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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發服務業的意義與我國發展研發服務業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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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發服務業的意義 

壹、服務業的意義 

在正式進入本論文之研究前，有必要先對本研究之標的「研發服務業」

加以精確定義。而要理解研發服務業則要先解釋一下什麼是服務業?最早定

義「服務」的經濟學家是 Hill，他說：「所謂服務，係指在某經濟個體同意

下，另一經濟單位為前者之財貨或效益所進行之改變。」1此一定義係以結

果（改變）來解釋服務，但諸如保全服務之目的，旨在「防止改變」，就

無法適用該定義。此外，Shelp 則認為服務是指不具觸摸性、可見性、儲

存性，且其呈現具短暫性，同時生產者與消費者必須面對面等特性的產品

2，這種定義雖然適用諸如零售等服務，卻無法包含電腦程式設計、理容、

戲劇表演、外科手術等服務，顯見其定義並不周延。另外，學者 Hirsch則

強調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互動關係，認為服務的交易型態具有同步性特

質，商品交易則否。3不過關於服務之定義較新且較為人所接受者，為 Riddle

及 Nicolaides所提出的定義。4Riddle及 Nicolaides均將服務視為一種「過

程」，認為服務是在特定期間內，藉由轉變消費者的現行狀態，以提供消

費者時間、空間及形式等效用之經濟活動。因此服務包含三要素：(1) 生

產者為消費者工作，(2) 消費者參與部份活動，(3) 消費者及生產者在過程

中互動。與前述學者之定義相比較，Riddle及 Nicolaides因以「過程」之

觀點來看待服務，其涵蓋範圍顯然較周延，本文亦採此項見解來理解研發

服務業。 

 

                                                 
1 Hill, T. P., " On Goods and Servic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3, December 1977, 
pp.315-338. 
2 Shelp, Ronald, Beyond Industrialization: Ascendancy of the Global Service Economy" 1981. 
3 Hirsch, S., "Services and Services Intens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125, No.1, 1988, p.25. 
4 Nicolaides, Phedon, Liberalizing Service Trade: Strategies for Success,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9. Nicolaides, Phedon, "Services in Growing Economies 
and Global Markets," Informal Workshops with Dynamic Asia Economies, 1990.Riddle, Dorothy I., 
Service-Led Growth: 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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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識型服務業的意義 

進一步而言，研發服務業又屬於知識型服務業的一種。所謂知識型服

務業(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IES)根據美國商務部之定

義，乃為提供服務時，融入科學、工程、技術等產業，或協助科學、工程

或技術產業之推動，主要包含通訊服務、金融服務、商業服務(如電腦軟體、

電腦及資料處理、研究發展與工程服務等)、教育服務及健康醫療服務。簡

言之，凡是利用知識而產生高附加價值(HIGHLY VALUE-ADDED)服務的服務

業，都可以認定為知識型服務業。5而在這個定義下，研發服務業自然屬於

知識型服務業的重要一環。 

而知識型服務業有以下特性:6 

1. 以專業知識為主要投入要素，並重視創新研發。 

2. 擁有智慧財產權或KNOW-HOW 

3. 智慧資產為主要收入來源(例如顧問費或權利金等) 

4. 服務具有高附加價值 

5. 重視員工的專業知識 

6. 客戶對專業知識的需求度高 

7. 重視人才的培養與訓練 

8. 研發費用比例高 

9. 新種服務比例高 

 

參、研發服務業的意義 

根據以上說明，我們可以真正進入討論何謂研發服務業了。 

按根據學者的看法7，所謂研發服務業係指以提供技術know-how或智

                                                 
5 以上定義引自徐小波，《第二次---徐小波二次經濟奇蹟總構想》，財訊出版社，民國93年初版，
頁141。 
6 同前註，頁210-211。 
7 以下定義引自王健全，〈我國研發服務業之發展策略〉，《經濟情勢暨評論第八卷第四期》，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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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為主，並支援製造業或據技術背景的研發服務業。它主要包含了

工業設計、IC設計、合約研發組織(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矽智財(SIP)之提供、資訊服務、通訊服務、技術

鑑價與電子商務等。一般而言，這些產業的特色為人力資源的多寡與智慧

財產的有無為產業發展的關鍵，此外廠商規模不大，集資不易，基礎環境

不佳(如法制、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足等)。不過本文以為此種定義似乎沒

有血肉，過於枯燥。 

另外我們看看官方的說法，根據行政院經建會所擬定的「研發服務業

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8，研發服務業係指於企業進行研究發展過程中，提

供有關自然、社會及人文科學等專門性知識或技能之應用服務的產業。從

協助企業進行研究發展之流程來看，研發服務業可分為提供研發策略之規

劃服務、提供專門技術之服務與提供研發成果運用之規劃服務等三類，簡

述如下。 

1.提供研發策略之規劃服務：業務內容包括市場分析研究、技術預測、

技術發展規劃、智慧財產檢索、智慧財產趨勢分析、智慧財產佈局

與策略規劃、風險評估等。 

2.提供專門技術之服務：業務內容包括研究開發、創新創業育成、實

驗模擬檢測等。 

3.提供研發成果運用之規劃服務：研發成果投資評估、研發成果組合

與行銷、研發成果鑑價、研發成果移轉與授權、研發成果保護與侵

權鑑定、研發成果獲利模式規劃等。 

這個定義似乎比較完整了。 

此外，經濟部為審理公司申請符合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

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第十一目及第十二目所稱

                                                                                                                                            
92年3月，頁37。 
8 民國 93年 3月 31行政院第 2884次會議通過，編號：(93)02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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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技術服務」及「研發服務」之業務範圍，特訂定在民國九十一

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告「智慧財產技術服務及研發服務認定實施要點」。而

根據該要點第三點規定:「三、研發服務業務之服務內容如下： 

（一）提供研究服務：以知識或研究計畫提供各項產業分析研究等相關服

務業務，包含市場評析、產業發展與應用趨勢分析等服務。 

（二）提供研發技術服務：以知識或技術提供技術預測、投資評估、研發、

設計、實驗、模擬或檢測等相關服務業務。 

    １、技術預測：係指為客戶進行特定技術、產品或服務項目之研發策

略規劃及研發可行性等預測分析服務。 

    ２、投資評估：係指為客戶進行特定技術、產品或服務項目之研發與

生產投資及成立新創公司等可行性分析評量服務。 

    ３、研發：係指提供下列服務之一者： 

（１）提供產品或技術創新研發階段所需要之專用技術、軟體、

系統架構或系統整合等相關服務。 

（２）提供產品或技術商品化或量產化階段的研究開發服務。 

（３）提供創新或創業育成服務，係指提供技術擁有者、擬創新

轉型公司或新創公司有關研發設施、創意商品化顧問諮詢

服務、產品或技術應用顧問諮詢服務、營運規劃服務、研

發策略顧問諮詢服務、技術移轉顧問諮詢服務或生產製造

顧問諮詢服務等至少四項服務。 

４、設計：係指提供產品開發有關之產品設計服務，包含產品機構設

計、造型設計、功能設計或工業包裝設計。 

    ５．實驗、模擬或檢測：係指提供研發階段有關之實驗、模擬或檢測

等服務。」 

 

綜合上述，本文是站在促進總體經濟成長的立場，以為「研發服務業」應

採較廣泛的定義，包含研發設計為主體的產業、研發支援型產業與研發周

邊型產業三大類型，特徵為具有高度知識密集性，且以輔助製造業研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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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為目的，以提供研發規劃、研發設計與協助、研發成果加值服務等為內

容之服務業。請參見下表之整理: 

表2-1  研發服務業定義之範疇 

研發服務範圍 功能或產業類別 

A.提供研發規劃的服

務 

‧科學與技術顧問‧技術發展規劃與風險預測 

‧產品與市場調查‧專利檢索、分析佈局規劃 

B.研發設計與研發協

助 

‧試驗模擬、檢測與驗證‧研究開發與設計 

C.研究成果加值服務 ‧技術與專利鑑價‧智財服務‧研發成果商品化

服務 

‧專利權傾銷鑑定 

D.其他資源協助 ‧相關應用軟體之開發‧創業育成服務 

‧風險資金提供‧技術媒介與交易 

※資料來源:2003年研發服務產業發展概況，經濟部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

計畫TIER-0453-S202(92)，頁14。 

並請參考下圖的互動關係: 

圖2-1研究發展、研發支援及研發周邊產業之互動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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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發展研發服務業之必要性 

二十世紀末，世界因為科技與網路的突飛猛進步入了另一個新的紀

元。我國目前產業也以科技製造業為主軸。本文認為要強化我國的科技

業，光靠製造是絕對不夠的，必須要扶植研發服務業，以與我國堅強的製

造實力相結合，以產生综效(synergy)，並提升我國的整體競爭力。以下本

文詳細說明: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台灣的產業也面臨轉型的壓力。所謂「知

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就是直接建立在知識及資訊的

激發、擴散合應用上的經濟，知識不但商品化，而且生產要素化並成為企

業最重要的獲利來源，在整個經濟活動中位居最重要的腳色。因此在未來

社會創造知識和應用知識的能力必將凌駕於土地、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之

上，成為支持經濟不斷發展的動力，在知識經濟之下經濟成長將越來越依

賴知識提升效果(PPRODUCING SMARTER)，而非拼命效果(PRODUCING 

HARDER)。9 

本文主張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challenge)，台灣產業勢必要以產業的轉

型與升級為回應(response)10。而本文以為要轉型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加強研發

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技術水準，以擺脫開發中國家的競爭。11不過獲利

恆與風險成正比，越高價值的研發其風險必然越高，也因此更需要他人的

協助以提高研發的成功率，並降低風險。例如技術鑑價業的興起，可促進

技術交易，並導致研發之意願提高。而IC設計朝矽智財(SIP)的方向發展，

因此也使IC設計的效率提高。總之，研發服務業的興起將有利於製造業研

發效率之提高與研發意願之強化，最終達到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9 此處關於知識經濟的說明為本文作者參考以下著作後的理解:毛慶生‧朱敬一‧林全‧許松
根‧陳昭男‧陳添枝‧黃朝熙，《基礎經濟學》，華泰，2004年3版，頁331以下(第15章)。 
10 波特曾說過:持續競爭優勢的唯一之道是升級。參見麥可‧波特，高登第與李明軒中譯，《競爭
論(上)》，天下文化，民國93年初版，頁193。 
11 這其實也是一種以獨占為目標之差異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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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之目的12。 

其實國外的研究也指出此一趨勢。根據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指出13，二十一世紀世界的產業發展型態將由「二十

世紀的工業化社會」逐漸轉變到「二十一世紀的網路社會」，未來產業發

展的主流包括以創新為主的「創知型企業」(knowledge creation corporation)

及結合各領域知識並結合製造和服務的「統知型企業」(knowledge integrating 

corporation)。而所謂「統知型企業」是將不同領域、多元化業種或企業加

以整合、網路化，具有此種特色的產業又稱為「花瓣型產業」。總之，根

據日本學者的看法，在未來的產業競爭中如想要勝出，其關鍵在於整合的

能力。可是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分化，產業間分工也越來越細膩，

OUT-SOURCING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在此種既要整合又要分工的環境

下，考驗管理者的智慧與組織的設計，而本文以為研發服務業將扮演的極

其關鍵的穿針引線的腳色，有平衡企業整合與分工的效用。蓋企業不可能

三頭六臂，未來企業的核心能力是保留「腦」用以思考，至於其他瑣事應

交由他人代勞，此服務業之價值所在，亦為研發服務業必將興盛之原因。 

此外，誠如行政院經建會所擬定的「研發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所指出:鑒於近年來科技研發一日千里，加上科技整合日益繁雜，商機卻稍

縱即逝，國內外企業界為提升研發效率，以縮短研發時程，逐漸將不符經

濟規模或效益之研發項目，委託具專業領域之研發公司進行；尤其是國內

企業多屬中小規模，受限於人力、技術、設備、資金等研發資源薄弱之影

響，僅能將研發主力集中於核心領域上，甚至研發成果的模擬試驗及試產

都不易進行，因此更有必要仰賴研發服務業業者所提供之專業知識，加速

創新轉型的推動，因此研發服務業乃成為支援我國製造業提高附加價值，

強化競爭力之新興產業。 

                                                 
12 廠商的出現與分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寇斯(R.Coase)的看法，引自毛慶生等，前揭書，頁84。 
13 引自王健全，前揭文，頁40。 



論促進我國研發服務業發展之商業機制與法律制度 

 

 

21

目前「研發服務業」已是政府欲推動的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之一，以

研發服務規劃、研發設計或協助、成果加值服務為主，類型廣泛，包括提

供研發服務業者、研發技術服務業者、智財權包裝、加值、鑑價、仲介及

交易、天使基金創投、專業測試及驗證、生技製藥契約研究公司、產業技

術預測、產業資訊分析、積體電路自動化設計及工業設計等。不過現在研

發服務僅及於對研發需求較深的產業，以生物科技業與電子資訊業如矽智

財之研發為主，另外亦包含提供不特定產業智財服務的企業，如亞太智財

公司等，該產業的發展與各產業對研發投入趨勢符合，預期未來研發服務

業投入的研發領域將隨著各產業研發重心的變動而有所變動，而其所提供

的服務，將可深化高科技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另一方面，雖然一般

認為傳統產業的研發投入及研發強度，較電子資訊業及生物科技業為弱，

此可能因產業特性不一，自行研發有時非屬必要，研發服務業可彌補傳統

產業此一方面的不足。在全球競爭下，我國各產業所面對的環境愈加險

惡，傳統產業需再加快轉型與升級速度，透過研發服務業的發展，將可與

傳統產業及高科技產業形成三贏局面。  

圖2-2 研發服務業可使傳統產業與科技產業同時受惠 

 

※本圖來源:林佳慧，由智慧資本看傳統產業的轉型，ITIS產業評析，

2004/1/29。 

總之，為因應未來的產業環境，不僅高科技製造業勢必將越來越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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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服務業，而且傳統產業更有賴研發服務業加以轉型。因此，我們相信，

推動類似研發服務業此種高附加價值知識型服務業將有助於台商「根留台

灣」，甚至進一步創造「第二次經濟奇蹟」。 

 

 

 

 

 

 

 

 

 

 

 

 

 

 

 

 

 

 

 

 

 

 



論促進我國研發服務業發展之商業機制與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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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產業分工使研發服務業之興起成為必然 

本文相信知識經濟與產業分工已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了。以往我國

企業一向因為研發能力較弱而受制於國外大廠，每年須支付高額的權利金

與技術移轉費用，這主要的原因在國內企業的核心能力往往在於低價製造

而研發則非所長。本文以為一個企業既不懂而又有迫切需要的東西，最好

的方式就是out-sourcing交給專業的人來處理，自己則可以專注精力從事研

發工作或其他本業。如果強不知以為知，凡事只想一把抓，終究只會減損

自己的競爭力，這恐怕也算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道

理吧。尤其是中小企業，因為資源不足，僅能專注於製造，而無餘力進行

研發工作，因此如有專業的研發服務公司可以承包中小企業的研發計畫並

從事專業研發，則可以補足我國產業分工體系中較欠缺的上游研發產業，

而可使我國整體產業分工體系更加完整。至於大型企業雖有能力自行研

發，事實上也有必要將一些周邊的研發或輔助性業務外放出來給專業的研

發服務業者。綜據上述，本文以為產業持續分工的結果，研發服務業之興

起毋寧乃屬必然。 

並且根據波特所提出的國家優勢的鑽石體系理論14，要維持國家的競

爭優勢，有相關與支援產業的配合為一項重要因素。據此，本文以為我國

目前產業已進入以科技業為主之產業環境，則除了科技業者本身之製造研

發外，研發服務應為相當重要的支援產業，其發展並應融入科技產業之大

環境中以形成產業群聚(clustering)之效應。15果如此必有助於我國競爭力之

提升。不過，最後需補充說明一點，本文並非主張台灣要放棄目前有競爭

優勢的科技製造業而完全走到服務業，本文的主張是要扶植研發服務業作

                                                 
14 參見波特，前揭書，頁194以下。 
15 根據波特的觀察，產業群聚在競爭日趨複雜、知識導向和動態的經濟體中，其角色越來越重
要。參見麥可‧波特，高登第與李明軒中譯，《競爭論(下)》，天下文化，民國93年初版，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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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科技製造業之後盾與幫手，二者結合、相輔相成而使我國的科技製

造業可以更有競爭力。 

總之產業的發展亦隱含有一進化的軌跡，時至二十一世紀高附加價值

服務業的重要性將越來越重要。有學者乃將產業的競爭階段劃分成以下階

段，頗具參考價值，茲節錄如下以供參考，並結束本章。 

圖2-3產業競爭態勢之演變 

 

 

※資料來源:《主要國家研發服務推動之比較與分析》，經濟部產業資

訊技術服務推廣計畫TIER-0453-S201(92)，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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