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 107 - 
 

6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整理第五章之研究發現，歸結出研究結論；第二節則提出實務上

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在研究結論方面，本研究歸結第五章之研究發現，以研究架構為基礎嘗試回

答本研究之問題。下面又區分「分析方法」、「創新擴散」與「蝕刻技術發展趨

勢」三個方面來做討論。 

一、 分析方法 

（一） 技術趨勢分析在層次上宜由遠（計量分析）而近（文獻探勘），理論（論

文資料）與應用（專利資料）應並重，分析結果才能互補長短。 

本研究提出整合性的趨勢分析法與其研究架構（圖 3-1）來分析科技的發展

趨勢，經由整合第五章之各項研究發現，本研究試圖闡述研究架構各項元素之間

的關聯。兩種方法和兩種資料庫本身可以互相比較之外，兩種方法運用到兩種資

料庫上，總共可以產生六種關聯，如圖 6-1。 

 

圖 6-1：研究架構各元素之間的關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商業化科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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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之間的關聯，其詳細說明如下： 

1. 計量分析與論文資料庫：此種研究關係即是傳統書目計量學的研究範疇。

主要目標為衡量政府、研究機構和大學在基礎研究的產生表現。 

2. 計量分析與專利資料庫：此種研究關係即是利用書目計量學的方法論，

套用到專利資料庫上，又稱專利計量學。研究方法與概念與書目計量差

不多，只不過專利計量主要目標為衡量企業的在技術發展的產出表現。 

3. 文字探勘與論文資料庫：利用各篇學術論文之間存在相同字與詞來做分

群，並找出各群聚的關鍵字，目標為找出科學研究主題。 

4. 文字探勘與專利資料庫：即使是同一個技術，出現在論文和專利的關鍵

字會有些不同，例如蝕刻技術在專利出現的關鍵字，大多跟半導體製程

所需要原料和化學藥劑等有關。因此，文字探勘運用在專利資料庫，目

標應為找出技術應用主題。 

5. 計量分析與文字探勘：計量分析是間接透過書目資料各欄位的屬性來統

計分析，就如同分析者站在遠處拿著望遠鏡觀察四周，總體趨勢分析一

目了然。而文字探勘是直接分析文獻內的自由文字，就如同分析者拿著

放大鏡聚焦在特定主題上，主題關鍵字會被歸結整理出來。 

6. 論文資料庫與專利資料庫：論文所承載的知識主要是基礎研究，而專利

則偏向技術發展，本質上即有所不同。在一系列的創新階段過程中，從

「基礎研究」一直擴散到「技術發展」，本有其因果關聯。 

在趨勢分析方法的運用先後順序上，應以計量分析為先，以便掌握整體技術

發展趨勢。之後再針對特地目標，利用文字探勘找出重要的研究主題。在文獻資

料的選擇上，科學發展所涵蓋的理論與知識蘊藏在大量學術論文中，然而技術的

商業化應用則廣佈在眾多的專利文件上。因此，若要完整的瞭解整個技術發展的

全貌，理論（論文資料）與應用（專利資料）應並重。最終的分析結果才能互補

長短。 

二、 創新擴散 

（一） 科學發展與市場需求為專利技術生命週期的領先指標。 

在研究發現一，本研究透過歷年文獻成長分析，驗證了基礎研究的生命週期

領先技術發展。在研究發現二，本研究驗證了市場需求指數成長領先專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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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究發現一～二，不管是由科學發展所代表的推力，還是市場需求所代表的

拉力，均能領先專利的技術生命週期。如果與 Martino (民 94, p. 131)「專利作為領

先指標」的理論作結合，可歸納出科學發展、市場需求、專利數與市場佔有率之

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如圖 6-2 所示。 

 
圖 6-2：科學發展、市場需求、專利數與市場佔有率之相互影響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圖 6-2 可以知道，科學持續發展會自然推升技術的商業化應用，造成專利

數的增加。然而市場需求的增加更會直接影響廠商選擇技術發展的偏好，最終也

會讓專利數增加。而專利數增加會讓使用相關技術之商品的市場佔有率提升。除

此之外，科學發展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關係則在其他研究被實證，例如：在市場需

求驅動科學發展方面，1973～1974 年阿拉伯原油禁運造成能源危機，使得 1972～

1974 年燃煤氣化文獻成長了 3 倍之多(Frame et al., 1979)。而科學發展驅動市場需

求方面，1982 年干擾素（Interferon）抗癌藥物發明，引起後來一股生化科技的狂

熱(墨基爾，民 85，p. 61)。 

（二） 科學發展增加技術商業化的應用，但市場需求則強化了創新擴散的效果。 

透過 Martino 的創新階段，可以得知基礎研究的生命週期在時間上會早於技術

發展，本研究在研究發現一驗證了這個理論。這個理論雖然說明隨著時間的增加，

技術也日趨成熟，相關知識自然會從基礎研究擴散到技術發展的階段。然而，在

知識擴散的過程中，是否還有其他的變數會影響擴散效果？就成為本研究另外一

個探討的重點。在研究發現三，本研究認為論文成長受市場需求影響小，但專利

成長受市場需求影響大。也就是說，市場需求強化了創新擴散的效果。 

專利數 市場佔有率 

科學發展 
（推力） 

市場需求 
（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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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不斷的發展為技術應用帶來源源不絕的理論基礎，例如：科學發展的突

破以致改善廠商的生產製造的成本，自然會推升專利申請的數量。但本研究也發

現到，市場需求所代表的「拉力」相對於科學發展的「推力」，更會直接影響專

利數的增加。這個發現呼應了 2008 年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的

主題－創新始終來自需求（Demand Driven Innovation）。 

三、 蝕刻技術發展趨勢 

（一） 蝕刻技術的基礎研究目前處於成熟期，而技術發展目前處於成長期。在電

子產品輕薄短小、高效能的需求下，預期蝕刻技術將持續被商業化應用。 

若從蝕刻技術文獻成長模型來觀察，蝕刻技術之 SCIE 歷年累積成長較符合對

數成長（表 4-1）。若對應 Ernst 的技術生命週期（圖 2-10），因為 SCIE 成長已

經接近上限，本研究推論目前處於「成熟期」的階段。而蝕刻技術之 DWPI 歷年

累積成長同樣也較符合對數成長（表 4-5）。若對應技術生命週期，因為 DWPI

近年成長快速又尚未達到反曲點，本研究推論目前處於「成長期」的階段，惟觀

察最近三年的表現，有逐漸進入成熟期的現象。 

歸結上述發現，綜觀蝕刻技術最近 30 年的發展，不管在科學發展還是技術的

應用，均有大幅度的成長。在電子產品輕、薄、短、小與高效能的發展趨勢下，

IC 必須不斷縮小邏輯閘（Gate）的線寬，使得同樣面積的 IC 得以容納更多的 CMOS

（互補式金屬-氧化層-半導體）。因此，蝕刻技術勢必也會持續不斷發展下去。 

（二） 蝕刻技術的領先地位，美商已逐漸被亞洲企業所取代，尤其近來南韓的半

導體廠商最為積極。台灣的台積電和聯電過去已累積雄厚的技術發展基礎，

惟台灣在基礎研究與產學合作方面仍待加強。 

蝕刻技術在 1980 年代，由 IBM 與 AT&T 貝爾實驗室展開科學發展的序幕。

然而時至今日，半導體產業由原先整合元件製造（IDM）的營運模式，轉變成產

業鏈上游 IC 設計、中游晶圓製造、到下游的封裝測試，各司其職的代工模式。整

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逐漸從美國、日本、德國，擴展到台灣、南韓、新加坡。

本研究也發現到南韓的三星電子與海力士半導體，最近三年在蝕刻技術的研發最

為積極，推測與兩家公司聯合開發 STT-MRAM 技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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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蝕刻技術的研發上，專利發表數僅次於美國，而技術集中在台灣積體

電路公司和聯華電子這兩家晶圓代工的廠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在蝕刻技

術的論文表現並不理想。在台灣研究機構的排名裡，交通大學以 85 篇名列 34 名、

清華大學 74 篇名列 41 名、成功大學 60 篇名列 63 名、台灣大學 45 篇名列 94 名，

其他台灣的研究機構則在百名之外。相較於美國、日本、南韓在專利與論文表現

均衡的情況下，台灣有產學互動不佳的隱憂。過去台灣政府投入大量的研發經費，

卻無法有效轉化成產業實質的生產力，進而增加國家競爭力。其制度面上有其檢

討與改進的必要。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經由個案分析、研究發現與綜合討論之後，本節將對產、官、學、研

提出實務上的建議；並針對本研究未詳盡的部分，給予後續研究者相關的建議。 

一、 實務上的建議 

（一） 除了傳統的專利分析更要結合學術論文分析，才能讓廠商掌握最新的科學

脈動，進而投入中長期研發，增加廠商未來的競爭優勢。 

透過本研究的結論可以發現科學發展的確是專利數的領先指標。最近幾年台

灣企業在做產業分析時，已經不會忽略專利分析的重要性。但只利用專利分析結

果去規劃未來的研發計畫，則永遠會落後領導廠商。以往台灣廠商所做的研發和

產出的專利往往都是防禦型的專利，能夠收取權利金和授權費的比率不高。一方

面是因為台灣的專利偏向製程專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是技術領先者。而學術

論文分析能讓廠商掌握最新的科的脈動，進而投入中長期研發，增加廠商未來的

競爭優勢。 

（二） 善用文字探勘，節省人工閱讀專利、論文、技術報告…等文獻的時間，同

步掌握並持續監控技術發展趨勢。 

現今是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但也是資訊爆炸的時代。能夠善用資訊科技，

才能夠駕馭在知識之上。知識探勘能從大量的資料庫中挖掘有潛在價值的資訊，

而文字探勘能更進一步處理自由文字，為企業節省人工閱讀專利、論文、技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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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文獻的時間。所挖掘出來的關鍵字，不但可增加再檢索的準確率和效率，

還可以利用快訊12功能，同步掌握並持續監控技術發展趨勢。 

（三） 蝕刻技術發展仍屬成長期，三星電子和海力士半導體等南韓廠商是台灣半

導體廠商必須持續關注的競爭廠商。 

根據本研究的驗證，對蝕刻技術整體的發展趨勢而言，技術發展目前仍處於

技術生命週期的成長階段。2007 年雖然有微幅衰退的情況，但還必須再觀察兩三

年才能確定蝕刻技術是否進入衰退期。因此可以更進一步推論，蝕刻技術可能已

處於技術生命週期 S 曲線的反曲點附近，也是「產出/投入」最有效率的地方。本

研究觀察到三星電子和海力士半導體在最近兩三年內專利表現優於所有公司，似

乎意味他們可能利用研發最有效率的時候積極專利佈局。這也是台灣半導體廠商

所必須持續關注的地方。 

（四） 台灣必須持續加強產學互動關係。 

從本研究可發現在蝕刻技術的發展，台灣是唯一專利發表數遠大於學術論文

發表數的國家，這情況也間接映證台灣產學互動不佳。台灣中小企業遍布全國各

地，占整體企業家數高達 9 成以上，是台灣經濟的主力。但中小企業的研發能力

比不上大公司。唯有加強產學互動關係，讓研究機構、政府（主要為國科會）、

大學的研發成果擴散到民間企業，才能讓政府的研發投入有效轉為生產力。進一

步促進產業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 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持續分析其他技術發展的個案。探討不同技術，在國家、產業和外在環境

等變數的影響下，對技術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提出整合性的趨勢分析法與其研究架構來分析蝕刻技術的發展趨勢。

但蝕刻技術只是眾多技術當中一，還有許多新興技術如：LED（Light Emitting 

Diode）、太陽能面版、生物感測器、通訊技術…，可當作後續研究的個案，並作

為產業未來發展或企業研發投入之依據。對於不同的科技發展個案，是否科學發

                                                 
12 當線上或資料庫出現符合設定主題或關鍵字的資料時，會寄送電子郵件通知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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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市場需求也同樣影響專利發表？不同國家、產業的情況又是如何？這些問題

都是值得持續探討的。 

（二） 在書目計量的分析方法上，還可以加入引用文獻分析（Citation Analysis）、

共被引（Co-citation）分析…等。 

在書目計量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只探討文獻之基本特性，如：文獻成長、國

家/地區別、研究機構/專利權人、分類別的分佈。但這些都是「量」方面的探討，

還有許多「質」方面的分析是本研究所忽略的，如：論文引證次數、專利強度、

共被引…等。後續研究可以加入更多質化的指標，充實本研究架構使其更趨於完

整。 

（三） 擴大資料庫範圍。例如論文資料庫除了 SCIE 還可以加入工程引用文獻索

引（EI）；而專利資料庫除了美國專利還可以擴展到世界各國。 

本研究的對象在論文資料庫方面是選用 SCIE 資料庫，而專利資料庫則是發表

在美國之 DWPI 資料庫。不同的技術發展，所選用具有代表性的資料庫也不盡相

同，例如生醫技術發展可能會選用 PubMed 資料庫。而動力、電工、電子、自動

控制、礦冶、金屬工藝…等技術，或許可以考慮把工程引用文獻索引納入研究範

圍。至於專利資料庫，具備重新書寫的標題和摘要，且包含世界主要國家的 DWPI

是研究首選。不過除了美國專利，還可以把檢索範圍擴展到所有已開發國家，甚

至新興市場國家。 

（四） 嘗試其他文字探勘軟體，如：SAS 的 Text Miner、SPSS 的 Clementine、

IBM Intelligent Miner for Text…等，並比較其效果的差異。 

本研究所使用的文字探勘軟體，是由曾元顯教授所開發。一般市面上的商用

軟體，如：SAS 的 Text Miner、SPSS 的 Clementine for Text、IBM Intelligent Miner 

for Text…等，也都具備文字探勘的功能，惟目前一般研究生比較難取上述工具。

然而，文字探勘的運用越來越廣泛，相關演算法不管在效率和效能方面均不斷被

改進。相關的軟體和工具不斷推陳出新，漸漸地也會被使用到更多研究領域當中。

後續研究可以透過學校採購或和軟體廠商合作的方式，取得不同軟體並比較其效

果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