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科技政策研究「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有關加強技術創

新、促進產業升級及歐洲各國科技政策智庫研究(2/2)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2-3011-P-004-001- 

執行期間： 92 年 12 月 01 日至 94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吳思華 

 

計畫參與人員：方亮淵、廖啟旭 

 

 

 

 

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14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NSC92-3011-P-004-001 

 

 

科技政策研究─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劃： 

有關加強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及 

歐洲各國科技政策智庫研究(二) 

 

 

 

執行期間：91/12/01~93/10/31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計劃主持人   

吳思華教授(政治大學商學院) 

計劃參與人員 

廖啟旭(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方亮淵(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目   錄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1-1 
  第二節：研究目的 1-3 
  第三節：研究方法 1-4 
  第四節：本研究報告架構 1-5 
第二章：英國皇家科學院  
  第一節：前言 
          歷史沿革 

組織及成員 
主要成就 

2-1 
2-1 
2-3 
2-4 

  第二節：研究主軸 
          研究議題(一)：基因改造食物 
          研究議題(二)：基改作物、現代化農業及環境 
          研究議題(三)：生物多樣性維護之衡量 
          研究議題(四)：科學教育 
  第三節：政策性結論及建議 

2-5 
2-6 
2-8 
2-13 
2-16 
2-19 

  第四節：個案小結 2-20 
第三章：英國曼徹斯特科技政策中心 3-1 
  第一節：機構簡介 3-1 
  第二節：研究主題 
          主題一：創新研究及技術管理 

主題二：研究及政策評估 
主題三：科技政策 
主題四：預測及未來研究 

  第三節：個案小結 

3-1 
3-2 
3-5 
3-6 
3-8 
3-11 

第四章：丹麥產業動態研究中心 4-1 
  第一節：機構簡介 4-1 
  第二節：研究主題 4-3 
  第三節：DRUID資料庫 
  第四節：個案小結 

4-9 
4-14 

第五章：荷蘭馬斯垂克創新及技術研究院 5-1 
  第一節：機構簡介 5-1 
  第二節：研究主題 
          主題一：技術、成長及發展之總體經濟議題 

主題二：技術及產業動態之個體經濟議題 
主題三：策略、運籌及創新管理 

5-6 
5-6 
5-7 
5-8 



  第三節：研究專案 
  第四節：個案小結 

5-9 
5-10 

第六章：VITO比利時技術研究所 6-1 
  第一節：前言 6-1 
  第二節：組織層次分析 6-1 
  第三節：研究範疇與相關專案分析 6-7 
  第四節：可供參考專案 6-12 
  第五節：個案小結 6-22 
第七章：VINNOVA瑞典創新管理局 7-1 
  第一節：前言 7-1 
  第二節：整體背景 7-2 
  第三節：科技體系與創新政策 7-4 
  第四節：組織層次分析 7-5 
  第五節：個案小結 7-17 
第八章：結論 8-1 



                                       1- 1

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背景 

行政院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之規定，於民國九十年元月中旬召開第六次全國

科學技術發展會議，就我國當前之科技發展現況、科技發展總目標、策略及資源

規劃、政府各部門及各科技領域之發展目標、策略及資源規劃等科技發展重要事

項進行研議討論。依據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發展會議之共識與結論，由國科會編

訂我國未來四年「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劃」，於 90年 5月日行政院第二七三三次

會議通過，該計劃執行期間為民國 90年至 93年，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中

央研究院、教育部、經濟部、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交通部、內政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國防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等部會署依據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結論與共識共同研議撰擬

而成，將是我國政府未來四年推動科技發展、建構綠色科技矽島、以科技引領國

家邁向知識經濟時代之政策依據。 

 

衡酌國內外科技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劃訂定國家科技

發展總目標如下： 

目標一、強化知識創新體系 

目標二、創造產業競爭優勢 

目標三、增進全民生活品質 

目標四、促進國家永續發展 

目標五、提升全民科技水準 

目標六、強化自主國防科技 

 

我國科技發展的願景為：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劃中，其推動的長程願景目標

為在 10年內達到已開發國家水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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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經費與人力的投入達到已開發國家水準： 

1.全國研發總經費至民國 99年時佔 GDP的 3 %。 

2.每萬人口之大學以上研究人員數達 45人。 

(二)在學術研究方面： 

1.十年內建立世界級學術環境，並培育出能在某些領域做出重要貢獻

的大師級研究人員，獲得世界的肯定。 

2.擁有世界聞名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成為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之主要

來源，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的學術研究重鎮。 

(三)產業技術方面： 

1.持續發展原有高科技產業，更有新的尖端技術衍生新興產業，並帶

動整體產業轉型與升級。 

2.十年內我國知識密集型產業產值佔 GDP 的 60%以上。 

3.技術的輸出逐年提昇，並以十年內達到技術貿易收支平衡為目標。 

4.台灣成為亞太高科技產業研發、製造及服務中心。 

(四)國人的健康、居住、交通和環境品質因科技的發展而大獲改善。颱風、

地震等天然災害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也因重點科技計畫的推動而減

少。 

(五)國民的科技知識水準與人文素養普遍提高，增進對新科技知識之瞭解與

對新科技產品之運用能力。 

(六)全國適當區域設立科學園區，帶動區域性高科技產業聚落之形成，具研

發、生產、生態和生活特性之人文科學城亦隨之發展成形。各人文科

學城並以高速網路及便捷的交通系統相連，形成人文科技島的架構。 

 

為達成上述總目標及願景，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劃茲規劃八項整體策略如下： 

策略一、加強科技人才培育、延攬及運用。 

策略二、充實並有效運用科技經費。 

策略三、加強學術研究、追求卓越發展。 

策略四、加強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 

策略五、增進民生福祉與環境生態品質。 

策略六、促進科技與人文社會互動發展。 

策略七、推動全民科技教育、提昇國民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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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八、建立自主之國防科技工業與研發體系。 

 

二、研究目的 

本計劃就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劃之策略四「加強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

經挑選為行政院列管措施者，就各部會執行的工作項目、內容、時程、方向、部

會間整合，在歷經一年之執行作業後，檢視其是否與國家發展策略的措施目標相

符合，並予以評估建議，本研究並期針對第七次全國科技會議預備會議所需，研

擬出有關國內產業整體面之現況、問題、展望及解決方案及措施，進行檢討與專

家意見彙整，並提出具體結論，以茲提供作為第七次全國科技會議預備會議該主

題之討論題綱。 

 

另一方面，由於科技的發展，已經成為帶動世界各國邁向經濟繁榮坦途之重

要動力來源，而科技政策的研擬，亦已成為世界先進國家施政策略中極為重要之

一環。毆美開發國家，為促進本國或區域經濟體之科技政策的擬定與施行能更加

週延及效率化，並能定期加以檢視及追綜成效，了解政策與產業發展績效之關聯

性，各國皆設有科技政策知庫，如日本的 NISTEP、韓國的 STEPI、澳大利亞的

ASTEC、美國的 OSTP、德國的Wissenschaftsrat、瑞典的 FRN、瑞士的 SWR等

研究機構。此類科技政策研究機構，依其資金來源，雖可分為政府資助之公營型

態及民間或法人機構所贊助之私營型態，但其主要之宗旨及目的，均是提供予政

府或產業政策決策者作為政策制定之資訊提供及建議。 

 

本研究計劃，乃是延續前期國科會「歐洲各國科技政策比較分析之研究」專

題研究計劃之成果，針對歐洲各國之智庫機構進行一系列之研究及探討。本研究

預定深入探討歐洲各主要政策智庫之成立背景、組織結構、經營發展策略主、經

費運用及資助來源、學術網路及合作關係，採用個案研究之方式，接觸歐洲各主

要智庫之研究核心及成果，借他山之石，以提供國內科技政策決策者之依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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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未來台灣發展科技政策智庫之推動進行方向之規劃依據。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二年期之計劃(91/12/01～93/11/30)，每一年之計劃執行分為二大部

份，第一部份針對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發展會議之結論及「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劃」─策略四：加強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經挑選為行政院列管措施者之相

關議題，各部會所提供之執行進度及方向進行回顧檢討，除針對相關部會定期之

成果意見評估外，並檢視目前各項科技發展政策之推動，與當前國內外科技發展

趨勢進行探索及研擬，蒐集自 90年第六次科技發展會議後，政府之各項政策作

及白皮書、研究機構之政策報告以及產業發展所面臨之實際現況及問題三大部份

資訊，以檢視技術環發展環境所可能帶來的政策需求及行動方案。本研究並計劃

與國內科技政策之學者專家進行深度座談討論，探索國內科技政策之新議題、新

的政策思維及策略性作法，以具體之研究成果提供第七次全國科技會議預備會議

討論題綱及項目之準備。 

第二部份歐洲各國科技政策智庫之研究。在過去二年研究歐洲各國的科技政

策中發現，歐洲科技政策智庫對其歐盟區域科技發展計劃及歐洲各國國家創新系

統之政策推動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欲借鏡歐美先進國家之經驗，挑

選十個國家(每年五個國家)之科技政策智庫進行深入性個案探討及分析，以探討

智庫如何串連政府與產業創新發展之連結性角色。本研究將透過二種分析層面來

研究： 

1. 組織層面：研究智庫本身的行政與研究架構、規模、人員之組成、研究領域

之專長、實績、研究經費來源、委託單位等相關資訊。 

2. 策略層面：依三個主軸加以探討： 

(1) 範疇：研究議題的範疇及其選擇方式； 

(2) 能耐：智庫所具備之核心能耐、包括組織能耐及個人能力； 

(3) 網路：政策與智庫間之關係、產業與智庫之關係，以及歐盟區域體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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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技政策智庫間之合作關係。 

 

為取得足夠之代表性的個案，本研究計劃針對歐洲十個國家智庫，以二年的

時間，進行智庫之個案建立及探討的工作，十個國家預計為：(1)德國、法國、

英國三個主要歐洲人口、地理及國力相對大型國家；(2)北歐芬蘭、瑞典、丹麥、

挪威選擇 2-3個代表性國家；(3)義大利、西班牙、葡蔔牙等南歐挑選 1-2個國家；

(4)荷蘭、比利時、瑞士等 1-2個國家；(5)以及歐盟相關科技政策智庫共十個代

表性個案。 

 

四、本研究報告架構 

由於本研究報告係第二年度的執行報告，因此在架構上是延續第一年研究報告的

架構。為有系統之呈現本研究計劃之研究成果，本研究報告系採以下方式加以呈

現： 

第一章：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之探討及陳述； 

第二章：歐洲科技政策智庫個案(一)：英國皇家科學院 

第三章：歐洲科技政策智庫個案(二)：英國曼徹斯特科技政策中心 

第四章：歐洲科技政策智庫個案(三)：丹麥產業動態研究中心 

第五章：歐洲科技政策智庫個案(四)：荷蘭馬斯垂克創新及技術研究院 

第六章：歐洲科技政策智庫個案(五)：VITO比利時技術研究所 

第七章：歐洲科技政策智庫個案(六)：VINNOVA瑞典創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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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英國─皇家科學院 

The Royal Society-United Kingdom 

 

第一節：機構簡介 

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成立於 1660年，是英國一國家級科學學

術研究機構，，提供獨立之政策建言。由於科技在經濟及社會的發展歷程中逐漸

扮演關鍵性，皇家科學院在英國之科技史發展脈絡，以及科學及技術之發展過程

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歷史沿革 

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起源於 1640年代中，一群學者針對「新哲學」(New 

Philosophy)進行論談，其正式成立於 1660年 11月 28日，起初是由 12位成員於

Gresham College之 Christopher Wren之演講課程之討論聚會，之後，才由 Gresham 

Professor of Astronomy決定籌組 “a college for the Promoting of 

Physico-Mathematical Experimental Learning” ，此社群每週定期聚會一次，並討

論當時所謂之科學議題，皇家科學院 The Royal Society之名稱首度出現於 1661

年，並於 1663年之 Royal Charter，其命名主要之精神在於促進自然科學知識的

發展(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從成立之初，科學院之成員乃均經由選舉推選制產生，初期的推選標準並不

嚴格，且大部份的成員均是來自於非科專業背景，自 1731年新的推選制度產生，

各候選人並需經由書面的資料，並取得其他其他成員的推薦意見後，始得參與評

選。自 1780年代以後，皇家科學院不再只是一學習的社群而已，而是具有獨自

之學術研究之科學人員，1850年，英國政府得知此一社群的存在，首度贊助 1000

英磅予科學院以資助其研究及設備購置，此後，科學院與政府逐漸建立更密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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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自 1967年，科學院遷移至目前的地點，擁有成員超過 120人，致力於推廣

社會大眾對科學的認知及了解，並促進創新科學研究的發展。 

藉由 1300位來自英國及國際間各領域之專業人員，皇家科學院在科學及技

術專業及傑出領域上，對於政府、社會大眾及媒體等，持續扮演著三者間互動過

程之重要的角色，並藉由科學家與非科學家建構式的對談，其廣泛地蒐集科學及

技術的重要議題，以及科學、工程及技術對於未來社會變遷所需扮演的角色及地

位。主要的活動項目有： 

1. 資助研究人員：贊助 380位科學、工程、及技術相關領域之傑出的博士後研

究員之研究經費，並設置有 18個教授級的研究經費，以提供專業人士、教授、

博士後研究人員進行前瞻性的研究 

2. 強化國際交流：藉由每年 3000人次以上的國際交流及參訪及合作計劃，強化

英國與國際組織及學者間的交流活動。 

3. 提出政策報告：每年提出一系列之政策性的主張及報告，從國家及國際間之

各種角度，提供給英國政府及社會大眾針對科學及技術方面之深度的政策性

建議。 

4. 出版學術期刊：發行及出版五份國際級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包括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此雜誌為歷史最悠久之該領域刊物，發刊於

1665年。並且負責保存英國科學博物館內自 17世紀及 18世紀以來之科學相

關期刊及書本、文物等，提供豐富的史料及資訊。 

5. 舉辦學術活動：在科學及技術發展之相關議題上舉辦互動交流性的研討會、

講座等，並針對專業人士及非專業人士舉辦相關的展覽活動。 

6. 提倡科學教育：強化科學教育，並提高民眾對科學及技術之認知。近幾年來，

諸如幹細胞(stem cell )之研究、基因改良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nd 

animals)之議題、人類基因的定序及解碼、AIDS及 HIV之起源等議題，均為

其討論及研究的重點議題。 

7. 舉辦相關獎勵：將助英國傑出之科學家，並頒佈科學獎項及獎牌予傑出之科

學家。自 1731年起，皇家科學院每年均頒發 17個獎項予傑出成就之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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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人員。 

 

組織及成員 

目前皇家科學院由 21位成員組成委員會，包括一位院長(President)及四位副

院長，目前之院長為牛津大學之 Lord May教授，院長及五位主要副院長背景如

下： 

1. President 

-Professor Lord May of Oxford OM AC Kt PRS 

-Formerly Chief Scientist to HM Government and Royal Society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London. 

2. Treasure &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David Wallace CBE FRS 

-Vice-Chancellor of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3. Biological Secretary &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Pat Bateson FRS 

-Provost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and Professor of Eth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4. Physical Secretary &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John Enderby CBE FRS 

-Emeritus HO Wills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University 

of Bristol 

5. Foreign Secretary &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Dame Julia Higgins DBE FRS FREng 

-Professor of Polymer Science at 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6. Vice-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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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Noreen Murray CBE 

-Emmeritus Professor of Molecular Genetics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主要成就 

皇家科學院經由贊助在科學、工程及技術三大領域(SET-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之科學家及研究學者，創造了諸多科學方面傲人的成就，回顧其

主要成就如下： 

1. Future careers (促進未來學術發展志業)─英國皇家科學院持續針對英國國內

優秀之科學家及研究人員進行研究資助，並提供 300多位獎學金予研究人員

進行研究，以促使國內高等研究人才能繼續留於英國發展。自 1993年起，85%

的獲得研究獎學金之研究員，均留在英國國內學術界及產業界繼續其研究工

作，另 8%則於國外進行相關性研究工作。 

2. Research exploitation(落實研究成果)─在近五年內(1998-2002)，皇家科學院共

計有 31位科學家或研究人員，其研究成果適合於產業商業化，計有四家新創

事業成立，18項新產品進入發展階段，取得近 40項專利權，以及 21項其他

智慧財產權。 

3. Laboratory refurbishment(基礎設施改善)─從 1998年起，皇家科學院即提供資

金予以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並區分為三大類：資訊領域(informatics)、電腦

模擬(computational modeling)及奈米科技(nanotechnology)，採購研究設備及機

具，改善研究環境，計有，總金額達九百萬英磅、七十二項改善措施進行，

嘉惠研究員超過 320人以上。 

4. School science(學校科專計劃)─經由 Partnership Grant計劃，鼓勵學校教師、

科學家及工程師進行專案合作，並鼓勵學校學生進行參與。自 2000年起，皇

家科學院約贊豚 107個學校，共計 17萬英磅。此項贊助計劃，一部份來自議

會，另一份則來自產業界之企業及其他機構，包括 Science Year, Esso UK, 

Mercers’ Company。此計劃亦已提供超迥 12000名學生與科學家或工程人員

共同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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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國際交流合作)─皇家科學院每年擁有 13個科學論譠

會議以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及活動。 

6. Women in science(婦女參與科學)─皇家科學院特別設置一獎助計劃 Dorothy 

Hodgkin Fellowships，專門提供予婦女從事獨立之科學研究計劃。自 1995年

起，84%的獎助金受獎人均留置於 SET(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領域內，49%的受獎人更取得永久的職務。 

 

第二節：研究主軸 

2002年 5月 23日，英國首相布萊爾於英國皇家科學院發表演說 Science 

Matters指出，英國在全球科學領域上，目前雖居於領先者地位，但其憂心如果

未能取得社會大眾對於科學相關議題之更深度的興趣及探討，檢視如何應用及加

值現有的科學知識，則英國極有可能只能停留於目前的階段。皇家科學院近年來

持續針對此未來科學的挑戰進行努力，將其研究的主軸置於(1)基因改造食物

(GM- genetically modified)、(2)家畜類動物之傳柒性疾病(IDL-infectious diseases in 

livestock)、(3)核廢料對人體健康(DU- health effects of depleted uranium)等三大主

軸。 

在基因改造食物(GM)研究議題上，領域負責人為 Professor Jim Smith，主要

在處理基改食物之理論上之安全性與風險議題，其結論雖指出基因改造食物與一

般食品具有同樣安全性，但持續性地，有效且嚴格的衡量基改食物的潛在風險卻

是必要的。此領域之研究委員會與英國國內之食品廠商、相關非營利事業組織及

生技公司進行合作，進行一連串之研究辯論及探討，並於 2003年五月推出一系

列研究成果報告。 

在家畜類動物之傳柒性疾病(IDL)研究議題上，領域負責人為 Brian Follett，

主要是針對口蹄疫危機(foot and mouth crisis)後未來各種可能之大規模感染能夠

有效的掌控及衡量。 

在核廢料對人體健康(DU)，領域負責人為 Professor Brian Spratt，在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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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指出大部份的英國民眾及軍人並無暴露在危險性放射程度圍內。 

 

研究議題(一)：基因改造食物 

近來對於基因改造植物(genetic modification of plants)在英國國內引起廣泛

地討論，英國皇家科學院希望在健全的科學基礎上，探討這新興科技所帶來的利

益與潛在風險，並且提供英國立法機構針對基因改造植物之相關立法工作提出諸

多建言，皇家科學院發表了一系列之研究報告，針對基改植物進行深度探討，科

學院院長 Lord May博士，更是鼓勵學院之研究員，儘可能參與政府決策之研討

會議，在基改植物商業化前能有所參與，並且積極舉辦專業科學家與社會大眾對

於基改食物之研討會。 

英國政府在 2000年時，針對基因改造作物之商業化發展之議題，曾宣佈一

為期三年的研究計劃─FSs(Farm-Scale Evaluations)，針對具抗除草劑之基改玉

米、油菜及甜菜等作物栽種過程中，對於野生草食性生物之影響進行研究。此項

針對基改作物商業化栽植之暫緩令，引起英國國內對於基改作物之熱烈討論。英

國政府指定一個獨立的研究團隊─SSC(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並經由

DEFRA之協助，來共同執行 FSEs。FSEs計劃的研究方法發表於 2003年 2月之

Applied Ecology期刊上，而 SSC亦已經將其現階段研究的諸多成果發表於皇家

科學院的期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y Society上。 

皇家科學院除針對基改作物進行研究外，為鼓勵社會大眾或專業人士針對此議題

進行更多的溝通，亦舉辦多場研討會或公聽會，針對基改作物之議題進行意見溝

通及彙整。皇家科學院針對基改作物及相關議題，近年來亦發表諸多研究報告，  

運用基因改造之技術，改變農作的型態，來提高農業的生產量、提昇食物的

品質、營養及健康，近年來已引起科學界及社會大眾的熱烈討論。英國皇家科學

院曾於 1998年發表一篇基改作物與食物之研究報告(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for food use)，該研究指出，採用基因改造技術，對於農耕作業、食物的品質、

營養含量及健康而言均有正面的效益，但仍諸多法制上及管理上之疑義仍需進一

步研究來澄清。三年多來，皇家科學院陸續針對此類議題提出多份研究報告，二



 

2 -7 

大主要議題如下： 

1. 探討基改作物之特定基因移轉或轉殖至野生物種或非基改作物上─皇家科學

院發現，基改作物之基因經由其他管道轉殖至其他作物之問題目前並不嚴

重 ，皇家科學院並進行了多項研究，以降低基因轉殖的機率。 

2. 探討基改作物對於當地環境之非直接影響效果─特別針對野草族群及非特定

的昆蟲，以及對抗參害及野草的技術發展。 

 

目前，在無論是在歐洲或是英國國內，民眾是可以買到基因改造的食品。此

類基改食品商業化過程中，世界各國多所差異。美國及加拿大基改作物主要是解

決植物對害蟲的扺抗性，以對某種除草劑產生扺抗性。未來十年，生物技術在基

因改造食物上，將會是著重於提昇作物的品質、營養含量及農耕的效率。 

 

政策性結論 

1. 皇家科學院同意 FAO/WHO 2000年報告之觀點，針對基改作物之安全調查的

準則需明快及明確的予以訂定，以及仍需參照歐盟其他會員國及 OECD等相

關規定，排除此規範在產業界實際應用及執行之落差。此項的安全調查，應

針對基改作物與傳統作物在外顯特徵上進行比較及定義，雖然並非所有的基

改食物均要進行完整的評估程序，但對於部份較重要的特性則必須加以發展

及定義。此外，皇家科學院對 OECD針對不同的作物進行的研究報告亦感贊

許，其將有助於未來實際應用之一致性。 

2. 皇家科學院建議英國政府應針對傳統食物的組成及定義，發展現代化的組成

分析技術進行研究。本項研究亦可與歐盟架構計劃(Framework V)及英國食品

標準局(FSA)等單位及計劃相結合 

3. 皇家科學院建議英國國內的生技產業，應與學術界及政府立法單位密切合

作，共同發展及分享相關的資訊及研究成果。此種合作將可有效的讓資訊被

妥善的解讀，促使此新技術能被廣泛地應用。 

4. 目前針對過敏症調查之決策程序，需從食物過敏擴大到周遭的吸入性過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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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5. 英國政府需全盤檢視現有的法規，針對嬰兒食品或基改食品進行盤點，以確

保目前的法規是足夠的。例如，歐盟委員會曾針對含有新奇或基改作物的嬰

兒食品進行檢驗(Directive 91/321/EEC)，包括嬰兒食品中之配方及成份。 

6. 長期而言，基改食品能否於英國市場中銷售，皇家科學院建議英國食品標準

局 FSA(Food Standards Agency)應考慮將過敏症狀等納入整體的安全策略之

監控，尤其是針對部份高危險群的人，諸如嬰兒、或有過敏反應遺傳性體質

的民眾。 

 

研究議題(二)：基改作物、現代化農業及環境 

2003年 2月 11日，英國皇家科學院針對基改作物進行一學術研討會，會議

的主要目的乃希望揭露更多的科學証據及發現，來探討基改作物對於英國生態環

境之潛在衝擊影響問題。這場學術研討會，共計有十篇學術論文發表，300多位

學者參與。 

主題一為願景的塑造─2003年現代化農業對英國之貢獻(Setting the Scene: 

The British Countryside 2003, courtesy of modern agriculture)，現代化農業已對英國

生態環境之生物多樣性造成巨大的負面衝擊，Andrew Watkinson教授(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指出，英國國內四分之三的面積為農作用地，百年來現代化農業的

運作，造成了諸多植物、無脊椎動物(軟骨動物)、以及野草等生物物種大量的消

失，對於部份野生生物而言─ 例如鳥類，大量的食物消失促使其數量於近百年

來大幅地減少。自 20世紀以來，野生雜草的種子數量約減少 95%，1900-1930

年代諸多常年生的植物至今已不復存在，如 Agrostemma githgago等。Andrew教

授比較 1978年及 1990年野草的種類發現，伴隨著耕種牧草的增加，諸多野生混

合種類的野草族群急速地消失。同樣的研究針對昆蟲種類的研究雖進行，但針對

鳥類種類的研究亦同樣指出軟體類生物族群亦在減少當中。 

Andrew指出，有证據顯示此種生物種類的減少趨勢，在 1990年以後有趨緩

的跡像，推論其主要原因，可能源自此一時期對環境保護之重視。因此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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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探討基改作物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前，應先體認到現代化農業已經對英國

土地之生物多樣性造成大量的減少。而未來基改作物會改善或惡化此問題，則需

端視人們如何善用此科學技術。 

Juliet Vickery教授(British Trust for Ornithology)針對現代化農業對鳥類物種

之影響進行研究，其研究發現：在最近 25-30年間，農作土地上鳥類族群大量的

減少，大量的鳥類受到影響，例如麻雀、貓頭鷹、紅雀、田鳧、雲雀等(tree sparrow, 

yellow hammer, barn owl, linnet, lapwing and skylark)，影響最重的三種鳥類是麻

雀、白鵊鳥、灰鷓鴣(tree sparrow, corn bunting, grey partridge)。其主要的原因乃

是耕作型態的改變及大量的使用農業用化學品，並且耕地一年輪栽及牧草的耕種

使得部份生物在冬季時面臨缺乏食物的威脅。許多鳥類，在不同的時期需要不同

的作物才足以維持其生存。 

針對基改作物，Juliet教授提出應考慮其使用後對於鳥類生存必要之雜草及

昆蟲物種之影響，但另一方面，基改作物的應用，亦也可能創造出更多的雜草或

軟體動物、昆蟲，如果基改作物是栽種在那些已開發或已破壞(雜草物種已經減

少)的區域，則其衝擊相對地減小，但若其應用在目前未被破壞，保存諸多野生

雜草及生物之區域，將會造成鳥類物種更快的減少。 

Liz Stockdale教授(Rothamsted Research)與 EFRC(Elm Farm Research Centre)

共同發表研究報告，針對有機耕作對農作物、微生物及生態環境之衝擊及影響進

行調查。有機耕作主要的目的乃是希望與天然環境系統共同運作，考量土壤、環

境及人類的健康狀態、以提高作物的生產量。目前在歐洲，有機耕作已是一合法

的栽植方法，其立法主要是保護愈來愈多的消費者，在購買有機作物作為日常食

物中，能確保這些有機作物是在一完善系統規劃及監控下產出的。至今，英國有

機耕作的法規標準仍然不准其應用於基因改造生物上(GMOs-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1998年，MAFF(the Ministry for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宣稱：對於食

物的生產及供應，完善的有機耕作方法乃是一種親近大自然的栽作系統，其主要

的理由如下：(1)有機耕作標準需要與適合野生生物生存的基礎環境共同的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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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制；(2)有機耕作有一大比例是在草地及榖類作物；(3)有機耕作禁止使用

用合法肥料、除蟲劑、及家畜藥品；(4)有機耕作針對未改良的農地進行保護，

有機農田中之生物密度較低。如同其他的耕作方式，有機耕作的方式亦對環境造

成衝擊，有機耕作的標準儘可能的去規範各種對環境最好的保護措施，Juliet提

出的資料顯示，平均而言，有機耕作相對於傳統耕作方式，對於環境可以提供更

多正面的效益，並且在生物多樣的危機處理上，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主題二為我們所知的基改作物(What we know about GM)，Alan Gray教授

(Centre for Ecology and Hydrology)從榖類作物中之基因來探討作物與野生物種間

之關係。開花植物經由授粉作用，某特定生物之基因的確會在物種間交流，Alan

教授針對世界上十三種最重要的榖類作物，其中有十二種(wheat, rice, maize, 

soybean, barley, cotton, sorghum, millets, beans, rapeseed, sunflower, sugarcane)與其

野生的物種有混種現象，至今，生物學家仍未對基因的混種有完整的了解，其主

要的原因乃是物種的基因乃受其祖先所影響，作物與野生物種間之基因的關係十

分複雜的，有時才會有一些收歛性的演化；其次，在現代化農業中，已有大規模

將基因轉殖運用於作物當中，更混淆了其與野生物種間之可能關係。但確切的

是，物種間之基因的交流隨著不同物種間及不同區域亦有所不同。 

Alan的研究指出，最易產生物種間基因交流的地方為農田的邊緣地帶，研

究亦針對甘藍菜、油菜仔、甜菜(Bargeman’s cabbage, Brassica rapa with oilseed rape, 

sugar beet and weed beet)進行實驗，在特定的條件下，大規模的基因交流將會發

生。Alan總結指出，目前需針對對作物間為預防基因的交流所需之距離進行調

查及研究，不只是作物間之授粉作用會產生作物間之基因交流，作物之種仔經由

動物(如猴類)等之遠距離的傳播，亦會產生基因交流。當針對基因交流之風險進

行探討時，最重要問題是要問最後的結局會是如何。 

針對基改作物的恐懼，主要是來自於基改生物是否會產生侵略性，以及基改

成份是否會對轉移給野生物種，造成作物間之侵略性困擾。Mick Crawley教授

(Imperi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針對現有的草類物種進行研究，指出「超

級雜草」(super weed)將會是最大的威脅。許多人恐懼基改作物將會變成外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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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者，如同許多裝飾用的植物已經從花園中擴散至野外中，具有入侵性的作

物，例如 Rhododendron (Rhododendron ponticum), Butterfly bush (Buddleja davidii), 

以及 Japanese knotweed (Fallopia japonica)等三種已被证實。雖然如此，  

園藝中心之上千種外來的作物中，只有低於 0.1%的比例會具有入侵性。 

自 1996年起，加拿大即開始大量栽植一種抗除草劑之基改作物 oil seed rape 

(B. napus)，在 2001年，加拿大 450萬公頃的油菜仔作物中，抗除草劑(glyphosate, 

imidazolinone, glufosinate resitant strains)之基改作物大幅度的成長，成長率分別是

55%, 15%, 15%。Linda Hall教授(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說明加拿大農民選

擇種植基改作物，其主要目的是更能有效控制雜草管理、提高產量及生產力，減

少對農耕地面積的依賴。根據先前針對基改作物之基因交流之假設及研究，加拿

大基改作物中之油菜仔基改作物中有 90%是 B.napus，約有 21.8%有可能有混種

基因交流的現象。這種混種的現象，可能隨著授粉作用而產生。隨著距離的增加，

這種混種的機率會下降，實驗証明，若距異種花粉源距離大於 100公尺，則混種

的機率低於 1%，而研究結果亦說明，在超過 2公里外的異種授粉源，能夠產生

混種的機率微乎其微。 

Linda指出，在一項研究針對 924種作物進行研究，以三種除草劑進行篩選，

結果找到二種作物，並進行追蹤，研究結果發現，經過七個世代後，這二種作物

演化取具三種除草劑之扺抗力。根據加拿大在基改作物之抗除草劑的研究，基因

的交流或混種乃依據於不同的栽種規模、環境因素、及當地的耕作條件，任何的

研究應用不同的環境條件再測試其結果的一致性。 

任何的新技術均會帶來風險，故對於新技術的風險評估及利益比較，乃是重

要的，其將決定是否採用此新技術。Guy Poppy教授(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提出了一項對基改作物之風險性影響評估方式，此項研究，特別針對抗昆蟲之基

改作物對不特定種類之昆蟲的影響效果。其研究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在研究

室中進行，實驗中昆蟲被放置於限定的空間中，無可選擇的，只能吃基改作物；

第二層次是在半田野的環境中進行，進一步擴展研究室的實驗，對昆蟲而言，其

擁一些食物選擇的空間；第三層次是在真實的田野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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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此三種方式的實驗，研究者可以發現基改作物的直接及間接風險， 

Guy指出，雖然此種分層的研究可以提供對基改作物早期的風險資訊，但仍需大

規模、長時間的進行觀察研究，此項研究雖然提供基改作物安全性的實証資訊，

但卻無法回答所有基改作物可能的問題。因此當要與社會大眾溝通基改作物的問

題時，應將其對環境之可能的影響風險加以釐清，才有助於新技術之成本／效益

的評比分析。 

在環境中，擁有數以萬計的微生物存在於土壤中，是我們一般無法用肉眼明

視的，土壤中的微生物在大自然的循環過程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例如二氧化

碳之循環、氮的循環。土壤亦為植物的養份來源，養份的循環、除蟲劑及污染的

分解循環。每一公克的耕作土壤中約含有一億個、約一萬種微生物或細菌。 

基改作物對土壤的影響如何呢？Penny Hirsch教授(Rothamsted Research)在

此研究報告中指出土壤所具有的生態物種之複雜組成，並指出基改作物對土壤之

衝擊問題需要更加的被重視，植物的根、作物的種類、化學肥料、農耕對土壤的

擾動等，均會影響土壤中的微生物。 

農耕產業另一大挑戰，就是在於能夠發展一種不傷害作物，而又能除草的除

草劑。此一問題，是廣泛地存在於所有的作物栽植過程中，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

就是能夠栽種本身就具抗除草劑的特性。在北美，農夫們樂衷於使用基因改造作

物的技術，此技術主要的效益在於讓農夫可以很輕鬆的、很經濟的控制野草的生

長，並且可以少用那些會污染環境的化學品，減少環境的破壤。來自於劍橋大學

NIAB的 Jeremy Sweet教授指出，經由基改產生的抗除草劑的技術，亦可以用於

野生的物種，來產生更多的生物多樣性，但為因應各種不同除草劑所發展出來的

基改作物，亦有可能對目前的生態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更進一步地減少其生物

多樣性，此問題則主要決定於農夫們如何使用基改技術及除草劑間之微妙關係。 

來自 Jone Innes Centre的 Chris Lamb教授指出近幾十年來植物科學之發展，

為因應未來五十年全球人口數可能倍增的壓力下，科學家們發展新的耕作技術，

用更少的除草劑、除蟲劑等化學污染物，讓生產量足以提昇，朝向農業永續發展

的目標而努力。而利用基因改造技術，科學家們已較先前的方式有效的提高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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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率，此種技術，提供了更精確的基因特性，藉由相近物種間之基因轉殖或

交流的過程，使得不同種類的作物擁有更多抗旱、抗鹽、、抗蟲、抗特定化學成

份的特性。 

第一代的基改作物主要是針對抗除草劑或抗蟲害而發展的，利用一個基因，

就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但當基改的技術成熟後，科學家們利用對基因及蛋白質技

術的知識，基改轉植則用於自相同物種間之野生種類作物轉植基因，或是將基改

作物的基因轉殖進相同的物種中，以獲得預期的效果。另一種基因改造的價值在

於不用傳統農業化學品的使用下，提高作物的抗疫性及抗蟲害的特性。在奧地

利、中國及印度等國家之棉花的栽種過程中，已獲得証實。 

     

未來英國國內針對基改技術發展的政策可能方向。 

1. 基因改造與生物多樣性； 

2. 基因改造所帶來的生態環境顧慮； 

3. 基因改造所帶來的人類健康顧慮； 

4. 基因改造所帶來的耕作系統顧慮； 

5. 基因改造技術的適用性； 

6. 基因改造及有機耕作； 

7. 基因改造之風險調查； 

8. 英國之基改相關法規； 

 

研究議題(三)：生物多樣性維護之衡量 

近二百年來，直接或間接著因為人類人口數的增加、非永續發展模式的資源

耗用型態、環境的改變等，生物多樣性之減少已大幅加速。如何有效地衡量生物

多樣性已成為一迫切性的議題，如何藉由衡量及觀察現今存於世界上之物種的變

化，並了解各種觀察目標生物之變遷情形，被列入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議題中，以達成「2010年前，顯著地減少

目前之生物多樣性之損失」(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current rate of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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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by 2010)之目標。目前國際上並無此議題相關的研究資料或報告足以作為此

議題之衡量的基礎。英國皇家科學院這篇研究報告，主要的目的在於藉由清楚地

以科學性方式及基礎，衡量生物多樣性以喚起國際間對其衡量機制之重視。 

 

生物多樣性之重要性 

人類依存於生物多樣性是一必然的事實，除了直接受益於家居作物或野生物

種做為食物、石油、藥物以外，人俌亦受益於生物族群們對於天候之影響、水質

淨化、土壤岩層、洪水防氾、營養循環等。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對於永續發展是必

要的，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從放續發展的觀點來看提供了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及

社會文化等層次提供更多的機會，可讓後代人類可繼續享有其所帶來的好處。 

 

生物多樣性衡量模式及架構 

目前在衡量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問題在於衡量的方法是否合適於政策制定或

是政策有效性的衡量，為達到此目的，皇家科學院提出一架構以衡量生物多樣

性，英國皇家科學院所提出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架構，主要乃希望藉由此架構的提

出，讓科學家及研究者能善用此架構所得出資訊。任何一項的生物多樣性調查應

包括幾個部份：(1)相關團體(interested parties)；(2)衡量屬性(the attributes that those 

parties value and are seeking to measure)；(3)衍生知識(the extent of existing 

knowledge relevant to the assessment；(4)假設及限制(the assumptions used in the 

assessment and the limitions of the measure in addressing the valued attributes)；(5)

衡量方法(precisely how each measure is defined)；(6)抽樣策略(the nature of the 

sampling strategy used)；(7)資料蒐集及分析方法(the data gathering and analytical 

methods to be employed。 

此架構可視為一因應長期性作業監控計劃之觀念流程，亦可因應一些像油槽

外洩危機之緊急事件，此生物多樣性的調查流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1.界定範圍(Scoping stage) 

此階段主要有三個工作：(1)價值屬性、目的及目標之確認(Identifying val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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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aims & objectives)；(2)現有知識的探討(Assessing existing knowledge)；

(3)系統模型建構(Modeling the system)。欲建構一生物多樣性之調查，首先就必

須先確立誰是相關團體(interested parties)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其針對生物

多樣性特定議題之所關心的屬性，結合目前現有的知識，探討該議題之生物多樣

性衡量之目標，並確定所採用的方法及精確度。相關團體或利害關係人所關心的

議題可能隨時間維度(timescale)之長短而有所差異，例如漁夫可能著重於次一季

之漁獲量之影響，但環境保護人士則可能以較長的時間觀點來思考問題。最後則

基於現有的知識，建構一觀念架構，以產生出相關之假設及所需釐清之議題。 

 

2.計劃、研究及設計(Project/study/design stage) 

此階段三個重要工作為：(1)選擇衡量方法(Choosing measures)；(2)研擬抽樣

策略(Devising the sampling strategy-what/how/where/when)以及衡量預期結果之效

率性、正確及精確性、有效性(assessment of efficiency, accuracy, precision and utility 

of output)；(3)先導計劃之測試及方法建構(Pilot project to test/development 

methods)。對於衡量生物多樣性而言，並無一種方式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情境及目

的，衡量方法必須因應於不同的研究需要而有所調整及改變，例如在規模上、目

的及研究焦點的範圍大小(從單一特定生物到整個生態)。適切的衡量方法之篩選

取決於所關心議題的屬性及目的，方法的選擇亦需衡量效益(有效性、正確性)與

成本(時間、資源)之取捨。更細緻之生物多樣性衡量大都受限於資源的不足而有

所遺漏，但近年來由於抽樣方式及相關新科技的應用，已可顯著地提昇成本效益

及正確性，有效地提供人們對於生態族群變革之型態、速率、分佈等之知識。 

完善地抽樣方法之設計是很重要的，可藉由抽樣或是大規模完整性的調查來加以

完成。實驗抽樣之精確度可基於現有的知識及有效的模型建構，藉由分層隨機抽

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大幅度地提升。任何一個生物多樣性的調查必須明

確何時(when)、頻率(how often)以及其與資源與風險對於調查結果之影響。若有

充裕的時間，則可考量進行一先導性調查研究，以確保抽樣及研究方法之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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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及報告(Implementation and reporting) 

資料蒐集及分析方法應針對相關團體及其他相似的調查提供適切地生物多

樣性資訊，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報告應包括資料、方法及研究假設等相關資料，以

讓其他使用此研究報告之使用者能更進一步闡釋此資訊。此階段主要包括四個工

作：(1)資料蒐集、確認及留存(Data gathering, checking and storage)；(2)分析

(Analysis)；(3)初步資料之先導性分析(Pilot analysis of early data to check 

adequacy)；(4)生物多樣性調查報告(Biodiversity assessment)。經由此研究架構得

出之研究成果，做為國家政策建議及相關決策資，並發表於學術期刊，以累積此

領域之相關知識。  

 

 

研究議題(四)：科學教育  

在 2001年六月，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與科學教育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發表了一份針對英國學校及學院中之科學技術

師之調查報告，並針對當時在英國國內引起諸多討論之科學技術師之角色及功

能，以及如何強化科學技術師之功能進行研究。此研究之調查過程中，研究團隊

經由電話訪談的方式，查訪了科學界先驅們(Heads of Science)之觀點，並經由

OFSTED及未來教育資助委員會(Furt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之成員及調

查報告來檢驗研究結論。此科學教育之研究報告主要結論如下： 

1. 學校及學院中之科學技術師對於高等科學教育之品質有著卓著的重要性─假

如學校技術師係一專職的工作，在其工作中能充份地被支持及協助，且能夠

獲得相對應之專業的職稱及地位，學校中的科學技術師即可對科學教育的品

質提昇有正面的影響。適切地工作內容說明、職涯發展及薪資結構是必需的，

其對科學的持續發展上，科學技術師是一實質性的投資。 

2. 科學是一實作性的科學，讓學生由實驗性及探索性的工作中體驗及學習科學

童，藉由訓練有素的專業技術師，可以適時地協助學生執行科學工作。 

3. 在英國，至少 4000個科學技術師需再增補至學校及學院，以適當地協助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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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院系之研究工作。 

4. 專業的科學技術師對於年輕人而言並不感興趣，主要在於其薪資結構及工作

內，如果英國無法喚起年輕學子對於科學技術師之工作吸引力及前程展望

性，則英國國內科學教育將無法彌補此一科學教育龐大的師資缺口。 

5. 若英國學校中缺乏充足且適當的科學技術師，則會嚴重地影響學生科學的學

習，難以獲得科學上學習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實驗室的安全維護更是一大挑 

戰。 

 

政策性建議 

1. 英國政府應針對英國國內學校及學院中，科學技術師之角色及數量進行研

究，其主要的目的為：(1)確切掌握目前英國國內實際之科學技術師短缺的數

量，了解此一師資缺口；(2)制定國家級指導綱要，以做為科學教育之後勤支

援人員之管理及訓練發展之準則。 

2. 英國政府應與相關組織，如 ASE及 CEEAPSS等單位，發展一套關於科學技

術師之職涯結構，以讓各種不同層級之科學技術師能夠展現不同層度之責

任、能力與經驗。 

3. 學校中科學技術師之工作職務說明應從國家層次的立場來加以定義，政府除

了建立科學技術師之職涯結構外，應明確訂定各個不同層級之科學技術師之

工作說明。 

4. 針對各個不同層級之科學技術師之薪資結構，需能反應其經驗、責任及能力

等。英國政府應訂定並監督學校之科學技術師及其他技援行政幕僚之薪資結

構。 

5. 英國教育及技能部(DFES-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需針對實驗室

技術師之國家職務標準(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需更積極地地宣導，

目的為：(1)提供一具體之架構，以讓目前現有的技能更正式的被認知到；(2)

鼓勵目前的科學技術師能不斷地自我提升技能；(3)提供一技職發展的長程依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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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國政府應讓學校藉由標準基金(Standards Fund)或其他適當的機制，讓科學

童技術師之永續專業發展(CPD-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能有所

資助。此部份的經費資助每年不應少於 300萬英磅，其他如蘇格蘭教育部

(Scottish Executive Education Department)、威爾斯訓練及教育部議會(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Training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以及北愛爾蘭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or Northern Ireland)亦應提出相對之補助計劃以贊助

科學技術師之 CPD計劃。 

7. 各學科之領域先驅、教校、校長及政府官員，應對於科學技術師在學校及學

院之科學教育之貢獻加以肯定及鼓勵。 

8. 應制定一國家級之科學技術師之教導學程，以促使所有新加入的科學技術師

能有適當地訓練、技術能力及發展規劃，以勝任此工作。 

 

英國皇家科學院於 2002年 2月發表了一科學教育政策研究報告，此份報告

主要是針對英國國內 14至 19歲學生之科學教育之調查報告，此研究除了皇家科

學院外，尚有下列研究機構共同參與： 

1. Th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2. The Institute of Biology; 

3.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4.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除了此研究報告之外，上述這些協同研究機構亦另外提出個別之資料及調查

結果，以探討英國年輕學子對於科學教育之問題。近幾年來，英國學生在 16歲

以後繼續學習數學或科學之人數，已較 16歲以前學習數學或科學的學生數大幅

減少，研究指出，在英國國中(secondary schools)針對 11至 16歲學生的教育中，

其課程主要是期許學生未來成為科學家的課程設計，經常讓學生對科學教育失去

興趣，課程中針對理論基本背景及科學本質的內容，與學生日常生活對科學的體

驗相距甚遠，並偏離了科學教育的本質，絲毫引不起學生的興趣。目前英國科學

教育課程的缺失，是未能讓學生從一平民的角度來體驗科學，並且亦難以激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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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部份具有科學基礎潛力的學生繼續從事於科學研究。英國國內 14至 19歲的

科學教育，應讓學生充份了解各個科學主要領域之認知，並了解每個領域對其日

常生活、社會及全世界之影響，其更應提供適當的基礎，讓社會大眾了解科學家

們在做什麼以及科學家們為什麼要做這些科學研究。 

今日的科學教育，學習如何去取得、解釋及應用資訊，以解決日常的問題，

乃更重要於去記憶公式或歷史事實，但根據 OFSTED及 QCA持續針對英國教育

課程的追蹤及觀察，英國科學教育第四主要階段(Key Stage 4)過於重複及狹隘，

諸多的十一年級生乃視科學為學習單一的正確答案，但卻缺乏了推理及創造力的

想像空間，部份的原因乃是課程負擔過重，且教師們又引用了過多的法條及公

式，以降低了科學日常操作及學習的機會。此種現像，對於英國科學教育，乃是

一重大的危機。 

英國教育的主要評量方式是以考試為基礎的評量，科學教育的課程設計已被

引導為考試或評量導向，而非以了解科學為目的之導向。此亦造成了以考試導向

的教學方式，利用公式或配方式的方式，來教授科學的實驗及技巧。英國國內之

QCA、SQA等機構雖已對此問題有所體會，亦將學生對科學的認知及實作技巧

列入考試的規格中，但是否有新的評量方式，亦是英國教育單位正在著手研究的

議題，利如多多採用專業的教師以評量學生之科學技藝、開放式的調查工作、長

期性的主題，乃應多納入評量學生實驗及調查能力的評量方法中。 

 

第三節  政策性結論及建議 

對於英國 14至 19歲之年輕學子之教育課程中，科學教育應是其學習的核心

課程，如何提昇學生對於科學的互動及學習品質，英國教育當局未來主要的政策

方向如下： 

1. 為迎向 21世紀之科學教育，現代化的實驗設備及儀器擴充是首要的基礎，並

且經由與科學家的研討會或演講介紹所傳遞的第一手研究最新訊息及工業資

訊，更應更加地被肯定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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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應儘更可能地縮小班級人數的規模，最好不超出 20人，此種學生人數的

控制，將可讓英國科學教育更有利於實作性的工作。 

3. 英國學校應強化具有專業訓練的科學技術師，適當地協助科學教學工作，科

學技術師應有健全的職涯結構、永續發展訓練 CPD等，並且讓科學實作的一

課程有充份的操作時間，採行開放性的研究調查，並且針對學生感興趣的議

題加以充份的討論。 

4. 充足且經完整訓練的科學教育的師資對於英國科學教育的發展是很最重要

的，對於現任的科學師資應鼓勵其持續不斷地學習最新的科學新知，對於教

師之課程負荷及專業訓練，更需英國政府持續的關注，此對於英國科學童孜

師的留存會有正面的助益。 

5. 對於英國學生應提供充份且高品質的科學職業說明資訊。 

6. 兼顧嚴肅與彈性的評量及評比制度，將會提升學生對科學教育之學習及成就

給予正面的肯定。 

第四節  個案小結 

成立於 1660年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是英國一國家級科學學

術研究機構，皇家科學院在科學及技術專業及傑出領域上，對於政府、社會大眾

及媒體等，持續扮演著三者間互動過程之重要的角色，主要的活動項目有： 

1. 資助研究人員：贊助 380位科學、工程、及技術相關領域之傑出的博士後研

究員之研究經費，並設置有 18個教授級的研究經費，以提供專業人士、教授、

博士後研究人員進行前瞻性的研究 

2. 強化國際交流：藉由每年 3000人次以上的國際交流及參訪及合作計劃，強化

英國與國際組織及學者間的交流活動。 

3. 提出政策報告：每年提出一系列之政策性的主張及報告，從國家及國際間之

各種角度，提供給英國政府及社會大眾針對科學及技術方面之深度的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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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出版學術期刊：發行及出版五份國際級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包括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此雜誌為歷史最悠久之該領域刊物，發刊於

1665年。並且負責保存英國科學博物館內自 17世紀及 18世紀以來之科學相

關期刊及書本、文物等，提供豐富的史料及資訊。 

5. 舉辦學術活動：在科學及技術發展之相關議題上舉辦互動交流性的研討會、

講座等，並針對專業人士及非專業人士舉辦相關的展覽活動。 

6. 提倡科學教育：強化科學教育，並提高民眾對科學及技術之認知。近幾年來，

諸如幹細胞(stem cell )之研究、基因改良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nd 

animals)之議題、人類基因的定序及解碼、AIDS及 HIV之起源等議題，均為

其討論及研究的重點議題。 

7. 舉辦相關獎勵：將助英國傑出之科學家，並頒佈科學獎項及獎牌予傑出之科

學家。自 1731年起，皇家科學院每年均頒發 17個獎項予傑出成就之科學家

及研究人員。 

 

相較於皇家科學院，台灣之中央研究院在科學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其學術

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與皇家科學院同為促進科學技術之發展，2002年 5月 23日，

英國首相布萊爾於英國皇家科學院發表演說中亦指出，英國在全球科學領域上，

目前雖居於領先者地位，但其憂心如果未能取得社會大眾對於科學相關議題之更

深度的興趣及探討，檢視如何應用及加值現有的科學知識，則英國極有可能只能

停留於目前的階段。台灣目前在科學技術及科學教育的發展上，亦有相同的問

題，如何藉由智庫單位的推廣，提昇國內年青學子對科學技術議題的關懷與投

入，是台灣未來產業技術發展重要的瓶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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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英國─曼徹斯特科技政策中心 

PREST - United Kingdom 
 

第一節  機構簡介 

     PREST成立於 1977年，位於英國第二大工業城市─曼徹斯特，曼徹斯特大

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為英國著名之理工科技大學，PREST即位於其經濟

及社會研究學院(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中，其亦是英國曼徹斯特商學及管

理的聯邦學校。研究中心的創辦人為Metcalfe，Miles(隸屬於 PREST)及 Rod 

Coombs教授(UMIST)及 Professor Huw Benyon(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院院長)。目

前研究學者約有二十人，主要的研究成果即是提供歐盟及英國當局最前端且獨立

的產業學術資訊、分析與研究，以供科學及技術政策的發展及執行。2004年十

月以後，改制為曼徹斯特管理學院，隸屬於新曼徹斯特大學。 

    目前 PREST在期刊方面，共有二個在科技管理、發展及科技政策領域具有

舉足輕重的專業期刊：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以及 R&D Management.  

 

第二節  研究主題 

目前 PREST研究中心之研究主題，主要著在此下述四個領域： 

創新(Innovation)：以往之研究主軸在於探討創新型態(pattern of innovation)、擴

散(diffusion)與廠商之競爭績效(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firms)之相互關

係，目前則特別著重於服務業之創新(innovation in service)以及創新社群之

角色(the role of networks of innovators)。 

評估(Evaluation)：PREST致於於評價方法之發展，並設計及執行相關單位針對

研究及發展計劃之效率、效能及適切性，其包括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之



 

                                      3 -  2

研究。 

科學政策(Science Policy)：針對科技政策之相關主題進行探討，例如研究設備及

人力資源等議題。 

預測(Foresight)：PREST參與英國及歐盟等機構針對科技領域之技術預測之設計

及執行工作、特定科技之展望(如個人間之溝通工具)、以及技術預測之方法

及工具之探討。 

 

主題一：Innovation studies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創新研究及技術管理 

PREST在技術創新之研究領域上一直走在研究前緣上，技術創新包括：發

明、新產品及新市場開發、擴散、及經由技術轉換之產品及服務之應用等方面。

Professor Stan Metcalfe是此主題下的重要人物，其專注於發展演化經濟學及技術

變革等相關主題的理論，在其研究領域上，其曾獲得一由 Research Council所贊

助，維期十五年的研究專案，針對演化經濟之議題，提出了諸多的重要觀點。這

些觀點最重要的乃強調技術變革的動態觀點、以及介於技術發展與使用者需求間

的互動機制。另一學者：Professor Peter Swann亦在此領域有其傑出的學術貢獻，

目前此主題的研究發展脈胳主要是針對服務業(service sector)之創新進行探討，

PREST近年來相當重視服務業之服務創新，其可能的影響因素，如國家創新系

統之體制及政策，亦均是其研究的重點項目。 

在新興技術方面，PREST亦針對基因工程技術、資訊通訊技術進行一連串

的研究，除此之外，PREST亦針對社會及技術創新過程中，所可能對環境的衝

擊及挑單進行探討。目前 PREST在此創新研究及技術管理的主題下的專案包括： 

1. 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Employment 

3. Service i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 service 

4. INSPIRED 

 

第一個專案活動為歐洲創新趨勢表(The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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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其為歐盟執委會重要的推動工作之一，其主要針對創新政策的四個議

題進行探討： 

1. 建立及發展新興創新企業(setting us and developing innovative business)； 

2. 運用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boost 

innovation)； 

3. 發展新的創新融資及財務管道(new approaches to innovation finance)； 

4. 建立研究單位及產業間之知識及技術移轉(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research and industry)。 

 

    歐洲創新趨勢表提供了科技政策制定者及經理人作為其決策的依據，其三大

重要的工作為： 

1. 創新政策調查(A survey of innovation policy)：其主要蒐集並分析歐洲各國

創新政策的資料及資訊； 

2. 歐洲創新指標(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其主要是統合歐洲各國

之各項國家創新及競爭力指標，並藉以與美國、日本等標竿進行比較分

析； 

3. 創新政策(Innovation Policy)：提供科技政策制定及決策者、產業界之經

理人一共同的平台，以協助了解政策的效果及最佳的實務做法。 

     

    Prest在此三個重要的工作中，為第一項「創新政策調查」的主辦單位，除

此之外 ，亦包括 INBIS Ltd., Luxembourg以及 PRODIDACT, Maraseilles. 資料的

來源來自於全世界三十餘國。「創新政策調查」的主要目標為： 

1. 蒐集歐盟各個會員國家及美國等先進國家有關創新政策衡量之資訊； 

2. 針對特定的組織或學者，保存並提供相關創新政策的資訊，並負責整理使這

些資訊能有效取得及使用； 

3. 撰寫各國有關創新衡量及趨勢的評估分析報，茲以提供泛歐盟焦點議題之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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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給研究團隊之其他二組成員研究設計、資訊蒐集、分析、討論及社群討

論的支援。 

 

第二個專案為創新、環境與就業(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Employment)

專案，此研究 PREST參與的學者有 Ian Miles及 Steven Glynn二位教授。從過去

的研究取向來，創新對就業的影響在實務上的研究有很多的論點，但少有針對創

新對環境助益的角度來進行探討及分析。在此研究專案上，研究團隊利用個案訪

問及超過 1500家曾在歐洲五個國家(德國、英國、義大利、荷蘭、瑞典)推出環

境方面之創新產品或技術的公司進行問卷調查與分析。個案訪問的時候，研究小

組特別從公司層次的角度來探討環保創新對就業的關聯性，並藉由經濟模型的分

析，探討環境創新對就業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因子。 

第三個專案為 SI4S─Services i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 Services，是歐盟所

贊助的一大型研究計劃，架構在 Targetted Socio-Economic Research計劃下。其研

究的主題是源自於 PREST早期的研究方向及成果。在 SI4S專案中，PREST分

別與九個國家的研究機構進行合作，探討、了解及分析了創新服務的角色，其中

最關鍵的研究議題為知識密集型企業服務(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在此產業中，公司本身即被視為高度創新之組織體，其亦對其

他組織亦加速及產生創新，PREST對 KIBS的定義如下： 

1. 高度倚賴於專業知識(亦即某一特定學門或功能領域之知識或專長)； 

2. 提供給多元化及知識基礎之產品及服務； 

3. 利用本身的知識，並藉由其客戶的知識創造及資訊處理等作業活動來生

產知識。 

    在 PREST中，針對 KIBS的研究主題鎖定二種知識密集型企業，一是網際

網路的設計服務(World-wide Web design)，其次為電子資料交換 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服務。 

     

    第四個研究專案為 INSPIRED，其為歐盟執委會所發起維持四年，自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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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展開的一項大型研究專案，稱為 Gate2Growth，其主要目的乃是協助企業

新創及成長。在 Gate2Growth的架構下，由法國之 Inno-TSD及 CM International，

義大利之META、英國之 PREST所形成的聯盟所共同執行。此專案的重要研究

議題及目標如下： 

1. 從歐盟層次來探討，針對現有歐盟委員會所研擬的各項機制，與創新政策決

策者、影響者等不同類別的團隊進行告知及溝通； 

2. 確認並找出對歐盟層次之創新政策影響者或關鍵政策決策者的名單(約 150

人)； 

3. 成立一具有五十名委員之諮詢委員會，針對歐盟在創新機制的政策提出其回

饋建議及檢討，並且針對未來歐盟科政政策制定有助益之工具、方法進行評

估及討論。 

 

主題二：Research and Policy Evaluation研究及政策評估 

    在資源有限的前題下，面對諸多相互競爭、相互排擠的政策決策，政策制定

及決策者需要充份的資訊作為判斷的基礎，並且提昇其資源的運用效率，以達成

政策目標。對於英國政府及歐盟之贊助或資助的研發案之評估工作，已成為

PREST近十年最主要的工作。PREST之 Luke Georghiou教授為此一領域之專家，

PREST在此研究領域上，不只單單是執行政策或研究機構的評估執行工作，更

重要的，乃是發展更適切的評估方法，評估作業的設計工作，以使此套政策評估

工具能夠廣泛地提供給政府單位之政策決策者及資金部門。藉由這些實務及政策

性工作的執行，PREST乃更能將理論與實務貫連，作為一連串學術研究的重要

資料來源，例如 Research Evaluation上諸多的論文即來自於 PREST。 

 

    目前，PREST在此研究領域上，最近的專案名稱如下： 

1. Evaluation of the Franco-British Research Collaboration Programme (Alliance) 

2. Evaluation of the Joint Council Initiative (JCI) Programme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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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UREKA Evaluation 

4. Human Capital and Mobility Network: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urope. 

5. Evalu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s Research on Timber, Timber 

Products and Timber Protection Activities 

6. Evaluation of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fice’s Best Practice Programme 

7. Human Frontiers Science Progarmme Evaluation 

8. Research Assessment in the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9. Effectiveness of the Equipment Working Party of the Welcome Trust 

10. Appraisal of the European Foundation’s Programme on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 

11.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for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UK 

Foresight Programme 

 

主題三：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科技政策 

 

    針對英國國內及國際間之科技政策的分析與調查，一直為 PREST所重視的

研究主題，在此議題下，Professor Phil Gummett為英國科技政策分析的泰斗，尤

其是針對英國軍方軍事科技之雙用途(dual-use technology)之政策決策。PREST研

究的範圍含蓋很廣，包括長期專案對未來了解的探索及短期性客戶所委任的專案

均有。目前主要對國家科技政策系統之檢驗、科技資本及人力之研究、指標研究

等各方面在發展。 

     目前此主題下主要的研究專案如下： 

1. New Policy Rationales fot the Support of Public Research in the EU (NPRNet)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owards Research Joint Bentures 

3.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entral Government Research in the UK 

4.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frastructure 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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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sumer and Professional Priorities for Health Research 

6. Links to the Science Bas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Biotechnology Industries 

7.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ublic, Semi-Public and Recently-Privatised Research 

Centres 

 

專案 NPRNet (New Policy Rationles for the Support of Public Research in the 

EU)主要的研究目的乃是從理論與實務雙方面的相互探討，重新驗證及說明科學

及技術知識是如何產生及交換的方式。此專案乃為歐盟委員會所贊助，其專案的

研究團隊尚包括 SPR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曼徹特大學的教授( Luke Georghiou, Hugh Cameron, Peter Swann and 

Stan Metcalfe等)，以及來自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及瑞典等學者共同參與。 

專案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Towards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STEP 

to RJVs乃是歐盟之「特定社會經濟研究計劃」Targeted Socio-Economic Research 

Programme所贊助之研究專案，乃藉由一跨國性、跨領域性之研究團隊，針對產

業合作性研究研究(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research)或研究聯盟(research joint 

ventures)之科技政策進行探討及檢驗，其特別針對智財權 IP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與競爭及合作等之關聯性進行實務上的探索及調查，並且從國家層次及歐

盟層次等分別探討此議題。此專案並以美國及日本作為比較基礎，藉以了解研究

合作或研究聯盟之政策性的意涵及其所產生的績效及變異。此專案的主要目的

為： 

1. 檢視歐洲各國及歐盟對於合作、競爭、智財權保護等相關政策； 

2. 建構國家層次之資料庫，蒐集所有政府資助型研發合作案之資訊，此資

訊將聯結至 CORDIS，其為歐盟研發計劃之資料庫 

3. 以經濟模式分析及探討研發支出、獲利、擴散，其結果將與美國方面之

資料進行比較； 

4. 針對所有參與公共資助型合作研究的廠商進行問卷調查； 

5. 針對特定的案例進行國家與歐盟間研究合作之互動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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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Foresight and Prospective Studies預測及未來研究 

    長期以來，PREST即是針對科技政策之預測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研究

中心，Professor Ian Miles為此科技預測領域下之主要研究學者，在此領域下，

PREST亦發展了一專業期刊 Foresight，乃為此領域的主要學術期刊。預測的研

究主要是會影響天然環境、人工開發之物料等相關資訊，作為產品未來 R&D發

展方向及科技政策決策者之判斷所需。PREST曾參與執行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 Technology Foresight計劃，除針對該專案進行例行性的推廣事務

外，PREST更進行了一大規模、針對 125項科技發展方向的 Delphi調查。 

 

    目前在此領域之進行的專案如下： 

1. Regional Foresight Network (FOREN) 

2. Technology Choice 

3. Technology Assessment Training 

4. UK and International Foresight 

5.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Royal Mail 

6. Societal Needs & European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olicy 

7. Advance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Employment (ADEMPLOY) 

8.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ranstition Paths: the Case of Energy Technologies 

9. Developing an Awareness Workshop Methodology on Sustainable Urban Living 

 

PREST最近才剛完成一研究成果報告，主題為Success for Social Scie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7th Framework Programme，該研究專案主要針對歐盟架構計劃

(Framework Programme)從多種方式來支持社會科學的發展，如藉由研究主題對

於社會之影響及主導性之重要優先順序、藉由政策導向性的工作、藉由橫向聯繫

方式，結合諸多國家級研究機構所執行之Marie Curie計劃等，或是藉由跨領域之

技術性計劃等，無論如何，對於歐盟有限的資源而言，雖然社會科學的研究仍舊



 

保有一定比例的預算資源，但卻缺乏整體的經費及分配策略。為針對此議題，

PREST乃舉辦一研討會(Scenario Workshop)，召集 30位英國及歐洲地區的學者專

家，試圖從 2010年的時光場景，來描繪出一成功的社會科學所應發展的成功情

境(Success Scenario)，並藉由此情境來決定不同領域之重要優先順序及建議。 

 
圖一：各期架構計劃之洱領域資助經費比例 

Review initial 
Scenarios 

Review 
Drivers 

Key Drivers for 
social science in 

Europe

Construct Success 
Scenario 

Expert Interview 

Design Workshop Priorities for 
action-themes, 

structures

 

圖一：研究方法及流程 

 

此成功情境乃是經由九個主要影響未來發展的動力指標所構成，其包括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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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議題、社會科學的發展及歐盟對研究的資助結構等。這些動力指標主要事先

蒐集自與會的成員及其他的專家學者。九個動力指標分別如下： 

1. 歐盟整合的總體性動力(macro-driver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英國在歐洲的角色(Britain in Europe)； 

☉歐盟整合與擴大(EU Integration and Englargement)； 

2. 社會科學發展(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式及方法(Styl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知識生產場域的變質性(Changing Na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ites)； 

☉跨領域的程度(InterDisciplinarity) 

☉技巧及資源(Human Skill and Resources)； 

☉社會科學的使用及使用者(Use and users of Social Science) 

3. 歐盟研究資助架構： 

☉架構計劃及歐洲研究區域計劃架構(Framework Programme and ERA 

Instruments)； 

☉歐洲研究議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在此研究計劃下，每個動力指標均以一致的架構加以呈現，分別包括(a)此議

題之突出性的簡要陳述，以及其所含蓋的主要特質；(b)針對此構面之各種影響

性所導出之關鍵問題；(c)三種未來發展可能的觀望(outlook)，第一種觀望(Alpha 

Outlook)是假設在現有的架構基礎上，企業如同以往及現在般的運作，或是在既

有的期望下所改變；第二種觀望(Beta Outlook)是假設在某些條件或情境可能會改

變或變差，此種觀望主要是觀察在與預期相反趨勢的狀況下，如何去掌握此變

革；第三種觀望(Delta Outlook)考量方向性的潛在變革，其主要目的乃是跳脫上

述二種計劃是成功或失敗的分析模式，例如，必須引入新目標、新架構或遊戲規

則才足以因應。 

    此研究方式，反覆地討論此九大構面之初始情境及未來的成功情境，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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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英國勾勒出 2010年社會科學發展的藍圖。 

第三節  個案小結 

     成立於 1977年之 PREST，位於英國第二大工業城市─曼徹斯特，曼徹

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為英國著名之理工科技大學，PREST即位於

其經濟及社會研究學院(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中，其亦是英國曼徹斯特商

學及管理的聯邦學校。目前 PREST研究中心之研究主題，主要著在此下述四個

領域： 

1. 創新(Innovation)：以往之研究主軸在於探討創新型態(pattern of innovation)、

擴散(diffusion)與廠商之競爭績效(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firms)之相互關

係，目前則特別著重於服務業之創新(innovation in service)以及創新社群之角

色(the role of networks of innovators)。 

2. 評估(Evaluation)：PREST致於於評價方法之發展，並設計及執行相關單位針

對研究及發展計劃之效率、效能及適切性，其包括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之

研究。 

3. 科學政策(Science Policy)：針對科技政策之相關主題進行探討，例如研究設

備及人力資源等議題。 

4. 預測(Foresight)：PREST參與英國及歐盟等機構針對科技領域之技術預測之

設計及執行工作、特定科技之展望(如個人間之溝通工具)、以及技術預測之

方法及工具之探討。 

 

長期以來，PREST即是針對科技政策之預測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研究

中心，在此領域下，PREST亦發展了一專業期刊 Foresight，乃為此領域的主要

學術期刊。未來台灣科技的發展走向應是跳脫單純的製造生產的低成本策略，而

是朝向知識密集型的高附加價值提供者，如何在未來變動的產業環境下，掌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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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技術發展的先機，技術預測的工作即是非常重要。目前即灣在技術預測領域

之發展及研究尚在起步階段，藉由與英國 PREST智庫的發展，應可給予台灣科

技政策決策者，未來在思考如何發展及成立專責技技預測之智庫單位一具代表性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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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丹麥產業動態研究中心 

DRUID- Denmark 

 

  北歐，為歐盟十五個(2004年 5月前)國家中，國民所得最高的區域，丹麥．、

瑞典、挪威、芬蘭等四個小國，人口 總數雖不及英、法、德三個大國，但其所

創造的創新科技，如芬蘭的行動電話、瑞典的汽車工業等，均列為國際性知名的

領導品牌。 

  在歐盟科技政策研究中，北歐之科技研究重點，圍繞在於「知識經濟」之主體

上，在此領域中，尤其是丹麥之「丹麥產業動態研究中心─DRUID」更是此知識

經濟、學習型經濟及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及學術研究的濫觴。本研究團隊，於 2004

年 1 月，實際參與 DRUID 及 Aalborg 之冬季研討會及 workshop，探討 DRUID

在科技發展與產業研究方面，為何如享有如此卓越之學術地位，並且對於丹麥、

北歐、及歐盟等區域經濟發展產生如此重大之影響力，研究團隊特別針對 DRUID

之附屬研究中心及相關資料庫進行深入的探討，期許藉由了解 DRUID之研究中

心之研究主題的方向、資料庫型態及內容，回饋予國內科技政策之智庫發展之參

考。 

第一節  機構簡介 

DRUID (Danish Research Unit for Industrial Dynamics)為北歐地區著名之科技

政策及產業研究智庫，位於丹麥之哥本哈根，DRUID成立於 1995年，早期由丹

麥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Dan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F)及丹麥工業

部(Danish Ministry of Industry)投資成立，其主要乃與哥本哈根管理理學院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產業經濟與策略研究所(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Strategy)、及阿伯格大學(Aalborg University)企業管理研究所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所共同組成的。位於丹麥南端的 Kolding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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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Aarhus Business School亦有部份的學者會參與該研究機構的研究工作及活動。 

     2002 年以後，DRUID 乃由 SSF、經濟及商業事務部(Danish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Bussiness Affair)及丹麥研究訓練委員會所 (Danish Research 

Training Council, FUR)所贊助。 

 

主要活動 

DRUID 起初只是一丹麥國內之一研究社群智庫，但目前已逐漸演變成一在

產業動態及創新、知識經濟及國家創新系統等研究議題之一國際級研究網絡。這

些活動的主要核心活動乃是一年舉辦二次的研討會，一次是在每年年初之Winter 

Conference，Winter Conference主要乃是提供 DRUID的博士生及來自全球投入相

同領域的博士生或年輕學者一發表研究計劃、研究成果的一學術交流網絡，參加

之成員必須公開對 DRUID 之學者及國際著名之學者專家表最新之研究論文成

果，該研討會並制定一分享、討論、評論之機制，針對每一研究成果進行交流及

討論；另一較大型之研討會乃是籌辦於每年之七月 Summer Conference，該研討

會每年之主題乃是依據 DRUID當年度所主要關心的議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

2001年之 Nelson & Winter研討會。 

人力資源 

DRUID的研究團隊約有 33名，博士生約有 19位，專職研究助理 2位，團

隊中教授成員其主要來自於丹麥幾個不同的研究機構及大學： 

-IKE-group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 Aalborg University) 

-IVS-group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Strategy, CB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ASB-group (Aarhus School of Business) 

  

  部份的研究學者除了具有學術研究之理論背景外，更與實務界之專案研究及國

際間、歐盟等踦國性之合作研究有經常性的接觸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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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UID 目前中心負責人為 Peter Maskell，其為哥本哈根管理學院的教授，

行政長為 Dorke Koster，其為阿伯格大學之教授，其他之行政委員包括來自

Aalborg之 Bent Dalum, Jesper Lindgaard Christensen, 來自 CBS之 Jens Froslev 

Christensen, Nicolai J.Foss及 Keld Laursen等國際知名學者。 

 

第二節  研究主題 

    DRUID 為一基礎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產業政策智庫，其研究的論點主要來

自於產業理論及資源基礎論，其焦點著重於企業內及企業與企業外之網絡間之學 

習能耐與動能能耐的建立。此類產業的動態發展議題，乃存在於全球國際層次、

國家層次、區域層次等不同觀點之系統架構、人力資源及經濟成長率的方面。 

 

目前 DRUID之主要研究重點方向有三： 

1.公司理論(Theory of the firm) 

  包括公司之新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the firm)：如交易成本理論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策略理論：如能耐觀點、知識基礎觀點及市場

動態理論等。 

   DRUID 在此公司理論之領域上，在哥本哈根管理學院亦設有一研究中心：

Center for knowledge Governance(CKG)，CKG主要乃主要針對新興研究議題「知

識統治」(knowledge governance)之理論發展、命題、及實證研究等作為其研究主

軸。CKG將知識統治定義為：選擇(或影響)一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機制或架構，

使得資源的建構、分享及知識的配置能最佳化。知識統治較一般之知識管理更著

重於組織如何影響知識的生產及利用，亦即探討過組織機制的執行，能正向受益

於影響組織內或組織與組織間知識建構與分享的成本與效益。 

    CKG在此知識統治的研究主軸下，有三個研究主題： 

1. New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knowledge strategies：多數的

研究焦點均強調在「新人力資源管理實務」(new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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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上，亦即藉由人力資源的管理，來提昇生產力及財務績效。CKG 在

此研究議題上，則將重心放在刺激組織內知識的分享及建構，研究的成員有：

Kristen Foss, Nicolai Foss, Keld Lauren, Torben Pedersen, Snejina Michailova

等。研究問題主要是： 

--知識建構的過程中，新人力資源管理的互補性與替代性：新人力資源對知

識分享及知識創造最佳化的衝擊及強化效果為何？ 

--專家天份(expert talent)及經濟組織(economic organization)：在專家天份逐漸

重要的知識經濟時代，組織使用權力作為整合機制、組織的僵界等問題在

就員工雇用(employment)的影響？ 

--對於知識創造及知識分享而言，多國籍企業最佳的人力資源實務為何？ 

 

2. Knowledge process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此研究主題著重在多國籍

公司(MNC)之不同部門間，其內部知識流的關係，從組織經濟及組織行為的

理論推演下，此計劃嘗試地更進一步了解何種組織機制(如授權、溝通管道、

資訊系統等)，可以讓多國籍企業之內部知識分享最佳化。在此研究主題下，

負責的教授有：Torben Pedersen, Jens Gammelgaard, Nicolai Foss, Dana 

Minbaeva等。研究問題如下： 

--對於多國籍企業而言，由於內部的知識分享需要時間及資源的投入，CKG

探討何種激勵制度會使得多籍企業之子公司能分享知識予其他的子公司； 

--由於研究開發工作需要很多的內隱知識共同分享，而此內隱知識的分享最

好的運作方式是籍由人員共同在同一地點來進行研究開發工作。雖然共同

開發可節省成本及時間，但對於不同的多國籍企業面對不同的產業環境，

卻需不同的競爭優勢。CKG 在此領域探討的是：針對公司的研究開發工

作而言，不同的組織設計(如集中式 centralized 與分權式 de-centralized)之

績效的意涵。 

--從理論上而言，諸多學者已指出吸收能耐(Absorptive capacity)已是一子公

司取得外部知識之重要的決定性指標，多數的學者認為吸收能耐乃為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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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變數，只有少數研究指出藉由管理活動可發展吸收能耐。在此主題下，

CKG 主要探討的是子公司的報酬系統、學習文化、知識管理工具，如何

提昇子公司的吸收能耐。 

 

3.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D function：此研究主題探討的對象為以研發為基礎

的公司，在其與產業的 R&D 及其知識環境的互動所產生的知識分享及創新

的知識流程中，其所衍生的組織及統治機制。目前此研究主題負責的教授有：

Kenneth Husted, Lars Bo Jeppesen, Sheen Levine and Snejina Michailova等學

者，其研究問題如下： 

--何種統治機制可以有效地處理組織在知識分享的過程中，對於 R&D 投資能否

獲得獨占利益(獨占租)，或是經由知識分享取得外部知識的衝突？ 

--在 R&D中，組織成員個人的知識分享行為如何反映組織文化、目標及價值？ 

--何種統治機制可以針對跨組織間 R&D 合作專案中，有效處理不同甚或衝突的

組織文化、目標及價值？ 

--何種組織機制可以有效統治組織內知識分享？例如在 R&D 組織中，如何平衡

個人的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以達成有效的知識分享？ 

 

2.廠商間之互動(Inter-firm interaction) 

  此領域主要研究動點在動態變化的產業競爭型態下，公司在生產、研發、創新

所因應之特殊定位及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乃是跨組織間之 R&D的合作及技術開

發之活動安排，與其競爭策略及績效間的研究。DRUID特別重視人力市場(labor 

division)與廠商(firms)間之縱斷面的演化的過程，以及廠商間的互動與其創新活

動與績效間的關係。 

  DRUID 在此廠商間之互動理論領域上，在哥本哈根管理學院設有一研究中心

Dynamic Market Organization Research Center (DYNAMO)。DYNAMO研究重點

著重於組織之各種型態：廠商(firms)、網絡(networks)、專案計劃(projects)及產業

聚落(industrial cluster)等與競爭力(competitiveness)關聯之研究，其田野調查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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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包括傳統產業之食品業、營建業、傢俱業、新聞印刷，另針對新興及創意產業，

如音纅及電影製作、廣告業及電玩遊戲業亦有所探討。其研究主軸有二：專案組

織(project organization)及產業聚落(industrial clustering)。 

    主軸一主要在於探討新型態之「專案組織」所衍生出的研究議題，例如合作、

交易、學習、如何結合其他組織或網，以及專案組織如何影響產業及區域的發展。

藉由「專案組織」的探討，可探討到高度互補性資產的結構成員或生態成員，其

在預定的時效內，經由一連串非重複性的複雜活動，藉由短期的合作來達成預定

的目標。因此，DYNAMO在研究主軸一上，其目標在於能建構一「專案組織理

論」(Theory of The Project Organization)，藉由此理論建構的過程來釐清下述產業

之問題： 

--專案組織為何存在？與其他市場組織型態相比較，其有何益處？ 

--專案組織的範疇如何決定？ 

--專案組織的動態變革為何？ 

--在專案計劃中，其統治及協調機制及問題為何？ 

--那些特定的體制可支持專案組織，誰可提供這樣的體制？ 

在「專案組織」的研究議題上，DYNAMO有二個研究計劃： 

1. Projects, Governance, Knowledge: Congigurations and Dynamics in the 

Project-Based Economy專案，計劃主持人為Mark Ebers (Freiburg University, 

Germany) 

2. Behind the Music專案，計劃主持人為Markus Bugge (STEP, Norway)以及四個

博士生計劃。 

 

DYNAMO的第二研究軸為探討產業聚落的動態變革：產業聚落如何與組織

型態(諸如廠商、網絡、專案)等共同演化？產業聚落在區域層次或國家層次對於

經濟發展之影響為何？DYNAMO所關注的聚落，廣泛的來說，有二種組成的型

式，第一種是純從地理的接近度來界定，通常稱為「都市型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cs)，亦即在一特定地理區域，所有的產業或服務活動均含蓋在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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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型式稱之為「地方型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cs)，乃是圍繞在那些具有正

向外部性的經濟活動，而這些正向外部性主要來自於在同一區域相關經濟活動的

組合而產生的。DYNAMO的研究焦點著重於第二種「地方型經濟」的產業聚落

的觀察。 

DYNAMO在此議題上，目標希望能針對目前之產業聚落的研究議題，貢獻

出一「聚落理論」(Theory of The Cluster)，從實務及理論此，探討聚落的產生、

成長、及聚落的疆界等議題。此研究主軸下有三個研究專案： 

1.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Danish SMEs專案，專案計劃主持人

為Mark Lorenzen (CBS, Denmark); 

2. Foreign entry, regional knowledge marke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clusters 專案，專案計劃主持人為 Mark Lorenzen 及 Volker Mahnke (CBS, 

Denmark); 

3. 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service industries專案，專案計劃主持人為 Peter 

Maskell (CEBR, Denmark)以及五個博士生研究計劃。 

 

3.創新系統(Innovation System) 

  此領域主要包括地理型式所構成的創新系統及其對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關係之

研究議題，此領域亦針對目前「學習型經濟」(the learning economics)之理論發展、

模式建構及方法論的探討。 

  在應用面的角度，DRUID 為一科技政策之重要智庫，提供丹麥政府及北歐、

歐盟等不同政策決策者及企業經營管理者之策略發展依據。在此領域，DRUID

在阿伯格大學企業研究所(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 at Aalborg University)設

有一 Globelics (Global Network for Economics of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Building Systems) 學術社群網絡。 

 

Globelics簡介 

 Globelics研究社群成立的基本宗旨為針對以「創新系統及能耐建構」(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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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building)之研究議題的學者，建置一全球性的學術網絡

社群，藉由來分享不同地區、不同研究方法、政策性經驗等研究成果。此虛擬型

的學術研究網絡是由倡導創新系統概念的 Bengt-Ake Lundvall所創辦，當初成立

基於美國、歐洲及日本三者間之國際競爭壓力日漸提高，南半球及東半球國家對

於研究創新系統與能耐建構之相關議題的學術研究體制，存有相當大的落差，其

無法充份支持其學者進行該類議題的深度探討。歐盟已逐漸提高對此議題之研究

比重，以關切歐盟與美國間之創新的落差。因此，第六期架構計劃特別投入 80

億歐元針對整合性的研究網絡建構及活動進行資助，除了站在歐盟國家的觀點

外，此研究社群特別關注於那些有別於開發國家之貧窮國、非洲、亞洲等區域科

技、經濟的發展。 

    Globelics的主要研究議題如下： 

1. Economics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2.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geography 

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4. Theories on competence building in labor markets and in education systems 

 

Globelics為一全世界之社群網絡，其主要活動除了藉由每年定期的研討會及

博士生課程外，亦藉由 ICT 基礎架構的建置，利用網頁(home-page)、電子佈告

(electronic publishing)等資訊工具來聯繫、傳達、交流網絡成員的訊息。Globelics

除了與歐洲區著名的學術研究機構連線外，亦在拉丁美洲位於巴西之 Rio、亞洲

中國大陸之北京、非洲之 Johannesburg、東歐之莫斯科設立中心據點。經由此社

群網絡的拓增，逐漸地 Globelics 已將接觸的觸角伸向全球著名的研究機構、學

者而累積高品質的學術研究及教育訓練。 

 

在預算上，Globelics 每年的活動支出約 26 萬歐元，其中包括人事費約 12

萬歐元，年度國際研討會 7萬歐元、年度士生訓練課程 7萬歐元，另固定成本費

用扣除掉會員之年會收入，每年約有 26 萬歐元之預算需要外界支持，Glob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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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積極募款當中。  

 

第三節  DRUID 資料庫 

DRUID 之產業研究資料庫為歐洲地區學術研究之重要資料中心，目前該中

心計有 DISK01等十個資料庫，其主要的資料庫內容及資訊介紹如下： 

 

資料庫一：DISKO1廠商層次的調查資料庫 

   DISKO1 為一以 SAS 資料型態之資料庫，其整合了產業界之調查及登錄資

料，其主要是欲豐富化私部門廠商之組織及技術變革之資料來源。資料庫之資料

自 1996年四月至六月間開始蒐集建檔，蒐集方法主要乃利用郵寄問卷後再輔以

電話訪問的方式，補足那些在郵寄問卷未予回答的受訪者。調查之資料主要包括

以下重要議題： 

 

變革方面： 

-主要的組織變革(maj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訓練及教育(training and education) 

-規格限定的需求(demand for qualification) 

-工作組織之原則(work organization principle) 

-工作內容(content of work tasks) 

-競爭強度(intensity of competiton) 

-規格開發的努力(the effort of developing qualification) 

-技術及市場創新(technical and market innovation) 

-與重要外部成員的關係(relations with important external actors) 

 

現況方面： 

-規格的需求(demand for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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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織之原則(work organization principle) 

-規格開發的努力(the effort of developing qualification) 

 

    該資料庫登錄的資訊包括：員工人數、薪資成本、以及依據獲利率、投資報

酬率及資本週轉率所計算出的生產效率。 

  資料調查受訪廠商的母體主要限制於廠商的規模、至少具有 20 位員工以上的

製造業廠商以及 10 位員工以上的非製造業廠，第一類產業(如農林漁牧業)等亦

包括在內，母體廠商共 10,400家，調查 3,993家，資料庫中完整回答者共 1,900

家，共計有 287個變數資料，其產業別劃分出 117個產業，七個產業聚落等，代

表性良好。 

 

產業別 員工人數 10- 

49人公司數 

員工人數 50

人以上公司數

總數 占百分比 

製造業 225 459 684 52.0% 

建築工程 221 34 255 41.5% 

貿易業 499 114 613 

交通飯店餐飲

租賃 

152 45 197 

商業服務、保

險、財務 

109 42 151 

 

 

46.6% 

總數 1,206 694 1,900 47.6% 

 

資料庫二：DISKO2產品合作開發之調查資料庫 

DISKO2的資料庫，主要是針對丹麥製造業的廠商，在產品開發與技術發展

的過程中，與國內外夥伴間之合作內容及型式之資料進行資料的蒐集。此資料庫

的調查方法主要是透過電話訪談的方式，利用 CATI(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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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ing)結合在 1997 年春天及 1998 年冬天所進行調查的另二個研究成果而

成。1997年春天之調查，主要乃是針對丹麥 1022個製造業廠商，探討其在產品

開發過程中，與外部廠商的合作關係；1998 年的研究則是針對 324 個廠商針對

其最重要的開發計劃之合作(collaboration)進行調查。 

本資料庫主要是調查丹麥國內 10 人以上之製造業（服務業無），針對 1995

年至 1997年之期間進行調查，資料庫的變數主要如下： 

1. 產品開發專案的合作關係說明(elaboration of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 

 -次供應商的狀態(sub-supplier status)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任(trust) 

  -產業內／產業與產業間之合作(intra/interindustry collaboration) 

2. 與特定合作夥伴的合作關係說明(elaboration of collaboration with specific 

partners) 

-技術(technology) 

-體制(institution) 

-私人顧問(private consultants) 

-政府及消費者(government and customer) 

-大學及研究機構(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3. 面臨特定環境下之合作關係說明 (elaboration of projects where certain 

circumstance occurred) 

-第一次合作夥伴(partners for the first time) 

-交換型態(exchange prototypes) 

-夥伴對產業的認知(partner’s environmental know-how) 

-上游整合(up-tream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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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ISK02資料庫依據公司大小(員工人數)之母體、接觸比例、受訪比例分佈 

 

員工數 

佔母體 

比例 

占受訪者

比例 

佔第一部

份完成比

例 

佔第二次

受訪者比

例 

參與第二

次受訪之

比例 

實際完成

第二次受

訪比例 

10-19 40% 39% 38% 29% 30% 31% 

20-49 34% 35% 34% 37% 36% 36% 

50-99 13% 13% 13% 13% 13% 13% 

100-199 7% 7% 7% 10% 10% 10% 

200-499 4% 4% 5% 7% 7% 6% 

500-999 1% 2% 2% 3% 3% 2% 

1000-9999 1% 1% 1% 1% 1% 2% 

全部比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廠商數 5,923 1,346 1.022 473 429 324 

 

表：DISK02資料庫依據產業別之母體、接觸比例、受訪比例分佈 

 

 

產業別 

佔母體 

比例 

占受訪者

比例 

佔第一部

份完成比

例 

佔第二次

受訪者比

例 

參與第二

次受訪之

比例 

實際完成

第二次受

訪比例 

食物、煙、酒 10% 10% 10% 9% 9% 9% 

紡織品、皮革 6% 5% 5% 5% 5% 6% 

木材、木製品 5% 5% 5% 4% 3% 4% 

紙類、印刷 12% 11% 10% 8% 8% 8% 

石油產品 0% 0% 0% 0% 0% 0% 

化學及人造纖維 3% 3% 3% 4% 4% 4% 

塑膠製品 5% 5% 5% 5% 5% 5% 

非金屬礦製品 4% 4% 4% 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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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金屬 18% 19% 19% 17% 17% 18% 

機械及機具 15% 16% 17% 21% 22% 23% 

電機及光學設備 11% 11% 11% 11% 11% 12% 

交通設備 2% 2% 1% 1% 1% 0% 

傢俱製造 9% 9% 9% 10% 10% 8% 

全部比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廠商數 5,923 1,346 1.022 473 429 324 

 

資料庫三：CIS(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社群創新調查之資料庫 

  CIS 計劃的背景主要來自於 1980 年代起，即有諸多獨立的研究在探討創新

(innovation)這個議題，藉由這些研究成果的經驗回饋，OECD 於 1992 年即統籌

了一 CIS的調查研究計劃，公佈一 OECD manual(即 Oslo manual)，來作為技術

創新議題之資料蒐集及解釋的準則。CIS資料庫的建立，乃是希望未來的諸多研

究，能有一共同的資料及資訊平台，使得研究與研究間能有更多的焦點凝聚及共

通性。最初 CIS的問卷版本乃是 Eurostat及 DG-XIII與學者專家所研擬的，OECD

於 1992年 6月將之修訂成初版(CIS-1)，第二版 CIS-2於 1997-1998年間修訂，

CIS-3於 2002年修訂。 

 

  此資料庫乃是針對歐盟(包括挪威)在內的歐盟境內約 40,000 家廠商進行調

查，問卷變數含蓋公司基本資料、新產品、新市場、新技術等之市場發展、比例

及組合，問卷中特別含蓋了合作(co-operation)、資訊的應用與交換(information use 

and exchange)、創新的障礙(barriers to innovation)等。首次的 CIS問卷調查於 1993

年舉行，利用此資料庫，諸多學者可進行跨國性之創新型態的比較研究，但由於

各國之資料庫建立之執行方式有異，在跨國比較部份，亦有一些限制所在。 

 

  CIS 資料庫在丹麥之建置，乃是由 Statistics Denmark 及 Govern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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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romotion二個單位所共同執行的，針對母體約 3,071家的廠商，共發出

1,313份問卷，實際回答者為 674家。在取樣過程中，大型企業(員工人數超過 199

人)均列入抽樣樣本中，回答問卷的受訪者均為廠商之總經理、執行長或技術研

發長，成功受訪率為 51%，大型企業成功受訪率 63%，中小型企業成功受訪率

只有 48%。 

 

資料庫四：IDA（Integrated Database for Labor Market Research） 

  IDA 資料庫包括了人口成員(establishments)及員工(employers)之縱斷面、整合

性的資料，包括： 

1. 人口成員的動態資料(dynamics of establishments)：如出生率、死亡率、及成

長率 

2. 勞動力的流動(flow of workers)：更換率、國與國間勞動市場的移動 

3. 人口成員與勞動者的特質與流動間的互動：(interaction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and flows of establishments and workers) 

 

此資料庫針對受訪者之出生年、受雇年度、工作歲數、工作年數進行長時間

的追蹤與資料更正，此資料庫之資料從 1980年代開始，每年定期更新。 

第四節  個案小結 

成立於 1995年之 DRUID (Danish Research Unit for Industrial Dynamics)為北

歐地區著名之科技政策及產業研究智庫，位於丹麥之哥本哈根，DRUID 早期由

丹麥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Dan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F)及丹麥工

業部(Danish Ministry of Industry)投資成立，其主要乃與哥本哈根管理理學院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產業經濟與策略研究所(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Strategy)、及阿伯格大學(Aalborg University)企業管理研究所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所共同組成的。DRUID起初只是一丹麥國內之一



 

                                      4 -15  

研究社群智庫，但目前已逐漸演變成一在產業動態及創新、知識經濟及國家創新

系統等研究議題之一國際級研究網絡。 

DRUID 為一基礎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產業政策智庫，其研究的論點主要來

自於產業理論及資源基礎論，其焦點著重於企業內及企業與企業外之網絡間之學

習能耐與動能能耐的建立。主要的研究議題有三： 

1. 公司理論(Theory of the firm)：包括公司之新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the firm)：如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策略理論：如

能耐觀點、知識基礎觀點及市場動態理論等。 

2. 廠商間之互動(Inter-firm interaction)：此領域主要研究重點在動態變化的產

業競爭型態下，公司在生產、研發、創新所因應之特殊定位及作為，其中最

重要的乃是跨組織間之 R&D 的合作及技術開發之活動安排，與其競爭策略

及績效間的研究。 

3. 創新系統(Innovation System)：此領域主要包括地理型式所構成的創新系統

及其對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關係之研究議題，此領域亦針對目前「學習型經濟」

(the learning economics)之理論發展、模式建構及方法論的探討。 

 

由於目前台灣亦面臨到產業動態變革的生存壓力，如何藉由探索動態環境下

廠商的因應策略、學習策略，以及國家層級的國家創新系統的構建，均是未來台

灣科學技術發展的思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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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荷蘭─馬斯垂克創新及技術經濟研究院 

MERIT-Netherlands 

第一節  機構簡介 

MERIT( Maastrich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為一隸屬於荷蘭Maastricht馬斯垂克大學經濟學院之研究機構，成立於 1988年 1

月，MERIT 主要之研究在技術變革及創新的經濟效應與行為之研究及教學工

作，其目標乃是希望建立一卓越的獨立研究機構，集合來自各國的研究學者，從

理論與實務、政策相關的研究來探討技術變革所帶來經濟及社會效應。當年

MERIT成立的概念主要來自於 1987年一場針對技術變革的演化觀點及理論之學

術研討會，大會論文資料在 1988 年經由幾位出席之教授如 Giovanni Dosi, 

Christopher Freeman, Richard Nelson, Gerald Silverberg及現任研究院執行長 Luc 

Soete等共同出版，於是建構了MERIT在演化經濟學探索之社群，藉由這些鐘情

於演化經濟及技術變革之先驅學者，開啟了MERIT之學術研究之路。歷經十七

年之後，對於技術變革及創新的學術研究已有擴大的趨勢，多數的研究機構均仍

位於荷蘭及歐洲，例如長期與MERIT互動密切的幾個合作機構，一是位於法國

Strasbourg的BETA、位於英國Sussex的SPRU、位於丹麥Aalborg之 IKE與DRUID

等研究機構及社群，均是演化經濟學派重要的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目前 MERIT 的研究人員約四十位，執行長(Director)為 Luc Soete 教授，管

理主任(Administrator)為Wilma Coenegrachts，技術幕僚有二位，研究員共四十二

位，2001由MERIT及 UNU-INTECH所共同召募的博士生共五位，2003年博士

生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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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 ICT Weekly 

    MERIT認為：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發展已超乎一般產業的成長速度，無

所不在的在影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個人生活作息的重要事項。並且，ICT

技術亦結合其他學門的發展，例如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進入奈米科技等領

域，藉由先進的人工智慧，足以改變我們每個人所有的生活型態。這些重大的創

新及技術發展，對於社會及經濟均有重大的挑戰及影響，例如道德問題及隱私權

的保障、網路罪犯等議題，政府及決策當局更需採用法律的途徑來面對此一新型

態創新所造成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為了讓所有社會大眾及一般經濟管理學者對於

ICT發展之即時性議題，MERIT與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nomics及 European 

Centre for Digital Communication (EC/DC)共同推出一免費的 ICT資訊服務，於每

週五利用電子報方式，針對所有註冊之會員傳播最新資訊，每週之 ICT電子報約

有十至十五條重大訊息，主題包括技術及產品創新、法規、商業及公司訊息、社

經發展及衝擊等。 

 

教學及研討會 

    MERIT每二週均舉辦一內部的論文研討會，年度內並經常舉辦歐洲地區之學

術研討之workshop或conference等活動，2004年 11月 15日至 17日，將針對開放

標準(Open Standards)舉辦一場研討會，主題為Open Standards and Libre Software 

in Government，議題包括免費軟體(Free software)、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公

部門之開放標準及介面操作等。主辦單位為MERIT，協辦單位有荷蘭經濟事務及

內政事務部及荷蘭政府之OSOSS單位，經費主要來自於歐盟委員會之

IST-FLOSSPOLS計劃。而MERIT固定之研討會，則由MERIT研究員或博士生，

每二週定期舉辦一研討會，研討會主題及成果文章，均在其網站上

http://www.merit.unimaas.nl/phd/公開。 

 

碩士課程 

    由於MERIT以國際化導向為目標，故學生的招收不只局限於荷蘭本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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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是希望更擴大學生的背景層面，基於此理念，MERIT於 1989年開設立了

一以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novation之碩士MA課程。第一年

所招進的十位學生，亦大致為分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二群，往後的學生分佈，則

愈來愈趨多元及國際化。課程主要包括五至八個主題學程，其教師均來自MERIT

的研究成員，授課的主要目的在於訓練學生成為企業的經理人員；或政府部門及

研究單位政策的制定者。MERIT 的碩士課程自 1989 年至 1993 年共四年間約有

三十位學生獲得 MA 碩士學位，1993 年後，本學程即告中止，中止的主要原因

在於為該碩士學生所費之師資及資源，超乎MERIT所能負擔，另一個原因是這

個學程的學生由於待在 MERIT 的時間不長，對於 MERIT 學術研究工作的貢獻

及助益並不大，因此MERIT才轉而發展博士學程。 

 

博士班課程：MERIT-UNU/INTECH PhD課程 

    MERIT 與 UNU/INTECH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共同開設一博士班學程，此課程主要是與馬斯垂克大學所共同合作

開設的，課程主要針對技術變革所衍生的理論、制度、政策議題及經濟成長及發

展等構面。課程每二年開設一次，1995-11人,1997-11人,1999-14人,2001-13人，

目前共已招生四屆，共 49人，每屆約有 10-15人，來自歐洲、美國、亞洲(日本、

新加坡、泰國等)參與。課程主要設計是提供給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對促

進經濟成長發展之技術政策與變革有學術上及理論探索興趣的學生來參與。

MERIT 的博士課程學生招生，並不只局限於歐洲地區，而是希望學生來自不同

的地區或國家、不同的背景，甚至南半球、北半球的人數幾乎相近。 

   MERIT 的 PhD 課程設計期間為三至四年，課程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階段於

2003 年九月展開，為期六個月，學生參與之課程主要在於經濟、政策、及技術

變革之基本理論；課程修畢後，需開始準備 PhD之論文計劃書，包括研究主題、

過去回獻、研究方法等部份，待論文計劃通過後，始可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主要是進行研究及論文寫作，在研究論文進行期間，學生需與一或數人之指導教

授進行論文之討論與修正，最後並需由馬斯垂克大學校內教授所組成的委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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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審查。 

課程單元 開課單位 時間 
Basic Tools Course(Mathematics & Statistics) MERIT 一週 
Basic Module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the Economy 
  -Technology,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MERIT 
UNU/INTECH 
UNU/INTECH 
MERIT 

 
二週 
二週 
二週 
二週 

Extension Modules(可自選 2-4個單元) 
  -Models of technology, the Firm and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rade 
  -The Role of Technology Policy in Industri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MERIT 
MERIT 
UNU/INTECH 
 
UNU/INTECH 

 
四週 
四週 
四週 
 
四週 

 

    目前約有 27 位學生尚在論文寫作階段，歷屆博士研究學生之背景、研究主

題及指導教授之詳細資訊，可詳MERIT綱站查詢。 

 

博士班課程：Dutch AiO System 

    自 1988年以來，MERIT便開始在荷蘭 AiO系統( assistant in training的荷語

縮寫)下招收博士班學生，AiO 系統的課程約需四年於研究工作上，但時間長短

通常需視研究指導教授及主題而定，第一個獲得MERIT博士學位的在成立四年

後，即 1992年取得博士學位，至 2001年，MERIT已經有 27人獲得博士學位。 

 

其他教學學程 

ETIC學程 

    除了 MERIT 內部的教學學程外，MERIT 亦是 ETIC 學程(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的三大創始機構之一，其餘二個為 BETA(法

國 Strasbourg)及 IKE(丹麥-Aalborg University)，ETIC的學程主要是針對歐洲地區

年輕的研究人員，特別是博士班研究生在研究工作的初始階段，對於技術經濟及

制度上的變革發展進行特定的訓練，讓年輕的研究人員能與資深的專家能進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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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互動。ETIC的主要四個主題如下： 

1. Micro-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2. Evolutionary Modelling of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3.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Growth : Empirical aspects  

4.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ETIC 的訓練課程設計，共計四週，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於每年三月底至

四月在法國 BETA 舉行，主要訓練主題為前二項有關創新管理、知識管理之經

濟、技術變革模型、經濟動態理論等主題：第一週的課程重點在於給予學生對於

公司理論及創新流程的一個廣泛的理論介紹，其中包括數量及分析方法，訓練課

程除教授授課外，亦強調學生與老師們的互動與討論，並且提供參與學生發表並

討論其博士研究成果。第二週重點在於讓學生對技術及經濟的動態演化模式之觀

念、方法及結果有所了解，除了介紹不同的演化模型外，並模擬一人工的經濟世

界，讓學生去分析、評論及演化經濟模型。第二階段約於十月在MERIT舉行，

主要訓練主題為第三項及第四項有關產業動態及成長、歷史、制度及政策等主

題。每一階段課程共計二週，主要的負責單位包括 BETA-法國、IKE-丹麥、MERIT-

荷蘭等研究機構。每一階段之學費為 400歐元。 

 

EDS-ETIC學程 

    另一方面，MERIT 亦與歐洲其他五個研究機構設立了 EDS-ETIC 的學程，

此課程提供歐洲的學生，利用三至六個月的時間，離開其原研究機構，到MERIT

來進行其研究，此計劃主要來自 EU之〞Marie Curie Training Site Programme〞計

劃，主要目的是希望協助這些優秀的 PhD 學生，能因這些研究機構的資源有更

完整的研究專長訓練。 

 

ESST學程 

    MERIT 亦參與了另一個國際 MA 研究的教學網路 ESST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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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University Association on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其是由十四個大

學在 Soci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的方面共同參與教學及研

究工作，ESST提供MA在社會、科學及技術發展之領域上一年的學程。在歐洲

有十個以上的國家之大學均為 ESST的會員成員，其在 Brussels共同成立一非營

利的組織，來進行此項工作。MERIT亦結合了馬斯垂克大學之藝術與文化學院，

共同參與此學程，並提供一主題〞Science and Technology Dynamics〞供研究生針

對MERIT之專長的主題進行碩士論文的撰寫等研究工作。 

 

    總而言之，研究所的教學工作，結合 AiO 及 MERIT-UNU/INTECH 之 PhD

課程，以及國際化的教學，對於MERIT之聲望及研究內容的更新上有很大的助

益，此亦是MERIT持續致力於博士後教學領域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研究主題 

自從 1996年以來，MERIT的研究始終著重在六個主題：(1)經濟理論與科技

變革；(2)公司與地區性的變革管理；(3)科技與國際競爭力；(4)科學與技術的微

觀經濟理論；(5)總體經濟議題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6)科技政策。以上主題，

於 2000 年時為因應組織文化之改變，乃將以上六個主題重組、濃縮至三個，期

能與相關的理論、實務與政策研究產生更大的綜效。2004年MERIT三個研究主

題如下： 

1. 技術、成長及發展之總體經濟議題(The Ma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 技術及產業動態之個體經濟議題(The Mi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3. 策略、運疇及創新管理議題(Strategy, Logistic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主題一：技術、成長及發展之總體經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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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學家及個體經濟學家針對技術變革所作的研究及調查往往著重於

智慧資本(Human Capital)及勞動力(Labor)、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及國際經

濟(international economics)，然而，生產力的議題乃直接關係於體制(Institution)

及財政體系(Financial system)、科學及技術指標(S&T indicators)、總生產要素之

生產力(accounting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軟體及無形資產、品質能力的價值

(valuation of software and intangible capital and quality changes)、政策及內生成長

變數(policies and endogenous growth)、產業部門結構的改變(sectoral structure 

change)、合約數(contract length)、公共投資(public investment)、資訊通訊技術及

勞工參與(ICT and labor intermediation)。社會學派之議題強調在薪資(wage)及失業

率(unemployment inequality)、勞動市場議價能力(labor market power)、教育及健

康(education and health)等環境因素，成長的議題所含蓋的範圍很廣，包括演化程

序(evolutionary process)、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風險下的研發激勵(R&D 

incentives under uncertainty)，新的 ICT技術已對於勞動市場之技術變革產生重大

的影響，其對於就業市場而言，是提昇就業率亦或是取代人力而減少就業機會

呢？對於具專長之勞工而言，是否創造出薪資之溢酬呢？MERIT 就針對技術變

革對就業率及經濟成長率進行一理論性的探討及實務上的驗證，三個重點需加以

釐清：一是當特定勞工面對技術變革或需因應新科技時，其能力是否能勝任之實

務上研究調查；其次是在勞動市場上，電腦及資訊工具之衝擊為何；第三是技術

變革與失業率的關係之探討。MERIT將此議題細分出三個子議題： 

1. 技術、人力資本及勞動市場(Technology,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s)； 

2. 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生產力及成長率(Productivity and Growth)。 

 

主題二：技術及產業動態之個體經濟議題 

    個體經濟學者針對技術及產業動態的研究著重在企業(firm)、產業(sectoral)

及區域(regional)層次之技術發展及擴散，知識流(knowledge flow)、組織學習

(learning)及知識重組(re-combination of knowledge)均為重要的討論變數，一般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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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業動態發展的研究方法包括知識本質及資訊的調查、資訊科技的本質及角

色。這議題所開展的研究計劃乃是架構於知識經濟、科學熟悉之明確度、資訊技

術及社訊社會的發展、網路分析、跨領域之技術移轉模式等，在議題包括下述六

個子議題： 

1. 集體學習及共同研發之演化模式(Evolutionary Models of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R&D)； 

2. 技術變革及產業動態的網絡分析(Network analysis of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3. 環境及永續發展政策、創新及轉變(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Policy,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s)； 

4. 創新調查(Innovation Survey Investigations)； 

5. 區域及創新政策(Regions and Innovation Policy)； 

6. 智慧財產權及新經濟(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ew Economy)。 

 

主題三：策略、運疇及創新管理 

在 2000年研究議題重組之時，MERIT就在思考是否應將企業層次的研究纳

入研究的 MERIT 研究的知識版圖下，雖然 MERIT 已在此領域鑽研甚久，但

MERIT 在重組研究領域時，仍希望賦予其新的定義及研究重點。因此，諸多來

自於其他策略學派的教授，加入MERIT的陣容中，此研究主旨所包括的研究學

者，具有經濟學家、國際企業學家、經濟分析學家、策略及管理學家等多元化的

組成，研究主題圍繞在國際策略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購併 (mergers and 

acquisition)、跨組織網絡(inter-firm network)、組織行為(company behavior)、固定

資產投資(business-fixed investment)、新技術對產業結構的影響(new technologies 

in changing industry structure)等。此議題包括下述四個子議題： 

1. 全球化及國際活動(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ty)； 

2. 跨組織合作(Inter-firm co-operation)； 

3. 企業與產業間之演化(Evolution of Firms an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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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新管理及區域管理研究(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Studies) 

 

第三節  研究專案 

研究專案名稱：Free/Libre/Open Source Software: Policy Support 
研究專案簡稱：FLOSSpols 
資助來源型態：第六期架構計劃 FP6-IST support action 
專案起始日期：2004年 3月 1 日 
專案結束日期：2006年 2月 28日 
專案合作機構：主辦單位：MERIT；協辦單位：劍橋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

DFKI GmbH；Eurocities-Telecities 

專案內容說明： 

    近年來，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之軟體已逐漸成為一新興合作型的產物，

由於其來自於一群非專業的個人所合作共同完成的，無論從商業或產品生產的技

術的深度來看，均是十分成功的模式。開放原始碼之案例，可以說是現今最佳自

我組織(adaptive self-organizing)、合作網絡(collaborative network)的代表案例。事

實上，從歐盟 IST work programme的策略目標來看，開放原始碼之方式，已足

以成功作為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之系統另一選擇。但另一方面，MERIT 認

為，對於開放原始碼的功能及目標等認知，尚具有諸多障礙足以討論及探討。此

FLOSS 專案，主要是鑑於開放原始碼之使用及發展是全球性的，具有一單一、

最大型的知識庫作為其發展的基礎，專案資助來自於歐盟架構計劃，企圖提出更

多的支持性作為，來回答上述認知上的障礙，並讓歐盟能在此研究領域上居於領

導地位。 

    FLOSS-pols 專案將從三個方向加以執行：第一是政府對於開放原始碼的政

策，包括三個問卷調查：(1)運用可行性(interoperability)；(2)電化政府開放原始

碼之使用者需求(user needs in open source e-government)；(3)對中小企業而言，開

放原始碼作為環境發展的工具乃更形重要。第二個主軸是性別的議題對於開放原

始碼的關係；由於女性在開放原始碼的比例遠低於男性，此專案乃是從人類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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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發，首次探討性別議題之理論性的探索研究，可作為政府重要的決策依據。 

第三是關於開放原始碼之合作問題解決的效率，從理論模式的模擬結果，開放原

始碼的成員具有合作(資訊分享)及自我組織(資訊推銷)的特性，其個人與社群間

具有一強烈的回饋循環存在，此主軸將藉由主辦幾場座談會來探討開放原始碼作

為電子化政府之基礎的政策基礎。 

 

專案名稱：Macro-economics and Urban Trends in Europe’s Information Society 

研究專案簡稱：MUTEIS 

專案內容說明： 

MUTEIS專案的主要目的在於從總體或區域／城市的不同觀點，試圖探索並

解釋數位經濟對於歐洲都市的功能及區位差異，專案目標如下：(1)從總體及區

域／都市的層次來探討，歐洲數位經濟之功能及空間上之改變；(2)探討數位經

濟對總體經濟的衝擊及影響；(3)了解都市系統結合數位經濟的衝擊，並區別出

不同的都市區域型態；(4)聯結都市發展與總體經濟的發展；(5)增加歐洲國家對

於數位經濟所造成的區位差異之來源及影響的認知；(6)增加對成功的策略性政

策建言之知識及認知；(7)對歐洲之都市區域傳播數位經濟之知識及建立認知。 

此專案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乃是一深度、完整性的理論分析，探討歐洲

自 1990 年以來所出現的數位環境對總體經濟的成長之績效；第二階段則更為深

入，針對會員國之特定重要區域及都市發展進行一系列之量化研究；第三階段則

著重於將此研究成果擴大至整個歐洲之科學社會或都市中，此階段工作乃是希望

藉由第二階段之結論，研擬出最佳實務性經驗，作為數位經濟下，歐洲都市發展

的政策依據。 

第四節  個案小結 

成立於 1988 年 1 月之 MERIT( Maastrich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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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為一隸屬於荷蘭 Maastricht馬斯垂克大學經濟學院之

研究機構， MERIT主要之研究在技術變革及創新的經濟效應與行為之研究及教

學工作，其目標乃是希望建立一卓越的獨立研究機構，集合來自各國的研究學

者，從理論與實務、政策相關的研究來探討技術變革所帶來經濟及社會效應。 

自從 1996年以來，MERIT的研究始終著重在六個主題：(1)經濟理論與科技

變革；(2)公司與地區性的變革管理；(3)科技與國際競爭力；(4)科學與技術的微

觀經濟理論；(5)總體經濟議題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6)科技政策。以上主題，

於 2000 年時為因應組織文化之改變，乃將以上六個主題重組、濃縮至三個，期

能與相關的理論、實務與政策研究產生更大的綜效。2004年MERIT三個研究主

題如下： 

1. 技術、成長及發展之總體經濟議題 (The Ma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 技術及產業動態之個體經濟議題(The Mi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3. 策略、運疇及創新管理議題(Strategy, Logistic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MERIT 在歷經十七年之後，對於技術變革及創新的學術研究已成為學術研究

的重鎮，目前在此領域多數的研究機構均仍位於荷蘭及歐洲，例如長期與MERIT

互動密切的幾個合作機構，一是位於法國 Strasbourg的 BETA、位於英國 Sussex

的 SPRU、位於丹麥 Aalborg之 IKE與 DRUID等研究機構及社群，均是演化經

濟學派重要的研究機構。本研究小組認為，台灣未來的產業創新及國家創新，其

發展的演進路徑，亦是朝著知識經濟及演化經濟學派之主張，以知識及技術創新

為主要的成長要素，勢必對於此演化經濟學的認知應更加強化。未來的科學技術

發展政策中，除應多採用MERIT等學術機構之重要的研究成果外，更應加強國

內學術研究與政策發展之智庫單位，與歐洲這些研究機構多元的合作關係，強化

我國在科技發展政策上與歐洲各國接軌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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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VITO—比利時技術研究所 

 

第一節  前言 

科技的改變在人類的歷史上常佔有主導式的影響。而人口成長的壓力，在提昇生

活水準的同時不可避免的對環境帶來破壞。在生活水準和環境破壞的議題中，如

何取得平衡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近年來由於環境永續經營的概念已經逐漸深入

人心，其中影響最大三者：能源、水資源和原物料，正是比利時研究機構 VITO

所關心的議題。VITO是一個顧客導向的研究機構，其透過專家小組所組成的研

究專案對產業和政府單位所關心的議題進行研究，甚至在 2004 年與 Flemish 政

府單位共同成立創立一個”環境和能源創新平台”(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Innovation Platform; Milieu- en energie-innovatieplatform – 簡稱MIP)凝聚產官學

的力量。當然，每年許多的科學研究報告產出，證明其研究成果的豐碩。此外，

VITO數十年來所累積的經驗形成所謂的”Flemish Model”，也透過知識傳遞輸出

到國外，提供外國政府解決其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本文除了介紹 VITO的相關背

景資料，並將介紹其所研究的範疇，提供國內研究機構參考。 

 
 

第二節  組織層次分析 

 
介紹 

VITO一個獨立的研究中心，處理最新技術和實務應用知識的機構。VITO的方

針是以消費者導向的契約型研究以及在能源、環境和材料領域，發展創新產品和

創新程序。環境保護和能源和原料的的永續使用是所有專案的中心，因為 VITO

認為每一個人有權過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VITO的任務 

VITO是一個獨立和顧客導向的研究機構，對政府、產業和中小企業提供其專業

服務，包括創新、技術解決方案、科學建議和支援，以促進永續技術發展，和在

能源、能源和材料領域的高標準研發。 

財務報告 

 

在 2004 年 VITO 的收益持續成長，人力方面也是一樣的成長。VITO 獲得超過

2500萬歐元的額外收入。51％的成本是由 Flemish政府所提供，49％則是透過額

外的計畫收入支付。這些計畫是從產業的契約研究或是特殊的服務而來。與之前

的年度相比，總體而言 VITO的財務收入是逐年上升，表示大環境對研究議題的

需求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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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成長情形 

 

與 2003 年相比，人員整體上並未並未增加，反而略減。從圖上得知，VITO 的

人員增加情形早已經由快速成長進入平緩。在 2004 年，VITO 持續在人力品質

上投資，持續滿足顧客的需求，並達成顧客的需求與預期。許多研究團隊提供許

多比之前的研究範圍更大的範疇 

科技輸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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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方面，本土和國際的雜誌或是研討會的數量，前幾年並沒有太多的成長。

到 2003年，VITO鼓勵大量的報告和出版。與 2002年相比，國際會議報告的數

量成長了 20％；到了 2004年更有巨幅的成長。這些報告產生豐富的價值以及科

學知識。VITO透過這些研究將知識傳遞給顧客甚至全世界。這種知識擴散的型

態一直是 VITO長期的研究策略。事實上，VITO的研究者花了許多時間去使他

們的研發成果公示於眾。除了出版之外，透過網站的知識擴散也是一種重要的管

道。透過這些管道，使這些成果在國際研討會上被討論。這是一種維持研究品質

在高檔及創造新的國際合作機會的很好的方式。在 2004 年，VITO 的研究成果

獲得了 10項專利和 2項國際性專利。 

對外情況 

VITO在 2004年致力於許多目標團隊的知識擴散。VITO擅長於處理約 40天的”

研究和資訊日”(study and information days)，這是包括各式的主題和地區性及外

國貿易展場的說明。VITO 與在 Flanders 的”科學與技術創新提昇學會”(the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及地區性的

開發社團一起合作，提供 Flemish州關於環境和材料技術的種種資訊。 

VITO在”技術日”(the Day of Technology)、”開放公司日”(the Open Company Day)

和”Flemish科學週”(the Flemish Science Week)敞開大門給廣大的群眾。總數 2350

人參與 VITO活動。 

Flemsih 政府在 2004 年創立一個”環境和能源創新平台”(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Innovation Platform; Milieu- en energie-innovatieplatform – 簡稱MIP)以

擴展 Flanders在環境技術上的國際優勢。MIP的功能是聚集廠商、研究機構和政

府政府單位，在群聚和規模上共同促進研究的策略領域。其中環境部門通常需要

依賴額外的財務協助。VITO則是MIP的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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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O在全球首創的”地球觀察和無人飛行載具” 領域(earth observation with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he Pegasus project)通常有Flemish政府提供的財

務協助。這些錢是用於航空器及其相關的起落基地。在感測器及軟體處理程序方

面，則是由”歐洲太空協會”(the European Space Association (ESA))提供財務支援。 

另外，在基礎架構前端和豐富的 know-how 下，VITO 尋找長期穩定的科技解決

方案的合作，來解決問題。這些研究對於能源、原料和環境保護的議題都維持在

最優先性上。這些研究在針對不同型態的顧客時有不同的效用： 

 

1.對於不同規模的公司而言 For companies large and small  

VITO協助不同規模大小的創新技術公司，在能源、環境和材料等方面的研究、

開發和執行的工作上。這些公司透過與 VITO的合作，結合環境的利益與公司本

身的利益共創雙贏。此外，VITO支援公司解決日常中的生產力和環境的種種問

題，因此有更多的公司外包他們的研發工作，VITO更是這是這些公司理想的選

擇，它提供更確實的競爭優勢。VITO在技術知識和經驗的領先，使其可以縮短

開發和執行的時間。更甚者，由於其在國際上的接觸，VITO不斷的與世界上最

新趨勢和開發保持同步發展，並傳遞給其客戶。 

 

2.對於管理當局而言 For the authorities  

對於開發中的社會而言，管理當局就是代表重要的責任。為了促進開發的最佳

化，管理當局刺激和財務支援特殊的創新技術的研究。VITO對於管理當局而言

是一個研究伙伴，其任務在執行政策贊助的研究；此外 VITO也是契約上的產業

研究伙伴。 



 

 

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 

 

除了董事會和董事總經理之外，按照功能別共分為五個部門：其中三個是後勤部

門，兩個是研究部門。三個後勤部門包括：企業和市場策略部(Business and market 

strategy)、人力資源部門 (Human Resources)、技術管理服務 (Technical 

administrative services)；兩個研究部門包括：創新和更新部門(Innovation and 

renovation)、測試和評價部門(Testing and evaluation)。在創新與更新部門中，根

據研究標的的不同，可再細分成：材料技術(Materials technology)、環境和加工

技術(Environmental and process technology)以及能源技術(Energy technology)。而

測試與評價部門則是與地球環境有關的量測工作，包括：環境衡量(Environmental 

measurement)、環境毒物學(Environmental toxicology)、整合環境研究(Integral 

environmental study)和遙測與地球觀測程序(Remote sensing and earth observ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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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疇與相關專案分析 

VITO的研究範疇共有七個領域，分別是能源技術(Energy technology)、環境測量

(Environmental measurement)、環境和加工技術 (Environmental and Process 

Technology)、環境毒物學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整合環境研究 (Integral 

environmental study)、材料技術(Materials technology)、遙測與地球觀測程序

(Remote sensing and earth observation process)等領域。分述如下： 

領域一：能源技術(Energy technology) 

在此一領域中VITO的關係對象包括能源供給者(energy suppliers)、設備製造

商(appliance builders)、最終使用者(end users)和政府機構(government bodies)等。

VITO提供這些關係對象在能源的的合理使用(rational use of energy)、能源來源的

的最適化使用或可更新使用(optimum use of available or renewable energy)以及降

低二氧化碳的散發(reducing CO2 emissions)方面探索的支援服務。VITO的能源技

術部門則是在相關技術的研發、研究策略的引導以及提供能源技術的相關資訊。 

能源技術部門由二個專案團隊所組成： 

1.分散式能源系統(Decentralised energy systems) 

2.運輸工具技術(Vehicle techniques) 

運輸工具技術專案團隊在生產研發和協助改善減少能源消耗以及道路交通

部門的相關研究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因為VITO提供技術顧問和研發省能源

與保護環境的產品。在此VITO可以視為是一種工具，可以將能源的消耗用科學

的方法計算定量出來，並計算運輸工具和機器的消耗。此外，VITO也企圖提供

最終使用者和主管機關關於最佳科技應用的選擇。這些在其”能源消耗(Fuel 

consumption)資料庫”中可以獲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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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二：環境測量(Environmental measurement) 

此一領域提供特別的分析服務。VITO擁有許多特別的分析設備和知識可以

進行複雜的環境分析和營養的分析，並且傳遞這些經驗到產業和政府機構中。而

一些日常例行的分析，如同一倍被認證的實驗室可以做的項目，VITO並不接受，

他只接受特別的項目。例如： 

• 氣體色層分析—高解析度的集中光譜分析(gas chromatography -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GC-HRMS);  

• 液體色層分析—順序集中光譜分析(liquid chromatography -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 特殊氣體色層分析—集中光譜分析(specialised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 (GC-MS);  

• 生物形成研究及其應用—液體色層分析 (speciation research with 

application of (liquid chromatography –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mass spectrometry) )(LC-ICP-MS);  

• 應用X光分散波長測量 (applications of wavelength dispersive X-ray 

fluorescence measurements) (WD-XRF);  

 

領域三：環境和加工技術(Environmental and Process Technology) 

在環境和加工技術研究領域中，VITO開發並使得廢水的處理技術以及污染泥土

的去污等項目得以持續研究。而且在此研究領域中VITO提供相關廠商關於環境

保護、管理技術和解決環境問題的顧問服務。可以說本領域的研究室集中在水與

土壤兩方面。在另外一方面來說，實際上的服務則是包括水、土壤和空氣等，這

透過些項目則是PRODEM專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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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技術是由七個專案團隊所組成： 

• 空氣Air.  

• 薄膜技術Membrane technology;  

• 加工最佳化Process optimisation;  

• 反應器技術Reactor technology;  

• 土壤消毒Soil decontamination;  

• 廢棄物Waste;  

• 水資源處理Water treatment.  

領域四：環境毒物學(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環境毒物學的研究主要是調查化學產品和環境污染對人類的風險(這是毒物學

toxicology)，以及對植物和動物的風險(這是生態毒物學ecotoxicology)。此領域的

研究是奠基於最新的分子學及技術發展，包括in-vitro技術，這是在及嚴格的環境

下所做的標準測試(在好的實驗室中)。優秀的管理者在確認組織和基礎建設隨時

保持在嚴格的環境下。 

環境毒物學的研究單位是由三個專案團隊所組成： 

• 產品評價Product evaluation;  

• 環境和健康Environment and health;  

•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領域五：整合環境研究(Integral environmental study) 

在整合環境領域研究方面，VITO被視為是 Flander政府機關關於”環境導向產品

研發整合鏈管理”(environment oriented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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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以及”最佳可利用技術和潔淨生產力’(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and 

cleaner production)的諮詢中心。此外，VITO 也提供”能源和環境政策”的支援，

這部分包括水、空氣、和土壤污染以及廢棄物處理。VITO也是”Flanders州能源

和環境資訊電子散佈平台”(Flanders platform for the electronic dissemination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在此一領域中，整合環境研究共包括 9種不同的研究領域： 

• 生產研究product studies;  

• 技術研究technology studies;  

• 最佳可利用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or BAT;  

• 能源和環境資訊系統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or EMIS;  

• 風險衡量害環境危害成本risk evalu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sts;  

• 放射減少策略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ies;  

• 電磁環境污染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問題soil, 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 problems;  

• 大氣處理atmospheric processes.  

領域六：材料技術(Materials technology) 

在材料技術研究領域中，VITO焦點放在”創新材料的引入和執行以及相關的產業

程序”(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materials and related processes 

in industries)。其中幾項基本目標為”延長服務期限”(Prolonging service life)、”改

善品質”( improving quality) and “開發創新產品和程序”(developing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processes)等。關於這些項目，VITO擁有傑出的分析和測試能力。 

材料技術包括 6個專案團隊： 

• 材料消息和分析中心Centre for materials advice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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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材料和粉末冶金Ceramic materials and powder metallurgy;  

• 雷射應用Laser applications;  

• 原物料的合理使用Rational use of raw materials  

• 表面處理技術Surface technology;  

• 廢棄及次要的原物料Waste and secondary raw materials.  

  

領域七：遙測與地球觀測程序(Remote sensing and earth observation process) 

在最近 10年間，VITO的” 遙測與地球觀測程序”部門已經穩健的成長到成為有

50 人以上的強力團隊。此團隊簡稱為 TAP 最初的任務是發展一個處理”散佈植

被”(SPOT VEGETATION)資料的中心，發展至今此部門涵蓋的範圍以不僅於此。

TAP企圖擴張此一服務中心包括更特別的服務，以及資訊產品。目的是確保獲得

較佳的”環境處理監控，包括植被和作物監控”(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including vegetation and crop monitoring)參數。為改善我們的環境應用，

研究焦點在開發及證明影像處理數值運算和相關模型，這些數據則是來自於空中

的光學感測器而來。VITO的目標是透過消費者服務導向的開發，來強化地球觀

測和”端對端的監測系統”(end-to-end monitoring systems)。 

共有 5個遙測團隊： 

• 影像處理團隊Image Processing Group 

• 全球植被研究團隊Global Vegetation Research Group 

• 農業研究團隊Agriculture Research Group 

• 地區影像光譜研究團隊Local Imaging Spectroscopy Research Group 

• 無人飛航研究團隊UAV Research Group 

 



 

                                      6 -12  

第四節  可供參考專案 

台灣近幾年飽受風災之苦，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土地過度開發導致大自然反撲，

造成各種災害。這些災害，其實也存在著政府機構特意的忽視。其原因無他，要

建設水利系統需要長期資源投入，無法有短期的政績效益顯現，因此預算常被忽

視甚至刪除。這可由現在行政部門所提出 800億的水利整治預算可見於一斑。這

都是以前忽視環境問題，現在飽嚐苦果，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此外，幾十年來強調經濟的發展，忽略了要同時注意環境的保護，導致各地存在

許多工業化產生的水資源和土壤的污染，像是世紀之毒戴奧辛所造成的土壤污染

其濃度是世界第一。這些因為賺一時的錢，而賠上數代居民的健康，甚至造成區

域性的毒化，已經成為許多台灣人生活上的夢魘。 

VITO所做的研究專案，對於台灣目前所遭遇的困境，正可提供相當好的借鏡，

甚至是努力的方向。在 VITO七個研究領域中，與台灣目前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有相關的領域為：環境和加工技術、環境毒物學和整合環境研究等三大領域。在

此對於其中的專案分述如下。 

 在環境和加工技術領域方面 

PRODEM 專案提供可信賴的支援，特別是在 sme’s 技術引進、節約最佳化技術

和保護環境技術。這些並非要取代廠商的技術，而是在對廠商提供顧問服務。在

廠商所擁有的可行性研究、研究室計畫、領先範疇的研究或測試中，PRODEM

在其中尋找最合適的解決方案給廠商作參考。 

這些解決方案的問題都是與長流水、氣味污染、廢棄物、能源和土壤(effluent water, 

odour nuisance, waste, energy and soil)有關。PRODEM可以對廠商提供科學化的

解決方案。這些檢測包括水資源測試、土壤和廢棄物測試、空氣測試。 

水資源測試Water tests 



 

• 實驗室分析(analyses (laboratory)): 酸鹼值 pH, 導電率(conductivity), BOD, 

COD, TOC, N, P, 殘留灰燼(residual ash), 乾燥物質(dry substance content), 

重金屬 (heavy metals), 融氧率 (dissolved oxygen), 離子 (ions), 混濁度

(turbidity);  

• 生物處理 (biological treatment): 活氧裝置 (aerobic (除污泥系統 active 

sludge system, 生物轉子 biorotor, 測試化驗場 test reed field)), 厭氧

(anaerobic (upwash reactor)), 生物週期黏膜 (membrane bioreactor), 傳統

沈澱（traditional sedimentation）,多平版沈澱( multi-plate sedimentation ) 

•  物理化學 (physicochemistry):聚脂電氣單元( polyelectrolyte preparation 

unit), 漂浮/凝聚單元(flotation/flocculation unit), 離子交換(ionic exchanger), 

過濾技術(filtration techniques),氣體清除( gas stripper);  

• 相關技術(other techniques): 臭氧處理(ozonisation), 紫外線防護(UV), 活

化碳(active carbon), 電子化學技術(electrochemical techniques), 沈澱測量

(Settlometer);  

• 田野設備(field equipment): 取樣設備(sampling apparatuses (flow rate or 

time dependent,…)),流量速率測試( flow rate tests using venture), 開放導管

(open ducts), 污水排除(sewage drains), 壓力線(pressure lines),…, 參數探

測 (ascertaining parameters using submersible data probes), 移動檢測站

(mobile inspection station (temperature, pH, dissolved oxygen, conductivity, 

suspended substances, turbidity, TOC, BOD short time, nitrogen balance, 

phosphor balance, toxicity));  

• 移動測試裝置(mobile test installations): using biology, physiochemistry, 

sludge dewatering, … effluent water can be tested out on-site for the optimum 

purification technique.  

土壤和廢棄物測試 Soil and waste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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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分析(analyses (laboratory)):顆粒測試( granulometry (雷射演射測試

laser diffraction, 過濾測試 sieve test)),乾物測試( dry substance content), 極

譜 分 析 (polarography), 黏 性 測 試 (viscosity), 取 樣 濃 度 (sampling 

consistency), 透氣性測試(respirometry);  

• 物理化學 (physicochemistry): 隔離技術 (screening), 過濾技術 (sieving 

techniques), 重力分隔(gravity separating), 粉碎(pulverizing), 混合(mixing), 

磨損測試(attrition test), 洗滌(washing (hydrocycloning/flotation) ) 

• 脫水(dewatering): 過濾壓力(filter press (sludge dewatering));  

• 生物處理(biological treatment):在原處監測( in situ monitoring), 泥漿剝蝕

測試(slurry degradation tests), 泥漿和土壤反應裝置(slurry and soil reactors), 

圓柱測試(column test), 農場經營(land farming);  

• 取樣和挖孔(sampling and boring ) 

空氣測試 Air tests 

• 氣象站(weather station ) 

• 土地測試(land testing): 煙道氣體分析(gas analyser for flue gasses), 氣體計

量儀表 (gas rate meter), 嗅覺計 (olfactometer), 晶片衡量系統 (chip 

measuring system (CMS)), 濕度計 (humidity meter), FID (portable), 

GC-PID/ECD (portable);  

• 行動測試裝置(mobile test installation): four-stage cross flow gas scrubber.  

在個別的團隊中，空氣Air、土壤消毒Soil decontamination、和水資源處理Water 

treatment是我們比較關心的，分述如下： 

1. 空氣Air 

此團隊提供廠商和政府在經濟效益上和保護環境技術上關於空氣污染和臭氣

污染控制的支援。在研究上具有以下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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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既有的氣體淨化技術上最最佳化的研究;  

• 在控制廢氣和臭氣上選擇最佳的有效技術;  

• 延續先導性研究;  

• 在創新技術的研究上與供應者合作開發  

2. 土壤消毒Soil decontamination 

此一團隊關注的重點在消除污染的技術方面。這裡所謂的被污染的土壤有兩

種：一是當被污染的土壤被挖掘出來(稱為 off-side)；另一種是被污染的泥土

尚未被挖掘出來(稱為 on-side)。VITO 已經具有處理 on-site 消毒的方法，在

飽和區域和不飽和區域內。不飽和區是指土壤在地下水之上表層，而飽和區

是指土壤位於地下水之下。 

3. 水資源處理Water treatment 

此一團隊專門從事”水資源永續使用”的議題。因此對於水資源再生發展出水

處理技術。 

水處理包括： 

• 農業化學、生物學和電氣化學水處理技術(physiochemical, biological and 

electrochemical water treatment techniques)以及薄膜技術 (membrane 

technology);  

• BICMER (Bacteria immobilised composite membrane reactor);  

• 灌溉和過濾 

水資源再生包括： 

• 生物反應膜membrane bioreactors;  

• 整合系統integrate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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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環境毒物學方面 

共有三個團隊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產品評價Product evaluation、環境和健康

Environment and health和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分述如下： 

1.在產品評價方面： 

本專案團隊主要研究”新的或既存的有害化合物” (harmful consequences of new or 

existing compounds)，研究這些有害物進入環境獲釋與人類接觸。其中的交錯研

究包括調查土壤中和水中的有機物和環境中生物的退化情形。由 OECD 提議，

VITO和其他機構合作建立一個標準測試平台，從事毒物研究。毒物研究主要在

試管內研究，以辨識出危害並建立相關的藥物劑量。此外也重視急性毒物測試，

此測試包括不同的來源，像是急性細胞毒素的遺傳毒物效果和免疫造血毒性等。

鑑定”類--雌激素”和”類—戴奧辛”等潛在物質的工作，也包括在此一工作團隊的

範疇。VITO使用試管技術左所有測試工作。 

2.在環境和健康方面： 

環境研究專案團段評估”土壤和水污染對於人類、植物和動物的影響”。特殊的研

究則像是”空氣污染的人類風險”。VITO使用大範圍的測試和技術，來研究土壤、

空氣和水的污染效果 

最近的環境研究： 

• 飲用水和表層土壤中的賀爾蒙破壞物(hormone disruptors in drinking water 

and surface water);  

• 表層水中的懸浮污染物的效果(effects of polluted suspended particles in 

surface waters);  

• 長流水中的生態特性(ecotoxicological characterisation of effluent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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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長流水中的毒性物質(identification of toxic substances in effluent water 

(TIE));  

• 土壤測試的比較(comparison of soil tests);  

• 食物中的戴奧辛和多氯聯苯(dioxins and PCB’s in food);  

• 空氣樣本中旋服務值的毒性評估 (toxicological evaluation of suspended 

substances in air samples);  

• 行動電話和輸配線的危害(hazards of mobile phones and power lines);  

3.在生物技術方面： 

本專案團隊支援廠商和政府當局開發關於類和環境方面的新產品和技術。VITO

提供生態學、生物學、生物化學和細胞生物學及分子生物學等專家知識於研發過

程中。所有的研究是符合顧客所需量身定做。 

VITO與廠商共同合作成功的案例簡述如下：  

保健領域：(Health care sector)  

• 生產和遺傳兔子的分子掃瞄對於發展新是帶的產品有著極大的貢獻。

VITO關於動物生理學、基因技術和動物單元的品質保證的經驗，可以促

進專案的成功。 

• 新的非侵入技術(new non-invasive technique)在人類皮膚組織的發展顯示

出生物化學在中的區別  

食品產業(Food industry)：  

• 生物檢測系統對此團隊的相似模式是有害的，這系統被設計、生向和實務

應用。  

• 慧星的檢測可以可以用於檢測食品是否草藥、蔬菜、家禽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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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Safety):  

• 水中樣本的鑑定通常是評斷樣本在內分泌失調和基因問題。  

• 在肉類生產程序中評量肉類品質在不同階段生物化學的改變 

 

 整合環境研究(Integral environmental study) 

整合環境研究 9種不同的研究領域中值得台灣目前遭遇問題的參考項目是： 

• 風險衡量害環境危害成本risk evalu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sts;  

• 電磁環境污染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問題soil, 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 problems 

• 大氣處理atmospheric processes.  

1.風險衡量害環境危害成本 

這是評量對於諸多污染物而言，環境污染會造成的負面效果。這是藉由適當的運

輸和暴露在外的資料，測量和評估其中的風險。任務包括衡量特殊污染情境，這

是與標準的土壤、水、和空氣量相比較。本專案團隊是將環境衝擊定量化成外部

成本來思考。 

2.電磁環境污染 

此一電磁污染專案團隊通常被稱為是”電鍍煙霧”(electro smog)，研究和建議關於

我們生活和工作環境中的污染經由電磁或是非電離輻射所產生的污染。電磁污染

發生在高壓電傳輸線、高低壓裝置、電子工廠、醫藥、科學和家用設備、電腦、

電視螢幕、微波爐、行動電話及天線的附近，這些關係到電子能源得傳送和無線

通訊等。因此，人類隨時暴露在混合高低頻率的電子領域中。此一專案團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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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關於評估在範圍從 0HZ(直流電)到 2,45GHZ(微波爐)電磁污染衡量測略。

這是瞄準所有廠商、公共服務、私人企業和政府處理電磁污染的範圍。 

在出版品方面，僅是國際上的出版品為數就有不少，如下參考。 

Decat G. and Van Tongerloo J. 

Magnetic field monitored in houses under 50 Hz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of 70, 

150, 220 & 380 kV. Air Pollution VI, Editors: C.A. Brebbia, C.F. Ratto, H.Power, 

TM WITPress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Publications Ed, 237 - 246, 1998. 

Decat, G. and Van Tongerloo, J. 

Monitoring of the Magnetic Fields in Houses under High-Voltage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s of 150, 220 and 380 kV.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Vol. 9, Nr. 4, 341 35, 1998  

Decat, G. and Van Tichelen, P. 

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 of Domestic Microwave Ovens Quantifi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Journal of Microwave Power & Electromagnetic Energy.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Power Institute. Vol. 30 No.2, 102-108, 1995. 

Decat, G. and Van Tichelen, P. 

Magnetic Field Monitoring of a Microwave Oven Operating With and Without Metal 

Housing: A New Approach. Microwave World. Vol. 16, N0. 2, 15-19, 1995. 

Decat, G. and Van Tichelen, P. 

Statistical Modelling of the 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 or Shielded and Unshielded 

Microwave Ovens. 27th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Denver, 

Colorado,108-11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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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t ,G., Wouters, G. and Kretzschmar, J.G. 

Survey on Microwave Ovens: A Modelling Approach on Radiation Leakage. 28th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Montral, Canada, 170-175, 1993. 

Decat, G., Wouters, G. and Kretzschmar, J.G. 

Energy Efficiency of Domestic Microwave Ove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crowave and High Frequency. Geborg, Sweden, 1-4, 1993. 

Decat, G., Wouters, G. and Kretzschmar, J.G. 

Quantification of the Radiation Leakage of Domestic Microwave Ovens. 3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ygie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Ghent, 41-45, 1993. 

Decat, G. and Kretzschmar, J.G. 

Combined Energy Efficiency and Leakage Tests on Microwave Ovens. 27th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69-74, 1992. 

3. 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問題 

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問題的專案團隊關注在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存貨和特

性的問題。這團隊提供對於”土壤研究的政策支援架構”(policy suppor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il research studies)，發展出地下水流開發模型，直性樣本的特性、

水文地質學和研究樂趣。 

持續繼續的專案是：  

• VITO approach to soil research study checking;  

• Experiment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port of nitrogen in water 

catchmen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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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氣處理atmospheric processes 

“大氣處理”專案團隊已經有三年經驗在發展電腦模組研究，電腦模組計算從不同

工業、交通和家戶所排出廢氣廢水等物質到大氣中的分佈情形，以決定地區、郊

外和區域的空氣品質為何。 

空氣品質模組使用在不同的目的： 

• 大氣品質衡量站的最佳位置的決定。”EU指導方針” (96/62/EG) 規定空氣

污染的衡量必須在預期的最高污染的位置。 

• 檢測的”來源感測器” (source-receptor)要連結到各地，包括地區、區域甚至

歐洲大陸。  

• 大氣品質的預測到確認，這些污染的檢測可以定期的發出警告 

• 根據 European and Flemish的立法規定及計算出對人類健康和經濟預期效

果的雙重規範下，證明大氣污染與法律標準相衝突之處 

• 大氣品質短期衡量結果的管理，是以保護高度大氣污染的部分事件為目的  

• 決定城市中一般大氣品質的長期衡量效果 (像是史事中心的交通淨空或

是只限定部分地區交通)  

• 成本—效益分析的衡量朝向改善大氣品質：改善大氣品質的得最大貢獻是

平衡經濟效益和成本之間的關係 

• 決定未來新的環境架構和經濟活動的環境效益中的大氣品質(例如，高速

公路建設、行動計畫、新產業、商業中心等，這些都伴隨著交通流量、城

市綠化的問題等等) on the air quality.  

• 決定可能的政策鴻溝 。例如在創造一個新產業區域時會產生的問題。  

為了以上種種目的，VITO提出一個大範圍的模型。模型的選擇是決定於需求的

正確性，空間的規模和污染的程度，這些都是要被清楚計算出來的。這由以下的

模型進行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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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GSTOP/OVL 

對於比利時整體的大氣品質預測，方法是由Inter regional cell for the environment 

(IRCEL-CELINE)經由VITO所發展出的SMOGSTOP and OVL模型，每日計算受

污染的情況和一些特殊事件 

IFDM 

在地區範疇中，bi-Gaussian 模型IFDM可以指示出一個在Flemish立法環境中可參

考的模組 VLAREM II 而且這模型被授權到許多企業和環境顧問公司所使用。  

PC-PUFF 

一個地區的應用模組，適用於不同來源瞬間的排出污染於大氣 

AURORA 

從地區到城市環境VITO 發展出一個先進的整合模組 AURORA。本模組從大量

氣象資料和開始到範疇為街道層級的資料都涵蓋進去。 

BELEUROS  

Eulerian European grid model 簡化垂直架構，用最高級的設備進行研究。 

OPS 

Langrangian 軌道模型是使用線性化學轉換率。 

整體而言，這些相關團隊所發展出來許多新模型，這些新模型是否適用還是決定

於使用者的需要。除了發展新模型之外，調查改善模型技術、模型應用等工作通

常被MER所執行。 

第五節  個案小結 

比利時的人口數約莫不到一千萬人，實際工作人口不到五百萬人，但是在許多科

學領域中卻有著顯著的表現。像是生物技術、資訊、核能、航空、農業、冶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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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過 5位諾貝爾講得主。這歸因於比利時政府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把

增加科學研究經費、加強重點研究領域、強化基礎研究、增強產官學界三方面的

聯繫，以及加強國際合作作為比利時科技政策與策略的核心所致。 

當然這些成就是與比利時擁有相當完善的科技決策與管理機構有關。比利時的主

要科技決策與管理機構有以下幾個： 

  （1）科學政策部--是比利時的科技主管部門，負責全面協調政府科技研發

活動，參與科學政策部國際委員會的決策； 

  （2）科學政策部級委員會--是比利時的科技決策機構之一，負責制訂和執

行國家科學政策，審批科研預算，確定國家科研方向和重大的科研課

題，協調有關部門的科研活動； 

  （3）科學政策部際委員會--是一個跨部門的協調機構，在科學政策部級委

員會的指導下負責制訂和執行針對跨部門科研活動的科學政策，編制全

國科技年度預算； 

  （4）國家科學政策理事會--是一個為政府科技政策服務的智囊團，主要負

責向政府提出各種建議，為政府制訂中長期科技政策出謀獻策； 

  （5）科學政策規劃署--是首相府主管科學政策的執行部門，負責調查和統

計比利時的科技實力；制訂和分析年度科學預算；協調和管理國家科研

計畫；統籌規劃國家給予技術研究的資助等。 

除此之外，像是 VITO這種半官方的研究機構也是比利時科技動能的來源。VITO

建構起民間企業與研發單位的橋樑。在許多關於環境保護技術的議題方面，VITO

提供企業與政府單位相當多的決策及顧問建議和至技術資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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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VITO是以顧客導向的經營目標，但是這並不影響 VITO關心環境的立場。

像是 VITO 的七個研究範疇：能源技術 (Energy technology)、環境測量

(Environmental measurement)、環境和加工技術 (Environmental and Process 

Technology)、環境毒物學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整合環境研究 (Integral 

environmental study)、材料技術(Materials technology)、遙測與地球觀測程序

(Remote sensing and earth observation process)等。這些都是永續環境保護的概念所

衍生。 

此外，對照於台灣，由於快速追求工業化，使我們只關心經濟的發展，而忽視了

環境議題的重要性，這一忽視的苦果，在這些年慢慢的顯示出來，像是戴奧辛、

重金屬污染，國土水土保持等等。這些議題在比利時的 VITO都已經早就進行相

關研究。本文藉由 VITO機構的介紹，除了使閱讀者瞭解次一機構的運作之外，

更希望將 VITO的研究議題介紹給台灣，使關心台灣環境的閱讀者有一個新的思

考方向。 

參考資料： 

http://www.VITO.be/english/who/index.htm 

http://www.losn.com.cn/world_scienceplace/index1_7_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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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VINNOVA 瑞典創新系統局 

第一節  前言 

為了使瑞典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瑞典的科學界要求政府改變研究政策的方向。

因此學界、官方、研究單位等單位共同提出改革方案，這些代表所有瑞典大學、

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創新系統局（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和皇家科學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等。這項改革被形容成公

共研究政策的重大改變，最顯著的改變包括提昇大學競爭力的方案、更完善的研

究生涯機會以及促進商業界、科學家與公共投資者在研究上的合作。 

這份提案提到，許多研究顯示瑞典的研究正日趨惡化，研究的發現成果愈來愈不

能造福社會，更遑論刺激成長，因此現在首要之務是全面投入最高品質的研究和

創新系統。這樣的全心投入需以政府提高對民間研究活動之經費補助的形式進

行，科學組織建議，十年內公共研究資金必須每年提高至少三千萬歐元，這樣才

得以勉強平瑞典國民生產毛額的 1%。研究組織警告，若不做這樣的全面投入，

後果將不堪設想，科學家相信，沒有具體行動的後果就是無能達成高等教育的目

標、失去競爭力以及成長遲緩。 

這些相對應的活動、創新體系和應用研究將特別著重在科技和工業領域，約有提

高之預算一億六千萬歐元的資助，科學組織的提案建議這些經費應當提撥給「瑞

典創新系統局」（Swedish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VINNOVA）。其主要

職責是整合科技類、運輸類和職場生涯的研究和發展，其使命是藉由補助科技發

展與研究以及發展有效率的創新體系而提昇具體成長。VINNOVA共列出了六大

優先發展部門，以為未來國家成長舖路，這六個部門分別為：資訊通信科技、服

務業、生化科技、製造業、材料類、交通運輸，並在這六大部門下規劃了十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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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領域：電訊系統、微機電和奈米微機電、軟體產品、公共管理的 E化、居家

醫療的 IT 技術、經驗工業、藥學和診斷醫學、生物技術供應產業、生物醫藥工

程、食品的創新、複合與組裝產品、木材製造、智慧和功能性包裝、輕材質和輕

量設計、材料設計（包含奈米材料）、從可再生資源中開發綠色材料、不同運輸

模式的創新運輸工具，以及創新物流與貨運系統。 

此外，在產業方面，瑞典創新系統局 VINNOVA 和臺灣的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

組都有著相同的角色，即制定產業策略和領導監督作用，有助於產業發展。因此，

瑞典創新管理局可說是在產官學研的互動網路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第二節  整體背景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最近公佈一份調查報告《創新時代的歐洲》顯示以瑞典為代

表的北歐國家正以強勁的態勢挑戰和超越美國和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老牌歐洲

經濟強國。這份研究報告同時公佈了一個“全球最有創造力的國家”排行榜，瑞典

取代美國位居榜首。這份研究報告把人才、科技和容忍度等三個決定經濟增長的

元素，即三 T元素（talent, technolo gy, tolerance）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創造力的指

標，僅有 900萬人口的瑞典正是在這三方面佔有優勢。 

蘊藏著巨大創造力的瑞典，培養了多家在國際市場上叱吒風雲的大企業，其中包

括宜家 IKEA、ABB、利樂、富豪汽車和易立信等一批成功的跨國企業。近來世

界上許多專家都在研究瑞典企業成功的秘訣。作為一個有著“創新之國”美譽的北

歐國家，瑞典近年來在培養國際化人才和對外來文化的寬容度方面都有出色表

現，特別是移民潮的湧入顯著改變了瑞典的人口特徵。目前，15%以上的瑞典居

民具有外國背景，這些新瑞典人為瑞典社會增添了多元文化和國際化色彩。在過

去的十年中，瑞典的各個文化領域經歷了創造力的大爆炸，從文化的輸入國變為

輸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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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傳統上就有著勇於創新和探索的民族文化，是全世界專利即專利申請數目最

多的國家之一。瑞典專利註冊局平均每年受理約 5,000項申請，這一申請數目同

瑞典的人口相比相當可觀。例如利樂的無菌包裝系統、易立信的多種移動電話通

信技術和 ABB 的高壓直流電技術等。瑞典企業深諳“需求激勵發明”之道，不僅

技術上勝任一籌，還能深刻理解和不斷滿足用戶的需求。特別是近年來，起源自

瑞典的跨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力求將發明和實踐完美結合，使創新的技術能力具

備商業化的可行性。正是這種對技術和發明以及商業化運用的熱愛，使得“工程

文化”在瑞典國內蔚然成風，其技術不斷在人類創造和服務的新領域得到突破。

瑞典創新力的秘訣還在於深刻理解和不斷滿足用戶的需求，堅持不懈地創造出富

有趣味的產品。隨著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深入，瑞典能否在 21 世紀保持得天獨厚

的和創造力和優勢地位將令國際社會矚目。 

以人平均計算瑞典是獲得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英國、芬蘭、德國、美國分

別是瑞典的最大投資者，而亞洲國家則是中國、日本和印度。外商投資公司雇傭

了瑞典 21%的工商業勞動力。外商投資集中的領域是資訊技術/通訊、微電子、

汽車、生命與生物科學、林木和服務業。在這些領域的投資大部分落實在專業人

才及研究中心上。 

 瑞典是世界上最具有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國家，研發、軟體和高等教育費用

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6.5%，瑞典 50%的研發經費落實在大學及其研究實驗中心。

以人均計算瑞典是全球專利註冊數量名列第二的國家。因此瑞典是“能領先全球

創新”和“能做多項與商業有關的發明”的國家。 

瑞典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經營成本具有競爭力。許多公用事業的收費低於歐盟的

平均水平，企業應繳付稅率平均占未分配利潤的 26%。聘用一個技術工程師的平

均成本（包括 32.82%的福利支出）比美國、法國和德國低 30%。每天有 80%瑞

典人在看報紙、電視及流覽互連網，瑞典的勞動力水平高，並普遍應用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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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企業出資給每個工作人員配備電腦（但要從他們的薪酬中扣除），使他們

可以通過互連網在家裏辦公。與此同時企業可以享受到相關的免稅政策。 

第三節  科技體系與創新政策 

瑞典的科技體系可以分為六個層面：第一層面為政策制定層，由議會、政府內閣

相關部門組成。第二層面為技術與創新規劃、實施層，主要由負責基礎研究的研

究理事會、專職事業署、專門的研究基金會等組成。第三層面為研究與開發操作

層，主要由公立研究機構(主要是大學和學院、政府民間研究所)、半公立機構(工

業研究所)、國際科技合作者和私有研發機構(公司的研究部門和私有的非營利的

研究機構)組成。第四層面為技術擴散層，主要包括大學和產業界合作建立的能

力中心、科學技術園區、技術移轉基金、技術仲介(提供科技成果轉化仲介服務)

等，還有地區商會、技術擴散專案、工業研究所的中小企業項目、歐盟的框架計

畫等。第五層面為針對公司的研發資助層，主要是各種公共的資助機構(各種協

會、基金會、省級政府研究資助機構)、半公立和私有財務公司(含各種風險公司)。

第六層面為管制與訊息層。 

瑞典政策和研發活動部署的基礎是國家研究法案，由教科部會同其他部門和事業

署在評估瑞典研發需求和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每四年提出議案，經議會討論通過

後在全國實施。 

在創新政策方面，瑞典現行研究政策主要執行的是 2000年 9月議會通過的、2001

年 1月開始實施的《研究政策法案》。這一法案有兩個目的，一是解決大學系統

的科研人員的新舊交替問題；二是在重要研究領域包括生物、資訊、材料、環境

等領域集中力量，鼓勵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該法案主要強調加強基礎研究和

研究生教育，強調通過新的組織結構特別是通過成立國家創新局，建立更加全面

的創新政策體系。按照這一法案，瑞典調整成立了國家系統創新局，負責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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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體系規劃與建設，資助對瑞典具有戰略意義的重點領域的應用研究和技術開

發。還成立了瑞典企業發展局，以加強對瑞典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發

展的扶持。 

瑞典創新政策的調整與變化可以在 2001年 9月、10月份通過的與創新政策相關

的兩個政策法案中看出端倪。第一個政策法案是《創新體系中研究開發與合作》，

該法案重點在於明確瑞典創新體系中半公益的工業研究所和國家創新局所扮演

的角色。按照該法案，國家創新局成為支持面向產業界和社會各方面提出的研

究、開發和示範專案的最重要的政府資助機構，也部分資助工業研究所。同時，

政府建議以創建靈活、效率、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並有工業界支援為目標，重組

工業研究所。政府也強調生物技術、資訊技術、微機電和材料技術應該成為研究

所重組的優先領域。另一個是《瑞典增長和復興政策》的地區政策法案。其目的

在於推動各個地區建立協調的政策。政府強調為達到這一目的，各個地區要制訂

相應的策略，包括對地區重要領域的投入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和發

展問題上的職責劃分。按照該法案，從 2003 年起，各省均要建立有權制定地區

基礎設施計畫和處置政府區域發展資金的專門機構，這一新機構的一項任務就是

建立省的發展計畫。發展計畫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是地區創新體系的建設和

完善。 

第四節、組織層次分析 

 VINNOVA（Swedish Agency for Innovative Systems）是瑞典的創新系統領導機

構，提供許多長期性研究的基金。VINNOVA是在 2001年 1月 1日成立，其成

立是因為在 2000 年，瑞典議會同意政府提出的公立研究開發資助機構改革法

案，將原有的 15 個公立研究資助機構縮減到成 6 個。以原有的瑞典工業技術發

展局、交通與通訊研究局和勞動研究理事會為基礎，重新成立了瑞典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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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NOVA。其主要任務是由發展有效的創新系統和建立問題導向的研究來促進永

續成長。目前大約有 150員工和總數約 11億左右的瑞典幣(瑞典克朗：美元=10:1)。 

組織在總經理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General)之下可分為 6個部門： 

 國際合作及網路(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Networks) 

 創新部門(Innovation Actors Division) 

 創新系統分析部門(Innovation System Analysis Division) 

 能力系統部門(Competence Areas Division) 

 行政管理部門(Administration Division) 

 通訊部門(Communication Division) 

其中能力系統部門還包括：工作生涯科 Working Life Department、生物技術科

Biotechnology Department、資訊和通訊技術科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Department 、生產和原料科 Manufacturing and Materials Department、

服務及 IT執行科、交通科 Transport Department  。行政管理部門包括：行政管理

科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IS/IT科 IS / IT Department、人力資源科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財務科 Finance and Accounts Department。 

VINNOVA 主要的活動共分為這六個部門、以及 18 個成長領域與四個知識平台

和國家創新系統等四大部分。 

成長領域(Growth Areas)是 VIVONNA針對瑞典本身產業的特性，加上對未來產

業的規劃，選擇 18 個具有成長潛力的領域作為國家未來發展重點並加以資金的

援助。這些 VINNOVA 所選定的領域，不僅是跨學門，而且突破傳統產業的界

線，可以說是基於傳統產業的基礎而孕育出來的新產業。這些活動規劃背後的原

則是： 

 把創新作為持續增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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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高效的創新系統，開展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 

 注重商業、科學與技術、政策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 

 提高瑞典研發投入的回報 

18個成長領域 

 電訊系統(Telecom systems)： 

由 Ericsson這個手機領導廠商開始，電訊系統已經成為瑞典重要的成長領域。透

過 Ericsson在市場上的位置，探索電訊重要的發展。一個關鍵的因素是發展一個

強大的創新環境，使 Ericsson可以與其他的廠商互動。其他的因素是，協助新公

司的建立，這可以提供行動和寬頻通訊的基礎架構。 瑞典的研究位階非常強。

當全球通訊具有長期發展潛力時，一個有效的通訊架構通常可以在不同區域成長

並降低社會成本。VINNOVA 企圖持續支持大學和研發機構的技術研發，以獲

得資源來建立強大的創新環境。 

 微機電和奈米機電(Micro- and nanoelectronics)： 

光電產業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產業，預期會持續的成長。大量的創新產品和程序在

這領域中不斷被開發出來。瑞典的電子業有很強的市場出口基礎，在元件和產品

產業方面，瑞典可以獲得更大的市佔率。而瑞典的電子製造業卻是在不穩的地位

上。部分原因是在研發和生產上缺乏足量的技術工作者。因此企業必須限制本身

的業務在日趨增加的小型利基市場，或是轉移市場定位於可獲得資源的地方。為

了獲得國際吸引力，VINNOVA 計畫增加在幾個技術領域和創新環境中，強調

知識/技術的問題導向發展。研發機構則是扮演著發展強大的創新環境的角色。 

 軟體產品(Software products)： 

軟體技術是大多數技術發展的元件。軟體密集商品和服務是未來資訊會的網路基

礎。軟體產業在瑞典的成長非常快速，甚至超過電信業和硬體業。瑞典的利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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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於結合許多國際軟體密集系統上成功的生產者，包括許多小公司、優秀研究

者等。VINNOVA 企圖經由以軟體技術網路為基礎，以及建立有效的產學研合

作，來創造更好的瑞典創新環境。 

 公共管理的 E化(E-servic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權力可以經由在線的互動形式提供更有效率，並降低成本的服務。跨領域的研

究和技術發展將允許新功能的被創造。有效的工作程序、較簡單的組織、IT 的

支持都有助於發展網路管理系統，這些可以幫助民眾較容易去接觸到權力者。在

國內和國際市場則是有重要的機會發生，像是新的服務、產品和技術解答等。

VINNOVA計畫測試和評估實際生活中的電子解決方案(electronic solutions)，例

如市政府發展一個公共 E 化服務。VINNOVA 要對公共管理化服務建立跨科學

學門的研究和創新的環境。VINNOVA 對於不同的政府層級，將朝向更密集的

合作，像是國家、區域、地方等層級。 

 居家醫療的 IT技術(IT in home healthcare) ： 

 在 IT技術的發展的配合下，健康照顧領域有著極大的改變，像是減少照顧成本

和人口高齡化的需求。同時因社會結構的改變，健康照顧和遠距醫療的需求也日

趨增加。這個產業成長相當快速，包括新醫療技術對於自我撿測、居家照顧和分

散照顧已經預期每錢成長 10％。行動 IT服務的使用逐漸增加，與醫療科技產品

共同提供對病人的居家看護。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科技提供健康照顧專業化的應

用。VINNOVA 的策略是從 IT 基礎服務、醫療科技應用、組織和健康照顧科學

上提升創新和實驗的環境。研究群體、公司和社會視為一個發展知識的整體環

境，長期而言，要使瑞典成為居家照顧的領導地位。 

 經驗產業(The experience industry) ： 



 

                                      7 - 9

 經驗產業最近幾年在瑞典國內及國際上都快速成長。對於瑞典經濟而言，此一

產業是發展最快速的，具有席捲市場的潛力。IT 在此領域的技術發展更加強化

其創造的潛力。VINNOVA 打算投入相當的努力去分析此一經驗產業的創新系

統，找出其形成的基礎及衡量的選擇。VINNOVA支持虛擬實境技術、IT服務、

新 IT基礎架構的介面、軟體 solution、商業模型、新支付方法、版權管理和技術

標準等先進基礎研究。這基本的焦點是在於消費者的經驗和依賴經驗服務的分配

平台。 

 藥物及診斷(Pharmaceuticals and diagnostics)醫學：  

此一領域與健康照顧相互連結已經有許多年。今日，製藥與處方藥的結合是瑞典

最重要的輸出產業。人口的改變使得銀髮族的人口數量的比例大增，因此預期看

護與照顧的需求增加，因此對於特殊看護產生新的機會需求。整合診斷和治療，

而在此基礎上所增加關於生物系統的知識，則可統合在一起。這是跨越瑞典學術

機構、醫院和企業，範圍從基礎研究到產品研發到行銷。這對國內及外國投資提

供一個相當好的機會。此一基礎知識的發展包括許多參與者，因為此一理

由， VINNOVA 焦點在各個領域的問題導向研究，首先是基因技術的成長。

VINNOVA 投入多領域活動的整合，包括醫藥、生物、IT和工程等。VINNOVA

焦點在發展新的分析工具探索後基因組(post-genomics)策略發展及生物資訊和系

統生物、醫藥技術的架構，包括藥物和診斷的生物程序技術，以及刺激中小企業

的成長。 

 生物技術供應產業(Biotech Supply) ： 

學術機構和生物基礎產業對於新技術研究、發展、生產/程序有日益增加的需求。

這些需求可以由生物技術供應區域滿足。目前具有潛在成長的區域是生物醫藥研

究的應用技術，初步在於藥物、診斷和學術研究方面。食品、綠色原料、林業產

品產業等的生物技術應用增加的同時，一些新的市場機會也開始出現。瑞典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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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基礎包括國際級競爭生物技術產業和強有力的學術研究團隊，這些也在此一領

域中成長。VINNOVA 的焦點在問題導向的的基因技術研發，包括多領域的整

合，像是生物、化學、醫學、藥物、IT 和微機電和奈米技術等。這些涉及生物

分析技術的發展，包括後基因組、系統生物學、生物資訊、IT 整合關於產品和

新技術。範圍從研究層級到產業規模。此外，鼓勵中小企業、研發密集型公司的

發展。 

 生物醫藥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 ： 

創新研發活動和生物醫藥工程成長的驅動力來自於包括人類基本需求，像是保持

健康和工作、老年活動等。瑞典很有機會進入此一領域，一個關鍵成長因素和優

勢是研究社群、產業和臨床醫學的密切合作。瑞典有大量具有潛力的小型創新企

業。VINNOVA焦點在刺激”人類備用元件”( human spare parts)領域研發活動的合

作和整合。以及鼓勵新生物醫藥技術與資訊科技結合家庭健康照顧的發展。

VINNOVA企圖提升研究社群、產業、藥物和前藥物試驗，特別是小規模研究型

公司的合作。結合企業育成中心和種子基金激勵建立以研發為基礎的公司。 

 食品的創新(Innovations in foods)： 

 消費者個人化選擇的增加是食品創新的一大動力。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健康食品

和保健食品的成長。另外鼓勵食品朝向健康利益有關發展是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

知識的進展，提供連結食品和健康的機會。瑞典認為此一領域有很強的潛力。此

領域需要很強的藥學、生物、生物科技和食品科學的研究基礎。VINNOVA的焦

點在問題導向的跨學門科學研究，目的在改善食品產業和食品研究機構中對醫

藥、生物和生物技術知識的使用。從既存的消費者評價、態度和行為知識去發展，

並透過與國際相關的食品和健康創新環境合作。VINNOVA計畫去協助建立瑞典

能力導向的創新環境。這與學術機構、企業、創業、產業和國際研究的互動有關。 

 複合和組合產品(Complex and assembl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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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領域包括知識密集型的製造產業，其成功點在於研究成果和高品質的工程活

動，而非大型的製造工廠和大量生產。複合產品的技術、方法和研發在其中扮演

關鍵角色。 全球化企業與其複雜的供應網路都是以客製化和為彼此競爭的基

礎。此一領域具有大量的潛在世界市場，它可以在正確的時機提供正確的產品和

服務。瑞典有相當好的稟賦在這個領域，特別關於研發方面，有高品質的人力資

源和相對較低的薪資成本。VINNOVA計畫強化一些重點技術藉以提升研發和創

新環境來突破臨界點。例如：這些技術領域包括：管理複合產品和系統的策略、

FPC (first part correct)、數位原型、直接生產、以及對於新蜂巢企業系統的創新

發展、生產技術、高科技方法等。VINNOVA的”效率產品發展”(Effective product 

development)知識平台是決定性的成長領域。 

 木材製造(Wood manufacturing ) 

消費者對於居家和地區經驗的品質需求，從永續生態的觀點，像有吸引力環境、

優良設計和原料的舒適性的需求日增。對木製品的使用，因其是少數可以再製的

原料，對現代設計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據估計，木製品在國際水準上的目標數

量，在下一個十年後會達到現在的兩倍，初步的木柴基礎的建築系統的模組化。

VINNOVA是要促進木業製造創新系統中重要的參與者方向一致。此系統中的參

與者必須接近市場水準。VINNOVA將要發展對於木料基礎創新系統環境的建立

以及對居家與地區環境木料的使用，後者是基於消費者的娛樂和永續發展。 

 智慧和功能性包裝(Intelligent and functional packaging ) 

除了包裝業本身之外，智慧包裝產業的發展以經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部份。包裝

是商品的一部份，可以對產品產生加值作用，如同健康照顧、醫藥和食品領域一

般日趨成長。此領域與材料、IT 和設計等領域有關，特別是在發展創新包裝。

包裝設計和材料的選擇是對於永續成長產生重大衝擊。包裝使得纖維基礎的材質

與其他材質相結合，這種情況在瑞典的包裝製造商中有很大的比例。此一領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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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驅動力是紙業的發展。VINNOVA對於包裝產業，將在不同企業間促成有效

的合作形式，並且鼓勵策略研發。此外，VINNOVA將要設置一個有效的介面給

其他領域，以提供消費者更多的應用利益。這初步連結的領域是健康漲故、運輸、

交通和食品等。 

 輕材質和輕量設計(Light materials and lightweight design ) 

 產品輕量設計的需求觀念已經廣泛增加。材料和元件供應者早期藉著引進較輕

量的產品進入國內及國際市場而獲得競爭優勢。在瑞典輕量材料受到喜愛是由於

高環境標準、在先進技術中產業最終使用者的需求所造成。VINNOVA要支持輕

量材料技術發展的平台。包括在創新系統中發展技術和功能，形成基礎架構以及

增加輕量材料的創新系統和最終使用者的價值練和產品發展持續的知識交換的

機會。 

 材料設計，包括奈米材料(Materials design, including nanomaterials ) 

奈米、微材料和巨材料對於材料的發展而言，是新的製造概念。瑞典有大量的公

司使用先進的材料，包括許多高幽直的研究和創新能力，這些都可以提供短期和

長期成長的需求。VINNOVA 著手於辨識此一具潛力的產業應用領域發展的藍

圖。瑞典產業的策略是從跨領域的問題導向研發企業開始，建立材料設計的技術

平台。 

 從可再生資源中開發綠色材料(Green materials from renewable resources) 

對環境友善產品的開發是從可再生材料的而來，此一需求也日益增加。瑞典預計

有很好的機會來得到這些機會的探索。歸因於好的生物技術研究和材料技術。在

發展再生原料方面，這也是一個傳統上有利的產業基礎。像是紙漿業、紙業、包

裝業都是位於世界領導地位。自然界有創造獨特化學架構的能力，生物系統的結

構和功能的知識對於從農作物、樹木開創原材料創新、知識密集產品，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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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因此奈米技術程序和生物、化學、和藥學彼此間的界面，成為很重要的領

域。VINNOVA計畫鼓勵跨學門、問題導向的研究以及不同研究單位的合作，以

建立研究平台，例如纖維、酵素、生物高聚物技術等。VINNOVA打算將這些研

究應用的產品和生產技術上。對於此一產業的初始階段，如何使研究和企業社群

更有效率的研究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不同運輸模式的創新運輸工具(Innovative vehicles for different transport 

modes ) 

瑞典的車輛製造商輸出和銷售到全球市場在未來具有很大的潛力。此一車輛外銷

市場預期在亞洲市場仍有相當的擴散度。在歐盟和瑞典，公部門投資數億元在鐵

路和船運部門。此外，空運快速成長與新 IT 技術系統同時反映了發展的潛力。

企業全球化的趨勢產生新的機會，但同時也增加企業的風險，包括技術到研發環

境的長期投資和網路。VINNOVA 的目標之一是鼓勵瑞典的企業集中投資在研

發，協助瑞典研發環境的整合，以及保護其他參與者進行改造其組織，以便與創

新環境相互連結。VINNOVA在長期的觀點下，主張發展先進技術研究和創新環

境，以及與其他參與者合作。其焦點在環境友善技術、安全車輛等。車輛的進階

設計和功能性考慮將是在不同的運輸形式和運輸基礎架構中互動而得的。IT 系

統解決方案是強化互動的工具。IT 系統可以提升製造商、研究者和一般的公部

門有效的合作，去找出龐大交通問題的解決方案。 

 創新的物流和貨物轉運系統(Innovative logistics and freight transport systems)  

充分發展、成本效應的運輸和物流系統和產業成長是瑞典繁榮的必備基礎。在國

際水準的物流技術提供瑞典企業基礎建立有效的、專屬消費者的供應網路，以支

持企業物流系統在全球市場中的運作，不在乎瑞典本身的邊陲位置。電子商務改

變了市集和企業的行為方式。這給企業創造了出新機會。運輸服務產業中的領導

企業透過強化服務水準擴張其企業價值鏈。例如，第三方物流、最終消費者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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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化產品。當西歐國家加入歐蒙，瑞典的物流中心將會有擴張的機會。這個產業

是車輛、船舶和供應系統的供應者。VINNOVA計畫發展跨越不同運輸模式的知

識和提升或改善跨領域創新環境的企業供應網路、物流結構和運輸系統。 

知識平台 

在知識平台(Knowledge Platforms)部分，除了直接投資到成長領域的創新系統之

外，一般的知識領域也是相當重要。因此，發展知識的平台目的是提供 18 個成

長領域所需要的知識，此外也支持產業和社會的永續發展。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 

 瞭解生物技術的機制和影響複雜生物程序，是因為預期在此一領域會有新的機

會出現，像是再生藥物、改善藥物、新食品和可再生原料的應用。VINNOVA提

倡發展許多技術領域以支持或探索生物科學中快速成長的知識。例如：後基因組

的工具、新生物分析方法和改善生物技術的程序技術。一個額外的領域是系統生

物學這是生物程序的模組化。包括不同學門間的互動衡量，這是連結數種科學和

技術領域，像是醫藥、生物、醫學、化學、工程和數學，以及進階 IT 的使用。

生物技術快速的發展，意謂著 VINNOVA 必須有著更具彈性、激勵這些新發展

領域的成長。. 

 有效的產品發展(Efficient product development ) 

 產品發展伴隨著服務，這是永續成長的關鍵因素。新的系統導向、多學門觀念

通常是必須的，這包括大範圍的技術和技巧領域。結合新的 IT 技術，產生大量

關於產業程序的知識主體，這涉及工作的組織和物流，結合採用的能力，系統基

礎的方法和合作。發展領域的焦點順序在一般的跨領域的問題，包括新企業物流

和銷售系統、設計和創新程序、改變的能力、組織的發展、資源的永續使用、產

業 IT，加上激勵和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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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T的執行(ICT implementation ) 

從工業社會到服務業社會，不斷的結構性改變顯示 IT 基礎服務的發展。知識刺

激人們使用存在於電信公司新 IT應用技術。使用者從 IT服務中察覺到利益，這

決定公司的成敗與否。娛樂，則是主要影響人們使用不同工具和系統的主要因

素。因此不同科技平台間存在著不溝通的落差。一般的研究在排除使用 IT 的障

礙。在 VINNOVA的成長領域裡平台的目的是知識的獲得和更有力工具的開發。

網路的有效使用和相關技術是關鍵因素。其次的問題是企業生產物流和能力的突

然改變，這主要是無形資產、服務內容和支付形式。第三個的問題是動態環境中

的網路、服務、設備和市場有收斂的現象，增加了標準化、規則化和立法化的需

求。第四個關心的問題是不同環境下的 IT系統中顧客、顧客和居民的需求。 

 基礎架構和運輸系統(Infrastructure and efficient transport systems ) 

基礎架構是創新和永續成長的初步。像瑞典一樣的國家，其城市間相對距離相當

長，一個好的基礎架構和有效率的運輸系統是極其重要的。在知識平台基礎架構

和有效的運輸系統之間的數個有趣的問題可以區分出來： 

 哪一種方法使運輸系統在基礎架構的投資上獲得改善和提升永續成長

的效率具有區域性？ 

 法規、計畫系統、組織和各個機構對於運輸基礎架構的發展、使用和融

資，應如何設計使其永續成長？ 

 在大型城市中，運輸系統應如何設計，以提升其持續成長的力量？ 

 工作生涯中的學習與健康 Learning and health in working life  

核心的挑戰是改善創新能力和克服由失控的個人成本及因工作疾病而生的員工

損失所造成的問題，一般是缺乏移動性、專業領域上供需不均衡、性別問題、中

年失業等。工作上的學習，單位從個人到團隊，範圍則是從組織、產業到區域。

組織、領導能力和動機到訓練的增加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7 - 16

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能力中心計畫(Competence Centres Programme)  

能力中心計畫是一項長期努力在瑞典的創新系統中去連結學術研究團體和產業

研發單位。此計畫目前是 28個能力中心和 8大學所組成，由 VIVVONA管理與

瑞典能源管理局(Swedish Energy Agency, STEM)共同合作。此一能力中心的參與

單位包括許多產業中的企業、大學、技術機構，平均一個中心一年的基金是 210

萬歐元。此一計畫的總基金每年是 6000 萬歐元。基金的來源有三：產業參與者

是 40％，學術單位是 30％，VIVVONA 管理與瑞典能源管理局 Swedish Energy 

Agency則是 30％。 

 卓越中心(VINN Centres of Excellence)  

 VINNOVA 追求的目標之一是發展強大的研究和創新環境。因此 VINNOVA 決

定將焦點放在新能力中心的誕生。此一新誕生的能力中心稱之為 VINN卓越衷心

(VINN Centres of Excellence)。首先在 2003年 VINNOVA的卓越中心公布了一個

關於運輸和工作生涯領域的大企畫案  “VINN Centres of Excellence 2003 - 

transport and working life.”。 其次則是在 2004春季公布 2004卓越計畫，即”VINN 

Centres of Excellence 2004”。 

 國際計畫(International Program) 

瑞典與以色列的合作主要是在 IT 領域。根據兩國政府間簽署的合作協定，正式

啟動了 SIBED 計畫。該計畫支持經過選擇的由兩國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的項目。

專案主要支援基於無線技術產品的開發及其所需要的試驗環境的研究開發，以及

支援終端用戶試驗方法的開發與研究。該專案於 2002年開始，到 2005年評估。

目前已經開始徵集第二批項目。按照雙方的協定，每個入選的專案將由兩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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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不少於 200萬瑞典克朗的經費資助。2003年，兩國政府共同召開 IT領域的

雙研討會，以進一步推動雙邊的在該領域的合作研究與開發。 

第五節  個案小結 

在台灣，在許多人對科技產業的認知裡，科技不外乎是許多環繞著電子產業而生

的產業。但是，從瑞典的重點產業規劃中，我們卻發現瑞典幾乎不生產任何一種

電腦的硬體設備，但是瑞典卻是一個科技創新的大國。 

從學術研究方面來看，現今瑞典已成為世界研究開發最先進的國家之一。1995

年，瑞典發表論文占世界總數 2%，在神經和免疫學領域，瑞典發表的論文數分

別占世界總數的 3%和 4.5%。人均發表科學論文數僅次於瑞士，位於世界第二。

根據瑞典國家科學指標統計，瑞典在醫學、生物技術、生態環境等許多領域論文

被引用次數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反映出瑞典在這些領域的研究處於世界領先水

準。這種學術上的成就，同時也反應在其科技研發上。科技創新的進步促進了瑞

典經濟發展，成為一個良好的循環。 

當然政府單位的努力也功不可沒。為適應國際化經營，有效吸收和利用國際上的

資金，瑞典在經歷了 100 多年的向外投資和擴展後，80 年代後期，對國內政策

和經濟法規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如：取消外匯管制；經濟決策權下放和私營化，

使得經濟自由度處於西方國家前列，特別是在銀行金融業、電信業、交通運輸業、

電力工業等領域；1991 年的稅制改革將公司所得稅降至 28％；取消外資在瑞典

企業中的比例限制，等等。如今的瑞典已對外資實行了“國民待遇”原則，沒有任

何限制。外資在瑞典與瑞國內投資一樣，手續十分簡便。1995 年瑞典加入歐盟

後，外資的進入更加迅速。 

VIVVONA身為政府機構的一份子，推動科技創新的工作上有著極大的貢獻。從

名稱上來看瑞典創新系統局就是為創新而生存。以瑞典的科技創新實力，仍汲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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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昇自身的創新能量，這是值得台灣這個以製造為發展中心的國家深刻的省

思：為何瑞典可以在欠缺生產電子產業的同時，仍可以發展科技？ 

從 VIVVONA的主要活動項目中，我們可以看出部分端倪。VINNOVA主要的活

動共分為這六個部門、以及 18 個成長領域與四個知識平台和國家創新系統等四

大部分。成長領域(Growth Areas)的選定是 VIVONNA 針對瑞典本身產業的特

性，加上對未來產業的規劃，選擇具有成長潛力的領域作為國家未來發展重點並

加以資金的援助。其特色是這些所選定的領域，不僅是跨學門，而且突破傳統產

業的界線，可以說是基於傳統產業的基礎而孕育出來的新產業。而知識平台則是

提供成長領域所需要的知識，其中包含一般知識和創新所需知識，相輔相成。在

國家創新系統方面，VIVONNA 積極致力於建立/整合國內的研究網路和參與國

外的研究網路，以提昇本身的研究實力。 

這些方法，雖然我國政府系統已經有著手類似的計畫施行，唯成效並不彰顯。

VIVONNA所提供的資訊正式可以給我國一個對照參考的機會。 

 

參考資料： 

http://belgium.nsc.gov.tw/NEWSLETTER/policy/P-0401/P-0401004.htm 

ftp://ftp.cordis.lu/pub/focus/docs/233en.pdf 

http://www.vinnova.se/index_en.htm 

http://www.vinnova.se/publ/pdf/vp-02-04.pdf 

http://www.stic.gov.tw/policy/horizon/26right.htm#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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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本階段共對六項個案作分析研究。這六項個案分別位於英國、丹麥、荷蘭、

俾利時和瑞典。其中在英國的個案有二，其餘國家皆一個。這些個案的共通特點

是科技政策的研究單位，具有強大的創新能量。簡述如下： 

一、成立於 1660年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是英國一國家級科

學學術研究機構，皇家科學院在科學及技術專業及傑出領域上，對於政府、社會

大眾及媒體等，持續扮演著三者間互動過程之重要的角色，主要的活動項目有：

1.資助研究人員，以提供專業人士、教授、博士後研究人員進行前瞻性的研究；

2.強化國際交流，強化英國與國際組織及學者間的交流活動；3.提出政策報告，

提供給英國政府及社會大眾針對科學及技術方面之深度的政策性建議；4.出版學

術期刊；6.舉辦學術活動；7.提倡科學教育，並提高民眾對科學及技術之認知。 

 二、成立於 1977 年之 PREST，位於英國第二大工業城市─曼徹斯特，曼徹

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為英國著名之理工科技大學，PREST即位於

其經濟及社會研究學院(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中，其亦是英國曼徹斯特商

學及管理的聯邦學校。目前 PREST 研究中心之研究主題，主要著重在此下述四

個領域：1.創新(Innovation)：目前則特別著重於服務業之創新(innovation in 

service)以及創新社群之角色 (the role of networks of innovators)； 2.評估

(Evaluation)：PREST 致於於評價方法之發展；3.科學政策(Science Policy)；4.

預測(Foresight)：對科技領域之技術預測之設計及執行工作、特定科技之展望(如

個人間之溝通工具)、以及技術預測之方法及工具之探討。 

 三、成立於 1995年之 DRUID (Danish Research Unit for Industrial Dynamics)

為北歐地區著名之科技政策及產業研究智庫，位於丹麥之哥本哈根，DRUID 早

期由丹麥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Dan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F)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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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工業部(Danish Ministry of Industry)投資成立，其主要乃與哥本哈根管理理學院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產業經濟與策略研究所(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Strategy)、及阿伯格大學(Aalborg University)企業管理研究所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所共同組成的。DRUID起初只是一丹麥國內之一

研究社群智庫，但目前已逐漸演變成一在產業動態及創新、知識經濟及國家創新

系統等研究議題之一國際級研究網絡。 

DRUID 為一基礎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產業政策智庫，其研究的論點主要來

自於產業理論及資源基礎論，其焦點著重於企業內及企業與企業外之網絡間之學

習能耐與動能能耐的建立。主要的研究議題有三：1.公司理論(Theory of the 

firm)；2.廠商間之互動(Inter-firm interaction)；3.創新系統(Innovation System)。 

四、成立於 1988年 1月之MERIT( Maastrich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為一隸屬於荷蘭 Maastricht馬斯垂克大學經濟學院之

研究機構， MERIT主要之研究在技術變革及創新的經濟效應與行為之研究及教

學工作，從 1996年以來，MERIT的研究始終著重在六個主題：(1)經濟理論與科

技變革；(2)公司與地區性的變革管理；(3)科技與國際競爭力；(4)科學與技術的

微觀經濟理論；(5)總體經濟議題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6)科技政策。以上主題，

於 2000 年時為因應組織文化之改變，乃將以上六個主題重組、濃縮至三個，期

能與相關的理論、實務與政策研究產生更大的綜效。2004年MERIT三個研究主

題如下：1.技術、成長及發展之總體經濟議題(The Ma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2. 技 術 及 產 業 動 態 之 個 體 經 濟 議 題 (The 

Mi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ynamics)；3.策略、運疇及創新管理

議題(Strategy, Logistic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五、比利時的 VITO 這種半官方的研究機構也是比利時科技動能的來源。

VITO 建構起民間企業與研發單位的橋樑。在許多關於環境保護技術的議題方

面，VITO提供企業與政府單位相當多的決策及顧問建議和至技術資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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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VITO是以顧客導向的經營目標，但是這並不影響 VITO關心環境的立場。

像是 VITO 的七個研究範疇：能源技術 (Energy technology)、環境測量

(Environmental measurement)、環境和加工技術 (Environmental and Process 

Technology)、環境毒物學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整合環境研究 (Integral 

environmental study)、材料技術(Materials technology)、遙測與地球觀測程序

(Remote sensing and earth observation process)等。這些都是永續環境保護的概念所

衍生。 

六、VIVVONA身為政府機構的一份子，推動科技創新的工作上有著極大的

貢獻。從名稱上來看瑞典創新系統局就是為創新而生存。以瑞典的科技創新實

力，仍汲汲於提昇自身的創新能量，這是值得台灣這個以製造為發展中心的國家

深刻的省思：為何瑞典可以在欠缺生產電子產業的同時，仍可以發展科技？從

VIVVONA的主要活動項目中，我們可以看出部分端倪。VINNOVA主要的活動

共分為這六個部門、以及 18 個成長領域與四個知識平台和國家創新系統等四大

部分。成長領域(Growth Areas)的選定是 VIVONNA針對瑞典本身產業的特性，

加上對未來產業的規劃，選擇具有成長潛力的領域作為國家未來發展重點並加以

資金的援助。其特色是這些所選定的領域，不僅是跨學門，而且突破傳統產業的

界線，可以說是基於傳統產業的基礎而孕育出來的新產業。而知識平台則是提供

成長領域所需要的知識，其中包含一般知識和創新所需知識，相輔相成。在國家

創新系統方面，VIVONNA 積極致力於建立/整合國內的研究網路和參與國外的

研究網路，以提昇本身的研究實力。 

 這些機構在從事科技政策部分，都擁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和歷史背景。這對台

灣目前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像是環保、水土保持、毒物⋯等相關議題，都可藉由

相關研究單位得到相當好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