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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第一章的研究目的，蒐集技術趨勢分析的相關文獻，共可分為四個

小節來探討：技術預測、資訊計量學、專利分析與文字探勘。透過這四個部分的

文獻探討，一來可以充分瞭解過去的研究方法與分析結果，二來可以發覺過去研

究尚有不足的地方。最後，第五小節將總結過去的研究，針對過去技術趨勢分析

欠缺的部分，提出整合性的解決方法。 

第一節 技術預測 

一、 技術預測定義 

美國英文遺產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將

「技術」定義為：所有用以達成「工業或商業」目的的各種方法與材料。也就是

說技術不只限定在硬體，亦包括 Know-how 和軟體。此外，「預測」則定義為：

預先估計或計算，以產生對未來的推測。綜合以上對「技術」和「預測」之觀念，

可將「Technological Forecast」定義為「預測未來有用之機器設備、技術及製程的

特性」。而技術預測包含四項基本的要素如表 2-1 所示。 

表 2-1：技術預測四項要素的特性 

技術預測的要素 元素的特性 

預測的技術 

作預測時應說明是單一的技術方法，還是一般性的

技術。若是一項技術方法，預測時應與一般技術的

其他方法有清楚的區隔。若是一技術，應清楚列出

該技術是如何與具有同功能之技術彼此區分。 

預測的時間 不管是一個時點，或一段時間（Time Span），都應該

清楚地說明。 

預測的特性 技術是用以執行某一功能，而「功能水準」是完成

該功能的量化指標。 

預測的可能性 

可以泛指完全達到特定技術功能水準之機率。也可

以描述某個時間之內，達到一定程度技術功能水準

的機率。或者說明在一特定期間，可以達到某些技

術層次的機率分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Martino (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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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定義和要素，也可以說技術預測包含重點如下： 

1. 新技術與其他技術在功能上或特性上之差異。 

2. 技術突破之可能時點與發生的機率。 

3. 技術突破之瓶頸、可能的障礙與解決方案。 

4. 技術發展之方向、趨勢與未來之展望。 

5. 新產品/新技術之市場佔有率與擴散情形。 

6. 新技術替換舊技術之速率與佔據市場的比例。 

7. 對其他科技造成之影響。 

8. 對市場、社會、經濟環境之衝擊。 

二、 技術預測用途 

「做科技預測」就像「做天氣預測」一樣無可避免。任一項因技術的改變而

受影響的個人、組織或國家，都無可避免地必須做科技預測以進行「分配資源達

到特地目的」的決策。當技術產生改變，都可能使原先某一特別的資源配置決策

完全失效（Invalidation）。因此，每一項決策本身就是基於某一預測情況的先決

假設，而預測的準確程度則影響該決策是否成為一個好的決策。 

科技預測先驅拉爾夫‧藍茲（Ralph Lenz），認為科技預測所以能增進決策品

質，是因為科技預測扮演以下的特殊角色： 

1. 找出技術不可能超越的性能極限。 

2. 對技術進步的速度能有掌握。 

3. 分析可供選擇的其他方案。 

4. 估計可能達到的成功機率。 

5. 作為是否繼續投入某個技術研發計畫的參考指標或預警徵兆。 

6. 預測提供了決策者迫切需要的資訊。 

三、 技術預測方法 

市場需求的變動、科學的發展、政府的政策、經濟的發展等因素均足以使得

技術預測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正由於技術預測所遭遇的不確定因素相當廣泛，

因此促使專家、學者們將不同領域的知識應用到技術預測的方法中（如模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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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類神經網路），以修正既有的方法，期望預測的結果能夠趨近於實際的技術發

展。 

早在 Cetron & Monahan (1968)就將技術預測的方法分為四大類，分別為外推

法（Extrapolation）、趨勢相關法（Trend Correlation）、分析法（Analysis）及類

推法（Analogy）。經過漫長的研究，又陸陸續續發展出種類眾多的技術預測方法，

所根據的原理也不盡相同。許多相關領域的作者都試圖為技術預測做分類，但是

都有相對應的不足，在這裡本研究介紹的是由 Porter (1991)所提出根據預測目標而

定的二分法－規範法與探索性方法，兩者的差異在於探索性方法是以過去與現在

的情況為基礎，來預測未來的情況；規範法則是由未來的需要做基礎，來預測其

所應達到的技術水平，概念上如圖 2-1 所示： 

 
圖 2-1：探索性與規範性預測方法 

資料來源：Twiss (1992) 

Porter (1991)提出將技術預測的方法區分為監測法、趨勢分析法、專家意見法、

模式法、情境法五大類，並在 1991 年出版的專書中引述這個分類方式。茲將這五

大類彙整於表 2-2，此分類方式為目前最常使用之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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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技術預測方法與適用情境 

監測法 趨勢分析法 專家意見法 模式法 情境法 

簡

述 

搜尋週遭環境以獲

取與預測主題相關

的資訊 

利用數學與統計技

巧來擴展時間序列

資料到未來階段 

獲得特殊領域內之

專家意見並分析之

模式是現實世界的

簡化表示，用來預

測系統的行為 

情境是未來某些光

景的描述集合，包

含所有可能出現的

狀況 

假

設 
目前可取得對預測

有用的資訊 
過去的狀況與趨勢

將會持續到未來 
多數專家的意見優

於個別專家的意見

有些事物的基本結

構與程序可以簡化

的表示式加以詮釋

以有限的資料庫可

以建構一個未來的

合理集合 

優

點 

可以從廣大的資訊

來搜集大量有用的

資訊 

為一實際且含有可

量化參數的預測方

法，在短期的預測上

十分準確 

專家預測較易導出

高品質的模式 

可透過模式的建構

來觀察複雜的系統

行為 

對未來可提供豐富

且複雜的描述，且

可結合數種技術預

測方法所得結果 

缺

點 

太多的資訊可能導

致無從選擇或無法

整理 

需要大量的資料，而

且僅能用在可量化

的參數，對於不連續

情況則無法發揮作

用 

在界定專家上有困

難，提供專家的問題

往往不夠清楚 

模式常採用量化的

參數如簡單的流程

圖或是複雜的電腦

模擬，因此易忽略

潛在的重要因素 

容易流於幻想，除

非預測者有一些確

切的實例當基礎 

使

用

時

機 

想要對某領域進行

持續的了解或是作

為預測的基礎 

欲分析技術採用或

替代時機，可取得數

量化參數 

欲預測的主題有傑

出的專家，資訊缺乏

或無法建立數量的

預測模式 

想要簡化複雜的系

統為可控制的表示

式 

預測或溝通的複雜

度高且處於高度不

確定的狀況，必須

整合定性及定量的

資訊 

技

巧 

問卷調查法、訪談

法、關聯樹法、推

論法 

指數平滑法、成長曲

線、迴歸分析、趨勢

外插 

委員會、腦力激盪

法、名目群體法、德

菲法 

交叉衝擊分析法、

系統動力學、任務

流程圖、型態學模

型 

情境撰寫、未來分

析 

資料來源：Porter (1991) 

而 Martino (民 94)則是將預測方法整理出包含德菲法、類推法、成長曲線法…

等 11 種方法，並且依據應用的方式歸類於探索性方法及規範性方法兩大類，如表 

2-3。此外國內學者余序江、許志義與陳澤義(民 87)以模型分析、專家判斷、整體

分析等三種類別來區分達 30 種技術預測的方法。 

表 2-3：技術預測方法的分類 

所屬類別 預測方法 

探索性方法 

(1)德菲法、(2)類比法、(3)成長曲線法、 
(4)趨勢外插法、(5)技術量測法、(6)相關法、 
(7)因果模型法、(8)機率模式法、(9)環境監督法、 
(10)合併預測法，含情境分析、交互衝擊法 

規範性方法 (1)相關樹、(2)型態法、(3)任務流程法 

資料來源：Martino (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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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趨勢分析法 

假設未來的發展ㄧ定會以類似過去某一個時間區間的技術發展軌跡而前進。

也就是過去的技術發展是因為某些推動力（Driving Force）的驅動所做的進步或改

變。假使這些推動力在我們預測的時間區間中並不會有顯著的改變，那我們會認

為這個技術的未來發展軌跡會類似過去的途徑。這種預測方法叫做趨勢分析法

(Vanston & Vanston, 1996)。如果我們將技術的成果相對於時間繪製成圖，我們可

以得到 S 曲線（如圖 2-2），這樣的曲線可以讓我們更精確的預測未來技術的走

向。 

 

圖 2-2：透過歷史資料經由趨勢預測法預測未來 

資料來源：Martino (民 94) 

從圖 2-2 可以知道，如果歷史資料的提供不足或是不正確，預測的結果就降

低準確性。甚至當歷史資料（已知技術表現相對於時間）無法得到時，這種方法

就不可行(Porter, 1991)。如果歷史資料提供的非常有限，可能還需要外加德菲法來

補足不夠完整的歷史資料，但是如此的預測可能就降低了預測的準確度(Twiss, 

1992)。 

另外，屬於趨勢分析法中的還有成長曲線預測法與替代曲線預測法。針對單

一技術的預測，我們可以採用成長曲線法。因為任何的技術最後的限制常常是來

自化學或是物理定律，在操作時採用相同的化學或是物理原理時，理論上會受到

先天上的定律限制（如圖 2-3），所以技術的發展會遵循對應的成長曲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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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技術的部分操作原理轉換成其他方式，可能會由新的成長曲線來取代該技術的

未來軌跡(Martino, 民 94)。 

 

圖 2-3：技術進程的 S 曲線 

資料來源：Twiss (1992) 

另外，若回顧歷史上技術的進展，當一個舊技術漸漸的成熟後，它的進展變

的非常困難，也慢慢的越來越難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直到發現所謂的殺手級應用

（Killer Application）。這樣的技術出現後，可以完全取代過去的舊技術，而且以

更經濟與更有效率的面貌出現。但是這樣的技術一開始並沒有許多使用者與足夠

的配套周邊產品或技術，所以一開始會以緩慢的速度推廣，一直到使用者越來越

多，周邊的支援技術也足夠支持新技術，這時候才會產生替代效果。我們可以由

圖 2-4 了解這樣的取代過程。 

 

圖 2-4：技術替代曲線 

資料來源：Twiss (199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3 - 
 

五、 關聯法 

在某些情況下，利用直接預測所得到的結果，做為決策輔助資訊並非最恰當。

有些時候我們所感興趣的是「功能水平（Function Capability）」，可經由一些已

被測知或比較容易預測的特性，和欲預測的「功能水平」之間的關聯性做預測。

在此種情況下，使用現成可得的資料，以關聯性方法預測所得之結果，反而優於

直接預測方法得到之結果。 

Martino (民 94)檢視了幾種關聯性預測的方法，如：先後關聯、經濟因素關聯

性、專利最為領先指標…等。這些關聯性方法主要用來檢視我們所感興趣之技術

功能水平，與其他較容易衡量或預測因素的關係。底下我們分別來探討經濟因素

關聯性與專利作為領先指標，這兩個例子。 

（一） 經濟因素關聯性 

在某些情況下，技術的功能函數與經濟因素有關聯性，尤其像與通訊及運輸

有關的技術，其產業發展的程度跟該國之國家財富有密切關聯性。以電話網路系

統為例，圖 2-5 描繪了 42 個國家，單位人口的電話數對 GNP 比。 

 
圖 2-5：多國（國家不詳）平均每人電話數與平均每人產值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Martino (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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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網路系統發展程度的衡量方式之一，就是單位國民電話數，此數字代表

系統使用者能與其他人溝通的程度。登錄使用的人數越多，對登錄者而言，此電

話系統的效用越大。GNP（國民生產毛額）經常被用來衡量國家財富，雖然它不

是一個完美的指標，但單位人口的 GNP 值，仍是最常用來量測國家人民財富的指

標。 

（二） 專利作為領先指標 

專利通常視為技術轉變的領先指標，而這類技術轉變則常以新型產品上市或

競爭者已達到技術轉變，對產品提供一新的供應來源來表示。圖 2-6 是日本 35mm

相機歷年申請美國專利件數與其在美國進口相機市場佔有率的變化，從資料可發

現雖然 1964 年以前，日本就已經取代德國成為美國進口相機的主要供應者，但是

在 1964 年到 1977 年進口相機數量呈現三倍成長的主要原因，是價格與功能的大

幅改善，而日本在這期間大幅成長的相機專利技術申請，所反應的新技術發展，

正符合市場成長的變化情況。但是這些領先時間都很短，通常最多只有 2～3 年，

因此專利活動通常用來輔助那些，可以提供較長時間警訊，但是比較缺少細節的

領先指標。 

 
圖 2-6：日本相機專利數與市場佔有率的關係 

資料來源：Martino (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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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科學傳播中非正式溝通的角色。 

9. 期刊間主題內容的重複性。 

10. 科學家的引用習慣以及引用文獻分析。 

11. 以參考書目為基礎，決定科學間及科學本身內部的關係。 

事實上，科學計量學與書目計量學無法明確加以區分，科學計量學有關科學

文獻特性、科技經費與科技機構等的研究亦都包含於書目計量學的應用範疇。從

Morales 的分析中，亦不難看見部分資訊計量學的應用與書目計量學重複。因此書

目計量學、科學計量學、與資訊計量學三者，不論在範圍、定義與應用都有相似

與重複之處。到了 1990 年代初，資訊計量學受到資訊科技革命的衝擊，新世紀資

訊科技最偉大的產物－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也為資訊計量學注入新的

研究契機，這種研究稱之為網路計量學（Webometrics）(蔡明月，民 92)。 

一、 文獻的成長 

科學研究從少數人研究的「小科學」過渡到今日規模龐大的「大科學」時代，

其成長的跡象是有目共睹的。這種成長的現象若以量的指標加以描述，其計量參

數有：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數，用於科學研究的經費及科學文獻數量等。科學文獻

成長的事實是眾所周知，但文獻如何成長，成長的原因為何則又眾說紛紜。雖說

如此，文獻成長現象不外乎有的為線性（Linear）關係，有的為顯示指數（Exponential）

成長，有的近似對數（Logistic）分佈，甚至是呈現非線性動態的混沌（Chaos）

現象。以下就此四種成長現象說明。 

（一） 線性成長 

所謂的線性成長即文獻累積數目呈線性增加，亦即每年增加的數量一樣。以

數學公式表示為 P(t) = bt + a，其中 P(t)為 t 年時的文獻累積數量，t 為時間變數，

b 為文獻的年成長率，a 為當 t=0 時的文獻數量。Magyar (1974)認為當計量的對象

是大科學領域，如物理學時，其成長呈指數增加，但對次領域主題而言，指數成

長不一定成立，例如物理學次領域染料雷射（Dye Laser），自 1966～1972 年間，

文獻成長分佈呈線性增加。Oliver (1971)分析半導體物理學文獻，亦強調其成長為

線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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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數成長 

文獻成長研究林林總總，其中以指數成長的描述居多。假設 P(t)代表 t 年時的

文獻累積數量，其指數成長的數學公式為 P(t) = kert，其中 k 為當 t=0 時的文獻數

量，t 為時間變數，r 為成長率，亦即每年增加量的百分比。Price (1986)是指數成

長律最忠實的服膺者，他曾提出科學人力與出版品約每 10~15 年成長一倍。 

就某一個大的科學領域而言，Bottle & Efthimiadis (1984)統計並分析圖書館與

資訊科學期刊自 1810 年至 1983 年間成長變化的情形，在 123 年間期刊數顯著的

呈現指數成長，約每 13.8 年成長一倍。除了科學期刊之外，期刊論文數量亦呈指

數成長，例如：《物理學摘要》（Physics Abstracts）自 1990 創刊以來，收錄的論

文數量，幾乎一直是遵循指數成長曲線。 

（三） 對數成長 

真實世界，萬物的成長都是有極限的。因此，指數成長是不可能超出科學發

展的極限。Price 有鑑於此，乃提出對數曲線（Logistic Curve）作為改良指數曲線

的圖形。文獻邏輯成長模型之數學表示式如方程式 1： 

方程式 1：𝑃(𝑡) =   (𝑏 > 0) 

其中，P(t)為 t 年的文獻累積量，M 為當 t 趨近∞時文獻的累積量，即文獻累

積量之最大值，而 a 與 b 均是從文獻數據迴歸而得的常數。將方程式 1 對 t 求二

階導數，並令二階導數為 0，求得此式之曲線的反曲點 A 之坐標為（(lna)/b, M/2）。

故當 t < (lna)/b 時，文獻急遽成長，成長率漸增；當 t > (lna)/b 時，文獻成長減慢，

成長率是漸減的，如圖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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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對數曲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文獻邏輯成長模型之意義為一開始，曲線呈指數成長，並一直維持同樣的速

度，直到中間點時，開始起了變化，成長腳步逐漸緩和，而後與從起點到中心點

上生的曲線對稱，呈現標準的 S 形狀。對數成長模型廣泛應用於生物、醫學、市

場學等各學科領域。在文獻成長的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為 Frame, Baum, & Card 

(1979)對燃煤氣化（Coal Gasification）文獻成長趨勢的探討。 

這些資料包含期刊論文、會議記錄、研究報告、圖書及專利。研究顯示燃煤

氣化文獻由 1965 年至 1972 年文獻成長逐漸上升，而在 1972 年至 1974 年急遽上

揚；1974 年後明顯的是一平緩的曲線，燃煤氣化的文獻成長呈現 S 形曲線模式。

作者進一步分析，可能導致此現象的原因是 1973 年至 1974 年阿拉伯原油禁運造

成能源危機，迫使尋找煤作為替代能源，為了防制燃煤造成污染，科學研究紛紛

致力於燃煤氣化的研究。由此可見科學研究的成長與歷史背景及社會生命息息相

關。 

（四） 文獻成長的混沌理論 

文獻成長研究最大的問題是，當在進行研究中或蒐集數據時根本不知當時的

機制為何。May (1966)就曾批評 Price 蒐集的各學科文獻的時間不一。他亦發現早

期的文獻成長研究，起始時間的決定非常武斷，均未將以前的文獻計算進去，故

所得成長率較實際成長率高。Tabah (1992)也批評歷年來各家的成長研究而提出

「非線性動態學」的文獻成長論。因為不管是線性成長、指數成長或是對數成長，

公式均假設成長率是固定不變的，實際上文獻是隨時間變化成不規律的成長。

(lna)/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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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ah 檢索《化學摘要》（Chemical Abstracts, CA）資料庫在 1966 至 1990 年有關

高溫超導的研究文獻，宣稱採用非線性動態理論，較適合解釋文獻的成長現象。 

非線性動態現象的具體表徵是混沌（Chaos）系統。混沌理論是三十年來物理

學上的一大進展。其乃非線性動力系統陳述下，不規律，不可預測的行為。其基

本屬性為： 

1. 可以用數學方程式說明的一種決定論。 

2. 具複雜的動態特性。 

3. 對起始條件很敏感：蝴蝶效應2是最典型的代表。 

4. 週期倍增，無限分裂。 

5. 具有碎形（Fractal）結構的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 

二、 高科技產業之資訊計量研究 

產業升級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自 1990 年代以後，發展高科技產

業已成為先進國家與一些開發中國家有志一同的發展策略。一國高科技產業的發

展所累績的科技能量足以帶動一國經濟的成長與生活水準的提升。而一國高科技

產業興盛與否，也代表該國未來的產業競爭能力。可見高科技產業在一國的重要

性。文獻為人類一切資訊與知識的記錄，載負資訊的媒體或有不同，但其功能與

目的卻不變，透過對不同領域文獻增長的研究則可瞭解學科發展概況。 

由於科學技術的無形性，創新知識的追蹤，往往必須透過傳播的媒體或是實

際上應用的情況來了解。技術資源與知識發展的過程大多透過兩個方面來衡量：

1.投入指標，如研發經費，投入人力等；2.產出指標，包括以下四種方式衡量績效：

(1)專利；(2)專家調查；(3)創新調查；(4)技術文獻計量資料。所謂文獻計量，就是

透過文獻計量分析法，建立相關技術指標，為衡量科學研究產出的一項重要工具。

由於研究領域的獎酬機制，新知識往往被快速揭露出來，再加上文獻計量的客觀

性和量化性質，利用文獻計量來作為學術研究的績效評量，以及了解科學演進的

趨勢在各國越來越普遍。 

                                                 
2 例如：在北京一隻蝴蝶拍拍翅膀可能導致一個月後紐約的大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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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往往伴隨著論文的產出，不論是研討會的舉行、亦或將成果揭露於

國內外期刊上，論文產出績效指標可分為兩類，一為論文發表的數量，另一為論

文發表的品質。前者為論文的發表量為文獻計量最基礎的指標，後者多以論文的

被引用次數來衡量。在討論一國的科學生產力時，論文發表數目越多，表示該領

域研究人員專注於學術研究的領域；論文被引用次數越多，表示該領域的學術聲

望越高。 

目前廣為討論的文獻計量指標，除了論文篇數、論文被引用次數及論文平均

引用率之外，尚有各種指標正為學者開發討論，例如 Aparna Basu 的活躍指標

（Activity Index）探討某地區某領域相對於世界該領域的活躍程度。荷蘭萊登大

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CWTS）以美國 ISI 所收錄的期刊論文資料庫為主，編寫各

項文獻計量指標，例如一國（或一組織）所有發表於 ISI 期刊論文的平均引用率、

某領域發表論文的平均引用率以及自我引用率等。就文獻計量指標而言，論文發

表的數量及密集程度，可視為對知識貢獻的部分指標，它間接反映出該國科技活

動的發展情況以及反映出該機構、國家與其研究領域的科技活動進展的程度(陳筱

蕾，民 90)。 

雖然文獻計量指標無法說明科技研發的全貌，但不失為瞭解一個國家、地區

或科研組織科研成果的一項參考指標，透過論文、專利所得的量化指標分析，可

以反應一個國家、地區在科學與技術發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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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利分析 

一、 專利的意義 

「專利」一詞源於拉丁文的“Litterae Patents”，本為「公開文書」之意，是

中世紀君主用以授予權利及恩典的文件。若以現今法律的觀點來看，專利則多了

一層保障權利的意涵。當人們發明或創作一種新的物品或方法，而該物品或方法

能夠被重複實施、生產或製造；亦即可以提供產業上的利用時，為保護該物或方

法的正當權益，可向政府提出「專利權」的申請。若經許可，則一定期間內，他

人不得在未徵得專利權人同意之下，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進口該物品，

亦不得利用該方法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的物品(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民 86)。  

由此可知，專利是一國政府授予專利權人或其受讓人、繼承人的一種財產權。

透過專利權的賦予，專利權人在一定期間內對其擁有之發明創作享有絕對的獨佔，

不僅使專利權人在應用或使用該項發明創作時，能夠防止他人的競爭，亦可透過

索取權利金的方式授予他人使用權利，甚至將專利完全出售給他人。該項權利的

保障除可維護發明創作者的正當權利外，更可促進研究發展的動機及誘因。 

此外，在專利法的相關規定中，專利權人除享有政府賦予該項發明技術的獨

佔權利外，同時也負有詳細揭露該發明技術的義務(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 86)。

而詳細揭露其發明的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讓他人能據此瞭解內容以促

進科技的發展。 

二、 專利要件 

欲取得一項發明或創作之專利，除需符合法律上對其「適格標的」之規範外，

技術上亦須具備產業可利用性（Industrial Applicability）、新穎性（Novelty）和進

步性（Inventiveness）等三項專利實質要件。各項要件之內容說明如下(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民 86)： 

1. 適格標的：「適格標的」係指一項發明或創作符合專利法中對保障專利

標的物的規定。目前各國專利法對適格標的之規範皆有不同的規定；以

我國為例，專利法第 19 條、第 97 條以及第 106 條中，皆明白定義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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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格標的物包括「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作（發明專利）；

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新型專利）；以及對物品之

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新式樣專利）」。 

2. 產業利用性：產業利用性又稱為工業實用性，意指該發明創作必須可提

供產業之使用和製造，並產生積極的效果；也就是該發明創作必須是能

夠在工業產品中加以實施者，才可能提出專利申請。 

3. 新穎性：新穎性係指該發明或創作必須為全新技術，亦即創新的發明。

由於該要件之用意即在防止抄襲他人構想，避免損害原創作者之權益，

因此任何標的物在申請專利時，必須符合下列對新穎性的要求：不可屬

於先前技術的一部份；未被公眾所知、被公開使用或展覽；以及未有相

同的發明申請在先。 

4. 進步性：進步性係指該發明創作必須是先前技術的進一步推展，而不只

是利用顯而易知的方法加以改良，故其應是一項先進的、改良的或是「非

顯而易知的（Non-obviousness）」技術。 

三、 專利的重要性與效益 

根據歐洲專利局的定義，專利資訊（Patent Information）泛指所有可以從專利

局所出版的文件中獲得的技術資訊、市場資訊、法律資訊和其他有關公司的任何

資訊。而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統計，專利資訊中含有 90%～95%具有經濟價

值的世界研發成果，而且其中 80%並未記載在其他文獻例如期刊、雜誌、百科全

書中。此外妥善的運用專利資訊的效益，可縮短研發時程 60%，並且減少研發經

費 40% (夏文龍，民 87)。 

專利文獻是科技研究人員經常需要參考的資訊資源，更是企業研發與創新的

重要指南。專利文獻可以鼓勵新的研究方向、可以增進現有技術的利用，提供發

明的詳細說明、可以預測產業的成長，提供近似研究的完整資訊。專利檢索可以

幫助研發人員和企業，追蹤技術發展動向，擘畫研發方向和研擬市場競爭策略。

專利檢索對研發人員和企業可以產生下列效益： 

1. 避免重覆投入，避免侵犯已取得專利的裝置、製程、或是技術。專利權

範圍以專利公報公告之「專利申請範圍」之內容為準。未得專利權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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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任何人不得製造、販賣、使用或進口有專利權之物品，或使用有專

利權之方法及使用、販賣、進口該方法之製品。 

2. 追蹤全球的研究機構或是競爭對手的研發成果，監測是否侵權。透過專

利資訊的追蹤，可以知道那些廠商已經投入特定產品的研發、目前的研

發成果如何，更可以知道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誰及其研究方向，以研

擬因應的研發或競爭策略。在採取專利攻擊策略，例如專利訴訟時，專

利檢索可以協助談判代表掌握對手可能的答辯，預先進行分析與模擬，

以增進談判的勝算。 

3. 為研發團隊激發新的創意與調整研發方向、或為研發上的問題尋求解決

方案。系統性、計劃性地蒐集、分析競爭對手或產品、關鍵技術的專利

資訊，是協助企業掌握技術情報和進行預測最有效的方法。 

4. 由新興技術之專利公告、購買和授權件數來評估市場趨勢。 

5. 尋訪專家、顧問、發明人、潛在員工、顧客、授權人或者是潛在的購併

對象。 

6. 監督專利權利的相關資訊，例如存續期間、是否繼續有效、審查、再授

與、專利分割、專利繼續和展延。 

由此可以瞭解專利資料的重要性。善用科技有效蒐集專利資訊，可以縮短研

發時間與金錢投入，降低侵權風險，同時將技術情報正確解讀為企業經營情報，

掌握敵我間的技術、市場部署，建立正確迅速的決策，是企業競爭致勝的關鍵。 

四、 以專利作為分析對象的優缺點 

專利長久以來被認為是發明、創新、研發成果的代理指標。專利資料很容易

經由專利資料庫取得，Archibugi & Planta (1996)認為利用專利來作為產業創新的資

訊來源有以下優點： 

1. 專利是發明程序的直接產出，是技術改變的良好指標。 

2. 專利所載發明所能帶來的價值至少超過專利申請的成本。 

3. 專利經過良好分類，可瞭解發明活動內容與方向。 

4. 專利統計資料的數量龐大、涵蓋時間長。 

5. 專利是公開文件，提供許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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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ton & Sen (1998)則彙整許多學者，提出利用專利分析所得的專利指標，可

提供企業有價值的資訊，如表 2-4 所示。 

表 2-4：專利趨勢分析應用 

分析類別 企業規劃應用 使用者利益 

技術競爭分析 

 比較公司專利地位和技

術優劣 
 針對競爭者了解其技術

高成長或低成長的特性 

 改善品管理策略和決策 
 更專注於最佳長期市場

獲益 

新投資機會評估  評估可能的技術購併 
 分析合資機會 

 更好的技術購併 
 降低投資風險 
 降低計劃的不確定性 

專利組合管理 
 認知有價值的專利、品領

域或副產品 
 認知潛在的技術客戶 

 改善由專利獲得報酬 
 及早發現潛在新事業 

研發管理  分析製程/品計畫 
 定義技術進程 

 改善研發投入分配 
 較佳的發明創意 

品領域監視 
 檢視新專利內容和所有

權 
 檢查侵權的可能性 

 提早獲知潛在的技術突

破和市場新進入者 
 較好的智慧財權保護 

資料來源：Ashton & Sen (1998) 

專利分析是利用統計的方法，將專利文獻所包含的資訊，轉換為有用的知識

情報，其可以廣泛地應用於國家、產業、公司及技術領域上。如 Jung & Imm (2002)

以專利分析探討台灣與南韓兩國的專利活動及專利管理策略；Pilkington, Romano 

& Omid (2002)以專利分析探討電動車輛技術的發展軌跡。從專利除了可瞭解技術

的發展之外，過去有許多學者更將其視為經濟或創新的重要指標，如 Martino (民

94)以相機、打字機及手錶三種產品為例，提出專利能作為產品市佔率的指標；Acs, 

Anselin & Varga (2002)將專利件數視爲創新活動的指標，來衡量一區域的經濟成長

與發展狀況。 

然而 Basberg (1987)指出專利、發明與創新的關係，如圖 2-9 所示。只有一部

份的發明創新符合專利的條件並提出申請通過，其中有專利保護的創新（Patented 

Innovations）更只佔專利與創新的一小部份。Griliches (1990)提到以專利衡量發明

產出時有以下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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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並非所有發明都是可專利的。 

2. 並非所有可專利的發明都申請專利。 

3. 所有申請專利的發明在品質上有很大的不同。 

 
圖 2-9：專利、發明與創新的關係 

資料來源：Basberg (1987) 

因此，若單純只以專利數量作為發明創新的指標，勢必會產生偏誤。然而許

多研究發現，專利數與研發支出有強烈的關係，因此專利是不同公司間發明活動

差異的良好指標。若以同產業、同樣時間、相同的母國或主要市場國專利為研究

對象，並且不過份的擴大解釋時間序列中專利數的差異、短期內專利對報酬率的

影響、以及研發支出對專利的影響等，可將對專利分析的限制降低許多。 

五、 專利技術生命週期 

Ernst (1997)提出專利活動也會隨著生命週期的不同，而呈現如圖 2-10 不同的

四個階段的 S 曲線，描繪出技術生命週期。以專利件數為縱軸，時間作為橫軸來

衡量技術發展的趨勢。針對每一時期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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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專利技術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Ernst (1997) 

第一階段：導入期－新技術 

在此一時期，技術為導入階段。此時產業界中參與研發創新之企業較為稀少，

研發人員缺乏經驗，對該技術之知識累積亦不夠。因此開發之技術，大都應用之

前的基礎與應用研究所獲得較抽象之科學知識來開發設計，而專利的申請件數較

少。此階段的技術為新技術。 

第二階段：成長期－萌芽技術 

在此一時期，技術為成長階段。創新產品導入市場後，受到消費者逐漸接受，

且銷售此產品所獲得之利益亦會逐漸增加。因此，許多廠商競相開始投入研發。

由於處於成長階段之企業，已經累積一定程度的研發經驗，因而可運用先前累積

的經驗，進行創新技術之活動，進而導致專利的申請件數急遽上升。此階段的技

術為萌芽技術。 

第三階段：成熟期－關鍵技術 

在此一時期，技術為成熟階段。企業間競爭非常激烈，產業界研發人員對技

術研發已累積足夠經驗與知識，技術商品化程度非常高。然而，此時投資研發的

成長期 

導入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新技術 關鍵技術萌芽技術 基礎技術 

時間 

專
利
累
積
件
數/

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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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已不再擴張，只剩下少數人繼續發展此一技術，因而出現專利的申請件數逐

漸不成長的情形。此階段的技術為關鍵技術。 

第四階段：衰退期－基礎技術 

在此一時期，技術為衰退階段。技術的發展已瀕臨飽和，再投入大量研發心

血，對技術功效只有稍微改進甚至毫無改善。因而導致專利的申請件數成長逐漸

停滯的情形。此階段的技術為基礎技術。 

六、 專利資料庫 

專利資料庫是取得專利資訊的便利管道，也是傳播專利資訊的主要媒介。而

電腦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專利資訊得以透過線上的專利資料庫公開且快

速地取得利用，檢索者得以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所需的資訊。故線上專利資料庫已

逐漸取代紙本的檢索工具書。透過各種方便取得的專利資料庫，不僅可以快速獲

得最新且完整的專利訊息，更能掌握技術領域的最新發展。 

陳達仁與黃慕萱(民 91)針對目前世界各國主要的專利資訊網站和資料庫，進

行內容與功能的介紹與比較。他們將網路資料庫區分為免費與付費兩種。從成本

觀點來看，付費資料庫固然較昂貴，但其提供的檢索功能及服務通常比免費資料

庫來得齊全完善；然而一般檢索者若只是進行簡單的檢索，免費資料庫應可滿足

其需求。 

如表 2-5 所示，付費資料庫之檢索方式功能較免費資料庫完備，不僅提供多

種檢索方式，輔助檢索的功能也非常齊全。另外，對檢索結果的分析功能更是免

費資料庫所缺乏的，就表中之付費資料庫而言，Delphion 與 Patent Pilot 之分析功

能最完整；Patolis 僅有簡單的量之分析與質之分析，可提供量化統計或查詢某篇

專利之引用與被引用的情況；APIPA 則是無分析功能。由於 Delphion 包含多種資

料庫，特別是 Derwent 和 Inpadoc 之專利加值資料庫，加上 Delphion 具備強大的

分析功能，因此成為許多大型企業、研究機構所訂購的專利資料庫之一。 



透過專利、學術論文分析技術發展趨勢－以蝕刻技術為例 
 

- 28 - 
 

表 2-5：付費資料庫功能比較 

 Delphion Patolis Patent Pilot APIPA 

更新頻率 視資料庫而定 
（3 天至 1 個月）

兩週 每週 不定時 
（1 至 2 週） 

收錄範圍 

PCT 專利 
美國專利 
歐洲專利 
瑞士專利 

日本專利摘要 
Derwent 
Inpadoc 

日本專利

Inpadoc 
美國專利 中華民國專利 

檢索方式 簡易檢索、布林檢索、指令式檢索、專利號檢索 
（檢索方式大同小異） 

輔助檢索法 
布林邏輯運算元（AND、OR、NOT）、相近運算元 

切截、限制欄位檢索 
（皆具備完整之輔助檢索功能） 

量之分析3     

質之分析4     

趨勢分析     

圖形呈現結果     

專利家族     

法律狀態     

過期專利檢索     

專利維護情形     

資料來源：陳達仁與黃慕萱(民 91) 

  

                                                 
3 即檢索結果之概況、技術及研發力分析，透過專利數之計量，以得知檢索策略所得之專利數，

以該檢索結果之專利所屬國家、專利權人、發明人、分類號…等資訊。 
4 以該篇引用與被引用之情形為依據，從引用、被引用之次數與對象，可看出專利於該技術領域

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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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字探勘 

知識探勘（Knowledge Discovery, KD）是擷取隱晦、有用、未被發掘、有潛

在價值的規則、資訊或知識的一種過程(Fayyad, 1996)。根據資料特性的不同，知

識探勘可分為資料探勘（Data Mining, DM）與文字探勘（Text Mining, TM）。前

者處理結構化（Structured）資料，即每筆資料有共同欄位可記錄於資料庫者；而

後者處理非結構化（Unstructured）資料或半結構化的文件，即每筆資料沒有共通

的結構性可言，經常為長短不一、記載訊息的自由文字。如網頁、電子郵件及答

客問集等，目的為挖掘大量文件中的隱含及有用知識。 

由於資料特性的不同，DM 與 TM 在每個步驟上幾乎都有所差異。以探勘技

術而言，主要有：關聯分析（Association）、分類（Classification）、分群（Clustering）、

摘要（Summarization）、概略化（Generation）、預測（Prediction）、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等，這些技術名稱在 DM 與 TM 中雖然相同，目的也一樣，但是技術細

節卻不一樣。TM 運用的技術，幾乎都跟詞彙的頻率與出現篇數有關，但這兩項資

訊在 DM 中極少用到。 

此外，DM 與 TM 的應用方向也大不相同。DM 主要運用於大型資料庫上，提

供資料庫管理系統額外的資料分析與統計功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Wal-mart 透過

DM 挖掘出啤酒與尿布同時被採購的相關性高，因此星期四晚上啤酒與尿布的促

銷，讓 Wal-mart 的獲利增加。而 TM 主要運用在大量的文件庫上，供作資訊搜尋、

訊息過濾、事件關聯、趨勢預測、犯罪分析、案例追蹤、知識萃取、知識管理、

決策輔助等之用。DM 在傳統資料庫的運用上已算相當成熟，TM 最近才在各領域

受到重視(陳光華與呂明香，民 92)。 

Sullivan (2001)將 TM 定義為一種編輯、組織及分析大量文件的過程，為了要

提供特定使用者之特定的資訊，以及發現某些特徵及隱含的關聯行為。TM 整合了

許多傳統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IR）技術，包括了特徵值的擷取、文件

分類、自動摘要及文件分群等，其中文件分群係依文件內容的相似度進行分群，

使群集具有「群內相似度高及群間相似度低」的特性。一般而言，文件分群的步

驟分為特徵值的擷取與選擇、文件呈現及分群三部份(Wei, Hu, & Don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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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徵值的擷取及選擇 

Frakes & Baeza (1992)認為文件中出現頻率高的字詞，與文件的主題有較高的

關聯性，能將這些字詞視為文件的特徵值（Feature），然若一字詞在每篇文件皆

出現，則此字詞對文件則不具代表性(Salton & Buckley, 1988)。由於文件分群的結

果，會因文件的高向量維度（即特徵值的數目）及資料不足而導致分群成效下降

(Aggarwal & Yu, 2000)，故減少特徵值的數目為相當重要的處理程序，一般常用的

方法即為對文件進行特徵值的擷取及特徵值的選擇。 

曾元顯(民 86)將特徵值的擷取方法分為詞庫比對法、語義剖析法及統計分析

法三種，分別說明如下： 

1. 詞庫比對法（Dictionary Approach）：即利用事先建立的詞庫，將文件中

有出現在詞庫的字詞擷取出來。其優點為製作簡單、快速及容易實行。

而缺點為詞庫的大小、字詞的相關性及後續的維護為一個大問題。 

2. 語義剖析法（Linguistic Approach）：係運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語義剖

析程式，輔以已經建立完成的詞庫，擷取出文件中的字詞，再運用一些

方法及準則，過濾掉不適合的字詞，其缺點與詞庫比對法相同。 

3. 統計分析法（Statistical Approach）：為利用統計方法來擷取文件的特徵

值，最常用的方法為字詞頻率，即將頻率落在某特定範圍中的字詞擷取

出來。優點為不用事先建立詞庫及文法也能擷取出重要的字詞，而最大

的缺點為出現頻率較低的關鍵詞無法被擷取出來。 

特徵值的選擇係依據某些條件及準則，從擷取出來的若干特徵值中，選擇最

具有意義及代表性的特徵值。一份文件中約有 90%的字詞不具代表性(林傑斌、劉

明德與陳湘，民 91)，即文件中若有 100 個字詞，則只要選取 10 個具有代表性的

關鍵字，就足以代表此一文件的主題。特徵值選擇的方法很多，而不須事先知道

文件類別且較易應用於分群的方法為文件頻率及字詞強度兩種(Liu, Liu, Chen, & 

Ma, 2003)，各別說明如下： 

1. 文件頻率（Document Frequency）：為一字詞在文件集裡出現的文件數，

例如字詞低於所設定的門檻值則去除，以留下出現頻率高及具有代表性

的字詞，為一相當容易且低成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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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詞強度（Term Strength）：係評估重要字詞與相似文件之間的關係，

將大於門檻值的字詞留下。字詞在相似文件中出現的條件機率如方程式 

2，其中 x 與 y 是相似的文件而 t 為一字詞。評估當 t 在 x 文件出現時，

也在 y 文件中出現的條件機率即 S(t)，最後將 S(t)大於門檻值的 t 留下，

此法的概念與文件頻率法相似。 

方程式 2：S(𝑡) = P (𝑡 ∈ 𝑦|𝑡 ∈ 𝑥) 

由於每篇文件中的特徵值出現次數及分佈皆不同，因此必須將所有的文件依

特徵值進行權重的計算，常用的方法有以下三種(Salton, 1988)： 

1. 布林法（Boolean）：一字詞如有在文件中出現則權重為 1，反之則為 0，

為計算特徵值權重中最簡單的方法。 

2. 字詞頻率（Term Frequency）：係直接以字詞出現在文件的次數為權重。 

3. 字詞頻率乘文件頻率之倒數(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方法如方程式 3，TFij 為特徵值 i 在文件 j 中出現的次數，DFi

為所有文件中出現特徵值 i 之文件數，N 為全部文件數，最後將這兩數相

乘作為特徵值 i 在文件 j 的權重 Wij。 

方程式 3：W = TF ∗ log(N ∕ DF ) 

二、 文件向量空間與分群演算法 

對大多數的文件分群演算法而言，首要步驟即是建立「向量空間模型（Vector 

Space Model）」(Salton, Wong, & Yang, 1974)。在此模型中，每篇文件是由空間中

的向量所組成，而空間向量的維度則由文件集所有的關鍵詞彙之數量而定。在一

個有m維的向量空間模型中，每篇文件Di可以簡單地表示成Di = ｛di1, di2, …,dim｝

的形式，其中 dij表示第 j 個關鍵詞彙的權重。如此，任二篇文件的相似度可以很

容易地利用相似度函數（如：Cosine 函數）求得，並建立「文件相似度矩陣」，

最後再以特定的文件分群演算法進行文件分群。 

分群演算法（Clustering Algorithms）是一種將資料分類成群的方法，其主要

的目的乃在於找出資料中較相似的幾個群聚（Clusters）。一般而言，分群法可以

大致歸為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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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階層式分群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群數（Number of Clusters）可

以由大變小，或是由小變大，來進群聚的合併或分裂，最後再選取最佳

的群數。 

2. 分割式分群法（Partitional Clustering）：先指定群數後，再用一套疊代的

數學運算法，找出最佳的分群方式。 

一般常用的分群方法為階層凝聚式分群（Hierarchical Agglomerative Clustering）

及分割式分群法中的 K-means 分群（K-means Clustering）。現今有許多針對不同

資料型態作改進的分群演算法，常以這些演算法為基礎加以變化，以達到在運算

時間、記憶體空間和準確度三者之間作權衡取捨。以下將針對這兩種方法做簡單

的說明。 

（一） 階層式聚合演算法（Hierarchical Agglomerative Algorithm） 

由樹狀結構的底部開始層層聚合。一開始我們將每一筆資料視為一個群聚，

假設我們現在擁有 n 筆資料，則將這 n 筆資料視為 n 個群聚，亦即每個群聚包含

一筆資料： 

1. 將每筆資料視為一個群聚 Ci。 

2. 找出所有群聚間，最相似的兩個群聚 Ci、Cj。 

3. 合併 Ci、Cj成為一個新的群聚。 

4. 假如目前的群聚數目多於我們預期的群聚數目，則反覆重複步驟二至四，

直到群聚數目已將降到我們所要求的數目，概念如圖 2-11 所示。 

 
圖 2-11：階層式聚合演算法概念圖 

資料來源："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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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驟二中，何謂“最相似”的兩個群聚 Ci、Cj 呢？事實上在定義兩個群聚

之間的相似程度（或距離），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每一種方式所得到的結果都不

太相同。常用的群聚距離有單一連結法（ Single-linkage）、完整連結法

（Complete-linkage）、平均連結法（Average-linkage）和沃德法（Ward's method）

等。 

（二） K-means 演算法（K-means Algorithm） 

在所有的非階層式分群演算法中，K-means 是最典型的方法。在使用此法之

前，必須先決定分群結果的群聚數量，也就是定義 K 的值。然後執行下列步驟： 

1. 先任意選擇 K 個資料點做為群聚的中心點。 

2. 接著依據所有資料點與每一個群聚中心點的距離，將所有的資料點分配

到各自最接近的群聚。 

3. 然後再從新產生的每一個群聚中，找出新的群聚中心點，並依照新產生

的群聚中心點來重新分配所有的資料點。 

4. 此步驟會反覆執行到每一個群聚中心都不再改變為止。 

K-means 的概念也可以使用數學函數來描述，給定一組 n 點資料 X = ｛x1, ..., 

xn ｝，每一點都有 d 維。K-means 分群法的任務是找到一組 m 個代表點 Y = ｛y1, ..., 

ym ｝，每一點也是 d 維，以使方程式 4 的目標函數越小越好：  

方程式 4：J(X;  Y, U) = ∑ |x − y |X   G  

其中 xi屬於 Gk 而且 yk 是 Gk 的代表點。同時，在上述目標函數中，U 是一個

m × n 的分組矩陣，每一個元素值都是 0 或 1，而且每一直行的總和等於 1。如果

U(i, j) = 1，代表第 j 個資料點是屬於第 i 組。 

三、 主題偵測 

自動分群（Clustering）可運用於專利檢索結果的重新組織，將相似的專利集

合在一起，方便使用者瀏覽。自動分群亦可運用於專利分析，偵測領域的主題及

其分佈情況。分群作法可分為詞彙分群（Term-based Clustering）與文件分群

（Document- based Clustering）。詞彙分群是計算各詞彙之間的相似度（例如各詞

彙共同出現在同一文件的統計量），將相似的詞彙連結在一起。其優點是分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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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別標題可由這些詞彙直接讀取，而其缺點是詞彙之間的非遞移性

（Non-transitivity）容易造成錯誤的分群結果。例如：「圖書館」與「數位內容」

相似、「數位內容」與「電腦動畫」相似，則「圖書館」與「電腦動畫」容易被

分群在一起。文件分群則計數任意兩文件的主題相似度（或詞彙重複程度），再

將相似的文件連結成一類。其優點是比較能夠偵測文獻的主題分佈，缺點是類別

的主旨標題不易自動選定。 

過去文獻的作法雖然提出很多文件分群的作法，然而比較少提到類別標題如

何決定。曾元顯根據文獻上的技術，自行加入一些想法：先依 Complete Link 方式

將文件分群，然後用相關係數算出各個詞彙與各個類別的相關程度，以取得類別

標題詞。以圖 2-12 為例，藍色底線部份為文件標題，其他則為節點，內有節點編

號、此節點下各文件間的最低相似度、以及此節點的主題。這裡以數個詞代表一

個主題，且每個詞之後為其與該類別的相關係數。 

 
圖 2-12：2003 年 5 月 20~22 日中央社新聞分群分析的部份結果 

資料來源：曾元顯(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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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字探勘在專利分析上的研究 

近年來，文件探勘已廣泛地應用於各個領域，過去已有些學者嘗試將文件探

勘的技術應用於專利分件。但目前大部份的專利分析仍著重於量化、視覺化的呈

現結果，僅有少部分應用文字探勘於專利文件的分析，如 Fattori, Pedrazzi, & Turra 

(2003)使用分群技術，輔以 PackMOLE 軟體，繪製出包裝產業與相關技術類別的

專利地圖。其他相關的研究還有： 

在專利內文的結構分析方面，Akihiro, Manabu, Yuzo, & Makoto (2003)針對日

文專利的宣告（Claim）部份，做自然語言的處理，將長句斷成短句，以增加其可

讀性。在專利的主題分析方面，Jean, Shadi, Martial, Claire, & Ois (2003)運用類神

經網路的自我組織圖（Self-Organization Map, SOM）技術來自動偵測專利的主題。

在專利的主題分類方面，Fall (2003)運用 Naïve Bayes、KNN、SVM 等分類器做實

驗，但不論哪種分類器，都發現將專利全文拿來做分類的效果最差，而取前 300

字內容的效果最好。 

國內相關研究稀少，曾元顯(民 93)首先將文字探勘運用在專利分析概念引進

國內的學術研究領域，並深入探討專利文字探勘的技術與挑戰。在技術層面上，

Tseng, Lin, & Lin (2007)以技術專利為對象，發展相關的詞彙擷取、知識關聯、網

絡分析、內容摘要、主題歸類、文件分類、資訊視覺化等探勘技術。並開發視覺

化分析技術，達到輔助各種科技領域分析的目的。李宜映、洪文琪與吳亞恬(民 97)

運用共現字（Co-word）網路分析及文字探勘等資訊技術處理，探索各次領域之組

成架構，顯示各次領域的互動關係，以便迅速掌握重要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向及需

求。 

在技術分析與產業分析的運用上，王明妤與許旭昇(民 94)則首次運用文字探

勘的方法，分析磁阻性隨機存取記憶體（MRAM）的技術發展趨勢。該研究根據

相同專利分類號的專利文件，彼此在技術內容的相似度，找出 MRAM 所包含的技

術類別，並以 CHI 研究公司所提出的專利指標，對 MRAM 的相關技術類別做進

一步的分析。許勝巽(民 96)利用專利文件的關鍵字擷取，建立出的專利地圖察知

專利缺口的存在，並藉此了解產業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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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透過文獻的探討可以得知，技術預測借用許多其他領域的方法來分析技術發

展的趨勢，趨勢分析法是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Ernst (1997)認為專利活動會隨著

生命週期的不同，呈現四個階段的 S 曲線，因此專利也可以成為趨勢分析的資料

來源。然而，Basberg (1987)指出只有一部份的發明創新符合專利的條件並提出申

請通過，其中有專利保護的創新更只佔專利與創新的一小部份。除此之外，企業

就算拿到最新的專利資訊來做趨勢分析，則此趨勢落後競爭對手投入研發的時間

至少30個月以上。故利用專利趨勢分析之結果作為企業投入研發之決策參考依據，

其適用性仍有待研究。 

所幸沒有一項發明專利是直接由發明者的腦袋無中生有地繃出來。從 Martino

的一系列創新階段中，在技術被商業化之前，必須經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

術發展等階段。因此，本研究認為除了專利趨勢分析外，學術論文的趨勢分析也

是不可或缺。 

不管是專利資訊還是學術論文資料，在資訊計量學的領域中，探討文獻成長

趨勢原本就是其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因此透過計量分析流程，以文獻成長、國

家/地區分佈、機構組織分佈和分類別分佈，結合專利資訊和學術論文這兩種不同

的資料作趨勢分析，才能彌補專利趨勢分析的不足。除了傳統的計量分析之外，

利用自動化的方法，挖掘大量文件中的隱含及有用知識，也是最近熱門的研究議

題。對探勘技術而言，關聯分析、分群、預測等探勘技術，也漸漸成為技術預測、

趨勢分析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過去曾有眾多的研究利用書目計量來分析學術論文或專利資訊，而最近幾年

則陸續出現利用文字探勘來分析學術論文或專利資訊，但這樣的分析結果是片段

而不完全的。本研究希望同時結合「計量分析」與「文字探勘」兩種方法，分別

對「學術論文」與「專利資訊」這兩種文獻資料作分析，透過互相比較來瞭解技

術發展的趨勢。除此之外，也希望透過個案分析，對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論本身，

探討之間的關聯性。最終，期望能為技術預測領域添加一個新興的分析方法，以

豐富其完整性與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