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展政策報導

議題觀點

美國先進技術計畫績效評估系列研究
─技術商品化境外實施流程與影響因素
■耿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陳樹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生

■張淑敏

南開技術學院工業工程管理系講師

■薛招治

國立中央大學企管系博士候選人

■劉耀中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畫，其研究成果可否採用「境外實施」？以及

一、前言

如果採用境外實施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企業投

二十一世紀隨著知識經濟與資訊科技時代

資需求？一直是產、官、研、學各界爭論的焦

的來臨，知識創造與資訊流動越來越頻繁，世

點。因此，本文試圖整理 ATP 相關文獻，以理

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連結也越來越緊密，而科技

解其 ATP 對前瞻技術境外實施商品化的評估流

進步更使得全球經濟的競爭愈加激烈。國家經

程與作法，以及影響企業境外實施的因素，並

濟競爭力與繁榮主要是倚賴國家的創新能力，

提供我國相關單位制定科技政策上的參考。

而這種能力是經由政府與企業合夥關係而強

ATP 是 隸 屬 於 美 國 商 務 部（Department

化。因此，積極發展前瞻技術已成為世界各國

of Commerce, DOC） 所 屬 的 國 家 標 準 技 術 局

努力的目標。如歐、美、日等國為促進前瞻性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技術商品化及經濟成長，均已成立工作小組負

NIST）
，其計畫是源於 1988 年美國綜合貿易和

責先進技術發展計畫的評估與執行，同時提供

競爭力的授權法案之一，且自 1989 年開始獲

企業訓練、協助企業間技術研發的合作、積極

得國會撥款運作。主要是鼓勵企業創新，直接

推動商品化（Nail, Anderson, Ceasar, & Hansen,

補助單一或多家廠商進行突破性技術的研發，

2005）
。台灣在此國際趨勢驅動下亦不例外，

以分擔研發過程的不確定與高風險。截至 2006

實施了相關產業技術升級政策，如經濟部業界

年底止，申請案多達 6,924 件，核准 768 件，

開發產業技術計畫的資助（業界科專）
。作者

1,511 個機構參與，涵蓋眾多產業，透過嚴格

研究認為，在各國家相關計畫的實施方案中，

審查程序與效益追蹤，並確保該政策的有效

以 美 國 先 進 技 術 計 畫（Advanced Technology

性，至 2007 年 7 月止，此類績效評估報告共

Program, ATP）最有系統且完整。而隨著各國

計出版 90 篇。

總體環境的差異，不同國家會依循環境特色及

藉由 ATP 計畫的資助，促使前瞻技術商

優勢，制定其產業政策，技術商品化過程的執

品化的成功，以增長國家整體經濟效益與達成

行，特別是涉及政府資助的技術研究發展計

企業的經營績效，是 ATP 計畫的首要目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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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ATP 計畫的執行規範明確指出：接受 ATP 技

灱 企業計畫申請階段

術研發資助的計畫，(1) 必須同意於美國境內生

企業依 ATP 規範提出技術研發與商品化執

產製造，以及向具有競爭力的美國供應商爭取

行計畫。在 ATP 執行計畫中指出，嚴格禁止前

供應 ( 例如將他們的技術導入既有的生產線 )；

瞻技術的「R&D」活動於境外實施。但整個計

(2) 可對美國產生重大經濟利益影響的潛在專案

畫案其他相關工作的執行如無法於境內實施，

( 如海外轉包商或子公司的技術授權 )。前述第

如境外接受者或轉包商擁有美國沒有的獨特能

二種計畫專案即是本文所謂的「境外實施」
。

力（unique capabilities）
、境外工作執行成本、
非境內相關的獨特能力、相同的工作為何無法

二、ATP 技術商品化境外實施流程

在境內執行、以及境外接受者或轉包商的參與

技術商品化的實施過程，在 ATP 文獻並

將如何達成對美國經濟利益的專案目標等問題

未有完整架構的提出。因此，本文作者在理

(NIST, 2007) 等，則需提出調查說明。

解境外實施管理過程中必須追朔至計畫申請

牞 ATP 經濟影響評估階段

的起點，經相關文獻綜合整理（Brodd, 2006;

企業個體的評估以市場買方與賣方的架

Ehlen,1999; Martin, et al., 1998; NCAM, 2006;

構，確定市場的競爭行為 ( 價格或非價格 )，以

NIST, 2007）
，歸納為五個階段，如圖 1 所示，

及市場價格、利潤、成本與品質的績效，亦即

其各階段功能簡要說明如下：

所 謂 的 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 (SCP) 理

企業申請

ATP評估

企業研發

生產規劃

國家整體
效益評估

績效追蹤與稽核

論 模 式 進 行 短、 中、
長 期 投 資 效 益 分 析；
而總體經濟的分析是
以 REMI（Regional

境外生產：
消費性產品研發與
大量生產
OEM

特定利基市場的
產品生產(如航
大、國防、醫療
等)
核准

計畫申請

ATP經濟影響評估

未核准

研究機構、大學
(報酬方式依雙方
合作協議，但須
符合ATP規定)

境內生產：
製造技術研發與量產
技術移轉與生產評估
供應鏈系統管理
OEM、技術授權、
合資或成立子公司等

境內研發與技術
擴散實施方式：
專利取得
技術授權
研討會
教育訓練等等

跨產業技術擴散

圖1

對美國產生整體社會，經濟效益與企業經營績效

境內技術研發：
申請企業與受委
託大學或研究機
構合作先進技術
之開發與專利取
得與佈局

Economic Modeling
Inc.） 模 擬 軟 體 進 行 經
濟變數與因果關係的估
算，包含人口與勞工供
給，勞工與資本需求，
國際市場佔有率，消費
性開支，個人收入、工
資、物價與利潤，貨物
和服務的總生產量等，
其評估架構如圖 2 所示
（Ehlen, 1999）
。
犴 企業研發階段

ATP 技術商品化流程示意圖

企業須設立於境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內，當計畫開始執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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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需求時，可由 ATP 協助非營利研究

會收益、政府與企業投資的社會收益、企業投資

機構進行共同研發的連結。委託方式與金額多

收益 ) 等三構面的衡量（Martin, et al., 1998）
。

寡由雙方協議，但須符合 ATP 的規定 1。主要

由圖 1 的技術商品化過程中，可發現 ATP

任務是達成技術的開發、知識創造與累積、基

的資助計畫，為確保其創立宗旨以及提升技術

礎專利的取得與佈局、境外生產技術的移轉、

商品化的成功率，企業必須於計畫送審時，即

與特殊市場如航太、國防、醫療等產品的提供

提出完整的技術發展、商品化規劃與執行方

（Brodd, 2006; NIST, 2007）
。

案，其中包含境內或境外生產製造的選擇。

犵生產規劃階段

雖然，ATP 嚴格規定接受資助技術研發的專

本階段主要是進行消費性產品的研發與

案，必需於國內實行技術商品化，但在現今技

量產規劃。因此，企業須依申請時境外實施的

術全球分工的衝擊下，無論是製造技術、人

生產作業規劃，進行產品規劃、概念發展、系

才來源、資金、市場、成本優勢、產業供應

統設計、試產、量產等一般程序，並導入先進

鏈、以及產業競爭者，都必須在全球化觀念下

製 造 資 訊 系 統（National Council for Advanced

運作，以降低商品化過程的不確定與風險，並

Manufacturing, NACFAM）進行供應鏈的管理

掌握產品的競爭力，於是技術商品化選擇「境

（NCAM, 2006）
。

外實施」是另一個有效的策略性途徑。然而，

玎國家整體效益的評估

當企業提出境外實施的計畫，有哪些因素可能

主要是進行社會效益（快速增加的利益、技

會影響企業對前瞻科技生產的投資需求？一直

術成功率的增加、技術使用範圍的擴大）
、企業

是 ATP 欲理解的問題。因此，ATP 選定過去

投資效益（R&D 投資成本、商品化與生產成本、

企業未接受資助且境外實施商品化成功的可攜

技術成功率與收入）
、經濟效益 ( 政府投資的社

式鋰離子充電式電池產業，委託 Broddarp of
Nevada 顧問公司 Ralp J. Brodd 博士進行研究。

三、影響企業「境外實施」計畫的因素

Output

Brodd（2006）的研究報告指出，東亞地
區與美國作比較的幾個國家中（如日本、台
Population &
Labor Supply

Labor & Capital
Demand

Market Shares

灣、南韓、中國與馬來西亞）
，美國公司是充
電式電池以及其他先進技術的育成者，而東亞
地區這些國家的公司，尤其是日本精於可攜式

Wages, Prices, &
Profits

圖2

設備，以及是具有高度自動化生產技術發展的
製造者。因此，在可攜式充電式電池的商品化

REMI 模型經濟變數與因果關係

製造技術方面，Brodd 認為日本具有下列幾點

資料來源：Ehlen, 1999。

優勢：
1

美國 ATP 的資助範圍僅限於境內企業，而大學、政府單位、或非營利研究機構是不能直接接受補助，但允許
接受企業的委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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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結構的優勢：(1) 大型的客戶市場；(2)

（2006）的研究發現，企業在規畫技術商品化

高度自動化與高效率的製造能力；(3) 技術

境外實施時，執行國家當地的產業結構、投資

開發人員能與客戶工程師緊密的接觸；以及

報酬率、以及金融借貸的政策是影響企業科技

(4) 產品易於垂直整合。

商品化的主要因素。而這些因素 ATP 亦將作為

2. 投資報酬比例：與美國既存事業的投資比

未來進行前瞻科技（如移動式燃料電池、電子

較，於日本進行可攜式充電式電池的商品化

晶片、先進的電子零件等）境外實施商品化政

的投資，具有高的經濟收益。

策發展、企業提案評估與篩選的指導原則，以

3. 金融借貸的信賴：日本金融單位對當地製造

促進企業對前瞻科技的投資意願與提升商品化

廠商生產設備，具有較佳的貸款政策與創造

的成功，達成國家整體經濟效益。

勞工就業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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