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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荷蘭經驗於我國農業科技創新系統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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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者需要主動回應企業的需求，也就是

一、荷蘭農業創新仲介者的興起

以「需求驅動」
，但實際上大部分學術研究者

自從知識經濟崛起，在全球化的競爭之

並未察覺或未重視中小企業的創新需求，而且

下，工業化國家的農業部門逐漸興起以需求驅

在創新過程中不同參與者彼此也存在認知的差

動生產的風潮，在此環境下，農業研究以及推

異，也因此使協調或是學習出現問題。

廣體系也朝向私有化發展以支援農業創新的服

1.2 如何掌握足夠資源與競爭力進行創新

務市場。在支援的農業基礎建設上，則有兩大

原本支援農業創業者之創新系統是屬於

改變影響了創新網絡之形成：其一為農業結構

「供應導向型」或是按政府規定所建立，但在

的改變，也就是從同質性的大量製造，逐漸演

環境變動後，則迫使創業者更為主動，而必須

變為產品的多樣化以及生產者的專業化，並對

對知識或資訊之吸收，或是對創新的學習需要

農業知識基礎建設的內涵、組織、或制度具有

具有足夠的吸收能力，但中小企業通常缺乏此

深遠影響，尤其是介於使用者與知識生產者之

種競爭力，也缺乏時間與資金來投資新知識及

間的介面；其二為農業研究與推廣系統的私有

技術。

化，創造出所謂之「農業知識市場」
，也可稱

1.3 如何處理在市場中之失敗

做農業研發及「知識密集商業服務（knowledge

對於農業研發及「知識密集商業服務」提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市場，在此演

供者來說，市場越來越異質化，因此容易發生

變下政府變為僅持續針對公共利益相關議題進

資訊不對稱，或是難以鑑別服務價值，且事前

行資助。然而在此變遷過程，根據荷蘭瓦罕寧

評估也有困難。

恩 大 學（Wageningen University）Klerkx 等 人 的

1.4 如何因應資金與競爭之增加

研究（Klerkx & Leeuwis, 2008）
，荷蘭在供應與

原本屬於政府免費提供的服務，現在則是

需求兩端之交易及關係建立時面臨了挑戰，也

變成農業創業者需要加以付費，因此有調動資

就是發生在農業創業者與農業研發及「知識密

金的需求；同時農業研發及「知識密集商業服

集商業服務」提供者之間，這些挑戰共可分為

務」提供者需要面對完全競爭的市場，即需要

五類：

在複雜的市場內與其他非傳統或非農業的研發

1.1 如何儘早在服務供應過程中與需求端互動

服務及「知識密集商業服務」提供者向客戶爭
取簽約。這種競爭方式造成不確定性以及增加

中小型企業對於其策略或其組織或技術上

交易成本。

之缺點通常無法非常明確告知農業研發及「知
識密集商業服務」提供者，所以反而變成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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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何克服創新系統的不足

■

因為在農業創新系統中個別參與者的策略

可以展示與農民或是當事人有關之知識與訊
息之入口網站與資料庫

性利益日增，機構間的連結也逐漸變弱，加上

各類型之功能相關說明、涵蓋範圍、資金

不同參與者潛在的文化差異，農業之基礎建設

來源、法律形式與創新之焦點如表 1 所示。其中

因此變得比較封閉，而使建立共同連結的可能

各類型都有透過公眾資金之補貼而成立的，部份

性降低、造成重複投資的問題以及限制系統中

機構的法律形式為半自治之政府行政機構或是非

不同構成單元之間的反饋。

營利基金會。而在較高系統性層次加以支援之

在上述這些挑戰的脈絡之下，荷蘭農業創

系統性工具中甚至會提供中長程的前瞻活動，

新系統中產生所謂「創新仲介者」
（innovation

利用前瞻與回顧（backcasting）技術讓農領域內

intermediaries）的組織，其角色居於使用者與知

外之相關聯之當事人一起發展創新性概念並將

識生產者之間，作為創新過程中兩造或更多當

其置入政策議程中，其代表性組織有 Courage 與

事人間之仲介機構或組織，其主要功能為與需

Stichting Innovatie Glastuinbouw（ 英 譯 Greenhouse

求聯結、網絡之仲介與協助創新過程的管理。

Horticulture Innovation Foundation， 簡 稱 SIGN）
機構。

二、荷蘭農業創新仲介者之類型

三、運用創新仲介者之優點及挑戰

Klerkx 等人將荷蘭農業創新仲介者之類型
分為以下五種：

根據荷蘭之經驗，運用這些創新仲介者於

■

協助個別創業者之創新顧問

農業之知識基礎建設中具有許多優點，像是：

■

協助創業者群體之創新顧問

■

■

加速同業間網絡（公司間）的仲介組織

■

在較高系統性層次加以支援之系統性工具

表1
類型
協助個別
創業者之
創新顧問

功能

可以公平的角度來進行與需求之聯結和網絡
之仲介

■

可以比較容易與農業創業者接觸

荷蘭農業創新仲介者之類型

相關說明

涵蓋範圍

資金

創新之焦點

與需求聯
結

連接農業業者與相關服務供應者 區域級
（如研發與知識密集商業服務以
及硬體供應商）

網絡之仲
介

只限於對需求之聯結與網絡之仲 聚焦區域性但涵 透過公眾
介之公營組織
蓋為全國
/私有資金
之補貼及
/或股權

半自治之 一般漸進性
政府行政 的創新
機構

創新過程
管理

能夠滿足創新流程管理角色之私 同時為次
使用者付
人組織
部門（sub費
sectorally）與
跨部門（crosssectorally）導向

非營利基 短程
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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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農業創業者與相關的服務提 國家級
供者（如研發與知識密集商業服
務以及硬體供應商）

網絡之仲
介

經由公眾
資金之補
貼

非營利基 相似企業群
金會
或是在生產
鏈群組中之
創新

私有群體
資金之補
貼

一般漸進性
的創新

創新過程
管理
加速同業
間網絡
（公司
間）的仲
介組織

短程

與需求聯
結

幫助農業創業者串聯，以在個人 國家級
與群組間交換知識與經驗
即經由同儕-同儕間之學習來發
展企業

經由公眾
資金之補
貼

非營利基 相似企業群
金會
之相關創新

網絡之仲
介

明確目標是加入弱連結網絡之參 次部門導向
與者（超越地區或部門之網絡，
即打破”強連結網絡”，避免閉
鎖並刺激”新組合”）

使用者付
費

一般漸進性
的創新

短程
在較高系
統性層次
加以支援
之系統性
工具

與需求聯
結

創新角色之催化劑，藉由如
國家級
（1）管理在次系統間之介面
（2）建構與組織創新系統（3）
提供學習與體驗之平台（4）提
供策略性情報之基礎建設（5）
刺激需求之聯結以及策略及願景
的發展

網絡之仲
介

經由公眾
資金之補
助

非營利基 較高層次之
金會
系統聚集
式（system
aggregation）
創新（完整
之生產鏈/社
會系統/政策
系統）

私有集體
式資金之
補貼

半自治之 一般基礎性
政府行政 的創新
機構

前瞻規劃
活動
可以展示
與農民或
是當事人
有關之知
識與訊息
之入口網
站與資料
庫

網絡之仲
介

中至長程
根據其預期之讀者群而有不同之 國家級
入口：可能為所有的農業創業者
或是計畫相關之讀者
屬於較為被動式之仲介角色:根據
資訊來源之豐富度排序並給予概
觀但並不提供作為選擇上之輔助

若標的為
所有農業
創業者則
為私有資
金

次部門導向並具 若目標為
有次分支分類
專案相關
之讀者與
其他特定
之讀者則
為公眾資
金

資料來源 :：Klerkx & Leeuwis, 2008；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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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對農業創業者提供不同知識來源與其他

夠可以獲得的是較有資源或較具規模的計畫；

可獲取資源之廣泛網絡

而農業創業者通常也覺得只需要專業的「知識

同時對終端使用者以及知識提供者兩者在認

密集商業服務」提供者，並不想涉入研發計

知與文化上相近

畫，使得創新仲介者需要從一群具有相似標的

可幫需求與供給兩端同時建立能量使其能在

或興趣之創業者群得到共通性需求來解決這類

創新流程中互相合作

規模不足的問題。此外也觀察到一些創新仲介

可以跳脫市場力量以及現有的政策議題而發

者會有選擇客戶之偏見，例如較為傾向與已具

展出創新的概念

備研發或知識密集商業服務能力之創業者合

■

對於環境背景脈絡的敏感度

作，而排除替數量眾多但較不具相關經驗的公

■

滿足在農業知識基礎建設中之聯繫功能

司服務。藉由創新仲介者以政府補助創新的方

■

■

■

■

但這些創新仲介者同樣也面臨一些挑戰，

式有時也被認為是不合規定的援助，亦可能阻

像是股東或是資助者希望投資有所回收，尤其

礙到創新計畫的進行。

是上述第一類型之創新顧問的部份；其次因為

四、農業創新仲介者之案例 -Bioconnect

大部分的需求聯結或是仲介服務屬於流程導
向，發生在創新過程的早期，不容易顯露或是

荷 蘭 Bioconnect 知 識 網 絡 具 有 廣 泛 的 創

量測其服務價值，在服務收費面臨計價的困

新仲介者功能，像是藉由進行知識仲介、聯結

難，雖然有些公司係藉由與政府出資之組織合

並溝通不同認知者來引導應用性研究以支援農

併解決問題，但在機構評鑑時，也不容易規劃

民之創新，亦作為將資訊引導至網絡內的把關

合適指標顯現其附加價值，通常只能侷限於其

者。此外，也是委託研究者 / 服務提供者與使

幫助創業者之數量、介紹量以及創新仲介者所

用者間之資訊入口或資訊仲介以刺激研究成果

舉辦之活動或是測量客戶滿意度等。再者創新

之擴散與吸收。Bioconnect 並具有研究顧問的

仲介者之角色不明，其功能與「知識密集商業

功能，作為研究企劃、投資與監控的促進者，

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有時重疊，尤其是在創新

而其在研究顧問之運作功能如圖 1 所示，主要

過程管理這塊，也因此會讓部分「知識密集商

目的是促使有機農業部門（sector）之農業研

業服務」提供者視其為競爭者而非促進者。同

究轉型成為市場與需求驅動（Mejis, Teenstra &

時大部分第一型創新仲介者的客戶，期望創新

Regouin, 2006）
。

仲介者並不僅止於早期的與需求聯結與網絡之

Bioconnect 網 絡 的 關 鍵 主 體 是 所 謂 的

仲介，而是可在整個創新流程中，以獨立性的

「有機農業與食品知識委員會」
（Knowledge

觀點持續參與並協助創新流程之管理，避免創

Committee for Organic Farming and Food）
， 有

新失去動能。政府在政策上缺乏連貫性，也使

機部門之相關利益團體（stakeholder）皆於該

得原本表現良好之創新仲介者之資助被中斷，

知識委員會中派有代表，該委員會係負責將有

使得甚至需要進行重新投資。創新仲介者也會

機農業研究應設立之主題與優先性推薦給農

面臨在合作夥伴的不同期望，例如研發提供者

業自然與食品品質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會覺得農業創業者的需求不夠顯著，而希望能

Nature and Food Quality）所屬之有機農業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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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議題觀點

Bioconnect 知識網絡促進政府資助之有機農業研究轉型成為需求趨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 :：Mejis, Teenstra & Regouin, 200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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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會（Cluster Board Organic Agriculture）
，

同合作的業務平台，希望藉由集中相關技術研

理事會會針對這些推薦做出決策，並將決策提

發、智財管理及產業推展專家，促進農業科技

供給有機農業研究單位之管理者。在流程中，

創新政策研究、培訓研發成果運用人才、強化

Bioconnect 網絡對研究主題與優先性進行之決

農業科技研發成果管理及應用機制、推展農業

策評估共有兩關，一關是個別小組的層次，第

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成果，以及推動農業科技

二關是理事會層次。在個別小組層次，先是特

產業發展等創新活動（柯勝智，2008）
。從該

定產品供應鏈的相關利益團體派出代表參加所

平台所列功能項目檢視，其應已滿足提供網絡

謂網絡窗口（Network Counter）
，並在該網絡

的仲介以及創新過程之管理功能；但在與需求

窗口的平台上設定研究議題；網絡窗口會與來

聯結之功能上，除了推展產學合作之既有成果

自研究中心的代表共同討論關於知識之需求、

外，可進一步規劃從農企業之需求出發，以較積

計畫提案、未來計畫的履行、研究成果以及最

極的作為替農企業媒合學研界之合作夥伴來進行

終之知識散播等各項細節。每一網絡窗口會將

產學研合作以及資源之整合，達到提昇整體農業

發現的問題列出並且對如何以研究手段解決問

創新系統的效率。另外，對於此業務平台可能面

題及其優先性進行推薦，並將結果呈報至有機

臨之挑戰或困境，則可參考荷蘭在農業創新仲介

農業與食品知識委員會，並由有機農業與食品

者已體認之經驗，並預先設立對應之方案，相信

知識委員會對個別網絡窗口所提供之建議進行

其功能可以獲得更佳之發揮與擴散。

排序。至於第二關之理事會層次，則是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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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 Food Policy, 33(3),
260-276.

有機農業之研究企劃轉型成為需求趨動模式。

五、借鏡荷蘭經驗於我國農業科技創
新系統之規劃

Mejis, J. A. C., Teenstra, E. D. & Regouin, E. J. M. (2006).
Dutch stakeholders set the organic research agenda.
Retrieved Aug 1, 2008, from http://orgprints.org/7489/01/
Dutch_stakeholders_Meijs.doc

我國農企業以中小型企業占多數，不論
在研發人才、知識或是資金上，必然需要外部
的資源予以協助。此外，雖然我國農業研究與
推廣系統目前仍屬政府單位，而農業科技之研
發成果多數集中在試驗研究單位，但是在以需
求導向之趨勢下，也逐漸走向研究成果私有化
的方向。自今年年初開始，農委會已經藉由委
辦方式成立具有類似荷蘭農業創新仲介者特性
之農業科技產業策進辦公室，期望建構一個共
科技發展政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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