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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指標資訊生產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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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的量化資訊為政府決策形成提供客觀的事實基礎，科技指標最早的設計目的，是蒐集量化數值
以了解科技經費投入與其應用程度，美國早在1920年代即提出對基礎研究活動與一般科技活動進行區
分的想法，並要求政府各部會，對政府投入科學活動與經費進行調查統計，英國與加拿大的統計工作也
隨之開始。當時以各部會的統計為基礎，加總計算政府的資源總體投入，形成了「國家科學預算
（National Science Budget）」、「國家研究預算（National Research Budget）」。由早期發展
可以觀察出美國認為政府經費應抑注於基礎研究 （National Science Budget、National Research
Budget），由於基礎研究的目的在新知識的發現，充份尊重科學社群的自主性，因此政府預算在傳統
上只有規模，並沒有配置（allocation）的思維。1940年代已有美國學者提出「應用研究」與「私部
門」的重要性，僅對政府科學研究經費支出的統計並無法了解一國科研活動的全貌，因此美國白宮科學
研究局開始對全國公私部門研發進行調查統計，計算所謂「全國研發經費（National R&D
Expenditure）」的總量，並且估算全國研發支出占產值的比例，即後來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定義的「研發密度」（R&D/GDP），1948年杜魯門
總統的政策演說中已設定1% R&D/GDP 為施政目標。1950年代受經濟學者，如梭羅等人新古典經濟
成長理論的影響，技術進步被視為提高生產力的要素，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全國性的研發統計與調查亦正式開展，以「投入產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
為基礎，建立分類與方法 （SourcePerformance Matrix），之後影響了OECD的標準與規範。
科技指標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正式進入標準化與國際化的階段，由國際組織如OECD與Eurostate
扮演主導角色，OECD的科技統計和科技指標主要由科技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STP）和秘書處的科技工業局（Directora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DSTI）負責。CSTP是OECD的常設委員會，由會員國以及觀察員的非會員國與國際組織代
表組成，主要職責是協調會員國的科技政策與促進科技領域內之合作。CSTP所需要的科技統計資料、
科技指標以及其他資訊是由DSTI提供。DSTI下設經濟分析和統計處（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EAS），主要負責科技統計和科技指標。CSTP下另設有科技指標各國專家小組
（National Experts on S&T Indicators, NESTI）由各會員國以及聯合國和觀察員國家的代表組成，
對科技統計和科技指標進行監督、檢查、審核、建議和協調。NESTI主要工作之一，是對EAS的有關科
技統計和科技指標的工作計畫與結果進行檢查和審核。
1960年代至1980年代國際組織OECD進行國際研發活動調查與統計的標準化與推行工作，包括了：
科技統計標準與規範：
法城手冊（19632002, 6 editions）
技術國際收支手冊（1990
奧斯陸手冊（1992, 97）
專利手冊（1994）
坎培拉手冊（1995, 97）
資料收集、資料庫及統計資料：
科技統計資料庫: R&D資料庫、技術國際收支（TBP）資料庫、專利資料庫、技術創新資料庫
科技指標資料庫: 主要科技指標資料庫（MSTI）、企業部門R&D支出分析用資料庫（ANBERD）、
R&D研究人員分析用資料庫（ANRSE）
統計資料出版：
基本科技統計資料（BSTS）
主要科技指標（MSTI）
產業的研究與發展

科技指標的研究
由於以美國為主的前期發展留下了數個課題，在本時期的標準化過程中帶來許多概念與方法上的挑戰，
如研發與科技經費（RD vs ST）的定義問題，根據OECD法城手冊，研發經費與其它科技、創新活動
相關經費有所區別。研發（R&D）支出指的是研究人力（含博士班研究生）、圖書設備、與土地建物費
用、租稅費用；而與研發相關的科技活動支出，如教育訓練與人才延攬支出，指的是研究人力的培育訓
練、海外優秀研究人力的延攬；而科技管理支出指的是行政與支援活動，如資金或計劃管理、一般行政
工作；科技服務支出，則指的是科技資訊、檢測與標準、可行性分析、專利與技轉服務、政策研究、軟
體操作與硬體維持；創新與生產相關活動支出，指的是為了落實或商業化某類產品或服務的活動包括技
術採購、產品開發設計、製造、資產取得、生產線建立、產品行銷、產品試產、生產與銷售及其相關專
業服務，如市場研究）。許多國家的預算與會計制度中並無法區分研發與其它相關科技活動，而區分這
兩項活動也造成只重視研發而忽略相關科技活動重要性的問題。此外包括因分類與定義、資料無法取得
或重整所造成數值品質問題，指標如研發密度（RD/GERD）、購買力評價（PPP）、政府經費依目的
分（GBOARD）、大學一般基金（GUF）的解釋性問題，引發學者大量的討論。然而此階段OECD的指
標資訊也提供了包括產業研發投入、大學的角色、日本、德國的表現、技術落差與創新行為的關連與全
球化等等現象重要的佐證數據，這些現象也造成後續新指標設計與發展。
1990年以後研究創新體系的演進使觀測與衡量方式改變，影響指標資訊的內涵以及其產出方式，指標
系統由效率導向（投入/產出）轉為策略導向，聚焦於創新體系與其中成員的表現，由歐盟統計局
（Eurostate）所展開的歐盟創新調查（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CIS], 1992），代表了科
技指標設計開始了新的階段。OECD在1995年召開「第一屆OECD藍天論壇」（Blue Sky I
Forum），會中應「科學技術政策委員會」（CSTP）部長級會議之要求，研擬「能反映知識經濟的新
科技指標」，並提出三個努力方向包括了指標需貼合政策之需求性，以現有統計資料用於新指標開發
（資訊社會、生物經濟、創新系統、跨國企業、人力資源），投入研究於方法學與統計分析之發展。
關於資訊社會的指標與調查，OECD可起溯自數次概念發展階段，資訊的定義在每個階段均不同。最初
資訊被視為知識，等同於科技文獻，從經濟學的角度，知識是無形的文化財，資訊規模量的增加，衍生
組織、傳播與運用的效率問題。資訊政策為科學政策的一部份，這與當時重視研發與成果有關，因此有
效運用科技文獻協助研發活動，而研發投資產生大量的成果，亦需透過科技文獻有效散播與傳遞知識至
產業與社會，這也使得科技資料的標準化，以及符合成本效益的運用成為政策焦點。當時統計的目的也
在呈現各國在資訊基礎設施及標準規範上的落差，以進一步建立科技資訊的國際合作管道與規範，因此
早在1960年代末便出版第一本資訊調查統計手冊，衡量重點在於各國投入於科技資訊與科技資訊活
動，包括紀錄、編輯、散佈、儲存、取得等等的基礎設施，也就是「國家資訊系統」（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的表現，指標包括在科技資訊上的總投入經費及分別在出版傳播，文獻服務，
媒體發展上的配置，資訊管理的研發狀況以及資訊人力等等，OECD在此方面的統計活動並未得到各國
的全面配合，方法與指標均未被廣泛採用，原因是實用性與合理性不足，資訊仍被認為是科學與科學家
的課題，單靠此部份統計資料並不足以作為政策制定依據。
其後，技術發展為資訊的形式、傳遞與運用創造了許多新機會，特別是電腦與通訊技術，使得資訊本身
可以為經濟活動創造更高的價值，在接下來的階段中，各國研究政策更重視研發成果的應用性與市場
化，資訊不再視為文化財或公共財，其市場化的潛力被強調，資訊等同於知識商品或服務。第二階段的
統計活動的目的在了解知識的生產、傳播者與消費狀況，預設了知識產品與服務、知識產業與知識市場
形成。由於電腦與通訊技術與產品發展迅速，使得產業分類方法一直無法符合，最後多以各國既有統計
資料為基礎，逐步放棄了對統一定義的追求，同時統計活動也已傾向以軟體與硬體製造相關產業為主要
對象，不再限於以內容以及其生產傳播為範圍。OECD在1976年成立的資訊、電腦與通訊政策工作小組
（Working Party on Informati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 ICCP），開始了針對
「資訊經濟」進行一系列的研究（Red ICCP series），所使用的統計資訊仍是以次級資料為主，
1988年所出版的「資訊與通訊技術與應用的社會經濟意涵:機會與挑戰」報告中，除了強調資訊與通訊
技術對生產力的影響 之外，更指出了技術變遷的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形成了OECD最原型的資訊社會
概念。1990年後電腦與通訊技術對產業與社會發展的影響更為顯著，資訊二字的內涵，除了內容，軟
體之外，更是以電腦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為代表，
統計的重點為電腦與通訊技術為核心的產業以及產品被消費運用的狀況，特別是電腦與通訊技術的產品
對生活模式產生的影響。「資訊社會」的概念於是受到更為廣泛的討論，1997年 ICCP年成立統計小

組，開始與歐盟統計局的「資訊社會統計小組」合作，用次級資料分析資訊與通訊技術的供需狀況，該
統計小組在1998年正式更名為「資訊社會指標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 on Indicators for an
Information Society, WPIIS）並於次年開始獨立運作，專門從事資訊社會統計之定義、方法及模式
調查等工作，ICT統計之國際比較工作才開始有系統的啟動。而WPIIS最主要的成就包括：ICT部門之
定義、狹義及廣義的電子商務交易之定義、企業及家庭/個人使用ICT之模式調查，以及ICT產品分類
等。同年奧斯陸手冊的修正版本亦完成。
相較於資訊社會的指標與調查，生物技術研發的調查則起步較晚，OECD於2002版的法城手冊中建議於
研發調查問卷中增加生物技術領域的相關問項，以統計各生物技術領域的研發經費。生技研發調查或創
新調查顯示各國在生技研發投資規模與其創新效益不成比例，原因可能是技術採納或擴散速率太慢，或
者是觀測方式問題，OECD也在2005年公佈了「生物技術統計調查規範」（A Framework for
Biotechnology Statistics）及「生物技術應用與發展調查模型」 （Model Survey of
Biotechnology Use and Development），作為各會員國進行生物技術研發與生物技術應用與發展
相關調查的依據。「生物技術應用與發展調查」想建立一些主要生物技術指標，包括：生物技術公司的
數量及特性（公司大小、產業別等）、銷售生物技術產品（包括專門技術knowho）所產生的收益、生
物技術研發經費、資金來源、人力資源、生物技術研發及商品化的障礙等。生物技術做為共通性、驅動
性或革命性的技術，其影響超出過去OECD研發或創新調查架構所能涵蓋的範圍。依據OECD對生物技
術的定義，其指標對健康與食品產業較為偏好，忽視了以生物技術產品或生物材料做為中間投入的產
業，包括環境、能源、電子等其他產業。因此加拿大的生物技術調查分為兩部份生物技術調查與生技
產品調查，以使用活體組織為基準，擴大了調查範圍。後續有許多國家基於國內的需求而進行生物技術
相關調查，因此在調查內容、調查對象、對生物技術的定義等，並不盡相同，指標資料目前並無法有各
國同軌的資料，僅能以類似的資料進行國際比較。
在創新系統的指標與衡量部份，創新系統的理論強調創新是在包括了總體經濟環境、公共政策、基礎建
設、與國家創新思維的脈絡下發生。基礎環境則包括了總體經濟狀況、創新的基礎建設、國家對於創新
的思維與公共政策等構面。此外創新活動的全球化，為了管理創新而產生的新商業模式，創新的型態，
服務業創新，企業創新活動以及擴散與採用的速度等等，均會造成創新本質的改變。企業創新的活動包
括了投入，產出以及連結這兩者的過程，因此創新指標應衡量這三個構面。OECD在投入面指標一般而
言不外乎研究發展（資金、智慧財產權、專利、論文）、人才（教育水準、能力、經驗）、資金（風險
與企業的資本）、網絡（知識社群、連結、合作、關係、社會資本）等等。而產出面指標包括有形的產
出如智慧財產權、收入、利潤、報酬率、市佔率等；以及無形的產出包括企業智慧資本、獲得管理創新
的能力、組織學習、聲譽等。過程面的指標指的是管理、產品研發、效率與程序等。至於創新的效益面
指標，指的是可測量的經濟指標，包括產值、總要素生產力、就業成長率、消費價格與品質趨勢、貿易
平衡、企業創新所得、全球市場佔有率、市場滲透率、產業群聚發展程度等。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uncil）於2000年通過了「里斯本策略」，宣布「以十年為期，推動歐盟成
為一個有動力的知識經濟體，永續發展經濟、創造多且優質的工作，增進社會穩定」，同時設定了研發
密度3%的目標，歐盟創新計分板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EIS （2000）的研究亦全面
展開，以創新調查為基礎產生指標，以25個會員國家加上美國、日本資料做比較，將指標分為五大構
面，在知識創新投入部份包括: 創新趨力（對相關先進技術的吸收、模仿、應用和改造能力），知識創
造（各種創新活動之投資概況，成功創新的重要條件）與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企業在創新的努力程度）
三個構面，在知識創新產出則包括創新應用（在勞動、商業活動與附加價值方面的創新表現）與智慧財
產權（專利）兩個構面。在歐盟創新計分板的指標之上歐盟的研究又提出「複合指標」 （Composite
Indicators）與「歐盟綜合創新指數」（European Summary Innovation Index, EISS）、全球綜
合創新指數（Global Summary Innovation Index, GISS）」 「區域綜合創新指數（Regional
Summary Innovation Index, RISS）」的量化模型，提供做為國際評比之用。2006年OECD在加拿
大渥太華再度召開「第二屆OECD藍天論壇」（Blue Sky II Forum），提出包括：人力資源流動研
究、創新經濟價值研究、科學活動網路的研究、服務業的科技活動、中小企業創新、創新與企業的吸收
能力、產業研發活動的國際化、政府對產業研發創新的支持、資訊與通信技術統計等研究主題，並以指
標統計為基礎進行分析。
產業研發國際化的程度與趨勢，也成為近年來科技指標觀測的重點，OECD 2004年之後對產業研發國
際化的政策以及評量的問題進行大量的研究，隨著2005年經濟全球化指標（Handbook on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ndicators）的出版以及相關統計資料，提供了充份的實證數據來理解產業部門特別是
跨國公司的研發投資與貿易行為。由跨國公司的研發投資區位策略、跨區域、跨國研發資金流動以及技
術的發明權與擁有權，說明了全球化的現象，跨國公司境外投資（FDI）與區位決策因素由傳統模式，
亦即資源運用取向（原料、勞動力、市場）的進入策略，對當地國家採取授權或直接開發為主的技術擴
散方式，到近代以創造資源（智慧資本）為目的，對當地國家採取以併購或合作開發為主的技術創新方
式。跨國公司的類型也因其區位決策，進入模式、所有權及組織結構而有類型上的差異。OECD的另一
項觀測重點為國際化對國家影響的比較，所使用的指標包括研發資金（FDI/BERD）、合作與智慧資本
所有權、人力流動、技術收支平衡、製造業結構與技術產品貿易額與產值等，而這些指標的統計結果亦
運用在後來OECD對政策課題如合作與共創的機制與利益分配、支持開放式創新的環境、科技人力的循
環流動及學習型社會的相關討論上。
近年來，影響指標資訊產出方式的因素，一是實證取向的決策模型 （Evidencebased policies），結
合專家經驗與實證研究的科技決策過程已成國際趨勢，決策者需要系統性與持續的學習過程，來獲取其
政策選擇的知識與經驗，由於公眾要求決策品質提升與決策過程的公開透明，結合研究成果與專業意見
有助於大幅降低決策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因此以實證為基礎的決策模式（EvidenceBased Policy），
已取代過去經驗式的政策選擇。政府部門除了提高科技政策決策之位階，也投資於培養與強化「科學與
創新政策之科學」（Science of Science & Innovation Policy, SciSIP）的發展所需的知識、理論、
資料、工具與人力資本，提供對政策求更佳的資料，強化科技與創新政策研擬與制定的「科學」能力，
政府部門的資訊需求與對外採購日益提高。
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創新系統的理論演進，網絡化的創新治理（Network governance），也就是在多
重的參與者跟不同層次政府與機構之間整合協調的能力，在全球與區域創新並行的脈絡下，許多成功的
解決方案都是透過跨國合作或是由地方政府來發動的，因此決策模式不再是由上而下，一體適用，而是
由下而上，顧客導向的， 由於策略資訊的需求不再只集中在國家層級，創新的主體由下而上分散式的決
策模式，對指標資訊的需求高度差異化，不只是政府，各式各樣的創新系統的成員都需要運用資訊來協
助決策形成，並在競爭上取得有利的地位。策略定位指標（Position Indicators）便是此發展下產生的
指標設計概念。

圖1 科技指標的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OECD, 2007。
在創新系統中的主體需要指標來評估自己所處的「環境」與「位置」，擬定策略，達成組織的目標與利
益，這些主體包括: 國家、補助機構、研發機構、跨國企業、大學等，策略定位指標提供這些主體包括
比較（Compare/Rank）、位置 （Position）、差距（Gap）、軌跡（Trajectory）、進展
（Progress）、對手與夥伴（Rivals and Partners）以及策略（Strategy）等的量化資訊，策略定
位指標在各類評估計畫，特別是重新檢視大學與研發機構的能力與管理方式時，更被廣泛運用。

總結上述發展，科技指標的基本取向可分為投入產出模型（Input/output rationale）、複合模型
（Composite rationale）與策略定位模型（Positioning rationale）。無論是何種取向，新指標的開
發與資訊提供有下列考量因素。首先是邏輯性，指標與理論、對象與問題之間必需要建立關聯性，指標
不必定是數值，有時候關鍵指標（Crown Indicators）不必然是可測量的，因此不是能被計算的現象
就代表指標，新指標的開發往往先來自經驗觀察，而新的問題與現象需用多構面指標來觀測。其次是需
有前期實驗設計，包括建立或選擇合適的方法、小樣本的生產、了解指標的可操作性、共通性與解釋力
等等。再來是測試與驗證，也就是測試指標的實用化程度（Accuracy、Coverage、Scalability、
Robustness）、並建立詮釋與表現模型、並評估其在決策問題上的應用程度。指標資訊生產必需經過
標準化與系統化的過程，建立標準化與資訊化操作規範，同時是在組織可負荷的成本效率之上，因此評
估開發時間與成本，以及運用外部資源或工具降低成本與提高效率都是重要的。如果成本與資源都有限
時，改進實驗成熟的指標（Harvest the hanging fruit）也是另一種可行的方法。
表1 科技指標資訊的主要生產機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完整的指標設計、開發與分析程序包括了解使用者的決策需求、指標概念設計與發展、取得與概念相關
的方法及技術，調查、統計與運算、數值檢定與建檔、詮釋與分析、到最後的傳播與表達。過去，科技
指標提供來源不外乎國際組織 （EU、OECD、IMD、WEF、WIPO、UNESCO）、國家統計單位、政
府各部會，所生產的指標資訊多半以OECD或歐盟規範為基準，進行全國性統計分析並轉換為國際比較
資料。近年來有許多研發補助機構（funding agency）、智庫或顧問機構或學院，開始扮演指標資訊
生產者的角色（表1）。指標資訊生產也因此產生下面三種不同類型的模式：
建立整合流程（Vertically integrated model）
即由需求界定，指標設計到最終呈現都由單一組織完成
擁有完整解決方案的流程與資源，機構的角色取代不易
模式一旦建立難以變動，資訊創新困難
運用獨特資源（Datadriven model）
擁有特殊的資料庫，其原始開發目的為查詢而非統計
可以獨特的資源產出特有的指標資訊
指標設計受限於資料內容
高度客製化（Customerdriven model）
依使用者的需求量身訂作，結合運用多種的既有指標資料庫
使用既成資源成本較低，設計概念亦可較為彈性有變化
缺少系統化與標準化，能量難以積累
決策方式造成相關知識產出朝向分散化（Distributed intelligence），開創了新的服務機會與市場，
此趨勢有利於這類知識服務型機構的發展。以法國科技觀測站 （Observato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T）為例，該機構成立於1990年，為法國公共利益集團（Public Interest Group 

GIP）重要的資訊平台，GIP由法國政府各部會、公部門研究機構（CIRAD、CNRS、INRA、
INSERM、IRD）以及私部門研究機構的代表（ANRT）所組成。OST 目前有專職研究人員20名，並聘
有來自各國的兼任研究人員多名，該機構的年度經費約為兩百萬歐元（八千萬台幣） ，半數經費來自於
政府，其他來自於研究計畫。OST 的服務範圍包括:客製化的量化指標、特定主題的分析以及指標設計
與調查方法。OST的代表性成果包括以科技指標觀測法國與其競爭國家，近期重點包括參與「歐盟研究
區域 （European Research Area, ERA）」的發展計劃，以及與上海交大合作改進「全球大學研究競
爭力排名」，雙方互補所長，取得相互提升的優勢。OST本身並無特殊的方法與資料庫，為第三種模式
的代表範例。荷蘭萊登大學的衍生機構科技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WTS, Leiden University），則是運用論文與專利原始資料庫自行開發建置分析用的數值
資料庫，CWTS的研究重點在科學與技術的量化分析，並且已經發展出一套方法用以量化科學與技術發
展上的重要指標，特別是在論文引用計量指標上開發出特有的統計運算方法，在指標設計上領先其它各
機構。CWTS目前與荷蘭政府、歐盟、國家與國際研究機構、大學、企業界都有合作，服務範圍包括:
設計與提供有效的評估科技發展指標、發展科技所需的資訊系統、研究科學與技術兩者間的交互影響關
係、研究在科技發展時的社會認知與社會結構變遷過程等。
然而，指標資訊的生產並非完全競爭，需要政策介入使得知識服務市場更開放公平，就必須建立指標資
訊的市場規則，才能有效鼓勵知識服務型機構的投入，在統計資源的取得上，政府資訊應儘量透明化，
總體的統計資料應該讓能公平的取得，政府應提供基礎設施以有效維護與擴散指標資訊。其次，政府可
擴大對科技指標資訊的採購，並建立一套良好的採購方式，對於具公信力的指標資訊提供機構應給與認
證，符合標準與共同規範視為取得統計資源的前題條件。此外，資料生產者、指標生產者、與指標使用
者之間可有的不同分工，機構之間如合透過溝通、交流與合作，來建立標準，使資訊具可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並且加訴指標研究的相關資訊與經驗的累積學習，均為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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