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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根據第四章的個案分析結果，區分為文獻成長、國家/地區分佈、機構組

織分佈、分類別分佈、關鍵字趨勢與研究領域地圖共六個面向，對 SCIE 與 DWPI

的分析結果互相比較。以實際數據作為佐證，歸納出與其對應之理論，得到下面

研究發現一～十二。 

每個研究發現又區分「技術面」與「方法面」。在技術面，主要以蝕刻技術

發展為陳述主軸，說明在個案研究過程，發現了哪些蝕刻技術的發展趨勢。在方

法面，主要以本研究所提出的趨勢分析法為陳述主軸，說明在個案分析過程，分

析結果的呈現與理論之間的關聯。 

第一節 計量分析 

一、 文獻成長比較 

 

透過分析歷年 SCIE 與 DWPI 數量成長情況（圖 5-1），可以明顯觀察到蝕刻

技術之 SCIE 篇數早在 1996 年就達到發表的頂峰。在 1996 年之前 SCIE 篇數呈現

快速成長的趨勢，但是 1996 年之後則僅維持在高點附近震盪。而蝕刻技術之 DWPI

件數則直到 2005 年才達到頂峰，同樣在 2005 年之前亦經歷快速成長的階段。 

根據 Martino 的創新階段，在創新擴散的過程中知識會從基礎研究擴散到應用

研究和技術發展的階段。SCIE 可視為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的知識載體，而

DWPI 可視為技術發展（Development）的知識載體（圖 1-3），理論上 SCIE 文獻

成長在時間上應會早於 DWPI 文獻的成長（圖 1-2）。從蝕刻技術 SCIE 與 DWPI

文獻達到成長頂峰的先後時間關係來觀察，本研究支持這樣的假設。 

研究發現一： 

 技術面：(a) 在蝕刻技術歷年文獻成長方面，SCIE 篇數在 1996 年達到發

表的頂峰，而 DWPI 件數則在 2005 年達到頂峰。(b) 在蝕刻技術文獻成

長模型驗證方面，SCIE 目前處於成熟期，而 DWPI 目前處於成長期。 

 方法面：透過歷年文獻成長分析，基礎研究的生命週期領先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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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歷年 SCIE 與 DWPI 數量成長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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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從文獻成長模型來觀察，蝕刻技術的 SCIE 之技術生命週期領先 DWPI。總結上述

兩個觀點，本研究驗證並支持，基礎研究的生命週期領先技術發展之理論。 

 

從表 4-8 的 Derwent 主分類分佈可以知道蝕刻技術的專利有 80%跟半導體製

程（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Processes）相關。另外從表 4-7 的專利權人分佈

也可以知道，美光科技、台灣積體電路公司、超微半導體、德州儀器、英特爾、

應用材料、英飛凌科技六家公司，亦佔費城半導體指數（PHLX Semiconductor Sector 

Index）19 支成分股的三分之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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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二： 

 技術面：1999 年左右半導體產業處於景氣循環的成長階段，導致 2001、

2002 年蝕刻技術之專利件數暴增。 

 方法面：市場需求指數成長領先專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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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5-2 可觀察出，蝕刻技術之 SCIE 發表數量比較不受半導體產業景氣影響。

究其原因，各國研究機構之經費主要來自於各國政府，研發費用來源相對穩定。

因此產業景氣繁榮吸引科學家大量投入研發的誘因較小。然而，蝕刻技術之 DWPI

專利成長受半導體產業榮枯影響相當顯著。從成長的幅度來看，費城半導體指數

從 1998/10 月的 200 點左右相對低點，短短一年半之間暴增到 2000/3 的 1,200 多

點，指數成長 6 倍左右。而專利數也從 1999 年的 250 件相對低點，暴增到 2002

的 1,412 件，專利件數也同幅成長將近 6 倍。 

究其原因，費城半導體指數成長代表市場預期電子產品未來需求增加，這也

使廠商容易從股票市場籌措資金。股票市場的榮景提供半導體廠商充沛的資金來

源，更有利於研發的投入，最終造成專利件數的增加。綜合上述推論，本研究認

為從論文、專利成長與市場供需面來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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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家/地區分佈比較 

 

本研究把蝕刻技術在各國之 SCIE 和 DWPI 的產出，依照 X 軸為 SCIE 篇數取

對數，Y 軸則為 DWPI 件數取對數，然後把各國標定在對數座標地圖上，如圖 5-3

研究發現四： 

 技術面：蝕刻技術在各國 SCIE 和 DWPI 的產出比例上，美國、日本、

南韓、新加坡比較對稱，而台灣、德國、英國、法國有明顯不對稱的現

象。但唯獨台灣屬於 DWPI 遠多於 SCIE 之情況。 

 方法面：從各國論文與專利發表的數量來觀察，可推測該國家在技術發

展上，政府與企業的研發投入是否互相連結。 

研究發現三： 

 技術面：蝕刻技術之 SCIE 成長比較不受半導體產業景氣影響。而蝕刻

技術之 DWPI 專利成長受半導體產業榮枯影響顯著。 

 方法面：從論文、專利成長與市場供需面來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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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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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以對角線為準，離對角線越近，代表該國在蝕刻技術的 SCIE 發表數量與

DWPI 件數比例差不多，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皆是。離對角線越遠的左上

角，代表該國 SCIE 發表數量少於 DWPI 件數的程度越大，台灣是唯一此情況的國

家。相反的，離對角線越遠的右下角，代表該國 SCIE 發表數量多於 DWPI 件數的

程度越大，英國、德國、法國、中國、加拿大皆是。 

 
圖 5-3：各國 SCIE 論文和 DWPI 專利產出之對數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林欣吾與林秀英(民 94)在探討科技變革與創新產出時提到：「表徵企業部門

的技術變革，通常會以研發與創新直接產出『專利』做為『技術變革』代理變數，

而『論文』指標則被視為一國科學水準高低或直接說是一國大學或學術界產出水

準的衡量指標。近年來，基礎科學研究對技術突破、產業與整體經濟發展的貢獻

愈來愈重要，通常一國科學水準愈高，對產業技術水準提升亦有正面相關性。」 

台灣與南韓不管在經濟發展、國土與人口密度分布、貿易型態、殖民歷史、

政治轉型時期、美援狀況以及軍事威脅狀況都是相當類似(黃藍逸，民 96，p. 1)，

也是常被拿來做比較的兩個國家。從表 5-1 可以看出 1993～2003 年之間，台灣在

論文的整體表現略遜南韓，比率約 1：1.16。而 2003～2004 年，台灣在專利的整

體表現則小贏南韓，比率約 1：0.70。若以整體的比例來看待蝕刻技術在兩國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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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台韓之間論文比率約 1:2.63，專利比率約 1:0.71。顯然台灣在蝕刻技術的論文

表現，落後整體的表現甚遠。 

表 5-1：台韓之間整體論文與發明專利比較 

 1993~2003 論文表現 2003~2004 美國發明專利 
台灣 96,394 11,236 
南韓 111,406 7,854 

台韓比例 1：1.16 1:0.70 
蝕刻技術 
台韓比例 1:2.63 1:0.71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欣吾與林秀英(民 94) 

而這背後所隱含的問題是，台灣的整體論文表現雖然與南韓差不多。但如果

從某個技術研究的層面來看，台灣在蝕刻技術之論文與專利的表現，確實有明顯

的落差。這樣的現象可歸咎為台灣在產學之間互動不佳所造成。產學互動不佳會

使政府的研發支出無法有效轉化成為民間企業的生產力。從表 5-2 可進一步佐證

台灣學術機構被企業引證次數或平均每件引證次數均相對較低，顯示台灣在產學

互動有缺口。 

表 5-2：台灣創新系統成員在美國專利之相互引證情況（1996~2003 年） 

 
資料來源：林欣吾與林秀英(民 94) 

三、 機構組織分佈比較 

 

研究發現五： 

 技術面：在蝕刻技術領域，IBM、AT&T 在 1993 年以前就已經累積大量

的 SCIE 與 DWPI 數量。 

 方法面：從學術機構與專利權人分佈來觀察，大型公司是技術研發的領

頭羊，論文或專利發表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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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圖 4-8 和圖 4-14 可以觀察出，蝕刻技術在 1980 年代，由 IBM 與 AT＆T

貝爾實驗室展開蝕刻技術基礎研究的序幕。兩家公司做科學研究的能力，一點都

不輸給知名大學或研究機構。因此可推論，大型公司是技術研發的領頭羊，論文

或專利發表俱佳。然而，領頭羊的技術優勢如今卻已經慢慢消失。AT＆T 在 2000

年以後便沒有任何論文和專利的產出；而 IBM在蝕刻技術的研發腳步也逐漸趨緩，

目前已逐漸轉型成為技術服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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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各機構組織在蝕刻技術之 SCIE 與 DWPI 發表數量佔該國之比例，整

理如表 5-3 所示。從表 5-3 中可以清楚的觀察到，在 SCIE 方面，法國、俄國、

南韓和荷蘭的研究機構所發表的論文篇數佔國內比例高，平均在 10%以上，表示

該國之蝕刻技術的基礎研究集中在少數研究機構裡；而在 DWPI 方面，台灣、南

韓、德國、新加坡的專利權人所發表的專利件數佔國內比例高，這表示該國之蝕

刻技術專利集中在少數公司裡。 

其中又以南韓兩者兼具，其蝕刻技術的研發成果集中在少數研究機構和大財

團。這與南韓政府傾向把研發資源集中在少數機構組織的科技政策有關。因此，

從各國之研究機構與專利權人發表數佔該國比例，可觀察國家的科技政策不同。 

研究發現六： 

 技術面：(a) 法國、俄國、南韓和荷蘭的研究機構在蝕刻技術之 SCIE 集

中度高。(b) 台灣、南韓、德國、新加坡的專利權人在蝕刻技術之 DWPI

集中度高。(c) 南韓蝕刻技術的研發成果集中在少數研究機構和大財團。

 方法面：從各國之研究機構與專利權人發表數佔該國比例，可觀察國家

的科技政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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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SCIE 與 DWPI 數佔該國之比例 

排名 研究機構 國內比例 專利權人 國內比例 

1 國際商業機器有限公司 8.8% 美光科技 11.4% 

2 AT&T 貝爾實驗室 8.4%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 35.2% 

3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4.7% 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9.7% 

4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3.6% 三星電子 39.3% 

5 美國伊利諾大學 3.1% 超微半導體 6.7% 

6 美國山迪亞國家實驗室 3.0% 德州儀器 4.9% 

7 日本大阪大學 5.7% 海力士半導體 22.9% 

8 日本東京大學 5.5% 應用材料 4.3% 

9 日本電報與電話公司 5.2% 聯華電子 14.6% 

10 日本東北帝國大學 5.0% 摩托羅拉 2.5% 

11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2.5% 英特爾 2.5% 

12 恩益禧 4.6% 日立 11.8% 

13 日立 4.5% 東部電子 11.5% 

14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17.0% 科林研發 2.3% 

15 俄羅斯研究所 41.5% 英飛凌科技 76.1% 

16 美國康乃爾大學 2.1% 東京電子 8.8% 

17 日本名古屋大學 4.0% 特許半導體 62.9% 

18 南韓成均館大學 13.2% 樂金飛利浦 LCD 8.9% 

19 美國德州大學 2.1%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1.6% 

20 飛利浦實驗室 28.0% 恩益禧 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觀察到 IBM、AT&T 逐漸淡出蝕刻技術研發之外，本研究也觀察到一股

在亞洲興起的勢力，尤其是台灣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和聯華電子、南韓的三星電

子和海力士半導體均是蝕刻技術排名前十的廠商。透過圖 4-14 可以觀察出，三星

電子和海力士半導體是唯二最近三年累積蝕刻技術專利超過 200 件數的公司，顯

示南韓企業最近幾年在蝕刻技術領域的研發相當積極。 

研究發現七： 

 技術面：三星電子和海力士半導體是唯二最近三年累積專利超過 200 件

數的公司。可見近年來，南韓企業在蝕刻技術領域的發展相當積極。 

 方法面：從最近三年專利累積數量，可觀察企業在技術發展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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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半導體的產業新聞(Clarke, 2008)，三星電子與海力士半導體，近日

於首爾舉行的半導體商與政府部門集會上，對外宣稱將聯合開發旋轉力矩轉移－

磁性隨機記憶體（STT-MRAM）並使之標準化，因而提供採用 450mm 晶圓製程

的 MRAM。 

該聯盟目的在於為南韓當地電子產業開發出一項關鍵技術，因而避免支付專

利費給外國公司。從事 STT-MRAM 研發的合資公司，將定於 2008 年 9 月掛牌成

立。若該合資公司運作成功，三星電子與海力士將會規避來自日本的競爭，以避

免向日本支付專利費用。因此，從最近三年專利累積數量，可觀察企業在技術研

發的動態。 

四、 分類別分佈比較 

 

透過圖 4-9 和圖 4-15 可以觀察出，蝕刻技術出現在 SCIE 研究取向與 DWPI

的研究取向截然不同的。這樣的結果並不讓人意外，SCIE 論文研究的方向以基礎

研究為主，其主題以應用物理（40%）、電子電機工程（20%）、材料科學（17%）

與固態物理學（11%）之領域為主。 

比較讓人意外的是，蝕刻技術在專利分類裡，81%屬於 L03（Electro-(in)organic, 

Chemical Features of Conductors, Resistors, Magnets, Capacitors and Switches）、80%

屬於 U11（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Processes），和 L03 或 U11 有關的蝕刻技

術專利竟高達 95%。這也顯示蝕刻技術專利研發和半導體製程脫離不了關係。也

可以推論，從分類別來觀察，學術研究層面較多元，而產業技術研發較集中於特

定應用與技術。 

研究發現八： 

 技術面：(a) 蝕刻技術在 SCIE 的學科分類中則廣佈在應用物理、電子電

機工程、材料科學與固態物理學之領域。(b) 蝕刻技術在 DWPI 專利分

類中呈現高度集中，80%屬於 U11 半導體製程。 

 方法面：從分類別分佈來觀察，學術發展層面較多元，而產業技術研發

較集中於特定應用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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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字探勘 

 

從蝕刻技術 SCIE 學科分類分佈情況，可以得知「牙科，口腔外科，醫藥」、

顯微鏡學與細胞生物學，不屬於本研究之半導體蝕刻技術範疇，共計2082篇論文，

推測潛在雜訊在 11%左右。然而，這樣存在雜訊的情況，在文字探勘關鍵字分群

的結果，雜訊會自動被分在同一群聚裡。例如，在表 4-9 裡 2005~2007 的 08 群聚，

其主題關鍵字（adhesive、bond、dentin、bond strength、self-etching）可以明顯判

斷出與牙科技術有關。因此，從主題關鍵字分群結果，可以觀察到文字探勘能夠

分群與區隔潛在的雜訊。 

根據這樣的研究發現，倘若研究者想進一步作精確的分析，就可以依據分群

的結果刪除不必要的雜訊，然後再重新做文字探勘分析。其分析效果就如同利用

分類別把不屬於研究範圍的分類剔除，以便增加分析的準確性。 

 

以往研究者必須透過事先定義好的文獻分類號，例如 SCIE 的學科分類和

DWPI 的 Derwent 分類號，分析該分類之技術研發的趨勢。然而這樣的分析方法有

不少的缺點，首先 SCIE 的分類以學術類別為主。除此之外，學術類別底下就沒有

更細的分類，因此無法分析特定技術。而專利分類的情況則改善很多。專利分類

有多種分類規則，不管是 IPC、UPC 或 Derwent 分類，都採用階層式的分類方法。

專利分類號會隨時間的改變而增加分類種類或調整分類規則。雖然專利分類有利

研究發現十： 

 技術面：從 SCIE 關鍵字趨勢，可分析出 2002 年以後多孔矽（Porous 

Silicon）是熱門的學術研究議題。同樣從 DWPI 關鍵字趨勢，2002 年以

後側向磊晶技術（Epitaxial Lateral Overgrowth）是熱門的專利申請技術。 

 方法面：關鍵字趨勢能夠深入分析出新興技術的研究趨勢。 

研究發現九： 

 技術面：從 SCIE 各時期分群表與關鍵字主題，可以發現與牙科與口腔

外科相關的關鍵字自成一群聚。 

 方法面：從關鍵字分群結果，文字探勘能夠分群與區隔潛在的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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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究者分析特定技術發展的趨勢，然而專利分類調整必須依靠專家的判斷來更

新，這樣的更新速率有特定的時間週期，並不能達到即時而準確的分類。 

針對上述的困境，利用文字探勘來分析主題關鍵字趨勢，便能夠加以克服。

例如，在蝕刻技術個案分析中，從 SCIE 關鍵字趨勢，可分析出 2002 年以後多孔

矽（Porous Silicon）是熱門的學術研究議題。同樣從 DWPI 關鍵字趨勢，2002 年

以後側向磊晶技術（Epitaxial Lateral Overgrowth）是熱門的專利申請技術。這些

分析結果無法從任何的分類規則中得到，也不需要透過領域專家花時間閱讀大量

的文獻資料。只要利用文字探勘，透過關鍵字趨勢就能夠深入分析出新興技術的

研究趨勢。 

 

本研究把蝕刻技術各時期之 SCIE 關鍵字趨勢（圖 4-15）與 DWPI 關鍵字趨

勢（圖 4-18）互相比較，得到結果如表 5-4 所示。一些基本的關鍵字如電漿（Plasma）、

薄膜（Film）、離子（Ion）、邏輯閘（Gate）、矽（Silicon），不管在 SCIE 還是

DWPI 都是熱門的主題關鍵字。 

表 5-4：SCIE 與 DWPI 關鍵字趨勢比較 

SCIE 關鍵字趨勢 DWPI 關鍵字趨勢 

etch rate, density, rie, 
structure…等 

photoresist, mask, metal, wafer, 
copper, etchant, semiconductor, 
circuit…等 

Plasma, layer, ion, silicon, gate, pattern, film, device…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發現十一： 

 技術面：只出現在 SCIE 的關鍵字，大多跟蝕刻速率、晶體、結構…等

材料的基本特性有關。而只出現在 DWPI 的關鍵字，跟半導體製程所需

要的原料和化學藥劑等有關。 

 方法面：透過論文與專利的主題關鍵字比較，論文研究以科學發現為重

心，專利研發以商業化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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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也發現，只出現在 SCIE 的關鍵字，大多跟蝕刻速率（Etch Rate）、

密度（Density）、反應性離子蝕刻（Reactive Ion Etching, RIE）、結構（Structure）…

等，與材料的基本特性與技術有關。而只出現在 DWPI 的關鍵字，如光阻劑

（Photoresist）、光罩（Mask）、晶圓（Wafer）、蝕刻劑（Etchant）…等，跟半

導體製程所需要的原料和化學藥劑等有關。因此，透過論文與專利的主題關鍵字

比較，論文研究以科學發現為重心，專利研發以商業化為導向。 

 

透過台灣蝕刻技術之 SCIE 研究領域地圖（圖 4-16）與 DWPI 研究領域地圖

（圖 4-18）的比較，可以發現 SCIE 的研究主題比較分散，主題彼此間相似程度

低。而 DWPI 的研究主題相對地高度集中，主題彼此間相似程度高。而研究主題

之間的相似程度，可以幫助分析者瞭解研發成果之間是否高度相關聯，可藉此衡

量研發的價值。 

本研究認為，學術研究一般而言不會專注在特定領域或技術上。但廠商在投

入研發時，會考量到投資報酬率，因此從專利的主題關鍵字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台灣廠商的研發高度集中在少數可商業化的技術上。然而，如同專利地圖一樣，

DWPI 的研究主題高度集中，意味過去的專利大量佈局在某些特定的主題。這些

研究主題也是後續廠商容易踩到專利地雷的地方。因此，從研究領域地圖，可觀

察出研究主題彼此之間的相似程度與分佈的密集程度，更可進一步瞭解研究主題

的價值。 

研究發現十二： 

 技術面：從台灣蝕刻技術之研究領域地圖，SCIE 的研究主題比較分散，

彼此間相似程度低。而 DWPI 的研究主題相對地高度集中，相似程度高。 

 方法面：從研究領域地圖，可觀察出研究主題彼此之間的相似程度與分

佈的密集程度，更可進一步瞭解研究主題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