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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政策與國家發展
科技政策作為國家引導發展的策略，亦是發展型國家理論上認為國家能夠發揮其效力的重要工具之
一。「發展型國家」是由依賴理論大師Evans研究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時提出，後續更擴及到研究
東南亞國家的理論實證上。「發展型國家」首重的是「國家職能」(state capacity)跟「國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在我國科技政策/產業政策的執行，在發展歷程上充分的展現了國家對於發展路徑
的影響。所謂具有自主性的國家，是指有利於政策構成的政治社會系絡，也就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
家，其與資產部門的政治連結而抑制勞工部門或是左派力量；制度基礎則是提供給國家干預以及有效的
政策執行，國家干預是建立在國家機關與主要企業的組織與制度性的連帶，至於政策執行的效率則有賴
於與國家相連的私部門支持。
這兩種發展型國家所需的要素亦指出了發展型國家發展能力兩個面向，一是官僚自主性，二是公私
部門的合作，必須同時具有這兩項條件，自主的國家官僚才能將國家發展的目標化為實際政策並加以執
行，若缺乏前者，則公私部門合作只會導致私部門對利益的追求而非國家發展目標的達成。
(二)

政府介入科技發展的原因：解決市場失靈
除了因為追求真理是國家宣示的政治價值以外，從管制理論的觀點，市場失靈是政府介入的原因。
一般市場失靈的討論上包括了公共財困境、外部性及決策不理性三項。所謂公共財，必須滿足「無排他
性」(nonexclusivity)跟「無敵對性」(nonrivalry)，前者指的是某人使用某物，不會排除他人使用
該物；後者指的是某人使用某物並不妨礙到他人使用。某個財貨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很有可能會產生公
共財的困境，這就是政府必須介入的理由。其理由是因為有可能產生沒有人想生產該財貨。例如：由於
科技研究的成果是科技的知識，而缺乏商業性質的知識可能會因為缺乏專利制度或是其他智慧財產權制
度的保護，一旦被生產出來，便無法禁止其他人使用(無排他性)，同時也不會因為其他人的使用而產生
減損(無敵對性)，其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因此，國家對於此類的科技研究便有介入的條件。簡單來說，
科技發展上若干欠缺立即商業價值、無法被專利化，或是研發風險、成本過於龐大的基礎科學研究或技
術發展，由於其可能成為私部門研究上的遺漏，因此國家在此種狀況下，便有站在維護與營造公共財的
角度介入的必要。
除此之外，增進公共利益也是政府應該介入科技發展的另外一個主因。在積極的面向上，是促進對
社會整體福利有益的科技研究或科技使用，譬如像是電力、網路等基礎建設，或是有助於解決糧食問
題、環境問題的技術；在消極的面向上，則是著重在如何因應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衝擊，包括政治及社會
公平、環境污染等問題。此種國家必須要投入某些公共事務以增進人民福利的想法，一方面固然跟國家
角色定位的變遷有關，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事實上這些對社會整體有利的事務常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因
此需要國家的介入。
從促進的面向來看，對於整體社會福利有利的科技研究，由於本質上沒有排他性跟敵對性，因此會
產生公共財的困境，政府有介入的必要。且從管制的面向上來看，因為對於環境影響的外部性
(externality)無法透過私部門協商、市場妥善的分配，從而在科技研究及科技的使用上，行動者沒有
誘因去思考如何朝向以較不具環境傷害性的方向進行研發；除此之外，科技使用所產生的外部性對於環
境的影響常常是累積性與漸進性的，難以透過市場精確的分配其外部成本，因此有賴政府設立相關的標
準及程序來進行管制。

(三) 科技研發以促進公眾利益
在積極的面向上，是促進對社會整體福利有益的科技研究或科技使用，譬如像是電力、網路等基礎建
設，或是有助於解決糧食問題、環境問題的技術；在消極的面向上，則是著重在如何因應科技發展所帶
來的衝擊，包括政治及社會公平、環境污染等問題。此種國家必須要投入某些公共事務以增進人民福利
的想法，一方面固然跟國家角色定位的變遷有關，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事實上這些對社會整體有利的事
務常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因此需要國家的介入。
從促進的面向來看，對於整體社會福利有利的科技研究，由於本質上沒有排他性跟敵對性，因此會產生
公共財的困境，政府有介入的必要。且從管制的面向上來看，因為對於環境影響的外部性
(externality)無法透過市場妥善的分配，從而在科技研究及科技的使用上，行動者沒有誘因去思考如
何朝向以較不具環境傷害性的方向進行研發；除此之外，科技使用所產生的外部性對於環境的影響常常
是累積性與漸進性的，難以透過市場精確的分配其外部成本，因此有賴政府設立相關的標準及程序來進
行管制。
(四) 科技研發的專業性特質
科技研發指的是一般以利用科研手段和裝備，為了認識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和規律，而進行的調查研
究、實驗、試作等一系列的活動。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就是探索、認識未知，而科技研發則為創造發明
新產品和新技術。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是整個科技研發系統三個互相聯繫的環節，它們在一
個國家、一個專業領域的科學研究體系中協調一致地發展。科技研發應具備一定的條件，如：需有一支
合理的科技隊伍，必要的科研經費，完善的科研技術裝備，以及科技試驗場所等。因此科技研發活動必
須由具備專業科技領域知識的人員所執行。
(五) 政府補助科技研發
以大學教授而言，其是最具專業學術素養的科技人力，教授們除教學外，也肩負提升國內學術水準、提
供政府政策建言的責任。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在政策制定與執行和學術研究二者之間，存在著相當
密切的關係。政府的政策推動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著學術研究的執行，例如科研經費占國家整體預算的
比例多寡，會影響著當年度預算配當的結果，進而牽動哪一類的研究領域是國家目前須積極投入資源，
甚至給予補助。而各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也影響著政策制定與決策過程，特別是當今為講求證據力政
策分析(evidencebased policy analysis)的時代。而證據力的提供，往往是來自於學界的研究成果
作為佐證。此外，在面對許多與人類生活福祉相關的議題亟需解決，政府也逐漸將作為補助自由探索型
研究的一部分資源，轉向問題導向的研究，甚至透過委託研究案，委請學界協助尋求解答或提供政策制
定過程中所需的支援。
事實上，多數研究計畫為仰賴政府之補助，而我國政府對於這些科研計畫補助程序均已建立，但由於資
源的有限性，在無法補助所有申請案的情況底下，如何決定資源配置的優先順序亦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除了計畫書採競爭方式爭取經費外，計畫通過執行後仍須遵循績效評估準則加以控管，包括期中、期末
等的評估方式。政府同時也期望透過該制度，在一定的評估流程下，政府給予研究經費於科技研發，同
時對學者充分授權，以信任為基礎，使學者們對於計畫執行能有充分的自主性，並對政府提供實質有效
的政策建議，協助政務的推動。
(六)

科研補助的性質: 獎補助部份研究活動/任務執行合約
源自於逐漸增加財經預算的限制以及公共資助科學研究必須與社會需求緊密扣合的共識，世界各
國的科研體系與科研環境正經歷本質的轉變，自二次戰後以來，一直以「科技推動」的模式在主導科研
資助政策，循此模式基礎研究的進展帶來新技術與創新，從而對國家安全、促進經濟成長與人民福祉做
出貢獻。進入創新驅動的知識經濟時代，科技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連繫變得複雜多變，政府有限的科研
經費難以滿足所有科技領域發展的需求，經費支持必須集中聚焦於能獲得最大社會與經濟效益的研究領
域，意即須要策略性科技發展之優先性與國家的社會經濟目標更直接、更有效地連結，不僅需要社會課
責(accountability)與因果關係評估，同時更需要開始啟動公共研發經費配置時多方考慮社會需求，以

及產業發展之間的關聯性。
科研體系已由傳統與強力科學治理型式的第一種模式研究(mode 1)－由下而上好奇心驅動的自
主研究，正逐漸朝向第二種模式研究(mode 2)－即由上而下任務導向型研究方向轉變。知識經濟在為
科技發展帶來機會的同時，科技研發也從過去的學術導向，逐漸轉變以滿足社會需求、多學科融合跨領
域研究及應用導向之第二種模式研究(mode 2)，為知識基礎建設發展。惟知識創造與應用之間界限逐
漸模糊，知識基礎建設仍將保持創造性科學與問題導向研究之間，兩者健康的平衡(Smits,2002)。
現階段各國科研體系資助大學科技研發計畫的機制，主要依國家科技政策合理配置基礎研究、應
用研究與技術發展的政府科研經費，資助不同屬性的研究活動與研究計畫，以達成增進社會福祉與帶動
經濟發展的政策目標。就我國大學科技研發補助機制而言，國科會是專門獎補助學術研究的科技主管部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要分為補助自主研究的自由探索型研究計畫，補助金採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模
式，獎助各學門領域的專題研究計畫(Project)，以及自上而下模式的目標導向型研究計畫(Program)
兩大類型，而其他科技相關部會，包括：經濟部、教育部、衛生署、環保署、交通部、農委會等，則依
其政策目標或職掌權責事務規劃科技發展計畫，透過委託學研機構的研究計畫合約，執行特定任務導向
型研究計畫，嚴格要求執行進度與方法，以達成設定的計畫(政策)目標。
二、 各國科研補助機制與方式
由於最近大學教授執行國科會或其他委託單位計劃，因為經費核銷問題，例如以不實發票核銷國科會研
究補助經費案，是否涉嫌貪污等，引起頗多爭議。為了釐清委託研究計畫的特質與執行計畫人員的權利
義務，本報告分析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與德國等五個國家的主要科研補助機構屬性與補助方
式、科研計畫的特質、受補助者的權利義務、以及大學內的管理機制等，以做為我國科研獎補助機制修
訂及處理經費核銷相關爭議之參考。
(一) 各國主要科研補助機構的屬性
1. 日本
日本國家創新治理體系的特色為決策權集中協調，將科學、教育與技術之行政功能整合於單一部會文部
科學省 (MEXT)集中管理。日本於1995年制定「科學技術基本法」，以實現科學技術創造立國作為基
本政策，為使研究發展更有效率，積極進行政府層級科技組織再造，於2001年合併文部省與科學技術
廳為文部科學省(MEXT)，成為日本政府主要科技研發政策規劃與擬定，以及科學、教育與技術等行政
功能整合治理之權責機構，掌管日本科技預算約65%研發預算，下轄兩個主要的研究補助機構，分別為
補助應用研究的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與補助基礎
研究的日本學術振興會(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JSPS)。另外，有關產業技
術開發政策的規劃與擬定主要由「經濟產業省」負責，透過下轄獨立行政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開發機
構」(NEDO)進行計畫管考與資源配置。
(1) 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
根據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術振興會法規定，於2003年成立受文部科學省管轄的獨立行政法人，為日本
具有代表性的基金機構，基於公平公正審查、評價體系，資助以大學為主體的學術研究及國際交流活
動。前身於1932年利用日本天皇為獎勵學術研究活動而賜予文部省大臣的150萬日圓創建的財團法人日
本學術振興會，1967年根據日本學術振興會法成為特殊法人。
(2)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是依據《獨立行政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構法》而成立的獨立行政法人單位，隸屬
於日本文部科學省。作為實施《日本科學技術基本計畫》的核心機構，JST擔負著「科學技術創造立
國」的重任，作為促進科技創新與競爭型資金分配的研究補助機構之一。
日本科研補助機構的屬性主要為透過獨立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既不是國立機構，也不是民間機構，
而是介乎政府與民間之間的特殊機構。獨立行政法人和特殊行政法人接受政府撥款，進行彈性財務運

作，擁有範圍較廣的自主權，但同時要接受相關省廳的監督，承擔國家重點培育和綜合性投入的研究領
域以及與廣泛行政目的有關的、橫向研究領域的研究任務。
2. 美國
美國國家創新治理體系的特色為高度分權且獨立，無單一部會具有完全的主導權，主要是由各部會共同
擔任支持研發的分工執行，在計畫管理與補助機構層級，設有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支援有關基礎研究及科學教育，NSF係美國聯邦政府下之獨立科技行政單位，屬性
為基金會，其主要任務在於促使美國在各項科學、數學、工程領域保持世界領先級的地位，暨促進知識
的發現、整合、傳送、運用以服務社會，並且確保美國在科學、數學、工程或技術教育的各層面均能達
到領域頂尖成就，直接提供學術界之科學和教育方面的研究經費之支援以達成其任務。美國除了國家科
學基金會(NSF)直接提供學術界之科學和教育方面的研究經費外，科技相關部會亦有專屬的計畫管理與
補助機構負責研發計畫的經費補助，共同擔任支持研發的分工執行，如表211。
表211 美國科研計畫的主要補助機構

機構名稱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
聯邦健康暨人群服務部(DHHS)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國防部(DOD)國防先進研究計畫局(DARPA)
能源部(DOE)能源先進研究計畫局(ARPAE)
商務部(DOC)國家技術暨標準局(NIST)
農業部(USDA)農業研究服務署(ARS)
國土安全部(DHS)科學技術署
航空太空總署(NASA)

屬性
基金會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

3. 英國
英國的國家創新治理體系的特色為科學、教育與技術之行政功能整合，科技相關部會負責業務相關領域
科技研發資源配置，而學術研究活動採「雙軌制」補助策略，教學與研究之獎助分屬兩個撥款系統。科
研補助機制主要在於透過教學學習與研究之評鑑、經費補助方案，以提升大學的研究與教學品質，並符
合經濟有效性，以及滿足國家之需求。英國科研補助機構主要分為：Research Councils, Charities,
Government bodies , Commercial sponsors。
其中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uncils UK，RCUK)和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雙軌制支持體系(Dual Support system)是英國政府支持基
礎研究的兩個主要經費資助和管理機構，致力發展以學院為核心的基礎研究體系，參照RAE評鑑的結果
撥給研究補助款外，各大學之教師還可向其他的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uncil)申請專題研究計畫經
費之補助。教育部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HEFCE)的任務是支持大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建設，而隸屬於商業
創新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BIS)政府科技辦公室
(Government Office of Science，簡稱GOScience)的研究委員會，以通過特定專案研究或研究計
畫審查的形式補助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下設七個研究委員會，包括醫學(MRC)、經濟與社會科學
(ESRC)、生物科技與生物科學(BBSRC)、藝術與人文科學(PPARC)、工程與物理學(EPSRC)、自然環
境(NERC)等不同研究領域，以及科學與技術實驗設施委員會(STFC)共同負責補助與推動基礎研究。
英國於1992年公布「擴充與高等教育法」後，同時成立高等教育撥款員會(HEFCs)，其中英格蘭行政
地區，設置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扮演介於英國高教部與大學之間的關鍵性中介角色，
其主要任務就是決定「經費分配公式」，在各該地區教育主管部門及高等教育機構之間扮演中介之角
色。對高等教育機構而言，它負責撥給經費。對政府主管部門而言，它則負責提供與確保及促進高等教
育品質與績效之政策建議。英國高教體制是透過HEFCE來執行上述複雜功能，一方面減輕了政府部門在

執行高教政策業務上的壓力、進行適當的分權，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藉此避免無謂的政治壓力或任何對高
等教育運作的干擾。
4. 加拿大
加拿大的國家創新治理體系特色為分權制，不設專門的科技主管部會，分散於9個部會，內設科技管理
機構，由工業部負責主導聯邦政府科技創新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並負責聯邦政府跨部會間的科技政策與
策略，以及重大科技計畫的協調。加拿大國家創新治理體系的第三層級為計畫管理與補助機構，主要支
持全國科學研究與發展的三大資助機構，分別是：工業部下轄自然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SERC)與社
會科學與人類研究委員會(SSHRC)，以及隸屬衛生部的國家衛生研究院(CIHR)。
總體而言，三大資助機構屬性是公部門研究委員會(public/research council)類型。這三大基金是加
拿大科學研究經費的主要提供者，它們每年向大學提供巨額撥款，支持各自領域的科學研究，2010年
三大基金的科研經費支出，分別為自然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SERC)10.87億加元、社會科學與人類
研究委員會(SSHRC) 6.83億加元、國家衛生研究院(CIHR) 9.77億加元，總計為27.5億加元。以自然
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SERC)為例，每年資助超過22,000名學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獎學金，提供超過
10,000名教授的研究經費，並促成超過600家廠商投注經費委託大學進行科學研究。
加拿大的大學科研經費來源主要來自聯邦政府以及各省政府，而聯邦政府主要透過三大科研基金會的撥
款，同時企業界出於本身的需要，也大力資助與其有關的科研專案。加拿大聯邦政府實施鼓勵研究與發
展的優惠租稅政策(tax credit)，獎勵民間廠商投注經費委託大學進行產學合作夥伴計畫研究，亦即高
等教育學者有多元的研究經費來源「補助」學術研究與「委託」進行目標導向研究計畫。
5. 德國
德國國家創新治理體系的特色為決策權較集中，科學與技術研究之行政功能整合。德國有強大的國家研
究機構與州政府的研究機構，由聯邦政府、州政府與獨立研究機構共同構成一科技決策的複合體，透過
合作方式來進行決策、預算與治理的功能整合。德國科研體系很獨特，是由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共同支持
的聯邦體系，研發經費主要由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提供，整個體系內計畫管理與補助的決策權分散
到機構，德國約有30%的研發經費來自於聯邦政府及州政府，德國政府不直接管理和干預科研專案的安
排與科研經費的分配，基本是授權下屬機構履行具體職能，科研體系分散的結構和研究機構高度自主性
與自由度，雖不利於一致性的科技政策研發經費優先性決策，但在聯邦政府則是集中由科研主導部會－
聯邦教育研究部(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BMBF)高度整合並統理科技決策與
預算權限，決策過程經由立法來規範，確保公開與透明化。
德國主要科研補助機構的屬性是公部門與獨立研究機構基金會類型(public and private
Foundation)，包含：隸屬於聯邦教育研究部的德國研究基金會(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是德國主要補助大學及研究機構研究計畫的科研補助機構；其他補助機構，包括：產業合作研究
協會(German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ssociations，AiF)；德國科學
與人文委員會(German Council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WR))；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Helmholtz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BMBF (IB)；Leibniz Association；馬克斯布朗克學會(Max Planck
Society，MPG)；弗朗霍夫學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FhG)等。
(二) 各國主要科研補助機構的補助方式
各國政府對於科研機構的補助，尤其是大學院校的科研補助方式，其類型主要以競爭性補助及機構性補
助（大學一般基金的撥款）較普遍。以下以美國、德國、英國、加拿大與日本分別說明其主要科研補助
機構的補助方式。
1. 日本
日本政府提供科研經費資助大致通過兩種管道來進行：第一是每年直接以財政撥款的形式向機構下撥運

營費交付金(類似大學一般基金)；第二是提供競爭性研究資金，機構通過競爭申請獲得項目經費。然近
年來，日本為了確實達成補助科技研究的目的，不斷地改進科研計畫補助的相關作業，整體而言，乃以
推動整合性之團隊研究及多年期計畫，作為資源分配的重點與補助之趨勢。
日本政府近幾年一直強調增加競爭性研究資金投入。競爭性研究資金主要由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
總務省、農林水產省、厚生勞動省、環境省、國土交通省以及內閣府八個省府來支配，具體包括科學研
究費補助金、科學技術振興調整費、基礎研究推進事業、產業技術研究助成事業、地球環境研究綜合推
進費等。
競爭性研究資金根據性質不同分為補助金和委託費兩類：
(1) 補助金採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研究人員根據自由研究興趣提出研究費申請，資金分配機構審
查採納後進行支援，包括個人補助和機構補助，文部科學省和厚生勞動省的科學研究補助金均屬於此類
經費。
(2) 委託費採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資金分配機構對特定的研究課題進行公開招標，審查採用後進
行支持，文部科學省科技振興調整費即為此類經費。
2. 美國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以競爭型研究補助佔最大宗，對於如何決定優先執行或給予經費補助的研究
領域為何，乃是開放由個別研究者提出計畫構想書的方式開始進行，由研究人員自行決定方向以及分析
未來可能的趨勢走向。因此，大體來說，較屬於由下而上(bottomup)，由研究社群內的學者專家決定
計畫優先性，約略85%的經費補助型式為此方式；而許多學門領域，像是太空，採取由下而上的模式比
其他領域來的明顯，其主要原因在於探索科學類的研究需要較長的時間以執行計畫，再加上該領域的專
家數也較少，無法透過一般的評估去決定經費補助的通過與否，因此研究人員在計畫執行時，有較多的
揮灑空間(Eliasson, 2009)。
然而，NSF也逐漸要導往應用導向型(applicationoriented)的研究計畫邁進，並開始提高應用導向類
型研究的比例。NSF必須說服國會，其提撥下來的預算能產生實質的效益，並促進經濟發展，強調社會
影響(social impact)的效益(Finger, 2012)。因此許多指導研究人員撰寫計畫補助申請的建議中，不
斷提醒研究人員必須考慮計畫執行過程中所能產生的社會效益，且是否能與NSF的策略方針相符合。
NSF並持續追蹤並觀測世界各國的研究成果，並與研究社群保持持續的互動與聯繫，以了解哪些領域可
以突破現有的規模，並選擇具有潛力的研究人員擔綱執行計畫。
NSF主要採取由下而上(bottomup)模式進行研究計畫補助：
(1)
Research Grants：NSF每年收到約40,000份申請書，每年約有8,000個計畫獲得補助，
funding rate約為20%。
(2) Competitive Awards：NSF每年收到約50,000份申請書，每年約有11,000個計畫獲得補助，
funding rate約為22%。
針對個別研究者和跨學科團隊提出計畫書，經審查通過後提供補助。平均每個計畫經費每年補助經費為
160,000美元，平均每個計畫執行時程為2.9年。
3. 英國
英國大學經費之分配自1993年迄今主要是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等三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委員會
負責，這三個委員會延續以往大學撥款委員會之精神，都是以非政府機構(noncompartmental
public bodies)的方式成立。他們有極高的自主權，而能超然客觀的分配給大學校院經費，但又與教育
部有著密切的關係。以HEFCE為例，每年依據一定計算公式及評鑑結果，提供各大學經費需求的建議給
國家教育秘書處(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然後經議會表決通過，最後再由國家教育秘書
處在每年11月宣布下一會計年度的預算數。

英國主要機制在於透過教學與研究之評鑑、經費補助方案，以提升大學的研究與教學品質，並符合經濟
有效性，以及滿足國家之需求。「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設立增進教學品質基金(TQEF)，以平
衡因過度獎勵研究卓越而對教學產生之傷害，並分三個層次獎勵：(1)對有令人滿意之教學策略的機
構；(2)針對優良教學之教師；(3)設置教學主題研究中心。在英國，教學品質之下降被認為與研究經費
之選擇性加強補助有關，但因教學與研究之獎助分屬兩個撥款系統，故兩者之不能耦合尚待克服，以便
相輔相成。
英國獎補助款之70%為教學經費，其分配因不同類科(概分為醫學類、科學、工程與科技類、其他高成
本需要視聽室、實驗室或實地工作的設備之類科、所有其他類科等四類)而有不同之標準，實際的獎助
金額允許於標準上下五個百分點的變化，如果超過此一標準上下五個百分點，此一委員會將會調整獎助
金額度，或者調整大學的學生數量。剩下的30%為研究經費，對於研究的獎助是有選擇性的，惟有高品
質的研究之大學與學院，才能獲得較高額度的研究獎助款。
4. 加拿大
加拿大聯邦政府主要的三大資助機構—自然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SERC)、社會科學與人類研究委員
會(SSHRC)及國家衛生研究院(CIHR)提供大學巨額撥款，支持各自領域的科學研究。其中如自然科學
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SERC)每年資助超過22,000名學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獎學金，提供超過10,000名教
授的研究經費，並促成超過600家廠商投注經費委託大學進行研究。
在科研補助方式上，以接受申請研究計畫(Program)與個別計畫(Project)的方式，對大學教授、學者
提供資助、獎學金等範圍廣泛各種研究計畫的研究補助(Research grant)，下設有常設委員會，依照
同儕評估程序(Peer Review Process)的競爭機制來審核獎助金與獎學金的頒發，並由遴選委員會
(Selection committees)從參與研究提案中，做最後決定提出通過資助名單。此外，資助研究經費除
了政府經費，也獎勵民間廠商投注經費委託大學進行產學合作夥伴計畫研究，亦即學者有多元的研究資
助經費來源。
5. 德國
德國研究基金會也是採用競爭性方式提供科研補助，其計畫案申請流程如下：
(1)
提案：約在每年10月中起，依照計畫類別，共分為五大類計畫(programmes)，與其下數項模
組(modules)提案。
(2)
基金會辦公室(head office)進行申請案件的形式審查，包含文件齊全完整程度等，與審查前準
備。
(3)
基金會辦公室(head office)，指派專家群針對個別計畫申請案進行，計畫管理人(the director
of programmes)確認被指派的專家擁有審查該計畫的專門能力。
(4)
基金會特別重視利益迴避原則。每年有10,000位專家來自國內外，向基金會審請成為專家審查
人員。基本上，審查人員基於榮譽原則參與審查工作。
(5)
審查專家對於個別計畫進行評價，並產生審查聲明(review statement)。
(6)
基金會成立審查會議(review board)，審查會議檢視，該計畫的審查專家是否被適當的選擇，
與其產生的審查聲明是否恰當。
(7)
依照計畫下的主題，審查會議做成不同申請案之間的優先排序。
(8)
基金會辦公室(head office)再次進行利益衝突檢查。
(9)
送交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聯合委員會由政府機關代表與科學社群代表共同組成。
聯合委員會是最終決策機關。
(10) 告知申請人結果與審查建議。
(三) 科研計畫特質
科研計畫特質與其補助方式是環環相扣的。其特質可計畫形成方式與補助經費運用方式大略分為三
類，分別為獎補助計畫、任務執行計畫、以及補助機構由機構自行分配管理，其中僅第三類為將經費直
接補助機構，由機構自由規劃使用，獎補助計畫與任務執行計畫之經費運用、核銷皆須依照計畫書核定

項目進行使用，二者的差異在於計畫形成之方式，獎補助計畫多為自由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提出計畫
書，再由科研補助機構進行計畫審查與其他計畫競爭經費而來，而任務執行計畫則是科研補助機構有特
定任務需求再徵求計畫書，然仍須進行計畫審查通過方可執行。簡言之，獎補助計畫為由下而上產生研
究主題的自由型計畫，而任務執行計畫則是由上而下徵求計畫書的任務導向計畫。
1. 日本
日本政府向公共科研機構和大學提供經費資助大致通過兩種管道來進行，分別是每年直接以財政撥款的
形式向機構下撥運營費交付金，以及提供競爭性研究資金，機構通過競爭申請獲得項目經費。為了鼓勵
形成競爭性的研發環境，提高政府資金的產出效率，日本政府近幾年一直強調增加競爭性研究資金投
入。競爭性研究資金根據性質不同分為補助金和委託費兩類，補助金採用由下而上的模式，研究人員根
據自由研究興趣提出研究費申請，資金分配機構審查採納後進行支援，包括個人補助和機構補助；委託
費採用的是由上而下的模式：資金分配機構對特定的研究課題進行公開招標，審查採用後進行支持。
2. 美國
美國主要補助機構為NSF，採用由個別研究者提出計畫構想書的方式開始進行，由研究人員自行決定方
向以及分析未來可能的趨勢走向，故屬於由下而上的模式，再由研究社群內的學者專家決定計畫優先
性，約略85%的經費補助型式為此方式。許多學門領域，像是太空科學，採取由下而上的模式比其他領
域來的明顯，其主要原因在於探索科學類的研究需要較長的時間執行計畫(Eliasson, 2009)。然而，
NSF近來也開始強調應用導向型(applicationoriented)研究計畫，開始提高這類型態研究的比例。其
原因在於NSF必須說服國會，其所提撥下來的預算能產生實質的效益，並促進經濟發展，強調社會效
益。
3. 英國
英國主要科研補助機構為HEFCE，主要任務在分配大學教學、研究及資本門經費。依據英國法令規定，
HEFCE必須補助學校經費，以提升教學品質，因此HEFCE乃透過一系列學科評鑑及實地訪視之方式進
行各種評量。其獎補助款之70%為教學經費，其餘30%為研究經費，對於研究的獎助則是有選擇性
的，惟有高品質的研究之大學與學院，才能獲得較高額度的研究獎補助款。2012年10月HEFCE宣布將
成立「英國研究伙伴投資基金」（UK Research Partnership Investment Fund, UKRPIF），預計
在2012到2015年之間募集到約十億英鎊協助英國各大學從事研究工作，這項計畫有別於以往讓大學可
獨自申請研究經費，大學必須結合企業單位或基金會共同推廣研究計畫。
4. 加拿大
加拿大聯邦政府設有支持全國科學研究與發展的三大資助機構，分別是NSERC、SSHRC、以及隸屬衛
生部CIHR，這三大基金是加拿大科學研究經費的主要提供者，它們每年向大學提供巨額撥款，支持各
自領域的科學研究。三大資助機構以接受申請大型研究計畫與個別計畫的方式，對大學教授、學者提供
資助、獎學金等範圍廣泛各種研究計畫的研究補助。
5. 德國
德國對於研究與教育經費為合併補助，然而除了常態性的教育與研究預算編列與競爭性質的預算之外，
還有以計畫類型為主軸的計畫獎助，屬於輔助性質，由德國研究基金會主導。在研究經費部分，不管由
基礎研究或是契約目標承包的研究，大部分由政府資助。德國科研經費主要透過兩種方式進行分配，一
種是非競爭性的資金直接撥付，另一種是把資金撥付給競爭優勝者的競爭性資助，德國政府對國家研究
機構的中長期基本資助，一般採用非競爭性的直接撥款方式，而不指定研究專案，為監督受資助研究機
構對經費的使用情況；而以計畫案方式進行補助者，該基金會以(bottomup)提案並輔以同儕審查的方
式進行。
歸納上述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以及德國補助科研計畫的作法，上述五國的科研計畫多屬於獎補
助計畫，僅日本有任務執行計畫，獎補助計畫為由下而上產生研究主題的自由型計畫，而任務執行計畫
則是由上而下徵求計畫書的任務導向計畫，兩種都屬於經費運用、核銷皆須依照計畫書核定項目進行使

用的計畫。美國、英國、加拿大、與德國，則無由上而下徵求計畫書的任務導向計畫類型。而英國與德
國除了競爭性的計畫獎助之外，尚有常態性且非競爭性的資金直接撥付給大學機構。上述五國科研計畫
性質比較如表231所示。
表231 各國科研計畫性質比較

國家
獎補助計畫
任務執行計畫
由機構自行分配管理

日本
★
★

美國
★

英國
★
★

加拿大
★

德國
★
★

(四) 受補助者的權利義務
1. 日本
對日本科研機構來說，由於國家科技預算中並沒有特別規定運營費交付金的用途，機構主要將這筆資金
用於人員開支和業務開支；而競爭性研究資金的使用則完全不同，各資助機構有著嚴格的細則規定。其
中，以管理國家科研經費最多的文部科學省為例，文部科學省根據資金用途不同將進入研究機構帳戶的
競爭性研究資金分為直接經費和間接經費。直接經費是直接針對研究人員的科研補助，只限用於與研究
相關的事宜，如物品費、差旅費、酬謝金以及其它費用。間接經費是指針對接受資助的研究人員所屬研
究機構的科研補助，可用於改善研究人員的研究環境，提高研究機構的整體研究能力。與直接經費相
比，間接經費的使用範圍較廣，不但可用於研究成果專利申請相關費用(包括律師費、申請費和維護費
等)，還可用於支付研究人員和輔助研究人員的薪酬。
在競爭性研究經費使用方面，日本政府也制定了非常詳細的管理辦法。1993 年國家修訂了《關於合理
使用補助金等相關預算的法律》，規定研究人員違反科研補助條件，將取消其2~5 年內申請科研經費的
資格，並責令其退還全部或部分研究經費。另外，為了加強對公共科研經費的管理，杜絕經費分配上的
浪費和不正當使用。
內閣府的綜合科學技術會議2006 年通過了《關於防止公共研究經費非不正當使用的措施》(共同指
南)，並制定了《研究機構公共研究費管理監督指南》。文部科學省下屬日本學術振興機構根據《關於
合理執行補助金等相關預算的法律》、《日本學術振興會法》以及《日本學術振興會會計章程》，每年
修訂和發佈面向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的《科研經費手冊》，對科研經費的管理和使用作出了詳細的規
定。
2. 美國
美國NSF並要求受補助研究應遵守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此涉及到公共大眾對於學術研
究的信任，受補助者須提供適當的培訓及監督與負起研究上的道德責任。NSF為科研計畫最主要的
funding agency之一。由於聯邦政府負責計畫經費管理的部門是聯邦預算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Budget and Management, OBM)，因此NSF所補助的計畫其成本規範也要依循OBM的要求。OBM
對於不同種類的計畫訂定發佈一系列的通告，對聯邦政府資助計畫的支出項目做出詳細的規定，例如針
對教育機構成本原則的A21通告(OMB Circular A21)、針對非營利組織成本原則的A122通告(OMB
Circular A122)等。依據教育機構成本原則的A21通告，除直接成本外，還會給計畫執行單位一定比
例的設備使用及管理費，亦即間接成本，由執行單位進行管理與支配。
3. 英國
英國在對於科研經費的使用監督與績效責任上則採取，過程督導的方式：歐洲大學獲得的一筆總經費，
有經費使用的自主性，但政府也同時會要求大學負起績效責任。對於公共經費的使用，政府對大學績效
責任的管理措施包括三類：
(1) 財務稽核(financial audit)
(2) 經費與績效指標的關聯

(3)

經費與大學的策略目標是否達成有關聯

在財務稽核方面，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有一套制度對大學的經費使用進行外部財務稽核，另外有部分國家
的大學本身也對自己進行內部財務稽核，這些都能讓經費使用狀況更加的透明化。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
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在高等教育的績效責任
(Accountabil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報告中，就以大學所提供的財務報表、財務預測
來進行財務監督工作，此外也需要進行內部稽核以及提供稽核委員會年報(audit committee annual
reports)給HEFCE，來確保有效的內部控制以及有效使用資金的績效責任。為了要讓大學在經費使用上
更有績效責任，大多數的國家將其與經費分配機制互相連結，故以公式計算整筆補助款以及研究補助款
時，便採用不同的績效指標作為參考。大學有責任讓政府與社會瞭解其內部的運作，尤其是經費的收
取、如何使用等資訊的透明化。
4. 加拿大
加拿大聯邦政府主要科研補助機構制定”Program Guide for Professors”以及”TriAgency (NSERC,
SSHRC and CIHR)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Guide”，對聯邦政府資助計畫的執行做出詳細的規
定，規範受補助者的權利義務，受補助者獲得立案機構批准後，學校研究服務辦公室會立即將獲准資助
的消息通知申請人，以及為此專案提供服務的相關單位和部門。對於大型專案，研究服務辦公室還要召
開專案啟動協調會，並將專案的研究團隊成員介紹給提供服務與支援的相關單位和部門。
5. 德國
德國研究基金會有特別規範受補助者之義務，受補助者的權利義務，研究計畫補助項目包括研究人事
費、計畫直接開銷(1萬歐元以內的器材、軟體和耗材)、差旅費、訪問學者費用、出版費用等。但不可
用於計畫主持人薪資、秘書服務、建築、家具與租賃、辦公物品、郵資、電信費、財務保險、大學電腦
使用費、電腦、非DFG財產之維修或升級費用、可退稅之增值稅等。提出研究計畫申請則代表執行人同
意遵守良好科學操作規範，其規範列於｢維護良好科學操作提案｣ (Proposals for Safeguarding Good
Scientific Practice)，如有違反，則：
(1)
書面譴責
(2)
1至8年不得再申請DFG的補助
(3)
完全或部分取消補助，並償還已花費的經費
(4)
移除偽造的論文或數據，並提出聲明
(5)
不可擔任審查委員或DFG委員會的成員
(6)
不具有在DFG法定機構和委員會選舉中投票資格
(7)
接受計畫補助則代表執行同意
(8)
針對性地執行基金資助項目，資金的使用和會計核算必須符合的DFG的有關規定。
(9)
在指定日期提交研究進度報告，並提交DFG詳細的資金使用的財務賬目。
另外由於在德國，大學的地位特殊，其自制性質對於研究者規範有深層的影響，因此大學對於研究者義
務亦有詳盡規範。德國為聯邦國家，高等教育事務屬於各邦自主事項，聯邦政府於1976年通過大學基
準法，各邦再依此訂定各邦之大學法。聯邦大學基準法與各邦之大學法均將大學定位為公法社團同時為
國家設施。且德國大學絕大多數為公立，屬於依公法設立之公法組織。依各邦大學法之規定，德國大學
的專任教師皆為公務員，其中教授屬於各邦教育部長任命之高等文官公務員，且為終身職。德國各邦大
學法採用企業會計制，特色在於強調績效審計，強調成本的透明性與成本之可比較性，成本效益之會
計為重點。
大學設有內部審計辦公室(Internal auditing office)與反貪辦公室(Anticorruption office)。內部審
計職責在於控管和評估內部信息和風險管理制度的效率、驗證遵循的主要原則的正確性、合法性與經濟
效率、按照各邦預算代碼（KHO）進行財務監管；反貪辦公室職責為調查貪污或相關罪行的指控、事實
指控的法律條文、向有關當局提報等。

(五) 大學內的管理機制
1. 日本
為了使科研機構在較大運行空間下，能可保證一定的業績與效能，日本利用法律手段，例如《獨立行政
法人通則法》、《國立大學法人法》以及相關個別法等，對不同法人進行了制度安排，對各自職責、組
織、經營業務、財務、評價作出明確的規範。而國立大學所設立的學校基金會，會將所募集到的資金運
用於支援教育和研究，其中包含了校友會所募集到的資金，如東京大學基金建立經營與管理機構來募集
基金。另外，學校也由研究團隊或研究人員所獲得的計畫補助經費中抽取管理費用，如東京大學抽取
30%的費用，以利於校務管理與設施補助。
2. 美國
美國公立大學主要由校董會或校務委員會進行管理，州政府則派代表參加。由於美國屬聯邦制度，為各
州自行立法，因此各州公立大學在管理的設計上，各具有其特色，然而其法律定性則為法人單位。
而公立大學內部對於研究的管理，在組織面上設有單位負責管轄。以加州柏克萊大學(2013)為例，該
單位隸屬於副校長辦公室，且再分為幾個次級單位協助處理與研究有關的行政庶務，包含
(1) Sponsored Projects Office (SPO)
(2) Committee for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CPHS)
(3)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ACUC)
(4) Off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dustry Research Alliances (IPIRA)
(5) Office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OLAC)
(6) Visiting Scholar and Postdoc Affairs (VSPA) Program
(7) Berkeley International Office (BIO)
(8) Research Enterprise Services (RES)
其中，Sponsored Projects Office(SPO)的主要任務為：
(1) 認可與授權研究構想書
(2) 協助解釋/協商/接受由聯邦單位/州政府/基金會/其他公私立管道所補助的研究計畫
(3) 提供資源協助研究人員尋找研究補助機會
(4) 在研究過程中協助研究人員在應用過程上或是面臨到機構限制上所需要的協調
3. 英國
一般而言，受補助的機構應具有義務負責監督機構內部的活動，並按照本身的法規和章程進行管理。該
機構應保證擁有強大且全面性的系統能作好風險管理、控制及自理的能力；並定期追蹤與監控公共資金
的使用。以牛津大學(2011)為例，其雖獨立且自治，但仍屬聯邦系統管轄。在面對經費補助時，接受
補助者須遵守補助單位之規範條款。
4. 加拿大
加拿大強調大學的獨立性，雖然大學的經費主要由政府撥款而來，但通常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而研究
人員雖會受到企業的委託，進行一些屬於應用型的研究，但同樣地，也不希望因此而成為企業的大學，
其原因在於擔心學術自由與研究的公正性會受到影響，故研究人員並不熱衷於承擔企業的專案研究。
在校內研究人員或教師申報研究專案時，須通過校內的審查，符合相關要求後，再由學校的研究管理部
門進行申報。加拿大的大學十分重視研究計畫申請者與所在系所的結合，並強調學校科研管理部門的服
務與協調職能。若教師能獲得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學校會給予各種支持與協助。此外，透過研究服務
辦公室的全程監督，從研究專案立案開始，到研究結束，研究服務辦公室皆要求計畫執行者須進行進度
報告，並按時向立案機構(如基金會或是研究資助單位)提供完整的財務報告。而大學內部則採用財務管
理系統，如The BANNER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 (ERP)，以進行管理動作。若研
究團隊獲得豐碩的研究成果，或許會形成一個研究中心，將其成果實體化，並方便未來承接更大型的研
究課題。

5. 德國
由於德國為聯邦國家，高等教育的相關事務屬於各邦的自主事項。聯邦政府於1976年通過大學基
準法，各邦政府再依此訂定各邦之大學法。不論是聯邦大學基準法或是各邦自訂的大學法均將大學定位
於公法社團，並同時為國家設施；再加上，大多數的德國大學均屬於公立性質，屬於依公法而設立的公
法組織。依照各邦大學法的規定，德國大學的專任教師皆為公務員，其中教授屬於各邦教育部部長任命
的高等文官公務員，且為終身職。
而大學內部的管理，由於各邦大學法採用企業會計制，其特色在於強調績效審計、成本的透明性與
可比較性，故以成本效益為管理重點。大學內部則設有內部審計辦公室(internal auditing office)與
反貪辦公室(anticorruption office)。前者職責在於控管和評估內部訊息、風險管理制度的效率，並
驗證遵循主要原則的正確性、合法性與經濟效率，且按照各邦的預算代碼(KHO)進行財務的監管。後者
職責則為調查貪汙或相關罪行的指控，並向有關當局提報。簡而言之，德國大學的內部管理不僅強調成
本管理，同時也因教授具有公務員資格，設立相關單位以進行不法情事之調查，採取最為嚴格的手段防
堵大學教授透過學術研究進行非法勾當。
三、 我國科研獎補助機制建議
(一) 科研補助來源
國際間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及德國等國家的大學接受科技研究發展補助經費來源皆較為多元，主
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來自於政府的經費補助，第二類是來自於大學提出研究合約而獲取之競爭性經
費，第三類是即是大學的資金自籌收入，包括來自於企業、地方政府的經費、智慧財產權收入、推廣服
務收入、學雜費收入、捐贈及募款等項，惟因應市場化發展對高等教育經費政策的影響，以及社會對科
學課責性之科技創新治理趨勢與課題，正逐步增加私部門經費，讓大學的科研經費來源更多元化，同時
對於公共科研經費的使用監督與管理，期待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與效益，各國政府對大學績效責任的管
理措施，隨不同國家科研補助機構的屬性與補助方式不同，對經費使用效率與效益的管理設計也有所差
異，但加強對公共科研經費的管理，強調績效審計，確保公共科研經費的正當使用則一致。
(二) 科研補助方式
我國大學研究經費主要還是由國科會以計畫型經費支應，而先進國家除了計畫型經費之外亦在科技
經費中有對大學的整筆撥款(大學一般基金)，由大學自行統籌規劃運用，我國與美國在研發經費中均無
此筆以大學為單位的整筆撥款。機構型經費的研發容易產生「鎖住失靈」問題，計畫型經費研發則有管
理不易與能量積累問題，美日的趨勢朝向增加計畫型競爭經費比例，但對機構型經費的使用亦應檢討，
研發機構的改造與管理機制精進必須同時進行。

(三) 受獎助者義務
在對於受補助者的規範與義務的定義上，隨著國家對於高等教育角色的認定與實踐不同而有差異，舉例
來說，以德國為例，德國重視學術自由與學術專業，並且認為支持學術自由與知識專業是國家的角色，
在如此的狀況下，高等教育經費的來源幾乎來自於人民的稅金與國庫，因此教授與在大學內工作的研究
人員都被認為是公務人員的角色，被賦予更為嚴格的審計上的要求與自律，在罰則上則等同公務人員。
較為輕微的懲罰諸如書面譴責與喪失參與德國科學基金會的資格，較重的成罰則有公務人員貪污的加重
懲罰，長期監禁。
綜合上來說，各國皆有「學術研究執行的行為規範」之簽訂，這種契約關係的規範，非針對研究成果而
是針對研究行為的從事，由國家資助機構與受補助單位與個人直接簽訂，其違背的懲罰通常是行政性質
的，例如喪失未來受獎助的機會。行為規範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諸如研究倫理、利益迴避原則、獎助
資金使用細則等等，是否針對資金使用另外訂立專章、專則，是臺灣未來可以參考的方向，此舉一來可
以實現公務採購與學術採購分流的目標，以獲取更大的學術資金運用之彈性。

然而只有放寬，其流弊與舞弊之可能會提高。觀諸各國，特別針對資金使用規範上來說，一般分為大學
(或研究組織)的內部稽核與國家補助(獎助)單位的外部稽核，一般來說，基於大學自治與學術自主的理
由，最前端的大學與研究組織內部的稽核與反貪腐是最重要的，亦透過透明化與公開的財務報告爭取社
會大眾的認同與信任，除此之外，財務報告亦應與績效與執行目標相互連結以昭公信。另外，在外部控
管與稽核的部分，此一工作則多數由補助機關來執行，補助機關得以與受補助單位訂立合約，規範其資
金使用與回報機制。當違犯該一合約時，其懲罰與舉報到司法體系的程序，則隨國家現實操作各有不
同，是否「刑罰化」則各國各異。綜合而言，社會公眾除了直接對於大學的監督之外，其監督職責多數
落在資助機關，此一行政單位身上。
(四) 研究行政管理
綜合先前各國的經費補助制度的相關探討結果，可發現在科研經費的監督與管理，建立良好的經費管理
制度是相當重要的。由於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的接受研究補助經費來源較為多元，其經費來源體
系中，仍以政府支援為主體，而「經費項目契約制」經費管理納入政府科研機構統籌。德國則透過實施
國庫集中支付、公務卡等方式，嚴格科技財務管理，可強化對科技經費使用過程的監管，並依法查處違
法違規行為。此外，也加強對各類科技計畫、專項、基金、工程等經費管理使用的綜合績效評價，健全
科技專案管理問責機制，依法公開問責情況，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為了使研究人員能專注於研究專案的執行上，許多國家在大學內部設立研究服務單位，以專職行政人員
協助校內教授或研究員處理行政庶務，不論是從研究計畫的申請，到研究計畫執行過程的經費核銷事
宜，再到相關儀器設備的採購，皆有專員協助。此舉不但可減少研究人員於行政庶務上所處理的時間
外，更可避免研究人員因不諳法規制度，而衍伸出的後續問題。
因此建議
1.
考慮整併研究資源成立較大型實驗室或研究中心：專職人員管理
2.
優化大學支援研究行政體系
(1) 耗材及通用資財庫房
(2)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流程效率化
(3) 科研採購專業服務團隊
(4) 會計稽核內控制度改善
3.
相關部會需在法規面上鬆綁，並且針對部分項目進行統一的規範。
綜合以上所述，在進行了各國於大學科技研發補助機制的分析後，可歸納出以下四點作為我國於機制
改善上的建議。
1. 大學科研經費來源應更具多元化，但不論透過何種形式進行研究經費補助，在經費管理、審計與監
督上必須公開透明，且使用原則須為一致。
2. 面對計畫型經費管理不易與能量積累的問題，可思考增加計畫型競爭經費比例的可能性。
3. 面對研究經費不實核銷，除大學與研究單位的內部組織需進行稽核與反貪腐的動作外，應透過公開
的財務報告爭取社會大眾的認同與信任；且主要的監督職責應落於資助機關上。
4. 透過大學內部支援研究的行政體系，由專職人員協助研究人員進行與研究有關的行政庶務之處理，
除可避免研究人員在經費上不當使用外，也可進行利益迴避。
四、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由於國際間特別是先進標竿國家科技發展進程及技術發展方向與策略，均依各國國情背景、資源稟賦、
科技投入量、區域特色等而所不同，因此推動科技發展的策略與作法也有所差異，面臨科技發展的社會
課責壓力，以及國際環境快速變動下的科技發展系統缺口，透過檢視科技研發體系而制定合適的大學科

技研發補助機制，將國家資源更有效率地投入與配置，資助不同屬性的研究活動與研究計畫，從科技創
新價值鏈的源頭，有效帶動中下游的研發創新，以達成促進公眾利益，增進社會福祉與帶動經濟發展的
政策目標，不僅值得台灣借鏡，亦是未來可供更多學理上的探究與科技政策工具驗證的重要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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