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們身處科技持續改變人類未來的世代，創新，是臺灣數十年來
能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關鍵，最近，我們看到了許多新興科技
的應用，讓我們雀躍與期盼未來的改變，但也看到了許多的挑戰與隱
憂；臺灣資源有限，唯有與世界接軌，才能發揮臺灣的優勢！在這個
關鍵時刻，科政中心希望扮演著科技政策智庫及催化劑的角色，整合
相關資源，支援政府科技政策規劃與評估工作，期盼能對臺灣在追求
創新價值、提升國際競爭力有所助益。
本期以「形塑智慧科研板塊，勾勒創新發展藍圖」為主軸，匯集
同仁長期觀測國內外發展趨勢的精華，承襲以往風格，從最新發行、
包羅萬象的議題中，遴選二十篇與前瞻研究、創新系統、政策評析、
科研投入、專利相關的文章，涵蓋人工智慧、創新生態系統、計畫評
估、離岸風電等議題，試圖從社會觀點、商業化的方法、他國的經驗
及政策執行成效等不同的角度，作為我國政策推動的參考。另外，
為讓讀者更全面瞭解臺灣科技政策發展趨勢，本期特別整理科技部陳
良基部長多次與大家互動分享的小國大戰略理念，從中可以清楚看
到部長對臺灣科技發展的期許，以及將如何透過科技真實力突破層層
阻礙，以科技翻轉未來。歡迎各位長官、先進及各界人士不吝賜教指
正，並共同為推動我國科技發展而努力。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主任

莊裕澤 謹上
中華民國1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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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導

深耕科技田，小國大戰略
Research Portal 編輯小組整理

面對不斷改變的新世代，堅持打造 MIT 的創新環境，
讓領航科技升空守衛臺灣，我們說到做到。
Walk your talk ﹗
──科技部部長 陳良基

AI人工智慧和年輕學者的職涯發展，是近來科技部政策的主軸，從AI戰略到
LEAP博士創新之星與LIFT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我們看到科技部做了很多努
力，希望以科技為出發點，提供臺灣年輕人更好的舞台。這些政策背後有一個靈
魂人物，那就是科技部陳良基部長。面對資源有限的困境，如何透過科技發展的
優勢找回臺灣的主動權?我國AI產業化的具體規劃又是什麼?為扣合本期刊物收錄
文章之主題，編輯小組特別整理部長歷次與我們分享的AI小國大戰略理念，提供
讀者對國內科技政策趨勢有更完整的了解。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56

科技政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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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就是改變世界版圖最大的
力量
近年來，臺灣面臨比之前更複雜百倍的經濟環

全、基因編修、區塊鏈等領域)的黃金比例，
勇敢針對主題投入資源。
跳躍性的科技創新思維

境，在國際上也面臨種種困難和挫折，但陳
部長仍然有一個夢想，希望臺灣是大家安居樂

而他也提到，在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驅

業，近親遠鄰都喜歡造訪的溫馨家園。

動下，世界正以每18個月為一個世代的速度飛
快前進，因此臺灣必須加速以跳躍式思考洞察

要如何實現這個夢呢？那就是藉助「科技」的

科技發展先機，以「務實去虛」的態度，用聰

力量。四十年前臺灣掌握了契機，創造出最具

明的方法，有效率地發掘與解決問題，才可能

群聚優勢的半導體產業，成就了數十年的經濟

在未來佔有一席之地。同時也要揉入「快思慢

榮景，到現在仍是全球首屈一指。如今，「科

想」的思維，任何規劃都要奠基在證據上，規

技」就是再度翻轉臺灣的新作物。打造創新創

劃過程也應經過充分溝通，並且一再地回到問

業的環境如同土地耕種，只要環境生態建立

題基本面，問自己為什麼而做，才會讓我們在

了，創新的成果自然結實纍纍、源源不絕。

過程中投入的每一分鐘，都是有意義的。

選擇聚焦並凝聚共識的「小國
大戰略」

善用科技改變社會，以人為本
去年AlphaGo擊敗圍棋高手的新聞，讓我們

小國與大國相比，可投入之研發資源、人力有

意識到科技改變社會正在快速進行中，機器人

限，沒有將資源灑在各領域的本錢。所以，小

世代的來臨不再是幻想，雖然外界對人工智慧

國除了想辦法創造更大的科技資源，更應將資

發展仍有些疑慮，例如機器取代人力造成失業

源花在刀口上。因此，部長堅信小國應有大戰

率、機器人失控等，但他認為更應該回歸到

略，才能取得雙贏。究竟這位有科技農夫美譽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的初衷。例如，人工

的部長，要如何利用有限的科技資源來配置臺

智慧在臺灣實際的應用機會在智慧環境，像智

灣這塊田地？讓科技為臺灣帶來哪些新價值？

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醫療，都是和民生密
切相關的產業。掌握方向，回到人本的意義，

以小搏大，進行「有策略的翻轉創新」

才能直接與快速地和社會同步與產生共鳴。

”Select and Focus”是臺灣能在世界地圖上

鼓勵年輕人勇於嘗試，擁抱失敗

被看見的必要戰略思維，這就是「小國大戰

2

略」的出發點！部長認為資源應集中在臺灣的

臺灣多年來的低薪化，讓年輕人對未來有沉重

優勢，發揮「以小搏大」的槓桿效應，除了想

的不確定與失望感。部長說，必須要透過政府

辦法創造更大的科技資源，更要妥善利用資

的力量為年輕世代建構一個「有努力、就有機

源，並思考投入在探索未知的基礎研究、既有

會」的環境。在學校時，他常以矽谷的創業典

優勢(如：半導體、資通訊領域)，以及在未來

範勉勵學生，創新就是不斷的發現問題、反

趨勢(如: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資訊安

饋、微調、再發現問題。他說要讓年輕人血液

深耕科技田，小國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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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著創新基因，永遠願意嘗試新事物，科技
部就必須突破舊有文化，容許年輕人有失敗的
經驗，讓他們勇於為解決社會需求而創立事
業，因為唯有不斷湧現的科技新創事業，才足
以把當前產業環境變成一池活水。
創新從科技部做起
每當提到科技部應該扮演的責任時，部長便顯
得嚴肅了一點，他說道：「就因為世界充滿

圖為部長主持「科技部啟動AI創新研究中心-引
領新世代風潮」記者會。

「未知的未知」，政府必須用更多探索、創新
和企業方法來面對，他希望能帶領科技部建立

想要做AI時，就會比較簡單。他認為科技部應

「前瞻」、「創新」與「容錯」的嶄新組織文

扮演「先鋒角色」，作為「時代的先驅」，在

化」。尤其在公職服務的這段期間，他觀察到

各項人工智慧環環相扣、相輔相成下，達到

創新在政府部門是有極大風險的！長時間下

「臺灣AI元年，從此刻開始」的目標。

來，便形成了不敢跳出框架、凡事遵循前例、
被動防禦的官場氛圍。他期許科技部能更好地

也因此，科技部選定AI做為下世代的發展主

把握變化的趨勢，及時調整方向，把創新内化

軸，積極推動各項計畫，如：建構國家級人

到日常的政策執行工作中。同時，將失敗當作

工智慧研發基礎設施，厚實AI技術發展之基

實驗來管理，才能夠在創新上更銳意進取，不

礎環境、設立「AI創新研究中心」、打造「智

會因為懼怕責難而止步不前，唯有不放過任何

慧機器人創新基地」、開發智慧終端半導體

對臺灣科技發展的希望和機會，才能為臺灣帶

核心技術（射月計畫）、科技大擂台（Grand

來競爭力！

Challenge）競賽等活動。

種下一顆好的 AI 種子
部長曾經提到，在今年初一趟訪美行程中，深
切認知到人工智慧的發展速度超乎預期，未來
10到20年，AI是各國投入的重點科技，臺灣
若要和世界科技發展的脈動同步，勢必要及早
推動人工智慧。正因如此，科技部著手規劃AI
相關之計畫，希望以新興科研能量來驅動臺灣
創新成長之新動能。部長屢屢強調，科技產業
就如同稻田一樣，AI基礎設施就是水力灌溉系

圖為部長於「科技大擂台與AI對話」熱身賽頒獎
典禮與Zenbo互動。

統，孵育人才的種子伸出幼芽。所以，必須要

目前可以跟大家分享的AI推動成果，包括

由政府負責打造環境，鬆綁法令和建置環境，

將與人工智慧大廠輝達公司(NVIDIA)合作

只要有夠強的主機，那各行各業、各領域的人

打造AI超級電腦，一同引進新創啟動計畫

科技政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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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社會創造價值(Commercialization)，之
後讓價值再次回饋學術界，形成生生不息的創
新循環。
部長曾語重心長說道，其實臺灣在科技研發方
面的實力相當堅強，只是需要政府提供良善的
程序和環境。回顧過往的成長歷程，他認為自
己那一代已經享受過戰後數十年來經濟發展所
圖為部長出席「LEAP躍升培訓營」為學員加油
打氣。

帶來的飛揚人生，因此格外有責任要在退休
前，留給下一代年輕人一個依然滿懷希望的
舞台。重要的是，在這個全速前進的科技時

(Inception Program)及深度學習培育學程

代中，需要大家凝聚心中的理想，匯集所有

(Deep Learning Institute)，提供進駐科技部

的力量，朝向共同的願景邁進，而這也是他

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基地的優秀AI團隊參與，目

提出3C精神──「以跳躍式思考發展新興科技

前已有1000多人參與投入；輝達公司也針對

（People Change）」、「在產業新局中兼顧

科技部「博士創新之星計畫」，提供3個名額

社會責任（People Care）」、「多元培育創

前往美國，進行1年的商業及技術研習。

業家精神（People Can）」──背後最重要的
原因。

而為了提升半導體關鍵技術，加速開發智慧終
端技術，科技部轄下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面對科技的瞬息萬變，創新才是科技發展的關

院與EDA供應商新思科技(Synopsys)簽署AI策

鍵，人才更是科技發展的基石，唯有在快速

略聯盟合作意向書。這就是部長在小國大戰略

的科技變化中提前準備、在人本思維中營造契

下提到的—「找夥伴」的重要性。

機、持續培養未來所需之科研人才，才能以新
興科研能量驅動臺灣創新成長的新動能，並且

夥伴群策群力，打造豐收好年冬

達到以創新科技守護臺灣的願望，在與部長接
觸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堅信「沒有奇蹟，

記得部長與我們分享過自上任以來最深刻的

只有累積」，他相信憑著大家的努力和志氣，

體認是，創新本身雖然重要，然而建構一個

必定能夠勁由心生，由決心中滋生出無窮的拚

完整而健全的創新生態圈，才是更為重要的

勁，讓臺灣再登科技的巔峰。

核心價值。由部長領軍的科技部，未來將以
3D1C(Discovery-Development-DeliveryCommercialization)的科研創新循環流程，持
續鼓勵臺灣各界勇敢探索未知(Discovery)，
協助各種具多元性及獨創性的研究開發
(Development)，輔導研究團隊驗證創新概念
的可行性(Delivery)，最後更重要的是，運用
良好策略，促進創新的果實成功地商業化，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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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評析

翻轉技術貿易的關鍵 ─ 從認識到
改善
蘇奕璿

助理研究員、 莊裕澤 主任

摘要 Abstract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E7wKMj，Created by geralt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完整的技術貿易活動包含技術輸出與技術輸入，而兩者的餘額以及比值，亦即技術貿易
收支餘額 ( 技術輸出減去技術輸入 ) 以及技術貿易收支比 ( 技術輸出除以技術輸入 )，常
被認為是衡量一國技術進步程度的其中兩項指標，尤其是其中的技術輸出部分，更有技
術自主能力的象徵意涵，因此長期以來都頗受政府重視。早在民國 86 年的「中華民國科
技白皮書」、以及民國 87 年 4 月為了落實科技白皮書而完成的「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
皆已期許技術輸出與技術輸入可以漸趨平衡。然而，欲檢討技術貿易的收支狀況、進而
提升技術輸出，有必要針對指標的內涵、資料的趨勢、以及我國產業的現況與特性，進
行深入的了解與探討。本文將從介紹技術貿易相關指標及定義開始，然後透過實際資料，
觀察技術貿易收支現況並透析趨勢，並且在正確解讀技術貿易的基礎下，整理出我國技
術輸出偏低乃至於技術貿易呈現逆差的主要原因，進而嘗試從中找出翻轉的關鍵。
中文關鍵字：技術貿易餘額 / 智慧財產權 / 科技政策
英文關鍵字：Technology Balance of Payment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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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貿易相關指標及其定義

營運調查」雖以全查方式進行，但調查對象
以工廠為主，因此調查結果並未呈現我國技
術交易的完整全貌；「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透過技術交易或智慧財產權交易的各項資料，

雖以普查方式進行，但每五年才舉辦一次，

可以瞭解我國技術貿易的情形，而我國與此類

資料間隔偏長，因此不利即時觀察細部的趨

資料有關的調查統計共計有三：

勢變化；「國際收支細表」登載廠商智財權
相關費用匯出及匯入的情形，資料相對詳實
完整，但當國際會計原則有所更動時，費用

(一) 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入帳方式及科目亦會隨之改變，因此在進行
調查欄目包括技術購買及技術銷售，其定義為

資料蒐集及觀察時同樣需要多加留意。更重

權利金、授權金及技術支援、顧問等費用。

要的是，不論是哪一個資料來源，技術貿
易相關的資料都只呈現總和的統計數據，並
沒有針對各個細部類別或品項進行調查及揭

(二) 行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露，因此當技術貿易收支出現特殊狀況，無
調查欄目包括專業技術銷售和專業技術購入，
其定義係指商標、經銷權、專利權之採購(銷
售)及授權，以及透過合約簽訂方式進行之專

法深入探究係源自哪一個項目或原因。

二、我國技術貿易現況及趨勢

門技術合作及移轉，但不包括金融性、商業
性、管理性、法律性技術協助，著作權範圍內

觀察我國技術貿易收支比例，2015年之最新

之影音產品(含資料)授權使用，以及設計與軟

數據已成長至0.23，雖然目前仍遜於亞洲幾

體之交易。

個主要國家(2014年南韓約為0.63，日本約為
7.13)，然而觀察近四年(2012-2015年)技術輸

(三) 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細表」

出的金額，其實呈現出穩定成長的趨勢。表1
的數據顯示，自2012年起，技術輸出以平均

調查欄目主要與智慧財產權之交易有關，可分

每年約11%的成長率，從267.67億元左右逐

為「智財權使用」及「智財權買賣」兩項。

步上升至2015年約361.75億元的規模。
反觀技術輸入的部分，自2012年的1,504.12

1. 與智財權使用有關
包括專利權、版權、工業製程與設計、商
標及經銷權等的授權使用報酬或費用。

已大為趨緩，平均每年成長率僅約為2%，甚
至在2015年，技術輸入的部分更出現負成長
的情況。

2. 與智財權買賣有關
(1)		研 發服務：與研發有關的專利權、版

因此從技術輸出的穩定成長以及技術輸入的增

權、工業製程與設計之取得或處分。

長減緩這兩種現象來看(如圖1)，可知我國技
術貿易收支逆差的情形，有顯現出逐年改善並

(2)		商標、經銷權、網域名稱的買賣。
三項調查的統計數據由於資料蒐集方式的不
同而各有其特性及限制，其中「工廠校正及
6

億元至2015年的1,601.27億元，增長的幅度

提升的趨勢，而這樣的趨勢能否確立並持續，
值得未來幾年繼續加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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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技術貿易餘額相關資料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近三年平均值

技術貿易收支比
( 技術輸出 / 技術輸入 )

0.18

0.20

0.21

0.23

0.21

技術輸出 ( 億元 )

267.67

301.79

338.33

361.75

333.96

技術輸出成長率

─

13%

12%

7%

11%

技術輸入 ( 億元 )

1,504.12

1,513.02

1,631.94

1,601.27

1,582.08

技術輸入成長率

─

1%

8%

-2%

2%

資料來源：科技部科學技術統計要覽；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本研究整理。
(2011 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因逢工商普查年而停辦)

我國技術輸入及技術輸出趨勢圖
1,700
1,600
1,500

400
300
200
100
0

圖1 我國技術輸入及技術輸出趨勢圖
資料來源：科技部科學技術統計要覽；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本研究整理。
(2011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因逢工商普查年而停辦)

當我們將技術輸出的金額按照不同的輸出國作

徵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技術輸出方面仍大有可

進一步區分時，表2及圖2的結果顯示，我國

為，未來配合政府南向政策、產業創新計畫及

技術輸出到東南亞地區包括新加坡、越南、泰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相信將有助於大幅提升技

國等國家的金額，呈現出相當明顯的成長趨

術輸出至東南亞地區。

勢，尤其以新加坡的成長幅度最為突出，這象

科技政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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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國技術輸出額及輸出國

(單位：億元)
年分

總計

美國

2008

197.59

22.81

中國大陸
( 含港澳 )
111.16

2009

249.50

23.54

2010

260.12

2012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其他地區

─

0.37

4.64

58.62

132.04

─

0.62

4.96

88.35

20.89

151.23

─

0.76

5.55

81.69

267.67

18.07

106.92

─

0.66

5.11

136.91

2013

301.79

16.15

155.99

─

0.86

4.59

124.19

2014

338.33

12.26

159.61

59.20

─

7.75

99.50

2015

361.75

12.55

127.01

91.59

─

10.71

119.88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本研究整理。
(2011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因逢工商普查年而停辦)

我國技術輸出額及輸出國
我國技術輸出額及輸出國

技術輸出(億元)
160.00

155.99

151.23

159.61

140.00
132.04

127.01

120.00
111.16

106.92

100.00

中國(含港澳)
91.59

80.00

新加坡
美國
越南

60.00

59.20

泰國

40.00
22.81

23.54

20.00
4.64
0.00

0.37
2008年

4.96
0.62
2009年

20.89
5.55
0.76
2010年

18.07

16.15

5.11

4.59

0.66
2012年

0.86
2013年

12.26
7.75
2014年

12.55
10.71

年份

2015年

圖2 我國技術輸出額及輸出國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本研究整理。
(2011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因逢工商普查年而停辦)

此外，當我們利用另一項與技術交易有關的數

來，可看到我國目前的技術貿易收支比明顯高

據，亦即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細表中的「智慧財

出許多，且變化的趨勢自2010年的0.09大幅

產權使用費-收入」與「智慧財產權使用費-支

攀升至2016年的0.36，有很長足且顯著的成

出」進行觀察時，發現象徵技術輸出的智財權

長幅度，因此中央銀行的智財權使用費資料同

收入逐年增加，且象徵技術輸入的智財權支出

樣顯示了我國的技術貿易逆差正在逐步地改善

逐年減少的趨勢更為明顯，而利用(智財權收

中。(詳細資料及圖形請見表3與圖3)

入/智財權支出)此式所計算出來的比率數據，
與另一種計算方式(技術輸出/技術輸入)比較起

8

值得注意的是，從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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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細表的資料來看，不同

原則及特性，這意味著不論是哪一個資料庫，

資料來源所呈現的統計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

可能都無法完整且正確地呈現我國技術貿易的

異，而由於不同的資料來源各有其蒐集登載的

真實樣貌以及重要細節。

表3
智財權收入
( 百萬美元 )
收入成長率
智財權支出
( 百萬美元 )
支出成長率
收入 / 支出

我國智財權國際收支情形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近六年平均值

460

838

932

1,017

866

1,190

1,235

1,013

─

82%

11%

9%

-15%

37%

4%

21%

4,943

5,788

4,513

3,795

3,746

3,474

3,401

4,119.5

─

17%

-22%

-16%

-1%

-7%

-2%

-5%

0.09

0.14

0.21

0.27

0.23

0.34

0.36

0.26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 國際收支 )，本研究整理。
（單位：百萬美元）

我國智財權國際收支情形

6,000
0.34

5,788
5,000

0.40

0.36

0.35

4,943
4,513

4,000

0.21

0.30

0.27
3,795

0.23
3,746

3,000

0.25
3,474

3,401

0.14
2,000
1,000
0

2010 年

支出
收入
智財權收支比

0.15

0.09

460

0.20

838

932

2011 年

2012 年

1,017

2013 年

866

2014 年

1,190

1,235

0.10
0.05

2015 年

0.00

2016 年

圖3 我國智財權國際收支情形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國際收支)，本研究整理。

三、正確解讀技術貿易

testing approach of co-integration)，檢視
技術輸入對技術貿易餘額的影響，研究結果顯

想要找到調整技術貿易收支情況的理想方法，

示，技術輸入對於技術貿易餘額的影響效果會

有必要對技術貿易作正確的解讀。技術輸出固

隨著時間的長短而有所不同。短期來說，技

然可以象徵技術自主能力並帶來實質收益，但

術輸入無可避免地會對技術貿易餘額帶來極

是，在我們積極追求技術輸出以改善技術貿易

為直接的負面影響，但透過技術的擴散與學

逆差的同時，不應忽視技術輸入同樣存在正面

習效果，使得技術輸入將進一步強化一國的

意涵。諸多學術研究結果顯示，一國在進行技

技術競爭力，因此長期之下，技術輸入反而

術輸入之後，對國內產業技術及生產力都能帶

會對技術貿易餘額帶來正面的效果。另外，

來正向的外溢效果。例如，Pak & Ku(2016)

Hasan(2002)則以印度製造業為對象進行實證

曾蒐集韓國1981至2013年的時間序列資料，

研究，結果發現無形技術的進口對於製造業的

利用自我迴歸分布落後模型的共整合區間測試

生產力，會帶來正向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

法(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bounds

技術輸入以及技術貿易逆差的狀況，並不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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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負面效益，而圖4透過高科技產業貿易

進產業的投資、生產以及就業。在這方面，亦

餘額以及技術貿易餘額的資料整理與對照，更

有其他研究機構抱持類似見解，例如台灣經濟

可明顯看出，技術輸入可被視為企業在研發及

研究院便曾指出，技術輸入可視為我國產業購

生產過程中，一項不可或缺的中間投入，其效

買技術後，將之運用、轉化，進而形成出口競

益不僅體現在圖中所示的產品外銷上，更可促

爭力的必要投資。

我國技術貿易逆差vs.高科技產業貿易順差
我國技術貿易逆差vs.高科技產業貿易順差

(單位：億美元)

655

高科技產業貿易餘額

技術貿易餘額

555

455

355

651.44

631.48

656.02

691.24
635.02

572.20
255

428.42

448.68

475.16
393.36

155

55

142.91 138.22 145.94

2000
-45

-11.78

2001

2002

-9.83

183.16

2003

227.13

2004

248.7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4.73 -17.74 -23.17 -36.58

-12.50 -12.93 -13.64

2011

2012

2013

-41.75 -40.69

2014

2015

-42.60 -38.86

圖4 我國技術貿易與高科技產業貿易順差情形
資料來源：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台經院、本研究整理。
(註：2006與2011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因實施工商普查而停辦，故無技術貿易餘額資料)

除此之外，有關技術貿易收支情形的解讀，

於這樣的論述，我們嘗試蒐集全球37個國家的

OECD在2009年所發布的《OECD Science,

技術貿易收支比資料 1，並選取與國家整體發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研

展有關的幾個指標，包括世界經濟論壇(World

究報告中即曾特別強調，一個技術貿易餘額出

Economic Forum, WEF)所發布的各國全球

現赤字的國家，並不代表該國缺乏競爭力。關

競爭力指標(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1 Australia, Austria, Belgium, Canada,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stonia, Finland, Germany, Greece,
Hungary, Iceland, Ireland, Israel,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Latvia, Luxembourg, Mexi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orway, Poland, Portugal, Romania, Russia, Singapore, Slovak Republic, Slovenia, South Africa,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aiwan,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有關技術貿易收支比，Singapore、
South Africa 為 2009 年資料，Slovak Republic、Slovenia 為 2012 年，Canada、Mexico、New Zealand、
Norwa、Norwa 為 2013 年，Japan、South Korea 為 2014 年，其餘為 2015 年。.

10 翻轉技術貿易的關鍵 ─ 從認識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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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貿易收支比vs.國家競爭力

全球競爭力指標

相關係數 = 0.20

Taiwan

技術貿易
收支比

圖5 主要國家技術貿易收支比與國家競爭力
資料來源： 1.全球競爭力指標：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2017。
2.各國技術貿易收支比：OECD; 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3.本研究整理。
2015年每人GDP
（國際元）
Luxembourg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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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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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5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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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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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land
Switzerland
USA
Netherlands
Taiwan
Sweden
Australia
Belgium
New Zealand UK
Korea Italy Spain
Russia
Mexico
South Africa

Japan
Israel

Poland
Latvia
Romania

相關係數 = -0.06

技術貿易收支比 vs.每人GDP(PPP調整值)

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技術貿易
7.00 收支比

圖6 主要國家技術貿易收支比與每人GDP(PPP調整值)
資料來源： 1.每人GDP：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 DataBank; 行政院主計總處。
2.PPP調整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
3.各國技術貿易收支比：OECD; 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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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每人GDP
(當期美元)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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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貿易收支比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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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 = 0.04

vs.每人GDP(名目值)

4.00

5.00

6.00

技術貿易
7.00 收支比

圖7 主要國家技術貿易收支比與每人GDP(名目值)
資料來源： 1.每人GDP：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 DataBank; 行政院主計總處。
2.各國技術貿易收支比：OECD; 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3.本研究整理。

技術貿易收支比 vs.貿易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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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主要國家技術貿易收支比與貿易餘額
資料來源： 1.每人GDP：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 DataBank; 行政院主計總處。
2.各國技術貿易收支比：OECD; 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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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I) 2、每人GDP、以及貿易餘額，進而觀察
它們與技術貿易收支比之間的關係時，結果發

四、我國技術貿易收支比偏低
的主因

現技術貿易收支比與國家整體表現並未存在明
顯的正向關係3(如圖5至圖8)，這樣的結果某種

對於技術貿易收支比，上述的觀察與探究，其

程度印證了OECD的報告內容，說明了技術貿

目的並不在說明該指標不具重要性，而在凸顯

易收支比偏低，並不必然對國家競爭力及經濟

出不同的指標事實上各自表徵不同的面向，因

表現等整體發展產生負面效果，資料中亦有許

此競逐各個指標的表現應非真正重要的目標，

多例子顯示，即使是技術貿易收支比未超過1

我們所該注意的，是造成這些指標表現欠佳的

的國家，其國家競爭力或是經濟成果仍可有出

背後，有哪些因素與我們長期以來所關切的核

色表現，例如瑞士、新加坡等國家。

心價值密切相關，進而從中思考改進，才有機
會開啟翻轉的關鍵。

(單位：億元)

2015年國內各產業營業收入及佔全國營收比例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食品製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電力設備製造業
紡織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化學製品製造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其他製造業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家具製造業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木竹製品製造業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非製造業

17,663.02 (10.08%)
12,888.05 (7.88%)
11,634.23(7.11%)
10,442.99 (6.38%)
9,674.94 (5.91%)
9,572.09 (5.85%)
7,103.59 (4.34%)
6,051.25 (3.7%)
5,229.71 (3.2%)
5,228.41 (3.2%)
4,173.15 (2.55%)
4,154.16 (2.54%)
3,825.87 (2.34%)
3,744.87 (2.29%)
2,805.23 (1.71%)
1,969.67 (1.2%)
1,499.60 (0.92%)
1,272.88 (0.78%)
937.11 (0.57%)
761.98 (0.47%)
719.32 (0.44%)
689.62 (0.42%)
617.17 (0.38%)
430.14 (0.26%)
344.60 (0.21%)
6.32 (0.004%)

0.00

40,165.72
(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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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2015年國內各產業之營業收入狀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本研究整理。

2 全球競爭力指數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I) 為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於每
年 9 月份於全球競爭力報告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中發布，將競爭力定義為體制、政策
和其他決定經濟體生產力水準之因素的總和，藉以表徵一國之整體競爭力。
3 本 報 告 除 了 利 用 兩 變 數 之 XY 散 佈 圖 觀 察 其 相 關 趨 勢 之 外， 亦 同 時 計 算 兩 組 變 數 之 相 關 係 數
(correlation coefﬁcient)。相關係數其值介於 -1( 完全負相關 ) 與 1( 完全正相關 ) 之間，越接近 1 代表
兩組數據存在越高之正相關性，越接近 -1 則存在越高之負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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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國內各產業技術貿易餘額

(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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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2015年國內各產業之技術貿易餘額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本研究整理。

造成我國技術輸出偏低致使技術貿易收支比亦

非只存在負面經濟效益及意涵，事實上當技術

偏低的主要因素，與我國的產業結構與特性有

貿易餘額產生逆差，代表我國代工業務及其相

很大的關係。觀察我國各產業2015年的營收

關營收具有良好表現，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來

狀況(如圖9)，可看出排名前四高之「電子零

看，這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的產業專長以及在承

組件」、「化學材料」、「金屬製品」、以及

接代工業務方面具有相對的競爭優勢。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等四項製造
業，其營收佔全國產業總營收已達50%，而進

此外，我國多以中小企業為主，雖然企業的營

一步觀察2015年各產業之技術貿易收支餘額

運具有靈活的彈性，但是受限於企業規模與資

(如圖10)，可看出技術貿易收支逆差主要集中

源，本身具備的研發能量有限，因此每年有大

於「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以及「電腦、電子產

量專利申請及創新技術形成的企業家數並不如

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兩大高科技產業，由於

日本或韓國，且正如本文先前所提，技術輸入

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經營模式，多以承接國際大

算是生產過程中的中間投入，在現今全球化趨

廠之授權代工業務為主，企業產出之專利多集

勢明顯、專業分工更為清楚的時代下，很少有

中在製程改善方面，而其他關鍵技術則多需仰

廠商能夠生產自身所需的所有中間投入，對於

賴進口，致使我國技術輸入金額遠大於技術輸

研發能量有限的中小企業來說，生產過程需要

出金額。由此可知，我國技術貿易收支餘額長

用到但存在一定開發門檻的專利及技術，便更

期以來存在逆差現象，與國內產業結構有一定

容易在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考量下，採取直接購

程度的關係。然而，如前文所提，此等現象並

買的方式，這一方面不僅直接造成技術輸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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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上升，另一方面，企業未在技術研發上有

政府目前已擬定的相關措施至少已包括：

所投入及積累的另一個後續結果，自然是偏低
的技術輸出。

(一) 完善創新生態體系

最後，台灣地區第三次產業創新動態調查

從法規、人才、資源等面向推動多項措施，鼓

(Taiwan Innovation Survey, TIS)(2010至

勵企業創新技術、開發創新應用，或與新創事

2013年)的結果顯示，國內製造業者申請專利

業合作，促成跨領域創新。例如法規部分提出

的目的，多集中在排除他人模仿、阻礙對手發

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適度鬆綁研發成果

展、避免遭控侵權、爭取顧客訂單為主，亦即

收入處分、放寬研究人員兼職等，以鼓勵研究

主要屬於「防禦」性質，而非著重於透過專利

人員將學術研發能量挹注國內產業，提升台灣

及技術的交易來獲取利益。因此，由以上種種

產業研發新技術及新產品之能力。人才方面已

情況可知，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及

積極推動「LEAP博士創新之星計畫」，選派

其經營特色，實為我國技術輸出金額以及技術

具創新創業企圖心之博士級人才赴國際知名學

貿易收支比例偏低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研機構研習，開拓高階人才能力與創新思維，
並建立我國與國際創新資源之連結，引領台灣

五、未來重要措施

產業邁向創新科技。資源方面，健全研究基礎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技術輸出以及技術
貿易收支比例偏低的背後，真正攸關我國長
期科技發展水準、值得我們戮力關切的核心關
鍵，應該在於先進製程與關鍵技術的自主開發
能力，以及積極主動的專利佈局策略。在這方
面，我們認為改善技術貿易逆差情形的翻轉關
鍵，應該掌握兩項重要的原則，分別是「向下
扎根」與「由小做大」，亦即從基礎著手，徹
底強化產業研發創新能力，並逐步壯大企業的
創新規模與技術自主能力。細部措施部分，自
第十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重點產業創新計
畫、新南向政策、以及最近的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政府各部會，早已採取「由上而下」與
「由下而上」的並行模式，積極制定各項措
施，特別是科技部，已做好多項規畫，期能提
升國家科技水準及科研實力，促使產業掌握核
心技術開發能力，達成「創新驅動」經濟發展
模式的目標。在掌握關鍵技術並提高技術自主
能力的過程中，未來將可望連帶提高技術輸出

設施與資源共享，以激發具原創性之科技研
發，並連結國際市場資源，整合創新聚落，以
健全區域創新系統，活絡區域之創新發展。
(二) 導引學研能量進入產業界
為了活絡科研成果價值創造途徑，加強產學研
合作鏈結，並強化學校與法人的合作機制，同
時推動需求導向的產學研合作模式，促使研究
成果之價值得以充分發揮。此外，為縮短研究
產出和經濟產值之落差，改善技術貿易逆差，
科技部推動應用類型之產學合作計畫，如產學
大聯盟、產學小聯盟等，引導學術能量落實於
產業，加速產業技術創新及縮小產學落差，並
輔導廠商投入產學合作，研發關鍵技術，提升
產業技術競爭力。最後，推動法人鏈結計畫，
盤點、加值學研機構現有的研發成果，協助產
學篩選前瞻研發項目，強化產學鏈結與原創型
專利佈局。

的規模，進而減少技術貿易收支的逆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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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創新計畫

(六) 新南向國家

為求能以破壞性創新方式，創造下一代新興綠

透過新南向方案，除採取赴東南亞國家設廠投

能產業技術，科技部已成立「沙崙綠能科學城

資合作的方式外，亦可針對新南向國家社會發

籌備辦公室」，並推動建置「綠能科技聯合研

展需求，輸出我國已有技術，例如：輸出颱風

究中心」與科學城低碳智慧環境基礎，導入綠

洪水系統性量化評估技術、橋樑防災減災技術

能相關基盤系統，以期完成相關產業創新及綠

等。

能建設任務，並將沙崙綠能科學城打造成為我
國綠能產業科技對外之展示場域。此外，科技

六、結語

部亦配合推動其他產業創新計畫，如整合矽谷
創業資源，引進國際創新技術或團隊來臺發

在提升國家整體科技發展水準的過程中，對核

展，並建構創意實現平台，提供所需商業化輔

心價值的掌握與維護，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

導服務與橋接國內廠商製造能量，希望完整結

根本之道，一旦核心價值確立，只要能確切落

合中央、地方、國營事業、法人、大學以及國

實相關策略措施，各項指標的改善必定指日可

際資源，以徹底發揮綜效。

待。我國在策略措施方面，目前各個層面皆已
堪稱完備，因此接下來更迫切需要的，可能是

(四)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其他偏向執行面與技術面的關鍵因素，包括政
府治理能力、政策執行力、以及產業創新力，

數位建設部分，科技部推動建置雲端服務大數據

相信從基礎環境、產業應用、政府治理三方

運算平台、支援產業創新關鍵儀器設備與服務平

面，多管齊下深植我國技術開發能力，必定可

台、以及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期能建

以有效提升產業技術層次，強化我國產業於全

置完善的國家產業創新雲端基礎環境，建立關鍵

球產業鏈之競爭優勢，進而連帶提升技術輸出

儀器自研自製技術能量與經濟規模，並且打造國

規模與相關收益。

際旗艦型以人為本的智慧服務型機器人自造者基
地，以提升我國優勢產業之競爭力。

未來，我們將嘗試以企業個別參訪或專家學者訪
談討論的方式，了解產業實務面的狀況與需求，

(五) 爭取參與標準制定組織

以及政府政策與企業作法之間的關聯，此外，亦
會在後續相關研究中，努力將研究視角擴展至高

加入各種產品之標準制定組織，一則可採相對

科技產業以外的領域，嘗試從更為全面的產業範

較有利之方式（有償或無償）取得標準必要專

圍，深入檢視我國技術貿易失衡的情形與成因，

利的相互授權，消除專利屏障，降低技術輸入

詳加觀察各產業的重點技術布局狀況，並且思考

支出；二可進而爭取對己身有利的規格標準，

台灣高價值與高品質專利的定義以及布局，期能

以增加我國持有之專利項目成為標準必要專

以根本之道提升我國技術輸出之機會，進而改善

利，增加技術輸出收入並擴大我國相關專利的

我國技術貿易收支及其比率。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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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評析

美國「公平勞動基準法」修法與博士
後研究工作者的薪酬
王怡惠

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eX4uPG，Created by Rilsonav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為落實勞工超時工作加班費的勞動權益，並促進勞雇雙方主張責任制適用之明確性，美
國勞動部去年修訂勞動法令，修正重點在提高適用責任制勞動者的薪資門檻，規定雇主
須付「豁免員工」較高的薪酬，避免雇主假借職稱規避加班費，濫用責任制。如同我國「一
例一休」勞動新制修法期間與施行後的各界爭議，在美國，新修正案在「保障勞工權益」
與「保留產業競爭彈性」間也各有主張。

中文關鍵字：公平勞動基準法 / 博士後研究員薪酬 / 工作時間除外規定 / 豁免員工
英文關鍵字：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 Postdoctoral Stipend / Exceptions Related to Working
Hours / Exempt Employee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26

18 美國「公平勞動基準法」修法與博士後研究工作者的薪酬

回目錄

(DOL, 2017a)。依該法第207條規定，員工

一、前言

一週標準工時為40小時，若超時，雇主應按
「正常工資率(regular rate)」的1.5倍給付加

為使部分工作性質特殊者與雇主間有合理協商工

班費(29 U.S.C. §207)。從法條文字來看，美

作時間之彈性，我國「勞動基準法」設有第84

國「公平勞動基準法」僅規定勞工在一個工作

條之1規定，經勞動部核定公告適用之工作者，

週內連續工作超過40小時，雇主應給1.5倍的

如「生物技術服務業之事業單位所屬實驗室及

加班費，但並未規定16歲以上勞工每日或每

研究室之研發人員」等勞動部核定適用責任制之

週工時上限，亦未限制勞工在週六、週日工

專業人員，在符合法定程序下，勞雇雙方得以書

作，惟勞資雙方可透過(工會)協商，另行議定

面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休假，排除同法第30

週末或夜間工作的額外薪資(DOL, 2017b)。

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等工時
規定；第84條之1即俗稱責任制的規定。

然而，「公平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和標準
工時保護規定雖適用於公私部門之所有受雇

而觀察美國勞動部去(2016)年修法，修正重點就

者，但該法第213條亦明定特定類型之受雇

在提高排除法定加班費適用勞工的薪資門檻，調

者排除適用第207條規定。其中，依第213(a)

整幅度之大，也衝擊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尤其影

(1))條，凡擔任管理、行政、專業職務者及

響各大學所聘用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各大學因應

外 勤 業務 人 員 和 電腦 從 業 人員 (e xe cu ti ve,

勞動部新規範，也緊急對校內研究人力、工時狀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 outside sales,

況進行盤點，研議法規遵循對策，以維持學校研

and computer employees)，為排除第207條

究能量與經費預算間之平衡。

適用的「豁免員工(exempt employees)」，
又有稱為「白領受雇人(white-collar

新規定原擬於2016年12月1日生效適用，但

employees)」(29 U.S.C. §213(a)(1))。惟，何

現因訴訟案進行中，致施行日期懸而未決，也

謂「管理、行政、專業(EAP)」職務，該法未

影響各大學現階段對校內博士後研究人力的規

予以定義，國會係授權勞動部(United States

劃。本文擬就美國勞動部修正規範重點與對博

Department of Labor, DOL)依據「公平勞動

後研究人力之影響進行說明。

基準法」進一步於「聯邦行政規則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明訂「管理、

二、美國「公平勞動基準法」
概述

行政和專業職」之豁免條件。
綜上所述，美國「公平勞動基準法」規定一

美 國 1 9 3 8 年 通 過 「 公 平 勞 動 基 準 法 （ Fa i r

週標準工時為40小時，超過40小時為超時工

Labor Standards Act, FLSA）1」，適用客體

作，雇主應給付1.5倍的加班費。另，法未規

涵蓋受僱於「私部門事業單位」及「公部門

定勞工一週工時上限，此時通常係透過各行業

(聯邦、地方政府)」的全職或兼職從業人員

別之工會與雇主進行協商。此外，部分受雇者

1 查美國勞動部官網說明檔中文版 (https://www.dol.gov/whd/regs/compliance/whdfsChinese.pdf)，將“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中譯為「公平勞動標準法」，惟易於與我國「勞動基準法」對照，本文翻譯為「公
平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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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性質特性，無法以固定的工作時間界定

(二)「薪資標準檢驗」(salary threshold test)

標準工時，故該法也明定排除適用「超時工作
加班費」之「豁免員工」的類型及條件。美國

除醫生、律師和教師這三類專業人員另有特別

勞動部去(2016)年修正案重點，即在改變「白

規定外，員工的薪水須達法定門檻，雇主始得

領受雇人」豁免資格的認定標準。

主張其適用責任制。美國勞動部去年修法重點
即在修改認定標準，將豁免員工的薪資門檻從
原年薪23,660美元調高到47,476美元，超過1

三、適用依據與認定標準

倍之多；若以週薪計算，則從原455美元調高
到913美元。

美國勞動部依「公平勞動基準法」授權頒
訂「專業人員豁免資格認定標準(29 CFR

(三)「職務檢驗」(duties test)

§541)」，雇主若主張其員工為排除第207條
適用之「EPA豁免員工」，則須通過三個檢驗

受雇人的「主要職務(primary duty)」須與管

要件(DOL, 2016a)：

理、行政或專業相關(29 CFR §541.700)。所
稱「主要職務」，指受雇人日常工作主要或最

(一)「薪資基準檢驗」(salary basis test)

重要的職務內容。在判斷「主要職務」時，須
綜合各種因素以觀。長久以來，「投入時間」

受雇人之薪酬乃僱用之初即談定的薪

係實務判斷「主要職務」之重要參考因素，當

資，即以固定領薪(月薪)制計酬(salaried

員工投入該工作佔其工時超過50%，通常符合

employees)，而非依受雇人之表現按件或小

「主要職務」的判斷。

時計算工資(時薪制hourly employees)。

圖1

適用責任制之受雇人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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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2016年5月23日發布「專業人員豁免資格

四、修法歷程

認定標準」修正條文(DOL, 2016b)。

由於美國自2004年以來已數十年未調整薪資
標準，而現行三個檢驗標準(尤其是職務標準)

勞動部修法意旨謂，為落實「豁免員工」勞

在適用上屢有爭議案件，實務常見員工年薪只

動權益的保障，同時促進勞雇雙方主張責任

要達23,660美元(約72萬新台幣)，公司即巧用

制適用之明確性，故調高停滯多年的薪資門

編制內的職稱( job titles)，以規避加班費給付

檻到47,470美元。因此，修法後年薪落於

義務。為落實改善勞工待遇之優先政策，歐巴

23,660~47,470美元間之受雇人，除非雇主為

馬政府2014年3月簽署總統備忘錄，要求勞動

維持員工豁免資格進而調薪到47,470美元外，

部檢視過時規範、簡化勞動法規，讓勞雇雙方

雇主應支付員工一週工作超過40小時的加班

更易於理解與遵循，同時貫徹加班費規定保障

費(1.5倍)(DOL, 2016c；Scheiber, 2016)。

勞工生活之意旨(Whitehouse, 2014；DOL,
2016b)。

因實務長期來對於豁免資格認定常有爭訟，前
任勞動部部長(Labor Secretary) Thomas Perez

爰此，勞動部展開修法作業，期間廣徵各界意

在推動勞動法令修正期間曾表示，提高薪資門

見，共計收到超過29萬筆公眾意見的回饋，

檻是解決長久以來實務對資格認定爭議最為簡

最終完成修正草案(DOL, 2015)。推動修法過

便之對策，不但可提高勞動者薪資，同時也避

程亦面臨意見分歧、爭議不斷，但美國勞動部

免職務檢驗標準的不確定性(Roberts, 2017)。

五、修正重點
表1

美國勞動部「專業人員豁免資格認定標準」修正重點
單位：美元

責任制之薪資門檻
自動調整薪資門檻機制
職務檢驗標準

修法前 (2004)

修法後 (2016)

週薪 $ 455
年薪 $ 23,660

週薪 $ 913
年薪 $ 47,476

無

增訂薪酬水準每 3 年定期更新機制

依 29 CFR §541 Subpart B,
C, D 規定之要件

未更動

資料來源：DOL( 2016a)，本研究製表

(一) 調高薪資標準檢驗的認定門檻
雇主若主張擔任管理、行政、專門職務之「白

領職務的全時勞工中，有40% 的年薪將低於

領受雇人」不適用加班費，則該等員工的年薪

新門檻而無法通過薪資水準檢驗，從原「豁免

門檻應達47,476美元(約140萬新台幣)。美國

員工」變為「非豁免員工」。據勞動部估計，

勞動部係以全美最低收入普查區中薪資樣本的

約影響420萬名原擔任主管、專業和行政職務

百分之四十個中位數作為基準，即全美從事白

之「白領受雇人」(DOL, 20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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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設自動調整薪資門檻機制

達法定門檻，都不適用基本工資和加班費的
規定(29 CFR §541.303(d), §541.600 (e))。爰

若法規按原訂2016年12月1日生效，即屆

此，大專院校的教授、兼任講師等「教師」類

2020年時，薪資門檻將自動調整。據美國勞

的專業人員，不論其薪酬多寡，本無加班工資

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以目

請求權，故本次修正案調整薪資門檻，自不影

前百分之四十個中位數來看，估計薪資門檻在

響該等工作者之勞動權益。

2020年將落在51,168美元。
(三) 未更動「職務檢驗」的認定標準。

七、衝擊高等教育機構尤以博
士後研究員影響最大

(四) 法規生效施行日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和
「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新規定原訂2016年12月1日起生效。但除有國

Foundation, NSF）」，所稱「博士後研

會議員考量薪資門檻調高對產業的衝擊，提出

究 員 ( p o s td o c t o r a l re s e a rc h e r s ， 簡 稱

法案(H.R.6094)以拖延施行日期(Congress of

postdocs)」，指「具備博士或相等學歷者，

the United States, 2016)外，另包括內華達

在專人指導下進行短期研究或學術訓練，以

等多達21州質疑勞動部5月頒訂之「專業人員

獲取日後在專業領域職業生涯所需之專業技

豁免資格認定標準」修訂案有逾越母法授權之

能與獨立研究之能力」。NIH和NSF博後相關

虞，故向東德州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該案

的人才培育計畫強調的是：「在專人指導下

承審法官並於2016年11月22日核發暫停修正

(mentored training)」進行研究，這也是受

案全國生效施行之禁制令(E.D.Texas, 2016)。

補助的認定要件(NIH & NSF, 2007)。

六、美國大專院校內之教師雖
適用勞基法，但有特別規定

又依美國勞動部：不同於擔任研究助理的學
生，「博士後研究員」乃高等教育機構「僱
用」從事研究相關工作的「受雇人」，該等受

美國「公平勞動基準法」亦適用於營利或非營

雇人須先具備博士學位後，始符合各機構聘用

利性質之高等教育機構，故如同其他行業，受

的資格，故「博士後研究員」參與研究活動係

僱於大專校院的員工，若未符合豁免條件，亦

屬其工作範圍，而非學習活動。而「博士後研

有權向學校(雇主)請求標準工時40小時外1.5

究員」符合「公平勞動基準法」第213條規定

倍的加班費(29 U.S.C. § 213)。

之「專業職」，若其通過前述三個檢驗標準，
則排除適用「一週工作超過40小時有1.5倍加

但，「公平勞動基準法」就高等教育機構的部

班費」的規定。不過，若學校聘用的博後人員

分從業人員有特定規定，在判斷這類白領受雇

主要職務係從事教學、指導學生的業務，構成

人的豁免條件時，毋須通過薪資水準檢驗。以

「教師」類專業人員，則無薪資門檻檢驗標準

教師為例，凡符合法規所稱「學校聘用之主要

的適用(DOL, 2016a)。

職務為教學、輔導、指導或講課等傳遞知識活
動的教師(teachers)」，不論其薪資水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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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勞動部新規範若生效，學研機構聘

動法令的修正對學研機構而言，影響最甚者係

用之博士後研究人員，除主要職務為教學

為各單位所僱用之博後人員。

(teach)者外，若年薪低於47,476美元，將不
再適用責任制，有權向雇主(大學)請求一週工

為彰顯博後研究人力對聯邦資助計畫之貢獻，

作超過40小時的加班費。因應新規定，各大

同時協助執行機構因應勞動部修法之衝擊，

學得自行評估，採取不同適法措施，例如：1)

NSF和NIH也特別發表聲明。NSF表示，檢視

調高博後薪資到法定門檻，維持其豁免身分；

NSF現行相關博士後研究員的補助計畫，獎助

2) 管控博後工時與妥善安排研究人力，避免

金都超過勞動部新修訂之47,476美元薪資門

超時工作；3) 預先調配經費預算，預留加班

檻。另，博後研究人力費係依各執行機構自訂

費所需經費等。

之標準核實支給工作酬金，各機構應確保內部
標準不低於法令規定(NSF, 2016)。在NIH部

然而，對大學來說，博後佔機構內部研究人力

分，考量實務上大學、研究機構和教學型醫院

之相當比例，故不論採取何種措施，都將影響

於聘用博士後研究員時，不論其聘用資金是否

機構內部人事成本與經費配置。另，學校依法

來自NIH經費，通常以NIH的「國家研究服務

須詳實記錄博後人員的工時，雖法令對於出勤

獎獎助金標準表(Ruth L. Kirschstein National

紀錄的形式未有強制規定，雇主得依工作場所

Research Service Award (NRSA) Stipend

的特性有酌量空間，但也增加學校管理的行政

Levels)」作為敘薪的依據(Har vard Chan

成本。

School, 2017)，有鑑於去(2016)年勞動部頒

八、NIH表示支持提升博後待
遇，並隨之調整博士後研究員
獎助標準

布新規定時，年資落在0~2年間博後的獎助
金未達薪資門檻(詳見表2)，故配合勞動部修
法，NIH也修正國家研究服務獎津貼標準表。
NIH強調其支持所有提升博後人員權益之修正
方向，肯定將對生物醫學研究領域帶來正向助

近來在美國博後人力的勞動權益也逐漸受到重

益(Collins & Perez, 2016；NIH, 2016)。

視，以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
為例，加州大學內目前約有6,500名博士後研
究員(佔全美博後職位約10 %)，為爭取博士後

表2

NIH國家研究服務獎獎助金標準表
單位：美元

0

2016 年度
標準
$43,692

2017 年度
新標準
$47,484

1

$45,444

$47,844

2

$47,268

$48,216

3

$49,152

$50,316

4

$51,120

$52,140

計畫之博後人力，若無法通過新修正的薪資門

5

$53,160

$54,228

檻，則其勞工身分將從「豁免員工」轉成「非

6

$55,296

$56,400

豁免員工」，而得主張一週超過40小時工作

7 年以上

$57,504

$58,560

研究員工作條件的保障，加州大學博士後研
究人員亦於2010年8月組成工會(UAW Local
5810)。
在美國勞動部修法後，學研機構內部參與研究

的加班費。有鑑於執行聯邦政府計畫之研發人

年資

資料來源：NIH NOT-OD-17-003

力中，博後研究人員佔有相當地位，故本次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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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加州大學「博後工會」為爭取10個校區

訂之協約，除配合勞動部修法調增起薪外，並

博後研究人員的勞動權益，長期努力後成功與

採「NIH標準加2級(NIH Plus 2 Steps)」的方

學校簽訂團體協約，推動敘薪不低於「NIH博

式敘薪(UAW, 2016)。

士後研究員薪酬參考表」。根據校方與工會簽

表3

加州大學博後研究員起薪最低標準
單位：美元

級別

年資 / 個月

年薪最低標準
( 自 2016.12.1 生效 )

相當於 NIH/NSRA 級別

0

0~11

$48,216

2

1

12~23

$50,316

3

2

24~35

$52,140

4

3

36~47

$54,228

5

4

48~59

$56,400

6

5

60~71

$58,560

7

資料來源：UAW, 2016，本研究製表

算正常工資與1.5倍加班費，同時也應將預期

九、結論

加班需求納入經費調整的考量(DOL, 2016；
ACE, 2016)。

美國「公平勞動基準法」訂有最低工資、標準
工時及加班費規定，適用於大多數勞工。不

而美國勞動法的修正也在學術圈引起漣漪。對

過，特定的「EPA白領受雇人」若非以時薪計

於年度預算、課程、人力等安排通常早於學年

酬，且薪資達法定門檻並通過「職務檢驗」

度開始前決定的大專院校來說，在經費編制有

後，雇主得主張其為排除適用加班費規定之

限彈性、法規效力又待定的情況下，學研機構

「豁免員工」(29 U.S.C. §213(a)(1), 29 CFR §

未來如何在人力與單位預算上因應勞動新制進

541)。

行調整，將會是一大考驗。尤其是各實驗室和
計畫主持人，在考量博後研究人力的配置時，

對雇主來說，面對勞動制度的調整，可能的因

有太多變數會影響法規遵循對策，包括工作總

應措施有：(1) 加薪到薪資門檻，以維持「豁

時數、加班管制的可行性、經費預算規模與加

免員工」身分；(2) 不加薪，依法給付一週超

班費成本、職務對機構的影響和人員編制等。

過40小時之加班工資；(3) 不加薪，調整工作

但一般認為，以目前博後過長工時的普遍現象

分配或減少工作量以避免超時工作，同時聘

來看，相較於超時工作加班費的支出與工時管

用額外人力以支應；(4) 檢視機構內部預算總

控、宣導的行政作業，選擇加薪維持其豁免

額現況，並調整員工基本工資，以利管控1.5

資格，可能更符合校方的成本考量(Ledford,

倍率的加班費成本，採此方案者，除須重新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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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國「一例一休」勞動新制修法期間與上

工資報酬不得低於企業所在地市人民政府公佈

路後爭議不斷，美國勞動部新修正規範亦引起

的該地區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草案第5條、第

高度反彈。反對者主張，美國勞動部調整薪資

6條)，亦即，為防止濫用責任制，「對實行不

門檻的幅度過大，將衝擊普遍低薪的區域和產

定時工作制勞動者的工資作保護性限制」，類

業(EEAC, 2017；ACE, 2016)。另，18個高等

似美國作法。我國去(2016)年「勞動基準法」

教育機構的聯合聲明也在修法期間向勞動部呼

修法雖未涉及第84條之1，但以薪資門檻保障

籲，應考量大專院校預算編列之特性，給予適

責任制專業人員之作法，或可供我國借鏡。

當的緩衝期 (CUPA-HR, 2015)。另一方面，
美國博後協會、工會則表示支持勞動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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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離岸風力發電產業趨勢與商機

葉芳瑜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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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隨著我國正式在 2016 年 10 月竹南外海完成首座離岸風力發電示範機組架設，這不僅是
台灣風力發電的創舉，更是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里程碑！當問及在我國政府大力主導支
持下，如何讓離岸風電持續發展下去，本文從市場面、投資面、技術面與政策面等四大
面向，觀測並綜整各國產業現況與趨勢，並歸納出台灣未來發展重點與契機，以供各界
進一步參考。

中文關鍵字：再生能源 / 離岸風力發電 / 趨勢觀測
英文關鍵字：Renewable Energy / Offshore Wind Energy / Trend Observatio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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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電力市場占有率以燃煤發電(約36.1%)為最

一、前言

主要發電、其次是天然氣發電(約21.4%)、再
則即是風力發電(約占15.2%)。其中，全球風

根據全球風能協會（Global Wind Energy

力發電能力在2015年底(432.42億瓦；GW)較

Council；簡稱GWEC）於2016年2月發布的

2014年底增長17%，相當於約60座核電廠，

最新統計，從2004到2014平均這十年間，全

發電能力更是首次超越核電(382.55 GW)！

圖1 全球電力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GWEC(2016)，本研究整理。

與其他再生能源相比，風力發電在製程中相對

因此，觀測各國重要能源政策與市場和技術趨

汙染較低，且運轉後幾乎達到零排碳的狀況，

勢對於正要在離岸風電產業上起步的台灣尤為

因此風力發電漸取代傳統能源發電，成為國際

重要，本文將簡介各國離岸風電市場面、投資

主流。鑑於全球陸域優良風場已趨飽和，各國

面、技術面與政策面之現況與趨勢，並於文末

正逐步延伸至離岸風場的開發。而相對於陸域

提出台灣現階段面臨的關鍵課題，以供各界進

風場，離岸風電開發具備「雙高特性」，亦即

一步參考。

高成本和高風險。以計劃各階段而言，從風場
建置可行性評估、融資保險資金取得到併網商
轉、離岸風場運轉維護等步驟，其風險將在安

二、全球離岸風電市場現況與
趨勢

裝過程中達到最高。不僅如此，離岸風力發電
產業發展也會受到周遭動態環境的影響，例如

截至2016年底，全球離岸風力發電累計裝置

政府政策、全球經濟走向、融資議題等，皆是

量達14,384 MW(占全球風電市場3%)，其中

左右離岸風場發展的關鍵因素。

超過97%的裝置量主要分布於歐洲地區，包括

28 全球離岸風力發電產業趨勢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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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8,454 MW；約69%)、愛爾蘭海(2,206

躉購費率，以至於2016年的全球風電市場之

MW；約18%)和波羅的海(1,593 MW；約

新增裝置量較2015年下滑12.8%，約54,435

13%)，總計歐洲離岸風力發電累計裝置量達

MW。其中，陸域風電新增裝置量仍占比較高

12,631 MW。主要以英國、丹麥與德國為前

(97%，約52,633 MW)；離岸風電仍處開發階

三大累計裝置量國。

段，僅占比3%(約1,802 MW)(如圖2所示)。

以新增裝置量而言，全球風電市場在歷經

其中，又以德國2016年離岸風電新增裝置量

2014~2015年大幅成長後，2016年受到(1)

為813 MW(占比51.1%，155台)，居全球之

德國取消離岸風電額外的補貼措施；(2)英國

首；荷蘭以691 MW(占比3.6%，177台)暫居

離岸風電處於第二輪與第三輪區塊開發的交

第二；英國56 MW(占比3.6%，7台)暫居第三

界期；及(3)中國大陸小幅調降了陸域的風電

(歐洲風能協會Wind Europe, 2017)。

陸域風電
 新增裝置量 52,633 MW
 市場產品別 96.9%

離岸風電
 新增裝置量
1,802 MW
 市場產品別
3.1%
圖2 全球風力發電新增裝置量
資料來源：MAKE Consulting (2016)，本研究整理。

隨著離岸風機產品逐步進入成熟期、其生產經

新增裝置量約68 GW與79.5 GW。MAKE

驗不斷的累積；外加產量的增加，讓生產效率

Consulting 2016的報告中也指出，全球風電

提升，而原材料的採購成本不斷降低，諸多因

市場在2017年底至少有54,988 MW(相當於

素讓整體離岸風場的建置成本逐步降低，且離

55 GW)的新增裝置量。其中，因離岸風電的

岸風機價格快速下降，有利未來整體離岸風

2016年基期較低，所以估計2017年的新增裝

場的規模開發。根據GWEC(2016)預估2016-

置量將大幅成長80%，而陸域風電新增裝置量

2020年間全球風電市場將以4.9%~6.3%之

小幅下滑1.7%。

年增長率成長，且分別在2017年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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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市場研究機構Markets and

其次為歐洲與北美。預估將有28個超過1,000

Markets(2017)預測，2017年的全球離岸風電

MW的風電市場及9個超過10,000 MW的新興

市場約270.2億美元，預計期間以15.32%的複

市場正準備崛起，如拉丁美洲、中東、非洲等

合年增長率成長，估計到2022年增長到551.1

地(GWEC, 2016)(圖3)。

億美元。而未來的風電市場將以亞洲為主、

圖3

2016-2020主要風電市場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全球離岸風電市場投資趨勢

2015年的2730億美元增加了4.76%，其中主
要投資重點將著重在太陽光電(增加約12%)及

根據21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Renewable

風能發電(增加約4%)。

E n e rg y Po l i c y N e t w o r k f o r t h e 2 1 s t
Centur y, REN21）公布，2016年的全球再

資金來源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及其他開發中國

生能源新增投資總額為2,860億美元，相較於

家投資(約67%)，而已開發國家投資成長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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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緩狀況(約43%) (此現象從2011年開始)。綜

就風力渦輪機來看，4.8 MW級以上的風機為

觀過去五年，德國與英國仍為主要的兩大投資

歐洲現階段的主流(較2015增加15.4%)，而亞

國，以歐洲離岸風電產業的投資年均增長率

洲地區風機主流仍介於3~4 MW。以市場占

30%來看，其中英國在2016年投資達到105億

有率來看，西門子依舊為市場領頭羊(337台、

歐元，更從2010年來吸引了近313億歐元投資

1511 MW、產能占96.4%)，其次為三菱重工

金額，成為最大離岸風力發電市場。

Vestas(7台、56 MW、產能占3.6%)為主。

2016年底，英國、德國、荷蘭和比利時決

依據EWEA(2016)統計，風機基座以單樁型式

定了11項的最終投資決策(Final Investment

(Monopile)為主(佔歐洲市場97%)，其次為套

Decision, FID)，金額估計達182億歐元，相較

筒型式(Jacket)基座(3%)，前三大主要供應商

2015年增長39%，預期將帶動歐洲離岸風電

分別為SIF(32.5%)、EEW(28.2%)及Steelwind

新增裝置量約4,948 MW；並至2020年新增裝

Nordenham(14.8%)。前三大內陣列海纜供

置量將高達24.6 GW。

應商分別為NSW(43.6%)、Nexans(30.2%)
及JDR Cables(17.2%)；前三大輸出電纜供應

受到國家再生能源行動計畫(National

商則為Prysmian(52.2%)、NSW(17.4%)及

Renewable Energy Action Plan, NREAP)影

ABB(17.4%)。

響，Wind Europe 2017年7月27日於布魯塞
爾公布之數據，歐洲在2017年上半年裝置6.1

由於離岸的技術複雜度較高，產品品質要求度

GW的風力發電，其中陸域與離岸風電分別各

也相較於陸域風電嚴苛，導致2016年開始風

占4.8 GW和1.3 GW；在投資方面，2017上半

電市場上出現領導大廠併購風潮，以合作、

年新增資產融資達到83億歐元，其中陸域風

聯盟等不同型態來分攤開發成本與風險，例

電為54億歐元，離岸風電為29億歐元，遠低

如：2016年1月丹麥Vastas公司以8800歐元

於2016年同期的140億歐元紀錄。英國再生能

併購了德國的Availon公司，2016年6月德國

源行動法案將導致德國、西班牙與法國的市場

的Siemens風力事業部與西班牙Gamesa合

集中度更高，顯示產業需要明確2020年之後

併，合併後的效益在於擴大了市場占有率(以

的數量規劃，以維持目前降低成本的趨勢。

跟丹麥Vastas可以相當)。2016年GE公司用
16.5億美元併購全球風力機葉片領導廠商丹麥

四、全球離岸風電技術趨勢

LM Blade。整體而言，除了中國大陸與印度
外，拉丁美洲、中東、非洲、東南亞、東歐等

全球離岸風機與風場正朝向大型化及規模化發

新興市場仍是已歐美三大巨頭(Vestas(含MHI

展，且成本逐年降低中。以歐洲風場為例，

Vestas)、Siemens(含Gamesa)及美國GE)為

2016年風場平均規模為379.5 MW(較2015

主導。

年增加12.3%)，且平均水深從2015年的27.2
m增加至2016年的29.2 m，平均距離為43.5
km(較2015年增加了0.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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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離岸風電國家之重要
政策與議題觀測

(二)德國
受到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Act；

綜觀國際主要離岸風電國家，如英國、德國、

EEG)的影響，導致德國近年面臨三大挑戰，

丹麥及其中國均設定離岸風電累計裝置目標在

第一、再生能源發展的資金成本完全轉嫁於

2020年超越10 GW，主要使用的政策工具包

電價上，造成電價大幅上漲(如以2000年為基

含電價獎勵、融資補助、租稅優惠，以及建立

期，2014年的工業用電與住宅用電分別上漲

自主離岸風力機產業。以下將分別觀測英國、

1.33倍和1.04倍)；第二、電力成本的增加，

德國與丹麥之離岸風電發展的最新發展趨勢與

讓國內業者紛紛出走；第三、再生能源占比過

重要能源政策。

高，電力穩定供應面臨挑戰。為了避免德國電
價持續飆漲，德國聯邦政府決定將行之多年的

(一)英國

固定收購電價制度(Feed-in Tariff, FIT)在2017
年底結束，改採離岸風電的補貼競標機制。

英國政府積極實行再生能源義務憑證制度
(Renewable Obligation Certificate，ROC)

透過調降再生能源補貼價格(如2018年小幅調

與差價合約躉購電價制度(Contract for

降躉購費率，一般模式前12年每度調降0.01歐

Difference Strike Price, CfD)，讓風電業者得

元，加速模式前8年調降0.005歐元)，並控制

以用固定價格(履約價)售出電力，並以衍生性

每年新增裝置量在一定範圍之內，將原2030

的金融商品在金融市場流通以吸引更多的資金

年裝置量目標從25 GW調降到15 GW。預期

投入，透過政策引導讓英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

德國離岸風電市場在2017年底裝置量會有另

離岸風電市場。

一波小高峰，後續則持平發展。

展望未來，英國風電市場仍持續看漲，除優惠

值得一提，根據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

電價的補貼政策外，同時採用大規模的使用區

(2015)報告顯示，正式營運的8座離岸風場平

塊開發方式(如英國皇家財產局(Crown Estate)

均工程延宕時程13個月，其中尚有5座建置花

主導的Round 2與Round 3風場開發)，將有

費平均高於原先經費預算20%。為避免風場

助於離岸風電裝置的快速推展，預期目標在

持續延宕與超支，德國聯邦政府今年起將改善

2020年總裝置量達40 GW。此外，為了吸引

風場申設之行政程序及時程、強化計畫投資

國際大廠進駐英國，同時扶植當地產業加速發

環境的穩定性，同時加強受監管系統運營商

展，英國政府積極成立離岸風電測試中心，該

(TSOs)、私營開發商與產業供應鏈相關業者之

中心功能為發展新世代離岸風力機組技術、提

間的統籌協調。

供技術示範和設備、建立離岸風電設備供應
鏈等，預計創造約7萬份的就業機會，產值逾

(三)丹麥

3,733億元新台幣。政府並推出離岸風場零件
技術獎勵機制，提供1,000萬英磅經費給合適

丹麥政府分別就陸域與離岸風電收購方式不

之研發專案，而篩選標準將以降低發電成本以

同，以離岸來說，主要採取固定收購電價制度

及建置可行性評估為主。

(Feed-in Tariff, FIT)和特許權標案方式，政府

32 全球離岸風力發電產業趨勢與商機

回目錄

根據廠商投標的電價，給予風場開始營運後前

賃與買賣、專業風電人員訓練及顧問服務等，

五萬小時固定收購電價，之後轉由Nord Pool

將間接解決台灣發展離岸風電過程中常面臨大

Spot平台進行交易。同時，對於風電開發事

型海事工程船隻與機具不足之困境。

業採單一服務窗口，以加速廠商申請流程。
第二、風機發展邁向成熟期，減稅政策將取代
近年受到風場競標價格屢破新低，如2016年

補貼政策。大規模的風場開發，加上大型化的

9月丹麥的Vesterhav Nearchore離岸風場開

風機發展模式，透過學習曲線即可發現風機建

標價格僅每度電0.475丹麥克朗(約新台幣2.14

置逐步進入成熟期，整體風場建置成本顯著降

元)；2016年11月丹麥的Kriegers Flak離岸

低，因此，站在政府的角度，可以用較少的補

風場開標價為每度電0.372丹麥克朗(約新台

貼金額，發展更多元化的再生能源電力。再

幣1.68元)，上述這些價格都比2013年的丹麥

則，從實證也發現固定收購的電價制度(FIT)已

Anholt風場競標價格還低(4.74丹麥克朗)。這

在英德充分反映出對產業與民生的衝擊，為了

個趨勢雖有利於丹麥政府減少補貼金額，但卻

讓資源能夠集中在新能源技術研發，政府將減

不利於得標業者開發獲利，以至於放緩離岸風

少固定式的補貼性支出，取而代之是透過減稅

場開發進度，甚至最終選擇不開發。

政策來鼓勵民間企業共同投入，進而帶動更多
就業機會與內需市場。

六、結語

第三、環境評估對離岸風電發展影響甚鉅，政
隨著我國正式在2016年10月竹南外海完成首

府應主動建立整合性資訊平台。綜觀國際離岸

座離岸風力發電示範機組架設，這不僅是台灣

風電開發計畫執行前都會率先進行環境影響評

風力發電的創舉，更是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里

估作業，因此，政府須協助業者共同發展離岸

程碑！當問及在我國政府大力主導支持下，如

風場相關之技術（風力機、基座、電纜、變電

何讓離岸風電持續發展下去，綜整上述所提及

站等）及蒐集離岸風電開發對於漁業、航運、

各國趨勢與挑戰，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發展重點

候鳥及海洋生態環境影響之環境資訊，以回應

與契機，以供各界參考。

利害關係組織如漁會、縣政府、第二河川局等
作為防災預警、海岸環境營造與海岸管理決策

第一、離岸風機世代交替，間接解決我國海

等整合運用，有效落實離岸風電發展與社區共

事工程不足之困境。隨著國際風電大廠的併

榮的敦親睦鄰政策。

購潮，預估在2020年之前，歐美風電市場的
主流機種為7~8 MW離岸風機(如英國的B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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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之荷蘭推動重點與趨勢觀察

葉席吟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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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是近來在國際間不斷被宣揚的熱門名詞，其中歐盟、中國與
日本均表態大力支持。荷蘭可以說是推動循環經濟首屈一指且不遺餘力的國家之一，荷
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也可稱作是目前最接近循環經濟體系這個理想的城市，荷蘭政府希
望將循環經濟當作荷蘭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期望把阿姆斯特丹打造成全球邁向循環
經濟的典範。台灣也應借鏡荷蘭之發展經驗，找尋具有自身優勢之循環經濟發展道路。

中文關鍵字：循環經濟 / 荷蘭模式 / 政策建議
英文關鍵字：Circular Economy / Dutch Model / Policy Suggestio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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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與優化環境，使物

一、邁向循環經濟新世代

質在不斷循環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致力於
將生態經濟原則實現於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中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是近來在國際間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3)。在循

不斷被宣揚的熱門名詞，其中歐盟、中國與日

環經濟的體系裡，所有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

本均表態大力支持。探究其原因可能在於，隨

物，都可以分解成原料，再重新投入製程，不

著新興市場的急速膨脹，促使中產階級的需求

會排放到環境中造成污染，以此減少採礦的需

提升，進而導致大宗商品的價格亦急遽升高，

求；手機、電視與電燈等電子產品也都能以維

顯示出過去全球經濟發展的單向資源消耗模式

修或換零件方式，延長使用年限，不會有浪費

需進行變革(鄒倫，2017)。此外，為達到整體

情形出現；未來也將會發展出「以租代買」的

經濟的永續發展兼顧環保意識，先進國家無不

新穎商業模式，人們只需要產品的使用權並不

思考如何讓經濟成長與資源消耗脫鉤，讓資源

需要實際擁有該產品，以上所描繪出的生產製

從單向消耗轉向共享經濟的創新模式發展。

造與商業模式都將為傳統的思維帶來劇烈衝擊
(中技社，2015)。

循環經濟概念的首次提出可追溯至1966年
鮑爾丁所發表的「The Economics of the

二、荷蘭循環經濟之發展模式

Coming Spaceship Earth」一書中提到，
「地球就像一艘飛行於宇宙中的太空船，當人

荷蘭可以說是推動循環經濟首屈一指且不遺餘

類在追求經濟發展時，由於大量開採自然資源

力的國家之一，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也可

與排放污染廢棄物，當資源耗盡時終將導致地

稱作是目前最接近循環經濟體系這個理想的城

球的毀滅，而唯一能使地球持續存在的方式，

市，荷蘭政府希望將循環經濟當作荷蘭未來經

就是將這些汙染及廢棄物轉換成可再利用的資

濟發展的新引擎，期望把阿姆斯特丹打造成全

源」(Boulding, 1966)。此後，1990年皮爾

球邁向循環經濟的典範。然而，荷蘭究竟透過

斯和圖奈也在「自然資源和環境經濟學」書中

哪些方式讓循環經濟的理念落實到整體都市與

以循環經濟為標題指出，過去所討論的開放式

國家的發展呢?

經濟並沒有包含回收概念，只是將環境視為一
個廢棄物儲存庫，未來應嘗試以永續發展的原

首先，荷蘭以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機場

則，建立出資源管理的相關規則，致力於創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作為發展循環

造出經濟和環境和諧共存的理想境地(Pearce

經濟的開端，希望在2030年能夠將史基浦機

and Turner, 1990)。

場打造成為全球第一座零廢棄物的循環機場，
因此，在產品的設計上它設計出讓行李輸送系

在探討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機構中，英國的艾

統中，99%的零組件都是可回收且再利用的；

倫麥克阿瑟基金會將循環經濟定義為「具可恢

同時，在航空物流園區內大量種植象草，藉由

復性及可再生性的機制，藉由設計將材料、組

生物合成材質技術製作出機場廣場上的白色長

件及產品分別納入生物與工業循環中，以求達

椅、紙張及購物袋等用品；此外，在經營模式

到經濟活動的最高效能與價值」。循環經濟依

上，航站大樓內照明用的燈，也不是買的而是

循生態經濟的理論基礎，藉由兼顧生態和經濟

租的，由擁有125年歷史的飛利浦來推動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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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經營模式，翻轉了傳統製造商和產品間的

物）、工業循環（以廢船屋改造成工作室）、

關係，希望透過以租代買的模式讓顧客可以享

再生能源使用（太陽能與生質能）的良好例

用但不需要擁有，進而讓消費者以更低廉的價

子。首先，De Ceuvel藉由從廁所蒐集的排泄

錢使用產品，也讓企業降低製造成本，達到循

物，經過細菌厭氧消化分解後成為堆肥，用來

環經濟的核心精神。循環經濟是一種創新的商

種植餐廳裡所使用的部分食材，做成新鮮自然

業模式，如飛利浦以往賣燈泡，現在以提供照

的餐點，剩下的廚餘殘渣亦會轉換成燃料，藉

明服務為主，新的經營模式讓製造商會積極研

由提供廚房製作餐點時的能量而回到此生物循

發各種可重複使用的材料，藉由節省成本創造

環裡；其次，De Ceuvel擁有自己的一套汙水

出新的商機(黃育徵，2015)。

處理方式而不需仰賴外接的汙水下水道，每個
船屋藉由門前種滿柳、麻、竹等水生植物的過

史基浦機場旁的「Park 20|20」則是一個以循

濾槽來淨化排放出的汙水，也因此船屋社區的

環經濟概念所設計的商業中心，其中重要的創

人們被要求必須使用生物可分解的肥皂和清

新經營模式是透過建材出租來建構出商辦中心

潔劑；De Ceuvel建築物屋頂上有熱泵，能夠

與飯店等建築物，以便於未來若建物不堪使

透過熱能交換流通系統，留住室內60%的熱

用，可由建材商收回，再用於興建下一批建築

能，屋頂上亦有太陽能板，整個園區有超過

物。Park 20|20中每一棟建築都是材料銀行，

一百片，可作為園區重要的再生能源的來源之

必須從建築設計與施工，就想到未來建材的再

一，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在大方向訂定了北岸

利用，這種模式結合了資源回收與商業模式

發展永續的定位之後，願意接納由下而上的力

的概念在內。在資源回收中，Instock是荷蘭

量，給予市民發揮的競圖機會，才促成了De

一間販售剩食再製餐點的餐廳，創辦人原本在

Ceuvel的發生(Chu, 2016)。

荷蘭的超市工作，發現每天超市有非常多的食
物因為即將到期而被棄置，於是與同事成立

荷蘭從2013年開始舉全國之力，要把循環經

Instock餐廳，透過創意將剩食，變成可口的

濟變成國家經濟引擎的新動力並擬訂出相關重

食物。Instock的商業模式賦予剩食新生命，

要原則(參考圖1)，荷蘭人不僅是身體力行，

專用公司丟掉的可食用剩食來做成餐點吸引客

全力擁抱「循環經濟」，還希望把這種新的模

人，減少食物浪費的情形，讓資源能夠更有效

式推廣到全世界。荷蘭本身已具有能將環保與

利用(郭又甄，2015)。

永續商業化的市場風氣，換句話說，在荷蘭追
求環保與永續不代表就一定會犧牲其商業利

Buiksloterham為阿姆斯特丹北岸的工業轉型

益。因此在看見商機的情況下，政府願意鼓

再發展地區，以創新、永續、混合使用作為其

勵、民眾也願意創新。荷蘭政府所訂定的循環

發展目標，結合了循環經濟中產品、製程、

經濟的政策目標，不僅期望在2030年將垃圾

資源回收的完整概念在內。在100公頃的土地

減量50%，甚至到2050年能達到零廢棄的理

上目前已有許多項目，De Ceuvel是一個結合

想(陳宗權，2016)。

了生物循環（乾式廁所以厭氧細菌分解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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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荷蘭推動循環經濟之重要原則
資料來源：Government-wide Programme for a Circular Economy, 2016.

資源能不斷回收、再利用之循環經濟產品、服

三、荷蘭循環經濟之政策推動

務或計畫(陳昱利，2016)。另外，政府也建立
一個網絡平台，作為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的試驗

歐盟自2012年簽署循環經濟宣言後，許多

場，讓參與計畫的政府、企業、研究機構、非

國家都將循環經濟納入政策規劃，其中荷蘭

政府組織，共同研發讓資源和原材料在產業鏈

更認知到其必要性及前瞻性，而第一個將循

內不斷循環的方法和商業模式，企圖尋找轉型

環經濟實際付諸行動。2014年荷蘭啟動了

到循環經濟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建立一個仲介

一個期望在2020年將荷蘭建構成「循環經

平台，讓企業尋找自身廢棄物會是其他企業原

濟熱點 (NLCH，The Netherlands Circular

材料之契機，企業也可去尋找其他企業的廢棄

Hotspot)」的計畫，此計畫由荷蘭基礎建設

物是否也能是自身原材料之可能性，藉以形成

與環境部(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共生工業區(陳宗權，2016)。

Environment)主導，結合政府、企業、學術
及非政府組織等25個機構一同參與，最終目

為提升物質使用效率，基礎建設及環境部

標是希望從根本改變人類從工業革命以來，消

亦於2014年提出「廢棄物到資源(Waste to

耗大量資源、產生大量廢棄物的線性經濟發展

Resource)」計畫，計畫內容包括(1)提升生產

模式(TNO, 2013)。循環經濟熱點計畫，以史

上游的永續性、(2)永續性消費模式、(3)加強

基浦機場旁的貿易園區開始，由政府興建了一

廢棄物的分類收集與再利用、(4)檢討現有的

座展覽中心，提供各企業展出本身既有可以讓

循環經濟政策、(5)發展財政及市場獎勵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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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截至2015年，在資源的回收上雖已達到

wide Programme for a Circular Economy,

83%的高回收率，但仍有近1000萬噸的物質

2016)。

最後進入了焚化爐或掩埋場，荷蘭設定政策
目標希望在2022年讓進入焚化或掩埋場的物
質數量降低至500萬噸以下，這樣政策的規劃

四、借鏡荷蘭之台灣循環經濟
發展建議

也促使它們更積極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陳良
榕， 2016)。

循環經濟體系在歐洲與全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
注，它強調的是一個既能促進社會繁榮，也能

荷蘭政府已訂下目標，要在2050年實踐循環

減少對原料和能源依賴的理想境地，因此，台

經濟，盡量使用可再生資源或普遍存在的原材

灣受限於地狹人稠、自然資源不足，能資源高

料，進而保護天然資源，中期而言則希望到了

度依賴進口，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需妥善循

2030年，可以將礦物、化石燃料以及金屬等

環利用及處置之需求，更應透過循環經濟的創

原材料的使用量減半，此外荷蘭政府也宣稱將

新商業模式，降低外部資源需求並提升資源使

就控管產品的壽命、重用、維修、循環再造等

用效率，全力朝向永續發展經濟轉型。

範疇進行研究，並透過立法或與產品製造商協
商，使他們以某個百分比的循環再造或以生物

透過荷蘭在產品、製程、資源回收及商業模式

基(biobased)物料進行生產。荷蘭將持續實行

等面向所對應的政策，我們在製造供給端中，

再生與回收原物料政策，透過基礎建設與環境

若每個產品在設計之初，就被設定為不斷地進入

部、經濟部與工商團體、非政府組織等共同簽

循環中被重複利用、發揮每一分價值，那麼系統

署全面的循環經濟協議，預計耗資兩千七百萬

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是資源，這就是循環經濟的終

歐元，推行垃圾分類、減少垃圾掩埋及補助研

極目標「一個沒有浪費、資源完全循環的經濟體

發可回收商品，荷蘭政府認為過多不可回收與

系」，因此台灣可考量發展原料循環的經濟產業

拋棄式商品造成地球資源耗盡，此項政策將更

鏈，如印刷電路板、光電及半導體製造業之廢蝕

有助於荷蘭邁向全面的循環經濟(楊瑪利、林

刻液、銦廢液及靶材及廢切削液的資源循環再

讓均，2016)。

生，促成從搖籃到搖籃的物料供應模式，除了末
端回收，每個產品從一開始的設計，就要追求零

目前荷蘭仍過度依賴進口原物料，如電子產品

廢棄，讓所有的產品、零件和原料，都能透過再

中的金屬及建築所需材料，因此解決之道則必

維修、再利用與再製造的階段性處理，讓原料重

須從廢棄電子產品中回收貴重金屬，再重複用

新回到產品循環中，因此，一種全盤考量整個系

於製造新電子產品，或從廢棄建築中取得新

統的新設計思維已勢在必行。除了持續推動既有

建築原料，為此透過研發促進循環材料之發

工業區能資源循環利用外，未來國內的新設工業

展則是政府與學界的重點著力之處。循環經

區，也可以循環經濟之思維模式發展出循環經濟

濟的為一新穎的經濟系統架構，其中包含商

園區，透過系統性的規劃設計，將工業生產過程

品與原料的重複利用性，以及自然資源的保

排放的能源、資源、廢棄物及廢水，妥善收集、

護，最終追求創新的價值，荷蘭產官學三方

再生及循環利用，實現產業間的循環連結，提高

皆期望藉由政策之推動助力於創造有效、有

產業關聯度和循環程度，強化資源物質流的有效

智慧及有利基的循環經濟環境(Government-

管理。

科技政策觀點

回目錄

2017 NO.5 | 39

台灣在全球科技製造業設計與代工存有優勢，
然而這個系統不是只考慮產品本身，還包括商
業模式與整個產業的運作結構，若能將我國商
業服務與製造設計結合，可作為驅動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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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產業融資實務議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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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有鑑於全球風力發電朝離岸發展，我國政府致力於法規環境、技術風險、經濟誘因的規
劃，以達成離岸風力發電設置目標並帶動產業發展。然產業發展的成功關鍵因素還有賴
金融體系做為強力的後盾，對於專案計劃借款者而言，相關配套規則必須完善，而融資
提供者首重授信的安全，必先對債權能否完整的執行，以及風險的評估作深入的了解。
本文以離岸風場開發為例，歸納財務融資管道與銀行籌資方式，並透過專家訪談的方式
歸納本國風電業者發展現況與融資困境，文末提出綜合建議。

中文關鍵字：綠色融資 / 離岸風力發電 / 專案融資 / 融資擔保
英文關鍵字：Green Finance / Offshore Wind Energy / Project Finance / Financing Guarantee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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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專案融資
將風場獨立成立專案公司，向債權人及權益投

隨著政府積極推動五加二產業發展政策，以離

資者籌資的融資方式。專案融資能否成立決定

岸風場開發最為搶手。現行廠商規劃的裝置容

於貸款銀行是否認同計畫的投資報酬預測及是

量合計高達10GW，已遠超過行政院原設定的

否願意承擔它的連帶風險。傳統投資案的融資

2025年前達3GW政策目標。然開發離岸風場

多為抵押借款，投資失敗貸款銀行可以處分抵

的建造成本龐大，海事工程易受海象影響，在

押品來保障債權，所以投資風險完全由投資者

成本及風險都高的情況下，開發商的籌資計畫

自行承擔。而專案融資則是一種融資者與投資

成為了風場成敗的重要因素，資金在建造時期

者共同分擔投資風險的投資策略；如果投資者

能否如期到位，資本結構健全與否，除了影響

不能說服銀行給予融資，那麼該投資專案就無

到每個建造階段的現金流量，更影響到營運階

法執行(林雪玉，2009)。

段所帶來的利息費用，因此廠商的融資成為開
發風場重要的議題。

國外案例中，以荷蘭Q7風場為專案融資經典
案例。2006年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外海興建離

本文旨在提供綠能產業融資訊息給開發商與金

岸風場，此專案由Enecon與Econcern所合作

融機構業者。對於實務上業者可採用的融資方

的合資公司進行融資，參與Q7融資的銀行主

式、管道、貸款的流程、風險管理措施等資訊

要為Rabobank、Dexia與EKD。Q7是第一座

做歸納。對於金融機構而言，提供國外離岸風

完全沒有依靠抵押品融資型式的風場，在此種

場的融資經驗，做為台灣的金融機構未來從事

型式的融資結構下，風場融資所產生的利息成

風場放款時之參考範例。

本與本金皆由專案本身的收入進行償還，以長
期來看，可以減少風場建設的風險。(財團法

二、離岸風場可能的資金來源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2015)
(二)開發商股權

融資來源一向為計劃是否能順利進行的關鍵

形式類似「獨資」，是一種由開發商出資經

因素，尤其離岸風力發電為資本密集的產

營、歸開發商所有和控制、由開發商承擔經營

業，需長期大量且合理之貸款或者股權才能

風險和享有全部經營收益的方式，但在開發

順利推動。目前金融服務流程由營運成本、

商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可取得的資金有限。

營造成本與營運收益切入，透過全面性的政

如2007年比利時的C-power風場就是由EDF-

策分析、情境分析與風險分析，最後導出財

EN、RWE等五家公司共同合資的開發案，參

務評估，再由利益關係人出資。其中利益

與融資的金融服務單位包括商業銀行與多邊開

關係人包括民眾、政府、開發商與金融服務

發金融機構，從此中發現離岸風場的建設已逐

機構，透過利益關係人出資的合作模式，以

漸取得金融機構的信任並願意挹注資金投資。

達到分攤風險效果。由現階段國外融資實例
作為參考，以下將說明可能的融資來源管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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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型承包商共同出資

(五)公共建設基金

廠商為確保生產設備能銷售或風場能順利開

國家為了刺激國內經濟環境，提高國民生產毛

發，會願意進行投資。如風機渦輪製造商，為

額(GDP)以及降低失業率，皆會設立公共建設

確保自己所生產的渦輪機能順利銷售，因而希

基金。如台灣為加速綠能產業發展，2016年

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能順利進行。儘管全球大

行政院通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計投資

型承包商在離岸風力發電上無直接或間接經

207億於綠能建設部分，期帶動國內相關的產

驗，但從以往相關計畫如海外石油或天然氣開

業發展創新，並成為亞洲綠能產業的重要據

採等成功經驗來看，還是有十足理由促使這些

點。而綠能建設的四大主軸中包含風力發電，

承包商提供資金給離岸風力發電產業。

如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及台中港離岸風
電產業專區，即透過政府資金的挹注，來加速

如第一大離岸風力機供應商西門子(Siemens)，

台灣離岸風電基礎建設的發展(財團法人台灣

從1991年在丹麥建立第一座海外發電場後，

經濟研究院，2015)。

從此開啟了風電產業，憑藉其成本效益優異的
渦輪機，西門子屢次打破全球最大離岸風力發

(六)退休基金

電廠的紀錄。未來，台灣西門子將計畫把台灣

退休基金是指包括政府、企業、工會或其他組

打造成亞太地區離岸風電的基地，並透過合資

織為了支付員工退休金所每年提撥的基金。由

或投資的方式與中鋼進行合作。

於退休基金是為了能夠支應員工退休所需，並
不會追求短期的報酬，而在追求長期且穩定的

(四)商業預付金

報酬，因此基金經理人在操作也採取謹慎保守

近年來，在生化與核能產業方面，出現了一個

原則，由於每年都會有相當龐大的退休基金投

嶄新的資金募集方式，由電力使用者預付電費

入市場，因此往往被視為長線資金，屬於市場

給電力生產者的方式來籌措電力生產者所需要

的穩定力量。若離岸風場計劃想獲得退休基金

的建設與發展基金。在此預付體系下，電力

作為融資來源的提供，則必須以降低風險為優

生產者透過電力提供，給予電力消費者(多半

先改進的地方。

是大型建設、商業或工廠生產用途)長期且穩
定的電力來源，而使用者預付經折扣過後的電

如丹麥退休基金公司(Pension Danmark)陸續在

費，幫助電力生產者在建設發電裝置時所需要

離岸風電產業進行投資，2010年以5000萬購得

的資金來源。

Nysted離岸風場30%之股權，至2017年為止，
丹麥退休基金公司在歐洲離岸風電總投資高達

如2007年法國最大的電力消耗集團Exeltium
公司與法國電力公司簽署24年期的合約，透
過支付40億歐元的預付款與按成本比例支付
的款項，換取更低廉之電價。

16億歐元，並預期6%到9%的投資報酬率。
(七)聯合貸款
當借款人擬貸金額過大，即透過一主辦行結合
超過一間銀行或金融機構組成一臨時單位「銀
行團」，由銀行團內各參貸行依銀行團內合
約按比例以相同貸款條件貸款給借款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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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荷蘭Q7風場之融資案係由荷蘭合作銀行

(十一)大眾資本市場

(Rabobank)、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與

大眾資本市場是將眾多投資者從個人到公司行

比利時Dexia銀行進行聯合貸款。

號等所有單位的資金集中起來再對單一企業
進行投資，其投資額度小則數百萬，大則數

(八)主權財富基金

百億。若政府能協助離岸風場計畫開發出創新

具政治的背景且擁有豐富的資金來源，如同退

金融商品(例如經政府擔保之離岸風場債券)，

休基金一般，此基金尋找穩定的收益來源，通

則市場將自然依據投資人風險趨避程度與利率

常鎖定成熟的西方國家如挪威。如阿布達比綠

高低提供離岸風場計畫穩定的資金來源。

能公司Masdar購買蘇格蘭東北海岸離岸風場
之25%股權，並與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共同擁

整體而言，融資管道會因風場風險的接受程度

有。Masdar公司致力於再生能源投資項目，

不同而有所差異(PwC, 2017)。其風險又可以

其中包含London Array離岸風場20%之股權

分為建造、技術、價格、發電量四個階段，其

與英國Dudgeon項目之35%股權。

中離岸風場因海事工程易受天候影響，導致建
造風險也相對較大。如表1所示，區分不同程

(九)私募基金

度的風險承擔，讓業者更容易按其偏好程度募

過去30年私人資本市場被視為投資的風向指

集更多資金來源。如以營運初期為例，由開發

標，藉由種類廣泛的私人資金組成，這些資金

商及收購電廠共同承擔，透過躉購電價政策，

偏向高風險高報酬的部位挑戰。如大型投資集

價格風險可由收購電廠吸收。像荷蘭Q7風場

團Blackstone與加拿大退休管理基金均參與了

並與荷蘭能源公司ENECO簽定11年期的購售

北海離岸風場之投資，其目的就是期望從離岸

電協議(PPA)，即是將發電量風險轉移至收購

風電的專案中尋求穩定的長期投資報酬。

電廠。

(十)商業銀行

三、台灣離岸風場融資現況

商業銀行是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盈利是商
業銀行進行貸款的基本前提，也是商業銀行

2017年4月正式商轉台灣第一座離岸風力發電

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若以發放貸款方式提供

風場，資金來源管道是透過離岸風力示範獎勵

離岸風場資金，將評估擔保範圍及風險管理

辦法的推動，由政府負擔部分資金風險，再由

策略，可以接受的風險程度為低度至中度。

業者負擔剩餘風險。在民間資金借貸方面，因

2012年，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年度三大資產融

依據銀行法第33條的規定，無擔保情況下，

資項目之中，有兩項由匯豐擔任牽頭銀行角

借款上限為該銀行淨值5%，有擔保可借到

色。第一項是正在英格蘭岸外興建、耗資16

15%，礙於離岸風場建置資金需求龐大，例如

億美元的Lincs風場，其融資規模是歐洲同類

一支3MW風機要價4億，一般中小企銀的資本

項目之冠；第二項是墨西哥瓦哈卡(Oaxaca)一

額只有一百多億，因此無法由單一銀行借貸投

個陸域風場的項目融資(Project Financing)，

資風力發電，必須以聯貸銀行團之方式進行。

亦是拉丁美洲至今最大規模的同類型項目融資
(匯豐銀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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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離岸風電主要籌資方式之風險態度

資金管道

專案融資
開發商股權

面對離岸風場階段性的風險態度

資金可
取得性

投資概況

中

風險程度為低
度至中度

有限

國際範例
建造

技術

價格

發電量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荷蘭 Q7 風場

只要報酬與風
險 程 度 相 當， 可接受
就有意願投資

可能

可能

可能

C-power
Meerwind

大型承包商出資

中

風險程度為低
度至中度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西門子
奇異

商業預付金

中

風險程度為中
度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Exeltium
Project

公共建設基金

中

低風險低報酬
之標的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可能

英國 TCW

退休基金

高

可 接 受 低 報
酬， 但 要 求 報
酬為固定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可能

Pension
Danmark 投資
歐洲離岸風電

高

可 接 受 低 報
酬， 但 要 求 報
酬為固定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可能

Pension
Danmark 投資
歐洲離岸風電
Q7 風場由
Rabobank、
BNP Paribas、
Dexia 聯合貸款

保險基金

聯合貸款

中

風險程度為高
度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主權財富基金

中

風險程度為低
度， 尋 求 穩 定
收入來源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不可
接受

可能

投資銀行

中

風險程度為中
度至高度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Blackstone
投資歐洲
離岸風電

中

風險程度為低
度至中度(視
擔保範圍與風
險管理策略 )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HSBS
投資Linc離岸
風電

中

在 報 酬 合 理
下， 投 資 人 可
接受一定程度
之風險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

商業銀行

大眾資本市場

Ｍasdar投資
英國離岸風電

資料來源 :PricewaterhouseCoopers(2017)；本研究重新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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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專家訪談得知，普遍銀行希望能多了解風

龐大，若急於推動恐怕落為國外業者囊中物，

電業者資金的投入情形與相關的風險評估，同

限制日後國內業者發展機會。以產業面來說，

時亦會藉由離岸風力發電場的收益及貸款比例

離岸風電屬於本地產業，難以透過外銷帶動貿

推估能持續還款的時間，因此風險評估與風場

易，此外，國內銀行與國外知名銀行比起來規

收入的穩定程度將為銀行是否願意借貸資金的

模較小，能提供之融資空間有限，且銀行業者

重要關鍵。關於風險評估部分，由於離岸風場

對離岸風力發電產業較不熟悉，包括相關專業

建置期間相當長，銀行多半會考慮到建置期所

知識及政府離岸風電政策，因此降低融資意

產生的風險像是連接電網或風機運送時因氣候

願。政府發展離岸風力發電時，並未針對相關

造成損壞等等，而這部分風電業者會如何解決

金融產業同步進行規劃，導致業者難以自行籌

或是有無解決能力，亦是關鍵因素。

措資金。最後，就制度面進行探討，離岸牽涉
國防安全問題，不易與國外做生意，且政府對

另外，離岸風力發電場是否有與政府簽訂10-15

於風力發電計畫搖擺不定，使得廠商投資計畫

年的長期銷售合約(off-take arrangement)也

大量減少。

是銀行團考量重點，由於該合約保障提供輸
出的電力有穩定的能源價格(類似躉購電價概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政

念)，意味著業者的收入將較為可靠，銀行團

府應規劃近岸風機維修後勤基地，降低日後風

貸款之意願也會提高。

場維運成本，並向國際間有商譽之銀行提出申
請，提升與其他國家技術面之合作；(二)政府

四、結語及建議

應藉由優惠或補貼措施來提高投資者及廠商之
誘因，並透過公辦補習班，使本土壽險與銀行

台灣的離岸風場雖在起始階段，然而在發展上

業者了解離岸風力產業，以利帶動後續產業

仍具備以下幾點優勢：(一)鄰近的中國、韓國

本土化；及(三)應建立完整的獨立綠色金融機

己有開發經驗，因此在風險轉移模式、提供貸

制，藉此招募資金及規劃財務，對離岸風場營

款銀行、可購買的保險契約等，台灣均可參

運進行專案融資計畫。

考國外，減少在興建初期的學習成本；(二)相
較於歐洲國家，其本國借款利率水準較低，致

對台灣而言，離岸風場融資問題的解決，將更

使營運期間較不會因為借款的成本造成費用

有利未來離岸風場之開發，提供離岸風電此項

過高，現金流量不足；(三)經濟部為鼓勵離岸

再生能源良好的發展環境，也有助於政府制訂

風場的建造，在風場設置時補貼建置成本的

再生能源政策時的思考方式。躉購費率不是唯

50%(上限)，並在營運期間由躉購費率折抵返

一的政策工具，協助再生能源開發商解決籌資

還，直到清償補貼後才能以躉購電價收購，此

的問題，由開發商的資金來源、資本結構的層

辦法相當於提供風場無息貸款，更降低了風場

面出發，才能真正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對於

的資金成本。

銀行而言，因海上風量較陸域大且穩定，使得
發電量及發電收益較為平穩，因此離岸風電產

透過專家訪談得知，目前台灣離岸風電產業面

業將會是另一種穩定貸放資金的投資選擇。

臨之融資困境分為三個層面，以技術面而言，
主要係離岸風場成本仍高，所需投資金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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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投入

加強獎勵青年科研人才迫在眉睫

張于紳

助理研究員、 莊裕澤 主任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3cMTEC，Created by geralt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科研成果在經濟發展、健康改善、環境管理和貫穿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中扮演著越來越
重要的角色(Group of Eight, 2016)。為培養出滿足國家科研事業以及工業發展需要的各種
類型的卓越科研人才，各國都在積極調整教育、科研政策，擴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尤
其，Lehman(1953)提出科學家重要的科學貢獻通常在40歲以前做出的，鑒於此，世界各
國均有針對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與發展的相關政策，希望透過提供充足的資金、營造良好
的環境、排除可能的障礙，讓有潛力的年輕科研人才盡情發揮，以促進科研重大突破、
不斷創新，贏得國際競爭優勢。
中文關鍵字：研究獎勵 / 職涯初期學者 / 科研人才
英文關鍵字：Research Award /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 Talent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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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對高階人才需求的增加，世界上很多國家

一、科研人才的需求與發展

都經歷了博士教育規模的擴張。過去近二十年
來，不論是已開發或新興開發中國家，博士學

人力資本的素質與持續創新的能量是知識

位人數即使增加幅度不同，但是均呈現增長的

經濟的競爭力基礎(Ander, 2012; Radjou,

現象。2014年，非OECD國家在全球授予的新

Prabhu&Ahuja, 2012)。為滿足知識經濟社會

博士學位的比重已達四分之一以上(圖1)。

圖1 1998~2014年全球新增博士學位人數
資料來源：Based on OECD (2015),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5: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eag-2015-en

然而，與規模擴張相伴隨的是博士畢業生的就

輕世代對於科學興趣削減可能帶來的人才不

業困難問題。相關高技能人才認為發展無法符

足，以致須仰賴國外人才而帶來可能的安全顧

合期待而減低了攻讀博士的意願，因此，近年

慮，因此，各國面對預算緊縮帶來的大量短期

來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博士

聘僱契約博士後研究、競爭型短期計畫補助的

數量相較於整體以及其他領域的博士數量開始

現象，進行檢討並開始修正、研議新做法以因

下滑，特別是英、德、日等博士大國(圖2)。

應(OECD, 2016)。

由於高階科研人才是發展和推動知識經濟的

整體而言，各國面對博士就業問題，並非消極

關鍵，各國並不希望因為博士就業的情形而

地減少博士人才的培育，反之，多數以積極的

大幅減少博士人才的培養數量。尤其，科學

做法來因應。亦即，一方面讓更多的博士具備

家和工程師的持續供給是驅動創新的前題

多元技能以勝任學術與非學術領域的各種其他

(Hanushek, et al., 2008; Roschelle, et al.,

職業，一方面則是祭出各種獎勵與資助措施，

2011)，政策訂定者與學者特別關注STEM

以及優化科研環境與基礎建設。企盼吸納與延

領域的教育與人才培育以免影響國家競爭力

攬更多有潛力之卓越優秀人才投入尖端的學術

(Augustine, et al., 2010)。加上，高齡化與年

研究，並藉以創造出人才的「馬太效應」(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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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0~2012年主要供給國家在STEM與健康領域博士畢業生數量
資料來源：OECD (2016), OECD Education and Skills Database, extracted from OECD.Stat on 24
September 2016. http://oe.cd/disclaimer
註 : 虛線是依據ISCED 2011的數値；美國在2010年之後，2013年之前的資料是依據ISCED 1997編整，
2013年之後則是收集在ISCED 2011中。

指社會中出現一種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或者富

進，各先進國家都從資金、政策面向給與全面的

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現象)(Cuthbert & Molla,

支持，以確保全球科研人才競爭中居於領先地

2015; Kaiser, 2012; Kraus, et al., 2008)。

位。特別是，各國均有各種支持職涯初期學者

二、獎勵職涯初期學者的做法
中年齡是重要的考量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ECRs)的做法。這是
由於維持學術卓越與品質是知識經濟時代競爭
優勢的關鍵(Feifere & Zvidrins, 2012; Lo, 2010;
Friesenhahn & Beaudry, 2014)，而其中更核

從二次大戰後，科技、教育、經濟之間的關連

心的是來自於年輕研究族群的科學貢獻與學術

性日趨密切。面對科研人才的培育、使用與引

產出(繆亞軍、戚巍&鍾琪，2013; Malysh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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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亦即，年輕科學研究者掌握了發展國家

歐洲研究憲章(European Char ter for

科研與創新體系所需的智慧資本。

Re s e a rc h e r s ) 定 義 早 期 階 段 研 究 者 ( E a r l y
Stage Researchers)為一個研究者在其研究

另一方面，職涯初期學者是研究團隊的基本組

行動的首先四年，包含研究訓練的期間，通

成，通常也是執行研究計畫的主力。在學術職

常可以涵蓋博士與博後階段。依據League of

涯愈來愈不具吸引力的情況下，職涯初期學者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European

階段亦為是否繼續追求學術或科學職涯的關鍵

Commission, 2011) (研究大學聯盟)，將研究

期間。研究體系是否持續保有卓越的人才投

人員的職涯發展進程(Research Career Path)

入，左右一個新研究世代是否能順利產生，因

分為四個階段(R1~R4)(表1)。

此，為了國家的科研競爭與產業經濟的長遠發
展，各國都特別關注有潛力的職涯初期學者是
否獲得充分的扶植與支持。

表1

研究人員的職涯發展進程

R1

First Stage Researcher (up to the point of PhD)

如佐理研究員、博碩士

R2

Recognised Researcher (PhD holders or equivalent
who are not yet fully independent)

如助理研究員、博後研究員、講
師、助理教授

R3

Established Researcher (researchers who have
developed a level of independence)

如副研究員、高級講師、副教授

R4

Leading Researcher
(researchers leading their research area or field)

如研究員、教授、研究教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IDEA Consult et al. (2013)的研究所提供

依據國研院科政中心統計1901-2015年物理、

的國際比較資料，顯示出R1~R4職涯階段與

化學以及生理醫學諾貝爾獎得主獲獎研究發表

研究者的年齡和職位是配合的。職涯的進展有

年齡之分析。37至41歲為學者產生重大突破

國家的特殊性，但是平均是R1(30歲)、R2(36

的年齡期間，而產生重大突破的前階段，則為

歲)、R3(41歲)、R4(46-51歲)，而大部分國

培植及補助的重要時程(國研院科政中心學術

家的職涯進展是看研究者的優勢與表現而非

能量分析團隊，2017)。也有學者研究發現，

僅年資。一般而言，處於早期階段的研究者

物理、化學領域學者，其高被引論文發表比例

(R1~R2或者R2~R3初期) 是指一位研究者正

最高的是在31~35歲區間(洪文琪，2016)。

處於由依賴轉為能夠獨立執行研究工作並有高

不論是從生理上或心理上探究原因，也都支持

度研究產出的過渡期，即處於中間轉換階段的

此現象。在生理上，研究者因為年齡的增長，

研究者均屬之(Gingras et al., 2008; Laudel &

一方面會經歷對抽象思維的流暢性、靈活性與

Glaser 2008;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獨創性較為不足等的衰退，另一方面，則是面

2009; Boulton 2011; Youtie et al., 2013)。

臨新陳代謝變慢，以及體能與精力的下滑。在

Muller (2014)認為職涯初期學者是年齡低於

心理上，首先，隨著社會化的加深，年齡增長

35歲的博士後，尤其不應超過40歲。

後，研究者嘗試探索新事物的冒險傾向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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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問題解決的獨創性都被謹慎性取而代之；

學家奬(Ind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

其次，35歲以下的研究者大多是處於職涯發

(INSA) medal for Young Scientists)設立於

展初期，而正面臨生存和競爭壓力，亟需向外

1974年，被題名者必須是35歲以下的印度科

界證明自己的能力，因此，更具有外在取向的

學家 5 。而印度根據2008年的議會法案(Act

成就動機，故會以更大的熱情投入科研的競爭

of Parliament) 成立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

型獎勵；第三，創造力是結合熱情和經驗的結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果，大約在38~40歲之間達到最高峰值，在此

Board; SERB)以支持新興科學與工程之基礎

峰值之前，個體創作極具新穎性，在這之後，

研究。其設立的職涯初期研究奬(Early Career

產出則進入常規化。綜而言之，35歲以下的

Research Award)，旨在支持37歲以下的年輕

青年科研人才，不論從生理或心理層面來看，

研究人員去投入科學和工程前沿領域之研究 6

都是處於投入科學研究的最佳狀態，因而是科

等等。

研成果的豐收期(劉梅等人，2016)。
在各國的不同獎勵方案當中，若從獲獎者的長
事實上，世界各國針對職涯初期學者的獎補助

期發展潛力(獲獎年齡低)與獎勵金額來看，有

做法當中，不乏有關年齡或畢業年限方面的

兩個獎項特別值得關注。一是美國科學基金會

條件限制。例如：日本學術振興學會在2010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設立於

年設立的「學術振興會育志奬」是頒給34歲

1975年的艾倫·沃特曼獎(Alan T. Waterman

以下在日本求學的博士生(JSPS Ikushi Prize

Award)，另一則是德國於2002年設立的

program) 1。而學術振興學會推出的Grants-

Sofja Kovalevskaja獎(Sofja Kovalevskaja

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KAKENHI，

Award)。茲簡述如下：

則主要針對36歲以下的博士以資助其進行國
際合作研究2。日本文部科學省(MEXT) 頒發的

艾倫·沃特曼獎是美國科學基金會頒發獎項中

研究獎學金(Postgraduate Scholarships)是

的最高榮譽，其被提名者必須是35歲以下或

提供補助給與35歲以下的年輕科研人才至日

取得博士學位七年之內的美國公民或永久居

3

本進行研究或進修 。美國青年科學家和工程

民(基金會在考量女性和少數族裔少數群體的

師總統奬(Presidential Early Career Awards

狀況與獎勵對象的均衡性，將於2018年開始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PECASE)是針

變更條件為40歲以下或取得博士學位十年之

對取得博士學位不久、從事科研工作五年內

內 7)。主要獎勵在數學、物理、生物、工程、

的科學家與工程師 4。印度國家科學院青年科

社會或其他科學領域，於研究質量上表現出卓

1 資料來源：https://www.jsps.go.jp/english/e-ikushi-prize/outline.html
2 資料來源：https://www.jsps.go.jp/english/e-grants/grants09_fy2017_f.html
3 資料來源：http://www.uk.emb-japan.go.jp/itpr_en/mext_postgrad.html
4 資料來源：https://www.nsf.gov/awards/pecase.jsp
5 資料來源：https://insaindia.res.in/aa4young1.php
6 資料來源：http://www.serb.gov.in/ecr.php
7 資料來源：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4/nsf-s-uphill-road-making-prestigious-early-careeraward-more-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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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個人成就而領先同行的青年研究者，並且

最近三年的獲獎者，平均年齡介於32~35歲

強調研究的原創性、創新性和對所在領域的顯

之間，年齡最小的則僅29歲。完成博士學位

著影響力。此外，美國科學基金會鼓勵任何機

六年內的國外所有學科的科學家和學者均有申

構或個人提名且無名額限制。獲獎者可獲得

請資格(人文社會科學和醫學學者為了順利執

五年100萬美元(合約3300萬台幣)的獎勵贈款

行研究計畫，必要時會要求對德國有相當的

8

以進行進一步的科學研究 。此獎項在美國另

了解; 科學家和工程師必須熟練掌握德語或英

有「青年諾貝爾獎」的美名，多數年度都僅有

語)。審查時則著重申請者具有顯著的研究成

一名獲獎者。從1976到2017年共有43名獲獎

績，以及其未來要進行的研究計畫具有創造與

者，年齡最小的僅27歲，平均年齡則為34.3。

創新性9。

而且，過去獲獎者都在後續研究中取得了卓越
的成就，包括：獲得諾貝爾獎、菲爾茲奬、美

上述兩個獎項的設立目標，都是希望透過提供

國國家科學奬章、獲選為美國國家院士等等

充足的科研經費吸引並留住那些最優秀的年輕

(李強等人，2015; NSF網站資料)。

科研人員，鼓勵他們投入科技研發並作出實質
貢獻如：更快地獲得研究上突破性發現。同

Sofja Kovalevskaja獎(Sofja Kovalevskaja

時，透過他們能夠帶來外溢效用，包括：跨國

Award)是德國最有價值的學術獎項之一。

知識的交流與新興研究團隊的建立等。

其讓獲獎者在獨特優渥的條件下開展研究工
作：五年中，他們可以在自己選擇的德國
大學中獨立而幾乎沒有受到行政限制地進

三、台灣科研人才之獎勵發展
概況

行自己的研究計畫，同時建立自己的研究團
隊，獲獎者的獎金總額可達165萬歐元(合約

21世紀，隨著各國經濟增長的支撐點轉向資

5900萬台幣)。2002年時，德國在聯邦政府

訊、新材料、生物技術、新能源、環保、海洋

的「投資未來」（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高技術產業等高科技產業，世界的競爭的核心

Programme; ZIP）計劃之下，聯邦教育和研

可說是高科技人才的競爭。尤其，研究指出，

究部(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將近80%的領導型產業來自於學術機構所做的

Research)希望藉由將國際頂尖優秀研究人才

研究結果(Atkinson & Pelfrey, 2010)，研究人

在其職業發展初期即延攬至德國，幫助頂尖研

員年齡老化將影響創新觀點的嘗試，進而影響

究快速突破。也促進國內的年輕研究人才一起

科學的進展(Kuhn, 1962&1977)。因此，世界

投入合作研究，藉以幫助德國研究單位更國際

各先進國家對於年輕科研人才的培育均不遺餘

化，並對德國本身有潛力的年輕研究人才產生

力，其做法包括：第一，強化研究生教育，擴

激勵效果，於是，開始了此研究獎項。Sofja

大博士、博士後與跨科學人才的培養規模；其

Kovalevskaja獎於當年1月份首次頒發給來自

次，促進高教、科研機構與產業界共同合作；

國外13個國家研究所工作的29名初級研究人

第三，強化年輕科研人才的獎勵與資助等(各

員，其中最小的只有27歲。一開始此獎項每

國科技與高教部門網站)。

兩年頒發一次，自2014年開始則每年頒發。
8 資料來源：https://www.nsf.gov/od/waterman/waterman.jsp
9 資料來源：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web/kovalevskaja-aw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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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科技部各階段人才補助策略
資料來源：科技部網站；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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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學校院教授2007年至2016年的年齡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本研究整理。
註：係指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之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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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本研究整理。

科技部為國內學術研究機構資源的提供者，台

至10.9%(張于紳，2016)。也就是，隨著少子

灣目前針對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術研

化趨勢，若沒有任何政策推動，將自然產生大

究人才的培育，主要是藉由設定不同計畫目標

學專任教授整體年齡老化的現象。

下，提供研究補助以支持我國學術研究人才提
升研究水準，因而，有針對各階段的人才不同

此外，台灣近年來充斥著博士人才「無法學以

的奬補助策略(圖3)。

致用」、「浪費國家教育資源」，以及「高教
105大限」等輿論，導致年輕學子擔心學術研

其中，針對職涯初期學者的奬補助方案，包

究發展的職涯前景而不再投入學研領域，導致

括：一般研究計畫補助中的博後研究、博後獨

報考就讀國內博士班的人數持續下滑。從教育

立研究、新進人員研究計畫等，還有獎勵項

部統計資料來看，博士在學生人數自2000年

目中的吳大猷奬、博後學術著作奬…等，這些

開始下滑，而畢業生人數則從2014年開始呈

奬補助方案均已行之有年。然而，近年來學

現負成長(圖5)。此刻，政府若能針對具有研

研人才卻顯現出老齡化的趨勢，由大學學術

究與創新潛力的年輕卓越科研人才，在獲得奬

人員整體年齡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出近十年

補助的名額與期限上，給予充足的預算，將可

來老化趨勢並無停歇(圖4)。事實上，我國大

彰顯出國家積極培育高端科研人才的決心，以

學教授中的年輕族群(44歲以下)比重逐年下降

俾助於扭轉青年人才不再投入科學研究之職涯

(由2007年的50.7%降為2013年的25.6%)，

發展的趨勢。

並且，依照此變化趨勢，透過數據的推估，至
2018年將降為17.1%，至2023年則持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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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結構方程模式於科技計畫評估
之應用
戴政安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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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探討結構方程模式於科技計畫評估之應用，簡介評估方法、操作步驟及注意事項等，
並以案例說明方法應用之步驟，包括理論模式架構建立、建立因素變數間因果關係路徑
圖、轉換路徑圖為結構方程模式與測量方程式、選擇分析模式（共變數或相關係數）、
評估模式的鑑定、評估配適度標準、模式解釋與修改等。期能協助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初
步瞭解評估方法，以具備選擇適當評估方法於科技計畫評估之能力。

中文關鍵字：科研投入 / 計畫評估 / 結構方程模式
英文關鍵字：Scientific Research Input / Project Evaluation /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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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於科技

一、前言

計畫評估之應用，並以範例說明其應用。

科技發展可提升國家競爭力與促進產業發展原

二、評估方法簡介

動力，因此世界各國均制定政策並大力推動，
將科技發展列為主要政策方向，補助企業進行

SEM適合用於檢驗假設模型之統計分析方法，

研發創新。政府進行研發補助後，須藉由績效

故研究者必須先根據理論或文獻探討的過程，

評估解析政策成果效益，確實瞭解政策推動成

研擬出適當研究模型架構，再以SEM進行驗

效與察覺可改善之處，據以檢討回饋，讓政策

證與分析。結構中分為兩個次系統，分別為

制定與執行可以穩健精進。

「測量模型」及「結構模型」。測量模型是
測量變項（measured variable）與潛在變項

科技計畫之效益評估，不同於一般營利機構係

（latent variable）之關係；結構模型則是潛

採獲利程度衡量優劣，而是以多投入與產出為

在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其中測量變項是SEM

評估標準，科技計畫各投入與產出間之衡量指

過程分析與計算的基本元素，又稱作觀察變

標並不容易確認路徑、定義及衡量，且各計畫

項，而潛在變項則是由測量變項所推估出來

之最終目標不盡相同（技術、商業價值、政策

的變項（Cziraky, 2004）。SEM模型示意圖

面目標等），由於科技研發活動的特性，各項

參見圖1，V1至V6為測量變項，E1至E6則分

衡量指標對科技計畫之執行績效，不僅只有個

別代表潛在變項無法解釋之測量誤差，F1與

別直接之影響關係，各指標尚具有相關性，使

F2 為潛在變項，其中F1為外衍潛在變項，因

用單一構面之衡量指標恐無法準確評估其執行

其不受其他潛在變項的影響，而F2為內衍潛

績效，透過指標相互間之間接作用將進一步影

在變項，受到F1的影響，D則是外衍變項對於

響到計畫執行績效。爰此，本研究探討結合多

內衍潛在變項無法解釋之殘差部分（邱皓政，

元迴歸、因素分析及路徑分析之結構方程模式

2011）。

圖1 SEM模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邱皓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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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SEM之優點，包括可同時考慮與處理多個

(一) 理論模式架構建立

依變數；允許自變數與自變數含測量誤差；與
因素分析相似，變項可由多個觀察指標構成，

SEM為變數相互關係所形成之數學模式，

並可同時估計指標變項信度與效度；研究者可

並 可 驗 證 其 假 設 模 型 （ So h n a n d M o o n ,

研擬變項之關係，並估計整個模式資料是否適

2003），評估研發資金補助成效可以分析研

合。SEM之缺點，包括不易考慮控制變項；類

發資金投入、計畫管考、研發環境及長期效益

別變項的使用限制；模式不易適配良好，需有

之因果關係，研發管理可以運用此分析之結論

良好的理論先驗性。

提升研發效率。

三、方法應用範例說明

(二) 建立因素變數間因果關係路徑圖

SEM之分析程序參考Hair等人(1998)整理其結

Sohn 等人（2007）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構模型、測量模型建置與步驟參見圖2，步驟
依序為（一）理論模式架構建立、（二）建立

假設1 研發資金對技術績效、人力資源及客戶

因素變數間因果關係路徑圖、（三）轉換路徑
圖為結構方程模式與測量方程式、（四）選擇

市場有直接影響。
假設2 受補助企業之策略規劃對研發資金投入

分析模式（共變數或相關係數）、（五）評估
模式的鑑定、（六）評估配適度標準、（七）

因素有直接影響。
假設3 補助機構之計畫管考會影響受補助企業

模式解釋與修改。

研發流程管理、技術績效。
假設4 受補助企業之研發環境，例如領導、策

科技計畫執行成果受各種績效指標之影響，

略規劃、人力資源、流程管理、客戶

且各項指標之間亦存有因果關係；以韓國為

市場、資訊分析等對技術績效有直接影

例，政府提供中小企業科技研發的財政支持

響。

對提高國家競爭力非常重要，韓國科技與工

假設5 受補助企業之研發環境，例如領導、策

程基金會（Korea Science & Engineering

略規劃、人力資源、資訊分析等對技術

Foundation, KOSEF）透過科技研發計畫支持

績效產生間接影響。

具有競爭力之中小企業研發項目，Sohn 等人

假設6 技術績效將影響管理、商業及製造績

（2007）提出SEM評估此計畫在三個面向的
表現：研發資金投入後在產出、成果、影響

效。
假設7 管理、商業及製造績效對長期效益產生

的表現、接受補助企業之研發環境、補助機

積極影響。

構（Funding Organization）的計畫管考，
運用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三) 轉換路徑圖為結構方程模式與測量方程式

Award（MBNQA）準則評估接受補助企業之
研發環境，考察計畫短期效果，並提供回饋資

透過步驟二之研究假設轉換為路徑圖，箭頭表

訊，改進政府補助中小企業研發項目之計畫。

示因果關係，參見圖3；潛在變項之量測指標

SEM建構流程分述如下：

分述如下（Sohn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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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理論模式架構建立
步驟2：建立因素變數間因果關係路徑圖
步驟3：轉換路徑圖為結構方程式與測量方程式圖 (path diagram)
考量因素：a. 編譯結構方程式
b. 確認測量模式
c. 鑑定因子與變數間的相關係數
步驟4：選擇分析模式
相關係數

共變數
步驟5：評估模式的鑑定

步驟6：評估適配度標準
考量因素：a. SEM的假設
b. 鑑別是否有違例判斷

是

步驟7：模式解釋與修改
考量因素：需要作實質修改嗎？
圖2 分析程序示意圖
資料來源：彙整自Hair et al., （1998）

1.
2.

研發資金之測量指標：資金額度、補助期

發團隊管理、研發成果管理、管理資訊系

間。

統、研發成果分析。

計畫管考之測量指標：中期評估、長期評

7.

估、訪談調查。
3.
4.

支持、研發需要、有效資金執行。

領導之測量指標：經營領導、經營管理、

客戶市場之測量指標：目標客戶、市場分
析、客戶維護、滿意度分析、客戶關係管

策略規劃之測量指標：研發策略、研發目

理。
9.

人力資源之測量指標：研發機構、科研研
發文化、員工管理、研發環境、員工教

6.

8.

商業管理、社會責任感、管理倫理。
標、研發討論、研發計畫。
5.

流程管理之測量指標：技術商業化、研發

技術績效之測量指標：提升技術能力、技
術進步、技術本地化。

10. 客戶滿意之測量指標：總體滿意度、技術

育。

滿意度、業務滿意度、管理滿意度、製造

資訊分析之測量指標：研發成果專利、研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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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績效之測量指標：改善就業、薪資上

展、國家需求增加、產業結構改變、改善

漲、研發環境改善、製造環境改善、管理

國民經濟。

系統改善。
12. 商業績效之測量指標：銷售改善、新產品

例如：關於投入項目可透過計畫補助資金額度

開發、產品本地化、改善企業知名度、銷

高低、計畫補助期間長短等衡量研發資金測量

售與出口增加。

指標；關於補助機關研發管理項目可透過中期

13. 製造績效之測量指標：產品品質、提高生
產力、提高製造成本、改善生產過程。

訪談調查瞭解補助機關計畫管理成效等衡量計

14. 長期效益之測量指標：改善技術、產業發

圖3

評估機關管理優劣、長期評估機關管理優劣、
畫管考測量指標。

韓國中小企業研發計畫評估結構方程模式
資料來源：Sohn et al.,（ 2007）

(四) 選擇分析模式 (共變數或相關係數)

導出之共變數與實際蒐集資料之共變數間之差
異（邱皓政，2011）。假設要瞭解潛在變數

SEM分析核心概念是變項之共變數分析，其

之間相關性會先計算因素負荷，再求得因素得

功能為運用變項間之共變數矩陣，觀察多個連

分，作為潛在變數之相關係數，但不能反映彼

續變數間之關聯情形；也可以反應出理論模式

此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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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估模式的鑑定

(六) 評估配適度標準

評估模式的鑑定是讓SEM 模型具有統計與

評估配適度標準是SEM 相當重要的一環，用

方法上的可辨識性，讓各項估計的程序與統

以評估理論假設模型，將不適合之處重新調整

計決策過程可以順利的進行，當理論模型發

並提出一個較佳的模型，本文彙整SEM配適度

展完成後，必須選擇適切的評估方法，包

指標與判斷值（參見表1），提供進行SEM分

括：部分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

析時，判別其評估配適度。

PLS）、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等。雖然MLE比較廣泛使
用，但是需要符合常態分布與大量樣本；PLS
則沒有此限制。

表1

SEM配適度指標與判斷值

整體配適度指標
卡方檢驗

卡方自由度比
AGFI

判斷值
p 值應大於 0.05
(
) ≦ 3 表示模型契合度佳
2

類似 R 解釋變異量，＞ 0.60 者即可視為理想模型

適合度指標
NFI
數值＞ 0.90 表示模型的配適度佳
CFI
替代性指標
RMSEA
殘差分析

RMR

數值≦ 0.05 時，視為「良好配適」；0.05~0.08 則為「不錯配適」；
0.08~0.10 則是「普通配適」；大於 0.10 表示不良配適
愈小愈好，通常＜ 0.05

資料來源：Hair et al., （1998）；Cziraky, D., （2004）；邱皓政，（2011）

(七) 模式解釋與修改
依據步驟六評估假設理論模型，將不適合之變

4）。Sohn 等人（2007）運用SEM解析研發

項重新調整，刪除1.研發資金對技術績效、客

資金投入、計畫管考、研發環境及長期效益之

戶市場有直接影響的假設；2.受補助企業研發

因果關係，驗證假說是否成立，受補助企業之

環境，例如領導、資訊分析等對技術績效有直

流程管理對技術績效直接影響最大，補助機構

接影響的假設，並確認其通過步驟五與六之評

計畫管考與資訊分析對技術績效間接影響最

估檢定，得到較佳之結構方程模式（參見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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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修正後之韓國中小企業研發計畫評估結構方程模式
資料來源：Sohn et al.,（2007）

四、小結

倍，並大於100份問卷，方能得到較穩
定的結果；黃芳銘（2009）則建議問

計畫評估的研究方法眾多，SEM適合驗證各項

卷樣本數至少需要100~150份才適合

指標對成果之影響，及各項指標之因果關係，

求得收斂解與適合解。
（三）績效產值計算：應用SEM確認各構面間

但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之因果關係，及其對科技計畫績效之影
（一）假設驗證確認：應用SEM分析科技計畫

響，並進而回饋檢討科技計畫評估項目

評估時，其假設關係應依據文獻理論或

與計畫推動適切性，但對於績效產值則

經驗概念加以建構，發展理論基礎模

無法推估計算，因此必須謹慎評估方法

型，設定其因果關係，並按所提出之假

適用性問題。

設模式蒐集資料，進而驗證假設模式與
觀察資料之間的配適度。因此，若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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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入

研發型科技計畫篩選工具之可行性
分析
李宜憲

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pTcMTt，Created by geralt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科技計畫篩選不僅對計畫管理者能透過此篩選機制補助合適的計畫，且能使決策者在科
研預算的投入更為審慎。對於研發型計畫，由於著重技術開發與開發之成果能否被應用
或商品化，因此計畫所帶來的效益會較易與經濟或社會效益有直接或間接之關聯。本研
究透過文獻探討的方式進行研發型科技計畫篩選工具的可行性分析，分別針對為以層級
分析法為基準的途徑、以投資報酬率的途徑、以評分模型的途徑、以決策樹的途徑，並
進行探討質化與量化如何應用在研發型計畫篩選，最後作出建議。本研究期望透過對研
發型計畫的篩選方法進行探討及分析，以作為政府決策者進行審查或補助研發型科技計
畫之參考。
中文關鍵字：計畫篩選 / 投資報酬率 / 層級分析法 / 評分模型 / 決策樹
英文關鍵字：Project Selection / Return on Investment /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Scoring Mode /
Decision Tree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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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3)研發所需的技術亦被政府政策影響。

一、前言

(4)因為研發技術的不可預測性，如技術是否
被研發成功或可能產生的風險及缺乏相關專

我國在科技計畫審查(篩選)通常需考慮眾多因

家，使得增加政府進行計畫篩選的困難度。此

子，例如政策依據、要達到之終點目標、計畫

外，政府投資計畫在效益面的觀點不似企業聚

內容、計畫人力及編列經費合理性、預期成果

焦在私人報酬上，在社會報酬亦是政府所關注

及效益等，這些審查面向需達一定分數比例方

的面向。

能獲得補助。對於研發型科技計畫(如業界科
專計畫)審查時，除了需考慮上述面向外，此

目前在政府研發型計畫之篩選工具眾多，每個

類計畫更關心計畫成果是否能商業化或者開發

方法執行的難易程度不一，以下分別介紹幾

技術是否會被取代，因此需考慮可能影響的風

種常用的工具，包含：(1)Huang et al.(2008)

險因子，然而目前我國在審查研發型計畫，風

所採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險因子似無結構化呈現以讓專家能較全面性考

Process, AHP)為基準的模糊層級分析法

量篩選準則，如經濟部工業基礎技術計畫僅請

(Fuzzy AHP)進行篩選。(2)Tassey(1997)以

計畫主持人說明開發之風險評估及因應對策

投資報酬率(Rate of Return, RoR)面向進行

(經濟部技術處，2017)。此外，一般計畫書在

篩選。(3)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繳交時並沒有足夠的資訊呈現計畫預期成效是

Research Council, NRC)應用決策樹架構

否在合理範圍，這可能影響篩選過程因缺少足

進行美國能源部(Depar tment of Energy,

夠證據而影響篩選結果。因此，如何找到合適

DOE)能源研發計畫的效益預估(Prospective

的研發型科技計畫篩選工具，不僅有利於計畫

evaluation)以作為計畫篩選之參考。(4)評分

管理者合理判斷該計畫是否值得被補助，更能

模型(Scoring Model)進行篩選以下分別詳細

提升計畫管考能量。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相關

介紹：

研發型科技計畫篩選工具並進行可行性分析，
以及對我國現行計畫篩選機制作出建議。

(一)以層級分析法為基準的計畫篩選

二、研發型科技計畫篩選工具
介紹

Huang et al. (2008)利用此工具應用於業
界科專計畫補助的篩選，此計畫(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 ITDP)

政府對研發型科技計畫的篩選思維與私部門

為經濟部通過後再補助至相關產業界。計畫

(如民間企業)在組織內之計畫篩選是不一樣

的目標旨在鼓勵產業界參與關鍵技術開發及

的。相關學者Hsu et al. (2003)及Huang et

研究。ITDP計畫補助在不同領域，如通訊電

al. (2008)指出有以下幾點：(1)政府投資計畫

子、機械工程與航空、材料與化學工程、生

的目的是促使私部門能增加對先進技術的研發

物科技。Huang et al. (2008)所考量之篩選準

投入。企業在篩選計畫的思維為預期計畫可帶

則不僅針對科技面向、效益面向(經濟效益、

來更大的收益，若市場技術障礙過高則企業投

社會效益)、計畫執行面向(如研究成本之合理

資的意願會降低。(2)政策因子可能會影響政

性、研究團隊之能力、研究設備之支持)，更

府在科研經費的配置，如著重在重點領域的投

考量計畫風險。計畫風險面向包含技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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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研發技術成功的機會)、商業化風險(如技術

專家的主觀判斷成為模糊判斷，之後透過數

商品化成功的機會)，以及計畫發展之風險(如

值運算得出每個主面向及次準則的重要性(模

有形及無形之成本考量)，考量計畫在執行可

糊權重)。由於目前處理以層級分析法為基

能遇到的風險，可避免政府篩選的研發計畫執

準的運算過程都有相關軟體可執行，如透過

行成效不如預期而浪費科研預算的投資。

ExpertChoice軟體可分析成對比較結果，以
及Matlab軟體可處理模糊理論相關的數值運

以Huang et al. (2008)所執行的ITDP計畫篩

算。因此，透過模糊權重可得知在篩選ITDP

選，其計畫篩選的流程如下：第一、進行相

計畫，以科技面向的權重最高(0.389)，主要

關領域的文獻蒐集並定義需要評量之準則，

原因是ITDP計畫的目標為發展先進技術及此

藉以擬定初始ITDP計畫篩選架構。接著，透

計畫獲得政府最多的資源投入，因此，專家對

過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如科技管理、材料工

於此面向的考量重要性較高。此外，在計畫風

程、電子學、通訊領域等)檢視此ITDP篩選

險面向下之因子依模糊權重可知技術風險最高

架構是否需要改進或釐清篩選準則，以確定

(0.064)，其次為商業化風險(0.045)、計畫發

篩選的主面向及各面向下的次準則。第二、

展之風險(0.038)，因此可知在探討篩選ITDP

專家透過評量準則之成對比較法（Pair-Wise

計畫，技術在研發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如技

Comparing）判斷每個準則間的相對重要

術是否會被取代、該技術是否有充份地證據被

性，重要性的程度從最低1至最高9。例如，

支持是專家篩選計畫較考量的風險因子。

在計畫風險面向，透過成對比較方法以回答：
「該技術成功的機率」對「該技術是否有足夠

(二)以投資報酬率進行計畫篩選

的證據來支持此技術」的重要性程度。值得注
意的是，當專家在進行準則間的成對比較時會

Tassey(1997)針對政府研發計畫篩選，主要

受到其主觀判斷而影響整體判斷的一致性，此

考量兩個面向：私人報酬率(private rate of

時需持續進行成對比較以滿足整體一致性指標

return)及社會報酬率(social rate of return)。

(Consistency Index, CI)小於0.1。第三、因為

一般而言，若研發計畫之社會報酬率較高，

傳統層級分析法在進行決策或判斷並沒有考慮

但其產生之私人報酬率較低(如低於私人報酬

當決策或判斷資訊不明確時要如何精確地量化

率門檻值)，則該計畫列為政府補助之候選計

(如傳統AHP採用李克特量表1-5或1-9進行重

畫。從圖1中可發現計畫A至計畫D，政府所採

要性程度的描述，然而對於較不明確的認知難

取的策略會不一樣。

以僅用此量表表示)，因此，很多文獻指出在
進行決策的過程中會面臨到資訊不明確的情

以計畫A為例，在社會報酬率及私人報酬率

境(Ribeiro, 1996)，並認為一個實用之決策工

均低於報酬率門檻值，代表計畫的預期效益

具需能處理資訊不明確的能力(Zhang et al.,

低(可能因其它因素而導致效益不佳)，對政府

2002)。透過模糊理論並結合傳統層級分析法

及私人而言，計畫A不列入補助。以計畫B為

可作為處理計畫篩選過程中資訊不明確的情

例，計畫顯著帶來社會效益，然而，計畫在私

況。因此，當專家完成準則間的成對比較後，

人投報酬率低於門檻值，代表企業投資後之風

透過三角歸屬函數(Triangular membership

險將更大，短時間很難獲利。因此，計畫B需

function)及Alpha係數(α coefficient)轉換

獲得政府補助，透過成本分攤補助方式(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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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funding)降低私人投資的風險並刺激

讓企業認為透過減稅後之私人報酬率足以執行

企業進行研發投資。以計畫C為例，該計畫私

此計畫。以計畫D為例，此計畫為典型企業研

人報酬率並沒有明顯超過門檻值，然而社會報

發計畫，因為其私人投報酬率大於門檻值，值

酬率高於門檻值。此時，政府可透過減稅政策

得企業進行此研發計畫的投資，對於政府而言

(如研發投資抵減)減少企業研發的邊際成本，

則無介入(投資)的必要。

圖1 以投資報酬率進行政府研發計畫篩選
資料來源：Tassey (1997)。本研究整理。

(三)以決策樹進行計畫篩選

Programs)之案例，透過探討技術進展及技術
在市場被採用的成功機率，並考量有無投資可

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受國會所託，發展一套

能產生的效益來決定是否要補助該計畫。圖中

評估方法並應用於美國能源部重大研發計畫之事

可發現DOE選擇投資此計畫，則預期成本降低

前效益預估以作為計畫篩選參考之依據。在進行

3,136(百萬美元)；若選擇不投資此計畫，則

計畫事前效益評估採用的工具為決策樹。在決策

預期成本降低2,323(百萬美元)。因此，可預

樹中考量研發技術風險及市場接受度風險，此

期美國DOE投資先進照明計畫可獲得813(百

外，專家能基於實證輔助進行技術開發與否、市

萬美元)。此外，從圖中可發現在不同機率組

場接受與否之機率及預期效益估算。

合(技術成功機率及市場成功機率)下的預期效
益，在技術成功機率及市場成功機率是由專家

圖2為採用決策樹架構應用於美國DOE所

來決定，在技術成功機率主要考慮整個計畫生

補助之先進照明計畫(Advanced Lighting

命週期內其財政、科技、管理等程度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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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成功機率主要考慮市場需求、競爭技

過去美國DOE採用NEMS(National Energy

術的存在、技術是否易被執行、執行成本等

Modeling System)系統估計計畫之預期效

因素而決定。在計算效益上，為了能有效產

益，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1)NEMS系統所計

生，透過合理的假設(如能源使用量與成本之

算的數值缺乏明確的假設。(2)在執行NEMS是

關聯)及簡易試算模型(Simple Spreadsheet

很耗資源，對於使用者若要進行不同情境下的

Model)，如個體經濟模型，可估計不同情境

效益探討可能降低其使用效率。

下之效益。此外，透過簡易試算模型可替代

圖2

決策樹應用於美國能源部研發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NRC(2005)。本研究整理。

(四)以評分模型進行計畫篩選
機率、低機率，並從不同等級之機率給予不同
評分模型亦使用在政府研發型計畫篩選，評分

的分數(如高機率為20分、中機率為10分、低

模型的面向可依不同部會的性質來作合理的應

機率為0分)。此外，在決定每個面向的分數，

用，在此評分模型中(如表1)可發現在毎個面

專家在進行審查需取得共識以進行評選。此方

向的內容可進行等級化。例如，計畫在整合風

法目前也是科研補助機關最常用的方法，除了

險因子下之成功機率，可等級化成高機率、中

簡易計算外專家可依其共識決定每個面向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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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評分模型示意表

準則

權重

分數

20 – 25% : 25 分
15 – 20% : 20 分
10 – 15% : 15 分
5 – 10% : 10 分
0 – 5% : 5 分
< 0% : -10 分

投資報酬率 ( 內部報酬率 )

計畫對公民的效益

高 : 30 分 ; 中 : 20 分 ; 低 : 10 分

計畫在企業策略目標下之效益

高 : 20 分 ; 中 : 10 分 ; 低 : 0 分

計畫在整合風險因子下成功之機率

高 : 20 分 ; 中 : 10 分 ; 低 : 0 分

計畫之政策意涵程度

高 : 20 分 ; 中 : 15 分 ; 低 : 0 分

計畫補助之效益

高 : 30 分 ; 中 : 20 分 ; 低 : 10 分

計畫失敗之可能性

高 : 30 分 ; 中 : 20 分 ; 低 : 10 分

其他因素

30 – 0 分
資料來源：Wirick (2009)。本研究整理。

數，然而，對於不同計畫屬性所評選準則及準

值，以及其相關的參數(如折現率)。決策樹方

則內等級化的設定需依不同機關而決定。

法雖然能透過簡易試算模型預估此計畫效益，
然而在計算效益過程中的假設條件需進行討論

三、不同篩選工具可行性分析

並取得共識，在決策過程中可能需要花更多時
間處理。而以層級分析法為基礎之方法及評分
模型其可行性較佳，以層級分析法為基礎之方

以上介紹四種不同研發型計畫篩選工具，其方

法除了可事先透過文獻尋找相關評選準則外，

法上的優缺點及可行性分析如表2所示。在可

透過其學理的運算可客觀得出每項準則及次準

行性分析上，投資報酬率及決策樹方法較難以

則的權重及利用簡易數值運算軟體得出各計畫

操作及執行，主因在事前評估中精準預測計畫

評選的分數。另外，評分模型中也因為詳列每

之預期效益較不可行，因技術的不明確性及缺

個面向或準則並等級化，使得審查專家易於使

乏充分地資訊使得決策者很難精準預測計畫之

用，然而這些準則在不同科研機關下處理不同

效益及成本(Kim, 2005)。此外，在計算投資

屬性計畫需作調整，且等級化的標準也有可能

報酬率很難決定私人及社會投資報酬率門檻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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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計畫篩選工具

不同計畫篩選工具的比較分析
此工具對科研補助機
關在研發計畫篩選的
可行性探討

優點

缺點 / 限制
1. 層 級 分 析 方 法 無 考
量準則間之相互影
響 (interaction)。

以層級分析為
基礎之方法
(Huang et
al., 2008)

1. 需 參 考 文 獻 蒐 集 相
關評選構面及準
則。
2. 透過問卷方式訪談專
家並經其方法演算得
到準則及次準則之權
重，以及每個計畫之
最終評選分數。
3. 非 大 量 蒐 集 問 卷 數
量。

1. 易 操 作 執 行。 科 研
補助機關在篩選計
畫時可邀請相關專
家設計相關審查因
子 ( 包含風險考量，
如 技 術 風 險、 商 業
化風險等 ) 以進行
計畫評選。
2. 執 行 結 果 快 速 且 其
計算過程有其學理
依據。

投資報酬率方法
(Tassey, 1997)

1. 預 期 透 過 計 畫 之 社
會及私人報酬率進
行計畫篩選。
2. 此 方 法 可 顯 示 政 府
進行計畫篩選不僅
聚焦在私人報酬更
是關注社會報酬。

1. 此 方 法 在 決 定 報 酬
率 門 檻 值 時， 較 無
相關準則參考決
定。

1. 難 以 操 作 及 執 行。
例如決定投資報酬
率之相關參數 ( 如
折現率 )，以及不同
時間下計畫之報酬
率也會不一樣。

1. 在 進 行 計 畫 是 否 投
資時考量技術風險
及市場風險因子。
2. 由 專 家 基 於 實 證 輔
助進行技術開發成
功與市場接受之機
率估計及效益計
算。

1. 在 估 計 計 畫 的 預 期
效益需要有合理的
假設條件 ( 如能源
使用量與成本之關
聯 )。然而，此假設
條件可能會隨時間
而改變。
2. 專 家 採 用 採 用 簡 易
試算模型需要藉
由 NEMS 系 統 提
供 投 入 變 數， 然 而
此系統在操作上較
困 難、 耗 時， 且 提
供的資訊不夠透
明 化 (NRC, 2005;
Ruegg, 2007 )。

1. 此 工 具 考 量 技 術 成
功及市場接受的機
率， 並 針 對 不 同 情
境組合 ( 技術成功
機率 * 市場接受程
度 ) 下估算預期效
益。
2. 難 以 操 作 及 執 行。
因研發計畫的技術
不 可 預 測 性， 要 事
前精確預測效益
較 不 可 能。 此 外，
目前各部會的資料
成效追蹤系統較不
完 善， 缺 少 足 夠 的
訊息來輔助計畫篩
選。

1. 簡 易 計 算， 專 家 可
依據不同面向的評
選準則進行評分。

1. 每 個 面 向 的 內 容 透
過等級化來決定各
等級的分數。然而，
如何決定等級化類
別 及 各 分 數 高 低，
沒 有 一 致 性， 可 能
需依不同計畫屬
性及專家共識而決
定。

1. 可 應 用 在 政 府 應 用
研 究 上 (Roessner,
1993)， 然 而 在 決
定每個面向的分數
中， 可 能 需 要 更 多
的證據來源取得共
識或者在取得共識
的過程中打破保守
文化 ( 如學術階級
制 ) 使得更能提升
計畫篩選的成功性
(Kim, 2005)。

決策樹方法
(NRC, 2005;
Ruegg, 2007)

評分模型
(Wirick, 2009)

72 研發型科技計畫篩選工具之可行性分析

回目錄

估(如決策樹架構之成效預估)，其最重要的是

四、討論

作為一個決策溝通的工具及反應決策者所重視
的面向，而非聚焦在預測精確性。

政府在進行研發型計畫的篩選存在一定的困難
度，除了需考慮若篩選了該計畫後，其計畫的

五、結論及建議

效益(私人效益及社會效益)是否值得所需投入
的資金外，更需考慮計畫在執行中可能產生的

本研究探討不同研發型計畫的篩選工具，除了

技術風險及市場風險等因子。此外，當在科研

了解其原理外，更重要的是可作為我國計畫審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會更重視所投資的金

查機制的參考工具。例如，政府在進行研發型

額是否能帶來更大的效益。Roessner(1993)

科技計畫的篩選必須考慮眾多因素，不僅傳統

認為若以研發光譜(R&D spectrum)來探討，

因子(如計畫內容、計畫人力的編列及預算、

愈靠近基礎研究端(Basic Research End)因為

預期成果及效益)，更需考量研發型計畫常伴

尚在探索，研發過程產生的不確定較高，如技

隨技術研發的風險及市場風險，因此，Huang

術是否成功或進行商業化，使得採用量化方法

et al. (2008)所提幾個計畫風險準則或許可納

較不適合，因此，在基礎研究上大多採用質性

進來考量。另外，透過層級分析法可客觀整合

方法(如專家審查)進行篩選；相反地，愈靠近

各個專家對於各準則或次準則的重要性，而非

開發研究端(Development End)，因在開發研

事先主觀決定各準則之重要性，如農委會業界

究所產生的效益較直接反應在經濟面且可透過

科專計畫(農委會，2016)在訂定審查重點明確

指標進行監測及此一研究產生的不確定較低，

界定各審查項目所包含的比重。因此透過層級

因此，適合採用量化方法進行計畫評估及篩選

分析法所得到之準則重要性較能反應專家或產

能有高度的精確性，且透過高度確定所採用的

業界的認知。此外，計畫書所提之預期效益通

測量或測量指標可反應決策者所重視的研究面

常較沒有實質的證據可供審查參考，因此有一

向。

定難度驗證計畫所提之預期效益是否合理，因
此，針對大型研發計畫在事前效益的預估可參

此外，針對大型研發計畫，因計畫活動涵蓋眾

考美國DOE透過簡化試算模型推估預期效益，

多，可能包含開發及基礎研究活動，其結構性

以回饋後續計畫規劃或計畫篩選的參考來源。

較不明顯，因此，若僅利用量化方法進行篩選
計畫(如投資報酬率、決策樹之成本效益方法

另外，對於我國各部會在進行研發型計畫篩選

等個體經濟方法)則會把政府投資計畫的決策

可以有以下幾點建議以完善整個計畫篩選過

扭曲至經濟類，然而，政府關注的效益不僅有

程：

形效益更關心無形效益(如人才培育的養成)，
可能需要透過其他測量方式進行無形效益的

(一)各科研補助機關需考量計畫屬性及目標選

追蹤(如進行質性訪談、問卷調查)。因此，

擇合適評選方法

美國技術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於1986年指出政府研發管

建議我國各部會除了可參考本研究所提出之篩

理者應避免採用量化方法於計畫篩選及計畫評

選工具外，並參考其他國外部會屬性較相近

估。此外，政府採用量化方法進行事前成效預

之計畫篩選作法，如較偏向健康、衛生屬性

科技政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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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會可參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四)建議採用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來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在進行計畫篩選之

改善計畫篩選過程

途徑(包含同儕審查及發病率/治療成本等效
益指標進行篩選)。又如較偏向學術研究補助

我國在進行計畫篩選會邀請專家進行審查，然

的部會可參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而在審查的過程中可能會因學術地位或聲望高

Science Foundation, NSF)進行計畫篩選之途

的專家而獲得較多的關注，此將使得其他專家

徑(包含同儕審查、學術影響評估)。此外，當

不敢把真正的想法或問題表達。此外，政府在

各部會在進行研發計畫組合投資或篩選(R&D

篩選研發型計畫大多把焦點放在成功機率高且

Project Portfolio)時，應考量研發計畫之間的

短期內有良好的效益，然而對於高風險的技術

相關性，如 A研發計畫的市場價值(如產品)與

較沒有長期進行投資及檢視所能產生的效益。

B研發計畫的市場價值可能互為依存或抵消，

因此，對於隱性知識(如在篩選過程中保守文

又或者A研發計畫的技術成功率與B研發計畫

化或認知改變)的使用將有益於改善政府研發

的技術成功率有相關、計畫的目標是否符合各

計畫的篩選過程，特別是在有限的決策資源或

部會的宗旨，更應考量整體投資計畫組合下風

量化很難被執行的情況下(Kim, 2005)。

險與報酬間的關係(Linquit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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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 資訊

產學研攜手，助益一定有？

許旭昇

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EmThiJ，Created by kalhh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產學研合作，為國家積極推動的重點政策，學研單位透過和企業的合作，能夠促進人才
交流與減少研用落差，提高科研成果的應用價值，成為產業技術升級與轉型的動力。本
文以臺灣大學的合作案為例，嘗試從專利與市場價值兩個面向，驗證產學研合作關係的
建立，是否能提高專利品質與對企業市值產生正向影響力。

中文關鍵字：產學研合作 / 專利品質 / 市場價值
英文關鍵字：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operation / Patent Quality / Market Value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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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地窄人綢與天然資源短缺，係以出口貿易
為經濟主體，為維持出口競爭力，商品與技
術需要不斷創新，因此產業的研發活動影響
著一國的競爭力。參閱圖1，根據世界經濟論

資料來源：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資料整理：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Icon made by Freepik from www.flaticon.com

圖1

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布的

2017-2018 WEF全球競爭力排名

《2017-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瑞士、荷

的討論議題，例如：如何促進政府學術研究機

蘭與我國的發展條件相似，皆是國土面積小、

構與企業界研究發展體系之密切配合（第二

內需市場不大與天然資源有限的國家，但卻能

次）、如何加強學校與科技機構之交流及互相

運用有限資源發揮創新活動的綜效，維持國際

支援（第三次）、加強產學研合作鏈結（第十

競爭力，人才與跨界合作扮演重要的角色。產

次）等。各部會因為權責的差異，在推動產學

學研若能有效整合資源，彼此相輔相成，投入

研合作的政策上，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及定

社會需求導向的研發活動，將能成為促進經濟

位，例如：科技部是創新知識的推動者，著重

成長的引擎。

基礎科研活動，鼓勵原創研究；教育部為創新
知識的流動者，重視產學人才的培育與交流；

產學研合作的議題歷久彌新，從1982年的第

經濟部、衛福部與農委會等為產業價值的推升

二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開始，就列為重要

者，強調科研成果的效益及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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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重要國家之研發經費來源比例
科技政策觀點

回目錄

2017 NO.5 | 77

參閱圖2，我國研發經費來源以民間企業及其

效率。專利是研發活動的重要產出，不僅能保

他為主，比例與重要國家相近，都占六成以

護研發人員的創新成果，還能夠提高技術領

上，企業若能結合學校的高品質人才、創新知

域的進入障礙，增加競爭者的開發及生產成

識與設備器材，以及研究單位的先進設備與豐

本，建立專利權人的競爭優勢（Blazsek and

富技術移轉經驗，共同投入創新研發活動，將

Escribano, 2010）。過去已有許多研究，採

能提高科研成果的應用價值，成為產業轉型或

用專利資料衡量受評單位的技術能力，例如：

升級的動力。過去評估計畫成果的指標，多以

洪長春（2017）以美國獲證專利為基礎，分

專利數、論文發表數及技術移轉數為主，無法

析重要專利權人在微型燃料電池的研發強度；

進一步驗證合作關係對參與者的助益。爰此，

張書豪（2016）同樣採用美國獲准專利，比

本文將以專利為標的，比較專利品質是否會因

較各國在電腦技術、通訊、半導體與製藥等四

為產學研合作而有突出表現，再嘗試運用事件

個領域的優勢表現。

研究法（Event Study），分析企業取得合作
型專利後的股票報酬狀況，以驗證產學研合作

臺灣大學在產學合作件數與技術移轉收入的表

對企業市值具有正向影響力。

現，皆是大專校院的第1名（科技部，2016；
科技部，2017），爰此，本文將以臺灣大學

二、產學研合作助益：專利表現

在美國專利暨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取得之專利

企業透過產學研合作，能夠加速技術與知識的

為例，蒐集2015年前，專利權人包含臺灣大

取得，並能促進人才的流動，提高資源分配

學的專利，並依共同專利權人的單位將專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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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灣大學歷年專利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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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表1

不同專利型態的平均被引用數

三、產學研合作助益：市場價值

合作型態

專利件數

平均被引用數

產學合作

64

10.49

產學醫合作

1

4

研發活動的產出包括有形的專利、商標與新產

跨校合作

11

10.9

品等，以及無形的知識、技能與經驗等，其

學研合作

18

12.67

學醫合作

2

21

中專利權擁有排除他人使用該發明之製造、

獨立研發

597

7.89

總計

693

8.41

販賣、進口及使用的權利（趙晉枚等人，
2002），能夠作為企業市場攻防的武器。影
響企業股價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景氣循環、國

註：平均被引用數採用 Count of Citing Patents - DPCI
資料來源：USPTO
資料整理：本研究

家財政狀況與匯率等經濟因素，以及政黨輪
替、產業前景、企業經營狀況、短期新聞事件

態分為產學合作、產學醫合作、跨校合作、學

與投資人態度等其他因素。過去研究指出，

研合作與學醫合作，以及單一專利權人為獨立

企業的專利表現會影響股價（林倞，2015；

研發型等共六類。關於專利品質的表現，可採

Hirshleifer et al., 2013），爰此，本文將以臺

用專利引用與被引用狀況、專利家族數目及專

灣大學和聯發科技的合作案為例，嘗試以「事

利宣告項數目（Claims）等三項為衡量指標

件研究法」分析聯發科技取得合作型專利後，

（樊晉源，2016），本文將以研究人員最常

股票報酬的變動狀況，即合作型專利的核准，

用的專利被引用數，衡量合作型專利的品質。

對企業市值是否有正向影響力。

參閱圖3，臺灣大學在美國取得之專利共有

事件研究法的原理，係以受評對象之特定

693件，2009年的申請件數最多，由於專利從

期間的股價作為估計期，再以事件發生日

申請到核准平均需要28.8個月的時間（Popp

的前後數天作為事件期，透過統計方法，

et al., 2004），因此核准件數最多的時間落在

比較預期報酬率與實際報酬率的差異，以觀

2012年，兩者具有明顯的時間延遲關係。

察某事件發生後，標的股票是否會出現異常
報酬率（Abnormal Returns, AR），此方

參閱表1，整體專利件數中，合作型專利共有

法已廣泛應用於財務與會計領域。Fama et

96件，占13.9%，當中又以產學合作型的64

al.（1969）最早使用此方法，探討企業公佈

件最多。進一步比較不同型態之專利品質，學

新資訊後，股價受影響的狀況。其他相似研究

醫合作型專利的平均被引用數最高，其次為學

如Chiou & White（2005）分析日本金融機

研合作型專利。產學醫合作型的專利在2015

構之策略聯盟類型與股票的關係，結果顯示當

年才核准通過，引用此型態的專利可能還在審

企業發布策略聯盟消息後，確實會提升企業的

核中，還未能充份反映在引用數上。整體而

市場價值。

言，除了產學醫合作型以外，合作型專利的平
均被引用數，高於獨立研發型專利，即擁有較

雖然有很多因素會造成股價的波動，本文嘗試

高的專利品質。

以專利核准日為事件，探討聯發科技取得合作
型專利後，股票報酬率的變動狀況，進而瞭解
企業市值的變化。本文先在USPTO中，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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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包含臺灣大學和聯發科技的專利，

期間內，每日AR的累加值。結果顯示專利核

共找到25筆符合條件的專利，再將每件專利

准日前1天，原本是負向的AR，在專利核准日

的核准時間，輸入至台灣經濟新報（Taiwan

後止跌回升，當天即轉為明顯正向的AR。若

Economic Journal , TEJ）建置的「TEJ事件研

拉長時間來看，專利核准後，CAR呈現上揚趨

究系統」，以聯發科技之股票為標的，估計期

勢，但AR在第3天轉為負向，顯示此事件對股

設定為專利核准日發生前100天，事件期為專

票為短期影響力，AR會逐漸恢復成專利核准

利核准日的前後3天，透過平均調整模式進行

日之前的狀態。由於影響股價的因素相當多，

分析。關於事件研究的分析流程與系統操作，

在無法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對股價的影響下，本

可參閱台灣經濟新報（2016）的操作指南。

文嘗試以專利為標的，藉由小樣本的實證發
現，合作型專利的核准，對企業市值具有短期

參閱圖4，平均異常報酬率代表當天的股票

正向影響力，雖然結果無法推論至整體樣貌，

狀況，平均累積異常報酬率（Cumulative

但仍可作為影響股價的參考變數之一。

Abnormal Returns, CAR）是指股票在事件

事件期

前3天

前2天

前1天

專利核准日

後1天

後2天

後3天

AR

0.3783

0.319

-0.6794

0.6351

0.7051

0.0918

-0.0894

P-value

0.3027

0.4523

0.1451

0.0892

0.0461

0.827

0.8591

CAR

0.3783

0.6973

0.018

0.653

1.3582

1.45

1.3606

P-value

0.3027

0.1849

0.981

0.3671

0.082

0.0925

*

*

*

*

0.189

註：*代表P-value < 0.1
資料來源：TEJ事件研究系統
資料整理：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圖4

事件研究結果

四、結語
本文以臺灣大學的合作案為例，從專利與市場

結果尚無法推論至整體樣貌，但仍可作為值得

價值兩個面向，驗證產學研合作的助益。藉由

參考的資訊。後續研究方可嘗試透過大數據，

小樣本的實證發現，產學合作型的專利品質高

並再加入不同變數一起比較，以提高推論結果

於獨立研發型，而合作型專利的核准，對企業

的嚴謹性。展望未來，本文提出三點政策建

市值具有正向影響力，然而受限樣本數不多，

議。

80 產學研攜手，助益一定有？

回目錄

(一)落實產學研合作計畫的成果效益追蹤，提

關係初探。科技政策觀點。資料取自：https://portal.
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113

高計畫成效

洪長春 (2017)。微型燃料電池研發策略之專利佈局。

科技部的產學合作計畫多由計畫主持人定期填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資 料 取 自：https://portal.stpi.narl.
org.tw/index/article/10304

報成果，尚未有完善的計畫成果效益追蹤機

科技部 (2016)。學術統計資料庫。資料取自：http://

制，建議可參考經濟部的科專成效評估機制，

statistics.most.gov.tw/was2/

透過問卷調查、實地訪談或重點產業之個案研

科技部 (2017)。科技研發成果資訊系統。資料取自：

析等方式，呈現科研計畫的多元效益，並設計

https://ap0569.most.gov.tw/strike/homepageIn-

完善之退場機制，以提高產學研合作計畫的執
行成效。

dex.do
張書豪 (2016)。各國優勢技術領域能量比較分析 - 以
在美獲准專利為基礎。科技政策觀點。資料取自：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200

(二)產學合作計畫之關鍵績效指標，可依計畫

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 (2002)。
智慧財產權入門。台北：元照書局。

目標或產業別制定不同權重

樊 晉 源 (2016)。 專 利 價 值 = 品 質？ 高 價 專 利 之 展

科研活動的產出會因行業別而有不同型態，例
如服務業偏重在產品設計、包裝方式與新品活

望！。科技政策觀點。資料取自：https://portal.stpi.
narl.org.tw/index/article/10257
Blazsek, S., Escribano, A. (2010). Knowledge Spill-

動等行銷方面的創新；製造業則以技術含量高

overs in US Patent: A Dynamic Patent Intensity

的專利，為創新研發活動的重要產出。爰此，

Model with Secret Common Innovation Factors.

不應採用同一標準評估計畫成效，以反映行業
的差異化特性。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59(1), 14-32.
Chiou, I., White, L.J. (2005). Measuring the Value of
Strategic Alliances in the Wake of a Financial Implosion: Evidence from Japan’s Financial Services

(三)推廣標竿個案，提高產學研各界的合作意
願

Sector.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9(10),
2455-2473.
Fama, E.F., Fisher, L., Jensen, M.C. Roll, R. (1969).
The Adjustment of Stock Prices to New Informa-

部會在進行計畫徵件與設計推廣文宣時，可公

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0(1), 1-21.

布過去的績優合作案例，以突顯合作計畫的效

Hirshleifer, D., Hsu, P.H., Li, D.M. (2013). Innovative

益，提高產學研單位的合作意願。例如經濟部

Efciency and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ial

出版的「2015年科技專案執行年報」，即包
含科技專案的沿革、推動重點、執行成果與亮
點案例等主題。

Economics, 107, 632-654.
OECD (2016).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D
by Sector of Performance and Source of Funds.
Retrieved from: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GERD_FUNDS

參考文獻

Popp, D., Juhl, T., Johnson, D.K.N. (2005). Time in
Purgatory: Determinants of the Grant Lag for U.S.
Patent Applications. Topics of Economic Analysis

台灣經濟新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6)。事件研究操
作指南。資料取自：http://www.tej.com.tw/webtej/
doc/EventStudy-UsersManual.pdf

& Policy, 4(1), Article 29.
WEF (2017).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Retrieved from: http://reports.

林倞 (2015)。上市公司股價成長率與其特定專利指標

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

科技政策觀點

回目錄

2017 NO.5 | 81

專 利 資訊

專利品質與維護風險因子分析

張書豪

副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JU8jc3，Created by geralt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本文進行專利品質與維護風險因子分析，以電腦技術領域為分析主體。結果發現專利權人
是否為小實體為風險因子，亦即當專利權人為小實體時，其專利中止維護的風險較高。而
發明國家數、專利被引用數、權利項數與轉讓次數則為保護因子。本文提出專利維護之風
險與保護因子，以作為專利維護的預警系統。

中文關鍵字：專利分析 / 專利品質 / 專利維護
英文關鍵字：Patent Analysis / Patent Quality / Patent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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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衡量專利品質水準，必須事先設定一些標

一、專利的品質與維護

準指標，並藉此作為判定的基礎。過去常用的
指標包括發明人團隊規模、專利引用數、專利

專利是衡量一國科技發展的指標之一，隨著全

被引用數、IPC數、權利項數、非專利文獻引

球技術競爭的日益激烈，許多專家學者紛紛

用數與轉讓次數等。而過去常見的專利品質指

展開專利戰略的相關研究。而衡量專利的有價

標與維護風險上是否有顯著關係，為本文的研

性，可從專利的維護時間觀察，事實上，為了

究目的之一，尤其是如何透過專利文件本身所

維持專利權的有效性，專利權人必須支付公定

蘊含的各種豐富資訊來衡量專利維護風險，

的專利維護費與投入相當的人員與心力來管理

一直是許多學者持續探討的議題(Svensson,

專利。也因此，專利是否存在價值，往往可從

2013; Tsang, Chang, & Wang, 2015)。

專利權人是否願意持續支付成本來維護專利權
(Ernst, 2003)。

由於專利維護時間在不同的技術領域中存在差
異，故需選定特定技術領域作研究對象，以避

而專利品質一直為學者專家感興趣的議題之

免這種差異性。另外，由於USPTO核准專利

一，專利品質應該基於該發明技術的重要性與

的維護期間以4年為一期，當專利核准時需繳

對於後續技術發展的影響力來衡量。一般而

納領證費用(Utility issue fee)，之後在獲准後

言，專利品質的衡量並不容易，決策者可以根

的第3.5年開始要繳納第一次的專利維護費(又

據各自的主觀經驗，或企業較為注重的重點來

稱年費)，後續分別在第7.5年及第11.5年時，

決定專利品質，然而，以宏觀的分析角度而

須再繳交第二次及第三次的維護費用，至第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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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4%
3%
2%
0%

電腦技術
半導體
電力設備、工程與電能
醫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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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
通訊
視聽技術
其他特殊工具機
消費用品
引擎，泵，渦輪機
有機化學
工具機
生物科技
紡織與紙工具機
公共工程
機械零件
化學工程
數位通訊
包裝，輸送，儲存
基本電子電路
製藥
表面處理技術
其他消費用品
基礎材料化學
高分子化學
控制
材料，冶金
環境技術
食品化工
熱加工與設備
商業管理方法
生物材料分析
微結構與奈米科技

1%

圖1

各技術領域的核准專利數量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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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費繳納完畢後，可享有專利權利至專利期

作統計及檢定，且可以預測個體失敗時點的機

間結束。對於三次維護費用的繳納，各有半年

率，以幫助個體的經營者能及早對風險因子予

的寬限期，但在寬限期內除要補繳年費外，須

以了解(吳宗修、吳承紘，2014)，它可以利用

再加上附加費。因此，本研究選擇一個完整的

統計技術與方法用來探討特定的風險因子與存

觀測期間，即12年整，即2003年至2015年資

活時間之間的關聯性，以做為風險因子的預警

料作為研究觀測樣本。圖1為各技術領域的核

系統。

准專利數量分布比例。
表1為風險因子的實證結果，顯著之解釋變數
由圖1可知，占比最高者為電腦技術，故本文

為是否為小實體、發明國家數、專利被引用

以電腦技術專利維護分析基礎進行後續的風險

數、權利項數與轉讓次數。當危險率大於1

因子分析。

時，表示該因子為風險因子，由表1可知，是
否為小實體為風險因子，表示當專利權人為小

二、專利維護風險因子分析

實體時，其專利維護時間短的機率越高，而小
實體是指申請人如果是獨立發明人、非營利團

本文以Cox等比例危險模型(Cox Proportional

體、或者少於500人的中小型企業。而發明國

Hazard Model)來鑑定專利品質特徵與存活率

家數、專利被引用數、權利項數與轉讓次數為

之間的關係，由於時間資料可能呈現非常態

保護因子，當發明國家數、專利被引用數、專

分布，因此傳統之最小平方法迴歸方程無法

利權項與轉讓次數越多時，其專利維護時間久

適用，Cox比例危險模型是Cox在1972年提出

的機率越高。反之，若發明國家數、專利被引

(Cox, 1972)，是一種無母數分析方法，不需

用數、權利項數與轉讓次數越低時，其專利維

對自變數作統計機率分配假設，也不需對母數

護時間短的機率越高。

表1
解釋變數

專利維護風險因子實證分析

β

S.E.

Wald 統計量

自由度

顯著性

危險率

是否為小實體

0.719

0.041

308.582

1

0.000

2.052

發明人數

-0.013

0.009

2.083

1

0.149

0.987

發明國家數

-0.174

0.072

5.853

1

0.016

0.840

專利引用數

0.001

0.001

2.884

1

0.089

1.001

專利被引用數

-0.006

0.001

72.223

1

0.000

0.994

IPC 數

0.010

0.006

2.651

1

0.103

1.010

權利項數

-0.008

0.001

61.089

1

0.000

0.992

非專利文獻引用數

0.000

0.001

0.028

1

0.867

1.000

轉讓次數

-0.139

0.010

210.334

1

0.000

0.870

Log likelihood

104426.463

Chi-squared

78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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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H. (2003). Patent portfolios for strategic

三、結論

technology management.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5(3), 233-242.

透過本文的實證結果可知，專利品質與維護風

Svensson, R. (2013). Publicly-Funded R&D Programs and Survival of Patents. Applied Economics,

險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顯示透過大數據等

45(10-12), 1343-1358.

指標分析有助於研判未來維護風險的機率，尤

Tsang, S. S., Chang, F. C. and Wang, W. C. (2015).

其是在於是否為小實體、發明國家數、專利被
引用數、專利權項與轉讓次數等。本研究結果
發現，小實體專利權人為風險因子，亦即小型

A Survival Analysis on Fuel Cell Technology Patent Maintenance and Values Exploration between
1976 and 2001. Advances in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2015, 1-9.

企業的專利權人其專利維護時間縮短的機率越
高，證實了在電腦技術領域上，大廠更有實力
持續進行專利的維護，而其所握有的專利通常
更具有維護的價值。此外，有一些技術特徵是
有利於提高專利維護時間延長的機率，包括專
利權項，專利權項可說是專利保護效力的重要
決定因素，專利申請者可以透過專利文件的撰
寫，以包含更多的專利權數來增加專利技術的
廣度，有大量專利權數(claims)的專利可能會
有較高的訴訟，因此被視為較有專利價值。
本研究也發現了發明國家數越多，會降低專利
維護的風險，顯示越多國家參與的研發團隊在
發明創造的互補性，有利於降低專利中止維護
風險。最後，本研究發現了專利的後續發展與
狀態會顯著影響專利維護風險機率，包括專利
被引用數與轉讓次數，專利的被引用數與轉讓
數表示了該專利的技術價值與商業價值，而較
具價值的專利將有利於降低專利中止維護的風
險。

參考文獻
吳宗修、吳承紘 (2014)，高速公路事故排除時間影響
因子之研究，103 年道路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桃
園：中央警察大學。
Cox, D. R. (1972). Regression Models and Life Tabl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Methodological), 34(2), 18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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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基因編輯技術CRISPR專利布局
— 以Jennifer Doudna與張鋒專利為例
王惠瑜

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9DtqCo，Created by PublicDomainPictures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浮上枱面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專利之戰，除了應用層面廣泛，具有潛在的龐大商業利
益外，更具備了角逐諾貝爾獎的可能性，因此，加州大學珍妮佛．道娜(Jennifer Doudna)
的研究團隊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張鋒研究團隊，兩造之間的專利競爭則愈發激烈。
本研究就兩造的專利申請策略及布局來微觀雙方枱面下的競爭態勢，雙方都大量運用臨
時申請案，而張鋒團隊則擅用專利快速審查的機制，積極的進行技術保護；珍妮佛．道
娜團隊的專利組合較有多樣性及技術延續性。
研究顯示專利申請策略對專利布局的影響至為巨大，不僅要能熟悉專利相關規定，亦要
活用及搭配不同的策略，才能提升專利布局的防護力。
中文關鍵字：基因編輯技術 / 專利布局
英文關鍵字：CRISPR / Patent Portfolio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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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專利，並採取「加速審查(Accelerated

一、前言

Examination)」程序(在12個月內加速審查發
明的可專利性)，所以僅花了6個月就取得了專

基因工程技術重大的發明 - 基因編輯技術

利權；但因兩造在專利申請時間相近、範圍相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似，珍妮佛．道娜團隊於2016年向美國專利

Palindromic Repeats； 簡 稱 CRISPR)， 是 一

商標局申請「專利衝突（interference）」程

項如同神之手般切割基因的技術，在體外將有

序，要求撤回張鋒團隊的專利，但從美國專利

問題的基因進行剪斷後再補上正常的基因，除

商標局今年(2017)年2月的判決文指出，兩造

了讓遺傳性疾病治療成為可能外，在技術的應

所申請的專利，其技術內容存在著差異性，並

用層面也非常廣泛，此項技術隱含了龐大商業

且無法確認在張鋒之前有CRISPR技術應用於

利益，更具備角逐諾貝爾獎的可能性，因此，

真核細胞的研究，因此，雙方在CRISPR技術

浮上枱面的專利已點燃了競爭的序曲。

上並不重疊也不衝突，所以判定張鋒團隊可繼
續維持其專利。

基因編輯專利爭執的核心在於取得CRISPR
技術專利的時間點，加州大學珍妮佛．道娜

兩造的技術競爭除了可能的潛在龐大商業利益

(Jennifer Doudna)在2012年公開發表基因

外，還有研究學者所追求的至高榮譽諾貝爾桂

編輯CRISPR技術，並申請了相關的專利；另

冠，因此，本研究以雙方在枱面上相互競爭的

外，以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張鋒研究

專利切入，從專利的申請策略及布局來微觀枱

團隊則申請CRISPR/Cas9技術應用在真核細

面下的競爭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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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專利申請比較分析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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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利的數量上張鋒較具有優勢，但真正有效

二、專利申請策略

用的專利則需從專利的獲證、審查、放棄等不
同的法律狀態來進行確認，以判斷技術受保護

美國自2013年3月起實施AIA法案，專利從先

的真實狀態，是否具有法律權利的保護。

發明制改為先申請制，因此，專利申請日成為
判定技術時間點的重要指標之一；本研究以美

圖2是兩造專利有效性分析，從已獲證專利

國專利商標局資料，檢索以申請時間2017年8

比較，張鋒獲證專利數量多於珍妮佛．道娜

月30日之前，張鋒及珍妮佛．道娜"為發明人

(19>15)；從兩造放棄的專利數量比較，張鋒

之專利。

少於珍妮佛．道娜(6<8)；最後，比較兩造審
查中而未來可能獲得的專利，現在為早期公開

從兩造的專利總量比較，張鋒的MIT團隊(71

的專利，張鋒在審查中的專利數量遠多於珍妮

筆)在數量上多於珍妮佛．道娜的UC團隊(42

佛．道娜(46>19)。

筆)；另從競爭起始年(2012)為基準，珍妮
佛．道娜在2012年之前就已開始陸續申請

從專利申請策略中發現，以張鋒所代表的MIT

專利，但張鋒在2012年之後才見積極申請專

研究團隊，是非常積極在進行技術保護，在專

利，而珍妮佛．道娜則在2015年張鋒獲證專

利申請時大量運用快速審查機制，其中又以專

利後，專利申請的數量才比較多，見圖1。

利衝突程序之系爭專利(US8697359)，從申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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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證

放棄
張鋒

Jennifer Doudna

圖2 專利有效性分析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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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公開

到獲證只花了6個月的時間就快速取得專利權，

圖3為珍妮佛．道娜的專利布局，其專利總量

顯見張鋒團隊在專利申請的策略著重在快速獲

雖少於張鋒，但採取「複數優先權」策略，以

得專利；另外，在研究中也發現，珍妮佛．道

多個臨時申請案合併為一個正式專利申請案，

娜在專利申請之後再放棄的比例明顯較高。

總計有11個技術群組合，顯示其專利布局具有
技術多樣性，並且在同一母案中專利又有階層

三、專利布局

的接續性，布局向下展開具有深度，顯示專利
網逐漸形成，又以技術群組4、10、11為重點

在專利申請時的態樣就已形成了專利布局，

的技術群，其中又以技術群組11為18個臨時申

美國專利法111及119條及美國專利審查指南

請案所組成，且為近幾年申請的重點技術群。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指出，運用臨時申請案(Provisional

圖4為張鋒的專利布局，張鋒團隊在專利申請

Application，簡稱PA案)與第一次提出正式申

及有效性的分析中明顯具有優勢，但在專利

請案的專利申請，皆可享有專利優先權(簡稱

布局上則與珍妮佛．道娜顯著的差異，張鋒

母案)，若以原發明持續研究，在法定的期限

在初期皆以「單一優先權」的策略（技術群

內，延續先前所提出的專利申請為延續申請案

組1-4），以不同技術特徵申請後續子案的策

(Continuation Application；CA)、部分延續

略，缺少階層性的展開，技術的廣度與延續

申請案(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

性不足，唯一的專利布局重點在技術群組5，

CIP)、分割案(Division Application；DA)等

由14個臨時申請案所組成的母案，此為張鋒

形式的專利申請案則皆為子案；優先權號碼將

的關鍵技術群，並向下展開成15支的技術子

母案與子案之間的技術串起關連性，由不同的

群，具有廣度後再各自往下展開，具有技術深

子案申請案進一步將母案未涵蓋的技術特徵逐

度及廣度，正逐步形成專利網，其中又以系爭

步擴張原有保護範圍，將專利布局的範圍推展

專利US8697359在向下分成二支後，並各自

至深且廣。

向下延續申請，成為重點布局，詳見圖4的深
灰色虛線框。

本研究從兩造的專利申請態樣觀察雙方的專利
布局策略，從美國專利商標局PAIR系統的資訊

四、結論

整理繪製專利網，研究雙方專利國內優先權中
母案與子案之間的關係，分別繪出珍妮佛．道

雙方在專利布局上步步為營，將重要的技術特

娜專利布局(圖3)和張鋒專利布局(圖4)挖掘雙

徵運用臨時申請案、連續申請案、加速審查、

方專利布局的脈絡重點，並分析兩造在專利布

優先權等專利申請方式，爭取及早取得專利權

局的廣度與深度。

利及擴大保護的範圍，因此，從雙方競爭發
現，專利申請策略對專利布局的影響至為巨

從本研究中發現雙方共同的申請策略，皆是利

大，張鋒具有專利數量的優勢，但在專利的布

用臨時申請案取得較早優先權日期後，並在一

局上以珍妮佛．道娜的專利網結構更佳，除了

年之內提出正式的專利申請案，因此，在每一

嫺熟專利法相關規定只是基本外，掌握申請時

個相同母案的技術群組內的專利，都有其技術

間及獲證時間也相對重要，並要能活用及搭配

相關性及延續性。

不同的策略才能達到布局中重要的防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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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珍妮佛．道娜專利布局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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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從創新生態系統角度看中國大陸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以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為例

圖4 張鋒專利布局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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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技術對於未來生技產業應用的範圍甚
廣，目前已進入到動物實驗階段，前景似乎看
似美好，但基因訂製人所涉及的倫理與道德爭
議，要如何在規範之內運作，除了技術者的能
力與操守外，仍是需要社會大眾持續觀注與討
論，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其所涉及的疾病診
斷與治療，包含所需工具、套組、試劑、儀器
以及相關藥物與處理等研究，透過珍妮佛．道
娜和張鋒等生醫學者的競爭，有益於CRISPR
技術持續向前邁進。

參考文獻
35 U.S.C. 111 Application,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USPTO, Retrieved September 5,
2017, from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
pac/mpep/s1417.html
35 U.S.C. 119 Benefit of earlier filing date; right of
priority,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USPTO. Retrieved September 5, 2017, from https://
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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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機器學習技術探討車聯網產業
之高品質專利特徵
樊晉源

副研究員

本圖改作自：https://ﬂic.kr/p/Hmb8od，Created by Automobile Italia
版權適用聲明：姓名標示

摘要 Abstract
機器學習近年來逐漸成為各國重點發展之指標，越來越多之相關演算法技術應用於解決
相關實務問題之上；透過一系列解決實務問題，機器學習技術不再僅僅是單純在研究階
層，現階段藉由研究人員之應用，機器學習技術已經逐漸成為實務技術之重點研究方
向，並成為新的顯學。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運用機器學習技術(迴歸類神經)技術，進一
步檢視專利品質相關題並進一步針對專利品質相關指標，做出適當之解釋，透過本研究
之系統運用，有效將車聯網領域近10年之專利分為四個群體，並進一步透過此四群體，
建構相關之迴歸式，藉此對未來之相關領域做出適當之判斷，期望藉由此一系列之研
究，有效判斷車聯網領域之高價值專利，找出重要之關鍵準則。
中文關鍵字：車聯網 / 專利分析 / 自組織映射圖網路 / 專利品質
英文關鍵字：Vehicle Network / Patent Analysis / Self-organizing Map / Patent Quality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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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文獻探討

機器學習近年來逐漸成為各國重點發展之指

專利品質長久以來一直是研究人員重視的重

標，越來越多之相關演算法技術應用於解決相

點，如何有效提升專利品質至為關鍵，現階段

關實務問題之上；透過一系列解決實務問題，

專利品質評估標準，多半是運用專利相關指標

機器學習技術不再僅僅是單純在研究階層，現

或相關法律訴訟相關經驗作為判斷，這部分主

階段藉由研究人員之應用，機器學習技術已經

要偏重於傳統之分析方式，在傳統專利相關

逐漸成為實務技術之重點研究方向，並成為新

指標分析部分，主要之研究學者包含Beaudry

的顯學。現階段機器學習技術已經逐漸從輔助

& Schiffauerova(2011)運用社群網路針對

人類進行決策之角度，轉變成可替代人類做出

作者之共著狀況進行統整、Squicciarini et

最佳之決策之方法。這樣的轉變對於許多以往

al.(OECD) (2013)運用專利家族，專利引用

需要耗費較多較多工時之工作，將有顯著性的

及被引用狀況、專利經濟體、專利宣告項、

改變；為此，甚至可以提出不同於以往之見

專利發明人等眾多因素，並進一步根據其穩

解，有效幫助研究學者及操作人員從不同之觀

定度綜整成一指標，進行相關專利品質之分

點，看待此一問題。

析，至於Schettino et al.(2013)則是透過專利

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運用機器學習技術搭配
迴歸類神經技術，進一步檢視專利品質相關議
題；以往針對專利品質之判斷，多半運用專家
之視角，針對專利品質相關指標，做出適當之
解釋，但專家視角及判斷領域需要花費非常多
之時間，並且耗費更多人力成本，而機器學習
將可以有效縮減此類判讀時間，並減少判斷成
本。這對於轉變快速及新近發展之高科技領
域，將更有助益。畢竟如果可以快速針對重點
產業狀況進行專利品質判斷，將更可以有效對
研發人員及相關專利人員有更大之助益，並進
一步協助研發人員快速掌握對手之技術布局策
略，進一步思考出具有特點之技術布局狀況。

發明人之思考方向，進一步針對專利發明人
之專利撰寫品質，進行深度之評斷、Park &
Heo(2013)則是針對專利指標，搭配產品生命
週期進行分析，並進一步針對相關專利進行分
析、Michele Grimaldi(2015)則是進一步運用
專利相關指標，包含引用、專利家族、專利發
明人、專利年齡等研究進行分析，並進一步從
中找出策略規劃之方向。從上述分析方式中，
可發現其主要之運用仍是以相關重點指標進行
統整，這類型指標不外乎是專利引用狀況(不
論是專利後引，或是前引)亦或是專利家族狀
況、專利權利項數目及專利發明人狀況，這類
型指標普遍代表專利所顯示出之外在訊息，透
個這類型外在訊息，將可以快速針對專利之相

為了驗證機器學習在專利品質應用之特性，本

關狀況進行統整，並針對其品質做出一概略之

研究特別選擇變動快速之車聯網產業作為範

分析，從中解決專利相關之狀況，運用指標分

例，透過機器學習技術之幫助，有效針對車聯

析可說是最為普遍，也最容易使用之專利品質

網領域影響專利品質之重點相關指標進行分

評估基準。

析，並進一步針對重點專利進行分析，藉此找
出此一產業高品質專利所擁有之模式，提供研

除了指標分析之外，另一部分則是針對專利法

究人員進行參考。

務狀態進行評估，專利法務狀態可說是現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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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另一個評估專利品質之顯學，包含Dietmar

現階段類神經網路在強大之網路及運算系統

Harhoff(2003)、Cremers(2004)、Allison et

上，發展更為快速，這類型發展將更適合應用

al.(2004,2009,2011)均針對法務狀態之狀況，

於處理高複雜，甚至是高強度之判斷，本篇研

評估專利之品質。不過此三位學者之作法並不

究將採用混合式類神經網路，有效提升專利品

相同，Dietmar Harhoff(2003)主要將專利訴

質判斷之能量，並進一步針對車聯網產業相關

訟之狀況視之為另一項影響專利品質之變數，

重點專利進行判斷。

主要觀察重點專利訴訟，給予其在相關專利品
質模式之加權的狀況。至於Cremers(2004)則

三、研究方法

從實際研究德國專利訴訟案例1993-1995年
之狀況，進一步分析出高品質專利之可行性。

如前所述，為了節省大量之資料判讀時間，本

Allison et al.(2004,2009,2011)則主要在其研

研究將運用混合式類神經網路針對車聯網專利

究中，藉由專利訴訟過程之變數，思考其對於

狀況，進行相關之專利判讀，並依此找出相對

專利品質之影響性，透過此五篇文章，可發覺

應之高品質專利。

專利法務狀態，包含專利是否被訴訟，專利繳
費狀況，以及專利整體之維護情形可說是另外
一種判斷基準，透過此一類型判斷基準也是判
斷專利品質之另一層重點。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
(一)車聯網相關專利搜尋
近年來車聯網發展逐漸成為一重點產業關鍵，

前述之專利品質判斷基準可說是現階段運用之

現階段車聯網領域之主要發展方向是以”自動

核心，主要即是運用專利指標及專利法務進行

駕駛部分”作為其發展主流，為了達到此一目

判斷，不過判斷模型基本上仍是以傳統之經濟

標，智慧車輛勢必不單單僅只有單獨之自我

模型及數量模式進行協助，此類模型不論是判

駕駛系統，更進一步需考量車子與相關系統

斷時間及判斷狀況均較機器學習技術花費更多

間之連結狀況，因此包含車子與車輛間之共

之時間，機器學習技術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

同之關係，車子與交通設備間之共同關係，

是以類神經網路為主，類神經網路主要發展

車子與行人之間之共同關係、車輛對雲端(資

於1945年，當時是由McCulloch, Warren S.;

料庫)之間的資訊交流、車輛與家庭(智慧家庭

Pitts, Walter參位學者所發展出來，早期的類

設備)相關的交流及車輛對手持裝置設備之交

神經網路非常原始，主要是作為解釋人類神

流，都必須考量進去。而這一切考量之狀況，

經相關之狀況，之後Rochester, N.; Holland,

簡稱V2X，V2X意謂著車輛與一切相關設備之

J.; Haibt, L.; Duda, W.(1956)創造了感知機網

交流，在此X意味著everything，在這個概念

路才有了較為顯著的突破，感知機網路主要

下，這代表智慧車輛將成為一個整體系統之媒

是一種模式識別算法，用簡單的加減法實現

介，此一系統媒介將可以有效連結現有之各種

了兩層的計算機學習。但真正發展仍是在Paul

交通及智慧生活可能性，並進一步協助對整體

Werbos(1975)創造了倒傳遞網路，才使得此

車輛、家電、網路、半導體、甚至交通運輸產

一系統較為成熟。

業帶來革命並進一步進行升級，為此，本研究
特別針對上述相關發展，進行重點專利搜尋，
本研究主要鎖定在全球重點資料庫，主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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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Thomson Innovation專利資料搜尋工具，

外，更加入智慧車及現行輔助駕駛系統相關之

鎖定美國專利局進行專利搜尋，其中主要搜尋

詞彙，進一步將相關詞彙整理如下：

關鍵字除了包含各類型車聯網常用之分析詞之
表1

專利搜尋關鍵字詞

關鍵字詞彙

關鍵字詞彙定義

車聯網技術相關
V2X(Vehicle To Everything)

車輛與各類規格標準之連結

V2V(Vehicle to Vehicle),

車輛與車輛間之連結

VANET(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車輛連結網路

V2P(Vehicle to Pedestrian),

車輛與行人間之連結和交流

V2I(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車輛與交通設備間資訊交流

V2C(Vehicle to Cloud)

車輛與雲端設備之交流

V2H(Vehicle to Home)

車與家庭相關的交流

M2M(Machine to Machine)

物聯網與機器

車載通訊系統
Automotive navigation system

自動導航系統

WAVE, Wireless access for vehicular
environment

車用環境無線存取技術

Fleet telematics system

車隊車載資通訊系統

Intelligent vehicle technologies

智慧車輛科技

DSRC, Dedicated short-range
communications

專用短程通訊

IVI , In-vehicle information system

車載資訊娛樂系統

駕駛輔助系統
ADAS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主要功能是提供駕駛人目前
汽車狀況、行車環境以及預先警告有可能發生的
危險或意外，目的是讓駕駛人在“意外發生前”
提早採取因應措施。

Parking Assist(Aid) System、Backup
parking aid system

停車輔助系統、支持型停車輔助系統

Night vision system

夜視系統

LWDS, 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

偏離車道警示系統

Blind spot detection system

盲點偵測系統

AFS, Adaptive front-lighting system)

適路性車燈系統

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CMS, Collision mitigation system

緩解撞擊煞車系統

TPMS, Tire-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胎壓偵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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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相關專利關鍵字之後，本報告進一步針對

進一步針對上述需求完整專利資料彙整其相關

專利搜尋範圍及搜尋時間做出整理，主要搜尋

重點專利指標，重點專利指標概述如表2：

近10年(2005-2016)已核准之專利，並以美國
專利局作為搜尋主角，搜尋範圍包含標題、摘

藉由上述相關之專利指標統整，將影響專利品

要、權利項中有出現此一系列關鍵字為主之專

質之重點參數擷取出來，進一步針對最為重點

利進行搜尋，經過分析，共計有11,335筆專

之參數，也就是專利法務事件發生次數作為主

利，扣掉INPADOC專利家族(相近專利家族，

要之判斷參數，而後運用第2步研究流程，進

代表內容有技術上重複，這部分INPADOC會

行分析。

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筆算出來，做為參
考。)，最後本研究共計保留4,613筆專利進行

(二)重點參數篩選

分析，此4,613筆專利將作為此次分析之主要

此部分運用逐步迴歸模型，針對上述重點參數

判斷準則。

進行分析，逐步迴歸模型主要是逐以t值(及其

表2

重點關鍵專利指標

指標名稱

指標定義

專利宣告項數

專利宣告項 (claims) 主要針對專利之技術相關進行
敘述，原則上越多宣告代表專利創新部分越多

專利擁有權人數

專利擁有權人數 (assignee counts)，主要針對專利
之所有權人進行計算，原則上專利所有權人數越多，
代表專利越屬於共同發明

專利發明人數

專利發明人數 (inventor counts) 專利發明人是指發
明家，原則上專利發明人越多，代表越多發明家共
同發明。

專利申請到核准天數

這代表專利由申請到核准所經歷之天數，天數越短
代表專利越快被核准

專利優先權到核准天數

這代表專利由優先權日到專利核准所經歷之天數，
專利優先權代表這筆專利最早申請地之時間，時間
越長代表專利所經歷之保護越多

被引用數

專利被引用狀況

引用數

專利引用其他專利數

非專利引用數

專利引用其他參考專利之數目

專利家族數

這部分針對專利家族狀況，提出分析

專利家族國家數

針對專利家族國家，提出分析

專利法務事件數

針對專利法務事件發生之次數進行分析，法務事件
包含繳交管理費、被訴訟、專利權人轉讓等狀況

科技政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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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α值)作為決定是否挑選某個自變項的

每一群體之指標及其相關之權重進行統整，以

參考指標，如果某個自變項迴歸係數的｜t｜

協助專家進行判讀。

考驗值大於查表的理論t值(或說其值已達α的
顯著水準)時，電腦便自動決定要挑選該自變

(五)車聯網領域品質專利分析狀況

項進入迴歸方程式中，若未達顯著水準的標準

確定建構完模式之後，進一步針對車聯網品質

時，則電腦會自動排除該自變項於迴歸方程式

相關模式進行分析，並針對分析狀況搭配研究

之外。在此針對11項指標進行分析，進一步

成果，進行結論概述，並思考可能性之分析。

保留可資運用之指標，做為下一步判斷式之運
用條件。
(三)模式分析

四、實驗結果
本 研 究 運 用 自 組 織 映 射 圖 網 路 S O M ( S e l f-

在完成模式運算後，本研究進一步運用機器

Organizing Maps)針對車聯網相關專利進行

學習模式，針對相關之資料集進行分群，並

分群，藉此找尋出最佳之分群狀況，進一步從

透過分群了解其最佳狀況，此研究選用自組

中思考最佳分群所代表之定義，並透過實驗結

織映射圖網路SOM(Self-Organizing Maps/

果，進行分析。

Kohonen map,自組織映射圖)作為主要之研究
工具，自組織映射圖網路SOM是一種分群演

本研究首先針對車聯網相關專利資料進行逐步

算法(非監督式演算法)，屬於類神經一類。與

迴歸分析，並進一步針對此11種指標進行分

其他分群演算法的最大不同在於，SOM有一

析，從中找尋出影響力最為關鍵之重要指標，

個拓樸空間(Topological map)，此拓樸圖用

擷取進行分析。

來表達每個輸出值(output/cluster)的分布狀
況。因此，SOM可透過視覺化的低維度空間

透過逐步迴歸之運用，本研究進一步針對相

來表達原本的高維度空間的資料，視覺化後的

關領域專利進行重點分析，本研究主要選用

結果亦能有效說明分群後的結果。

Inpadoc legal status作為主要之因變項，而
其他變數作為自變項，這麼選擇之目的是在於

本研究在資料處理之後，將進一步運用自組織

Inpadoc legal status將可以有效針對專利之

映射圖網路法鑑定車聯網資料之分群效果，並

整體狀況，包含專利之繳費狀況，專利轉讓狀

進一步搭配專業研究人員之判斷，從中將判斷

況，專利移轉狀況及專利訴訟狀況作出完整之

專利分類結果進行細部分析，並進一步針對判

整理，此一資料可說是對專利整體品質表現最

斷結果概述，做出適當之結論。

佳之定義。確定選定因變數及自變數後，本計
畫進一步運用迴歸分析針對狀況進行統整，相

(四)品質判斷模式建構

關詳細資料可參考表3。

當上述模式之建構達到穩定之後，每一筆專利
都被模型到相對應之品質類別，進一步針對每
一群體之專利，建構相對等之迴規判斷式，透
過回規判斷式，進一步將每一群體之專利實際
成果進行判斷，並透過此一模式進行分析，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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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模型

平方和

迴歸分析相關變數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迴歸
殘差
總計

106.530
37895.759
38002.289

1
4549
4550

106.530
8.331

12.788

0.000b

迴歸
殘差
總計

2676.433
35325.856
38002.289

2
4548
4550

1338.217
7.767

172.288

0.000c

迴歸
殘差
總計

2892.942
35109.347
38002.289

3
4547
4550

964.314
7.721

124.888

0.000d

迴歸
殘差
總計

3078.283
34924.006
38002.289

4
4546
4550

769.571
7.682

100.174

0.000e

迴歸
殘差
總計

3117.141
34885.148
38002.289

5
4545
4550

623.428
7.627

81.223

0.000f

a 應變數 INPADOC LEGAL STATUS COUNT
b 解釋變數：(常數) ，INVENTOR COUNT
c 解釋變數：(常數) ，INVENTOR COUNT,APP-PUB, DATE BY DAY-NORMAL
d 解釋變數：(常數) ，INVENTOR COUNT,APP-PUB, DATE BY DAY-NORMAL, PUB-EARLIEST
PRIOR-BY DAY NORMAL
e 解釋變數：(常數) ，INVENTOR COUNT,APP-PUB, DATE BY DAY-NORMAL, PUB-EARLIEST
PRIOR-BY DAY NORMAL,count of citing patents
f 解釋變數：(常數) ，INVENTOR COUNT,APP-PUB, DATE BY DAY-NORMAL,PUB-EARLIEST
PRIOR-BY DAY NORMAL,count of citing patents,DWPI COUNT OF FAMILYCOUNTRIES

透過表3之分析，可發現在最後階段，總

藉由一系列之SOM分群，可發現當分群數達

計保留出六個變數，此六個變數分別為

到第四群時，整體資料之顯著性最佳，這代表

INVENTOR COUNT(專利發明人數)、APP-

此一研究中，可以運用四個分群作為判斷重點

PUB(專利申請到核准天數)、DATE BY DAY-

指標之判斷依據，此四個分群依照專家之判

NORMAL(專利申請到核准天數正規化)、

讀，分別定義為高價值專利、中高價值專利、

PUB-EARLIEST PRIOR-BY DAY NORMAL(專

中低價值專利、中低價值專利，並進一步透過

利優先權到核准天數正規化)、count of citing

研究分群，針對重點專利之布局狀況，進行了

patents(被引用數)、,DWPI COUNT OF

解與整理。

FAMILYCOUNTRIES(專利家族國家數)，本研
究將進一步統整此五個變數，並針對此五個變
數進行系列之SOM分群，從中找出最佳之分
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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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SOM分群結果

SOM Cluster Process
SOM mode : online
SOM type : numeric
Affectation type : standard
Grid : Self-Organizing Map structure
Features :
topology : square
x dimension : 10
y dimension : 10
distance type: euclidean
Number of iterations
: 23065
Number of intermediate backups : 5
Initializing prototypes method : random
Data pre-processing type
: unitvar
Neighbourhood type
: gaussian
Cluster 3
Degrees of freedom :

2

F
Inventor.Count

pvalue significativity
1.234 0.29126651

App..Pub..Date..By.Day.Normal

2293.731 0.00000000

***

Pub..Earliest.Prior.By.Day.Normal 1563.595 0.00000000

***

Count.of.Citing.Patents
DWPI.Count.of.Family.Countries
INPADOC.Legal.Status.Count

5.872 0.00283769

**

4674.875 0.00000000

***

454.749 0.00000000

***

Cluster4
Degrees of freedom :

3

F
Inventor.Count

pvalue significativity

0.960 0.41050056

App..Pub..Date..By.Day.Normal

1724.729 0.00000000

***

Pub..Earliest.Prior.By.Day.Normal 2037.812 0.00000000

***

Count.of.Citing.Patents

8.299 0.00001672

***

5676.984 0.00000000

***

589.841 0.00000000

***

DWPI.Count.of.Family.Countries
INPADOC.Legal.Status.Count

Cluster 5
Degrees of freedom :

4

F
Inventor.Count
App..Pub..Date..By.Day.Normal

pvalue significativity

1.228 0.29661496
1446.085 0.00000000

***

Pub..Earliest.Prior.By.Day.Normal 1682.286 0.00000000

***

Count.of.Citing.Patents

6.795 0.00001893

***

4257.989 0.00000000

***

447.992 0.00000000

***

DWPI.Count.of.Family.Countries
INPADOC.Legal.Statu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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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分群結果

進一步針對分群之狀況專利進行觀察，透過

體被定義為中低品質專利，至於第三個群體則

表5可發覺此四個群體中，以第四個群體之

為792筆專利，此792筆專利被定義為高價值

專利數量占最多數，第四個群體之主要共有

專利，第一個群體及第二個群體分別為低價值

1,787篇專利，透過表5之觀察，第四個群體

專利及中低價值專利，群體內部之分析狀況可

在inpadoc legal status部分表現平均狀況較

以參照表5所示。

差，其平均數狀況最不理想，因此在本研究中
被定義為較差之專利品質，至於第三個群體主

本數據現階段知收斂狀況仍有待加強，主要原

要平均數狀況較為理想，且平均值最高，因此

因在於現階段所選之數據量仍較少，未來將持

被定義為高價值之專利，至於第二個群體之平

續增加專利數量之選取，並進一步加強數據之

均值狀況較第一個群體來得高，因此第二個群

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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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細部som分群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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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表5，可發現分群結果部分，透過上述資
料，可發現在分群結果中各組專利之分布狀

五、結論

況，進一步將各類型專利透過迴歸分析進行細
部分析，藉由迴歸分析，進一步思考各專利組

車聯網產業之變動性遠遠大於一般產業，而其

群之內部分布狀況，從中針對相關之專利組群

專利之複雜度及廣度更牽涉到不同之領域別，

進行分析，並思考其整體相關性，從中找尋最

嚴格說來包含資訊產業、通訊產業、機械產

相關之布局狀況。

業、物聯網各領域都跟車聯網息息相關，這代
表車聯網產業其實基本上就是一統合之未來聯

進一步由分群結果進行判斷，第一群之迴歸預

網產業之代表，因此車聯網產業之專利表現與

測式為

未來之物聯網產業息息相關。

y 1 = 7 . 6 9 4 - 0 . 0 0 1 x 1+ 0 . 1 1 9 x 2+ 4 . 0 6 9 x 34.858x4+0.005x5-0.048x6

透過本研究之論述，可發現基本上現階段車聯
網產業中，專利之品質與六項指標，包含專利

第二群之迴歸預測式為

發明人數、專利申請到核准天數、專利優先權

y 2 = 8 . 3 2 6 + 0 . 1 3 6 x 1+ 0 . 2 0 5 x 2+ 7 . 1 8 1 x 3-

到核准天數、專利被引用數、專利家族國家數

5.569x4+0.14x5-1.84x6

這六項息息相關，因此未來評估車聯網相關專
利時，這六項指標之表現勢必可說是最為值得

第三群之迴歸預測式為

追蹤的重點，藉由這六項分析重點，將可以幫

y 3 = 2 . 4 6 6 + 0 . 3 6 5 x 1+ 0 . 2 3 2 x 2+ 1 . 4 2 7 x 3-

助我們進一步針對相類似之產業專利過濾出較

4.611x4+0.04x5-0.032x6

為重要之重點專利，這也可以協助我們針對車
聯網相關之領域較為重點之專利，進行更為詳

第四群迴歸預測式為

盡之分析。未來更可進一步針對迴歸式之斜

y 4 = 0 . 7 8 9 + 0 . 0 6 9 x 1+ 0 . 0 9 x 2+ 4 . 0 8 4 x 3-

率，針對不同狀況之專利，進行分析與評估。

0.558x4+0.007x5-0.032x6
本研究所提之模式，可說是擷取近10年來之
透過上述分析，可發現在此四個群體中，專利

車聯網相關專利進行分析，因此受限於資料形

家族國家數及專利優先權到核准天數這兩個指

態研究限制為近10年來之專利狀況，研究產

標(編號分別為x4及x6)均呈現負相關，至於其

業現階段也僅限制於車聯網產業，未來可將此

他變數之值大約呈現正相關，透過此一系列之

一系列模式拓展至其他相關領域，抑或進一步

迴歸預測式，將可以有效針對未來專利之品質

思考運用其他統計模式驗證此一預測模式之準

狀況進行相關之統整，並進一步從中找到適合

確性。

之預測樣貌，而此一公式也可針對不同類型之
專利，分別進行鑑定，進一步從中判斷專利之
屬性，針對不同品質之專利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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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AI及半導體是台灣未來30年的
重要關鍵
張小玫

副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BR7PN1，Created by geralt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人工智慧(AI)是物聯網及工業4.0發展的核心。尤其，當特斯拉(Tesla)推出電動車及蘋果
(Apple)發表新機iPhone X推出FaceID之後，讓市場看見AI晶片的無限商機。同時，AI應用
接受度越高的國家，將對其GDP產生貢獻愈大。我國在既有半導體及ICT技術優勢及競
爭力的基礎上，迎合各產業的需求不斷增加，開發出各種新應用晶片，不僅讓台灣在半
導體的競爭力絕對在全球可扮演關鍵的角色，同時將為台灣的經濟帶來未來30年的新榮
景。
中文關鍵字：人工智慧 / 演算法 / 智慧製造 / 半導體 / AI 晶片 / 機器深度學習
英文關鍵字：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 Algorithm / Smart Manufacturing / Semiconductor /
Smart Chips / Machine Deep Learning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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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GDP產生貢獻愈大。根據美國諮詢機構埃

一、前言

森哲（Accenture）最新報告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Drive China’s Growth，

過去因為資料量不夠大，同時電腦CPU無法做

估計到了2035年，以智慧機器為主的AI產

大量及準確分析，如今各種結構與非結構性資

業，因為AI周邊的智慧機器人和智慧機械產業

料量愈來愈大，全部被集中到雲端或者可藉由

將創造巨大的經濟前景，可望拉抬國家的經濟

終端手機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加上各式演算

成長率（GDP）成長貢獻，例如：美國2%、

法愈來愈精進及半導體的摩爾定律持續發威，

日本1.9%、中國1.6%。若以這八個國家為基

使得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

準算出AI對GDP平均貢獻率是1.6%，則我國

環境趨於成熟。

2035年GDP可達3.6%。同時，AI創造經濟可
能驅動全球12個大經濟體之16個行業的企業

人工智慧會帶來技術變革，也會帶來文化、

盈利能力平均提高38％，且經濟成長達14兆

經濟的變革。從2016年10月美國白宮發佈

美元的額外總增加值（GVA）。

一篇有關人工智慧的報告Preparing for the

三、全球 AI 晶片市場預測
2016-2022 年成長率 62.9%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提及了四個
關鍵概念：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自主和自動
化、人機合作，而且認為，人機合作的效率超
過任何單純的人力或機器。

人工智慧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預估
到2020年，AI市場商機規模高達3,000億美

二、AI 對國家 GDP 產生的貢獻

元。根據市調公司MarketsandMartets調研
報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sets) Market

到底AI對國家GDP產生的貢獻是多少？答案

by Technology (Deep Learning, Robotics,

是超乎想像，AI應用接受度越高的國家，將對

Digital Per sonal Assistant, Quer ying

預估2035年AI對國家GDP產生的貢獻
7.9

基本淨GDP

納入AI後GDP

6.3

4.6
2.6

中國

美國

4.4

4.1
3.2

2.8

巴西

南韓

3.9
2.5

3.6
1.9

英國

台灣

3.0

2.9

1.4

1.7

德國

法國

2.7
0.8

日本

1.0

1.8

義大利

Source: Accenture and Frontier Economics, 2017/08
製圖表：本研究整理(張小玫)，2017/10
註：台灣部分，以主計處公布2017年GDP達2.0%，2035年以AI平均貢獻1.6%計，預估2035年約達3.6%。
南韓部分，以韓國中央銀行公布2017年GDP達2.8%，2035年以AI平均貢獻1.6%計，預估2035年約達4.4%。

圖1

預估至2035年AI對國家GDP成長貢獻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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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四、AI 晶片發展之現況

Context Aware Processing), Offering, EndUser Industry, and Geography - Global
Forecast to 2022，針對人工智慧（晶片模

AI晶片包含三大類市場，分別是數據中心(雲

組）技術市場，從深度學習、機器人、個人數

端)、通信終端產品(手機)、特定應用產品(自

位助理、搜尋方法、自然語言處理、情境察覺

駕車、頭戴式AR/VR、無人機、機器人...)。

處理等應用，預估人工智慧（AI）晶片總體市

當前機器學習多採用GPU圖像處理，尤以

場產值從2016的8.6億美元以年均複合成長率

NVIDIA是此一領域龍頭，但是，有些業者認

(CAGR)62.9%，到2022年將達到160.6億美

為GPU處理效率不夠快，而且因應眾多特定新

元。在「得晶片者得天下」預期心理驅動之

產品的不同需求，於是，推出NPU、VPU、

下，因此吸引各大科技廠爭相加碼投資。

TPU、NVPU...等等。目前還不清楚哪種架構
的晶片會在AI大戰獲勝。但(手機)終端市場對
於AI晶片的功耗、尺寸、價格都有極為嚴格的
要求，難度上比雲端數據晶片更高。為搶未來
AI應用市場商機，科技巨鱷(如：Google、微
軟、蘋果)企圖建構AI平台生態模式吃下整個
產業鏈。

人工智慧是物聯網
時代之核心
智慧號誌

智慧車

遠端
照護

基因
檢測

教學

智慧
醫療

智慧物流
智慧樓宇
資源回收
智慧喇叭
打掃巡弋
機器人
智慧
控溫器

圖像

智慧城市

視覺
手勢

智慧
家電

圖2

區塊鏈架構
AR/VR
共享機制

智慧理財
電子支付
智慧貨幣
智慧馬達

智慧機械
智慧製造

智慧機器人

智慧電網
儲能

LTE—> Pre-5G —> 5G

智慧自動化

自然
現象

人臉
生物辨識 指紋

智慧
家庭
智慧
燈光

金融

語音

AI

新藥
開發
智慧
醫材
智慧衣

無人機

服務型
機器人

智慧
電表

Source：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科技產業資訊室(iKnow)整理，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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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螢幕的情況下，人們也能夠很輕鬆自在與運

五、AI 發展八大趨勢

算系統溝通。這表示著人工智慧透過自然語言
處理與機器學習讓技術變得更為直觀，也變得

趨勢一：AI各行業垂直領域應用具有巨大的潛力

較易操控，未來將可以取代螢幕在使用者介面
與使用者體驗的地位。人工智慧除了在企業後

人工智慧市場在零售、交通運輸和自動化、製

端扮演重要角色外，在技術介面也可承擔更複

造業及農業等各行業垂直領域具有巨大的潛

雜角色。例如：使用視覺圖形的自動駕駛車，

力。而驅動市場的主要因素，是人工智慧技術

透過人工神經網路以實現即時翻譯，也就是

在各種終端用戶垂直領域的應用數量不斷增

說，人工智慧讓介面變得更為簡單且更有智

加，尤其是改善對終端消費者服務。

慧，也因此設定了未來互動的高標準模式。

當然人工智慧市場要起來也受到IT基礎設施完

趨勢四：未來手機晶片一定內建AI運算核心

善、智慧型手機及智能穿戴式裝置的普及。其
中，以自然語言處理（NLP）應用市場佔AI市

現階段主流的ARM架構處理器速度不夠快，

場很大部分。隨著自然語言處理的技術不斷精

若要進行大量的圖像運算仍嫌不足，所以未來

進而驅動消費者服務的成長，還有：汽車資通

的手機晶片一定會內建AI運算核心。正如，蘋

訊娛樂系統、AI機器人及支持AI的智慧手機等

果將3D感測技術帶入iPhone之後，Android

領域。

陣營目前僅華為推出AI智慧型手機，其他競爭
業者預估也將在明年(2018)跟進導入3D感測

趨勢二：AI導入醫療保健行業維持高速成長

技術，並佈局終端相關商業應用。例如：利用
Siri、Alexa等虛擬語音助理變得更加智慧化，

首先，人工智慧導入醫療保健行業從2016年

進而根據個人化的需求為每個用戶提供獨特的

到2022年維持很高成長，預計從2016年的

服務。

6.671億美元達到2022年的79.888億美元年均
複合增長率為52.68％。由於醫療保健行業大

趨勢五：AI晶片關鍵在於成功整合軟硬體

量使用大數據及人工智慧，進而精準改善疾病
診斷、醫療人員與患者之間人力的不平衡、降

AI晶片的核心是半導體及演算法。AI硬體主要

低醫療成本、促進跨行業合作關係。此外AI還

是要求更快運算速度與低功耗，包括GPU、

廣泛應用於臨床試驗、大型醫療計畫、醫療諮

DSP、ASIC、FPGA和神經元晶片，且須與深

詢與宣傳推廣和銷售開發。

度學習演算法相結合，而成功相結合的關鍵在
於先進的封裝技術。總體來說GPU比FPGA快，

趨勢三：AI取代螢幕成為新UI / UX介面

而在功率效能方面FPGA比GPU好，所以AI硬體
選擇就看產品供應商的需求考量而定。例如：

過去從PC到手機時代以來，使用者介面都是

蘋果的Face ID臉部辨識就是3D深度感測晶片加

透過螢幕或鍵盤來互動。隨著智慧喇叭(Smart

上神經引擎運算功能，整合高達8個元件進行分

Speaker)、虛擬/擴增實境(VR/AR)與自動駕

析，分別是紅外線鏡頭、泛光感應元件、距離

駛車系統陸續進入人類生活環境，加速在不需

感應器、環境光感測器、前端相機、點陣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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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喇叭與麥克風。蘋果強調用戶的生物識別

趨勢七：最 完美的架構是把CPU和GPU(或其

數據，包含：指紋或臉部辨識都以加密形式儲

他處理器)結合起來

存在iPhone內部，所以不易被竊取。
未來，還會推出許多專門的領域所需的超強性
趨勢六：AI自主學習是終極目標

能的處理器，但是CPU是通用於各種設備，
什麼場景都可以適用。所以，最完美的架構

AI“大腦”變聰明是分階段進行，從機器學習

是把CPU和GPU(或其他處理器)結合起來。例

進化到深度學習，再進化至自主學習。目前，

如，NVIDIA推出CUDA計算架構，將專用功

仍處於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的階段，若要達到

能ASIC與通用編程模型相結合，使開發人員

自主學習需要解決四大關鍵問題。首先，是為

實現多種算法。

自主機器打造一個AI平台；還要提供一個能夠
讓自主機器進行自主學習的虛擬環境，必須符

趨勢八：AI和AR兩者是互補的，互相不可或缺

合物理法則，碰撞，壓力，效果都要與現實
世界一樣；然後再將AI的“大腦”放到自主機

未來的AI需要AR，未來的AR也需要AI，可以

器的框架中；最後建立虛擬世界入口(VR)。目

將AR比喻成AI的眼睛。為了機器人學習而創

前，NVIDIA推出自主機器處理器Xavier，就

造的在虛擬世界，本身就是虛擬現實。還有，

在為自主機器的商用和普及做準備工作。

如果要讓人進入到虛擬環境去對機器人進行訓
練，還需要更多其它的技術。總體而言，AI和
AR兩者是互補的，互相不可或缺。

圖3

我國「AI小國大戰略」
資料來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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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I 科研戰略就是「AI 小
國大戰略」

迎接物聯網時代來臨，以往大家認為摩爾定律
最後會走到極限，答案尚未可知，但僅知可
能拉長時間從現有18個月到36個月，且在新

基於AI是全球科技發展的關鍵，且關係著未來30

先進晶圓廠建置成本不斷疊高之下(3奈米廠約

年的國家競爭力。我國從既有的領先全球的半導

2000億美金)，使晶片成本減半將不再可能維

體及ICT產業優勢切入，打造由人才、技術、場

持，況且未來矽世代是異質性及跨界的整合，

域及產業構築而成的AI創新生態圈，引導台灣成

將提高封裝的困難度。NVIDIA執行長黃仁勳

為AI發展重鎮，進而孕育AI新興產業應用。

也同意這觀點，認為摩爾定律已經是舊時代的
法則，新加入GPU的計算速率和神經網路複雜

科技部長陳良基提出AI科研戰略就是「AI小

性都在過去2到5年內呈現出爆發性成長，這

國大戰略」，預計5年投入160億建構我國AI

類AI需求不斷出現將拉長半導體製程及增加困

創新生態環境。推出5大策略：「研發服務-

難度及成本。

建構AI主機」、「創新加值-設立AI創新研究
中心」、「創意實踐-打造智慧機器人創新基

因此，展望未來，隨著AI、物聯網、VR/AR、

地」、「產業領航-半導體射月計畫」及「社

5G等技術成熟，將帶動新一波半導體產業的

會參與-科技大擂台」等。由科技部、教育部

30年榮景，包括：記憶體、中央處理器、通

及經濟部等機關協力合作，引導學、研及業界

訊與感測器四大晶片，各種新產品應用晶片需

投入，一邊培育AI軟硬體人才，一邊產生產業

求不斷增加，以台灣在半導體的競爭力絕對在

群聚效應，協助產業轉型升級，使台灣成為AI

全球可扮演關鍵的角色。

發展重鎮，再創台灣未來30年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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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研究

高熵合金的介紹與未來應用發展

葉家顯

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2XLnLH，Created by jeannef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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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高熵合金是由五種或五種以上等量或大約等量的金屬精煉形成的合金，顛覆了過往若在
合金加入金屬種類越多會使其材質脆化的概念。近年來，高熵合金、高熵高分子、高熵
陶瓷與複合材料等相關研究陸續發表在國際期刊論文、國際會議論文與書籍的數量大幅
成長下，可知在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皆已投入發展，已成為21世紀的新興材料領域。
利用多種主元素的高熵效應來設計合金，期待能引導出更多新型合金的研究開發與技術
創新，挖掘更多元的材料特性、現象與應用。

中文關鍵字：高熵合金 / 新興材料 / 技術創新
英文關鍵字：High-entropy Alloys / Emerging Materials / Technology Innovatio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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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系統的亂度越大，熵就越大。當兩個元

一、前言

素等莫耳合金的混合熵為每莫耳0.693R(R=
氣體常數=1.987卡/K·莫耳)，所以，以一個

從古至今，金屬材料的發展對人類有著極大的

元素為主的傳統合金，其混合熵約小於每莫

改變，人類從石器時代進入銅器時代，再進

耳0.693R。根據不同元素數目進行波茲曼熵

入鐵器時代，人類一直把常見金屬(金、銀、

公式計算出混合熵與元素數目的關係，5個元

銅、鐵、錫)當作飾品、器具、工具與武器的

素等莫耳合金的混合熵是每莫耳1.61R，所以

主體。工業革命後，人類所開發的金屬合金製

高熵合金應會大於每莫耳1.61R，基於上述估

造技術不但造就了現今工業發達的局勢，並使

算，可以將合金以混合熵來區分，傳統合金

我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在1827年，法國科

屬於低熵合金，中熵合金則介於高熵合金與

學家從氯化鋁中還原獲得鋁金屬，因為鋁金屬

低熵合金之間，主要是指主元素個數約為2至

具有延展性、導電性、導熱性、抗腐蝕性與

4個，混合熵大約可視為介於0.69R和1.61R之

輕量化等優點，因此被大量應用於交通工具、

間。根據波茲曼熵公式來計算出每莫耳的熵的

運動器材、建築門窗等上面，年用量在1960

變化，當元素數目大於五元時，混合熵十分顯

年後超越銅金屬成為僅次鋼的金屬材料。在

著的增加，由五元增加至六元，混合熵增加

1930年代開始超合金的發展，到目前為止人

11%，較能發揮高熵的效應。但當元素數目越

類已經開發使用的實用合金共有30多種系統，

多時，混合熵增加的速度逐漸減緩，由12元

每一個系統皆以一種金屬元素為主，隨著添加

增加至13元，混合熵只增加3%，對於高熵效

不同元素而產生不同的合金材料。例如鋼鐵材

應的增強效益不大，只是增加元素的複雜性，

料以鐵為主，加入碳可得碳鋼，碳越多強度越

建議元素至多約以十三種為限(Yeh, 2004)。

強，當碳含量超過2%時，可成為鑄造性良好
的鑄鐵，若加入鎳、鉻、鉬、釩等元素，可得

高熵合金定義須具有5個以上主要元素(Yeh,

性能不同的合金鋼。傳統合金的調配比例仍是

2004)，且每個主元素原子百分比介於5%至

以“一種金屬元素為主”的觀念，依照配置不

35%，次要元素則小於5%。高熵合金在這樣

同的金屬成分與比例，使用特定的製程方法，

的混合情況下，可預期在高溫的固溶態將具有

而可得到需求的合金材料。而所謂的高熵合金

較高的混合熵。根據傳統物理冶金的認知與多

(High-entropy Alloys, HEAs)是使用多種主要

元相圖的觀察，多種元素的合金會產生許多相

元素的合金材料，其中每個主要元素都具有高

與介金屬化合物，使其微結構相當複雜。然

的原子百分比，但不超過35%，因此沒有一種

而，實際並非如此，因為高熵效應促使各元素

元素能佔有50%以上，充分發揮多元素高亂度

混合為一種或數個簡單固溶相，使得高溫至低

的效應，藉由每個元素原子的隨機散佈而抑制

溫的相變化相對單純，晶體結構易形成體心

脆性化合物生成，可使材料得到更強的韌性。

立方(BCC)、面心立方(FCC)與六方最密堆積

二、高熵合金與傳統合金的比較

(HCP)，而抑制脆性金屬化合物的形成，不但
容易進行材料分析更具應用性。高熵合金為合
金設計帶來新的觀念，由週期表中的八十個金

混合熵對於高熵合金的產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

屬元素選出十三種常用元素來調配高熵合金，

基礎，熵是熱力學上代表亂度的一個參數，

可得到等莫耳的合金系統數目超過七千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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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不同元素比例的調配與其它數十種元素列

單一晶格，必然會出現晶格扭曲和應變現象。

入考慮，那高熵合金的系統數目將是個天文數

晶格扭曲應變會提高能量狀態，將對材料性質

字，遠遠多於傳統的30多個合金系統。

產生許多影響，例如:晶格扭曲造成差排不易
前進而產生固溶強化，晶格扭曲也造成電子和

三、高熵合金的效應與應用

聲子產生散射，使得導電和導熱效率下降。

經過研究學者們長期的研究發現高熵合金利用

第三點，高熵合金在鑄造狀態下常見數十奈米

多個主元素混合的特點，可歸納出四大效應

以下的析出物，這在傳統合金中是不易出現的

(Yeh, 2006)，熱力學上的高熵效應、結晶學上

現象，這也顯示高熵合金的擴散與相變化速度

的晶格應變效應、動力學上的緩慢擴散效應和

是緩慢的。也由於遲緩擴散的效應，高熵合金

雞尾酒效應，如圖1所示。

在高溫下較不易產生晶粒粗化、再結晶等結構
變化的現象，反而可以使合金熱穩定性較佳。

第一點，以實際例子來說明高熵效應，將二元
到七元的合金鑄造狀態在使用X光繞射儀器分

第四點，高熵合金的性質與組成的元素有很

析下，可以得知合金的結構並不隨著金屬元素

大的關聯性，若在高熵合金中添加輕元素(如:

的增加而變得更加複雜，高熵合金只以FCC和

鋁、鎂、鈦)，會降低整體合金的密度，若添

BCC兩種簡單結構為主，相的數目只有兩相，

加耐氧化的元素(如:鋁、鉻、矽)，會讓合金抗

顯示多元合金的混合熵確實能讓相和結構簡單

氧化能力增加，若添加耐高溫的元素(如:鎢、

化(Tsai, 2014)。

鎳、鉻)，可提升合金的在高溫下的強度。除
了單獨元素的性質之外，也要考慮到各元素間

第二點，高熵合金的晶格是多種元素原子共同

的交互作用。

組成，由於各種大小不同的元素原子要排列成

圖1

高熵合金的四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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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熵合金的製程上，主要使用真空電弧法和

驗測試後發現在Cr-Nb-Ti-V-Zr的組合下可製

機械合金法，在經由不同的元素調配設計下，

備出密度為6.57 g/cm3與硬度為4.72 GPa(使

將可具有優越的機械和物理性能，包含超越一

用維式硬度試驗)的最佳耐熱性高熵合金

般純金屬和合金的斷裂韌性、高強度的陶瓷和

(Senkov, 2013)。此外，若使用較輕的元素鋁

玻璃結構、超導性和顯著的耐腐蝕性，可改善

取代鉻，則材料密度可降低為5.59 g/cm3，

傳統合金的使用限制並且提供更多功能性的應

該合金的降伏強度可達到1.02 GPa(Stepanov,

用，如高溫設備的耐溫塗層、高硬度的耐磨刀

2015)。另外，Youssef研究團隊開發出一種

具、耐溫耐磨引擎零件、耐高溫防火建材、耐

HCP結構的奈米晶體高熵合金(Al-Li-Mg-Sc-

鏽蝕零件、微機電加工元件、熱電材料、儲氫

Ti)，具有超低密度(<3 g/cm3)和超高強度(~2

元件…等。

GPa) (Youssef, 2014)。而德國George研究團
隊製作出一款鈷-鉻-鐵-錳-鎳的合金系統，可

在合金工程中，最理想的合金是具有很高的強

在液態氮低溫(77 K)也不易脆化，可應用於低

度、硬度與低密度。這些物理特性對於航太

溫儲存槽、天然瓦斯及飛行船上。

工程和民用運輸機的結構應用是很有幫助的，
特別在工程零件的重量對於可減少能量需求

高熵合金除了擁有優異的機械特性之外，奈米

事關重要，然而在國際上已經有許多研究團

尺度下的高熵效應可表現出一些有趣的物理特

隊正在發展低密度和高強度的高熵合金。美

性。例如，在鈦-鈷-鉻-銅-鐵-鎳配置下的合金

國Senkov研究團隊成功的混合五種低密度元

系統將具有超順磁性;在鉭-鈮-鉿-鋯-鈦配置下

素(釩、鋯、鉻、鈮、鈦)開發出一系列Cr-Nb-

的高熵合金在臨界溫度(Tc=7.3K)下具有超導

Ti-V-Zr系統的高硬度和低密度的耐熱材料。

性。根據研究表示高熵合金將可應用於強超導

研究顯示該種材料之高硬度的特性可歸因於該

電磁上，如磁共振成像掃描儀、核磁共振機器

耐熱性高熵合金中存在BCC固溶結構，經過實

和粒子加速器(Kozelj, 2014; Wang, 2007)。

圖2

高熵合金的特性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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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ical properties of a light-weight AlNbTiV high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entropy alloy. Materials Letters, 142, 153-155.
Senkov, O.N., Senkova, S.V., Woodward, C. & Mira-

不同於傳統合金的思維下，由五種以上主要元
素組成的高熵合金的出現表示著現代合金設計
的模型將進行轉變。作為新型態合金的高熵合
金的機械、物理、化學性質將持續進行研究探
索外也會出現與基本理論的相關挑戰，例如在

cle, D.B. (2013). Low-density, refractory multi-principal element alloys of the Cr-Nb-Ti-V-Zr system:
Microstructure and phase analysis. Acta Materialia,
61, 1545-1557.
Tsai, M.H., Yeh, J.W. (2014). High-Entropy Alloys: A
Critical Review. Materials Research Letters, 2, 107123.

高熵合金的製程階段會產生不同相系統。另

Wang, X.F., Zhang, Y., Qiao, G.L. & Chen, G.L. (2007).

外，高熵合金具有相當多的組合數目，儘管只

Novel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ulticom-

有少數的系統組合可被證明是有功能的。但
是，使用傳統的合金檢測方法來辨別有用的合
金成分變得困難，需要一種有效率的高通量辨
識技術來進行合金篩選，並且也需要進一步的
研究如何控制高熵合金中各原子形成相變化的
機制。儘管高熵合金的發展面臨相當多的挑
戰，但是發現高熵合金具有比傳統合金更優越

ponent CoCrCuFeNiTix alloys. Intermetallics, 15,
357-362.
Youssef, K. & Roberto, S.R. (2014). Applications of
salt solutions before and after harvest affect the
quality and incidence of postharvest gray mold of
‘Italia’table grapes. Materials Research Letters,
87, 95-102.
Yeh, J.W. (2006). Recent progress in high-entropy
alloys. Annales de Chimie Science des Matériaux,

的新穎性，如超高強度、高溫下的優異機械性

31, 633-648.

能、低溫下的優異延展性和斷裂韌性、超順磁

Yeh, J.W., Chem, S.K., Lin, S.J., Gan, J.Y. Chin, T.S.,

性和超導性，這些優異的合金特性對於未來的
新發現與創新是有希望的，最終將可引領出新
的應用。這些具有獨特性的高熵合金產品將可
應用於各個領域，在高溫的應用上可用於燃氣

Shun, T.T., Tsau, C.H. & Chang, S.Y. (2004). Nanostructured high-entropy alloys with multi-principal
element: novel alloy design concepts and outcomes. Advances Engineering Materials, 6, 299303

渦輪發動機、火箭噴嘴和核能建築;在低密度
耐火材料的應用上可用於航太產業;在低溫的
應用上可用於火箭外殼、液態氧氣或氮氣管道
設備。根據上述這些發現，我們認為更多的高
熵合金特性將可在未來被進一步的探索，進而
促使先進金屬材料突破傳統合金材料的限制。

參考文獻
Koželj, P., Vrtnik, S., Jelen, A., Jazbec, S., Jagličić, Z.,
Maiti, S., Feuerbacher, M., Steurer, W. & Dolinšek,
J. (2014). Discovery of a superconducting high-entropy alloy.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3, 107001.
Stepanov, N.D., Shaysultanov, D.G., Salishcheva,
G.A., Tikhonovsky, M.A. (2015). Structure and me-

116 高熵合金的介紹與未來應用發展

回目錄

前 瞻 研究

人工智慧商業化發展

賴志遠

副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ZuKgQ8，Created by Seanbatty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自從2016年Google的AlphaGo擊敗人類頂尖棋士後，人工智慧成為媒體最熱門的新聞議
題。但是人工智慧並不是新興科技，很多資通訊領域的學者會告訴你，人工智慧已經發
展了超過70年，曾歷經幾番波折坎坷，是科學界努力想要解決的課題。不過現在人工智
慧的發展因為深度學習方法突破而被市場廣泛應用的可能性大為提高，目前各國已推出
各類以人工智慧技術為核心的產品或服務，使得人工智慧商業化將可能提前實現。

中文關鍵字：人工智慧 / 人工智慧市場 / 智慧型服務 / 商業化
英文關鍵字：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ket / Intelligent Service / Commercializatio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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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場上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所開發的產品及

一、前言

服務類型的種類及數量，已超過一般人的想
像。從工業應用、居家照護、醫療、管理、決

人工智慧歷經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股不

策、教育、娛樂、公共安全、交通都將會應用

可輕忽的技術浪潮。特別是隨著近年自動駕

到人工智慧的管理、監控、分析等輔助功能。

駛車公路測試及Google AlphaGo軟體連續

任何能夠想像的機器設備、裝置、應用軟體、

擊敗人類棋士的新聞被傳播媒體及社群媒體

作業系統、核心驅動程式都能應用人工智慧來

廣泛報導，重新燃起人們對人工智慧的關注

改善其功能、提高運作效率，並做到人類無法

與興趣。人工智慧的發展已經將近70年，發

完成的工作。因此人工智慧對人們的影響是遠

展過程中有起有伏。歷經許多研究人員的努

大於過往的各類新興科技，可以相比擬的恐怕

力，以及人類對人工智慧的想像及期望，這

只有生命科技了。本文嘗試從現有的的人工智

個研究主題一直是資訊及計算機科學非常關

慧服務或產品，瞭解人工智慧的商業化服務及

心及持續投入的研究課題。過去在20世紀

其可能對我們未來的生活衝擊。

80年代也曾有一波的人工智慧風潮，當時日
本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二、人工智慧商業化

and industry, MITI，於2001年改為經產省，
ministry of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人工智慧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經過市

and Industry, METI)推出第五代電腦系統(the

場的考驗與萃煉後，証實其可行性。而目前人

fifth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 FGCS)

工智慧商業化的腳步已經開始加快進行，進入

計畫，希望建立一種新的電腦運作系統，即偏

市場直接接觸一般的消費者。甚至有些公司以

向人工智慧專家系統架構的知識為基礎的資

免費的線上服務模式，讓民眾感受人工智慧

訊處理系統(knowledge based information

技術的魅力及潛在價值。如微軟推出的線上

processing)，在歷經11年的努力與投入約

翻譯服務(見圖1)，宣稱採用類神經網絡方法

540億日圓的經費後，還是受限於人工智慧技

取代過往統計翻譯方法，取得翻譯品質已經接

術不成熟而宣告失敗。

受人們自行翻譯的成品，只需略加修正文字即
可使用，在文法的正確性及可讀性上都比以往

人工智慧能夠在近幾年取得技術突破的原因在

的成品為佳，直接呈現人工智慧技術的優點。

於整體軟硬體環境成熟，包含晶片、網路、大

例如任意從網頁擷取一段文字貼上該網頁的輸

數據、雲端計算、演算法等軟硬體逐漸完備；

入段後，如“One of the very hot topics so

同時大環境下，各個應用場域(包含金融，製

far in 2017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and

造，服務業等)所產生的巨量數據造成的處理

its potential disruptive impact on the legal

分析問題也進一步推動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

profession. Questions ranging from, “Will
AI replace lawyers?” to “Does it make

目前媒體仍然比較集中報導自動駕駛車、智慧

sense to attend law school with the rise of

型機器人或是類似AlphaGo這類具有話題性、

AI?” to “How will AI impact the delivery,

吸引讀者眼睛的議題。但是若詳細檢視人工智

cost, and quality of legal services?” are

慧產品或服務相關的新聞或訊息，就可以發現

being asked by those in and around the

118 人工智慧商業化發展

回目錄

legal industry. ” ，機器能夠譯成：「到目前

圍法律行業。」(以傳統的統計方法處理，見

為止, 2017年的熱門話題之一是人工智慧(AI)及

圖1之左下方方塊)。比較兩者的譯文品質，可

其對法律界的潛在破壞性影響。問題從 "AI 是

以發現利用類神經網絡方法翻譯的成果，幾乎

否會取代律師" 到 "人工智慧的崛起是否有意

與人翻譯成品相差不遠，在可讀性上達到一定

義？" 對 "AI 將如何影響法律服務的交付、成

的水準。而隨著人工智慧技術成熟及更為精進

本和品質？", 法律界和周圍的人都在問。」(以

後，或許未來機器翻譯的品質超越專業人類翻

類神經網絡方法處理，見圖1右下方方塊)以及

譯成果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這類的研究在可預

「到目前為止在 2017 年很熱門的話題之一是

期的未來將使國內翻譯公司或專門從事相關工

人工智慧(AI)和其潛在的破壞性影響，對法律

作的翻譯人員接案的機會大為降低。但是這類

專業。從，"將 AI 代替律師嗎？"到"有道理參

服務也有可能是學生學習外語的的最大助力，

加法學院與崛起的 AI？"到"如何將 AI 影響交

或是在技術更成熟並整合語音辦識及發音處理

付、 成本和法律服務的品質？"要問那些和周

技術後，成為可隨身攜帶的口譯助理。

圖1 微軟自動翻譯網頁
資料來源：https://translator.microsoft.com/neural/

從機器翻譯的案例來看，可以看出目前網路及

作效率、提高安全性及營業額；而零售業則認

資通訊產業對人工智慧技術的接受及應用價值

為是提高操作效率、改善決策及降低風險；健

抱持著極高的期待，同時人工智慧技術對不同

康照護業則認為是提高服務品質、提高操作效

產業的滲透程度也超乎想像。而其他產業對

率以及降低風險；金融服務業則改善決策、減

人工智慧的看法，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於

少員工數及降低風險。以金融服務業的調查可

2016年所作的調查，針對全球零售業、製造

以看到，業者對人工智慧的近來仍具有疑慮，

業、健康照護及金融服務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作

特別是目前廣為宣傳的各類理財機器人(robo-

了一個對人工智慧對產業衝擊的調查，得到一

advisor)，可以取代現在的理專將造成失業問

些有趣的結果及看法，譬如，以製造業為例，

題。從調查報告結果來看，也可以看出各行各

製造業認為AI對該產業最大的幫助將是提高操

業對人工智慧技術的看法及需求都存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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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及偏好，但是都認同人工智慧技術對產業

Fuzzy AI，Logz.io等公司都提供不同的演算

發展具有正面的幫助。因此對人工智慧的投入

法及分析工具，其共同點是這類公司多使用

也不落人後，個別提出不同的商業模式或產品

機器學習、模糊邏輯等人工智慧技術，建置

服務，嘗試在這一波智慧革命尋找市場需求、

分析模組，把編碼(coding)、數學模型(math

爭取企業立足之地。

model)、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整
合在一起，利用數據科學方法自動測試數百

目前，人工智慧的商業化腳步已初見成果，圖

種預測模型，在海量的資料及數據(data)中

2為本研究針對各國產業界運用人工智慧技術

找出關鍵資訊(information)及萃取商業見解

所推出的服務及產品分類圖。圖2顯示目前產

(insight)，作為決策參考依據。這類新的方

業界所推出的應用包含了聊天機器人、影像視

法在執行效率上比起過往的做法增強不少。

覺處理、商業情報分析、網路安全、智慧型機

如Datarobot公司所提供的服務，能夠利用

器人、醫療照護、市場研究、金融保險、市場

平行處理方法針對R、Python、SparkML、

營銷、教育研究、物聯網/工業物聯網、交通

H2O、Tensorflow及其他開放源的一千多種

運輸、農業、人工智慧核心技術、數據科學、

模型進行訓練及評估，通過數百萬的可能演算

文字分析處理等。若以屬性作為分類架構，可

法組合、預先處理步驟、數據特徵、變換及調

約略分為上遊的軟硬體；以及中下游的硬體及

整參數，從給定的數據組及預測目標給出最佳

軟體應用等分類。其中上遊軟硬體主要以人工

預測模型，這類服務將有效幫助企業、組織、

智慧核心技術以及數據科學為主；而中下游的

機構做出更明智、快速及準確的決策。這類服

硬體則有交通運輸、農業、智慧型機器人、物

務將能強化企業競爭力，同時加快企業決策速

聯網/工業物聯網等；中下游的軟體應用服務

度，可以預期將造成未來的商業競爭節奏將更

則包含了聊天機器人、影像視覺處理、商業情

為緊湊快速。

報分析、網路安全、醫療照護、市場研究、金
融保險、市場營銷、教育研究、文字分析處理

而在醫療照護的發展方面，除了供個人應用、

等針對不同需求、不同應用領域及使用情境的

協助醫生診斷分析病患的應用軟體外，還有協

使用者。

助藥廠或研究機構尋找新藥開放的人工智慧平
台，協助研究人員進行新藥的開發，這類公司

下文將針對中下游的軟體應用服務作一簡要說

如知名的Atomwise公司，就利用深度學習技

明，介紹其中企業界所推出的各類型產品及服

術來發現新分子，這些方法已經能夠用在開發

務，這類服務或產品將直接面對消費者及使用

新的藥物分子，特別是用在對抗伊波拉病毒、

者，人們將能直接感受人工智慧技術的優點及

抗生素抗藥細菌以及各類慢性病如多發性硬化

其未來的應用價值。

症，已經推出了動物實驗的抑制劑來進行治
療測驗。而在其他照護應用的，如Babylon則

以商業應用為例，可以看到聊天機器人、商業

是一種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的個人醫療服務

情報分析、市場研究、市場營銷、金融保險、

app，能夠透過聊天機器人諮詢個人的任何健

文字分析處理的相關應用都開始有相當多的新

康問題，並且得到專業的健康資訊及建議因應

創公司投入，並提供不同的服務及產品，以商

做法，可以說是類似一個簡化版的個人家庭醫

業情報分析為例，Datarobot，Dataminr，

生。而其他的如Abi、Joy、Kiwi、Sleep.A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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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人工智慧產業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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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都能提供各類型的個人健康諮詢服務，使

見的技術，改變生活方式及工作形態，形成一

的未來這類的服務經過長時間的運作將可能衝

種無所不在、無影無蹤卻又處處可見，形塑人

擊或改變現有的醫護及長照體系，特別是單身

與機器協作共事的環境。

獨居的老人，這類服務結合在地的醫療系統或
許是一個發展方向。

三、結論

同時對影像視覺處理，不同的公司提供不同的

前文所述的產品或服務在經過市場考驗及消費

服務，有的針對圖片進行辦識、如專門針對

者的篩選後，相信大部份的公司都不見得能夠

人臉辦識、手寫字跡辦識、圖片辦識以及影

存活下來，但是能夠存活下來的公司所提供的

像監控、影像處理等不同服務。這類公司如

服務將使人們實質感受人工智慧技術所帶來的

Deepvision、Haystack、Orbital Insight、

便利及衝擊。人工智慧所引發的各類衝擊，將

Matroid、Valossa、均提供不同的需求作設

使我們重新思考人類的定位，並解放人們勞動

定的服務。這些服務從個人的圖片分類、醫學

力使轉而專注在創新創造及有意義的社會公

診斷、大地監測、公安監測、罪犯刑事追蹤均

益，同時因機器倫理問題而對未來社會治理形

能做到以往人類需要花大量時間及人力才能完

成重大挑戰。新興科技產生的風險對人們已經

成的工作，節省勞力及時間成本。如Orbital

不是一個陌生的課題，但是衝擊面如此之廣的

Insight能夠利用衛星圖片進行分析，利用平

科技也是過往人類歷史少有的經歷。人工智慧

行處理針對近百萬幅的衛星照片進行分析，能

風險議題已經是許多團體及利害關係人所關切

夠找到全球的趨勢變化，譬如透過大地地形改

的熱門議題，各界投入資源與人力探討其將可

變、交通狀況、新建建築數量、農地植被變

能對台灣未來社經發展所帶來的挑戰與衝擊，

化，這類資料可以提供國家經濟成長預測、全

以預先作好準備面對新的人工智慧革命。

球農作物收成、短缺及價格預測等社會經濟趨
勢訊息，供部會及企業做為決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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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論文觀察光整合電路技術現
況與建議
王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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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科學為技術發展的基石，論文為科學成果競演的舞台，透過科學論文的發表能夠了解各
個國家在特定領域的研發投入情況。本文透過光整合電路技術的市場面、科學面，了解
光整合電路技術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並運用科學計量方法，透過科學論文發表掌握研發
光整合電路技術的重要科學機構、各國的科學研究補助強度、台灣的科學投入強度。最
後結合市場預測、科學投入、技術發展趨勢與我國產業概況，提出適度加大光整合電路
領域的研發投入與整建適宜發展光整合電路技術的支援體系之建議。

中文關鍵字：光整合電路 / 科學計量
英文關鍵字：Photonic Integrated Circuit / Bibliometric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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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傳輸的潛能，更能對醫療技術、光電感

一、前言

測、太陽能電池元件、遠紅外線光源及光顯示
等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光整合電路技術融合了

電晶體IC晶片透過微縮電子元件的尺寸，提高

光學、CMOS技術及先進的封裝技術，若能夠

晶片的運算能力與運作效能，但是在固定空間

相容於半導體製程，將能更進一步降低光整合

加入更多的電子元件也造成新的問題，如元件

電路晶片的成本，提高市場的接受度。未來的

與導線的距離縮短導致電磁干擾、電路製程複

應用除了傳統的光通訊應用外，光整合電路晶

雜程度上升等，其中電磁干擾問題不僅僅導致

片也將廣泛地用於處理器的互連或多核心處理

操作延遲增加，也容易導致資料的傳輸錯誤或

器中的核心互連(Yole, 2016)。

增加元件的能源損耗。光子因為不具有電荷與
質量，且擁有低能量耗損與不容易受到外界干

在市場預估上，Credence(2016)預估光整合

擾的特性，因此成為大規模資料傳輸的重要技

電路應用的產值在2022年時將達13億美元，

術。隨著智慧設備廣泛的社會應用，帶來的便

若以2015年為基年，產值的年複合成長率將

捷的生活，也帶來了更多的資料傳輸與分析

高達25.2%；Yole(2016)針對光整合電路與矽

的需求。然而，電晶體IC晶片逐漸面臨微縮與

的結合應用，推估矽光整合電路的年產值將在

製程的瓶頸，科研人員因此提出了將光學元

2025年時達15億美元；MarketsandMarkets

件整合至IC晶片中形成光整合電路(Photonic

進一步解析光整合電路的多種應用，並提供電

Integrated Circuits, PIC)的概念，以光子取

信傳輸、資料傳輸、商業應用、消費性電子、

代部分電子，實現節能、資料傳輸與運算能

醫療與國防等不同應用的產值推測，並指出電

力的持續性增長(陳婉儀，石立康與彭茂榮,

信傳輸與資料傳輸為光整合電路成長最快的應

2016;Margaret Rouse, 2015; Wikipedia,

用，市場規模在2020年時將超過200萬美元，

2017)。

而消費用電子的市場也是光整合電路的重要應
用，產值在2020年也將達到150萬美元(石立

光整合電路具有資料頻寬大、能量損耗低、調

康，2016)。綜合以上可發現，各研調機構均

變速率快的特性，適宜高速運算與巨量資料

對光整合電路技術抱持著樂觀的看法，指出該

的分析。光傳輸技術的突破，如光的分波長

技術將在未來數年將快速的發展，並可能成為

多工技術，可將一個光通訊波的分割成為數

下一波新興市場技術的重要領航者。

個、數十個、甚至更多的通訊波段來傳輸資
訊，實現在單一光通道承載更多資訊的目標

三、科學能量分析

(Wikipedia, 2017a)，而類似的方法若應用到
光運算中，實現同時多維度的運算能力(Shen

科學為技術發展的基石，論文為科學成果競演

et al., 2017)。

的舞台，透過科學論文的發表能夠了解各個國
家在特定領域的研發投入情況，因此本文試圖

二、光整合電路的未來市場

透過科學論文發表，了解光整合電路技術在
各國的發展情形，其中科學論文的資料取自

光整合電路是次世代重要的技術，具有改變未

Clarivate Analytics 公司的網際網路版引用文

來物聯網的連線形態、實現更大資料量和更低

獻索引資料庫系統 Web of Science，資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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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間為2017年4月30日。光整合電路科學能

為了解不同國家在光整合電路的科學能量演

量分析以 (optoelectronic or photonic) and

進，本文將論文資料分別2007-2011年、

(integrated circuit) 做為檢索關鍵字，期刊

2012-2016年兩個階段，並觀察不同時期的論

論文為檢索標的，搜索2007年至2016年間論

文的主要發展國家，如表2所示。首先，從論

文，共找到2,527篇。從每年發展的論文量來

文的數量可以發現，近五年發表的論文總數較

看，光整合電路近10年的科學論文發表數呈

前一個時期成長了一倍，更進一步觀察兩個時

現著上升的趨勢，若以2007年為基年，光整

期的主要論文發表國家，我國在2007-2011

合電路論文發表量的年複合成長率為14.5%。

年間，光整合電路的論文發表數為37篇，發

表1

近十年光子整合電路論文變化

表數量位居全球第六，科學論文占總論文的
4.37%，但是在2012-2016年期間我國該技術

年份
2016

篇數
440

領域發展的論文數量也呈現成長，但排名卻大

2015

355

幅的下跌，落到排名17，且科學論文只占此

2014

340

時期總論文的2.44%。亞洲國家除了中國外，

2013

295

其它國家在光整合電路論文發表量的排名與貢

2012

251

現度均呈現下滑。然而，同時期的多數歐洲國

2011

230

家，在光整合電路的論文發表量則呈現增加的

2010

170

情況，論文發表數量均較前一個時期成長至少

2009

163

1倍，其中荷蘭、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家更一

2008

153

舉進入該技術領域論文發表數前10名。

2007

130

資料來源：Clarivate Analytics Web of Science；本研究整理

表2

發表光整合電路論文主要國家的變化

2007-2011(846 筆 )

2012-2016(1681 筆 )

國家

篇數

比例

國家

篇數

比例

美國

298

35.23%

美國

463

27.54%

中國

151

17.85%

中國

437

26.00%

日本

88

10.40%

德國

133

7.91%

法國

42

4.97%

荷蘭

114

6.78%

德國

38

4.49%

英國

112

6.66%

台灣 (6)

37

4.37%

義大利

107

6.37%

比利時

33

3.90%

法國

100

5.95%

英國

33

3.90%

日本

100

6.30%

加拿大

32

3.78%

加拿大

81

5.29%

韓國

32

3.78%

西班牙

66

4.22%

台灣 (17)

41

2.44%

資料來源：Clarivate Analytics - Web of Science；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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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不同國家的投入概況後，科學論文投入

卻甚少提到浙江大學，除了延攬數位國際知名

的主要機構與其所在地為何呢？本文透過論文

的重量級研究學者外，甚少有大篇幅的報導提

的作者資訊與工作機構，依據進行統計，了解

到浙江大學對於中國光整合電路的科技發展的

各機構的論文發展情況。若是一個論文有三個

重要性。

作者，作者服務於兩個不同的研究機構，則兩
個研究機構的論文發表數都會被累計1篇，依

科學論文立基於厚實研究工作，但是要落實科

此原則找出光整合電路的科學論文主要發表機

學研究並推進科學發展，必需要有經費支持

構，如表3所示，其中發表論文最多的前三個

科學研究。透過分析科學論文的誌謝，可以

機構分別為美國加州大學系統、中國科學院與

梳理出各國家對於各研究領域經費支援的強

荷蘭恩荷芬理工大學，若依研究組織類型區

弱程度。本文透過Web of Science 找出論文

分，論文發展數前10名的研究機構中，有6所

誌謝中提及之贊助機構並針對贊助機構進行

大學、2個研究機構與2間企業。若合併研究

資料整理，如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組織與國家，了解不同國家在此技術的主要研

與 NSF 將被合併為一筆，最後得到主要贊助

發單位大致上可分別：(一)大學為主：美國、

機構前10名如表4。從論文的發表情況來看，

荷蘭、德國；(二)國家級研究中心為主：法

全球主要支持光整合電路技術研究機構的前三

國；(二)企業為主：日本；(四)國家級研究中

名分別為：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

心與大學混合模式：中國；(五)大學與企業混

家科學基金會、歐盟。由中國國家自然科學

合模式：比利時。在主要的發表機構中較令人

基金會支援研究經費並完成發表的科學論文

驚訝的是中國浙江大學，從論文的發展量可以

高達344篇，占近年10年該技術領域論文總數

得知中國浙江大學應為光整合電路技術的主要

的 13.61%。若以國家或區域進行區分，主要

研究機構，但是在中國的科技資訊網站資料中

贊助機構在單一國家超過2個有中國與美國。

表3

光整合電路論文主要發表機構
發表機構

篇數

比例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 美國加州大學系統 )

253

10.01%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中國科學院 )

160

6.33%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荷蘭恩荷芬理工大學 )

89

3.52%

GHENT UNIVERSITY ( 比利時根特大學 )

81

3.21%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

71

2.81%

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 比利時 IMEC)

71

2.8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

67

2.65%

ZHEJIANG UNIVERSITY ( 中國浙江大學 )

55

2.18%

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 日本 NTT)

51

2.02%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 )

45

1.78%

資料來源：Clarivate Analytics - Web of Science；本研究整理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2017 NO.5 | 127

回目錄

中國於前10名主要贊助機構占了4個，分別是

金、國家高技術研發計畫(863)；而美國於前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

10名主要贊助機構占了2個，分別為美國科學

計畫(97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

基金會、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

表4

光整合電路論文主要贊助機構

贊助機構

篇數

比例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中國 )

344

13.61%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美國 )

159

6.29%

EUROPEAN UNION ( 歐盟 )

105

4.16%

DARPA ( 美國 )

65

2.57%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 中國 )

54

2.14%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 德國 )

51

2.02%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 中國 )

42

1.66%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COUNCIL ( 英國 )

31

1.23%

20

0.79%

20

0.79%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 中國 )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 加拿大 )

資料來源：Clarivate Analytics - Web of Science；本研究整理

角色。從主要贊助機構看，中國對於光整合電

四、結論與建議

路技術的支援力度高，其實滿符合近年來中國
在科技發展上一直談到的彎道超車概念，除了

矽光整合電路目前全球關注的重點項目，主因

大力投資半導體進行技術追趕外，也積極投入

相融目前半導體製程的矽光整合電路技術，能

次世代技術，期望能夠在次世代的技術發展

夠維持半導體產業生產優勢。過去，光整合電

上，實現彎道超車的可能。

路的技術主要用於光通訊，然後隨著科技的突
破，光整合電路應用日益廣泛。從市場的估值

過去數10年，我國在光整合電路的科學表現

來看，光整合電路技術的成長快速，除了光通

上曾經領先，但由於缺乏規模的研發資金支持

訊應用外，在消費用電子也具有不錯的成長動

與科學研究輔助平台的支援，僅能維持與過去

能。在科學論文的發表上，近5年發表論文總

相近的研究產出。透過研究學者的訪談中得

數較更前五成長了近一倍，反應出近期投入光

知，從事光整合電路的研究學者在完成光整合

整合電路研究的人力資源與強度有大幅的成

電路晶片設計後，需要委託國外的研究支援平

長。台灣在2007-2011年表現不錯，但相對

台，如IMEC生產光整合電路晶片，當發現光

於其它大力投入光整合電路研究的國家而言，

整合電路晶片有問題時，修正與往返均花費不

台灣的研發投入略嫌不足。從主要發表機構來

少時間，更有學者提到委託它國生產晶片，等

看，光整合電路技術並非大國專屬，荷蘭、比

同是利用我國科研經費持續強化它國在光整合

利時的研究機構也能於全球研究中扮演重要的

電路晶片的生產製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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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光整合電路技術主要是用於光通訊為主，
與我國半體導產業的相關性相對不高，然後隨
著光整合電路研究的持續突破，對於半導體產

Jones, T., Hochberg, M., … Soljačić, M. (2017). Deep
learning with coherent nanophotonic circuits.
Nature Photonic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8/nphoton.2017.93

業的影響將持續增加，如2017年5月美國麻省

Wikipedia. (2017a).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

理工研究團隊於自然光子期刊發表的新光學處

In Wikip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

理器架構，可處理深度學習計算，此光學處理
器架構，除了可以用於深度學習外，將帶來
了更快運算的速度、更低的能源消耗，相似

org/w/index.php?title=Fiber-optic_communication&oldid=786825337
Wikipedia. (2017b). Photonics. In Wikip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

的矩陣運算僅需消耗傳統處理器所需電力的

php?title=Photonics&oldid=757229839

千分之一(Photonics.com, 2017; Shen et al.,

Yole. (2016). Silicon photonics for data center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Yole Developpement.

2017)。
我國為全球重要的半導體代工生產國，隨著半
導體摩爾定律漸漸走到極限，發展替代的可能
技術已經具有急迫性。近期，光整合電路的科
學發展愈來強勁，適度加大光整合電路領域的
研發投入，整建適宜發展光整合電路技術的支
援體系，如製程平台與研發平台，方能夠保持
我國在光整合電路技術領域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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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寬能隙半導體氮化鎵於微波射
頻領域投入分析
羅濟威

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cypfFG，Created by Windell Oskay
版權適用聲明：姓名標示

摘要 Abstract
氮化鎵 (GaN) 作為寬能隙半導體材料，具有比砷化鎵 (GaAs) 與磷化銦 (InP) 等半導體材料
更大的輸出功率；而在同樣為寬能隙材料的碳化矽相比或是以基於矽材料技 LDMOS( 橫
向擴散 MOS 技術 )，其頻率特性更好，由於這些特點，使得該材料應用於微波射頻市場
之前景看好，目前各國皆看好該材料在此領域的發展並加速投入。反觀國內，通過盤點
可發現我國在氮化鎵材料相關整體研究投入，主要在於光電應用，而微波射頻領域的投
入最少，僅占總投入的 5.9%，而近五年相關投入漸增，但仍僅占全部投入的 10.3%。

中文關鍵字：寬能隙 / 微波 / 射頻 / 氮化鎵
英文關鍵字：Wide Band-gap / Microwave / Radio Frequency / Gallium Nitride(Ga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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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材料做為第一代的半導體材料因發展較早，

溫、高頻、抗輻射及大功率元件(表1)，為進

對其相關的基礎研究也非常透徹。矽元件的設

一步提升電力電子器件的性能提供了更大的空

計和技術開發也經過了多次的結構和工藝優化

間，目前寬能隙產品及其相關技術發展主要為

和更新，已逐漸接近矽材料的極限，而碳化

LED照明、電動車、智慧電網、工業與航太等

矽(SiC)及氮化鎵(GaN)為代表的寬能隙(Wide

需求電源轉換效率的節能產品。有鑑於此，

Band-gap)半導體材料，相較於矽材料相比，

美、日以及中國等國家已將寬能隙功率半導體

因具有更寬的禁帶寬度、更高的導熱率、擊穿

作為國家發展計畫。

電場以及電子飽和速率，更適合用於製作高

表1

半導體材料之電子特性

材料種類

Si

GaAs

4HSiC

GaN

能隙 (eV)

1.1

1.42

3.26

3.49

1500

8500

700

900

飽和電子速度 (x107cm/s)

1

2.1

2

2.7

二維電子氣表面濃度 (cm-2)

-

<4x1012

-

20x1012

臨界貫穿電場 (MV/cm)

0.3

0.4

2

3.3

熱導率 (W/cm-K)

1.5

0.5

4.5

>1.7

介電常數 (er)

11.8

12.8

10

9

電子遷移率 (cm2/Vs)

資料來源： 蘇裕翔 (2003)，本研究重新繪製

但除了在電子功率元件的應用上，寬能隙半

(如: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上尚未成熟，在未來若

導體材料用來做為微波功率元件之應用亦深

要使用於5G智慧手機上，則仍須解決元件成

具潛力。一般而言微波功率元件主要的的工

本過高、低電壓工作環境以及封裝散熱問題

作頻段在300M-300GHz之間，主要用於微波

(SemiconductorToday, 2014)。

功率的發射、放大、控制與接收，為現代移
動通訊裝置、基地台甚至軍用的相控陣雷達

根據Yole在「2016-2022年氮化鎵RF元件市

應用關鍵元件。其中氮化鎵作為微波功率元

場:應用、廠商、技術及基底」的報告指出，

件材料，相較於砷化鎵(GaAs)與磷化銦(InP)

在2015年氮化鎵射頻產業受益於中國大規模

等半導體材料相比，所製作之元件輸出功率

應用LTE網絡，使得無線基礎設施市場規模

更大；而在同樣為寬能隙材料的碳化矽相比

接近3億美元。而因需求增加，使市場仍保

或是以基於矽材料技LDMOS(橫向擴散MOS

持增長趨勢。但在2019-2020年間會因為5G

技術)，其頻率特性更好(圖1)。這意味著，隨

網路的實施而使得整個氮化鎵射頻市場大幅

著頻寬從原有4G擴大到4.5G甚至5G，原有的

擴大，報告中並估計2016-2022年整個市場

LDMOS技術含跨的300MHz-3.5GHz範圍將

年複合成長率將達14%，至2022年末，市場

無法滿足，此外結合了材料具備了高功率的特

規模將擴大到7.5億美元。其中關鍵廠商包含

點，這使得氮化鎵元件能夠進入該市場並快速

umitomo Electric、Wolfspeed、Qorvo、

成長，但目前在應用上主要仍以軍用雷達以及

M-A/COM、Microsemi、UMS、NXP、

無線通訊基地台為主，在消費電子相關應用

Ampleon、RFHIC、Mitsubishi 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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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氮化鎵/碳化矽/矽/砷化鎵高功率電晶體性質比較
資料來源：semiconductor，本研究重新繪製

Northrop Grumman和Anadigics，其市場

鎵技術，企圖有效的解決成本問題，該技術的

應用含蓋了包括無線基礎設施、國防及航空航

優勢在於矽材料在製程上具備了製作更大晶圓

天、衛星通信、有線寬頻（有線電視和光纖到

的技術、且生產線相關成本較低，這會使得矽

戶），以及其它ISM頻段應用(Yole, 2016)。

基氮化鎵元件之成本降低許多，但由於矽材料
的導熱率相較碳化矽為低，因此在封裝設計上

目前在GaN基微波功率元件主要技術涵蓋了碳

就需要更強調散熱。受限技術關係，碳化矽

化矽基氮化鎵技術（GaN-on-SiC）和矽基氮

基氮化鎵襯底主要還是以生產3-4英吋晶圓為

化鎵技術（GaN-on-Silicon）兩種技術，其中

主，未來正朝向6英吋晶圓生產，以求進一步

以Qorvo及其他大多數廠商採用的碳化矽基氮

的降低成本；而矽基氮化鎵晶圓則從6英吋轉

化鎵元件占整體氮化鎵商用元件的95%，這是

為8英吋，這也會使得氮化鎵微波射頻元件在

因為SiC與GaN晶格匹配度高、功率密度高，

未來商業微波射頻領域的應用上更具競爭力。

再加上碳化矽材料具有更好的導熱性，這解決
了氮化鎵材料先天熱導率不高的問題，這也使

相較於微波射頻領域，目前寬能隙半導體相

得此種技術可選用更小的封裝尺寸，大大減少

關研究主要著眼其節能特性，故主要的研究

設備的體積(壹讀，2016)。整體而言碳化矽基

領域仍以電力電子功率元件的相關為主並相

氮化鎵元件具備高性能但相對的也具高成本問

對成熟，因此我國產業在氮化鎵半導體材料

題，而對需要高功率且對成本不敏感的應用市

的布局上，也依循此趨勢，主力布局於電力

場(如:國防軍事用途、無線通訊基地台)而言，

電子領域，相關廠商橫跨產業鏈磊晶到製造

此技術仍是具有吸引力的。由於碳化矽基氮化

端，包含以磊晶為主的漢磊科技、嘉晶電子主

鎵技術雖有著高功率密度與導熱性，但因成本

要佈局於可耐受大電壓、高溫與能源轉換效

過高的問題，限制了氮化鎵材料在應用上的範

率高的寬能隙功率半導體為主，另外還有超

圍，因此Macom公司提出則發展了矽基氮化

結(Super Junction)構造之MOSFET；而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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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設計端之瀚新科技則針對大電流規格之碳

在我國研究投入部分，透過政府研究資訊系

化矽MOSFET產品的開發為主，同時對1700V

統(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 GRB )進

以及3300V的碳化矽功率元件進行投入，而在

行我國民國82-105年間相關投入計畫資料盤

氮化鎵功率元件則主力在於600V以下無線充

點，檢索方式以氮化鎵為關鍵字再透過人工篩

電之HEMT元件技術為主(鄭婓文，2017)；而

選方式排除不符合之計畫專案，最終我國在

在製造端之台積電則宣布進入氮化鎵先進製

82年至105年間，氮化鎵半導體相關技術的研

程，與德商戴樂格合作生產6英吋、0.5微米、

究，執行計畫件數共 728件的計畫，總投入金

650V的手機快充晶片，而世界先進則是投資

額為74.9億元，若是解析各年的投入可發現，

國外材料廠，開發電源管理IC的寬能隙半導體

整體計畫規模的執行與經費上在民國100年後

8吋製程(張嘉瑋，2016)；而布局於微波射頻

有逐年縮小的趨勢。為了瞭解計畫投入相關的

領域相關廠商則是位於材料端之環球晶圓，環

領域及方向，因此參考相關次級資料寬能隙材

球晶係以發展碳化矽基氮化鎵材料為主軸，目

料在半導體上主要應用而區分為五個主要應用

標為研發射頻(RF)用氮化鎵功率電晶體，產品

領域，包括基礎研究、晶圓製造、光電應用、

市場鎖定於 4.5G / 5G 基地台(L/S/C-band)等

電力電子以及微波射頻。透過分析可發現我

(MoneyDJ, 2016)。雖然目前我國產業布局主

國在微波射頻領域的投入較少僅占總投入的

力為電力電子領域，但有鑑於與微波射頻應用

5.9%，主要的投入以光電相關的應用的件數

相關製程技術相近，若未來欲進入微波射頻領

最多，總共佔了總件數之7.2%，其次為晶圓

域將具備一定的基礎，例如目前台積電已具有

製造的26.6%、基礎研究13.4%以及電力電子

矽基氮化鎵的供應能力，只不過它主要是為

12.3% (圖2)。在光電相關研究上，因氮化鎵

了電源或LED應用，所以採取了CMOS生產技

材料最早之應用主要為LED的發光材料應用，

術。而若未來需要進入高頻應用，則只需調整

而後因發現此材料同時具有寬能隙、節能特

相關技術和流程的優化，如此可加速廠商跨入

性，才轉在電力電子的應用，甚至因其寬頻特

該領域之速度。

性而轉為微波射頻應用，因此此領域相關研究
投入最早且計畫件數最多，相關的技術也較為

圖2

82-105年寬能隙半導體之研究計畫投入領域件數與經費
資料來源：GRB，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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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整體研究方向自早期的藍光LED之發光

X(8-12 GHz)、K(12-18 GHz)以及Ka(27-40

元件的相關研究為主轉為朝向高亮度以及高功

GHz)之應用。

率的研究為主，此外相關雷射以及紫外光檢測
器的研究近來也逐漸增多；而在磊晶相關的研

若將計畫執行年限縮短至近10年，並以5年為

究上，也同樣受到前述趨勢的影響，早期的研

區段進行分析，比較96-100年與101年到105

究主要方向為發光元件需求之研究，除了各種

年兩個區段可發現，我國所投入相關研究已有

磊晶技術的發展外，選擇不同襯底進行磊晶也

所轉移，微波射頻領域相關研究占比在101-

為此領域重要的研究方向，例如在光電領域藍

105年超越了基礎研究，但和光電及電力電子

寶石襯底的磊晶技術為早期研究重點，而後因

應用相比仍明顯投入較少，主要的研究方向則

其應用領域的擴大，包含以碳化矽襯底、矽襯

以矽基氮化鎵元件研究為主，並鎖定於高頻波

底為基礎之相關磊晶技術也逐漸受到重視；而

段的應用。而電力電子領域因為目前國際主力

電子電力以及微波射頻領域相關研究與應用發

研發重點，我國相關投入也反應此趨勢而大幅

展起步較晚，這反應到相對的計畫投入也較

成長，該領域之研究除了針對大功率耐高電壓

少。在電子電力領域，主要的研究朝向矽基氮

元件研究外，因矽基氮化鎵因挾帶成本優勢，

化鎵的大功率元件發展為主，在應用上包含車

故其相關應用以及元件設計研究也較多；占比

用裝置、無線充電晶片以及綠能設備；在微波

最高之光電領域雖然大幅減少，若觀察其研究

射頻領域，主要研究為矽基氮化鎵高電子遷移

可發現，該領域已從原有照明相關研究逐漸轉

率電晶體(HEMT)元件以及功率放大器，並透

移至紫外光相關設備以及檢測器之研究、此外

過氮化鎵具有高頻之特性，而將頻寬鎖定於

雷射相關研究也有漸增之趨勢。

圖3

96-105年寬能隙半導體之研究計畫投入領域變化
資料來源：GRB，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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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未來的全球減碳趨勢，以及無線通訊、雷
達以及智慧車等領域的需求，寬能隙半導體材
料的發展可與前代半導體技術互補，對節能減

SemiconductorTODAY. (2014). GaN to grow at 9%
CAGR to over 18% of RF device market by 2020.
http://www.semiconductor-today.com/features/
PDF/SemiconductorToday_MayJune2014-GaN-to-

碳、產品微型化、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新的推

grow.pdf.

力。而我國在既有半導體產業的矽相關製程的

Yole. (2016). GaN RF Devices Market: Applica-

基礎下，具有顯著成果、經驗與設備，雖起步
較美日等國家晚，然寬能隙半導體元件在整體
系統中扮演高值化關鍵，尤其隨著4.5G甚至
5G時代以及智慧車的來臨，各種無線通訊設
備的翻新或增加，在未來將是深具潛力的市

tions, Players, Technology, and Substrates 2016
– 2022. https://www.i-micronews.com/report/
product/gan-rf-market-applications-players-technology-and-substrates-2016-2022.html?utm_
source=P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aN_RF_Market_YOLE_March2016

場，因此我國勢必要快速投入發展，爭取高值
化轉型。而目前國內相關的研究能量較少，而
相對技術也較美日落後外，再加上投入因屬個
人型計畫，缺乏引導，以致研發能量發散，因
此除了強化寬能隙半導體在微波射頻領域的投
入外，先選擇相對進入技術門檻較低之矽基氮
化鎵技術發展並結合國內既有矽相關技術能
量，將有助縮短技術發展時程，另外相關之標
準、檢測、認證等方面的也須及早建立，以因
應即將到來的高功率大寬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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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系統

從創新生態系統角度看中國大陸新
型研發機構的發展—以北京協同創
新研究院為例
吳松澤

副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x4GMKb，Created by ar130405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以創新生態系統做為研擬創新政策的核心觀點，主要挑戰就在如何鼓勵推動制度、機制
與組織的創新，乃至於主動探索創造各種新型態行動者的可能性。本研究選擇運用創新
生態系統做為分析視角，主要探討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組織運作模式與特色機制，研
究的成果也將有助於進一步觀察中國大陸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趨勢。

中文關鍵字：創新生態系統 / 創新中介 / 研發機構
英文關鍵字：Innovation Ecosystem / 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 /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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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9日，中國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

為什麼萬鋼、翟立新都將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

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到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

視為中關村乃至北京推動科技創新與創業的標

進行調查研究，並召開北京科技創新建設座談

竿案例？在中關村新型科研機構發展的相關報

會。萬鋼指出，建設北京科技創新中心與推進

導中，為什麼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也被視為代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

表案例？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本研究選擇以北

提出的重大國家戰略。其中，為了深入推進科

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做為主要的分析對象，重點

技創新創業，必須解決如何讓封閉的高校院所

包括萬鋼談話中提到的高校院所研究成果與人

研究成果和人才走出來、如何連結政府與市場

才、政府與市場投入連結、人才培育與國際合

投入的資源、如何在人才的教育和創新實踐、

作等問題面向。為此，本研究選擇運用創新生

創新夢想之間開路，還有如何在國際合作和創

態系統做為分析視角，除了探討北京協同創新

新創業之間搭橋等問題。萬鋼表示，北京協同

研究院的組織運作模式與特色機制，也有助於

創新研究院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不僅探索科技

進一步觀察中國大陸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趨勢

成果轉化的新模式，而且在集成產學研各方研

（吳松澤，2017）。所以，本研究首先梳理

究形成原創科技、聚集國際研究成果到研究院

創新生態系統的相關文獻，並著重對於行動者

進行轉化、實現知識傳授和創新創業實踐，以

的討論；接著是透過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公

及「北京研發－全國轉化」等方面創造重要經

開資料，分析其運作模式與機制特色。最後，

驗。

本研究從借鏡經驗的角度進行結語，提出對我
國政府的相關建議。

8月22日，中關村發布新聞訊息指出，中關村
的新型科研機構正在為北京建設科技創新中心

一、創新生態系統及其行動者們

注入新活力。報導強調，新型科研機構不完全
像大學，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業，

針對研究與創新的關係，3M利貼便條紙發明

也不完全像事業單位，但這樣「四不像」的新

人尼科森（Geoffrey Nicholson）曾經指出：

型科研機構是打通產、學、研、資（指資本）

「研究是將金錢轉換為知識，創新是將知識轉

等環節的「黏合劑」；而中關村管委會主任翟

換為金錢。」（Cheang, 2011）尼科森的話

立新則是提到，新型科研機構的具體作法雖

語突顯出研究與創新的本質目的不同，前者是

然並不一樣，但都具備「緊抓源頭、瞄準應

在發現新知識，後者著重將產品推向市場；而

用、打通鏈條、集聚要素」等共同特徵。在

推動科技創新，也應該關注如何建構研究與創

報導中，首先被提出的案例是北京協同創新

新的有效鏈結並促進其良性循環。現在，創新

研究院，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及社

生態系統已是世界各主要國家研擬創新政策的

會資本的「有機黏合」。9月15日，翟立新也

核心觀點，關切的問題主要同樣是如何將創新

在「2017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週」

帶進市場，進一步推動科技研發成果朝向產業

北京會場啟動儀式上指出，北京推動「大眾創

化與商業化發展。

業、萬眾創新」工作的新特點之一是大範圍地
開放共享科技資源，特別是支持高校院所與科

美 國 總 統 科 技 顧 問 委 員 會 （ P re s i d e n t ’s

技企業共建的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已經組建

C o u n c i l of A d v i s o r s o n S c i e n c e a n d

成立18個協同創新中心。

Technology, PCAST）在2004年首次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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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國家創新生態系統》（Sustaining the

的環境，將「棲息地」（habitat）因素納入

Nation’s Innovation Ecosystem）為題發

研究（Tansley, 1935）。從此生態系統被視為

布研究報告指出，研發與製造的鏈結，包括基

一種新的分析單位，也被其他學術領域借用。

礎研究、前瞻技術發展、原型發展、產品開發

例如，在企業策略領域探討「商業生態系統」

與製造等環節是循環且動態的關係（PCAST,

（business ecosystem），認為企業在策略規

2004a）；而美國的創新生態系統是由科技人

劃時不應只是將自己視為單一產業的成員， 而

員（發明者、創新者、創業者、技術工人）還

是可能跨越多種產業領域的商業生態系統的一

有各類型組織機構，包括研究型大學、生產研

部份（Moore, 1993）。由此可見，創新生態

發中心、創業投資產業、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

系統是建立在國家創新系統上，結合生物生態

等共同組成。所以，為了強化美國的全球經濟

系概念的變形，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不是

領導力，美國政府應該營造讓這些參與者們都

零碎或片段的（Jackson, 2011）。為了將創

能成功發展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彼此合

新帶進市場，創新政策必須要關注大學、研發

作產生更大的綜效（PCAST, 2004b）。

機構、企業與政府等行動者的功能、活動與影
響，並促進彼此的連結、交流與合作。

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則是指

透過圖1，本研究試圖呈現創新生態系統各種

出，創新生態系統是建立在國家創新系統的概

不同部門的行動者，以及行動者之間的橋接、

念之上，目的是重新喚起人們對於自然世界中

互動與協調關係。在行動者的分類與定位方

的各種複雜、動態且相互依賴關係的關注。創

面，首先可概略區分行動者屬於公部門或私部

新生態系統的運用是在關注各種創新過程與互

門，再區分為知識的生產者或應用者，從而可

動關係，強調將創新帶進市場，也就是透過各

以劃分四大類的行動者基本定位，也就是公部

種協作活動將創新轉變為有商業價值產品的

門的知識生產者、公部門的知識應用者、私部

過程。同時，創新生態系統也關注如何運用

門的知識生產者，以及私部門的知識應用者，

政策來強化各種可能的協作與鏈結，透過發

並描述對應各基本定位，行動者們對於自身發

展新的制度、機制創造新的互動型態（NRC,

展的主要關切。例如，主要做為公部門的知識

2007）。隨後，PCAST從關注合作夥伴關係

生產者，特別是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研

的角度指出，創新生態系統的範疇包括學術

究型大學或研發機構，重點在關切其研究能

界、產業界、各類型基金會、科學與經濟組

力。然而，為了促進創新活動，系統中需要各

織，還有各級政府在內的相關行動者，應著重

種橋樑（bridge）進行橋接（bridging）。

開放式創新，強調要促進跨部門的協作關係，

例如，在公部門的知識生產者到知識應用者的

必須持續強化合作夥伴之間的連結（PCAST,

橋接方面，必須促進研究與教育之間各種知識

2008）。

與技術移轉，將更有助於學術與技術的教育及
培訓，增進整體的人力與社會資本，也將回饋

再深入來看，「生態系統」（ecosystem）一

並持續強化大學、研發機構的研究能力。像這

詞是源自生物學領域的概念，並結合物理學的

樣從行動者的基本定位到彼此橋接，可以進一

「系統」，表示生物學家的分析是從個別生物

步看到在創新生態系統中，促進行動者們深化

深入到生物之間的關係，並關注生物群落所處

互動與協調合作的重要性（GIZ,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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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創新生態系統行動者之間的橋接、互動與協調
資料來源：GIZ (2013)；本研究整理繪製。

在創新生態系統中扮演橋樑並推動橋接的角

但這正是反映創新生態系統活絡發展所需要的

色，衍伸出在系統中產生新型態行動者的可

生機、活力與彈性，除了避免因為過度簡化

能 性 。 例 如 ， 「 創 新 中 介 」 （ I n n o va t i o n

的分類而忽視或無視行動者，還應該體現在

Intermediaries）概念是指在兩個或更多行

因應複雜環境的變化，關注新的制度與機制

動者的創新過程中扮演代理人（agent）或經

發展，乃至推動「創新組織」（Innovation

紀人（broker）角色，從功能上可以提供前

organization）的創新(Bonvillian & Weiss,

瞻和診斷、資訊掃描與處理、知識處理與重

2015)，進一步演示新型態行動者活躍於創新

組、把關與仲介、測試與驗證、認證、監督管

生態系統的可能性。

理、智財保護、商業化、技術評估與評價，對
應各種中介機構的服務（Howells, 2006）。
儘管對於創新中介的分類與討論可謂眾說

二、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發
展脈絡與運作機制

紛紜，像是強調創新交易者（trader）、協
助媒介者（mediator）、推動創新育成者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院長王茤祥（目前兼任北

（incubator）或提供商業化服務的促進者

京大學工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創新研究院院

（enabler）等說法（Lopez-Vega, 2010），

長）在該院的官網以《院長寄語》強調，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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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創新研究院的體制機制實踐，是在創建一

院）、杭州市（杭州研究院）、南京市（南京

個「新的生產函數」。為了深入瞭解「新的生

研究院、南京北大產業創新研究院）、包頭市

產函數」的實質意涵，瞭解其運作模式與機制

（包頭研究院）等地的地方政府聯合共建研究

特色，必須回顧該院的成立背景，至少溯及北

院所。

京大學工學院的重建與發展，並且可以從近年
來的發展脈絡中看到政策背景，還有北京大

(二)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成立的政策背景

學、中關村、北京市政府以及中國大陸黨政部
門扮演的角色。

2014年6月，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
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講話中

(一)北京大學工學院的重建與發展

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國家需要、人民要
求、市場需求相結合，完成從科學研究、實驗

北京大學工學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設立於

開發、推廣應用的三級跳，才能真正實現創新

1910年的「京師大學堂工科分科大學」，

價值、實現創新驅動發展」，而且「多年來，

1952年因為推動整體院系調整，將北京大學

我國一直存在著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

工學院的機械、電機、土木、建築等四系合併

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其中一個重要症結就

到清華大學，化工系合併到天津大學，自此取

在於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著諸多體制機制關

消工學院建制，此後北京大學的學科設置便主

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從

要偏向文、理、醫等基礎學科。直到2005年

此，中國大陸加速推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例

2月，北京大學為了整體學科發展的完備，並

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修訂（2015年8

期許透過工程學科的發展帶動各基礎學科的科

月完成公布），主要目的是消除阻礙科技成果

技成果轉化，決定結合既有學科優勢重建工學

轉化的制度性障礙，以法律手段推動科技成果

院，從此北京大學工學院同時肩負學術發展和

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兩大任務，推動產學合作成為其
重點工作，主要的業務平台包括北京大學創新

為了促進高等學校與研究機構進一步推動科技

研究院與工學院工程技術研究院（簡稱「北大

成果轉化，並展開更多元化的協同創新，做

工研院」）。

為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推動先行先試
的市級政策，北京市政府分別在2014年1月、

北大工研院成立於2011年，主要職能是進行

6月發布《加快推進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和

工學院的應用技術研發，負責工學院下屬各單

科技協同創新若干意見（試行）》（簡稱「京

位的產學合作項目課題管理，以及工學院與各

校十條」）、《加快推進科研機構科技成果轉

地方政府、企業共同建立研究機構的管理。成

化和產業化的若干意見（試行）》（簡稱「京

立於2008年的北京創新研究院職能性質雖然

科九條」）。其中，「京校十條」第六條是

與北大工研院相近，但其建置是以工學院為基

「支持高等學校校際之間以及與企業、科研機

礎，聯合信息科技學院、軟件與微電子學院、

構共同建立協同創新中心，聯合開展科研項目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醫學部、深圳研究生院

攻關和科技成果轉化」；而「京科九條」第七

等單位共同組建，除了依工學院設置院本部推

條則是「支持科研機構深入開展協同創新」。

展業務之外，目前分別與紹興市（紹興研究

2014年8月，在相關政策激勵下，北京協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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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院獲得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與海淀區

業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北京化工大學、中國

政府的支持在中關村海淀園永豐科技園成立。

傳媒大學、南方科技大學與中國科學院等14

從設立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區位選址來看，

家學研機構，以及北大方正、中國商用飛機、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不是設置在北京大學、清

濰柴集團、新奧能源、東源環保等一百多家企

華大學與中國科學院等學研機構密集群聚的學

業聯合創建。該院做為「民辦非企業公益法

院路一帶，主要考量是方便與企業合作，突顯

人」（指主要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不以營利

這是以科研成果產業化為目的的研究院。

為目的，表示該院不得從事營利經營活動，盈
利不得分配，解體時財產也不得私自分配。目

(三)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運作模式與機制特色

前中國大陸正在研議修訂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
與管理的相關規定，依據2017年3月通過修訂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成立是由北京大學主

的《民法總則》，未來可能改稱「社會服務機

導，聯合北京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構」，指涉提供社會服務、主要利用非國有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國農業

產設立的非營利性法人），實行理事會領導下

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工

的院長負責制。

圖2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為了瞭解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運作模式與特

機制就是採行「研究院（協同創新中心）－基

色機制，本研究整理該院相關公開資訊繪製其

金」模式。目前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下設有先

組織架構如圖2。可以發現，在北京協同創新

進製造、電子與信息、材料、環境與能源，以

研究院理事會領導下，首要的運作模式與特色

及生命科技等5個學部，並在學部下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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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機構與企業合作共建「協同創新中心」，

搭配18個協同創新中心的運作，北京協同創

投入重點領域技術研發及成果轉化，目前共有

新母基金透過聯合各中心成員導入社會資本

18個協同創新中心。同時，對應研究院與協

共設立18支協同創新基金，目前規模約30億

同創新中心的發展運作，成立於2015年9月的

元。此外，北京協同創新母基金也透過分設

「北京協同創新母基金」是由北京協同創新研

「知識產權運營基金」支持所有的協同創新中

究院發起，獲得北京首都科技發展集團（隸屬

心推動技術研發，規模約6億元。最後，當技

於北京市人民政府）、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

術研發成果進入轉化及產業化以後，研究院也

創業服務中心（隸屬於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

將進一步聯合社會資本設立產業基金支持產業

管委會）各出資4億元人民幣（以下幣值單位

化發展。在這裡，值得重新檢視的就是北京協

皆同），並聯合社會資本4億元設立總規模達

同創新研究院的資金投入組合。透過圖3可以

12億元的投資基金。接著，再以一個協同創新

瞭解，該院在基礎研究方面獲得自然科學基金

中心搭配一個「協同創新基金」的方式，由參

的試點支持，也從北京市政府獲得專項經費支

與共建協同創新中心的成員出資設立各中心專

持投入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及產業化，在進入

屬的協同創新基金。在互動運作上，協同創新

規模化生產階段以後，尋求的是來自銀行融資

中心提出研發計畫，由研究院與協同創新基金

的支持；而知識產權運營基金主要在技術研發

聯合進行評估，通過評估後分期撥給經費，在

階段，在進入成果轉化及產業化，以及規模化

計畫完成後再由協同創新基金負責技術移轉，

生產階段，可以看到產業基金結合其他社會資

協同創新中心、協同創新基金與研發團隊可以

本投資的期待與布局。至於協同創新基金則是

分配智慧財產權收益。也就是說，協同創新中

對應貫串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及產業化，還有

心扮演的是研究平台，而協同創新基金則是做

規模化生產等階段。

為資金平台，以及研發成果轉化與經營平台。

圖3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資金投入組合
資料來源：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宣傳冊(2016)，本研究繪製。

142 從創新生態系統角度看中國大陸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以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為例

回目錄

回到圖2，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是透過北京協

批聯合培養的合作大學是武漢理工大學，於

同創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進行基金管理工作，

2016年9月啟動招生選拔，12月公告錄取博士

另外是由北京協同創新孵化器有限公司負責孵

生1名、碩士生4名（共有31名碩博士參與徵

化器（與北京創業公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共同

選）。

設立，位於中關村國際創客中心）創業平台的
建設與服務，還有北京協同創新園有限公司負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在分院的建設與布局方

責協同創新園（位於海淀區北清路）的園區建

面，主要搭配三個目的：一是以推動研發為

設與管理工作。這些公司都是由北京協同創新

主，設立美國分院（位於聖塔克拉拉市）與香

控股有限公司發起設立。北京協同創新控股有

港分院（位於香港科技園）；二是以推動研發

限公司做為研究院的獨資公司，代表研究院持

成果轉化為主，包括在包頭、南京、邯鄲設立

有並管理旗下各家公司股權，包括代表研究院

創新研究院；三是推動與地方在地企業合作，

管理下屬的高科技產業企業，目前共有14家。

例如在江蘇如皋市設立北京大學如皋創新中
心。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目的是在中國大陸

創新創業學院是由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發起設

各主要省市推動建立分支機構，形成該院與各

立的公益教育機構，主要教育培訓項目包括

地方的一體化發展布局。

「創新菁英計畫」、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創業
家訓練營與創新大講堂。其中，創新菁英計畫

在推動國際合作方面，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是

又稱「產業領袖計畫」，透過與合作大學聯合

從推動設立國際聯合研究中心開始的，包括與

培育碩士生與博士生，主要目的是在培育能夠

德國史太白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美國加州

創造性解決實際問題的創新創業高端人才，培

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等學研

養模式是採取「雙課堂」（指碩博士生第一年

機構合作，目的是聯合進行先進技術研發與技

在合作大學學習理論課程，第二年開始在北京

術移轉。另外，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在2017

協同創新研究院學習創新創業課程，並展開相

年1月與美國密西根大學簽約共建「先進製造

對獨立的課題研究）、「雙導師」（合作大學

國際協同實驗室」，與美國西北大學簽約共建

的教授負責指導理論學習，北京協同創新研究

「先進材料系統與仿真國際協同實驗室」，還

院的研究或管理人員負責指導課題研究）、

有在5月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簽

「雙身份」（參與計畫學生一方面是合作大學

訂協議共建「水技術國際協同實驗室」等，則

的學生，一方面是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全職

是期望透過引進國際一流大學的人才團隊組建

研究人員，可獲得與應屆碩博士畢業生薪酬相

國際協同實驗室，將國際合作從教授與教授之

當的津貼，另有獎學金，並可分享研發成果的

間的點對點合作，升級為團隊與團隊的規模

轉化收益）與「雙考核」（合作大學考核學生

化、系統化合作。目前揭露的規劃是國際協同

的理論學習情況，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考核學

實驗室將依據參與單位的研究水準、規模與發

生的課題研究水準，要求碩士生完成的研發成

揮功能等條件，分為發起單位和協作單位；其

果應達到「國內領先」水準，博士生則是應該

中，發起單位是實驗室的核心單位，將由北京

達到「國際先進」水準）方式，畢業生將獲得

協同創新研究院與中國大陸境內、外在某領域

合作大學的畢業證書與學位，北京協同創新研

綜合實力最強的三到五所大學組成，主要行使

究院將頒發「創新菁英計畫」培養證書。第一

實驗室管理職責與承擔主要的科技研發任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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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養工作；而協作單位是在該領域具突出

是以工學院為基礎，聯合北京大學其他學院聯

特色的若干大學，主要承擔一定的研發任務，

合展開技術研發與產學合作項目的成果轉化。

並不參與實驗室管理。未來，北京協同創新研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設立則是推動進一步跨

究院規劃將為每個實驗室安排專門經費，由實

越，北京大學聯合其他知名大學、研發機構及

驗室自主管理。

企業，搭配合作設立的協同創新基金與資金投
入的布局，共同推動基礎研究、技術研發到研

三、結語

發成果產業化的串連。對照圖1，北京協同創
新研究院的組織與運作，其實就是同時跨越公

在檢視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的發展脈絡、運作

部門與私部門、知識生產者與知識應用者各方

模式、特色機制與目前的發展概況以後，將場

角色定位的創新設計，做為新型態的創新中

景切換回萬鋼在北京科技創新建設座談會上提

介，聯合中國大陸最具實力的大學、研發機構

出對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發展的期許，主要是

與企業進行制度、機制與組織的創新試驗。

建議該院要加強公共平台建設、進一步推進科
技資源的開放共享，以及要深入探索科技研發

以創新生態系統做為研擬創新政策的核心觀

的PPP模式（即「公私合作夥伴關係」）；而

點，主要挑戰就在如何鼓勵推動制度、機制與

王茤祥則是表示，今後該院將不斷積極探索有

組織的創新，乃至於主動探索創造各種新型態

利於科技創新的體制與機制，為體制與機制創

行動者的可能性。未來，中國大陸的新型研發

新的示範與推廣累積經驗。可以發現，萬鋼與

機構發展可望獲得更多政府、高校院所與企業

王茤祥的意見交集，就在於北京協同創新研究

的資源投入，並且吸引到更多國際知名企業、

院將持續主動探索並推動制度、機制與組織的

大學與研發機構的參與。以北京協同創新研究

創新示範。萬鋼的期許，可說是賦予北京協同

院的發展為例，提示我國必須深入思考的課題

創新研究院推動制度、機制與組織創新「先行

就是制度、機制與組織創新的競爭與挑戰。這

先試」的使命任務，也是對中國大陸新型研發

一點，除了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競爭壓力，事實

機構的建設與發展提出明確的指引方針。這一

上應該還是我國自身推動創新發展需求的要求

點，正是推動創新生態系統活絡發展的重要關

才對。因此，我國應該展現從全球競爭與合作

鍵所在。

的高度、格局來鼓勵並引導產官學研各界投入
制度、機制與組織創新的行列。尤其是我國正

為了將創新帶進市場，創新生態系統關注透過

在推動各項產業創新研發及前瞻基礎建設計

協作活動將創新轉變為有商業價值產品的過

畫，並強調連結未來、連結國際、連結在地等

程，從而關注如何運用政策來強化各種可能的

施政理念，更應該在鼓勵與引導創新實踐上尋

協作與鏈結，尤其是發展新的制度、機制、組

求突破。如此一來，我國不僅有機會創造足以

織來創造新的互動型態，由此衍伸出在系統中

吸引人才發展的更大舞台，還應該有機會賦予

產生新型態行動者的可能性。檢視北京協同創

創新發展新的典範意義，站在被模仿、追趕的

新研究院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到其發展與運作

制高點上。

模式的設計有來自北大工研院及創新研究院的
傳承與創新。北大工研院是以工學院本身的技
術研發與產學合作項目為主，北京創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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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系統

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新興典範：
芬蘭阿爾托大學的發展經驗
邱錦田

副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goo.gl/Y9T65s，Created by fancycrave1
版權適用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在創新驅動發展策略下，創業生態系統已成為新型大學創業組織模式，目前主要存在
「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兩種典型發展模式。近年來，芬蘭阿爾托大學成功創建了
以學生為中心的創業生態系統，在發展路徑上著重發揮大學領導的創新創業政策支持作
用，激發大學內部創新創業活力，協同外部創業社群開展創新創業活動。本文概述大學
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模式，以及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經驗。

中文關鍵字：阿爾托大學 / 芬蘭 / 創業生態系統 / 創新創業
英文關鍵字：Aalto University / Finland /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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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與外部創業社群形成信任夥伴關係，創

一、前言

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業生態系統新典範。本
文扼要介紹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模式，以

世界各國政府正視技術創新與鼓勵創業作為國
家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並將大學視為國家創新
與創業能力的育成中心，許多大學正在尋求增
強其創業精神和創新能力，在國家創新創業驅

及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經驗。

二、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
模式

動發展策略下，致力於在動態環境中將創業精
神融入大學的使命和文化，創業生態系統已成

創業生態系統與區域及國家經濟發展之間關係

為當前新型大學創業組織模式，並在歐美典型

很複雜，需要多個機構組織堅強和多樣化的連

創新型國家得到了大力發展。

接和聯結。學者兼創投家Isenberg (2011)以
創業生態系統一詞來描述特定區域的創業環

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與俄羅斯

境，並認為創新生態系統包含六個領域：政

Skoltech理工學院合作的「創建大學創業生態

策、資金、文化、支援、人力資本及市場（如

系統－新興領先群類型大學的實證研究」報告

圖1），創業者及其新創企業則是成功創業生

(Graham, 2014)，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

態系統的關鍵要素和結果。Vogel (2013)則將

學和英國劍橋大學是排名頂尖前三名的已建立

創業生態系統界定為：「在一地理區域中的互

創業和創新聲譽的頂尖領先大學類型，這些最

動式社群，由各種相互依賴的行動者（如創業

受推崇的頂尖大學，素以高水準的研究和教學

者、制度、組織）與要素（如市場、管制框

以及世界級的創新和發明著稱，最關鍵的成功

架、支持環境、創業文化）所組成；其隨時間

因素為制度化創業與創新（Entrepreneurship

而逐漸演變，而其行動者與要素則共同生存並

and Innovation, E&I）文化構成大學的結構

交互作用以促成新企業的創建」，並認為創業

基礎，為當地社群甚至更大範圍內的經濟和社

生態系統的組成成分包括三類：(1) 非創業特

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同時也從外界獲得資

定的一般脈絡，如基礎建設、政府與法規、市

金，使研究和創業能夠不斷地良性循環，形成

場、創新、地理區位；(2) 創業特定的環境脈

永續的創業生態系統，已成為世界各地大學致

絡，如資金、創業教育、文化、網絡、創業支

力強化其創新創業文化的學習典範。芬蘭阿爾

持、創業者的曝光；以及(3) 創業行動者做為

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由商業、工程和

個人層級的成分。

設計領域頂尖的三所大學合併形成，賦予明確
「創新型創業」使命，成功創建了以學生為中

從前述文獻的基礎出發，Stam（2015）認為

心的創業生態系統，激發大學內部創新創業活

創業生態系統概念與其它既有概念（如產業群

力，協同外部創業社群開展創新創業活動，正

聚、創新系統、學習型區域等）的共通之處，

逐漸彰顯對國家創業之影響力，被歸類在新興

在於均強調外部商業環境，不同之處則是該方

領先群類型大學（Graham, 2014）。這一類

法聚焦於創業者（個人）而非企業（組織）；

型的大學被認為在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中進行創

此外，創業生態系統相關文獻也隱含了一種理

業與創新文化轉型，透過有效的機構策略政策

論的轉向，即從對市場及市場失靈的關注轉向

引領有卓越創業潛質的學生組織開展創業活

對人、網絡與制度的關注。綜合分析既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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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Policy)
資金
(Finance)

市場
(Markets)
創業
(Entrepreneurship)

文化
(Culture)

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支援
(Supports)

圖1 創業生態系統的六大領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Isenberg（2011）。

後，Stam也提出了創業生態系統的新模式，

這些框架條件可視為是創業生態系統中價值創

並將其要素區分為框架條件與系統條件。框架

造的根本因素。系統條件則為生態系統的核

條件包含可強化或限制人們互動的社會條件

心，包含創業者網絡、領導力、資金、人才、

（正式與非正式制度）與物理條件；此外，對

知識、支持性服務等；這些要素的有無與交互

新商品與新服務的需求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作用會決定創新系統的成敗（參見圖2）。

成果

總體價值創造

產出

創業活動

創業生態系統要素
系統條件

網絡

框架條件

正規體制

領導

金融

人才

文化

知識

實體基礎設施

支持服務/ 中介

需求

圖2 創業生態系統的結構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Stam（2015）。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2017 NO.5 | 149

回目錄

雖然創業生態系統的概念多用於區域發展相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與俄羅斯Skolkovo理

關的探討範疇，但也有若干學者將此概念

工學院(Skoltech)合作的「創建大學創業生態

用於分析大學的創業環境。Volkmann 等人

系統－新興領先群類型大學的實證研究」，以

（2009）認為大學促進創業需要創業生態系

深度訪談20個國家61位具有建立創業生態系

統的協同效益，大學在協同其他利益相關者，

統與管理實務經驗之專家為主，專家回饋由每

即政府（中央和地方），企業協會，企業家，

個排名頂尖大學與新興領先群大學蒐集的創業

非政府組織，服務提供者，金融機構，育成中

相關數據補充驗證其創業與創新取徑和成效。

心，和其他機構的構成要素中扮演作為催化

研究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旨在確定世界上最

劑的關鍵位置角色。Boh、De-Haan及Strom

受推崇的領先大學科技驅動型生態系統，並萃

(2015)則主張理想的大學創業生態系統，應要

取這些最受推崇的大學所採取方法的特徵，聚

能促使跨領域創業團隊形成，並提供有助於團

焦在具有已建立創業和創新能力聲譽的排名頂

隊技術與商業計畫發展的資源，且包含以下元
素：技術移轉辦公室、以專案為基礎的技術商
業化課程、業師服務、正式的加速育成機構、
商業計劃競賽、以及給學生與教職員的創業教
育等。也進一步對大學提出三項指導方針，包
含：(1) 應使大學、技術移轉辦公室、學生、
教員的目標一致，且不應以收益的觀點來看待
技轉，而應考量其對教員研究的影響；(2) 大
學應透過協作機制與創業方案，來銜接政府補
助的基礎研究資金、私部門補助的應用研究資
金、及研究商業化間的落差；(3) 由於碩博生
在技術商業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應鼓
勵碩博生將衍生創業與技術商業化視為職涯選
項。Fetters 等學者（2010）給予大學創業生
態系統（university-base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U-BEEs）定義，指的是透過各

尖大學類型以及經常在更具挑戰性的環境中建
構創業生態系統的新興領先群類型大學，也歸
納出這些最受推崇領先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七
項成功要素：制度化創業與創新文化，大學高
層領導力，大學研究能力，地方或地區生活品
質，區域或政府支持，有效的機構策略，強大
的學生主導創業精神驅動力。
第二階段聚焦新興領先群類型（Emerging
Leaders Group, ELG）中四個廣受好評大學
創業生態系統的個案研究分析。從新興領先群
類型大學創業生態系統之研究分析，歸納出
大致存在兩種發展模式。模式A是以「由下而
上、社群主導、由區域經濟中的學生－校友－
創業者催化、寬鬆智財權管理」為基本特徵；

種教學，科研和推廣服務相關的活動措施支持

模式B是以「由上而下、大學主導、透過大學

創業發展的多維企業。相關活動包括諸如創業

既定結構運作、嚴密智財權管理」為基本特

課程集合，創業核心需求的整合，學生主導的

徵，發展模式與大學最初採用創新與創業議

會議，校友企業家作為教師和業師，在校園內

程的驅動因素和觸發因素密切相關（Graham,

新創公司的發展，教育推廣創業教育納入社會

2014）。

創業和企業創新，資助創業研究跨越學科界
限，建立一個連接創業家和支持組織的統合生

模式A：「由下而上、社群主導、由區域經濟

態系統。簡言之，U-BEEs是整合和全面的連

中的學生－校友－創業者催化、寬鬆智財權管

接教學、科研和推廣服務，並織成整個大學及

理」。通常對經濟和社會挑戰作出反應，創新

其擴展社群的結構，目的在促進整個系統的創

與創業的發展是由於刺激區域經濟成長的願望

業精神和行動。

觸發，從而透過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本地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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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態系統，創造研究生工作，研究機會和更

轉辦公室（TTO）（或同等功能單位）驅動和

廣泛的大學支持途徑。通常由大學的基層，學

聚焦。通常建立在成熟的大學研究優勢上，這

生和校友驅動，透過區域創業社群和大學之間

種模式提供了一個健全和完全制度化的方法。

牢固的信任夥伴關係創造一個充滿活力和包容

然而，大學的創新創業政策有可能成為TTO的

性的創業生態系統。投資側重於區域而不是機

同義詞，導致只有大學保護的智財被視為有價

構能力，大學經常淡化智財所有權和新創企業

值的文化，因此，學生、校友和區域創業社群

聯盟關係的重要性，認為這些是發展更廣泛的

往往被邊緣化，與國際策略研發合作夥伴的關

生態系統為首要目標的次要機制。然而，由於

係優先於區域創業社群（模式A和模式B的主

許多創新創業活動在大學本身之外運行，當大

要特徵比較，如表1）。

學試圖規範與制度化其創業運行時，模型可能
面臨困難。

在建立創新創業新模式的年代，許多大學後來
建立了由學生主導的創業活動與大學的技術移

模式B：「由上而下、大學主導、透過大學既

轉辦公室分開，並與區域創業社群積極聯結，

定結構運作、嚴密智財管理」。這種模式通常

這種機制可望在大學內外培養更廣泛的創新創

是為了實現大學研究收入的願望觸發，而創新

業文化，在區域創業生態系統的建立和發展中

與創業議程由一個強大的和雄心勃勃的技術移

發揮更活躍的積極作用。

表1

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模式A和模式B特徵比較
模式 A

模式 B

原始觸發因素

區域或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將大學定
為實現大學研究收益的願望與增加
位於區域能力發展、民眾就業創業、
大學收益。
經濟成長計畫的核心行為主體。

創新創業驅動邏輯

創新創業「草根運動」，通常由學
生、校友群體與區域創業社群自
發形成的共同創新創業夥伴予以驅
動。

由大學技術移轉辦公室（或同等功
能單位）推動衍生公司創建予以驅
動。

優先策略

發展區域創業生態系統，特別注重
技術型新創公司，較少關注大學隸
屬關係或智財權問題。

提升大學研發產出的國際國內影響
力，增加相關稅收，對大學智財權
嚴格管控，重點關注應用性科研成
果。

核心特徵

大學創新創業活動高度整合到區域
創新創業社群，促生眾創空間；創
新創業活動具有明顯廣域性，通常
由學生或創業社群為主導；特別強
調外部資金支持，經常與政府連結
的資金密切相關。

大學通常在跨領域應用研究建立研
究實力和成長能力，明確強調社會
和產業利益，特別注重轉化性科學
研究活動；幾乎所有創新創業活
動都由大學技術移轉辦公室負責開
展，開發的方法提供一套穩定而強
力的創新創業流程，為大學進入國
際市場提供強大的平台。

績效評估指標

強調區域就業機會、畢業生創新創
業技能基礎和就業能力、區域新創
公司數量以及區域經濟成長速度，
大學短期績效難以評估

強調大學科研成果轉化獲得的授權
收入和獲得企業資助收入，技術移
轉辦公室密切監管發明揭露、專利、
新創公司以及技術授權的數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正自 Graha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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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芬蘭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
系統的發展經驗

（1871年成立）而成立阿爾托大學，創建一
個以「創新」為辦學基調的世界級「創業型大
學」，被賦予透過一流的科研、藝術和商業教

(一) 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建構背景

育強化芬蘭創新創業能力的國家高等教育旗艦
使命，重組學士課程成幾個廣泛的計畫，並發

新世紀以來，芬蘭正快速進行經濟轉型，強調

展跨學科合作的學習平台，以及建立與產業界

激發創新創業能力，希望依靠扶持成長型新創

和企業共利的更強合作夥伴關係，如：阿爾托

公司，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優勢。芬蘭政府實施

設計工廠，開放式創新坊，重視提供全體學生

了一系列創新創業策略，將創業文化培育看作

的創業教育，廣開創業課程，以刺激跨界創

是未來芬蘭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並透過科研

業，建立獨特的以學生、校友主導以及與企

創新政策的重點發展議題，包括：(1)持續改

業合作的創新創業活動和充滿活力的創業生

革高等教育體制環境，(2)促進科研和創新成

態系統，包括幾個國際知名的產學合作與創

果的開發利用和成效，(3)強化增長智慧資本

業活動案例：阿爾托創業中心（Aalto Centre

和創業的新資源，積極推動促進研發成果轉化

for Entrepreneurship, ACE），創業車庫

為商業化成功創業的資助計畫作為核心政策工

（Venture Garage），應用軟體加速器產學

具，為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構建提供了持

合作計畫（App Campus），新創企業桑拿加

續性財政和政策支持。另外，阿爾托大學成立

速器計畫（Startup Sauna）和「Slush」國際

於芬蘭經濟震盪期，面對芬蘭經濟支柱的諾基

創業競賽活動等等，是驅動芬蘭成長型新創企

亞（Nokia）的衰落，芬蘭政府決定應轉向扶

業增長的顯著因素。

植更多的成長型中小企業來替代它，對學生創
業觀念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轉型，為芬蘭人提

阿爾托創業生態系統的結構，主要由學生主導

供了以非傳統方式看待新創公司創業的機會，

的活動，大學主導的活動，以及外部社群等三

營造有利創新創業的環境，培育創業家精神的

個關鍵要素構成，外部社群除了與諸如諾基亞

人才開創更多的成長型新創公司，作為未來芬

等主要跨國公司的長期研究和創新夥伴關係

蘭經濟增長的堅強後盾。

外，支持阿爾托生態系統的主要外部社群可以
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在赫爾辛基地區的創業生

芬蘭於2010年頒布新「大學法案（the

態系統實踐者，主要是連續的創業家，政府資

Universities Act）」，最核心的改變是大學

助機構和投資者，除了積極參與社群事件和活

從政府公務體系轉變為自治的公法人法律地

動外，該社群還為大學內和附屬機構的創新創

位，其目的是賦予大學更多的財務和營運靈活

業活動提供了顧問、業師和教練的關鍵作用。

性和自主性，強化社會和經濟服務之第三任務

另一部分是阿爾托大學與知名國際大學的合作

功能。政府在頒布新大學法案的同時，還實施

夥伴關係，除了學生和教師交流外，也為阿爾

了體制改革，鼓勵大學合併，以提高辦學效

托大學內部創新創業活動的成長提供支持（如

率和競爭力，最重要的合併是於2010年結合

圖3）。

在各自優勢領域頂級的三所大學—赫爾辛基
理工大學（1849年成立）、赫爾辛基經濟學
院（1911年成立）和赫爾辛基藝術設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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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組成的發展時間表(2009~2013年)
資料來源：Graham（2014）。
註：紫色為學生主導的活動，橙色為大學主導的活動。

(二) 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路徑

(Otaniemi Science Park)附近幅員4平方公里的
埃斯波地區，是芬蘭的主要研發創新中心，是

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位於芬蘭經

諾基亞等跨國高科技公司、高等教育機構（赫

濟和政治中心赫爾辛基大都會區的埃斯波市

爾辛基理工大學）和研究機構（例如：國家技

（Espoo），該區域以高科技製造業著稱，阿

術研究院(VTT)）以及大量的學生和技術專業

爾托大學依靠固有的區域創新優勢環境，構建

人員共同組成科技活動的核心重鎮。雖然阿爾

了新型創業生態系統，是典型的以學生創業運

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正

動為主導的模式A類型。阿爾托大學是芬蘭頂

逐漸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技術驅動創業地區，

尖品質創新和創業活動的發源地，其背後的成

成功因素主要源於該地區先前存在的研發基礎

功因素被認為源自於從大學基層和具有天賦個

重要性以及與主要高科技公司的緊密連結，然

人，致力形成強大和促進新創企業的文化，以

而，強調了兩個作為生態系統早期成功的必要

及大學高層管理團隊的支持，創新和創業活動

條件：一個充滿活力學生主導的創業運動和大

已成為阿爾托大學教學、研究，乃至於貢獻社

學領導階層積極支持強化創業生態系統。

會經濟三大任務之核心。
阿爾托生態系統在學生遊說新任校長重視學生
阿爾托生態系統包含奧塔涅米科學園區

創業活動背景下，大學官方將其創新使命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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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高科技創新公司有效融合，新大學創建為

職能中紮根，允許活動創始人的專業知識和志

學生創新創業提供了有力支撐，在2008年年

趣指導採取的方向。受到學生主導運動早期成

底開始出現由學生發起的開放式創新創業項目

功的啟發，這些大學的創業與創新支持活動側

- 阿爾托創業協會（Aalto Entrepreneurship

重於創建一個高成長創業家的區域樞紐，並與

Society, AaltoES），由下而上、由一群學生

現有的本地創業社群的積極合作支持。

為核心開始，創新創業事件與活動迅速地在當
地的創業社群散播，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生

學生主導的創業運動一直是驅動阿爾托創新創

參與。由學生主導的創業運動驅動阿爾托生

業蓬勃發展的引擎，其成功的關鍵在於一個有

態系統根基形成之後，經歷了基層學生創業

活力的群體，並依賴於領導層的不斷更新；因

運動的身份發展；學生主導創業活動的快速

此，阿爾托創業生態系統要繼續蓬勃發展和進

增長，與美國史丹佛科技創業計畫（Stanford

步，需要優先將創新創業議程納入阿爾托大學

Technology Ventures Program）簽署了創業

核心政策，在其教師內部支持和獎勵創業和創

課程策略夥伴協議，與阿爾托大學正式成立的

新的文化。阿爾托創業生態系統的未來可能會

阿爾托創業中心（ACE）形成合作界面平台，

改變各學院的激勵機制和課程，這將有助於為

不斷拓展其創新創業活動範圍；擴大外部形象

下一波創新創業擴張建設一個平台，以及承受

和參與學生主導的活動，透過新創企業桑拿加

其學生創業家的任何動力損失。隨著這樣的政

速器計畫（Startup Sauna）舉辦國際著名的

策轉變，需要強大的領導承諾，充滿熱情的利

「Slush」創業大會，吸納了來自30多個國家的

益相關者參與和有效的國家支持系統的強大組

新創團隊、新創公司和250多家投資者參與；

合，才可能推動阿爾托大學在未來十年成為大

大學內部發展創業與創新政策支持基礎設施等

學創業的國際領頭典範。

不同階段的創建發展過程，已經形成了較為成
熟的創業生態系統，並促成芬蘭更廣泛邁向新

(三) 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成效與影響

創活動和創業精神之國家文化變革的催化劑。
阿爾托大學生態系統的推動成效，在2009年
阿爾托大學的高階管理層級自2008年初開始就

阿爾托創業協會（AaltoES）和2010年阿爾托

一直是阿爾托創業家精神運動的高度支持者，

創業中心(ACE)陸續成立後，成效逐漸彰顯，

儘管大學沒有明確的創業與創新政策，但其高

越來越多的新創公司進入市場，例如：ACE每

階管理人員在阿爾托大學周圍的創業文化、活

年大約有10家新創企業成立，其中大約有一

動和社群創造有機條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半是由學生主導，獲得外部投資金超過400萬

特別是「支持但不直接」學生主導創業運動的

歐元。此外，自2010~2013年為止，已有大

方法，是透過為其活動提供公眾認可，財政援

約90家公司從新創企業桑拿加速器（Startup

助和提供創業實體空間。創造的環境是一個充

Sauna）畢業，吸引了約2,500萬美元的新創

滿創業熱情的個人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開發出

投資金額。但是，自從成立阿爾托大學以來，

一些不拘一格的活動範圍，這種環境很容易適

創業型學生社群才出現不到5年，受訪專家廣

應新興創業生態系統不斷變化的需求。大學採

泛認為阿爾托生態系統正處於發展的早期階

取了同樣的「不干涉」方法，自2010年起，創

段，使用衡量長期創新創業績效的指標為時尚

業活動開始蔓延到學生團體之外，在大學支持

早，例如生態系統就業成長趨勢或培養成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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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公司的成活率，和為更廣泛的芬蘭經濟作出

芬蘭傳統模式，在更大的自主權和重視

貢獻的長期能力尚待證實。阿爾托大學生態系

為擴大社會利益的創新創業新模式，也

統的出現，對年輕學子創業態度的變化速度和

允許投資新的創意想法。

規模已產生影響，以前，也許有2％學子可能
對創業有興趣，現在是20-30％，由AaltoES

(2) 良好的國家創業環境：芬蘭的宏觀創業

推動的創新創業文化轉型甚至影響了芬蘭各地

環境在阿爾托大學的設計和建立期間發

的創業態度，進而帶動創業風氣。

生了重大變化，以鼓勵高成長新創企業
作為諾基亞以外的新經濟基礎。阿爾托

另外根據Otaniemi Marketing Ltd.的外來投

大學生態系統構建首先得益於芬蘭良好

資數據顯示，2013年第一季，芬蘭在歐洲吸

的國家創業環境，新世紀以來，芬蘭為

引第三高的投資額，僅次於法國和英國，超過

激發創新創業能力，提升國家創新競爭

90％的資金在奧塔涅米園區內投資。此外，

力，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創新創業戰略，

最近的歐洲「Red Herring 100」新創企業獲

將創業文化培育看作是未來芬蘭經濟增

獎名單中有12家芬蘭公司，其中有9家位於奧

長的關鍵要素，為阿爾托大學生態系統

塔涅米園區內，事實上，2012年芬蘭5家成

構建提供了持續性財政和政策支持。

長最快的新創公司中有3家來自阿爾托大學，
凸顯出阿爾托大學生態系統對芬蘭的影響力
（Graham,2014）。

(3) 長期以來學生行動主義主導創業運動和
社群活動的芬蘭文化：AaltoES作為歐
洲最成功的學生主導型創業運動之所以

(四) 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成功因素

發生於芬蘭，主要得益於芬蘭擁有上百
年的學生進取主義歷史，形成了濃厚的

與許多世界領先的創業大學一樣，阿爾托大學

學生進取精神和創業文化，芬蘭學生聯

生態系統是由兩大因素融合形成：（1）「在

盟在創新創業發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

正確的時間在正確的地方形成」，（2）全面

用，阿爾托大學成立後，兼併的原來三

實施支持教師學生創業家行為和態度的策略，

所學校學生聯盟通過整合為阿爾托大學

迄今為止，有兩大因素促成了阿爾托生態系統

學生聯盟帶來了約2億歐元的資產，提

的成功發展：一為對其有利形成的大環境，二

供了必要的創業財政支持。除了具有濃

為學生和大學領導階層採取的方法。

厚的學生進取主義文化，芬蘭還具有良
好的社群志願集體服務傳統，集體合作

1. 與周遭大環境有關的成功因素

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生存和生活。
阿爾托的創業運動，可以看作是芬蘭集

從三個脈絡背景因素對阿爾托生態系統的發展

體共生文化的典型體現，在創業領域體

至關重要：

現在大學生、連續創業者、大學以及廣
泛的區域創業社群之間形成了協同創業

(1) 新大學的刺激：原三所不同專業大學結

文化環境。相互信任、容忍失敗，是支

合在一起，觸發事件以促進跨學科創

持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構建的文化

新，阿爾托大學的明確設計是為了打破

價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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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領導和利用人才有關的成功因素

業社群與大學/學生的創新創業活動之
間形成優質與緊密關係是在美國境外很

隨著國家創業環境的支持，大學本身的創業與

少見的典範。

創新政策和領導能力成為阿爾托生態系統成功
的另一重要因素：

(3) 卓越高階管理層的領導力：阿爾托大學
高階管理層採取了明確「支持但不直接

(1) 由獨特有才華個人領導的基層創業運

指令」大學內外創業活動的策略，使得

動：阿爾托早期的創業運動幾乎完全是

以學生主導的創業運動提供了充分的自

學生驅動，具有與眾不同的願景和活

由發展空間，與本地創業社群深度融合

力，新興大學創業生態系統的每一個成

與有機地發展，同時為其提供了強而有

功的組成都由學生運動管理或擁有其種

力的支持，有效地培育了區域高增長技

子，雖然本地創業社群和大學都是轉型

術驅動的大學創業生態系統，並為解決

的關鍵角色，但毫無疑問主要還是由學

學生主導的快速發展、高試驗性的創業

生驅動的創業運動，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運動面臨的重大問題和挑戰發揮了不可

是獨特才華領導人為阿爾托創業協會

替代的作用。大學高階管理層為學生的

（AaltoES）培育創業生態網絡提供堅

願景提供公共和策略支持，培育阿爾托

實基礎。

大學作為區域高增長技術驅動型生態系
統的樞紐。因此，在構建大學創業生態

(2) 本地創業社群的參與和加強網絡連結：

空間中，大學領導在制定創新創業策略

赫爾辛基地區在2008年之前的創業場

和培育創業生態空間方面發揮著重要作

景是「零散」無法形成創業社群網絡，

用，是創建創業生態系統的重要驅動

雖然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初期，許多

力，是創業生態文化建設和創業策略的

創業家已經從赫爾辛基理工大學（阿爾

引領者和推動者。同時大學組織策略應

托大學前身）畢業，但沒有組織把這

對創業生態系統構建做出直接反應，從

些人連結到一起。這種創業社群組織結

內部組織結構上為創業空間提供支撐，

構由學生創業運動提供，學生領導人接

也提供必要的種子基金和企業共利的合

觸到當地創業家和投資者而迅速形成生

作夥伴，引領有卓越創業潛質的學生組

態系統網絡，積極參與支持學生運動的

織開展創業活動，以多元方式促進創業

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美國矽谷工

創造新公司。

作，體認到創業社群的責任感和力量，
共同透過意志力量催化本地創業社群，

四、結論

很快形成業師、教練和顧問群體，吸引
更廣泛的群體參與新創企業桑拿加速器

芬蘭是一資源有限而依賴創新驅動經濟成長的

（Startup Sauna）和阿爾托創業協會

小國，惟一的資源優勢就是人才與科技，透過

（AaltoES）活動。創建的社群一直是

培育優質的研究人才和利用新技術創新，增强

阿爾托大學生態系統的基石，為創業運

其經濟實力。近年來，雖面臨經濟支柱諾基亞

動帶來真實性，專家指導和鼓勵，此創

主導的經濟衰落，芬蘭正快速進行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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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激發創新創業能力，培養不懼失敗、敢於

生態系統，與大學組織外部區域社群協同創業

挑戰的人才，扶持成長型新創公司創立，實施

網絡培育大學創業與創新文化，激發大學內部

了一系列創新創業策略，營造有利創新創業的

創新創業活力，創造社會價值。

環境，培育卓越創業潛質的人才開創更多的成
長型新創公司，作為未來芬蘭經濟增長的關鍵

(三) 鼓勵大學建立國際創業資源連結網絡

要素，為阿爾托大學創業生態系統構建提供了
有利的大環境支持。阿爾托大學建立創業生態

鼓勵大學創業育成機構進行跨國合作，與國際

系統的主要作法，包括本身的創業與創新政策

策略夥伴協同推動創業活動，以利以國際市場

和高層領導力引領有卓越創業潛質的學生組織

為目標的創業團隊或新創公司往海外發展。

開展學生主導與大學主導的創業活動，推動結
合理論與實務的創新創業培訓課程，設立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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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系統

法國政府打造國際創新創業生態體
系之策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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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各國政府正大力透過技術移民、跨國創新研發方案、創業落地支援、創業獎勵等方式，
招募全球創新科技與創新人才以因應新世紀的挑戰 ( 林崇傑、李宗奇、陳信穎、蔡立
韋，2016)。推動新創正是法國政府近幾年主要提升法國經濟的重要政策，例如：法國
科技計畫 (La French Tech)、法國科技聚落 (French Tech Hub)、法國科技都市計畫 (French
Tech Metropole) 以 及 為 了 吸 引 全 球 創 業 者 前 往 法 國 推 出 的 法 國 科 技 之 門 計 畫 (French
Tech Ticket)。近幾年透過法國政府努力推動下，無論是在全球人才招攬及國際資源的鏈
結等，法國兼具著豐沛的創業能量，確實有我國值得學習與借鏡之處。
中文關鍵字：法國科技計畫 / 法國科技聚落 / 法國科技之門計畫
英文關鍵字：La French Tech / French Tech Hub / French Tech Ticket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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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國政府推動 La French
Tech 計畫介紹

(一) 加速對國外新創城市的交流與合作，提出

隨著全球新創浪潮的盛行，法國政府亦面臨

法國政府爲了引介國外創業資源進入法國，

著工業國家轉型的課題。法國科技計畫(La

完成法國產業的轉型及創造工作機會的最終

French Tech, 英文直譯為The French Tech)，

目標，藉由透過法國科技聚落(French Tech

是一個由上而下試圖運用國家力量主導法國產

Hub)在各地形成跨國網絡平臺，是一個從法

業轉型的計畫。法國政府為了提升對這種小型

國出發的跨國科技網絡概念，與其他國際創業

且靈活的新產業型態的支援能力，同時亦能督

大城中的新創生態圈的創業家、投資者及執行

促政府對於新創產業的投資，在2013年底啟

機構，以形成網絡的方式進行彼此資源的交流

動此計畫。La French Tech的成員不僅是新創

與互動。該平臺主要是以法國企業家為領導

團隊，只要是有助於法國新創產業發展，以及

核心，對外所串聯成的一個全面性的網絡，

能擴張其國際影響力的個人或組織皆包含在

提供在平臺上新創企業建立跨國陪伴計劃及

內。該計畫主要三個推動主軸為1.聯合：藉由

資源的協助。在這個網絡中約有300家左右的

認證國內外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業大城，鏈結

法國企業在內，其中法國知名跨國企業約有

雙邊創業相關資源；2.加速：法國政府提撥2

50家，列名的新創公司則高達約1,000家。在

億歐元，透過公共投資銀行(Bpifrance)管理的

海外經過法國政府認證的French Tech Hub，

投資基金支持新創團隊能快速發展創新的商業

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目前共計有22個包

模式；3.推廣：透過法國政府投入的1,500萬

括：Israel, Tokyo, New York, San Francisco,

歐元加強宣傳國際知名度(林崇傑、李宗奇、

Montreal, Cape Town, Seoul, Hong Kong,

陳信穎、蔡立韋，2016；Leslie Lee, 2017)。

London, Moscow, Barcelona, Abidjan,

French Tech Hub計畫

圖1 全球French Tech Hubs分佈
資料來源：Bogoda(2017)。美國法國日本紛推出「創業家簽證」搶全球創科人才，LET ‘S STARTUP HK。
2017年7月19日取自於網址http://letstartup.hk/2017/01/20/french-japan-us-entrepreneurs-visa/。
備註：黑色為正式French Tech Hubs，取自官網

160 法國政府打造國際創新創業生態體系之策略布局

回目錄

Berlin, Dubai, Los Angeles, Shanghai,

灣的合作夥伴等(French Tech Taiwan, 2017;

Shenzhen, Milan, Beijing, São Paulo, Taiwan

Jonathan Lauer-Stumm, 2016)。據法國在

與Vietnam，如圖1所示。為了方便識別，其

台協會表示，近年前進法國的台灣新創產業則

取名方式統一是在French Tech後加上所在

大約1-5家(傅莞淇，2016)。臺灣新創公司蓋

地點，例如：2016年11月在臺灣所建立的第

亞汽車Gaius Automotive則是2015年第一屆

10個French Tech Hub命名為French Tech

«法國科技之門»競賽French Tech Ticket 全球

Taiwan，如圖2，其主要在協助提供雙邊新創

23家獲獎的公司之一，並已受邀入駐法國育

所需資源包括：導師、引進投資者、法國及台

成中心(法國在臺協會，2016)。

圖2 French Tech Taiwan圖形標記
資料來源：法國在臺協會(2016)。第二屆«法國科技之門»競賽自2016年6月22日起開始，9月23日截止，
法國在臺協會官網。2017年6月18日取自於網址https://www.france-taipei.org/第二屆-法國科技之門。
備註：圖示上的蝴蝶不僅指涉台灣做為蝴蝶王國，也象徵台灣與法國的產業蛻變，期望能夠一同飛翔(取
自法國在台協會)。

法國創業生態系統French Tech Taiwan中，桃

(二) 訂定國際認證機制與識別，提出French
Tech Metropolitan政策

園市政府於2016年亦成為臺灣地方區域型合
作夥伴之一，期許透過桃園青年事務局積極辦
理創意競賽，能強化雙邊國際間的合作，以引

法國政府為了讓法國境內在地的私營單位能

進更多國際資源，推動桃園的新創團隊及企業

夠獨立經營新創產業，在2014年La French

走向國際(劉永祥，2017)。其他在臺灣的在地

Tech中推動法國科技都市計畫(French Tech

公家機構，例如：資策會、文化部、新北創

Métropole)，係以區域或城市為單位，並以此

立坊、臺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等，TXA創業家

發展有在地特色的新創產業。要獲得該認證，

私董會與私人企業夥伴都已加入French Tech

當地政府必須要提出具有願景及野心的新創政

Taiwan (TXA創業家私董會，2017；French

策，該認證的審核取得必須具備能整合在地創

Tech Taiwan, 2017)。French Tech Taiwan在臺

業文化、人才、技術、資金等網絡的能力，以

成立時，國際大廠鴻海不僅撥空出席站台，並

滿足創業者、投資者以及外國人才的需求，以

公開表示將透過French Tech Taiwan增加與新

促進整體的吸引力，透過公私部門的推動，形

創更多合作的機會(詹子嫻，2016)。由此可看

成強而有力的生態體系。獲得該認證的好處是

出，法國政府推動的La French Tech計畫，確實

除了在國際宣傳、招募資金及新創團隊更容易

有達到活絡雙邊國際新創資源的交流及互動。

之外，在法國境內還能獲得更多來自於法國中
央政府的協助及資源(林崇傑、李宗奇、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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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蔡立韋，2016；Leslie Lee，2017)，目

Tech, 2017)，城市分布如圖3所示。

前法國已有13個城市取得該項認證(La French

圖3 取得French Tech Métropole認證的科技都市分布
資料來源：La French Tech (2017). La French Tech introduction, Retrieved June 22, 2017,
http://www.lafrenchtech.com/.

法國政府推動的La French Tech計畫不僅擴

Insights)近期調查報告指出，在2017年第一

大對外國際影響力，還深深影響到法國境內

季度在法國對初創企業的投資總交易筆數已超

各行各業。在法國創業的公司並不侷限於科

越過去紀錄，已完成交易筆數為180筆，超過

技領域，在零售業、旅遊業及食品科技也都

了2016年第三季度的148項交易。其中又以

有創業公司正在進行創業。光是在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的87筆占全法國交易量比數最高的

每年就有1,000家以上的新創公司成立。在法

地區，2017年第一季度法國共獲投資總成交

國年齡範圍在18-29歲有60%的法國年輕人

金額高達5.51億歐元，其中就有超過4,000家

表示有意願開始創業，成立新創公司。風險

新創公司在巴黎成立，每年新增超過1,000家

投資金額在2014年至2016年這三年期間，有

新創公司。其他地區單筆交易金額最高的地

逐年攀升的趨勢(林崇傑、李宗奇、陳信穎、

區是在Lyon及Montpellier (La French Tech

蔡立韋，2016；FRENCH TECH VISA, 2017;

& CB Insights, 2017)，如圖4。法國的創業

French Tech Ticket, 2016; La French Tech &

聖地在巴黎，有超過13萬平方公尺的共同工

CB Insights, 2017)。根據風投數據公司(CB

作空間及41家的孵化器成立，2017年更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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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法國初創企業被投資金額概況
資料來源：La French Tech & CB Insights (2017).Tech Funding Trends in France Q1 2017, PARIS,
THE CENTER OF THE FRENCH TECH UNIVERSE. Retrieved June 26, https://www.cbinsights.com/
research-french-tech-Q1-2017-report

世界最大的孵化器Halle Freyssinet進駐當地

(三) 招攬國際優秀人才在地深耕，提出French

(林崇傑、李宗奇、陳信穎、蔡立韋，2016；

Tech Ticket計畫

FRENCH TECH VISA, 2017; French Tech
Ticket, 2016; La French Tech & CB Insights,

法國在經濟上係屬歐盟的一環，地理位置處於

2017)。法國富豪將法國巴黎13區的舊火車站

歐洲大陸中心，在歐洲各國間的貿易、文化、

打造成「Station F」創業區，佔地34,000平

生活及人才等各方面之間的交流非常頻繁。除

方公尺，可放置3,000多張辦公桌，並容納超

了先天優勢之外，法國政府為了為打造全球創

過1,000個新創團隊進駐，還有許多知名的科

新之都的地位，於2015年推動法國科技之門

技公司如Facebook、微軟、Amazon在此進

計畫(French Tech Ticket)，該計畫是個國際

行創業專案的培訓，該區不僅是新創公司的育

型的創業競賽，已成功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創

成中心，還可堪稱為世界級最巨大的創業工廠

業者。該項計畫主要是吸引國際優秀的外國企

(Liuxuan, 2017)。

業家前來巴黎開創自己的事業，初期招攬50
隊很早期的新創團隊，其計劃團隊原創人數限
1至3人，成員必須以外籍人士爲主，並限制
至少或僅能一名法國人。早期先從法國巴黎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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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French Tech Ticket獲獎者分布世界各國佔比

始推動，再推廣至其他已獲得法國科技都市計
畫認證之城市。2017年第二季度已成功招募

歐洲, 42%

70隊國際團隊入駐法國(French Tech Ticket,

亞州, 21%

2016)，根據本研究分析，70隊新創團隊是
由98位來自不同國家的新創成員(含法國人)
所組成，有8成以上的參賽者是來自於歐洲占

美洲, 22%

42%、美洲22%及亞洲21%，如圖5。
來自歐洲地區的創業家，主要仍是以法國本土

非洲, 11%

大洋洲, 3%

居多(佔11%)，其次則是來自於義大利(佔5%)

亞州

及俄羅斯(佔5%)。來自美洲的創業家，則以巴
圖5

西居多(佔8%)，其次為美國(佔4%)。來自亞
洲的創業家，以印度遙遙領先群雄(佔11%)，

美洲

非洲

大洋洲

歐洲

2017年第二季度French Tech Ticket-參賽
者涵蓋世界區域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來自中國的創業家佔2%，韓國及以色列的創
業家則各佔1%，98位參賽者國籍之整體分佈

年(自2017年1月起)，因法國位居歐洲的地理

如圖6所示。

位置優勢，對於歐洲多元化市場需求及潛在非
洲市場的探勘，對於獲獎的新創團隊來說，都

獲獎後的團隊需有在法國生活12個月的準

是個很好發揮推廣的機會。且法國政府會為每

備，可免費進駐合作的41家法國育成中心一

一位獲獎成員取得法國居留許可、團隊能領

2017年第二季度French Tech Ticket-獲獎者國籍分佈
12%

11%

11%

10%
8%

8%
6%
4%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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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臘

1%
斯洛伐克

愛爾蘭

挪威

拉脫維亞

德國

俄羅斯

烏克蘭

1% 1%
西班牙

捷克

奧地利

摩納哥

英國

2017年第二季度French Tech Ticket-創業家國籍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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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國當地計畫發展基金4萬5千歐元、免費

法國新創公司就有172家參加，並參與由法

住宿及創業協助，例如：提供專屬的服務窗

國科創海外中心上海站(La French Tech Hub

口，協助排除困難及取得導師輔導資源、享有

Shanghai)所舉辦的「French Tech Open

Paris Landing Pack一站式服務及簡化短期商

Pitch」投資者洽談會、媒體見面會及主題商

務簽證手續等優惠，以吸引外國人才前往法

務酒會。法國的新創公司不僅在今年CES展示

國發展(林崇傑、李宗奇、陳信穎、蔡立韋，

亮眼的成績，在法國的投資交易數量亦排名

2016；法國在臺協會，2015；法國在臺協

歐洲第一，與2015年相較下突增了71%(中國

會，2016；French Tech Ticket, 2016)。

新聞，2017；Junko Yoshida, 2017; 壹讀，
2017)。

法國總統馬克宏近期為了留住、吸引國際高科
技創業家與研究家進駐法國的環保科技、食

二、結論與建議

品科技、人工智慧產業，甚至在法國境內成
立新創公司把業務搬遷到法國。在2017年6月

法國政府所推動的創業計畫是個兼具國際及區

15日法國巴黎舉行的法國創新技術展會(Viva

域型發展的循環策略模式在推動，對外透過國

Technology)上正式宣布設立了新的簽證種類

際新創品牌的方式強化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與

「法國高科技簽證(French Tech Visa)」，國

國際知名的創業都市進行聯盟，以達到資源上

外的新創公司的創辦人、員工、投資人和其家

的交流與互動。對內則以鼓勵區域取得認證的

人需要符合申請標準，創辦人申請條件包括提

方式扶植當地形塑特色產業。透過聯盟管道宣

出在法國發展且具創新意義的創業案；新創

傳並招攬國際上優秀的人才挹注到法國境內，

公司的外籍員工毋須工作許可證即可以僱員

協助加快國內地方特色產業的快速轉型，以提

身份從事任何工作，但其僱員需擁有碩士以

升國家整體經濟之目標。臺灣政府目前所推動

上學位；投資人則須投資超過卅萬歐元(約新

的創業相關計畫，在優秀人才培訓的部分，已

台幣一千萬元)，直接投資或透過個人持股超

積極協助將國內優秀人才大量的送往國際舞台

過三成的企業投資皆可(Bogoda,2017;壹讀，

進行發揮，提供國內優秀人才能與國際優秀人

2017；彭淮棟、李京倫，2017)。只要符合

才在國際市場上有共同開發國際市場的經驗，

申請標準，就可以優先快速獲得為期四年的

或是能夠直接參與與國際知名學術單位研發特

「人才護照」居留許可，並可續簽(楊晨欣，

定研究議題的機會。在引進國際資源及協助區

2017；周仁，2017；FRENCH TECH VISA,

域經濟的發展及快速轉型仍是我國仍亟需有待

2017)。

解決的課題。

法國是以國家的格局針對重點科技領域，協調

在招攬海外青年人才歸國的部分，本文建議應

各方資源來推動數以千計的科技新創公司，

可再探討該如何才能真的滿足到這些在海外高

其中包括物聯網、醫療科技與生物科技。法國

階人才回國的需求，如此才能依歸國目的的不

政府甚至資助旅行經費協助當地業者參加全

同的，做更細部的規劃設計。舉例而言，這些

球知名的亞洲消費電子展(CES)，從2016年度

海外青年歸國主要目的若是想自行創業，則政

於拉斯維加斯的CES，有130家的法國新創科

府可協助園區媒合，讓其享有園區創業相關資

技公司參展。到2017年度在中國上海的CES

源。若是海外青年歸國前，已在海外有組成創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2017 NO.5 | 165

回目錄

業團隊，主要目的其實是要尋找有用的資源及
試量產、實驗場域及產學媒合之需求，則可協
助進駐園區扎根，享有園區資源及福利優惠

周仁 (2017)。法國啟動高科技簽證 吸引外國人才資
金， 大 紀 元。2017 年 7 月 18 日 取 自 於 網 址 http://
www.epochtimes.com/b5/17/6/16/n9275772.
htm。

(例：公司成立，在園區內辦公室、水電減免

林 崇 傑、 李 宗 奇、 陳 信 穎、 蔡 立 韋 (2016)。 巴 黎

等優惠)。但若是這些海外青年歸國的人才想

創 新 創 業 環 境 考 察， 出 國 考 察 期 間：105 年 2 月

創業但仍缺乏合作夥伴，則政府可協助透過開
放式創新平台，進行主題式產學合作，以強化
國際人才與補足國內產學鏈結及滿足最終端產
業市場的需求。另外，在人才引進法規部分，
可與國發會合作成立長期延攬海外人才網站及
聯絡與資訊中心，以透過高等人才資料庫的建
立及長期追蹤，如此可提早警示未來高階人才
的不足及彌補產學人才之間的落差。並參照法

21 日 至 105 年 2 月 27 日， 臺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2017 年 6 月 15 日 取 自 於 網 址 https://www.
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
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
0ah UKEwjGqaaa5eTUAhUJFZQKHXtYDpEQFg
glM AA&url=http%3A%2F%2Fwww.openreport.
taipei.gov.tw%2FOpenFront%2Frepor t%2Fs h o w
_ f i l e . j s p % 3 F s y s I d % 3 D C 1 0 5 AW 0 5 6 %
26fileNo%3D1&usg=AFQjCNE3r wWnRu4ffoCXEAkC9NTJBIMng。
法 國 在 臺 協 會 (2015)。« 法 國 科 技 之 門 »( French

國政府運用循環的方式，以成功打造出健全的

Tech Ticket ) 競賽 到法國來發展您的新創公司吧！

國際型創新創業生態體系，如此確實能對外鏈

法國在臺協會官網。2017 年 6 月 19 日取自於網址

結資源，對內可加速區域型產業的轉型及升
級。如此作法所帶來的成功效益，確實值得正
在推動創業政策的各國政府作參考。

https://france-taipei.org/ 法 國 科 技 之 門 -FrenchTech-Ticket- 競賽。
法國在臺協會 (2016)。第二屆 « 法國科技之門 » 競
賽 自 2016 年 6 月 22 日 起 開 始，9 月 23 日 截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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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rance-taipei.org/ 第二屆 - 法國科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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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政中心團隊介紹
趨勢研析與前瞻團隊

生醫產業商品化人才培育計畫

本團隊主要任務為長期、系統性進行領域技術趨勢觀測
與研析，整合前瞻研究方法與科技創新能量評估工具，
建立中長期需求導向之科技發展策略。

生醫產業商品化人才培育計畫包含「醫療器材產品設計
之人才培訓計畫」(STB計畫)與「SPARK Taiwan生醫轉譯
加值人才培育計畫」兩個工作項目。

透過證據資料比對並彙集技術專家與利益關係人觀點，
縮小技術供給與社會需求落差，並活用科技選擇與評估
方法聚焦重點科技，以協助我國擘劃科技發展方向。主
要關注領域包括先進材料、機械與精密製造、資通訊與
IoT、生物經濟等。

其中「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STB計畫)是
由科政中心負責執行之計畫，總計畫目標為培育高階醫
療器材產品設計及產業化實務的「跨領域種子人才」，
建立國內生醫與工程的創新與創業平台，並與國際科技
發展現況接軌，強化國內對於醫療器材產品設計、法規
和專利佈局等科技產品國際化之經驗與智識；「SPARK
Taiwan生醫轉譯加值人才培育計畫」係配合生醫產業發
展之需求推動，針對欲投入藥物或醫療器材產品開發，
或已有研發成果但缺乏商品化概念之研究人員，施予產
品開發鏈上包括轉譯、醫療法規、智財與談判、行銷與
商業規劃等必要的訓練課程，將此類發展生技人才軟實
力的培養課程由學研界開始紮根與培育。

議題與國際觀測團隊
本團隊透過觀察與分析國際與國內環境變化，針對人才
供需、永續環境、能源與法制等關鍵議題，長期深耕科
技政策規劃、相關議題探討及研擬解決策略方案。
同時，鏈結重要議題之產官學研網絡，結合國內外研究
能量，以共同規劃我國未來科技發展遠景。
本團隊兩大目標分別為：
長期觀測與分析國際科技發展，並以系統性方法深入分
析關鍵與新興議題，提出因應策略建議。
積極參與重大科技會議，協助國家科技發展政策方向和
願景之規劃與訂定。

專利佈局情報分析與服務團隊
科政中心長期以來廣泛蒐集產業、專利技術與專利訴訟
相關資訊，並且為國內專利地圖之先導單位，在堅實的
資訊資礎上，進一步發揮整合優勢，建立全方位的專業
顧問團隊，推出創新服務模式，提供以競爭佈局為目的
之動態與即時專業資訊，以及複合式專利經營解決方
案。
對外則扮演國內外智權運營相關專業資源之樞紐，擴大
傳播專業資訊，引進優質的專業與服務，以支持學研界
擬定研發課題方向，協助新創公司導入早期專利管理，
克服創業門檻，以及強化廠商預應、因應訴訟風險的管
理評估能力。此外，以累積之專業與實務經驗，參與政
府決策與大型研究計畫，建立國研院與本中心專業服務
能力與品牌形象。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團隊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旨在強化學術研究成果產業化之效
益，以銜接學研前瞻研發成果與產業需求為宗旨，透過
創業培訓營、國內外業師輔導諮詢、天使創投媒合、技
術資源整合、階段性創業金支持…等方式，鼓勵科技部
獎補助之大學院校及研究單位，將傑出研究成果推向產
業，藉此帶動我國創新創業風潮，重建我國科技產業發
展的基石。
此外，本團隊為提升創業輔導質量，亦針對創新創業生態
理論與政策研究進行深度探討，以期持續精進創業激勵
措施，並協助科技部與相關部會規劃推動相關政策，進
而促進我國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發展與運作效率之提升。

科技計畫與資料庫團隊
科技計畫與資料庫團隊主要任務在針對政策資訊、科技
計畫到個別研究計畫，提供完善之計畫審評及管理服務
平台及教育訓練課程，以支援政府科技計畫相關業務。
同時亦建置科技人才及政策研究指標等資料庫，以支援
學術及政策研究。
此外，更進一步利用資料庫資料及針對科技計畫審議與
績效評估相關作業機制等，進行加值分析及研究，以期
活化資料庫及持續強化對科技計畫審議、管考與評估之
支援功能與服務內涵。

資訊服務與平台維運計畫
本計畫是本中心各子計畫對內、對外執行科技政策研究
與資訊服務相關業務所需使用之資訊系統、資料分析工
具及服務平台等之開發建置、管理維運與功能擴充總合
計畫。
提供本中心各子計畫符合國際資訊安全管理(ISO27001
:2013)規範之系統化蒐集、利用與儲存等技術程序，搭配
各分項/子項計畫研究人員之研究方法，逐步整合內外部
科技政策研究資源及資訊，並提供各分項/子項計畫彼此
間之資訊系統整合管理環境與運算技術。

資料引進與全文服務團隊
本團隊藉由「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協助全國學術機構引進國內外電子資訊資
源，推展學術電子資訊資源之合理取得與使用，建構優
質研究發展與教學基礎設施。
另外扮演全國學研機構圖書館書刊資訊資源合作分享樞
紐，維運「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服務，
促進資訊交流與合作成效，提昇整體學術資訊服務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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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IBooks 電子書城
科 技 政 策 專 業 電 子 書
歡迎線上 試 讀 隨 時 掌 握新書動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科技基礎環境之調查統計

出版日期 作者

創新與合作：大專院校於美國專利訴訟觀察
主要國家專利維護趨勢觀測與專利維護評估指標
2016年NPHRST博士流動意向調查分析報告
主要競爭國家專利動態觀測與優勢總體分析
標竿國家學術論文影響力分析
-台灣與一以二瑞三蘭的比較
我國與主要競爭國家之專利動態觀測
2015年NPHRST博士就業知覺調查分析報告
各國專利趨勢與優勢總體分析
產業之科技基礎動能比較分析
2014年NPHRST博士就業調查問卷分析報告
科學計量與知識前沿技術分析報告

2017-08
2017-03
2017-03
2017-02

科技政策效益評估與分析

出版日期 作者

訂價

2017-08 張于紳、陳明俐

650

2017-03 湯凱傑、黃怡晴 ...
2016-07 張錦俊、羅愛雁 ...

650
650

2016-06 張于紳、郭玉菁

650

1 國家科研競爭力蓄積

- 國際合作獎補助計畫對職涯初期學者之影響探討

2 我國大學校園創業激勵方案成效研析
3 科技計畫之經濟效益測量與評估方法
4
5
6
7
8

科研補助系統與科研人才養成：專題研究補助計
畫運作模式如何能更有助於新進科研人才培育
國際指標評比對我國創新創業政策之啟示與反思
台灣及亞洲主要國家科學合作活動之探討
產學研合作之創新政策激勵工具分析
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策略研究

張小玫
2000
李森堙、許家豪 ... 3000
廖珮珳、鄭淑美 ... Free
張書豪、林品華
3000

2016-05 陳明俐、郭懷芬 ...
2016-03
2016-01
2015-05
2015-05
2014-12
2014-05

2016-04
2016-04
2015-08
2015-05

訂價

650

張書豪、林品華 ... 3000
徐一萍、廖珮珳 ... Free
張書豪、林品華
3000
洪文琪
3000
廖珮珳、鄭淑美 ... Free
樊晉源、張書豪 ... 500

黃意植、楊翔莉 ...
紀凱齡、劉瑄儀 ...
簡國明、黃郁棻 ...
簡國明、湯凱傑 ...

650
650
1500
650

國家科研競爭力蓄積
-國際合作獎補助計畫對
職涯初期學者之影響探討

創新與合作：大專院校於
美國專利訴訟觀察

【內容簡介】
職涯初期學者的培育對國家
科研發展扮演關鍵角色，在
眾多的培育政策中，促使其
具備國際流動能力...

【內容簡介】
校園自由風氣孕育出許多人
類知識寶藏，尤其是基礎性、
前瞻開創性的技術研發。
然而，衡量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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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主題之規劃與評估

出版日期 作者

新興應用科技選題(一)：機制規劃與實作
新興應用科技選題(二)：特定領域主題規劃建議

2017-07
2017-07
2017-06
2017-05
2017-04
2017-03
2017-02

葉席吟、羅濟威
陳柏中、陳蔚然
鄭凱仁、王惠瑜...
黃意植、楊翔莉...
林倞、洪長春
葉芳瑜、許旭昇 ...
樊晉源、賴明豐 ...

3500
3000
2000
650
2000
650
2000

2016-10

王宣智、林品安

3000

9 以多元參與風險治理強化政策規劃

2016-09 吳悅、羅良慧 ...

200

10 氫社會的科技發展趨勢分析

2016-06 賴志遠

650

1
2
3
4
5
6
7

次世代通訊技術(5G)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遠距照護應用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參考指南-募資與外國市場進入
積層製造技術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分析
加強產學研合作鏈結之政策研究與規劃
探討車聯網產業之重點廠商專利佈局與分析
2025台灣製造業

8 - 藉由形塑未來工作與生產模式來探尋潛力技術
邁向水資源調適規劃2.0：

次世代通訊技術(5G)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

11 - 次世代頻譜優化技術
12 穿戴式裝置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分析
13 智慧車產業專利布局及研發策略分析

2016-06 鄭凱仁、林品華 ... 2000
2016-05 王惠瑜、鄭凱仁
2000
2016-04 樊晉源、許家豪 ... 2000

專利訴訟統計與年度議題評析-談後Alice案判決時代

2016-03 李森堙
14 美國法院認定抽象概念與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的發展
15 物聯網儲電技術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分析
2016-03 林倞 、洪長春
16 隨按即說技術專利申請及相關 SEPs 提報狀況之研究 2016-03 賴明豐
人口變遷趨勢下智慧醫療及智慧防疫相關技術趨勢發展

17 -日本第九次前瞻調查之德菲議題分析
18 知識產業化策略路徑分析
19 多媒體廣播多播服務(MBMS)技術與標準必要專利解析
20 從宏達電案例看美國專利訴訟特定爭點攻防策略
21 知識產業發展願景研究-以醫療器材產業為例
22 太陽能電池產業技術與標準初探
23 未來3-8年我國ICT潛力發展技術趨勢研析
以情境分析與願景建構協助規劃國家中長期科研發展方向

24 - 以災防領域為個案
25 3GPP Beyond 4G 無線通訊標準版本之演進
26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專利壁壘與突圍策略
1
2
3
4
5
6
7

訂價

2015-08 陳怡如、王宣智 ...
2015-07
2015-05
2015-05
2015-05
2015-05
2015-05

陳明俐、紀凱齡 ...
賴明豐
李森堙
葉席吟、林品華 ...
樊晉源、林品華 ...
王宣智、翁志弘

2015-05 林海珍、吳悅 ...

2000
2000
2000
650
650
3000
3000
650
3000
3000
650

2015-04 洪長春
3000
2015-04 洪長春、樊晉源 ... 3000

政府科技管理制度之探討

出版日期 作者

科技評估與醫療科技評估：科技創新決策支援機制建立
科研基礎設施整合管理機制探討
我國科技發展計畫績效評估機制研析
應用科技前瞻形成重大科技發展議題
能源科技研發創新推動機制之研究
政府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資料公開機制研究
促進我國科技創業發展之相關法制研究

2017-09
2017-08
2017-08
2017-06
2016-1 1
2016-07
2015-05

訂價

張錦俊
650
李慧芳、林海珍... 2000
羅愛雁、張錦俊...
650
陳怡如、王宣智...
300
黃郁棻、羅良慧 ... 650
王怡惠、蕭棠文
200
林國全、張冠群 ... 5000

科技評估與醫療科技評估：
科技創新決策支援機制建立

新興應用科技選題(一)：
機制規劃與實作

【內容簡介】
傳統科技評估(TA)專注於技
術採用後的風險，並支援
Macro層次的管制決策。
但隨著需求面科技政策...

【內容簡介】
本報告建構出一套發展新興
應用科技之選題流程與機制
，進而挖掘出未來五到十年
在台灣具有發展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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