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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含有式(1)、式(2A)或式(3)所表示的著色劑、樹脂、聚合
性化合物及聚合起始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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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1)中，R101 及 R102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R103~R1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
子、烷基、芳基或雜芳基，R107~R111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n1~n4 分別獨立
地表示 1~4 的整數，n5 表示 0~6 的整數，X 表示陰離子、或當 X 不存在時 R101~R111 的
至少 1 個含有陰離子；其中當 R101 及 R102 表示氫原子時，R103 表示至少於鄰位上具有
取代基的芳基；

式(2A)中，R201、R202、R212 及 R213 分別獨立地表示烷基，R203、R204、R209、
R214~R217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R210 及 R211 分別獨立地表示烷基、芳基或
雜芳基，n6A 及 n7A 分別獨立地表示 1~3 的整數，n8A~n10 分別獨立地表示 1~4 的整
數，X 表示陰離子、或當 X 不存在時 R201~R216 的至少 1 個含有陰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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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3)中，R301 及 R302 分別獨立地表示取代基，R303~R305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
基，R306 表示取代基，R307~R310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烷基或鹵素原子，n11~n13
分別獨立地表示 1~4 的整數，n14 表示 1~6 的整數，X 表示陰離子、或當 X 不存在時
R301~R310 的至少 1 個含有陰離子。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所表示的著色劑由式
(1A)表示；式(1A)

式(1A)中，R101、R102、R112 及 R113 分別獨立地表示取代基，R103~R106 分別獨立地表
示氫原子、烷基、芳基或雜芳基，R109~R111、R114 及 R115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
代基，n1A 及 n2A 分別獨立地表示 0~3 的整數，n3 及 n4 分別獨立地表示 0~4 整數，n5
表示 0~6 的整數，X 表示陰離子、或當 X 不存在時 R101~R115 的至少 1 個含有陰離子。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A)中，R101、R102、R112
及 R113 分別獨立地表示烷基。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或第 3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A)中，R105 及
R106 表示氫原子。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所表示的著色劑由式
(1C)表示；式(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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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1C)中，R401~R408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烷基，L11 表示碳數為 2~30 的二價的連
結基，P1 表示聚合性基，X 表示陰離子。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C)中，R401~R408 分別獨
立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L11 表示碳數為 2~30 的伸烷基、伸環烷基、伸苯基或包含
該些的組合的基，P1 表示丙烯醯基、甲基丙烯醯基或-CH2C6H4CH=CH2 基。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所表示的著色劑由式
(1B)表示；

式(1B)中，R401~R408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烷基，P1 表示聚合性基，X 表示陰離子。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B)中，R407 及 R408 表示
碳數為 1~6 的烷基。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或第 8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B)中，R401~R406
表示碳數為 1~3 的烷基。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或第 8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1B)中，X 表示
雙(三氟甲磺醯基)醯亞胺陰離子、三(三氟甲磺醯基)甲基化物陰離子或全氟甲磺酸根陰離
子。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3)所表示的著色劑由式(3A)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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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3A)中，R301 及 R302 分別獨立地表示取代基，R303~R305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
代基，R306 及 R311 分別獨立地表示取代基，R308~R310 及 R312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
子、烷基或鹵素原子，n11A 表示 1~3 的整數，n12 及 n13 分別獨立地表示 1~4 的整數，
n14 表示 1~6 的整數，X 表示陰離子、或當 X 不存在時 R301~R312 的至少 1 個含有陰離
子。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式(3A)中，R306 及 R311 分
別獨立地表示烷基。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或第 2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更含有二苯并
素及二吡咯亞甲基系金屬錯化合物的至少 1 種。

喃色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或第 2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更含有顏料。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或第 2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所述著色劑包含聚
合性基及多聚體結構的至少一者。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或第 2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其中所述著色硬化性樹
脂組成物含有肟系化合物作為所述聚合起始劑。
17. 一種著色硬化膜，其是使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16 項中任一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
脂組成物硬化而形成。
18. 一種彩色濾光片，其具有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7 項所述的著色硬化膜。
19. 一種彩色濾光片，其是使用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16 項中任一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
樹脂組成物而成。
20. 一種彩色濾光片的製造方法，其包括：將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16 項中任一項所述
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賦予至支撐體上來形成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層的步驟；將所
述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層曝光成圖案狀的步驟；以及將未曝光部顯影去除而形成著色
圖案的步驟。
21. 一種固體攝像元件，其具有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8 項或第 19 項所述的彩色濾光片。
22. 一種圖像顯示裝置，其具有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8 項或第 19 項所述的彩色濾光片。
23. 一種圖像顯示裝置，其具有紅色、綠色及藍色的至少 3 色的彩色濾光片，且藍色的彩色
濾光片使用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16 項中任一項所述的著色硬化性樹脂組成物。
24. 一種化合物，其是由式(11)表示的化合物或由式(13)表示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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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11)中，R101 及 R102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氰基、-SO2N(C2H4OCH3)2 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103~R1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碳數為 1~8 的烷基或芳基，R107~R111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氟原子、氯原子、氰基、硝基、-NHCOCH3、SO2NHC2H4OCH3、-NHSO2CH3 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n1~n4 分別獨立地表示 1~4 的整
數，n5 表示 0~6 的整數，X 表示陰離子、或當 X 不存在時 R101~R111 的至少 1 個含有陰
離子；其中當 R101 及 R102 表示氫原子時，R103 表示至少於鄰位上具有甲基或酯基作為
取代基的芳基；

式(13)中，R301 及 R302 分別獨立地表示甲基或乙基，R303~R305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
或甲基，R306 表示酯基，R307~R310 表示氫原子，n11~n13 分別獨立地表示 1~4 的整
數，n14 表示 1~6 的整數，X 表示陰離子、或當 X 不存在時 R301~R310 的至少 1 個含有
陰離子。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4 項所述的化合物，其由式(14)表示；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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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14)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
立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L11 表示碳數為 2~30 的伸烷基、伸環烷基、伸苯基或包含
該些的組合的基，P11 表示丙烯醯基、甲基丙烯醯基或-CH2C6H4CH=CH2 基；X 表示雙
(三氟甲磺醯基)醯亞胺陰離子、三(三氟甲磺醯基)甲基化物陰離子或全氟甲磺酸根陰離
子。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5 項所述的化合物，其中式(14)中，L11 表示碳數為 2~10 的伸烷基，
P11 表示丙烯醯基或甲基丙烯醯基。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4 項所述的化合物，其由式(15)表示；式(15)

式(15)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
立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P1 表示聚合性基，X 表示雙(三氟甲磺醯基)醯亞胺陰離
子、三(三氟甲磺醯基)甲基化物陰離子或全氟甲磺酸根陰離子。
2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4 項所述的化合物，其由式(1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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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式(16)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
立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L12 表示碳數為 2~12 的伸烷基、伸環烷基、伸苯基或包含
該些的組合的基，P12 表示丙烯醯基、甲基丙烯醯基；X 表示雙(三氟甲磺醯基)醯亞胺陰
離子、三(三氟甲磺醯基)甲基化物陰離子或全氟甲磺酸根陰離子。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4 項所述的化合物，其由式(17)表示；

式(17)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
立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X 表示雙(三氟甲磺醯基)醯亞胺陰離子、三(三氟甲磺醯
基)甲基化物陰離子或全氟甲磺酸根陰離子。
30. 一種陽離子，其由式(4)表示；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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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式(4)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立
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L11 表示碳數為 2~30 的伸烷基、伸環烷基、伸苯基或包含該
些的組合的基，P1 表示聚合性基。
3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0 項所述的陽離子，其中式(4)中，P1 表示丙烯醯基、甲基丙烯醯基
或-CH2C6H4CH=CH2 基。
3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0 項所述的陽離子，其由式(5)表示；式(5)

式(5)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立
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P1 表示聚合性基。
3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0 項所述的陽離子，其由式(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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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式(6)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立
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L12 表示碳數為 2~12 的伸烷基、伸環烷基、伸苯基或包含該
些的組合的基，P12 表示丙烯醯基、甲基丙烯醯基。
3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0 項所述的陽離子，其由式(7)表示；

式(7)中，R401~R406 分別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碳數為 1~3 的烷基，R407 及 R408 分別獨立
地表示碳數為 1~6 的烷基。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 是表示著色劑 TAM107 的吸收光譜的圖。
圖 2 是表示著色劑 TAM108 的吸收光譜的圖。
圖 3 是表示著色劑 TAM110 的吸收光譜的圖。
圖 4 是表示著色劑 TAM112 的吸收光譜的圖。
圖 5 是表示著色劑 TAM201 的吸收光譜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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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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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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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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