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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農業科技商品化之個案研究 
經過本研究在第三章對我國農業科技研發成果之管理、運用現況的探

討，以及在第四章中對我國發展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商品化之問題與各重要

議題進行研究後；本研究在本章中，將以對個案的分析及研究，對農業科

技商品化進行探討。在本章中，本研究將選定一家公司進行個案研究，透

過對個案公司進行農業科技商品化之經營模式與各個構面的分析，以瞭解

農業科技在進行商品化的實際過程中，其發展過程與應注意之重要問題。 

本研究選定之個案公司所從事的業務，是開發蝦類養殖新技術，以取

代傳統戶外蝦類養殖，並改善其問題。本章共分為五節，本研究首先將先

對個案公司所屬產業的背景進行介紹，接著將探討個案公司之發展過程，

隨後對個案公司之智慧財產與經營模式現況進行分析，最後再對個案公司

之經營模式與智慧財產運用提出規劃之建議。以期能夠深入瞭解個案公司

利用農業科技進行技術商品化及設立新創公司之歷程與相關重要問題。 

本研究為研究與論文撰寫之便利，將對個案部分資料內容進行改寫、

修飾，以符合本研究之研究議題。本研究為保護個案公司之公司資料秘密

性，將個案公司更名為「A公司」；而在本章的研究中，凡關於該公司成員

之人名，皆以英文代號取代；其他關於公司的資料，本研究亦將視情況以

代號取代或逕行省略，特先於此敘明。 

 

第一節 個案背景介紹27 

壹、全球漁業及水產養殖業概況 

根據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估計，2030 年時全世界的平均漁業產品消耗量

                                                 
27 本節之產業背景、蝦類養殖、蝦類市場之相關資料及統計數據，主要引用自 A公司網站所揭露

之資料及聯合國糧農組織（FAO）之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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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 2000 年的每人 16公斤上升到每人 19~20公斤；再加上全球人口不斷

成長，這也表示未來全球對漁業產品的需求量將持續增加。FAO亦指出，

供應此需求量成長的主要來源將會是水產養殖。根據 FAO在 1998 年的統

計資料中便指出，全世界養殖水產類的產量已佔了全球漁業產品供應量的

31%。 

漁業可概分為兩個主要產業：捕撈漁業（capture fishery）及水產養殖

（aquaculture）。以往全世界的水產養殖產量一直比捕撈漁業的產量低，然

而因全球人口增加，收入以及生活品質的提昇，FAO預測往後全球對水產

類的需求將大幅增加。捕撈漁業目前已邁入停滯期，而水產養殖業則有相

當快速且蓬勃的發展28。尤其是近幾年來，亞洲水產養殖業已成為眾所矚目

的產業，甚至被視為是最有可能解決世界水產品供給不足的區域。 

全球漁業產品出口值在 1999 年擴增至 USD$52.2B，已開發國家佔全

球漁業產品進口總值的 85%。日本是最大的漁業產品進口國，單一國家便

達全球的 35%；美國則是世界第二大漁業產品進口國，佔全球總進口量的

16%。泰國和挪威則是世界漁業生產國的主要出口國，二個國家的總出口

量佔全球漁業產品的 15%。開發中國家每年在漁業產品出口在都穩定地在

於 USD$16~17B之間；對於許多開發中國家而言，漁業產品出口貿易是國

家賺取外匯的重要來源。而在所有漁業產品中，蝦類是最重要的商品，約

佔國際間漁業產品貿易總值的 20%；在過去 20 年間，都穩定地維持此一

比例。 

 

貳、全世界蝦類生產概況 

蝦類是高蛋白質的優質食物，據實驗檢測結果，蝦肉中的蛋白質含量

                                                 
28 全世界的漁業產量（包括：魚、蝦、貝類和其他水產動物）在 1999 年時便已達到 125百萬噸。
其中捕撈漁獲量為 92.3百萬噸，雖然較 1998 年成長了 7%，但是相較於 1999之前幾年的捕撈

漁獲量，仍降低了約 1.4百萬噸左右。不過 1999 年的水產養殖則成長了 2百萬噸，達到 32.9百
萬噸。資料來源：聯合國糧農組織（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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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17.56%，而脂肪含量卻僅有 2.11%，並含人體所需的必需胺基酸，是

非常適合人體的蛋白質來源。但由於在自然界中，蝦的生產量易受產地、

氣候及面臨海洋限制，故蝦類產量會有其限制。 

市場中對蝦類產品需求之人口結構非常平均，不分性別、年齡、宗教

及種族都有需求，故整體需求量非常大；但蝦類市場的供需極度不平衡，

市場上仍是處在需求大於供給的狀況。全球蝦產量約 75%都由日本、美國

和歐洲等人民收入及生活水準較高的地區所消費。 

全球蝦類生產都是由捕撈蝦和養殖蝦這兩類的生產方式所生產。參照

圖 5-1，可以看到 1950-2000 年間，全球蝦類整體產量的趨勢呈現成長的

情形。在 1984 年之前全球的蝦類生產量還不到 200萬公噸；到了 1994 年

時，全球蝦類產量便突破 300萬公噸；而 1999 年時，生產量已超過了 400

萬公噸，其中蝦類養殖的產量逐年快速穩定增加。目前，撈補蝦與養殖蝦

之產量比例約為 3：1。 

 

 

 

 

 

 

 

 

 

 

 

若由全世界主要的養殖蝦類生產國家之產量排名來看，參照表 5-1之

統計數據，大部份的主要養殖蝦生產國家是分布在亞洲地區。在 1999 年，

圖 5-1、全球蝦類捕撈與養殖產量 
資料來源：聯合國糧農組織，FAO（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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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是全球最大的蝦類生產國，佔了全球產量的 27%；而其餘的產蝦國多

屬於位居熱帶地區的國家，集中在東南亞和中南美洲。在 2000 年，亞洲養

殖蝦產量約佔全球養殖蝦產量的 70~80%，為世界最大的養殖蝦類生產區

域。根據 1999-2000 年之統計資料，全球最大的蝦類養殖生產國家是泰國，

其次為中國與印尼，養殖蝦產量前 10名的國家中有 7個為亞洲國家。 

表 5-1、1999-2000 年全球主要蝦類養殖國家之養殖蝦產量 

1999 年 產量（公噸） 2000 年 產量（公噸） 
泰國 275,544 泰國 299,700 
中國 170,830 中國 217,994 
印尼 140,946 印尼 138,023 
厄瓜多 119,700 越南 69,433 
孟加拉 81,086 孟加拉 58,183 
印度 71,072 印度 52,771 
越南 57,433 厄瓜多 50,110 
菲律賓 35,898 菲律賓 41,811 
墨西哥 29,120 墨西哥 33,480 
巴西 16,054 巴西 25,000 

全球總產量 1,084,875 全球總產量 1,087,111 
資料來源：聯合國糧農組織，FAO（2001） 

 

根據表 5-1之統計可以發現，泰國、中國、越南、菲律賓、墨西哥和

巴西的養殖蝦產量，都有明顯的增加；尤其是中國在養殖蝦產量上更是逐

年急速增加，是養殖蝦產量成長率最高的國家。但是厄瓜多、孟加拉、印

度的養殖蝦產量卻呈現大幅度的減少；其主要原因是當在進行養殖時，若

養殖池不幸受到感染，而導致蝦病一旦爆發後便無法再加以控制，也就會

造成了大量養殖池遭到廢棄，進而影響養殖蝦的產量。 

 

叁、目前蝦類養殖所面臨的問題 

蝦類養殖是高單價的水產養殖，可以產生很高的經濟利益，但是其所

面臨的問題也是養殖產業中最多且最複雜的。以下簡述全世界蝦類養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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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會面臨的共通棘手問題： 

一、病毒及病菌威脅 

蝦類病毒感染是目前蝦類養殖產業極欲解決之問題。由於長期的高密

度放養，以致養殖池中各種有機物質堆積，包括殘餌、排泄物、化學藥物、

及水源帶來有機物質等。這些有機物質在還原狀態下會產生毒性物質，如

氨、亞硝酸、硫化氫等，不僅對養蝦池環境控制造成不良影響，而且對蝦

本身也有危害作用，更是病原菌的溫床，以致養殖蝦存活率降低。由於養

殖池環境無法控制，蝦病的突然爆發將會使得蝦農在蝦類養殖上損失慘

重，並且養殖池一旦受到蝦病感染後就必須廢棄，造成土地利用的困擾。 

 

二、生態環境破壞 

因養殖蝦類而造成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的問題一直存在。例如泰國

因養蝦需要，將泰國灣上方 90%以上的紅樹林沼澤改建為養蝦池；但又因

淤水太多及池塘阻塞，在養殖兩個季節後就已完全沙漠化而遭受到廢棄的

命運。此外依據國際野生動物基金會（Worl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

的統計，在 1985-1995 年之間，全世界原由紅樹林溼地改建，而後遭荒廢

的蝦池即達 15萬公頃。由此可知蝦類養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度。 

 

三、養殖排放水污染河川及海洋 

在印度和孟加拉的部分地區，因興建養蝦池，而改變淡水和海水的交

流與天然環境，使得漁民的魚類捕撈產量下降了約 80%。 

 

四、耗費水資源 

水是提供蝦類生長、補充氧氣和將廢物從水產養殖系統中移除的重要

媒介，因此水資源的處理與管理對養殖業非常重要。蝦類養殖是一般魚類

養殖耗水量的 10倍，除對供水造成壓力外，亦常因大量超抽地下水，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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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層下陷的問題。 

 

五、抗生素的不當使用 

許多蝦類養殖國家為了方便養蝦，避免蝦類受到病原菌及病毒的侵

害，甚至於蝦飼料中添加抗生素。近幾年來，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歐盟

各國等蝦類主要進口國家，陸續檢驗發現由東南亞許多主要蝦類生產國進

口的蝦類中含有抗生素的殘留。近年來，有關抗生素濫用之問題導致許多

進口國禁止許多東南亞國家的養殖蝦類進口，可預見未來幾年將會對養殖

蝦市場造成嚴重的衝擊，並使蝦類養殖市場及養殖技術產生改變。 

 

六、室外養殖池之氣候、溫度、酸雨造成養殖死亡 

室外的傳統養蝦池因有生物承載總量的限制，當養殖量達到某一程度

時，很容易會爆發疾病。再加上大自然的各項氣候、環境等不確定因素，

都會使養殖蝦產業面臨不確定的威脅與損害。 

 

七、蝦之生產地受氣候、水文條件及土地臨海之限制 

草蝦與白蝦二類主要養殖蝦類均生長在鹹水中，也就是養殖池要臨海

且池水需要與淡水混合，故內陸無法生產。而且養殖蝦適合在水溫 25℃以

上之水域，因此緯度高於 25 度之地區將無法進行傳統的室外蝦類養殖。因

受到此區域、溫度、氣候條件之限制，使得亞洲的養殖蝦產量約佔全球養

殖蝦總產量的 70~80%。 

蝦類養殖除面臨以上 7項主要問題之外，目前許多國家的政策開始有

限制戶外養蝦之養殖面積擴張的規範。台灣與泰國皆已有限制養殖面積的

規定；美國、澳洲則規定必須經過繁複的申請、評估手續，才得獲得養殖

執照並設置養蝦場。因此戶外養蝦已面臨愈趨嚴苛的條件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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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蝦類的市場需求 

過去在歐洲、美國、日本這些緯度較高的地區，由於氣候不適合蝦類

養殖，所以蝦類產品的供應大多是以捕撈蝦為主。但是近年來因人工費用

上升，再加上海洋蝦類產量的限制，其自行捕撈蝦之供給已經趕不上國內

的需求，因此由其他國家進口蝦類的比例逐年提高。表 5-2表示 1999-2000

年全球主要進口國市場之蝦類進口量排名，進口量依次為歐洲、美國、日

本、加拿大和香港，這五個地區的進口量便佔全球的 89%。 

表 5-2、1999-2000 年全球主要蝦類進口國之蝦類進口量 

1999 年 
進口量 
（公噸） 

佔全球 
進口量比例

2000 年 
進口量 
（公噸） 

佔全球 
進口量比例

歐洲 395,498 36.5% 歐洲 461,197 39% 
美國 279,912 25.8% 美國 281,805 23% 
日本 247,489 22.8% 日本 246,754 20% 
加拿大 51,667 4.7% 加拿大 59.661 5% 
香港 19,609 1.8% 香港 29,335 2% 
合計 994,175 91.7% 合計 1,078,752 89% 

全球進口量 1,083,188 100% 全球進口量 1,213,877 100% 
資料來源：聯合國糧農組織，FAO（2001） 

 

一、美國市場分析 

1984 年時美國的蝦類進口量佔整體蝦類消費量的比例約 47.58%，至

1990 年代時快速地突破了 60%，2000 年美國的蝦類淨進口量便佔總消費

量的 63%。美國是蝦類產品的消費大國，美國市場的蝦類供應大部分是由

捕撈蝦類和進口蝦類兩部分所組成，美國養殖蝦所佔的比例非常小。 

由 1984-2000 年間，美國市場的蝦類由國外進口的比例逐年提高，從

47%持續成長至 60%以上，顯示美國對蝦類進口的需求仰賴日深。就美國

2000 年的進口而言，該年蝦類的淨進口量為 271,478公噸，總淨進口值為

USD$3.027M左右，平均每公斤進口價格為美金 USD$11.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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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市場分析 

日本市場的蝦類產品來源，主要是以進口蝦類為主；1984 年佔日本整

體消費量的 72.9%，2000 年所佔日本整體消費量的比例更成長至 89.4%。

而蝦類產品來源其次為捕撈蝦，養殖蝦所佔的比例非常低，在 1984 年時僅

佔 0.5%，到 2000 年時更下降到 0.4%。以 2000 年的進口而言，該年日本

的蝦類進口量為 246,039公噸，蝦類的總淨進口值為美金 USD$2.77M，平

均每公斤進口價格為美金 USD$11.26以上。 

  

三、歐洲市場分析 

歐洲市場的蝦類產品來源，過去是以捕撈蝦類為主。1984 年時捕撈蝦

佔整體歐洲市場的比例為 76.5%，但之後逐年下滑，至 2000 年時捕撈蝦所

佔比例為 51.2%。而進口蝦類則由 1984 年的 23.5%，成長至 2000 年的

48.7%；此外，養殖蝦所佔歐洲市場的比例一直很少。以歐洲市場 2000 年

的進口而言，該年蝦類的進口量為 243,691公噸，蝦類的總淨進口值為美

金 USD$1.70M左右，平均每公斤進口價格為美金 USD$6.98左右。 

因此由以上資料可知，在美國、日本、歐洲的蝦類消費市場中，進口

蝦居於很重要的地位，是先進國家消費市場的蝦類產品主要來源。 

 

四、台灣市場分析 

表 5-3、1995-2000 年台灣蝦類供給量統計表 

項目 1995 年 1996 年 1997 年 1998 年 1999 年 2000 年

養殖 12,234 13,472 5,926 5,549 6,065 7,302 
捕撈 36,381 35,689 32,952 22,518 21,873 20,603 
出口 3,553 3,059 2,625 1,713 1,964 1,615 
進口 14,475 13,962 18,672 14,939 16,084 15,099 

總消費量 59,537 60,064 54,925 41,293 42,058 41,389 
資料來源：聯合國糧農組織，FAO（2001）                單位：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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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顯示台灣從 1995-2000 年在養殖蝦、捕撈蝦、及出口蝦、進口

蝦等各種蝦類供應來源的產量。台灣的蝦類養殖業曾在 1987 年時達到最高

峰，該年養殖蝦的產量將近 9萬公噸；但隔年因蝦病的影響而使蝦類養殖

受到嚴重損害，使得養殖蝦產量在 1990 年時已不到 2萬公噸，到 1997 年

更是減少到 1萬公噸以下。此外，台灣的整體蝦類消費市場亦呈現逐年減

少的趨勢，且其中蝦類的供應來源以捕撈蝦和進口蝦為主。不過捕撈蝦的

產量亦呈現逐年減少，進口蝦的產量則呈現小幅的波動與增加。以上這些

資料顯示了室內蝦類養殖開發的未來發展潛力，及養殖蝦類業者將面對如

何促進台灣內需市場擴大的問題。 

 

第二節 個案公司之發展過程29 

壹、A公司的成立動機與目標 

A公司為利用農業科技研發成果進行新創公司之實際案例，A公司是

以進行自動化、高密度循環水養蝦系統之研發與應用為其公司及業務發展

目標，冀望藉由農業科技之研發與應用，重新發展養殖蝦類的市場。A公

司的成立動機有以下三點： 

一、解決養蝦病害及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之困局 

二、處理工廠廢水所造成河川、海洋之污染 

三、生物科技為未來主力產業 

民國 70 年代，台灣號稱養蝦王國，年產草蝦約 6萬公噸，產值近 30

億。後為因應世界市場需要，養殖面積迅速擴張，養殖密度也一再提高，

而用水量也迅速增加。台灣蝦類養殖在市場需求的刺激下迅速發展，而漁

民卻忽略對養殖環境之管理，對用水與排水之管線沒有妥善規劃，因此造

成蝦病迅速地擴散。到了民國 80 年代，台灣蝦類養殖產量只剩 1/10，至民

                                                 
29 本節所引用與參考之關於 A公司之所有資料，皆來自於 A公司網站所揭露之公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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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6 年時產量更下降到只有 5,168公噸，對蝦病已完全失去控制。此外，

除了養殖池之用水，漁民為了更換受污染之池水，更大量抽取地下水，亦

對沿海地層下陷之問題有更不利的影響。 

因此為解決蝦類養殖之蝦病問題、用水問題、對環境影響問題，A公

司之創立者希望研發比傳統處理方法更有效、更節省土地、設備、費用的

水處理方法，使蝦類養殖產業能零污染排放，並節省水資源與土地資源，

創造最大利潤；因此決定開發新的蝦類養殖技術，並由許多各方面的專家

共同創設 A公司。而 A公司的成立目標有以下 7項： 

一、致力於養殖生物技術及產品創新研發。 

二、結合養蝦產業服務技術團隊。 

三、致力於循環水養殖，有效節約水資源。 

四、防止蝦病害及養殖超抽地下水造成之困境。 

五、推動養殖科技化、自動化、國際化。 

六、發展示範無污染產業，使台灣邁向綠色矽島。 

七、創造企業利潤及就業機會。 

 

貳、A公司的發展沿革 

因蝦病蔓延造成蝦類的大量死亡，導致近十餘年來蝦類養殖業急速減

產。其原因可歸諸於養殖生物體弱、環境緊迫加劇、以及病原感染所交互

影響所致。傳統開放式的漁塭養蝦產量不定，且氣候驟變易造成養殖環境

不穩定，並增加環境緊迫，同時亦不能阻絕病原經由帶病生物入侵污染。

因此以封閉式循環水養蝦，並配合自動化技術的研究便因應而生。 

此技術的初期研發，是由政府所委託之研究計畫，並由財團法人、政

府所屬研究機構、學術機構共同執行研發。經政府多次補助與輔導，A公

司亦投入經費與上述單位進行產、官、學合作，實地建廠養殖以研發技術、

並將設備商品化。經歷多年的研發及實際養殖，A公司目前已掌握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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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技術，並正式推出零污染、自動化、科技化之「收成七次、年產

160噸白蝦之高科技標準化養蝦科技生物工廠」。 

A公司希望藉由此類自動化、高密度循環水養蝦系統之研發與應用，

能夠建立一套符合養蝦經濟效益的生產模式，為經營日漸困頓的養蝦業

者，另闢一線生機；並期望高科技養殖技術，能夠減低養殖業對環境產生

的負面衝擊，提高水土資源之利用效率。A公司為利用農業科技研發成果

進行商品化及設立新創公司之實際案例，A公司之發展過程及沿革可以摘

要表示如下表： 

表 5-4、A公司之發展沿革表 

發展時期 發展過程摘要 

種子期 

1.由政府委託研發。 
2.由財團法人、政府所屬研究機構、學術機構共同執行

研發。 
3.承租海埔養殖區。 
4.由政府輔導公司建立自動化養蝦示範廠。 

研發期 

1.進行兩階段養殖。 
2.進駐學術機構之創新育成中心。 
3.由政府補助進行系統設備商品化。 
4.系統設備測試完成。 

測試期 

1.進行兩階段養殖。 
2.由政府補助進行系統設備商品化。 
3.與政府共同舉辦新養蝦系統研發成果之發表。 
4.協助政府舉辦新養殖技術推廣講習。 

商品化階段期 

1.進行兩階段及三階段養殖。 
2.進駐學術機構之創新育成中心。 
3.由政府補助進行系統設備商品化。 
4.系統設備測試完成。 
5.建立兩階段養殖模式。 
6.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會並參加研討會與展覽。 
7.提出多項專利申請。 
8.協助政府舉辦新養殖技術推廣講習。 

技術成熟期 
1.建立三階段養殖模式。 
2.各項系統設備商品化已完成，並建立標準廠操作及保

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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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政府舉辦新養殖技術推廣講習。 
4.參加多項生技與創業成果展覽。 
5.多位學者、專家至公司拜訪並指導。 
6.入圍國家新創事業獎。 
7.通過政府補助計畫。 

整廠輸出籌備期

1.與其他公司合作建立生產參觀訓練廠。 
2.參加多項成果展覽。 
3.通過政府三年補助計畫，並由多位專家共同主持執行。

量產籌備期 

1.取得 7項專利。 
2.通過無形資產融資貸款。 
3.與其他公司合作建立示範廠。 
4.當選創業育成楷模。 
5.參加農業生物技術商談會。 
6.提出日本專利審核。 

量產成熟期 

1.再取得 1項專利。 
2.建構活蝦銷售電子商務通路。 
3.當選二項國家榮譽獎。 
4.參加生物園區投資案審核。 

資料來源：A公司網站，並經本研究整理 

 

叁、A公司的主要技術簡介 

A公司為利用農業科技研發成果進行新創公司之實際案例，因此其所

擁有的技術、知識與相關智慧財產權，就成為 A公司重要的競爭優勢與資

產。A公司所擁有並已商品化之技術即為其「高科技標準化養蝦科技生物

工廠」及相關的軟、硬體。以下即就 A公司之技術與相關系統進行簡介。 

 

一、A公司所擁有之養殖系統優點 

（一）可計畫生產：室內養殖不受天候及一般產期價格變化之影響。 

（二）穩定投資報酬率：可評估投資報酬率，與一般農漁業經營不同。 

（三）節省水土資源：且又因循環水方式養殖，在水資源的耗費上約為

傳統養殖之 5%，故對地區水土資源之合理利用有絕對優勢。 

（四）有機養蝦：因以物理過濾及殺菌方式進行水處理，且以天然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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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去除氨、氮，故不使用化學藥物控制蝦病，提高蝦類品質。 

（五）科技養殖節省人力：室內養殖系統，水質控制及飼料投餵均依蝦

類之生長過程精密計算，並使用全自動控制，不但提高單位面積

產量，同時相對降低生產成本。 

（六）一年生產 7~8次：以白蝦為養殖蝦種，並分為小蝦、中蝦、成蝦

三階段養殖，每階段均養殖 40~50天後移池至下個階段繼續飼養

直到成蝦收成為止。使用三階段方式養殖，可以依照蝦的體型大

小給予合適的飼料，也避免因蝦脫殼時遭到大蝦攻擊而死亡，更

能提高養殖池的利用效率。因為每個階段僅養殖 40~50天，因此

一年可進養蝦苗 7~8次。 

 

二、A公司之養殖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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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A公司之自動化循環水養殖系統 
資料來源：A公司網站，並經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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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顯示 A公司所擁有並已商品化之自動化養殖系統。根據 A公司

所公開揭露之相關資料表示：A公司之養蝦生物科技工廠以立體養蝦池結

合自動化循環水處理系統與相關科技化周邊設備，設計最佳之養殖及收成

操作方便性。工廠整合物理過濾系統、量子電凝機殺菌系統、生物處理系

統、水質電腦自動監控系統、自動增氧系統、自動投餌系統、自動給水排

水系統及加溫系統，成為一套完整之室內高科技養蝦生物工廠。養蝦生物

科技工廠之養殖方式可提高蝦的存活率及生長率，隔離天氣變化及風、鳥

之傳染病原媒介對蝦之影響。循環水的養殖及自動監控系統更可有效調控

養殖水質的最佳狀態。 

 

第三節 對個案公司之智慧財產分析 

A公司是將農業科技研發成果進行商品化後並據以設立的新創公司，

因此農業科技之研發成果、技術及相關智慧財產，就成為 A公司據以規劃

公司經營模式並進行營運、發展的最重要資產。本研究在本節中，首先將

對 A公司目前所擁有之各種態樣的智慧財產進行整理；接著將就 A公司所

擁有之專利進行詳細的分析，並提出本研究所觀察到之問題。 

 

壹、A公司所擁有之智慧財產 

根據本研究之分析，A公司目前所擁有之智慧財產依態樣區分，有商

標權與品牌、專利權、著作權、營業秘密、know-how、show-how等多種

態樣之智慧財產。以下玆分別整理並說明之： 

 

一、商標權與品牌 

目前在商標權與品牌方面，A 公司的公司名稱是其唯一申請並擁有之

商標權，也是所擁有唯一作為識別與代表的標誌。A 公司目前僅以公司名



 101

稱作為提供商品與服務之識別標誌，並未進行其他商標與品牌的規劃。 

 

二、專利權 

本研究依據 A 公司之公司名稱與其所揭露之資訊，並對台灣和美國專

利資料庫進行檢索之結果，得知 A公司目前擁有 5件台灣專利，其中 1件

並同時擁有美國專利。但依據 A公司所揭露之資訊，其目前擁有 8件專利；

本研究認為其他 2 件專利應為台灣、美國以外其他國家之專利，但因專利

檢索資料庫之限制而使本研究未將其檢索出來。玆將 A 公司目前所擁有的

專利列表如下： 

表 5-5、A公司所擁有之專利列表 

專利編號* 公告時間 專利名稱** 備註 
TW01 2002/07 養蝦之○○○○監控系統  

TW02 2002/12 養殖用○○○○○之結構  

US01 2002/12 aquaculture system 
本件為TW04之美國

專利 
TW03 2003/08 循環式○○○○裝置  

TW04 2003/08 ○○○○化養殖系統 
本件申請並獲得美國

專利 US01 
TW05 2003/11 自動○○裝置  

*「TW」表示台灣專利，「US」表示美國專利。 
**為保護 A公司之資料秘密，本研究以符號○取代專利名稱中之關鍵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著作權 

A公司是由蝦類養殖技術開發成功後，將技術研發成果進行商品化並

據以設立之新創公司；因此其所有的技術文件，及其內所載之相關實驗數

據、流程、內容等，都是 A公司所擁有的著作權。 

A公司據其所擁有之農業科技而進行蝦類養殖、養殖系統規劃、養殖

廠建設與運作的過程中，其必然會有許多的建廠規格文件、養殖設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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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統與設備參數設定文件、養殖環境控制參數資料、養殖操作手冊

等重要資料。這些資料的內容都是 A公司的重要 know-how與機密資料，

而這些文件同時也屬於 A公司所擁有之重要的著作權。 

 

四、know-how、show-how與營業秘密 

在水產養殖系統的運作中，有許多重要的成功關鍵並非專利，同時專

利也非成功的必要條件；know-how與 show-how往往才是決定養殖工作是

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而這些重要的 know-how與 show-how往往也

成為 A公司最重要的營業秘密資料。 

即使 A公司將蝦類養殖技術之系統與設備大部分皆以申請專利進行保

護，但是在使用這些系統設備或是在實施這些專利時，還是需要依賴許多

的知識、經驗、條件才能得到最佳的成果，而這些知識、經驗、條件也就

成為 A公司的重要 know-how。 

如前所述，A公司在進行之蝦類養殖、養殖系統規劃、養殖廠建設與

運作的過程中，其必然會有許多的建廠規格文件、養殖設備操作文件、系

統與設備參數設定文件、養殖環境控制參數資料、養殖操作手冊等重要資

料；這些資料文件不但是 A公司的著作權，同時也是 A公司所擁有的重要

know-how和營業秘密。 

另外，在養殖活動的運作與操控上，必須對各項環境與養殖條件進行

控制和微調，同時注意許多攸關養殖結果成敗的細節，這些亦是 A公司所

擁有的重要 know-how與營業秘密。而關於種蝦的繁殖和蝦苗的繁殖、養

殖、養殖飼料的調配與餵食，亦是 A公司所擁有之最重要的 know-how與

營業秘密。 

而以上各種態樣的智慧財產，凡是屬於決定 A公司是否具有優勢與攸

關成敗、且必須絕對保密、不得洩漏的各項智慧財產，都將成為 A公司的

重要營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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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 A公司所擁有之專利權分析 

本研究在此針對所檢索出之 A公司的 6項專利權，對其專利之各項目

與專利說明書之內容進行詳細分析如表 5-6。表 5-6所列之 5項專利皆為 A

公司之台灣專利，而 A公司所擁有之 1件美國專利因為台灣專利 TW04之

全文翻譯，除較台灣專利 TW04提前 8個月公告外，並無其他不同；故本

研究不再於表 5-6中另增項目，只需參酌台灣專利 TW04之分析即可。 

表 5-6、A公司之專利分析表 

專利 
編號* TW01 TW02 TW03 TW04*** TW05 

專利 
名稱** 

養蝦之○○

○○監控系

統 

養殖用○○

○○○之結

構 

循環式○○

○○裝置 
○○○○化

養殖系統 
自動○○裝

置 

專利 
種類 

發明 新型 新型 發明 新型 

自申請 
至公告 
期間 

約 8個月 約 14個月 約 13個月 約 20個月 約 25個月

發明人 
A董事 

B副總經理 
C總經理 

A董事 
C總經理 

A董事 
D 

A董事 
C總經理 

C總經理 
B副總經理

代理人 
H代理人 
J事務所 

H代理人 
J事務所 

C代理人 
W事務所 

H代理人 
J事務所 

H代理人 
J事務所 

專 
利 
內 
容 

可以依序監

控多數個養

殖池的控制

系統。透過各

種裝置的運

作，可檢測各

養殖池的狀

況。同時以觸

控介面呈現

出來，亦可透

過電腦和網

用來處理水

的裝置。利用

不鏽鋼構

成，有高壓水

及清潔刷可

沖洗裝置。處

理後水可再

循環至養殖

池中使用，應

用於養殖之

循環水處理。

是用來處理

水的循環裝

置，是一套可

以對養殖池

的水進行處

理的裝置系

統。本裝置系

統由許多設

備構成，其中

最重要的設

備是電凝裝

是一種養殖

系統。除養殖

池外，尚包括

水處理裝

置，監控裝

置，與其他裝

置等組合而

成。目的在改

進養殖的缺

點。 

應用於養蝦

池的自動裝

置，裝置在養

殖池周圍，目

的在促進養

殖效率，同時

節省施工成

本及降低施

工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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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讀取監控

數據。 
置。 

申 
請 
專 
利 
範 
圍 

申請專利範

圍只有 1項
請求項，將系

統的各構成

部分依序寫

出。 

申請專利範

圍第 1項為
本體結構組

成，另有 6項
附屬於第 1
項的附屬

項，為其細部

裝置與結構。

申請專利範

圍第 1項為
獨立項；第 2
項和第 3項
為第 1項的
附屬項。第 4
項是附屬於

第 3項的控
制裝置。第

5、6、7、8、
9、10、11項
等附屬項都

是細部的結

構和裝置。 

申請專利範

圍第 1項列

舉了整體系

統裝置。第 2
項附屬項敘

述養殖池的

ＰＶＣ骨架

和內鋪塑膠

布。第 3項附
屬項敘述監

控系統。第 4
項附屬項敘

述所屬自動

系統。 

申請專利範

圍第 1項包
括所有的裝

置在其內。第

2項和第 3項
附屬項為裝

置中的細部

規格和裝置

描述。 

備 
註 

和 TW02、
TW03、
TW05相互
配合，可對其

進行監控；為

整體系統

TW04之一
部分。 

和 TW03同
為處理裝置

之一環，受

TW01所監
控；為整體系

統 TW04之
一部分。 

和 TW01、
TW02、
TW05相互
配合，受

TW02所監
控；為整體系

統 TW04之
一部分。 

由 TW01、
TW02、
TW03、
TW05等各
子系統所組

成；為養殖之

整體系統。  

受 TW01所
監控，為整體

系統 TW04
之一部分。 

*「TW」表示台灣專利，編號方式依據表 5-5之編號順序。 
**為保護 A公司之資料秘密，本研究以符號○取代專利名稱中之關鍵字。

***A公司亦就 TW04申請美國專利，並於 2002 年獲得專利權。本項美國專

利之說明書內容，為 TW04台灣專利說明書之全文翻譯。其專利說明、圖示、

申請專利範圍都由台灣專利說明書全文翻譯成英文。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經由本研究在表 5-6中所進行之詳細專利內容分析結果，本研究於此

提出數項針對 A公司所擁有專利之觀察結果與問題分析，玆說明如下： 

 

一、技術與專利之發明人為公司團隊成員 

經由本研究對 A公司專利內容之整理分析，發現 A公司所有專利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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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發明人，大多為 A公司之重要團隊成員，並且負責 A公司之重要相關業

務與發展。也就是說，A公司為技術發明人利用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商品化

所成立之新創公司。A公司將當初從事研發計畫之負責人與發明人皆延攬

進入公司，使公司除掌握技術與專利外，更能夠進一步掌握技術發明人之

潛在知識與狀況；這對 A公司而言，是一項有利的條件與優勢。 

技術與專利發明人對於技術與專利之實施有很重要的影響，更會影響

公司進行專利策略規劃與專利佈局之結果，進而影響公司之競爭優勢。A

公司所擁有技術與專利之發明人，皆為 A公司之團隊成員；本研究認為，

這是 A公司在競爭上一項有利的條件與優勢。 

 

二、未考慮申請專利之目的 

本研究認為，A公司未考慮到申請專利之目的與必要性，而有為專利

而專利的情況發生。就 A公司所有的 5項台灣專利的內容觀之，本研究發

現這些專利都是系統和設備的專利。A公司是否應就其養殖系統和設備申

請專利，必須視 A公司的經營模式設計而定。 

在 A公司的經營模式設計和公司定位上，是作為養殖系統輸出的技術

提供者，同時提供蝦苗、飼料、養殖技術等服務。因此 A公司的定位是整

廠系統輸出的技術提供者，其並非經營養殖系統設備的販售，也並不依靠

販賣系統設備獲利。 

再者，將系統設備申請專利之後，即意味著將養殖系統設備的詳細內

容公布給競爭者週知；除了方便競爭者學習技術外，實務上難以知悉競爭

者是否侵權，也難以舉證競爭者之侵權事實。因此 A公司將其養殖系統和

設備皆申請專利，這樣似乎有為專利而專利之意味、及過度專利化之嫌。 

 

三、過度揭露技術資訊 

本研究就 A公司所擁有的 5項台灣專利之專利說明書詳細內容進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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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後，發現這 5項專利的共同之處在於：在專利說明書的專利說明、習知

技術、最佳實施例、及圖示這些部分中，即已將 A公司所有的技術內容毫

不保留地揭露得非常詳盡清楚；這樣只會因為技術資訊和內容過分揭露，

而對 A公司造成很大的傷害。 

本研究認為，A公司為其技術申請專利之目的，除了為促進國家技術

進步外，更重要的是在保護所擁有的技術，避免其技術內容為他人所侵害。

而 A公司卻於所擁有專利之專利說明書中將 A公司的技術盡皆揭露，並且

鉅細靡遺地說明和解釋；這樣只會有利於競爭者縮短其學習曲線，並加速 A

公司的技術優勢流失。 

 

四、專利品質不良 

承前所述，本研究認為 A公司在專利說明書中將技術內容盡皆公開是

不甚理想的作法；但真正對 A公司造成損害的，卻是因其專利品質不良，

無法真正保護其所擁有的專利權和技術。首先就專利的種類檢視專利的品

質。A公司所擁有的 5項台灣專利中有 3項為新型專利，但因新型專利對

權利與技術之保護較不周全，競爭者可以輕易變更設計以迴避專利權利內

容之規範，故其並無法有效保護 A公司之技術與專利權。 

再就專利說明書的內容去檢視專利的品質。如前所述，A公司在專利

說明書的其他部分中已將 A公司所有的技術內容揭露得非常詳盡清楚；但

是在最重要的申請專利範圍（claims）上，卻是過份地貧乏簡陋，根本無

法據以有效主張專利應有的權利及效力。 

專利權除了揭露技術發明外，更重要的功能應該是在保障專利權。但

是 A公司所擁有的專利，除了將技術過度揭露外，卻無法對專利權進行有

效保護；這樣的專利品質對於 A公司而言，可說是帶來了不利益的效果和

傷害。因此本研究認為，A公司所有專利之專利說明書皆過分揭露其技術

內容，且其申請專利範圍無法據以有效主張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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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利代理人之限制 

本研究認為，會造成前述 A公司之專利品質不佳的問題，歸咎其根本

原因可能是專利代理人的問題。本研究認為，A公司在與專利代理人的互

動上可能有溝通不良的情形，導致專利代理人無法瞭解 A公司之技術重點

與所欲尋求專利保護之標的與範圍。 

此外，負責為 A公司撰寫專利說明書之專利代理人可能不瞭解 A公司

所處的產業環境、狀況、特性，因此不瞭解 A公司之技術內容與技術優勢，

從而不瞭解 A公司之技術特性與所應加以保護之標的與範圍何在；才造成

A公司所擁有之專利在專利說明書中過分揭露技術資訊，但申請專利範圍

卻無法有效保護專利與技術內容的不良結果。 

本研究在本節中所提出對於 A公司所擁有專利之分析，及以上數項本

研究觀察、分析 A公司之專利，而提出關於其內容與品質之問題，可供 A

公司往後在評估是否為研發成果申請專利，及決定申請專利時進一步加以

評估與考慮之事項30。本研究於本節雖僅就 A公司所擁有之專利進行分析，

但所提出之見解，亦可供進行其他態樣之智慧財產分析時加以參考。 

 

第四節 對個案公司之經營模式分析 

本研究在前節已經對 A公司所擁有之智慧財產與專利權進行分析，但

是以技術為主的新創公司要能夠維持生存並持續營運，除了要擁有技術與

                                                 
30 本研究在本節中僅對 A公司所擁有之專利進行分析，乃是因為專利說明書是法律公開的技術資

料，且專利權是最具體的智慧財產權。當一家公司將其所擁有之技術申請專利後，隨著該公司取

得專利權，相關的技術內容也將在專利說明書內加以揭露；而任何人都可以在該國政府的專利資

料庫中檢索到該公司的專利資料，接觸並得知該公司所擁有的專利技術內容。此亦為專利法所揭

示之「權利保護」與「技術公開」並重之立法目的與精神。因為專利說明書為法律所公開的資料，

因此本研究可利用專利說明書之內容與資訊進行各種學術研究與分析，而不會有侵害 A公司技術
秘密性之虞。至於 know-how與營業秘密等資料，一般皆屬於公司內部極機密的資料，非該公司

負責相關業務與重要之成員，皆無法接觸此種資料；本研究並無法取得此類資料，無法且無必要

進行相關研究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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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智慧財產之外，更重要的是要瞭解目標客戶與市場之所在，設計出良

好可行的經營模式，並且需要各方面人才的加入與各種專業服務的支援。

當所有的條件逐漸具備並開始運作後，以技術為基礎的新創公司也才能真

正成型並逐步開始營運。在本節之中，本研究將針對 A公司目前的經營模

式進行分析，並提出本研究之看法。 

 

壹、A公司之經營模式 

本研究依據 A公司所揭露的資料，得知 A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範圍為：

「致力於自動化養殖系統規劃開發、科技化生產零污染有機活蝦；除了提

供養蝦生物科技工廠整廠銷售、安裝、維護之外，並供應蝦苗、微生物製

劑和室內完全飼料，及熱誠輔導投資者經營，包含配送、成蝦的販售、通

路，提供投資者最完善健全的諮詢服務。」 

由以上的資料可知，A公司所欲經營業務為以下數項： 

一、蝦類養殖工廠之整廠銷售、安裝、維護 

二、蝦苗供應 

三、微生物製劑供應 

四、飼料供應 

五、輔導經營，含蝦之配送、販售、及通路，並提供諮詢服務 

經本研究之分析，A公司乃是仿效工程界之建廠技術授權者模式，將

公司定位於蝦類養殖之整廠輸出的完整服務提供者；負責提供投資經營者

從建廠到工廠營運之後續維持；及販售養殖所需之蝦苗、微生物製劑、飼

料給投資經營者；並對投資經營者提供經營、行銷、通路的輔導，及其他

相關諮詢服務；期望能從建廠、技術、材料、生產、銷售、到諮詢都能提

供完整的服務，並成為一個成功的經營者。 

本研究認為，A公司雖對於其所欲提供服務有所規劃，並努力找尋最

有利基的公司定位，但卻缺乏對公司之經營模式與發展進行詳細的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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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也缺乏公司各階段發展的目標。本研究認為 A公司僅概略列出其想

從事的服務，但卻未詳加計畫，導致公司之發展方向與前途不明。換言之，

A公司的願景和預設目標很大，一開始即鎖定全世界（尤其是歐、美、日

等先進國家）的消費市場，並以整廠輸出之專業技術、服務提供者自居，

但卻缺乏階段性的計畫，以逐步實現其想提供的商品與服務；如此將導致

公司雖有想發展的方向，但卻會有不知如何著手的情況發生。以下本研究

將探討在 A公司目前經營模式上所觀察到的問題。 

 

貳、A公司在經營上之問題 

根據本研究前述對於 A公司之現有商品與服務內容所進行的整理，本

研究認為 A公司在經營上有以下數項問題，玆就本研究的觀察與看法分項

討論之： 

 

一、技術資訊過度揭露 

本研究在對 A公司進行個案研究開始，即注意到 A公司有一項很嚴重

的問題，那就是過度揭露其技術資訊。如前所述，過度揭露技術資訊的情

況除出現在其專利說明書中，亦出現在 A公司的網站之中31。 

專利說明書乃屬於國家公開之技術資訊，任何人皆可閱讀並瞭解專利

與技術內容。在 A公司所擁有的專利說明書中，將 A公司的技術、設備、

系統等詳細內容盡皆公開，但卻沒有在申請專利範圍中予以相當程度之保

護。且 A公司並不販售個別系統與設備，卻將系統、設備盡皆申請專利；

如此將造成既無法有效利用專利權保護技術，亦無法阻止競爭者進行模仿

與運用的不利情況。 

目前網際網路在全球已經是非常普遍的應用工具，任何人皆可隨時隨

                                                 
31 本研究於本章所引用與參考之資料，皆來自於引用與參考 A公司網站所公開揭露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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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連結進入 A公司之網站，對 A公司進行深入的瞭解。但是 A公司卻將許

多詳細的技術內容資訊公開揭露於網站上，這雖然有助於知識與技術的分

享，卻也使得全球的競爭者容易學習，並縮短許多摸索開發的時間。這些

對技術資訊與內容過度揭露的情形，實值得 A公司深思。 

 

二、過度強調技術 

本研究認為 A公司在經營上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過度強調研發成果與

技術，未能明確認識其是在藉由技術商品化進行商業化之經營，也沒有明

確定位公司的顧客、市場、與階段發展規劃。在 A公司所公開揭露之資訊

中，A公司除對其技術進行完整的說明與介紹，同時並不厭其煩地解釋其

技術詳細內容、與其他類似技術之差異性和優勢。這除了會有前述技術資

訊過度揭露的問題，亦使潛在顧客無法瞭解 A公司之商品與定位。 

本研究認為，A公司是以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商品化進行新創事業之公

司；其既然是一個公司，則必然是以營利為目的；而公司為了要營利，則

必須有據以營運和獲利之「商品」。商品是一個涵蓋廣泛的名詞，不限於有

形的貨物、機器等，無形的勞務、服務、技術經過規劃和包裝後，也可成

為商品。但是 A公司卻過度強調其技術內容與優勢，沒有就其相關技術產

品與服務進行包裝，推出可吸引顧客之商品。 

因此本研究認為，A公司必須要先鎖定各種目標顧客，再針對不同的

目標顧客需求，推出適合其需求的各項商品。本研究認為，A公司既為以

技術為基礎之新創公司，就必須要對公司定位有所認識；公司必須要能夠

提供滿足顧客需求的商品，並據以獲利。在技術商品化的階段，新創公司

不能再只以技術本位去看待技術，必須將技術整合並包裝成為能滿足顧客

需求的商品，這樣才能達到當初利用技術成立新創公司的目的。 

此外，新創公司在初創的階段中，需要尋求大量資金的投資；新創公

司若只是一味地解釋技術內容和優勢，恐怕不易募集到所需資金。畢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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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所關心的重點，除了新創公司之技術優勢外，更想瞭解新創公司是否

已有對於市場、商品、經營模式、財務、獲利之規劃，因為這才是決定技

術商品化成敗的重要關鍵。此問題亦可供 A公司加以思考。 

 

三、未利用所擁有之智慧財產進行經營規劃 

本研究在前節之中，列出了 A公司所擁有的各項智慧財產。以本研究

進行學術性個案研究之立場，只需對其進行整理及分析即可；但是若以 A

公司之立場，就必須進一步思及如何利用智慧財產進行公司經營之規劃。 

本研究認為，A公司雖然擁有許多的智慧財產，但除了本研究於前節

對 A公司之專利所提出之問題外，A公司亦未善加利用所擁有的智慧財產

進行公司營運與發展之規劃。如本研究於第四章第三節中所述，智慧財產

的功用與效力在於幫助公司進行經營之規劃，並且幫助公司取得競爭優勢

與鞏固市場；因此智慧財產是必須實際融入並運用到公司的經營與發展規

劃之中。唯有在實際的企業經營中為公司創造優勢與利益，智慧財產才能

夠體現其真正的功用與價值。 

因此本研究認為 A公司應對其所擁有之智慧財產重新進行整理，並配

合經營模式的設計去規劃智慧財產之相關策略，包含取得、佈署、運用等

各面向；以善用所擁有之智慧財產，創造公司經營之優勢，展現智慧財產

對經營新創公司之效力。 

 

四、缺乏完善經營模式之設計與階段性發展規劃 

本研究認為，A公司在經營上會有前述 3項問題，歸根究底，都是因

為 A公司缺乏一個完整的經營模式與發展規劃。確認目標顧客與市場、提

出符合顧客需求的商品、設計一個好的經營模式、逐步完成發展規劃中的

階段性目標，對一個以技術為基礎的新創公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 

本研究認為，因為 A公司缺乏對商業化經營有所認識，因此沒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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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出其目標客戶與市場，也沒有設計出相應的商品組合，所以才無法設

計出良好的經營模式，也沒有提出對未來的發展規劃和可具體完成的階段

性目標。一個良好的經營模式設計，將會對新創公司進行經營發展和資金

募集有很大的助益。 

根據前述 A公司所揭露之服務範圍，可知 A公司是以全球消費市場為

目標。本研究認為 A公司僅為一新創公司，除提出進軍全球市場及成為整

廠輸出之技術、服務提供者之目標與願景外，更應進行各階段的發展規劃

和目標設定，以逐步完成公司的各階段目標並達成願景；如此才不會致使

公司遠大的目標與願景流為口號。 

因此本研究認為，A公司應仔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目標顧客與市場之

所在，依此設計出好的商品組合，並善用所擁有的智慧財產進行公司經營

之規劃，提出一個良好的經營模式並設定階段性發展目標，以逐步實現公

司之最終目標和願景。 

 

五、缺乏嫻熟商業之規劃與經營人才 

A公司為利用農業科技研發成果而成立之新創公司，同時該技術與專

利之發明人亦為 A公司之重要團隊成員，負責 A公司之營運與發展，因此

A公司擁有關鍵的技術人才自不待言。根據本研究整理 A公司之公開揭露

資料，發現 A公司主要的人才來源大多為技術背景的人才，較缺乏產業經

營與財務規劃方面的人才。 

新創公司的成立、經營、與發展需要有各種背景的人才加入，才能使

新創公司順利運作。當公司處於從事技術研發的階段時，技術研發人才位

於非常關鍵之地位，因其將決定技術研發能否有所成果。但是在產出研發

成果後，要進行技術商品化之階段時，除非該技術人才亦對於後續商品化

之各項工作非常熟悉，否則應該由其他熟悉技術商品化工作之人才加入團

隊，由其和技術人才共同進行技術商品化與新創公司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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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行到技術商品化的階段時，技術已經不是影響商品化成敗的唯一

關鍵因素，其他如法務、財務、市場、行銷等各方面因素亦對商品化之結

果影響很大。因此本研究認為，從事技術商品化之 A公司應該延攬對於技

術商品化有經驗、及嫻熟於公司經營之各方面人才加入，或是尋求適當的

專業服務之支援與協助，使以技術為基礎之新創公司能順利發展。 

 

第五節 對個案公司之發展規劃與建議 

本研究在本章的前四節中，已針對 A公司所處產業之背景、及 A公司

的發展過程進行介紹，並對 A公司所擁有的智慧財產和目前經營模式進行

詳細分析。在本節之中，本研究將提出對 A公司之經營與發展規劃建議，

以作為本研究在本章進行個案研究之結論。本節共分二大部分，本研究將

針對 A公司之經營模式與智慧財產分別提出規劃建議。 

 

壹、對 A公司之經營模式規劃建議 

本研究認為，在 A公司要發展以技術為基礎之新創公司的過程中，當

技術已經研發出來之後，隨之而來的就是要面對技術商品化的問題。如果

當初的研發團隊沒有成立新創公司的計畫，而只採取技術移轉或授權的方

式，則需要考慮和注意的事項也和成立新創公司有所不同。A公司既選擇

成立以技術為基礎之新創公司，勢必認為該技術有市場和獲利之潛力，也

就必須以市場和商業的觀點來考慮技術商品化和新創公司獲利的問題，不

能再只單純考慮技術問題。 

而在選擇利用技術成立新創公司後，本研究認為 A公司必須對以下四

項要點有所認識並進行詳細規劃： 

（一）目標顧客和市場為何？ 

（二）商品的規劃和組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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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無規劃良好的經營模式與計畫？ 

（四）有無規劃階段性的發展目標？ 

本研究認為以上這四項要點非常重要，如果 A公司對這四項要點沒有

完善周全的規劃，則其要成功進行技術商品化的機會將會很小，新創公司

也可能會撐不了太長的時間。因此以下本研究將依循此四項要點，提出對 A

公司的經營模式規劃建議。 

 

一、A公司的階段性經營規劃與發展目標 

（一）尋找目標市場與獲利機會 

本研究認為，A公司是一個新創公司，因此必須迅速找出可以獲利的

市場和機會並積極投入；否則若時間拖延過久，公司只會花費愈來愈多的

錢，而此時若資金募集又不順利，新創公司將會很容易因無法繼續支撐下

去而不幸夭折。 

而 A公司若要能夠迅速獲利，必須先從確認目標顧客與市場下手。在

找到目標顧客與市場定位後，A公司必須根據顧客與市場的需求推出各種

不同的商品組合，並藉由各種行銷方法讓顧客認識並接觸商品，進而讓顧

客可以認同並持續使用 A公司之商品。只要 A公司能夠先創造第一階段的

營業收益，將會對新創公司的後續發展和資金募集有很大的幫助。 

 

（二）A公司的階段性經營規劃 

經由本研究在本章第四節中對 A公司公開揭露的資料所進行的研究發

現，A公司最想經營的是養蝦廠的整廠輸出、蝦苗和材料供應、與工廠後

續維持和技術諮詢。 

本研究認為，A公司一開始就想從事整廠輸出的經營，這並不是可以

輕易達成的目標。因為 A公司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新創公司，其雖然已經擁

有養殖的技術、系統、設備，不過卻因欠缺實際營運與後續通路銷售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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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將很難說服顧客投資經營養蝦工廠。而且就算 A公司想經營整廠輸出，

卻沒有考慮到顧客與市場為何，將很難進行整廠輸出的銷售。此外，本研

究認為 A公司一開始將目標設定過大，新創公司一開始就想經營全球及進

軍歐、美、日市場，這樣的目標對新創公司而言似乎是過於困難。 

因此本研究認為 A公司應該設定各階段的發展計畫與目標；先設立短

程計畫與目標，當達到目標後，就可繼續向下一個目標前進，以確保 A公

司可以持續創造獲利並生存發展。本研究認為，A公司可以先將目標市場

設定在台灣；當 A公司自己經營之養蝦廠能夠在台灣實際運作，並創造獲

利、持續營運後，A公司才有機會進行其本欲從事之整廠輸出的業務。此

時 A公司便可以進軍中國大陸沿海市場，其可以自行投資建廠經營或吸引

其他企業進行加盟投資經營。若其在中國大陸沿海市場的經營能夠成功，

則可進一步進軍中國大陸的內陸市場，並逐步實現其經營區域及全球整廠

輸出業務的夢想。 

而關於 A公司所經營的業務內容，本研究認為，A公司可以先自行經

營養蝦工廠，並銷售所養殖的蝦；藉由經營養蝦廠及蝦類販售的過程，逐

步培養其整廠運作、廠務維持、技術支援、物流整合、行銷廣告、銷售通

路等各項控制及經營能力。待 A公司能成功經營養蝦廠並獲利後，除賺取

維持公司繼續營運的資金外，更可培植出 A公司經營相關業務的能力，此

時便很容易吸引有興趣之投資者注意。而 A公司便可以採取自行投資、合

作投資、加盟者投資等各種方式，即可複製其成功經驗，經營區域及全球

整廠輸出之相關業務。 

A公司在設計經營模式與銷售養蝦成品時，應該試著以文化背景加以

包裝；利用文化語言重新塑造的養蝦成品，若可配合具有文化氣息的商標

與公司名稱，將更能相輔相成加強商品行銷的廣度與深度。而若要強調生

物科技的層面，亦可在行銷中加入相關的用詞。 

本研究認為，若要經營現代化的知識型農業企業和產業，就不應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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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的方法和架構，而應用全新的思維，去創造新的經營方法和行銷觀

念。經營農業、養殖業等所謂傳統、初級產業並不一定要有高科技才會成

功，端看經營者如何去設計規劃其經營模式。 

 

二、A公司的整廠輸出經營模式規劃 

如本研究前述所言，A公司應設定階段性的發展計畫與目標，透過完

善規劃的經營模式，逐步達到所設定的目標，並培養相關的經營與運作能

力，創造獲利並持續營運。若 A公司能夠成功營運並創造獲利，則就可以

開始從事其本欲進行之區域整廠輸出、跨國經營的鴻圖大業。以下本研究

針對 A公司可以進行之整廠輸出相關經營提出規劃建議。 

 

（一）整廠輸出的經營模式－A公司與加盟養殖廠 

本研究認為，A公司在整廠輸出之經營模式的規劃設計上，可以採用

以下的方式：A公司可將養殖廠進行整廠輸出給各區域的加盟養殖廠，並

將廠務運作、廠務維持、蝦類養殖等能力與技術授權給加盟養殖廠，由加

盟養殖廠負責各階段蝦的養殖和成蝦的生產。所養殖出來的成蝦，再由加

盟養殖廠透過區域的行銷通路與物流體系，銷售到到顧客的手上。 

加盟養殖廠在建廠之後，則由 A公司繼續提供養殖廠營運與維持的各

種相關技術支援；加盟養殖廠所需要各種飼料、物料、製劑、藥劑等，也

由 A公司所建構之養殖業中衛體系內的各個衛星工廠負責提供。 

 

（二）整廠輸出的經營模式－養殖業中衛體系 

A公司在設計整廠輸出之經營模式時，可以仿效汽車製造業，在蝦養

殖業建立如汽車製造業般的中衛體系。A公司可以將飼料、藥劑、製劑、

材料等許多生產製造的功能外包給周圍的衛星工廠製造；其模式為由 A公

司提供關鍵技術與關鍵原料，而由簽約之衛星工廠負責生產製造各項蝦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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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必需之用品與用料。 

A公司可以藉由契約約定雙方的詳細權利義務後，將所需的養殖用品

委託給衛星工廠進行生產，而衛星工廠所生產之養殖用品必須使用 A公司

之商標，以表示其為 A公司所生產、銷售、使用之專屬產品。 

當養殖用品生產出來後，在物流上是由衛星工廠直接運送給加盟養殖

廠；不過在訊流上，將會顯示是由衛星工廠賣給 A公司，再由 A公司販售

給加盟養殖廠。如此的做法將可使 A公司在養殖用品與用料上持續創造獲

利。A公司並可控制與估算所有的養殖用品、用料之生產與銷售數量。 

此外，A公司須注意不應該把蝦苗納入委託生產的模式中。因為 A公

司不會希望蝦苗的繁殖、養殖、運送技術和相關 know-how為他人所知，

故必須要控制蝦苗總貨源與相關的技術資訊和營業秘密。 

 

（三）整廠輸出的經營模式－養殖廠區域單位 

A公司在整廠輸出之經營模式的規劃設計中，關於區域加盟養殖廠的

行銷通路設計部份，可以先由一個區域的主要加盟養殖廠負責建構行銷通

路。A公司再利用整廠輸出模式在該區域成立多家加盟養殖廠，而該區域

所有的加盟養殖廠在成蝦的銷售與供應上，都可利用已建構的行銷通路直

接送達給市場顧客。 

其次，消費市場中的顧客又可分為很多等級，如各類餐廳、傳統市場、

批發市場、與超級市場等；因此養殖廠必須對成蝦產品進行分類分級，將

不同等級類別的產品，分別銷售給所需的目標顧客。 

此外，A公司可以在經營模式中將整個養殖體系的物流、訊流、金流

皆加以重新設計。例如加盟養殖廠在銷售成蝦時，雖然其在物流上是將成

蝦銷售給消費者；但可以設計讓加盟養殖廠在訊流上必須將成蝦賣給 A公

司，再由 A公司在訊流上將成蝦賣給消費者。如此將使 A公司在一開始藉

由整廠輸出與廠務維持、技術支援獲利，以及嗣後在訊流上銷售衛星工廠



 118

所製造的各種養殖用品維持獲利外，亦可藉由在訊流上銷售成蝦創造持續

獲利。關於對物流、訊流、金流的設計有非常多種方式，端看經營者在經

營模式中如何加以設計與規劃，以創造公司的最大獲利。 

綜合以上三部分的經營模式設計，本研究將 A公司進行整廠輸出之經

營模式規劃設以整理如圖 5-3所示： 

 

 

 

 

 

 

 

 

 

 

 

 

（四）A公司於整廠輸出之經營模式中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為了創造利益並維持收益，A公司在行銷其加盟養殖廠時，必須先進

行市場研究以了解其目標客戶之所在及目標客戶的相關需求。在 A公司的

獲利來源上，因為養殖用品與用料只有在加盟養殖廠經營初期會有較大的

需求，之後將會回復為一穩定的需求量；因此 A公司必須要依賴在訊流上

販賣蝦苗與成蝦以維持獲利和收益之成長。 

此外，A公司在從事整廠輸出業務之後，將會有一項很重要的收益來

源，也就是加盟養殖廠未來的系統、設備、機器之持續維護與驗證需求，

這部分將會為 A公司帶來相當穩定的持續收益。這部分將會是 A公司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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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A公司進行整廠輸出之經營模式規劃 
資料來源：周延鵬（2005），並經本研究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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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獲利來源，利潤非常高且不會有任何的風險。 

因為 A公司的飼料與各種藥劑、製劑都是自行設計與調配，所以 A公

司若能經營到一定的規模，就應設法維持相對於供應養殖用品之衛星工廠

的優勢地位。且 A公司必須要防止各加盟養殖廠串聯，自行尋找其他的養

殖用品供應商訂製各種養殖用品與用料。如果放任加盟養殖廠從事這些行

為，將會減損 A公司的獲利，也會降低 A公司對加盟養殖廠的控制能力，

並造成 A公司很大的損失。因此 A公司必須要去防止這些問題發生32。 

台灣其他產業在過去的發展中，已經提供了相當豐富的商業知識、經

營方法與營運經驗，但是農業從事者一直沒有利用這些商業知識與方法進

行經營模式上的創新，實在是非常可惜。故本研究建議，A公司可以將過

去在其他產業的經營方法與成功經驗導入養殖業中加以應用，以設計出創

新的經營模式；同時 A公司可聘用在其他產業中具有豐富商業與營運經驗

的人才、及其他各種專業領域的人才加入公司之經營，為台灣的農業及養

殖業架構新的商業經營模式並尋求新的發展機會。 

 

貳、對 A公司之智慧財產規劃建議 

如本研究於第四章中所述，當一個公司要進行智慧財產策略與運用的

規劃時，必須考慮到公司將來的經營模式、營運發展等重要構面，並據以

配合規劃能促使公司持續獲利與發展的智慧財產策略。特別是對 A公司這

種以農業技術商品化為基礎而成立的新創公司而言，如果能夠對所擁有的

智慧財產善加規劃和運用，勢必能在新創公司發展的過程中，為公司的經

營和發展帶來許多利益。而好的智慧財產規劃策略，必須同時兼顧智慧財

產的態樣、內容、群集、組合、家族、區域佈署等之整體規劃，如此才有

                                                 
32 在 A公司實際進行整廠輸出之經營模式中，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問題，和許多需要利用契約規

範的重要部分。例如 A公司和養殖用品供應商、機器設備製造商、加盟養殖廠、物流與通路業者

之間都需要有清楚周詳的契約以規範雙方之權利義務，並使此經營模式能順利進行。不過鑑於本

研究之能力與研究範圍，不在此進行探討，僅提出相關問題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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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將智慧財產轉化為經營上的有效力量，並據以進行營運發展和創造持

續獲利。本研究以下即就對 A公司之智慧財產規劃建議分項討論之。 

 

一、對智慧財產的態樣之規劃 

（一）商標權與品牌 

如本研究於本章第三節中所述，A公司僅以其公司名稱進行商標登記，

並僅以此商標作為 A公司之所有商品與服務之識別標誌。但本研究認為，

不論是 A公司之公司中文名稱或英文名稱皆過於平凡，不易和其他採用類

似名稱的企業進行區別，也很容易產生混淆及誤認，同時也不易為 A公司

塑造獨特的產品與服務之表徵。就商標在商業經營中的功能而言，A公司

對商標的規劃與運用方式實有不足之處。 

一個商品的商標應必須能夠表達出該公司所欲銷售的商品象徵，以作

為公司商品的形象表徵與區別標誌，並吸引目標顧客的注意；同時要能使

顧客容易聯想起商品與公司之間的連結關係，並建立公司與商品的良好形

象。這些都是商標在商業經營中應該具備的功能，也是在進行商標策略規

劃的重要目標。 

本研究認為，就 A公司而言，其商標應該要能夠表彰出 A公司所提供

的各項商品、服務與其和公司的連結關係，如養殖廠整廠輸出、蝦苗提供、

飼料提供、養殖廠營運等各項商品和服務。A公司除了就其公司名稱申請

商標外，更應就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進行商標與品牌規劃，例如可以利用

聯合商標的形式為公司和商品進行行銷。此外，A公司更可以和知名企業

合作進行共同銷售，讓知名商標帶動 A公司和其商標的知名度，同時也可

為 A公司開拓市場；甚至可以利用不同的商標圖樣來代表不同商品的識別

方式。 

但 A公司在商標和品牌的部分並沒有進行良好的規劃，這是因為 A公

司對自己的定位和未來發展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A公司既不清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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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顧客何在，也不清楚自己到底想提供何種的商品與服務，也並未建構

一個完善合適的經營模式，也因此導致 A公司無法規劃出良好的商標和品

牌之智慧財產組合與運用策略。 

 

（二）對所擁有技術應採行之智慧財產保護態樣 

如本研究於本章第三節中所述，A公司所擁有之關鍵技術主要為養殖

系統、設備及其相關的 know-how，但是 A公司並非是養殖系統及設備的

銷售商，且不易知悉及證明競爭者的侵權行為，故其將養殖系統及設備申

請專利並無實益。因此本研究認為，A公司對其技術不應以採取申請專利

作為進行保護的智慧財產態樣。以下即探討 A公司對其技術內容所應採取

的智慧財產保護方式。 

 

1.養殖系統及設備 

首先在養殖系統、設備和機器方面，A公司應該採取 know-how做為

智慧財產保護的方式，並規劃一套針對 know-how的完善保護措施。養殖

系統、設備和機器大部分不應該進行專利申請，但是 A公司所擁有的專利

卻都屬於此一類別；系統、設備和機器等之技術內容應該利用 know-how

和營業秘密之方式加以保護，而不應該將其專利化。 

A公司在選擇智慧財產之保護方式時，應先考慮其技術與產品是否有

在大眾之間流通？產品是否為大眾市場？是否可以容易知悉侵權者並加以

舉證？再以這些標準，去衡量並選擇對於技術所需採取之智慧財產保護態

樣。如果技術及產品並非是大眾市場或不易發現侵權事實及侵權者，A公

司就不需要將技術內容進行專利化。在蝦養殖技術方面，由於牽涉到很多

的知識與經驗，因此應以 know-how和營業秘密進行保護為佳，同時並搭

配商標與品牌成為智慧財產組合，加強技術在行銷上的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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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飼料 

在飼料方面，飼料的配方和內容、以及飼料的使用方式和使用量，亦

應該使用 know-how和營業秘密進行保護。而將來在進行整廠輸出之後，

對專屬飼料的生產和銷售之掌握，將可成為 A公司持續獲利的來源之一。

因此飼料亦應搭配商標和品牌成為智慧財產組合，讓 A公司可以藉由在訊

流上銷售獨家配方之飼料，創造持續且穩定的獲利。 

 

3.種蝦及蝦苗 

在種蝦和蝦苗方面，種蝦的繁殖、養殖和蝦苗的繁殖、養殖、提供，

亦是 A公司維持競爭優勢和創造持續獲利的重要關鍵之一。因此對於種蝦

和蝦苗亦應該和飼料一樣，皆使用 know-how和營業秘密對其進行保護，

同時搭配商標成為智慧財產組合進行銷售。 

 

4.對 know-how和營業秘密的保護 

本研究認為，在蝦養殖產業中，A公司對於大部分的技術，包括系統、

設備和機器、蝦養殖技術、飼料、種蝦和蝦苗皆應該用 know-how和營業

秘密進行保護，而對所有的 know-how皆應有加以妥善管理和嚴密保護的

規範；A公司並應建立完善的機密與文件保護制度，以確保公司的營業秘

密和著作權。A公司應將以上這些技術與其商品搭配公司的商標形成組合

以進行行銷，藉以塑造出 A公司擁有獨特技術與產品的優質形象，同時並

應加強對於中、下游合作廠商之控制能力。 

因此，A公司應該善用對 know-how與營業秘密之相關保護方法與措

施，對其所擁有之獨特技術與知識、經驗進行完善的保護；而不是將原屬

於 know-how的技術內容盡皆專利化，反而造成 A公司原本應有之競爭優

勢輕易流失。A公司應在對其技術內容和 know-how採取完善的保護規劃

之後，再將技術、產品搭配商標形成商品組合以進行策略性行銷，如此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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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 A公司帶來市場競爭力與優勢。 

 

二、對智慧財產的群集之規劃 

如本研究於本章中所述，由於 A公司對於各種態樣之智慧財產的掌握

和運用並不熟悉，因此無法有效地創造智慧財產，也無法有效地利用智慧

財產。如前所述，A公司對於本身之定位並不清楚，其亦不瞭解目標市場

與顧客所在，更不可能瞭解顧客需求，從而無法推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各式

商品，也沒有建構一個良好的商業經營模式；因此就不可能有效地創造智

慧財產，並利用智慧財產的群集去創造市場優勢。 

就對智慧財產群集的規劃而言，A公司應先設計出一個可行且具有競

爭優勢的經營模式，同時應將此經營模式轉化成為非常優秀的專利權，而

應將其整廠輸出模式、成蝦的流通及販賣模式等，皆轉化成為申請專利範

圍之內容；並利用此經營模式之專利和其他的智慧財產形成群集去阻擋競

爭者的進入和生存。就如同美國專利中許多優秀的商業模式專利一般，A

公司應該利用各種智慧財產的實務運作方法，並善用智慧財產的群集去創

造自己的優勢競爭地位，同時為公司創造獲利。 

 

三、對智慧財產的組合之規劃 

當技術擁有者要決定是否以申請專利對一項技術進行智慧財產的保護

時，首先必須視此項技術是否易於被拆解、還原和模仿。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話，則此項技術內容就不宜以專利權進行保護，而應該以 know-how、營

業秘密、契約等其他方式加以保護。而若是決定將一項技術進行專利保護

之申請，則應善用申請專利範圍中各專利權項的組合、及與各種智慧財產

態樣的組合，做為進行權利保護與權利實施的手段。 

智慧財產組合的重要性主要是展現在其所反應的技術內容上。以申請

專利範圍中之各專利權項的組合而言，A公司必須熟悉申請國家的專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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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和實務，才能夠寫出周全完整的申請專利範圍，並且善用各項申請專利

範圍去架構出完善且綿密的專利保護網。如此不僅可以保護自己的技術與

權利、阻擋競爭者的進入和生存，甚至可利用來誤導競爭者對於該產業發

展方向的認知。 

本研究認為，以 A公司所擁有的各個專利而言，其並沒有善加運用智

慧財產的組合進行智慧財產的規劃。在 A公司所擁有之專利權的專利說明

書中，其內容過度揭露技術資訊，但卻在申請專利範圍部分過度簡陋，以

致於 A公司無法利用專利權有效保護其技術內容和權利；這顯示 A公司及

其專利代理人並未對專利申請之必要性，和其申請專利範圍之專利權項組

合妥善進行規劃與撰寫。 

如前所述，就 A公司所擁有的各項專利之權利內容來看，其申請專利

範圍皆非常簡陋，根本無法據以有效主張權利。在其申請專利範圍的各專

利權項中，其獨立項多是以簡單鋪陳敘述的方式，將系統各部分構造介紹

一遍，而附屬項則多是敘述對獨立項加以簡單的附加裝置而已；並沒有在

申請專利時做詳細的申請與撰寫規劃，亦沒有運用各專利權項組合的思考

進行專利申請與佈局之規劃。這些應是 A公司在進行專利之申請時所必須

加以注意的事項。 

 

四、對智慧財產的區域佈署之規劃 

就對智慧財產的區域佈署與家族而言，A公司並沒有有效利用相關的

知識與方法對智慧財產進行規劃。以 A公司所擁有的專利來說，A公司除

了在台灣進行專利申請外，並將部分專利同時申請了美國專利與其他國家

的專利；但 A公司在不同的國家進行專利申請時，並沒有依據 A公司的經

營模式和發展目標，對專利區域佈署和專利家族進行妥善的規劃。本研究

認為，對 A公司而言，養殖系統、設備、機器原屬於應以 know-how進行

保護，而不需要申請專利的技術，但其卻申請了原本並不需要申請的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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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例如 A公司並不銷售系統、設備、機器到美國，但是卻在美國申請

了系統、設備的專利。本研究認為，這樣的做法是有疑問的。 

此外，當 A公司需要在不同國家進行專利申請時，應該依據申請國家

的專利法規、專利制度、專利實務，撰寫出最能受到申請國家專利制度保

障的專利說明書和申請專利範圍。但是在申請外國專利時，A公司僅將所

擁有之台灣專利的專利說明書內容全文翻譯成英文，即據此向外國申請專

利；本研究認為，這樣的做法是有問題的。以美國的專利制度而言，在專

利申請規範及實務上另有暫時申請案（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PPA）33、分割案（Divisional Application）34、連續案（Continuation 

Application）35、部分連續案（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CIP）36等

各種不同的申請案及運用模式，有許多專利申請及運用上的技巧需要進一

步地瞭解、學習和熟悉。 本研究認為，A公司若要申請美國專利，必須對

美國的專利制度、法規、及實務進行詳細地研究及瞭解，並對申請美國專

利與否詳加考慮及規劃。 

本研究認為，外國的專利制度與台灣不同，在專利的申請與運用實務

                                                 
33 暫時申請案（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PPA）是申請人為了取得較早之發明申請日的申

請案，其期限為 12個月，申請人必須在暫時申請案提出後的 12個月內提出正式之專利申請案，

才可再進一步去取得專利權，並主張暫時申請案的申請日為其優先權日。此外，對在一年內所提

出的專利申請案也可以透過暫時申請案而優先取得申請日，申請人可利用暫時申請案試探其發明

或創作的價值，再決定是否正式提出專利申請。除了申請日的較早取得外，暫時申請案也可以讓

發明或創作擁有專利申請中（patent pending）的權利，意即就此發明可以進行製造、生產、使

用、販售、展示等運用，而不用擔心該發明或創作內容會被侵害或喪失之情形發生。 
34 在美國的專利申請中，一個專利申請案的申請專利範圍中若包含兩項實質上不同的發明，美國

專利商標局會要求申請人保留其中的一項發明之申請專利範圍，而另外一項發明之申請專利範圍

則需要申請人提出另外的申請案。後者之申請案就如同由原申請案中所分割出來的，故稱為分割

案（Divisional Application）。分割案可以保有原申請案的申請日，且必須在原申請案核准之前提
出申請。分割案若經核准後，會在專利說明書中顯示出其申請號和原申請案的申請日。 
35 在原申請案的審查期間中，如果申請人欲就不同於原申請案之申請專利範圍進行專利申請，就

必須提出連續案（Continuation Application）。連續案可使用原申請案之申請日作為優先權日，可

以說是原申請案之延續，故以此稱之。 
36 部分連續案（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CIP）亦必須在原申請案之審查期間內提出申
請。當申請人對原申請案有新的改進且是先前未揭露之部分，或是為了加入原申請案沒有揭露的

特徵，以及申請不同於原申請案的申請專利範圍，就可以提出部分連續案。在部分連續案的申請

中，其與原申請案相同、沿用原申請案之特徵的部分，則可以主張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優先權日；

但所提出者若為新的部分，其申請日自然必須以部分連續案提出申請之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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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與台灣有相當的差異，故在專利說明書與申請專利範圍的撰寫上也應

該依所欲申請國家之不同，而有不同的策略和因應的作法，不應該只是單

純地將台灣專利進行全文翻譯後即冒然申請。因此，A公司應該妥善規劃

各種智慧財產態樣的區域佈署和智慧財產家族，熟悉並善用各個國家的智

財產相關法令規範，以確保能夠在實施該智慧財產的國家得到最大的權利

行使與權利保護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