η πλ 1 1 u 

π

I!

π>■ —υ

b

d

220

Ο ■ο

217216
219

投光端

74443_980121.doc -13 -

圖13



1313059

c

圖14

74443-980121.doc ・14・



1313059

74443-980121.doc

s

-15-



1313059

F

Η

圖16

74443-98O121.doc ・16・



1313059

(A)

真空泵

1

(Β)

圖17

74443-980121.doc



1313059

(a)

① ④ ⑦

② ⑤ ⑧

③ ⑥ ⑨

觸發開關/放電開關

SWi/SWi' ON-OFF
照射區域

①⑥⑦

②⑤⑧

③④⑨

放電電流

(A)

74443-980121.doc ・18・

圖18



1313059

(b)

放電電流

(A)

74443-980121.doc ・19・

圖19



1313059

放電電流

(A)

74443-980121.doc ・20・



1313059

放電電流

(A)

圖21

74443-980121.doc •21・



1313059

74443-980121.doc

放電電流

(A)

（秒）

圖22

・22・

P(峰值)



1313059

圖23

74443-980121.doc -23-



1313059

235 （厚度50 nm） 7A （厚度 50 nm）

［閃光燈退火(FLA)

235
矽粒

ssssyssssssssssssssssssssmms^

7 部分熔融之矽一部分

飛濺'或因表面張力而 

凝固成任意形狀，形成 

數十卩m尺寸的矽粒(塊)

圖24

74443-980121.doc ・24・



1313059

含多晶性矽之粒子

測試端子（A1電極）

圖25

74443-980121.doc -25-



1313059

多晶性矽粒

Λ

圖26

74443-980121.doc -26・



1313059

接近單晶的矽粒（塊）

圖27

74443-980121.doc -27-



1313059

OS

8
Z  

@

(p-

帑
镇

OB 

ONe 

Ο-» 

D
O
S  

-

—— 

- 

- 

■ 

・ 

；

0
6
0

,iL

（珂直■塞壬ρ事哥

(
J
U
H
)
^
^

叫

■28 -74443-980121.doc



1313059

OK一
——

Ob
S

6
Z

®

(

一，
§
)

裟

οβ 

Q
Z
G  

06 

OOC

■ 

•:;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0-

（耶盍墓刊）曲翦

-29-74443-980121.doc



1313059

（可盍專壬ρ）輕彫

74443-980121.doc ・30・



1313059

⑴

N極 231

閃光燈裝置

恤場
ψ Ψ \ f ' f ψ

— 203
—201

氣赠噴嘴 ι一》ί
遂

S極

至真空泵

204

Ν極

7Α

0 0 0 Θ Θ Θ Θ

208

232

οοοο
磁場

201

•閃光燈裝Jt
203

S極

氣曲噴嘴 0(^00/3 00(0 0000x232 至真空泵

7A208
1

圖31

74443-980121.doc -31 -



1313059

⑵

234

Ar208 7A
1

圖32

G)

231

Nt®

------
234

233

氣體噴嘴

234

231

74443-980121.doc

； :電磁：

V V V甲場/場w Ψ

1

圖

・32・

閃光燈裝置

203
』201

至真空泵
----- J

\ 
7A

33



1313059

像素部 外圍電路部

圖34

74443-980121.doc •33·



1313059

61 67 61 67 67

74443J80121.doc ・34・

圖35



1313059

(9)

0O(n 叭字· ?l(n+)
•86 75

86

67

86

8| 时月 84(p，)
86

90
ΘΟΙη*) 92

75
88 89Θ5(ρ+)

61

7 67

68 75 68
86

n/IOSIPT pH OST FT

(ΙΟ)
(II)

929368

r86

98
97, ·

87.92 60(πΊ
86

92 86

(12)
80(" 92 100*

θθ1θ(ηΊ67/ 68 ΘΙ(η+)
75

'-ΘΚηΊ 
d-61

7ϋ

74443-980121.doc -35-

圖36



1313059

ζ
τ

®

74443-980121.doc ・36・



1313059

ο

、
Cd 

\s
1
1
1
1
1
1
1
1
爲

"产

<

CM

严

t

1—、

严.

—'>' 一 2 2---------------------- Z
00 
Ε

g

74443-980121.doc

CA棗邑沁齡Ο 
欄啊需擒匪能卑沁 as

-37-



1313059

像素部 外圍電路部

.79 ρ*（或 As4）

I I I I I I I

p+（或 As+）

圖39

74443-980121.doc -38-



1313059

B+

厂79计

(6)

(7)

74443-980121.doc -39-

圖40



1313059

87 75 6θ^·ΐρΐ z92(A)

Θ6

61
ΘΟ 103 67 ΘΙ(04

＜外圍驅動電路部〉

88 67 106,75 89

103 104 102 61

74443-980121.doc

圖41

・40・



1313059

像素部
外圍電路部

© 旷 © Q

圖42

74443-980121.doc ■41・



1313059

(a)

(b)

圖43

74443-98O121.doc ・42・



1313059

(a)

44

74443-980121.doc -43・



1313059

像素部 外圍電路部

(2)

ί 0

74443-980121.doc ・44・

67

61

圖45



1313059

9

寸
圃

sp
p
>

74443-980121.doc ■45・



1313059

(I)

切換用 電流驅動用

TFT I TFT2

(2)

(3)

(4)

Ι2Θ

圖47

74443-980121.doc ・46・



1313059

p
p
>

74443-980121.doc -47-



1313059

切換用電流驅動用

TFTl TFT2

(I)

115 ΙΙΘ 131 ΙΙϋ 136 118 137

120 117 121
115 119 |3T

(2)

121 117 120 III
131 J36H5 l(QΜ 137

翔沁Π

121 117 120120 117 121 Lili

(4)

131
144

136
132

115

118 120 117 121 131 121 ||7120 ίιι

74443-980121.doc -48・

圖49



1313059

0
;

®

牝«

豐
握
翱<zs

ίο
一

ω

L
r

U
X
E
O

lud
 

K

-

J

t

Q

 
D

 

O

G

I

 
口

 

□ ο
ω
Η
 
畫
心
墊4

栋
斜 u

^l̂

e

e

2

 
匸
l·-S

O
W

 

-

匸
一 s

o
w

2
5
.

三 

(

Is
二

-N
一
上
一
.O
ICM
一
/
9

也
卜
|!20

 

卜
尸 
0

仝
色
一 

0
®

护
唇

亀\
一
\

□□
□ □□

□

 υ

口 

□□ 
□fi

□
 □
 

Ε :
:

寸 □
:□

匹

//

171*
/
 /
 #5

&
>
o
g
_

會-t
H

O

&

v>

CM
厂
0
2
 
一

里 

6)

σ
Β
>

s

-
s

y

f

t

 

m

!

 

¢
1
1
:
(
1
1
.
.
.
.

(
樂
越
專
海
嚥
恻)O

H
d  

(
螟
啊)

杀
切«Β

IQ
一

37

74443-980121.doc
-49-



1313059

160 η型非晶質矽膜 η型多晶性矽膜

120 117 121 120 117 ⑵ 152 III

⑶
---------—,ζ----------- -----------------s

(159 (I53 J58

圖51

74443-980121.doc -50-



1313059

(5)

158136 J37 1)8 )53128 127 115(6) 127 115

152120 117 Ι2ί 120 117 121

面釋放型η型多晶性矽膜之

電場發射陰極

圖52

74443-980121.doc ・51・



1313059

C
K
S
Q
U
U
 

I

 

口

gh?
》  

込
一
噜¾

-52-

ΟΛ□□□□ □□□
□

■□

□
g

口

□fi g
w
-
L
J
J
.

纟

(O)

ΟE
…
寸 

m
2

□□
□

归
LrB>

f

g

 

y

 

” 

I
 I "
 ;
 

;■ 
I 
・ 
O
6
>

(

煲
他*
*
*Γ

*ί·υ3ΰ
 

(

烘
啊)

膜
柯#

w

<)

74443-980121.doc



1313059

(2)
Ρ++Θ2

Ι(Ζ 159117,121

152 ΙΗ

159
121

170 η型非晶質鑽石膜 η型多晶性鑽石膜

74443-980121.doc ・53 -



1313059

(5)

168 
(163

136

127 “u 130) 150( Vg)

15

面釋放型η型多晶性鑽石旗的 

電場發射險極

74443-980121.doc ・54・

圖55



1313059

圖56

74443-980121.doc ・55・



1313059

輔助加熱狀態

圖57

圖58

74443-980121.doc -56-



1313059

6S

74443-980121.doc

<
2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