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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研究單位與大專院校，一向被稱為所謂的「知識引擎」。照理說，在良好的

智財管理之下，理當成為智慧財產生產之重鎮，並經由技術轉移實際地應用在

產業界，協助提昇企業的競爭力，進而強化國家整體的經濟能量。從WEF全球

競爭力調查，成長競爭立下之「科技競爭力」指標的排名，我國排名名列前茅，

由2000年的第24名，到2001年挺進為全球第四強，大幅超越日本(第23名)與新加

坡(第24名)，於該年後始終位居亞洲之冠。在該指標之子指標-「創新競爭力」

方面同樣表現傑出 (表1)。 

 

【表 1】  我國在科技競爭表現的趨勢 

年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科技競爭力排名 24 4 2 3 2 3 

創新競爭力排名 16 3 2 2 2 3 

資料來源：林怡君，「產學握手 創新零缺口」，台灣經濟研究月刊，民國95年5月，第45-51頁。 

 

台灣發表在EI (Engineering Index)的論文篇數與排名上，2000~2005年維持

在11~12的名次，2005年發表篇數較200年增加兩倍。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的論文篇數上，2000~2005年維持在17~19的名次。2005年發表的篇數較2000年

增加3736篇，顯現我國學術單位與研究單位的研究績效潛力十足。根據美國專

利商標局(USPTO)的統計，我國專利件數佔有率在3.30~3.97%之間，居四小龍之

冠，為世界排名第四，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三個工業化先進國家。但我國

研究機構與大學在美國獲得的專利件數於2004年時僅有308件，僅佔全部專利的

4.29%，顯示產學之間的知識交流並不順暢(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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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研究能量趨勢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美國專利數（件數） 5,806 6,545 6,730 6,676 7,207 

佔有率(%) 3.30 3.56 3.65 3.57 3.97 

研究機構與大學所獲美國專利數(件數) 290 337 335 304 308 

EI篇數(排名) 5,354(11) 5,768(11) 5,786(12) 8,011(12) 10,980(11)

SCI篇數(排名) 9,203(19) 1,0635(17) 10,831(18) 12,392(18) 12,939(18)

資料來源：林怡君，「產學握手 創新零缺口」，台灣經濟研究月刊，民國95年5月，第45-51頁。 

 

我國科技研發與產業創新的績效，台灣創新產業面臨國際強大的競爭壓

力，2003年的技術貿易收支比較2002年已有改善趨勢，但學術界是屬於基礎性

的研究能量，與產業界需要之技術行的研究能量截然不同，真正用在技術輸出

上或貿易交易的都是以企業研發為主，顯然產學之間的連結與互動顯著出現瑕

疵，使造成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在EI、SCI、專利數上有優異的表現，卻未能有

效提升產業創新與技術能力，從2004年我國高等教育部門研發經費來自企業部

門的比重僅為5.2%，顯然產學互動亟待加強(表3)！ 

 

【表 3】  我國歷年技術輸出入概況 

項目 技術輸出(千元) 技術輸入(千元) 淨技術貿易額(千元) 技術貿易額收支比(%)
年別 A B A-B A/B 

1993 1,269,753 13,684,814 -12,415,061 0.09 
1994 821,331 14,513,099 -13,691,768 0.06 
1995 728,079 18,240,483 -17,512,404 0.04 
1997 1,593,283 32,417,343 -30,824,060 0.05 
1998 922,434 38,910,038 -37,987,604 0.02 
1999 1,223,723 39,003,452 -37,779,729 0.03 
2000 3,949,130 40,727,452 -36,778,322 0.10 
2002 11,260,745 45,245,838 -33,985,093 0.25 
2003 8,940,590 51,953,740 -43,013,150 0.17 

註：1996年及2001年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停辦一次 
資料來源：林怡君，「產學握手 創新零缺口」，台灣經濟研究月刊，民國95年5月，第4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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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國約有2萬名的博士，其中約七成高級人力集中在大學系統內，僅

一成在業界服務。我國產學合作是以1991年由國科會所公布的「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實施要點」正式起步推動，1991年1月頒佈「科學技術基本法」明訂學術知

識商品化之作法，國內由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的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所獲

得的智慧財產與研發成果，將全部或一部份歸於研發之執行單位或授權使用，

不受國有財產法限制。2000年3月公布「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進行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目前國內產學合作類型大致區分為產學研發、 
知識服務、人才培育三大主軸。透過相關研究可發現國內各類型的產學合作計

畫眾多，但從國際評比調查與國內企業意見中，可發現產學合作的成效仍然不

佳，顯示我國目前產學之間的互動，無論深度與廣度上，都仍待突破1。 

 

第一項  產學合作在生技產業的重要性 

智慧財產 – 一個在生技產業發展中，佔有關鍵地位的要素 

自從世界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 在 1996 年提出「以知識為本的經濟」

概念後，知識經濟的浪潮即迅速地蔓延至全球的各個產業領域之中，其中創新、

知識與技術，正是整個經濟競爭力的核心價值2！而這核心價值，便是透過智慧

財產權的運用與加值，體現而成為單一研究機構、企業以至於整個產業甚至國

家的競爭力！ 

生物科技產業，是一個被預期將於未來使人類在醫學、製藥、材料、糧食

乃至於能源、生態等各方面所面臨的問題，獲得重大突破的產業；也是被公認

為二十一世紀最具發展潛力的重點產業！世界上各個先進國家莫不競相投入大

量資源，積極進行生技產業的培植與發展。而在政府斥資五億成立中研院基因

體研究中心的同時，「兩兆雙星」的研發計劃也冀望在 2010 年前，達到輔導國

內成立 500 家生技公司的具體行動看來，生物科技產業，儼然也成為我國在資

訊產業之外，另一個重點發展的產業！ 

然而，生物科技產業本身就是一個知識經濟產業中的典型。這意味著我國

的生技產業若要在國際上強大的競爭壓力下站穩腳跟，進而蓬勃發展，除了累

積在生物技術上強大的研究能量外，智慧財產的促成與運用，亦在我國生技產

業的發展上，扮演極具關鍵的角色！ 

 

                                                 
1林怡君，「產學握手 創新零缺口」，台灣經濟研究月刊，民國 95 年 5 月，第 45-51 頁。 
2李素華，生技產業、人才及技術擴散，台灣經濟研究月刊，民國 92 年，26 卷，1 期，第 106-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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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時事看我國生技產業發展之困境：技術取得不易，產研合作不足 

場景一 

時間：1997.6.14 

地點：美國賓州費城四季大飯店 

事件：永豐餘企業集團有意朝生技製藥業尋求發展，赴美洽談有關技

術的授權取得事宜。永豐餘紙業公司的人員在聯邦調查局的策劃

下被捕，隨後並被美方以涉嫌違反「經濟間諜法」等十一項重罪

名起訴，此一案件乃一九九六年經濟間諜法立法後首件國外案例
3。 

場景二 

時間：2004.11.11 

地點：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附設育成中心開幕典禮 

事件：斥資五億元的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在冬陽暖暖中落成。這個

堪稱 2004 年底生物科技界一大盛事的活動，不但陳水扁總統親

臨揭牌，產官學研重量級人士幾乎全部到場。．．．．但當天下

午，附屬於中心之下的育成中心一樣辦開幕典禮，卻只有七人參

加，這讓中心主任翁啟惠很不好受，難過的表情全寫在臉上，他

說：「這就可以看出大家的焦點都放在基礎研究，而不是在產業」
4。 

技術，在知識經濟時代的產業中，幾乎代表著一切！而永豐餘企業集團涉

入美國經濟間諜一案，所代表的，正是我國生技產業在技術取得上所處困境的

縮影—關鍵技術往往掌握在歐美有百年歷史的製藥大廠、或是具有強大研發能

力的生技公司手中；而產業界又因不諳合法技術授權與轉移之機制與管道，導

致常落入法律陷阱當中。再者，智慧財產權常被大型企業作為商業競爭之手段，

用來打擊初嶄露頭角之競爭對手，這對於以中小型企業為創始規模的我國生技

公司，勢必構成發展上的嚴重威脅！因此，技術的授權與轉移，對我國的生技

產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之一！ 

                                                 
3章忠信，永豐餘案之分析，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24&act=read&id=9，線上

檢索日期：93.11.13 
4楊蕙菁，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翁啟惠的科學心人文情 他不要太多機會 只想專心做事，商業週

刊，民國 94 年，894 期，第 84-85 頁。 



生技製藥產學合作之研究 

 5 

在國內，政府的研發經費幾乎全都撥放給屬於政府的研究單位以及大專院

校；而最優秀的研發人力，也幾乎都在這些研究機構中。然而，正如中研院育

成中心主任翁啟惠教授所言，國內的研究學者往往只重視研究，而不注重知識

的商品化。這可由台灣所有大學一年在國外申請的專利總數只有三十多件，而

在美國，光是加州大學，一年便六、七百件專利，得到印證5。此外，國內的學

術界中，缺乏專業及經驗豐富的技術轉移中心，這使得良好的研究成果及專利，

走不出學術殿堂，到不了生產線上。凡此種種，皆削弱了國內研發單位對產業

界的幫助，也使得我國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之一—「產學合作」上，出現問

題！ 

但在2003年，工研院運用智財權搭配，讓多項互補的專利集中授權後，終

於使得七千個專利權走出冷宮6。由此一成功的例證便可知，專業的智慧財產人

才與健全的技術轉移環境，將是推動台灣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重要助力。 

學術研究機構之技術轉移：一個幫助生技產業發展的關鍵議題 

依據前述可知，如何將匯聚大量資源與人才的政府研究單位與各大專院

校，與生技產業界相整合，使其強大的研發能量發揮應有的功能，幫助生技產

業的茁壯，進而增強生技產業之競爭力，這對於我國發展生技產業而言，是一

個關鍵的議題！ 

 

第二項  產學互動所遭遇的問題 

目前產學互動所遭遇到的問題為： 

1. 產學合作缺乏長期研發成果的累積 

與產業界互動不足，致使大學無法確實掌握業界真正的需求，大多數的課

程都是在「追隨」產業發展速度，導致無法適時培育切合產業發展的人才。學

校亦不具備足夠的產業導向的研發能量，提供有效的研發支援，造成研發成果

與產業脫節。此外，許多大學研究中心在校園內多屬臨時計畫性質，由於計畫

時限之緣故，計畫結束後學校人才無法再參與，後續研發與產品化仍仰賴企業

研發單位執行，產學之間的合作缺乏長期研發成果累積。對於研發成果大多數

教授也缺乏技術移轉需要的各項知識。 
                                                 
5翁挺耀，總統府國策顧問蔡清彥談「台灣高科技產業大未來」 台灣的成長競爭力 意義被高估了，商

業週刊，民國 93 年，890 期，第 122-124 頁。 
6翁挺耀，「零買零賣」乏人問津，「專利套餐」掀起買氣 工研院七千個專利權走出「冷宮」，商業週刊，

民國 93 年，891 期，第 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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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授升等壓力阻礙產學合作契機 

大學教授礙於升等壓力，缺乏傾心投入產學合作的誘因，以及技職學院為

升格為大學體制，而必須多聘用博士學位教授，導致學校無法聘用具較多實務

經驗專家，來教導某些實作教學為主的課程。上課時數、人事借調、僵化的聘

用制度、薪資問題等，都是造成產學互動不佳的因素。 

3. 育成中心數量足夠，唯缺乏資源整合平台 

在企業培育的產學合作上，亦即育成中心的功能，企業認為大學育成中心

數量已足夠，但資源整合平台的功能仍極為有限，育成與創投服務若未結合，

仍然使研發成果無法順利市場化。此外，目前育成中心是依賴政府臨時計畫經

費所編組，未來發展端視該校對育成中心的重視而定，發展前景存在不確定7。 

 
第三項  政府積極推動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 

生物技術產業深具發展潛力，為我國重點推動發展之高附加價值、知識導向

型產業，於行政院六年國發計畫中，生物技術產業已列為兩兆雙星的重點項目。

為建立我國在這項產業的發展，加速推動關鍵性的生技研發，強化國際競爭力，

行政院已於民國九十二年三月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第四次修正

案。 

該方案自民國八十四年頒訂後，近年來民間企業的投資意願，已有顯著提

昇，年投資金額已由三年前的一百二十一億增加至二百零三億元。成立的生技

／醫藥公司數，已經從八十六年的三家增加至一百五十家；其他許多軟硬體的

環境建置亦已逐漸成熟，如設立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建立符合國際認證

的臨床前動物實驗設施、臨床試驗中心及符合 cGMP 的先導工廠等，皆可提供

我國新藥發展所需的必要環境。在生技園區的推動方面，南港生技大樓、新竹

生醫園區及農業生技園區等，都已完成建置規劃，這些都是大家努力辛苦的成

果。 

為促進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提出「公元二

Ｏ一Ｏ年前產出十八家生技成功投資案例」的目標，執行重點包括：(一)持續

增加研發經費，著重臨床研究及臨床試驗的技術開發，並加強技術引進及國際

合作計畫。(二) 加速健全相關法規，如新興生技醫藥法規、動植物轉殖及中草

藥新藥開發等。(三)為解決研發成果商業化過程中草創期所需資金問題，也將

積極規劃設立「生技創業種子基金」，以擴大資金投入生技產業。希望藉由市

                                                 
7 同前揭註 6，第 49-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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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機制與資金策略，加速整合人才與技術，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生物技術產業

研發、製造與營運中心。 

希望透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的推動，能為我國生技產業之發展，建

構良好基礎與投資環境，以使我國的生技產業能更加蓬勃發展8。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確定研究主題並探討相關文獻後便分為兩個方向來進行。一方面

選擇個案研究機構，另一方面進行相關資料的蒐集與彙整，並進行深度訪談。 

 

第一項  個案研究方法 

本論文研究設計的邏輯依循個案研究方法，由於個案研究是一種實證性質

的調查法，學者Yin (1989)9；Yin  ( 1993)10對個案研究法所提出的技術性定義如

下： 

1. 調查一個存在於現實生活的現存現象， 

2. 當現存現象和因果關係之間的界線不是那麼明顯時， 

3. 當個案中有多方面證據性資料來源可供運用時。 

個案研究法具有許多特色，其中一些與本研究的需要相符合，這正是本研

究適合使用此種方式的原因，將這些特色列述於下： 

1. 個案研究法對於研究『為什麼』以及『如何做』的研究問題較有用，可作為

追蹤未來相關研究變數之基礎。 

2. 可使用多種資料蒐集的方法。 

                                                 
8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網頁，

http://www.stag.gov.tw/content/application/stag/push/index.php?cntgrp_ordinal=0007&ico=5，線上檢索日

期：96.6.13 
9 Yin, R. K., (198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 Newbury Park, CA: Sage. 
10 Yin, R. K., (1993), Applications of Case Study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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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就每個研究對象深入瞭解其個案複雜度。 

4. 研究對象可能為一個或多個（包括組織、團體及個人）。 

5. 研究重點為聚焦於當前所面臨的問題。 

總結以上，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分析美國產學合作風氣最盛行及成效最好之

「麻省理工學院技術授權辦公室」，其技術授權之思考模式及流程，進而對照

國內外大學在生技製藥領域方面的技術移轉運作、連結與策略上的瞭解與探

討。以個案研究法適合幫於本研究於下列情況： 

1. 本研究的問題型式是屬於在大學整個智慧財產保護與運作制度上的「如何」

及「為什麼」。 

2. 研究者無法實際涉入到事件相關行為。 

3. 重心是放在當代的所發生事件。 

因此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來進行，以「寶齡富錦PBF1681專案」及「國立

陽明大學新藥中心」作為研究對象來進行個案研究，茲說明如下： 

1、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已成功發生產學合作「如何」在大學內智慧財產權的

產生、運用和保護機制與推行技術移轉以運用研發成果，進而達到商品化的

過程。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問題型式是屬於「如何」。 

2、同時希望瞭解「為什麼」在大學內的智慧財產權運作機制和技轉過程中，產

學連結關係網路。 

3、由於研究者並非該機構的職員，無法影響到研究對象的所有相關行為。 

4、以上大學推行技術移轉，在本研究進行時仍然同時在進行，滿足當代事件的

條件。 

 

第二項  研究架構 

本研究藉由各方相關之文獻、著作加以分析，先從美國與我國在科技或技

術移轉相關法規的介紹，再整理生物技術與生技製藥產業的特性，和我國目前

的現況與問題，最後由商品化角度歸納出技術移轉在各階段的組成要素，再參

考國外技術移轉中心實例。希望對國內研究機構技術移轉中心在生物技術移轉

上的決策、評估與執行之規劃過程中，許多執行過程中所面臨的問題彙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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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驗證文獻上的理論，而得以構建出完整的技術移轉模式，並期望本文對國

內研究機構與學術單位技術移轉以及後進研究者有實質幫助。 

在探討我國大學生技製藥產學合作機制上，本研究採用的架構主要是從國

內外大學負責產學合作單位的「運作流程」開始瞭解在智慧財產權、技術推廣、

技術移轉過程與移轉後的回饋監控機制等。 

 

第三項  研究限制 

美國的大學技術移轉的模式，一為自己設立技術移轉單位從事有關的技術

移轉工作；二為委託技術管理公司代為經營技術。有些機構或大學則兩者並行，

除自行設置技術移轉室之外，也同時使用外部的技術管理公司，把一些特殊而

需要專業知識的技術移轉案件交給專門的管理公司代為處理。 

本論文是以麻省理工學院(MIT)之「技術授權辦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為探討對象，其為自行設立技術移轉單位從事有關的技術移轉工

作。故本論文是以針對國內外學校內部自行設立技術移轉單位從事有關的技術

移轉工作來做探討。至於委託技術管理公司代為經營技術，或是日本的「廣域

TLO (Super TLO)」模式，並不在本論文探討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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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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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研究設計與資料蒐集 

一、 個案選擇 

本研究所選擇之個案對象分別為「寶齡富錦PBF1681專案」及「國立陽明大

學新藥中心」，在國內堪稱相當成功之產學合作案例。「寶齡富錦PBF1681專案」

為國內一間資本額僅三億元之寶齡富錦藥廠，與美國密西根大學進行新藥開發

之產學合作。藥物開發至臨床二期時，成功再授權給美國Keryx生物製藥公司。

其中，成功的商業模式，讓專案進行期間，花費僅約500萬美元，而權利金之收

入預估可獲得7000萬美元。「國立陽明大學新藥中心」近期與為數不少之藥廠

進行「共同研究」，其中一個專案，便是與「懷特新藥」共同開發治療骨質疏

鬆症之PH3。PH3已完成臨床前試驗，今年三月時已獲得台北榮總人體試驗委員

會之同意，可以進行第二期之臨床試驗。這兩個案例，可作為學校與產業界合

作成功的案例。因此，這兩案例可最為本論文案例研究之對象，相當具代表性

且合宜的。 

二、 訪談對象 

「寶齡富錦PBF1681專案」及「國立陽明大學新藥中心」訪談對象分別是寶

齡富錦之執行董事陳桂恆董事及新藥中心主任吳主任。受訪時間及問題之提

問，詳見附錄二。 

三、 資料蒐集 

1. 初級資料之蒐集 

本研究主要透過深度訪談我國在生技製藥業中，成功的進行產學合作之對

象進行訪談。事先擬定主題大綱，參考附錄二。訪問前須瞭解研究機構的基本

資料，且熟悉個案環境及管理概況。利用深度訪談與受訪者互動，透過訪談、

傾聽、詢問等技巧之相互配合，在有限時間探索、詢問與調查，以深入瞭解其

中的實際情況的內容。 

2. 次級資料之蒐集 

蒐集、研讀、篩選與整理相關學術文獻資料、期刊雜誌、新聞報導、產業

相關研究報告等，做為歸納研究觀點的佐證資料，並進一步對文獻進行有系統

且客觀的分析，以瞭解研究個案的基本資料、運作概況、技術移轉成效等，建

立研究的基本背景知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