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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產學合作法源基礎 

 

第一項  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是利用創新科技來促進經濟繁榮，不斷的以快速

創新來淘汰舊產品和舊技術，這是美國特有的企業精神。六十年代的美國政府

開始策略性的鼓勵大型企業以科技為主，以求快速發展。積極推動此政策是當

時美國總統甘迺迪，他察覺到私有產業或許因本身資源不足，或是因前瞻性不

足，所以美國的科技公司相當需要政府之引導及資助。正如美國大學的理工系

院所(如 MIT、Berkeley、Stanford 等著名大學)及大型產業(如 IBM、GE、Motorola
等著名公司)受到政府機關，如「國家科學基金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和「國家航空暨太空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贊助後，

其研發的科技產品確實有突飛猛進的商業發展。最明顯的兩個例子是以電晶體

積體電路(integrated transistor circuits)和鐵氟龍(Teflon 為主的產品)，兩者均以「國

家太空探險計畫」而研發成功；前者以減輕太空船的載量為目標來替代傳統的

真空管，後者為減少太空船進入大氣層之摩擦力而將其塗在機頭蓋帽(nose cone)
上。觀看這兩者之後廣泛的應用，如收音機、電視機、電腦等各種電子產品及

家庭主婦最熟悉不過的不沾鍋以及諸多工業用途，難以相信當時因成本的考

量，兩個新產品均不受產業的重視。但當受到政府的贊助後，因其規模經濟才

賦予了競爭力。從此力可以明顯的看出，政府的贊助對新科技商品化關鍵的作

用。儘管當時政府努力的推動，但從七十年代起，美國科技公司的競爭力遭受

到日本的挑戰，而開始衰退11。因此，美國政府八十年代起，以振興科技產業為

目標，通過若干有關智慧財產分佈的重要法律。其中較有影響力的有：拜杜法

案(Bayh-Dole Act 1980)、技術創新法案(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1980)、國家合作研究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1984)和國家技

術移轉與升級法案(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1995)。其

中，「拜杜法案」奠定了小型企業和大學可擁有政府所資助的研究成果所有權力

(大型企業及外國法人例外，此為基於國際公平競爭啟示，美國政府不得補貼其

跨國性的大公司，以免被歐洲公司指控非公平競爭)。「技術創新法案」的宗旨是

確立及鼓勵產業界與學術界的合作(此合作通稱為「產學合作」)，以促進政府研

                                                 
11陳歆，「大學知識的商品化-產學合作」，智慧財產權，民國 90 年 9 月，第 77-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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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之移轉民間。「國家合作研究法案」主要目的是以允許兩家以上公司共同

參與政府資助計畫，且避免碰觸反托拉斯法，如此可鼓勵產業界的合作研發。「國

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能保證參與共同合作研發的公司可獲得充分的相關智慧

財產之所有權，以便促成研發成果商品化12。 

 

第二項  台灣 

國內產業界與學術界之合作可歸於民國八十八年一月二十日的「科學技術

基本法」。其立法精神為「確立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

在「科學技術基本法」第一條即明確指出： 

為確立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以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續

經濟發展，加強生態保護，增進生活福祉，增強國家競爭力，促進人類社會之

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其立法理念為政府機關所資助產生的智慧財產權，不再一概被視為國有財

產13，從「政府出資」，國家必須享有所有權」之鐵律，鬆綁讓「各主管機關」

決定其智慧財產權與成果的處置14(包含轉讓民所有，亦牽涉其商品化後的利益

分配)，使「科學技術基本法」明確的從社會主義的「國有財產」走向資本主義

的「私有財產」。 

隨著科技基本法的公佈，國內各公家研究機關便積極的訂定相關辦法，以

確實落實「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精神。例如「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根據「科

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二項15，於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公布「政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一條即明確指出其法源依據： 

                                                 
12陳立昕，智價經濟時代的智慧財產管理-科技業產學合作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國 88 年 6 月，第 51-57 頁。 
13 「國有財產法」第二條第一項： 

國家依據法律規定，或基於權力行使，或由於預算支出，或由於接受捐贈所取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 
「國有財產法」第二條第二項： 
凡不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 

14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一項： 
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理由。
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用，不受國
有財產法之限制。 

15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二項： 
前項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平及效益原則，參酌資本與勞務之比例及貢獻，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力、社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場之影響，就其要件、期限、範圍、
比例、登記、管理、收益分配、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由行政院統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法規命令施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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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依科學技術基本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且於第三條第一項即明確指出： 

資助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資助

機關認定歸屬國家所有者外，歸屬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 

此辦法影響者最大為大學16，因為大學研究的主要經費來源就是國科會。 

另外，「經濟部科學技術委託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為經

濟部技術處為管理「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之研發成果，所訂定的管理辦法。

本辦法亦導源於「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所制訂的。技術處主管

全國科技計畫，每年都有上百億的預算，其成果對於我國產業技術的提升與策

略性產業的建立，有著深遠的影響17。 

 

第二節  生物技術與生技產業 

生物科技已被視為二十一世紀知識經濟時代的新興產業，政府希望達成未

來五年生物技術產業營業額年平均成長 25%，帶動 1,500 億元的投資，十年內成

立 500 家生技技術公司的遠景。根據分析國外案例成功之原因，研發與創作的

能力是知識經濟時代競爭所強調的。 

生物技術的發展不僅促進產業，對於增進生活品質、人類健康、提高農業

產量和改善環境等，皆具重大意義。近年來台灣經濟以成功地從勞力密集的生

產，轉型為高科技之製造服務業，繼資訊產業蓬勃發展後，正處於一個轉捩點，

未來在考量整體經濟永續發展的前提下，我們必須全力發展以知識為中心的產

業來再造台灣經濟奇蹟。而生物既是產業正是世界公認最耀眼的明星產業，世

界各國莫不全力發展，並列為策略性、技術性之關鍵產業。我們要掌握世界發

展的脈動，即時投入生物醫學科技產業與建設，乃是國家競爭力提升和整個國

                                                 
16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以下簡稱研發成果) ：指政府機關 (構) 編列科技計畫預算，補助、委

託或出資進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二、資助機關：指以補助、委託或出資方式，與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訂定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契約

之政府機關 (構) 。 
三、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指執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之公立學校、公立研究機關 (構) 、公營事

業、法人或團體。 
四、研發成果收入：指資助機關或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因管理及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授權金、權利

金、價金、股權或其他權益。 
17 劉江彬、黃俊英，智慧財產管理總論，華泰出版社，第 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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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濟發展的契機。 

 

第一項  生物技術產業範疇 

生物技術產業一般指運用生物程序、生物細胞或期待謝物質來製造產品及

改善人類生活素質的技術，其應用的領域如農業、食品、製藥化工、醫療儀器、

衛生環保、生技服務等，只要與生物有關均可利用相關技術進行其研發與商業

化。如最近的分生、遺傳、基因重組、細胞融合等新技術的躍進，使生物技術

被供認為未來新世紀最重要的產業。而生技產業範疇依生技開發中心 IT IS 計

畫，初步整理成【表 4】18。 

 

【表 4】  生物技術產業範疇 

細項別 產品名 參考範圍及定義 
生物合成之原料藥 發酵或其他生物合成之原料藥 
生技藥品 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 
血液製劑 血漿成分製劑(凝血因子)、代用血 
疫苗 人用疫苗、免疫血清 

生技醫

藥品 

診斷試劑 臨床化學檢驗試劑、免疫檢驗試劑、微生物檢

驗試劑、尿液糞便分機檢驗試劑、核酸檢驗試

劑、血液檢驗試劑、組織/細胞檢驗試劑、生物

感測器(biosensor)、生物晶片(biochip) 
生體高分子 膠原蛋白、幾丁質、甲殼素、玻尿酸、

b-1,3-glucan、PLGA 及其衍生物 
工業用

特用化

學品 酵素 青黴素醣化固定化酵素(Acylase)、植酸酵素

(phytase)、半木纖維酵素(Hemicellulase)、染整

用工業酵素、工業用固定化酵素、洗衣用酵素、

其他工業酵素、木瓜酵素、鳳梨酵素、醫用酵

素 
動物用疫苗 動物用疫苗 
動物用營養及機能性

添加物 
免疫製劑、飼料添加物 

生物製劑 微生物殺蟲劑、微生物殺菌劑 

農業生

物技術 

植物組織培養 植物組織培養 
                                                 
18許世明，教育部顧問室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後基因時代之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產業」，民國 91

年 7 月，教育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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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

物技術 
微生物製劑 廢水處理技術、生物製劑與複合技術、廢棄物

資源化 
食品添加物 低熱量糖醇、實用色素及香料 
機能性食品 食品用酵素 
發酵食品 新菌種、保健性菌種 
氨基酸 味精 

食品生

物技術 

核酸 核酸 
實驗室用產品 實驗室儀器設備、實驗用事要、實驗用器皿耗

材、實驗用動物 
試驗研究及生產代工 試驗及研發委辦代工、生產委辦代工 
實驗室技術服務 定序、核酸合成服務、臨床前及臨床檢驗服務 

生技服

務業 

其他支援性服務 智慧財產權及法務、人才培育及仲介、創業投

資、資訊服務 
資料來源：生技開發中心 IT IS 計畫整理 

 

第二項  美國生技產業現況 

美國投入生物技術產業已近 30 年，奠定雄厚實力與基礎，由表 5 可看出無

論在生物技術、製藥、醫療器材等方面，平均佔有率皆為 40％，為世界首屈一

指。美國政府充分體認到生物科技對提升生活品質、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國家

競爭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聯邦及各州政府均投入大量經費、全力發展，更

獲得學術界、產業界與社會各界的支持與密切合作而快速發展。由美國歷年聯

邦研發支出經費(【表 5】)，來瞭解美國致力於推動生物科技研究和產業發展的

努力。據報導，除聯邦政府外，全美各州都積極推動生物技術產業發展計畫，

各州也制訂了各自的生物技術產業發展計畫，全美 50 州中有 41 州以實施至少

一項生物技術產業發展計畫。美國已經有超過 300 家的生物科技公司股票公開

上市，其市場資本總額在 2000 年已經超過 3,000 億美元。2001 年政府投入生技

經費超過 270 億美元，可見民間與政府資本對生物技術的發展也扮演舉足輕重

的角色。 
美國不僅是為世界生技產業的先驅，也是生技產品使用的大國，依 Chemical 

Market Report 的資料顯示( 

【表 6】)，美國生技產品主要銷售額包括人類用治療用藥、人用檢驗試劑、

生技農藥、特用化學、非醫用檢驗試劑等。在 2000 年產品銷售額為 158 億美元，

2001 年成長為 170 億美元。在有利產品發展與市場動力推動下，每年市場需求

以複合成長率 12%增加，預期至 2010 年將達到 490 億美元，至 2025 年將增加

到 863 億美元的規模。在生技產品分類中，生技醫療產品(人類治療用藥及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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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試劑)在未來十年銷售額仍持續成長至 417 億美元。 

雖然從整體上來說，世界各國發展生物技術產業還不是一個主要獲利的行

業。眾所皆知，生物醫藥產業是高附加價值產業，其相關價值鏈眾多，它能帶

動相關產業的發展19。 

 

【表 5】  美國聯邦政府研發經費 

研發經費提供單位 1999 2000 2001 成長率 

國防部(DOD) 388.5 387.2 386.4 -0.2% 

Heatlth & Human Service (NIH, FDA, CDC) 158.0 180.6 190.0 5.2% 

太空總屬(NASA) 97.2 97.5 100.4 2.9% 

能源部(Energy) 69.9 70.9 76.6 8.0% 

國家科學基金會(NSF)     

農業部(Agriculture) 16.5 17.7 18.3 2.9% 

商業部(Commerce) 10.9 10.7 11.5 7.4% 

交通部(Transportation) 7.8 5.8 7.3 25.0% 

環保署(EPA) 6.7 6.5 6.8 4.8% 

其他部門 21.0 21.4 21.5 0.8% 

總計 803.5 827.3 853.4 - 
資料來源：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2-23-2000，第 463 頁。 

 

【表 6】  美國生技產品銷售額                         

單位：百萬美元 

年 2000 2005 2010 2000~2012 成長率 
人類治療用藥 11,700 20,600 36,300 12% 
人用檢驗試劑 2,500 3,700 5,400 8% 
生技農藥 780 1,950 4,200 18% 
特用化學品 550 1,170 2,400 16% 
非醫療用檢驗試劑 320 480 700 8% 

                                                 
19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2-23-2000，特用化學品，第 462-4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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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5,850 27,900 49,000 12% 
資料來源：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2-23-2000，第 463 頁。 

 

哈佛商學院教授彼薩諾（Gary Pisano）20指出，生物科技產業已經有三十年

歷史，吸收的資金超過三千億美元。它之所以能吸引這麼多的資金，是因為大

家相信生物科技可以改變醫療照護產業。大家原先期望，這門新科學，如果搭

配先進基礎科學常採用的創業新型態，可能會在製藥業引發一場革命。不像舊

有的大製藥廠受到傳統技術與組織的束縛，這些科技公司很靈活，有專精的領

域。這些生技公司打破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間的藩籬，研發珍貴的新藥，這

些藥物可以創造巨大利潤，投資人當然也獲利驚人。到目前為止，前途還是大

致看好。但從財務方面來看，生物科技似乎還是新興行業。雖然安進(Amgen)
與基因科技(Genetech)等公司經營得很成功，整體行業的營收也有驚人的成長，

但大部分的生技公司並沒有獲利。比起製藥業那些聲名不佳的超大型公司，生

技公司在藥物研發上的成果並不比他們豐碩太多。 

第一波成立的生技公司推出的產品是從人體中發現的蛋白質。因此，這一

行的科學家、經理人與投資銀行家都認為，他們的產品失敗率應該遠低於傳統

的化學藥物。這些第一波的公司包括安進(Amgen)、生物基因(Biogene Idec)、希

圖(Cetus)、開隆(Chiron)、基因科技與基因酵素(Genzyme)等公司。技術上的風險

降低，就代表商業的風險也降低。一些基因工程荷爾蒙替代物的初期成功案例，

似乎都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像是胰島素、人類成長荷爾蒙、治療血友病的

第八凝血因子藥物。 

這些技術出現後，生技業新公司的數量暴增(三十年來約有四千家)，這個

行業的年營收也節節上升(現在大約四百億美元)，更讓大家感到樂觀。但是，

如果我們用另外兩個指標來評估生技業，那麼生技業是否成功還有疑問。這兩

個指標包括獲利能力，以及是否有革命性研發成果已製造大量突破性藥品。 

首先，過去只有一小部分的生技公司曾經獲利，或曾有過正的現金流量，

這段期間內，整個產業是虧錢的(【圖 2】)。生技公司的營收大幅成長，但利潤

一直趨近於零。安進是最大也是最賺錢的公司，除了安進之外，生技業一直都

在虧損。如果為上市公司也計算在內的話，生技業的虧損甚至更大21。 

                                                 
20 Gary P. Pisano, Science Business 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2006. 
21 Gary P. Pisan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iotech Industry, Science Business 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 p. 115,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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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美國生技產業之營收 
資料來源：Gary P. Pisan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iotech Industry, Science Business 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 p. 115,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第二，很多人認為生物技術大幅提昇了藥物研發的生產力，但並沒有證據

可以證明這一點。生技公司推出每種新藥的平均研發成本，跟大致藥廠並沒有

顯著差異(【圖 3】)。如圖所示，每種新藥上市的平均研發費用，生技公司跟大

藥廠並無顯著不同。生技公司的樣本包括所有曾經嘗試研發新藥的上市公司，

大藥廠的樣本包括全世界研發費用居前二十名的藥廠。這些藥物不包括產品線

延伸、更改配方、藥物經核准的新用法。每個年度的點，代表的是從 1985 年到

當年累計的研發費用除以同一時期累積的上市藥物數量22。 

                                                 
22 Gary P. Pisan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iotech Industry, Science Business 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 p. 121,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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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生技公司與大藥廠之平均研發費用 
資料來源：Gary P. Pisan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iotech Industry, Science Business 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 p. 121,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產業化的研發方法也沒有大幅增加進入人體臨床試驗階段的化合物數量

(【圖 4】)。自從 1990 年代中期以來，生技產業結合基因體學、組合化學、高

效能篩選與資訊技術研發新藥，並找出人體內可治療疾病的標的物。藥物的研

發已經開始產業化，但商業組織發展出來、至少已經進入人體臨床試驗階段的

化合物數量，並沒有顯著增加23。 

 

【圖 4】  人體臨床試驗階段的化合物數量 
資料來源：加里 皮薩諾，生技商機：看得到摸不到？哈佛商業評論，頁 123，95 年 10 月 

                                                 
23 加里 皮薩諾，生技商機：看得到摸不到？哈佛商業評論，頁 123，95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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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生技產業現況 

我國生技產業包括新興生技產業、製藥產業及醫療器材產業。2005 年我國

生技產業總營業額約新台幣 1,600 億元，以製藥產業的營業額最高，計新台幣

624 億元，其次為醫療器材產業，營業額為新台幣 590 億元，新興生技產業營業

額亦有新台幣 386 億元(【表 7】)。 

 

【表 7】  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現況（2004-2005 年）      

金額單位：新台幣億元 

產業別  新興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療器材產業  合計  

年份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營業額  343 386 602 624 504 590 1,449 1,600
廠商家數（家） 240 253 414 419 480 484 1,134 1,156
從業人員（人） 7,650 8,090 12,931 14,995 14,895 15,000 35,476 38,085
出口值  137 153 46 115 244 270 427 538
進口值  150 161 435 577 374 395 959 1,133
內銷：外銷  60:40 60:40 92:08 82:18 52:48 54:46 71:29 66:34
國內市場需求 356 394 991 1,086 634 715 1,981 2,195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2006 

 

包括電子體溫計、數位血壓計、電動代步車、呼吸急救器具等產品在全球

市場的佔有率達到 30％以上。 2001-2005 年生技產業平均年成長率為 12％。各

次產業以醫療器材產業最佳，成長幅度最高，年成長率達 22％，新興生技產業

次之，年成長率約為 15％。藥品則受限於國內市場規模小且競爭激烈，加上國

外市場的行銷通路尚未完全建立，成長幅度較其他兩次產業小，年成長率僅有 5
％。 我國生技產業的投資額於 2001 年以後均維持在 200 億元以上。 

2005 年生技投資額已達新台幣 253 億元。其中以新興生技產業投資金額最

高，投資金額為新台幣 126 億元，約佔全國生技投資額的 50％，其次為製藥產

業的 68 億元及醫療器材產業的 59 億元。 我國生技產業已有重要研發成果，包

括寶齡富錦生技的腎臟病新藥 PBF-1681，授權給美國 Keryx 生技製劑公司；台

醫研發的單株抗體蛋白質藥物，授權德國百靈佳殷格翰國際公司；台灣動物科

技研究所研發的「豬肺炎黴漿菌不活化疫苗」技術授權德國拜耳公司；中橡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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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美商 Genzyme (GENZ)開發之孤兒藥 Myozyme 獲得美國 FDA 核准上市。中橡

將依據兩公司所簽訂之契約，每年獲得 10％的銷售利益。24 

 

 

第三節  研發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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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Kalorama Information(2004)；工研院 IEK-ITIS 計畫(2005/02) 

【圖 5】  2002～2010 年全球 CMO 市場規模 

 

根據美國藥物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PhRMA)的統計，整體製藥產業在研發方面的支出，由 1996 年的

16.9 億美元，上升為 2003 年的 33.2 億美元，年複合成長率達 10.1%，但 2003
年獲得 FDA 核准上市的新藥卻僅為 1996 年的 56.5%。面對此一變局，尋求藥品

委外生產服務(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CMO)成為廠商控制成本的策略

之一。Kalorama Information 估計，2003 年全球 CMO 市場為 125 億美元，預估

2008 年將達 189 億美元，期間年複合成長率為 8.6%。在未來，製藥業者將有更

                                                 
24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網頁，http://www.biopharm.org.tw/2t2s/situation.html，線上檢

索日期： 9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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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產品或服務尋求委外。另一方面，在不願投入太多資本支出於生產設備的同

時，規模普遍較藥廠小的醫藥生技公司也將會是 CMO 成長最快的客戶來源之

一。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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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強化核心競爭力

36.2%

 
資料來源：Contract Pharma；工研院 IEK-ITIS 計畫 (2005/06)  

【圖 6】  生技製藥產品尋求委外研發服務的主要因素 

 

委外研發服務包括研究及生產製造等，在近年來成為全球生技製藥的一大

趨勢。雖然廠商尋求外界研發能量的原因相當多，但是依據 Contract Pharma 在

2005 年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藉助委外研發以強化公司即有核心競爭力為主要

的策略目標，其次則為產能上出現問題，或是根本無相關的產能設施。由此調

查結果可以發現，生技製藥公司分工的態勢已日漸明顯，垂直整合的生產模式

容易造成固定資本過高，而選擇委託外界的研發資源較具有彈性。尤其是生產

藥物的廠房必須符合 GMP 的規範，委託外界專業廠商將可免去龐大的資本投

資，同時還可將資源集中於核心的研發業務。 

一個產業的興盛絕對不是其單獨發展就能夠發展起來的，例如，目前被稱

為高科技產業的電子業就是如此。在競爭激烈的今日，分工專業是趨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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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業就分為了上游的半導體、中央微處理器、及記憶體，中游的封裝與監視

器等產業，最後再由系統廠商予以組裝。可見得相關及支援產業所形成的網路

能否相輔相成，更是一產業是否能夠成功發展的關鍵。 

產業分工與結盟除了可以保有最大的競爭優勢外，還能使得眾多相關產業

的共同利益極大化。畢竟在國際市場競爭激烈的今天，專業化經營企業結盟絕

對比分散多樣化經營來得有競爭力。這樣的情況在醫藥產業上將更形重要，這

是因為醫藥產業的範圍既深且廣，且許多醫藥科技產品的研究更是跨領域的，

而醫藥科技比資訊產業的研發密集度更高，故更需要專業分工。同時，醫藥科

技因其位於研究前端，產品研發風險高，且產品由研發到人體實驗，再到申請

專利，投資風險之高不言可喻，因此分散風險也是此一產業的生存之道。故專

業化而後分工，由不同的研發機構與企業就其專長作各部分的投入，就是最好

的風險分散模式。因此，醫藥科技的相關與支援機構，不但比一般產業更有其

必要性，且更應注重各個細部環節的分工與聯繫，才能在風險高的醫藥科技產

業中獲得最大競爭力與利潤。 

 

 

第四節  產學合作經營與管理 

 

第一項  產學合作理念25 

一、產學合作的意義 

產學合作的目的是為了結合學術理論與企業實務經驗，讓理論與實務彼此的

差異程度更為縮短，並有效利用學校設備與人才，讓技術研究發展有更寬廣的

空間；以合作對象與內容而言，產學合作是以公、民營事業單位的研究人員、

工程師或各層級學校教師為主要對象，且所合作的內容偏在研究開發或中、高

層技術人力的培育與進修為主26；以合作的目的與效益而言，產學合作實施的目

的在於建立管道，加強教育界與產業界雙向交流，促進相互關係，藉由教育界

導引產業界正確的經營理念，協助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相對地提昇教育界研

                                                 
25教育部產學合作手冊編撰與標準合約制訂，

http://www.mba.yuntech.edu.tw/2006%20Industry-Education%20Handbook/index.html，線上檢索日期： 
96.3.21 

26林炎旦，「專科學校建教合作策略內涵之研究」，民國8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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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水準，最終達成區域科技資源整合之理想27。 

二、產學合作的重要性 

近年來，世界各先進國家均重視產學合作，強調企業與學校合作，可加強

研究成果之應用，帶動產業成長及提高國家競爭力。藉由與企業的合作，學校

教師能夠在企業界獲得實務經驗後，並將產業最新資訊傳遞給學生，除了可改

進教學品質外，更能確保學生未來在適應職場上的技能需求和符合專業能力標

準。所以，產學合作能夠加強學校教師與學生對產業現況和專業需求的瞭解，

有助於學生能在未來順利適應於快速變遷的產業。 

隨著企業界接受產學合作計畫之意願已大幅提升，並出資和大學合作研發

其內部所沒有的專業技術，如此不僅可擴大研發的規模與範圍，亦可共同分攤

開發的風險，藉此機會厚植在企業的核心能力，因此「產學合作」成為企業經

營管理的重要策略之一28。面對產業環境的轉變，企業唯有不斷地研究創新，開

發新產品來滿足市場的需求，才能使產業在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但一般中小

企業對新市場或新技術認識不夠及開發新產品僅約5％的成功率，使得企業對於

新產品的開發，在心態上更是保守以對29。大體而言，企業研究人力素質的優劣，

攸關企業未來的發展，然而在研究組織與訓練方面，中小企業無法像大企業具

有制度化及前瞻性。因此，從事新產品創新開發及研究組織的建立，便急需外

界協助；面對此一困境，學校則可以協助企業從事研究創新，開發新產品及儲

備研發創新的能量。而最重要的是，大學的研究可以藉著產學合作的機會將其

研究視野擴大並使其活性化，同時提升大學中研究者、教職員和學生對產業的

關心，使大學成為一個具挑戰精神與競爭力的地方。企業與學校在進行產學合

作時，雙方若是能夠基於資源互補，利益共用的合作原則下，應可建立產業界

與學術界合作的多元管道；如此除可使企業在全球市場上更具競爭力之外，亦

可幫助學校的教育發展以及其專業水準更有競爭力。因此，產學合作實為一企

業與學校雙贏的策略。 

 

三、產學合作的動機 

產學合作必須對產學雙方都能產生效益，才能持續不斷的辦下去，因此將

分別從產業與學術界的立場，探討產學合作對於產學雙方的動機。 

(一) 產業界的利益與動機 

                                                 
27杜瑞澤，「產學合作於設計教育之重要性研究」，工業設計，25 卷2 期，民國85年，第2-5頁。 
28戴曉霞，「新世紀高等教育的展望：回顧與前瞻」，教育研究集刊，民國89年，第35-59頁。 
29李英進，「自行開發技術合引進外來技術兩者優缺點各為何？」，戰略生產力雜誌，民國8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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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觸屬於比較前端的研究或技術知識 

企業經由產學的合作可以在競爭激烈及研發經費缺乏的情況下，由大學獲

取科技的認識與經驗，不但可以對科學及技術的最新發展有所認知，更可以對

科技領域進行探測研究，尋求產品多樣化的機會，使企業有機會改變競爭環境，

加強競爭力。 

2. 分散研發分險 

企業在進行中長期的研究發展時，因為研發成果的不確定性高，且研發時

間難以掌握，所以必須承擔高度的風險，若企業利用產學合作方式進行研發，

則可以為企業新產品研發分散風險。 

3. 成本節省 

透過產學合作，學校可以提供設備、人力資源來與企業配合，降低企業的

成本負擔。 

4. 彌補研究設備、技術上的不足 

一個研究計畫，從基礎研究進入應用工程及測試階段，需要用到相當的設

備及人力資源，這些必須應用到的設備或技術企業而言是一龐大的資金負擔，

因此企業可以透過產學合作來彌補研究設備以及技術上的不足，更可以降低研

發資金的壓力。 

5. 取得高素質的研發人員與員工訓綀 

企業可由合作學校來培育企業所提供未來需要的人才條件；並且經由產學

合作，企業有較大的機會招募年經的研究者及優秀的畢業生，而企業內部原有

的技術人員也有機會在產學合作之下，獲得訓綀的機會，可藉此加強企業的人

力性質。 

6. 獲得良好的企業形象及聲望 

企業與學校進行產學合作，不但可以提升企業形象以及聲譽，更有助於企

業的人材招募以及提升經營績效。 

 

(二) 學術界的動機與利益 

1. 提升科技發展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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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有助於提昇學校研究發展水準，使研究成果迅速商品化，促進產

業界升級與經濟發展，並且學校師生可以藉由產學合作與企業合作，進而獲得

產業市場的資訊。一般大學生要進行的研究內容多為基礎研究，對於應用研究

及商業化產品開發的經驗及知識並不充足，經由透過產業的合作，不但可以加

強大學對技術發展的市場敏感度及科技發展知識，將基礎研究結果開發移轉成

應用研究，並進一步的進入原型發展及商品化階段，提升大學研究成果的實用

性。 

2. 研發經費的來源 

進行一項研究計畫，除了相關的研究設備以及人力資源外，尚需要支付許

多額外的費用，隨著政府給予學術界的經費越來越少，各大學只好到外界去尋

找經費。學校可以透過產學合作來解決這些經費的問題，並且這些運用這些來

自企業的經費並不會像政府的限制這麼多，相較之下可以讓大學較靈活使用。 

3. 尋找大公司特殊的設備、技術等做為互補 

在某些相關領域的研究，如醫學、航太、工程、電子等研究，必須使用到

特殊的研究設備或較高等的技術，學校可以透過產學合作，向企業界的研發中

心借用，以達到互補的效果。 

4. 激發教師的研發創意 

教師因產學合作案間接或直接的參與產業界的研發活動，不但有助於日後

的教學活動，更可以因產學合作的資料使得教學資料更為豐富，讓學生也成為

受益者。其次，與產業合作不但可以加強大學對產業進行的研究方向有所了解，

更可以激發大學的研發創意，使得產業界與學術界的關係更為緊密，讓大學教

學更能夠切合產業的潮流。 

5. 提供師生接觸實務的機會 

在產學合作中，可使教職員以及學生因在產業環境中進行研究，而更了解

產業的問題，進而強化學生對未來職場的準備，有助於學生畢業後尋找到有興

趣且能勝任的工作。 

總體來說，產學合作的策略形成過程中最主要的動機是產業界和學術界各

有其需求面，當雙方能夠透過產學合作案有互相交流的機會，使得在特殊的研

究設備、技術能力及人力資源達到其互補的功效，促使產學雙方的資源予以充

分運用與發揮，以達理論與實務有效的整合，因此，只要產學雙方認清互相合

作的效益，便可達到雙贏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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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產學合作基本管理機制30 

控制是管理機制的基礎，管理機制是控制概念的延伸，管理機制一詞同時

含有控制、協調、及整合之意涵，其概念遠比組織控制來的寬廣。依組織理論

之觀點，控制的目的在於確保組織內各單位或個人依原訂計畫完成工作目標。

不同的組織及目標也將會有不同的控制方法與程度。控制（control）一詞有幾種

不同的代表含義包括有：限制、約束、命令、指揮、檢討、核對等意。組織的

控制機制通常包含二個層面：一為正式的系統，例如：規章制度，一為非正式

的系統，例如：領導人的風格、組織氣候。 

將管理機制定義為31:「管理機制為一種程式，包括計劃、監督、績效衡量

與評估、回饋等活動，同時經由整合及協調所有組成份子的參與，而能正確執

行策略，達成個別的及全體共同的目標。」 

產學合作間互動行為多樣且複雜，若事前缺乏策略規劃，合作對象選擇不

當，合作關係維持困難等原因外，執行過程中缺乏控制機制更是產學合作成功

與否的關鍵因素32。企業與學校建立合作關係正式加速雙方效能與效率，不但可

以達成雙方目的與目標，亦增進雙方團體與個人利益，更促進人際間之關係。

賽蒙對行政執行決定歷程，第一階段為智慧活動，是作決定起步，旨在探討問

題背景，界定問題範圍，分析問題成因，蒐集有關問題資料，以解決問題全貌

與真相；第二階段為設計活動，建立解決問題標準，發展解決問題方案，以及

方案行動設計；第三階段為選擇活動，為就發展出來方案比較利弊得失，推想

並實施可能效果，再作進一選擇。此亦正符合產學合作進行歷程，例如合作一

研究案，首先探討問題，再就解決方案推演其得失及後果33，如【圖7】7所示： 

                                                 
30 同前揭註 20。 
31彭朱如(2000)，醫療產業跟組織合作方案管理機制之關係，管理學報，17卷2期，民國89年。 
32高玉芬、何志峰，由策略聯盟剖析建教合作，技術及職業教育雙月刊，35 期，第51-54頁，民國85年。 
33黃昆輝，教育行政學，東華出版社，民國8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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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產學合作決定歷程 

 

關於產學合作的控制方式可將其分類為「科層控制」、「文化控制」、「績

效控制」、「關係控制」等四種管理機制，說明如下： 

(一) 科層控制機制(hierarchy control mechanism) 

指透過建立具有共識的規定與程式的控制方法，引導事業部、功能部門與

個人的行動或行為，而在產學合作過程中指的是企業各部門與學校老師間存在

的關係。採用科層控制時，目的不在於具體指出目標，而是在使達成目標的方

法予以標準化，規定可使行為標準化，使成果可以加以預測達到有效的控制。

按事先的計畫行事，則所執行的方案與待辦的事項，都會具有可預測性與正確

性，用各種監控系統來蒐集與整合兩者間的行為資訊，來達到控制系統所追求

的目標，因此仰賴嚴密的監督，自然指揮管理成本就會比較高34。 

                                                 
34Lebas, Michel & Jane Weigenstein (1986); Management Control: The Roles of Rules, Markets and Cul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3(May), 259-272 

第一階段為智慧活動 

----------------------

探討、界定、分析 

第二階段為設計活動 

----------------------

建立、開發、設計 

第三階段為選擇活動 

--------------------- 

比較、實行、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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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控制機制(culture control mechanism) 

文化控制係是組織成員所共有的特定價值觀與規範的集合，這些價值觀與

規範控制組織成員與組織外界利益關係人間互動的方式。因為控制的首要功能

是要塑造組織的行為，以確信他們都目標一致的朝向組織的目標而努力；第二

項功能，是使組織成員集中思考，利用組織成員的各項技能開創新機會，以創

造組織共有的價值35。 

企業主與學界合作者間關係不確定性高，績效因果關係不明，且因資訊不

對稱所造成的高監督成本。文化可以減少個人式監督與投入控制，而建立一套

規範(norms)系統與非正式規則，指導雙方在各種狀況所應表現的正確行為，因

為價值觀的一致和內化效果，同時對的狀況可以自主判斷並做出較快的反應行

為。 

(三) 績效控制機制(performance control mechanism) 

管理者和其他利益關係人，最常用來監控與評估公司經營績效的衡量指標

就是績效控制，即設定公司所要達成的財務目標，諸如成長率、獲利力、股東

的投資報酬率等，然後衡量是否達成這些目標。財務績效評估普遍被採用的原

因，就是該指標具有客觀性36。學術界的任務(包含市場分析、形成合作計劃、

創意發展置等作業)是一專業工作，要完整說明投入到產出的移轉過程很困難，

因此，難以發展一套因應不同情境的權變管理法則。許多產業需求者會選擇讓

學術界合作者自由發揮，較少參與或指示相關決策，而僅就產出效果來評量與

學校合作間的績效。此種方法的優點是可減少企業的監督成本，並對學術界合

作者有激勵效果；缺點是當產出不確定時，無法客觀地衡量學術界合作者的努

力程度。 

(四) 關係控制機制(relation control mechanism) 

「信任」也可以解決不可預知的狀況，降低交易雙方對未來的不確定性，

使交易的進行更具效率37，而「關係式規範」(relational norms) 可以解決交易企

業或學校的投機行為，代替組織間的垂直控制，解決交易成本分析中「市場」

「層級」間的模糊地帶，主要倚賴信任及共識來管理，合作雙方基於彼此長期

建立的個人人際關係，或組織間長期的往來關係，來調整彼此的行為，以確保

達成既定目標，如網絡、長期合作之關係組織。 
                                                 
35Hennart, J.F., (1991); 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agement Science, 37(April), 483-497 
36Hennart, J.F., (1991); 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agement Science, 37(April), 483-497 
37Thorelli, H.B. (1986); Networks: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7,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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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發成果之歸屬 

 

第一項  科技基本法暨相關子法之規定38 

一、科學技術基本法 

科學技術基本法係為確立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對於

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為之規範，故於成果歸屬與運用

之設計上，與前述各個別法規有所不同者，科學技術基本法權利歸屬之規定，

乃係對於系爭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應歸屬於政府或執行研究單位間之安排，

與前開個別法規專以私人間僱傭關係或受聘發明（創作）等私法關係為前提有

所不同，科學技術基本法所規範之對象，既為政府所推動之科學技術，具有強

烈公益性質，相較於前開各法保障締約地位較低落一方或著重私法自治下契約

自由原則等規範，科學技術基本法之設計，顯然優先著眼於公益之保障，此係

科學技術基本法根本上與前開各法差異之點。 

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規定：「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理由。其所獲得之智

慧財產權及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

用，不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第一項）前項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

應依公平及效益原則，參酌資本與勞務之比例及貢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之性質、運用潛力、社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場之影響，就其要件、期限、

範圍、比例、登記、管理、收益分配、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收歸國

有及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行政院統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

關法規命令施行之。（第二項）公立學校、公立研究機關 (構) 、法人或團體

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辦理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不適

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其監督管理辦法，由相關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 

由此可知，關於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得之智慧財

產權之成果，非當然屬國家所有，國家仍得按情形將該成果全部或一部歸屬執

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其使用，且不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第六條第

一項後段所指「不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係指於該技術成果該當國有財產法

第二、三條39之要件而屬國有財產之情形，國家仍得對該智慧財產權為處分或授

權使用，不受國有財產法第四章第一節關於公用財產使用規定之限制。 

                                                 
38同前揭註 20。 

39國有財產法第二條： 



生技製藥產學合作之研究 

 32 

至於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依同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則須參

酌公平及效益原則、資本與勞務比例貢獻、成果之性質、運用潛力、社會公益、

國家安全及對市場之影響等要件，並由行政院就上述各要件、期限、範圍、比

例、登記、管理、收益分配、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

程序等事項統籌規劃訂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如

前開所述，政府所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本質係出於公益

性質，與私法人與個人間出於營利目的之科學研究開發不同，有特別著重於公

益性考量之特點。 

二、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行政院訂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就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

智慧財產權之成果歸屬與運用應參酌之要件、期限、範圍、比例、登記、管理、

收益分配、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事項所訂立之

辦法，乃關於國家從事科學技術研發成果最重要之規範之一。 

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三條規定：「資助機

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資助機關認

定歸屬國家所有者外，歸屬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其研發成果之收入，應依第

九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理。（第一項）前項有關研發成果之歸屬、管理及運用，

應於訂約時，以書面為之。（第二項）」依此規定，對於政府補助、委辦或出

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研發成果，除經由政府之資助機關特別認定應歸屬於

國家所有者外，以歸屬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為原則。於此情形，受委託單位中

具體執行該當研究發展工作者，依據職務發明或創作等之規定，其成果亦應歸

屬於其所屬機關或機構，而由該當機關或機構統一運用研發成果。實際上之發

明人或創作人，只能依同辦法第十條規定，對於因研發成果所得收益，取得一

定比例的獲利分派。 

此外關於研發成果之收入，應依同辦法第九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理。係指

研究機構或企業因管理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應依第九條之比例40繳交

                                                                                                                                                       
國家依據法律規定，或基於權力行使，或由於預算支出或由於接受捐贈所取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
凡不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 
同法第三條： 
依前條取得之國有財產，其範圍如左： 
一 不動產：指土地及其改良物暨天然資源。 
二 動產：指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及設備，暨其他雜項設備。 
三 有價證券：指國家所有之股份或股票及債券。 
四 權利：指地上權、地役權、典權、抵押權、礦業權、漁業權、專利權 、著作權、商標權及其

他財產上之權利。前項第二款財產之詳細分類，依照行政院規定辦理。」 
40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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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助機關；在研發成果係由研究機構或企業負管理及運用之責之情況，依同

辦法第十條前項規定41，其管理或運用所獲得之收入，應將一定比率分配創作

人；且研究機構或企業就其研發成果之收入，依同辦法第十一條規定42，於扣除

應繳交資助機關之數額及分配創作人之數額後，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可自行

保管運用。 

三、經濟部及所屬各機關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 

（一）原則 

依本辦法第六條規定：「執行單位執行科技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本辦

法另有規定者外，歸屬各該執行單位所有。」由此規定可知，關於執行經濟部

所委託之科學研究發展計畫所產生的智慧財產權研發成果，應以歸屬於各執行

單位所有為原則。 

 （二）例外 

惟須注意者，政府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往往具相當程度之公益性，而

與私人企業或個人間技術研究發展關係有所不同，是以針對如下情況，經濟部

及所屬各機關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就其

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等研發成果之歸屬，另作特別規定。 

 1. 涉及國家安全之研發成果 

依同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發成果涉及國家安全者，應歸屬國家所

有。」依此，研發成果涉及國家安全之情形，例如對於國防武器開發或研究，

因與國家安全有重要關係，其研發之成果，應歸屬國家所有。 

                                                                                                                                                       
研究機構或企業因管理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應依下列方式為之。但經資助機關與研究機構
或企業約定以其他比率或以免繳方式為之，更能符合本法之宗旨或目的者，不在此限：  
一  研究機構為第二條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所稱公、私立學校或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政府機

（構）者，應將研發成果收入之百分之十繳交資助機關。  
二  其他研究機構或企業，應將研發成果收入之百分之五十繳交資助機關。   
資助機關補助、委辦或出資金額占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以下者，前項應繳交資助機關之比率，得由
資助機關與研究機構或企業以契約約定或免繳之。 
依前二項規定應繳交資助機關之收入，得以所獲得之授權金、權利金、價金、股權或其他權益為之。 

41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條規定： 

研發成果由研究機構或企業負管理及運用之責者，其管理或運用所獲得之收入，應將一定比率分配創

作人；由資助機關負管理及運用之責者，應將一定比率分配創作人、研究機構或企業。 
42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研究機構或企業就其研發成果之收入，於扣除應繳交資助機關之數額及分配創作人之數額後，得自行

保管運用。但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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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濟部事先認定應歸屬國家之研發成果 

依同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濟部參酌研發成果之性質、運用潛力、社

會公益及對市場之影響，事先認定研發成果應歸屬國家所有者，該研發成果歸

屬國家所有。」因此，經濟部關於政府所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

得參酌上開要件，事先認定該研發成果應歸屬國家所有，則於此種情形，該研

究所生之研發成果，當然歸屬國家所有。惟於解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時，應限

於經濟部於研發成果完成前「事先」認定其歸屬，而不允許研發成果完成後始

依本項規定認定其歸屬國家，以免造成對研究機構或企業權益之侵害。 

 3. 以國際合作方式所進行之科技計畫 

依同辦法第八條規定：「執行單位以國際合作方式執行科技計畫，其所產生

之研發成果以國際合作契約約定其歸屬。」於政府以國際合作方式所執行之科

學計畫，尊重締約雙方之意思，由當事人間以國際合作契約之約定決定研發成

果之歸屬。 

 4. 產學研合作 

    於政府與其他產業、學術或研究機構合作而進行科學技術研究之情形，關於

所生之研發成果，除涉及國家安全或事先由經濟部認定應歸屬國家所有者外，

容由當事人間以契約約定研發成果之歸屬，於契約約定時，應依公平與效益原

則，並參酌雙方提供經費及專業能力之貢獻為要件，參酌同辦法第九條：「執行

單位與其他產業、學術或研究機構合作 (以下簡稱產學研合作) 執行科技計畫，

其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依第七條規定應歸屬國家所有者外，應依公平與效益原

則，參酌雙方提供經費及專業能力之貢獻，以契約約定其歸屬。」 

 

第二項  以鏈黴素案探討學生在學期間研究成果歸屬之問題43 

壹、 案例摘要 

鏈黴素(Streptomycin)於西元 1943 年首次被分離出來，為繼弗萊銘博士

（Alexander Fleming）於西元 1928 年發現人類第一種抗生素－青黴素（Penicillin）

之後，第二種能有效運用於人體身上、並對人體不會產生過於巨大毒性之抗生

素。並且是人類第一種抗微生物製劑，能夠有效抑制造成許多當時不治之症及

大量死亡人口的格蘭氏陰性菌珠（Gram-negative bacteria），以及在近兩百年造成

                                                 
43鄭雅文等人「以鏈黴素案探討學生在學期間研究成果歸屬問題」，智慧財產法律與管理案例評析(四)，

民國 95 年，華泰出版社，第 189-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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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兩億人口死亡、被稱為黑色瘟疫（Black Plaque）的結合桿菌(Tuberculosis 
spp.)。因此，鏈黴素的出現，使得人類第一次得以對抗諸如霍亂、傷寒、院內

性肺炎（Nosocomial Pueumonia）、肺結核以及腺鼠疫（Bubonic Plaque，俗稱 The 
Black Death，黑死病）等疾病，並且使預防性抗微生物處置（prophylactic antibiotic 
management）成為可能，而大大地擴張人類外科手術的範圍與外科學的進步。

鏈黴素至今仍為臨床醫療上對抗多種格蘭氏陰性菌的第一線藥物，並且被用於

抑制多重抗藥性肺結核以及外科手術時的預防性抗微生物製劑。 

鏈黴素真正的發明人－亞伯特．夏茲（Albert Schatz）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服

役於佛羅里達州邁阿密軍醫院時，因眼見無數和他相同年紀的年輕人死於當時

無藥可治的格藍氏陰性菌感染，便開始進行相關抗生素的研究。夏茲於西元 1943
年退役後，進入時任羅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土壤微生物所（Soil 
Microbiology Department）所長賽曼．瓦克斯曼博士（Dr. Selman Waksman）之

實驗室攻讀博士學位，並說服瓦克斯曼博士讓他繼續服役時找尋新抗生素的研

究工作。不久之後，梅由臨床醫學院（Mayo Clinic College of Medicine）欲委託

瓦克斯曼博士尋找治療在當時無藥可治的結核病（tuberculosis）之抗生素，瓦克

斯曼博士本來因懼怕結核病而拒絕了該項研究計畫44。然而夏茲因鑑於結核病之

嚴重性45，故說服瓦克斯曼博士讓他接下結核病的研究計畫。瓦克斯曼博士同意

了，但要求夏茲搬離他辦公室旁的實驗室而到地下室去，並且不得再到他的辦

公室樓層，而瓦克斯曼博士也從未到地下室的結核菌實驗室。 

於 1943 年十月，亞伯特．夏茲發現了一種新的抗生素，對於格蘭氏陰性菌

以及結合桿菌都能有抑制生長的結果，他將之命名為鏈黴素（Streptomycin），並

隨後與瓦克斯曼博士聯名於《實驗生物學及醫學學會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 Medicine）46以及《科學期刊》（Science）47上

發表了三篇相關的學術論文，而瓦克斯曼博士更因“對於鏈黴素的發現，第一

個能有效對抗結核菌的抗生素＂而獲得了 1952 年諾貝爾生理或醫學獎48。除此

之外，Streptomycin 的專利49亦於 1948 年通過審查取得專利，該專利並在日後獲

紐約時報評為“形塑二十世紀人類世界的十大專利＂之一，並產生了總額高達

一千兩百萬美元之權利金50，其中大部分被用以成立羅格斯大學瓦克斯曼微生物

研究所（the Waksman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t Rutgers）。 
                                                 
44http://oralhistory.rutgers.edu/Docs/memoirs/ schatz_albert/schatz_albert_memoir.html。last reviewed:  

95.5.24。 
45結核病在過去二百年所造成的死亡人數超過其他所有傳染性疾病的總和。 
46A. Schatz, E. Bugie, and S. A. Waksman, Streptomycin, a substance exhibiting antibiotic activity 

against gram-positive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Proc. Soc. Exptl. Biol. Med., 55 (1944) 66-69. 
A. Schatz and S. A. Waksman, Effect of streptomycin and other antibiotic substances upon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and related organisms, Proc. Soc. Exptl. Biol. Med., 57 (1944) 244-248. 

47D. Jones, H. J. Metzger, A. Schatz, and S. A. Waksman, Control-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in experimental 
animals by streptomycin, Science, 100(1944)103-105. 

48http://nobelprize.org/medicine/laureates/1952/index.html，last reviewed: 95.5.24。 
49USA patent: 2449866。 
50http://www.cooknjaes.rutgers.edu/news/release.asp?n=300，last reviewed: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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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發明人亞伯特．夏茲在發現鏈黴素上的角色卻被在當時遠較

其有學術聲望的瓦克斯曼博士所遮蔽－不論是在學術成就的名聲上或是權利金

的實質利益上，而這樣的情況也導致了師生之間對簿公堂，最後在確定雙方皆

為「共同發明人」之地位51、並且由瓦克斯曼博士支付夏茲一百萬美元的情況下

和解，並自此斷絕師生關係52。 

 

貳、 法律及管理問題： 

1. 研究所學生於就讀期間所得研究成果，於發表學術論文時著作權之歸屬？ 

2. 研究所學生於就讀期間其具體研究成果於申請專利權時，其專利權之歸屬？ 

3. 如何創造「研究所學生於就讀期間所得研究成果歸屬」老師與學生雙方雙贏？ 

 

參、法律評析 

本件案例所涉及之法律問題，在於學生擔任教授之專案研究助理，就該專

案所撰寫之學術報告，其著作權及因此發明之專利權應屬於何人享有？另外，

與學生報告智財權歸屬相關之議題，亦包括學生雖未擔任教授之專案研究助

理，但其所撰寫研究論文之著作權應屬於何人享有？ 

由於學生擔任教授專案研究助理，通常每月均有支領數千元之研究助理

費，故涉及該專案學術報告是否為職務上著作或發明之問題，因此，本文以下

先就我國法上關於職務著作之規定作一簡單之介紹，並就美國著作權法中關於

受雇著作與日本特許法中關於職務發明之規定為比較法上之觀察。嗣後再就前

開法律問題逐一評析。以下先就著作權及專利權歸屬之規範部分分別敘之。 

 

一、著作權之內容 

著作權之內容可分為二大類：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一）著作人格權 

著作人格權有三： 
                                                 
51http://ur.rutgers.edu/focus/article/Albert%20Schatz,%20co-discoverer%20of%20streptomycin,%20dies%20at

%2084/1504/，last reviewed: 95.5.24。 
52由國立陽明大學鄭子豪教授（於美國羅格斯大學取得藥學博士學位）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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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利。（著作權法第十五條） 

2. 著作人於其著作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不具名之權

利。（著作權法第十六條） 

3.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變更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利。

（著作權法第十七條）而該著作人格權不因自然人著作人之死亡或法人著作

人之消滅而終止（著作權法第十八條） 

（二）著作財產權 

著作財產權有九： 

1. 著作人有重製其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 

2. 著作人有公開口述其語文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 

3. 著作人有公開播送其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 

4. 著作人有公開上映其視聽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五條） 

5. 著作人有公開演出其語文、音樂或戲劇、舞蹈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

六條） 

6. 著作人有公開展示其未發行之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

七條） 

7. 著作人有將其著作改成衍生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八條） 

8. 著作人有將其著作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八條） 

9. 著作人有出租其著作之權利。（著作權法第二十九條） 

該著作財產權之存續期間為著作人死亡後五十年。（著作權法第三十條） 

 

二、著作權之歸屬 

（一） 我國法上著作權之歸屬 

我國著作權法就著作權之歸屬，主要規定於著作權法第11條及第12條。第

11條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契約約定以

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

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契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前

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第12條則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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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契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

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契約約定歸受聘人

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依

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利用該著作。」因此，以下即

區分「僱傭關係」上之成果歸屬與「出資聘人」完成之成果歸屬分別敘之。 

1. 僱傭關係下的成果歸屬 

就創作之保護而言，原則上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較能顧及真正從事創作活動

之人對於文化發展的貢獻，並保護創作人之人格權，然若使受雇人不僅享有著

作人格權，甚至享有著作財產權，雇主則一無所有，亦過度保護受雇人之利益，

而完全漠視雇主之利益。影響所及，將使雇用人減低投資從事精神創作之意願，

受雇人亦將因此減少從事精神創作之機會，結果反而對於文化發展造成不利之

影響53。因此，我國著作權法在87年1月23日修正以後，在無特約之情形下，原

則上以受雇人為著作人，但為調和勞資雙方利益，當以受雇人為著作人時，著

作財產權則歸屬於雇用人54。然因該法允許透過契約方式，直接由雇用人取得著

作人之地位而享有一切之著作人格權，而雇用人較受雇人而言，通常享有較優

勢之締約地位，因此，就職務上創作之歸屬，雇用人通常會於僱傭契約中即特

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而使受雇人處於不利之地位。 

2. 出資聘人完成之成果歸屬 

如當事人間不具有僱傭關係，而係約定受聘人非完成一定之工作即不得收

受報酬，則屬民法上之承攬契約，或當事人間並未為如此之約定，只是約定一

方為他方進行他方企畫下之著作，他方為報酬之給付，則此種情形雙方當事人

間之關係則較接近委任。在出資聘人之情形，受聘人不論是基於承攬關係或者

係基於類似委任之關係，雖係在出資人企畫下完成創作，然而受聘人就工作之

進行，原則上卻具有相當高程度之自主性與獨立性，在創作之過程對於出資人

之依從性較低，此點與受雇人截然不同，受雇人對於雇主之依從性較高，包括

接受雇主之只是從事工作，以及仰賴雇主所提供之資金、設備等。因此在僱傭

關係下，應充分顧及對雇主經濟利益之保障，而在出資聘人之情形下，由於受

聘人是獨立創作，因此除出資人之利益外，對於受聘人之利益亦應為適當之考

慮，其創作成果之歸屬，除有特約以外，原則上歸屬於受聘人，但在著作財產

權歸受聘人享有時，為公平起見，使出資人取得利用該著作之權利55。 

綜合前述，我國著作權法關於職務著作之規範內容可如【圖8】所示： 

                                                 
53 謝銘洋，智慧財產之基礎理論，臺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0 年 6 月三版，第 95 頁。 
54 羅明通，著作權法論（Ⅰ），臺北：台英國際商務法律事務所，民國 91 年 8 月四版，第 253 頁。 
55謝銘洋，智慧財產之基礎理論，臺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0 年 6 月三版，第 96-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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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我國著作權法關於職務著作之規範 

 

三、美國法上著作權之歸屬 

    在國際條約上對於受雇或受聘著作權利之歸屬並無規範，而本件案例係發

生於美國，且美國著作權法第201條亦就受雇著作有所規定，因此，以下即介紹

美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範作為比較法之參考。 

    依美國著作權法之一般原則，著作之創作人即為著作人，享有著作權，但

有一例外，即「聘僱創作」（work made for hire），此類之著作人為雇用人。所謂

受雇著作，係指：1、受雇人之著作是屬於雇用關係內職務之一部分。2、經特

別訂購而做之著作，或在委任契約中，雙方同意並載明，所委任之著作應為受

雇著作56。若受雇人之著作為職務之一部分，則因雇用人已經支付薪水，職務之

結果應歸雇用人所有，但若雇用人之著作為職務範圍之外，除非當事人另有約

定，著作權屬於受雇人所有。 

    前述定義中，對於雇用著作與委任著作兩者有所區別，但對如何區別雇用

                                                 
56 § 201. Ownership of copyright 

(a) INITIAL OWNERSHIP. — Copyright in a work protected under this title vests initially in the author or 
authors of the work. The authors of a joint work are coowner of copyright in the work. 

(b) WORKS MADE FOR HIRE. — In the case of a work made for hire, the employer or other person for 
whom the work was prepared is considered the author for purposes of this title, and,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agreed otherwise in a written instrument signed by them, owns all of the rights 
comprised in the copyright. 

職務著作 

僱傭關係 

出資聘用 

著作人格權：歸屬於受雇人（契約另有

約定，從其約定） 

著作財產權：歸屬於雇用人（契約另有

約定，從其約定） 

著作人格權：歸屬於受聘人（契約另有約

定。從其約定） 

著作財產權：依約定，未約定者歸屬於受

聘人，但出資人得利用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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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委任人，並無明文之規定，聯邦第二與第七巡迴法院認為：若某方在對方

從事著作時，做了相當程度的控制，則不論是否有委任契約載明，應為雇用著

作，此時應認為雇用人享有著作權。第五巡迴法院與華盛頓特區法院的解釋較

為嚴格，認為受雇人必須具有代理（agency）的因素才構成條件57。 

 

四、專利權之歸屬 

（一）我國法上專利權之歸屬 

    我國現行專利法除將僱傭關係下之發明分為「職務上之發明」與「非職務

上之發明」外，對於僱傭關係以外出資聘人完成之發明亦予明文規定。 

    在僱傭關係下之職務發明，其專利申請權與專利權原則上歸屬於雇主，而

在出資聘人研究開發之情形，則權利之歸屬剛好相反，原則上屬於發明人。其

原因在於僱傭關係下從事職務上工作者，受雇人對於雇用人之依存性較高，包

括接受雇主之指示從事工作，以及仰賴雇主所提供之資金、設備；反之，在出

資聘人之情形，則受聘人對於出資人之依從性較低，而有較高之自主性。因此

在利益衡量時，兩種不同之情形，就有不同之結果58。因此，以下亦區分為僱傭

關係下之成果歸屬及出資聘人完成之成果歸屬分別敘之。 

1、僱傭關係下之成果歸屬 

在判斷專利申請權與專利權之歸屬時，首先應確定當事人之間是否曾有僱

傭關係存在，而且該發明係於僱傭關係存續中所完成者。如果曾經有僱傭關係，

但受雇人在離職後才開始進行研究發展並完成之發明，則並無以下規定之適

用。但是，如果是受雇人在離職後將其在受雇期間已經進行一半，但尚未完成

之發明繼續完成時，如果該尚未完成之發明屬於雇主之業務秘密，則受雇人於

離職後未經雇主同意即不得再擅自使用，否則可能違反根據誠信原則自僱傭契

約所導出之「保密」及「不為競業」之附隨義務。如果受雇人係為該項研究而

被聘雇，竟故意將發明延至離職後才完成，顯然就契約之履行有不完全給付之

情事，應負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應回復他

方損害發生前之原狀。故該受雇人所取得之專利申請權或專利權即應回歸於雇

主。 

    如果一項發明是受雇人在僱傭關係存續中所完成者，則其權利應歸屬於何

                                                 
57劉江彬、黃俊英合著，智慧財產管理總論，台北：政大科技政策與法律研究中心，民國 93 年 2 月初版，

第 61-65 頁。 
58謝銘洋，智慧財產之基礎理論，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0 年 6 月三版，第 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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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應探究係受雇人「職務上」或「非職務上」完成之研究成果。 

（1） 職務上所完成者 

    所謂「職務上」完成之研究成果，係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

之發明，即受雇人在僱傭關係中依契約約定或依雇主指示所擔任之工作，且於

此工作中所完成之發明，此時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均屬於雇用人，雇用人則應

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惟契約如另有約定，則從其約定。受雇人有職務上發

明之情形，由於受雇人所從事之工作為其職務範圍內所應做者，而且其不論該

研究開發是否成功，受雇人均可取得工作上之報酬，亦即風險係由雇主承擔，

故必須考量雇主之權益，使雇主取得具有財產價值之專利申請權與專利權。因

此除契約另有約定外，雇主於受雇人完成職務上之發明時，即依法律之規定而

取得專利申請權，而毋須受雇人再以法律行為將該等權利讓與給雇主，若受雇

人已取得專利權，則雇主可請求移轉該專利權。 

    雇主與受雇人就某項發明是否於僱傭關係存續中所完成，或是否為職務上

發明，若有爭議應由雇主負擔舉證責任，而且雇主於原來之薪資以外，應另外

再給受雇人相當之報酬，以為獎勵，而且為保障發明人之人格上權益，在受雇

人有職務上發明之情形，實際上完成發明之受雇人仍享有姓名表示權5960。 

（2） 非職務上所完成 

    如果受雇人雖在僱傭關係存續中完成發明，但其並非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

作所完成，例如是工作之餘所完成者，且與其職務上擔任之工作無關，則其專

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均屬於受雇人61，此時受雇人當然享有姓名表示權。對於這些

屬於雇用人之權利，如果雇主透過契約約定將其剝奪或要求受雇人事先放棄，

其約定無效62。 

    惟就此種非職務上完成發明之情形，課受雇人有通知之義務，即要求受雇

                                                 
59 參照我國專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 

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
雇人適當之報酬。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60謝銘洋，智慧財產之基礎理論，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0 年 6 月三版，第 99-100 頁。 
61我國專利法第8條規定：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屬於受雇人。但其發明、新
型或新式樣係利用雇用人資源或經驗者，雇用人得於支付合理報酬後，於該事業實施其發明、新型或
新式樣。 
受雇人完成非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應即以書面通知雇用人，如有必要並應告知創作之過程。 
雇用人於前項書面通知到達後六個月內，未向受雇人為反對之表示者，不得主張該發明、新型或新式
樣為職務上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62我國專利法第9條規定 
前條雇用人與受雇人間所訂契約，使受雇人不得享受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之權益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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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完成後應以書面通知雇主，如有必要並應告知發明之過程，如雇主未於通

知到達六個月內向受雇人為反對之表示，嗣後即不得再主張該發明為職務上所

完成者。此一規定係參考德國受雇人發明法第18條之規定而訂定，其目的在於

使雇主有機會得以判斷受雇人之該項發明是否屬於職務上所完成者，並據以主

張其應有之權利，以避免僱傭雙方之糾紛。因此如雇主於受雇人通知後六個月

內不表示反對之表示，即發生失權效果；但此並不表示雇主為反對之表示，該

發明即會成為職務上之發明，其究竟是否屬於職務上之發明，仍應視其是否符

合職務上發明之要件而定，若該發明顯然與受雇人之職務上工作無關，則縱使

雇主反對，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仍然屬於受雇人。如果該項非職務上發明，

是利用雇主之資源或經驗所完成者，上述之權利雖仍屬於受雇人所享有，惟雇

主得於支付合理報酬後，於該事業實施該發明。 

2、出資聘人之成果歸屬 

    在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之情形，彼此間可能有一承攬或類似委

任之契約關係，則於完成發明之後，實際上完成發明之受聘人，無論如何享有

姓名表示權。至於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之歸屬，則依雙方契約之約定，如契約

並未約定，則歸屬於發明人，但此時出資人仍得實施其發明，因為畢竟出資人

之出資目的通常在於對所完成之發明能加以利用63。 

    解釋上，無論是雇主支付合理報酬實施受雇人之非職務上發明，或是出資

人實施歸屬於發明人之專利權，該實施權由於是依據法律規定而取得，是以在

性質上應屬「法定授權」，而且解釋上，此種授權應屬非專屬授權，即受雇人或

受聘人仍得自行實施或另外授權他人實施其發明64。 

綜合前述，我國專利法上就職務發明權利歸屬之規範內容，可如【圖9】所

示： 

                                                 
63我國專利法第7條第3項、第4項規定 

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之歸屬依雙方契約約定；契約未約定者，
屬於發明人或創作人。但出資人得實施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依第一項、前項之規定，專利申請權
及專利權歸屬於雇用人或出資人者，發明人或創作人享有姓名表示權。 

64謝銘洋，智慧財產之基礎理論，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0 年 6 月三版，第 100-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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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我國專利法上就職務發明權利歸屬 

（二）日本專利法上專利權之歸屬 

本件案例雖然係發生在美國，但在美國專利法上，僅就政府機關與私人契

約間所生專利權之歸屬有所規範，並未如我國專利法第7條至第9條就僱傭關

係、出資聘用關係之專利權之歸屬有一般之規範，而國際條約亦未規範至此部

分。惟日本特許（專利）法上則就職務發明之專利權歸屬，則有較清楚之規定，

應可供為比較法上之參考。 

1. 職務發明之定義 

受雇人發明（職務發明）之定義為「發明物性質上屬於雇用人之事業範疇，

且促成發明之某項或多項行為是受雇人代表雇用人執行之現在或過去職務之一

部分」。 

發明人與其雇用人必須有雇用關係，才能構成受雇人發明，但雇用關係不

需符合民法所規定之雇用關係成立要件，例如：發明人為某公司之受雇人，但

他為該公司之子公司服務時，做成一項發明，依專利法該子公司為發明人之雇

用人，即使依民法之規定雙方並無僱傭關係。事業範疇之認定學者間尚有爭議，

有些學者認為應參照公司章程有關公司目標之說明，有些學者不同意上開觀

點，表示事業範疇之解釋應考慮專利法之目的，因為商事法規定公司目標說明

之要件是要保護公司股東，此目的與專利法無關，因此，事業範疇之解釋必須

涵蓋公司所有現存事業及有具體計畫之未來事業。而縣與公家機關，其事業範

職務

發明

權利

歸屬 

僱傭

關係 

出資

聘人 

職務上發明 

非職務上之

發明 

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歸屬於雇用人，雇用人

應支付相當報酬（契約另有約定，從其約定） 

姓名表示權—歸屬於受雇人 

專利申請權、專利權及姓名表示權—歸屬於

受雇人

受雇人有通知及告知義務 

利用雇用人之資源或經驗完成者，雇用人得於

該事業實施之，但須支付受雇人合理報酬 

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依約定，未約定者

歸屬於受聘人。但出資人得實施之 

姓名表示權—歸屬於受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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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若與私法人之事業範疇相較，可能太過廣泛，為顧及私人單位與縣或地方公

家機關事業範疇之平衡，公家機關事業範疇之解釋，應限於該機關中發明人服

務部門之事業範疇。 

職務的定義為「雇用人事業的一部分，受雇人應雇用人之要求而負責處

理」。為認定促成發明之行為是否為發明人職務之一部分，必須考慮雇用人與受

雇人間之特殊情況，包括：(1)發明人之職位（2）發明人之薪水（3）發明人之

職務類型（4）雇用人參與從事發明之程度等。 

若發明人在做成發明前曾更換雇用人，其過去職務不包括為前任雇用人執

行之過去職務，不過，發明人離開前任雇用人之前所做之發明，即使是在更換

雇用人之後才提出專利申請，亦應視為前任雇用人之受雇人發明65。 

2. 受雇人發明之所有權 

（1）受雇人原始所有權 

依日本專利法之規定，只有自然人才能做出發明，法人無法做出發明，因

此不能成為發明人。即使發明為職務範圍內之行為，發明人仍然取得原始之發

明所有權。 

（2 ）雇用人之實施權 

日本國會於2004年5月28日通過特許(專利)法修正案，修訂特許法第35條所

規範的職務發明新制，該新修正案已於2005年4月1日生效實施。規範日本職務

發明制度的特許法第35條，自1921年制定以來一直到2004年，幾乎不曾變動。

促成這此修法的背景，有幾個不同層面的因素。日本在近年來確立智慧財產權

立國的政策，而日本國內與國際上智慧財產權的發展與1921年相較已有重大變

化。日本經濟結構以大商社(企業)為主幹，而職務發明制度是鼓勵企業內部創新

的極重要制度，有利於智慧財產權立國的政策，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力。另一

方面，日本企業終身僱用制度發生改變，打破受雇人在同一家公司從一而終的

工作文化。從前受雇人始終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即使雇用人對受雇人創新發明

成果給予的報酬很低，受雇人很少會到法院興訟，現今受雇人跳槽到新公司的

機率大增，因此向前一家公司提出增加報酬訴訟的可能性也提高。另一方面，

日本對報酬請求權的消滅時效，係適用日本民法第167條有關一般債務10年時效

的規定。故近十年來，受雇人向前公司提起鉅額報酬訴訟的案件層出不窮。因

而引發了日本企業對日本特許法第35條規定的高度討論和質疑，各界咸認施行

近九十年的日本特許法第35條，顯然已經不適用於日本產業發展及社會現況。  
                                                 
65劉江彬、黃俊英合著，智慧財產管理總論，台北：政大科技政策與法律研究中心，民國 93 年 2 月初版，

第 6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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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05年4月前有效的特許法第35條（下稱「舊法」）共有4項規定，主要

內容包括：雇用人、受雇人及職務發明的定義，以及受雇人就該發明獲得專利

權後，雇用人對該專利享有非專屬實施權（參見第1項）。雇用人有權在僱傭契

約或工作規則中，事先規定受雇人就將來完成職務發明所獲得的專利權歸屬於

雇用人，或者雇用人將來享有專屬實施權。但事先在僱傭契約或工作規則中，

對非職務發明有如此規定者則屬無效，雇用人若欲實施受雇人的非職務發明，

可以在事後與受雇人簽訂契約（參見第2項）。當雇用人透過僱傭契約或工作規

則的事先約定，從受雇人處獲得相關職務發明的專利申請權、專利權或專屬實

施權後，受雇人有權向雇用人要求獲得合理的報酬（參見第3項）。決定受雇人

合理報酬數額時，必須考慮到雇用人透過該發明所得到的利益，以及雇用人對

該發明所完成的貢獻程度（參見第4項）。  

2005年4月1日生效實施的特許法第35條則保留舊法前3項規定，修正舊法第

4項並增列第5項。修正後特許法第35條規定，雇用人取得受雇人完成的職務發

明的相關權利後，依僱傭契約或工作規則向受雇人支付報酬時，判斷報酬是否

適當，必須考慮當初簽訂僱傭契約或制訂工作規則時，雇用人是否與受雇人就

報酬標準進行磋商？雇用人是否已經向受雇人揭露報酬訂定標準？以及雇用人

計算報酬數額時是否讓受雇人表達意見？若有違反上述三者任一，則可認定已

支付的報酬非屬適當（參見第4項）。若事先在僱傭契約或工作規則中，僅規定

了職務發明歸屬於雇用人所有或雇用人享有專屬實施權，而未規定雇用人應向

受雇人支付報酬，或者雖然規定應向受雇人支付報酬，但該報酬數額後來被認

定是不合理的，此時雇用人應向受雇人支付的報酬數額，取決於雇用人從發明

中取得的利益、雇用人為發明所完成的貢獻、受雇人從發明中取得的利益以及

其他因素（參見第5項）66。 

                                                 
66 日本特許法第 35 條規定 

使用者、法人、国又は地方公共団体（以下「使用者等」という。）は、従業者、法人の役員、国家公
務員又は地方公務員（以下「従業者等」という。）がその性質上当該使用者等の業務範囲に属し、か
つ、その発明をするに至つた行為がその使用者等における従業者等の現在又は過去の職務に属する発
明（以下「職務発明」という。）について特許を受けたとき、又は職務発明について特許を受ける権
利を承継した者がその発明について特許を受けたときは、その特許権について通常実施権を有する。 
従業者等がした発明については、その発明が職務発明である場合を除き、あらかじめ使用者等に特許
を受ける権利若しくは特許権を承継させ又は使用者等のため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することを定めた契
約、勤務規則その他の定めの条項は、無効とする。 
従業者等は、契約、勤務規則その他の定めにより、職務発明について使用者等に特許を受ける権利若
しくは特許権を承継させ、又は使用者等のため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ときは、相当の対価の支払を受
ける権利を有する。 
契約、勤務規則その他の定めにおいて前項の対価について定める場合には、対価を決定するための基
準の策定に際して使用者等と従業者等との間で行われる協議の状況、策定された当該基準の開示の状
況、対価の額の算定について行われる従業者等からの意見の聴取の状況等を考慮して、その定めたと
ころにより対価を支払うことが不合理と認められるものであつてはならない。 
前項の対価についての定めがない場合又はその定めたところにより対価を支払うことが同項の規定
により不合理と認められる場合には、第３項の対価の額は、その発明により使用者等が受けるべき利
益の額、その発明に関連して使用者等が行う負担、貢献及び従業者等の処遇その他の事情を考慮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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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許法第35條修訂重點，在於增列判定報酬合理與否的法定程序要

件；以及修改合理報酬數額評估的實體標準。依此所規範的職務發明新制，在

判斷報酬合理與否的過程方面，特別注重踐行法定程序；在決定合理報酬數額

的實體標準方面，原則上依雙方協商，避免法律過分干預；在決定合理報酬數

額方面，則修正舊法標準，使其成為勞雇雙方爭執時或法院審判時更公平合理

的根據67。 

五、法律問題評析 

根據以上之規範，評析如下： 

（一）學生擔任教授之專案研究助理，就該專案所撰寫之學術報告，其著作權

及因此發明之專利權應屬於何人享有？ 

就學生擔任教授研究助理撰寫研究報告之情形，由於學生每個月會支領數

千元之研究助理費，該研究助理費之來源雖係專案經費之一部分，然研究案通

常係依據教授之企畫進行，而學校實驗室或研究室雖非教授所有，但係學校所

授權教授使用，而研究案之經費雖非教授本身出資，但係委託單位授權與教授

使用，因此，學生在擔任研究助理從事專案研究時，相當仰賴教授所提供之資

金、設備，與教授間之關係應屬僱傭關係。 

1. 著作權之歸屬 

在著作權法之「觀念與表達二元論」之下，著作權法僅保護表達，而不及

於其所含之觀念，故著作權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

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不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

方法、概念、原理、發現。」教授與學生間之學術論著在學術上如何明確其成

就歸屬，涉及是否違反學術倫理，應依學術之特別認定標準，歸學術討論，但

在著作權法上如何認定為何人之著作，主要之評定標準即在於到底是何人為論

著表達之執筆者。 

教授擬訂計畫後，交由學生進行實驗及操作，以獲得成果，其實驗及操作

本身並不能構成著作，蓋其間並無具體之表達，僅有抽象存在之結論，任何人

將該實驗及操作成果為各別不同之具體表達，就其各自表達之部分均得為著作

人。例如，甲教授指定乙、丙二位同學進行實驗及操作，獲得成果，如甲教授

與乙、丙二位同學均各別依該同一研究成果作成不同之文字、圖形等報告，甚

至製作錄影等，在學術上固然會被認為是同一學術研究結果，但在著作權法上，

因係甲教授與乙、丙二位同學各自之表達，則分別為其各自表達之獨立著作之

                                                                                                                                                       
定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67 http://www.taie.com.tw/big5/Publication.asp?ID=727&page=2，線上檢索日期：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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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祇是在學術上，教授應對於乙、丙二位同學之進行實驗及操作，有所

註明表彰，以符公義與道德68。 

因此，以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之規定適用結果，在契約無特別約定之情形

下，學生參與研究計畫擔任有給職之研究助理，如教授僅為觀念之指導，並未

參與研究報告之撰寫，即應以學生為著作人，惟著作財產權則歸屬於教授。惟

教授有協助修改、增刪、補充，其參與之程度已具有原創性，足以表現作者之

個性或獨特性之程度，或教授共同參與撰寫一部分之內容，因該研究報告為學

生與教授共同完成，而不能分離利用，則應認為係學生與教授之共同著作69，應

以學生與教授為共同著作人，惟著作財產權原則上仍歸屬於教授。 

如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201條規定，則該專案之研究報告極可能會被認定係

受雇著作，著作人即為教授。 

在本件「鏈黴素案」之情形，並未提及是否有撰寫專案之研究報告，惟其

於發現「鏈黴素」後，係由亞伯特‧夏茲與瓦克斯曼博士聯名於《實驗生物學

及醫學學會期刊》及《科學期刊》上發表三篇學術論文。該論文既由其二人共

同聯名發表，顯以其二人為共同著作人。 

2. 專利權之歸屬 

在學生參與專案研究計畫擔任有給職研究助理之情形，如學生因參與該專案

研究而有所發明，應可認為係職務上之發明，如該發明係學生所獨立完成者，

依我國專利法第 7 條之規定，姓名表示權應歸屬於受雇人即學生，惟專利申請

權及專利權應歸屬於雇用人即教授，然教授應支付相當之報酬與學生。如依參

與之程度，該發明可認係教授與學生所共同發明，則應以教授與學生為共同發

明人，惟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原則上不屬於教授，而是學校70，然校方亦應支付

相當報酬與教授及學生。 

在本件「鏈黴素案」之情形，由於瓦克斯曼博士因此發明取得專利權並產

生高額之權利金，嗣後與亞伯特‧夏茲產生訴訟，該案之結果，以雙方皆為「共

同發明人」，並支付亞伯特‧夏茲 100萬美元和解收場，故無從得知法院之意見。 

惟由案例事實之描述觀之，瓦克斯曼博士從未到地下室之結核菌實驗室，

                                                 
68章忠信，學術研究所涉著作權議題，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act=read&id=52，線上檢索日期：95.6.3 
69我國著作權法第 8 條規定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不能分離利用者，為共同著作。 
70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中第三條規定 

資助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資助機關認定歸屬國家所有
者外，歸屬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 



生技製藥產學合作之研究 

 48 

故可推斷其並未參與實驗及發明之過程，則發明人應僅為亞伯特、夏茲，而亞

伯特、夏茲所使用之器材及經費均由瓦克斯曼博士所提供，雖瓦克斯曼博士並

未予以指導，但兩者之間可能較近於僱傭關係，而非聘用關係。因此，本案之

和解結果，與僱傭關係上之職務上發明應給予受雇人合理報酬之規定相符，應

可接受。 

（二） 學生撰寫研究論文之著作權歸屬 

學生撰寫研究論文時，如僅係由指導教授作大綱修正、方向指引、資料或

意見之提供，再由學生獨立以文字表達撰寫，其間縱使教授之指正最具重要學

術因素，然由於教授僅是在觀念思考方面之指導，並未實際參與文字表達撰寫，

其著作人仍係實際為文字表達撰寫之學生，而非教授，學生僅需註明指導教授

之名，以示尊重。若學生撰寫研究論文時，指導教授不僅作大綱修正、方向指

引、資料或意見之提供，甚至實際參與文字表達撰寫，其間不能分離利用者，

則應係教授與學生之共同著作，其著作人為教授與學生二人。 

課堂上常見教授以學生收集資料之成果作為學期成績之評分依據，最後教

授再依學生收集之資料撰寫學術論文，提出發表。學生對於資料收集整理，通

常是重勞力而少有智慧之投入，無從成為著作，教授藉此之便，撰寫學術論文，

應得為著作人，然基於學術上之公義與道德，教授應對學生收集資料之辛勞，

有所註明表彰。又著作權法第七條規定：「就資料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

編輯著作，以獨立之著作保護之。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著作權

不生影響。」若學生就所收集之資料為選擇及編排而具有創作性，得獨立成為

編輯著作，至於教授如僅利用編輯著作中之資料，但未利用其具有創作性之選

擇及編排部分，在著作權法上，應無須經學生同意之必要，但在實際上，恐仍

須有一些禮貌上之註明。 

若教授於課堂上要求學生就他人著作為翻譯、改作，作成報告，以作為學

期評分依據，最後再依學生之著作彙集、改寫學術論文，除有著作權法之合理

使用之情形外，則應經學生之同意或授權，否則將構成侵害著作權，但不論是

合理使用或經同意或授權之使用，均應註明其引用來源，以示尊重學生著作人

格權71。在另一種情況，教授上課口述的內容，是屬於語文著作，因此，著作權

是屬於教授的。且著作權人享有重製權，故上課錄影、錄音甚至製作筆記，皆

需經由教授同意才可進行。而按一般社會慣例來說，老師講課常常會允許甚至

要求學生作筆記，所以可以認為老師講課是屬於默示同意學生做筆記、錄音或

錄影的，除非老師明白表示不同意72。 

                                                 
71章忠信，學術研究所涉著作權議題，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act=read&id=52，線上檢索日期：95.6.3 
72 參照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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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管理評析 

  由本案法律之爭點於評析後，認為本案於管理評析中分別就以老師觀點與學

生觀點探討並提出下列建議： 

一、 老師觀點： 

1. 學校或各系所可規定碩士級以上學生，於在學期間所從事之相關研究均

須有一與老師和學生之間的智慧財產權契約簽訂。此契約之制訂需由第

三者制訂（校方或所方，非師生雙方）。目的在於明訂之契約來約定老師

與學生間權利義務的關係，以免日後發生與研究成果相關之著作財產權

或專利權歸屬糾紛爭議。 

2. 老師應善盡指導責任，對於學生的實驗研究應從旁協助提出建議、修正

方向或提供正確之實驗方法，並於每週定期舉行討論會議。一方面是確

定學生是否有按照進度進行研究，另一方面是督導學生在研究上所遇到

的瓶頸，相互討論提出解決的可行方針，每週的討論會議要求學生將老

師所提供的方向、思考模式記錄下來，老師與學生均需簽名以示會議紀

錄的有效性。此會議記錄代表師生雙方皆參與研究，若有研發成果，在

專利權方面，師生雙方即可列共同發明人。 

3. 研究室就如同一小型公司，老師應創造出積極研究的機制與氛圍，如同

在某些公司，員工樂於工作並積極表現。在適度的獎勵之下，讓工作表

現的成就感優於一切，而非斤斤計較的算計權利金的分配。故建議老師

要與同學互相交流，並引導及鼓勵讓學生積極參與研究，建立起學生的

榮譽感及成就感。不要像個案中的教授，對於學生置之不理，最後研發

成果的歸屬難免會引發師生之間的爭議。 

4. 在著作權方面，對於學生的論文或發表的文章，教授應詳盡的審閱。若

認為其內容不足，並將不足之處增添時，始享有共同著作。此時，需註

明批閱修改內容之處與修改日期，並將修改之原版論文妥善保存。教授

若認為學生意思表達清楚，只需潤稿即可，學生單獨為著作權人。 

5. 老師亦應嚴禁同學從事非實驗計畫以外的研究，因此，在進入研究實驗

室時老師須明文規定此一實驗室遵守法則，並要求學生簽名同意，日後

學生若違法實驗室法則，造成老師名譽損害須依法處置。這樣一方面是

可避免學生利用實驗室資源做出非法行為，如製作毒品。另一方面確保

學生的研究成果是在教授的指導之下，避免日後研究成果歸屬之糾紛。 

6. 對於雙指導之學生，在一開始所簽訂的契約中應清楚明訂兩位老師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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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例如，一位老師全權負責所有實驗研究的事務，另一位老師對學生

的著作指導，內容修改，最後兩位老師均可享有共同著作的權利。 

7. 對於表現優異的同學，老師可以協助提拔學生，例如獎學金申請、大型

研討會或於國際研討會中發表學生成果，讓學生藉由老師良好的人脈網

絡以及高度響亮的知名度，有發展一席之地的機會。 

二、學生的觀點： 

1. 學生在從事研究時，應清楚記載實驗過程與註明實驗日期於實驗紀錄簿

上，並在與老師的定期會議中請老師簽名。一方面表示老師有盡指導之

責，另一方面表示學生亦有按時進行研究。 

2. 若同一研究計畫有兩位以上學生共同進行實驗，老師須清楚劃分每ㄧ學

生負責之部分，並記錄學生是否有照進度執行，若研究成果商品化後，

老師也須依學生貢獻的程度作ㄧ適當的成果報酬分配。 

3. 學生在學期間，於實驗室所做的一切事物均須盡到告知老師的義務，讓

老師了解學生的動態並與老師保時密切溝通聯繫。 

4. 若學生想要自行擁有專利權，必須有以下行為：不支領研究助理費，以

避開僱傭關係。不使用教授或校方提供之實驗室，以避免支付實驗室租

金。最後，不需老師指導，自行完成研究，以避開共列發明人。如此，

學生即可自行擁有專利權。但問題是，這樣還需要念研究所嗎？不如在

家作實驗，當個專職發明人即可。 

5. 最後，學生必須認知到一點，教授要爭取到研究計畫，學生有機會來執

行。若無教授爭取經費，學生也無機會一展長才。在求學過程中，學生

應抱持「向老師學習」的正確心態，與老師建立良好的師生關係，而不

應時時心存爭取利益分配。如研究已進行到接近專利申請時，亦可與老

師討論溝通，與老師共同列發明人。 

   老師與學生之間除須有簽約以外，對於智慧財產的保護與歸屬也須有基本

的認知，為老師與學生雙方共創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