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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的經濟活動及生活模式。面對疫情初期
的不確定性，以及未經證實的假訊息大量湧出，加深了民眾的緊張情緒。目前全球疫
情仍在延燒，為讓世界免於疫情的恐懼，科學家們承擔起科學的社會責任，努力突破
各種嚴峻的挑戰，競相投入疫苗研發、藥物及檢驗試劑，並加速臨床試驗，以期快速
阻斷正在蔓延的情勢。幸運的是，我國在政府長期投注資源累積基礎研究量能，以及
超前布署的防疫政策支持下，疫情日漸受到控制，政府亦鼓勵民眾展開「防疫新生活
運動」，以助社會與經濟能儘速恢復正常運作。
而在這波「科技防疫」的大挑戰中，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備受矚目，透過精準且
大量的數據傳遞及分析，縮短研究人員對新冠肺炎的認識過程，有效提供政府資訊以
快速掌握局勢，成為推動防疫政策堅強的後盾。從CB Insights所發布2019年全球最具
潛力的人工智慧企業的調查中，AI於健康醫療產業的應用位居第二，更有新創公司已
經預見未來商機，聚焦於影像與診斷輔助等領域，在疫情的加持下，將更加速全球AI
技術發展，開拓出AI的新藍海。
科政中心在疫情期間，整併國內外即時疫情資訊，結合中心積累的研究能量、各
國觀測資訊等，特建置「防疫科技資訊平台」網站(https://covid.stpi.narl.org.tw/)，
以協助我國有效傳播防疫措施並即時掌握各國防疫資訊，同時也於科技政策觀點網站
建置「防疫專區」，匯集網站內相關篇章，如：盤點新興感染症研究政策規劃與成
果、及探討假訊息的隱憂與監管策略、乃至於疫情對科學家的挑戰等，透過不同面向
的觀察供民眾全面且深入瞭解相關資訊。
Research Portal科技政策觀點至今已發行十期，致力於鏈結相關社群網絡，承蒙
各界的支持與肯定，本期除羅列上述議題外，亦關注台灣不同族群對社會課題的偏好
傾向、我國科研人才流動趨勢的觀測、能源轉型政策等相關議題，期能發揮拋磚引玉
的效果。敬請各位賢達能不吝繼續指教，並期待我們後續觀測後疫情時代所帶來的影
響與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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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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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評析

COVID-19 對科學家的挑戰

曾雅蘋

專案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ppt.cc/fA6lmx，Created by TheDigitalArtist
著作權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大，目前我們對此病毒的了解並不足，但有著對抗 SARS
與 MERS 的經驗與研究基礎，我們可以更加快對 COVID-19 的研究，全世界的科學家們
所面臨的挑戰於本文簡述。

中文關鍵字：新型冠狀病毒 / 2019 新型冠狀病毒 / 武漢肺炎
英文關鍵字：COVID-19 / Novel Coronavirus / Wuhan Coronaviru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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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COVID-19 病毒來源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中國武漢出

COVID-19屬beta冠狀病毒(coronavirus)是

現。2020年1月7日，經全基因組定序確認為

RNA病毒的一種，RNA病毒的特色就是基因

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WHO)2月

非常容易突變，由於病毒快速地且數以萬計的

11日宣布正名武漢肺炎為「COVID-19」，

複製，很可能發生隨機的基因突變。大部份

CO代表冠狀(corona)、VI代表病毒(virus)、

的突變不利病毒生存，但少部份可讓病毒跨

D代表疾病(disease)；19則為疫情爆發的年

過物種的屏障，感染新的物種。例如2002-3

份：2019，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數月，

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已蔓延全球超過100多個國家，世界衛生組織

respiratory syndrome, 簡稱SARS)是蝙蝠的

(WHO)在3月11日宣佈，目前狀況可以定性

冠狀病毒突變後感染果子狸，再由果子狸傳染

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截至4月27

給人類；另一個例子是2012年在沙烏地阿拉

日，根據Worldometer以及國研院科政中心

伯出現的中東冠狀病毒，也是蝙蝠的冠狀病

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統計，全球目前確診案

毒突變後傳染駱駝(Azhar et al., 2014)，再由

例有2,994,958例，死亡案例有206,997例，

駱駝傳染給人類，間接導致的中東呼吸症候

其中累計確診案例以美國居首(987,160例)，

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其次西班牙(226,629例)、義大利(197,675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下稱

例)、法國(162,100例)、德國(157,770例)、

MERS)2015年時，在韓國造成流行。

英國(152,840例)、土耳其(110,130例)、伊
朗(90,481例)、中國(82,830例)；死亡案例以

這次COVID-19真正的來源目前並不清楚，

美國(55,413例)居首，其次為義大利(26,644

研究指出COVID-19與SARS基因約有80%

例)、西班牙(23,190例)、法國(22,856例)、英

相似序列(Virological.org., 2020; GSAID

國(20,732例)、比利時(7,094例)、德國(5,976

Database, 2020; Rambaut, A. , 2020;

例)、伊朗(5,710例)、中國(4,633例)、聖馬

Bedford, T.et al., 2020)，而和兩種來自菊

利諾(15,856例)、梵蒂岡(11,236例)、安道

頭 蝙 蝠 科 動 物 身 上 的 冠 狀 病 毒 ( S A R S - l i ke

爾(9,552例)、盧森堡(5,947例)、冰島(5,251

CoV ZC45和ZXC21)基因序列做比對，發

例)、西班牙(4,847例)、直布羅陀(4,185例)、

現約89％相同；再拿同屬於菊頭蝠科的中

比利時(3,981例)，在台灣依據衛福部疾管署

菊頭蝠(Rhinolophus affinis)身上的冠狀

公布確診429例，死亡6例，確診案例當中主

病 毒 ( R a TG 1 3 ) 基 因 序 列 做 對 比 ， 發 現 有

要55例為本土案例、343例為境外移入、敦睦

9 6 ％ 相 同 ， 故 研 究 認 為 CO V I D - 1 9 是 來 自

艦隊31例。全球疫情目前仍持續，科學家們

蝙蝠(Robertson, D. et ai.,2020, Xu, X. et

的挑戰仍然嚴峻。

al.2020)，蝙蝠為COVID-19的自然宿主，蝙
蝠的排泄物就存在著活病毒，其他的活禽及動
物接觸或感染後，人類再接觸或食用後將受感
染，但也有研究指出蝙蝠身上的病毒不需要中
間宿主，可以直接感染人類細胞(Menac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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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 et al., 2015; Menachery, V.D. et al.,

2019)，無症狀或不易被辨識輕微症狀的傳染

2016)，並且COVID-19與SARS一樣都利用

者，也可以經由飛沫、體液及糞口傳染，這

人類ACE2蛋白為受體(Shi, Z.L. et al., 2020;

些原因都是阻止疫情爆發的難題。另外，在

Letko, M.C. et al., 2020; Wan Y. et al., 2020)

SARS和MERS疫情爆發時，也證實有超級傳

來進入人類細胞，所以是不是有中間宿主(或

播者(Wong, G., 2015)，粗估有10%的SARS

棲息的動物)及中間宿主(或棲息的動物)是誰也

和MERS病人和超級傳播者(R0>10)有過接

有待研究，以快速阻斷正在蔓延的疫情。

觸，此次的COVID-19是否有超級傳播者或是
超級傳播者為中間宿主，種種問題仍需要科學

三、COVID-19 傳播速度快
及無症狀傳染者的威脅

家的努力。

病毒的傳播力定量指標為基本再傳播率(basic

四、抗 COVID-19 疫苗、藥
物及檢驗試劑的研發

reproductive number,R0)，表示每一個感染
個案可造成幾個被傳染者，傳染病的擴散常是

因著社群媒體的發達，疫情不容易被隱瞞，也

指數超過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1月23日公

因著公衛專家、病毒研究者以及期刊編輯的

布一個粗略的估計COVID-19的R0在1.4-2.5

努力，這次的COVID-19病毒序列很快的被發

之間，另外也有其他團隊的模型預測出較高的

表，如此可加速全世界的科學家研發疫苗、

數值(T. Liu et al., 2020; Zhao S, et al., 2020)

藥物及檢驗試劑等等，目前雖然還沒有特定

約2.24-3.58並每6.4天擴增一倍，和2009流

核准之有效疫苗或藥物及快篩試劑，但以過

行的H1N1流感一樣具有高度的傳染力(H1N1

去對抗其他病毒的經驗，可以使用免疫調節

R0=1.5)，相較於其他傳播速度慢的病毒不

用藥(immunomodulators)如干擾素(Zumla

同，如2002-3年爆發的SARS及2012年發生

A. et al., 2016)或抑制病毒特定酵素的小分子

群聚感染的MERS-CoV。由於研究者的計算模

藥物。目前最有潛力的治療COVID-19藥物為

型不同、研究地區的差異、通報案例不全以及

Remdesivir(瑞德西韋)，它為RNA聚合酶抑制

無症狀的傳染者，要模擬出準確的疫情擴散模

劑，在MERS-CoV動物實驗上的殺病毒效果

型及思考阻斷疫情的辦法，都還需要進一步研

和改善肺組織損傷的效果，比干擾素-ß及治療

究。

HIV藥物lopinavir/ritonavir(HIV-1 protease
inhibitor)效果顯著，Remdesivir原本是抗伊

病毒的傳播從一開始所懷疑的是人畜共同

波拉病毒(Ebola virus)，可用於抗COVID-19

的感染，到發現病毒人傳人的感染(Wuhan

(Wang, M. et al., 2020)，已進入第三期的臨

Municipal Health Commission., 2020; Wen,

床試驗(Bloomberg News, 2020)，4 月23日

X., 2020)，其是否如同像SARS在夏天時因著

傳出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臨床實

病毒不耐熱而疫情獲得控制，尚需要進一步驗

驗療效欠佳，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意外

證，即便如此，但是到了下一個冬天，很可

公布的草稿(Financial Times, 2020)，瑞德西

能又如同流感一般再度流行，有研究MERS-

韋首次在中國進行的隨機臨床實驗顯示，投

CoV的團隊發現，隨著疫情的時間拉長，無

藥後COVID-19患者病況並無改善，血液中的

症狀感染者的比例也會增加(Al-Tawfiq et al.,

病原體數量也未減少。這項實驗涵蓋了237名

科技政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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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其中158人給予藥物、其餘79人做為對

疫苗以及德國生技藥廠BioNTech和美國藥廠

照組，該公司表示臨床研究因為招募的患者

輝瑞(Pfizer)共同研發的mRNA疫苗皆已進入

過少，決定提前終止。另一臨床試驗於美國

人體試驗階段。常規疫苗開發，通常從動物實

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驗開始，進入人體實驗後，還必須經過3個臨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簡稱

床階段評估安全性並觀察免疫反應，隨著階段

NIAID)，2月展開的瑞德西韋COVID-19隨機

增加，受試人數逐漸擴大，也會包括更多高

雙盲臨床實驗，受試者約500人，目前尚未發

風險人群，以深入評估疫苗的安全性，目前

布結果，未來需更多的臨床研究以確認此藥物

COVID-19確診、死亡人數持續增加，全球經

的安全性。另外還有許多類的分子也被用於

濟、失業人口及生活型態影響甚鉅，科學界也

抗病毒藥物的開發，如表1所列，台灣已成功

在強大的壓力下，須加速疫苗的臨床試驗時

分離出病毒，接著要如何在P3實驗室大量培

程，像是Moderna目前在西雅圖和亞特蘭大

養，建立研究病毒感染機制平台，病毒感染的

進行的臨床實驗，研究人員便將並行動物及人

細胞株可以提供來篩選抗病毒藥物，也可以來

體實驗，而不是如往常依序展開，疫苗的有效

做抗體的篩選，建立COVID-19轉殖實驗動物

與安全也是科學家的挑戰之一。

的模型也極為重要，以測試各式疫苗或藥物誘
發免疫反應的能力和免疫途徑。

在檢測試劑方面，由於冠狀病毒不容易用培養
的方式分離，因此現在的檢驗方式以反轉錄聚

在疫苗的發展方面，目前全球約有70種潛

合酶鏈式反應(RT-PCR, reverse transcription

在疫苗正在開發中，例如:有德國生技公司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檢驗為主，是

C u r e Va c A G 與 「 流 行 病 防 範 創 新 聯 盟 」

在體外短時間的大量增加特定的基因片段做病

(CEPI)合作的mRNA疫苗，以及香港的袁國

毒檢測， 現在的檢測方法為RT-PCR，需要約

勇教授團隊在已研發的流感疫苗模式下，開

2-4小時左右的時間，若是能生產出高準確度

發COVID-19活病毒減毒疫苗(香港01新聞，

又快速的病毒檢測將幫助第一線的診斷。國內

2020)，在台灣也有中研院及國衛院團隊發

已有數個研究團隊研發出快篩試劑，例如:中

展的重組抗原疫苗(Recombinant Antigen

研院合成人類冠狀病毒核蛋白(Nucleocapsid

vaccine)，另外Nanoparticle vaccine (M.

protein)抗原，製造出單株抗體(IgG)，及國衛

Kheirollahpour et al., 2020)以及類病毒顆

院也挑選出可辨識新型冠狀病毒的抗體，接下

粒(Virus like particle)方法製備疫苗也都是

來將技轉給下游廠商，製作成快篩試劑。又一

新興開發疫苗的技術。正在進行人體試驗的

科技部萌芽計畫補助輔導的新創公司，所開發

疫苗有七種，包含美國生物製藥公司Inovio

的生物檢測平台，可以定量IgM/IgG (工商時

Pharmaceuticals的「INO-4800」DNA疫

報，2020)，但人體通常感染後7到15天會出

苗、美國Moderna Therapeuticsm的mRNA

現抗體，所以抗體檢測不適合用於早期病例確

疫苗、中國康希諾(CanSino Biologics)開發

診，可做為疫調輔助工具，多用在社區流行病

的腺病毒疫苗、北京科興生物製品(Sinovac

學調查，抗原的檢測則可以，目前國內已有多

Biotech)和中國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Wuhan

個團隊研發出來，正在開發成產品及申請專案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的兩款不活

製造許可。

化疫苗、英國牛津大學所研發的重組病毒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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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疫苗、藥物及檢驗試劑研發類型

Drugs
• immunomodulators (such as Interferon I & II)
• inhibitors targeting specific viral enzyme of
virus life cycle (such as Nucleoside analogues,

Neuraminidaes inhibitors, RNA polmerase inhibitors, HIV-1
protease inhibitor)

• anti-inflammatory drugs
• si RNA molecules
• others...
Vaccine

• live attenuated virus vaccine
• mRNA/DNA vaccine
• Recombinant Antigen vaccine/subunit
vaccine
• Virus like particle vaccine
• Nanoparticle vaccine
• others...
Diagnostic Test
• PCR (real-time PCR, qPCR)
• immunological detect (monoclonal antibody,
virus prtein...ect.)
• other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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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Times. Gilead antiviral drug remde-

五、結語

sivir flops in first trial https://www.ft.com/content/0a4872d1-4cac-4040-846f-ce32daa09d99

COVID-19目前我們仍有許多不了解的地方，
需要更深入及長期的研究資源投入，發展有效
的抗病毒策略。目前我國的防疫相當成功，但
長遠來看，國人仍需疫苗的保護，然而，我國
的疫苗自給率偏低，全球市場中疫苗大廠所生

Gilead Drug to Undergo Human Trials in China to
Cure Coronavirus. https://www.bloomberg.com/
news/articles/2020-02-03/gilead-drug-to-undergo-human-trials-in-china-to-cure-coronavirus
GSAID Database. 2020 Coronavirus.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gisaid.org/CoV2020/ (accessed
on 19 January 2020).

產的貨源，往往會被其他大國高價收購，又我

Letko, M.C.; Munster, V.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國市場較小，在全球疫情未解決前，採購國外

cell entry and receptor usage for lineage B β-coro-

疫苗較不容易，所以我們更需要持續感染症領
域的研發並增加國際研究合作，來強化疫苗研
發基礎，建立我國自製疫苗之能力，或與國外
疫苗大廠建立合作關係，以因應特殊傳染病應

naviruses, including COVID-19. bioRxiv 2020.
M. Kheirollahpour, M. Mehrabi*, N. M. Dounighi*,
Mohsen M. and A. M, Nanoparticles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Pharmaceutical Nanotechnology
2020 8: 6. https://doi.org/10.2174/2211738507666
191024162042

變與防疫能力。

Menachery, V.D.; Yount, B.L., Jr.; Debbink, K.; Agnihothram, S.; Gralinski, L.E.; Plante, J.A.; Graham,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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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歐盟防治假訊息的監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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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假訊息的危害已成為民主、新聞和社會秩序的最大威脅之一。假訊息是指故意散布不實
訊息，並意圖造成傷害。本文係從監管角度觀察歐盟各國防治假訊息的策略，並以歐盟
各國依據各自文化背景發展出不同程度的智慧監管為例，瞭解歐盟如何在言論自由和監
管有效性之間取得平衡。

中文關鍵字：假訊息 / 智慧監管 / 共同監管 / 法規監管
英文關鍵字：Disinformation / Smart Regulation / Co-regulation / Statutory Regulatio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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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例如以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偵測文章來

一、 前言

源、尋找文章散播的模式、以及運用區塊鏈不
可竄改的特性來驗證新聞的真實性。儘管AI被

假訊息(Disinformation)的危害已成為民主、

視為強而有力的預防措施，但將AI作為唯一內

新聞和社會秩序的最大威脅之一。假訊息是

容審查仍具風險，因為AI只著重在網路上的數

故意散布不實訊息，並意圖造成傷害。其他

據，可能放大某些族群的偏見，並產生一定的

不當資訊的類型還包含錯誤訊息與惡意訊息

社會和政治影響。打擊假訊息並非只能採取檢

(Wardle＆Derakshan, 2017)。無論哪一種

舉或偵測等事後作為，更需要擬定各方自律與

形式的假訊息都已不再侷限文字與圖片，近

政府法規的監管措施等規範，才能針對假訊息

期更出現利用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深度偽造

來源、訊息內容和傳播方式加以防範與遏止。

(Deepfake)技術，將一個人臉部轉置到另一
個人臉上，創造出非常逼真的「造假」影片，

二、 智慧監管框架

並藉由社群平台發佈、點閱與傳播以及僅輸入
一段文字，機器就能從資料庫組合大量文章

在整個歐盟範圍內，成員國、公共機構和民間

內容，產生近乎真人撰寫的假新聞。可見，

企業正在結合人工智慧科技和人類專業知識

假訊息製作已成為各國國安危機，例如2018

來處理假訊息。然而，人工智慧與自動內容

年5月，比利時社會主義黨派發表一段利用

識別(ACR)技術可能會影響言論自由和媒體多

Deepfakes app製作的川普總統要求比利時追

元化，並強化對網路發布內容的集中控制，

隨美國腳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影片，儘管片

歐洲議會科學技術未來小組於2019年5月發

尾註明是造假影片，仍使許多人信以為真並寫

表「自動處理假訊息」(EPRS, 2019a)與「用

信抗議川普。

人工智慧調節假訊息」(EPRS, 2019b)兩項關
於假訊息和人工智慧的研究，並倡導以智慧

受假訊息影響的國家，已從2017年的28國

監管(Smart Regulation；或稱為監管金字塔

增加到2018年的48國，其中亦包含台灣

Regulatory Pyramid)作為打擊假訊息的較佳

(Bradshaw & Howard, 2017; Bradshaw &

監管方式。

Howard, 2018)。為了對抗假訊息，社群媒體
開始進行事實核查(fact-checking)和內容仲

歐盟防治網路假訊息的平台內容監管策略採取

裁(content modification)運動，並開發出許

Gunningham et al. (1998)及Gunningham

多自動化的事實核查工具；Facebook則推出

& Sincalir (2017)提出的智慧監管金字塔概念

新教學工具，協助使用者辨別不實訊息與新

(Smart regulation pyramid，以下稱智慧監

聞；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也與AI專家討論對

管框架)，是一種監管多元性、彈性和平衡監

抗Deepfake技術的方式，用以防範其可能作

管效果與言論自由的社會控制形式，並利用政

為操控輿論的工具，干預2020年美國總統大

府、企業和第三方監管機構來填補過去監管真

選。

空或監管灰色地帶的問題(UNHRC, 2018)。智
慧監管包括自我監管、共同監管和法規監管的

透過人工智慧散播假訊息如同病毒難以防治和

金字塔組合，監管實踐不必然由國家(如法規)

根除，目前較有效的工具還是利用AI來對抗假

來執行，可以透過企業自我監管，或賦權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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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認可、獨立於政府的第三方監管機構進行共

可以節省監管成本，例如法規監管需要額外投

同監管。智慧監管框架基於不同國家情況可彈

入監督、懲罰違反法規等監管成本，但利用非

性搭配自我監管或共同監管的措施，政府不用

正式約束力的自我監管或共同監管，可藉由道

花費很多的成本就可以達到監管的效力，此種

德、產業標準、或是公司間相互監督等機制，

輕推或借力使力即是智慧監管(或稱監管多元

達到更全面性的監管落實。智慧監管框架如圖

化)的精髓所在。相較於單一監管，智慧監管

1。

監管類型

監管形式

適用時機

● 由正式監管機構直接針對內容提 ● 適用於需快速與彈性反應打擊

供商及其系統進行內容審核。

選項5
法規監管

高

假訊息的政治優先需求，針對
現有立法的改革是一種有效和
可持續監管形式。
料保護、廣告監管丶通訊傳播監
管、詐欺(殭屍帳戶)和非法通訊 ● 立法的重點在於打擊假訊息的
的刑法)。
迅速擴散與傳播，勝過假訊息
內容。

● 增強各法定監管機構的權力(資

低

● 由產業成員或機構共同制定監管 ● 適 用 同 產 業 的 公 司 有 相 似 興

選項2
受稽核的
自我監管

標準，形成公開行為標準。

● 以演算法作為技術審查標準，需

定期獨立稽核確保成員遵守。

趣，且形成自我監管組織或產
業協會，此類自我監管有可能
取得成功。
● 若產業公司合作水平差異大、
規模異質，可能出現搭便車問
題。

● 要求自律。
● 適用在社群網站及搜尋引擎平
● 鼓勵業者增加基於演算法審查的
台業者自我揭露平台透明度程
選項1
度。
未受稽核
行為準則。
● 若缺乏透明度可能損害歐洲政
自我監管
策。

選項0
現狀/
無監管

● 依賴公司現有的服務條款，兼顧 ● 適用已有假訊息辨識技術或相當

企業社會責任與言論自由。

立法規範，行為者有能力處理假
訊息問題。若缺乏自律或規範，
將沖毀媒體生態系統的所有防禦。

圖1 智慧監管框架
資料來源：EPRS (2019a); EPRS(2019b); Gunningham & Sincalir (2017); 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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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監管標準與機構由政府認可。監 ● 適用於政府與產業對話共構出
管者有權驅逐不遵守的成員。
適用AI監管的一般性原則。
選項3
● 非以法定權力干預，而是以政府 ● 自我監管機構將依此原則設計
正式
自我監管
期望的自我監管方案。
出監管方案的細節。
● 採用AI演算法作為審查標準。

保護言論自由／媒體多元

監管可持續性 ／ 確定性

作。基於各國法律下業者自律與
的情況，如傳統法規已不適用
國家立法者間的法律連結，包含
新興產業或新興模式，而立法
選項4
監管機構與政府等多方利益關係
目標尚未達成時，政府機關適
法定權力
者形成監管體系。
時介入。
共同監管
● 此類審查標準是經政府認可的AI ● 共同監管視為立法的補充而非
演算法產業標準。
替代。
● 較具彈性、適應性和有效性。

低

● 由非屬政府的第三方監管機構運 ● 適用於有基本原則且需有彈性

三、假訊息監管策略與歐盟各
國策略

甚至危害到社會秩序。此外，假訊息也透過
資訊操作影響選舉，透過假訊息放大器(如政
治機器人、機器人帳號)來重新包裝和/或重新

(一) 假訊息來源與其監管策略

發佈內容不實的新聞，操縱民意以影響選舉結
果。針對公眾、私人、選舉與外國假訊息問題

歐盟防治假訊息的策略可依來源與目的區分為

進行監管已是政府非作不可的行動。然而，沒

公眾、私人、選舉和外國的假訊息。前二者為

有一項監管方法能夠獨立解決假訊息問題，每

涉及大眾和私人的網路平台資訊交換；而後二

一類假訊息問題應選擇互補的監管組合而不是

者的選舉與外國則與政治影響有關。假訊息對

單一的工具方法，避免單一極端或過於混亂的

於公眾和私人的危害是立即的，隨著越來越多

危險。智慧監管框架即強調互相搭配監管工具

的公民轉向以網路資源作為主要的訊息接收來

組合來彌補獨立環境政策弱點的重要性，以下

源，假訊息散播的影響力也隨之越大，不但威

針對四種假訊息的來源說明其監管策略如表

脅公眾對於新聞的信任，並有可能激化群眾，

1。

假訊息
來源

未受稽核
自我監管

表1 假訊息類型與其監管策略
受稽核
正式
自我監管
自我監管

共同監管

法規監管

公眾
輿論

 揭露與事實查  共享假訊息資  內容過濾
 依多利益關係  平 台 業 者 責
 基於服務條款
核
訊資料庫
者組成監管體
任、網路資料
 網站可信度指  共享事實查核
移除、封鎖違
系之要求移
濫用之立法
標
來源
反之內容及帳
除、封鎖違反  打擊誹謗、煽
 廣告透明度
 偵測假訊息之
戶
之內容及帳戶
動仇恨與暴力
 提供讀者排序
人 工 學 習 / 機  針對內容真實  訂定規範平台
之立法
優先序、內容
器學習
性、權威性訂
業者的行為標  消費者與資料
封鎖
定演算法排序
準
保護之立法

私人

 提供讀者排序  共享假訊息資  內 容 過 濾 ( 加  根據用戶及監  同上
優先序、內容
訊資料庫(加
密除外)
管機構之要求  現有立法針對
 根據服務條款
封鎖
密除外)
移除、封鎖違
私人傳訊的具
移除、封鎖違
反之內容及帳
體解釋
反之內容及帳
戶
戶
 訊息轉寄限制

選舉

 同公眾內容
 共享事實查核  基於服務條款  根據選舉委員 
 選舉實踐的範
來源與作法
移除、封鎖違
會的要求發出 
圍
反之內容及帳
通知和行動
 政府廣告支出
戶
 針對內容真實
及來源透明度
 分享選舉的作

性及權威性排
法
序
 選舉前管制期

外國

 同公眾內容
 同公眾內容
 同公眾內容
 遭受外國假訊  偵測殭屍(bot)
息攻擊的揭露
與網路攻擊的
與事實查核例
人工/機器學
子
習
 外國干涉的範
圍

 同公眾內容

同公眾內容
選舉規則，
如 廣告支出上
限、評論內容
與廣告的區別
共謀刑法

 同公眾內容
 多國標準，如
網路犯罪條例

資料來源：EPRS(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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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防治假訊息的監管策略

時提供監管建議」是兩大成功主因(Funke &
Daniela, 2018)。從公民參與度和監管程度來

面對大規模假訊息的氾濫，包括誤導性的假訊

看假訊息的監管，歐洲各國根據其不同文化背

息，對各國是一項重大挑戰。歐盟委員會正努

景採取的監管可大致區分為三大類別(圖2)，

力實施明確，全面和廣泛的行動，以解決歐洲

分別是較為保守的法規監管 (德國、英國和法

網路假訊息的傳播和影響，並保護歐洲價值觀

國)、較為彈性的共同監管策略 (歐盟、比利時

和民主制度。以防治假訊息的傳播而言，歐盟

和丹麥)以及最消極的監管(義大利和西班牙)，

的監管措施堪稱世界典範，「社群媒體平台

其監管策略如表2。

達成監管協議」和「成立高級專家小組以隨

圖2

歐盟假訊息的監管程度分類圖
資料來源：EPRS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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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歐盟防治假訊息的監管策略
法規監管

法國

因法國總統馬克宏在選舉期間飽受假訊息的影響，並鑑於現行法律無法有效與及時
因應社群媒體和數位平台製造和擴散假新聞的破壞力，在2018年底通過《反資訊操
縱法》及《反假訊息法》以強化相關法律，授予法國廣播管理局權力來阻止外國的
假訊息散布。

德國

因移民和極右團體的問題，德國政府在2015年底與社群媒體業者達成協議，但成效
不彰，故於2018年施行《社群網絡強制法》監控和刪除社群平台內容，若明顯違反
法律和危害國家等文章，需在24小時內刪除。

英國

英國早期採取社群平台自我監管，但成效不彰，尤其在脫歐公投和選舉期間遭受許
多來自社群平台假帳號散布假訊息攻擊。故英國政府於2019年宣示自我監管的時代
結束，並頒布《網路安全法》，成立全球首家專門負責社交媒體公司的獨立監管機
構。
共同監管

比利時

考量法規監管過於嚴格，比利時政府與公民、學者、媒體代表和非政府組織間交叉
對話，共同協力解決假訊息散布，並啟動公民諮詢平台以收集公民意見。

歐盟

歐盟委員會認為防治假訊息需要國際性協作和提高公民媒體素養，因此啟動包含公
民、社群媒體、記者和學者等多方利益的團體，提出共同打擊假訊息的自律行為準
則和倡議，並成立假訊息的獨立事實查核機構與線上查核平台。

丹麥

丹麥國防部情報局指出”俄羅斯的假訊息運動”正在滲透丹麥的民主和選舉。故打
擊假訊息的活動主要由政府組成團隊，聯合外交部加強假訊息的監控，同時發起與
媒體平台的對話，找出可能受國外影響議會選舉的攻擊模式。
自我監管/無監管

義大利

義大利網路普及率在歐盟中偏低，電視仍然是民眾獲取新聞的主要來源。儘管議會
嘗試提出禁止假新聞和仇恨言論傳播的法案，但國會並未通過。目前政府只督促網
路平台自律，並透過郵政警察檢查網路不實言論，民眾亦可通報政府。

西班牙

2018年3月，西班牙眾議院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提案，要求政府採取行動打擊假訊
息，但此提議被左翼聯盟投票否決。2019年4月大選之前，西班牙政府成立專注偵搜
假訊息團隊，但目前未明確規劃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EPRS (2019a); Funke & Daniela (2018); GOV.UK(2019).

四、結論
全；而若只採行法規監管，雖然可以透過法規
本文係從監管角度觀察歐盟各國防治假訊息的

來約束社群媒體，讓媒體擔負起審查假訊息的

策略。智慧監管的採用應在言論自由和監管有

社會責任，阻止假訊息的散布以創造一個可信

效性之間取得平衡，並藉由公民和第三方監管

的平台；但如針對訊息約束，將會賦予監管者

措施來補足只採取單一自我監管或法規監管的

權力來加強審查制度，可能會限制言論自由，

不足之處。智慧監管的選項0和選項5幾乎不

此情況可能會用來實施在反對黨的言論中。因

太可能單獨存在，若完全無監管的情況下，假

此採取第三方的共同監管制度，是目前較為平

新聞會消耗許多社會成本，甚至危及國家安

衡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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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國家的防治假訊息智慧監管策略來看，
部分採取共同監管的國家較重視言論自由與公
民參與。而目前大多數國家除了採取多重選項
搭配，要求媒體平台自律，也致力培養公民的
媒體素養，例如從學校教育提升媒體素養的能
力，提升公民主動偵測與辨別假訊息意識，同
時也鼓勵媒體業者共同提出打擊假新聞的倡議

EPRS (2019b). Regulating disinform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uropean Parliamentar y Research Ser vice. Retrieved from http://
w w w. e u ro pa r l . e u ro pa . e u / Re g D a t a / e t u d e s /
STUD/2019/624279/EPRS_STU(2019)624279_
EN.pdf
Funke, D. & Daniela F. (2018). A guide to anti-misinformation actions around the world. Poy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ynter.org/ifcn/an-

等措施，最後再配合政府的資訊治理來達成有

ti-misinformation-actions/

效的防治。

GOV.UK (2019). Online Harms White 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

雖然台灣在防治假訊息的作法上，已於2018

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93360/Online_Harms_White_Pa-

年參考國外事實查核機制，成立獨立於政府的

per.pdf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但僅依靠被動式的第三方

Gunningham, N, Grabosky, P & Sinclair, D. (1998).

查核機制仍不足，仍需搭配讀者主動進行判
斷，因此台灣在假訊息的監管政策應強化在培
養公民素養與媒體素養，在訊息傳播前，有辨
識與查證內容真偽的能力，同時社群平台業者
也應多借助科技工具或第三方事實查核機構來
辨別、過濾假訊息，幫助數位公民把關，創造
真實、可信任的數位時代。

Smart regulation: Design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nningham, N. & Sincalir, D. (2017). Smart regulation. In book: Regulatory Theory: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Drahos, P. (Ed.). ANU Press. 133148.
UNHRC (2018)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platform content regulation.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2018 report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s://freedex.org/a-human-rights-approach-to-platform-content-r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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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評析

我國新興感染症研究政策規劃與階
段成果
曾雅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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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科技部因應各樣的傳染病，積極推動相關研究計畫，至今已長期培養了數個感染症研究
團隊，連續 13 年來已有初步成果展現。防疫視同作戰，國家應繼續支持感染症研究計畫，
以延續研究量能，解決臨床上切要的問題。

中文關鍵字：新興感染症 / 新型流感 / 肺結核 / 登革熱 / 腸病毒 / 禽流感及人類流感
英文關鍵字：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 Tuberculosis / Dengue Fever /
Enterovirus / Avian Influenza and Human Influenza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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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但已出現附近其他地區之新興感染症，為主

一、前言

題徵求計畫。像是近年來南部地區大規模登革
熱的流行，在台灣所看到的重症出血性登革

公共衛生全球化的時代，科技與經濟的互相依

熱，主要為單一血清型病毒的初次感染。但是

賴及交通的便捷，不但縮短了國際性互動的距

在登革熱高度流行的疫區，例如東南亞的泰

離，同時也提供新型傳染疾病跨國快速蔓延的

國，交叉感染不同血清型的登革病毒卻是造

管道，更對人類生活與生存產生嚴峻的挑戰。

成其出血性登革熱重症的主要因素(Halstead

臺灣位於東亞、太平洋區域，不但和盛行熱帶

SB., 2014)。而南部引起出血性登革熱的重症

傳染病的東南亞各國相毗鄰，更與人口眾多的

風險因子如糖尿病患者及年長者，其造成的原

中國有密切的民間往來，在自然生態方面又

因並不清楚，故對登革熱研究也愈重要。另

是候鳥季節性遷移的必經之地，增添了傳染

外，腸病毒71型造成的疫情，每年仍有併發

疾病迅速爆發的風險，因此，政府建構防疫

重症病例(林惠琴，2019)，造成自主神經系統

檢驗及管控疫情極為重要。例如2003年3月台

癱瘓、腦膜炎、肌肉損傷有類似小兒麻痺的肌

灣爆發新發現的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肉癱瘓症狀與神經性肺水腫(Ho M., 2000)。

至7月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台灣自SARS感染區

為對抗各種新浮現傳染病的挑戰與威脅，科技

除名，短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全國共有674個

部2010年至2014年推動補助「台灣重要新興

病例，造成84人死亡，其中有11人是殉職的

感染症研究計畫」，2015年起延續「台灣重

醫護人員，並有17萬人接受居家隔離等防疫

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第二期，將至2019

紀錄。學者保守估計，SARS對整體經濟影響

年底結束，目前未來新的規劃，尚未公布。

達數百億元，光社會消費就減少233億元，

2006年至2009年徵求主題以流感為主，後兩

財產損失162億元(李樹人，2018)。在SARS

期的徵求主題擴大，研究領域涵蓋6個主要議

疫災後，禽流感(H5N1、H7N9等)(衛福部，

題，人畜共通感染症、動物流感及人類新興流

2014；許玉龍、黃高彬，2015)、中東呼吸症

感、肺結核、登革熱、腸病毒及腸病毒重症及

候群 (MERS-CoV)、伊波拉(Ebola)、登革熱

預留未知新興感染症之研究。

及茲卡(Zika)病毒接踵而至，對人類健康及生
命安全造成威脅，屢屢引起全球恐慌。

三、配合新南向政策

二、科技部因應傳染病的政策
規劃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徵求的主題，較
一般公衛學門所徵求的主題更聚焦並具有任務
導向，能因應當前所面臨的疾病威脅也配合國

科技部因應流感疫情的爆發，於2006年至

家政策的推動，此專案配合新南向政策，優先

2009年積極推動「禽流感及新型流感專案研

補助與南向國家合作研究計畫，鼓勵台灣學者

究計畫」，又因全球暖化的氣候變遷及交通的

到南向國家進行學術交流，不僅研究資源共享

往來頻仍，使得部分新興的疾病得以傳入而流

與互補，也可以與該國建立實質的夥伴關係。

行。積極推動以台灣國土保安為考量之「新興

例如：一研究團隊到新加坡共同開發屈公病毒

感染症」研究非常重要，針對國內已有疫情之

藥物篩選系統，因台灣地區之屈公病皆為境外

感染症，或具流行的威脅性，及尚未發生於台

移入病例，而新加坡有WHO認證的病媒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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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關載體研究室，可收集其鄰近國家如印

篇國際期刊論文，包含17篇期刊影響係數大

尼與馬來西亞之屈公病人的血清檢體，合作將

於5，4篇大於10，以及15件獲得專利，8件專

對實驗室開發之重組桿狀病毒取代屈公病毒檢

利申請中，並12項技術轉移。發表的期刊、

驗試劑的推廣會有幫助，成果將互利兩國。另

專利數目與品質皆隨著計畫持續補助而有加乘

一成大研究團隊與泰國合作，找到的單株抗

的效果，提昇我國於感染症研究的國際形象及

體，能夠有效的抑制登革病毒感染小鼠。

地位。

2003年SARS肆虐之時，台灣研究流感的團隊

有數個團隊於第一期建立，持續研究至今，除

屈指可數，2006年起經過三個感染症專案計

了有大量國際期刊發表，並且專利佈局全球，

畫推動後，已建立起至少48個實驗室團隊，

以成功大學登革抗體研究團隊為例，2010年

厚植台灣在傳染病之研究實力與防疫能量，當

建立團隊，致力於探討登革病毒致病機制與治

面臨疾病威脅時，也可以能增進疫情可能發

療策略，發展出優化的登革病毒疫苗及登革熱

生時之應變能力，例如：2013年境外移入的

抗體藥物，目前此抗體進入臨床前開發階段，

H7N9案例，因著2009年成立之流感團隊的快

於生技醫藥產業推動中心輔導，與產業界洽談

速分析確診，成為成功防疫的基石。

開發中。另一跨六校的團隊，主要研究流感病

四、持續推動累積研究成果量
能

毒的複製、病理機轉及病毒造成的免疫反應，
多面向的研究，在抗病毒藥劑研發有多項具體
產出及技術轉移。又結核病團隊所研發鑑定及
檢測結核桿菌抗藥性晶片，獲得一項專利兩項

「禽流感及新型流感專案研究計畫」推動時，

技轉。

當時台灣研究流感的團隊並不多，科技部以
主動規劃及公開徵求的方式，長期耕耘建立

在腸病毒方面，有多個團隊都建立了不同模式

團隊，並與疾管署(當時疾管局)及農委會形成

的基因轉殖鼠，其中SCARB2基因轉殖鼠為全

良好的跨部會聯結，以當前防疫所需之研究為

球實驗室第一建立的模式，可以感染自然界中

徵求計畫主題，達到最佳的研究成果及應用

的克沙奇病毒A16型和腸病毒71型，並會出現

效益，以因應隨時有可能爆發疫情。2006年

類似在人類幼兒感染後的病症，以此型感染的

至2009年共補助30件計畫(計入子計畫數共77

轉殖鼠進行不同基因型病毒及病理反應機制研

件)，有20篇國際期刊論文，包含7篇期刊影

究，可供疫苗及藥物效用的測試，並已利用此

響係數大於5，1篇大於10，並有兩件獲得專

模型的轉殖鼠找到非結構蛋白3D可以作為後

利，一項技術轉移。

續多價型腸病毒疫苗候選。諸多的研究成果已
具雛型開始萌芽，仰賴計畫持續地推動才能累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第一期計畫

積研究量能、開花結果。

總共補助件23計畫(計入子計畫數共59件)，有
97篇國際期刊論文，包含22篇期刊影響係數
大於5，1篇大於10，以及5件獲得專利，2項
技術轉移，第二期計畫總共補助件30計畫(計
入子計畫數共57件)，至2019年9月已發表140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2020 NO.10 | 17

回目錄

表1

計畫成果產出

計畫名稱

國際期刊

專利

產學合作

禽流感及新型流感
專案研究計畫(2006-2009年)

20

2

1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症
研究計畫第一期(2010-2014年)

97

5

2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症
研究計畫第二期*(2015年-2019年)

140

15

12

合計

257

22

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第二期目前還在進行中，本表統計至 2019 年 9 月。

五、結論與建議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是為因應感

脅性的傳染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腸病毒為

染症之發生而開設的專案計畫，不但攸關國人

例：2014及2016年美加及歐洲爆發急性無力

的健康福祉，更可以為全球人類帶來貢獻；然

脊髓炎的流行，造成終生肢體殘障，已證實

而，此專案的執行期程卻僅有4-5年，而且預

與腸病毒D68型疫情有關(Messacar K et al.,

算編列並沒有比一般學門計畫來的穩定及充

2018)，近年台灣D68型患者增多，對此方面

裕。如圖1所示，每一期專案的頭三年經費雖

的基礎研究還不夠多。且今年新生兒病例較

然相對充裕，但是當2014年專案結束時，便

多，症狀表現與較年長孩童不同，重症比例及

無法再接續徵求執行，甚至第二期經費更有明

死亡率都高，須從基礎醫學研究加強，以解決

顯減少的現象。持平而論，以專案計畫形式來

當前國內臨床的切要問題，而非僅僅是短期的

推動感染症研究一直有經費來源不穩定的問

專案期限，而無法有較長遠及深耕性的研發。

題，縱然科技部仍持續支持，但在有限的經費
分配下也僅能維持最低的研究量能。基於此，
本文認為針對感染症的研究投入，在與衛福部
疾管署及農業委員會資源不重疊與不浪費的
原則下，建議科技部應提供更穩定且充裕的
經費支持，除了增加投入感染症的研究基礎
(infrastructure及know-how)之外，同時要
讓研究人員有足夠的資源針對較為重要且具威

18 我國新興感染症研究政策規劃與階段成果

回目錄

10
9
8

千萬元

7
6
5
4
3
2
1
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度(西元)
圖1

專案各年度研究計畫補助經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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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為縮短城鄉發展差距，減緩地方人口外流現象，我國積極活化區域資源，促進地方經濟
發展，致力實現「均衡台灣」的目標。本文以智慧農業為例，嘗試運用盒內思考法，解
決農業發展問題，提高科技施政效益。

中文關鍵字：地方創生 / 城鄉差距 / 智慧農業 / 盒內思考法
英文關鍵字：Place Making / Urban-rural Gap /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 Inside-the-Box Approach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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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力支援

一、前言

成立地方創生學院，推動實習制度，設立各領
域具在地性的傳道師及守門人的職務，協助培

為兼顧社會、經濟與環境等多元面向的永

育在地人才。

續發展，世界各國的國家發展政策，紛紛
呼應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三) 財務支援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提高社會包

政府提供地方補助款外，企業也能依照「故鄉

容性、增進區域均衡發展與打造永續發展環

納稅制度」，捐款給地方政府，共同促進在地

境。「地方創生」的概念源於日本，首相安倍

發展，同時還能抵稅。

晉三為改善人口減少、城鄉發展差距等問題，
在2014年提出「激勵地方小經濟圈再生」政

我國與日本的處境相似，同樣面臨少子化、

策，並通過《地方創生法》，推動為期五年的

高齡化與都市化的問題，如圖1所示，根據國

「地方創生戰略」，提供情報、人力與財政等

家發展委員會(2018a)的報告，預估2065年的

三大支援(日本內閣府，2014)，簡介如下：

人口將銳減至1,735萬人，且每10人中，就有
4名為65歲以上的高齡者。另外，檢視內政部

(一) 情報支援

(2019)的人口統計資料，截至2019年8月為

整合公私資源，彙整各地的人口分布、經濟環

止，全國有近七成的人口集中在六都，顯示都

境、產業結構、勞動力與醫療社福等資訊，建

市的磁吸效應加劇，地方人口快速外移，造成

置「地域經濟分析系統」(Regional Economy

勞動力斷層，拉大城鄉發展差距。爰此，為活

Society Analyzing System, RESAS)，挖掘地

絡區域經濟，提升勞動生產力，有效運用科

方問題，規劃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案。

技，推動具臺灣特色的地方創生政策刻不容
緩。

圖1 我國人口問題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8A)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年至2065年)；內政部(2019)，人口統計資料；本
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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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法規調適

二、我國的地方創生政策

提供企業認養地方創生事業的稅賦優惠、放寬
農地使用範圍、簡化既有土地或設施的作業程

行政院以日本經驗為借鏡，在2018年成立

序等。

「地方創生會報」，並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
略計畫」，宣示2019年為地方創生元年，將

在科技導入部分，科技部除了建構民生公共物

透過法規調適及五大戰略，發展具地方特色的

聯網外，還能透過「AI科研戰略」，依照不同

經濟活動，減緩都市化現象，實現「均衡台

行業需求，和相關部會共同規劃及推動重點計

灣」的施政目標，相關策略簡述如後(國家發

畫(科技部，2017)，例如：考量地方勞動人口

展委員會，2018b)：

有限，農民高齡化加劇，亟需導入科技的輔
助，提升勞動生產力，科技部和農業委員會合

(一) 企業投資故鄉

作推動智慧農業；其他計畫還有和文化部、經

政府提供誘因，鼓勵企業回饋社會，提供技

濟部共同推動的跨虛實科技人文計算平台，以

術、經驗與資金等資源，協助地方事業的發

及與經濟部規劃推動的AI 101計畫等。

展。

三、盒內思考法

(二) 科技導入
應用人工智慧、物聯網與區塊鏈等新興科技，

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係指組織導入

協助地方產業智慧化，並強化生活機能，提升

外部資源，發展創新技術及產品，提高市場占

生活品質。

有率(Chesbrough, 2003)。此概念已被廣泛
用來推動國家政策，例如歐盟新一期的「地平

(三)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線歐洲」(Horizon Europe)，將開放式創新

提供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建置台灣地方經濟

列為三大支柱之一(European Commission,

社會分析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Society

2018)；日本推動的「官民研究開發投資擴

Analysis System, TESAS)、成立地方創生服

大計畫」(Public/Private R&D Investment

務隊等。

Strategic Expansion Program, PRISM)，鼓
勵政府、企業及學研單位的合作，提供多元

(四) 社會參與創生

資金取得管道，加速科技創新(日本內閣府，

整合產官學研的資源，挖掘在地特色，發展地

2017)。相較於開放式創新借重外部資源，盒

方創生願景，共同推動相關工作。

內思考法(Inside-the-Box Approach)則強調
在既有資源限制的條件下，以系統性創新思維

(五) 品牌建立

(Systematic Inventive Thinking)，發展可行

建立地方特色的品牌形象，擴展多元行銷通

性高的解決方案，兩個創新方法的比較如表1

路，促進在地產業發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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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方法

創新方法的比較

優點

缺點

開放式創新






縮短創新研發周期
強化對外合作關係
提高創新成功機會
降低創新風險成本






組織文化必須轉變
不易控管創新過程
知識產權容易流失
創新成果歸屬不易

盒內思考






減少創新研發成本
善加運用有限資源
強化內部合作關係
提升員工創新能力






員工思維必須轉變
必須獲得上級支持
部門藩籬不易打破
成果取決員工創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盒內思考法係從上百個研發專案中，歸納出五

如圖2所示，分別介紹如後。

個創新原則(Boyd and Goldenberg, 2014)，

圖2 盒內思考法的五個創新原則
資料來源：Boyd and Goldenberg(2014)；本研究整理。

(一) 簡化(Subtraction)

(二) 分割(Division)

移除產品／服務的多餘功能，建立差異化優

將產品／服務分割成彼此獨立的功能，依照顧

勢，例如：Apple移除iPhone的通話功能，成

客需求而重新組合，例如：可調式啞鈴的重

為專門播放影音及玩遊戲的iPod；廉價航空

量，可依個人的訓練強度調整鈴片；家電用品

減少機上服務的成本，回饋在旅客的機票價格

除了機身上的設定功能，還能獨立出可遠端使

上。

用的搖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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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乘(Multiplication)

源有限的組織，用來發展產品／服務之創新功

強化產品／服務的既有功能，創造新用途，例

能，但甚少應用於策略規劃的問題上。

如：將膠帶的黏性成份重覆，變成雙面膠；電
腦除能手動備份資料外，還能自動備份相同資

四、範例：智慧農業

料至網路硬碟中。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四) 任務統合(Task Unification)

WEF)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指出，前五

整合不同的屬性到產品／服務上，達到一物多

個高可能性的風險就有三個與自然環境有關

用的效果，例如：眼鏡有上下兩個不同焦距的

(WEF, 2019)，對於農業的影響程度遠大於其

鏡片，可讓同時有近視及老花的人使用；乳液

他產業。另外，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主力

含有不同成份，可同時有保溼及防曬的功用。

農家經營概況調查」，經常從農的主力農家
(全年從事農牧業工作日數在90日以上且年收

(五) 屬性相依(Attribute Dependency)

入20萬元以上，戶內有65歲以下從農者)不到

建立產品／服務之不同功能的關聯性，產生新

11萬人，平均年齡近六旬，44歲以下的從農

應用價值，例如：增加感測材料到杯子上，讓

者僅占整體約11.8%(行政院，2014)，顯示我

杯子可以隨著水溫變換顏色；在汽車上裝設感

國農業面臨人口老化、勞動力斷層的危機加

應晶片，環境亮度不足時會自動開啟車頭燈。

劇。爰此，科技部積極透過跨域交流合作，活
絡科研創新能量，應用智慧科技解決農業發

綜合上述，開放式創新強調組織必須有效整合

展問題，加速農業智慧化與高值化(科技部，

內外部資源，而盒內思考法則適合時間與資

2018)。本文嘗試運用盒內思考法，提出可能
的解決途徑，如圖3所示，詳細說明如後。

圖3 農業面臨問題與解決途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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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極端天氣頻傳

增加一鍵徵才或尋才功能。以及可運用加乘的

農牧業涵蓋稻作、果樹、蔬菜與花卉等栽培

概念，增加自動媒合的功能，即系統會自動推

業，以及家畜、家禽等飼育業，受到不同季

薦適合的人選給使用者，由傳統單向的訊息公

節及天氣的影響程度不盡相同，可運用分割

告，轉成雙向連結，提高媒合率。另外，考量

概念，先以經營家數較多的果樹栽培業為示

不同種類之農作物在各季節的勞動需求不同，

範對象，研發能抵禦極端天氣的品種，發展

透過人力資源平臺的大數據分析，可提供人力

創新育種技術，並協助農民建置田間感測系

調度的建議給農場僱主，並應用任務統合的概

統。再以簡化概念，打造客製化的應用程式

念，在平臺上增加農機、無人機的需求及租借

(Application, App)，留下農民最常用的功

訊息，以節省人力與加速自動化，同時提高設

能，以及運用屬性相依概念，將App與天氣資

備使用效益。

料庫做連結，隨時掌握在地的田間及天氣資
訊，若偵測到異常狀況，會透過手機發送訊

五、結語

息，及時提醒農民。或加入任務統合概念，與
在地里長合作，廣播區域性的天氣消息，讓農

科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量許多因素，包括社

民可快速作出因應措施。

會需求、民眾期待、科技演進、國際趨勢與資
源分配等，本文聚焦地方創生課題，嘗試運用

(二) 農村高齡化

盒內思考法，導入智慧科技解決農業發展問

我國積極推動青年返鄉政策，涵蓋人才培育、

題，期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未來各部會在

資金補助、空間租借及科技應用等，可運用加

規劃科技發展政策時，除運用開放式創新推動

乘概念，增設虛實交流場域，讓在地業者與民

公私協力外，亦可考慮運用盒內思考法，在既

眾可隨時交換意見，推動需求導向的科技應用

定的資源框架內，以創新思考法則發展解決方

服務，鼓勵青年到農村創業來解決地方問題或

案，以回應社會需求，解決民眾關注的問題，

發揚在地特色。亦可運用分割概念，設置農村

提高科技施政效益。

示範場域，鼓勵企業投入資源，完善智慧基礎
建設、提高生活機能及交通運輸網絡，打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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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城鄉差距？非六都與六都在民
眾關注社會課題的偏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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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藉由民眾關注之社會課題調查，可第一手取得國內民眾對於各項社會課題的關注可能傾
向。由於當前社會課題的廣度及複雜程度高，科政中心議題開發團隊建構了國內社會課
題結構，囊括了 334 個課題選項，並於 2018 年 10 月間啟動了社會課題調查，一窺國
內民眾關注的社會課題全貌。本文以該調查結果資訊作為基礎，希冀透過六都與非六都
民眾關注之社會課題比較，來呈現非六都縣市民眾可能相對較為關注之偏好課題。

中文關鍵字：社會課題 / 城鄉差距 / 城鄉差異
英文關鍵字：Social Issue / Urban-rural Gap / Urban-rural Difference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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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非六都民眾相對關注之偏
好課題傾向

我國在縣市升格直轄市(六都)後1，加速推升人

將受訪民眾樣本分為六都與非六都民眾進行分

口向都市化集中的趨勢，整體而言，全台七成

析，主要以課題相對得票率並輔以經標準化轉

人口擠入三成的土地，並占了超過七成的國家

換的關注度指數做觀察 4，篩選出非六都民眾

稅收，伴隨著人口的高度集中化，同時也擴大

相對六都民眾偏好程度相對為高的社會課題

了城鄉發展的差距。在這些城鄉差距中，尤其

(表1)。在此，差異課題的篩選條件為滿足群

是對區域貧富差距的擔憂，以及六都對周圍鄰

體相對的關注度差距大於0.3、相對得票率差

近縣市的人口磁吸現象。而除了明顯反映在人

距大於0.5%，且課題要有一定關注度，即得

口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外，非六都區域是否

票率大於平均得票率。歸類非六都民眾在課題

尚有其他較為隱性的差異？

傾向上的差異，主要歸結出幾個論點：

本文以科政中心於2018年10月至11月間進行

(一) 擔憂地層下陷可能衍生的災害威脅

的「我國百大社會課題調查研究」資料為基
礎，該調查的對象為我國20歲以上民眾，總
2

我國西南沿海地區西部沿海地區地層因超抽地

計有效樣本20,048份 。藉由對於六都與非六

下水而形成地層下陷，據統計，彰化、雲林、

都民眾在關注課題傾向的觀察，來發掘非六都

嘉義、屏東等縣市為全台地層下陷危險區(陳

民眾相對關注的特定課題範疇。然在研究限制

怡君，2016)。而由於近年極端氣候越來越明

上，由於是以問卷調查的334個課題來辨識潛

顯，其中極端降雨(含颱風、豪大雨)的發生頻

3

在偏好 ，這會受限於課題囊括的廣度，而目

率也越來越高，如地層下陷這類基礎環境基盤

前課題項目的蒐羅仍有持續精進的空間，這是

的弱化，導致當面對颱風、強降雨等豪雨類型

本文的研究限制。

的氣候災害時，其承受能耐相對更為不足，例
如豪大雨帶來的暴潮將加劇海水倒灌的風險，
能觀察到非六都民眾對於「海水倒灌」此課題
相對六都民眾而言更為關注。

1

六都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2

我國百大社會課題調查是採配額抽樣法，根據 108 年 5 月底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依照性別、年齡、
居住縣市等條件進行配置。全台 22 縣市樣本皆各依其比例，其中六都涵蓋樣本數為 13,855 份，約
占 69.1%。問卷發放採網路調查，自母體樣本庫中篩選符合受訪條件之樣本發送調查邀請，至於高齡
問卷不足額部分則採 CLT 定點面訪調查 (Central Location Test，CLT)。

3

調查設計採結構式問卷，最後階段是以複選投票方式票選出關注課題，每人計有 15 票。

4

由於本次參與票選的課題數計有 334 題，在每人 15 票前提下，平均得票率為 4.49%，此得票率不易
直接理解，故將得票率進一步標準化。關於「關注度指數」的標準化程序，是以課題平均得票率為基
礎，進行標準化的轉換，使之為一平均數值為 5，範圍介於 1 ～ 10 分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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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缺水問題更為有感

(四) 擔憂城鄉失衡問題更甚

同樣地，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下，降雨型態

非六都民眾對於「家庭少子女化」的關注程度

發生變化，降雨分布不均狀況會愈來愈嚴重，

也相較六都為高。從最新縣市出生率數值來

旱澇極度不均，極端降雨的狀況增加了缺水的

看，扣除生育補助相對較高的離島縣市、彰

可能性。據經濟部長期水資源計畫評估，民

化縣及新竹縣(市)外，非六都其餘10個縣市的

國120年全台將有新竹、苗栗、台中、嘉義、

2018年出生率均低於全國總平均(7.7‰) (黃

台南、高雄及屏東等縣市面臨缺水問題(黃雅

天如，2019)，出生率最低的末四名分別為雲

娟，2018)。每每遇有缺水問題，政府往往先

林縣、基隆市、屏東縣、嘉義縣，出生率更低

以預防性的農地休耕因應，但長期休耕政策並

於6‰。而少子化可能衝擊家庭制度、社福與

不利農業的發展，應推廣節水生產、轉作、旱

醫療照護系統，甚而影響勞動市場與經濟體

作等各項調整利用措施，適當分配農業用水，

系。其實除了出生率低的問題之外，這些縣市

才能發揮最大效益。從資料面來看，非六都縣

也多為老化縣市，且隨著都市化的緣故，青壯

市相對六都更為關注「農業休耕」及「乾旱」

人口外流至都會地區，產生城鄉人口失衡問

課題。長時間的乾旱將危害動植物與人類生命

題，尤其在六都之後，人口往六都遷移的狀況

並直接衝擊各級產業用水，除了影響民生用水

更明顯，城鄉失衡問題更可能對社會福利、教

之外，農地因限水而產生農地休耕的狀況恐將

育及經濟體系皆產生重大挑戰。

更為頻繁，使得如彰化、雲嘉屏等皆為農業縣
市，因此對於課題的關注度更高。

(五) 對就業環境的改善更為殷切
從本次調查的課題中，也辨識出對就業環境的

(三) 面對愈趨複雜化的農業相關課題

需求，如「中高齡者、高齡者就業」與「婦女

在非六都關注度相對六都為高的課題中，可觀

就業」課題。其中的中高齡就業部分，需促進

察到從不同面向都可能有與農業生產相關的課

中高齡者、高齡者的再就業，並建構友善的就

題，這可能顯示出其所面對的農業課題日漸複

業環境，以維持我國勞動力；婦女就業部分，

雜化。如氣候災害下的「乾旱」問題，將直接

則是協助婦女的職涯規劃與促進女性就業，以

衝擊各級產業用水，而在目前「工業重於農

落實性別工作平等。進一步以人口資料來看，

業」的政策下，將因競爭用水進而衍生出「農

我國已步入高齡社會，而非六都在老齡化的趨

地休耕」的問題，這與農業資源有關。在糧食

勢甚至高於六都，以各縣市老年人口占縣市總

供需的面向，也可能因天災產生產銷失衡狀

人口比率，老人占比最高的前三大縣市，分別

態，或者由於農作耕種資訊不夠透明公開，市

為嘉義縣(占18.61%)、雲林縣(占17.69%)及

場上常發生農民搶種或減種，導致產量不符合

南投縣(占16.70%)，略能推測非六都在中高齡

市場需求而導致「生產過剩或歉收」的問題。

就業的潛在需求。再者，以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再者，盤商與農民也存在不對等關係，如盤商

而言，非六都的平均的確也明顯的低於六都平

擁有挑貨權、議價權、訂價權、不收購權，而

均，六都的女性勞參率都超過5成以上，然非

農民為了把握農作物的最佳銷售期，只能接受

六都縣市中，包括基隆市、苗栗縣、彰化縣、

盤商的條件，導致農民被盤商層層剝削的情形

雲林縣、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均

持續存在，而有「農產經營與銷售」問題。

在5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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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非六都相對六都的偏好課題
非六都

課題名稱

課題
關鍵字

大分類

小分類

沿海地區地層若因地下水超抽形
成下陷，颱風暴潮恐加劇海水倒
灌的威脅

海水倒灌

災害

加強農作耕種資訊的透明公開，
減少農作生產過剩或欠收的情形

生產過剩
或歉收

糧食

促進中高齡者、高齡者的再就
業，並建構友善的就業環境，以
維持我國勞動力

六都

排名

關注
度指
數

排名

關注
度指
數

水災

82

5.4

162

4.8

市場供需

44

5.9

80

5.4

中高齡
者、高齡
者就業

勞動權益
就業機會
與薪資

10

7.1

18

6.6

協助婦女的職涯規劃與促進女性
就業，以落實性別工作平等

婦女就業

勞動權益
就業機會
與薪資

25

6.5

36

6.1

現代家庭因教養觀念落差產生衝
突，對成員形成壓力與焦慮

教養焦慮

教育

家庭教育

31

6.3

49

5.9

強化食品廣告的管理與監督，減
少民眾因廣告不實而受騙

食品廣告
管理

糧食

食品安全

22

6.5

31

6.2

少子化衝擊家庭制度、社福與醫
療照護系統，影響勞動市場與經
濟體系

家庭少
子化

人口

人口動態

59

5.6

86

5.3

推廣節水灌溉、轉作、旱作等節
水農業，降低缺水導致農地休耕
的頻率

農地休耕

資源

農業資源 119

5.1

172

4.8

強化農產品經營與銷售管道的多
元性，減少農民被剝削的情形

農產經營
與銷售

糧食

市場供需

67

5.5

96

5.2

長時間的乾旱將危害動植物與人
類生命並直接衝擊各級產業用水

乾旱

災害

氣候災害 123

5.0

175

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我國民眾關注社會課題調查所涵蓋的大分類共有 14 類，包括：環境、災害、資源、能源、糧食、
政治、國際政治與經貿、經濟與產業、勞動權益與薪資、教育、社會、人口、健康、城鄉建設；小分
類則有 79 類。相關資訊可參閱，國研院科政中心 (2019)，我國百大社會課題調查研究，參考網址：
https://payment.narlabs.org.tw/stpibooks/book/bookDetail?id=ff8080816c40a572016c4bca5
1ec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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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都民眾相對關注之偏好
課題傾向

宅變成投資工具而非滿足居住需求，造成租
屋、購屋費用提高，政府應有適當的管制房價
或制定管理辦法。而高額的房價讓一般平民百

本文也進一步篩選六都民眾相對關注程度較高

姓已不容易負擔，更何況是經濟或社會弱勢

的課題，相關課題相對較為分散(表2)，約有

者、青年、初就業者，因而有增建社會住宅以

以下課題整合性的觀察：

滿足不同階段民眾的需求。

(一) 對媒體素養等資訊品質期待較高

(三) 對於薪資與壓力等勞動權益相對敏感

六都民眾相對非六都民眾，在「新聞品質與倫

六都對於「薪資成長停滯」的關注度也相對非

理」及「網路媒體內容管理」的課題關注度

六都高，也許正由於薪資的漲幅追趕不上房價

相對為高。主要如對於國內媒體新聞內容的品

的上漲速度，而令六都民眾對此課題更有感。

質，如競相採用聳動標題，且國際性新聞不

而除了爭取「薪資成長」為其所關心的之外，

足，未經查證新聞內容之情形也時有耳聞，媒

同時，在解決「壓力過勞」這個課題也是相對

體自律與新聞倫理有待提升。再者，由於網路

關心。根據yes123求職網的調查，全國約有

社群媒體高度使用，網路內容的傳遞速度與影

38.6%是屬於離鄉背井工作的「外漂族」，其

響日益擴大，其內容真實性、非法資訊與中立

中又以台北市的離鄉勞工占比最高(58.7%)，

性等課題都需要策略性因應。

其次依序是桃園市(40.5%)、新北市(33.7%)、
台中市(30.3%)、台南市(29.1%)及高雄市

(二) 對於住宅供給的課題相對有感

(24.5%)。這些「外漂族」有6成曾有返鄉工
作的念頭，其主因包括：生活總開銷較少、親

在「房價抑制機制」與「社會住宅」等住宅供

情考量、生活環境適應、工作壓力較小等因素

給的課題關注偏好，六都也明顯高於六都地

(徐珍翔，2018)，其中的生活開銷與工作壓力

區。由於人口的都市化移動，也推升都會區的

約能呼應本文的結果。

住屋房價快速上漲，因此六都的住屋房價課題
相對嚴峻。同時，伴隨房價的高漲幅，使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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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六都相對非六都的偏好課題
六都

課題名稱

課題
關鍵字

大分類

小分類

新聞品質低劣充斥未經查證報
導，須強化媒體自律與責任。

新聞品質
與倫理

社會

社會大眾對於國家認同與國名問
題很在乎卻難有共識

國家認同

面對校園及網路霸凌問題日益嚴
重，須建立有效處理機制

非六都

排名

關注
度指
數

排名

關注
度指
數

媒體素養

13

6.8

43

5.9

政治

兩岸關係

57

5.7

111

5.1

校園與網
路霸凌

教育

國民教育

90

5.2

175

4.8

網路媒體充斥不實訊息，亟須落
實內容管理與消費者保護

網路媒體
內容管理

社會

媒體素養

34

6.1

50

5.7

適當地管制房價，降低民眾租屋
或購屋的負擔

房價抑
制機制

城鄉建設 住宅供給

46

6.0

60

5.6

提供出租住宅，滿足經濟或社會
弱勢者、青年、初就業者需要

社會住宅

城鄉建設 住宅供給

53

5.7

81

5.4

設法改善我國勞工長期薪資成長
停滯，解決工作貧窮問題

薪資成
長停滯

勞動權益
勞動條件
與薪資

40

6.0

51

5.7

在使用核能的同時，兼顧核能安
全至關重要，以降低風險並提高
民眾信心

核能安全

能源

核能

11

6.9

20

6.6

應解決社會形態與工作模式改
變，造成民眾長時處於過勞或壓
力的情況

壓力過勞

健康

心理健康

71

5.5

106

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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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六都的結果，如：在新聞品質與媒體自律、

四、結語

海水倒灌等課題，因此，後續如有更細的縣市
分類與觀察則將更為理想。

本文透過實際調查資料的分析，期能辨識出非
六都民眾相對六都民眾的偏好傾向。從分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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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婚育群體都關心些什麼？從百
大社會課題調查看婚育族群的社會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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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藉由民眾關注之社會課題調查，可第一手取得國內民眾對於各項社會課題的關注可能傾
向。由於當前社會課題的廣度及複雜程度高，科政中心議題開發團隊建構了國內社會課
題結構，囊括了 334 個課題選項，並於 2018 年 10 月間啟動了社會課題調查，一窺國
內民眾關注的社會課題全貌。本文以該調查結果資訊作為基礎，希冀透過婚育狀況的比
較分析，來了解實際婚育族群可能相對較為關注之偏好課題。

中文關鍵字：社會課題 / 社會需求 / 婚育族群
英文關鍵字：Social Issue / Marriage and Parenting / Single Parent Need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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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藉由本次的調查，可提供關於婚育族群的

一、前言

初步觀察，惟更細緻的現象觀察則有賴後續的
進階研究。本文是以該調查所囊括的334個課

國研院科政中心於2018年展開第一期的「我

題來辨識潛在偏好與差異 2，而調查課題項目

國民眾關注社會課題調查」，透過對整個世

的蒐羅仍有持續精進的空間，這是本文的研究

代、區域、性別與婚育狀況有初步的分析，本

限制。

文進一步針對婚育群體探究其相對關注需求。
由於國內鮮少針對婚育族群的研究，同時也缺

二、婚育族群樣本結構說明

少對單親群體(單身有子女)的討論，過去較為
相關的研究就屬衛生福利部在90年與99年分

關於樣本結構的組成，在受訪者婚姻狀況部

別進行過兩次的單親家庭狀況調查，該調查能

分，已婚者約占52.9%，單身者則占47.1%；

提供單親群體所面對的家庭概況，然而距離最

育兒狀況中為有子女者約占50.9%，無子女者

近的一次調查時間是在99年，資訊難免較為

則占49.1%。據此將受訪者依婚姻與育兒狀況

陳舊。本文是以科政中心於2018年10月25日

分為四種組成，各自比例可參見圖1所示，其

至11月19日進行的「我國民眾關注社會課題

中以已婚有子女的人數比重最高，約48%；單

1
調查」資料為基礎 ，該調查的對象為我國20

身有子女的人數最少，約2.9%，受訪人數為

歲以上民眾，總計有效問卷20,048份。由於調

573人。

查的個人資料欄位有詢問其婚姻與育兒狀況，

圖1 受訪者婚育狀況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

我國百大社會課題調查是採配額抽樣法，根據 107 年 8 月底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依照性別、年齡、
居住縣市等條件進行配置。問卷發放採網路調查，自母體樣本庫中篩選符合受訪條件之樣本發送調查
邀請，至於高齡問卷不足額部分則採 CLT 定點面訪調查 (Central Location Test，CLT)。

2

調查設計採結構式問卷，最終階段是以複選投票方式票選出關注課題，每人計有 15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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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育族群相對關注之課題
傾向

均相同，只有排名上略有差異。而單身的兩個
群體在前三大課題各有兩個是相同的，惟單身
有子女群體普遍關注的第三大課題為「氣溫異

整體受訪者與各婚育群體的前三大課題，整理

常造成農業損失與增加用電需求」，在整體是

如圖2。藉由本次調查的資料分析，顯示不同

第五名課題；單身無子女群體的第二大課題為

的婚育群體在排名居前的幾項課題是有共通性

「氣候變遷造成水資源短缺與品質下降」，在

的。尤其已婚群體的前三大課題與整體前三大

整體為第四名課題，基本上差異並不大。

圖２ 不同婚育群體關注之前三大課題
資料來源：國研院科政中心(2019)。
註：上述標註之個別關注度指數，分別可對應至不同群體的個別關注度3 。

3

由於本次參與票選的課題數計有 334 題，在每人 15 票前提下，平均得票率為 4.49%，此得票率不容
易直接理解，故將得票率進一步標準化。關於「關注度指數」的標準化程序，是以課題平均得票率為
基礎，進行標準化的轉換，使之為一平均數值為 5，範圍介於 1 ～ 10 分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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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育族群的個別關注課題

料、農藥殘留及不當食品添加等化學性污染，

若鎖定標的族群，探討其相對於非標的族群在

等物理性污染。其中生物性的污染會引發嘔吐

課題關注度的差異，將這些差距明顯較大的課

腹瀉，嚴重者更可能危及生命安全，這類食物

題定義為差異課題，如此將可觀察到不同婚育

中毒事件其實時有耳聞。以近幾個月的新聞

群體的相對關注差異。本文將婚育狀況分為四

來講，9月份發生了新北市三所學校的學生食

個群體來看，分別為已婚有子女、已婚無子

用營養午餐後疑似中毒，通報人數達207人；

女、單身有子女及單身無子女等四群，各群體

10月台南某高中也爆發食物中毒，116人腹瀉

4

之前五大差異課題 請參見表1。

以及雜質、食品吸附、吸收外來的放射性物質

嘔吐就醫；而12月台北市更發生日籍學生觀
光團疑似出現食物中毒症狀，人數也高達72

從整體分析來看，約可發現有子女的群體，包

人。這類集體食物中毒事件無法有效杜絕，使

含已婚有子女與單身有子女所關注的課題較貼

得育有小孩的父母格外擔憂孩子的在外飲食。

近與生活安全相關，其中已婚有子女群體相對
關注食品、再就業與育兒壓力問題；而單身有

而此群體有養育子女壓力，相對經濟負擔可能

子女群體則相對關注公共安全網相關議題，

較吃重，因此相對關注的課題也有中高齡就業

如經濟安全(弱勢者補助、再就業)與人身安全

問題，甚至是育兒壓力。知名親子網站曾初估

(家暴虐童)等。至於無子女的群體，關注的課

最基本的育兒費用(MamiBuy，2017)，如果

題面向則相對多元，就已婚無子女群體而言，

小孩從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至大學階段

由於沒有直接面臨育養下一代的壓力，因此課

都讀公立學校，不補習、不上安親班，且孩子

題自由度較大，其相對關注的課題較偏向是能

物慾不強的前提下，計算出的育兒費用就高達

源、刑責、司法類的公共性課題。至於單身無

228萬，這尚未包含懷孕時期的相關費用、尿

子女群體，可能由於年輕人比重較高，也尚未

布衣物、玩具禮品、醫藥保險等費用，足可見

面對育兒壓力，因而所關注的課題相對較偏向

若以成本概念來看養兒這件事真的不便宜。而

是價值型課題，例如新聞品質、網路訊息、核

育兒壓力除了來自經濟層面外，與小孩的相處

能安全、國家認同、性別認同等課題。

也是另一部分的壓力來源，據董氏基金會心理
衛生中心引用一份英國的調查，該調查顯示父

針對有子女的兩個群體做進一步討論，以已婚

母因孩子感到有壓力的次數每日至少有6次，

有子女群體而言，不難理解這個群體可能是因

每天感到焦慮的時間有近40分鐘，且需要有

為育有子女，使得對「食的安全」這類的課題

休息或自己的時間(林芷湲，2019)。而無論是

相對更關注。以食物中毒事件而言，食材的污

經濟面或精神面的壓力，都可能不利婚姻關係

染源有幾種，除了在生產加工過程中因不潔或

的維持。再者，經濟的壓力也可能讓這個群體

保存不當受到的污染，如細菌、病毒、寄生蟲

有較高的中高齡就業需求，而全職媽媽或爸爸

等生物性污染，其他還有如有害金屬、化學肥

若想重新步入職場時也會面對二度就業問題。

4

即標的群體 ( 如已婚有子女群體 ) 相對於非標的群體 ( 如非已婚有子女群體 ) 的關注度指數差距，依
差距大小排序之前五名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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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單身有子女群體而言，其相對有經濟安全

4成，從這些資訊約可瞭解其對「弱勢者社會

的需求，反映在課題上則有如弱勢者社會補

補助」的相對關注。再者，單親家庭中三代同

助、中高齡者再就業等課題，還有人身安全需

住者近半數，有高達99%需負扶養子女責任，

求，如家庭暴力問題，甚至是在回應受災區的

也約有3成有扶養照顧父母的責任，可理解其

生存需求此課題也呈現出相對的關注，這類的

上顧父母、下養子女的經濟壓力更甚於已婚有

課題更趨向是社會安全網的範疇。

子女群體，因而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再就
業環境建構」相對更為期待。該調查亦顯示出

若輔以衛福部的99年單親家庭狀況調查結

有5成的單親家庭對政府或民間團體可提供支

果，該調查顯示單親家庭普遍經濟狀況不佳，

持與協助之福利措施認知不足，並且有3成7

即使單親父或母多數都有工作，但收入偏低，

甚至表示「完全不知道」，由此可見，為落實

高達7成2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萬元以內，超

政府對單親家庭的照顧，必須重視社福措施的

過7成家庭入不敷出，而獲得政府補助者僅近

推廣力道與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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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整體
排名

關注度

3

8.47

64

婚育族群相對關注之社會課題
課題

已婚有子女

關鍵字

排名

關注度

應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生的微生物、農
污染或農藥殘留
藥殘留及放射性物質污染等中毒事件

2

9.30

5.54

加強農作耕種資訊的透明公開，減少農
生產過剩或欠收
作生產過剩或欠收的情形

35

6.09

9

7.35

強化對於開放特定進口食品的安全管
疑慮食品之進口
理，降低民眾的疑慮

7

7.77

16

6.76

促進中高齡者、高齡者的再就業，並建 中高齡者、高齡
構友善的就業環境，以維持我國勞動力 者就業

9

7.35

89

5.26

托育機構不足及托育費用等育兒壓力，
婚姻建立與維持
阻礙適婚人口建立與維持婚姻

55

5.61

整體
排名

關注度

90

5.25

130

課題

已婚有子女

關鍵字

排名

關注度

再生能源需有足夠的饋線容量，方能併
電網併聯整合
聯電網進行總體電力調度

41

5.95

4.99

修法加重刑責或引進鞭刑制度來嚇阻犯 維護社會安全的
罪，有無效果或侵害人權一直爭議不斷 司法

52

5.74

17

6.75

我國地狹人稠，尋求大規模綠電設置場
環境與場域條件
域不易，需兼顧能源發展與生態考量

9

7.29

67

5.50

司法人員掌握國家重要權力，應該接受 司法官監督與淘
嚴格監督，並且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
汰

38

5.98

198

4.65

加強人民參與司法的空間與國民司法教
人民參與
育，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95

5.23

整體
排名

關注度

31

6.24

2

課題

已婚有子女

關鍵字

排名

關注度

弱勢者社會補助機關過度追繳溢領，恐
弱勢者社會補助
危及受補助者所得安全

9

7.64

9.04

落實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等措施
資源回收利用
可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1

10.00

27

6.38

家庭暴力性侵問題須強化社會支持系統
家庭暴力與虐童
以解決家庭隱匿問題

13

7.24

41

6.03

為回應受災區的生存需求，災後宜連結
災後復原
公眾意識及參與以進行災區重建工作

16

6.94

16

6.76

促進中高齡者、高齡者的再就業，並建 中高齡者、高齡
構友善的就業環境，以維持我國勞動力 者就業

10

7.55

整體
排名

關注度

22

6.54

43

課題

已婚有子女

關鍵字

排名

關注度

新聞品質低劣充斥未經查證報導，須強
新聞品質與倫理
化媒體自律與責任。

8

8.09

6.01

網路媒體充斥不實訊息，亟須落實內容 網路媒體內容管
管理與消費者保護
理

15

7.04

12

6.79

在使用核能的同時，兼顧核能安全至關
核能安全
重要，以降低風險並提高民眾信心

10

7.50

66

5.52

社會大眾對於國家認同與國名問題很在
國家認同
乎卻難有共識

37

6.15

104

5.16

社會對於法定性別認定是否應考量性別
性別認同與人權
認同缺乏共識

54

5.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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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評析

厚植博士人才策略觀：「去去去，
去美國；來來來，回臺灣！」
林岱緯

助理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ppt.cc/frzetx ，Created by geralt
著作權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從學術界到產業界，科研人才都是支撐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如何厚植我國科研人才
就成為重要課題。而在全球化之下，國際間的人才流動日益頻繁，人才可以藉由跨國的
學術流動與就業流動，提升知識與技能，建立機會連結。因此，本文建議，在培育博士
人才的作法上，要鼓勵「去去去，去美國」學習，在延攬與留用方面，則要加強「來來來，
回臺灣」服務，俾利厚植我國科研人才基礎。

中文關鍵字：人才流動 / 博士級人才 / 跨國流動
英文關鍵字：Talent Mobility / Doctorate Holders / International Mobility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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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科研人
才危機？

三、去去去，去美國？

一波波的少子化浪潮，讓我國學齡人口逐年減

對於國家的科研競爭力來說，除了擴大博士人

少，而隨著時間遞延，高教體系也會面臨衝

才的培育，鼓勵學生到哪裡攻讀博士學位也很

擊。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校數及學生數」

重要。

的統計資料，我國107學年度的博士班學生人
數為2萬8,167人，連續八年呈現下滑趨勢。若

1932年的希克斯(John Hicks)針對人才流動的

再以學術領域別來區分，107學年度的科技領

現象，指出經濟條件的差異是流動的主因，個

域博士生有1萬6,667人，比起99學年度的2萬

人會為了追求更好的薪資待遇而變換職業、雇

3,261減少6,594人，減少幅度達28.3%。當培

主、居住地等(Kerr, et al., 2016)，正如同社會

育出的博士愈來愈少，代表能夠投入我國科研

學家所言，人才流動的最終目標就是追求社會

體系與產業界的創新及研發人才也愈來愈少，

階級的改變。我國早期有一句順口溜，「來來

如何維持國家競爭力就是嚴酷的考驗。

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似乎也應證
了這個學術論點。

二、為什麼要讀博士？

從各項調查資料上來看，美國確實是國際人才
為了維持國家競爭力，擴大培養博士人才似乎

流動的最大熱點，尤其是針對修習高等學位或

是各界共識，但在此之前，可能要先思考一

是專業領域的人，美國更是具有吸引力的目標

個問題，那就是學生為什麼選擇要或不要讀博

國家，除了美國採取開放的人才政策吸收來自

士？

各國的優秀學生，另外也是因為美國高等教育
體系處於世界領導地位，自然有足夠誘因吸

對於大多數的大學生或碩士生來說，繼續攻讀

引優秀人才前往逐夢(Douglass & Edelstein,

博士學位是一條前途未知的道路，因為不見得

2009)。另外，過去的研究也發現，除了外在

每一個學生都有機會完成取得學位，原因可能

的政策因素以外，整體經濟環境對於博士人才

是個人不適合學術路線或是家庭、經濟因素

選擇是否出國的影響最為明顯。美國的薪資待

等。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取得博士學

遇較高、研究設施較好、研發資金充裕、學術

位所需的時間長短，如果取得博士學位所需要

自由等因素，是許多優秀人才決定離開母國的

的時間愈長，學生繼續堅持完成博士學位的

主因(Roh, 2015)。

誘因就愈低。若從職業選擇理論(the theory
of occupational choice)的觀點來看，一個

瞭解前述的研究論點後，再來看看實際數據呈

人選擇要不要攻讀博士學位，考量的是終生

現的樣貌。我國民眾前往美國就學的狀況，

(lifetime)的成本效益(Eherenberg, 1992)。

可以從國際教育機構(IIE)以及美國國家科學基
金會(NSF)的調查資料來一窺究竟。IIE成立於
1919年，宗旨是推廣國際教育，針對美國境
內的外國籍學生與學者，逐年建立起調查資
料庫(Open Door)。根據IIE的調查，從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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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2017年，53年來我國赴美的留學人數呈

美就學的高峰期，從初期突破3萬人後，最多

現先盛後衰的趨勢，在二十世紀之前是逐年

曾經高達3萬7千多人，之後逐年減少，邁入

增加，在七零年代中期突破萬人，到了八零

二十一世紀後，我國留美學生人數跌破3萬人

年代超過2萬人，而之後的九零年代是國人赴

(參見圖1)。

圖1 我國歷年留美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IIE;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除了民間的IIE以外，美國官方的國家科學

從NSF-NCSES的資料來看，從2008年到

基金會(NSF)所屬的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

2017年，我國近十年赴美取得博士學位的人

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數有增有減，但近五年來則是持續減少。儘管

Engineering Statistics, NCSES)亦針對美國境

科學及工程領域與非科學及工程領域的留美博

內的博士人才進行追蹤調查。

士人數都在減少，但就讀科學及工程領域的留
美博士占全體留美博士的比例卻略微攀升，非
科學及工程領域的留美博士不僅人數減少，占
全體留美博士比例也在下降(參見圖2、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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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8年~2017年我國留美取得博士學位人數
資料來源：NSF-NCSES;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圖3

2008年~2017年我國留美科學及工程領域博士人數暨佔整體比例
資料來源：NSF-NCSES;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44 厚植博士人才策略觀：「去去去，去美國；來來來，回臺灣！」

回目錄

圖4

2008年~2017年我國留美非科學及工程領域博士人數暨佔整體比例
資料來源：NSF-NCSES;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再根據NSF-NCSES的另一份資料來細看我

人。在科學及工程領域中，工程領域有5,045

國留美科學及工程領域博士所屬的學科/系結

人，科學領域有7,956人。再進一步向下將科

構。從1995年至2015年，我國留美博士共有

學領域區分出9個學科/系類別，人數最多的是

1萬6,619人，其中科學及工程領域的人數有1

生物科學，人數最少的是地球、大氣、與海洋

萬3,001人，非科學及工程領域的人數有3,618

科學(參見圖5)。

圖5 1995年~2015年我國各科學領域留美博士人數
資料來源：NSF-NCSES;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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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的美國民間IIE以及官方NSF的兩份資料

的延攬與留用則要強化「來來來，回臺灣」服

都顯示，早年國人所持的「去去去，去美國」

務。

的觀念，似乎已經不再主導近年我國人才流動
從過去的研究發現以及其他國家的政策措施來

的趨勢。

四、結語：來來來，回臺灣！

看，提供適當的財務支援是有效擴大博士人才
基礎的作法(Bowen and Sosa, 1989)，在提
供財務支援的同時也可以鼓勵優秀人才赴先進

自六零年代以來，我國學生赴美求學的人數逐

國家深造進修，不僅可以習得科研新知，更

年增加，在八零年代中期達到最高峰，其中，

可以建立跨國的學術連結，參與國際科研；

1984年~1987年更是留學美國的外籍學生人

此外，政府也能透過具有競爭力的攬才與留

數最多的國家。然而，到了九零年代中期之

才措施來吸納更多的博士人才回到臺灣，例

後，人數開始減少；在此同時，我國學生在取

如科技部推動多年的「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

得美國博士學位後，回國就業意願也大幅降

研究獎勵作業要點」(原「科技部補助大專校

低。這樣的趨勢似乎吻合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

院延攬優秀人才措施」及「科技部補助大專

對於人才跨國流動的基本假定--為了追求更好

校院獎勵優秀人才措施」之整合)，還有「重

的生活與社會階級。所以當兩國之間的經濟條

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Rebuild

件與社會結構改變，生活差距縮小，跨國流動

After PhDs’Industrial Skill and Expertise,

的意願自然降低。

RAISE)，就是透過獎補助措施，分別協助學研
界與產業界能夠延攬並留用更多的博士人才，

我國在戰後初期的政治與社會情勢不穩定，而

鼓勵其長期而穩定地投入國內的產學研各界，

且生活條件無法與先進國家相提並論，優秀人

將其所學奉獻於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發揮科

才會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遠赴海外求學。然

學的社會價值。

而，隨著我國在八零年代成功延攬民間科技人
才與海外人才歸國從事科學技術創新，打造出

政府在面對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挑戰時，

以半導體產業為首的經濟奇蹟，就業機會大增

應積極透過國家政策來改變人才流動趨勢，將

且薪資待遇逐漸提高，國內的生活條件與社會

人才外流轉變為人才獲得(brain gain)，再建

情勢趨於穩定，使得我國學生赴美求學的人數

立人才循環(brain circulation)，亦即國家不

開始減少。另一方面，國內對於博士學位的就

僅要培育更多的博士人才，更要重視與重用博

業機會相較於美國來得少，薪資待遇亦遠不及

士人才，才能真正厚植國家的科研人才基礎。

美國，因此國人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傾向留在
美國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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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範圍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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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七月時逢「大暑」，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在此時，田裡的農民開始插秧，而都
市裡的人們啟動空調造成用電量節節攀升。政府近年大力推動能源轉型政策，設定在
2025 年達成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的政策目標，不僅為了回應用電的需求，也期能達
成二氧化碳減量。因此，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產業等相關單位紛紛加速建置太陽光電
等相關設施，除了中央公有屋頂、工廠屋頂、農業設施、其他屋頂之四大主軸的屋頂型
太陽光電設施外，農田、不利耕作區、鹽田、魚塭、埤塘與濕地等各類型土地也逐一被
檢視、被盤點是否適宜作為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的區域，農電及漁電共生的發展趨
勢將對臺灣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本文透過相關資料蒐整研析，梳理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並歸納分析潛在的影響，嘗試為正在能源轉型的臺灣，提供更多元的政策規劃視角與評
估思維。
中文關鍵字：太陽能 / 農電共構 / 農電共享
英文關鍵字：Solar Energy / Agrivoltaic / Solar Sharing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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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七月時逢二十四節氣中的「大暑」，天

院核定，2017年修正)，期透過各部會策略與

候特別炎熱，同時也是傳統上農民進行二期水

措施的規劃，在2016~2018年間達成1.52GW

稻插秧的時間。在此時，對身處都市中的人們

之推動目標。太陽光電目標項下設置類型區分

而言，亦是得大量依賴空調抗暑，進而造成用

為屋頂型與地面型，其中屋頂型包含中央公有

電需求量上升，並形成用電吃緊的壓力。不僅

屋頂、工廠屋頂、農業設施、其他屋頂(如住

為了回應用電的需求，也為了達成二氧化碳減

家、商用、縣市公有屋頂等)；地面型包含鹽

量及減少空氣污染，我國於2009年公告《再

業用地、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水域空

生能源發展條例》(最新修正日期：民國108年

間(水庫、滯洪池、埤塘、魚塭)、掩埋場等各

5月1日)，依條例內容第3條所述，再生能源是

種類型 (行政院，2017)。此外，依行政院的

指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

再生能源發展政策，對於太陽能光電的發展，

非抽蓄式水力、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

在地面型的部分除推動地面型專區計畫外，亦

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之能源，或其

發展浮動式(水面型/浮力式)太陽光電技術 (經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另

濟部能源局，2017；朱家儀，2018)。

外，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中亦對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等相關
事項提供了相關的法源依據。檢視我國目前所
採行的躉購制度，是以FIT(Feed in Tariff)制度
為核心架構，含括四大構面，包含訂定推廣目
標、設立基金支應補貼、由政府依據不同再生
能源訂定躉購費率，以及電業強制併聯與躉購
義務等，並自2010年起，我國經濟部按年公
告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經濟
部能源局，2018)。

配合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的執行，我國經濟
部能源局(以下簡稱能源局)表示太陽光電的發
展速度會以「先緩後快」的策略持續推動，除
了持續盤點全國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的可用面積
及推行綠能屋頂政策，當太陽光電設施建置成
本下降以及綠能屋頂達到經濟規模時，太陽光
電的後期發展速度將會加快(林菁樺，2018)。
根據能源局於2019年的統計資料，2018 年
太陽光電的設置量約1.055GW，其中屋頂型
安裝量達829MW，地面型則為226MW，由
於屋頂型相對2018年設置總量，其占比高達

再者，我國近年大力推動能源轉型政策，蔡

78%，能源局因而設定2019年的目標為裝置

英文總統於2017 年宣示中長期能源配比為

1.5GW屋頂型太陽光電設施，並期待提前5年

「2025 年實現再生能源占比達20％、天然

達成屋頂型 3GW的目標量。但是，地面型太

氣50％、燃煤30％的發電結構，且能穩定供

陽光電設施的目標達成率則有待加強，不僅因

電」(行政院，2018)。在此目標下，為了加速

開發地面型得搭配特高壓、饋線等電力基礎建

達成再生能源的發電占比，已將原設定2030

設，發展速度較慢，且又涉及鹽田、魚塭、埤

年再生能源占比達20%的目標提前五年達成

塘與濕地等各類型土地，是否對農業或環境造

(工商時報，2018)，其中太陽光電的長期目標

成影響，其爭議性較高，為使綠能與環境和平

亦隨之設定為2025年達成 20GW(約占全國發

共處，設置地面型的過程較需較長的時程，讓

電量10％)，並分別設定屋頂型 3GW，地面

相關的環境影響疑慮得以釐清並有更完整的管

型 17GW的目標(行政院，2017)。因此，為

理規範。因此，能源局或許將調整配比，藉由

能集中政府資源聚焦太陽光電設置推動，我國

提高屋頂型的比例，減輕地面型太陽能的達標

所提出太陽光電2 年推動計畫中(2016年行政

壓力(Chuang，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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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配合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發購

中太陽能發購電量是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台

電量結構統計資料來看能源局所提出的規劃

灣電力公司，2019)，由此或可看出在設置太

(請參見圖1)，107年的再生能源總發購電量為

陽光電相關設施上，政府抱持著相當的推動決

114.1億度，其中太陽能佔23.3%、與垃圾沼

心與力道，同時也可從中一窺民間對售電與躉

氣發購電量占比接近，相較風力、生質能的占

購的態度。

比為多，但遠少於水力的占比，並且在近十年

圖1 我國1999~2018年太陽能發購電量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2019)；本研究整理。

一、為什麼農地不種米了？

大主軸，以本研究關注的農業設施而言，已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於 2016

綜合我國政策規劃內容與方向可看出，因我國

年完成訂定太陽光電結合農地或農業設施利用

正面臨2025年能源轉型，對於提高再生能源

規範，含括綠能設施之覆蓋率、經營計畫應

占比有很大的期待，因此擁有大面積土地的農

符合之原則或應敘明事項之規定等(行政院，

業、養殖漁業與畜牧業都成為政策上鼓勵種電

2017)。

(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的潛在對象。由於太陽光
電設施分為屋頂型、地面型與水面型(浮力式)

再者，依農委會於2018年「農電、漁電共

三類型，而屋頂型太陽光電設施類型包含中央

生推動情形」簡報中的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

公有屋頂、工廠屋頂、農業設施、其他屋頂四

會，2018)，基於農業結合綠能推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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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農業為本、綠能加值、共創雙贏作為政策

成果，可發現就農業部門而言，在屋頂型太陽

主軸，並在推動方向上優先積極推動畜牧設施

光電設施的推動安裝上亦具有相當的成效，但

與太陽光電設施結合，以促進畜牧產業升級轉

在地面型的部份，設置的關鍵因素除了考量日

型。累計至2018年5月底，總案件數為3,740

照充足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土地，是什麼樣

件(畜禽舍佔7成、溫室佔2成)，總裝置容量達

類型的土地被認為是適合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

717MW，年發電量約為8.96億度，不僅可大

設置的土地呢？

幅降低農民建置禽舍負擔，進而達到禽畜舍升
級與同時發展再生能源以增加農民收益。另

關於現階段政府研議開放可供設置地面型太

外，在漁電共生的推動情形上，進行水產養殖

陽能發電廠的土地類型，依太陽光電2年推動

與太陽光電結合使用的先期研究，以模組化設

計畫(修正版)所述，共分成地下水管制區第一

施來優化養殖生產環境及減少養殖勞力，並先

級管制區、鹽業用地、水域空間(水庫、滯洪

以文蛤為優先標的來確認經營效益，再逐步納

池、埤塘、魚塭)、已封存之掩埋場等四大主

入其他養殖魚類。期推動養殖區與立架式、浮

軸(行政院，2017)。且為了太陽光電發展所需

動式光電設施整合以及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與

的土地面積，根據2018年能源局的資料，共

光電結合等措施，期推廣再生能源之餘，也促

盤點出全國2萬5,124公頃的土地，其中國有

進養殖產業的升級轉型。除此之外，農委會為

土地最多為7,479公頃，但與農業、生態相關

了輔導農業部門推廣綠電，亦積極盤點適合發

的土地占比達52.7％(1萬3,229公頃)(彭杏珠，

展綠電之農地，農委會表示自2018年3月公告

2018a)。2019年經濟部能源局亦再度公開說

修正「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營得設

明，經各部會務實盤點後，目前可設置太陽光

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原則上在尊重

電設施的土地總面積為3萬1,700公頃(經濟部

地方維持養殖生產區原則下，平衡農、漁業

能源局，2019)。為進一步瞭解土地的盤點狀

發展與綠能推動。另外，也鼓勵畜牧業與溫

況，本研究綜整參採相關文獻，將可供設置地

網栽培業者發展屋頂型太陽能發電系統(林上

面型太陽能發電設施的各類型土地、其盤點後

祚，2018b)。檢視前述農委會的相關措施及

可開放設置的面積等資訊，整理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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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土地類型

盤點後的可開放面積

相關說明

不利耕作區

不利耕作區整體面積為
2, 383公頃註4
(第一批18 區 1,253 公
頃；第二批20區、1,130
公頃註2、註4)

 不利耕作農地，主要是因地層下陷、海水倒
灌、鹽化或遭非法清倒廢棄物、廢水污染的
農地註3
 農委會開放的公告範圍：橫跨彰化芳苑、大
城，雲林台西、四湖、口湖，嘉義東石、布
袋等地，共18區位(1,253公頃)，2016年已
核准80件、30公頃的申請案註3
 兩次開放合計38區2,383公頃土地，但截至
2017年底核准設置面積僅為2.68%註4

黃金廊道光
電專區及不
利農業經營
之土地註1

從彰化到雲林高鐵沿線周
邊1.5公里處的「黃金廊
道」，以及透過環保署整
治、遭污染的農地，此兩
者為農委會規劃優先示範
種電的區域，至2016年
合計面積約1,640公頃註3

 農委會表示，需經行政院和環保署審查同意
後才會開放註3
 受污土地之污染改善，由環保署完成擬訂污
染土地及太陽光電設施併進之審查原則；第
一階段先從污染農地先著手進行盤點，未來
第二階段再針對非污染農地來做討論與評
估，以增加可設置之土地來源註1

 規劃納入嘉義縣及臺
南市之國有鹽業用地

農委會亦協調國有財產署的舊鹽業用地，前後
相加總計1萬公頃，但必須再提出預計推行的農
地位置、使用狀況資料及種電規劃報告等詳細
資料註3

註1

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
註1

可供設置地面型太陽能發電設施的土地類型一覽表

鹽業用地註1

註1

 鹽業用地排除國家濕
地保護區域後有803公
頃註2、註4
水域空間(水庫、
滯洪池、埤塘、魚
塭) 註1

 水域(含湖庫、滯洪
池、埤塘，但不含桃
園市埤塘)整體面積為
2,721公頃註4
 農委會文蛤養殖專區
整體面積為5,672公頃
註4

 桃園市埤塘整體面積
為1,650公頃註4
其他註4
(含已封存之掩埋
場註1)

其他類型的土地面積為
11,895公頃註4
(污染土地及封閉掩埋場
共盤點出2,633公頃註2)

 經濟部、農委會已盤點水域範圍適宜設置太
陽光電設施的所在地，並結合縣市政府，以
推動於滯洪池、水庫、埤塘、魚塭等處進行
設置註1
 2016年屏東縣政府於大武丁抽水站，完成
國內首例浮力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經濟部
水利署亦於阿公店水庫規劃設置水面型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預計容量可達2MW 以上註1
財政部國產署國有土地7,479公頃、 污染土地
1,700公頃、台西工業區1,163公頃、掩埋場
934公頃、彰濱崙尾東350公頃、國防部閒置營
區132公頃、彰濱崙尾西100公頃、高樹回填地
37公頃註4
(環保署將以垃圾掩埋場為再利用對象，進而推
動加設太陽光電之封閉掩埋場的相關規劃註1)

資料來源：行政院 (2017) 註 1；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 (2018) 註 2；
潘子祁 (2016) 註 3；彭杏珠 (2018a) 註 4；本研究整理。
說明：上表底線處為能源局 2018 年資料，共盤點出全國 2 萬 5,124 公頃的土地可設置太陽光電設
施，詳見本表註 4。另，能源局已於 2019 年已盤點出 3 萬 1,700 公頃，但尚未公布細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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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 對於2025年太陽光電達20GW的

的設置量，包括如何評估適宜的土地區位，以

目標，政府原期待太陽光電2 年推動計畫在

及如何規範適合的設置條件來種電，或是提出

2018年的1.52GW目標先能順利達標，但就

符合在地特色的農電共享共生的方案，這些都

算2018年可達標，到2025年前太陽光電仍有

將是可否順達成預定目標量的關鍵所在。當政

18.48 GW的目標量待達成，換言之，也就是

策鼓勵農電、漁電共生時，對仰賴農漁業為收

在接續的7年之間需達成約九成多的目標量。

入來源的農民、漁民等來說，可以在種稻、養

再依前述經濟部能源局於2019年的統計資料

魚之外多一份來源，或是可產電自用減少電費

來看，目前已達到的設置量為1.055GW，僅

開支，這些都是好的作法，但是實際的狀況卻

達成原2018年目標量的69.4%，也就是在到

不盡然。在某些情境下，農地或將不種米，漁

2025年前，要達成的太陽光電目標量又更多

塭或將不養魚，顯然對農民、漁民而言，有了

了，因此，挑戰達標的難度之大，不言而喻。

種田養魚外更多的選擇，只是當作出選擇時，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早先的估計，若要達成屋

將對臺灣的農田、漁塭等帶來哪些影響呢？

頂型3GW的目標，以每戶屋頂面積30坪、可
設置量為10KW來估算，約需有30萬戶完成安
裝，但在地方政府陸續放寬不計入建築法規容

二、農地種電帶來的影響與衝
擊

積率後，能源局表示不少廠商、工業區與科技
園區均支持裝設屋頂型，故原本估算的設置量

為能全面性的瞭解臺灣在農地種電上所遭遇的

或將有加碼的潛力，也因此屋頂型將有機會

問題，本研究擬分政策推動時程、區位設置規

提前5年達標，甚至可分攤地面型的設置量。

劃及潛在環境影響等面向梳理已發生或可能發

另一方面，因地面型的目標要達17GW，以

生的影響：

1MW需要土地1.5公頃來計算，地面型約需土
地2.5萬公頃，此總面積大小約相當於985座的

(一) 政策推動時程

大安森林公園，也十分接近台北市約2萬7,180
公頃的總面積。日前經濟部能源局表示已掌握

若依政策推動的內容與時程觀察臺灣為加強再

各單位盤點出來的3萬1,700公頃土地，其總量

生能源的發展，在針對太陽光電上所推動的相

亦遠大於需求量。不過，時任經濟部能源局局

關措施及造成的影響，可概分為三個時期，分

長的林全能亦表示，考量不同類型土地有不同

別為(彭杏珠，2018b)：

的設置條件，上述已盤點出來的土地可滿足多
少裝置量，將再進一步地細緻計算(Chung，

1. 「假農作，真種電」事件爆發

2019；行政院，2017；彭杏珠，2018a；彭
媁琳，2019；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2018；

早期法規原對農電共構設定了設置面積及土地

潘子祁，2016)。從農田、不利耕作區再到水

使用變更(農地轉非農業使用)等規範，因此業

域，包含埤塘、魚塭在內，可看得出政府部門

者評估申請過程繁複，故推廣成效不佳，之後

戮力達標的決心，因此，為了在2025年前加

政府陸續修改《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

速追趕以達成預定的目標量，除了盤點可種電

使用審查辦法》(民國92年發布，108年最新

的土地區位外，政府顯然需要拿出更積極的作

修正)認定綠能設施為農業設施的一種，簡化

為、更有力道的政策工具來推動太陽光電設施

了前段申請過程，但未完備後段審核與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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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再加上當時太陽能發電的躉購費率高達每

3. 「埤塘、漁塭、濕地等」尚待評估

度電12元，導致申請在農地上設置太陽光電
設施的案件激增，亂象也隨之產生，如雞舍等

在政府盤點可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的土地類型

畜禽舍及菇舍等溫室的屋頂上雖有太陽能板，

中，埤塘、漁塭、濕地等類型亦包含在內。以

但未養雞也未種菇，已不符合政策所希望達成

魚塭種電來看，如同農地種電的情況，地主或

的農電共構。

可從太陽光電業者處得到較好的租金，但欲承
租的漁民將更難從事養殖業。再者，已有相關

2. 「不利耕作區」乏人問津

的研究文獻支持濕地等土地類型對生態環境有
一定的貢獻與重要度，因此，這些土地是否適

對農地的地主而言，若是自行耕種者，一但改

合架設太陽光電板，一但架設了將造成那些改

租給光電業者，不用辛苦下田也可保有收入；

變，我們可否釐清影響的程度呢？且相較太陽

若是出租給他人耕種者，太陽光電業者可比承

能發電帶來的好處，這些改變是我們或是我們

租的農民付更多的租金。為避免優良農田被不

的後代可以承受的嗎？這些疑問目前尚未得到

當轉作種電，政府於2015年起盤點公告了第

解答，也因此需要更審慎的評估這些土地，取

一階段不利耕作區，若處在公告區內的農地，

得利害關係人的共識，協助政府作出無悔的政

可以不必有農業行為且直接種電。只是，不利

策方案。

耕作區的土地所有權複雜，太陽光電業者要費
時費力的自行與地主們溝通協調，方能整合出

(二) 區位設置規劃

具經濟規模的土地面積，此外，不利耕作區的
電網相關基礎建設也不足，也是業者止步的原

除了前述從政策方案推動的時間軸線來看農地

因。雖然有前述不利設置的條件，但休耕區的

種電的影響，考量地理環境與氣候因素等自然

農民仍有意願將土地租給業者種電，因為業者

條件的限制，以及地方政府依法執行與監督管

可提供比休耕補助還要多的租金，為回應民

理的機制，農電與漁電的共構更需要從區位設

意，因此在申請案件比例不高的現況下，政府

置規劃上來看對在地帶來的影響，本研究蒐集

仍公告了第二階段的不利耕作區。

近年來媒體相關報導，依所在區位個別整理其
相關影響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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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灣現階段已規劃/規劃中的太陽光電設施區位及影響一覽

已規劃/規劃

現況與影響

中設置區位
桃園

若將埤塘填平設置立柱型太陽光電設施，埤塘恐失去滯洪、降溫、涵養水
源的功能
農委會於2015年公告雲林地層下陷區可設置太陽能板種電，後因考量公告

雲林

區域中部份地區與養殖生產區重疊，又於2018年公告修正可申請綠能設施
的範圍
太陽能板對魚塭的遮蔽率將造成綠藻生成量下降，導致以綠藻為食的文蛤

台南七股

增重比例也下降，將影響該處的文蛤養殖，同時也可能影響黑面琵鷺以七
股魚塭為棲息地的習性。另一方面，由於養殖漁業用電量大，以致常有養
殖戶竊電問題，如推動自電自用，有助改善管理現況

台南官田

官田水雉生態教育園區是全台水雉密度最高的熱區，若地主因租金考量，
該區位轉為種電而不再種菱角，水雉的棲地也將隨之消失
台東縣政府規劃在知本濕地種電，恐有破壞生態之虞，並且因規劃區位落

台東

在部落的傳統領域，依法須取得原住民同意。另一方面，公部門現因人力
資源受限，部份濕地的現況不佳，如能成功設置而獲得財源收入，將可改
善濕地的經營管理
因2009年八八風災後農漁業受損嚴重，屏東縣政府推動「養水種電」政
策，經台電評估後選定林邊溪兩岸約45公頃大小的魚塭和蓮霧園，作為太
陽能板設置地點。此太陽能板為架高的型式，下方可繼續進行種植、養殖

屏東

等農業活動。2018年屏東縣政府針對地層下陷區的綠電設施申設訂定相關
審查門檻，亦訂定了地目變更的「回饋金條款」。2019年屏東縣政府針對
嚴重地層下陷區四鄉鎮，包含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枋寮鄉，進行太
陽光電招商計畫

資料來源：李慧宜、顏子惟 (2019)；林上祚 (2018a，2018b)；泛科學 (2016)、陳柏樺
(2018)；彭杏珠 (2018c，2018d，2018e) ；黃博郎 (2019) ；黃隆 (2019)；本研究整理。

(三) 潛在環境影響

地區，故地面型太陽光電的相關設備恐易遭受
震災及風災等，造成較高的後續的運維成本。

如前段所述，除了探究各分區的設置影響外，

再加上臺灣本島地狹人稠，實際可建置的區位

本研究進一步參採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

不易選定，又要考慮天災等風險發生的機率，

究所報告(黃郁青，2019)可知，就臺灣整體環

還要顧慮周圍居民觀感與接受度、回應生態團

境來看，因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同時又

體的關切與質疑等。待克服種種環境問題後，

在颱風行經的路徑上，本就是自然災害高風險

尚要評估該設置區位的電網饋線等基礎設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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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與否、不同太陽光電設備廠牌互通整合以及
太陽光電的躉購費率等技術與營運面向的問

三、他國案例：日本的農電共
享

題，不論對政府或是太陽光電業者而言，的確
需要有更全面及更長期來視角及思維來規劃相

日本於2012年7月推動FIT制度，不僅提高再

關的方案與措施。

生能源發電的獲利能力，對農村地區而言，亦
帶來獲得其他收入的機會。因此，在保護農田

此外，參採歐盟研究報告內容(European

及維持農田是糧食生產基地的前提下，如何

Commission, 2008; 張耀仁，2018)，該項研

以農業發電設施來改善農業管理和振興當地

究以2010年為基準進行2020年與2030年不同

社區，落實「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的理

情境下外部成本評估，情境的面向包含人體健

念，亦成為日本農電共享制度推動的重點。由

康費用、環境成本(如生物多樣性、農作物與

於日本的農電共享理念，是以農地農用為優

資源物料的損失)、導致放射性污染的放射性

先，因應調整太陽光電設置以滿足農作物生長

核素以及溫室氣體的邊際成本。該項研究透過

特性及日照量等需求，並配合持續追蹤機制，

各種發電技術生命週期探討衝擊影響，評估的

確保作物品質、生產數量，以及不妨礙原有及

結果顯示太陽光電的外部成本相較該研究評估

周圍農業活動的進行。進一步來說，此制度希

的再生能源項目，其外部成本最高且遠高於抽

望可在繼續耕種的同時，透過在農地上方安裝

蓄/慣常水力及陸域/離岸風電的外部成本。再

支柱系統並配合引入太陽能發電設施，逐步達

者，報告中也指出太陽光電板在製造、建造、

成農業與發電共存，而此種農業發電裝置類型

營運到廢棄此生命週期中，其所造成的外部成

在日本稱為「營農型太陽光電設置」(日本農

本約占整體太陽光電發電技術外部成本達64%

林水產省，2018a、2018b)。從前面對我國

之多，對人類健康的衝擊危害相當大。再者，

農電發展現況的爬梳並輔以檢視我國的自然環

若預期在2025年可順利達成太陽能發電量

境與氣候等條件，在客觀條件上確有與日本農

20GW的目標，依經濟部能源局推估，以太陽

業發展情境相似處，擬進一步地對相關案例進

能光電板的每片模組重約18~19公斤且使用期

行研析，或可從他山之石中找出適宜我們參採

限為20年生命週期來估算，至2041年我國的

的作法。以下簡述營農型太陽光電相關設置規

太陽能光電板廢棄模組約達21萬公噸，如此

範與流程。

大量的廢棄物，若無在設置之初預先規劃模組
「退役」的處理，屆時對臺灣而言，大量的廢

依日本「農地法」的規定，農地上如欲設置太

棄物又將造成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再加上太

陽光電設備，須依「農地法」向主管機關申請

陽能板製作過程中所產生的事業廢棄物，是否

「農地轉用」，將原用於耕作的土地，轉為非

已有妥善的技術加以處理？以及營運中的太陽

耕作用途。農林水產省為使營農型太陽光電設

能板為維持日照轉換率，得定期採用清潔劑沖

置得不受「農(耕)地轉用許可制度」之限制，

洗面板而形成的廢水是否會污染農地或魚塭？

於平成 25年(2013年)3月31日發布通知，如

這些都是在我們決定採用並加強推廣太陽光電

為結合農業經營的太陽光電(即營農型太陽光

設施後，要審慎面對並加緊處理的問題( 彭杏

電設置)，其設置得申請農地「一時轉用」，

珠，2018d；蔡立勳，2018a、2018b)。

而審查「一時轉用許可」申請者為各地方的農
業委員會。在此，一時轉用之標的係指與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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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設備立柱相接的農地，而取得農地可利用

整體而言，藉由落實適當的農業與發電共存，

支柱裝設太陽能板的一時轉用許可後，仍需檢

不但可通過持續銷售電力增加農業收入，長遠

視農業活動是否持續進行，是否會對周圍農地

來看更可帶動農村的發展，對於較次等或荒廢

的耕作造成干擾。因此，後續的評估細項指

的農地，有機會使其在不利的條件下繼續耕

標項包含(顏為緒、陳柏儒，2017；簡嘉潁，

種，只是依日本「農地法」的規範，為保護生

2015；日本農林水產省，2018a，2018b)：

產力高的優良農地，原則上是禁止轉作其他用
途，若違規轉用將被處以有期徒刑或罰金。因

(一)

(二)

(三)

(四)

該許可案件與同年的單位面積平均產

而如前段所述，欲申請轉為營農型太陽光電設

量相比，產量是否低於20％？且其生

置的農地，在轉用申請上則需要搭配前端審

產作物的品質是否顯著下降？

查、後端追蹤的雙重把關，以避免農地的不當

在農地上設置太陽光電設備時，是否

使用。關於農地轉用的相關規範，日本農地等

有確保作物生長日照量的需求？因植

級是以「農業振興地域」為分類依據，屬於

物「光飽和點」的研究指出，每種植

農業振興地域下的「農用地區域」的農地是

物的光飽和點不同，接收超過光飽和

不被允許轉為非農業用途，而屬於「農振白

點的陽光對植物行光合作用並沒有幫

地區域」(指未經整備的農地)及「農業振興地

助，但部份植物沒有光飽和點，也就

域外」的農地，則依農地狀況(如是否為集團

是日照量愈多愈好。

農地、土地改良標的等)來判定可否轉用。此

在農地上方安裝支柱系統時，柱子的

外，轉用申請的審查與核准為地方行政權(都

高度是否允許有效使用農業機械等(即

道府縣知事、農林水產大臣指定的市町村長)

最小離地間隙為2公尺或更高)？

行使範疇，當轉用的農地面積超過4公頃時，

太陽光電設備是否安裝在不妨礙周邊

須另報農林水產省備查(顏為緒、陳柏儒，

農地可有效利用的位置(如有規模擴張

2017；日本農林水產省，2018c、2018d)。

需求等)。
(五)

每年需提交報告，其內容包括農地的

四、結論

單季收穫產量、該地區的平均收穫產
量等，亦得提出對於農業知識的發

藉由日本的農電共享理念來反思我國這十餘年

現。

來農地種電的歷程，若在面對能源轉型、農業
經營及生態保育等不同主張與理念時，我們在

再者，此項一時轉用許可之期限以3年為期，

作出選擇、設定政策目標之前，是否應有更詳

3年後，若案場經營者須再次提出轉用申請，

盡的先期調查研究以協助政策方案進程的規

而各地方農業委員會將針對該許可案過去期間

劃，更確實的部會與地方的縱向協調及更開放

的農業經營情形進行審核。近來日本農林水產

的利害關係人橫向溝通，來綜整各界不同的需

省於2018年5月修正了一時轉用許可的期限可

求與期待，以協助公部門所制定的政策目標及

從3年延長到10年以內，其條件為若許可案發

方案內容，使政策方案在具體可行之外，亦能

生對農業不利的機率甚低時，或是對於較次等

符合公平正義且有效地回應社會的需求。若從

農地有活化再興的作用時，該可評估獲准延長

短期可達成的效益去規劃政策方案，受益的群

(日本農林水產省，2018b)。

眾是有感的，但是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與衝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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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將符合公平正義原則，是由得到利益的人來

境或氣候而影響。因此，當政策目標達成後，

承擔與處理呢？遺憾的是，往往受益與受害的

如何確保成果品質的穩定，依預期目標完成發

人分屬於不同群體，若以環境與生態相關的問

電配送或是自產自用，更是需要位處第一線的

題來看，更有可能是由我們這個世代享受利

地方政府、地主、太陽光電業者與台電攜手合

益，但是卻由子孫承擔傷害，或是人類是獲得

作。再者，太陽光電設施對農地與農業活動的

好處的，但是其他動植物被迫接受壞處。那，

影響尚在持續研究中，也需要更多的觀測資料

就算政策如期達標，可是品質呢？此處所述的

來協助研究的進行，並據以評估長期的及潛在

品質，本研究分為下列三種類型的品質來加以

的衝擊，好讓我們得以在問題發生前預作準

討論：

備，或是更積極地避免問題的發生。

(一) 政策推動中的執行品質

(三) 各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品質

在政策目標制定後，由上而下分配目標量來確

由於農地種電方案中，從選址、架設、產電到

保達標，的確是可快速收到成效的管理作為。

維運各階段中關聯的利害關係人甚廣，再加上

但是，如未能掌握資訊，特別是在與土地等環

此方案在政府積極推動綠能的氛圍下，也成為

境相關的規範及措施上，我們從前述爬梳農地

部份業者或民眾躍躍欲試的投資項目，莫不期

種電的資料中不難發現，有許多設置妥適與否

待可從中獲益。顯然在政策方案研議與推動過

的問題是因地而異的，有時在本地可順利執行

程中，我們並沒有搭建適當的管道，提供明確

的作法，換到他處則問題叢生。因此，當中央

的資訊讓利害關係人瞭解政策理念與核心價

部會的政策方案需協同地方政府來共同執行

值，導致業者與民眾在執行端參與時，預期的

時，對於建立部會間協調管道及資訊的動態更

心態並非是維運農業活動外，發展農電與漁電

新，將是穩定及提升執行品質的基礎作為。對

可共構的機制，反而是改以期待拿土地資本換

中央部會而言，政策方向是以綜觀全局的高度

得固定收益，或者就不用再辛苦的種田與養

及立場來規劃制定，但到了地方政府，面對在

魚，仍可保有安穩的收入。只是這樣的發展趨

地的特性，如特有的自然生態或是居民的集體

勢，是我們推動農地種電的用意嗎？當農田逐

訴求，要如何推動執行才能符合期待，除了白

漸演變為種電不種米的樣貌時，是推動能源轉

紙黑字的規範，更需要有充足的客觀資訊來支

型後，我們對農地的期待嗎？在政策規劃之初

持第一線的執行單位作出判斷。因此，為減少

若可加強利害關係人對政策目標的認知，提高

未來後悔的可能，我們亦應檢視並要求政策執

各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品質，從被動被告知到

行品質的提升。

主動形成政策規劃夥伴，是否有機會找出綠能
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的平衡點呢？

(二) 目標達成後的成果品質
傳說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臺灣，讚歎島上綠
由於農地種電是會隨著環境變遷而有隨之變化

意盎然、生機蓬勃，喊出了「Formosa(福爾

的可能，不論是對架設的太陽光電設施的維運

摩沙，意即美麗之島)」的稱呼。如果今日的

管理，或是因這些設施帶來的農作物產量變化

我們未能多想一點，想遠一點，會不會有一

等，這些個別的變化，也會受到外部整體的環

天，當衛星從外太空拍攝臺灣時，將不見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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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閃閃發光的太陽能板呢？這樣的未來，是

www.ey.gov.tw/File/63628207FB62D7F8/2e32dca5-543f-46bf-bd39-28608e6558c7 ？ A=C

我們想要的未來嗎？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2018)。 農 電 漁 電 共 生 推 動 情
形 (107 年 第 2 次 委 員 會 議 (107 年 6 月 25 日 )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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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個關鍵問題讓您秒懂全球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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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根據 21 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 (REN21) 統計，2018 年風力發電占全球再生能源供給比重
達 5.5%。由於全球減碳意識抬頭，各國將逐步減少對傳統化石能源的倚賴，並擴大開發
再生能源的供應來源，主要以太陽光電及風能為主，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回答全球風
能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四個關鍵問題，包含：(1) 為何風能在能源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2)
為何風能較其他再生能源增長快且占比高？ (3) 未來風能需求會持續增長嗎？發展契機在
哪？ (4) 台灣如何應對全球風電商機與供應鏈的轉變？這些問題有助於讀者快速對風能產
業動態趨勢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文關鍵字：風力發電 / 離岸風電 / 國際觀測 / 產業趨勢 / 能源 / 氣候變遷
英文關鍵字：Wind Power / Offshore Wind Power / International Observation / Industry Trends /
Energy / Climate Change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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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Report)，如圖1所示，全球能源整體

一、 能源產業綜觀

消費量中，傳統化石燃料占比近八成，其中天
然氣需求增長幅度最高，煤則受歐美環保政策

受到全球經濟增長及許多國家(如美國、中

影響而持續下降；再生能源占比僅約兩成。

國、印度)因氣候變遷對製冷和取暖的需求提
升，導致2018年全球能源需求較2017年增

隨著再生能源的技術突破及能效提升，其成長

長2.3%，這也是過去10年需求增長最多的

性將逐步提升，REN21預估未來水力發電將

一年(IEA, 2019)。根據REN21 (Renewable

是全球再生能源最大供應來源，其次為風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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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及太陽能發電，化石燃料占整體能源供給量

Century)於2019年5月發布的「2019全球再

將逐步減少。

生能源狀態報告」(Renewables 2019 Global
海洋能、聚光太
陽能及地熱

0.4%

圖1
再生能源電力

其它 5%

26.2%

非再生能源電力

73.8%

風能

生質能

5.5%

2.2%

水力發電

太陽能
2.4%

15.8%

圖1 全球能源生產佔比(依能源種類別)圖
資料來源：REN21 Renewables 2019 Global Status Report; 本研究整理。

二、未來風力產業發展的四個
關鍵問題

規模等六項特點(詳見圖2)。由於風能在發電
過程中不消耗任何燃料，且不會產生二氧化
碳，屬於極度乾淨的可發電能源。因此，有別

本文針對未來風力產業之發展提出四個問題，

於其他再生能源的開發，風能的裝設更容易且

分述如下：

可拓展性高，能夠分散設置於面積較大且完整
的區塊，可減少輸電損失，滿足區域尖峰負

(一) 【問題一】為何風能在能源轉型中扮演重

載，同時降低供電成本。

要角色？
相較其他再生能源，風能具備低碳排放、開發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成本持續下降、全球裝置容量持續增長、可帶

Agency, IEA)的估算，風能的均化發電成本

動投資及就業機會、投資回收快及產業具經濟

1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ty, LCOE) 和價

1

均化發電成本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ty, 簡稱 LCOE) 用於比較各種能源技術生命週期之單位發電
成本，以損益平衡的電力費率來代表單位發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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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看懂風力發電優勢

0 公斤碳排與燃料使用

13.6%成本下降

1,000百萬瓩容量

5.3兆美元商機

25年風場壽命

30百萬瓩以上經濟規模

發電過程不需要任何燃料使
用、不會產生二氧化碳、不
會加速溫室效應

過去5年離岸與陸域風電均
化 發 電 成 本 下 降 13.6% 及
9.5%，未來將持續下降

預計2050 年累積帶動 5.3 兆
美元的投資額，創造400萬
個就業機會

預計2050年全球裝機容量達
1,000GW ， 將 可 提 供 全 球
18%的電力

分散式與大規模的區塊開發
特性，讓離岸風場在2050年
將上看30GW以上的規模開
發，相當具經濟效益

低擾流的特性讓風場壽命
平均約20-25 年，風電量高
投資回收快

圖２ 一圖看懂風力發電優勢
資料來源：IEA; GWEC; newEnergy Finance; 本研究整理。
圖片來源：Noun Project (https://thenounproject.com/)

值調整後的均化發電成本(Value-Adjusted

示，全球風能市場的增長幅度較化石燃料高，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ty, VALCE)2均呈現

且過去5年之間(2014-2018) 每年新增裝置

逐年下降趨勢。以近五年為例，受惠於風電產

容量達45GW以上，並以2.8%的複合年成長

業供應鏈的成熟與技術進步，讓陸域風電均化

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發電成本下降9.5%、離岸風電下降13.6%。隨

持續增長。2018年整體風電市場新增裝置容

著能源轉型的範疇逐漸擴大，對再生能源的買

量約55 GW，較2017年增加11%，其中陸

方與設備擁有者來說，風能屬於可有效產生能

域新增4,510 MW、離岸新增1,022 MW(詳

源且具備最佳收益的選擇。

見圖3)，主要新增來源包含中國大陸(約21.2
GW)、部分歐洲國家 (約9 GW)、美國 (約7.6

(二) 【問題二】為何風能相對於其他再生能源
增長快且占比高？

GW)及新興市場如東南亞、中東、拉丁美洲等
地區。

根據MAKE Consulting 與 全球風能協會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的最新研究顯

2

價值調整後的均化發電成本 (Value-Adjusted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ty, 簡稱 VALCE) 以既有的均
化發電成本為基礎，再納入容量、能源及靈活性三種價值因子進行調整，作為評估發電技術競爭力的
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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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年成長率
-1.7%

複合年成長率

2.8%

70,000

57,655

59,280
55,000

50,132

47,420

單位：MW

59,329
55,250

50,400

陸域風電

52,300

離岸風電

45,890

40,000

25,000

10,000
1,532

3,378

2,282

3,329

2014

2015

2016

2017

4,351

2018

7,745

2019e

離岸占比 ~6%

9,900
5,171

6,150

2020e

2021e

2022e

離岸占比 ~11%

圖3 全球風力發電新增裝置量(區分離岸風電與陸域發電)
資料來源：MAKE Consulting; GWEC; 本研究整理。

影響風能成長的三大驅動因素分別為：

(2) 能源市場的商業模式逐漸轉換
由於近年風場建置成本下降與惡性競標，

(1) 各國開始推動變動性再生能源整合政策

導致風電業者改變原有的經營模式，作

近年各國政府積極鼓勵能源業者發展並整

法包含透過石油業者收購相關能源貿易公

合變動性再生能源(Variable renewable

司，以及與渦輪機設備製造商進行異業合

energy, VRE)，以提高風能系統價值，具

作，例如投資電動交通設施。風場開發商

體措施包含依能源系統條件，鼓勵不同能

專注於風場規劃與營運，營造部分委外執

源部門的整合，例如澳洲Kennnedy風場

行，例如全球最大離岸開發商沃旭能源

共址計畫，整合風能與油電建立共享電

(Ørsted)與最大風機製造商西門子歌美薩

網，以達到穩定供電；又或發展整合VRE

(Siemens Gamesa)合資的離岸風電海事

的適應性技術，例如日本Aguni風場將風

工程公司A2SEA，近年轉售給海事工程廠

能成為微電網的一環，有助彈性供應市場

商GeoSea，沃旭能源則不再涉入風場營

需求。前述做法有助於解決能源供應市場

造。

及再生能源設備擁有者在能源調度分配上
的歧見，進而維持風能成本競爭力。

(3) 全球企業收購風電已漸成熟
截至2018年底，企業對於再生能源購
買需求量高達1,500 TWh，且當年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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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與 簽 訂 再 生 能 源 購 售 電 契 約 ( Po w e r

(1) 政策引發的裝置潮效應，且自製率政策對

Purchase Agreement, PPA)增長幅度最

短期需求影響有限，促使歐洲供應鏈轉

大。影響收購需求增長的原因有兩點：第

向全球化佈局，並激勵新供應商加入，預

一，受到企業為提升形象與政府對企業設

估未來10年內，全球離岸風電需求成長6

置再生能源目標的影響，促使全球企業採

倍，且有18個國家將進入商業化發展階

購再生能源需求大幅提升；第二，再生能

段。

源價格浮動過大，使得企業轉而尋求採購

(2) 技術創新有助於抵消「補貼減少」的狀

低固定價格的再生能源，從近年小型企

況，包含平均渦輪機功率將在2027年

業Vattenfall公用事業部門到大型企業如

翻倍成長、更大容量的風力發電機組與

Facebook、AT&T及Walmart等都有此經

創新葉片設計有助於降低能源均化成本

驗。

(LCoE)。
(3) 歐 洲 離 岸 風 電 之 均 化 成 本 ( LC o E ) 將 從

(三) 【問題三】展望未來，風能的需求會持續

2018年 至 2027年 時 減 少 50% ， 2018

增長嗎？發展契機在哪？

年歐洲離岸能源均化成本(LCoE)相當於

預估在2030年之前，「人口老化」、「科技

3,643台幣/MWh，預估開發商將透過技

創新」與「商業模式的改變」將導致全球能

術創新及組織變革等方式，讓整體營運成

源需求增長幅度降至1%以下，且2030~2050

本和資本性支出(CAPEX)在2027年時分

年的年均增長幅度降至0.5%左右(DNV GL,

別下降55%與36%，同時讓能源均化成

2019)；同時受到車輛電動化逐步取代傳統化

本在2023年可減少37%，預估約為1,825

石燃料、創新技術提高製程設備的能源使用效

台幣/ MWh。

率、循環經濟與共享經濟的商業模式興起等因
素影響，皆會降低整體能源需求。

展望未來，MAKE Consulting及Wood
M a c ke n z i e 等 研 究 機 構 預 估 ， 離 岸 風 電 在

在此背景下，MAKE Consulting預測

2018-2027年間，全球將會以15%的複合年

2019~2022年間，由於先進國家開發技術純

成長率正成長，預計新增101GW裝置容量，

熟且陸域風電市場趨近飽和，全球風電市場

主要新興市場將集中在亞太(約43.4GW)、歐

(含陸域與離岸)新增總裝置容量的複合年成長

洲(約47.4GW)及美國(約9.69GW)等地區(詳

率(CAGR)為-1.7%，開始出現負成長的趨勢，

見圖4)。未來，影響離岸風場開發的不確定因

詳見圖3；同時，預估2020~2021年時，全球

素在於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及美國將朝向深水

風能新興市場以韓國、日本及美國為主，累計

區域進行開發，以至於海底結構和海事工程船

裝置量可達100MW。

的設計將更為複雜，開發商將增加資本支出
(CAPEX)，對風能產業發展將是一大挑戰。

那麼未來的風能發展契機將在哪？我們預期
「離岸風電」將是風電產業持續發展的關鍵契
機，同時，有三項驅動因素將擴大離岸風電市
場需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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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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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 全球離岸風電未來市場規模預測圖
資料來源：MAKE Consulting; 本研究整理。

(四) 【問題四】台灣如何應對全球風電商機與
供應鏈的轉變？

式創新與智能化發展為主軸，不僅著重於產業
標準化發展，並強調與其他再生能源的連結，

全球風電供應鏈未來將面臨六大挑戰，包含：

同時導入無人載具應用及數位監控等智能化技

需求增長且擴散速度快、自製率政策更為普

術。

及、風場區域特徵更具挑戰性、組裝的零件與
設備尺寸變大、渦輪機的功率變大、風力發電

台灣風電發展的起步較晚，且風場條件與資源

價格受到擠壓。為因應供應鏈的轉變，並配合

投入與歐美不同，但致力降低能源均化成本是

全球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全球風電業者將專注

各國的目標。相較於國際經驗，我國能源自製

於產量最大化，例如渦輪機製造商將轉向擁有

率政策對我國產業帶動效果影響較大，因此建

更低廉勞動成本及能夠供應原料的國家發展，

議我國研發團隊可與歐美技術團隊接軌，並從

從長遠來看，將透過創新技術迎合2階零組件

我國產業價值鏈之優勢切入，探索產業界未來

廠商與3階最上游的原物料供應商之需求，並

十年至二十年的技術困境，例如數值模擬與物

追求全球最高投資報酬率及提升新興市場的產

理模擬、創新材料優化結構研發、機械與電力

量(如墨西哥、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等)。

設計狀態研發等議題，以培育海工技術人才，
擴大產業結盟並期接軌國際。再者，隨時關注

相較陸域風電，離岸風電市場發展速度更快，

國際風電之技術發展趨勢，將有助於國內風場

且新產品發布數量更創歷年新高，放眼未來，

導入國外最新技術應用，以降低能源均化成

離岸風電技術發展將以基礎科學、漂浮式風

本，致力提升產業規模經濟效益。

機、系統整合、運轉維運、支援系統等項目
為主(詳見圖5)，同時，離岸風電亦將以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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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年

2028

基礎科學
破壞式創新
漂浮式風機
系統整合

★漂浮式平台製程及標準化開發

產業化
運轉維運
支援系統

2026

★先進繫泊系統開發

★系統工程及多學科最佳化之模型鏈驗證

★200-240MW開放式循環氣渦輪機

★離岸評估平台

★具成本效益之MW級風機搭載多用途水泥或鋼製模組化漂浮式平台開發

★多尺度流場模擬
★整合性系統工程工具

★15MW以上大型風機示範

★場址及系統狀態標準化 ★準確評估系統及零組件可靠度測試
★離岸風機製造/建製/除役設計

★破壞式創新

★次世代測試及驗證方法

★使用創新材料優化結構 ★離岸風場控制
★油氣區域能源儲存

2024

★深海域之電廠生命週期最佳化

★數值模擬與物理模擬 ★開放資料集的實驗以驗證封場設計模型
★多學科優化之模型鏈驗證 ★機械與電力設計狀態
★燃氣生產平台電氣化
★狀態監控感測系統 ★系統運轉與維護之智能數位轉型 ★空中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 ★健康監控系統感測器及資料分析
★以零件及結構損壞作為環境及負載功能變數之模型開發與驗證

2022

★材料科學

★10MW以上大型風機示範
★ 電力支援氫氣與燃氣生產

★浮台式平台製程及標準化概念研發

2020

★開發具成本效益之風能與波浪能整合

★先進繫泊系統概念 ★漂浮式平台整合

★特定風場下不同風機搭載不同支撐結構平台比較

★人工能源島開發
★搭載多用途水泥或鋼模組化漂浮式平台

TRL 1

TRL 2

TRL 3

TRL 5

TRL 4

TRL 6

TRL 7

TRL 8

TRL 9

5

圖5 離岸風電前瞻技術發展課題
資料來源：DNVGL(2019);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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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面對全球智慧化的發展趨勢與商機，各國政府陸續制定產業政策以加速自動駕駛技術發
展，預估在 2030 年全球自動駕駛市場規模將達 8,000 億美元，且至 2035 年市場規模
將翻倍成長。受到自動駕駛驅動的推行，將顛覆整個汽車產業鏈，特別是汽車電子部門
將保持高速增長，預計在 2020 年車身電子、車內娛樂和 ADAS 市場將達到 1,500 億美
元，可望超越目前體量龐大的智慧手機市場。本文將提供自駕車最新發展趨勢及產業發
展現況，並找出自動駕駛技術之核心關鍵產業，預測自動駕駛技術所衍生的產值與衝擊，
同時提出相關建議與措施，以供讀者瞭解台灣發展自駕車之產業動態與影響。
中文關鍵字：自駕車 / 自動駕駛 / 人工智慧 / 車聯網 / 產業鏈
英文關鍵字：Automated Car / Autopilot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nternet of Vehicle / Industry Chai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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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全球汽車產業，均朝向自動駕駛汽車的趨

一、前言

勢前進，而各國政府也優先提出交通現代化政
策，並採取各項措施去衡量無人駕駛汽車所帶

智慧化技術將翻轉傳統汽車的未來，不僅改變

來的衝擊。在政策法規指標上，以歐盟政策規

汽車的生產與商業模式，同時也顛覆了產業生

劃最為完善，明確在生命安全、人類尊嚴及資

態及競爭型態。而科技進步是這波汽車產業變

訊保護上設定標準與規範。在技術創新指標

革的主要驅動力量，政府則是最重要的推手，

上，則以新加坡與挪威的準備度最高，以新加

自2018年開始研擬《自動駕駛車輛申請道路

坡為例，建構一個測試小鎮，讓自動駕駛車輛

測試作業要點》，2019年6月《無人載具科技

可在特定場域中模擬真實的交通環境，如氣候

創新實驗條例》正式施行，同年10月底開放

的轉變、壅擠的交通狀況與信號、公車站及摩

受理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申請，預期最

天樓等(KPMG, 2019)。相形之下，亞洲國家

快在2020年將有第一個沙盒測試計畫開始實

在自駕車的基礎建設相對完善，然受到消費者

行。各部會的政策推動，將加速傳統車廠與科

對自駕車的接受度與信任度低，以致於自駕車

技業者攜手合作，汽車產業鏈的改變將超乎你

在推動過程相對保守。

目前的想像，毫無疑問地，幾個新的兆元產業
將被創造出來。

二、洞察自動駕駛的產業趨
勢，各國如何因應？

三、因應自動駕駛技術發展，
誰才是真正的受惠者？
各種有關自動駕駛(Autopilot)的技術突破來得
又快又猛，不僅可能顛覆其他產業，更可能改

自動駕駛的時代距離我們到底有多遠？根據

變整個城市的運行。為朝向智慧城市邁進，自

Google旗下的Waymo CEO John Krafcik說

動駕駛技術將不再特立獨行，它將結合第5代

法，「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我們將可以預見自

行動通訊技術(5G)、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技術

動駕駛技術無法做到無處不在，無人駕駛汽車

共同發展，為整個產業帶來巨大的改變，促使

也存在一些限制，然而，有條件的無人駕駛在

跨領域的業者看到更多的機會和潛能，並且值

技術上辦的到，而且這個過程對產業發展相當

得我們理性看待整個發展週期。

具有價值！」事實上，自動駕駛技術已逐漸從
2000年到2010年的探索期(Discovery)正式跨

許多大型產業將受到自動駕駛技術影響，進

越到研發期(Development)，預計在2020年

而翻轉改變他們既有的策略。根據CBInsights

之後將正式進入商用期(Deployment)(2020

(2018)研究指出，有33個產業將明顯受到自動

年~2030年)。根據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駕駛技術的衝擊。截至2018年全球投入自動

Consulting Group, BCG)預測，2025年自動

駕駛領域的新創公司超過1,000多家，且高達

駕駛的全球市場產值約達420億美元，而Intel

275家自動駕駛領域之車廠投入生產(Comet

國際研究機構也樂觀預期，在2050年自動駕

Labs, 2018)。從國際趨勢回過頭來看台灣汽

駛將創造7兆美元的「乘客經濟」商機，未來

車產業的發展現況。根據本文調查指出，自動

汽車電子市場規模將超越目前體量龐大的智慧

駕駛技術對台灣的影響將預期在2025至2030

手機市場！

年間實現，影響層面涵蓋產業發展、社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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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運輸服務、經濟規模、生態環境等五大

品、電力設備、化學材料、機械設備、化學製

面向，其中最主要的關聯產業共計23個，包

品、汽車及其零件、橡膠製品、其他運輸工

含：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金屬製品、紙漿、

具、塑膠製品、其他製品及機械修配、非金屬

紙及紙製品、電子零組件、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礦物製品、電力供應、鋼鐵、燃氣供應、其他

體複製、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石油及煤製

金屬、用水供應及資訊服務， 如圖1所示。

其他運輸
工具

其他製品
機械修配

汽車及
其零件

化學材料

燃氣供應

機械設備

電腦、電子
及光學產品

資訊服務
橡膠製品

鋼鐵

塑膠製品

自動駕駛技術
衝擊產業

皮革毛皮
及其製品

電力設備

非金屬
礦物製品

電力設備

資料儲存
媒體複製

石油及
煤製品

其他金屬

電子零組件

金屬製品
紙漿、紙
紙製品
化學製品

圖1 自動駕駛技術之核心關聯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註：核心關聯產業篩選原則，從產業供應鏈的角度出發，盤點國內車電市場，再將廠商的上、中、下游
產業串聯至產業關聯表；最後輔以專家深度訪談去進階篩選核心關聯部門。

基於我國豐富的晶片設計與製造經驗，有利於

其中，自動駕駛技術的應用將最先受惠在電子

我國產業切入國際市場，專家一致認為自動駕

零組件，其次在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資訊

駛技術的發展對於我國多數產業部門多為正向

服務、電力設備與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等

影響，但在石油及煤製品、其他運輸工具，及

產業。再則包含鋼鐵、金屬製品、電力設備、

其他製品及機械修配則有可能造成負向衝擊。

機械設配、化學材料等產業也將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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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廠積極搶攻車電產品，
自動駕駛技術的在台商機有多
大？

原相、神通、宏碁、華創、聯發科、聯詠、勤
崴等都已進入車電領域，此外，政府的推動力
道也不落人後。本文利用灰預測模型進行自動
駕駛技術衍生台灣23個產業之產值初探，得
知在2020~2025年間產值將呈現持續成長的

迎合自駕車的浪潮，台灣科技大廠紛紛搶進，

態勢，如圖2。

舉凡台積電、光寶、先進光、為昇科、凌陽、

台灣自動駕駛技術衍生產值
單位：億台幣
2900

2,844

2850

2,887

2800
2750
2700
2650
2600

2020(F)

2021(F)

2022(F)

2023(F)

2024(F)

2025(F) 預測年

圖２

2020~2025年台灣自動駕駛技術衍生產值預測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註：從自駕零件成本比例推估自動駕駛技術供應鏈占傳統汽車供應鏈占比，再經由專家調整投入係數，
進行衍生產值推估。

在可接受的誤差水準3%內，得到自動駕駛技

依據全球自駕車市場規模從2019年到2025

術可望為台灣23個產業在2025年創造達新台

年每年複合成長率約39.4%(Allied Market

幣2,887.03億元，主要生產項目以汽車零組件

Research, 2019)，並考量台灣在ICT領域的

占比59%最高；其次依序是鋼鐵占比11%；其

優勢，可推估我國自動駕駛供應鏈將貢獻全

他金屬占比6%。隨著汽車製造將朝向「隨選

球自駕車零組件供應鏈占比7%以上，且我

汽車」(Cars on demand)和「客製化」兩大

國ADAS複合成長率將高於國際平均水準達

趨勢變革(PwC, 2018)，這也將導致資訊服務

45%。未來將有機會持續看漲，帶動我國汽

占比提高，專家共識其成長幅度將達7~10%

車零組件外銷與內需市場成長。若以Level 2

之間。

以上自動駕駛技術來看，預估在2025年自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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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成本比例成長到57.7%，而產業結構的改

從學研專家觀察指出，我國法規環境及驗證項

變將使軟體工程師與資訊工程師的需求提升

目步調緩慢，以致國內廠商驗證開發速度不及

75%。

國際。「為提供我國ICT廠商與新創廠商切入

五、該怎麼做才能吃到這塊大
餅？

封閉的汽車產業機會，自動駕駛技術的課題應
拉高層級討論，除了參酌國際作法做適度的法
規鬆綁，更應強化跨部會溝通合作與資源共享
問題，積極盤點資源重疊的部分，以專案連座

從供應鏈的角度著眼，舉凡從元件、模組、系

的考績評估方式共同承擔研發成果，以強化現

統整合、整車到服務已有傳統車電業者及跨領

有研發環境。」國立交通大學郭俊因教授如此

域科技大廠投入。從業者角度觀察，台灣過往

坦言。值得一提的是， 由於車電產業的研發

所累積的半導體生態體系，有助於自動駕駛技

成果需3年後才能回收，故對業者來說研發成

術的研發能量提升，且快速應變的製程能力，

本及風險將大幅提高，為了強化自主技術研發

讓台灣在「定位感知」和「零組件模組」兩大

與專業人才培育的部分，如AI、晶片運算語法

關鍵系統具備競爭優勢。然產業發展現況正面

等，建議可從租稅制度來改善我國人才培育環

臨三大挑戰，第一、國內自主市場太小，不足

境，從政府及企業制度建立各種應稅、免稅、

讓一階供應商提供穩定的量；第二、法規開放

節稅做法，例如投資減免、研發抵減等方式鼓

與立法程度太慢，阻礙國內技術研發與測試；

勵長期性之研究。

第三、資源重疊配置，政策措施效果有限。

六、結論與建議

為昇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陳正夫
表示，台灣車電技術與產品較傾重於單一零

由於貿易戰與英脫歐等不確定性因素未除，致

件，且業者多位階於二階和三階供應商的角

使全球消費信心轉弱，影響全球車市未來幾年

色，想要提升競爭力與國際車廠一致，建議以

呈現趨緩；另一方面，在各國政策加持下，基

產業作為領頭羊、學研為輔、政府為推手，打

礎設施逐步建設中，全球各大車廠在自動駕駛

造「智慧園區」的概念，由政府做整套規劃

技術發展將加快腳步進行。整體來看，國內產

(包含智慧交通設備、周邊的配套機制等)，讓

學研皆期待我國政府政策能有激勵經濟成長作

業者的技術能夠具有商業價值及實際的應用場

用，以傳統產業角度，期望透過政策加速傳產

域。

轉型與創造新的商業模式；科技研發產業可藉
由汽車供應鏈的加入，強化自身研發能力，提

鼎天國際總經理陳俊彥也回應，由政府偕同相

高產值。

關產學研單位，共同建構台灣版自駕車1.0規
格，將自動駕駛導入公共交通系統中，由政府

憑藉台灣奠定的優勢條件，在既有基礎上推動

先規劃整套的規格，包含技術上的模組及框

自動駕駛產業鏈發展、創新跨領域產業合作、

架、智慧交通號誌等，由學研單位承接設計，

整合資源並集中力量將有助於發揮整體效益，

最後由產業界負責開發與推廣。這樣的作法不

其未來契機如下列點：

僅有助於業者累積實績案例，同時讓學研的研
發成果轉化落地。

1. 全球自動駕駛技術尚未成熟與標準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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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供應鏈尚未形成，提供我國ICT業者與新
創業者有跨領域合作之機會，進而切入封
閉的汽車產業。展望未來，越來越多政策
支持自動駕駛技術的實際應用，許多品質
及技術不佳的小廠將被淘汰，將會有越來
越多業者投入自動駕駛技術發展，顯著受
惠於我國供應鏈。

CBInsights (2018), 33 Industries Other Than Auto
That Driverless Cars Could Turn Upside Down.
Retrieved Nov. 18, 2019 from: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13-industries-disrupted-driverless-cars/?utm_source=CB+Insights+Newsletter&utm_campaign=4b01391bde-Top_Research_
Briefs_05_26_2018&utm_medium=email&utm_
term=0_9dc0513989-4b01391bde-89402301
KPMG (2019), 2019 Autonomous vehicles readi-

2. 由於自動駕駛技術發展需要汽車、電子、
通訊、互聯網、交通管理等跨產業的合作
與轉型升級，而我國具備完整的汽車產業

ness index. Retrieved Nov. 1, 2019 from: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19/02/
tw-kpmg-2019-autonomous-vehicles-readiness-index.pdf

鏈且網路密度高，使得我國不僅優於他國

PwC (2018), Transforming vehicle production: How

更適合建構自動駕駛技術測驗平台，同時

shared mobility and automation will revolutionize

在整合自動駕駛產業鏈上比他國更加容
易。

the auto industry by 2030. Retrieved Nov. 15, 2019
from: https://www.strategyand.pwc.com/gx/en/
insights/transforming-vehicle-production.html

3. 過 去 的 製 程 經 驗 讓 我 國 產 業 具 備 彈 性 製
造、快速應變及少量多樣的生產能力，有
利於未來汽車製造朝向「客製化」和「隨
選汽車」的製造需求。面對自動駕駛技術
所帶動的產業轉型，建議我國零組件廠商
持續強化模組化與系統化功能之核心能
量，以興新國家做為主要客群，採取低價
化、多功能、小型車輛的硬體製造之策略
快速切入全球供應鏈中，未來則是朝向滲
透率提升方向前進。
4. 台灣具備獨特的軟硬體整合能力及研發能
量，除了台灣工程師優秀且充足，同時對
於專利保護相對完善，有利於國際一階車
廠願意與台灣產業進行合作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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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由歐盟數十個國家科研資助機構號召發起的 S 計畫，目的在全面落實學術出版品的公開
取用 (open access)。與 S 計畫立場一致，歐盟表示 Horizon Europe (2021~2027) 的 OA
政策將傾向不補助混合型期刊的投稿費用。不過，出版商、學術界對 S 計畫都有反彈聲
音。在全球開放科學的趨勢下，本文將說明歐洲 S 計畫的背景、內涵與不同聲音，與歐
盟官方公開取用政策的最新動向。

中文關鍵字：公開取用 / S 計畫 / S 聯盟 / 學術出版品
英文關鍵字：Open Access / Plan S / cOAlition S / Scientific Publication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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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學術研究成果公開取用的理念可回溯至

一、前言

2002年「布達佩斯公開取用倡議(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強調應排除費

針對政府資助研究計畫的期刊論文，若科研

用、法律、技術等障礙，促使學研成果對外公

人員投稿時已支付一筆文章處理費(ar ticle

開、共享與再利用。OA運動在經過多年倡議

processing charges, APCs)，而學研機構或

後，歐盟自2008年起推動「FP7公開取用試

圖書館又得支付相當可觀的期刊訂閱費後，

行計畫(2008-2013)｣，規範受公共經費資助

始能對公眾提供這些從公部門口袋資助產出

的研究成果，應在最少的限制下透過網路對

的學術知識，則衍生所謂雙重收費(double

公眾開放；在接續的Horizon 2020計畫期間

dipping)的爭議，因此，歐洲公部門近年積極

(2014~2020)，更將OA政策的適用客體擴大

推動公開取用政策(open access policy，以下

到研究資料(王怡惠、蕭棠文，2016)。在歐盟

稱OA政策)，希望從研究經費補助者的角度協

OA政策下，研究成果特別指兩類：

助促進科研知識的開放共享。

表1

歐盟OA政策適用客體

第一類：
具同儕審查流程的學術出版品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除研究報告外，尚包括期刊論文、專書著作、研
討會論文、技術報告等。

第二類：
研究資料 (research data)

依歐盟，指：1) 用以驗證研究成果的基礎資料
(underlying data)，包括原始數據等；2) 其他於
資料管理計畫(DMP)中自行界定的科研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針對第一類學術出版品，依歐盟現行的OA

的公開取用，作者可選擇透過自我典藏(self

政策，主要是規範受資助者所發表的期刊

archiving)對外開放，或直接投稿到公開取用

論文( journal articles)。為了落實期刊論文

期刊(OA journals，簡稱O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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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OA，國內稱之為玉律
• 保存：文章發表後，依與出版商的約定，將文章特定版
本的電子檔儲存到機構典藏(IR)、或主題典藏庫

自我典藏
(self-archiving)
＊ 美國政策文件提到，以付費交換OA一
途非作者之優先選擇，並要求各研究計
畫應注意經費支用相關規範

• 對外開放：與出版商約定於embargo period後（通常為
6/12個月），允許對外公開延遲型(delayed OA)
＊IR：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
＊embargo period：期刊全文禁止上網期限

• Gold OA，國內稱之為金科

公開取用出版

(open access publishing)

• 作者選擇投稿在「公開取用期刊(OAJ)」或「混合型期
刊」，以OA型態發表
• 在文章刊登同時立即對外開放立即型(immediate OA)
• 又有稱之為作者付費發表模式(Author-pay APC model)

圖1

落實期刊論文公開取用的兩種主要途徑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圖。

二、S 計畫的背景

Research Council)的支持下，數十個國家級
的科研資助機構組成cOAlition S(以下稱S聯

在立即對外開放模式下，學者可選擇在公開取

盟)，並由「科學歐洲組織(Science Europe)」

用期刊(OAJ)或混合型期刊(hybrid journals)

代表於2018年9月4日聯合發布Plan S(以下

發表研究成果，為了能立即對外開放，則可能

稱S計畫)，主張「自2020年起(後修改延至

改由作者自行負擔或科研資助機構補助每篇

2021年)就所有受公部門經費資助的研究計

文章的投稿費用(APCs)。所稱混合型期刊，

畫，科研人員應以立即公開取用(immediate

指的是期刊部分為OA文章，但部分為仍需付

OA)的方式發表學術研究成果｣(cOAlition S,

費才能閱讀的非OA文章，混合型期刊的營收

2019a)。

同時來自於APCs和訂閱費。據統計，公開取
用期刊收取的APCs平均每篇約1,400~2,000

科學歐洲組織主席Marc Schiltz強調，S計畫

美元，但混合型期刊收取的APCs平均每篇卻

的精神在促進公部門資助研究成果的開放與共

高達約2,700美元，甚至經常超過5,000美元

享，藉由研究成果的公開透明，讓公眾或其他

(Matthias, 2018)。而伴隨全球OA政策/規範

學術社群有機會檢視、討論、驗證或重複其科

(mandates)的普及，混合型期刊和APCs都有

研成果，使科研成果經得起外界挑戰，這才是

不斷增長的趨勢。

科學的本質。此外，科學研究都是建立在既有
科研成果的基礎上，促進科研成果的公開更有

鑒於OA推動進展的緩慢與問題(Nature,

助於科研的新發現(Schiltz, 2018)。

2018a)，在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和歐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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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簽署加入S聯盟的成員

盟(參表2)。民間與國際組織方面，有英國惠
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和美國蓋茲基金會

截至2019年9月底，全球共14個國家級的科研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及新

資助機構(national funders)陸續簽署加入S聯

加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等。

表2

簽署S計畫的國家級科研資助機構

奧地利國家科學基金會(Austrian Science Fund)
芬蘭科學院 (Academy of Finland)
法國國家研究總署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Agency)
愛爾蘭科學基金會 (Science Foundation Ireland)
義大利國家核物理研究所 (It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uclear Physics)
盧森堡國家研究基金會 (Luxembourg National Research Fund)
荷蘭科學研究組織 (Dutch Research Council, NWO)
挪威研究委員會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波蘭國際科學中心 (Poland National Science Centre)
斯洛維尼亞研究總署 (Slovenian Research Agency)
瑞典健康、工作和福祉研究院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Health, Working Life and
Welfare, FORTE)
瑞典環境、農業科學、空間規劃研究院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Spatial Planning, Formas)
瑞典創新系统署(Swedish Goverrunental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VINNOVA )
英國研究與創新總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尚比亞國家科技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約旦科學技術高级委員會(Higher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資料來源：cOAlition S(2019b)，本研究整理。
(二)S計畫10大原則
簽署加入S聯盟的意義在：科研資助機構應遵

人員若未依S計畫規定的方式對外開放研究成

守S計畫10大原則，並監督受補助者立即開放

果，資助機構得追回研究經費、在審查新研究

受資助的學術論文。具體來說，便是修改研究

計畫時排除違規文章的研究表現認定或給予停

資助契約條款，並納入罰則規定。未來科研

權處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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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計畫自2018年9月4日發布後即引起各界熱

的補助(原則8)。S聯盟鼓勵期刊轉型的各

議，因此，經蒐集來自40餘國家超過6百份意

種可能性，如轉化性協議(transformative

見後，S聯盟於2019年5月發布修正後的10大

agreements)，包括將訂閱費包在投稿費

原則(cOAlition S, 2019c)，重點包括：

中(Publish and Read, PAR)或與出版商約
定將投稿費和訂閱費綑綁合併計算(Read

1. 將施行日期延後1年到2021年，讓科研人員

and Publish)。德國Projekt DEAL和出版商

和學術出版機構有足夠的調適時間；

Wiley達成的即屬PAR協議(Projekt DEAL,

2. S計畫明白表示不鼓勵混合型期刊，即原則

2019)；

上禁止S聯盟成員提供投稿到混合型期刊

3. 強調對現行研究績效評鑑制度的改革(含改

的APCs補助。但若該期刊有朝完全開放的

變學者的投稿習慣)，並支持2012年「舊金

轉型規劃(transformative arrangements)

山科研評估宣言(Declaration On Research

與具體時程，資助機構得例外於過渡期間

Assessment, DORA )」，到2021年前將逐

內(到2024年底)提供與轉型規劃有關費用

步落實舊金山宣言。

表3

S計畫10大原則

1

作者或學研機構應與出版商協商保留學術出版物的著作權，並以開放授權的模式(創用CC
授權條款為宜)開放共享，以落實柏林宣言

2

科研資助機構(funders)應制定嚴格規定，設定高品質公開取用期刊(OAJ)、OA出版平台
及OA典藏系統所必需的服務準則與要件

3

在OA基礎設施的尚未健全前，資助機構應提供適當誘因，鼓勵推動高品質的OAJ、OA出
版平台，並提供基礎設施所需支援

4

在適當的情況下，公開取用出版的費用應由資助機構或研究機構補助，而非由個別科研人
員自行負擔，應確保所有科研人員都能以OA形式發表文章

5

資助機構支持OA商業模式的多樣性；OA出版費用應有合理的標準，且費用結構的資訊應
公開透明，以利設定OA出版費的標準和補助上限

6

鼓勵政府、學研機構、圖書館、學術團體等調整其政策和策略，尤應確保透明度

7

原則上適用於所有型態的學術出版品，但考量專書和書籍章節的特性，資助機構得另定遵
循規定和時程

8

不支持混合型期刊的出版模式，但允許過渡期間(到2024年)與轉型規劃有關費用的補助

9

科研資助機構應制定罰則，督促受資助者落實OA義務

10

在研究經費審查期間評估申請人的研究表現時，科研資助機構應重視研究成果的內在價
值，並借助其他評估指標，而非以出版管道、影響係數(或其他期刊指標)或出版商來衡量
研究的價值
資料來源：cOAlition S (2019a)，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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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S計畫的三種途徑

上限。正因為S計畫強調在論文發表同時應立
即開放共享，從而禁止一定期間後才對外開放

S計畫10大原則的核心在：所有期刊論文應以

的延遲公開(如與出版商約定6或12個月的全文

開放授權條款立即對外開放取用(without any

上網禁止期)。未來，為符合S計畫的原則，科

embargo period)，並主張應由科研資助機構

研人員在發表研究成果時有三種選擇：

負擔OA出版所需費用，惟應設定合理的補助
表4

科研人員遵守S計畫的三種選擇

公開取用出版
(OAJ或OA平台)

立即開放的自我典藏

過渡期的轉化性協議

途徑

作者得於公開取用其
刊(OAJ)或其他OA平
台發表文章

1. 作者得自由選擇文章發表的
期刊(訂閱型、混合型)；
2. 但須將文章儲存於公開的知
識庫(repository)，並以開放
授權條款立即對外開放；
3. 儲 存 的 版 本 可 以 是 刊 登 本
(Version of Record)或錄用
稿(Accepted Manuscript)

到2024年的過渡期內，作
者得於合乎轉型規定的混
合型期刊發表文章

補助

1. 資助機構應提供補
助
2. 在OA發表管道尚
未健全前，資助機
構應支援鼓勵OAJ
和OA平台的建置

資助機構不提供混合型期刊的
發表補助

資助機構得依與出版商間
的轉化型協議條款，給予
過渡期間的補助

資料來源：cOAlition S (2019a)，本研究整理。

三、不同的聲音
放的自我典藏模式(SNSF, 2018)。德國方面，
目前，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和瑞士國家科學

DFG主席Peter Strohschneider曾表示，DFG

基金會(SNSF)等幾個歐洲權威的科研機構，

的OA政策並未強制學術發表的形式，但在S計

雖公開表示認同S計畫的精神，但尚未簽署加

畫下，受資助者發表學術論文的選擇將受到限

入。瑞士SNSF表示，S計畫與瑞士現行的政策

制 1；此外，DFG擔心，S計畫恐導致APCs的

不符，瑞士採較為彈性的作法，即允許延遲開

變相漲幅(Nature, 2018a; DFG, 2018)。

1

針對學術出版自由的爭議，值得一提的是德國一宗的訴訟案。本案源起於德國 2013 年著作權修法新
增第 38 條第 4 項所謂二次公開權 (Zweitveröffentlichungsrecht) 的規定。新法規定，在符合受公部
門資助等條件的前提下，讓作者於文章發表 12 個月後有透過網路二次公開的權利。德國修法強調二
次公開權是未來推動 OA 政策重要的基石。而德國各邦也著手修改高等教育法規，要求科研人員以二
次公開方式對外開放學術論文，此舉讓德國康斯坦茨大學 (Universität Konstanz) 數十名教授對學校
提出法規審查訴訟 (Normenkontrollklage)。本案目前已由巴登 - 符騰堡州 (Baden-Württemberg)
行政法院移到聯邦憲法法庭進行合憲性的審查 ( 訴訟案號 Az.: 9 S 20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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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圈，歐洲化學科學領域於2018年11

也有其他學術團體表達擔心，認為S計畫將帶

月發起一項反對連署，並由瑞典烏普薩拉大

動「付錢出版(pay-to-publish model)」的商

學(Uppsala University)生物化學教授Lynn

業模式，讓掠奪性期刊有發展空間(EU-LIFE,

Kamerlin主筆公開信(Plan S Open Letter)，

2018)。

主張過於急進的10大原則將不利於學術出
版的健全發展，甚至有限制學術自由之虞。

此外，S計畫雖允許採自我典藏模式，但強制

截至9月底已有1,785人簽署，其中包括兩

要求作者應立即以開放授權條款對公眾開放，

名諾貝爾獎得主，分別是2013年和2016年

這點將不符合多數期刊現行的著作權政策。S

獲頒諾貝爾化學獎的Arieh Warshel和Ben

計畫雖強調保留科研人員自由發表的空間，但

Feringa(Research Community, 2018)。

實務上，學者若無與出版商協商著作權條件的
談判空間，將限縮論文發表的期刊選擇權。綜

反對者主張，超過85%的知名國際期刊都

上所述，基於S計畫對科研人員論文的發表、

屬於混合型(如Science, Nature, Nature

研究合作和交流對象的選擇、文章釋出共享的

Chemistry或ACS Catalysis等)，在化學領域

條件等都造成相當程度的限制，反對者甚至主

的期刊尤是如此。但在S計畫「全面封殺」混

張S計畫違反學術自由原則。

合型期刊的立場下，未來接受S聯盟成員補助
的科研人員，將無法投稿到攸關升等的重要期

四、歐盟官方 OA 政策的方向

刊，尤其對年輕學者來說，投稿到知名期刊影
響研究職涯的發展甚鉅，因此S計畫全面禁止

歐盟2021年起將實施新一期的科研架構計畫-

混合型期刊的作法有待商榷。

「Horizon Europe」(2021~2027年)，歐盟
在Horizon 2020的檢討文件中表示未來除延

其次，因S聯盟尚未爭取到全球多數科研資助

續自2014年起的OA政策，並將採取更積極的

機構的加入，反對者擔心S計畫將造成跨機

措施，以落實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政

構、跨國間科研合作的負面影響。因為在評

策主軸。有關Horizon Europe目前針對學術

估是否與S聯盟成員進行科研合作時，難免會

出版品公開取用的政策方向，整理如表5 (EC,

擔心未來在發表研究成果時，在期刊的選擇上

2017; EC, 2018a；EC, 2018b)。

會受到限制。反對者更提到，當一篇論文乃源
自於不同機構間合作研究的成果，而部分作者
不受S聯盟拘束時，就可能產生期刊選擇的爭
議。
再者，S計畫過度強調立即開放的出版模式，
但事實上，費用只是從訂閱端轉嫁到投稿端，
科研人員可能需支付更高的投稿費，而無法達
到S計畫「打倒付費牆」的主張。再加上，公
開取用出版模式存在「只要付費即可發表」
的潛在風險，因此論文品質堪慮。對於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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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Horizon 2020規定
1. 受 補 助 者 得 採 自 我 典 藏
(Green OA)或公開取用出
版(Gold OA)兩種模式落
實OA義務；
2. 鼓 勵 公 開 取 用 期 刊
(OAJ)，並補助相關費用；
3. 提供指引文件鼓勵作者與
出版商洽商協議保留自我
典藏所需的著作財產權；
但有配套法令，作者與大
出版商的談判空間低。

歐盟學術出版品的公開取用
落實狀況與檢討

Horizon Europe方向

• 據統計，OA的學術出版品
僅達到61%；應研議更具
強制力的作法，公部門資助
期刊文章開放共享的全面落
實。

1. 將 全 力 支 持 完 全 O A 期
刊(purely open-access
journals) 和儲存預印本
(pre-prints)的自我典藏模
式；
2. 將 不 提 供 投 稿 於 混 合 式 期
刊的補助(No support for
hybrid journals)；
3. 針對智財權議題，積極研議
配套措施，協助解決作者與
出版商間的著作權爭議。

資料來源： EC (2018b)，本研究整理。

從表5可見歐盟執委會(EC)對混合型期刊的立

有論者謂，S計畫能否成功的關鍵取決於後續

場與S計畫一致，推測與混合型期刊的APCs過

參與機構的多寡與影響力，因為根據統計，最

高有關，加上混合型期刊本質上仍為付費訂閱

初發起S聯盟的11個國家資助機構，其年度科

模式，與開放共享的理念不符。不過，歐盟執

研經費僅占全球近2萬億美元研發支出的不到

委會雖表態支持S計畫，但歐盟未來OA政策的

1%，而每年的學術論文產出量僅占全球文章

具體內容仍需視後續Horizon Europe補助經

發表量的3.3% (Delta Think, 2018)。職是之

費的規範而定，意味著S計畫須同時獲得歐盟

故，S聯盟期待未來有更多不同區域的國家和

議會和理事會的支持。

機構加入，歐盟OA大使日前也赴美希望爭取
美國對S計畫的支持，冀提高S計畫的影響與推

五、小結

動力道(Nature, 2018b)。

S計畫因受到歐盟執委會的支持，加上參與成

與S計畫立場一致，歐盟表示Horizon Europe

員的層級高，所以發布後便受到各界的高度關

(2021~2027)的OA政策將傾向不補助混合型

注。而S計畫最大的爭議是對混合型期刊的限

期刊的投稿費用。而歐盟在Horizon Europe

制，除引起出版商反彈外，學術界也有不同的

開放科學的政策主軸下，預計將持續推動營造

聲音。對科研人員來說，一方面樂見OA政策

研究成果和數據共享的科研環境，重點推動項

有助於提升研究能見度，但當學術升等或科

目之一便是延續Horizon 2020的公開取用政

研評鑑的評估指標仍以期刊影響係數(Impact

策，並朝向支持完全OA期刊的方向發展。在

factor)為重時，科研人員擔心未來將無法投稿

此情況下，歐盟未來的科研經費補助規範是否

到攸關升等、評鑑的重要期刊。雖然S計畫提

會依循S計畫10大原則？又S聯盟如何避免付

到舊金山宣言，但仍有待S聯盟進一步提出落

錢發表導致文章處理費價格上漲的反效果？如

實舊金山宣言的具體作法。

何在兼顧論文品質的前提下訂出合理的OA出
版費補助標準？諸此問題，都值得吾人繼續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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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評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 SDG
高峰會結論與我國執行現況
陳嬿竹

副研究員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ppt.cc/fcoLxx，Created by LionMountain
著作權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聯合國於 2015 年發布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2019 年 9 月，各國重新審視 SDGs 實施進展，
並提出未來十年的行動方針，宣布超過百項之加速行動方案，期望在 2030 年之前實現
SDGs 目標。我國考量國家永續發展和與世界接軌，在中央機關部分設立國家永續發展委
員會，各縣市政府亦積極發佈 VLR，在企業方面亦將其 CSR 活動與相對應的 SDGs 目標
連結。

中文關鍵字：永續發展目標 / 聯合國
英文關鍵字：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 United Nation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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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比率降低、兒童死亡率降低…等。但仍有部

一、前言

分目標改善有限，例如女性平權等議題；另外
也有許多新興議題產生。聯合國於2015年再

聯合國於2000 年首度發佈千禧年發展目標

度公佈永續發展目標，設定在2030年能達成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新設立之目標，共計17項目標(Goals)與169

MDGs)，目標設定於2015年能達到八項目標

項細項目標(Targets)，17項目標如圖1所示，

(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基礎教育、促進兩性平

簡而言之SDGs主要涵蓋經濟成長、社會進步

等、降低兒童死亡率、提升產婦保健、對抗病

與環境保護三方面。完整中文說明可參考行

毒、確保環境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經過15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

年的努力，貧窮人口比率降低、學齡兒童沒上

nsdn.epa.gov.tw/)。

圖1 聯合國永續發展17項目標
資料來源：永續發展目標知識平台(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二、SDG 國際達成情形盤點
與最新宣示方向

生物多樣性的消失速率並未減緩，目前大約
已有100萬個物種已滅絕、溫室氣體排放量持
續增加。此外，SDGs在2030的目標有一項

自2015至今經過4年的努力，極端貧窮與兒童

重要原則「不遺漏任何人」 (leaving no one

死亡率均持續下降、部分疾病(例如肝炎)的發

behind)，但盤點資料卻顯示相對弱勢族群與

生率亦大大降低。而在性別平等方面亦有獲得

優勢族群之差距仍有很大改善空間。如：青年

進展、貧窮國家的電力供應比率也逐漸提高、

失業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三倍、城鄉差距仍舊

全球之勞動生產率提高、失業率降低…等。

明顯尤其在教育和衛生保健等議題、女性佔就
業人口不到40%，若以管理職而言不到25%，

然而，另一方面而言，對於2030達成SDGs目

部份資料亦顯示性別不平等甚至會有同工不同

標(又稱2030議程)仍有許多落後的項目，如

酬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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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幾年，世界各地動盪不安，將使2030
年達成SDGs目標的機會降低，甚至抵銷了過

三、我國導入 SDGs 現況

去幾年的進展。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增加

我國考量國家永續發展和與世界接軌，在中央

了150%以上，且大都由較脆弱的發展中國家

機關部分設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自2000

承受損失。此外經濟影響也不容忽視，在持續

年以來陸續完成「21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

的貿易緊張局勢下，預計全球經濟成長趨緩，

續發展策略網領」、「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許多國家亦正在採取更多的貿易保護策略。

「臺灣永續發展宣言」、「永續發展指標系
統」、「臺灣21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

在此現況下，各國元首於2019年9月聚集於美

景與策略綱領」、「永續發展政策綱領」、

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重新審視SDGs實施進

「推動綠色經濟之策略與方向」等。此外也於

展。經過審慎評估、討論，聯合國於2019年

2017年9月，發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臺灣

10月會議通過政治宣言，內容除重申各國將

自願國家檢視報告(VNR)」。

持續為達成2030議程共同努力，未來十年將
是關鍵的十年；政治宣言也提及氣候變遷仍為

永續會於2019年正式發表「臺灣永續發展目

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需審慎面對。此外，

標」計18項核心目標、143項具體目標及336

為了順利達成2030議程，需採取加速行動方

項對應指標，各項對應指標均有負責之主(協)

案。

辦單位。完整資料可參考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網站(https://nsdn.epa.gov.tw/)。其

共同承諾加速進行項目包括：

中前17項與聯合國發佈之目標呼應，增加第
18項目標則是依據我國「環境基本法」第23

(一)

不遺漏任何人(Leaving no one

條，以及回應公投結果，依法逐步達成非核家

behind)

園。

(二)

準備足夠資金並妥善運用

(三)

加強各國執行力道

此外，為了檢視永續發展推動成效，每年亦會

(四)

透過各級單位協調，提出整合式解決

發佈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評量結果報告，參考聯

方案

合國建議，分為面向、議題、指標三個層次，

強化地方層級的執行力，提高執行效

共計有環境、節能減碳…等十二個面向。

(五)

率
(六)

降低災害導致的風險，提高防災韌性

SDGs強調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進步三

(七)

強化國際間合作默契，共同解決挑戰

方面，以執行層面而言，相較整體國家規模，

(八)

透過科學、技術與創新來協助目標的

用縣市規模來操作更為有效率。以全球而言，

達成

2018年紐約市率先發表永續發展城市自願檢

(九)

強化SDGs相關的資料收集與統計

視報告(VLR)；而在台灣部分，新北市於2019

(十)

透過各國高層論壇持續討論與改進行

年3月公佈VLR報告，是我國第一個發布的城

動方案

市。台北市則緊追在後，於2019年9月發表臺
北市VLR報告；桃園市也持續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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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國企業社會責任(CSR)觀念興起，我國

產，33.7%」與「13.氣候行動，32.4%」，

亦規定自106年起股本達50億元以上之上市公

而呼應比率較少之目標則為「14.海洋生態，

司應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根據

9.5%」、「15.陸地生態，11.6%」與「2.消

108年 11月統計資料顯示，已於公開資訊觀

除飢餓，11.7%」。上述統計資料受限於樣本

測站申報 107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上

數來源於一定資本額以上的企業CSR報告，以

市公司共 335 家，上櫃公司共 97 家，總計

金融保險業、化學工業、電子零組件/半導體

432 家。由於SDGs為全球共同面臨之課題，

業為主體，無法代表整個台灣企業概況，報告

故將其CSR活動與相對應的SDGs目標對照，

結果顯示我國企業對於各項目標均有一定程度

在各大企業中已行之有年。CSRone永續報告

的關注。台灣整體的產業面，除了製造業外，

平台分析606本2018年公開發行之永續報告

金融服務業也不再僅注重經濟生產的層面，並

書，各企業CSR報告對應之SDGs目標統計如

逐漸涵蓋整體營運的社會與環境層面關懷，這

圖2所示，我國企業關注面向偏重在「8.就業

是國家進步的重要指標之一。

與經濟成長，37.3%」、「12.責任消費與生

圖2 臺灣企業報告SDGs關注概況
資料來源：2019 臺灣暨亞洲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https://csrone.com/reports/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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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United Nations (2019)，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the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每個人、每個群體、每

ment conven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6p.

個城市、每個國家均息息相關，沒有人能置身

United Nations (2019)，Report of the Secre-

事外。本文從SDGs簡介開始，到聯合國最新

tary-General on SDG Progress 2019 Special Edi-

之現況盤點、2019年SDG高峰會結論，再介

tion，60p.

紹本國中央政府、直轄市到企業之永續發展現
況。透過SDGs的設計，讓全世界往同一個目
標邁進，包括公益組織、政府單位以及企業組
織等皆責無旁貸。
氣候變遷、節能減碳、生物多樣性…等，這些
全球性的議題影響著全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台灣雖然非聯合國會員，但身為世界村的一份
子無法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台灣經濟與科技
的發展有目共睹，若能將永續發展理念與實
務落實到社會各層面，將可協助台灣早日達
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回顧聯合國最新之SDGs
現況盤點，該報告有針對每項目標進行推估
(projection)至2030年時能達到何種程度，也
因此發現有些目標落後，若無更積極作為很可
能無法於2030年達標。反觀國內目前的報告
檢視，似乎仍缺乏對於未來之預測或估計，大
都為現況之資料蒐集彙整與描述。若進一步強
化此部分，將可篩選出仍待努力改善之目標，
並用更積極方案來促使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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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近期數位科技趨勢變化快速，透過物聯網、5G 行動通訊、雲端運算、大數據分析、人工
智慧、區塊鏈，以及運算能力等新興數位科技的疊加應用，掀起新一波的數位浪潮。政
府應從國際動向觀察，發掘重要科技議題，積極推動相關數位政策，加速數位轉型步伐，
帶動數位經濟發展，邁向萬物聯網之數位時代。

中文關鍵字：數位科技 / 數位政策 / 數位轉型
英文關鍵字：Digital Technology / Digital Policy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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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路徑，以及國際數位治理趨勢，擘劃國家

一、前言

未來數位創新政策藍圖，訂定政策之發展願景
及推動優先事項，並善用新興數位科技，透過

網際網路日益普及，行動通訊技術快速崛起，

政策推動，優化數位基礎環境，因應日益嚴

加上人工智慧、物聯網、區塊鏈與大數據分析

峻的數位化挑戰，並協助產業應對數位轉型

等各項創新數位科技逐漸發展成熟，勢必為全

時所面臨之產業價值鏈及供應鏈的衝擊，發

球掀起新一波的數位經濟浪潮。而數位經濟是

掘嶄新商機，創造出新價值。例如：新加坡

泛指透過各項創新數位科技的疊加應用，連結

政府以2014年公布的「智慧國家2025(Smart

到跨域整合平台，改變企業經營模式與經營環

Nation 2025)」十年計畫為基礎，加強資通訊

境，產生數位化的創新產品與創新服務，以及

科技的採用，為未來產業創新打造所需軟硬體

新商業模式，為商業服務創新創造新契機，促

資源。

成企業數位轉型，進而帶動經濟活動。
Hanna(2018)認為在創新與技術的轉型過程
此外，數位科技之發展與應用，除對於個人、

中，國家遭受到的衝擊與挑戰日益增加，不

企業、甚或社會經濟皆產生巨大衝擊，影響層

能僅靠企業推動數位化發展，政府也應與時

面更觸及至國家，涉及勞動力、技能與法規制

俱進，加緊腳步制定並推動相關政策。由政

度等議題，因而衍生出政策面的挑戰。隨著企

策制定者(如政府)與多方利益相關者(如產業、

業數位轉型重塑商業模式，政府亟需與時俱進

供應商等)彼此協同合作加速國家數位轉型，

且積極進行跨界整合，以更高層次思考數位解

並將數位轉型視為一個相互依賴且高度互動之

決方案的應用，並納入產業與社會等各面向的

生態系統，以政策推動、數位基礎建設、資

議題。透過政府的數位治理，即是政府利用數

通訊科技產業、人力資本，以及數位轉型等

位科技，提出數位解決方案來應對數位轉型課

五個面向，形塑數位轉型生態系(The Digital

題，強化政府政策之治理效能，以實現公眾利

Transformation Ecosystem)，如圖1，以促

益最大化目標。因此，政府應從國際數位發展

進數位經濟的運作。數位轉型生態系之五個面

動向，洞察重要科技議題，藉由政策之推動，

向概述如下：

持續布建與優化國家數位環境，如建設下世代
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完善網路與數據之監管法

(一) 政策推動

規、資訊安全防護等，以數位治理方式支援產
業數位轉型，確保創新數位科技能在數位時代

各級政府及機關間進行公私部門跨域協調合

不斷發揮其最大價值。

作，共同推動數位轉型各項政策措施，促成各

二、政府在數位時代扮演關鍵
角色

領域導入數位科技應用，引領數位經濟發展。
(二) 數位基礎建設

隨著數位科技持續驅動全球經濟與社會的數位

建置價格合理且具有競爭力的通訊基礎建設，

化發展，新一波創新數位科技快速全面性擴散

例如可負擔的網際網絡與資通訊技術工具、寬

至各產業領域。政府必須衡酌國際數位轉型的

頻網路、雲端運算服務與數位支付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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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通訊科技產業

位技能、管理技能，提升國民的資訊與數位素
養，強化數位人才之育成，以滿足產業轉型的

透過資通訊科技產業與大數據產業鏈結，與全

人才需求。

球資通訊科技供應商配合，依轉型過程需求挑
選最合適的技術解決方案，管理並維護技術基

(五) 數位轉型

礎設施。
在各領域導入數位科技，促使其積極創新與轉
(四) 人力資本

型升級，例如數位政府、數位商業與數位金
融。

在資通訊科技持續演進下，人力資源可視為數
位革命之核心，培育國民具備專業知識與數

圖1 數位轉型生態系
資料來源：Hanna (2018); 本研究整理。

三、澳洲、英國與比利時的數
位政策
革。因此，澳洲、英國與比利時等國家政府競
數位科技逐步融入各產業領域，觸發政策面的

相提出國家層級的數位政策，且其政策推動方

創新改革，政府可運用數位轉型生態系之思

向之概念與數位轉型生態系的思維相近，並設

維，有效整合多方力量以科技解決數位轉型課

定政策推動之主要目標(如圖2)，以掌握數位

題。而為迎接數位轉型浪潮所帶來的需求與挑

轉型對於經濟與社會的影響與發展契機。澳

戰，國家要在未來致勝必須從政策面開始改

洲、英國與比利時之數位政策內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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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洲的科技未來(Australia's Tech
Future)」

以此打造英國成為最適合發展數位商業及新興
科技開發與應用的國家。

澳洲聯邦政府在2018年公布「澳洲的科技未

(三) 「數位比利時(Digital Belgium)」

來」，該政策聚焦於應用人工智慧與區塊鏈等
技術，擴展網路速度與頻寬，改革學校數位學

比利時聯邦政府於2015年啟動「數位比利

習及職業訓練，普及國民數位應用能力，改善

時」政策，旨在提升國家的網路基礎設施及行

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並與私營企業協同推動

動寬頻技術，發展以市場為導向之解決方案。

國家網路合作，維護網路安全防護並加強網路

政策著重在利用數位科技之整合與應用，投資

監管，期能藉由新興科技提高國民生活品質，

建置超高速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數位基礎建

並實現強大、安全且包容的社會，從而帶動國

設，培育國民具備數位技能以實現數位包容，

家經濟成長。

完善創新創業環境以扶植新創企業，改善行政
服務流程以促進政府數位化服務，並保護使用

(二) 「英國數位策略(UK Digital Strategy)」

者網路隱私安全，藉以強化數位信任與數位安
全，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數位經濟發展。

英國政府2017年提出「英國數位策略」政
策，推動加速建置下世代數位基礎建設，鼓勵

綜觀澳洲、英國、比利時的數位政策，可窺見

民眾學習職涯發展所需數位技能以縮減數位落

數位轉型對於國家層次的影響。各國除持續優

差，支援個人與企業數位科技應用服務以推廣

化數位基礎環境，另因大數據以多種模式融入

企業數位化經營，與網路產業及國際夥伴攜手

創新，衍生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故

迎接和克服未來網路安全威脅與挑戰，改善數

加強資料安全存取及隱私保護，以完備數位資

位公共服務的設計與營運以促成政府數位轉

訊安全防護。與此同時，為完善網路與數據安

型，並鼓勵數據共享與創新應用，同時確保個

全之數位環境監管制度，制定健全的監管法

人與企業數據安全，進而創造數據使用價值，

規。

圖2 澳洲、英國與比利時之數位政策及其主要目標
資料來源：Planes-Satorra, S. and C. Paunov (2019);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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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數位轉型為核心的科技
創新政策

社會發展方向，期能借助創新技術研發，加速
數位環境轉型與新服務拓展，提升民眾生活品
質。

為克服當前日趨複雜的難題並強化產業競爭
力，先進國家的科技創新政策逐漸發展以數位

五、台灣的數位政策發展現況

轉型為核心議題，並以科技創新為基礎，以人
才未來發展為支撐，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希冀

近年來台灣的網際網路與電商發展趨於成熟，

利用科技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例如：德國在

且擁有厚實的硬體設計能力，但在法制、人才

2018年頒布「高科技戰略2025 (HighTech-

及軟體等方面之國家基磐配套措施略顯不足，

Strategie 2025)」，發展以人為本的研究與創

且因應數位產業快速變遷的步調緩慢。為促進

新，側重於開創研究新領域之關鍵技術，加強

數位經濟發展，帶動產業創新，政府於2016

國民職業教育與數位學習，建構完善的資通訊

年啟動為期九年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

安全環境，推動政府數位化服務轉型，並建立

方案(2017-2025年)」(簡稱DIGI+方案)，並

政府開放資料庫及知識移轉平台，以強化知識

以發展活躍網路社會，推進高值創新經濟，開

的影響力。

拓富裕數位國土為其願景。該方案之推動重點
是深耕先進數位科技的研發，掌握自主技術解

日本於2016年開始推動「第五期科學技術基

決方案；營造友善法制環境，培育跨域數位人

本計畫(The 5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才；建構數位創新應用基礎環境，帶動跨產業

Basic Plan)」，以世界上最適合創新的國家，

創新轉型加值應用，藉以提升數位基礎建設、

打造日本成為超智慧社會(Society 5.0)為願

經濟與社會等各層面創新，更進一步推升數位

景，聚焦於開發未來產業創新及社會變革所需

經濟發展動能。

的技術與服務，並整備科研環境與人才育成，
運用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新興數

六、結論與建議

位科技驅動政府、產業及社會的數位化發展，
數位科技的融合應用逐漸全面性擴散到各領

以實踐超智慧社會。

域，影響層面涵蓋產業、經濟、社會，衍生勞
法國則以2013年發布的高等教育與研究法

動力、技能與法規制度等議題，使得政府在數

為基礎，於2015年公布「法國歐洲2020

位時代所面臨的挑戰更甚以往。有鑑於此，各

(France Europe 2020)」之研究、技術移轉與

國政府相繼提出相關數位政策，並運用數位轉

創新策略，其中新目標是以科研來解決科技、

型生態系思維，有效整合多方力量，以科技解

經濟與社會所面臨的難題，確保法國在科研領

決數位轉型課題，藉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域位居世界領先地位。此策略重視促進突破性
技術的創新研發、投資建置資通訊基礎設施，

為促使台灣加快數位轉型步伐，故借鑑先進國

以及培育國民具備數位技能以消弭數位落差。

家之數位創新政策，建議政府可從數位基礎建
設、人才培育、資訊安全、監管法規等方面著

綜上所述，德國、日本與法國的科技創新政

手，如建構有利於數位創新的高速網路服務與

策，以數位轉型為核心，勾勒未來科技創新和

下世代5G行動通訊技術，及建置大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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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與數位支付平台等數位基礎建設，以提供創
新服務應用；在人才育成方面，學校教育融入
資訊科技課程，培育具備專業與數位知識之跨

2018; 7(1):5-15. https://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3731018-0086-3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de l'Enseigne-

領域數位人才，以提升國民的數位素養；在資

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2013), France

訊安全方面，須建立網路防禦新思維，導入資

Europe 2020: A Strategic Agenda for Research,

訊安全管理，以加強資料安全性與隱私保護；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http://www.
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pid29645/

並為完善網路安全及資料安全，制定健全的監

france-europe-2020.html

管法規等，俾為各產業領域持續打造轉型過程

OECD (2018),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

所需的軟體與硬體環境，帶動數位經濟發展，

novation Outlook 2018: Adapting to Technological

進而提升國家數位競爭力。

and Societal Disruption,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sti_in_outlook-2018-en
OECD (2019), Going Digital: Shaping Policies,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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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高峰期，兩岸疫苗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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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流感是國人冬季主要傳染疾病，每年 12 月至隔年 3 月是病毒活躍的高峰期。國內公費
流感疫苗自 2019 年起，依歷年疫情資料及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建議改成四價疫苗。
製造廠商以歐洲及國內疫苗廠為主，AEFI 發生率平均每十萬劑注射通報數約為 2.6 件。
中國大陸主要疫苗供應廠則皆為中國大陸當地公司，AEFI 發生率為每十萬劑注射通報數
約 9.62 件。臺灣在較嚴謹之 AEFI 定義下，疫苗不良反應事件發生率仍低於中國大陸。

中英關鍵字：流感病毒 / 基因重配 / 疫苗不良反應事件 / 武漢肺炎 / 新型冠狀病毒
英文關鍵字：Influenza / Reassortment / AEFI / COVID-19 / SARS-CoV-2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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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新流行的成因

流感是國人冬季主要傳染疾病，是由流感病

在1999年疾病管制署(原疾管局)病毒監視系

毒(influenza virus)所引發的急性上呼吸道感

統建立後，H3N2病毒是臺灣最常造成流行的

染症，每年12月至隔年3月是病毒活躍的高峰

主要病毒株，近年的分離資料顯示H3N2病毒

期。從18世紀開始至今仍持續感染人類，每

常伴隨著B型流感病毒一起於同一個時間感染

年都會在全球各地造成區域性的流行。所有的

臺灣人群(Lin et al., 2008)。病毒常藉由突變

年齡層均有可能被感染，其中以12歲以下小

(mutation)基因重配(reassortment)及基因重

孩比例最高，但重症及死亡率則以65歲以上

組(recombination)等方式產生多樣性，增加

的老人或併發症高危險群最高。

病毒的演化優勢。透過序列分析顯示，H1N1
病毒在2007-2008的基因重配，其表面蛋白

流感病毒依據病毒核蛋白(NP)，基質蛋白

基因HA、NA雖來自2005-2006年的病毒株，

(M)及其基因特徵的不同共分A、B、C、D

但其他六段基因皆與2003年病毒株相近(見圖

四型。A型流感病毒可感染所有的哺乳類動

1)。其中兩個屬於正向選汰壓力作用的基因位

物，也是目前最主要感染人類的病毒型別。

點(125&186)，均為已知會影響抗原表現及人

依照表面抗原特性可將其分型：表面蛋白

類免疫系統辨識的重要位點，進而可能導致新

haemagglutinin(HA)及neuraminidase(NA)

的流行發生(Lin et al., 2008)。

可分為H1~H16共16型，而NA則可分
為N1~N9等9型(Fouchier et al., 2005;

依據疾管署資料顯示，近期國內流感主要病

Webster, Bean, Gorman, Chambers, &

毒仍以A型H3N2為主，但B型流感占率有逐

Kawaoka, 1992)。所有的亞型在野生禽鳥體

漸上升趨勢，本流感季(2019年7月起)已累計

內都曾被分離到，其中H17N10 and H18N11

393例，其中56例死亡與流感相關(疾管署，

目前只有在蝙蝠中發現(Tong et al., 2013)，

2019)。

而感染人類最主要的型別包括了H1N1和
H3N2。H1N1型病毒在1918年爆發全球性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統計2019年至2020

大流行之後，便一直持續感染人類；H3N2則

年初，美國流感共約一千萬例，其中六萬一千

是自1968年香港型病毒爆發大流行後，則一

人死亡，主要造成流行的是A型H1N1及B型流

直存在人群，自此，H1N1及H3N2兩種亞型

感病毒(CDC, 2019)。

便不斷的交替重複感染人類造成季節性流行
(Horimoto & Kawaoka, 2005)。B型流感病
毒則有B/Victoria與B/Yamagata種系等4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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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臺灣1979-2009年A型流感病毒基因重配
資料來源：Lin et al. (2013).
註：圖下方長條圖為每月個案數，顯示逐年趨勢。

三、盤點流感疫苗現況與疫苗
不良反應事件

2019年增加疫苗經費至15億元，比之前一年
增加了7.9億元。隨著衛教宣導，民眾逐漸重
視疫苗施打等預防措施。近年中國大陸疫苗不

國內公費流感疫苗以往使用三價疫苗，2019

良反應事件頻發，兩岸商業流通頻繁、地緣緊

年起，依歷年疫情資料及世界衛生組織

密，國人不免憂心疫苗品質。因此蒐集現行疫

(WHO)所建議，臺灣已跟進日美歐等國，使

苗製造廠商資訊，觀察異同之處，依機關單位

用四價疫苗(含兩種A型:H1N1、H3N2及兩種

所揭露訊息不同，分別呈現(見表1、表2)。

B型疫苗株:Yamagata、Victoria)，衛福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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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疫苗

國內流感疫苗製造廠商

品名

三價流
感疫苗

四價流
感疫苗

製造商/製造商(國別)

VAXIGRIP巴斯德流感疫苗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Sanofi Pasteur
S.A(France)

AdimFlu-S 安定伏裂解型流感疫苗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光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R.O.C)

AGRIPPAL S1 suspension for injection
安爾保流感疫苗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液製
造廠:
SEQIRUS VACCINES Ltd.(UK)
充填及包裝廠: GL AXOSMITHLINE
VACCINES S.R.L.(Italy)

Vaxigrip Tetra 巴斯德四價流感疫苗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Sanofi Pasteur
S.A(France)

Fluarix Tetra 伏適流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AdimFlu-S (QIS) 安定伏裂解型四價流感
疫苗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光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R.O.C)

資料來源：疾管署網站 / 疫苗簡介 / 自費疫苗。

表2
疫苗

四價流
感疫苗

中國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許可之流感疫苗廠商及2018年批簽發行量
製造商 (國別)

批簽發量(支)

蘭華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China)

553.7萬

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 (China)

348.9萬

大連雅立峰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China)

143.8萬

深圳賽諾菲巴斯德生物製品有限公司 /
Sanofi Pasteur S.A (France)

120.3萬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O.C)

38.5萬

中逸安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12.7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臺灣目前流感疫苗施打以四價疫苗為主，廠商

時間所出現任何身體上的不良情況，這些事

有國外的賽諾菲、葛蘭素以及國內廠商國光生

件發生時序上在疫苗接種之後，但不必然為

技；中國大陸主要疫苗供應廠則皆為中國大陸

接種疫苗所致(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a

當地公司。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age of the
vaccine)。臺灣遵循WHO定義並且建立全國

疫苗不良反應事件(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自2019年11月15日

Immunization，簡稱AEFI)在WHO公佈之

起，全國施打季節性流感疫苗共316.8萬劑，

定義為：接種疫苗者，在接種疫苗之後任何

共接獲疫苗不良事件通報83件，AEFI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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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十萬劑注射通報數約為2.6件(全國藥物
不良反應通報系統，2019)。
中國大陸的AEFI定義則遵循其政府所訂《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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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初期感染症狀相似，但醫療處置方式不
同。若有出國旅遊史或與患者接觸史，應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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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將從專利的角度出發，檢視各國現階段在 AI 相關專利的發展現況，同時進一步從
技術領域的角度切入，透視各國在 AI 技術範疇中的重點投入面。本研究將從 12 個主要
投入 AI 領域的先進國家之專利資料進行評比，包含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德國、加
拿大、澳洲、台灣、印度、英國與以色列等，希望透過這些國家之 AI 專利分析，可有助
於瞭解人工智慧領域之各國發展差異，找到台灣在人工智慧上領域上的優勢利基。

中文關鍵字：人工智慧 / 專利分析
英文關鍵字：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Patent Analysi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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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正是AI技術發展的核心國家。

一、人工智慧之發展現況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概念

二、研究方法與檢索策略

是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於1955年提
出，目標為使電腦具有類似人類學習及解決

AI所涉及的技術範疇甚廣，主要包括機器學

複雜問題、抽象思考、展現創意等能力，能

習、語音處理、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覺與移

夠進行推理、規劃、學習、交流、感知和操

動控制(Motion and Manipulation)等面向。

作物體(維基百科，2019)。然而，即便很早就

本研究將從專利的角度出發，檢視各國現階

有這樣的概念與想法出現，卻是直到2016年

段在AI相關專利的發展現況，同時進一步從技

AlphaGo在比賽中擊敗了人類圍棋高手後，

術領域的角度切入，透視各國在AI技術範疇

才使得人工智慧的發展邁入了重要的里程碑，

中的重點投入面。本研究為有效檢索出AI相

就是人工智慧不在只是專注於模仿人類的思考

關專利，參考了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於2019

模式，而是進一步開創出自有的思維及演算方

年1月所出版的《WIPO Technology Trends

式，也進而帶動了更多人類本體、軟體與硬體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書中(WIPO,

技術之間的創新發展(湯凱傑，2018)。

2019)，對於AI專利的檢索三要件進行專利資
料的蒐整，其中要件一為檢索與AI相關的114

近期美國市調公司CB Insights發表了2019

項CPC技術分類；要件二為搜尋主題與摘要中

年最具潛力100間AI新創企業(CB Insights,

有包含與AI相關的32組關鍵詞(參考表1)；要

2019)，從AI 100企業中可發現，AI正在顛覆

件三是檢索CPC、IPC、FI與FT中結合AI有關

許多重要的產業，如醫療保健、電信、半導

技術描述的16組關鍵字(參考表2)，同時此次

體、政府、零售和金融，以及企業的內部管

檢索也將不設定時間與地區，以觀測全球AI發

理技術等。而在AI的廣泛應用中，又以企業內

展之角度進行專利資料的蒐取。

部的網路安全和資料管理為最大量的應用AI輔
助；其次則為健康醫療產業中的影像和診斷輔
助；最後AI則提供了在企業的廣告行銷、反詐
欺、自駕車的感知應用、政府安全等多面向的
輔助應用。在硬體發展中，由於整個 AI 晶片
主導人工智慧的運算速度，因此近年來半導體
業中則以雲端資料中心用的 AI 晶片與邊緣端
點裝置用的 AI 晶片為最值得被關注的領域。
在此次的2019年AI 100企業，共有11家屬於
獨角獸企業(估值超越十億美元)，涵蓋有圖像
處理、機器人流程 自動化、資訊安全、影像
診斷、風險控管、人臉辨識及自駕車技術等新
興應用，目前 AI 獨角獸企業中，11 家企業就
有10家高度集中在美國與中國，也顯示了此

100 人工智慧之全球專利發展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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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I於標題與摘要之檢索關鍵詞

Artificial Intelli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ransfer Learning

RankBoost

Neural Network

NPL

Perceptron Learning
Algorithm

Logistic Regression

Bayesian Network

Supervised Learn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Data Mining

Unsupervised
Learning

Random Forest

Multilayer
Perceptron

Deep Learning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Decision Tree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Genetic Algorithm

Swarm Intelligence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Multi-Agent System

Inductive Logic
Programming

Expert System

Xgboost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Hidden Markov
Mode

Machine-Learning

Fuzzy Logic

AdaBoost (Adaptive
Boosting)

RankBoost

表2

AI於技術分類之檢索關鍵詞

Clustering

Overfitting

Self-Learning

Inductive Reasoning

Descriptive Model

Target Function

Objective Function

Stochastic OR
Probabilistic

Regression Model

Test Training OR
Validation Data Set

Feature Selection

Recommend System

Active Learning

Text, Speech, Writing,
Face Analysis OR
Recognition

Predictive Analytics
Model

Back Propagation

本研究的檢索截止時間為2019年7月31日，

國包含美國(US)、中國(CN)、日本(JP)、韓國

並選用Orbit Intelligence商用專利資料庫進

(KR)、德國(DE)、加拿大(CA)、澳洲(AU)、台

行分析，Orbit Intelligence引入了FAMPAT專

灣(TW)、印度(IN)、英國(GB)、奧地利(AT)與

利家族的概念，透過專利家族分析方法能在最

以色列(IL)等，本研究希望透過這些國家之AI

大程度上避免相同專利及專利檔由於處在不同

專利分析，可有助於瞭解人工智慧領域之各國

階段所形成不同的專利號而造成的重複計算問

發展差異，找到台灣在人工智慧上領域上的優

題，提高了專利分析的準確性。本研究所進行

勢利基。

的AI專利跨國比較分析，將從12個主要投入AI
領域的先進國家之專利資料進行評比，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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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人工智慧相關專利發
展分析

從圖1的AI專利申請數量可發現，AI的技術專
利數量在過去從2000年開始呈現逐年增長，
有三個不同的時期表現了專利權利人在AI技

首先，從AI專利的歷年發展進行觀察，本研究

術中的發展變化。第一階段技術萌發期，從

認為專利的申請日係屬於最早申請專利的時

2000年到2010年，市場萌芽階段，全球範圍

間，因此應以申請年來進行AI專利的統計，

內的專利申請數量不是很多，但仍呈現穩定成

AI領域的專利申請數量分佈圖可參考圖1。

長。第二階段技術成長期，2010年開始專利

由於專利從申請到公開一般需要持續一段時

申請數量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一直持續到

間，甚至可能長達18個月，如果申請人通過

2014年。第三階段技術爆發期，隨著機器學

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習與運算技術的大幅推動，提高了電腦對於人

縮寫PCT)提出國際申請，則進入國家階段的

類知識的理解能力，使得AI領域進入了一個嶄

週期還可延長到30個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新的發展時代，自2015年開始專利申請的節

2015)，因此，2017年以後的專利申請有部分

奏顯著加速，申請量亦呈現巨幅的提昇。

可能還未被公開，因此數量統計上尚未完整。

圖1

AI專利申請之總體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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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專利技術的全球分布中，由圖2的專利申

由於2017年以後的專利申請有部分可能還未

請公開國家分佈中，可發現美國的顏色最深，

被公開，因此本研究統計了2008年至2017年

在數量上美國佔據第一位，由於美國是AI技術

近十年各國專利局之AI專利發展趨勢，由圖3

的起源國，因此吸引了眾多的科技公司紛紛

可發現，近十年AI專利仍以美國、中國、日本

投入於該領域，AI專利申請第二多的國家為中

與韓國為主要發展區域，其中可明顯發現，近

國，依次是日本、韓國、德國、加拿大、澳

三年中國已急起直追美國在AI專利的發展，尤

洲、臺灣、印度、英國、奧地利、以色列等國

其2017年在AI專利的申請量更是遠遠超越美

家，顯示AI技術目前仍由美國、中國、日本與

國，顯示AI技術的發展有移轉到中國的態勢，

韓國在主導著專利活動。

是值得關注的一項重要趨勢。

圖2

AI專利申請之公開國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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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僅以專利數量評價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可

行標準化後的比值，由各國在專利上的發展可

能會造成偏差而無法準確的評量各國的實際

發現，以韓國的表現最為明顯，台灣位列第

狀況，同時每個國家的組成性質與結構亦都不

二，其三則為日本，中國位列第四，這樣的結

同，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以各國GDP來加以評

果顯示排除掉GDP經濟因素的影響，更可客觀

估，提供另一面向的客觀資訊來反應各國在專

反應出韓國與台灣在AI專利活動上的表現，相

利活動上的表現。圖4為透過各國專利核准數

較其他國家呈現較為優異的成果。

量與GDP(標準化單位：Billion US dollars)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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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AI專利數與GDP比值分佈

四、人工智慧之技術領域比較
分析

日本在電信領域專利佔比較高；韓國則是在資
訊管理方法領域有較多專利投入；台灣則在視

在技術領域的觀察中，本研究採用WIPO分類

聽技術有較高佔比的投入。由圖7的國家佔比

的35個技術領域分布來進行分析，結果發現AI

可發現，英國主要投入專利在控制與數位通訊

專利主要都屬於運算科技，佔比接近50%，其

領域；印度則是數位通訊與資訊管理方法領域

次則為數位通訊、控制與資訊管理方法等技術

有較多投入；澳洲則在資訊管理領域有較高技

領域；再進一步觀察2008年至2017年的發展

術發展佔比；加拿大在數位通訊與資訊管理方

趨勢(參考圖5)，仍可發現在AI領域中運算科

法領域有較高的專利技術佔比；以色列則是數

技的發展遠遠超越了其他技術領域，數位通訊

位通訊與控制有較多的專利發展。

領域則在近兩年呈現趨緩，然而近兩年來控制
領域的技術發展有顯著的提昇，超越了數位通

另一方面若是以技術領域來觀察，可發現醫療

訊與資訊管理方法領域的技術發展，是值得觀

技術領域中，以澳洲、加拿大與以色列有較高

察的現象。

佔比的投入；運輸領域則以德國相較其他國家
有較高佔比投入；視聽技術則是台灣有較高佔

在各國發展趨勢上，由於運算科技主導了AI領

比投入。綜合上述結果，可瞭解到排除運算科

域的技術發展，因此在圖6與圖7中則先排除

技的主要技術投入，各國在次要領域的投入皆

了運算科技的佔比，顯示出各國在其他次領域

存在著差異，是後續我國挑選投入AI相關科技

的佔比差異。由圖6的呈現可發現，美國在數

發展的課題上值得參考的依據。

位通訊有較多的技術投入；中國在控制與資訊
管理領域有較高佔比；德國則是在控制、運輸

本研究亦針對各國AI專利在各技術領域的影響

與量測領域中有較其他國家較高之佔比出現；

力進行瞭解，在專利的影響力評估中，Hal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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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AI專利數之技術領域發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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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AI專利數之技術領域發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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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通訊
20%

控制

光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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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機械能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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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電信

醫療技術

量測

運輸
視聽技術

英國

圖7

印度

澳洲

加拿大

以色列

各國AI專利數之技術領域發展(二)

人(Hall, Jaffe and Trajtenberg, 2000)認為專

的國家為澳洲與以色列，最低的國家為中國；

利普遍性(generality)可作為評估專利價值的

數位通訊領域之普遍性最高的為日本、澳洲與

指標之一。普遍性指標為計算某項專利被隸屬

以色列；控制領域之普遍性最高的為加拿大、

不同專利分類的文獻引用的擴散程度，例如一

澳洲與以色列。台灣在普遍性數值中，相對較

件專利被後來的20篇專利所引用，且此20篇

高的技術領域有運輸、機械操作處理、生物技

專利分屬於10種專利分類，則此專利的普遍

術與機械元件等領域。然而，由於普遍性指標

性數值即為0.5，數值愈高代表普遍性愈佳。

亦受到專利數量之影響，因此在評估專利影響

表3為各國AI專利在不同技術領域的普遍性

力亦應搭配其他指標來加以評估較為妥適。

值，在AI專利中，運算科技領域之普遍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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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國之AI專利於技術分類之普遍性數值

美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德國

英國 台灣

印度

澳洲

加拿
大

以色
列

運算科技

0.72

0.63

0.74

0.73

0.78

0.75

0.71

0.67

0.79

0.76

0.79

數位通訊

0.74

0.66

0.78

0.76

0.77

0.75

0.7

0.7

0.78

0.77

0.78

控制

0.85

0.72

0.83

0.82

0.83

0.83

0.82

0.82

0.87

0.87

0.87

資訊管理方法

0.78

0.7

0.78

0.75

0.8

0.79

0.75

0.73

0.8

0.8

0.81

電信

0.83

0.73

0.81

0.79

0.83

0.82

0.79

0.78

0.86

0.84

0.85

量測

0.85

0.69

0.83

0.82

0.83

0.84

0.79

0.82

0.87

0.88

0.87

視聽技術

0.82

0.74

0.8

0.8

0.82

0.81

0.78

0.76

0.86

0.85

0.85

運輸

0.88

0.76

0.86

0.85

0.83

0.85

0.86

0.84

0.9

0.9

0.88

醫療技術

0.84

0.73

0.81

0.8

0.81

0.83

0.8

0.78

0.84

0.88

0.83

電子機械能源裝置

0.86

0.74

0.82

0.81

0.82

0.85

0.79

0.75

0.89

0.88

0.86

光學

0.84

0.73

0.82

0.8

0.84

0.85

0.78

0.74

0.88

0.88

0.88

半導體

0.77

0.72

0.74

0.77

0.81

0.81

0.75

0.83

0.91

0.84

0.87

家具及遊戲器具

0.86

0.78

0.83

0.83

0.81

0.84

0.81

0.82

0.87

0.87

0.88

機械操作處理

0.88

0.75

0.83

0.84

0.83

0.88

0.87

0.77

0.89

0.91

0.88

生物材料分析

0.86

0.72

0.8

0.79

0.81

0.82

0.84

0.86

0.86

0.87

0.86

基礎通訊處理

0.77

0.69

0.77

0.77

0.8

0.77

0.73

0.61

0.83

0.83

0.78

其他特殊機械

0.88

0.77

0.83

0.82

0.83

0.84

0.85

0.75

0.88

0.88

0.9

土木工程

0.84

0.71

0.84

0.82

0.85

0.81

0.81

0.75

0.86

0.84

0.9

其他消費品

0.88

0.78

0.83

0.82

0.81

0.86

0.82

0.8

0.91

0.89

0.9

生物技術

0.86

0.79

0.82

0.79

0.86

0.82

0.87

0.72

0.86

0.88

0.86

引擎、幫浦、渦輪機

0.86

0.76

0.86

0.83

0.84

0.88

0.81

0.87

0.92

0.89

0.91

紡織及造紙機械

0.85

0.78

0.8

0.83

0.82

0.82

0.83

0.79

0.9

0.85

0.88

機械元件

0.87

0.74

0.85

0.86

0.84

0.85

0.86

0.59

0.88

0.88

0.82

熱處理裝置

0.89

0.74

0.81

0.79

0.83

0.87

0.83

0.87

0.9

0.91

0.94

機械工具

0.86

0.66

0.81

0.75

0.81

0.84

0.74

0.7

0.89

0.88

0.8

化學工程

0.87

0.77

0.79

0.82

0.82

0.85

0.86

0.82

0.88

0.91

0.89

表面處理及塗佈

0.88

0.77

0.86

0.83

0.84

0.88

0.84

0.87

0.89

0.9

0.91

製藥

0.86

0.83

0.82

0.81

0.85

0.84

0.74

0.84

0.87

0.87

0.83

環境技術

0.86

0.71

0.81

0.78

0.81

0.88

0.79

0.88

0.87

0.9

0.91

材料與冶金技術

0.89

0.73

0.82

0.76

0.83

0.9

0.82

0.9

0.92

0.94

0.8

基礎材料化學

0.87

0.77

0.85

0.85

0.89

0.86

0.83

0.49

0.88

0.87

0.8

高分子化學

0.88

0.79

0.86

0.88

0.92

0.84

0.8

0

0.89

0.9

0

食品化學

0.87

0.75

0.81

0.79

0.81

0.87

0.86

0

0.86

0.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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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欲衡量一項專利的重要程度中，Hall等

創性最高的國家為澳洲，最低的國家為中國；

人則提出了專利原創性(originality)指標 (Hall,

數位通訊領域之原創性最高的亦為澳洲；控制

Jaffe and Trajtenberg, 2001)，它是用來計量

領域之原創性最高的為加拿大。台灣在原創性

某項專利引用隸屬不同專利分類的文獻的程

數值中，相對較高的技術領域有運輸、化學工

度，例如一件專利引用了 20篇專利，且此20

程與製藥等領域。與普遍性指標相同，原創性

篇專利分屬於15個專利分類，因此這件專利

指標也與專利數量息息相關，因此在評估專利

的原創性數值即為0.75，數值愈高代表原創性

之重要性亦應參考其他重要性指標會較為全

就愈佳。表4為各國AI專利在不同技術領域的

面。

原創性數值，在AI專利中，運算科技領域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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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國之AI專利於技術分類之原創性數值

美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德國

英國 台灣

印度

澳洲

加拿
大

以色
列

運算科技

0.74

0.66

0.74

0.75

0.79

0.74

0.75

0.71

0.8

0.78

0.79

數位通訊

0.77

0.69

0.79

0.78

0.8

0.77

0.77

0.74

0.81

0.8

0.79

控制

0.85

0.75

0.83

0.82

0.84

0.82

0.85

0.84

0.86

0.87

0.85

0.8

0.71

0.79

0.75

0.83

0.8

0.78

0.75

0.81

0.82

0.82

電信

0.85

0.76

0.81

0.81

0.84

0.82

0.82

0.81

0.85

0.86

0.86

量測

0.85

0.72

0.83

0.82

0.84

0.83

0.84

0.84

0.87

0.88

0.85

視聽技術

0.83

0.78

0.81

0.81

0.83

0.82

0.8

0.8

0.85

0.85

0.85

運輸

0.88

0.79

0.86

0.86

0.85

0.85

0.88

0.86

0.88

0.89

0.86

醫療技術

0.84

0.74

0.82

0.81

0.82

0.82

0.82

0.81

0.84

0.88

0.83

電子機械能源裝置

0.86

0.76

0.84

0.83

0.84

0.84

0.83

0.82

0.89

0.88

0.87

光學

0.85

0.78

0.82

0.83

0.86

0.87

0.81

0.71

0.89

0.88

0.85

半導體

0.78

0.77

0.73

0.8

0.8

0.81

0.79

0.76

0.9

0.85

0.85

家具及遊戲器具

0.86

0.78

0.82

0.81

0.83

0.84

0.85

0.81

0.85

0.89

0.84

機械操作處理

0.88

0.75

0.82

0.83

0.84

0.87

0.87

0.79

0.9

0.9

0.84

生物材料分析

0.87

0.73

0.82

0.82

0.81

0.84

0.83

0.85

0.88

0.89

0.85

基礎通訊處理

0.78

0.75

0.76

0.79

0.8

0.77

0.78

0.71

0.83

0.82

0.81

其他特殊機械

0.87

0.76

0.84

0.84

0.83

0.84

0.87

0.81

0.87

0.86

0.8

土木工程

0.83

0.7

0.83

0.81

0.85

0.79

0.86

0.84

0.86

0.82

0.89

其他消費品

0.88

0.78

0.83

0.83

0.83

0.86

0.85

0.77

0.87

0.88

0.89

生物技術

0.88

0.84

0.85

0.83

0.86

0.86

0.86

0.81

0.89

0.9

0.88

引擎、幫浦、渦輪機

0.86

0.74

0.85

0.81

0.84

0.85

0.85

0.82

0.91

0.89

0.85

紡織及造紙機械

0.85

0.78

0.81

0.84

0.79

0.82

0.81

0.83

0.86

0.87

0.86

機械元件

0.87

0.72

0.84

0.84

0.85

0.86

0.85

0.83

0.89

0.91

0.88

熱處理裝置

0.89

0.74

0.81

0.8

0.82

0.86

0.84

0.82

0.88

0.9

0.92

機械工具

0.86

0.68

0.8

0.74

0.79

0.8

0.8

0.83

0.83

0.87

0.79

化學工程

0.87

0.75

0.78

0.81

0.82

0.88

0.89

0.87

0.89

0.91

0.87

0.9

0.81

0.88

0.87

0.85

0.89

0.86

0.91

0.89

0.9

0.85

製藥

0.87

0.84

0.85

0.83

0.88

0.85

0.91

0.86

0.89

0.88

0.9

環境技術

0.86

0.76

0.81

0.79

0.82

0.88

0.8

0.75

0.89

0.94

0.85

材料與冶金技術

0.89

0.73

0.83

0.84

0.84

0.89

0.87

0.78

0.88

0.95

0.78

基礎材料化學

0.88

0.81

0.87

0.88

0.87

0.9

0.83

0.73

0.89

0.89

0.77

高分子化學

0.89

0.87

0.88

0.9

0.86

0.93

0.82

0

0.9

0.9

0.93

食品化學

0.88

0.68

0.79

0.83

0.81

0.86

0.86

0.78

0.9

0.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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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領域的專利資料，同時對這些專利技術進行

五、結論

了跨國性的分析，希望透過這些分析可以揭示
出該技術領域中一些重要的跨國評比資訊，為

本研究以AI專利作為研究標的，經過分析後，

國內AI領域之戰略制定、科研推動與課題選擇

我們發現在AI專利技術的全球布局中，美國在

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

AI專利數量上為最多，形成了美國成為AI技術
的起源國，其次，AI專利申請量第二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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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386

發現美國在數位通訊有較多的技術投入；中國
在控制與資訊管理領域有較高佔比；日本在電
信領域進行入；韓國則是在資訊管理方法領域
有較多投入；台灣則在視聽技術有較高佔比；
以色列則是數位通訊與控制有較多的專利發
展。由此分析可知，排除運算科技的AI主要技
術，各國在次要領域的投入皆存在著差異，可
作為後續台灣投入AI相關科技發展上的評估參
考。本研究透過Orbit Intelligence系統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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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運用在智慧製造領域重
點專利佈局 — 比較台灣廠商及世
界標竿廠商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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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ppt.cc/fA64Bx，Created by geralt
著作權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人工智慧所運用之智慧製造技術可說是下一世代技術發展之重點領域技術核心。而現階
段也是各國家積極投入及發展之重點產業，不過相對應其他製造議題，人工智慧對製造
技術所帶來的衝擊遠比各類型傳統技術更為驚人，畢竟人工智慧技術所思考的是完整性
之革命，其思考重點由傳統之硬體技術增強生產及製造效能，進一步拓展至軟體及資料
面之全面性檢討，這對於整體產業之產生變革，可說是至為關鍵。有鑑於此，本文特別
藉由針對人工智慧運用在智慧製造領域之相關重點專利進行分析，從中思考世界各國與
台灣在此領域之重點專利佈局，並藉由此一過程中，思考現階段我國在此一領域應該注
重之相關事項及相關機會，幫助我國廠商在人工智慧及智慧製造領域之專利佈局方向中
找出正確之方向，並從中思索適當之策略，幫助我國廠商邁入智慧製造之領域。
中文關鍵字：人工智慧 / 智慧製造 / 專利分析 / 工業 4.0
英文關鍵字：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ntelligent Manufacture / Patent Analysis / Industry 4.0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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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進行評估，從中思考這一系列之變革對我國

一、前言

現階段之影響相信這是一個最為值得探討及思
考的問題，本篇文章及從專利之角度，思考這

智慧製造及人工智慧近年來逐漸成為整個產業
界中最為值得注意的議題，這部份之熱潮在近
兩年來達到了高峰，主要是由於工業4.0及人

類型問題並謀求解答。

二、研究方法

工智慧相關概念逐漸成為現階段製造領域之重
點發展核心，這部分除了因為現階段之重點製

本篇研究主要針對智慧製造與人工智慧相關技

造模式及生產模式都開始逐漸朝向差異化、快

術專利進行分析，智慧製造與人工智慧專利主

速化並進一步滿足不同消費者之需求之外，更

要搜尋方式利用Derwent Innovation專利分

進一步由於人工智慧之相關領域之發展快速，

析進行搜尋，這部份之搜尋將主要參考關鍵字

使得此部份之發展有了更新更快之突破；因此

及CPC分類號進行搜尋，相關搜尋條件如下：

如何有效運用人工智慧，進一步搭配製造模
式，達成完整智慧製造功效，相信這是現階段

首先在人工智慧部份，本研究鎖定之相關人工

最為重要之議題。

智慧領域較原本單純探討人工智慧演算法更為
擴散，畢竟本研究主要著重在人工智慧與智慧

有鑑於此，智慧製造相關概念中，怎樣有效搭

製造技術之運用，因此主要鎖定之演算法除了

配硬體及軟體，並進一步從中真正讓製造系統

基本之重點演算法更進一步包含各類廣泛範圍

變成所謂的「智慧」，這部份就成為現階段人

之弱人工智慧演算法進行搜尋，因此包含領域

工智慧領域發展中最為核心的問題；而人工智

除了常見之模糊邏輯、類神經網路等相關弱人

慧就是現階段最為適合之重點解決方案，人工

工智慧之外，另外也包含啟發式演算法、專家

智慧理論上將可以藉由機器學習結合傳統經

系統、新世代之神經網路、深度學習等各類演

驗，並進一步搭配相關歷史數據進行學習，這

算法，這些演算法基本上都算是人工智慧的相

部份將可以有效針對相關訊息進行統整，配合

關應用，所已均列入關鍵字查找範圍。因此這

硬體真正達成智慧製造之相關目的。

部分考慮的關鍵字如下：

透過上述相關敘述，可發現現階段智慧製造之

人工智慧相關：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真正核心，應該是期望可以藉由先進之硬體，

Machine learning、Reinforcement

搭配具有自我思考，自我規劃，並可以整合相

learning、Genetic algorithm、Genetic

關以往技術之重點，完整應付不同類型之智慧

programming、Neural network、Fuzzy

製造需求。這部分對我國現階段相關廠商而

logic、Deep learning、Decision support

言，可說是最為重要的思考重點，畢竟根據相

system、Agent、Bayesian probability、

關資料；我國現階段雖仍極為仰賴製造業，並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Recurrent

積極對外宣稱走向高價值及高技術之相關製造

Neural Network。

業，但嚴格說來製造業本身基本上對於自動化
都仍嫌不足，更遑論智慧化；因此如何有效針

至於在智慧製造領域，主要則鎖定相關重點製

對我國廠商之AI 人工智慧技術之相關重點技

造方向，這透過相關論文及相關研究分析，可

114 人工智慧運用在智慧製造領域重點專利佈局 — 比較台灣廠商及世界標竿廠商為例

回目錄

發現智慧製造領域主要由三個角度切入，分別

至於相關之重點專利分類號，本研究則參照

為感知層、認知層、及應用層三個構面，其中

以往個研究領域之分析，主要將分類號鎖定

感知層部分主要鎖定在相關感測器、及人機互

在CPC領域，並由相關之研究狀況整理中找出

動部分之相關智慧製造研究，認知層則主要偏

重要關鍵，這部分主要參考相關檔，鎖定如

重在相關通訊介面，包含物聯網及相關通訊標

下：G06F OR G06N OR G10L OR G05B OR

準及領域相關介面，而應用層則是以相關之重

G06T OR H04L，這其中G06F主要定義在電

點領域與相關之生產實際應用為主，除此之外

子數位資料處理、G06N主要定義在基於特定

更加入相關之重點評估，包含智慧診斷、狀

計算模式之計算機系統、G10L主要定義在語

態監控等相關關鍵字。這類型關鍵字包括下

言分析或合成；語言識別、G05B主要定義在

述相關關鍵字Industrial 4.0、Cyber physical

一般的控制或調節系統及其功能單元；用於系

system、Intelligence manufacturing、

統或單元之監視或測試裝置、G06T主要定義

Cycle time management、Flexible

在一般影像資料處理或產生、H04L主要定義

manufacturing、Smart manufacturing、

在數位資訊之傳輸，透過相關之運用，藉此搭

Quality engineering、Parameter

配關鍵字，從中找尋適合之專利。本篇文章藉

optimization、Fault detection、Fault

由相關關鍵字進行搜尋，主要使用專利搜尋軟

classification、Fault diagnosis、Fault

體為orbit intelligence，透過相關關鍵字鎖定

prediction、Predictive maintenance、Tool

再出現於標題、摘要及權力項相關之專利。

health monitoring、Dynamic sampl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Inventor y

三、研究結果

management、Capacity planning、
Demand forecasting、Demand planning、

本篇研究即透過相關搜尋過程，進一步運用

Ve n d o r- m a n a g e d i n v e n t o r y 、 O r d e r

orbit intelligence專利資料庫中之30個專利

allocation、Resource allocation。

局或國家 1之專利資料庫，篩選出13,295篇專
利，這其中主要專利部分申請及各國發展趨勢
如下：

1

30 個專利局資料如下
AP – from 1984 EA – from 1996 LU – from 1999 AT – from 1983 EP – from 1978 MY – 2003-2010 AU –
from 1978 ES – from 1993 NL – from 1965 BE – from 1988 FR – from 1969 NO – from 2009 BG – from
1999 GB – from 1983 RU – from 2005 CH – from 1982 GR – from 1988 SG – from 2001 CN – from 1987
HR – from 2005 TR – from 1987 CZ – from 1997 IT – from 2010 TW – from 2006 DE – from 1943 JP –
from 1972 US – from 1947 DK – from 1956 KR – from 2000 WO – from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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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

專利申請趨勢

圖1

重點專利申請趨勢介紹

最早優先權國

專利家族 最早優先權年 / 最早優先國家

最早優先權年

圖2

重點專利權人國家介紹

透過圖1相關之介紹，可發現各國申請趨勢在

發現智慧製造與智慧機械相關發展熱潮正好是

2011年第一次達到高峰，現有相關專利中，

2011年開始成為主流，而相關專利近年來之

主要申請年代高峰仍是在近10年內，這部份

表現也堪稱卓越，到2017年申請的量更達到

可證實相關技術之發展高峰期是近年來開始逐

高峰，幾乎是近年來之數量加倍，不過透過相

漸成為主流，而透過前述之相關背景敘述，可

關數據，可發現近年來申請量有稍微下降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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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這部份扣除相關資料蒐集之誤差(專利資

況嚴格來說並不理想，我國現階段只位列第

料來自各國專利局，各國專利局對於資料轉譯

13名，我國趨勢主要在2014年達到高峰。

成英文會有時間落差，造成資料可能之蒐集不
全。)

更進一步思考以我國為優先權申請之相關專
利，主要以我國為申請地並以我國為優先權之

圖2進一步針對相關專利之申請國家部分進行

國家相關專利主要占比如圖3，此圖與圖2不

分析，透過此圖，可發現各國對於此一技術領

同點在於圖2是以專利權人為我國企業為主，

域之佈局也多是在近五年達到高峰，2011年

這張圖則進一步加入外國企業做為參考，嚴格

可說是最為關鍵的一年，那年剛好也是智慧製

說來更能協助讀者了解台灣市場之競爭態勢。

造相關議題、工業4.0相關議題誕生之時期，

畢竟現階段願意來特定國家申請相關專利之廠

所以帶動了相關技術熱潮，並於2011年開始

商，代表其對此一地區之市場擁有高度之興

帶動一系列相關專利成長。現階段各國佈局領

趣，因此透過此一張圖，更能了解哪些廠商對

域中，仍是以美國及中國兩者為最大佈局國，

於本國市場具有更佳之興趣進行投入。

其次則為日本、韓國，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之狀

專利權人

專利權人專利家族
專利權人專利家族數
( 台灣專利局）

專利家族計數

圖3

台灣智慧局之相關專利

透過圖3，可發現我國專利局在此領域排名前

進一步針對我國相關專利權人表現進行分析，

三名之申請專利權人，居然都是國外廠商，這

現階段盤點我國專利權人表現，參照圖4，可

代表我國現階段市場在智慧製造及人工智慧領

發現現階段專利權人中，主要以資策會及工研

域之表現，基本上仍然是以國外專利權人表現

院和大學系統表現較為亮眼，而台灣相關技術

較為亮眼，這部份值得深思與加強。

申請，透過圖5可發現，主要仍以模型及預測
相關，這部分顯示台灣現階段仍是以模型技術
及相關技術運用為主，對於實際產品之應用，
仍有加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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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

相關專利之整體趨勢

最早申請年

圖4

台灣專利權人之相關專利(依照申請年)

專利權人

專利家族 按 概念 / 專利權人

概念

圖5

台灣專利權人之相關專利(依照領域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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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聯結之相關構面，這部分台灣之相關表現，

四、結論

仍有待加強。

現階段透過資料篩選，可發現台灣基本上共有
30篇相關專利家族是與AI 較為相關，此30篇

最後，對於台灣現階段在此領域相關專利發展

專利主要之研究機構，分別是在成功大學、台

狀況，實在有值得加強之必要，根據專利權人

灣工研院、緯創、台灣資策會，透過相關資

之相關分析，可發現台灣現階段在這領域之專

料，可發現現階段台灣專利佈局領域較為狹

利，主要之數量領先者均為外籍廠商，數量領

隘，基本上主要佈局都在世界大廠最為積極佈

先者主要為高通、華為、INTEL，這三者均非

局的重點領域，包含通訊及演算法，但是對於

常積極佈局台灣市場，三者在數量部分基本上

實際之生產工具及相關技術之突破性運用部

都超過台灣最多的工研院，由其是高通，基

分，這部份似乎較為缺乏。

本上佈局台灣非常明顯，居然有高達93篇專
利，這部份未來發展實在值得注意，畢竟台灣

進一步針對相關技術發展時間進行分析，可發

相關類似廠商現階段佈局點均只有少數，未來

覺現階段台灣在此領域之佈局時間較晚，大約

廠商在此領域之應用，基本上是否會面臨高通

在2008年左右才開始正式針對相關項目進行

之運用，整體而言值得注意。

佈局，剛開始時佈局相關領域是包含學習型相
關演算法為主，而後相關專利直到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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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65-376-01dea-3.html

際操作技術部份，仍沒看到相關專利之產生，

科 技 商 業 觀 察 (2017)， 工 業 軟 體 的 自 我 改 造， 取

這部份似乎是台灣現階段在發展智慧製造及運

自 :https://ddnews.me/tech/iyvo6yvw.html

用人工智慧所遇到之相關難題，畢竟台灣雖然
有極為優秀之工程能量及研發設計能量，但是
台灣對於智慧製造及人工智慧領域結合，仍著
重在單純解決產線問題，技術問題之構面，對
於拓展相關需求，並有效建立一機器溝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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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受 益 於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簡 稱 AI) 技 術 的 發 展 日 趨 成 熟， 使 得 電 腦 視 覺
(computer vision) 技術也呈現大幅的進步，也因而產生許多創新的應用與服務，透過對
2017 到 2019 年間 AI100 新創公司名單中與電腦視覺相關新創公司觀察後可發現，美
國藉由其領先的技術與環境使其為新創公司首選，而中國則為獨角獸公司的出產地，以
色列則俱備以小搏大的創新實力，若由專利佈局來看，相關技術將以圖形辨識技術漸往
影像辨識甚至自 2D 轉為 3D 辨識的趨勢。

中文關鍵字：電腦視覺 / 新創 / 專利分析 / 人工智慧
英文關鍵字：Computer Vision / Startup / Patent Analysi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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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生產管理、商業行為、工程分析、醫學影

一、前言

像等領域，根據Machine Vision Market全球
市場研究報告(MarketsandMarkets, 2019)指

受益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

出全球的電腦視覺市場將以7.1%成長，並預

稱AI)技術的發展日趨成熟，尤其是深度學習

測於2024年達到140億美元，這快速擴張的

(deep learning)技術的進步，讓一度發展停滯

市場也吸引大量的廠商加入，除了傳統知名

不前的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技術也呈

的大廠如英特爾(Intel Corporation)、德州儀

現大幅的成長，在此之前，研究者透過攝影機

器(Texas Instruments, Inc.)、歐姆龍(mron

模擬人眼，並以演算法模擬大腦來試圖讓機械

Corporation)等公司外，亦造就了許多新創

產生視覺，但由於電腦眼中的世界是由「0」

公司的出現，而這些新創公司往往提供了更多

與「1」的數字所構成，並無法產生人類因圖

創新之應用或服務的商業模式，因此本文選擇

形所產生的邏輯連結，因此無法產生實質上的

CB insight發布的AI百大公司中與電腦視覺相

視覺。但隨著AI技術的進步，現在的電腦雖然

關的新創公司來進行觀察，並藉以了解電腦視

已經能夠透過大量數據的練習，逐漸具備分

覺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以及商業化發展趨勢。

析、辨識影像的能力，若能再進一步做出決策
的動作，這時才產生了意義上的視覺。

二、電腦視覺新創公司分析

從2010至2017年間所舉辦的大規模視覺

CB insights公司自2017年起，透過自行發

辨識競賽(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展的Mosaic演算法、市場潛力、媒體關注、

Recognition Competition ,ILSVRC)比賽結

合作夥伴關係、競爭格局、團隊實力和科技

果可看出電腦視覺技術顯著的進步，在2010

新穎性等多個準則為標準，藉以評選出當年

年表現最佳的系統，對圖像的辨識錯誤率達

度前100大最具前景的AI新創公司並發表相

28.2%，而到了2012年因為深度學習技術

關報告，即為「AI 100」報告(CB insights,

的加入，使得錯誤率降至16.4%(黃楷元，

2019)。對比2017到2019年間所發布的AI公

2019)， 2015年更是超越人類能夠辨識的錯

司名單中可發現與電腦視覺相關之新創公司

誤率從原本5%，降低至3.57%，隨著該競賽

共26家(表1)，首先在入圍數量上，2017年共

在2017年的落幕，電腦在圖像的辨識錯誤率

有10間的公司，而2018年則增至19家，到了

已降至2.25%。意謂著電腦視覺的技術將邁入

2019年則為9間，但透過觀察可發現這些公司

對圖像的理解階段，因此緊接著ILSVRC的是

是競爭激烈且快速交替的，在2017年入榜的

蘇黎世理工大學與Google聯合等提出的大規

10間公司到了2018年僅剩4家公司，而2018

模視覺理解競賽(WebVision Challenge)，此

年入榜的19家公司則在2019年僅剩9間，但

競賽首次於2017年舉辦，該競賽的目的將著

在這個高度競爭的趨勢下，Descartes Labs

重於學習與理解網路的數據。

與Orbital Insight兩家公司連續三年皆進入
榜之中，而這兩家公司在本質上相當類似，

隨著電腦視覺的技術進步，相關的應用也日漸

首先這兩家公司皆設立於美國，同時相關業

成熟，從一開始用於工業檢測、尺寸量測、

務都是透過對衛星圖像的分析取得各種數據

自動化導引、安全監控，逐漸導入於工業製

並進行販賣。以Descartes Labs這間曾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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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的公司為例，該公

2018到2019年間SenseTime、Face++、

司使用了機器學習技術與電腦視覺技術對於

Arterys、Applitools、Mighty AI、AEYE、

公共和私人衛星圖像內藏地理空間數據訊息

Shield AI這七家公司。此外，尚有新創公司

進行分析，藉以取得如農作物產量分析、區

在這三年間被其他企業所收購，包含了Blue

域森林砍伐率、全球原油的儲量、甚至可通

River Technology在2017年被美國農業機械

過分析賣場停車場車輛的數量來預測零售業

公司約翰迪爾收購，GrokStyle Inc.於2019年

的銷售。除了上述兩家公司外，連續兩年入

被FaceBook收購，而Osmo亦在2019年則被

榜的公司則有11家，包含Captricity與Nauto

印度教育獨角獸Byju收購。

兩家公司連續於2017到2018年間入榜，而
表1

2017-2019年入圍「AI百大新創公司」之電腦視覺公司

公司名稱

國家

應用類型

總資金數
(百萬美元)

AEYE

美國

汽車科技

16

AiCure

美國

健康照護

31

Applitools

美國.

軟體發展與除錯

11

Aquifi

美國

商業

33

Arterys

美國

健康照護

42

Blue River Technology

美國

農業

31

Captricity

美國

跨產業

49

Chronocam

法國

AI硬體

17

Clarifai

美國

企業AI

40

Deep Sentinel

美國

實體安全

Descartes Labs

美國

地理空間分析

Face++

中國

跨產業

GrokStyle Inc.

美國

商業

Mighty AI

美國

汽車科技

27

Nauto

美國

汽車科技

183

Orbital Insight

美國

地理空間分析

79

OrCam

以色列

物聯網

47

Osmo

美國

教育

39

Pilot AI Labs

美國

AI硬體

Prospera

以色列

農業

SenseTime

中國

跨產業

Shield AI

美國

實體安全

SPORTLOGiQ

加拿大

運動

Tractable

英國

跨產業

10

YITU Technology

中國

跨產業

355

Zebra Medical Vision

以色列

健康照護

資料來源：CB insights(2019), 本研究整理。
註：重複入圍公司披露資金以最新公布名單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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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8
608
2

7
22
637
13
7

50

若從這些新創公司設置區域來看，設立於美國

開發，並使用於不同產業領域，值得注意的

的新創公司是最多的，共有17家，而第二位

是，入選的3家中國公司全為跨產業應用，而

則是以色列與中國，各有3家新創公司入選，

「汽車技術」投入的公司共有3家，在所有的

而英國、法國以及加拿大則入選1家(圖1)；若

應用領域中位於第二，此外像「AI硬體」、

以新創公司應用服務類型來看(圖2)，與電腦

「地理空間分析」、「健康照護」、「農

視覺相關的應用領域共計13個領域，占AI100

業」、「商業」、「實體安全」的投入亦顯示

所有26個應用領域的一半，其中「跨產業」

這些應用領域已趨成熟並具有較為明確的應用

應用的公司數量最多，共有五家公司，而「跨

範疇。

產業」應用是指主要為發展AI核心技術與平台

以色列, 3
中國, 3
法國, 1
美國, 17

英國, 1

加拿大, 1

圖1 不同國家之新創公司數量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本研究整理。

跨產業
健康照護
汽車科技
實體安全
農業
商業
地理空間分析
AI硬體
運動
軟體發展與除錯
教育
物聯網
企業AI
0

1

2

3

4

5

6

新創公司數量(家)

圖2 新創公司應用服務類型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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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由獲投金額來看，入選的中國公司挾帶了該

體的創新力評比中取得第三，這也同時反應於

國強力的推動優勢，並且有很大程度上得益

入選的以色列公司，雖然與中國一樣入圍三

於政府合同，因此獲得的資金是最高的，入榜

間，但在應用場域的多樣性上卻優於中國。

的三家公司SenseTime、YITU Technology與
Face++皆為獨角獸公司。成立於美國加州的
Nauto公司則是透過電腦視覺應用在自動駕駛

三、電腦視覺新創公司專利分
析

的相關服務，獲得投資者的青睞，因而在資金
募集上頗有斬獲，是除了中國公司外募得金額

透過觀察各新創公司所擁有的專利可了解各公

邁入億元大關的公司，總體來說，這三年入榜

司的專利保護策略，透過統計可發現，這26

的公司裡，以美國的公司占大多數，這些公司

家公司中共有21家擁有至少有2篇以上的美國

不僅在數量上領先，且應用上這些新創公司是

專利(表2)，來自美國的Aquifi共有61篇的專

具多樣性的，不僅在AI硬體技術、汽車科技、

利，是所有公司的首位，這間成立於矽谷的新

地理空間分析、健康照護、商業、農業、企業

創公司，目前致力於研究流體視覺技術，該技

AI…等領域皆有相關的服務以及產品，而這種

術結合了3D視覺技術與深度學習，並將計畫

同時具備既深且廣的優勢，是其他國家很難相

應用於物流以及製造業中，而此技術主要透過

比的，而中國可以說是獨角獸公司的產地，雖

3D感測器擷取數據並用3D數據設備生成具有

然入選的公司數量遠遠不及美國，但三家皆為

實際尺寸的3D模型，並透過生成的3D視覺數

獨角獸公司，並都因與政府部門進行合作而大

據進行深度學習以用於複雜的電腦視覺應用，

大增加募資的力度，然而這些公司在應用領域

而透過這項技術將可提升物流以及製造業在庫

上較為重疊，主要以人臉識別(生物識別)相關

存盤點與產品驗證及分類的準確性，此外該公

應用為主，並不如美國的新創公司一般具有多

司新的嘗試包含使用相機所取得的2D圖型轉

樣性。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國家為以色列，該

為3D模型的技術，以及透過「可穿戴眼鏡」

國國土不如其他入選國家廣大，資源也不豐

結合頭部轉動和手勢，實現人與3D世界的互

富，但憑政府對於科技創新的大力推動並培養

動。而中國入選的新創公司雖然在數量上遠

出的強勁的創新實力，使其在2018年世界經

不及美國，但在專利保護的重視也相當高，

濟論壇所公布的2017-2018全球競爭力報告

Face++以及SenseTime兩家公司各擁有54篇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

與41篇，位居2、3位。

2018)(Schwab, 2017)中，在全球138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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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公司名稱

新創公司擁有專利數

專利數量

公司名稱

專利數量

Aquifi

61

Descartes Labs

9

Face++

54

Pilot AI Labs

8

SenseTime

41

Orbital Insight

7

AiCure

37

Zebra Medical Vision

7

AEYE

27

Sportlogiq

6

OrCam

27

Applitools

4

Blue River Technology

25

Chronocam

3

Nauto

21

Mighty AI

2

Clarifai

14

GrokStyle

0

Captricity

12

Osmo

0

Deep Sentinel

11

Shield AI

0

Arterys

9

Tractable

0

Prospera

9

YITU Technology

0

資料來源：CB insights(2019), 本研究整理。

就技術佈局上來看，入選的新創公司所有專利

逐漸自2D辨識提升到3D辨識的趨勢，這也意

數共有394筆，在核心技術相關專利則有265

謂著這些新創公司將可透過平面圖形透過電腦

筆，分類上包含了演算法(G06N)、影像資料

視覺進行辨識並轉為3D模型並衍生出更多的

(G06F)、影像辨識(G06T)、數據辨識(G06K)

應用與服務，相關的技術發展值得我們在未來

與H04N(影像擷取)，占了所有專利數量的7

持續關注與追蹤。而相較於辨識技術，演算法

成，而在這些分類中，以數據辨識(G06K)相

(G06N)相關專利數量則明顯較低，僅有12筆

關的專利數量最多，共有138筆(圖3)，若依獲

相關專利。

證年份來看，數據辨識相關專利自2014年開
始持續成長，其中又以此分類下所屬的圖形辨

以應用場域來看，汽車科技相關專利共有38

識分類相關專利數量在2018與2019年出現爆

筆，是所有應用領域專利數量最多的，該領域

炸性成長，在這兩年中共通過94筆專利，占

將電腦視覺核心技術所產生的數據用於自駕車

了該分類全體專利數量的68%(表3)，這也顯

的導航及自動辨識部分，AEYE公司擁有最多

示出圖形辨識相關技術已漸趨成熟且為各公司

的專利，該公司發展類似光達的iDA產品，並

發展的重點技術。而影像辨識(G06T)相關專

達成比市面上的光學雷達更遠的偵測與辨識距

利則有51筆，這個分類的專利出現的時間則

離；而在醫學照護應用部分共有24筆專利，

較圖形辨識晚，但目前亦呈現正成長的走勢，

AiCure公司是入選的三間醫療照護公司中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專利技術亦呈現出

利數最多的，該公司結合電腦視覺、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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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預測分析用於監督患者按時服藥。而後的

術同時也擁有外型設計相關的專利，這意謂這

應用領域還包含農業相關17篇與商業應用11

些公司除了具備技術力外，亦有完整的產品設

篇。除此之外，部分新創公司不僅擁有核心技

計概念。

138

數據辨識
51

影像辨識
35

數位資料

29

影像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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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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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科技
外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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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照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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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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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數位資訊傳輸

6

其他

5

運動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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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應用領域專利數
圖3 應用領域專利數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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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電腦視覺核心技術專利申請數量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數位資料 (G06F)
訊號產生器
數位資訊轉換

1
4

2

4

6

軟體

2
1

除錯

1

資料庫

1

自然語言處

1

9

1

2

數據辨識 (G06K)
驗證

1

讀記錄載體方法
圖形辨識

2
1

6

14

1

19

43

51

生物演算法

1

2

5

知識演算法

1

1

演算法 (G06N)

機器學習

1

1

影像辨識 (G06T)
平面之幾何圖像轉換
影像的增強或復原

1
1

影像分析

1
2

3

2D 影像的產生

4
12

11

4

2D 影像中的動畫效果

1

3D 影像的加工

2

1

3D 模型建立

2

4

3D 模型編輯

2

影像擷取 (H04N)
影像擷取裝置元件

1

影像擷取裝置

1

多角度影像擷取系統

5

遠端故障排除

1

視訊串流

1

6

4

4

1

1

2

2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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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觀察2017到2019年間，AI100新創公司名單
中與電腦視覺相關的新創公司可得，美國在技
術以及環境上的優勢而擁有最多的新創公司，
這也造就了該國在應用服務上的多樣性，隨後
則為中國與以色列，雖然就數量上，中國的新
創公司遠比美國少，但入選的中國公司受惠擁
有與政府相關的合作案，使這些新創公司在募
資上取得很大的優勢，這也形成了入選的三家
新創公司皆成為獨角獸公司，而以色列秉持著
強悍的創新能力，而使其能與大國競爭。若由
專利佈局來看，入選的新創公司大部份擁有自
己的技術且重視專利的保護，主要的競爭技術
落在電腦視覺中辨識的區塊上，其中以圖形辨
識為重，未來將往影像辨識甚至自2D轉為3D
辨識的趨勢發展，隨著更多的新創公司的加
入，電腦視覺技術相關的應用將更進一步的被
擴大，最終深入每個人的生活，並提供無可取
代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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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基因治療利用調控人體內基因表現的方式，來改善人體健康，基因治療領域正處於快速
成長的階段，數千個進行中的臨床試驗，涵蓋了癌症、眼部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經退
化性疾病、血液疾病、免疫缺陷、肌肉疾病、發炎性疾病等，市場成長可期，本文利用
專利分析，了解全球市場和研發概況。

中文關鍵字：基因治療 / 基因編輯 / 遺傳疾病 / 專利分析
英文關鍵字：Gene Therapy / Gene Editing / Genetic Diseases / Patent Analysis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79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2020 NO.10 | 129

回目錄

(一) 將突變的致病基因用健康的基因取代

一、基因治療概述

(二) 使功能不正常的基因失去活性或直接剔除
(三) 將新的基因導入體內以對抗疾病

基因是生物體的藍圖，DNA控制著酵素、蛋
白質的表現，決定了細胞、組織、器官以至

簡而言之，基因治療就是利用調控人體內基因

全身的組成和運作，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表現的方式，來改善人體健康；而依其遞送方

Genome Project)估計，人類約有2萬到2萬5

式又可分為兩大類：(1)將細胞在體外進行編

千個基因，許多遺傳性或非遺傳性疾病是由於

輯後再注入體內(Ex vivo)；(2)直接進行體內

基因突變或缺陷所造成，基因治療因此很早就

基因編輯／修正(In vivo)。而體內基因治療又

被提出是可以用來＂治癒＂疾病的手段。那麼

可以被分為非基因體編輯和基因體編輯兩大

基因治療究竟是什麼？根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

類(本文僅討論體細胞，不涵蓋生殖細胞的基

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定義，

因編輯)，非基因體編輯可利用合成的DNA或

基因治療是利用基因來治療或預防疾病的實驗

RNA，調節基因功能，基因體編輯則是利用基

性技術，其中包含：

因工程的方式，插入、移除或直接取代有缺陷
的基因。

基因治療
體外(Ex vivo)

體內(In vivo)

嵌合抗原受體T细胞(CAR-T)
細胞治療

非基因體

造血幹細胞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RNAi,
microRNA…

肝細胞
視網膜感光細胞

基因體
Zinc finger nuclease,
TALENs, CRISPR…

基因遞送

病毒載體
Retrovirus, adeno virus, 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 len� virus…

圖1

非病毒載體
Liposome, nanopar�cles, calcium
phosphate silica…
基因治療技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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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適應症

FDA核准基因治療藥物/製劑
藥物名稱, 公司, 核准年

作用機制

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Kynamro,Kastle Therapeutics,
2013 (已停售)

Antisense

雙等位RPE65基因突變相關視
網膜失養症(Biallelic RPE65
mutation-associated retinal
dystrophy)

Luxturna, Spark Therapeutics,
2017

AAV2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Eteplirsen, Sarepta
Therapeutics, 2016

Antisense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dystrophy)

Nusinersen, Biogen, 2016

Antisense

家族性澱粉樣物多發性神經病變
(Polyneuropathy of hereditary
transthyretin amyloidosis)

Tegsedi, Akcea, 2018

Antisense

家族性澱粉樣物多發性神經病變
(Polyneuropathy of hereditary
transthyretin amyloidosis)

Patisiran, Alnylam, 2018

RNAi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dystrophy)

Zolgensma, Norvatis, 2019

AAV9

黑色素瘤(Melanoma)

Imlygic, Amgen, 2015

Genetically modified
oncolytic viral therapy

復發或抗藥性大B細胞淋巴癌
(Relapsed or refractory large
B-cell lymphoma)

Yescarta, Kite, 2017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 cell
immunotherapy

成人復發或抗藥性大B細胞淋巴
癌(Adult Relapsed or refractory
large B-cell lymphoma)

Kymriah, Norvatis, 2018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 cell
immunotherapy

幼兒抗藥性前體B細胞急性淋巴
細胞白血病(Pediatric refractory
B-cell precurso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Kymriah, Norvatis, 2017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 cell
immunotherapy

圖1綜整目前基因治療技術概況，雖然現在

效證明，基因治療正處於快速成長的階段，數

實際獲得歐美藥證的基因療法仍然為數不

千個進行中的臨床試驗，涵蓋了癌症、眼部疾

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病、心血管疾病、神經退化性疾病、血液疾

Administration, FDA)至今(2019年底)僅核發

病、免疫缺陷、肌肉疾病、發炎性疾病等，應

了11個藥證(PCORI, 2019, 見表1)，但是隨著

用範圍十分廣泛(Anguela & High, 2019)。多

各種基因工程技術進步和這些已核准藥物的療

個市場分析研究也認為，在近五到六年，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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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年複合成長率可能高達20-40%，成長

中和已獲證專利為樣本，針對基因治療領域

到數十億美金的市場規模。本文將利用專利分

進行分析，共取得39,201筆專利資料，以專

析，了解全球市場和研發概況。

利公開年度而言(見圖2)，僅2009年之專利數
量少於1,000筆，從2009年到2018年都呈現

二、基因治療領域專利概況

緩步上升趨勢，從2010年約2,700筆專利，到
2016年開始成長到超過4千筆，2019年雖尚

本研究利用美國專利局專利資料庫，以2009-

未獲得完整統計數量，也已達到5,074筆，由

2019年九月間為分析區間，美國專利局申請

此可見基因治療領域專利在近年的穩定成長。

專利數量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圖2

2009-2019基因治療專利數(公開年)

美國在專利數量大幅領先其他國家，以高達

(486件)，台灣則以198件專利，在各國排名第

25,078件專利，遙遙領先第二名的德國(1,723

十九，和丹麥(第十六名，225件)、西班牙(第

件)，其餘專利數量在前十名的國家從第三名

十七名，223件)、新加坡(第十八名，219件)

起依序為英國(1,312件)、日本(1,307件)、

和數量相仿，其他亞洲國家中，韓國以474件

法國(1,076件)、加拿大(950件)和瑞士(922

位居第11名，中國以452件專利占據第13名

件)、以色列(834件)、比利時(506件)、荷蘭

(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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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950

922

834

506

486

基因治療領域各國專利數量

基因治療領域專利數領先的前二十大機構

家衛生暨醫學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

(見圖4)共握有約9,000項專利，約占全部專

sante de la recherché medicate, Inserm)和

利數的23%，其中第一名為美國衛生及公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共服務部(United States Health & Human

La Recherche Scientific)、德國的Merck和

Ser vices)，由於主管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英國的Astrazeneca，共五個非美國機構進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等生醫相關

入前二十名。專利領先企業中Genentech、

研究組織，總專利數量高達1,606件，第二

Norvatis、Alnylam、Amgen四間藥廠都擁

名為國際知名藥廠Genentech的1,025件，

有FDA核可的基因治療藥物，其他名列前二十

第三名的加州大學系統，則擁有713件的專

名的藥廠也都有許多臨床試驗中的基因治療產

利；在前二十名中，絕大多數(75%)都是美

品線，由此可見基因治療領域對技術專利保護

國的機構，僅有瑞士的Novartis、法國的國

的重視。

專利數量
1800
16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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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全球基因治療相關專利前二十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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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專利數量

醫院

4000

26.6%
政府

37%

3000
2000

企業

1000

33.2%

0

大學

政府

圖5

大學

企業

醫院

全球基因治療專利數前二十名機構專利占比和數量

若進一步依前二十大專利擁有者的機構屬性進

一千件的國家，台灣在專利數量上全球排名第

行分析(見圖5)，可以看到在基因治療領域專

十九名。此外基因治療專利數量全球前二十大

利的領先群中，除了企業之外，學術研究機構

領先機構有3/4為美國機構，專利領先企業多

如大學和政府機關也在基因治療領域專利數量

已擁有美國FDA核可的基因治療藥物和多種臨

上占有一席之地，企業擁有的專利占37%，大

床試驗中的基因治療產品，若依機構屬性進行

學約33.2%，政府26.6%，而醫院約為3.1%。

分析，企業占37%，大學和政府相關研究機構

進一步解讀政府、企業、大學和醫院在專利申

共約60%，顯示基因治療領域仍處於商品化的

請的大略方向，我們可以發現企業目前佈局多

相對早期階段，不同屬性機構研究方向和專利

在非病毒式基因載體、RNA干擾和核酸酶等

布局也各有所長，例如近期最熱門的CRISPR

基因工程技術；大學則握有CRISPR和細胞治

技術專利即主要掌握在各大學手中。

療、聚合物基因遞送等專利；政府機關在基因
治療領域相關專利則主要布局於病毒載體和離

基因治療利用調控基因功能達到治療疾病的

子通道相關基礎研究，同時也針對特定基因啟

目的，繼小分子藥物和蛋白質藥物之後，開

動子(promoter)和基因遞送技術進行投入；

始獲取主流藥廠的目光，例如瑞士大廠Roche

醫院較關注包括臨床關聯性較高的免疫療法和

以超過40億美金收購基因治療公司Spark

療法所引起的免疫反應、造血幹細胞的細胞療

Therapeutics後，又在最近(2019年底)宣布以

法、基因遞送相關奈米結構等。其中基因遞送

十億美金和Sarepta Therapeutics購買裘馨氏

技術包括病毒載體或非病毒式技術，是所有機

肌肉失養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構間共同的研究重點。

基因療法的美國銷售權(Nick Paul Taylor,
2019)，展現其在基因治療的野心。基因治療

三、結論

在經過多年的希望和失望循環，近年終於在臨
床治療獲得突破，市場分析也顯示近五到六年

本研究分析近十年基因治療域之美國專利資

內，基因治療市場的年複合成長率可能高達

料，發現美國、德國和英國為全球基因治療專

20-40%，成長到數十億美金的規模，台灣雖

利領先的國家，日本為亞洲唯一獲證專利超過

然目前技術稍微落後歐美日本等國，臨床上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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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進行跨國合作，完成全球第一個小兒罕
見疾病AADC的腦部基因療法(陳良榕、彭子
珊、陳潔，2018)，如何複製並傳承難得的成
功經驗，使台灣在具未來性的基因治療領域占
有一席之地，值得大家關心並投注更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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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新價值：第一屆科技大
擂台賽事「AI 語音大數據」建置
梗概
黃意植

副研究員

摘要 Abstract
AI 正加速改變全球產業、經濟與社會生活發展型態，為加速我國語音 AI 技術突破，科技
部釋出 AI 基礎建設之一的語音大數據。

中文關鍵字：人工智慧 / 大數據 / 科技大擂台 / 數位內容
英文關鍵字：AI / Big Data / Formosa Grand Challenge / Digital Content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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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部釋出免費「AI 語
音大數據」

科技部釋出的「AI語音大數據」之所以獲得眾
多關注，正是因為高品質的語音數據集有助大
幅節省公司的人力和時間，降低開發語音AI技

不可否認地，人工智慧(AI)正加速改變全球產

術的門檻，讓企業、學研界專注於技術端的開

業、經濟與社會生活發展型態，為搶佔先機，

發。首次釋出的15,000題選擇題中，包含不同

科技部自2017年推出「科技大擂台：與AI對

辨識難度(例如有無環境音干擾)與不同理解難

話」，目的是運用高額獎勵賽的模式吸引高

度的題型，內容包括新聞時事、台灣民情、經

手齊聚，共同加速開發中文語音對話的核心

典文學等等，期望藉由高品質的語音資料集吸

技術，齊力突破技術瓶頸，提升人民福祉。

引更多企業、學研機構齊力投入，共同推動我

2019年3月第一屆決賽落幕，期間競賽依照題

國語音AI技術躍進，協助台灣企業進行數位轉

型難度分為初賽、複賽、決賽等，每階段競賽

型。

主辦單位都會釋出1,000至4,000題不等的測
試資料，第一屆正式賽賽事總計約有15,000
題選擇題，在比賽後重新整理且除錯之後，

二、設定挑戰目標及規劃數據
資料

於2019年6月在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
算中心資料集平台(NCHC DATA MARKET)上

對話是人機互動最直覺的方式，像是Siri這類

架，此數據集公開釋出後，可讓我國企業、學

任務型的語音智慧助理將人機對話場景帶入日

研界免費取得授權，用於技術研發以提升台灣

常生活，無疑是近年行動裝置普及後，最令人

產業競爭力。語音大數據被視為AI基礎建設之

興奮的進展之一。「科技大擂台：與AI對話」

一，隨著新賽事的進行，未來釋出的「AI語音

的宏遠目標是打造與台灣在地民眾溝通無礙的

大數據」數量可望持續擴大，內容形式與知識

對話機器人，這個難度比完成指定任務的語音

領域也日趨多元化。

助理更困難，除了AI要聽得懂台灣在地腔調，

企業導入AI技術有助提升企業競爭力，因此許
多科技公司都搶著開發AI技術，以便盡早提
供企業新管理工具，強化生產力(天下雜誌，
2019)。然而，一般而言，若一家公司的資料
集是散亂、無統一格式的非結構化資料，則需
先雇用人力蒐集、分析、清理所需的資料集，
完成標註之後，才能著手發展AI技術，如此一
來，可以想像這個過程不僅所費不貲、曠日費
時，人力也難免發生錯誤，構成許多企業跨入
AI的一大門檻。而雪上加霜的是，全球與使用
者有關的數位資訊多半掌握在雲端巨擘手中，
資料量數量越龐大越多元，AI技術就越容易有
突破性的進展，換言之，技術後進者要突破技
術重圍，還需要先克服「資料霸權」的嚴峻議
題(陳杰翰、莊坤達，2019)。

並且理解對話內容的意涵之外，還得用台灣人
聽得懂的方式表達出來。
為了讓民眾認識我國語音AI目前的程度，參考
國外其它AI競賽，以及未來要挑戰的難度，科
技部將競賽目標設定為挑戰「華語文能力測
驗｣ (Test of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OCFL)的「流利精通級」。TOCFL是我國專
為母語非華語人士所設立的華語文能力標準化
測驗，分為四等八級，四等分別為準備級、入
門基礎級(Band A)、進階高階級(Band B)及流
利精通級(Band C)，而每一等又可再細分為兩
級，分別為準備級一級、準備級二級、入門
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精通
級，共八級。網路流傳韓星少女時代潤娥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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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力是漢語水平考試十級(約是新漢語水平

版，以及部分來自大學高中的眾籌內容。希望

考試六級)，表示能夠掌握5,000個以上常用語

藉此可以打造出熟悉在地用語、自然和社會科

詞，而「華語文能力測驗」的精通級比新漢語

學知識領域均有涉獵的數據資料集。

水平考試六級更難，需要掌握8,000個以上常
用詞彙，可見這是一個大挑戰。

三、收集語料的限制與瓶頸

在樹立挑戰目標之後，另一個關鍵的AI基礎工

行文至此，許多人不禁好奇，什麼樣的數據資

程，即是建置競賽語音資料庫。人工智慧的討

料適合做為機器訓練之用，而又為什麼數據資

論存在已久，近年來新一波人工智慧的浪潮，

料庫的建立如此困難，在管理上又會遇上什麼

來自於「深度學習」的進展，這類技術的程式

瓶頸。

模型訓練與資料集之間息息相關。為了執行不
同的任務，往往需要建立不同的資料集，以便

實際上，只要同時具備聲音與文字的電子檔

訓練、驗證、測試AI。例如，機器閱讀理解領

案，都有成為語料的潛力。因此，廣播節目、

域最知名的測試SQuAD(Stanford Question

電視節目、有聲書籍、網路平台上的短片等，

Answering Dataset)就選取超過 500篇的維

都是相當理想的來源。以廣播節目為例，將節

基百科文章，做了一個包含十萬個問題的大

目內容去除音樂，把人聲轉成逐字稿後，以人

規模機器閱讀理解數據集，讓AI閱讀這些文章

工方式校正錯字或編碼時間，接著針對文字內

之後，再去回答問題。許多一流大公司，如

容進行機器可讀的標注，如：分割句子、標明

Google，Facebook，IBM，微軟等，都曾利

詞性、分詞命名識別等，便可製成語音大數據

用這個資料集相互切磋較勁，比方說阿里巴

庫。這樣的資料庫不但能為我國語音辨識及

巴的AI在2018年刷新排行榜，創下歷史上首

人工智慧、華語教學領域奠定基礎，更可以

次超越人類成績的里程碑，並將該技術應用於

提升數位典藏節目的價值(蔡玉秀、廖元甫，

電商平台客服，在當時引發科技界熱議(陳曉

2019)。

莉，2019)。
另一方面，建置語音大數據庫的瓶頸，與個人
如前所述，不同的資料集可以訓練AI執行不同

資訊保護及版權所有息息相關。作為公開比賽

的任務，SQuAD採用文字的形式訓練AI閱讀

所用的數據集，合法性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理解的能力，僅有文字沒有語音，而此次競賽
為了測試AI是否理解台灣人的對話內容，包括

近年來，個資保護意識蓬勃，因此在建置語音

語音與文字內容，所以除了華測會已對外公開

數據庫的時候，數據處理者必須清楚地披露

的官方題庫之外，主辦單位亦同步建立語音資

任何數據收集，聲明數據處理的合法基礎和目

料庫，題型包含選擇與問答兩種題型，考驗機

的。然而，許多節目在錄製之初個資法尚未出

器是否能夠通過語音辨識加上語意理解的雙重

現，或是錄完後已經難以一一向所有參與者補

關卡。在語意內容方面，有別於SQuAD取材

足相關的使用同意文件，導致數據資料集即便

自維基百科，科技大擂台的題庫內容包含警廣

辛苦整理完成，也僅限用於教學或是研發目

新聞節目，科技部的數位資料典藏，如科學發

的，產業難以進一步授權回去進行商業使用，

展雜誌、新作坊，現代小說、古典小說白話

造成語音大數據庫的綜效無法大力發揮。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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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台為了支持科技部發展人工智慧，提供

輯思考與運算思維能力，即便未來沒有從事資

旗下記者所產製的新聞內容，響應語音大數據

訊相關行業，也具備一定程度的溝通能力，理

庫的建置。

解科技趨勢的變化。

除了個人資訊保護之外，內容版權是另一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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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第一屆賽事的里程碑賽頻繁，在極有限的時間
及資源之下，若無教育部和內政部警政署的大
力協助，難以順利推動語音大數據庫的建置。
這項任務需要大量的溝通協調，艱難程度不亞
於比賽本身，能夠完成這樣的階段性任務十分
可貴，也為跨部會合作立下典範。

四、AI，不只是資訊部門的工
作
筆者認為跨部門或是跨部會的協調合作，需要
建立在擁有共同的知識背景、慣用詞彙之上，
才能運作順暢且永續循環。過去，與資訊科技
相關的事務，常常被視為資訊部門的事，與其
他單位無關，沒有相互往來的必要。這樣的思
維容易導致溝通障礙，上令不能下達，進而影
響組織齊心齊力推動AI化的進度。隨著資訊科
技越來越重要，十二年國教課綱已經將編寫程
式列入，未來學生在校即可透過課程，培養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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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創新系統技術移轉評估模型

張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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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圖片所有權：https://ppt.cc/fY9Hyx，Created by geralt
著作權聲明：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摘要 Abstract
國家創新系統的核心概念為技術上的改變，會影響一國經濟上的表現及國家整體競爭力
的發展。而在技術上的創新來自於許多系統的互動與要素整合，是一個混沌的系統過程。
因此需要以系統性方法來進行分析，進而了解科學、技術、創新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
關係，本文提供了一個系統性的方式分析國家創新系統技術移轉的要素與因子。

中文關鍵字：國家創新系統 / 技術移轉 / 評估方法
英文關鍵字：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Technology Transfer / Assessment Approach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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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力(Absorptive capacity)、R & D供應能力
(R & D supply)、擴散能力(Diffusion)與需求

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Demand)。Kayal (2008)認為國家創新系統

NIS)在近期受到一些研究的關注(Acs,

應包含六個子系統，包括科學與技術政策、創

Audretsch, Lehmann & Licht, 2017; Cirillo,

新策略、技術性人力支援服務、技術支援服

Martinelli, Nuvolari & Tranchero, 2019;

務、財務資源流通與國際合作。由上述可知，

Kou, Chen, Wang & Shao, 2016)。Balzat &

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個複合的子系統，適合採用

Hanusch (2004)認為國家創新系統是國家經

系統觀點觀測之，同時可由不同的要素組合構

濟隨著時間變化成長，不同的組織與機構間彼

成，因此本文由子系統的觀點觀測整體系統的

此互動與影響，進而引導出創新行動。其採用

運作狀態。

系統觀點觀察技術、機構與組織之間的互動。
而系統要素之間彼此整合並針對共同的目標運

在國家創新系統的運作上，Gurría (2010)認為

作，要素可說是系統運作的一部分，可由不同

國家創新系統應同時考慮創新的趨勢與預測、

的形式展現，像是個人、廠商、銀行、大學、

人力赋權、知識創造與運用、創新鬆綁以及因

研究機構或公共政策機構。要素也可由法制的

應全球與社會挑戰等議題，Wyckoff (2010)則

觀點定義，像是法律、傳統與社會常規，而關

認為國家創新系統的關鍵議題應包括科學與技

係(Relationship)連結了要素，因為要素彼此

術、產業與企業家精神、資訊與通訊、政府治

間存在互動關係，故無法單獨區隔觀察；屬性

理、區域發展、教育與技能、稅賦、投資與消

(Attributes)存在於關係與要素之間，是系統

費者政策等議題。因此，國家創新系統實需要

的特徵，是系統的功能或目的，可作為分析的

由不同的面向觀察，包括產、官、學界以及市

構面(Carlsson & Jacobsson, 1999)。本文主

場與支援條件，其間包括了系統的供應面、需

要採取國家創新系統觀點以結合不同的子系統

求面與互動關係面，本文的重點在於技術上的

(包括技術供應、連結機制與技術需求)，另考

變化與移轉，進而驅動國家創新系統的運作，

慮了系統屬性(包括規劃、基礎設施與資源)與

因此將創新系統的驅動機制區分為技術供應系

政府規劃架構條件，形成一套整合性的評估架

統、連結機制系統與技術需求系統。此外，

構，用以評估國家創新系統的表現。

Fagerberg & Srholec (2008)認為應該多關注
政府機制對於國家創新系統的影響。故本文納

二、國家創新系統

入了政府規劃架構條件，以符合系統的本質。
經由文獻探討提出國家創新系統之技術移轉架

在探討國家創新系統時需由系統的觀點，檢

構模式，如圖1所示。

視各個子系統與要素之間的連結關係，以
提供廣泛完整的策略觀點(Furman, Porter,
& Stern, 2002; Kayal, 2008; Radosevic,
2004)。Radosevic (2004)研究中歐與東歐各
國的國家創新能耐，經由24個國家的驗證，
歸納出四項國家創新能耐構面，包括吸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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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
政府規劃

技術供應

圖1

連結機制

技術需求

國家創新系統之技術移轉架構模式

由圖1可知，政府規劃會影響技術供應、連結

由上述可知，技術供應系統是指增加科學與技

機制與技術需求，其中在政府規劃上包括科學

術能量的要素組合；連結機制系統是指引導在

面、產業面、經濟面、教育面與社會面。Kim

技術上、商業上成功的創新行動，促進技術的

＆ Dhahlman (1992)認為政府政策在科技面

擴散與商業化；技術需求系統是指創造市場對

的努力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科技需求的要素組合。

(一) 強化供應面的政策設計，增加科學與技術

三、技術移轉評估模型

能量。
(二) 強化需求面的政策設計，創造市場對科技

本文探討三個子系統包括技術供應、連結機制
與技術需求，並以規劃屬性、基礎設施屬性、

的需求。
(三) 在需求與供應面提供有效率連結(技術移

資源屬性評估，結果如表1所示。

轉)的政策設計，引導在技術上、商業上
成功的創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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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屬性

子系統

技術移轉趨動系統評估表

技術供應

連結機制

技術需求

創新策略
S&T政策

技術前瞻
技術移轉政策

技術路線圖

基礎設施

公、私部門研發組織
高教組織

智財權保護
科學園區
技術育成中心
產業協會
研發聯盟
技術移轉組織

國內競爭市場
R&D文化
產品與服務的國際市
場變化

資源

政府R&D基金
科學家、工程師與技
術人員資格

種子資本
國家產業支援方案人
員與專家流動性

企業家精神
創投資本
專業信用額度

規劃

其中規劃屬性是指在國家層級任何形式的策略

在基礎設施上，技術供應包括公、私部門研發

規劃，以支援三個子系統；基礎設施是指結構

組織與高教組織，研究機構扮演著知識的供應

性、實體性或非實體性的設施或要件，以支援

者，是促進一個國家創新能量能夠穩定成長的

三個子系統；資源是指人或金錢以支援三個子

原因。在連結機制上，包括智財權保護、科學

系統。

園區、技術育成中心、產業協會、研發聯盟、
技術移轉組織，公私部門的合作與創新是國家

在規劃上，技術供應包括制定創新策略、S&T

創新能量持續增進的要件之一。公私部門參與

政策。創新已經成為一些國家重要的成長推進

者、廠商自身產業網絡以及地方化網絡之間系

力量，國家對創新相關資產進行規劃，如研究

統內部的互動交流促使新技術產生、發展與

與發展、軟體、資料庫與各種技能，皆會影響

擴散。在技術需求上，有賴於市場的拉力機

一國的投資環境與創新能量。在連結機制上，

制(Pull mechanism)，包括國內競爭市場、

包括技術前瞻與技術移轉政策，由政府主導

R&D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國際市場變化。

邀請全國與技術移轉業務有關之政府單位、
學研機構主管與專業技術經理人齊聚，針對

在資源方面，技術供應包括政府R&D基金、

技術移轉相關政策進行討論與建議，並制定

科學家、工程師與技術人員資格等金錢與人力

相關政策。在技術需求上，利用技術路線圖

因素。在連結機制上，則包括種子資本(Seed

(Technology roadmap)了解技術未來的發展

capital)、國家產業支援方案、人員與專家流

與需求，探討目前市場上所需要的產品特徵，

動性等，種子資本是在技術成果產業化前期所

進而在技術上尋求解答，無論是在市場區隔、

進行的資金投入，從科技成果產業化的角度來

研發走向或是研發策略上，迅速掌握技術發展

看，種子資本使得許多科技成果能夠迅速實現

的趨勢，提供與挖掘現有技術的發展空間，皆

商業化、產業化，有了有更大的發展。國家產

是規劃階段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

業支援方案則提供了資金增進新技術的外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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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人員與專家流動性則使得一些無法被文
件量化的知識，藉由口耳相傳的方式或是人員

Kayal, A. A. (2008).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

的流動將這些內隱知識廣泛地擴散出去。流動

vation Management, 8(1), 74-86.

的人才能直接或間接在新的環境中散佈知識，

Kim, L. and Dhahlman, C. (1992). Technology policy

特別是在工作情境中將知識散佈給同儕或地理

for industrialization: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位置相近的個人和組織，促進當地的活動，
因此，流動的科學技術人力資源成為知識與

Korea’s experience. Research Policy, 21(5), 437452.
Kou, M., Chen, K., Wang, S. and Shao, Y. (2016).

資本轉換、物資跨國流動的重要元件(OECD,

Measuring efficiencies of multi-period and

2008)，勞動力的適度流動將有助於外部經濟

multi-division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DEA: An

的外溢效果。最後，在技術需求上，則包括企

application to OECD countrie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46,

業家精神、創投資本與專業信用額度，這些因

49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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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博士創新之星」為科技部推動的人
才培訓計畫，自2017年起每年選派具創新創
業企圖心之40歲以下高階人才赴美國、法國
及以色列等高科技公司、新創公司及知名學
研機構進行專案合作研習一年，希望藉此開
拓我國高階人才之能力與創新思維，並建立
我國與海外創新資源之連結。

科技部號召海外人才返/來臺發展，將海外新知
與技術躍升注入臺灣產學研。
臺灣正在改變� 你！就是關鍵！
歡迎海外優秀人才加入LIFT 2.0方案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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