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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研發成果與智慧財產 

壹、研發成果 

一、研發之定義 

    研發為研究(Research)與開發(Development)之合稱。依據我國科技統計名詞定義手

冊之定義，研發係指在有系統的基礎上從事創造性的工作，其目的在擴大人類、文化和

社會等知識的累積，以及運用累積的知識構思新的應用7。 

    根據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之定義，研究又可分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故研發可

分為以下三部份8： 

(一) 基礎研究：指一項實驗的理論或創見性工作，與實用目的無關，其特性包括：

1.研究的結果是一種新知識的發現。2.在研究過程中，並未預期有任何特殊應

用。 

(二) 應用研究：是一項基礎研究所發現新知識的實際用途，以創造出更具經濟價

值的一種研究過程，其特性包括：1.研究的結果是一種新方法或新用途的發

明。2.以某一特性之實用目標或目的為主要導向。 

(三) 開發：是將一項新發現或新發明所得到的知識有系統地加以應用，尋求技術

上的突破，使生產過程更有效率，商品更有價值及競爭力的一種技術開發過

程，其中包括：1.新產品的開發。2.作業程序的改善。3.提高生產效率的方法。 

二、研發活動之階段 

    Peter Boer(1999)認為研發活動可分為五個不同的階段910，其分別為: 

(一) 原始構想階段：此一階段的任務在於產出一連串商業上有利的構想，並辨識出

其中於實驗室可行的專案。第一階段中原始構想能夠成功的比率相當低，大約

是三千分之一左右。 

(二) 概念性專案發展階段：概念性專案發展階段包含透過實驗室研究來了解新構想

                                                           
7 科技統計名詞定義手冊 (2004)，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8 科學技術統計要覽 2007 年版，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 F. Peter Boer. (1999). The Valuation of Technology. J.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p.22. 
10 F. Peter Boer，陳隆麒等人譯，科技評價，台北: 華泰文化。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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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與限制，亦即探索在各種情況下科技所能表現的潛力。在此階段，提出

專案的人員必須回答下列基本問題： 

1. 該研發的初步目標市場為何? 

2. 誰會將它商業化? 

3. 若只能選擇其中之一，此專案與其他專案該如何取捨? 

4. 它的技術優勢為何? 

5. 專利權涵蓋的範圍是否恰當?涵蓋的範圍夠廣泛嗎? 

6. 此項科技能夠成為其他提案的平台嗎? 

(三) 可行性分析階段：此階段主要的任務在於重新解決已知的問題，使工程師與行

銷人員在著手開發產品時，能夠獲得相關成本與績效的資料。當一項科技有許

多不同的應用方式時，在可行性階段必須先有單一「主力性」的應用，這時其

他應用的商業化進程必須先慢下來。此外，必須確認出所有技術上的阻礙(例

如競爭者已握有的專利)，將專案的範圍和所需資源加以定義，描繪出邁向商

業化途徑的全貌。在進入產品發展階段前，必須確信所有規定與專利權的問題

都已解決。 

(四) 產品發展階段：此階段的目的在於尋求定義產品規格和製造上的生產程序。此

階段中，專案已能顯現出未來的經濟價值，且管理當局可以對內部商業化的不

同選擇進行評估，如授權、合資、外包或自行銷售等，以決定那種做法才能將

價值最大化。醫療產品發展階段的開端可以視為準備請求准許開始進行人體臨

床實驗(IND)。 

(五) 早期商業化階段：在此階段中有兩個關鍵的任務：1.在市場上建立灘頭堡。2. 解

決設計、品質以及生產上還沒處理好的問題。早期商業化階段通常代表一段危

險的過渡時期，因為還未達到規模經濟，單位生產成本很可能會超過單位生產

收益。 

如圖2所示，隨著研發活動在各個階段中向前邁進，確定性與成本也隨之增加，但

是來自原始構想階段的機會與多角化程度卻會逐漸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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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發活動過程中的關鍵關係 

資料來源：Peter Boer (1999) 

Peter Boer(1999)認為在每個研發活動階段的嚴格審查能夠發揮篩選的功能，減少了

無法實現或策略上不恰當的專案。許多進入這個過程的產品與科技會經由一層層的關口

篩選而逐漸減少數目，最後只有極少數的專案可以通過整個過程。有些人把此種現象稱

為「研發漏斗」(R&D funnel)，如圖3所示。此一過程之所以能創造價值，是因為它一

方面創造了終止專案的選擇權，另一方面還透過廣為分散的投資組合降低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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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研發活動的階段 

資料來源：Peter Boer (1999) 
三、研發成果 

    根據我國「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與運用辦法」第二條之定義，研發成果

係指政府機關（構）編列科技計畫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進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成果11。 

    我國中央研究院則將研發成果定義為「本院人員因職務所產生之知識、技術、著作、

在院內製成之產品，與因而取得之國內、外專利權、著作權、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所有衍

生之權利。前項研發成果，包括積體電路布局、電腦軟體、商業機密、專業知識及其他

技術資料12。」 

    國立陽明大學對於研發成果之定義為「因研究發展所產生之知識、技術、著作、在

校內製成之產品，及因而取得之國內、外專利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以及所有衍

生之權利，包括電腦硬體設計、電腦軟體、商業機密、專業知識及其他技術資料13。」 

                                                           
11 劉江彬、黃俊英(2004)，智慧財產管理總論，台北：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425 頁。 
12 中央研究院研究成果發展管理要點第二條。 
13 國立陽明大學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辦法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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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清華大學則將研發成果定義為「本校執行之研究所衍生之成果，具產業利用價

值之各種技術及智慧財產權14。」 

    周延鵬(2006)指出，研究發展主要有研發過程和研發成果兩個層次事項，而研發成

果則尚需進一步藉由專業按其所屬產業與技術轉化成各型態、群集和組合的智慧財產

(專利、著作、商標、專門技術、營業秘密、植物新品種、積體電路電路佈局)，亦即研

究發展需有智慧財產部署及管理經營機制的併行同步配套，才能具體以法律手段保護其

研發成果並在相同發明創作標的範圍內具有不同程度的排他權利，進而使研發成果在商

品化、產業化以及智慧財產的作價投資、授權、讓與、技術移轉、侵權訴訟獲取相當的

經濟效益、經濟報酬及企業聲譽、科技地位15。 

 

貳、智慧財產 

一、智慧財產之定義與範圍 

    蔣坡(2007)提到，關於何謂智慧財產，迄今為止眾說紛紜，始終未能有一個比較合

理、具有一定權威性而能夠被公眾所普遍接受的說法。如果從不同的角度去考察，可以

得出不同的結論。歸納起來主要有以下幾種16: 

(一) 智慧財產是一種智力活動成果。從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角度考察，所謂智

慧財產，是指人因為其智力活動和其他活動而完成的智力型成果。 

(二) 智慧財產是一種權利。從法學的角度考察，所謂智慧財產是指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組織就其在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等領域的智力勞動創造成果和工商業

領域的識別性標記與成果在一定的時間和區域內所享有的法定專有權利。 

(三) 智慧財產是一種財產。從經濟學的角度考察，所謂智慧財產是指智力活動成

果的完成人或者其他人因為其活動而獲得的一種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財

產。 

(四) 智慧財產是一種資源。從管理學的角度考察，所謂智慧財產是指一種在現代

管理活動中可供支配、使用和增值的資本性資源。 

(五) 智慧財產是一種資訊。從資訊學的角度考察，所謂智慧財產是指紀錄人類智

                                                           
14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處理準則第二條。 
15 周延鵬(2006)，一堂課 2000 億，台北：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47 頁。 
16 蔣坡等(2007)，知識產權管理，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第 4 頁至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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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活動以及基於該活動所發生的相關權利並可供傳播的資訊。 

    此外，如果從政治學的角度考察，智慧財產則是指在知識經濟社會環境下，國家的

綜合國力和國際競爭力的核心內容。 

    根據一九六七年「成立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公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第二條第八款的規定，智慧財產的概念包括與下列事項

有關的權利17： 

(一) 文學、藝術及科學之著作。 

(二) 演藝人員之演出、錄音物以及廣播。 

(三) 人類之任何發明。 

(四) 科學上之發現。 

(五) 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 

(六) 製造標章、商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記。 

(七) 不正競爭之防止。 

(八) 其他在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領域中，由精神活動所產生之權利。 

    另外，根據世界貿易組織(WTO)的「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TRIPS)第1條，被列入規範的有18： 

(一) 著作權及相關權利。 

(二) 商標。 

(三) 產地標示。 

(四) 工業設計。 

(五) 專利。 

(六) 積體電路之電路佈局。 

(七) 未公開資訊之保護。 

(八) 對授權契約中違反競爭行為之管理。 

    由上述兩個國際條約的規範，可知智慧財產權的範圍除傳統所認識的專利、商標、

著作權外，還包括對積體電路佈局、營業秘密、產地標示、商業名稱、營業標記的保護，

以及對不正競爭的規範，可以說是涵蓋大部分產業與文化發展的重要保護。 

                                                           
17 謝銘洋(2007)，智慧財產法導論，台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 6 頁至第 7 頁。 
18 同前註。第 7 頁至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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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多數人將「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IP)」與「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IPR) 」兩字混用不加區分，為了明確後續之討論，本研究在此將智慧財

產權定義為「權利化後之智慧財產」，亦即透過相關法定程序所取得之權利。申言之，

學研機構之研發成果可視為一種智慧財產，而學校針對此研發成果採取一定措施後所衍

生之專利權或營業秘密等，則屬於智慧財產權。 

    蔣坡(2007)認為，從智慧財產權的表現形式出發，可以將現有的智慧財產權主要內

容作一概括的分類，即將其劃分為技術類智慧財產權、標識類智慧財產權、傳播類智慧

財產權及其他類智慧財產權四類，如圖4所示。其中技術類智慧財產權為本研究探討之

重點。 

 
【圖 4】智慧財產權之分類 

資料來源：蔣坡(2007) 

二、 智慧財產權之特性 

    鄭成思(2003)認為智慧財產具有以下五項特點19： 

                                                           
19 鄭成思(2003)，知識產權論(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第 63 頁至第 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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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形：智慧財產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無形。這一特點將它們與一切有

形財產及人們就有形財產享有的權利區分開。由於無形，使得這種標的所有人之

外的使用人，因不慎而侵權的可能性大大高於有形財產的使用人。 

(二) 專有性：專有性是把智慧財產權與公有領域中的人類智力成果相區分的一個重要

特點。此外，智慧財產權，尤其是其中的工業產權的專有性，還反映出完全不同

於有形財產權的「排他性」。 

(三) 地域性：除了智慧財產權一體化進程極快的地區(如西歐經濟共同體、法語非洲國

家)外，專利權、商標權與著作權這些傳統的智慧財產權，均只能依一定國家的法

律產生，又只在其依法產生的地域內有效。 

(四) 時間性：時間性的一部分含義，就是人們一般講的「法定時間性」，即指其價值

的有效期。 

(五) 可複製性:智慧財產權之所以能成為某種財產權，是因為這些權利被利用後，能夠

體現在一定產品、作品或其他物品的複製活動上。也就是說，這種權利的客體一

般可由一定的有形物去複製。 

三、 智慧財產與研發成果商業化 

    周延鵬(2006)指出，智慧財產在研發創新成果商品化及產業化的作用，除其前提需

具備品質與價值外，主要有下列型態: 

(一)智慧財產用於主導產業鏈、控制價值鏈及分配供應鏈的關係與程度。 

(二)智慧財產用於標準聯盟的關係與程度，尤其在資訊及通訊產業領域。 

(三)智慧財產用於形塑市場及經濟規模之關係與程度。 

(四)智慧財產用於市場動能、營收獲利及市場佔有率的關係與程度。 

(五)商標轉化為品牌的關係與程度。 

    這些具體作用尚須適時適地適切地藉由智慧財產的侵權訴訟、授權及技術移轉等手

段靈活運用始可實現。基於此，智慧財產在研發創新成果商品化或產業化的作用應是智

慧財產最為核心重要的營運模式20。 

    綜上所述，研發成果屬於智慧財產的一種形式，本研究之探討議題為研發成果之商

業化可行性評估，而研發成果商業化過程中需透過一定程序，將該研發成果轉化為受法

律保護之智慧財產權，故智慧財產及智慧財產權議題於本研究中亦具有相當重要性。 

                                                           
20 周延鵬(2006)，前揭註 15。第 68 頁至第 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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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商業化 

壹、商業化之定義 

    商業化此一名詞係翻譯自英文「Commercialization」一字，亦有人將其翻譯為「商

品化」，如中文維基百科將商品化定義為「將非商品轉變成商品的過程，亦即將原本不

屬於經濟領域的事物加上商業價值」，如教育商品化、藝術商品化等21。而英文維基百

科則將commercialization一字定義為將新產品引入市場的過程22。周延鵬(2006)認為商品

化就是將一項研發成果轉化成一項可以推出市場的產品23，而智慧財產本身的商品化、

產業化，才是實現智慧財產價值的真正主軸，其他成立新創事業、合資、股權、併購、

授權與訴訟等手段，只是要確保商品化和產業化的最大利益。 

    Vijay K. Jolly (1997) 把商業化定義為實現大腦中構思之價值的一個過程。

Walwyn(2005)則認為商業化包含了從創新到市場的整個過程24。Vincent(2005)認為商業

化意味著使科學研究適應於商業利益，例如使科學資訊之溝通從屬於市場之獲得以及利

益的實現25。 

    由於研發成果並非總是以實體商品的形式進入市場，其亦可能體現為一種技術、服

務、流程或模式等非實體形式，因此本研究以「商業化」而非「商品化」一詞來涵蓋研

發成果之價值實現活動，避免商品化一詞侷限了討論之範疇。此外，本研究所定義之「研

發成果商業化」，其係指涉廣義的技術商業化意涵，包括透過授權、技術移轉、建立標

準聯盟、技術作價投資、新創企業、權利主張等模式，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實際經濟產出

的過程。 

                                                           
21  中 文 維 基 百 科 網 頁 ， 線 上 檢 索 日 期 ： 2008 年 4 月 11 日 ， 網 址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5%86%E5%93%81%E5%8C%96&variant=zh-tw。 
22  英 文 維 基 百 科 網 頁 ， 線 上 檢 索 日 期 ： 2008 年 4 月 11 日 ， 網 址 ：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ercialization。 
23 周延鵬(2006)，虎與狐的智慧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88 頁。 
24 Walwyn, D. (2005). Selec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commercialisation strategy is key to extracting maximum 

value from your 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 Commercialisation, 4(2), 1-1.  
25  “Commercialization moreover may mean adap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o commercial interests, e.g., 

subordinat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gaining markets and realizing profits.” Vincent di 

Norcia. (2005).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1, 

20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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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商業化之流程 

Jolly(1997)認為在從創意到市場的技術商業化過程中，有五個環節(子過程)是將新

技術推向市場的關鍵26，依序為： 

一、洞察技術與市場間的聯繫； 

二、育成技術以確立其商業化可行性； 

三、在適合的產品和工藝過程中示範技術； 

四、促進市場接受；及 

五、持續實現商業化。 

這五個子過程本身致力於解決技術和銷售的問題，或者說直接作用於技術，而與此

同等重要的還有各子過程間的四個銜接，依序為: 

(一) 引起興趣與爭取支持； 

(二) 為技術示範調動資源； 

(三) 調動市場要素；及 

(四) 調動互補性資產。 

這四個銜接是圍繞著五個子過程投入資源，可以說是一種價值創造的活動。這四個

銜接引發技術商業化的一個重要現實問題，即風險投資管理。Jolly 認為，許多技術的

失敗並不是因為技術本身的問題，也不是市場定位，而是不能適時獲得適當的支持。結

合五個子過程及四個銜接，可將技術商業化的流程表示如圖 5。 

 

                                                           
26 Vijay K. Jolly. (1997). Commercializing New Technologies: Getting From Mind to Market.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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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技術商業化的過程 

資料來源：Jolly(1997) 

    銜接各階段的工作主要包括兩項事情，一是在先前的階段中創造出足夠的價值使一

項技術值得繼續開發下去；二是引起投資者對下一階段的興趣，並使他們確信技術的潛

力。如圖 5 所顯示，每個階段都需要建立在前一個階段所創造的價值基礎上，以吸引投

資者進一步的興趣。 

    Timothy R. Gerrity (2007)則將技術商業化分為構想、概念驗證、原型開發、產品開

發及市場滲透五個階段。在僅有構想的初期階段，技術風險仍相當高，在原型開發完成

後開始降低，然而商業風險在產品開發完成前仍居高不下，隨著商業化階段的推進，該

技術的價值也隨之提升27。 

    Robert E. Litan (2007)等人認為目前美國各大學之技術移轉辦公室多半將目標設定

為短期內最大化智慧財產授權收益，而非最大化創新進入市場的總數量，導致大學反而

阻礙了創新的擴散，許多具有長期潛力或對社會整體利益有幫助之研發成果(例如研究

工具等發明)卻因為無法快速產生可觀的授權收益，而遭到擱置或忽略。此外，多數大

學將其研發成果商業化之工作完全交由技術移轉辦公室進行，研發人員需告知其研究發

現並委託後續授權協商的所有權利，而技術移轉辦公室人員之績效考核係依據商業化收

入而定，而非成功商業化的個案數量，因此更加深了前述問題的嚴重性。 

                                                           
27 Timothy R. Gerrity. (2007). Partnering for Successful Technology Transfer. FLC Annual Meeting. Retrieved 

March 17, 2008, from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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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認為大學不應將專利與授權視為將知識向市場移轉的唯一或最重要方式，大學的

產出還包括資訊、材料、設備儀器、人力資源、網絡等等。若將授權活動作為衡量大學

創新的唯一指標，將會忽略上述其他知識擴散的方式。此外，大學應該盡量減少研發成

果商業化過程中的潛在交易成本，包括辨認、保護、包裝該研發成果之支出，以及行政

上的支出和機會成本等。有鑑於此，技術移轉辦公室應該作為整個創新與商業化體系中

的一個份子，並以價值鏈分工的概念將各部份工作交由外部單位或合作者執行28。 

    周延鵬則由智慧資源規劃之觀點出發，認為非營利研發機構的研發流程及成果需有

全流程的平台系統配套，才能使科研活動並行同步於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

產值結構及營收結構等資訊，進而使其科研成果的權利化、商業化及產業化更具體落

實，最後才能優質佈署全球智慧財產，並得以全球經營智慧財產的授權、移轉、買賣、

作價投資及訴訟等換價業務，如圖 6 所示29。 

 

 

 

 

 

 

 

 

 

 

 

 

 

 

 

                                                           
28 Robert E. Litan, Lesa Mitchell & E. J. Reedy. (2007). The University As Innovator.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3(4),57-66.  
29周延鵬(2006)，前揭註 23。第 359 頁至第 3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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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科技研發過程與成果轉換 

資料來源：周延鵬(2005) 

    Donald S. Siegel (2003)描述了大學進行技術移轉的流程與各階段參與者，如圖7所

示，茲將流程中各階段簡述於後30。 

 

 

                                                           
30 Donald S. Siegela, David A. Waldman,Leanne E. Atwater, Albert N. Link (2003). 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14, 1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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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大學技術移轉流程與各階段參與者 

資料來源：Donald S. Siegel (2003) 

1. 學校實驗室的科學發現或發明。 

2. 研究人員將研發成果向技術移轉辦公室揭露。 

3. 大學需要對該研發成果進行評估，決定是否提出專利申請以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

由於專利申請需耗費人力、時間與金錢等資源甚鉅，因此需要特別評估該研發成果

之商業化潛力。通常產業界對該技術的興趣為提出專利申請的充分條件，然而技術

移轉辦公室往往必須在產業界顯示出對該發明具有興趣之前決定是否申請專利，此

一決策相當重要，因為大部分大學用於申請專利之預算有限，如果學校希望該研發

成果取得全球性的保護時更是所費不貲，因此一般而言學校僅會申請國內專利，以

較低的成本取得智財權。 

4. 一旦提出專利申請，技轉辦公室便可開始進行技術的行銷，研發人員有時也會參與

其中，協助找出可能的潛在授權對象。 

5. 確認授權對象後，下一階段便是與企業進行談判協商以擬定智慧財產授權契約，大

學可能以權利金或股權等形式取得對價。在最後階段，該技術被轉化為商業化產品，

大學可能繼續投入資源以維持授權關係，研發人員亦可能以技術顧問或股東的身分

與該公司保持關係。 
 

參、商業化之要素 

    Åstebro (2003)認為研發成果商業化的關鍵成功要素包括預期的獲利能力、技術機會

(相對的產品品質)、開發風險以及法律的保護31。Craig S. Galbraith等人(2006)則根據

                                                           
31 Åstebro, T. (2003). Key Success Factors for R&D Project Commercialization. Working Papers -- University 

of Toronto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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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stebro提出之關鍵成功要素，指出要求的合理性、技術優勢、商業潛力、維持競爭優

勢與執行計畫之能力為預測技術成功之主要因素32。周延鵬則認為，一項技術要走到商

品化、產業化，並將技術和商業融合起來，需要大眾市場、堅持和毅力、持續創新、財

務的保證、各種資產的運用與資源的整合(人才、土地、廠房)等條件的配合33。 

Lehrer, M(2004)認為，美國在許多高科技領域能夠於全球保持領先地位，通常歸因

於其強大的科學基礎及其對於基礎科學研發成果的商業化能力。美國行之有年的「科學

企業家精神」，對於德國與日本等國來說是一種較為新穎的觀念。科學企業家精神的不

足並非僅僅出於創投業的缺乏，而是科學家在市場經濟中的職業角色如何被定義。此

外，美國產官學研的連結很強，而其他國家多半將國家級研究機構設於大學之外，使大

學能夠專注於教育工作上。美國的醫學中心往往與其他醫學研究機構結合共同進行研

究，可說是一種「bottom up」的模式；日德等國的政策則多偏向針對個人科學家提供誘

因，屬於「top down」的模式。而其他國家在研究金費來源及外部專案評估(external project 

evaluation)的多樣性及深度上不及美國，這兩者是研發成果商業化的必要條件34。 

William G. Marshall (2004)則指出了商業化失敗的原因，包括：技術未成熟、無法

達到預期功能、太貴、未符合消費者需求、市場需求不足、過度競爭、或缺乏足夠的財

務報酬35。 

    Nancy Bowman 等人(1989)指出，創新商業化的三大困難在於36:  

1.對於創新的流程缺乏充足資訊。 

2.對於產品或構想缺乏一合理且無偏差的分析方法以幫助商業化決策的制定。 

3.資金擁有者投入時的猶豫。 

    綜上所述，影響研發成果商業化成敗之因素固然繁多，但其過程中確實需要一合適

                                                           
32 Craig S. Galbraith1, Sanford B. Ehrlich, and Alex F. DeNoble (2006). Predicting Technology Success: 

Identifying Key Predictors and Assessing Expert Evaluation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31, 673–684. 
33周延鵬(2006)，前揭註 23。第 199 頁。 
34  Lehrer, M., & Asakawa, K. (2004, Spring). Pushing Scientists into the Marketplace: PROMOTING 

SCIENCE ENTREPRENEURSHIP.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6(3), 55-76. 
35 William G. Marshall (2004), Entrepreneurial Assessment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and New 

Venture Formation Using a Decision Matrix to Direct Commercialization Strategies. 

36 Bowman-Upton, N., Seaman, S., & Sexton, D. (1989). INNOVATION EVALUATION PROGRAMS: DO 

THEY HELP THE INVENTOR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7(3),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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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行性評估機制，於商業化的關鍵階段針對研發成果進行評估，以決定是否繼續投入

資源或投入多少資源，或決定商業化所適用之模式等，故本研究將針對此一可行性評估

進行探討。 

第三節 生物科技 
 

壹、生物科技之定義與範圍 

    根據聯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之定義，生物科

技(Biotechnology，或稱生物技術)係指使用生物系統、生物體或其衍生物之任何技術應

用，以製造或修飾產品或製程以供特定用途37。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對於生物科技已經形成兩個定

義。ㄧ個是單一文字式定義，另一個則是表列式定義，列舉不同態樣之生物科技。其中

文字式定義為：將科學與技術應用於活的有機體，包括其部件、產品和模型，以將生命

或非生命物質轉化為知識、產品及服務38。而表列式定義則如表 2 所示。 

【表 2】OECD 所列舉定義之生物科技 

資料來源: OECD BIOTECHNOLOGY STATISTICS – 2006 

 

 

 

 

 

 

 

    

                                                           
37 "Biotechnology" means any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that uses biological systems, living organisms, or 

derivatives thereof, to make or modify products or processes for specific use.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rticle 2.Use of terms. 
38 The single definition defines biotechnology a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living organisms, 

as well as parts, products and models thereof, to alter living or nonliving materials for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goods and services.” OECD BIOTECHNOLOGY STATISTICS – 2006. 

http://www.oecd.org/dataoecd/51/59/367602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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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局則根據與各界討論規劃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將「生物技術」定義為

「運用生命科學知識與技術為基礎，進行研發、製造或提升產品品質，以改善人類生活

品質的科學技術」39。 

    生物技術係綜合生物化學、微生物學、遺傳學、化學工程、電機工程以及機械工程

之學科。凡利用生物程序和技術來製造產品，包括利用微生物、植物、動物等生物細胞

特性或成份製造產品，或進入分子層次以了解生命現象，並應用於產品設計，以改善傳

統生產製程及提升人類生活素質的科學技術均屬生物技術範圍。 

    根據行政院第二十二次科技顧問會議，生物科技產業涵蓋的技術領域及產品範圍極

廣，如圖 8 所示，由生技、製藥及醫療器材三大核心領域及周邊六大相關領域所組成。

由於藥物開發和生物技術息息相關，我國基於現階段產業發展與推動之考量，特別將製

藥產業與醫療器材產業整體納入，亦即為國外所稱之生命科學產業。此外，利用生物技

術應用於農業、食品、環保、海洋、能源、生物資源及服務業(含醫藥服務業及研發服

務業)等而衍生之產值亦納入我國生物技術產業之範疇內。 

 

 
【圖 8】生物科技產業範疇 

資料來源: 2007 生技產業白皮書 

    在技術領域方面，生物技術可應用到遺傳工程、細胞融合、細胞培養、組織培養、

胚胎及細胞核移植等技術；在產品方面，目前主要應用以藥品、醫療保健、農林漁牧、

                                                           
39 2007 生技產業白皮書，台北市：經濟部工業局。第 4 頁至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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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環境、能源、材料化工及機電資訊等工業經濟領域40。此外，近來亦有將生物科

技之分支領域歸類為與醫藥相關之紅色生技，與農業相關之綠色生技，以及與工業相關

之白色生技41。 

 

貳、生物科技領域之特性 

    Lehrer, M(2004)提到，生物科技是一種「策略性」科技，其中包括醫藥、環境、農

業、食品、資訊科技、奈米科技、個人化基因健康照護與美容產品等許多經濟區塊。不

同於許多其他的策略性科技，生物科技的核心活動是由基礎科學研究所構成，生物科技

可能是科學領域中，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間界線最模糊的領域，許多重大的創新是來自

於學術研究單位或由科學家成立的新創公司。此外，許多生物科技公司是由科學家所創

立，數百位生物科技領域的科學家擁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研究者發表科學論文，另

一方面針對其發現與發明申請專利並進入市場42。 

    徐小波(2008)認為生技產業具有研發期長、法規障礙高、須注入大量研發資金、知

識密集且多元，以及公司經營、產品與技術具有國際化、跨國界等特性43。 

    依據我國 2007 年生技產業白皮書，生技產業和其他科技產業相比，具有下列重要

特色44： 

1. 生物技術所利用之原料，多半是可經由生物系統再生成，故其來源較不虞匱乏。 

2. 產品開發期長、投資龐大、風險高。惟開發成功後報酬率高，且產品生命週期長。 

3. 產品與人類生命及健康有關，需要高度的品質與法規管制，進入門檻高。 

4. 技術密集，屬整合性科技，需跨領域與橫向整合的專業人才。 

5. 產業結構複雜，價值鏈長，專業分工細。 

6. 研發導向，無形資產價值高，智財及技術移轉與授權可做為收入來源。 

                                                           
40 資料來源: 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全球資訊網。線上檢索日期：2008 年 5 月 1 日。

網址：http://www.biopharm.org.tw/2t2s/category.html。 
41  資 料 來 源 : 英 文 維 基 百 科 。 線 上 檢 索 日 期 ： 2008 年 5 月 1 日 。 網

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Biotechnology。 
42 Lehrer (2004)，前揭註 34。 
43 資料來源: 徐小波，公司經營及跨國投資策略之規劃-生技產品行銷策略及全球佈局。國立政治大學智

慧財產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發成果商品化」課程授課資料。2008 年 4 月 15 日。 
44 經濟部工業局(2007)，前揭註 39。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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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術屬前瞻研究或尖端科技，產品發展以全球市場為導向。 

8. 生技產業市場規模以醫療產業所佔比例最高。 

9. 研究者需有對生命與大自然之尊重，道德規範高。 

10. 產業發展較不受經濟景氣影響。 

    此外，根據 OECD 之統計，2002 年至 2004 年申請專利合作協議(PCT)之專利案件

中，僅有 6.5%屬於生物技術類發明45，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C)類發明則佔 34.6%，為生物技術類發明的五倍以上。此外，美國專利商

標局(USPTO) 1993 年至 2006 年所核准之專利中，生物技術類專利僅佔 2%至 3.6%，13

年來其所佔比例無顯著成長；而 ICT類專利佔所有核准專利之比例則由 1993年的 26.3%

持續成長至 2006 年的 49.3%，亦即 2006 年美國專利商標局所核准之專利中，每兩件即

約有一件係屬於資訊與通訊類科技。類似之情況亦發生於歐洲專利局(EPO)，1993 年至

2006 年間歐洲專利局所核准之專利中，僅有 2.9%~4.6%屬於生物技術類，ICT 類專利則

佔 23.6%~29.2%46。此一情形於我國則更加顯著，根據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統計，

2007 年申請我國專利之案件總計 43,265 件，其中生物技術類僅佔 0.73%，醫藥品僅佔

0.76%，即使加上農林漁牧等廣義生物技術類專利的 1.23%，亦僅佔所有專利申請案件

的 2.72%。與光學儀器的 9.43%、半導體技術的 7.37%、電子電機元件的 7.33%相較之

下，實屬少數。 

                                                           
45 生物技術類專利係根據國際專利分類號(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加以定義，生物技術類專

利包含以下IPC分類號:A01H1/00, A01H4/00,A61K38/00, A61K39/00, A61K48/00, C02F3/34, C07G(11/00, 

13/00, 15/00), C07K(4/00, 14/00, 16/00,17/00, 19/00), C12M, C12N, C12P, C12Q, C12S, 

G01N27/327,G01N33/(53*, 54*, 55*, 57*, 68, 74, 76, 78,88, 92). 資料來源: COMPENDIUM OF PATENT 

STATISTICS 2007. 網址: http://www.oecd.org/dataoecd/5/19/37569377.pdf 

46  
資料來源: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網址: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08/c6/tt06-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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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由專利之類別觀之，生物技術與醫藥品專利申請案件中，發明專利約佔 95%，相

對於光學儀器的 77%，半導體技術的 88%以及電子電機元件的 38%，生物科技類專利

之技術含量則相對較高47。 

    綜上所述，生物科技領域與電子、通訊、半導體領域的主要差異之一，在於專利權

在該產業之特性與意涵。就專利數量而言，由於 ICT 產業之一項產品中往往包含數百

甚至數千項專利，且與其他專利互有關聯，故該產業之整體專利數量相當龐大；就專利

質量而言，許多專利僅為改良式的新型，此點由發明專利所佔比例較低便可見一斑，出

於上述因素，導致交互授權(cross-license)或組成專利聯盟(patent alliance)等情形在該產

業亦較為常見。相對的，生物科技領域之研發成果多為創新性發明，且一項產品對應之

專利件數往往不超過十件(電子醫療儀器除外)，因此其整體專利數量較少，而技術含量

較高(多為發明專利)。此外，由於生物科技研發成果商業化需投入大量經費且曠日費

時，因此透過專利權以取得市場上的排他權利便相對更形重要，故專利權在生物科技領

域之特性可歸納為數量少、技術含量高、具核心價值以及多全球布局等。 

徐小波(2008)根據前述生物科技之各項特性，提出如圖 9 所示之生物科技商品化新

經營模式。學研機構、生技公司等單位所產出之生物科技研發成果，須在組織、資本及

企業家精神等基礎上確立技術、法律、財務、行銷等各面向策略，以進行其商品化。並

以國際行銷、銷售合資入股及智慧財產包裝組合等方式，透過技術交換、國際社會參與

等途徑實現其價值，並持續投入新技術的研發以形成一良性循環。 

 

 

 

 

 

 

 

 

 

 

 

 

                                                           
47 資料來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及本研究整理。網址: 

http://www.tipo.gov.tw/patent/patent_report/96%A6~%B1M%A7Q%B2%CE%AD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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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生物科技商品化的新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徐小波(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