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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執行與方向 

壹、緣起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國際技術交流日益興盛，國與國間的技術交易也漸漸頻

繁。在進行研究成果的運用及技術交易時，無論是學術界或產業界，因國內技術移轉授

權機制尚未成熟、專業人才缺乏與缺乏健全的產學合作體系，以致於在技術交易時成效

不佳或處於不利的地位。在我國邁向知識經濟及科技全球化時刻，建立有效率的研發成

果技術移轉機制與技術商品化體系，刻不容緩。技術交易與技術商品化體系是我國建立

知識型產業的基礎產業，政府必須有一套整體有效之策略、具體的措施與實施辦法，使

學研機構中的創新技術能轉化為商品並協助產業提昇競爭力。 

 
貳、計畫目的： 

我國通過科技基本法及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將政府出資之科技研發成果

下放給學研機構，這些原本蓄積在學研機構中的科技能量，將因科技基本法而釋

放。政府極力促進創新技商品化，是促使產業轉型與經濟成長的重要政策，但是轉

化這些研發成果的所需的技術移轉機制與技術商品化體系卻仍不夠健全。 

本計畫擬藉由專家顧問群之參與，發現問題之癥結，擬定解決方案及相關策

略，並提供具體可行建議意見，規劃整理出大學校院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績效評估模

式，同時擬定各模式中必要之策略，接下來透過專家群協助達成大學間及政府相關

部會間之溝通協調，並提出產學界有效合作機制之策略與方法建議。以茲做為政府

加強對學術研究單位自行管理與推廣研發成果之能力提昇的參考與改進依據，希望

將學研界所完成之具體成果及創新技術作有效擴散。 

整體而言，此項計畫即是中、長程之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之整合策略規劃，如

同中樞神經般地結合逐年相關研究計畫之基礎資料，再加上實際已實施之運用經

驗，作一個全面性與延續性之前瞻策略規劃，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參、計畫工作內容 

一、協助國科會擬定相關策略（含相關辦法之增修訂） 

(一)協助大學校院技術移轉中心效率提昇 

1. 中心人員之選任與培訓機制 

2. 國內外相關產業資料庫 

3. 研發成果揭露及審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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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確有效之政策補助技轉中心計畫之調整 

5. 參考國內現行相關單位 (如工研院) 

(二)激勵教授及研究人員參與技術移轉 

1. 頒發「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2. 學術認證與獎勵金 

3. 其他方式 

(三) 研發成果推廣績效評估模式 

1. 運作方式及過程 

2. 對整體經濟面的影響程度 

3. 顧客滿意度 

4. 成功案例 

5. 提昇學術交流程度 

(四)產學界合理且有效之合作機制 

除將參考現行實施辦法中有關要項外，在民間企業部分將著重： 

1. 了解企業內研發單位之建置機制，除配置研究設備外，對於具相當研發能力
之技術及研究人員來源亦加以調查分析。  

2. 出資研究計畫經費比例與稅賦優惠。 

3. 合作研究之主題與目標未來發展性及對企業界參與之吸引與利潤程度。 

4. 技術移轉及產生專利之可行性。 

政府及學術研究機構部分 

1. 財團法人或政府相關研究機構定位，以能提供研究人力及設備以協助民間企
業縮短研發時間或提供研究經費。   

2. 相關法令及稅賦。   
3. 智慧財產權，其所有權歸屬比例分配。   
4. 大學育成中心角色的扮演。    
5. 國際產學合作可行性。  
6. 學術研究之平衡與衝擊。 

二、規劃及參與各項長期及前瞻策略擬定過程之討論及協商 

(一)我國學術研發成果推廣環境整體改善。 

(二)學術界與產業界研發人才交流及創業機制。 

(三)相關專業人員招募、保留及長期培訓工作機制。 

(四)科技研發學術理論與應用均衡架構之建立。 

(五)與國際技術交流與合作接軌平台機制。  

三、協助大學間及部會間之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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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學者及專家角度針對大學技術授權及移轉法令部分，向相關立法機構進

行符合現行國際發展趨勢之解說，期使法令更加健全與靈活，提昇移轉與

授權之效率。 

(二)加強政府部門如教育部、經濟部與國科會內相關單位之協調溝通，使資源

使用趨於一致性、完整性且不重覆。 

(三)協調大學間依研究成果特色產生互助及互補作用。 

四、持續擔任相關議題之顧問諮詢 

五、相關國、內外資料蒐集、彙整及相關文件撰寫(如會議資料，說帖等) 

六、針對相關議題進行問卷調查 

七、舉辦或規劃座談、訪談或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大學院校研發主管、業界代表

及技轉相關人員參與。 

八、訪談：專家學者就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之相關問題至大學院校進行座談與溝通。 

九、未來相關策略性計畫、後續研究及白皮書之前期規劃工作。 

 

肆、本計畫內容編排方式 

本計畫係由政大智慧財產研究所劉江彬所長負責主持規劃，由清大馬振基教授及榮

總林山陽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並協調國內相關學者專家共同執行。 

工作項目分為急迫性需解決議題(任務性項目)與中長期策略規劃(持續性項目)

兩大部分，任務性項目共計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份：大學校院技術移轉中心補助方式

之調整及績效評估模，其主要負責人為工研院王本耀副主任、中原大學耿筠教授；第二

部分：擬定「傑出技轉貢獻獎」頒發基準與辦法，其主要負責人為清華大學馬振基教授；

第三部分：產學合作機制建立之規劃，其主要負責人為政治大學吳豐祥教授，上述三大

部分已分別於本年度內先後完成。 

 

伍、預期成果與效益 

(一)檢視智慧財產權運用效益及研發成果推廣評估之基準 

(二)健全學術及研究機構技術移轉機制，提升學術研發成果運用績效 

(三)健全產學合作模式及有效機制，提升產學合作意願及效益 

(四)提供技術授權、移轉及交易願景規劃與發展策略，以作為國內相關發展政策的

重要參考 

(五)提供未來技術移轉成效與考核之量化指標，及相關政策白皮書所需之數據和資

料 

陸、工作進度與執行期間如下表所示： 

            91                   92   年度月份 

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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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提出產學合作與技

術移轉議題之報告

與建議 

提出傑出技術移轉

貢獻評定基準報告

大學校院研發成果

推廣績效評估模式

建議 

大學校院技轉中心

補助模式改進建議

報告 

協助大學間及部會

間之溝通協調 

相關議題之顧問諮

詢 

規劃及參與各項技

術移轉及產學合作

策略擬定過程之討

論及協商 

研討會/座談 

實地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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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大學技術移轉的現況與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劉江彬教授 吳豐祥教授1 

1980 年代美國推動一系列研發成果下放的法案，因此加速了其知識型產業的發展，也

使美國在 1990 年代期間不可思議地展現了高度且持續的經濟成長。我國已通過科技基

本法與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將政府出資之科技研發成果的智慧財產權下放給學研

機構，使得原本蓄積在這些機構中的科技能量，得以釋放出來。 

為了加速我國大學的技術商品化速度，國科會也通過了「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計

畫」，並陸續補助十所大學院校成立技術移轉中心。但是由於我國的大學院校對於從事

技術移轉仍在摸索階段，所以目前成效相較於美國仍相距甚遠。 

本文整理了美國東西岸在技術移轉上成果斐然的三所學校2：史丹佛大學技術移轉中

心、華盛頓大學技術移轉中心、麻省理工學院的技術移轉中心，希望能夠提供國內技轉

中心經營管理上的參考。同時，本文也回顧了國內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的現況以及提出未

來發展的建議。 

壹、技術移轉的基本理念 

一、技術移轉是大學的任務 

一般認為大學的設立角色有三個，第一個是教育知識份子，其次是學術研究，最後

還要擔負所謂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的角色。以往大學主要肩負前面兩個角
色，但是慢慢地社會對於大學在社會服務上的份量要求逐漸增加。 

由於大學內涵相當的知識含量，所以最佳的社區服務方式之一就是以產學合作的方

式將知識貢獻於社會。透過良好的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大學除了可以完成社會的期

待，同時也對於其經費與名聲有相當的幫助。這一點在國外的著名大學已經獲得驗

證，世界級的名校在美國技術經理人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AUTM）的授權排行榜上也名列前茅。 

雖然說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是大學的重要任務，但是大學仍肩負教學與研究的任

務，其中的輕重緩急必須加以釐清。故劉江彬、黃俊英
3
（1996）指出：「國家研究單

                                                 
1 筆者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智慧財產所專任教授兼所長，著有「資訊法論」、「智慧財產的法律與管

理」、「計算機法律概論」、「電子商務概論」（合著）等書。吳豐祥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專

任副教授，專長為研發管理。 
2 這些個案研究引自 2000 年與 2001 年，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前往美東與美西進行參訪的成果報

告。個案撰寫者為研究生曾瑜玉、鄭立中、馬銘倫，由劉江彬教授與吳豐祥教授審定。 
3 參見：黃俊英、劉江彬（1996），智慧財產的法律與管理，台北：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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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取得智慧財產權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故需要按以下原則進行

管理： 

1.研究成果具體化； 

2.財產制度化； 

3.成果普及化：將研究成果資訊化，努力推廣新技術； 

4.有功必賞：針對發明者設立表揚制度，並給予補助金； 

5.防止專利權獨佔化； 

6.公平及合理徵收使用費用：確立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觀念和制度。 

二、技轉機構與制度的重要性 

就4科技專案而言，係以提升產業競爭力為目標，研究機構經費雖主要來自政府預

算，但在性質上則類似產業整體的後勤實驗室。因此研發成果的技術移轉在地域上屬

國內的技術交易，在性質上為垂直移轉，在分工上屬於互相依賴的互動關係--研究機

構需要承接廠商對技術的後續發展，來落實科技專案的政策目標；廠商需要研究機構

提供符合需要的技術和諮詢，來節省後續商品化的努力。     

但是過去研究機構與廠商忽視技術資訊不可言喻的特性，習慣以技術授權進行技術

移轉，廠商與研究單位間有清楚的分工關係：研究單位負責技術評選與技術研發，廠

商則負責技術商品化與上市銷售；廠商不需要介入技術開發，研究機構也不過問技術

商品化，然後只在研發完成時，以短期的訓練過程、技術文件和技術諮詢來傳遞技術

資訊。 

研究機構比較沒有面對接收者以傳遞資訊的困擾，但通常也無法知道移轉的技術是

否被承接廠商所使用、或是如何被使用，同時也不知道技術被廠商應用結果的好壞，

結果往往因為沒有足夠的資訊交換，使商品化技術的目標難以實現。因此技術授權作

用的發揮，主要決定於研究機構是否在承接廠商需要的時間內，傳送必要且需要的資

訊予承接廠商，以發揮刺激廠商配置更多資源並積極從事研發活動的作用。也就是

說，研究機構與廠商之間是否有著適當的移轉制度，便利技術資訊的充分交換，對技

術移轉成功與否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三、技術移轉的績效 

廠商從事技術移轉的績效，常會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已有相當多的

                                                 
4 參見：劉江彬、吳思華、耿筠（2001），智慧財產管理制度評鑑制度，管科會委託政大科管所之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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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中以 Samli5（1985）的技術移轉模式最具代表性，其文中提出了五個關鍵因
素：技術提供者、技術、技術接受者、移轉結果、與技術移轉評估及其關係。 

除了環境因素不是廠商所能掌控之外，技術提供者與技術特性決定之後，也不在廠

商的控制範圍之內，唯有在技術移轉的過程中，透過廠商不同的管理機制，如組織方

式、技術能力、組織互動等，使得技術移轉的績效得以提高。 

 

 

 

                                                 
5 Samli (1985)，Technology Transfer：Geographic，Economic，Cultural，and Technical Dimension，Westport，
Connecticut：Quorum Books，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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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個案：史丹佛大學技術移轉中心 

一、前言 

本篇報告為參訪史丹佛大學技術移轉中心後之心得報告，內容除了機構之組織架構

及組織人事簡介之外，另外會對於管理架構及機構特點加以介紹，瞭解其中精妙之

處，並希望能從中獲取一些經驗以供台灣學習。 

二、組織簡介 

史丹佛大學的技術授權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設立於 1970 年，
以促進大學技術應用於社會之發展、獲取收入及進一步支持大學教育與研究為主要目

的。技術授權室內分設置計畫開發、管理服務、授權經營、商標標誌等單位，分別管

理專利申請、商標及著作權登記、技術移轉、契約擬定等等業務。 

OTL 的設立在美國各大學中算是比較早的，屬於校內辦公室，業務獨立而完整，也

可以說是美國將大學技術移轉到工業應用最活躍的辦公室之一，許多改革方案至今仍

被其他大學所廣泛採用。 

三、OTL 組織人事 

在管理及申請智慧財產（IP）的過程中，除了具市場遠見為必備條件之外，由於專

利的評估以及評價是其中兩個相當重要的步驟（因為每年收到的專利申請數以百

計），所以也要能夠在有限的經費及人力之下，從中挑選重要或是有價值的技術來進

行申請。而且因為鑑價及評估 IP 相當困難，因此整個過程可說是一項『經驗密集』

的工作。另外一方面，〝there is no set formula〞，專利的評估及鑑價並非像讀完教科書
之後即可學到那樣，因此在技術移轉組織工作的管理人員大多具有技術的背景，並且

多數曾在業界工作多年。 

就以 OTL 的主任 Katharine Ku 女士為例，她擁有化學工程方面的學士及碩博士學
位，在這之前她曾在史丹佛大學當過六年的副教授，也曾經分別在四所不同的名校從

事過研究工作以及在三家不同的科技公司進行研發工作，因此不論是對於理論或是實

務皆十分瞭解，也因此足以領導這樣一個年收入接近四千萬美金的技術移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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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OTL 組織層級圖 

 

資料來源：史丹佛 OTL 

OTL 員工總人數約有 25 人，除了主任一人外，其他為協助授權的專業授權人員

（Licensing Associates）以及授權助理（licensing assistants），如圖 2-1 所示。茲將其
職務需求與職掌扼要說明如下： 

（一）專業授權人員（licensing associates） 

專業授權人員通常具有生物、化學電子工程、化學工程、或機械工程等學位，有幾

位授權人員還兼有企業管理碩士學位，他們通常在特殊領域的科學或技術方面具有專

長，又同時具有廣泛的商業與授權經驗。專業授權人員主要分成以下三個層級: 

1.第一層專業授權人員: 

處理一般行政事務，並負責整理複雜案例的資料，此級人員並不要求具備授權經驗。 

2.第二層專業授權人員: 

此級人員處理較複雜的授權案例，必須兼具技術與管理方面的專長，並對法律相關

問題相當熟稔，通常要求人員具備四年以上的經驗。 

3.第三層專業授權人員: 

此級人員處理授權金額達數百萬美金的授權案例，由於此類的工作牽涉許多複雜的

專業決策，因此通’常要求必須具備十一年以上的工作經驗或者在技術移轉相關工作

兩年以上者才可擔任。當專業人員服務任滿五年時，便給予「資深授權人員（Senior 
Associate）」的稱號。 

（二）授權助理（licensing assistants） 

技術移轉室中的授權助理亦分成兩級，他們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協助專業授權人員

進行授權的工作，技術移轉室要求第二期的授權助理必須具備科學或技術方面的碩士

學歷，並在相關領域擁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在技術移轉案件進行的過程中，主要

是由這些工作人員負責與技術的研發者、移轉對象以及其他所有相關的人員進行協調

Director 

Assistant 

Associates 

主任 
 
專業授權人員 

 
授權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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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溝通，以便讓移轉案件能夠順利的進行，因此『溝通協調』對技術移轉機構人員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 

四、OTL 運作方式：智慧財產權的歸屬與管理 

（一）歸屬 

1.專利或發明的所有權 

 專利由發明人持有 

 外界贊助者的發明權：根據贊助者與學校之間的契約而定，一般而言有兩種情
況：發明權屬於大學；或是由發明人持有專利。 

2.著作權所有權：著作權的所有權屬於著者，但下列例外： 

 受雇著作依照著作權法，將著作權授與大學。 

 由大學直接分配資金所從事的特殊計畫。 

 大學委任著作。 

 受契約約束的有關著作。 

 商學籍、文章及類似著作，其著作權歸著者所有所有。 

 機構創作之作品，其著作權歸大學所有。 

 由贊助契約或其他大學基金贊助的學術計畫，其著作權歸大學所有。 

 非受雇人之委任著作均屬於作者本人 

 史丹佛擁有的可獲著作權的作品，均由技術授權室進行授權。 

3.商標及服務標章 

 商標權屬於大學 

 商標管理的目的有二：一為保護消費者權益；另一為替學生的經濟援助提供費
用來源。 

4.資訊資產 

 由大學所產出的資訊資產（Proprietary information），由大學持有所有權。 

5.有體研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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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開發出來的有體資產，可以屬於大學，也受合同或授權契約內容的的限制，

視情況而定。 

6.權利金的收入與分配 

 技術授權室費用分配：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權利金的分配 

資料來源：史丹佛 OTL 

 

 權利金分配 

經扣除後的權利金分成三份，三分之一歸發明人，三分之一歸發明人的學系，三分

之一歸發明人的學院，若是由副教務長或研究院院長（Dean of Resarch）所管理的獨
立實驗室、中心或研究所，在此種情形下則學院的三分之一歸研究院長。 

 新創科技公司股權 

進該校制訂了一套明確的規定，規範技術移轉給新創及衍生公司（Startup & Spin 
off）的程序。假如教授有研究成果要進行技術移轉，他必須明白的告訴技術授權室，
他與該公司以及史丹佛之間的關係，一旦授權室通過申請，也會公告出草擬的內容給

教授、系主任等等相關人員知道。 

史丹佛大學有時會以承受公司股票來作為授權費收入的一種方式。公司股票由『史

權利金收入 

研究鼓勵基金 
授權室行政費用 

（權利金收入＊15％） 

直接費用 

（專利申請費用） 

發明人學院 

（1 – 2– 3）＊1/3 

發明人學系 

（1 – 2– 3）＊1/3 

發明人 

（1 – 2– 3）＊1/3 

Step1 

Step 2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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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管理公司』（Stanford Management Company）管理，股權由大學擁有，專門指定
給『研究生獎學金基金』，並受副教務長、研究院長和研究生政策的行政管轄。在所

有收到的公司股票之中，15％給 OTL，剩下的 1/3 給發明人，2/3 交給 Research and 
Fellowship Fund。 

（二）管理 

1.經營哲學 

OTL 的主要任務是將大學研發出來的技術能夠順利的移轉到業界或是其他研究機

構，所以並非以賺取權利金為主要目的，因此，在權利金的設定方面，是以公平合理

為原則，而非貪心（Greedy）。雖然賺取權利金很重要，但並非是第一順位，而且也

因為是學校的技轉機構，因此也必須在技術移轉的社會責任以及轉取權利金的商業行

為這樣的兩個極端目的之下取得一個平衡點。 

除了目前專長的領域之外，史丹佛大學技術移轉中心希望能積極的將專利領域擴展

到其他的領域，因此，在決定專利是否進行申請時，會以突破性的科技或是極具有市

場潛力的技術作為考量的方向。對於技術的投資，通常是在技術的研究初期即介入，

這表示 OTL 對新技術的前瞻性必須具備獨到的眼光，此外，在技術早期即投資，也可

以早期回收，等到技術成熟時才介入，便已失去了契機，所以在做選擇的決定時，必

須越快越好。 

2.管理花費 

每年OTL在營運方面的預算約為230萬美金，另外花在專利維護的費用方面約為200

萬美元。 

五、特殊之處 

1.專長領域 

專利散佈的範圍：包括發明、專利、生物材料、計算機軟體、可獲著作權之著作、

半導體光罩以及史丹佛大學的商標使用。 

2.產出數字統計數字請見表 2-1 及圖 2-3、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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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997 至 1998 年間的統計數字 

項目 數目與金額 

Disclosures received (calendar year) 247 

Cases generating income 299 

Licenses concluded 118 

Total royalties generated $61.2M 

Net royalty income to Stanford $43.25M 

Royalties from rDNA licenses $37.3M 

Technologies that generated over 100K 28 

Income generated from liquidated equity $7,968,877 

資料來源：史丹佛 OTL 

 
圖 2-3 OTL 歷年收入 

資料來源：史丹佛 OTL 

 

圖 2-4 可收取權利金之專利數目 

資料來源：史丹佛 O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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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8 至 1999 年間： 

 只有 32 項技術每項帶來 10 萬美金或以上的權利金。有 141 項技術每項帶來
1萬美金與 10 萬美金之間的權利金。 

 根據 OTL的統計，從 1969 到 1998-1999 年間，共有 28 項發明每項帶來帶來
了 1百萬美金左右的權利金收入。其他數字 

 每個禮拜約有 5、6件申請案 

 約有 25-40％的案件會提出專利申請 

 約有 15-20％的專利會進行技術移轉 

 每年約有 100-150 件的新的技術案件在進行 

六、心得與結論 

 組織人事方面：技術移轉組織的管理人員大多必須具技術背景，此外，具有市
場遠見亦為很重要的條件，因此，多數也具有業界工作的經驗。 

 組織人事方面：在管理及申請 IP 的過程中，評估以及評價是其中兩個相當重要
的步驟，每年收到數以百計的申請案件中，技轉辦公室需要在有限的經費及人

力之下，快速地從中挑選有價的技術，來進行申請。 

 專利管理：除了『管理』IP 之外，如何誘使教授們願意拿出研究成果來申請專
利亦為技術移轉辦公室的重要任務。 

七、參考資料 

 史丹佛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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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外個案：華盛頓大學技術移轉中心 

一、前言 

在參訪華盛頓大學技術移轉中心後，在本篇心得報告中除了對機構之組織架構及組

織人事簡介之外，另外也對管理架構及機構特點有所著墨，以瞭解技轉中心精妙之

處，並希望能從中學習一些經驗以做參考。 

二、組織簡介 

華大與技轉有關的組織有三個--  

1.華大技轉室（OTT） 

技術移轉室(OTT)是華盛頓大學研究室（Office of Research）底下的一個單位，專責
管理華盛頓大學的智慧財產。OTT內的技術管理者對於技術評估、市場分析、專利的
運用、著作權的保護以及授權皆具備專家級的資格。他們與教授以及研究人員共同合

作，找尋具有市場淺力的技術及發明，並藉由專利保護或是其他的方式為這些發明尋

求合法的保護措施。除此之外，並藉由與那些有興趣發展華盛頓大學的技術的公司協

商契約，在大學與產業界之間促成伙伴的合作關係。 

2.校外的華盛頓研究基金會（WRF） 

華盛頓研究基金會（WRF）是一個非營利基金會，在授權專利給華盛頓州的大學方
面擁有很好的名聲以及強大的財務基礎。因為它在投資發展中的新科技以及創立新公

司方面的功能，WRF現在處於一個相當有價值的位置。 

OTT與WRF緊密的合作，為的是確保那些從華盛頓大學衍生出來的新公司能夠擁
有最好的市場機會。以便能夠讓州政府以及華大能夠從這些新公司的商業行為中獲

利。 

有關華盛頓大學的技轉事務，在 1989 年之前是由基金會主導，而技術移轉室則是
站在行政監督的立場，但 1989年之後，則由技術移轉室主導。 

3.華盛頓技術中心（WTC） 

華盛頓技術中心（WTC）位於華大校園中的 Fluke Hall，它是一個州立的辦公室，
由公共貿易經濟部門所贊助。WTC 的主要任務是建立起產學合作的關係，這除了對
州立公司（Washington-based companies）非常有利之外並且能夠提供大學生以及研究
生實習的機會。為了達成這個任務，WTC 徵求以產學合作為內容的計畫並提供獎金
及其他的任何支持，只要這項活動對促進產學之間的合作有利。WTC 目前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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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為利用華大所擁有的智慧財產來發展新公司。它在這個領域擁有許多資產，例如

對於產學合作具有多年經驗的經理人才、熟悉計畫式專案的管理團隊、在華盛頓州內

的產業界擁有堅強的人脈、產業界對於 WTC的活動的積極參與、贊助智慧財產的發
展、對於中小企業及新創公司給予優先支持的良好傳統等等。有關三個組織合作的方

式如圖 3-1 所示： 

 

 

 

 

 

 

 

 

 

 

 

 

 

 

 

 

 

 

 

圖 3-1 華盛頓大學智慧財產權管理組織圖 

資料來源：華盛頓大學技轉中心 

 

三、OTL 組織人事 

因為每年收到的專利申請案件數以計算，因此，在有限的資源及人力之下，專利的

評估以及評價就成為相當重要的步驟了，而且因為鑑價及評估 IP 相當困難，因此要

從中挑選重要或是有價值的技術來進行申請並不容易，於是，『經驗』便成為從事協

助技轉工作人員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 

專利的評估及鑑價並沒有固定的模式或規則可尋，因此在技術移轉組織工作的管理

人員大多必須具技術背景，並曾在業界工作多年。 

整個 OTT 包括行政人員、助理以及技術經理人大約共 27 人，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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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公司發展自己技術 

評估衍生公司的機會及利用

華大的技術成立衍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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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經理人（Technology Manager）約佔 13 人，幾乎皆由教授或是擁有豐富業界經驗
之人擔任，其組織圖如圖 3-2 所示。 

 

 

 

 

 

 

 

 

圖 3-2 華大 OTT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華盛頓大學技轉中心 

 

如 OTT的前主任（Director） Robert C. Miller先生，他大學所學是物理，而碩士
學位拿的生物，博士學位拿的是分子生物學，因此對於生物科技方面的技術發展可說

是瞭如指掌，同時也曾在著名大學擔任過教職以及從事研究工作，對技術的掌握度不

容質疑，目前除了是 OTT的領導人之外也是微生物學系的教授。 

而在 OTT的各部門方面，以軟體（Software）移轉部門為例，此部門共有五位經理
人及一位助理（見表 2-1），其主要負責的範圍為： 

Software、Digital Media 、Web sites、Databases 、On-line course六個項目，其中領
導人 Gerald Barnett（為數學博士），他在軟體技術移轉方面可說是一位相當知名的人
物，並且對於此一領域之中的議題均是瞭若指掌，也因此擔任部門主任的職位，並且

負責所有的領域。而在其他經理人的部分，每一位也幾乎都是曾經在業界待過很長一

段時間，對此領域的技術發展以及市場動態都有相當的瞭解之後，才被延攬到 OTT
工作。 

 

 

Director（1人) 

Administrati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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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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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OTT軟體部門管理人原則稱及負責領域 
姓名 職稱 負責領域 

Gerald Barnett Software Licensing and Copyright 
Venture Officer & Associate Director 

All Areas 

Dana Bostrom Software Technology Manager Digital Media 
Hope Friedlander Program Assistant Direct Licensing 
Catherine Innes Copyright Information Officer & Acting 

Associate Director 
Copyright 
Management, 
Digital Press 

Charles Williams Software Technology Manager Direct Licensing 
Biotechnology 

資料來源：華盛頓大學技轉中心 

 

四、OTT 運作方式：智權財產權的歸屬與管理 

（一）歸屬 

1.職務與非職務發明  

華大在有關智財權的歸屬，係依學校與雇員之間所簽定雇員發明契約而定，只要是

職務內的發明，歸華大所有;若為非職務發明，雖然雇員完全利用自己的時間，但為

了確認發明權的歸屬及符合對贊助單位的要求，仍需向 OTT 報告。一般而言，華大希

望那些屬於非職務發明的部分，儘量不要利用學校的設備從事研發，但若有利於學

校，且符合下列要件，學校可例外地同意來共同合作： 

 發明人需證明該發明為職務外發明，且經系主任或單位主管認可； 

 主管及院長說明該項研究，何以需要學校的設備與資源的理由，以及大學可得之
利益； 

 建議核准後 OTT 需在合作合約中明訂，學校的設備不能用來支持製造及販賣該發
明； 

 若將來產品市埸化，學校所做的產品購買，需符合華盛頓州利益衝突法的規定。 

2.產學合作科技研究成果  

產業界和學術界兩者合作的研究計畫完全依照雙方契約為主，只要雙方同意不違

法，契約都可成立;華大原則上希望能取得智慧財產權的所有權，而企業則可視情形

而獲得專利實施的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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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聯邦資助研究計畫  

依美國聯邦法律之規定，華大在以下的情況可以取得聯邦資助研究計畫的發明所有

權: 

 

 發明公開後兩個月內向聯邦資助單位告知發明; 

 公開發明兩年內對華大是否選擇取得所有權做出最後決定; 

 在選擇所有權一年內或專利申請截止前，提出專利申請; 

 申請專利後六個月內給予政府無償授權; 

 每年向政府提出有關發明使用情形的報告; 

 與參與聯邦研究計畫的工件人員簽訂發明契約。  

4.權利金的收入與分配  

 優先權費(Option Fees)：公司支付費用取得評估技術以便授權的機會； 

 授權費：智慧財產權商業權的費用， 

 權利金：利用智慧財產權製造的產品的銷售收入的百分比。 

由研究基金會及其他管理機構交來之權利金先扣除百分之十五的行政費用，若華大

直接授權的發明，則需再扣除獲取專利的直接費用。 

5.創新技術公司  

1983 至 1995 年起因華大技術而成立的公司有三十多家，其中在 1995 年度甚至有兩

家公司能成功的上市股票分別為 OSTEX 和 NEOPATH 公司。 

6.教授技術顧問契約  

在智慧財產權的法律關係中，因為大學教授都會在雇用契約中或聯邦法律規定下把

發明權移轉給學校，且在技術授權時都需要發明人的專門技術予以協助，所以顧問契

約有實質上的需要。華大顧問契約最重要的原則如下: 

 符合大學政策; 
 符合大學授權合約的規定; 
 界定顧問事項及範圍，不與大學擁有的智財權相衝突; 
 釐清顧問契約產生的智財權歸屬; 
 在合理情況下，提供企業股權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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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授權室磋商大學智財權政策問題; 
 合理支付顧問費。 

（二）管理 

1.OTT 的設立目的： 

 尊重大學的教育任務及研究； 

 為公眾對大學的投入取得回收； 

 創造大學與產業的互利關係； 

 提供有關智慧財產事宜的專業服務。 

2.經營哲學 

一般技術移轉機構的設立都是為了管理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而華大的 OTT 也不例

外；OTT經營的哲學除了管理以及保護華大的智慧財產之外，更必須保護學生、教職
員、華大以及大眾的利益，因為華盛頓大學是一所公立學校，其經費來源是華盛頓州

的人民繳納的稅，因此，其產出的智慧財產除了會給華大帶來益處之外，也應該為華

盛頓州的人民帶來福祉。觀察其歷年來的成果，可發現由華大移轉技術而設立的公司

有 90%都留在華盛頓州，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是非常正面的，此外也由於華大的專長在

於生物科技以及醫療儀器方面，因此在華盛頓州也出現了這兩項相關的新興產業。 

五、特殊之處 

（一）合約管理 

華盛頓大學的研究贊助經費有各種來源，從學校研究經費補助、權利金收入或是產

業界都有，因此，在 OTT 之中就有各式各樣的授權合約（Agreement）以及研究贊助
合約，而這些合約之間為了確保贊助者的智慧財產權不會被同業侵犯或是不小心洩

漏，因此這些在同一個學校之中進行的實驗是必須被小心隔離的，每個研究團隊的研

究人員（people）、研究結果（result）都必須是分開的，而在研究進行的同時，每個
研究團隊也必須撰寫實驗記錄本（notebook），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原創性。 

（二）產出數字 

由於華盛頓大學為一公立大學，因此其技術移轉機構所負責的業務，有一些部分是

屬於服務性質，並無收入 

華盛頓大學從技術移轉所得到的收入除了由OTT以及WRF所經手之專利授權等相關

業務之外，有絕大部分是來自 Hall 教授所發明的胰島素相關科技，這也印證了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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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並非所有申請的專利技術都是有價值的，申請的專利之中只有少部分會授權出

去，而能夠帶來大筆的權利金收入者最多也只有一、兩種而已。 

六、心得與結論 

 專利管理：專利數目越多，管理風險也就越大，以前總認為專利數量越多越好，
孰不知一旦經年累月累積了相當數目的專利，不論是在專利年費的繳納、授權

事務以及其他管理事務方面都會越趨複雜，管理風險也越大。 

 權責劃分清楚：華大由 WRF 與 OTT 共同管理，兩者管理事務及職責都不同，而
且 WRF 得到的利潤（30％）是 OTT（70％的 15％）的好幾倍，這是因為兩者負

責的案件類型以及牽涉到的金額數目不同。 

 專利收入：對技轉中心而言，申請專利像是賭博，利潤大部份來自幾個重要專
利，例如華大的收入來源主要為三個，WRF、OTT 的管理收入，以及 Hall technology 
(教授的胰島素技術專利授權)（比例 1:4:5）。 

 專利管理：由於學校內通常都會有數個贊助計畫同實在進行，因此對於如何管
理學生以及教授，以防止技術洩漏或在將來發生專利糾紛，讓研究區分得相當

清楚也是 OTT 重要的任務之一。 

 技轉中心除了負有散佈以及管理科技的任務之外對於鄰近地區的經濟也通常都
會帶來重大影響，90％的州立公司（Wasington-realted companies ）都留在華盛
頓州。 

 組織人事：技轉中心管理人員如何看出哪些是具有市場潛力的專利，以及如何
如何利用專利去賺到那些預期的利潤，對管理人員來說是一大挑戰。 

七、參考資料 

 華盛頓大學 OTT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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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外個案：麻省理工學院技術移轉中心 

而今天的第一站，就是技術移轉辦公室。主任倪爾森女士親切的招呼著我們，在一

個多小時的簡報之下，大家反映出呼意外的激烈，問題四起，而主任也都不厭其煩的

回答著所有的問題。技術移轉辦公室這個領域，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管道，接通研究機

構與市場這兩塊的橋樑。接下來就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MIT的技術移轉辦公室。 

一、前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建構技術移轉環境與機制，以促進大學、研發機構之技

術移轉給產業界，已成為現今重要課題。美國自 1980 年以來陸續通過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史帝文生—懷德法案(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聯邦技術移轉法案(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等，以法令來規範政府出資研發計
畫之技術移轉活動後，各種技術移轉組織、技術仲介公司、創投公司、專利律師等亦

趁勢崛起，使得大學、聯邦實驗室之技術移轉愈趨熱絡，業務蒸蒸日上，對美國生化、

資訊工業之發展助益甚大。日本亦於 1998 年通過「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案」，期使

日本大學的技術移轉能像美國般的活絡，同時特許廳採取一序列的促進專利流通措

施，以提昇國內專利的運用率。我國已於 88 年初通過實施「科技基本法」，使研發單

位之技術移轉活動能更有彈性的運用。 

二、簡介 

1.Mission Statement： 

 MIT 技術移轉辦公室的任務為，將 MIT 的學術研究透過授權的方式讓社會使用。在
與學校原則一致下，達成學生福利最大與社會福利最大。  

 技術移轉的過程將有利於發明新產品與促進整體經濟發展。 

 技術移轉將幫助 MIT  

 為納稅的支持顯示有形的利益 
 吸引機構與學生：產生產業對研究的支持  
 產生無條件的收入  
 為畢業生開創新的就業機會 

2.授權 

MIT 技術移轉辦公室是美國最積極的專利與授權辦公室之一。MIT 擁有超過一千個

美國的專利。在過去五年之中，美國核發了超過 100 項專利，而技轉辦公室便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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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0 個選擇權與授權合約。大多數得這些授權都是專屬性的。而被授權的公司均同

意將這將專利發明繼續投資研發成產品。  

將專利權與複製權授權給公司將鼓勵他們承擔研發的風險。權利金將和發明者分

享，激勵他們做更多的創新。  

每年，超過七億五千萬的贊助金為MIT的研究經費由Lincoln Laboratory與Whitehead 
Institute執行。這些研究計畫造成每年超過 400 件的發明。這些發明與軟體將交由MIT
技術移轉辦公室市場化。技術移轉辦公室的核心是由一個技術訓練的團隊和商業導向

的人員所構成。他們透過產業、創投、創業家來找出最好將技術商業化的方法。 

專利授權的類型大多屬於草創期，需要持續不斷的投資與研發。所以，授權出去的

專利大多是早期且基本的。而取得授權的公司必須要被認定是有潛力的，有長期策略

的，最重要的是具有發展這項專利的能力的公司。 

MIT最基本的目的是將技術移轉出去，達到真正的商業化，而並不是獲得最多的金
錢。另外，MIT強調專屬性授權，原因是尚未研發完成的技術具有高度的風險，而在
這種情形下，要求公司花錢將這項技術成功的發展出來，勢必要給予一定的激勵效

果，所以，專屬性的授權較能夠吸引投資者的興趣。 

MIT技術移轉辦公室認為授權就像是結婚一般，關係是需要長久經營的，如果一開
始被貪婪的財務方面給影響了授權,那關係變不容易維持,最好的授權方式會達到一種
雙贏的局面,之後要繼續談合作也比較容易。 

關於授權金方面：目前大多數學校所收取的權利金大多在 0.5 到 2%的研究預算左

右，而就長期來看，權利金大多要佔研究預算的 5%。 

MIT 授權對象廣泛，有大型多國籍企業，也有小型的車庫企業。有些 MIT 的發明需

要許多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培育出產品，而大多數的被授權公司是年營收額在一千

萬到一億元之間，而也有些是相當小的公司。  

3.新創公司 

有一小部分的發明較適合新成立公司，是因為他們的發明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M.I.T.長久以來就以他的新創公司出名。American Superconductor, ImmuLogic 
Pharmaceuticals, Thinking Machines, and Micracor Inc. ，上述這些公司都是由MIT的
技術所新成立的公司。 

而選擇是否成立新創企業之準則有以下幾點： 

 技術應用範圍可形成產業線，非只是單一產品 

 技術無強競競爭對手或和競爭對手比較具有顯著成本優勢 

 市場夠大，報酬率大，可支持高風險新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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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財權包含的範圍廣，或可和其他智財權組合 

 至少有一個發明者願意投入新創企業，有時候可能是教授或是碩士學生、博士
後學生，願意任職於新創企業。 

4.MIT技轉中心在 2000 年的收益： 

Gross Revenue        $34.5Million 

Royalties:            $16.8Million 

Patent Reimbursement   $3.2Million 

Equity cash in         $14.5Million 

Overhead             $2.2Million 

而 2000 年在專利方面的花費為 620 萬美元。 

發明人在權利金扣除百分之十五的行政管理費及其他的一些專利費用之外，可以拿

到三分之一的權利金。 

三、技轉辦公室的組織與特性 

1.組織 

MIT技術移轉辦公室是大學的一個部門，直接對教務長負責。MIT 技術移轉辦公室
的員工組成： 

 共有 27 名員工 

 8 名資深技術移轉人員 

 1 名行銷人員 

 5 名技術移轉聯絡者 

 1 名全職律師 

 1 名財務經理 

 1 名員工事物處理者 

 1 名辦公室經理 

 1 名專利管理人員 

 8 名協助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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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技術移轉中心在為發明人申請專利時，考慮到的兩點就是可否申請專利與可否
商業化。可見得 MIT 是相當商業取向的，純粹的科學研究，或是一些或是一些市場
上較無價值的研究，MIT較不傾向採取專利保護，反而會採取開放（open）的方式。 

2.特性 

 採低頭期款之權利金給付方式，以降低廠商進入障礙，吸引廠商接收技術授權
之策略。 

 以推動授權給既存公司為主，新創企業約佔授權收入之 10%~15% 

 以採取鎖定目標客戶之策略，而不大量公開可移轉之技術。 

 充分利用 Boston 地區之 VC、創業家俱樂部、投資天使、導師，形成虛擬之
Incubator。 

 不允許廠商使用MIT實驗室，不寫營運計畫書，不組經營團隊。 

 進用具工程背景（兼具企業、法務專業者更加）且具產業界工作經驗 10 年以上
有產品開發、行銷規劃、熟悉從技術到市場過程之專業人員。 

四、關鍵成功因素 

 MIT提供充足且優良的技術為後盾，並且者個機構存在著創業精神。 

 清楚的政策與一致的執行 

 上層管理者熱情的支持 

 簡化的申請與作業流程，讓發明者不必費心去操心一些流程 

 技術移轉辦公室的員工的都專精於學術及產業兩方面，他們在移轉技術的時候
便可以得到滿足感。大部分的員工都有數十次的技術移轉成功經驗。 

 大部分的同意書與合約書都可以在技轉辦公室內簽妥，而且授權的程序很簡單。 

五、結論與建議 

技術移轉環境對於技術移轉績效相當重要。MIT技術移轉的成功，主要原因在於其
有健全的技術移轉環境包括法令、資料庫、資金、專業人才、創業氣氛以及技術移轉

服務機構之有效配合。我國大學院校已超過 130 所，高等教育人口佔全國人數為

2.7%，研發能力愈來愈強，政府出資的研發經費佔全國研發經費的比例達 40%，未來

產業競爭力的提昇仍需大量依賴大學、研發機構之研發，我國的技術移轉環境目前已

有基礎，為加速技術移轉績效，必需進一步積極強化，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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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經濟持續不景氣之下，唯有整合國內研發資源，加強學術研究轉化商業化的

管道，才是加強國家競爭力的根本之道。而技術移轉辦公室的成立就是其中的方法之

一。而技術移轉服務機構產業的成功需要多項因素的配合，尤其是法規的制訂、技術

的提供、與相關技術人員的配合等等，台灣在目前技術以漸趨成熟的情況下，應參考

美國大學技術移轉的成功經驗，才是加強國家競爭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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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的現況 

由於我國通過科技基本法的時間不長，所以大學的技術移轉中心運作為時甚短。許多

學校直到 2000 年國科會補助技轉中心成立才建立其技轉中心。直到目前為止，我國技

轉中心因經驗尚淺，故執行成效仍無法與國外相比。 

一、國科會補助技轉中心的現況 

國科會於 2000 年 8 月公布施行「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補助學

校建立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機制（如技術移轉中心）所需之營運費用，希望自然形成

區域性中心。在 2000 年度首批的補助單位包括：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

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逢甲大學、高雄醫學大學，而在 2001 再加入中山大學、中

央大學、台灣科技大學等三家。 

國科會亦補助大學的專利申請費用：在 2001 年 12 月底前請款者，補助 70%之費用。

2002 年 1～12 月底請款者，補助 60%之費用。2003 年 1 月～2005 年 12 月底請款者，

補助 50%之費用。 

二、國科會補助技轉中心的績效 

直到 2002 年 6 月 30 為止，由國科會補助的技轉中心的執行成效6如下表 5-1 所示： 

                                                 
6 由於此資料是並非年度最終結果，因此在數量上與各技轉中心自行統計的數量有差別。再者，許多數據

的認定也有再討論的必要，請見第六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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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國科會補助十單位之績效統計 

國科會辦理 各校自行辦理  技轉中心

補助 

（千元）

專題計畫

補助 

（千元） 

技轉 

（件） 

專利 

（件） 

技轉 

（件） 

專利 

（件） 

台大 4994 1514796 44 292 7 29 
交大 4632 503625 18 234 5 8 
成大 4450 722783 27 272 4 33 
清大 4473 604104 21 221 1 0 
中科院 2728 741846 10 40 1 0 
中山 3395 309605 3 53 0 0 
中央 3489 411474 4 29 0 0 
台科大 2987 171608 34 55 4 0 
逢甲 3693 96417 3 9 3 6 
高醫 2492 125202 2 18 0 0 

參考來源：國科會綜合處 

由此數據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在國家下放研發成果以及各校自行辦理技術移轉後，

其技轉績效並沒有增加，更沒有像美國般有驚人的成長。 

三、與美國大學的比較 

我們可以以我國大學技轉中心的績效與美國大學技轉中心的績效（AUTM數據）相
比，請見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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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技轉中心績效的比較 

 美國大學 美國醫學研

究機構 

加拿大研究

機構 

專利管理公

司 

國科會 

研發經費 

（百萬美金） 
25759 2378 1403 NA 219.4 

授權件數 3606 419 313 24 41 

新創公司 368 20 64 2 NA 

授權收入7 

（百萬美金） 
1076 130 24 32.2 0.32 

專利獲得8 3272 326 147 19 288 

授權收入/研

發經費（%） 
4.18% 5.49% 1.72% NA 0.14% 

參考來源：工研院技轉中心 

雖然在研發經費與授權收入的認定上有所不同，但由研發投入與授權收入的比例觀

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相較於美國大學技轉中心仍相距甚遠，顯見我國有很大改進的

空間。 

四、績效不彰的原因 

（一）技術移轉成效並非速成 

根據 AUTM 的統計，美國在 1980 年代下放研發成果的初期，其成效也不理想。直到

花了 3~5 年的時間建構了技術移轉的相關機制，再過 3~5 年後才進入開花結果期。所

以我國大學技轉中心應努力改善技轉機制、推廣技轉概念，才能期待其開花結果。 

                                                 
7 以美金：台幣=1:35 估計。 
8 以本國專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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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數據的定義 

我國在數據統計上，由於沒有明確的定義，以致於許多數據與真實情況有所差異，

應仿造 AUTM Survey（詳見附錄）中，先行定義各指標。 

（三）人才培育的問題 

技術移轉需要科技、法律、管理背景的專業人才，授權經理需要具備產業經驗。此

些人才均不易覓得，需要加強培養。 

（四）績效表達的項目與方式 

國內相關單位以專利數目與授權金額作為主要統計項目，範圍過於狹窄。AUTM（見

附錄）的項目包括發明數、專利申請數、專利核准數、權利金數、新創公司數、以及

技術所衍生的就業人口、產值等。這些指標均需包含在內。 

（五）與相關單位理念的溝通 

大學的主要任務在教學、研究與知識擴散，技術移轉的案件數或權利金收入非必然

為優先之項目。技術移轉的間接效應應予已重視，例如：學術與技術研發能量的提升、

學生就業機會的創造、產學合作的促成、國家就業人數的增加、研究計畫贊助經費的

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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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未來發展建議 

針對未來國內大學技轉中心的發展，本文提出下列建議9： 

一、透過技轉績效作為補助標準 

由於目前的補助為齊頭式的補助，未來可以考慮依照技轉中心的績效作為補助的標

準。例如：目前對一家大學技轉中心約一年 400 萬的營運補助，可以降低，僅補助其

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建置。而其他營運補助則依照其完成技術移轉簽約的數目
加以獎勵（例如：每案約 10~50 萬）。 

除此之外，如果大學聯合設立區域性的技轉中心，而對於地方產業有助益的話，則

基本營運的補助可以考慮增加。 

二、增加與定義技轉績效的指標 

如果以技轉績效來作為國科會補助的依據，則績效的認定必須用許多指標來表達。

例如：技轉中心的進行技轉後所衍生的新創公司、就業人數就必須納入考量，而非只

是純粹以技轉金額或件數作為績效的評估。 

在指標的訂定上，我國應思考如同 AUTM 般訂定清晰的指標， 如附錄所示。如此在

計算指標時，才不會發生疑義。 

三、對於學校的基本建設與教育 

相較於美國大學的老師已經熟悉技術移轉商品化的模式，目前我國大學老師在技術

移轉上還屬於受教育的時候，需要各校技轉中心努力的宣傳、推廣。因此，初期各校

技轉中心多多少少必須多發一點時間與精力於推廣技轉概念。 

學研成果的下放可以說是為了財務日漸困難的大學增加一條財路，同時技術移轉的

績效好壞已經成為評估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所以大學內從事技術移轉的單位也應該

以此理念說服指導單位或校長，要求更多的支援。如此一來，今天對於技轉中心的花

費就可以看成學校中長期的一種投資。 

四、致力於技轉制度的學習與創新 

技術移轉在國外行之有年，所以大學的技術移轉單位似乎應該考慮學習國內外單位

                                                 
9 以下建議彙整國科會「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策略規劃計畫」小組的建議，以及在 2002 年 7 月

31 號國科會邀請部分大學研發主管討論之會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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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經驗。例如：工研院技轉中心對於研究人員發放撰寫專利申請書的撰寫獎金，

使得研究人員提出專利申請的意願大幅提昇。日本大學引進大和證券作為合作單位，

替其處理技術鑑價、新創公司育成等工作，如此引進中介單位於技術移轉當中，也是

一種創新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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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UTM 對於指標的定義 

FY 2000 AUTM Licensing 

Survey Definitions: 
0.5 Professional FTE: 0.5 Professional FTE means a professional 
position whose duties included suppor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at least 50% of the time. This person may or 
may not have been located in a formally established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at that time. (See Question 3.) 
Active Licenses/Options: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Licenses/Options over all years that had not terminated by the 
end of the Survey’s fiscal year requested. (See Question 6.a.iii.) 
Available: Licensed Technologies (see definition on page 4 of 
6) that are sold as a product to the public or are placed into 
commercial use by a company, for example, as part of a manufacturing 
process. (See Question 12.) A Licensed Technology is 
considered Available in fiscal year 2000 if the technology was 
placed into use in that year, i.e., evidenced by royalties gene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or licensee diligence reporting. (See 
Question 12.) 
Cashed-In Equity: This includes the amount received from 
cashing in equity holdings, resulting in a cash transfer to the 
institution. The amount reported should be reduced by the cost 
basis, if any, on which the equity was acquired. Excluded from 
this amount is any type of analysis or process whereby a value 
for the equity holdings is determined but a cash transaction 
does not take place through the sale of these holdings. An 
internal sale (e.g., to the endowment) will constitute cashing-in 
if the transaction results in cash being made available for 
internal distribution. (See Question 8.b.ii.) 
Equity: Equit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urvey, is defined as 
an institution acquiring an ownership interest in a company 
(e.g., stock and rights to receiving stock). (See Questions 6.a.ii, 
8.b.ii, and 11.d.) 
Exclusive License: The assignment of a license as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should adhere to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If a license is designated as exclusive in the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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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it should be assigned to exclusive licenses under 
this Survey, including licenses that are designated as exclusive 
by field of use, territory, or otherwise. (See Questions 6.b and 
6.d.) 
FTE (Full-Time Equivalent): See Licensing FTEs and 
Other FTEs. 
Invention Disclosures: Invention Disclosures include the 
number of disclosures, no matter how comprehensive, that are 
made in the year requested and are counted by the institution. 
(See Question 10.) 
Large Companies: Companies that had more than 500 
employees at the time the license/option was signed. (See 
Question 6.c and 6.d.) 
Legal Fees Expenditures: Legal Fees Expenditures include 
the amount spent by an institution in external legal fees for 
patents and/or copyrights. These costs include patent and 
copyright prosecution, maintenance, and interference costs, as 
well as minor litigation expenses that are included in everyday 
office expenditures (an example of a minor litigation expense 
might be the cost of an initial letter to a potential infringer 
written by counsel). Excluded from these fees is significant 
litigation expense, e.g., any individual litigation expense that 
exceeds 5% of total Legal Fees Expenditures. They also do not 
include direct payment of any of these costs by licensees. (See 
Question 9.) 
Legal Fees Reimbursements: Legal Fees Reimbursements 
include the amount reimbursed by licensees to the institution 
for Legal Fees Expenditures (see definition for Legal 
Fees Expenditures). (See Question 9.) 
License Income Paid to Other Institutions: License 
Income Paid to Other Institutions is a subset of License Income 
Received and should not be subtracted from the total. This 
number will be used to better define the double-count of 
License Income reported under this Survey. It includes the 
amounts paid to other institutions under inter-institutional 
agreements. (See Question 8.a.) 
License Income Received: License Income Received 
includes: license issue fees, payments under options, annual 
minimums, running royalties, termination paymen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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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of equity received when cashed-in, and software and 
biological material end-user license fees equal to $1,000 or 
more, but not research funding, patent expense reimbursement, 
a valuation of equity not cashed-in, software and biological 
material end-user license fees less than $1,000, or trademark 
licensing royalties from university insignia. License Income also 
does not include income received in support of the cost to make 
and transfer materials under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 
(See Questions 8.a and 8.b.) 
Licensed Technologies: Refers to licensed technologies 
that became a product that was sold either to the public or to 
industry. It also refers to a licensed technology that is a process 
that was put into commercial use as opposed to developmental 
use by a company. A licensed technology may be considered 
Available if it is bundled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wh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end-user. (See Question 12.) 
FY 2000 Survey Summary 
27 
Licenses/Options: Count the number of License or Option 
Agreements that were executed in the year indicated for all 
technologies. Each agreement,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should be counted separately. Licenses to software or biological 
material end-users of $1,000 or more may be counted per 
license, or as 1 license, or 1/each for each major software or 
biological material product (at manager’s discretion) if the total 
number of end-user licenses would unreasonably skew the 
institution’s data. Licenses for technology protected under U.S. 
plant patents (US PP) or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certificates 
(U.S. PVPC) may be counted in a similar manner to software 
or biological material products as described above, at manager’s 
discretion.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 are not to be counted 
as Licenses/Options in this Survey. (See Questions 6.a-6.d, 8.a, 
and 8.b.ii.) 
License/Option Agreements: A License Agreement formalizes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between two parties, where 
the owner of the technology (licensor) permits the other party 
(licensee) to share the rights to use the technology. An Option 
Agreement grants the potential licensee a time period during 
which it may evaluate the technology and negotiate the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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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License Agreement. An Option Agreement is not constituted 
by an Option clause in a research agreement that grants rights 
to future inventions, until an actual invention has occurred that 
is subject to that Option. (See Questions 6.a-6.d, 8.a, and 
8.b.ii.) 
Licenses/Options Executed with Equity: The number 
of Licenses/Options that were executed in the year surveyed 
that included Equity, where Equity is defined as an institution 
acquiring an ownership interest in a company. (See Questions 
6.a and 11.d.) 
Licenses/Options Yielding License Income: The 
number of Licenses/Options that generated License Income 
Received in the year requested. (See Question 8.a.) 
Licenses/Options Yielding Running Royalties: The 
number of Licenses/Options that generated Running Royalties 
in the year requested. (See Question 8.b.ii.) 
Licensing FTE: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whose duties are specifically involved with the 
licensing and patenting processes in either full or fractional 
FTE allocation. Licensing examples include licensee solicitation, 
technology valuation, marketing of technology, license agreement 
drafting and negotiation, and start-up activity efforts. 
(See Question 4.) 
New U.S. Patent Applications Filed: New U.S. Patent 
Applications Filed is a subset of Total U.S. Patent Applications 
Filed. It does not include continuations, divisionals, or reissues, 
and typically does not include CIPs. A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filed in fiscal year 2000 may be counted as new. If a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is converted in fiscal year 2000 to a regular application, 
then that corresponding regular application filed in fiscal 
year 2000 should not be counted as new. (See Question 10.) 
Non-Exclusive License: The assignment of a license as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should adhere to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If a license is designated as non-exclusive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 it should be assigned to non-exclusive 
licenses under this Survey. (See Questions 6.b and 6.d.) 
Operational: A company that possesses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xpends these resources to make progress toward 
stated business goals. The company must also be diligent i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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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See Questions 11.b, 11.c, and 
11.d.) 
Other FTE: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in either full or fractional FTEs whos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ve, or 
staff suppor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that are not 
otherwise included in Licensing FTE. Such duties might 
include management, compliance reporting, license maintenance, 
negotiation of research agreements, contract management, 
accounting, MTA activity, and general office activity. General 
secretarial/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to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may also be included in this category. (See 
Question 4.) 
Program Start Date: Program Start Date refers to the year 
in which 0.5 Professional FTE was devoted toward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See Question 3.) 
Research Expenditures: Federal Government 
Sources: Research Expenditures: Federal Govt. Sources 
include expenditures made in fiscal year 2000 by the institution 
in support of its research activities that are fund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ee Question 5.) 
Research Expenditures: Industrial Sources: 
Research Expenditures: Industrial Sources include expenditures 
made in fiscal year 2000 by the institution in support of 
its research activities that are funded by for-profit corporations, 
but not expenditures supported by other sources such as 
foundations and othe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ee Question 5.) 
Research Funding: Research Funding includes the total 
amount of research support committed to your institution in 
fiscal year 2000 (even if the funds are to be spent over several 
years) that was related to License/Option Agreements executed 
in the Survey period. Effective fiscal year 1999, Research 
Funding also includes the total amount of research support 
committed to your institution in fiscal year 2000 (even if the 
funds are to be spent over several years) that was related to 
License/Option Agreements signed in a prior year for which the 
related Research Funding was not previously reported, e.g., 
Research Funding committed as a result of a renewal of a 
research agreement that is related to a License/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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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signed in a prior year. (See Question 7.) 
Running Royal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urvey, 
Running Royalties are defined as royalties earned on the sale of 
products. Excluded from this number are license issue fees, 
payments under options, termination payments, and the 
amount of annual minimums not supported by sales. Also 
excluded from this amount is Cashed-In Equity, which should 
be reported separately. (See Question 8.b.i.) 
AUTM Licensing Survey 
28 
Small Companies: Companies that had 500 or fewer 
employees at the time the license/option was signed,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urvey, not including Start-Up Companies 
initiated by your institution. (See Questions 6.c and 6.d.) 
Start-Up Companies: As used in this Survey, Start-Up 
Companies are companies that were dependent upon licensing 
the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for initiation. If a technology was 
licensed to an existing start-up company, but not to a Start-Up 
Company (as defined here), this company should be counted as 
a Small Company when responding to Question 6.c, as opposed 
to a Start-Up Company. Start-Up Companies, as used in this 
Survey, will continue to refer only to those companies that were 
dependent upon your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for initiation. 
(See Questions 6.c, 6.d, and 11.a-11.d.)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include those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ation, evaluation, protection, marketing, and licensing 
of technology (including trademarks but not university’s 
insignia)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general. It 
encompasses all other activitie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of a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including 
assisting with the negotiation of research agreements, MTAs, 
reporting of inventions to sponsors, and all other duties performed 
by the office. (See Question 3.)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The office(s) that manages 
and performs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Also referred 
to as a 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See Question 4.) 
Total Research Expenditures: Total Research 
Expenditures include expenditures made by the institu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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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year 2000 in support of its research activities that are 
funded by all sources includ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industry, foundations, voluntary health organizations 
(i.e., AHA, ACS, etc.), and othe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ee Question 5.) 
Total U.S. Patent Applications Filed: Total U.S. 
Patent Applications Filed includes any filing made in the U.S. 
during the year requested, including provisional applications, 
provisional applications that are converted to regular applications, 
new filings, CIPs, continuations, divisionals, reissues, and 
plant patents. Applications for certificates of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may also be included. (See Question 10.) 
U.S. Patents Issued: U.S. Patents Issued includes the 
number of U.S. patents issued or reissued to your institution in 
the year requested. A certificate of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ssued 
by the U.S.D.A. may also be included. (See Question 10.) 
FY 2000 Survey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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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大學產學合作的現況與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劉江彬教授 吳豐祥教授10 

我國的博士級研究人員約有 90%屬於大學院校，僅有 10%在產業界11。因此如果沒有一

套完整的產學合作機制使大學裡的知識資本有效地轉移到產業，則我國的產業創新將受

到限制。本文將先介紹產學合作的基本概念作為前言，之後簡述國外行之有年的大學產

學合作模式，並回顧國內產學合作的發展情形。希望能夠透過學習國外產學合作的成功

經驗，來省思我國產學合作的發展。 

壹、產學合作理念簡述 

一、大學所擔負的任務 

從事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是大學的角色之一。由於大學內涵相當的知識
含量，所以最佳的社區服務方式之一就是以產學合作的方式將知識貢獻於社會。 

除了透過產學合作以進行社區服務外，產學合作同時也對於其經費與名聲有相當的

幫助。國外的著名大學在美國技術經理人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AUTM）的授權排行榜上均名列前茅。 

二、知識創新與產學合作
12
 

對於廠商來說，新技術的創新是公司不斷地成長與取得競爭優勢的主要關鍵之一，

就這方面而言，企業可以透過內部自行研發或經由外部來取得。雖然內在技術開發仍

然是必須的，但運用外在技術的重要性，卻有增高的趨勢。就業界在外在技術的取得

與合作對象來說，可包括業界本身間的合作、產研合作、以及產學合作等，當中又以

最後一項已被世界各國認為是越來越重要的議題。 

                                                 
10 劉江彬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所專任教授兼所長，著有「資訊法論」、「智慧財產的法律與管理」、

「計算機法律概論」、「電子商務概論」（合著）等書。吳豐祥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專任副

教授，專長為研發管理。 
11 參見：劉江彬、李仁芳、陳立昕，智價經濟時代的智慧財產權管理-科技業產學研合作之研究，國立政

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參見：吳豐祥（1998），藉由產學合作創新－提升我國下一波的競爭力，經濟日報 199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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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投入產學合作的好處 

產學合作對企業的利益包括13：（1）企業可以用有限的經費，請到最佳的人才協助

解決企業難題；（2）企業可經由合作，提高生產力、改良產品、開發新技術及新產品；

（3）企業可以使用昂貴的儀器設備；（4）可以吸收高水準的畢業生；（5）經由合作，

可以縮短學習時間及成本。 

另外，企業願意與大學合作14的動機有：（1）企業與外部環境的聯繫；（2）技術資

訊的取得；（3）減少企業風險。至於大學願意與企業合作的動機包括：（1）經費、設

備、收入的實質支援；（2）教授對企業的參與投入；（3）研究生的生活與就業。 

                                                 
13 劉錦龍（1983），國內企業與學術研究機構合作模式之研究，崇德工業發展基金會 
14 曾鑫城（1990），影響大學與民間企業技術合作績效之關鍵因素研究－以資訊電子業例，政大企研所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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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成功的產學合作模式 

關於產學合作的類型15，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統一的分類。Peters & Fusfeld
（1982）指出產學合作的類型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之分，亦有合作期間的長短
之分，譬如有些合作進行的時間少於一個小時，但是也有合作超過三十年。另外互動的

方式亦有簡單式（如幾通電話的連繫）至 10 年合約的複雜合作類型。Steward & Gibson

（1990）甚至將產學互動界定出 72 種類型。Altlan（1987）則從更實務的觀點來看，將
產學互動分為六大類：(1)一般性研發資助；(2)合作研發；(3)研發中心；(4)產學研發

聯盟（Consortia）；(5)大學中的業界協調單位（Industrial Affiliate Program）；(6)創業育
成中心與科學園區。 

本文將介紹五種在國外發展成功的產學合作模式，除了包括常見的研究計畫贊助、合

作研究外，還包括美國華盛頓州的華盛頓技術中心 WTC 模式、日本的大和綜合研究所模

式、產學聯盟會員制這三種較為新穎的方式。 

一、研究計畫贊助 

研究計畫贊助是相當常見的產學合作模式，根據美國 AUTM 的報告，美國大學由於

產學合作的成功，因此獲得相當多的研究經費贊助。 

根據 AUTM FY200016的報告，大學獲得的研究經費贊助為 295 億美金，相較於 1999
年的 265 億美金增加了 10%。其中工業界的贊助達 27 億美金。 

黃俊英與劉江彬17（1996）也指出，美國在實施學研機構研發成果下放的相關法案

後，大學獲得的相關贊助經費增加相當迅速。企業界對於大學的贊助由 1980 年的 2

億 7000 萬美金，增加到 1985 年的四億兩千萬美金，而在 1993 年達到 13 億美金之多。 

二、合作研發 

合作研發也是一種相當常見的產學合作模式，主要為企業與大學共同承擔研發的工

作。如此的好處為，企業內的研發人員可以與大學的老師或研究生更緊密的聯繫，增

進研發的速度。大學的老師或研究生也可以在日後成為企業技術創新的一員。 

三、華盛頓技術中心WTC18（Washington Technology Center） 

華盛頓技術中心（WTC）是運用政府的力量來促進產學合作的發展，特別是對於中

                                                 
15 參見：吳豐祥（2000），產學合作創新與其相關政策之探討，科技發展政策報導 89 年 1 月。 
16 參見：The AUTM Survey FY2000, p.1, AUTM, U.S.A. 
17 參見：劉江彬、黃俊英（1996），智慧財產的法律與管理，頁 99，華泰書局。 
18 參見：劉江彬、鄭立中（2000），美西之旅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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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位於華大校園中的 Fluke Hall，它是一個州立的辦公室，由公共貿易經濟部
門所贊助。 

華盛頓技術中心 WTC 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產學合作的關係，這除了對州立公司

（Washington-based companies）非常有利之外，並且能夠提供大學生以及研究生實習
的機會。為了達成這個任務，只要廠商的提案對促進產學之間的合作有利，華盛頓技

術中心 WTC 會提供獎金及其他的任何支持。 

華盛頓技術中心 WTC 目前所扮演的角色為利用華大所擁有的智慧財產來發展新公

司。它在這個領域擁有許多資產，例如： 

1. 對於產學合作具有多年經驗的經理人才。 

2. 熟悉計畫式專案的管理團隊。 

3. 在華盛頓州內的產業界擁有堅強的人脈。 

4. 產業界對於華盛頓 WTC 的活動的積極參與。 

5. 贊助智慧財產的發展。 

6. 對於中小企業及新創公司給予優先支持的良好傳統。 

四、日本大和綜合研究所
19
 

由於大學在設置產學合作或是技術移轉的相關機關初期，往往會受限於經驗與資金

的不足。因此日本就發展出一種引進民間公司擔任技術移轉的角色。 

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意指「技術移轉機關」，泛指從事專利管
理、技術移轉等業務的單位。在各大學往往有不同的命名。 

大和綜合研究所（Daiwa Institute of Research Ltd，DIR）與早稻田大學成立了「大
和/早稻田 TLO」，成為早稻田大學與日本其他企業的中介單位。整個技術移轉的流程

如圖 2-1 所示： 

                                                 
19 參見：劉江彬、吳豐祥、許牧彥等（2002），運用設計提升產業附加價值推動計畫－設計智財交易補助

規劃之第二年計畫討論稿，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國立政治大學科管所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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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生

大學本部

研究開發中心

早稻田/大和 TLO

民間企業

大和綜合研究所

大和證券

日本專利局
國外專利局

申請專利

事業化支持

購買技術（專利）

提供資金

提供資金
提供育成資金

提供股票上市服務

提供資金
提供專利費用

提供實驗經費

 

圖 2-1 大和/早稻田 TLO 的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大和綜合研究所 

由圖 2-1 的大和/早稻田 TLO 的運作模式可知，大和綜合研究所與大和證券可以說

是扮演一個中介者的角色。大和/早稻田 TLO 在 1999 年四月成立，在一年內已經完成

十個案子的支援工作。大和/早稻田 TLO 的特色為： 

1. 大和/早稻田 TLO 支援專利申請費用，一件專利上限可達 200 萬日圓。 

2. 早稻田大學的研發成果專利仍歸早稻田大學所有。 

3. 大學的研究開發中心訂定專利授權的契約。 

4. 大學的研究開發中心提供發明者最多 50 萬日圓的獎金。 

5. 大和綜合研究所支援技術的公關推廣。 

6. 大和證券支援企業的育成以及股票公開上市。 

7. 個案成功的話，大和綜合研究所可以獲得 30%的報酬。 

除了與早稻田大學的的合作外，大和綜合研究所也協助日本大學的國際產業技術育

成中心（NUBIC）的發展。NUBIC 就是日本大學的 TLO。 

大和綜合研究所是收取 NUBIC 固定的費用，替 NUBIC 處理下列工作： 

1. 技術市場的評估，這本來就是大和證券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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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利申請與否的評估，替提供日本大學申請與否做參考。 

3. 替日本大學的技術進行技術推廣。 

因此，大和綜合研究所可以說是以其專長替 NUBIC 分擔了相當多的業務，除了獲得

酬勞外，也可以進一步掌握日本大學的研發動態而提早進行投資。 

五、會員制度 

在華盛頓大學的技轉組織當中有一個「產業聯絡室」，負責聯繫產業並推廣其智慧

財產。在許多大學也成立了所謂的產業聯盟，採取會員制度。初級的會員可以得到學

校內研發中的技術資訊，高級會員則可以參加共同研發。在國內有大學也開始採取這

樣的方式，例如：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的「產學合作聯盟」20辦公室即將會員

分為一般會員及技術會員，並對會員提供技術資訊與共同研發的服務。相同的組織在

國立台灣大學也有。 

大學成立這種單位的好處不僅是可以增加會費收益，更促進了產學合作的可能。除

此之外，民間企業也更能因為獲得技術資訊而提升其研發能量。 

                                                 
20 參見：http://eecsiap.cs.nthu.edu.tw/eecsiap/bulletin/conten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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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內產學合作的回顧與現況 

一、回顧 

以我國21來說，一直到民國 70 年代初，教育部才淮許所謂的產學合作／建教合作，

在此之前，大學是不太被允許進行產學合作的，當時也沒有「建教合作」這個名詞，

而大學與業界來往通常受到很多的限制，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遂產生了兩個比較與

產學合作有關的正式機構—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與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前者是在民國 62 年，由裕隆公司董事長嚴慶齡先生與台元紡織董事長吳舜文女士

捐資新台幣 5000 萬元研究經費與 3000 萬元大樓建構費用下創立的，最初先成立「慶

齡工業發展基金會」，接著再與台大工學院合作，成立了「慶齡工業研究中心」，結合

台大的研究人力與設備，提供企業與相關單位技術服務、人才培訓、與委託研究等項

目，目前每年接受的委託研究與技術服務大約是三億多元。 

後者(簡稱自強基金會)為民國 62 年時，由清華大學校友捐獻的基金下而成立的，

主要的任務包括為高科技產業提供人才專業培訓計畫以及尋求與業界共同進行研發

合作的機會。至 86 年底，總計已培訓了 4 萬人次左右的技術專業人才，並且完成了

256 件委託研究與技術服務，因此，兩個機構有相似的目標，不過，一個是附屬在台

大工學院下，另一個則屬於獨立的財團法人。其他類似的組織，如交大思源基金會、

成大研發基金會等。 

此外，政府相關單位最近幾年亦很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創新，國科會有鑑於我國新興

產業的技術層次一直跟不上先進國家，而其中產學合作績效不彰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之一，乃於民國 80 年九月主導訂定「鼓勵民間企業與學術界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

後來在民國 89 年整合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並放寬許多限制。 

教育部自民國 85 年起也設立了「大專院校教師與產業界合作研發績效卓著」獎項，

以鼓勵學界進行對產業有實質貢獻的研究。同時設置鼓勵包括技職教育體系的大學院

校成立「產學合作教育中心」。 

二、現況 

產學合作的概念已經普遍為大學所接受，許多大學也開始積極推動產學活動。但是

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的推動成效，我國似乎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以國科會推動的產學合作研發計畫為例，雖已有部分的成果顯現，但是每年的計畫

數增加不多，顯見仍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21 參見：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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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歷年國科會產學合作案件統計 

 
參考來源：國科會 2001 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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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未來的產學合作發展 

我國通過科技基本法將研發成果下放學研機構的時間還不到五年，同時大學研發能量

也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不同，因此不應過度苛責在產學合作上的成效。但是，依據歐美

日走過的經驗，我們發現我國大學的產學合作發展仍然有相當的發展空間，是以政府、

大學、業界應該攜手合作，共同為台灣的技術創新而努力。 

目前在參照國外的經驗後，我們可以發現國外在產學合作的制度上許多創新的措施，

相當值得我國學習。以下的具體建議22分為對學界與政府的建議以及對產業界的建議。 

一、政府與學界 

(1)宜加強或鼓勵「中介機構」的設置 

大學與企業的存在都有它們特定的目標，而且兩者差異甚大。前者強調的是知識的

產生與流通。後者則希望從提供給顧客產品或服務中，獲得適當的利潤與報酬，以回

饋給員工和股東。因此，如何促進產學雙方的合作與成果移轉，中介機構的設立與運

作，對於產學合作的成效有很大的影響。在國外，它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美

國的威斯康辛大學的校友基金會、美國大學經理人協會 AUTM，及德國的 Steinbeis
基金會等。在我國則除了自強基金會之外，幾乎沒有所謂的中介機構來專注於產學的

合作與技術移轉。 

(2)宜成立以產業技術為導向的研究中心 

在這方面的作法，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由美國國科會 NSF 出資協助成立的工程研
究中心 ERC與產學研究合作中心 IUCRC，至 1996年底為止，已贊助成立了超過 25
個 ERC 及 70 個以上的 IUCRC。在成立後的最初幾年內，NSF 會提供足夠的資金給
研究中心，但同時也要求中心要能找到廠商共同出資來進行合作研發，如此所執行的

研究自然也會真正是業界所需要的。我國雖然一些大學內也設有研究中心，不過基本

上仍然是以學術研究或是接政府的專案為主。 

二、對產業界而言 

(1)宜善用外在的技術資源 

對於企業界來說，不論其規模多大，在技術有關的資訊與資源方面，都沒有辦法百

分之百自足。因此，在策略考量上更應多加善用外在的資源，事實上以美國與德國為

例，其大學研究成果的授權對象，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為中小企業。目前政府提供很多

方式來協助業界—包括工業局的主導性新產品、國科會的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補助的創業育成中心等，使廠商可以較少的資源得到很不錯的成果。不

過，在合作前也應把相關的法令(如成果擁有權、授權等)弄清楚。 

                                                 
22 請參照：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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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與學界建立較長期的關係 

一般而言，雖然企業界有很大的時間壓力，在很多情況下常常需要在很短的間內即

要有結果。但是與學界合作並期望從中取得較好的成果，通常必須要有較為長期導向

的態度。在產學合作中，透過長期的、不斷的溝通與交流，除了較能建立起互信的基

礎之外，也較能夠藉此有效地吸收更多的技術與資訊。事實上，很多產學研發合作計

畫的發起，也都與雙方有長期的合作關係有關。 

(3)宜留意本身相關技術能力的建立 

企業本身的能力已被公認為影響有效引進外來技術、成果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因

此業界與學界進行技術合作、交流、與移轉時，應留意自己內部是否有對應的相關技

術能力。有些公司誤以為與大學合作，一旦研發完成後，自然而然可以將其引進公司

使用，殊不知在很多的情況下，因為公司內部沒有相對應的技術能力，所以在吸收或

移轉成果的效益上大打折扣。另外，技術產品合作開發的成功，並不代表在市場上一

定成功。因此，相關的市場與各項環境分析也都是企業本身需要加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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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第一節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十四樓 1401會議室 
主持人：劉錦龍處長 
與會人數：10人（研究團隊 4人;國科會 6人） 
紀錄：王韋翔 

劉處長：我們已經擬定了原則性的方針了，今天的目的的就是要擬定細部的方針。在

高階主管會議通過的模式為 AX+BY+C+D，也在研發長會議當中報告過了。現在就是以
三個區域性的技術移轉中心為主，加入工研院的協助。 

李小姐：我已經把細節給初稿訂出來了，看看怎麼用辦法來訂出來。如果十月底要提

計畫，所以這個東西在九月底要訂出來，還要過權益委員會議與高階主管會議。所以請

大家依照我的初稿逐條討論： 

1. 專利 AX 

 問題：未提出專利申請、已申請專利（申請中）、已獲核准專利是否要包含？ 

 結論：已申請專利（申請中）、已獲核准專利原則上給予，但是專利擁有者
要改成「學校」。有的學校因為申請國科會時程太久，所以就不申請了。所

以教授可以先申請，再請國科會補助。已獲核准專利或許要有時程限制，因

為經過一陣子還沒有技轉出去的案子是沒有價值的（馮震宇、蔡科長），時

限或許限制在一年。 

 疑慮：有的學校已經建構了完整的專利審核機制，如果國科會也要審核，是否原
有機制會被破壞（馮震宇、林山陽）。應該要有一個配套機制讓學校也參與專利審

核，維護其機制。學校的外審制度： 

 疑慮：保密機制的問題。學校如果要找人審的話，要有一個內部控制的機構。 

 疑慮：自然處與生物處的專利，工程處的工程中心是否有能力處理？自然處
與生物處覺得如果工程中心可以審，工程中心就可以審。或許可以改名叫「應

用科技中心」（劉處長）。 

 疑慮：要給工程中心或其他審核委員的經費可以從 AX移出來。 

 結論：或許全國只需要一個協助學校處理專利事務的機關，各校就負責技術
推廣的單位就好（馮震宇）。所以可以要學校直接去找工程中心審核，學校

給工程中心的案子國科會就在 AX 裡面補助（蔡科長）、或許請學校自己付
（耿筠、大概一件$20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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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中心會不會作「爛好人」？要請人來 Auditing才可以。 

 乾脆請工程中心一起負責專利申請好了（劉處長、馮震宇、耿筠），但工程
中心會不會接仍有疑義（其他人）。 

 疑慮：在專利申請費的申請上，許多的單據無法運用會計系統報銷，是很麻煩的
（馮震宇）。或許可以採用定額給付的方式（劉處長）。 

 審查標準：已經發生技轉的優先考慮。 

 是否上權利委員會：備查 

2. 技轉個案 BY 

 指定用途：用於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用途。 

 授權金需大於十萬元（會排除大部分的小產學） 

 是否限制技轉的日期？可以能考慮看簽約的時間。 

 從簽約之後就可開始申請，看當年度的技轉績效表現。 

 如果是非專屬授權又年年有技轉收入，每年都會變成可以獎勵的情形。 

 申請其間的合計衍伸利益金。 

 每年審兩次，一月底與七月底前送件。  

 誰來審？ 

 權益委員會來審。 

 就按照績效的排名來審，區域技轉中心可以先行進行審查（馮震宇）。 

 還是說引進創投工會的意見（劉處長）。 

 工程中心的定位： 

 方式一：不是綜合處給工程中心一個計畫，是學校委託工程中心。可能會有
人懷疑為何國科會綜合處只承認工程中心的認證。 

 方式二：由綜合處給工程中心委託費，由綜合處轉交工程中心。 

 方式三：國科會直接將經費給工程中心（不經過綜合處）。 

 總之：通過審查、有技轉、已經取得專利就 100%補助，工程中心的定位由國
科會內部來決定 

 技轉個案的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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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院、區域技轉中心、工會等來審核 

 許多商學院老師對於當地的產業相當瞭解，可以請他們來 

3. 營運經費補助 C 

 在專利 300 件外，過往技轉的績效也要加入。（耿老師）技轉的績效看金額比較準
（有的學校會衝技轉數量，濫竽充數）。 

 「正常營運」不是一個很清楚的字眼，可以改成「專任一人以上」 

 「須有服務其他單位的能力及誠意」不該是申請資格，可以放進審查重點 

 技轉的認定還是以國科的為主比較好認定，目前三十件以上的只有台大、臺科大、
成大。金額設定在 600 萬。 

 審查重點：是否要實地訪查？在書面報告後進行，以 ISO 的精神來進行。每一個
流程的 Flow Chart 都要規定好，主管為？會有留下什麼的文件？以此建立一個審

查的 Check List（類似經濟部個案的精神）。 

 專款專戶：可以會計系統可以查核，不要用專款專戶，相信學校不會作假 

 累積最多補助六年（畢業條款） 

 每次「不超過五家」 

 每年補助，每次執行期間為兩年 

 主持費還是要給 

4. 研發成果推廣費 D 

 或許是明年二月一次提出來（整批申請、 一次提出一年的計畫） 

 都採用審查的方式，多校聯合優先考慮，可以以一個技術領域為中心 

 申請單位為「學校」還是「系所」？以各系所為主 

 必須要將研討會的結果上網 

 建立門檻？要跟一般的教育訓練有所區別。可以規定要有部分的研發成果（例如
一場 20 件、用領域來區別場次）當作門檻。銀行與創投會有興趣。「可技轉技術

之成果發表會」 

 如果是其他的研討會或是技術就用其他的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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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策略規劃小組之修正建議 

國立政治大學智財所 劉江彬教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整合學術研究資源、有效管理與推廣學術研

發成果、建立區域性成果管理與推廣機制，以達到成果擴散及運用之目的，特依科學技術基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本作業要點自本會主管會報核定通過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本作業辦法共補助四類之推廣學術研發成果活動如下： 

五、專利申請費用補助 

（一）申請資格 

凡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執行機關，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含歸屬本會及歸屬計畫執行單位

者），得向本會申請專利申請經費補助，惟專利所有權須為學校所有。補助對象為： 

1. 未申請專利之研發成果。 

2. 已申請仍在審核中之研發成果。 

3. 獲得專利不超過一年之研發成果。 

4. 獲得專利超過一年但已簽訂技術移轉協議的研發成果。 

（二）補助經費 

凡本會補助計畫之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時，得檢附原始憑證向本會申請補助，要點如下： 

1. 本會之專利申請補助含申請費與前三年之維護年費。 

2. 經過本會工程中心或其他本會認可單位審核通過之案件補助 100%。 

3. 未經上述單位審核未獲通過者則補助 60%。 

（三）申請方式 

申請補助機關應備函並檢附「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補助專利申請費用補助」

申請書（申請書內容詳如附件 1）與「專利說明書」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審查後核定

補助經費。本會隨時接受申請單位之申請。 

 

（四）審核重點 

本會之審查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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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專利基本要件（新穎性、非顯而易見性、產業利用性）。 

2. 已完成專利讓與簽約之案件（申請時須附相關證明文件）。 

3. 已完成技術移轉簽約之案件（申請時須負技術移轉合約）。 

4. 有技術移轉可行性之案件（申請時須附相關證明文件）。 

六、獎勵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一）申請資格 

凡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執行機關，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含歸屬本會及歸屬計畫執行單位

者）如果完成技術移轉者，得向本會申請獎勵補助。要點如下： 

1. 技術移轉授權金須大於新台幣 10 萬元。 

2. 同一件研發成果發生兩次以上技術移轉者，並不影響其申請資格。 

（二）補助經費 

每案獎勵金額不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若該技轉授權金不超過新台幣 50 萬者，以實際技

轉授權金作為獎勵上限。受獎勵單位必須將補助經費用於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相關用途。 

（三）申請方式 

申請補助機關應備函並檢附「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獎勵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申請書（申請書內容詳如附件 2）與「技術移轉合約書影本」向本會提出申請，經審查後

核定補助經費。 

本補助每半年接受申請一次，分為上半年（每年一月到六月）與下半年（每年七月到十

二月）。每年一月底與七月底為申請截止期限。 

（四）審查重點 

本會之審查重點包括： 

1. 技術移轉案件產出之收入（含已發生之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未來收入預估）。 

2. 創造新產品的可能性。 

3. 創造新創企業的可能性。 

4. 創造新產業的可能性。 

5. 誘導性投資之可能性。 

6. 就業機會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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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營運經費 

（一）申請資格 

凡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執行機關、已設立技術移轉機構、並有一位專任職員以上者，得

獨立申請。亦得由多家執行單位聯合申請。本補助一期為兩年，每一次以五家為上限，已

獲三期補助者則不得申請。申請單位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國科會補助計畫研發成果獲得專利件數總數（歷年與各國總數）達 300 件以上者。 

2. 國科會補助計畫研發成果自行完成技術移轉案件總數須超過 5件，或權利金收入總數
超過新台幣 600 萬元。 

（二）補助條件 

受補助機關應提供固定之辦公場所，並訂定相關辦法與流程，除自行管理與推廣所屬教

學研究人員所完成之研發成果外，應接受其他本會補助計畫執行機關之委託，免費提供研

發成果之管理與推廣之服務。辦理工作項目至少應包括： 

1. 申請專利案之審查及向專利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專利等業務。 

2. 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等推廣工作。 

3. 授權金及權利金之收取、分配、查核，及其他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相關權利義務之管
理工作。 

（三）補助經費 

補助金額以每一受補助機關每年不超過新台幣 300 萬元為原則。補助項目包括人事費、

業務費等，經費報銷比照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方式辦理。 

申請單位配合款項須超過本會補助款數額，配合款須專款專用於本計畫，並列入經費核

定清單。 

（四）申請方式 

申請補助機關應備函並檢附「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補助大學申請技術移轉

中心經費」申請書（申請書內容詳如附件 3）向本會提出申請，若多校申請則由主辦學校

負責申請，多校申請則須具備「多校聯合聲明」。 

計畫執行期間為每年一月一日至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畫申請時間為前一年之十月。 

（五）審核重點 

本會之審查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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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管理與推廣制度之建立。 

2. 智財權規模及過去推廣績效。 

3. 單位首長對技轉中心之重視程度。 

4. 單位提供之配合資源（配合款、場地、人力、設備等） 

5. 對其他單位服務機制之規劃及建立。 

6. 區域性的特色。 

7. 未來願景規劃。 

8. 特有的利基。 

（六）報告義務與績效評估 

受補助機關應每季填報成果管理推廣績效表，並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繳交結案報

告，並於網站公告其執行成果。 

本會對受補助機關執行績效評估方式為：先審查各校是否建立研發技術移轉的相關流程

（參考內容詳如附件 4），經過書面審核通過後，再實地審核受補助單位是否確實執行。績

效優良者，本會給予適當獎勵，並於下期申請補助之參考依據。推廣不力者，得酌減補助

經費或撤銷補助，並要求檢討改進。 

八、補助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經費 

（一）申請資格 

凡各大專院校之系所，得向本會申請獎勵補助。亦得以學校與多校聯合名義申請。已獲

本會技術移轉中心補助之大學技術移轉中心不得申請。 

（二）補助經費 

本會補助各申請單位所用於推廣研發成果之活動，包含會議所需費用、邀請外國專家學

者費等。受補助單位得於活動結束後檢附原始憑證向本會申請補助。 

（三）申請方式 

申請補助機關應備函並檢附「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補助研發成果推廣活動」

申請書（申請書內容詳如附件 5）向本會提出申請，若多校申請則由主辦學校系所負責申

請。 

本補助每半年接受申請一次，分為上半年（每年一月到六月）與下半年（每年七月到十

二月）。每年一月底與七月底為申請截止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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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核重點 

本會之審查重點包括： 

1. 活動目的之需求性。 

2. 活動計畫之可行性。 

3. 活動內容之充實性 

4. 申請經費之適切性。 

5. 以多個校系聯合在單一技術領域技術上的技術發表會為優先補助。 

（五）報告義務 

受補助機關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繳交結案報告，並於網站公告其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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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國科會「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補助專利申請費

用補助」申請書 
(申請書應包含下列內容，篇幅及格式不拘) 

九、申請機關/發明人名稱： 

十、研發成果所屬之研究計畫： 

（須為國科會贊助之研究計畫，請列出計畫摘要及編號。） 

十一、研究計畫所產產出之具體研究成果： 

十二、本研究成果所產生的價值： 

(應說明是否具有專利要件及其技轉所帶來之經濟利益，建議以類似技術的現況作對比。) 

十三、經費申請及使用說明 

目前專利申請申請狀況： 

□ 尚未申請 □ 申請中 □已獲得專利 

已經花費之經費（新台幣元）： 

（應附上原始單據。） 

擬申請補助經費（新台幣元）： 

（應詳列細目。） 

申請機關： (簽章) 

 

 

代 表 人：  (印信) 

地  址： 

聯絡人：         部門：         職稱：          

電 話：         傳真：         E-mail: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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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國科會「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獎勵研發成果技

術移轉」申請書 
(申請書應包含下列內容，篇幅及格式不拘) 

一、申請機關/發明人名稱： 

二、研發成果所屬之研究計畫： 

（須為國科會贊助之研究計畫，請列出計畫摘要及編號。） 

三、研究計畫所產產出之具體研究成果： 

四、本研究成果所產生的價值： 

(應說明是否具有專利要件及其技轉所帶來之經濟利益，建議以類似技術的現況作對比。) 

五、目前產生的技術移轉情形 

(應說明目前授權金金額與授權家數、所產生之新產品與新創事業之營收與經濟效益、所產生

之就業人口、所回饋之研發經費等。) 

 

申請機關： (簽章) 

 

代 表 人：  (印信) 

地  址： 

聯絡人：         部門：         職稱：          

電 話：         傳真：         E-mail: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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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國科會「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補助大學申請技

術移轉中心經費」申請書 
(申請書應包含下列內容，篇幅及格式不拘，執行期限為每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申請機關名稱 

二、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主辦部門： 

（一）部門名稱 

（二）負責人（姓名、職稱、聯絡方式等） 

（三）已聘或擬聘之專、兼任人員（姓名、職稱、工作內容、專長、學經歷等） 

（四）已有之設備及固定辦公場所（位置、面積等） 

（五）其他 

三、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相關辦法及已有之推廣績效 

（應包含過去國科會所補助的專利產生數量與技術移轉的數量與金額。） 

四、成果管理推廣方式及措施 

(應包含「管理推廣自有成果」及「提供管理推廣服務」之措施，應以 ISO 精神詳列相關

流程，請參見附件 4。) 

五、工作項目及預期績效： 

請詳述規劃辦理事項，至少應包括： 

(一)成果發表會（場次、時間） 

(二)技術移轉（預期辦理件數及完成件數） 

(三)著作授權（預期辦理件數及完成件數） 

(四)申請專利行政業務（預期申請及獲准件數） 

(五)其他 

「管理推廣自有成果」及「提供管理推廣服務」之預期績效應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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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費申請及使用說明 

擬申請補助經費（新台幣元）： 

申請機關擬配合經費（新台幣元）： 

費 用 別 
國科會補助經費 

（新台幣：元） 

申請機關配合經費 

（新台幣：元） 
使 用 說 明 

人 事 費    

業 務 費    

其   他    

合   計    

 

 

 

申請機關： (簽章) 

 

代 表 人：  (印信) 

地  址： 

聯絡人：         部門：         職稱：          

電 話：         傳真：         E-mail: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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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審查技轉中心之建議方式23 

以條列之方式陳述各評鑑項目之名稱、意義、操作方式、與資料查核，使評鑑

者與被評鑑瞭解各項評鑑項目之作用與實施標準。執行單位應有以下之功能及辦

法： 

一、建立技術移轉制度之權責編制 

技術移轉制度不僅與研發成果管理制度息息相關，更與後續的研發成果之會

計及稽核制度密不可分，為建立良好的技術移轉制度，執行單位應在組織中建

立技術移轉制度之權責編制，指定權責單位或人員承辦以下第二項至第九項之

業務。承辦人員因牽涉閱讀機密性技術資訊之問題，因此必須與之明確約定保

密事項。 

如果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應該可在執行單位之組織圖中找到權責

單位或承辦人員之姓名。此外，執行單位並能提出承辦人員之保密合約，或類

似而足以證明其具有保密義務之文件。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以下資料供評鑑委員參考：一、技術移轉辦法

或相關規定；二、組織圖；三、承辦人員之名冊；四、承辦人員之保密規定。 

二、研發成果資料庫 

研發成果資料庫中最重要為架構部分，架構完整而清楚，可讓使用者在查詢

與讀取時較為容易。所謂資料庫架構則是指可以表現研發成果內容之結構性資

料內容，通常利用電腦進行儲存、更新、刪除與查詢數位化電子資料檔。經濟

部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執行單位應建立並維護研發成果之資料

庫。此項資料庫亦可以作為研發成果公告之用，也可以讓潛在之被授權者或是

受讓者查詢並初步瞭解各執行單位可以移轉之研發成果項目。如果該資料庫亦

作為研發成果公告之用，即為執行單位必須具備之功能，因為經濟部辦法第十

二條規定研發成果於運用之前應須公告之，故執行單位欲以無償讓與方式委託

其他研究機構代為運用研發成果時，也必須建立此資料庫。 

                                                 
23 本文摘自吳思華、劉江彬、耿筠（2001），智慧財產管理制度評鑑制度（項目）研究計畫，經

濟部委託國立政治大學科管所之研究計畫。原用於經濟部科專技轉之審核，可提供大學技轉中心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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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對資料庫的建立與維護之程序應制訂適當的規定。在資料庫的建立

上，執行單位應建立完整之資料庫架構，包括了欄位的設計與定義，例如規定

必須輸入技術名稱、創作發明人、技術類別、技術之簡要說明、可以運用的方

式、技術之優點、聯絡窗口、智慧財產權之態樣、相關之發表或公告等。如果

該項資料庫是對外公開的，公開之內容是否有適當的內容審查辦法，有些資訊

內容不宜向外公開，例如將採用營業秘密保護之資訊，或決定以專利保護但提

出專利申請之技術資訊等，一旦公開將失去取得法定之要件，因此對於公開之

內容需要經過謹慎之審查。此外，為顧及資料庫內容的完整性與重要性，內容

的新增或刪減都應該加以管制，以避免重要的資料遺失或受影響。綜合以上理

由，在資料庫的維護上，執行單位應有一套資料庫維護辦法，包括了資料庫內

容之審查機制或程序、資料庫內容新增或刪減之程序。 

如果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應該可以看到資料庫之實體與其所儲存

之內容，並可在此資料庫中查詢各項研發成果，且執行單位能提出資料庫維護

辦法或類似之證明文件。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以下資料供評鑑委員參考：一、技術移轉辦法

或相關規定；二、研發成果資料庫之測試及說明；三、資料庫維護辦法（包括：

內容審查辦法、維護程序辦法等）。 

三、技術移轉相關資訊推廣之機制、程序或文件 

如需要從事技術移轉之業務，執行單位必須有一套辦法推廣相關之資訊。從

大眾媒體之廣告、專業人員親自拜訪潛在被授權者與受讓者、利用新聞事件之

公共報導等都是推廣技術移轉之好方法。 

由於技術移轉相關資訊之推廣方式相當多，對於不同之研發成果有其適用之

推廣方式，例如大眾媒體廣告、專業人員親自拜訪、利用公共報導等，執行單

位無法在事先以制式化之規定從事推廣業務，須視當時之環境因素、被授權者

與受讓者之特性與研發成果之本質而定，屬於較內隱性的管理機能，不容易從

一些外顯性之資料中看出，因此評鑑之工作僅能視執行單位有無制訂技術移轉

相關資訊之推廣辦法。 

當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後，除了應有之相關規定辦法外，應該可從

各項歸檔管理之文件中稽核執行單位執行之實體證據，例如報章雜誌之廣告或

報導，技術推廣人員之出差記錄、舉辦說明會之廠商參與名單、重要之電話或

電子通訊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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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

以「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

技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以下資料供評鑑委員參考：一、技術移轉辦法

或相關規定；二、技術移轉相關資訊推廣辦法。 

四、技術移轉程序之規劃與執行 

實務上之技術移轉運作過程，無法事先制訂，完全視個案而定。有時技術移

轉之談判在研發成果尚未產生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有些須在研發成果取得專利

權之後才會有人採用。就整體技術移轉過程而言，雖然常無法事先預期，但執

行單位仍可在組織內規劃並執行技術移轉程序之機制，使得組織在技術移轉過

程中取得學習效果，累積技術移轉經驗，降低組織內部之技術移轉成本。專業

技術移轉人員在整個協商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之地位，其背景、經驗、與技巧

等都是成功運用研發成果之關鍵，但最基本之要求是進行技術移轉協商之人員

必須瞭解經濟部辦法之相關規定，以作為其協商時之依據。 

執行單位中從事技術移轉之協商人員，應該要瞭解經濟部辦法中關於研發成

果各種運用方式之規定，例如運用講習、自行研讀等之方式讓這些人員有時間

仔細思考經濟部辦法之精神與對各種運用情形所設下之限制，這是對技術移轉

人員最基本之要求。而關於其他能力之培養，因依各執行單位之任務、研發成

果之特性等而自行培養適當之專業能力，無法制訂一套標準之規範，故非評鑑

工作所需評估之項目。 

如果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應該可看到執行單位對於技術移轉機

制、程序或文件之規劃與執行之情形文件或說明。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執行單位應準備之資料包括：一、技術移轉辦法或相關規定；二、

技術移轉機制、程序或文件之規劃情形文件或說明；三、技術移轉機制、程序

或文件之執行情形文件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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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發成果運用之評估及履約、違約處理之機制、程序或文件 

檢核「無償授權」、「有償讓與」、「無償讓與」、「商品化」、及「終止研發成

果之運用」等運用方式需要經過經濟部之核准，而有償授權之運用方式，包括

國際交互授權與專屬授權也都有相關之規定，在合約簽訂之前，是否經過審查

以避免違反經濟部辦法之情形發生。 

評估人員應該要透徹地瞭解經濟部辦法中關於研發成果各種運用方式之規

定，執行單位應指定能勝任該項業務之人員名單，以表示這些人員已經經過某

種程度之教育訓練，足以擔當此任務。 

為提升研發成果運用之效益，執行單位在研發成果運用前應有一整體規劃，

包括應用方式、對象、計價等規劃機制、程序或文件。此外，對於研發成果運

用方式須經經濟部核准者，應有相關作業之處理機制、程序或文件。在合約簽

訂之後，執行單位應該追蹤合約的履行情形並擬定或建立違約情事發生時的處

理機制、程序或文件。 

如果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應該可從各項技術移轉之合約判斷該執

行單位是否擁有評估合約之良好機制且各合約之條款是否符合經濟部辦法之

規定。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以下資料供評鑑委員參考：一、技術移轉辦法

或相關規定；二、研發成果運用之整體規劃文件或說明；三、違約處理之程序、

文件或說明；四、研發成果運用中之合約。 

六、研發成果運用之收益分配 

由於科技計畫之研發成果的收益一部份需要繳庫與獎勵研發人員，加上技術

移轉所涉及之技術可能不全然都是科技計畫之研發成果，因此，執行技術移轉

業務之人員或單位，應制訂一套研發成果運用收益之歸屬、分配及獎勵之機

制、程序或文件，以釐清研發成果收益之分配始末。此外，由於經濟部辦法第

二十八條要求執行單位將有關研發人員之獎勵方式、範圍、比例等相關事宜訂

定規範並報經濟部備查，因此執行單位應將獎勵制度報經濟部備查。 

在合約簽訂之後，技術移轉人員應告知會計部門有關研發成果之運用項目，

且告知各項研發成果運用收益之歸屬比例、收益之年限、權利之移轉等，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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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部門才能使用適當之會計科目，以進行正確之會計事務處理。 

如果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執行單位應有研發成果運用收益之歸

屬、分配及獎勵之機制、程序或文件等說明或證明文件。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以下資料供評鑑委員參考：一、技術移轉辦法

或相關規定；二、研發成果運用收益管理辦法及說明（包括：歸屬、分配與獎

勵三部分）。 

七、報告研發成果運用之機制、程序或文件，包括權利金、就業機會、

投資金額等符合經濟部要求之資料 

根據經濟部辦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執行單位應定期向經濟部提出研發成果

運用之報告，故執行單位應建立報告研發成果運用之機制、程序或文件，包括

收取的權利金、未來可創造的就業機會、可能帶動投入的資金等符合經濟部要

求的資料。 

因為執行單位有向經濟部報告之規定，所以各執行單位應注意經濟部所規定

之報告方式與報告中應包含之事項。 

如果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應該可從各次報告中獲知該項功能執行

之情況。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以下資料供評鑑委員參考：一、技術移轉辦法

或相關規定；二、研發成果運用之報告文件或說明。 

八、對外聯繫窗口 

執行單位因分工與規模之原因，外界可能無法瞭解該單位所擁有之研發成

果，與研發成果之運用方式。因此，執行單位須設有對外聯繫之窗口，負責此

項業務之人員必須瞭解組織內部關於技術移轉相關事項之分工與權責劃分，負

責對外向經濟部與詢問機構之聯繫工作。 



 

 67 

由於上述各項業務之間或有關連性之存在，為恐執行單位之分工細或且職責

分散，為顧及技術移轉對外之整體形象，應該指派專責組織或人員負責對外聯

繫技術移轉相關事宜，同時，該人員須熟悉該機構內之各項業務工作與對應之

負責人，且在各種對外之公告中，留下聯絡人之姓名與聯絡方式。 

如果執行單位確實執行了該項功能，則可看到各項公告資訊與資料庫中聯絡

人之姓名與聯絡方式，且該聯絡人員能回答出各項業務之分配。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以下資料供評鑑委員參考：一、技術移轉辦法

或相關規定；二、對外聯繫之程序、說明或證明文件。 

九、編撰技術移轉手冊或文件載明以上所有相關規定（暫緩實施） 

對於上述與技術移轉有關之規定事項，執行單位應編撰成冊，分發相關人

員，作為全體員工適用之準則。 

該評鑑項目在技術移轉制度中非常重要，執行單位非有不可。在評鑑中應以

「有」、「無」表示評鑑之結果。被評鑑為「無」者則應視為重大缺失，表示技

術移轉制度不通過。 

在評鑑時，建議執行單位準備該單位之技術移轉手冊或文件供評鑑委員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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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國科會「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補助研發成果

推廣活動」申請書 

(申請書應包含下列內容，篇幅及格式不拘) 

一、基本資料： 

 

中文  活動 

名稱 英文  

申請機構名中(英)文  

申請人 姓名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聯絡人 

地址  e-mail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天 

活動地點 國家  場所(州、城市⋯)  

成果發表 口頭報告(Oral)      篇、壁報(Poster)      篇、其他      篇，共       篇 

估計出席人

數 

 國內         人、國外         人，總計          人 

 列舉參與國家：                                       ，共        國 

其他主(協)

辦或贊助單

位 

（一） 

（二） 

（三） 

總預算               元 申請本會補助              元 會議經費 

已獲(申請)其他單位補

助，請列舉補助機關、

金額 

1.機關：                          金額： 

2.機關：                          金額： 

3.機關：                          金額： 

二、計畫書全文 

另以 A4 紙張說明本會議之會議預算書及經費分攤表、緣起、目的、預期效益、籌

備進度、籌備委員之姓名、服務機構與職稱、詳細議程、研發成果出版計畫及邀請講

員個人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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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 第四四八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整合學術研究資源，有效

管理及推廣學術研發成果，並擴展研發成果之運用範圍，特訂定本要

點。 

壹、專利之補助及獎勵 

二、 本會補助計畫所獲得歸屬於計畫執行機關之研發成果，已向專利專責

機關提出申請專利案或已獲准專利者，計畫執行機關得向本會申請補

助百分之八十之申請及維護專利相關費用。獲准專利者，得再向本會

申請專利獎勵金。 

三、 本會補助之申請及維護專利相關費用，包括下列費用： 

(一) 申請專利各階段所發生之費用（補正及申覆之費用合計以三次為
限）。 

(二) 前三年之專利年費等相關維護費用（若專利專責機關所規定之第一
期年費涵蓋期間超過三年，以第一期為限）。 

前二款費用均含專利代理人費用。 

四、 計畫執行機關應於每季後一個月內，檢具下列資料，向本會申請專利

相關費用及專利獎勵金： 

(一) 專利相關費用： 

計畫執行機關應檢具原始憑證正本、「申請補助專利費用清單」及「申

請補助專利費用明細表」。 

(二) 專利獎勵金： 

計畫執行機關應檢具專利證書影本、領據及「申請專利獎勵金清單」。 

五、 專利獎勵金依「國科會專利獎勵金一覽表」核給；專利獎勵金應用於

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相關用途，並應提撥一定比率予發明人。 

貳、技術移轉個案獎勵 

六、 本會補助計畫所獲得歸屬於本會或計畫執行機關之研發成果，經計畫

執行機關完成技術移轉者，對未來產業發展具影響性，且技術移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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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licensing fee)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者，計畫執行機關得向本會申
請技術移轉獎勵金。 

前項權利金如屬股票者，以股票面額計算之。 

七、 計畫執行機關應備函檢具「申請技術移轉個案獎勵案件清單」及個案

之技術移轉合約書影本，向本會提出申請，經審查後擇優核定其獎勵

金額。 

八、 技術移轉獎勵金之上限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每一項技術移轉個案（指同一項技術授權同一對象者），以獎勵一次

為原則。每一項技術每年以獎勵一次為原則。受獎勵之計畫執行機關應

將技術移轉獎勵金用於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相關用途，並應提撥一定比

率之獎勵金予技術移轉有功人員。 

九、 技術移轉獎勵金之審查重點包括： 

(一) 技術移轉案件產出之收入（含已發生之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及未來
收入預估）。 

(二) 創造新產品或服務、新創企業、新產業、就業機會或誘導性投資之
預期效益。 

十、 技術移轉獎勵金於每年一月底及七月底前分批受理申請。 

參、績優技術移轉中心之獎助 

十一、 本會補助計畫之計畫執行機關已設立技術移轉專責單位，近三年內

自行辦理完成技術移轉案五件以上，且獲得之技術移轉權利金

(Licensing fee)合計達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實績者，得檢具最近三
年之績效資料，向本會申請獎助金。 

前項案件，包含電腦程式授權使用及著作授權出版案；不包含先期技

術移轉及建教合作案內含之技術移轉。 

第一項案件之研究成果，不限本會補助計畫所獲得者，但計畫執行機

關必須為技術移轉合約當事人之一。 

十二、 申請案經本會就績效進行評鑑後，擇優遴定三至五案，核給新台幣

一百萬元至二百萬元之獎助金，受獎助之計畫執行機關應提列不低於本

會核定獎助金額之配合款。獎助金額及配合款均應使用於研發成果管理

及推廣相關用途。 

受補助機關應就本會核定之獎助金額提報技術移轉中心營運計畫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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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清單，分列本會補助金額及計畫執行機關配合款，送本會備查。其受

獎助機關之配合款未達本會核定獎助金額者，以配合款為本會獎助金上

限。 

計畫經費之編列、撥付及報銷比照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方式辦理，但

計畫結餘款應繳回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十三、獎助金之績效評鑑，由本會組成「績效評鑑委員會」負責，其評鑑

重點包括： 

(一) 技術移轉中心現有人力。 

(二) 機關配合狀況。 

(三) 自行辦理申請專利現況（含非屬本會補助之研發成果）。 

(四) 自行辦理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現況（含非屬本會補助之研發成
果）。 

(五) 研發成果衍生創業現況。 

(六) 對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服務現況。 

(七) 其他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績效。 

前項評鑑期間為三個月。 

十四、 申請獎助金之機關應依本會公告之期限提出申請。 

十五、 申請獎助金之機關應備函並檢具下列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 「技術移轉中心獎助申請書」 

(二) 各項管理推廣績效案件清單及其證明文件。 

十六、 受獎助之機關應依本會指定方式，按季填報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績

效表；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應繳交結案報告，並於本會網站公告

其執行成果。 

肆、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經費之補助 

十七、 本會補助計畫之計畫執行機關已設立技術移轉專責單位者，得向本

會申請技術移轉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費用之補助，亦得聯合其他學研機構

共同提出申請。已獲得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助金之計畫執行機關，不得

單獨提出申請。 

十八、 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費用之補助經費，每案以不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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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費用之申請補助機關應於活動預訂日二個月

前，檢具「補助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申請書」及活動計畫書向本會提出申

請。活動屬聯合辦理者，由主辦之機關提出申請。 

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費用之補助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底前

分批受理申請。 

二十、 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費用補助之審查重點，包括： 

(一) 活動目的之需求性。 

(二) 活動計畫之可行性。 

(三) 活動內容之充實性。 

(四) 申請經費之適切性。 

聯合辦理技術發表會者，得優先考量其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費用之補助

申請。 

二十一、 受補助機關應於本會網站公告其推廣活動，並於計畫執行期滿後

三個月內繳交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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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國科會申請補助專利費用案件清單 
(本清單請填寫一式三份，連同支出憑證黏存單函送國科會核撥補助款) 

 

申請機關：          申請季別：  年  季 

序號 申請專利名稱 計畫主持人 專利申請人
1

實際發生費

用(新台幣：

元) 

申請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申請補助金額  合計新台幣             元 

 

註 1.專利申請人若不僅為計畫執行機關，則應明列所有申請人、註明各單位之權利分配

比率，並檢附權利分配比率之證明文件（如約定書等），本會將依計畫執行機關所

分配之比率予以補助。無權利分配比率證明文件者，視為權利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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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國科會 申請補助專利費用個案明細表 

專利名稱 
中文： 

英文： 

發 明 人  

國 科 會 

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專利申請人 4 （若為多數申請人，請詳閱註 4.） 

專利申請資料 

專利申請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專利類型：□發明   □新型  □新式樣  □其他     

申請國家：□中華民國 □美國  □其他      

申請費用項目 
□提出申請  □補正或申覆  □核准領證 

□其他     （請說明費用項目） 

新台幣：      元 

外 幣：   金額：     匯率：   折合新台幣：     元發生費用 

合 計：新台幣      元 

申請補助金額 
新台幣：        元     

補助比率：   ％        (補助比率＝80% × 權利分配比率) 

學校審查意見 （『提出申請』費用補助者，應填寫此欄。） 

註：1.每一項費用均請填寫本表一張，連同(1)申請專利文件影本(2)支出憑證證明規則所定「分攤

費用表」(3)原始憑證正本(4)補助計畫之經費核定清單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支出憑證黏

存單應經機關首長、主辦會計及其他相關人員蓋章。 

2.發生費用得含國內外專利代理人費用及政府規費。 

3.下列費用由研發成果所屬機關自行負擔，國科會不受理申請補助。 

 與專利主管機關（如我國智慧財產局、美國專利商標局等）所規定之申請程序無直接關係
之費用，如專利檢索費、評估是否申請專利之審查費等 

 第二期以後(第四年以後)專利維持年費 
 申請大陸地區專利之費用 

4.專利申請人若不僅為計畫執行機關，則應明列所有申請人、註明各單位之權利分配比率，並

檢附權利分配比率之證明文件（如約定書等），本會將依計畫執行機關所分配之比率予以補

助。無權利分配比率證明文件者，視為權利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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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 

國科會申請專利獎勵金案件清單 
(本清單請填寫一式三份，連同支出憑證黏存單函送國科會核撥獎勵金) 

 

申請機關：              申請季別：    年    季     

序號 獲准專利名稱 
計 畫

主持人

國 科 會

計畫編號

專利權人
2
 

獲准專

利國別
證書號碼 

申請

獎勵

金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申請獎勵金額總計：新台幣       元 

 

註 1.上表所列每案均應檢附專利證書影本，並於本會【學術研發成果資訊交流網】登錄相關資料。 

  2.專利權人若不僅為計畫執行機關，則應明列所有權利人、註明各單位之權利分配比率，並檢

附權利分配比率之證明文件（如約定書等），本會將依計畫執行機關所分配之比率予以獎勵。

無權利分配比率證明文件者，視為權利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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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 

國 科 會 專 利 獎 勵 金 一 覽 表 
 

獲 准 國 家 發 明 專 利 
(新台幣/元) 

新 型 專 利 
(新台幣/元) 

中華民國 15,000 10,000 

歐洲專利 50,000 

美國、日本、加拿大 35,000 

韓國 

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

西班牙 

澳洲、紐西蘭 

25,000 

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

越南、印尼、泰國、印度、

以色列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

利 

荷蘭、比利時、瑞典、芬蘭、

挪威、俄羅斯 

南非 

15,000 

1. 登記制：5,000

 

2. 實 審 制 ：

10,000 

※ 應檢附實審制之證

明文件。未附證明

文件者，比照登記

制之獎勵金。 

 

註. 1.新式樣專利不予獎勵。    

  2.獲得未列於上表內國家之專利，不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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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 

國科會申請技術移轉個案獎勵案件清單 

 

申請機關：          申請期別：  年□第一期 □第二期 

序號 技術名稱 
計  畫 

主持人 

國科會補助

計畫編號

授權 

對象 
權利金 
(新台幣/元) 

國 科 會

合約編號

1       

2       

3       

4       

5       

 

每案均應檢附下列資料： 

1. 技術移轉合約書(影本) 

2. 技術移轉合約明細表(請逕自本會【學術研發成果資訊交流網】列印) 

3. 預期效益說明書 
內容應包含： 

(三) 技術移轉案件產出之收入（請表列已發生之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及未來收入預估） 

(四) 創造新產品或服務之預期效益 

(五) 創造新創企業之預期效益 

(六) 創造新產業之預期效益 

(七) 誘導性投資之預期效益 

(八) 創造就業機會之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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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六 

國科會 技術移轉中心獎助 申請書 

1.研發資源 

項 目 89 年 90 年 91 年 
近三年

總 計 

總 計     

教師人數     

研究人員     

研究

人力 

學生人數     

總  計     

教育部     

國科會     

其他政府單位     

研究

經費 
 

(新台

幣/元) 

民間企業     

建教合作件數     

 

2. 技術移轉中心概況 

項   目 89 年度 90 年度 91 年度 

總人數    

專任人數    現有人力 

兼任人數    

總金額    

機關編列    

營運經費 
(新台幣/元) 

國科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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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單位補助    

3.技轉中心營運績效統計表 

(一)校內服務成果 

本校自行研發成果 1 國科會補助成果 2 其他單位補助成果 3 研發成果別 

 

年度別 

服務項目別 

89

年

度 

90

年

度 

91

年

度 

3 年

累

計

89

年

度 

90

年

度 

91

年

度 

3 年

累

計 

89

年

度 

90

年

度 

91

年

度 

3 年

累

計

總 件 數             

中華民國             

美   國             

獲准

專利
４ 

其他國家             

技術移轉簽約件數 5             

先期技轉件數 6             
技術

移轉 

技術移轉收入 7             

完成簽約總件數             
著作

或商

標授

權
８ 

授權收入 9             

計畫件數             

有技術移轉 

計畫件數 
            

大產

學計

畫 11 

研究經費             

計畫件數             

產學

合作

研究
10 小產

學計

畫 12 研究經費             

研發

成果
新創事業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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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

創業
13
 

技術作價金額 14             

註. 1.本校研發成果：指校內研發人員未透過國科會或其他單位補助計畫所完成之職務上之研發成

果。 

2.國科會補助成果：指校內研發人員執行國科會補助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所完成之研發成果。 

3.其他單位補助成果：指校內研發人員執行其他政府檵關或民間企業補助計畫所完成之研發成

果。 

4.核准專利件數：專利權人必須為計畫執行單位，並以專利權起始日為基準計算件數。 

5.技術移轉件數：指完成技術移轉合約簽訂且計畫執行單位為技轉合約當事人者，方列入計算。

包含電腦程式授權使用等。 

6.先期技轉件數：指執行本會「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或其他產學合作計畫之先

期技術移轉件數。 

7.技術移轉收入：包含權利金（即授權金或簽約金, Licensing fee）及衍生利益金(Royalty)，

股票收入得以面值計算。應以技轉廠商實際繳付之金額計算。 

8.著作授權：包含語文著作授權出版、電腦軟體授權發行或商標授權使用等案件，且計畫執行

單位為發明人者。 

9.授權收入：包含權利金（即授權金或簽約金, Licensing fee）及衍生利益金(Royalty)，股

票收入得以面值計算。應以授權廠商實際繳付之金額計算。 

10.產學合作研究：泛指學校與產業界合作以技術開發為主之合作研究計畫。國科會補助成果欄

請分別依大小產學計畫填寫；其他單位補助者，可包含其他政府機關補助之產學合作計畫或

逕與產業界合作之建教合作計畫。均須以合作技術開發為主之合作研究計畫。 

11.大產學計畫係指：「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2.小產學計畫係指：「國科會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13.研發成果衍生創業：利用校內研究人員之研發成果為主所衍生之新創企業，須已簽訂技術移

轉合約。 

14.技術作價金額：衍生創業所利用之研發成果之技術作價金額。若為股票，請以面額或處分價

格計算。 

15.表內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二)對其他學研機構服務成果 

國科會補助成果 非國科會補助成果 研發成果別 

年度別 

項 目 

89

年

度 

90

年

度 

91

年

度 

3 年

累

計 

89

年

度 

90

年

度 

91

年

度 

3 年

累

計 

協助 

申請專利 

技術審查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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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件數         協 助 

技術移轉 

著作授權 
產生權利金 

(Licensing 

fee) 

        

新創事業家數         協 助 

研究人員 

衍生創業 
技術作價金額         

註 1.上述各項對外服成果，均應簽附案件清單，載明協助之學校、發明人、技術名稱、授權對象

等。 

2.對外服務對象須為學術研究機構。 

3.表內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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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七 

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申請書 
(申請書應包含下列內容，篇幅及格式不拘) 

三、基本資料： 

計畫主持人 1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中文  活 動 

名 稱 英文  

姓名  電話  傳真  
聯 絡 人 

地址  e-mail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日 

活動地點  

發表成果 發表技術成果共    項（含專利   項） 

技術領域  

估計出席人數  

其他主、協辦

或贊助單位 2 

（一） 

（二） 

（三） 

總預算：新台幣               元 申請本會補助：新台幣              元

會議經費 
已獲(申請)其他

單位補助者，請

列舉補助機關及

金額 

1.機關：                       補助金額： 

2.機關：                       補助金額： 

3.機關：                       補助金額： 

註. 1.計畫主持人應為技轉移轉專責單位負責人。 

    2.申請補助機關應為主辦單位或主辦單位之一。 

四、計畫書全文 

另以 A4 紙張說明本會議之會議預算書及經費分攤表、緣起、目的、預期效益、籌

備進度、籌備委員之姓名、服務機構與職稱、詳細議程、研發成果出版計畫及邀請講

員個人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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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策略規劃小組」 

大學技術移轉服務機構 概念 

一、背景 
目前國科會補助了九家大學與研究機構的技轉中心，同時目前辦法裡規定這九家技轉

中心必須無償協助其他大學院校技術移轉相關事宜。經過兩年的時間，我們可以從各技

轉中心的績效中看出，大學技轉中心「協助他校進行技轉」的這塊功能可以說是完全沒

有發揮。 

即使在新辦法，增加了對於「技轉成功案件的獎助」作為大學經營技轉中心的補助，

但是有許多大學仍舊對於技術移轉相當陌生，無法走出第一步。而目前九家國科會補助

的技轉中心又將減少至兩三家，對於其他沒有國科會補助的學校的幫忙只會越來越少。

因此本小組建議成立一個協助大學技術移轉的「大學技術移轉服務機構」，以協助未受

國科會補助的學校走出技術移轉的第一步。 

二、想法 

目前大學技轉中心的功能不彰，其主要原因是各大學並不把技術移轉當作主要業務，

以致於技轉中心主任均由教授兼任，而非專業人士擔任。 

為了消除此一弊病，這個獨立於大學外的技轉中心必須由專業人士組成，我們有兩個

想法： 

1. 由國科會出資成立基金會（或兩個基金會），延攬國內外專業人士加入，從事對於
各校技術移轉的專業服務。 

2. 由國科會成立一個虛擬的技轉中心，這個技轉中心並不需負擔專業人士的高額薪
水，而是以策略聯盟的方式連結國內的專業機構（如工研院）或民間公司。這個

技轉中心只需印製「技術移轉 Handbook」供各大學參考，並擔任各大學與專業機

構間的仲介。 

這個虛擬的技轉中心由國科會委託財團法人，甚至民間公司擔任。 

後者想法的示意圖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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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虛擬技轉中心示意圖 

因此大學除了可以求助於目前的獲補助的九家大學技轉中心（未來將減少）外，還可

以跟國科會指定之虛擬技轉中心聯繫，由這個虛擬的技轉中心代為聯繫民間專業機構或

是與國科會簽約的工研院。 

除了工研院有相當的技轉經驗外，其實民間專業機構也相當的有經驗，我們可以將其

合稱「技術移轉服務團」。事實上，政大科管所曾經協助經濟部對於「技術移轉服務業」

進行研究，而經濟部台灣技術交易市場計畫（TWTM）也將民間技術移轉服務業納入，目

前名單請見附件 1，而 TWTM 所補助的經費辦法請見附件 2。 

三、結論 

我們認為受國科會補助的技轉中心是沒有意願協助其他學校從事技轉工作的。同時，

我們從美國的經驗得知：獨立的「區域的技轉中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後，我們指

出了民間其實有充沛的技轉服務資源，是值得政府考慮借用的，而 TWTM 也做出一個良

好的示範。 

大學

國科會補助
之大學技轉中心

虛擬的技轉中心

工研院
民間
專業機構

協助

手冊提供

協助轉介

轉介 轉介

協助

民間財團法人

技轉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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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TWTM目前延攬的專業機構 

智慧財產管理業  

編號 公司名稱 公司住址 電話 傳真 

S299 台灣智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6台北市光復南路556

號 6 樓之 1 

02-27077201 02-27077207 

S301 元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正路 738 號 11

樓之 5 

02-82262360#25 02-82262359 

S312 識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202 號 3F-2 

02-23611059 02-23826010 

S313 台灣亞洲基金會/智財

與技術服務辦公室 

104 台北市朱崙街 17 號 02-25061174#41 02-25093240 

S469 拓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復南路 574-1 號 5 樓 2703-2806 2784-0291 

S471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

研究院 

221 北縣汐止市大同路

三段 196 號 2樓 

02-86472999#302 02-86472177 

S477 信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

所 

台北市 100 中正區仁愛

路二段 1號 8樓 

02-3393-3658＃803 02-3393-3659 

S615 聿磊國際專利商標聯合

事務所 

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523

號 13 樓之 1 

04-22587169 04-22586326 

S616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三段 156 號 6F 

27159999 ext 5491  

S681 法盟國際智慧產權事務

所 

南京東路五段 296 號 5

樓 

2749-2557 2749-5346 

S856 網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11

樓之 1 

02-2325-2570 02-2754-3603 

S1027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

中心 

龜山鄉樂善村文明路 29

巷 8 號 

03-328-0026*184 03-327-6127 

S1040 懿鑫資訊企業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松江路 275 號 5 樓 25155236 25151116 

S1048 德米科技智財有限公司 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68

號 2 樓 

02-25858598  02-25858266  

S1052 立揚國際專利商標事務

所 

敦化南路一段 294 號 9

樓之 8 

(02) 2709-9289 (02) 2709-9286 

S1121 基律有限公司 忠孝東路四段 233 號

4F-9 

6638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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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經紀業  

編號 公司名稱 公司住址 電話 傳真 

S301 元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正路 738 號 11

樓之 5 

02-82262360#25 02-82262359 

S307 中國華夏知識產權交流

事務所 

300 新竹市關東路 49 號 03-5631103 03-5784555 

S308 中華民國資產評估協會 807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

一路七十號四樓 

07-3162272 07-3162271 

S444 財團法人中華科技經濟

鑑測中心 

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

段 16 號 7樓 706 室 

2561-5541 2561-5543 

S469 拓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復南路 574-1 號 5 樓 2703-2806 2784-0291 

S471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

研究院 

221 北縣汐止市大同路

三段 196 號 2樓 

02-86472999#302 02-86472177 

S616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三段 156 號 6F 

27159999 ext 5491  

S720 中華不動產鑑定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西路 36 號 5

樓之 1 

02-25590590 02-25502106 

S884 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

公司 

中正區仁愛路二段49號

4 樓 

23581735 、

23583851 

23510929 

S988 台灣黌達鑑定中心 文心路一段378號 10樓

之 5 

04-2323-1818 04-2328-0742 

S1040 懿鑫資訊企業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松江路 275 號 5 樓 25155236 25151116 

S1121 基律有限公司 忠孝東路四段 233 號

4F-9 

66386838 6638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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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事業化服務業  

編號 公司名稱 公司住址 電話 傳真 

S301 元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和市中正路 738 號 11

樓之 5 

02-82262360#25 02-82262359 

S309 工業技術研究院 創業

育成中心 

310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

四段 195 號 52 館 320 室

03-5916469 03-5822983 

S310 台灣工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110台北市松仁路97號 1

樓 

02-23451101#5502 02-87893567 

S315 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

產權發展基金會 

115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1 號 E 棟 3樓 321 室

02-26553821#3217 02-26553822 

S316 嘉誠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26號

2 樓 

03-5646060 03-5646099 

S317 山益投資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06 台北中忠孝東路 4段

565 號 6 樓 

02-27693966#222 02-27660000 

S469 拓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光復南路 574-1 號 5 樓 2703-2806 2784-0291 

S471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

展研究院 

221 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三

段 196 號 2 樓 

02-86472999#302 02-86472177 

S540 新貴育成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300新竹市北大路68號 7

樓 B室  

03-5153733 03-5153722 

S569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互

助保證基金會 

 (02)2701-6677#103 (02)2702-3377 

S586 網通科匯股份有限公

司 

1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28 號 8 樓 

25461981 25468843 

S597 國立中山大學技術移

轉中心 

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行政

大樓 6001 室 

0939804603 07-5252639 

S616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三段 156 號 6F 

27159999 ext 5491  

S621 元智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中壢市內壢遠東路135號 03-4638800-499 03-4638497 

S630 東南亞投資顧問(股)

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2段49號4

樓 

23581735 23510929 

S646 嘉德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 

100 台北市忠孝東路 2段

123 號 21 樓 

02-3393-1100 #630 02-3393-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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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24 英泰吉企業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330 桃園市大興西路二段

279 號 10 樓之一 

3-3011156 03-3015373 

S730 淡江大學建邦中小企

業創新育成中心 

251 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

151 號鍾靈化學館 C103 

02-26215656＃2307 02-86312415 

S744 宏遠育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東路二段二號三樓 02-2523-5655,x101 02-2523-5755 

S856 網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11

樓之 1 

02-2325-2570 02-2754-3603 

S966 和協企管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承德路一段 70-1 號 9F-1 02-25582161 02-25581861 

S988 台灣黌達鑑定中心 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0 樓

之 5 

04-2323-1818 04-2328-0742 

S1040 懿鑫資訊企業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 

松江路 275 號 5 樓 25155236 25151116 

S1121 基律有限公司 忠孝東路四段 233 號

4F-9 

66386838 66386828 

技術交易專門職業類(律師/會計師/智權代理人)  

編號 事務所名稱 住址 電話 傳真 

S301 元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和市中正路738號 11樓

之 5 

02-82262360#25 02-82262359 

S318 海天國際專利商標事

務所 

台北市 104 南京東路 2 段

111 號 8 樓之三 

02-2516-4900# 20302-2516-4901 

S319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台北市光復南路 102 號 7F 02-27410258#2267 02-27736610 

S320 崧鉅專利商標事務所 台北市 104 南京東路二段

21 巷 8 號 2樓 

02-2536-2861 02-2536-2862 

S321 照華國際專利商標法

律聯合事務所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23號

10 樓之一 

02-2564-2377#114 02-2571-7910 

S322 台灣先智專利商標事

務所 

110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

路五段 410 號 4 樓 

02-27238589#101 02-27238565 

S323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聯

合事務所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一路

549 號 3 樓 

04-23808393#340 04-23808395 

S324 宇洲國際專利商標事

務所 

110 台北市松德路 171 號

2F 

02-27598848#26 02-2759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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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5 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

合事務所 

106台北市信義路四段279

號 3F 

02-27039911#301 02-27552737 

S337 徐宏昇律師事務所 100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83 號 20 樓之 2 

02-23935620 02-23213280 

S338 有駿國際專利商標事

務所 

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250 號 12F 

02-27111142 02-27517820 

S339 亞太國際專利商標事

務所 

104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81 號 6 樓 

02-25076622#51 02-25067669 

S386 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 104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7 號 7 樓 

02-81833340 02-25026695 

S404 萬國法律事務所 北市仁愛路三段 136 號芙

蓉大樓 15 樓 

02-27557366#192 02-27556486 

S422 創越法律事務 110 北市基隆路二段 125

號 8 樓之一 

02-27387676 02-27383674 

S469 拓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光復南路 574-1 號 5 樓 2703-2806 2784-0291 

S507 冠霖會計師事務所 526 彰化縣二林鎮北平里

民治街 36 號 

04-8951414 04-8963715 

S615 聿磊國際專利商標聯

合事務所 

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523 號

13 樓之 1 

04-22587169 04-22586326 

S616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

段 156 號 6F 

27159999 ext 5491  

S785 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

務所 

長安東路2段 81號 6樓之

1 

25095579 25094564 

S796 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

務所 

敦化南路二段218號5樓A

區 

2378-5780 x254 2378-5093 

S856 網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復興南路二段236號 11樓

之 1 

02-2325-2570 02-2754-3603 

S857 德米國際專利商標事

務所 

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68號

2 樓 

02-25858598 02-25858266 

S1040 懿鑫資訊企業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 

松江路 275 號 5 樓 25155236 25151116 

S1052 立揚國際專利商標事

務所 

敦化南路一段 294 號 9 樓

之 8 

(02) 2709-9289 (02) 2709-9286 

S1121 基律有限公司 忠孝東路四段 233 號 4F-9 66386838 6638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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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TWTM如何補助民間企業 
提升智慧財產管理能力個案輔導申請須知(B 類) 

申請業者： 

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包含製造業或技術服務業），且須輔導業者協助提升智慧財產管

理能力之企業。  

輔導業者： 

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合法成立之事務所，並至少有二位具智慧財管理經驗二年以

上之專任人員，或接受工業局主辦之技術交易服務業進階專業人才培訓課程，並獲頒結

業證書者。  

輔導範圍 ： 

由申請業者委託輔導業者，進行下列工作至少一項：  

a.協助企業進行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之建置或強化；  

b.提供智慧財產權管理相關軟體及資料庫之開發/建置/購買等諮詢顧問服務；  

c.協助企業進行智慧財產權管理之人才培訓。  

計畫經費 計畫經費之政府補助款之上限為新台幣四十萬元，且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

之五十﹪。  

提升技術交易效率個案輔導申請須知(C 類) 

申請業者： 

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含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於進行技術交易過程中，需要輔導業者

提供協助之企業。  

輔導業者： 

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合法成立之事務所，並至少具有二位智財相關經驗二年以上

之專任人員，或曾接受工業局主辦之技術交易服務業進階專業人才培訓課程，並獲頒結

業證書者。  

輔導範圍 

a.技術經紀服務： 

申請業者委託輔導業者辦理技術鑑價；或申請業者委託輔導業者辦理技術仲介及鑑

價。 

b.技術事業化服務：申請業者委託輔導業者撰擬營運計畫書。  

計畫經費 

a.技術經紀服務：計畫經費之政府補助款之上限為新台幣五十萬元，且不得超過        

計畫總經費之五十﹪。 

b.技術事業化服務：計畫經費之政府補助款之上限為新台幣十萬元，且不得超過計畫總

經費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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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劉江彬教授與陳副主委會談共識   

加強大學校長與高階管理者重視研發成果推廣工作 

(1) 全面性宣導 
於【大學校長會議】中安排專題演講及政策宣導時段。 

(2) 區域性宣導 
 於南部及北部各辦理一場大學首長聯誼餐會。 
 邀請 20~30所大學校長出席（限副校長以上出席）。 
 安排約 30分鐘之簡報，再以聯誼、餐會或茶會性質做政策宣導。 

(3) 重點拜訪 
 重點拜訪大學校長，懇請重視研發成果推廣工作。 
 分別親訪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校長。 

 
1. 加強計畫主持人重視研發成果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 

(1) 申請本會補助【應用型】計畫之案件審查時，對於曾獲准相關專利或完成技術
移轉者，應加計評分。 

(2) 申請本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案件
審查時，過去獲准專利及技術移轉之績效應為審查要件，並佔評分之一定比率，

且總評意見內必須針對此項要件有所評論。 

 
2. 大學技術移轉中心之評鑑與實質獎勵 

(1) 對大學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技術移轉中心之運作）進行評鑑。由大學向本會
申請評鑑。 

(2) 對於評鑑合格者，分級增加其補助計畫之管理費比率 (例如 2.0%／1.5%／1.0%
／0.5%)。 

(3) 增加之管理費應專款專用於研發成果推廣。 

 
3. 研發成果推廣人才之培育 

(1) 應有系統地規劃持續性且具階段性之人才培育計畫。 
(2) 參與經濟部【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以增加大學類名額之方式合作辦理。 
(3) 建議執行本會應用型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之專任助理接受智慧財產權之教
育訓練。 

會談時間：9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 1:00PM ~ 2:20PM 

參與人員：陳副主委建仁、劉江彬教授、耿筠教授、劉錦龍處長、蔡明珠科長、李蕙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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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續 工 作  

1. 加強大學校長與高階管理者重視研發成果推廣工作 
(1) 大學校長會議 

 聯絡教育部高教司。 
 詢問開會時間、安排此項專題。 

(2) 南北聯誼餐會 
 選定邀請參與餐會之大學名單。 
 選定餐會時間及地點。 
 本會參與人員：陳副主委、各學術處處長、綜合處處長及承辦同仁。 

(3) 拜訪四所大學校長 
 聯絡四所大學校長，決定拜訪時間。 
 本會參與人員：陳副主委、綜合處處長及承辦同仁。 

2. 加強計畫主持人重視研發成果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 
(1) 研擬【應用型】計畫申請案審查時，加強專利及技轉績效之加重計分建議方式，
提本會學術會報討論。 

(2) 研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申請案審
查時，將專利及技術移轉績效列為審查要件之建議方式，併同研擬中之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改進策略方案，提本會學術會報討論。 

3. 大學技術移轉中心之評鑑與實質獎勵 
(1) 研擬全面性之大學研發成果推廣制度評鑑方式。 

 大學提出評鑑之要求。 
 本會組成評鑑小組進行評鑑。 
 評鑑內容及評分方式。 
 分級增加不同比率之管理費。 
 每年年底前評鑑，調高次年核定計畫之管理費比率。 

(2) 於大學校長會議、聯誼餐會及拜訪校長時提出構想，瞭解大學之反應。 
(3) 研擬分級增加管理費比率及專款專用之可行性。 
(4) 修訂本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之第【參】項。 

4. 研發成果推廣人才之培育 
(1) 參與經濟部【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聯絡經濟部技術處，瞭解本會加入該計畫之可能性。 
 以增加大學類名額之方式合作辦理。 
 本會補助增加名額所需經費。 

(2) 研擬計畫專任助理應參與智慧財產權教育訓練之方式。 
(3) 持續辦理相關人才培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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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九十二年度「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助」評鑑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貳、地點：科技大樓 十九 樓一九０八 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主任委員建仁                         記錄：李蕙瑩 

肆、評鑑委員： 
林委員山陽     林委員維新 邱委員紹成 

梁委員啟銘     黃委員俊英（請假） 劉委員江彬（請假） 

賴委員杉桂     蔡委員忠杓 魏委員耀揮 

劉委員錦龍 

   列席人員： 

潘萬層副處長、蔡明珠科長 

伍、主席致詞：（略） 

陸、綜合處說明： 

一、 本項獎助措施相關規定 

依本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之「參、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助」

措施，本年度之申請截止日期為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本要點如附件一） 

二、 本年度申請獎助概況 

(一)本年度共有十二所學術研究機構提出申請，除逢甲大學申請案係於申請截止期限

後送出（以郵戳為憑），未完成申請程序外，共計十一所學術研究機構申請。 
(二)本處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邀請專家學者共同進行資格審查，計有

四所學研機構，未達【本要點】規定：「近三年必須辦理完成五件技術

移轉案，且權利金須達新台幣一五０萬元」之資格條件。故僅餘七所學

研機構進入績效評鑑程序。（詳如附件二） 

三、 評鑑方式建議案說明(略) 

柒、討論及決定評鑑方式： 

決定依左列方式計算申請單位之績效分數： 

代號 績效項目 比率 績效次項目 佔各該項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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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申請專利之絕對及相對績效 一０％ 

獲准專利之絕對及相對績效 二五％ Ａ 
國科會補助成果推廣

績效 
六０％

技術移轉、著作授權及衍生創

業收入 
六五％ 

申請專利之絕對及相對績效 一０％ 

獲准專利之絕對及相對績效 二五％ Ｂ 
其他單位補助成果推

廣績效 
一五％

技術移轉、著作授權及衍生創

業收入 
六五％ 

國科會補助成果績效 五０％ 
Ｃ 

服務其他機構之推廣

績效 
二五％

非國科會補助成果績效 五０％ 

合計  一００％  
各項總和均

為 100% 

有關申請、獲准專利及技術移轉收入之定義及點數計算方式，均依綜合處建議方

式計算（詳如附件三）。惟依點數排序後，採７、６、５、４、３、２、１之分數

計算。各績效項目所佔百分比，則依右表所列比率計算。 

捌、計算評鑑總分： 

依前項評鑑模式計算七所學研機構技術移轉中心之績效總分，所得分數詳如左表

所列。各分項績效分數計算結果，詳如附件四。 

序號 獎  助  機  構 
 名  稱 

國科會補助 
成果績效(Ａ) 

其他單位補助

成果績效(Ｂ)
對其他單位 
服務績效(C) 

績效總分 

１ 台 灣 大 學 5.65 4.55  0.00  4.072500  

２ 成 功 大 學 5.43 3.53  0.00  3.783750  

３ 高雄醫學大學 4.00 5.40  0.00  3.210000  

４ 交 通 大 學 4.50 3.15  0.00  3.172500  

５ 台灣科技大學 4.63 2.60  0.00  3.165000  

６ 中 央 大 學 2.33 4.30  0.00  2.040000  

７ 中 山 大 學 1.48 4.60  0.00  1.575000  

玖、決定獎助機構及獎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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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績效評鑑總分計算結果，決定補助前五名中之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

學及台灣科技大學等四所大學。詳如左表所列。 

序號 獎 助 機 構 名 稱 獎助金額 (新台幣／萬元) 

１ 台灣大學 二００ 

２ 成功大學 一六０ 

３ 交通大學 一五０ 

４ 台灣科技大學 一五０ 

 

二、原列第三名之高雄醫學大學，因該校申請資料所附之技術移轉案中之四案為同

一案拆為四項合約，僅能視為一案，因此技轉件數未達本會作業要點所要求之

件數，視同未通過資格審查，故不予獎助。 
 

拾、建議事項 

一、建議將本項「績優技術移轉中心」評鑑模式公告週知，以昭示本會對技術移轉

中心之期待及要求。 

二、建議評鑑項目增加技術移轉件數及建教合作計畫件數，另外，對於不同領域之

技術移轉案亦可以有不同之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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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術移轉獎勵辦法 

第一節 國科會「規劃技術移轉獎勵辦法」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十四樓 1401 會議室 

主持人：劉錦龍處長 

與會人數：8人（研究團隊 2人、國科會 6人） 

紀錄：王怡琪 

 技術移轉獎 

劉處長：產學合作的策略規劃。目前國內產業透過 epoch 與 MIT 進行合作。所以想到

產學合作是否也可以進行國際化。而也想到其實許多研發長其實對產合沒有動力，所以

想舉行一個大規模的產官學研大會議。 

馬教授：這邊的辦法只有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跟教育部產學合作獎兩個獎比較有關。大

陸上有三個獎，是「國家自然科學獎」（自然基金委）、「國家發明獎」（國務院）、「國家

科技進步獎」（援引科技進步法）三個獎項。 

劉教授：是否應該要先想清楚「目的」、「對象」。在頒獎的場合花了很多心思。 

馬教授：個人方面：「總統獎」、教育部「傑出人才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團體

獎：中研院、中山文藝等。其實教育部產學獎很多人參加，但是國家發明獎就比較少。

目前應該是先作一個「是非題」，再做一個「選擇題」。我們要先考慮要不要作，再考慮

要結合其他獎項或是獨立給獎。 

劉處長：要形成一個配套，鼓勵整個國家的創新體制。 

馬教授：國家發明獎的給獎標準 專利的質與量、未來性、產業的影響面等等。（不

過目前產業界居多。） 

劉教授：既然上述獎項以產業界為主，所以就可以以學研機構為主。同時專注於對於

產業產生 impact 為主，也可以考慮分項來發給。我們也可以援引發明獎的例子，發給

個人與團體。 

劉處長：以拔尖為目的，類似金馬獎等等。 

蔡科長&馬教授：目前我們還只是補助大學及相關機構。但是民國 94 年國科會改組後，

可能要給到工研院等等。 

劉教授：可以在獎項上稍微彈性一點，加上空間。 

馬教授：技術處與中小企業處目前也有給獎（科技事業獎）。未來與本獎也許有共同

給獎的空間。未來類似新加坡的「科技月」，由副總理級的官員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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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教授：或許目前以「國家科技發明應用獎」為名，未來再增加 category。（（國家）

傑出應用科技獎） 

劉處長：台科大建築系陳教授的建議。 

馬教授&劉教授：之前傑出獎有許多綁標的事件。所以建議可以找其他的產業界人士
來參與。陳教授的版本有一些項目不錯，未來還可以繼續增加。其他的配套也可以加入，

例如：優先進入科學園區、銀行的融資（工商時報的報導有、清華的校友通訊也有）、

創業投資、育成中心、Open Lab、SBIR、關鍵零組件研發計畫（主導性新產品）、相關
研究計畫科專計畫、免稅、相關研究計畫不受兩個的限制等等。 

蔡科長：是否能夠請馬教授做出一個 draft？ 

結論：或許請陳教授、胡右甫、本小組成員、教育部、孫國華（立法委員）等等專家，

大家開一個會議來討論。 

10/18 3:00 

10/22 10/29 

how much? 傑出 30萬，那就給 50萬（領三次），以陳教授為例。由國科會科發基金應
用辦法（科技基本法下的歸屬應用辦法、產業策略會議、第四次全國科技會議）。 

不要有其他獎項的限制。 

大陸的：車子、房子、500萬、優先分配宿舍、Loyalty percentage、Promotion 

作一個 draft：背景、各校效益（大陸的 清大：150E RMB 北大：十幾億 復旦：復華 上
海技術交易所：758E RMB CALtech）、一個辦法 

中工會：亞裔傑出獎 

10/16 產學合作 

 如何協助技術移轉中心？ 

人選問題（透過綜合處人才延攬的辦法先延攬進國科會，半年後再進入各大學的技

術移轉中心） 

對於沒有技術移轉中心的學校，國科會的「技術移轉服務團」也可以延攬這些技術

移轉的人才。未來「技術移轉服務團」可以演化成一個有效率的 NPO。日後也可結合台
灣 A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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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設置國家傑出應用科技獎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十八樓 1805 會議室 

三、主持人：劉錦龍處長 

四、議程： 

 

（一）報告事項： 

由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馬振基教授報告「學（研）機構技術移轉獎勵辦法」之構想

（請參閱簡報資料） 

◆ 目前該辦法主要針對學術界，是否延伸適用至研究界仍有爭議，需要再討論，應保

障教授的獲獎機會，以免被研究機構給囊括（本年度經濟部的國家發明獎－個人獎

項部分，學界沒人獲獎）24。 

◆ 目前除中國大陸外，其他國家（美、日等）並無國家資助的相關獎勵獎項。 

 

（二）討論事項－對獎勵辦法的意見與建議 

1.目標 

（1）訂定明確具體的獎勵措施，以鼓勵學術機構從事技術移轉。 

（2）透過相關機制的建立，鼓勵大學教授釋放出研發的能量，擴大研發成果，加速產

業升級，並使其變成一股風潮。 

 

2.原則 

（1） 讓受獎人認為自己是一軍，而非二軍。 

（2） 獎勵必須與傑出獎相當，或是更甚於傑出獎，才會受到重視。 

（3） 也要讓學校重視該獎項，並加以宣傳，甚至讓該獎項成為教授評鑑的指標。 

 

3.獎項名稱 

（1） 若採用「國家」傑出應用科技獎，會造成工研院等相關財團法人來申請，而阻礙
教授們獲獎的機會（教授難以與財團法人中龐大的團隊相抗衡），失去激勵教授

的美意。 

（2） 若採用「國科會」傑出應用科技獎，可將對象限定於國科會所補助之學（研）機
構的人員或單位，則可免除財團法人來競爭該獎項的問題。 

 

4.申請限制 

應以單人研究中擇一最佳的最為審查的標的。 

5.獎勵指標 

                                                 
24 可參考 http://210.69.121.61/user/news/detail-1.asp?kind=1&id=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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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傑出獎為例，無論是以人或是以論文數為審核標準，獲獎的人總是少數的一群

人。 

（2） 國家發明獎的標準：量、產業技轉、產值。成果表揚獎：創新、前瞻等。 

（3） 單評論文的數量不足以評斷教授研究的價值，而且會扭曲設置新獎項的目的（鼓

勵教授從事技術移轉，而非純粹做學術研究）。 

（4） 具體的指標包括：技術移轉成功案例的件數、授權件數或金額、產品銷售額、專

利申請的數量、衍生出的產值或是對整體經濟影響的程度等等。 

（5） 陳生金教授： 

◆ 審核時，除了以發表論文的數量為標準外，也應將「質」的部分納入考量。若以論

文量作為標準，每年的審核應將論文數重新歸零，以避免造成與傑出獎相同的弊端

（形成某些少數人壟斷的情形）。 

◆ 該獎項的申請難度（申請門檻）應該比較高，且位階也應該比較高。 

（6） 劉處長：技轉件數少不代表沒有價值，必須看未來的效益。 

（7） 公平化：根據以往相關獎項的統計數據，訂定一套客觀具體的指標，甚至將標準

量化，以作為審查的依據。若制訂出明確的量化指標，就不需依靠審查委員，可

免除黑箱作業或少數人得利的弊端。 

（8） 「技術對產業重要性」該項標準很難界定，應找出更具體的評斷標準；而「完成

技轉應用所創造的就業人口與產值」此標準所需要的數據也不易獲得，應想辦法

克服。所以指標必須以容易獲得的數據來訂定，才有意義。 

 

6.獎勵方式（誘因或效益） 

（1） 獎金約 50-60 萬，高於傑出獎。 

（2） 衍生效益愈大，愈能提高申請的意願。 

◆ 對教授而言 

－陳生金教授：獲獎者即可成為國科會特約研究員，傑出獎必須獲得三次才能成為特約

研究員，所以相較之下，激勵作用很大，不過前提是門檻要訂高一點。（劉處長：給予

特約研究員的資格會不會使教授們因而不再積極從事的研究工作？不必擔心） 

－一旦獲獎，其他的計畫申請補助則較容易，不限定於國科會的計畫（需與各相關單位

形成共識）；可能補助金額也會增加。 

◆ 對學校而言－可做為大學評鑑加分的依據。 

 

7.獎勵對象 

（1） 劉處長：是否將對象限定於國科會資助的計畫？ 

◆ 不一定要為國科會所資助的計畫； 

◆ 但一定要透過學校來申請，或學校認可的計畫； 

◆ 以免除教授與企業獲利，而損及國科會與學校利益的弊端。 

（2） 若研究成果所有權人為企業，是否也可列為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以教授為主

體，無論所有權人為企業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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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單位的獎勵方法 

◆ 以經濟部創新獎為例，個人可獲得獎金，但團體部分僅有獎牌以資鼓勵，並未頒發

獎金。 

◆ 若依據獎勵辦法初步構想中所示，以每年頒發 100 萬元做為鼓勵學（研）機構中的

研究單位，則會造成某些較大系所獨佔獎項的可能，小系則難以獲獎，而有違當初

設立該獎項補助資源缺乏之系所的目的，有失公平的原則。 

◆ 用指標的方式，可免除大系所教授人數多，易獲得此獎項的弊端。如以投入研究經

費除以該系所的教授人數作為比較基準（由學校提供資料）。 

◆ 劉處長：指標性的方式還是有其難以克服的問題（如資料不夠客觀或造成小系所一

人獨得的弊端等），所以下一階段還是先以個人為主要的獎勵對象。 

◆ 陳教授：事實上，教授們在技術移轉時已獲得 40％的技轉金，相較之下，該獎項的

獎金只是微乎其微，不是教授們關心的問題，他們關切的是其他的衍生效益。 

 

8.其他問題 

（1） 希望該獎項成為國內很正面的鼓勵方式，所以需克服負面的聲音，可舉辦公聽

會。但負面聲音來自何處？ 

（2） 馬教授：我國與中國大陸相較，大環境並不相同，所以不一定適用對岸的方式 

◆ 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學院的院士相當受到重視，成為教授積極努力爭取的目標，

但我國沒有類似的建制。 

◆ 中國大陸的大學設有校辦企業（如清華大學），由校長或副校長來推動，成為十分

有力的驅動力。 

 

（三）補充資訊 

1.成功的產學合作案例－蔡明祺教授所成立的「馬達科技研究中心」 

有鑑於馬達科技在機電整合及高科技產業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成大電機系孫

育義教授及機械系蔡明祺教授於 88 年 4 月成立「馬達科技研究中心」，致力於馬達相

關之基礎研究、教學資源建立、核心技術突破及應用層面之擴展，並積極與產業界結合，

期能帶動國內馬達產業之技術提升。中心設置目的在於有系統地建立馬達科技及應用技

術，針對馬達的工作原理、磁路設計、驅動技術及控制應用，尤其是精密或特殊小型馬

達的研究，如資訊用馬達、磁阻馬達、線性馬達等，針對不同的應用需求，建立如何選

配馬達的準則，進而設計合適的馬達，以提昇馬達應用技術及效益，並進一步達到創新

性設計目標。25（針對某項技術領域成立產業聯盟） 

2.台大材料系莊東漢教授的建議 

有關產學合作計畫座談會報告中所歸納大產學主要問題大多能切中要點，所擬之初

步改善想法對執行效率亦應有很大助益。但有關以設置「傑出應用獎」作為激勵誘因，

個人不表認同：國科會現行「傑出研究獎遴選作業要點」中有關遴選三個條件中已兼顧

「學術」與「應用」的平衡，例如：領導執行產學計畫、對國家建設及產業升級有重大

                                                 
25 From http://emotors.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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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獲我國或國際專利等均屬「應用」領域之條件，比重不低，而國科會個人資料表

「研究成果目錄」除了「（一）論文及著述」外，尚包含「（二）智權與應用結果」，

其中第（二）項涵蓋更廣：專利、技轉、協助產業績效等均可列入成果。而以工程教授

職責，原本就應「學術」與「應用」並重，不應偏廢，在現行「傑出獎作業要點」之外

另設所謂的「傑出應用獎」只是疊床架屋，沒有必要，而如果就現行「傑出獎」加以分

割成「學術獎」與「應用獎」兩種，則會把工科教授誤導為「純學術」與「純應用」兩

類，將造成國內工科教育畸形發展，更是萬萬不可。 

 

實際上，執行大產學計畫有一個很大的誘因在於可藉此建立很好的硬體設備，而這

些設備在計畫結束後仍將長時間幫助教授個人研究以及服務其他業界（不只是原合作廠

商），在目前各方經費拮据的情況，此一誘因其實更吸引人，而從另一角度來看，此一

後續對廣泛業界的服務也是大產學計畫不可忽視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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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規劃「學（研）機構技術移轉獎勵辦法」座談會 

壹、座談會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一）獎勵辦法之緣起 

（二）獎勵辦法構想之主要方向 

（三）獎勵辦法之初步構想 

三、意見交流 

四、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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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策略規劃小組」 

國內外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獎勵辦法整理 

 

本文件整理了目前國內外對於產合技轉相關活動的給獎辦法，其中每一個辦法均提

列摘要並標註辦法中的重點，希望能夠對於國科會在制訂傑出技術移轉獎上有所幫

助。 

本文件所包含之辦法，包括： 
 
一、 美國相關獎勵辦法 
（一） 美國科羅拉多技轉獎…………………………………………………104 
（二） 美國聯邦實驗室聯合中心技轉獎……………………………………106 
（三） 美國電子電機學會（IEEE）技術移轉獎……………………………108 

 
二、 中國大陸相關獎勵辦法 
（一） 國家自然科學獎（自然基金委員會）………………………………111 
（二） 國家發明獎（國務院）………………………………………………113 
（三） 國家科技進步獎（援引科技進步法）………………………………115 
（四）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 ……………...117 
（五） 科學技術獎勵制度改革方案…………………………………………122 

 
三、 我國相關獎勵辦法 
（一） 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127 
（二） 經濟部國家發明獎（個人、法人）…………………………………132 
（三） 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獎（教師、博士生）………….……..….136 
（四）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39 
（五） 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140 
（六） 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142 
（七） 經濟部國家磐石獎（卓越中小企業）………………………………144 

四、 其他相關獎勵辦法 
（一） 加拿大 CANMET技轉獎……………………………………………148 
（二）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 …………150 
（三） 朝陽科技大學專任教職員執行建教合作獎勵辦法……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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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相關獎勵辦法 

（一）美國科羅拉多技轉獎  
 
摘要： 
為科羅拉多州政府舉辦，鼓勵科羅拉多州大學轉移給科羅拉多州企業。 
特點： 
地方政府舉辦、指定技術領域 

 

1.辦法 

Purpose: 

To stimulate interest and reward success in transferring optoelectronics, photonics or optics technology from 

Colorado universities to Colorado businesses. 

Features:  

 One award of $3,000 will be awarded (free of indirect costs)  

 Technology transfer took place, in part,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Recognizes outstanding exampl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Colorado universities to Colorado 

businesses  

 Award is a grant to the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 staff member or graduate student for 

continued research activities  

 Company must be based, or have a major base of operations, in Colorado  

 Application for award made by the university member with support of the company  

 Review of applications by CPOP Governing Board  

Selection criteria: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er's role in developing technology  

 significance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company  

 benefit to the economy of the State of Colorado  

Schedule:  

1. Program announcement to Colorado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ng in CPOP. (September 6, 2002). 

2. Applications received from faculty, staff and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include description of technology, list 

of participants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ethods used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people involved, 

patents/copyrights cove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benefits to company receiving technology, and benefits to 

Colorado economy. (November 8, 2002) 

3. Announcement of winners. (December 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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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COLORADO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2 page limit; must be submitted by November 8, 2002) 
1. Nam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er: 
2. Nam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company: 
3. Other university researchers involved and their roles: 
4. Period in which transfer occurred: 
5. Descrip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was (or is being) transferred: 
6. How does this transfer benefit the company (or how is it expected to)? 
Quantify where possible (e.g., increased revenue, new products, improvements 
to current products, increased efficiency, new funding, etc.). 
7. How does this transfer benefit the economy of Colorado? Quantify where 
possible. (e.g., new businesses, new jobs,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etc.). 
8. Describe any patents or patent pending licensing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fer of this technology 
9. A letter of support from the company receiving the technology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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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聯邦實驗室聯合中心技轉獎 

 
摘要： 
為美國聯邦實驗室聯合中心26（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的獎項，今年由普林

斯頓大學電漿物理實驗室得獎 
特點： 
頒給傑出的實驗室、非個人 
時間悠久、有詳細的評審規則 

 

1.普林斯頓大學得獎新聞稿 

 

PPPL Garners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Plainsboro, New Jersey --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DOE) Princeton Plasma Physics Laboratory 

(PPPL) recently received a Regional Laboratory Award from the 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FLC)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award from the FLC Northeast Region recognizes PPPL's "extraordinary efforts" to 

further national and reg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during 1999.  

PPPL Technology Transfer Head Lewis Meixler accepted a plaque on behalf of the Laboratory during an FLC 

Northeast Regional meeting at the consortium's national gathering in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earlier this year. 

The award honors PPPL for promo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collaborations with small busines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ation, work with other agen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on-Saturday lecture series. 

PPPL Director Rob Goldston said, "We are very pleased to be recognized for our effort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program as a DOE Laboratory to assure that the technologies we develop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ation." 

The 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was organized in 1974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the 

rapid movement of federal laboratory research results and technologies into the mainstream U.S. economy. 

Today, more than 700 major federal laboratories and centers and their parent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are FLC 

members. 

PPPL, fun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manag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is a collaborativ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leading to an attractive fusion energy source. The Laboratory is on Princeton's 

James Forrestal Campus, off U.S. Route 1 in Plainsboro, New Jersey. 

                                                 
26 關於此中心的詳細背景，請見：劉江彬、黃俊英（1998），智慧財產的法律與管理，台北：華泰書局，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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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獎原則 

2003 FLC AWARDS FOR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CRITERIA 
 

INSTRUCTIONS: The highest score possible is 100 points. Section A can be worth up to 40 points, and 
Section B is worth up to 60 points. The TOTAL point score will be used for ranking. Scoring will be done by 
evaluating the submitted Submission Statements (Form 03-SS) against the criteria listed below. Submission 
Statements shoul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listed below and on the Submission Guidelines form. When writing 
your submission statement, be as specific and concise as possible and address each of the topics listed under 
Sections A and B.  

 
Section A—Background 40 out of 100 
 

1. Description of Technology (5 points). What technology was transferred? Briefly describe features of the 
technology, benefits, limitations. 

2. Tech Transfer Recipient and Technology Need (5 points). Who or what was the recipient of the 
transferred technology? Why was the technology needed? What problem was solved by the 
technology/technical advance?  

3. Technology or Technical Expertise (5 points). What was the nominee(s)’ involvement in the technology’s 
development or availability (e.g. conceptualizing the technology, providing facilities and personnel to prove 
the technology, licensing the technology)?   

4. Initi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Partnership (10 points). Was the partnership for the 
technology/technical advance initiated by the laboratory, the company, or other entity? Why was a federal 
lab the best place to achieve this? What were the specific roles, goals, objectives, and expectations of each 
partner? How well were they met? 

5. Technology Transfer Processes Used/Innovations  (5 points). What technology transfer processes (e.g., 
CRADAs, patents, licensing) were used to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To what extent did the federal laboratory 
fund the effort? Describe any innovations or creativity demonstrated by the nominee(s) in transferring the 
technology. 

6. Time Frame Challenges (7 points). What was the time frame for the transfer? As succinctly as possible, 
provide a short outline of the events that l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What were the major 
challenges/constraints in transferring the technology on time? How were these challenges overcome? 

7. Patents and Publications (3 points). Were any pending patents or patents involved in this technology 
transfer? If applicable, cite patent (application) numbers/titles. Were there any publications involving this 
technology? If applicable, cite relevant references. 

 
Section B—Results: 60 out of 100 
 

1. Recipients/Technology Users (5 points). Who are the consumers who will benefit from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effort? How will they benefit from the transfer? What is the approximate size of this group(s)? 

2. New Relationships (10 points). Describe any new relationships that opened up new interactions with the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technology. 

3. Follow-up activities (5 points). Describe any additional activities or applications that might be developed 
to meet mission requirements. (This might include continuing problem-solving efforts or further assistance 
with commercializing the technology or helping the community/public sector.) 

 
Outcom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Effort (40 points). What was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tech transfer effort—a 
commercial product, CRADA, positive impact in community/public sector, spinoff company, license? What 
agreements are pending and/or final regarding this technology? What are the tangible benefits of the transfer 
effort?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benefits—both in the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Wherever possible, 
provide quantitative data. Concentrate on: creation of a new industry/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 a better 
method for doing something, impact on the community/public sector, higher profit margins, cost savings, 
competitive edge, improved health/safety, environmental benefi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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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電子電機學會（IEEE）技術移轉獎 
 
摘要： 
美國電子電機學會（IEEE）所頒發之技術移轉獎 

特點： 
  由單一學會所頒給的技轉獎，限定為聯邦出資的技術 

 

1.給獎辦法 

 

IEEE-USA Electro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PURPOSE: 

To honor individuals whose contributions in key government or civilian roles led efforts to effectively 

transfer/apply federal or state sponsored developments in advanced electrical,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technologies to successful commercial sector opportunities. 

 

FREQUENCY: 

Annually.  Limited to two awards per year.  Award will not be made in any year that no qualified nominations 

are received. 

 

BASIS FOR NOMINATION: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documented in reports which were prepared under sponsorship by the U.S. 

federal and/or state governments.  Nomin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developments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s within 10 years of the nomination closing date. 

 

The sponsorship w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types of activities. 

 

a)  Contracts from collaborations; e.g., Cooperative R&D Agreements (CRADAs) with a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owned entity. 

 

b)  Work within companie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funds. 

 

c)  Internally sponsored work within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BASIS FOR JUDGING: 

1) The technology, when applied or transferred, must have offere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hose recognized 

by a substantial segment of practitioners within a technical field) to the advancement of electrical a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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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components, software, subsystems, and/or systems with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Examples 

include devices developed in federal labs for government use or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s leading 

to new products; substantially enhanced products; support processes that lead to significant cost reduction or 

higher profit margins; and improv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2)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must be within the IEEE field(s) of interest. 

 

3) The individual(s) selected for this award must have had direct or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r transfer aspects of the technology.  the individual(s) need not necessarily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the individual must be considered above and beyond normal expectations by others 

in his/her field. 

 

NOMINATIONS: 

Nomin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by an IEEE member.  Endorsements are REQUIRED from a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 from the initial research/development origination, AND a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 from 

the organization which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technology.  An endorsement from an IEEE technical society 

leader is highly desirable but not a requirement. 

  

Members of the IEEE-USA Board of Directors, the IEEE-USA Awards & Recognition Committee, and IEEE 

Staff are not permitted to nominate or endorse a candidate for an IEEE-USA award. 

 

Nomination form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IEEE-USA Office, or you may reproduce and distribute this form freely.  

To request additional forms or to secure information, write or phone: 

 

IEEE-USA Awards & Recognition Committee  

IEEE-USA, 1828 L Street, N.W., Suite 1202  

Washington, DC 20036-5104 

(202) 785-0017 -- FAX (202) 785-0835 -- E-MAIL ieeeusa@ie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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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核原則（申請書所列格式） 
 

CONTRIBUTIONS RELATED TO AWARD (Please attach responses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he types of question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judging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1）In what way was the technology application/transition important to the commercial success of an 

industry, product, and/or process? 
2）Why is/are the individual(s) deserving of recognition? 
3）What specific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r achievements to this technology application/transition 

were made by the individual(s)? 
4）What factors suggest that the above contributions or achievements are substantially above and 

beyond a generally accepted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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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相關獎勵辦法 

（一）國家自然科學獎（自然基金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科學獎勵條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國務院發佈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國務院修訂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國務院第二次修訂 

 
  第一條 為鼓勵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速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促進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製訂本條例。 
 
  第二條 凡集體或個人的闡明自然的現象、特性或規律的科學研究成果，在科學技
術的發展中有重大意義的，可授予自然科學獎。 
 
  第三條 自然科學獎分為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四等獎四個等級，分別授予證
書、獎章和獎金。 自然科學獎的獎金數額，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會同財政部另行規
定。 
 
  第四條 凡屬本條例第二條所規定的科學研究成果中有特殊重大意義的，可給予特
等獎。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科委)報國務院批准，另行獎勵。 
 
  第五條 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全國性學術團體和由副研究員或相當於副研究員
以上水平的科技工作者十人以上聯名，均可推薦請獎項目。 
 
  第六條 請獎項目分別由中國科學院、教育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國家農業委員
會、衛生部、國家經濟委員會以及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等單位

歸口組織初審，初審時應通過同行審議，進行評選，並對獎勵等級提出建議。 
 
  第七條 國家科委統一領導自然科學獎勵工作。 國家科委設立自然科學獎勵委員
會，負責評定獎勵專案和獎勵等級，然後由國家科委核准、授獎。 
 
  第八條 自然科學獎，屬於個人得的，榮譽證書、獎章和獎金，授予個人；屬於集
體得的，榮譽證書授予集體，獎章授予集體和對該項科學研究工作貢獻最大的人員，獎

金根據參加該項科學研究工作人員的貢獻大小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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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凡旅居國外的華僑和外國人士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獲得優異成果，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有重大貢獻的，也可以按照本條例的規定，授予自然科學

獎。 
 
  第十條 推薦和評定請獎專案，應當實事求是，嚴肅認真。對營私舞弊、弄虛作假
的，應當根據情節輕重，嚴肅處理。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發佈之日起實行。過去發佈的有關自然科學獎勵的條例或規
定，凡與本條例有抵觸的，以本條例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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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發明獎（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獎勵條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務院發佈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國務院修訂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國務院第二次修訂 
 
  第一條 為了獎勵發明，促進科學技術現代化，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特製訂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所說的發明是一種重大的科學技術新成就，它必須同時具備下列三
個條件： 
  (1)前人所沒有的； 
  (2)先進的； 
  (3)經過實踐證明可以應用的。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科委)統一領導全國發
明獎勵工作。國務院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省、自
治區、直轄市科委)負責領導本部門、本地區發明的申報、審查工作。 
 
  第四條 發明者(集體或個人)申報發明應包括下列內容： 
  (1)發明的名稱； 
  (2)發明的詳細內容； 
  (3)發明者； 
  (4)列為發明的理由； 
  (5)完成發明的時間； 
  (6)申報日期； 
  (7)申報單位及審查意見。 
 
  第五條 發明的報批程式如下： 
 
  (1)發明者申報發明，按照隸屬關係逐級上報。同時抄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委和
國務院主管部門。 
  (2)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廳、局對收到申報的發明應及時進行審查，並將符合本條
例第二條規定的報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委及國務院主管部門。 
  (3)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各級科學技術協會和各種學會均可向所在省、自治區、
直轄市有關廳、局推薦發明專案；全國科學技術協會和各種學會可向國務院各主管部門

推薦發明專案。 
  (4)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委和國務院各主管部門對收到申報的發明應及時組織審
查，並將符合本條例第二條規定的評定獎勵等級，報國家科委。 
  (5)國家科委設發明評選委員會，負責評選發明專案，評定獎勵等級，然後由國家科
委核准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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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國防專用發明的申報審批程式，由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工業辦公室(以下
簡稱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另行規定；國防專用的發明經國防科委或國防工辦審查、評
定獎勵等級，批准後，報國家科委核准授獎。 
 
  第六條 發明獎分為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四等獎四個等級，分別授予證書、
獎章和獎金。發明獎的獎金數額，由國家科委會同財政部另行規定。 
 
  第七條 特別重大的發明列為特等獎，由國家科委報國務院批准，另行獎勵。 
 
  第八條 集體發明(包括協作單位)，所得獎金按照發明者貢獻大小，合理分配。個人
發明，所得獎金發給個人。 
 
  第九條 發明內容的公佈和密級的劃定，由國務院主管部門提出意見，報國家科委
批准；國防專用發明內容的公佈和密級的劃定，由國防科委或國防工辦批准。 
 
  第十條 由於對外貿易或其他原因，向國外提供列入保密範圍的發明內容時，須經
國家科委批准。 
 
  第十一條 旅居外國的華僑和外國人士都可向國家科委申報發明，經審查批准後，
按本條例規定予以獎勵。 
 
  第十二條 對發明專案如有爭議，可向上級機關反映，上級機關應認真調查審理。 
 
  第十三條 各部門和各單位對群眾的發明，應當給予鼓勵，採取嚴肅認真和實事求
是的科學態度，在貫徹執行獎勵制度時，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社會主義大協作

精神，反對本位主義、個人主義、互不協作等不良傾向。對打擊、壓制發明和在發明上

弄虛作假，剽竊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應當批評教育，加以糾正，情節惡劣者，應給以

處分，直至依法懲辦。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發佈之日起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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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科技進步獎（援引科技進步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月國務院發佈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國務院修訂 

  第一條 為獎勵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中做出重要貢獻的集體和個人，充分發揮廣大
科學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以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獎勵的範圍包括：應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科學技術成
果，推廣、採用已有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科學技術管理以及標準、計量、科學技術情

報工作等。 

  第三條 科學技術進步獎，按其所獎項目的科學技術水平、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
對科學技術進步的作用大小，分 國家級和省(部委)級。 

  第四條 具備以下條件之一的，可以申請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 
(一)應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科學技術成果(包括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新
材料、新設計和生物新品種等)，屬於： (1)國內首創的； (2)本行業先進的； (3)經過
實踐證明具有重大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的。 
 
(二)在推廣、轉讓、應用已有的科學技術成果工作中，做出創造性貢獻並取得重大經濟
效益或社會效益的。 
 
(三)在重大工程建設、重大設備研製和企業技術改造中，採用新技術，做出創造性貢獻
並取得重大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的。 
 
(四)在科學技術管理和標準、計量、科學技術情報等工作中，做出創造性貢獻並取得特
別顯著效果的。 

  第五條 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分為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三個等級，分別授予
證書、獎章和獎金。 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的獎金數額，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會同
財政部另行規定。 

  第六條 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特殊貢獻的科學技術進步項目，經國務院批准可
以授予特等獎，其獎金數額高於一等獎。 

  第七條 設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評審委員會，負責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的評
審、批准和授予工作。評審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設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辦理日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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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的審批程式如下： 
 
(一)一個單位完成的科學技術進步專案，按照隸屬關係逐級上報，由省、自治區、直轄
市科學技術委員會或國務院主管部門或行業歸口部門進行初審，合格的，報國家科學技

術進步獎評審委員會。 幾個單位共同完成的科學技術進步專案，由主持單位組織聯合
上報，如其中某個單項符合本條例第四條規定的，也可單獨上報，其審批程式同前款。 
 
(二)全國性學術團體可向國務院主管部門或行業歸口部門推薦科學技術進步專案，經有
關部門初審，合格的，報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評審委員會。 
 
(三)國防專用的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的申請專案，由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和中國
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分別負責審查批准，報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評審委員會核准授獎。 

  第九條 經批准的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的項目，在授獎前應予公佈。自公佈之日
起三個月內，如有異議，由有關初審單位提出處理意見，報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評審委

員會裁決；無異議的，即行授獎。 

  第十條 省(部委)級科學技術進步獎的獎勵條件、獎勵等級、獎金數額、評審組織和
審批程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另行制定。其獎金來源：

屬於省、自治區、直轄市批准授予的，由地方財政經費中支付，屬於國務院各部門批准

授予的，由其集中的留用利潤或事業費中支付。 

  第十一條 科學技術進步獎獲得者的事蹟，應記入本人檔案，並作為考核、晉升、
評定職稱的重要依據之一。 

  第十二條 獲獎專案的獎金不得重複發放。如獲獎專案經過上一級評審委員會評定
提高了獎勵等級，其獎金只補發給差額部分。 科學技術進步獎的獎金，按照貢獻大小，
合理分配。貢獻大的，應當給予重獎，不得搞平均主義。 

  第十三條 獲獎的科學技術進步專案，如發現有弄虛作假或剽竊他人成果者，經查
明屬實，應撤銷其獎勵，退回獎金，並按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或處分。 

  第十四條 本條例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解釋，並會同有關部門制訂實施細則。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發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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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65號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已經 1999年 4月 28日國務院第 16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發佈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獎勵在科學技術進步活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公民、組織， 
  調動科學技術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速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提高綜 
  合國力，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國務院設立下列國家科學技術獎： 

    （一）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二）國家自然科學獎； 

    （三）國家技術發明獎； 

    （四）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第三條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貫徹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 

    第四條 國家維護國家科學技術獎的嚴肅性。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評審、授予，不受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的非法干涉。 

    第五條 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負責國家科學技術獎評審的組織工 
  作。 

    第六條 國家設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 
  聘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依照本條例的規定，負責國家 
  科學技術獎的評審工作。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人選由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提出，報

國務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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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社會力量設立面向社會的科學技術獎，應當在科學技術行政部 
  門辦理登記手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規定。 

    社會力量經登記設立的面向社會的科學技術獎，在獎勵活動中不得收取 
  任何費用。 

第二章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設置 

    第八條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授予下列科學技術工作者： 

    （一）在當代科學技術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學技術發展中有卓越 

  建樹的； 

    （二）在科學技術創新、科學技術成果轉化和高技術產業化中，創造巨 
  大經濟效益或者社會效益的。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每年授予人數不超過 2名。 

    第九條 國家自然科學獎授予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中闡明自然現 
  象、特徵和規律，做出重大科學發現的公民。 

    前款所稱重大科學發現，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前人尚未發現或者尚未闡明； 

    （二）具有重大科學價值； 

    （三）得到國內外自然科學界公認。 

    第十條 國家技術發明獎授予運用科學技術知識做出產品、工藝、材料 
  及其系統等重大技術發明的公民。 

    前款所稱重大技術發明，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前人尚未發明或者尚未公開； 

    （二）具有先進性和創造性； 

    （三）經實施，創造顯著經濟效益或者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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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授予在應用推廣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完 
  成重大科學技術工程、計畫、專案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下列公民、組 
  織： 

    （一）在實施技術開發專案中，完成重大科學技術創新、科學技術成果 
  轉化，創造顯著經濟效益的； 

    （二）在實施社會公益項目中，長期從事科學技術基礎性工作和社會公 
  益性科學技術事業，經過實踐檢驗，創造顯著社會效益的； 

    （三）在實施國家安全專案中，為推進國防現代化建設、保障國家安全 
  做出重大科學技術貢獻的； 

    （四）在實施重大工程項目中，保障工程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 

    前款第（四）項重大工程類專案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僅授予組織。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授予對中國科學技術事 
  業做出重要貢獻的下列外國人或者外國組織： 

    （一）同中國的公民或者組織合作研究、開發，取得重大科學技術成果 
  的； 

    （二）向中國的公民或者組織傳授先進科學技術、培養人才，成效特別 
  顯著的； 

    （三）為促進中國與外國的國際科學技術交流與合作，做出重要貢獻 
  的。 

    第十三條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不分等級。 

    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分為一等獎、 
  二等獎 2個等級。 

    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每年獎勵項目 
  總數不超過 400項。 

第三章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評審和授予 

    第十四條 國家科學技術獎每年評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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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國家科學技術獎候選人由下列單位和個人推薦： 

    （一）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二）國務院有關組成部門、直屬機構； 

    （三）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 

    （四）經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認定的符合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 
  規定的資格條件的其他單位和科學技術專家。 

    前款所列推薦單位推薦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候選人，應當根據有關方面的 
  科學技術專家對其科學技術成果的評審結論和獎勵種類、等級的建議確定。 

    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候選人的推薦辦法，由國務院 
  科學技術行政部門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館、領館可以推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 
  合作獎的候選人。 

    第十六條 推薦的單位和個人限額推薦國家科學技術獎候選人；推薦 
  時，應當填寫統一格式的推薦書，提供真實、可靠的評價材料。 

    第十七條 評審委員會作出認定科學技術成果的結論，並向國家科學技 
  術獎勵委員會提出獲獎人選和獎勵種類及等級的建議。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根據評審委員會的建議，作出獲獎人選和獎勵 
  種類及等級的決議。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評審規則由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規定。 

    第十八條 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對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作出的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獲獎人選和獎勵種類及等級的決議進行審核，報國務院批 
  准。 

    第十九條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報請國家主席簽署並頒發證書和獎金。 
    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由國務院頒發 
  證書和獎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由國務院頒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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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獎金數額由國務院規定。 
    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獎金數額由 
  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會同財政部門規定。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獎勵經費由中央財政列支。 

第四章 罰 則 

    第二十一條 剽竊、侵奪他人的發現、發明或者其他科學技術成果的， 
  或者以其他不正當手段騙取國家科學技術獎的，由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 
  報國務院批准後撤銷獎勵，追回獎金。 

    第二十二條 推薦的單位和個人提供虛假資料、材料，協助他人騙取國 
  家科學技術獎的，由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通報批評；情節嚴重的，暫停 
  或者取消其推薦資格；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 
  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二十三條 社會力量未經登記，擅自設立面向社會的科學技術獎的， 
  由科學技術行政部門予以取締。 
 
    社會力量經登記設立面向社會的科學技術獎，在科學技術獎勵活動中收 
  取費用的，由科學技術行政部門沒收所收取的費用，可以並處所收取的費用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撤銷登記。 

    第二十四條 參與國家科學技術獎評審活動和有關工作的人員在評審活 
  動中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五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國防、國家安全的特殊情況，可以設 
  立部級科學技術獎。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規定，報國務院科學技術行 
  政部門備案。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設立一項省級科學技術獎。具體辦法 
  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報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部門備案。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佈之日起施行。1993年 6月 28日國務院修訂發佈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自然科學獎勵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獎勵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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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學技術獎勵制度改革方案 

  科學技術獎勵制度是我國科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方

針的具體體現。為了全面貫徹黨的十五大關於“要建立一整套有利於人才培養和使用的
激勵機制”的精神，有效實施《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建立和完善國家科技創新評價
體系，推進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關於深化科學技術獎勵制度改革的指導思想 
 
  自 1978年 3月全國科學大會以來，我國恢復和重建了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制度。科
學技術獎勵工作對鼓勵廣大科技人員的創造熱情，促進拔尖人才的脫穎而出和學科帶頭

人的茁壯成長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科學技術獎勵制度已經成為國家對科學技術發展實施

宏觀調控的有力杠杆。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原有的科學技術獎勵制度面臨新情況、新問

題。一是獎勵專案過多，獲獎專案質量有所下降，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相對

削弱。二是缺少具有權威的最高獎項，在精神鼓勵和物質鼓勵方面缺乏力度。三是獎勵

專案與經濟、社會發展脫節，促進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和高科技產業化的導向作用不強。

四是部門、地方和境內外社會力量重複設獎，獎勵名目多與亂的現象比較嚴重。為此，

要通過改革，認真貫徹實施《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獎勵的重要調

控和導向作用，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獎勵工作健康發展。 
 
  科學技術獎勵制度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鼓勵創新，鼓勵攀登科學技術高峰，建立和

完善人才培養和使用的激勵機制，促進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結合，

促進科技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加速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貫徹實施。 
 
  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全面貫徹實施《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調整獎項設置、獎

勵力度、評價標準和評審辦法等，加強對部門、地方和社會各種科學技術獎勵的管理和

指導，全面推進我國科學技術獎勵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 
 
  二、改革獎項設置，調整獎勵結構 
 
  （一）設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為提升國家科學技術獎勵的莊嚴性和權威性，按照《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自

1999年起，設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作為我國科學技術的最高獎項，按照少而精的原
則，重獎優秀拔尖的科技人才，鼓勵廣大科技人員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獻身科教興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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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授予在當代科學技術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學技術發展

中有卓越建樹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或者在科學技術創新、科學技術成果轉化和高技術產

業化中，創造巨大經濟效益或者社會效益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授予人數每年不超過 2名。
根據《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第二十條，經國務院批准，規定：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個人獎金數額為 500萬元。其中，50萬元屬獲獎者個人所得，用於改善生活條件；450
萬元由獲獎者自主選題，用作科學研究經費。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報請國家主席簽署並頒發證書和獎金。 
 
  （二）完善國家級四大科學技術獎。 
 
  國家級四大科學技術獎，是指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

步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這次改革，要按照《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

例》的規定，調整獎項內部結構，完善評審機制，強化政策導向。為切實貫徹少而精的

原則，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只設一、二等獎。每年

獲獎項目總數從原有的 800多項減少到不超過 400項。各有關獎項調整的要點如下： 
 
  1．國家自然科學獎。 
 
  授予物件：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中闡明自然現象、特徵和規律，做出重大科

學發現的公民。 
 
  評審標準：向國際慣例靠攏，以其重大發現的科學水平、科學價值和在國內外權威

期刊發表的論文數及被引用數作為重要指標，評審中適時吸收國際學者參加。 
 
  2．國家技術發明獎。 
 
  授予物件：運用科學技術知識做出產品、工藝、材料及其系統等重大技術發明的公

民。 
 
  評審標準：進一步突出三點，一是與知識產權掛鈎，要求獲獎專案具有發明專利權、

電腦軟體版權、植物新品種權等，或者經評定具備取得相應知識產權的條件；二是要求

技術發明應在實施後取得較大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三是向戰略高技術發明適當傾斜。 
 
  3．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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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授予在應用推廣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完成重大科學技術工程、

計畫、專案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公民、組織。鑒於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覆蓋面寬，

影響面大，政策導向性較強，各方面反映問題也較多。在這次改革中，要通過制定不同

的評審原則和辦法，使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政策導向更加明確，評價標準更加科學。 
 
  技術開發類獎項：授予物件為在實施技術開發專案中，完成重大科學技術創新、科

學技術成果轉化，創造顯著經濟效益的公民、組織。以其取得的經濟效益、投入產出比、

市場佔有率以及知識作為生產力的要素參與分配的實績作為主要評審標準。 
 
  基礎公益類獎項：授予物件為在實施社會公益項目中，長期從事科技基礎性工作和

社會公益性科學技術事業，經過實踐檢驗，創造顯著社會效益的公民、組織。以其做出

的貢獻和其科技成就對全社會科技進步的價值作為主要評審標準。 
 
  國家安全類獎項：授予對象為在實施國家安全專案中，為推進國防現代化建設、保

障國家安全做出重大科學技術貢獻的公民、組織。以其科技創新水平和戰略重要性作為

主要評審標準。 
 
  重大工程類獎項：授予物件為在實施重大工程項目中，保障工程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的組織。以單位和集體的整體科技水平，團結協作，聯合攻關，解決大量複雜、關鍵技

術問題及重大工程是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作為主要評審標準。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重大工程類獎項只授予組織。對獲獎專案做出貢獻的公民，

由獲獎單位或其主管部門予以表彰和獎勵。在完成重大工程中做出科學發現、重大發明

的公民，可另行推薦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授予為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下

列外國人或者外國組織：（1）同中國的公民或者組織合作研究、開發，取得重大科學技
術成果的；（2）向中國的公民或者組織傳授先進科學技術、培養人才，成效特別顯著的；
（3）為促進中國與外國的國際科學技術交流與合作，做出重要貢獻的。這個獎項，主
要是榮譽獎。今後，逐步向設置雙邊、多邊科技合作獎的方向發展。 
 
  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由國務院頒發證書和獎

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由國務院頒發證書。 
 
  三、加強對部門、地方和社會力量設立科學技術獎勵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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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章立制，加強管理，解決部門、地方和社會力量設立科學技術獎勵多與濫的問題。

要制定公平、公開、公正的評選規則，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嚴格規範推薦、提名、評

審、表決程式和活動，將科學技術獎勵工作納入科學和法制的軌道。對國務院各部門和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設立的科學技術獎，要按照少而精的原則，大幅度精簡，

克服層層設獎造成的消極影響。 
 
  各地區、各部門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辦好國家科學技術獎，保障其水平，擴大其

社會影響。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考慮成立地方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等組

織，注意發揮專業性、學科性仲介組織的作用，認真保障科學技術獎勵評審工作的科學

性、公正性和權威性。根據《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國防、

國家安全的特殊情況，可以設立部級科學技術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

設立一項省級科學技術獎。除此之外，不再設獎。科學技術獎勵專案數量也要做大幅度

的精簡。各地區、各部門應當嚴格按照《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的規定，對已設立的

科學技術獎進行清理。 
 
  境內外組織和個人在我國設立的科學技術獎勵日漸增多。其絕大多數的指導思想和

主觀願望是好的，特別是境外愛國人士捐資設獎的義舉和支持國家科技強盛的熱情，應

當給予充分肯定和愛護。但由於管理和指導工作沒有及時跟上，一些社會上的科學技術

獎勵存在盲目性，缺少規範性。要本著“大力支持，積極引導，規範管理，有序運作”的
原則，因勢利導，建立必要的登記制度，促進其健康發展，使之成為國家科學技術獎勵

的有益補充。科技部將根據《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的規定，制定具體辦法，歸口管

理和指導社會上的科學技術獎勵活動。 
 
  目前的科學技術獎勵工作中還存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問題。特別是在鑒定、推

薦、提名、評審過程中，搞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以至舉人唯親，弄虛作假，這些現

象雖然發生在少數單位、地方，但影響惡劣，腐蝕作用甚大。要廣泛開展科學道德教育，

改革現行科技成果和新產品的鑒定辦法，糾正不正之風，保障科學技術獎勵改革達到預

期的目標。 
 
 
  四、國家科學技術獎獎金標準 
 
  原有的國家級科學技術獎中，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的一等獎為 6萬元，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為 4．5萬元，各獎種的二等獎為 3萬元。現將國家自然科
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獎金標準調整為一等獎 9萬元，二等獎
6萬元。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獎勵經費由中央財政預算專項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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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的職責和組成 
 
  根據《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的規定，成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負責對國

家科學技術獎勵進行宏觀管理和指導。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聘請有關方面的專家、

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工作並向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提出評審建議。國家

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根據評審委員會的建議，做出獲獎人選和獎勵種類及等級的決議，

報科技部審核。評選結果由科技部核准後，報國務院批准。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科技部部長擔任，科技、教育等有關部門的領

導同志和著名科學家及有關專家 15至 20人為委員，以保障評選工作的科學性、公正性
和權威性。組成人員人選，由科技部提出，報國務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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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相關獎勵辦法 

（一）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 

行政院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實施要點 

六十五年七月六日行政院訂定 

六十六年六月六日修訂 

 

1.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表揚本國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對國家社會所作之優異

貢獻，特訂定本要點。 

2. 凡中華民國國民，從事自然、社會科學或技術工作，其研究成果或設計有特殊傑

出發明或創新，對於國家社會具有重大影響性、改革性、和創造性之貢獻者，均

予表揚。 

3. 傑出科技人才之調查，採左列推薦方式公開徵求，公開選拔： 

(一)各級政府機關、團體或海外僑社推薦。 

(二)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學術機構推薦。 

(三)有關人士推薦。 

4. 推薦之單位或人員，應填具如附件規定之推薦書表，並檢附有關資料，送本院辦

理。 

5. 本院為辦理選拔與表揚，定期延聘有關機關首長及專家，組成「行政院表揚傑出

科學與技術人才審議委員會」，負責評審及處理有關表揚業務。評審分為初評與

複評，初評就被推薦人作品遴聘專家評量，經入選後再由委員會複評。 

前項委員會行政事務，由本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負責承辦。 

6. 依本要點選拔之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由本院每年定期公開表揚一次，頒授傑出

科技榮譽獎，但如有受國際推崇之特殊成就者，得隨時受理推薦，專案予以表揚。 

本要點自核定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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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科會辦理行政院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選拔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四日 
本會主管會報第 412次會議核定 
 

壹、總則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行政院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

選拔事宜，特依行政院表揚傑出科 學與技術人才實施要點第五點規定，訂定本

要點。  

2. 凡中華民國國民，從事自然、社會科學或技術工作，其研究成果或設計有特殊傑

出發明或創新，對於國家社會具有 重大影響性、改革性及創造性之貢獻者，均

具被推薦參加選拔之資格。  

3. 為選拔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本會於每年定期公開受理推薦，於當年底完成審查

程序並報行政院核定後公開表揚。 

 貳、人才推薦 

1. 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之推薦，應採下列方式擇一辦理：𦯷任職於各級政府機關、

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包括財團法人）、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公民營企業機構，

且其研究成果或設計係在服務機關工作期間完成者，得經由服務機關首長推薦，

並在推薦書上加蓋推薦機關印信。𦯷隸屬於某一團體或僑社，且其研究成果或設

計係為該團體或僑社所深切認識者，得由該團體或僑社之負責人推薦，並在推薦

書上加蓋該團體或僑社之印信。𦯷任職於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者，得由所在學校

科、系、所主任或校、院長推薦。 𦯷由對被推薦人之研究成果或設計具有深切

之認識者推薦。  

2. 負責推薦之單位或人員，對被推薦人在推薦書上填寫之內容，應先作詳細查證，

並對其詳實性完全負責。  

3. 研究成果或設計如屬數人之共同成就，但其中一人具有特殊貢獻者，應推薦此人

為候選人。其特殊貢獻及所占比重、 影響等均應詳盡說明，作為評審之依據；

至其他共同工作人員所占之比重、影響等，亦應詳列，以作評審之參考。 如所

推薦之研究成果或設計獲得入選，僅核發獎金一份及獎牌一座，並以該候選人為

受獎對象。 前項所稱其他共同工作人員所占之比重、影響等，應經共同工作人

員簽章同意或經服務機關加蓋印信認定。  

4. 研究成果或設計如屬數人之共同成就，並共同列為創新或發明人者，推薦人應指

定其中一人為候選人代表。如所推 薦之研究成果或設計獲得入選，核發獎金一

份，並每人各發給獎牌一座。接受表揚時，以該代表人為受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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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國防軍事機密性之研究成果或設計，因在評審過程中無法絕對保密，應先經

國防部同意後推薦之。  

6. 被推薦人之研究成果或設計應確係其發明或創新。如係抄襲他人者，一經查覺即

公布真象，並收回已發給之獎金及獎牌。 

 參、發掘推薦委員會 

1. 本會為主動發掘科學與技術人才參加選拔，並辦理申請表揚案件之初審，得設表

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發掘推薦委 員會（以下簡稱發掘推薦委員會）。  

2. 發掘推薦委員會之作業，分為下列三組進行，每組各設發掘小組及審查小組：(1)

自然科學與工程組。(2)生物醫農組。(3)人文社會與科教組。  

3. 發掘推薦委員會委員與所設各小組委員由本會視需要聘任之，聘期一年，均為無

給職，但每次開會時得酌致出席 費。 前項發掘推薦委員會召集人，由本會指定

副主任委員一人兼任，本會各主管處處長為當然委員。各小組召集人由 本會副

主任委員擔任，委員人選由各小組召集人推薦之。  

4. 發掘推薦委員會對於各小組初審申請表揚案件，認為較有具體成就者，彙提行政

院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審議 委員會審議之。  

 肆、發掘小組 

1. 發掘小組委員名單（包括產、學、研各界人士）由本會各主管學術處提出，經小

組召集人同意後，提請發掘推薦 委員會審定之。  

2. 發掘推薦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結束後，應即成立各發掘小組，展開發掘人才行動。

 伍、審查小組 

1. 審查小組委員名單（包括產、學、研各界人士）由本會各主管學術處視推薦案之

性質提出，經小組召集人同意後， 提請發掘推薦委員會審定之。  

2. 審查小組置委員十人至三十五人，以會議審方式，就推薦案逐案進行審查，分為

「建議送審」及「建議不送審」 二類，並分別敘明具體理由。「建議送審」部分，

並視各案內容，提出每案之建議審查人名單，三位正選，一位候 補。  

3. 送審案經三位審查人審查後，應提審查小組會議審查。審查小組審查時，應參酌

審查人之審查意見，由出席委員 討論後投票；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票者，建議推薦表揚。不論「建議推薦」或「建議不予推薦」，每案 均須書明具

體之評審意見。  

4. 審查小組會議至少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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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評審原則 

1. 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之選拔，以對國家社會之貢獻為評審重點。  

2. 貢獻之衡量，著重於候選人所提出之研究成果或設計，是否為重大改革性或創造

性之發明或創新，及對國家社 會是否具有重大之影響性。評審時應參考附表所

訂之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有關重大影響性、改革性、創造性成 果貢獻之評

審參考；必要時得針對事實或數據，以實地查訪或候選人列席說明方式，予以查

證。  

3. 評審時應嚴密查證候選人之成就對國家社會之實質貢獻、及其具體事實或數據，

作為行政院表揚傑出科學與技 術人才審議委員會決定推薦表揚之參考。  

 柒、附則 

1. 本要點經本會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 表 
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有關重大影響性、改革性、創造性成果貢獻之評審

參考 
  八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修正通過 九十年二月二十日修正通過 

 

一、學術成就類： 

𦯷影響性： 

𦯷重要資源、新材料或新方法的發現，足以影響該領域之研究導向或突破

重要瓶頸者。 

𦯷研究成果卓著，享譽國際，對提升我國國際學術地位有重大貢獻者。 

𦯷改革性： 

 於學說修正、研究方法改良具有重大關鍵性改革者。 

𦯷創新性： 

𦯷研究成果具有重大創見，可解決該領域之重要瓶頸或帶動新研究方向

者。 

𦯷研究方法具創新性及重要價值者。 

𦯷新學說或新研究領域對該領域研究有重要影響者。 

二、技術貢獻類： 

𦯷影響性： 

𦯷研究成果在技術上具有特殊的改革性或創新性，而對相關領域或技術的

發展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者。 

𦯷在科技上有突破性的技術發展，雖尚未正式應用或生產，但具有明顯而



 

 131 

重要之發展潛力，預期可對現有產業或社會產生重要影響者。 

𦯷改革性或創新性： 

𦯷研究成果對於該領域目前現有之技術有具體、實際的重大改良，且深具

價值者。 

𦯷研究成果能突破現有的技術瓶頸，使該項技術獲重大提升者。 

𦯷研究成果對於該領域目前尚無之製造技術能提出新的創見，足以實際應

用者。 

𦯷研究成果具重大關鍵性改革或創新，對國家社會具有重大影響者。 

三、評審重點應為對國家社會之貢獻，須考量其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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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國家發明獎（個人、法人） 
 

發明創作獎助辦法 

 

國家發明獎的甄選是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其宗旨係為鼓勵發明創作，選拔傑

出發明成就之個人或法人，以帶動研究發展風氣，提升我國科技水準，是我國智慧財產

權界之最高榮譽。而甄選評審標準，包括：智慧財產權的推廣與保護、公司之鼓勵發明

創作措施、專利取得數量、專利價值及實施狀況。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專利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條 本辦法發明創作獎助之種類如左： 

 一、發明創作成就類：從事研究發明創作，對科技發展或產業有貢獻者。 

 二、優良創作作品類：作品參加國際發明展獲獎者。作品參加全國發明展，經甄選遴

定者。 

 三、學生創意比賽類：在校學生參加專利專責機關舉辦之創意比賽獲獎者。 

 四、推廣發明創作功績類：經專利專責機關認定對推廣發明創作具有貢獻者。 

第 三 條 本辦法獎勵之對象如左：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法人、獨資或合夥。 

 三、政府機關(構)及公、私立學校。 

 四、前二款之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辦法發明創作獎助事項，專利專責機關得委託相關之公益法人或團體辦

理之。 

第 五 條 為辦理發明創作獎助諮詢及審定事項，專利專責機關得設國家發明創作指導

委員會。 

其任務如左： 

 一、發明創作獎助政策之審定事項。 

 二、國家發明獎發明創作評審委員會委員之遴定。 

 三、全國發明展優良創作評審委員會委員之遴定。 

 四、學生創意比賽評審委員會委員之遴定。 

 五、國家發明獎得獎人之審定。 

 六、其他有關發明創作之審定事項。 

前項委員會之委員，由專利專責機關聘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十五人至二十五人

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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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明創作成就類 

第 六 條  為獎勵第二條第一款從事研究發明創作者，專利專責機關得設國家發明獎

獎助之。國家發明獎之獎項、獎額及獎助金如左： 

 一、個人組： 

 金牌獎：每年二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一百萬元、獎座及獎狀。 

 銀牌獎：每年四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五十萬元、獎座及獎狀。 

 銅牌獎：每年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二十萬元、獎座及獎狀。 

 二、法人組： 

 金牌獎：每年二名，每名頒發獎座及獎狀。 

 銀牌獎：每年三名，每名頒發獎座及獎狀。 

 銅牌獎：每年五名，每名頒發獎座及獎狀。 

 傑出研發獎：以中小企業為限，每年五名，每名頒發獎座及獎狀。 

前項各獎項如未達得獎標準者，獎額從缺；如因數人共同發明創作得獎者，應共領一個

獎項。 

第 七 條 國家發明獎每年甄選一次，由專利專責機關或國內有關機關(構)、產業公

會、發明團體等單位推薦或自行參選。 

第 八 條  參選國家發明獎者，其發明創作在報名截止日前十年內，須取得我國或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之專利權，並對科技發展或產業有貢獻。 

第 九 條  為辦理國家發明獎甄選評審事項，專利專責機關得設國家發明獎發明創作

評審委員會。前項委員會之委員，由專利專責機關聘任之。 

第 十 條  國家發明獎得獎者，自得獎日起，其得獎之發明創作不得再行參選。前項

發明創作由法人得獎者，發明(創作)人得重行參選；由發明(創作)人得獎者，其專利權

屬法人者，得由該法人重行參選。 

第十 一 條 同一發明創作，在同一年度內，法人和發明(創作)人擇一參選。 

第十 二 條  國家發明獎甄選有關事項，由專利專責機關定之。 

第三章  優良創作作品類 

第十 三 條  在我國已取得專利之發明創作，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獲得獎項者，專利

專責機關得予以獎助，總獎助金額每年以新臺幣六百九十萬元為限，其獎助金如左： 

 一、金牌獎：每年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鍍金牌獎或銀牌獎：每年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八萬元。 

 三、銅牌獎：每年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所稱著名國際發明展，指參展人報經專利專責機關核准，且參展國家(地區)達十五

個以上，參展作品達三百件以上者。但專利專責機關基於政策准予參展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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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獲得獎項者，其獲獎獎額於同一年度內依第一項各款計算之獎助金

總額超過第一項規定之總獎助金限額時，各獎額之獎助金得予酌減；其酌減之計算方

式，由專利專責機關定之。第一項之發明創作，由數人共同為之者，應共領一個獎項。 

第十 四 條  前條獎項及獎助金，按年核發，並以核發當年之前一曆年參展者為限。 

第十 五 條  同一發明創作在不同曆年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均獲獎者，以領一次獎助

金為限。 

第十 六 條 同一發明創作在同一曆年獲二個以上著名國際發明展獎項者，得獎人僅得

擇一請領一個獎項。 

第十 七 條  發明創作參加專利專責機關或其委託相關之公益法人或團體辦理之全國

發明展，經評審甄選為優良作品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予以獎助，其獎項、獎額及獎助金

如左： 

 一、金頭腦獎：每年三十件，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十二萬元。 

 二、優良獎：每年三十件，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各獎項如未達得獎標準者，獎額從缺；如因數人共同發明創作得獎者，應共領一個

獎項。第一項之發明創作，如創作人和專利權人不同時，其獎項及獎助金由雙方協調領

取之。 

第十 八 條  已參加全國發明展並經評審之發明創作，不得再行參展。但以追加及聯

合新式樣專利參展且原創作未獲獎者，不在此限。前項以追加及聯合新式樣專利參展之

發明創作，以一次為限。 

第十 九 條  為辦理全國發明展優良創作甄選評審事項，專利專責機關得設全國發明

展優良創作評審委員會。前項委員會之委員，由專利專責機關聘任之。 

第二 十 條  參加全國發明展之發明創作於參展時違反全國發明展相關規定者，得取

消並追回第十七條之獎項及獎助金。 

第二十一條  全國發明展每年辦理一次，其參展及優良創作作品評審甄選有關事項，

由專利專責機關定之。 

第四章 學生創意比賽類 

第二十二條  專利專責機關為推展發明創作得辦理學生創意比賽。成績優異者，除頒

發獎狀外，並得予以獎助，其獎項、獎額及獎助金如左： 

 一、專科(五專為四年級以上)、大學(含學院)組： 

 優等獎：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五萬元。 

 甲等獎：二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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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獎：三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二萬元。 

 二、高中職(含五專三年級以下)組： 

 優等獎：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三萬元。 

 甲等獎：二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二萬元。 

 佳作獎：三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一萬元。 

 三、國中(含私立初中)組： 

 優等獎：二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一萬元。 

 甲等獎：三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五千元。 

 佳作獎：五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三千元。 

 四、國小(含私立小學)組： 

 優等獎：二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一萬元。 

 甲等獎：三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五千元。 

 佳作獎：五十名，每名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三千元。 

前項各獎項如未達得獎標準者，獎額從缺；如數人共同得獎者，應共領一個獎項。 

第二十三條  為辦理學生創意比賽甄選評審事項，專利專責機關得設學生創意比賽評

審委員會；其比賽辦理項目及評審有關事項，由專利專責機關定之。 

第五章  推廣發明創作功績類及其他獎助 

第二十四條 在校學生從事發明創作，其作品參加國際性、全國性或省(市)比賽獲獎

者，申請我國專利時，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補助申請費；獲准專利後，在校及服義務

役期間得申請補助年費及證書費。但專利權經讓與或授權實施者，不予補助。 

第二十五條 專利專責機關對推廣發明創作具有貢獻者，得頒發獎座及獎狀。 

第二十六條  獲第十七條獎項之參展品，如參加專利專責機關指定之國際發明展者，

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補助該參展品之運費；獲金頭腦獎者，並得申請補助來回機票費

用。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 參選之發明創作，或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有抄襲或虛偽不實之情事

者，專利專責機關得經國家發明創作指導委員會審議，不予給獎或收回獎助金、獎座及

獎狀。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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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獎（教師、博士生） 
 

九十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獎（教師組）申請要點 

 

     
８５年０８月０１訂定

８９年１１月０１修訂 

                   

                                                     

一、 教育部為鼓勵大專校院講師級以上之教師（包括軍警校院）與產業界（不包含與

工研院、中科院及財團法人等研究機構之合作研究案）合作研究，對產業發展績

效卓著者予以獎勵，特訂定本要點。 

 

二、 凡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教師，已完成與產業界合作須有具體績效（包括獲得 

專利或申請專利證明、產學合作合約書、產學合作技術移轉授權書）之研究 

案並於申請開始日前五年內未接受其他公營單位之獎金獎勵者（曾獲得本獎 

勵之教師，自得獎年度起五年內不得提出申請）可提出申請（該研發項目由 

教師與其指導博士生共同完成者，如申請教師產學合作獎，不得同時申請博 

士論文獎）。 

 

三、 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本年度申請日期自九十年十二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以學校發文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四、 獎勵名額每年以十案為限，由申請案中擇優發給，每案頒發獎金二十萬元及獎牌

乙面，提出申請之研發項目由數位教師共同合作，獎金必須與共同參與教師均分

並各頒發獎牌乙面，如由個人代表提出申請，請提供共同參與教師之書面同意書。 

 

五、 獎勵經費由教育部獎學基金會代管之「大學校院教授研究獎助金暨國防及重 

點科技研究生獎學金」剩餘款與利息項下支付。 

 

六、 推薦方式須由各校之科、系（所）、院主管或單位推薦，經學校組成之審查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提出申請，推薦單位或推薦人應對被推薦人所提供資料作詳細查證並

對其詳實性完全負責。 
 
七、 具有國防機密之申請案，應事先由推薦人向國防部請求書面同意後辦理之。 

 

八、申請本獎勵案須填具學校推薦書、產業界推薦書、個人資料表（如附件）各 

乙式四份、申請人與產業界合作研發績效卓著相關著作及資料各乙式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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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由學校備函向教育部申請。 

 

九、教育部組成審查小組，對被推薦之候選人績效卓著事項加以審查與評定成績， 

選出特優者，簽陳  部長核定後給獎。 

 

十、本申請案內容如有抄襲他人著作者，經查覺即公布真象，如已發給獎金及獎 

牌，亦將予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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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度大學校院產學合作獎（博士生組）申請要點 

 

８５年０８月０１日訂定

８９年１１月０１日修訂 

 

一、 教育部為鼓勵各大學校院（包括軍警校院）博士生從事有關我國產業發展實 

際問題之研究（包含與工研院、中科院之合作研究案）有實質貢獻或創見之 

優良博士畢業論文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要點。 

 

二、 凡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之博士研究生，於九十年十二月一日前一年內已完成之博士畢業

論文，該篇博士論文或經本人改寫成之論文且未曾接受其他公營單位之獎金獎勵者，均

可提出申請（該產學合作論文研發項目由指導教授與博士生共同完成者，如申請博士論

文獎，不得同時申請教師產學合作獎）。 

 

三、 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本年度再申請日期自九十年十二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以

學校發文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四、 獎勵名額每年以五案為限，由申請案中擇優發給，每案頒發獎金十五萬元。 

獎金由指導教授及研究生各得半數並各頒發獎牌乙面。 

 

五、 獎勵經費由教育部獎學基金會代管之「大學校院教授研究獎助金暨國防及重 

點科技研究生獎學金」剩餘款與利息項下支付。 

 

六、 推薦方式須由指導教授填具推薦書（如附件），推薦申請論文獎勵之學校及 

推薦人應對被推薦人所提供之資料作詳細查證並對其詳實性完全負責。 

 

七、 具有國防機密之申請案，應事先由推薦人向國防部請求書面同意後辦理之。 

  

八、申請本獎勵案須填具原畢業學校推薦書、個人資料表（如附件）各乙式四份， 

連同畢業論文及該論文對產業界具實質助益或創新之相關資料各乙式乙份， 

於申請期限內由原畢業學校備函向教育部申請。 

 

九、教育部組成審查小組，對被推薦之候選人績效卓著事項加以審查與評定成績 

    ，選出特優者，簽陳  部長核定後給獎。 

 

十、本申請案內容如有抄襲他人著作者，經查覺即公布真象，如已發給獎金及獎 

    牌，亦將予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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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傑出研究獎遴選作業要點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本會第四二八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助研究成果傑出之科學技術人才，長

期從事學術研究，以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增強國家科技實

力，特訂定本要點。  

2. 遴選方式： 

由本會自當年度審定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不含已退休人員）中遴選之；其應

於近五年內研究績效傑出，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在理論創新、實驗技術發展或儀具製作上，其研究成果能顯著提昇我國在該

領域或學門之國際學術地位。 

(二)領導執行大型、整合型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其成果對國家建設、產

業升級或科學教育有重大貢獻。 

(三)研究成果獲得我國或國際專利，或論文在國際重要學術雜誌發表且具有創見。  

3. 審查程序： 

採初審與複審二階段審查。初審為同領域之專家書面審，必要時得送國外專家審

查；複審為同學門或同領域之數位專家共同會審。 

審查作業期間，以自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八個月內完成為原

則，必要時得予延長。  

4. 傑出研究獎獲獎人除由本會頒發獎狀一紙外，並發給連續三年之獎助金，每年獎

助金額新臺幣三十萬元。  

5. 傑出研究獎獲獎人，於獎助期間不得重複領取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  

6. 傑出研究獎獲獎人之學術著作，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得依本會學術倫理案

件處理原則規定處理。  

7. 累獲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者，得依本會鼓勵特約研究人員從事三年期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申請特約研究計畫。  

8. 傑出研究獎獲獎人名單，由本會核定後函知其任職機構，依本會規定格式造具印

領清冊函送本會辦理撥款。  

9.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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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 

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作業要點 

 

90 年 10 月奉 部次長核定 

 

一、宗旨：為鼓勵國內企業機構積極投入科技研究發展，健全技術管理制度，以加速產

業升級，特選拔並獎勵產業科技發展績效卓越之企業。 

二、舉辦方式：由本部技術處以公開方式徵選及評審之，必要時得委託公正之特定承辦

單位辦理。 

三、獎別與獎額：本獎以公民營企業為評選對象，分為 

(一) 卓越成就獎：卓越成就獎名額以一名為原則，如有增額之必要， 
得經評選委員會推薦，送經濟部核定。 

(二)傑出獎：每年以五名為限。 

(三)優等獎：每年以十名為限。 

四、參選資格： 

(一) 卓越成就獎：    
1.除須符合傑出獎之參選資格外，參選者須能成為國內企業投入研究發展之楷模。 

2. 獲卓越成就獎之企業，十年內不得再參選科技獎。 

(二)傑出獎及優等獎： 

1.於國內合法登記具有公司或工廠登記証之企業。 

2.設有研究發展部門，專責之研究發展人員數在十人以上，且行研究發展活動

達三年以上者。 

3.獲得傑出獎之企業在得獎後五年內不得再參選傑出獎或優等獎。 

4.獲得優等獎之企業在得獎後五年內不得再參選優等獎。 

五、參選方式：企業可自行參選，亦可由相關機構或團體推薦參選。 

六、評審委員會： 

(一)由本部主管工業次長、工業局、中小企業處、能源委員會及技術處主管並遴聘產業

技術專家六人組成評審委員會，由次長擔任召集人。 

(二)為協助辦理評審工作，承辦單位得邀請各專業領域專家若干人組成該領域之審查分

組；各審查分組召集人由產業技術專家類評審委員擔任。（評審委員須遵守利益迴

避原則） 

七、評審作業： 

(一)評審作業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進行。 

(二)初審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三)複審進行實地查證。 

(四)決審由評審委員會進行綜合審議，議決得獎企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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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審準則： 

卓越成就獎 

評    審    項    目 權  重% 

一、國際上的成就 50

 1.國際專利權之質、量 15  
2.國際專利權應用與成果績效 15  

 3.新產品或新技術之國際影響力 10  
 4.研發成果獲得國際知名機構之獎項肯定之質、量 10  
二、國內的成就 50

1.國內專利權之質、量 10  
2.國內專利權應用與成果績效 10  

 3.近五年來新產品或新技術佔年總營業額的比例 10  
 4.研發成果獲得國內機構之獎項之質、量  10  
 5.永續經營及對國家的貢獻 10  

合          計 100

  
  傑出獎及優等獎 

評    審    項     目 權 重％ 

一、研究發展資源質量指標 25 

   1.研發經費 10  
   2.研發人力及組織 10  
3.外部合作研發（大專院校與研發機構） 5  

二、研究發展管理能力 25

   1.專案評估及管理制度 10  
2.智財權管理（序時記錄制度、專利地圖及分析） 10  

   3.人員培育及激勵制度 5  
三、研究發展績效 50

   1.新產品開發成果與市場成就 20  
   2.研發成果對生產力改善之成就 10  
   3.產業技術水準突破及附加價值提升 10  
   4.對產業與國家之衍生效益  10  

合           計 100

 八、獎勵方式： 
(一)舉辦頒獎典禮，敦請政府首長頒發得獎證書及獎座。 

(二)安排得獎企業拜會政府首長，以肯定得獎企業科技發展績效並表達政府對研究發展

之重視。 

(三)出版「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專輯」，並舉行記者會公開表揚。 

(四)舉辦企業研究發展成功經驗交流會，擴散得獎企業之成功經驗。 

(五)得推薦得獎企業參與本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之相關研究計畫或合作研究。 

九、本作業要點經部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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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一、申請須知： 

申請資格 
   (一)獎勵對象：合於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其前一年研
發費用佔營業額比例不低於 2%者。 
   (二)獎勵範圍：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製程、技術等項，於前一年完成，         

並已商業化或量產者。申請獎勵之標的如已(曾)獲得政府機關補助款不得申請。  

申請方式 
   申請書請洽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濟部中區、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各縣市 
   政府中小企業服務中心、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索取 

獎勵方式 
   (一)申請獎勵標的未曾獲政府機關其他獎項獎金且該企業前一年未曾獲本獎獎助
金，經評審通過者獲頒獎狀及獎助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正，以四十     名為原則，

其中以員工數認定之中小企業得獎名額以不超過二十名為     限，確實得獎名額

視申請審查情況核定(獎助金須依稅法辦理扣繳)。 

   (二)申請獎勵標的已(曾)獲政府機關其他獎項獎金者或前一年已獲本獎獎助金之
得獎企業，經評審通過者獲頒獎狀，以不超過十名為原則。  

主管機關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二、作業辦法： 

 (一)目的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為鼓勵中小企業(包括中小型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商業、
服務業等)從事創新研究發展、提升技術水準、增強競爭力，特訂定「中小企業發展基
金獎助中小企業創新研究要點」。針對長期且持續以有組織、有系統之方法自行從事創

新研究而有具體成效之中小企業，甄選較為傑出者予以適當之獎勵，以期技術生根，進

而達到產業升級與健全發展之目的。 
 (二)申請資格 
   1.獎勵對象：合於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請參考附錄)之中小 
         企業，其前一年研發費用佔營業額比例不低於 2%者。 
   2.獎勵範圍：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製程、技術等項，於前一年完成， 
         並已商業化或量產者。申請獎勵之標的如已(曾)獲得政府機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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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不得申請。 
 (三)獎勵方式 
   1.申請獎勵標的未曾獲政府機關其他獎項獎金且該企業前一年未曾獲本獎獎助
金，經評審通過者獲頒獎狀及獎助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正，以四十名    為原則，其

中以員工數認定之中小企業得獎名額以不超過二十名為限，    確實得獎名額視申

請審查情況核定(獎助金須依稅法辦理扣繳)。 
   2.申請獎勵標的已(曾)獲政府機關其他獎項獎金者或前一年已獲本獎獎助    
金之得獎企業，經評審通過者獲頒獎狀，以不超過十名為原則。 
 (四)申請手續 
   1.申請方式 
    (1)以通信方式報名，檢附送審資料一式 2份(正本 1份，副本以 A4紙影印 1
份)以掛號郵寄「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5號 3樓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三組)」，聯絡電
話：(02)23660812分機 24、26或(02)23680816分機 256 
    (2)申請書請洽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濟部中區、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各縣市政
府中小企業服務中心、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索取 
   2.送審資料 
    (1)申請書。 
    (2)公司執照影本。 
    (3)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4)前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5)其他有關申請獎勵標的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圖面資料、相片、型錄等。 
   (五)評審 
   1.評審程序：分為初審與決審二階段： 
    (1)初審：由初審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並視實際狀況需要，派員實地查核。 
    (2)決審：由決審委員會決定得獎名單。 
   2.評審標準 
    基本評審項目及權重： 
    (1)申請獎勵標的之創新性(35%)。 
    (2)申請獎勵標的之實用性(30%)。 
    (3)申請獎勵標的之國際競爭力或代表性(20%)。 
    (4)申請企業之目前及中長期研發構想(15%)。 
   3.當申請標的之評審積分相若時，以未曾獲本創新研究獎之企業優先考慮，惟仍
由評審委員會議決之。 
 (六)得獎企業之義務 
   得獎企業有配合蒐編專輯及參加相關活動之義務，得獎企業若經查證有違 
   反本須知規定或不實陳述者，其獎狀及獎助金應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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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濟部國家磐石獎（卓越中小企業） 

國家磐石獎-卓越中小企業-選拔表揚申請須知（2002.5） 

一、依據： 
 本須知係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實施之「國家磐石獎—卓越中小企業—選拔表揚指

導要點」訂定。 
二、目的： 
 中小企業為國家經濟磐石，為激勵中小企業升級及發展，選拔經營穩健殷實，在各

方面均表現卓越，並對社會有具體貢獻之中小企業給予公開表揚。 
三、主辦單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四、承辦單位：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五、參選資格： 
 凡參加選拔之中小企業須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詳本參選辦法第四頁之規定），

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成立時間在八年（含）以上。（83年 6月 25日以前成立者） 
 （二）最近三（90、89、88）年稅前及稅後均獲利且 90年無累積虧損者。 
 （三）企業負責人須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註）曾獲本獎項者於十年內不得參選。 
六、表揚名額： 
 表揚以十二家企業為原則，惟實際當選家數由評審委員會議決。 
七、參選方式： 
 參選者必須由工商及社會團體、金融及學術研究機構、中小企業輔導機構、政府機

關或國家磐石獎得獎企業聯誼會推荐，自行參選者不予受理。 
八、報名應繳資料： 
 （一）推薦書。（附表 1-1、1-2） 
 （二）公司簡歷表。（附表 2-1、2-2、2-3） 
 （三）事蹟說明書。（附表 3） 
    （四）公司最近三（90、89、88）年會計師查核簽證或報稅報表之資產負債表、損

益表暨保留盈餘表影印本；其中 90年之相關財務報表必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 

    （五）公司執照或公司登記證明書、營利事業登記證（製造業請加附工廠登記
證   ）、公司負責人身份證、董監事名冊及其他事蹟證明相關文件影印本（如
品質認證證明書）。 

    （七）最近 12個月（90年 4月至 91年 3月）勞保局核發之「台閩地區勞工保險費
及附收工資墊償基金計算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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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國稅局及地方稅捐單位核發之無違章欠稅證明。 
     （註）製造業請加附工廠登記證，廠地面積未達一百平方公尺且廠房面積未達五十平方公尺且電力

容量、 

      熱能（馬力與電熱之合計）未達 2.25千瓦之小型製造業者免附。 

以上資料請檢送正本一份，連同（一）至（五）項資料之影本十七份，以 A4規格裝訂
整 

    齊，親送或掛號郵寄「國家磐石獎評審委員會工作小組」辦理；參選資料概不退件，
由主辦單位統一銷毀。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5號 6樓 
 單位：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電話：02-23660812#47   傳真：23687258 
九、推薦時間： 
 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91年 6月 25日截止，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 
十、評審： 
 （一）評審程序：評審分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進行 
        初      審：由具專業素養和代表性之學者專家擔任初審委員，同時進行書面

審查 及實地訪審，以計算出訪審評估得分（佔 70﹪），並參考財
務評估得分（佔 30﹪），決定入圍複審企業。 

        複      審：由中小企業相關輔導單位之學者專家擔任複審委員，並從中推選
出數位委員代表就入圍複審企業進行第二次實地訪審，依據入圍

企業之書面資料及 第二次實地訪審結果，決定入圍決審企業。 
        決      審：由政府首長及工商企業領袖擔任決審委員，依據入圍決審企業之
書面資  
                    料進行評審，並決定得獎企業。 
  （二）評審標準： 

1.財務評估：根據評估指標所訂定之項目與權重予以評估企業經營績效，本項
評分佔 

           總分 30﹪。 
         評估指標： 

             項次      項    目             權 重 

(1)      自有資本率             14％ 

(2)      流動比率             10％ 

(3)      固定長期適合率         10％ 

(4)      毛利率                 12％ 

(5)      稅後純益率              9％ 

(6)      淨值報酬率              9％ 

(7)      存貨週轉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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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款項週轉率          7％ 

(9)      總資產週轉率         10％ 

(10)    營收成長率             12％ 
   2.訪審評估：根據評估指標所訂定之項目與權重予以評估企業經營績效，本項評分佔 
                  總分 70﹪。 
    評估指標： 
  項次   項     目     權重        內     容   
  
   (1)   整體管理制度  30％       ．經營理念 

                  ．企業文化 
                  ．一般管理制度 
                  ．會計制度 
                  ．五 S、TQM、TQC品質策略及品管制度 
                  ．資訊管理與自動化 
                  ．工業安全與衛生 
                  ．互助合作或協力關係 
                  ．海外投資情形(含本業 / 轉投資) 
                  ．最近三年主要股東及經營團隊變動情形        

   (2)   研發與創新    20％       ．研究發展 
                  ．創新成效（含研發成果之市場成效） 
                  ．重視智慧財產權之程度 
                  ．三年來研發投資經費佔營業額比率表現 
                  ．事業之前途與展望（潛力） 

   (3)   行銷          20％       ．行銷網路、據點及能力之表現 
                  ．自有品牌 
                  ．顧客關係管理(含消費者保護) 
                  ．國際化程度 

   (4)   人力發展      15％       ．人力發展與運用策略 
                  ．人事制度 
                  ．勞資關係 
                  ．教育訓練 
                   (含近三年教育訓練費用佔營業額比值) 
                  ．員工福利 

   (5)   社會責任      15％       ．污染防治及環境保護 
                  ．企業形象 
                  ．企業對社會之貢獻 

                                 ．公益活動 
十一、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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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頒獎典禮預計於本（九十一）年十一月份舉行，恭請政府高階首長頒獎，頒

發國家磐石獎座及當選證書。 
   （二）拜會政府首長以肯定當選企業之經營成就和政府對中小企業之重視。 
   （三）出版當選企業專輯。 
   （四）舉辦當選企業成功經驗發表會及實地觀摩，詳實介紹得獎企業成長、奮鬥歷

程及經 
         驗，以擴散企業成功模式。 
十二、得獎企業之義務： 
    （一）得獎企業有配合提供印刷專輯、錄影專輯所需題材及參加本獎項成功經驗發

表觀摩會等相關活動之義務。 
    （二）得獎企業應配合主辦單位未來辦理中小企業相關工作之需要，提供參觀或參

與相關會議之義務。 
    （三）得獎企業若經查證有違反本辦法或不實陳述者，其獎座及當選證書應繳回主

辦單位。 
附註：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相關規定 
 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型工業及服

務業， 
    凡符合下述任一標準者皆為本選拔活動所認定之中小企業： 
 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八千萬元以下者。 
    二、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下者。 
 三、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四、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五十人者。 
 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中小企業： 
       1.中小企業經輔導擴充後，其規模超過前四項所定標準者，自擴充之日起，二年

內視同中小企業。 
       2.中小企業經輔導合併後，其規模超過前四項所定標準者，自合併之日起，三年

內視同中小企業。 
       3.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關辦理中小企業行業集中輔導，其中部分企業超
過前四項所定標準者，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認為有合併同輔導之必要時，在

集中輔導期間內，視同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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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獎勵辦法 

（一）加拿大 CANMET技轉獎 

 
摘要： 
為「加拿大國家資源局」委託「加拿大礦業冶金石油學會」辦理。 
特點： 
指定於礦業冶金石油技術領域、評審過程嚴謹（需十位學會會員推薦） 

 

1.辦法 

CANMET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 Origin 
The donor of the CANMET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is the CANMET Mineral Technology Branch of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CIM Council approved the CANMET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s in 1991. This award, which is 

sponsored by the CANMET Mineral Technology Branch of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carries with it a 

$1,000 prize in recognition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transfer leading to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in the 

mineral and metals industries 

Conditions 

1）The Award is to be presented to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meritorious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minerals and metals industries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2） One Award will be made each year,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of benefit to the minerals and metals 

industries. 

 

3）Nominations for the award shall be made over the signatures of at least ten (10) CIM National 

Members and/or CANMET employees and forwarded to the CANMET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s 

Committee, which in turn will notify the CIM Institute Honours Committee of the winning nomination no 

later than February 15th of the year of the award presentation. 

 

4）Every nomination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an authenticated description of the meritorious 

contribution, with details as to the practical value to the minerals and metals industries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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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winning nomination shall be endorsed by the Institute Honours Committee. 

6）The Institute Honours Committee will refer the winning nominations to CIM Council not later than the 

last Council meeting held prior to the nex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7）Th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Honours Committee shall not be party to the nomination of any 

candidate. 

 

8）When reasonably possible, the recipient shall be expected to receive the award in perso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irs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award, or at such other 

time and place as CIM Council may direct. 

 

9）All nominations properly presented shall remain in good standing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unless 

formally withdrawn over the signatures of a majority of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the nomination. 

 

10） Nominees should be CIM National Members. 



 

 150 

（二）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摘要：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特點： 
  校內的產學合作獎勵辦法，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一日九十學年度第十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促進本校專任教師與產業界之合作，獎勵其對產業發展累積之卓著績
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係指公、民營事業機構委辦或出資經由財團法人等
機構轉委辦之產學合作計畫。 
第 三 條  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申請期間自每年十月一日起至該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 
第 四 條  申請產學合作獎，應具備左列二項條件： 
一、 本校專任教師。 
二、 到本校任教滿三年。           
三、 曾獲得本獎勵之教師，三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本項獎勵之審查由「產學合作獎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並排定優先順序
後，簽陳校長核定獲獎人選。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與職責包括： 
一、 召集人：校長或其指定之代理人。 
二、 委員成員：副校長、技術合作處處長、三院院長、其他校長指定之校內外學者

專家，共五至九名。 
三、 職責：申請案審查並排定優先順序。           
四、 校內審查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審查委員依據會計相關規定得支領相關費用。 
第 六 條  申請本獎勵案應準備之資料：           
一、申請表。           
二、近三年產學合作具體績效：（左列各目得擇要檢附）             
（一）承辦產學合作計畫證明資料（含計畫件數與經費）。           
（二）計畫成果（包括獲得專利或產學合作技術移轉授權書等；如屬共同合作

者，應提供分工證明書）。           
（三）曾獲得有關產學合作獎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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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產學合作具體績效。           
前項申請表及分工證明書格式另訂之。 

第 七 條  獎勵名額每年以至多三名為限，每名獲獎人頒給獎金新台幣三萬元整及獎
牌乙面。 
第 八 條  獎勵經費由本校執行計畫所提成管理費支應。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52 

（三）朝陽科技大學專任教職員執行建教合作獎勵辦法 

 
摘要： 
朝陽科技大學專任教職員執行建教合作獎勵辦法 
 
特點： 
  由建教合作管理費按比例支付 

 

1.申請要點 

朝陽科技大學專任教職員執行建教合作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職員執行建教合作及促進產學合作交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專任教職員獲得外界建教合作計畫者。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近二年教學或服務績效不良已列紀錄者，各相關主管不得

推薦；教師分配排課或服務工作配合度低者，得經系、院教評會決議不予

推薦（相關審查要點，請各院、中心訂定） 
第四條          獎勵方式採獎金及獎狀為原則 
一、 獲政府機構或業界補助建教合作計畫者獎勵金核撥方式如下： 
(一)          各教職員之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每案核撥獎金依據為計畫總管理費百分之五

十。每人每年所得之總獎金，以不超過新台幣五十萬元為原則；但另以專簽辦理者，不

在此限。 
(二)          建教合作未能提列管理費，且有獎勵需求者，以專簽辦理，經校長核示後，提

獎助評審委員會討論。 
二、 榮獲本項獎勵之教職員，另頒獎狀或獎牌以資鼓勵，並列入升等考核之依據。 
第六條  計畫獎金以轉撥帳戶方式支付計畫主持人，由計畫主持人與執行計畫相關同

仁共同分享成果。 
第七條          獎勵金金額視教育部改善師資專案專款及本校配合款之情況，經本校獎助

評審委員會審議後，而逐年修正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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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家品質獎 
 

一、源起 

1980 年代未期，因台幣升值、環保抗爭、勞動成本驟增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等

因素，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嚴酷的挑戰。由於經濟情勢、社會價值及國際環境的改變，我

國產業的發展再度面臨轉型壓力，為了使我國產品繼續擁有國際競爭力，提高品質及附

加價值已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二、目的 

國家品質獎的設置，旨在獎勵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具有卓越績效的企業及個人，也鼓

勵得獎者成為標準學習的對象。藉此，希望促使國內各企業機構均能有效推行全面品質

管理，同時也鼓勵更多的專家、學者和推動人員、組織參與品質的實踐、研究和推廣工

作，以期使品質文化的塑造與內化，能在企業中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風氣。  

「全面品質管理」涵蓋了組織中的各階層與各部門，每一位工作同仁均需參與且負

有責任。因此在企業內，上至經營者，下至基層人員，前由企劃研發，後至行銷服務，

以及支援幕僚等部門，均充分參與品質維持及精進的工作，並能突破過去僅重視產品或

製程(作業)品質上的表象偏狹觀念與做法。具體言之，成功的全面品質管理，必須累積

每一過程的完美無瑕，才能造就出最高的品質。  

本獎項的主要目的，在獎勵推行全面品質管理有傑出成效者，以激發社會追求高品

質、高品級的風氣，樹立品質管理的典範，讓企業能夠學習觀摩，引導邁向高品質的境

界，透過評審內容與程序，清楚地將這套品質規範，成為企業強化體質與增加競爭力的

參考標準，以提升整體品質水準，及建立企業和國家優良形象，使我們成為現代化和高

品質的國家。 

 

三、核心概念 

卓越領導、顧客為重、重視員工、創新與速度、持續改進、全員參與、著重事實管

理、專注過程與成果、發展合作夥伴關係、善盡社會責任 

 

四、演進 

 源起於 74 年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 

中華民國應參考日本經驗，由經濟部領導推動全國性的品

質管理活動，全國提升產品品質水準。 

 75 年科技顧問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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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國家品質管理獎項 

 76 年成立全面提高產品品質計畫工作小組，討論未來工作

方向及方式 

 77 年配合各項籌備工作推動第一年先期工作 

成立第一期（77~82）五年之「全面提高產品品質計畫」，

並正式成立「國家品質獎」為國內最高品質榮譽獎項。 

 企業獎及中小企業獎原僅限製造業申請，自第六屆起申請

行業增列非製造業之資訊服務業、倉儲業、零售業、運輸

業、土木工程業、建築工程業及旅館業等七行業申請。 

 為了提升國家品質獎之擴大示範效果，「國家品質獎評審

委員會」於八十九年十二月決議九十年開放增列醫療、教

育、金融、保險、貿易、水電燃氣、工商服務、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等政府單位以外之行業申請。 

五、獎項類別 

（一）企業獎

頒予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具有卓越績效之企業。  

獎勵方式 

凡獲獎者，頒予「國家品質獎」證書及獎座。  

申請資格 

1.本屆除政府機關外，所有行業均可申請。 

2.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得申請企業獎。  

申請手續 

1.可自行申請，亦可由相關機構推薦申請。 

2.於每年四月底前，填妥申請須知中所附之「申請表」、「組織基本資料表」及相關證

照影本各一份送交受理單位－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工作小組。 

3.經資格審查合格之企業，應於當年 5月 31 日前提送「國家品質獎申請書」10 份。入

圍複審之企業，需另提送最近三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三份。  

評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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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項   目 比重 

(一)經營理念與價值觀： (1)經營理念、目標與策略 

(2)組織使命與願景 

(3)高階經營層的領導能力 

(4)全面品質文化的塑造 

(5)社會責任 

150% 

(二)創新與策略管理 (1)創新價值 

(2)經營模式與策略規劃 

(3)策略執行與改進 

110% 

(三)顧客與市場發展 (1)產品(服務)與市場策略 

(2)顧客與商情管理 

(3)顧客關係管理 

110% 

(四)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 (1)人力資源規劃 

(2)人力資源開發 

(3)人力資源運用 

(4)員工關係管理 

(5)知識管理 

110% 

(五)資訊策略、應用與管理 (1)資訊策略規劃 

(2)經營目標與執行策略 

(3)資訊應用 

110% 

(六)流程(過程)管理 (1)產品流程(過程)管理 

(2)支援性活動管理 

(3)跨組織關係管理 

110% 

(七)經營績效 (1)顧客滿意度 

(2)市場發展績效 

(3)財務績效 

(4)人力資源發展績效 

(5)資訊管理績效 

(6)創新及核心競爭力績效 

(7)社會評價(品質榮譽)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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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組織 

行政院為辦理評審及表揚等業務，特延聘相關之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成立「行政院國

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其組成如下： 

1. 主任委員由經濟部部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長核聘。 

2. 委員會置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分別由工業局局長及商業司副司長兼

任。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及「評審小組」。 

3. 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由執行秘書兼任，小組成員目前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人員

擔任；評審小組之委員乃由執行秘書提報委員會通過後，由主任委員聘任。 

4. 委員會得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一至三人為顧問。 

 

（二）中小企業獎

頒予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具有卓越績效之中小企業。  

獎勵方式 

凡獲獎者，頒予「國家品質獎」證書及獎座。  

申請資格 

1.依法登記並合於企業獎申請之行業別外，且符合政府對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規定者。 

2.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為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

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3.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工商服

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

滿五十人者。 

申請手續 

1.可自行申請，亦可由相關機構推薦申請。 

2.於每年四月底前，填妥申請須知中所附之「申請表」、「組織基本資料表」及相關證

照影本各一份送交受理單位－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工作小組。 

3.經資格審查合格之中小企業，應於當年 5月 31 日前提送「國家品質獎申請書」10 份。

入圍複審之中小企業，需另提送最近三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三份。  

評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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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項   目 比重 

(一)經營理念與價值觀： (1)經營理念、目標與策略 

(2)組織使命與願景 

(3)高階經營層的領導能力 

(4)全面品質文化的塑造 

(5)社會責任 

150% 

(二)創新與策略管理 (1)創新價值 

(2)經營模式與策略規劃 

(3)策略執行與改進 

110% 

(三)顧客與市場發展 (1)產品(服務)與市場策略 

(2)顧客與商情管理 

(3)顧客關係管理 

110% 

(四)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 (1)人力資源規劃 

(2)人力資源開發 

(3)人力資源運用 

(4)員工關係管理 

(5)知識管理 

110% 

(五)資訊策略、應用與管理 (1)資訊策略規劃 

(2)經營目標與執行策略 

(3)資訊應用 

110% 

(六)流程(過程)管理 (1)產品流程(過程)管理 

(2)支援性活動管理 

(3)跨組織關係管理 

110% 

(七)經營績效 (1)顧客滿意度 

(2)市場發展績效 

(3)財務績效 

(4)人力資源發展績效 

(5)資訊管理績效 

(6)創新及核心競爭力績效 

(7)社會評價(品質榮譽)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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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組織 

行政院為辦理評審及表揚等業務，特延聘相關之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成立「行政院國

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其組成如下： 

1. 主任委員由經濟部部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長核聘。 

2. 委員會置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分別由工業局局長及商業司副司長兼

任。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及「評審小組」。 

3. 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由執行秘書兼任，小組成員目前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人員

擔任；評審小組之委員乃由執行秘書提報委員會通過後，由主任委員聘任。 

4. 委員會得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一至三人為顧問。 

 

（三）個人獎

獎勵方式 

凡獲獎者，頒予「國家品質獎」證書及獎座。  

申請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 

以上各獎項之限制條件： 

1.凡得獎者五年內不得再申請。 

2.每一企業每年只得申請一類獎。 

附註：各行業定義係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說明。

本屆除第 K大類－公共行政業外，均可申請。  

申請手續 

1.研究、推廣類可自行申請，亦可由相關機構或人士推薦申請，個人獎實踐類則

需由服務之企業機構推薦，且每一企業機構限推薦乙名；申請並不需任何費用。

2.於每年四月底前，填妥申請須知中所附之「申請表」、「組織基本資料表」及

相關證照影本各一份送交受理單位－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工作小組。 

3.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個人，應於當年 5 月 31 日前提送「國家品質獎申請書」10

份。另入圍複審實踐類之申請者如屬組織之經營階層，需提送所經營組織之財務

報表三份： 

(1)屬大企業者：須提送最近三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2)屬中小企業者：須提送最近三年之財務報表，且最近一年之財務報表報表須經

會計師簽證。 

(3)屬機關團體者：須提送最近三年結算申報書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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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標準 

評   審   項   目 比重

(1)研究全面品質管理之貢獻‧著作及創見（含國內外論文

發表） 

70% 一、研究類： 

(2)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含推廣之貢獻）‧提升企業品質管

理之貢獻‧提升社會整體品質管理水準之貢獻‧提升國內

品質管理在國際地位之貢獻 

30% 

(1)研究全面品質管理之貢獻‧訓練（含親自訓練、策劃與

推動）‧輔導（含親自輔導、策劃與推動）‧宣導（含親

自講授、出版、服務及其策劃與推動） 

70% 二、推廣類： 

(2)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含推廣之貢獻）‧提升企業品質管

理之貢獻‧提升社會整體品質管理水準之貢獻‧提升國內

品質管理在國際上地位之貢獻 

30% 

(1)推行全面品質管理之理念‧經營理念‧品質政策及策

略 

20% 

(2)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之作法‧短中長期計畫與目標‧全

面品質管理體系 

35% 

三、實踐類： 

(3)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之績效‧品質改進‧經營成果‧對

服務單位之貢獻‧參與公共品質管理之貢獻 

45% 

◎頒發組織 

行政院為辦理評審及表揚等業務，特延聘相關之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成立「行

政院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其組成如下： 

1. 主任委員由經濟部部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長

核聘。 

2. 委員會置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分別由工業局局長及商業司副司

長兼任。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及「評審小組」。 

3. 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由執行秘書兼任，小組成員目前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

心人員擔任；評審小組之委員乃由執行秘書提報委員會通過後，由主任委

員聘任。 

4. 委員會得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一至三人為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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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團體獎

獎勵方式 

凡獲獎者，頒予「國家品質獎」證書及獎座。  

申請資格 

依法辦理教育機構、醫療團體、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等登記，得申請機關團

體獎。  

申請手續 

1.可自行申請，亦可由相關機構推薦申請。 

2.於每年四月底前，填妥申請須知中所附之「申請表」、「組織基本資料表」及

相關證照影本各一份送交受理單位－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工作小組。 

3.經資格審查合格之機關團體，應於當年 5月 31 日前提送「國家品質獎申請書」

10 份。入圍複審之機關團體，另提財務報表三份。  

評審標準 

評   審   項   目 比重 

(一)經營理念與價值觀： (1)經營理念、目標與策略 

(2)組織使命與願景 

(3)高階經營層的領導能力 

(4)全面品質文化的塑造 

(5)社會責任 

150% 

(二)創新與策略管理 (1)創新價值 

(2)經營模式與策略規劃 

(3)策略執行與改進 

110% 

(三)顧客與市場發展 (1)產品(服務)與市場策略 

(2)顧客與商情管理 

(3)顧客關係管理 

110% 

(四)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 (1)人力資源規劃 

(2)人力資源開發 

(3)人力資源運用 

(4)員工關係管理 

(5)知識管理 

110% 

(五)資訊策略、應用與管理 (1)資訊策略規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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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目標與執行策略 

(3)資訊應用 

(六)流程(過程)管理 (1)產品流程(過程)管理 

(2)支援性活動管理 

(3)跨組織關係管理 

110% 

(七)經營績效 (1)顧客滿意度 

(2)市場發展績效 

(3)財務績效 

(4)人力資源發展績效 

(5)資訊管理績效 

(6)創新及核心競爭力績效 

(7)社會評價(品質榮譽) 

300% 

◎頒發組織 

行政院為辦理評審及表揚等業務，特延聘相關之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成立「行

政院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其組成如下： 

1. 主任委員由經濟部部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長

核聘。 

2. 委員會置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分別由工業局局長及商業司副司

長兼任。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及「評審小組」。 

3. 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由執行秘書兼任，小組成員目前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

心人員擔任；評審小組之委員乃由執行秘書提報委員會通過後，由主任委

員聘任。 

4. 委員會得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一至三人為顧問。 

 

 

陸、財團法人宏碁基金會龍騰論文獎 

「財團法人宏碁基金會」創立於 1996 年 7 月，乃由宏碁集團各事業單位公司捐助

成立。基金會成立之宗旨在於促進產業升級，提昇工商管理極其相關資訊科技之研究發

展，以達成產業現代化及國際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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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益事業及人才培訓之推展，本基金會期望對內希望促進國家社會的繁榮，學

術研究水準之提昇，加速建立台灣為科技島；對外則以世界公民之心態自許，培育國際

化人才及加強國際合作交流，以促進全球經濟繁榮。 

本基金會之任務有三：科技暨管理的研究發展、人才培訓、獎勵與推廣服務。 

秉持「心懷科技，放眼天下」之理想，本基金會希望透過知識的研發與人才之培訓，

長期耕耘，並盼觸發各界更大的力量，為走出國際化的智慧結盟共同努力。鼓勵校園內

博、碩士之研究論文與產業發展密切結合，有效發揮學術創新及貢獻產業之價值，並培

養企業界所需要的優秀人才。 

龍騰典故 

龍騰源自「long term」，也就是說龍騰並不強調短期的誘因，而是著重長期的培育
與鼓勵。長期的培育除了需要生生不息的動力，更需要有系統性的規劃，才能真正讓這

樣的動力得以發揮影響力，創造價值。因此龍騰論文獎獎勵的不只是論文著作學生，更

要對指導教授獎勵。藉著每年龍騰的鼓勵，更能激發老師更用心指導學生，讓校園學子

得以成就更多的學識，造福社會。 

創辦宗旨 

「龍騰論文」獎的宗旨在於以企業的力量回饋社會，並藉優秀論文的選拔與獎勵，

為台灣培育優秀研究人才，創造國家競爭力，使台灣早日在國際舞台上揚眉吐氣，龍夢

成真。也因著這樣的精神，龍騰論文獎從宏碁電腦率先創辦以來，目前已邀請到四十家

廠商共同贊助，形成企業公益聯盟，一同來贊助龍騰論文獎。 

龍騰展望 

龍騰論文獎分為資訊科技類及經營管理類兩大類，有別於往年只要求學生繳交畢業

論文的方式，第十三屆的龍騰論文獎在強調實用化的需求下，初次要求報名學生提出實

用化成果評估報告書，並作為評審過程中重要依據。宏碁基金會希望透過這樣調整的方

式，讓國內的產學界得以此為基礎展開更密切的合作，進一步落實產學交流。 強調實

用化的功能一直是龍騰論文獎重要評審依據之一，本屆更透過實用化評估報告書的提

出，使得這項要求更為具體。未來，實用化仍將是龍騰論文獎的走向；龍騰論文獎仍將

如實扮演產學互動的觸媒角色，成為台灣人文科技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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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規劃「學研機構技術移轉獎勵辦法」座談會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十四樓 1401 會議室 

主持人：劉江彬所長 

與會人數：21人（研究團隊 4人；國科會 6人；專家學者 11人） 
議程： 

 

（一）主席致詞 

綜合處劉處長： 

此次會議相當重要，若能獲得共識，希望能儘快落實、有效推動。綜合處舉辦或協

助辦理的各種獎項，主要偏重在學術研究，對於應用研究並無訂定明確的獎項來加以鼓

勵。先前曾提出將傑出研究獎分為兩流，即學術與應用，但於十月底在學術處的會議上

被否決，所以有另創新獎的想法，希望這個獎項的設立能帶動社會對應用科技的重視。

此外，獎項的相關配套措施如何與其他部會相連結，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劉所長： 

為了鼓勵學研機構進行技術移轉，本團隊已訂立了四套辦法來獎勵技轉中心從事技

術移轉，而今天這個獎項則是鼓勵個人的。目前各大專院校的技轉成果都不盡理想，但

事實上學校的潛在能量很大，仍有發揮的空間，所以設立此獎項是希望藉由獎勵來達成

提升學研機構技轉績效的目標，並期望這個獎項能產生指標性的作用，引領風潮。大陸

相關獎勵的辦法很多，值得我們參考。此外，也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能提供相關的建議

與意見。 

 

（二）報告事項 

由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劉江彬所長報告「學（研）機構技術移轉獎勵辦法」之

構想（請參閱簡報資料） 

 

（三）意見交流 

林英峰教授 

1. 國家品質獎 
國家品質獎的獎勵對象包括一般企業、中小企業、個人及機關團體等四類；在個人

審查標準方面，分為研究類、推廣類及實踐類三種；獎勵方式僅頒發獎牌、沒有獎金。

審查委員約 45 人，每年會替換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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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產品形象獎27 

（1） 選拔程序：所有參賽作品→台灣精品甄選→國家產品形象獎→金質獎、銀質獎共

計不超過 30 件。 

（2） 獎勵方式：金質獎獲頒獎座、獎狀及獎金（50-150 萬）；銀質獎獲頒獎座及獎狀。 

（3） 審查標準：研發創新、設計與創新、品質系統、市場、品牌認知。 

（4） 衍生效益：政府與企業合作為得獎作品宣傳。 

3. 中國大陸光華科學獎（與此次設置的獎項很類似） 
（1） 獎勵對象：個人、團體（教授、研究機構） 

（2） 獎勵類別：學術、實際應用 

（3） 獎勵方式：提供高額的獎勵金 

 

胡幼圃教授 

1. 設置新的獎項通常需考慮有無必要性？（需具說服力）有無重覆性？如何著手？ 
2. 贊同設置新獎項。新設獎項的位階不應低於國科會既有的傑出獎，學術界所重視的
是得獎之後的後續好處，所以新獎項的衍生效益、後續的影響力亦不應低於傑出研

究獎。 

3. 對初步構想的建議： 
（1） 審查標準：完成技術應用的次數、金額與未來收益此項標準應往前挪，而發表論

文的數量則應向後挪或刪除。 

（2） 對教授的衍生效益：條文中的字眼必須確切，否則很難落實（「易於」改為「應」

較適切）。 

（3） 對於誘因部分：計畫的規模較計畫是否容易申請來得重要，計畫太小是常受詬病

之處，應多補助整合型的計畫。 

 

蔡明珠科長 

關於設置獎項的必要性，本處已有一套說辭；但提到重覆性，可能會與教育部的產

學合作獎重疊。 

 

劉昌煥教授 

1. 教育部的產學合作獎是由基金會所資助的，提供的資源沒國科會多，相對之下，比
較弱勢。 

2. 贊成成立新的審查機制（委員會），在同一個架構運作下，很難突顯出新獎的特色。 
3. 不同的學門呈現技轉成效的速度不同（小的東西愈有可能技轉成功、完成技轉時間
較短），應有不同的審核標準。 

 

胡幼圃教授 

教育部的產學合作獎獎金不多，雖然辦得不錯，但並未成為一項眾所皆知的獎。 

                                                 
27 http://www.taiwaninnovalue.com/homec/innovalue/inde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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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南鳴研發長 

1. 教育部的產學合作獎並非全面性的，知道訊息的人才會去申請。 
2. 此次設置的獎項會對學校產生衝擊，並引發校長們的關切。如果有該項獎勵存在，
可鼓勵教授們往技術移轉這方面發展，提高學校與廠商間的互動關係。 

3. 如何審查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對於技術移轉來說，不是每年都會有新的變化，所以
審核的標準必須多花一點心思來訂立，才會更具合理性、公平性。 

4. 對於其他學門的移轉績效是否也可列為獎勵項目，如體育、文學、藝術、軟體、智
慧財產權、著作權等。 

（劉所長：無論是軟、硬體，只要有貢獻，都可列入獎勵的範疇內） 

 

劉處長 

1. 國科會曾於與教育部共同舉辦的研發長會議中，頒發類似獎項，對於推動技術移轉
有成效的教授、學術單位給予適當獎勵。該獎項由相關委員會訂定評量準則，依據

所有能掌握的完整資訊、數據來核定，選出對技術移轉有貢獻的個人與團體（各十

個）；由於評量基準是技術移轉方面，所以是依據是否技轉、技轉金額、技轉產生

的衍生效益等來衡量。 

2. 是由國科會單方面來考量，還是應將在其他部會或民間的成果績效納入？透過其他
機制所產生的貢獻也值得肯定，但資訊不易掌握，應如何解決？（可透過研發成果

交流網，由相關單位配合填報，讓資訊公開透明、充分掌握，如與教育部產學合作、

建教合作及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等做連結，讓資訊網絡更完善）。 

3. 選拔方式是採用申請抑或在掌握充分資訊後用遴選的方式？ 
4. 應避免評審委員在評審時有偏頗的想法，而造成無法突破傳統審核標準（院士級、
有學術成就的、SCI）；應朝社會大眾所關切的、對產業界的貢獻的方向思考，如

何讓能量激發出來，才是設獎的目的。 

5. 獎項頒發會不會難以持續？明年會不會就沒有人了？ 
劉所長 

不知道其他學術處（工程、生物、自然、人文、科教）會不會有反對的聲音？ 

生物處回應 

贊成設立獨立的獎項，名稱可訂為國科會技術移轉獎，獎金可以提高點。 

 

陳生金教授 

1. 這個獎項的設立是影響到國內的整個層面，可以引導大家朝這個方向進行，調整研
究風氣，不只侷限於論文的撰述。所以為了帶動風潮，應獨立設獎，引起各界的重

視。 

2. 獎項的位階應高或等同於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至於如何突顯出位階的不同，則由獎
勵人數的多寡來做區別（人數少，位階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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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雖然教授們在意的非僅獎勵金的多寡，但獎勵金仍可再加碼，不然也可從配套措施
著手。 

4. 配套措施相當重要，應反應實際狀況，符合教授們的需求，才能達到激勵的效果，
也才能真正落實設獎的目的： 

（1） 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傑出研究獎的審查主要以論文數為標準；但專利、技

轉方面的審查難以用量的角度來評估，應重視質的方面（專利、技轉數量少

不代表沒貢獻）。 

（2） 在教授衍生效益部分，應以得申請大型計畫為激勵誘因，通常非特約研究員

的研究計畫僅能獲致 100 萬元以下的補助，因而被迫將計畫做切割。 

 

蔡科長 

如何引起學校對該獎項的重視？是否可以與其他各部會（經濟部、教育部⋯）合作共同

設立、頒發該獎項？ 

胡教授回應： 

其中牽涉太多複雜的問題，不贊同與其他部會合作設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江元彬科長 

1. 本部也有與財政部合辦獎項，但僅限於兩個部會，三個以上則沒有。 
2. 該獎項對學界、業界來說，都是個非常有價值的獎，但必須確定目標、方向。無論
是引導作用，抑或追求頂尖科技，都需針對目的，訂立配套措施，才能發揮功效。 

3. 為了引導教授們朝技術移轉方面發展，應試圖瞭解教授們的需求，才能提高誘因。 
4. 該獎項在應用面方面，對業界非常有貢獻，若能更知悉業界的需求構面，會產生更
大的效果。 

5. 評審標準應擇項加權，才不致失去設獎的意義。 
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科蘇文玲科長 

1. 一般對於投入太多技轉的印象，都認為銅臭味太重，以致學界有些人裹足不前。 
2. 瞭解教授、業界的需求，可提高設獎的意義，更貼近設獎的目的。 
3. 由於產學合作、技術移轉績效未納入大學評鑑的項目中，所以並不受學校重視，所
以應與教育部溝通，納入上述兩項績效作為評鑑的依據。 

 

王本耀副主任 

1. 獎項應定位為學界與業界的橋樑。要將研發成果至落實產業界，就應該與產業界有
更多的掛勾，所以獎項評審委員應有三分之一來自產業界。 

2. 除個人獎外，團體獎亦很重要。技術能完全落實至產業界大多是有賴團體的貢獻（個
人貢獻的統合），所以團體成就獎相較之下，比較重要。 

3. 團體技術推廣由技轉中心來提，而個人部分方式是否相同，應再思索，並提出技術
推廣配套措施。 

4. 團體、個人的評審方式是否不同，應再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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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創事業應列入評審項目。 
6. 應與國科會的繳庫金額掛勾。 
 

陳良基教授 

1. 發表的論文數不應列為審核標準，否則舊觀念難以突破（論文每年重複計算的弊
端）；但目前學校對從事技轉的教授並不重視，去除論文數為審查標準的舉動可能

會引發反對的意見。 

2. 教育部的建教合作與本獎項的性質不同，重複性的可能降低。 
3. 以每年每件技術為審核標的很難估算，應以該年度的總技轉績效來評估。 
4. 獎勵金額還可以再提高。 
5. 為讓學校重視該獎項，應列為大學評鑑的項目。 
6. 研究團隊中每一個人的努力都很重要，但學生的貢獻卻未被彰顯出來。 
7. 本獎項作為引導標竿，若與各部會合作，可能會降低獎勵的層級。 
8. 技轉金額很難計算（因為可能會轉手好幾次）。 
9. 邀請業界大老共襄盛舉。 
 

李世光教授 

1. 獎項的名稱很重要，如果定得不好，可能有負面效果。要將產、學界真正連結起來。 
2. 教育部的產學合作獎頒獎沒公開，並未獲得太多關注。 
3. 獎項的位階很重要，但並非依獎金高低來區分，而是給獎單位對該獎項的重視程
度。如隆重的給獎儀式很能顯現出對得獎者的重視、讓得獎者備感榮耀，媒體的宣

傳亦具有強化效果。 

4. 獎項要引導學校對技術移轉、應用類研究的重視。 
5. 要對學術應用作定義，理、工兩類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蔡旻恭經理 

1. 設獎的最終目的雖是提升國家整體科技實力，但仍應考量目前的學術環境，來訂定
獎勵辦法的內容。 

2. 獎項位階應與傑出研究獎一致。 
3. 廠商對於短期內可以直接應用的技術較有興趣，不願意接觸需投入 3~5 年的基礎研
究，所以獎項僅能強化短期研究的激勵效果。 

4. 創造的價值並非用金錢可以衡量。 
5. 配套措施：一定金額獎金、長期研究（嘉惠後人、價值更大）、集合更多專題研究
（可用資源擴充）。 

6. 應有公開頒獎儀式，才會受到重視。 
7. 獎項採分級式，不僅量增加，質也會被凸顯出來。 
8. 跨部會設獎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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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欲增加產業界的誘因，要從產學合作著手。利用國科會既有資源，來增加廠商的效
益。 

10. 若技術真有其價值、貢獻，得獎次數不應以三次為限。若技術未被超越，應長期受
到鼓勵。 

 

莊東漢教授 

1. 該獎項對應用研究有興趣才算是獎勵；反之則否。 
2. 獎項應從國科會現有的研究獎中分割出來；不過事實上，從傑出研究獎的作業辦法
中，可知該獎已包含應用類的獎勵。若要獨立設獎，則應將兩種獎項的審查標準分

割清楚（純學術＆純應用），條件不應重疊。 

3. 獨立設獎可能會遭受學術處反對。 
4. 若分為純學術或純應用，會左右教授的研究方向，甚至會產生偏廢某一部份的弊
端。 

5. 位階是屬於外界給予的定位標準，而非自己定位，若一味強調自己的位階，反而是
矮化了自己。 

 

胡教授 

1. 需思考國家有無國力資助上游的研究，目前台灣的環境並不允許。 
2. 只要對國家有貢獻的技術都應給予獎勵，非僅限於國科會補助的，如此一來，獎項
自動提升為國家級的。 

3. 除獎勵個人外，學校的研發單位也可以成為獎勵的對象；可在大學校長會議上頒
獎，提高學校的關注。 

4. 名稱可訂為「傑出科技獎」。 
5. 獎項一定要分類，不同領域應有不同的標準，每一種領域成果呈現的時程不一致。
獲得專利數與技轉金的金額標準應如何訂定，需要思索不同的基準，是入袋為安，

還是有技轉成功就應納入計算。 

6. 不應再完全迷信 SCI，以免變成八股化。 
7. 能獲得學術獎，也能獲得其他獎，並未造成矮化的情形。 
 

劉所長 

1. 學術獎與應用獎是兩個區隔的獎項，當然有可能兩邊的獎都領，不排除重覆的情
形。 

2. 由於時代的改變及國家政策方向的發展，應用類研究的比例應加重。 
3. 若透過獎項的激勵而真正做出績效，並受到認同，該獎項的位階便能彰顯。 
4. 辦法制訂出來後，要先試一試，看看績效才知道何處需要調整。 
5. 獎項名稱本團隊會再仔細思考，位階至少等同傑出研究獎，獎勵方向將與未來國家
科技整體發展有關。 

6. 為了彰顯獎項的重要性應找主委以上的長官來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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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處長 

非常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協助，提供許多非常寶貴的意見；目前是推動此獎項一

個很好的時間點、機會很難得。先前幾位教授提到大陸的發展狀況、成效，令我感到相

當震撼，所以積極想為獎勵辦法催生。由於學校內蘊含豐富的研發能量，我們希望透過

獎勵辦法的實施，讓能量釋放出來，除了要在技術移轉方面做出績效，也要提高學校對

應用研究的重視。後續將會把各項環節整合起來，分階段來實施、推動。 

 

（四）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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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規劃技術移轉獎勵辦法』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十四樓 1401 會議室 

主持人：劉錦龍處長 

與會人數：8人（研究團隊 2人、國科會 6人） 

 
 目的： 

 國科會目前對設獎的看法為何？ 
 近期內欲完成的工作有哪些？ 
 

 問題： 

 若設定為常設性的獎項，會產生反彈聲浪，應想辦法平息、或設法說服。 
 從事應用性研究的人員普遍性不足，應如何獎勵 
 這類的研究人員有沒有實力獲得這項殊榮，值得我們頒發獎勵金給他。 
 

 方式： 

將之前惠瑩做的「技轉個案獎勵」部分加以擴充、結合，仿效國家品質獎，從中在挑出

2-3 個最優秀的，再頒一個獎。 

 

 反對另置獎項的原因： 

 不符合成本效益，效果不能持久。 
 pool 太小（區塊太小）。 
 做技轉有績效的老師，通常也能獲得傑出獎。 
 並非每個人都能做出斐然的技轉績效。 
 設置新獎是否可行？目的可以達成嗎？（目前國科會內部問題擺不平） 
 

 

 結合「技轉個案獎勵」的原因： 

 類似性極高，可減低審查作業的重複性，不需再定一套新制度。 
 結合在一起，效應增加。 
 若急著訂定新的獎項，可能會很粗糙。 
 新獎的地位很難提升至行政院的層級。（獎勵是不是可以持續下去？新獎不是完全
不好，只是作業會重疊，且成本效益不大） 

 

 獎項細節問題： 

 補助研究費部分：架構與「技術個案獎勵」相同；內容比照「傑出研究獎」。 
 名稱：以 5個字為原則，地位應與研究獎相當。 
 頒獎：儀式獨立、或與傑出獎一起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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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申請、抑或遴選→「技轉個案獎勵」中挑選；與傑出研究獎申請方式相同（1月
提出、9月審查、隔年 1月頒獎）。 

 對象：個人或團隊（頒發獎金、獎狀、獎牌） 
 獎勵金：試行每年 50 萬，連續頒發 3年。 
 獎勵人數：上限為 10 人，每年至少選 1位，但仍依每年情況選出，應設置關卡，
技轉績效應達 500-1000 萬，才能獲獎（技轉只算金額、衍生效益，不算件數）。 

 評審人員：包含學術界與實務界，最好是有實務背景的教授或研究人員。因權益委
員會的成員固定，可以採外審，或另設委員會，利用意見表方式來做審查。 

 是不是限於國科會補助的成果？12 月 18 日會議中，多數意見都建議不限於國科會
補助的成果，主要是因為想把獎項的層級提高。該獎項主要仍限於國科會，但可考

慮有部分包含國科會補助的計畫，如補助申請專利、或有國科會補助的技術。 

 宣導：由於多數研究人員對該獎勵認知不多，故辦法制訂之後，需大力宣導。先前
推廣不力之因主要是相關細節太複雜，或是推廣的人太年輕，教授們都不太重視。 

 同團隊、同人、不同技術→針對人，只給一個獎；不同團隊、都有同一人參與→針
對團隊，可給兩個獎。 

 專利成果運用：不一定要算專利數，應算衍生效益，像是軟體的版權也可列為評鑑
的依據。 

 

 工作項目： 

 調查各學門執行傑出研究獎的的情況（申請、審查、頒獎）→遴選要點、準則、流
程、委員會組成、頒獎、獎勵內容。 

 總統獎的相關辦法、內容。 
 問卷設計，開放性題目。 

 目的在檢視頒發傑出獎對老師們有無幫助，即傑出研究獎對得獎人的後續效
用：得獎前後，論文平均產出的變化，藉以推測得獎者的心態、評估傑出研究

獎是否有達到其激勵的目的、有無效益。（可透過問卷的調查，試圖找出申請

傑出獎的又因、其效益何在，雖然得出的結果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可做為參考，

或作為指標加重權數之用）。 

 獎勵能否發揮其作用？傑出是否仍是教授們的最愛？抑或可用別的獎取代？
（設獎是為了獎勵有技轉潛力的學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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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學合作策略規劃 

第一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背景及改進構想討論 

 

時間：民國 91年 10月 11日下午 2時 
地點：商學院大樓 908室 
提案人：吳豐祥 教授 
 
一、    改進需求之一：國科會來自立法院及監察院之壓力 
二、 產學合作相關計畫 
（一）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產學） 
◆ 民國八十一年起即推動 
◆ 廠商出資 25％以上，同時有研究人員參與研發工作 
◆ 計畫執行期間：1-3年 
◆ 至九十年底，已核定 135件，93件已結案 
◆ 完成技轉 64件（來自其中 26件產學合作計畫） 
◆ 國科會共出資 26億 8500萬元，產生權利金 5990萬元（國科會實收 1331
萬元，所以 ROI：0.43％左右） 

（二）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 特別為中小企業 
◆ 業界出資 25-50％，國科會每案補助 50萬元為上限 
◆ 業界繳交 5萬元以上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 
◆ IPR主要給大學或研究機構，非專屬授權 
◆ 授權有效期限為 5年 

三、 大產學之問題 
（一）學術論文發表之壓力、升等評量之偏頗及獎勵之不足等； 
（二）合作廠商變更方向，中途要求減少出資或退出； 
（三）雖申請專利，但未積極從事技術移轉； 
（四）合作廠商反應：即已出資 25％，成果產出後尚須辦理技術移轉、繳交權利金

之後方可利用，有被重覆剝削的感覺； 
（五）成果下授後，大學主持人或學校為爭取業界合作，以便申請產學合作計畫，

常依廠商之要求規劃，而放棄自身及國科會之利益，如儘量採 Co-ownership； 
（六）政府資助計畫之型態愈來愈多，研究人員選擇性增加，產學合作執行壓力

大，不易受青睞。 

四、 初步想法 
（一）如何規範 Co-ownership/Exclusive-licensing？ 
（二）是否倣效小產學，先收「先期技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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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策略規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與會者：劉江彬所長、王本耀副主任、吳豐祥教授 

記錄：王怡琪 

 

一、 劉所長報告與國科會會談的成果 

（一）針對申請專利的補助問題，對於各項申請一律補助 80％，取得專利後再給
予剩餘的 20％或更多，且專利申請費需設定上限。 

（二）關於補助技轉中心的問題—為因應財團法人（工研院及中央研究院）與私
人單位（TWTM）的相關辦法，且基於政治性的考量（來自立法院的壓力），
所以決定給予 2-3所中心補助。 

（三）對於國內外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獎勵辦法的討論—參考多項獎勵辦法後，
初步構想則是將獎項定名為「傑出科技應用獎」，採取拔尖的方式，獎勵金

為 50萬元，可連續領取 3年。理論上，該筆獎勵金給予學校，但仍需將部
分獎金分給計畫主持人及對技轉有貢獻的人或單位。 

（四）國科會將於 10 月 16 日上午舉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機制規劃座談會」，屆

時將邀請學界、業界、國家型計畫辦公室代表及以往得獎人共同討論相關

規劃事宜。 

 

二、 吳教授提出「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背景及改進構想」（附件一） 
（一）如何規範 Co-ownership/Exclusive-licensing？ 
1.政府規定 

◆ 技轉後，應再投入資金獲取授權； 

◆ 申請規範繁複、程序耗時； 

◆ 獨家授權符合社會公益。 

 

2.劉所長 
◆ 由文獻中可知，採 Co-ownership並不恰當； 
◆ Exclusive-licensing則需對權利、義務關係作規範； 
◆ 各大學可針對 Co-ownership訂定條件，如需出資 50％才可以 Co-ownership，並採
各自實施的方式。 

 
3.王副主任 
◆ Co-ownership模式適用於工研院與產業界的關係；相對於工研院，大學比較弱勢，
較不具實施 Co-ownership的能力； 

◆ “Managing sponsored research rewards to industry and university”28一文中，探討英、

                                                 
28 Philip Mendes and Shantha Liyanage, “Managing Sponsored Research Rewards to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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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三國對產學合作關係的不同作法； 

－ 英、澳採取的方式與台灣較類似，專利權的歸屬需獲致雙方的同意 
－ 美國則不主張 Co-ownership，採用 Option License；因為美國大學較強勢，先給
予廠商優先權，再給予獨家授權。特點為專利權共同擁有、各自實施，不需雙方同

意； 
◆ 辦法：在規範中可排除專利法的適用，而由雙方自行議定合約，對相關問題予以規

範，找出令彼此滿意的合作模式。29 
◆ Co-ownership實行於學校的困難度： 
  － 學校採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無法直接商業化，不符業界需求； 
  － 學校有所顧忌，害怕若採 Co-ownership將無法再繼續從事相關的研發； 
  － 援引美例，若廠商不願再 Co-ownership，學校可拿回權利。 
◆ 工研院的產學合作類型（產業不同，採行的方式不同） 
類型 方式 

先期技轉 將計畫內容公告，先授權；廠商願意先付授權金是希

望在早期加入，並早日取得資料。 

成果移轉 等成果出來後才授權。 

合作研究 1. 不但要簽訂合作研究合約，同時附帶簽訂授權合
約。 

2. 業界先支付約 10％的研發費用。 
3. 雙方簽訂授權合約，權利歸工研院，技術也可移
轉給其他廠商。此方式多出現在較小的計畫中。 

 

 

（二）是否倣效小產學，先收「先期技轉金」或援引美國「優先授權（option license）」
的方式？ 
◆ 對於先期技轉金，學校所可能面臨的問題： 
－ 由於企業叫不願先支付，所以學校欲先收取更加不容易； 
－ 定價問題也值得考慮；因為能力不同、成果未知，所以不容易訂出合理的價格（依
成本的比例來定價不一定合理）。 
－ 學校採行先期技轉的可能性較小，因為主要是從事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無
法立即商品化，不符廠商的需求；而工研院主要是從事後段的研究。 

 ◆ 其他籌資方式：透過捐款或募款方式。 
◆ 美國的優先授權「option license」 
先付一筆錢 → 看資料 → 合用 → 再付錢，談條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24, No. 2/3, 2002. 
29 工研院模式：出資 10％就可以 co-ownership，並對 co-ownership作規範，工研院與廠商的獲利各自保

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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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院與產業合作的流程 

 

 

 

 

                                                          年度開始 

 

 

 

 

 

                                                                優先 

                                                                授權 

 

 

 

 

                                                 年度結束 

 

 

 

                                                License Agreement 

                                                 

 

 

 

 

（三）計畫推廣 

王副主任： 

◆ 關於計畫的推廣應有專職機制來負責，以科專計畫為例，則是透過技轉中心與廠商

聯繫。所以計畫書中，應在分項中提出設立機制推廣的內容。 

◆ 工研院與經濟部技術處的權責關係：除了特殊應用的案件外，30需向技術處報告並

管理外，大部分的案件技術處都會將權力下放，由研究單位組長擔任權責主管。 

◆ 如何鼓勵學校從事產學合作、甚至成果推廣的工作？ 

 － 設立專責辦公室 

 － 由專職人員負責（2-3 人） 

                                                 
30 境外實施、讓渡、專利不維護、成立公司、無償….等。 

公開說明會 
（找合作對象-繳交意願書）

簽約 

內部專利申請 

期中公開（Re-open） 

成果發表會－成果移轉 
（透過公會） 

專利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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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產學委員會（可參考工研院的產學研合作委員會）
31 

◆ 產學委員會的建立—非常重要 

 － 歸屬國科會管轄 

 － 作為國科會與學校間的窗口，聯繫各技轉中心，達到事權統一的目的。 

 － 由國科會審核契約內容，委員會則進行計價，程序必須公平、公開、公正。 

 － 委員會的設立以及相關問題應加以明訂。  

◆ 關於研究成果歸屬與應用辦法 

 － 目前國科會採用 89 年行政院公佈的版本，即「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應用辦法」 

－ 經濟部相關辦法較完善，可以加以參考，即「經濟部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

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32對研發成果共同擁有或獨家授權都有明確規定。 

◆ 科專除了一般的產學合作方式外，還有「轉委託」的方式。 

◆ 建議：除了取得國內的專利外，也要積極獲取美國的專利。 

 

附件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背景及改進構想 

附件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附件三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附件四  經濟部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附件五  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產學研合作及運作 

辦法 
附件六  Philip Mendes and Shantha Liyanage, “Managing Sponsored Research Rewards to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Int. J.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24, No. 2/3, 2002.
（暨簡報） 

 

 

                                                 
31 參考「工業技術研究院執行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產學研合作及運作辦法」。 
32 可參考 http://stlc.iii.org.tw/stlc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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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背景及改進構想 

一、改進需求之一： 

國科會來自立法院及監察院之壓力（績效不佳，立法院不願釋放出經費） 

二、產學合作相關計畫 

（三）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產學）－績效不佳，為主要檢討部分。 
◆ 民國八十一年起即推動（81-90） 
◆ 廠商出資 25％以上（75％以下由國科會負擔），同時有研究人員參與研發
工作 

◆ 計畫執行期間：1-3年 
◆ 至九十年底，已核定 135件，93件已結案 
◆ 完成技轉 64件（來自其中 26件產學合作計畫） 
◆ 專利產出約 162件 
◆ 國科會共出資 26億 8500萬元，產生權利金 5990萬元（國科會實收 1331
萬元，所以 ROI：0.43％左右） 

（四）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小產學） 
◆ 特別為中小企業 
◆ 業界出資 25-50％，國科會每案補助 50萬元為上限 
◆ 業界繳交 5萬元以上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 
◆ IPR主要給大學或研究機構，非專屬授權 
◆ 授權有效期限為 5年 

三、大產學之問題 

（一）學術論文發表之壓力、升等評量之偏頗及獎勵之不足等； 
（二）合作廠商變更方向，中途要求減少出資或退出； 
（三）大學方面雖申請專利，但未積極從事技術移轉； 
（四）合作廠商反應：即已出資 25％，成果產出後尚須辦理技術移轉、繳交權利

金之後方可利用，有被重覆剝削的感覺； 
（五）成果或智慧財產權下授後，大學主持人或學校為爭取業界合作，以便申請

產學合作計畫，常依廠商之要求規劃，而放棄自身及國科會之利益，如儘

量採 Co-ownership； 
（六）政府資助計畫之型態愈來愈多，研究人員選擇性增加，產學合作執行壓力

大，不易受青睞。 

四、初步想法 

（一）如何規範 Co-ownership/Exclusive-licensing？ 
（二）是否倣效小產學，先收「先期技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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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學術界先導性與實用性技術研究，

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潛力及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由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依本會規定受補

助之單位（以下簡稱計畫執行單位）提出。 

三、本要點所稱企業包括： 

(一)依公司法設立，設有研發單位，配置研究設施之公司。 

(二)財團法人之研究機構。 

四、合作企業由計畫執行單位洽商之。企業參與本計畫以全程參與為原則，並應配合

提供研究計畫經費，派遣技術或研究人員加入研究群，接受計畫主持人之督導共

同研究。 

(一)合作企業於全程計畫之出資比例合計應達研究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二十五以

上，其中人事費不得逾研究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十五。 

(二)合作企業之配合出資款應於本會與計畫執行單位簽署之研究計畫合約生效

後三十日內，撥付計畫執行單位。合作企業屆期未付款者，本會得終止合

約。 

(三)原合約終止後，計畫執行單位得檢附其他企業申請參與本計畫之相關文件，

申請變更研究計畫內容，經本會重新審查核定後，簽約執行。 

五、本會鼓勵並補助碩、博士班研究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參與本計畫。 

    前項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延聘，依本會補助延聘博士後研究人才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六、合作企業聘用參與本計畫一年以上且在計畫內支薪之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已畢業之

博士生者，本會得依本會所訂酬金標準補助半薪；補助以二年為限。 

七、本計畫之計畫總主持人應擬具研究計畫申請書，其內容包括計畫名稱、項目、研

究方法、研究人力、研究經費、執行進度與期限、合作企業資料及預期研發成果

等，經由其所屬學校或研究機構備函向本會提出申請，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研究計畫執行期間以一年至三年為原則。 

(二)計畫總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以計畫執行單位之專任教學或研究人員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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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計畫總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每月得支領研究補助費。 

(三)合作企業得派遣研究人員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但不得支領本會研究補助

費。 

(四)研究計畫之專任助理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得依本會所訂標準，於本會補

助經費中支領酬金；或依合作企業薪資標準，於合作企業配合出資款中支

領酬金。依本會所訂標準，於本會補助經費中支領酬金者，並得另於合作

企業配合出資款中支領津貼，但該津貼不得逾本會相關酬金標準之半數。 

(五)合作企業派遣參與人員之薪資，得視其參與情形，將其中一部分列入合作企

業配合出資款中計算。 

(六)研究計畫申請資料應包括下列文件各一式十份： 

１研究計畫申請書。 

２合作企業資料。 

３申請人個人資料表。 

４最近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專利或技術報告抽印本或影印本一至五

件。 

５過去執行本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或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績效說明（含智

慧財產權、技術移轉、論文發表等）。 

６研發成果歸屬及收入處理規劃表。 

(七)二年期以上研究計畫，應於當年計畫結束三個月前向本會提出次年之研究計

畫書，並檢附當年計畫執行進度報告。 

(八)每年計畫及全程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應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辦理經費報銷。 

八、研究計畫書得隨時於預計開始執行之三個月前提出申請。 

計畫審查期限為三個月，但大型或複雜之特殊案件，審查期限為六個月。 

前項審查期限不含補正及陳述意見之期間。 

九、本會得聘請企業界、學術研究機構及科技行政單位代表，組成評審小組辦理下列

事項： 

(一)審議產學合作研究群之執行能力、研究主題與目標，企業界之技術需求、預

期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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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研究計畫需要推薦審查專家。 

(三)審查研究項目及經費需求。 

(四)評估合作企業之資格、研發能力或潛力、企業出資及派員參與程度。 

(五)考評研究計畫各年及全程之執行績效。 

十、研究計畫經評審小組審議通過，並經本會業務會報核定後，由本會與計畫執

行單位及計畫主持人簽約執行，並由計畫執行單位另與合作企業簽約。 

計畫執行單位應檢附依經費分配表各期款金額所開立之領據及合作企業撥款資料

向本會請款。 

十一、經核定執行之研究計畫，由計畫執行單位負責督導。執行成效不彰者，本會得

終止補助。 

    合作企業如有中途變更或違約等重大情事，計畫執行單位除依其與合作企業之合

約規定處理外，並應通知本會。 

十二、本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研發成果，屬於本會出資部分所應得者，除

經本會認定歸屬本會所有者外，歸屬於計畫執行單位所有。 

前項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及運用，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準用本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申請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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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總說明 

 「科學技術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已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公布施行。本法第六
條第一項除對於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智慧財產權與成果

之歸屬作明確性之規範外，並以特別立法之方式，排除國有財產法之適用，不再侷限於

「政府出資，國家必須享有所有權」之觀念，使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技研發所

獲得之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得以被廣泛運用，為研發成果歸屬與管理運用機制之建立踏出

了第一步。茲為具體落實本法之精神，積極有效運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爰依據本

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智慧財產權與成果之歸屬與運用⋯，由行政院統籌規劃，並

由各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令施行之。」，擬具「政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計十五條，其要點如左：  

（一）本辦法訂定之目的及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用詞定義。（第二條） 

（三）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成果，

以歸屬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為原則，歸屬國有為例外。（第三條） 

（四）研發成果歸屬研究機構或企業時，資助機關享有無償、全球、非專屬及不可讓與

之實施權利及其例外規定。（第四條） 

（五）取得研發成果者，應負管理及運用之責。（第五條） 

（六）辦理研發成果讓與之原則。（第六條） 

（七）辦理研發成果授權與讓與時，應以公平、公開、有償方式為之，並以我國研究機

構或企業為對象，及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為原則及其例外規定。（第七條） 

（八）資助機關得行使介入權。（第八條） 

（九）研究機構或企業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收入應回饋資助機關之原則及其例外規定。

（第九條） 

（十）研發成果之收入應分配予創作人、研究機構或企業。（第十條） 

（十一）研究機構或企業就其研發成果收入於扣除應繳交資助機關之數額及分配創作人

之數額後，得自行保管運用之規定。（第十一條） 

（十二）資助機關、研究機構或企業進行國際合作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及

運用，得依契約約定，不受本辦法之限制。（第十二條） 

（十三）各機關（構）為施行本法第六條及本辦法所定事項，得另訂相關規定辦理，以

落實本法之精神。（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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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政府機關（構）以非科技計畫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技研發計畫所產生

之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及運用得準用之規定。（第十四條） 

（十五）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五條）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一條 為管理及運用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

或成果，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指政府機關（構）編列科技

計畫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

或成果。 

二、資助機關：指以補助、委辦或出資方式，與研究機構或企業訂定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計畫契約之政府機關（構）。 

三、研究機構：指下列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之單位：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公、私立學校。 

         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政府機關（構）。 

         依我國法律登記成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非營利    

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四、企業：指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並依我國法律設立之公司。 

五、研發成果收入：指資助機關、研究機構或企業因管理及運用研發成果所獲     

得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或其他權益。 

第三條 資助機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資助

機關認定歸屬國家所有者外，歸屬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其研發成果之收入，

應依第九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前項有關研發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應於訂約時，以書面為之。 

第四條 資助機關就歸屬於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之研發成果，享有無償、全球、非專屬

及不可讓與之實施權利。但其補助、委辦或出資金額占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以下者，由雙方約定之。 

第五條 資助機關、研究機構或企業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研發成果者，應負管理及

運用之責。研究機構自行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取得研發成果者，亦同。 

前項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權限，包括申請及確保國內外權利、授權、讓與、

收益、委任、信託、訴訟或其他一切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有關之行為。 

第六條 研究機構或企業對其所取得之研發成果，經資助機關同意者，得讓與第三人。

資助機關對其所取得之研發成果，得讓與第三人。 

資助機關、研究機構或企業對其所取得之研發成果，得終止繳納與智慧財產權

相關之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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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負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責者，於辦理研發成果讓與或授

權時，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再為讓與或授權者，亦同。但以其他方式為之，

更能符合本法之宗旨或目的者，不在此限： 

  一、以公平、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 

 二、以我國研究機構或企業為對象。 

 三、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 

前項規定，於資助機關、研究機構或企業自行實施研發成果者，準用之。 

第八條 依第三條規定歸屬於研究機構或企業之研發成果，資助機關得逕行或依申請，

要求研究機構或企業或研發成果受讓人將研發成果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於必要

時將研發成果收歸國有。其行使之要件及程序，應於訂約時，於書面契約中約

定之。 

依前項規定取得授權者，應支付合理對價予權利人。 

第九條 研究機構或企業因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應依下列方式為之。但

經資助機關與研究機構或企業約定以其他比率或以免繳方式為之，更能符合本

法之宗旨或目的者，不在此限： 

 一、研究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或公、私立學校者，應將研發成果收入之百分之

二十繳交資助機關。 

 二、其他研究機構或企業，應將研發成果收入之百分之五十繳交資助機關。 

資助機關補助、委辦或出資金額占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以下者，前項應繳交

資助機關之比率，得由資助機關與研究機構或企業以契約約定或免繳之。 

依前二項規定應繳交資助機關之收入，得以所獲得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為之。 

第十條 研發成果由研究機構或企業負管理及運用之責者，其管理或運用所獲得之收

入，應將一定比率分配創作人；由資助機關負管理及運用之責者，應將一定比

率分配創作人、研究機構或企業。 

第十一條 研究機構或企業就其研發成果之收入，於扣除應繳交資助機關之數額及分配

創作人之數額後，得自行保管運用。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資助機關、研究機構或企業進行國際合作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

及運用，得依契約約定，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第十三條 各機關（構）為施行本法第六條及本辦法所定事項，得另訂定相關規定辦理

之。 

第十四條 政府機關（構）以非科技計畫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及運用，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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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經濟部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經濟部委託或補助執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以下簡稱科技計畫）     

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前項科技計畫係補助執行者，限於由經濟部提供金額超過科技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之

計畫。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執行單位，指執行科技計畫者。 

 

本辦法適用於執行單位執行科技計畫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等相關事宜。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研發成果，指執行單位執行科技計畫所產生之技術、原型、著作

等成果，及因而取得之各項國內外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電路布局

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為執行科技計畫所建置或購買之研究設施及設備，非本辦法所稱之研發成果。 

 

第 五 條 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平與效益原則，其程序上應符合公平、公正及

公開之要件，實質上應達成提升產業技術水準之目的，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除經濟部事先同意或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執行單位不得自行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二、有關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等事宜，應有助於整體產業發展。 

 

研發成果之歸屬及其收入分配之比率，應基於前項規定之考量，參酌經濟部提供經費及

執行單位提供專業能力之貢獻定之。 

 

第二章 研發成果之歸屬 

 

第 六 條 執行單位執行科技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歸屬各

該執行單位所有。 

 

第 七 條 研發成果涉及國家安全者，應歸屬國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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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參酌研發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及對市場之影響，事先認定研發成果

應歸屬國家所有者，該研發成果歸屬國家所有。 

 

第 八 條 執行單位以國際合作方式執行科技計畫，其所產生之研發成果以國際合作契

約約定其歸屬。 

 

第 九 條 執行單位與其他產業、學術或研究機構合作(以下簡稱產學研合作)執行科技

計畫，其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依第七條規定應歸屬國家所有者外，應依公平與效益原

則，參酌雙方提供經費及專業能力之貢獻，以契約約定其歸屬。 

 

第 十 條 經濟部與執行單位應於簽訂契約時，依本辦法約定研發成果之歸屬。 

 

第 十一 條 研發成果歸屬執行單位者，經濟部享有無償、全球、非專屬及不可轉讓之

實施權利。但由經濟部委託執行之科技計劃，且提供金額占科技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以下者，由雙方約定之。 

 

第三章 研發成果之運用 

 

第 十二 條 執行單位應就研發成果之申請、登記、取得、維護及確保，採取一切必要

且適當之措施。 

 

執行單位依本辦法規定運用研發成果前，應依公開程序將研發成果公告。但依其性質或

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在此限。 

 

執行單位辦理研發成果之公告，應以刊登網際網路、全國性報紙、函告業界相關公會及

辦理研發成果說明會等方式為之。 

 

第 十三 條 執行單位運用研發成果，得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授權。 

二、讓與。 

三、其他合於公平及效益原則之適當方式。 

 

第 十四 條 執行單位運用研發成果，其計價應以市場價值為原則，並參考下列因素：

一、商品化後之市場潛力及競爭性。 

二、替代之技術來源。 

三、業界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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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開發費用及潛在接受研發成果對象多寡。 

五、其他相關因素。 

 

第 十五 條 執行單位對於研發成果之運用，除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應依下列各款辦

理： 

一、以公平、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 

二、對象以我國研究機構或企業為優先。 

三、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 

 

研發成果之運用經經濟部核准者，不受前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 十六 條 執行單位辦理研發成果授權，應參酌公平原則，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為之。

但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執行單位得基於效益原則，以專屬授權方式為之： 

一、研發成果尚未達到得以量產階段，而需被授權人投入鉅額資金或提供重要發明專

利，繼續開發或加以商品化者。 

二、研發成果之實施需經長期實驗並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取得許可證者。 

三、較有利於整體產業發展及公共利益者。 

 

研發成果之授權實施內容及範圍，執行單位於必要時得加以限制。 

 

第 十七 條 執行單位得依下列規定，將研發成果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人民、企業、機

關（構），進行國際交互授權： 

一、國際交互授權不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二、國際交互授權所取得之研發成果有助於提昇我國產業技術水準或增進商業利益。 

 

執行單位依前項國際交互授權所獲得之標的，其運用及收入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八 條 執行單位基於公益之目的，且經經濟部核准後，得將研發成果無償授權其

他研究機構或企業。 

 

前項無償授權期間不得逾五年；期間屆滿，如仍有無償授權之必要者，得再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無償授權。 

 

第 十九 條 研發成果如有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且以讓與方式較能有效運用

研發成果者，執行單位經經濟部核准後，得將研發成果有償讓與其他研究機構或企業。

 

第 二十 條 執行單位為促進整體產業發展，經經濟部核准後，得將研發成果無償讓與

具有較佳運用能力之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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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應與無償讓與之受讓人約定，受讓人應依本章規定運用研發成果，且運用所獲

得之總收入應依第二十六條規定繳交之。 

 

第二十一條 研發成果商品化能促進整體產業發展，經執行單位公告後一定期間且國內

無企業有意願予以商品化者，經經濟部核准後，不受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限制。

 

研發成果商品化所獲得總收入之應繳交經濟部比率，由經濟部訂定之。 

 

第二十二條 產學研合作對象與執行單位共有研發成果之所有權，其個別持有比率低於

執行單位所持有者，不得反對執行單位就該研發成果之運用。 

 

第二十三條 研發成果歸屬執行單位者，經濟部應與執行單位約定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經濟部得自行或依申請，要求執行單位將研發成果授權他人實施，或於必要時將

研發成果收歸國有： 

一、研發成果之所有權人或其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於合理期間無正當理由未有效運

用研發成果，且申請人曾於該期間內以合理之商業條件，請求授權仍不能達成協議者。

二、研發成果之所有權人或其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以妨礙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或公

共衛生之方式實施研發成果者。 

三、為增進國家重大利益者。 

 

經濟部依前項規定行使前項權利前，應將通知書或申請書送達研發成果之所有權人或其

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人，限期三個月內答辯；逾期不答辯者，經濟部得逕行處理。 

 

經濟部依第一項規定將研發成果授權他人實施時，被授權人應支付合理對價；研發成果

之所有權人或其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仍得實施該研發成果。 

 

第二十四條 研發成果公告後達五年以上，經執行單位認定不具有運用價值者，執行單

位得發布讓與之公告；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經經濟部核准後，得終止繳納與智慧

財產權相關之維護費用。 

 

第四章 研發成果之收入 

 

第二十五條 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包括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及其他權益。

 

第二十六條 執行單位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總收入之百分之五十，應交由經濟部繳交國

庫或循預算程序撥入行政院指定之基金。 

執行單位如為中央研究院或公、私立學校者，前項繳交收入之比率為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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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提供金額占科技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以下者，執行單位繳交收入之比率由雙方

約定之或免繳之。 

 

經濟部基於整體產業發展或依本辦法績效評估之結果，得專案核定執行單位繳交收入之

比率，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七條 執行單位、產學研合作對象運用業界合作或分包研發成果所獲得之總收

入，應依前條規定繳交之。 

 

產學研合作對象提供科技計畫總經費超過百分之五十者，其繳交收入之比率由經濟部專

案核定。 

 

第二十八條 執行單位應將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分配一定比率給與研發人員，

以作為獎勵。 

 

有關研發人員之獎勵方式、範圍、比率及其他相關事宜，執行單位應訂定規範，並報經

濟部備查。 

 

第二十九條 執行單位應自行負擔下列各款費用： 

一、研發成果之維護及確保費用。 

二、研發成果之推廣及管理費用。 

三、其他相關費用。 

 

第五章 研發成果及人員管理制度 

 

第 三十 條 執行單位應建立下列各款制度，並指定專責人員及組織執行之： 

一、研發成果管理制度。 

二、技術移轉制度。 

三、研發成果之會計及稽核制度。 

 

執行單位應通過前項各款制度評鑑；必要時，經濟部得要求執行單位再次接受評鑑。 

執行單位未通過制度評鑑者，不得執行科技計畫。  

執行單位如為公、私立學校者，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一條 研發成果管理制度應包含下列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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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研發成果管理之權責編制。 

二、規劃並執行研發成果之申請、登記、取得、維護及確保等相關程序。 

三、保管研發成果之相關文件資料。 

四、研發成果、相關人員與資訊等管理及保密措施。 

五、其他相關事宜。 

 

第三十二條 技術移轉制度應包含下列各款： 

一、建立並維護研發成果之資料庫。 

二、推廣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相關資訊。 

三、規劃並執行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程序。 

四、評估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方式、對象、標的、範圍、條件、收入及支出費用等。 

五、其他相關事宜。 

 

第三十三條 執行單位應將研發成果之收入及支出單獨設帳管理，定期編製收支報表，

送經濟部備查，並於會計制度內增訂有關研發成果之會計事務處理事項。 

 

執行單位應於內部稽核制度內增訂有關研發成果之稽核項目及程序，並確實執行稽核業

務。 

 

第三十四條 執行單位應定期向經濟部報告研發成果之運用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必

要時，經濟部得要求執行單位提出說明。 

 

經濟部及政府審計人員為監督研發成果之運用及管理，得定期或不定期實地查訪執行單

位之研發成果運用情形及紀錄、收支報表或帳簿等相關文件，執行單位應有配合義務。

 

第三十五條 經濟部應就執行單位運用研發成果之績效進行評估。 

 

第三十六條 執行單位應與研發人員簽訂契約，規範下列各款事項： 

一、要求新進研發人員聲明其既有之智慧財產權。 

二、研發人員於計畫執行期間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歸屬。 

三、研發人員對於因職務或執行計畫所創作、開發、蒐集、取得、知悉或持有之一切業

務上具有機密性及重要性之資訊，負有保密義務。 

執行單位基於產業特性或執行計畫之需要，應與研發人員約定，其離職後一定期間內，

不得利用執行單位之研發成果為自己或他人從事相同或近似業務。但其新任職企業與原

執行單位簽訂研發成果授權或讓與契約 

者，不在此限。 

 

執行單位對於涉及研發成果之人員管理事宜，應訂定相關制度及規範，並報經濟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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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執行單位就研發成果運用及人員管理相關事宜，如有任何不當或違法情

事，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六章 國有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 

 

第三十八條 執行單位執行科技計畫所產生之國有研發成果，以經濟部為管理機關。 

 

第三十九條 管理機關對於國有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得基於效益原則，信託予執行

單位為之。 

 

第 四十 條 國有研發成果之被授權人，未經管理機關或受託管理者同意，不得將該國

有研發成果轉授權他人。 

 

第四十一條 國有研發成果運用所獲得之收入，由經濟部專案核定，將一定比率分配研

發人員或執行單位，以作為獎勵。 

 

第四十二條 國有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準用第十二條至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有關規定。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三條 第二十九條規定費用編列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度及九十年度科技計畫者，

由該計畫經費支應至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十四條 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四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時，自發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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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策略規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四樓 4006 會議室 

主 持 人：劉錦龍處長 

出席人數：50 人（委員 3人；學界 14 人；業界 10 人；國家型計畫 12 人； 

國科會代表 7人；科資中心 4人） 

議程： 
 

（一）主席致詞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產學）」自民國八十年起發展至今已有十多年，國科會也研擬了

相關配套措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但成效不彰（國科

會補助金額約 20 億元，但只收回權利金約 1331 萬元），因而受到立法院與監察院的質疑。所

以今天邀集各位來共同研商調整改進方案，諸位的參與及建言將對該產學計畫的發展貢獻良

多。 

 

自去年底「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小產學）」實施要點公布以來，廣受各界

支持、肯定，該項計畫主要是鼓勵學校從事與民間中小企業需求結合的研究計畫。反觀大產學

則亟需調整，以提升其績效。 

 

國家型計畫是推動產學合作的方式之一，目前共計有九個國家型計畫在推動，即將邁向第

十個，該等計畫主要為了促成上游（研界）、中游（學界）、下游（業界）的合作。除了國家型

計畫外，我們希望各位能共同思考、討論，進一步建立起一套符合各界期待的「產學合作」運

作機制。 

 

近來其他國家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的計畫，以日本為例，今年度日本便舉辦了第一次的全

國產官學研大會，並訂定了具體的目標，如五十年內要拿三十座的諾貝爾獎、十年內專利取得

數要成長十五倍以及技術移轉數五年內要成長十倍以上等等。 

 

由於我國推動科技發展的經費有所成長，但回收成果卻成長不大，以致今年受到立委的關

切，立委們希望成果能成長三倍，否則將刪減預算或是凍結經費。面對來自立法院的壓力，以

及其他國家積極推動產學研合作的刺激，我們勢必要從制度面來對大產學做調整、改善，不但

要提高教授們做應用研究的誘因，還需積極找出適當的配套措施。最後，希望透過大家的共同

努力，找出一套更好的運作機制，來解現在所面臨的危機，並爭取更多的經費來推動「產學合

作」計畫。 

 

 

（二）報告事項： 

由國立政治大學科學管理研究所吳豐祥教授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背景暨初步改進構想（參照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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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1. 劉江彬所長： 
（1） 目前「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策略規劃」計畫的推動方向： 

A. 提升大學技術移轉績效 
◆ 補助研發成果申請專利。 

◆ 獎勵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 補助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營運經費。 

◆ 補助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經費。 
B. 建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獎勵機制 
C. 擬定「傑出應用科技獎」相關辦法 

（2） 國內外關於產學合作的經驗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A. 工研院－可以工研院的模式作為初步構想的參考，再進一步調整機制，找出令各
方都滿意的模式，創造三贏的局面。 

B. 美國－MIT、Stanfor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的產學合作經驗。 
C. 中國大陸－上海技術交易所的技術移轉成效。 

 

2. 劉錦龍處長： 
（1） 希望相關法令能夠鬆綁 

（2） 建立以績效為導向的機制 

 

3. 學界： 
（1） 蔡春鴻教授 

A. 產學合作的績效以投資報酬率（權利金的收入）來評估未必適當。 
B. 要創造國科會、學界與業界三贏的局面，必須先釐清三方面的目標為何。 
◆ 國科會－應以國家產業發展為考量，評估研究成果對 GDP、對國家未來發展
的影響，而非僅就權利金的收入來衡量。 

◆ 學界－主要是針對未來的技術或產品作研發，所以成效並非立竿見影的，需

要長時間觀察。 

◆ 業界－重視的是產品的產量與銷售量。 

C. 從事技術移轉的困境 
◆ 學界－從事計畫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專利，再加上每年度新計畫的出現，對於

已結案的計畫教授們根本沒有能力與時間去推廣技術移轉。 
◆ 國科會－對於技術是要移轉給原合作廠商或是非合作廠商，涉及的權利金問

題也相當複雜。 
D. 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的問題 

◆ 上、中、下游合作若非專屬授權，最後將可能造成同質產品相互競爭的情形。 
◆ 調和的方式則是合作廠商自己有研發的能力，不過若廠商自己研發，而學校

沒有拿專利，計畫成果也很難顯現出來。 
E. 廠商對於後續推廣非常感冒 

◆ 告知授權未來第三者。 
◆ 對於延伸效益無法提出具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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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大產學與小產學－小產學較受歡迎可從各型企業的目標中看出 
◆ 大型企業－自己有研發能力，不會參加產學計畫。 

◆ 中型企業－大多參與產學計畫，自己也有研發能力，重視未來產品的開發。 

◆ 小型企業－比較重視目前的市場趨向。 

 

（2） 林清富教授 

A. 行政程序繁瑣－教授在作研發時，還要分心處理瑣碎的行政事務（如報帳），會影
響計畫的施行成效。 

B. 技術移轉推廣－學校行政體系本身沒有誘因去做，而技轉中心的推廣不足，應由
國科會建立統合中心來處理。 

C. 產學計畫提供學界與業界間溝通的管道，技術推廣的工作若交由學校的職員來處
理，會產生執行上的問題。 

 

（3） 王覺寬教授 

A. 權利金問題－國科會的產學合作計畫不以營利為目的，不能牽涉到量產的規定；
但對業界來說，若沒量產的可能，則不願意出資，廠商所願意投入的資源、人力

與經費等全都依量產的可能性來決定。所以一開始就要廠商拿出權利金，他們可

會退縮；除非在簽約時，廠商已經看到好處（有產業價值），才會積極投入。簡言

之，若國科會設限非量產，廠商可能會不願意加入產學合作計畫。 

B. 專屬授權－若非專屬授權，可能會產生很多問題： 
◆ 廠商競爭激烈。 

◆ 簽約時，會產生許多爭論，關於權利金的討論可能會花很多的時間。 

◆ 如何劃分從合作計畫中所得的成果。 

C. 專利問題－專利的歸屬應有明確規定，否則有賺錢，廠商就自己保留，國科會及
學校便無所獲。 

D. 評估方式－投資報酬率的評估方式過於粗糙。 
◆ 廠商本身也有研發能力，所以也應將廠商所獲得的成果納入評估。 

E. 壓力 
◆ 國科會面對來自立法院與監察院的壓力；若立法院刪減預算，會讓研發的能

力退化。 

◆ 學校則面臨來自業界的壓力，希望趕快簽約。 

 

（4） 吳家麟教授 

A. 提高競爭力 
◆ 確認產學的定位。 

◆ 績效評估－僅計算取得智慧財產權、權利金與論文發表的數量並不完善，致

使大產學所呈現出來的成效不佳。 

◆ 研究成果歸屬學校，導致缺乏專業知識的行政人員管理相關事務，延誤相關

程序的處理。 

B. 困境 
◆ 教授無力推動研究成果。 

◆ 國內法律限制－法令以輔助國內產業為主，相較之下，將成果向外推銷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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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 

◆ 相關行政手續繁複。 

C. 改進方式 
◆ 研究成果除向國內產業推銷外，也應進軍國際。 

◆ 技轉金應包含在出資金額中。 

◆ 應舉辦成果發表會，邀集立法院與監察院來參與，以降低兩院的質疑聲音。 

◆ 專利權取得，不同產業應有不同的標準。 

◆ 建立績效評估的機制，並說服立法院與監察院。 

 

（5） 劉昌煥教授 

A. 提高教授產學合作的誘因，使績效提高 
◆ 獎勵工程處教授投入產學合作計畫。 

◆ 以論文件數作為獎勵標準，難以推動產學合作。 

◆ 制訂配套措施（以工程處為例，該單位以應用類研究為導向） 

B. 投資報酬率作為評估標準並不合適。 
C. 宣傳並充實產學合作計畫 
◆ 明確說明實施的對象與方法 

◆ 透過技轉中心或國科會綜合處來推動 

◆ 推廣計畫成果，將基礎擴大，不限於大產學或小產學。 

◆ 拉近學界與業界間的互動。 

 

（6） 范光照教授 

A. 不贊同使用投資報酬率來衡定計畫成果。 
B. 要求繳交先期技轉金，企業可能不願意。 
C. 研發成果由學校來推廣並不理想，而且技轉中心也未受學校重視。 
D. 可與財團法人合作，如工研院。 
 

（7） 黃衍介教授 

A. 績效應以成長指標來評斷。 
B. 學校的研發績效不是立即可見的，需要長期的觀察。 
C. 廠商則希望技轉後，能立即看到成果。 
D. 鼓勵學校成立創新育成公司。 
E. 國內法令對教授的規定多，如無法擔任企業的職務，因而對企業的影響力不夠。 
 

（8） 馮展華教授 

與工研院合作案中，廠商專利費用負擔 10％，授權金 5％；而國科會的出資部分是否

包含授權金？（法規中規範授權金與計畫出資額用途不同，不屬同一類；而依照 WTO

的規定，國家補助基礎研究上限為 75％，所以才規定廠商出資下限為 25％，而工研

院非政府機構，所以不受該法令約束） 

 

（9） 廖運炫教授 

校際合作合約的簽訂常有爭議，兩校的技轉中心為詳盡規定辦法。（蔡科長：研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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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歸屬執行單位，若牽涉到成果權利讓與需告知國科會，兩校合作可能會造成成果分

現，權限劃分不清得情況；劉處長：希望廖教授能將貴校處理該案例的相關係料及處

理辦法提供本研究團隊作參考） 

 

4. 業界： 
（1） 新鼎公司 

A. 產學合作計畫，主要是以學校為主，大部分由國科會出資；科專計畫則由業界出
資 20％-50％。兩者對象不同，成果也不盡相同。 

B. 小產學僅限定於中小企業，大企業卻不能參與。 
C. 不同產業應有不同的補助方案（如製造業、資訊業）。 
D. 先付先期技轉金，成果何時才可以使用，小產學馬上可使用，而大產學則模糊，
所以應建立相關配套措施。 

E. 公司也有審查制度，對於研究成果未知而預收先期技轉金，認為不符合成本效益。 
 

（2） 台糖公司 

A. 對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要點」的相關建議 
◆ 第四條中，提及企業參與該項計畫以全程參與為原則，由於企業人力未必足

夠，是否可調整為視情況派遣。 

◆ 條文中對於企業如何獲得智財權並未規定。 

B. 前期技轉金是否可以退還？ 
 

（3） 恩德公司 

A. 大產學計畫在業界實行的比例的下降 
◆ 學界－礙於行政程序與相關規定的限制 

◆ 業界－考慮權利金及專利的問題，並評估風險。對出資比例需衡量，多作保

留，要其後續再出錢則十分困難。 

B. 肯定學界與業界互動的關係－有助提升計畫的效益。 
 

（4） 錸寶科技 

A. 企業不與學校合作的因素： 
◆ 時間限制－計畫合作約 2-3 年，對公司而言希望達到中程目標，產品必須有

發展的價值。 

◆ 經費不足，需國內其他資源的支持。 

◆ 與工研院合作關係好。 

◆ 企業會對某些學校的專長、設備有認知，會主動合作；對於其他的學校，由

於資訊不足，難以建立合作關係。 

B. 如何改善 
◆ 提供企業更多相關學校資訊（專長、設備） 

◆ 國內資源的支持，國科會釋放出更多的推進力量。 

◆  

（5） 對於小產學，大企業也希望參與，希望相關法令能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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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1） 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辦公室－何小台先生 

A. 大產學每年 1000 萬，要求先收 3％的先期技轉金（約 30 萬），較小產學約 10％的
先期技轉金比例來得低，應該還算合理。而且該等計畫每年可培育出 3至 4位的

博、碩士。 

B.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每個單位應界定出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 
◆ 學界 

－創新、研發技術，獲取專利 

－與業界打好關係，並知道廠商的需求 

◆ 國科會－應扮演中介角色，連結並暢通學界與業界間的對話 

C. 同樣地，大、小產學計畫也應定位自己的目標，訂定目標，才能評斷出成敗。不
應以授權金作為單一的評定標準。 

D.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要點」第二條是否有包括公立研
究機構？（劉處長：包括中研院與醫院） 

 

（2）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畫辦公室－陳添進先生 

A. 未規範國家型計畫在在產學合作中的角色 
B. 簽約部分是否仍由國家型計畫來進行審查與考核？（蔡科長：核定時，若有與業
界合作則回歸產學合作計畫；審查則需與學務處討論、協商；經費部分則歸國家

型計畫管理） 

 

（3）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謝國瑞先生 

A. 提升競爭力 
B. 新興產業（數位化產業）資本額較小，且上、中、下游廠商素質差異大，所以政
府應將他們整合成策略聯盟。 

C. 學校的技術研發必須結合商機。 
D. 由政府宣導將新興產業整合，創造新興產業產學合作的模式，並促發廠商參與的
誘因，制訂雙贏的策略。 

 

（4） 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王順意先生 

建立推動產學合作的聯合辦公室，作為協調、聯繫的窗口，檢驗、考核與推動計畫的

後續發展，並提供企業完整的資訊。 

 

6. 研究團隊回應 
（1） 劉處長 

A. 提高競爭力 
B. 提升研發成果推廣績效－已訂定相關補助辦法（AX＋BY＋C＋D） 

◆ AX－補助研發成果申請專利（由學校提出，國科會補助） 

◆ BY－獎勵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 C－補助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營運費用 

◆ D－補助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經費（補助成果發表會的費用；也可與其他單位合

作，如與工研院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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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減少行政束縛，簡化相關行政程序，協調各方面的制度（國科會、學校、企業各
有一套不同的會計制度，應予以協調，減低各方面的困擾）。 

 

（2） 蔡科長 

A. 有關績效使用投資報酬率來衡量，主要是由立法院、監察院所提出來的方式與數
據。但事實上績效的表達有些是無法量化的，應以未來效益與公益來權衡。 

B. 大產學的推動愈來愈少，主要是廠商的意願低，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廠商的主導
性低所致。 

C. 法規的突破需要時間，不亦在短時間內完成。 
 

（3） 劉所長 

A. 國家實驗室提供各產業領域的相關資訊，可供學、業界參考。 
B. 需定義產學合作績效評估的方法，純粹用投資報酬率等數據表示，過於簡單，無
法表達出真正的績效。 

C. 推廣研發成果與相關契約的談判並非教授的專長，應另設專職機制來處理。 
D. 受到法規的設限，產學合作受限太多，應將法令鬆綁，賦予更多彈性的空間。 
E. 產學合作是必要的，而且應建立起成功的典範。 
F. 對於產商的前期參與，應訂相關配套措施。 
G. 與業界合作，不一定只把技術移轉給一家廠商（如德國），可多開放給幾家，但學
校不可以將智慧財產權完全讓與。 

H. 對於技術移轉、成果推廣都設有補助方案，鼓勵學界推廣研發成果，並與業界合
作。 

I. 許多觀念有所突破，可以委託相關專家來負責產學合作的諮詢服務，目前有意成
立專家服務團，主要結合理工、商業與法律專家。 

J.  
（四）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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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一一  大大產產學學  

國國科科會會補補助助「「產產學學合合作作研研究究計計畫畫」」  
 

計計畫畫目目的的  
鼓勵學術界與產業界共同進行關鍵技術與創新產品雛形研發 

導引學術界充沛之研發資源，協助產業界提昇創新產品設計或改進製程能力 

培育具實作經驗之高級科技人才 

計計畫畫特特色色  
 強調超越性﹑先導性、實用性及不重覆模仿性 

 合作廠商須支援25%以上研究經費 
 合作廠商之研發人員須實地參與研究 

 合作企業派遣參與人員之薪資，得視其參與情形，將其中之一部分列入合作企業

配合款中計算 

 合作企業得派遣研究人員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鼓勵碩、博士人才參與計畫，導引學術界高科技人力投入產業界  

 參與計畫一年以上且在計畫內支薪之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已畢業之博士生，合作企

業若予聘用，本會可依訂定之標準補助半薪，至多二年 

申申請請資資格格  
 學界 

 公私立大專校院或或依本會規定受補助單位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且有具體研究成
績者 

 業界 
 依我國法律設立之公司或財團法人之研究機構 
 設有研發部門且配置研究設備及研究人力 
 符合計畫執行單位所訂之其他遴選條件 

權權利利與與義義務務  
 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單位之教學研究人員) 

 負責整個計畫之研擬﹑執行﹑協調、督導 

 計畫執行單位(公私立大專院校) 
 計畫經費(含國科會補助款及合作廠商補助款)之管理及報銷 
 研發成果之管理及推廣 

 合作廠商 
 出資計畫總經費之25%以上，其中人事費不得逾研究計畫總經費之15% 
 派遣研發或技術人員實地參與研究發展 

作作業業流流程程    ((提提計計畫畫申申請請書書))  
 於計畫預定開始執行前三個月，由計畫執行單位備函檢送下列文件(一式十份)向本會申請： 

 計畫申請書 

 廠商參與申請書及相關資格文件 

 申請人個人資料表 

 近五年最具代表性著作、專利或技術報告抽印本或影本1至5件 

 過去執行本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或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績效說明 



 

 199

 研發成果歸屬及收入處理規劃表 

作作業業流流程程    ((審審查查))  
 視個案組成評審小組 

 企業界、學術研究機構、科技行政單位代表 

 審查重點 
 執行能力、研究主題與目標、企業之技術需求、預期研發成果 

 經費需求 

 評估合作企業之資格、研發能力、潛力、出資及派員參與程度 

作作業業流流程程    ((簽簽約約撥撥款款及及技技術術移移轉轉))  
 本會與計畫執行單位分年簽約撥款(撥付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執行單位與合作廠商之權利義務關係，自行另以合約約定；合作廠商補助款撥付計畫

執行單位 

 本會出資部分之權利歸屬於計畫執行單位 

 成果歸屬、管理及運用由計畫執行單位與合作廠商依相關法規協議，但計畫執行單位之研

發成果持有比率及收入分配比率不得低於本會於計畫中之出資比率 

其其    他他  
 本計畫不計入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數 

 計畫執行期間一至三年 

 總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得支領研究補助費 

 總主持人每月新台幣二萬元 

 共同主持人每月新台幣一萬元 

 研究助理津貼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計列： 

 依本會所定酬金標準於本會補助經費中支領 

 依合作企業薪資標準於合作企業配合款中支領 

 以第一項方式支領者，得另於合作企業配合款中支領津貼，但該津貼不得逾本會

酬金標準之半數 

 考評研究計畫各年及全程之執行績效 

執執行行情情形形((至至9911..99..3300止止))  
 受理申請件數：232件 
 已核定數：143件 
 已投入總經費：新台幣28.19億 
柒、    (國科會：21.84 億；廠商 6.35 億) 

 出資合作廠商家數：240家 
 廠商派員參與研究人數：1093人 
 已培育博碩士生：1977人 
 參與之正副教授：587人 
 申請專利數：225件 
 已獲准專利數：164件 
 已完成技轉數：7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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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小產學 

國科會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計計畫畫目目的的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實施要點 

 90年12月公布，91年7月修正公布 

 輔導並培養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人員從事應用性研究計畫之基礎能力，加強其對產業
技術之研發能力，建立與產業間之互動關係，以提升專業技術及人才培育，並能執行實務

性質之計畫為目標  

 
計計畫畫特特色色  

 計畫經費：由本會及廠商共同出資，補助學校進行產業技術研究開發及人才培育計畫所需

研發經費 

 本會 

 補助金額以新台幣五十萬元為上限(不含合作廠商配合款)  

 合作廠商 

 計畫總經費之25%≦合作廠商配合款<計畫總經費之50% 

 至少新台幣十萬元 

 合作廠商共同出資補助研究計畫所獲得之效益 

 藉由計畫的執行，建立與學術界之互動關係。 

 鼓勵學校從事與民間中小企業需求結合之研究計畫，提昇產業技術水準。 

 藉由計畫之執行，增進學校師生技術研發之經驗與能力，增加廠商延攬研發人才之機

會，並縮短廠商對新進員工之訓練期。 

 合作廠商可迅速、密切掌握技術產出之資訊，隨時辦理技術移轉。 

 

計計畫畫特特色色((續續))  
 成果歸屬：全部歸屬計畫執行單位所有 

 先期技術移轉授權 

 合作廠商應就計畫已獲得或預期產出之成果辦理先期技術移轉授權，並繳交新台幣五

萬元以上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不計入計畫之研發經費內) 

 非專屬授權：在合約有效期間內，合作廠商對計畫所產生之技術資料及智慧財產權

（如專利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權等）享有在國內製造、使用及販賣之權

利，不需再支付任何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 

 計畫結束後一年內學校不再技術移轉其他第三人(形同二年專屬授權)。 

 先期技術移轉合約有效期間：5年，期滿前得以書面徵得學校及計畫主持人同意延展

授權期限，每次延展授權期限為五年，條件另議。 

 不計入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件數 

 計畫執行期間一年 

 計畫主持人及合作廠商每年度以執行一件計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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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請請資資格格  
 學界 

◎ 計畫執行單位：公私立大專院校 、公立研究機構、經本會認可 

之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單位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業界 
    ◎依我國法律登記且符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所規範之事業 

 

作作業業流流程程((提提計計畫畫申申請請書書))  
 計畫執行單位應於本會公告期限內，造具名冊(一式二份)、備函並檢送下列文件(一式三份)
向本會申請： 

    ◎計畫申請書 

    ◎合作廠商資料及合作意願書 

    ◎申請人個人資料表 

◎近五年最具代表性著作、專利或技術報告抽印本或影本 

◎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估算說明表 

 計畫主持人可支領研究主持費 
 本計畫一年受理二批     

 

作作業業流流程程((簽簽約約))  
 補助計畫合約 

 本會與計畫執行單位之雙方合約 

 合作廠商與計畫執行單位之雙方合約 

 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計畫執行單位、計畫主持人及合作廠商之三方合約 

 

作作業業流流程程((撥撥款款))  
 國科會 

 補助計畫經費(撥付計畫執行單位專戶儲存，支應研究所需經費) 

 合作廠商 
 補助計畫經費(撥付計畫執行單位專戶儲存，支應研究所需經費) 

 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由學校、發明人及本會共同分配之所得，不支應研究計畫之所需) 

 

執執行行情情形形  
 91年第一期計畫 

 共受理八百餘件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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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六百餘件計畫 

 91年第二期計畫(已公告) 
 截止受理申請日期：91.9.30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91 年度(第一期)核定件數及投入經費統計表 

單位：仟元 

項    目 91 年度 

申請件數 801 

核定件數 622 

國科會補助款 226,335 

先期技術移轉件數 約 418 件 

技術移轉授權金 17,407 

實際繳庫數 3,481 

註：91 年度統計至 91 年 9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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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補
助
產
學
合
作
研
究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民
國
八
十
年
九
月
三
日
核
定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第
二
八
七
次
主
管
會
報
修
正
通
過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三
九
一
次
主
管
會
報
修
正
通
過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第
四
二
五
次
主
管
會
報
修
正
通
過 

 

一
、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本
會
︶
為
落
實
學
術
界
先
導
性
與
實
用
性
技
術
研
究
，
鼓
勵
企
業
積
極
參
與
學
術

界
應
用
研
究
，
培
植
企
業
研
發
潛
力
及
人
才
，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 

二
、
產
學
合
作
研
究
計
畫
︵
以
下
簡
稱
本
計
畫
︶
由
國
內
公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或
依
本
會
規
定
受
補
助
之
單
位
︵
以
下
簡
稱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
提
出
。 

三
、
本
要
點
所
稱
企
業
包
括
： 

(

一)

依
公
司
法
設
立
，
設
有
研
發
單
位
，
配
置
研
究
設
施
之
公
司
。 

(

二)

財
團
法
人
之
研
究
機
構
。 

四
、
合
作
企
業
由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洽
商
之
。
企
業
參
與
本
計
畫
以
全
程
參
與
為
原
則
，
並
應
配
合
提
供
研
究
計
畫
經
費
，
派
遣

技
術
或
研
究
人
員
加
入
研
究
群
，
接
受
計
畫
主
持
人
之
督
導
共
同
研
究
。 

(

一)

合
作
企
業
於
全
程
計
畫
之
出
資
比
例
合
計
應
達
研
究
計
畫
總
經
費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以
上
，
其
中
人
事
費
不
得
逾
研
究

計
畫
總
經
費
百
分
之
十
五
。 

(

二)

合
作
企
業
之
配
合
出
資
款
應
於
本
會
與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簽
署
之
研
究
計
畫
合
約
生
效
後
三
十
日
內
，
撥
付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
合
作
企
業
屆
期
未
付
款
者
，
本
會
得
終
止
合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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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原
合
約
終
止
後
，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得
檢
附
其
他
企
業
申
請
參
與
本
計
畫
之
相
關
文
件
，
申
請
變
更
研
究
計
畫
內
容
，

經
本
會
重
新
審
查
核
定
後
，
簽
約
執
行
。 

五
、
本
會
鼓
勵
並
補
助
碩
、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及
博
士
後
研
究
人
員
參
與
本
計
畫
。 

  
 
 

前
項
博
士
後
研
究
人
員
之
延
聘
，
依
本
會
補
助
延
聘
博
士
後
研
究
人
才
作
業
要
點
規
定
辦
理
。 

六
、
合
作
企
業
聘
用
參
與
本
計
畫
一
年
以
上
且
在
計
畫
內
支
薪
之
博
士
後
研
究
人
員
或
已
畢
業
之
博
士
生
者
，
本
會
得
依
本
會

所
訂
酬
金
標
準
補
助
半
薪
；
補
助
以
二
年
為
限
。 

七
、
本
計
畫
之
計
畫
總
主
持
人
應
擬
具
研
究
計
畫
申
請
書
，
其
內
容
包
括
計
畫
名
稱
、
項
目
、
研
究
方
法
、
研
究
人
力
、
研
究

經
費
、
執
行
進
度
與
期
限
、
合
作
企
業
資
料
及
預
期
研
發
成
果
等
，
經
由
其
所
屬
學
校
或
研
究
機
構
備
函
向
本
會
提
出
申

請
，
並
依
下
列
原
則
辦
理
： 

(

一)

研
究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以
一
年
至
三
年
為
原
則
。 

(

二)

計
畫
總
主
持
人
及
共
同
主
持
人
以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之
專
任
教
學
或
研
究
人
員
為
原
則
。
計
畫
總
主
持
人
及
共
同
主
持

人
每
月
得
支
領
研
究
補
助
費
。 

(

三)

合
作
企
業
得
派
遣
研
究
人
員
擔
任
計
畫
協
同
主
持
人
，
但
不
得
支
領
本
會
研
究
補
助
費
。 

(

四)

研
究
計
畫
之
專
任
助
理
人
員
及
博
士
後
研
究
人
員
，
得
依
本
會
所
訂
標
準
，
於
本
會
補
助
經
費
中
支
領
酬
金
；
或
依

合
作
企
業
薪
資
標
準
，
於
合
作
企
業
配
合
出
資
款
中
支
領
酬
金
。
依
本
會
所
訂
標
準
，
於
本
會
補
助
經
費
中
支
領
酬

金
者
，
並
得
另
於
合
作
企
業
配
合
出
資
款
中
支
領
津
貼
，
但
該
津
貼
不
得
逾
本
會
相
關
酬
金
標
準
之
半
數
。 

(

五)

合
作
企
業
派
遣
參
與
人
員
之
薪
資
，
得
視
其
參
與
情
形
，
將
其
中
一
部
分
列
入
合
作
企
業
配
合
出
資
款
中
計
算
。 

(

六)

研
究
計
畫
申
請
資
料
應
包
括
下
列
文
件
各
一
式
十
份
： 

１
研
究
計
畫
申
請
書
。 

２
合
作
企
業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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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申
請
人
個
人
資
料
表
。 

４
最
近
五
年
內
最
具
代
表
性
之
著
作
、
專
利
或
技
術
報
告
抽
印
本
或
影
印
本
一
至
五
件
。 

５
過
去
執
行
本
會
產
學
合
作
研
究
計
畫
或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之
成
果
績
效
說
明
︵
含
智
慧
財
產
權
、
技
術
移
轉
、
論

文
發
表
等
︶。 

６
研
發
成
果
歸
屬
及
收
入
處
理
規
劃
表
。 

(

七)

二
年
期
以
上
研
究
計
畫
，
應
於
當
年
計
畫
結
束
三
個
月
前
向
本
會
提
出
次
年
之
研
究
計
畫
書
，
並
檢
附
當
年
計
畫
執

行
進
度
報
告
。 

(

八)

每
年
計
畫
及
全
程
計
畫
結
束
後
三
個
月
內
應
繳
交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及
辦
理
經
費
報
銷
。 

八
、
研
究
計
畫
書
得
隨
時
於
預
計
開
始
執
行
之
三
個
月
前
提
出
申
請
。 

計
畫
審
查
期
限
為
三
個
月
，
但
大
型
或
複
雜
之
特
殊
案
件
，
審
查
期
限
為
六
個
月
。 

前
項
審
查
期
限
不
含
補
正
及
陳
述
意
見
之
期
間
。 

九
、
本
會
得
聘
請
企
業
界
、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及
科
技
行
政
單
位
代
表
，
組
成
評
審
小
組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 

(

一)

審
議
產
學
合
作
研
究
群
之
執
行
能
力
、
研
究
主
題
與
目
標
，
企
業
界
之
技
術
需
求
、
預
期
研
發
成
果
。 

(

二)

依
研
究
計
畫
需
要
推
薦
審
查
專
家
。 

(

三)

審
查
研
究
項
目
及
經
費
需
求
。 

(

四)

評
估
合
作
企
業
之
資
格
、
研
發
能
力
或
潛
力
、
企
業
出
資
及
派
員
參
與
程
度
。 

(

五)

考
評
研
究
計
畫
各
年
及
全
程
之
執
行
績
效
。 

十
、
研
究
計
畫
經
評
審
小
組
審
議
通
過
，
並
經
本
會
業
務
會
報
核
定
後
，
由
本
會
與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及
計
畫
主
持
人
簽
約
執
行
，
並
由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另
與
合
作
企
業
簽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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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應
檢
附
依
經
費
分
配
表
各
期
款
金
額
所
開
立
之
領
據
及
合
作
企
業
撥
款
資
料
向
本
會
請
款
。 

十
一
、
經
核
定
執
行
之
研
究
計
畫
，
由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負
責
督
導
。
執
行
成
效
不
彰
者
，
本
會
得
終
止
補
助
。 

  
 
 

合
作
企
業
如
有
中
途
變
更
或
違
約
等
重
大
情
事
，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除
依
其
與
合
作
企
業
之
合
約
規
定
處
理
外
，
並
應
通
知

本
會
。 

十
二
、
本
計
畫
所
獲
得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或
其
他
研
發
成
果
，
屬
於
本
會
出
資
部
分
所
應
得
者
，
除
經
本
會
認
定
歸
屬
本
會
所
有

者
外
，
歸
屬
於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所
有
。 

前
項
智
慧
財
產
權
或
其
他
研
發
成
果
，
其
歸
屬
、
管
理
及
運
用
，
依
科
學
技
術
基
本
法
、
政
府
科
學
技
術
研
究
發
展
成
果

歸
屬
及
運
用
辦
法
及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十
三
、
本
要
點
未
規
定
事
項
，
準
用
本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補
助
經
費
申
請
注
意
事
項
及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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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發文名單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機制規劃座談會 
 

會議時間：91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會議地點：4006 室 

主席：劉錦龍處長 

 

出席人員： 

一、委員：7人 

學校 姓名 地址 

政治大學 劉江彬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清華大學 馬振基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 

台北榮總 林山陽教授 台北榮總研究成果管理中心 

政治大學 吳豐祥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科管所 

工研院 王本耀副主任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51 館工研院技轉與服務中心 

亞洲基金會 蔡熙文主任 台北市朱崙街 17 號 

中原大學 耿筠副教授 中原大學企管系 

 

二、學校代表：31 人 

台灣大學 范光照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機械工程學系 

台灣大學 李琳山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資訊系 

台灣科技大學 謝冠群 北市基隆路 4段 43 號 台科大電子工程學系 

中山大學 鄭木海 高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中山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中正大學 羅仁權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160 號 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台灣大學 廖運炫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機械工程學系 

陽明大學 鄭誠功 北市北投區立農街 2段 155 號 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台灣大學 李世光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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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溫添進 台南市大學路 1號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台灣大學 陳秋麟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機械工程研究所 

中正大學 吳財福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160 號 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台灣大學 莊東漢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材料科學研究所 

中正大學 馮展華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160 號 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中央大學 曾清秀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 3鄰 38 號 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中山大學 楊竹星 高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 

清華大學 黃衍介 新竹市光復路 2段 101 號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台灣科技大學 廖顯奎 北市基隆路 4段 43 號 台科大電子系 

大葉大學 張道治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 112 號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台灣大學 林清富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交通大學 張保隆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交通大學半導體製造管理中心 

台灣大學 吳光鍾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 

清華大學 蔡春鴻 新竹市光復路 2段 101 號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工程學系 

成功大學 王覺寬 台南市大學路 1號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台灣大學 吳家麟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資訊工程學系 

交通大學 林進燈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研究所 

交通大學 鄒應嶼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研究所 

中興大學 曾浩洋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 

清華大學 陳壽安 新竹市光復路 2段 101 號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清華大學 黃惠良 新竹市光復路 2段 101 號 清華大學工程研究所 

成功大學 陳立祥 台南市大學路 1號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台灣大學 蔡定平 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台大物理系 

 

三、業界代表：28 人 

廠商 地址 

潭子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潭子鄉潭富路 1段 144 巷 22 號 

勵元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北路 737 巷 20 號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潭子鄉大豐村大豐路 3段 123 號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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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羅斯福路 3段 230 號 

利碟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工業五路 23 號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中正二路 26 號 

喬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展業一路 9號 6樓之 3 

榮群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研新四路 12 號 3 樓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北縣五股鄉五股工業區五工六路 49 號 6 樓 

耀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八德市和平路 772 巷 19 號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仁德鄉勝利路 88 號 

新鼎儀控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路 3段 52 號 5 樓 

恩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後龍鎮中華路 1498 號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八德路 2段 260 號 11 樓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復北路 42 號 

達諅科技公司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力行路 23 號 

利統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83 號 7 樓之一 

力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水利路 81 號 8 樓之 3 

寰波科技 新竹市光復路 2段 2巷 49 之 2 號 2 樓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民生東路 3段 115 號 13 樓 

友達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力行路 23 號 

全新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龍潭鄉烏林村 22 路 76 號 

國喬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松壽路 3號 11 樓 

英特維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松山區長春路 355 號 2 樓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 2路 57 號 

錸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復北路 10 號 

宏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新市鄉台南科學園區大利一路六號 

 

四、國家型計畫辦公室代表：11 人 

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地址 

防災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台北市辛亥路三段200號5F(國家地震中心)防災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新竹市研發六路七號四樓(高速電腦中心) 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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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畫

辦公室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研院蔡元培一館農業生物技術

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製藥與生物技術國家型計

畫辦公室 

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09 號(國家衛生研究院)製藥與生物技術

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辦公

室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國家型計

畫辦公室 

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辦

公室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核心計畫） 

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辦

公室 

台北市中山南路 7號臺大醫院肝炎中心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辦公

室（研究計畫） 

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

辦公室 

新竹市研發六路七號四樓(高速電腦中心) 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

畫辦公室 

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

室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7 樓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辦公室 
中央大學國鼎圖書館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生技藥物研發國家型科技

計畫辦公室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生技藥物研發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五、本會人員：9人 
工程處、生物處、光電小組、會計室、綜合處劉處長錦龍、潘副處長萬層、

蔡科長明珠、陳專員志煌、王助理研究員瑛瑛 

 

共計  8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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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策略規劃小組討論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 

開會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九樓 908室 

主持人：劉江彬所長 

出席者：吳豐祥教授、王怡琪、李秋緯 

 
※ 討論事項 

一、產學合作部分 

（一） 籌畫「產學計畫作業要點」修正座談會（訂定時間、地點及與會人員名單…

等）。 

1. 時間：預計於十二月初召開。 

2. 地點：預定於科技大樓。 

3. 與會名單：除本研究團隊成員外，還將邀集國科會相關單位及熟知產學合作

計畫此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對該計畫的規劃與修正提供意見與建議。（曾錦

煥教授、陳良基教授、劉昌煥教授、吳榮燦教授……） 

（二） 擬訂產學合作規劃時程表及各時程應完成事項內容。 

 

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機制規劃時程表 

 
時  間 完 成 事 項 備  註 

91年 11月 15日 籌畫產學合作計畫機制規劃（作業要點修正）座
談會 

 

91年 11月 21日 召開產學合作計畫規劃會議  
91年 11月底 擬定座談會議程  
91年 12月初 召開產學合作計畫機制規劃座談會  

92年 1月 提出產學合作計畫機制規劃初步草案  
92年 2月 針對產學合作計畫機制規劃初步草案進行討論  
92年 3月 修正產學合作計畫機制規劃初步草案（第二版）  

 
※ 詳細的時程表，有待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初召開產學合作計畫機制規劃座談會調整

後，才能正式確立。並隨時依據相關會議的結果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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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改進構想提出建言的專家意見做出回應。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改進構想 

 
一、強化計畫主持人與技轉中心或研發成果推廣單位的連結 

（一）計畫執行機構申請資格：應具有技轉中心或研發成果推廣單位之建置 
（二）計畫申請書應說明下列事項： 

劉昌煥教授： 

關於本項，建議可以先要求技轉中心或推廣單位代計 

畫主持人擬定一個草案。若要求主持人說明，恐怕有教授嫌麻煩打 

退堂鼓，不申請了。 

團隊回應： 

屬執行細節部分。各校情況不一，應由各校自行解決。 

1. 技轉中心或研發成果推廣單位之建置 
2. 研發成果之歸屬、收入處理方式、後續推廣運用之規劃（包括程序、
方法與可能對象等） 

3. 如屬跨校整合型計畫，其研發成果之歸屬，由總計畫執行單位及共同
主持人所屬學協商規劃 

 
二、鼓勵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鼓勵及加強跨領域整合，可給予較長期之計畫，如一次預核 3~5年，累積能量，
務實替產業界解決問題。 
劉昌煥教授： 
跨領域研究，將會牽涉到不同學校、不同單位的教授。從計畫執行立場，參與的

教授比較關心的可能是他所主持的計畫能有多少經費？目前產學合作案經費的分

配是統包在一起，建議為了提高申請計畫的誘因，可考慮參考現在一般整合型計

畫的做法，在總計畫下設數個子計畫，總計畫由總主持人負責，允許其擁有較多

經費，其他各子計畫則由個別教授主持，可以在不同系或不同學校。執行時，經

費按各總、子計畫的核准數，直接到各單位、各校去。如此參與的教授因經費使

用權由其自身負責，會較有動機做得好。為了讓如此大型計畫整合度能夠強，可

以從總計畫與各子計畫間之進度查核點之整合度評審，以矩陣式進度管理(即縱向
及橫向)來評估。同時要求總計畫與子計畫間之規格及其與進度之關係要建立好。 
團隊回應： 
1. 對跨領域整合表示贊同。 
2. 整合型計畫可由數個子計畫合成，再由不同的學校去執行。 
3. 劉教授的意見可於國科會執行相關計畫時納入考量。 
4. 劉教授的意見產生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原則上計畫執行時可由各校分別施行，
但若將經費直接撥放至各校，則會衍生出許多複雜的報帳問題，所以仍須經由

總計畫主持人來負責管理計畫經費的使用。        
 

三、申請前應做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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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產學合作計畫規模較大，投入較多，應於規劃時做技術分析，藉由專利地圖，尋

求技術空白，確定發展重點。 

陳良基教授： 

必要時國科會應提供不多於一年、小於五十萬之先期規劃補助 

團隊回應： 

這屬於執行上的細節問題，國科會可於執行時納入考量，且四項補助獎勵辦法中也

有相關的規劃。 

劉昌煥教授： 

現有的計畫書已包含有技術分析，要教授多寫，恐怕又是增加申請計畫的門檻，有

的教授乾脆不提了。另外一種想法是：建議比照以往的做法，允許教授在提大產學

案前，可以先提一個案子作技術評估之探討。為了提高教授申請的誘因，可以提高

此先導計畫的額度到五十萬元，時間可以為六個月至一年，不佔教授研究計畫件數

的限額。計畫的結案報告可以提供技術分析、市場調查、專利地圖、系統規格等資

料，如此在提正式計畫書時就不會那麼辛苦。也有可能，教授看在五十萬元計畫的

份上，做了一年就不做了，但這就像商業投資一樣，you can’t win them all，

可用試辦性質。 

團隊回應： 

1. 對於申請前做技術分析的計畫可以提供補助，方式可以另行討論（如給予先期
經費）。 

2. 必要時，除進行技術分析外，亦可從事智慧財產權分析研究。 
 
四、研發成果歸屬 

（一） 合作企業出資＞50﹪（全程） 

研發成果得由計畫執行單位及合作企業共有，合作企應辦理先期技術移轉（可專屬） 

陳良基教授：技轉之作價如何考慮？？ 

團隊回應：有建價機制存在，這項問題可以克服。 

（二） 25%≦合作企業出資≦50﹪（全程） 

研發成果全部歸屬於計畫執行單位所有，不需辦理先期技術移轉 

陳良基教授：與小產學比較似乎不公平？ 

團隊回應：本團隊認為並無不公平的現象。 

（三） 合作企業得經協議擁有優先授權的選擇權，但不能共有（於次年度計畫申請

時，可以增/減出資額、研發成果之歸屬權得隨出資額之調整而變更等） 

   團隊對上述第三項稍作修改，但認為此項仍有再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劉昌煥教授： 

關於(一)、(二)兩點，為了考量國科會的業績，建議考慮所有合作企業應按出資比

例，繳交先期技術移轉金。繳交此先期技術移轉的理由可以根據教授現有的技術及

第三點的技術分析成果。至於先期技術移轉金額的大小可以參考工研院的做法。 

團隊回應： 

先期技術轉移金的構想並不可行，因為並非所有的研究計畫都有辦法取得技術成

果。 
劉昌煥教授： 
能夠保障教授智慧財產的最有效方法恐怕是申請專利。不過怕的是專利申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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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不技轉，變成壁紙專利。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是：在申請專利的時候，廠商也

可以出資，在申請前國科會、學、產三方可以透過技轉中心(如第一點所列)確定申
請專利的個別出資比例以及將來使用專利的技轉金比例、專利維護金比例。經由申

請專利，事實上出資廠商已經是專屬授權，因為他是專利擁有人，這樣做法或許教

授申請專利的誘因會提高，出資廠商因有保障，也樂意按比例付專利技轉金，當然

廠商也要按比例付專利維護金。另一個看法是：有廠商出資的專利申請，更較有商

品化的可能。一般教授申請專利，只是把其當成另一篇論文看待。專利的申請可以

於計畫執行中隨時申請，以爭取時效。 
團隊回應： 
以美國為例，廠商須負擔第一次申請專利的費用，這項費用屬於授權金的一部分。 

 
五、先期技術移轉 

有關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相關條件，由計畫執行單位自行與合作廠商約定 

 

六、加強研發成果之考核 

（一） 未辦理先期技術移轉之計畫，於全程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應由該校技術

移轉中心辦理對外之成果推廣說明會，相關資料併入結案報告 

（二） 全程計畫結束後，應由學術處邀請當初之計畫審查人舉行結案審查會議 

（三） 計畫主持人過去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技術移轉績效，以及是否辦理

前項成果推廣說明會，將作為嗣後審核產學合作計畫之參考 

劉昌煥教授： 

1. 如果允許先期技術移轉，則第(一)點就沒有了。 
2. 關於第(二)點，以前的計畫是在計畫結束前一年作審查，最後一年看
技轉成效。現在最後一年也看，對計畫執行人增加的負擔應不會多。

事實上，部分教授已經做得漏氣了，往後也不再執行產學案，有看沒

看結果都一樣。 
3. 關於第(三)點要提高產學合作技術移轉績效，建議過程中的鼓勵比事
後查緝更有效，例如：在申請專利上，考慮有拿到產學案的教授，可

在計畫執行中隨時提出跟產學案有關的專利申請，不需要送到工程中

心去八部會審，有的計畫執行完了，專利審查還沒通過。如此或許可

以爭取一些時效。另外，允許參與廠商可以為專利申請人，增加將來

收取專利權利金的可能性。 

團隊回應：計畫執行時，可逕行申請專利。 

 
劉昌煥教授的其他建議： 
 

1. 執行成果分析－可以請人根據過去幾年來產學合作案的執行結果，分析各個領域在
執行成效上的異同，例如是不是科技越高，技轉越成功？或是錢拿得多的技轉越成

功？哪一個領域技轉成功的機會最多？哪個最少？將一些比較準則定出來，再將過

去成果不隱瞞的列出來，準會跌破不少人眼鏡，也提供未來決策參考。 
2. 產學案評審委員的問題－目前的評審方式，常讓申請計畫的教授打退堂鼓。常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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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意見互相矛盾，讓申請人不知如何應付，特別是產業界的意見，天馬行空，沒

有任何負擔，慘的是受審的人。有時候審查一拖，過了一年半載還沒執行，大家都

已經涼了不只半截了。每一個案子評審委員的人數也常參差不齊，有時候有的案子

更湊不到過半數委員出席。以往產學案需要找產業界來審，結果廠商被怕到了，因

為不是把底都漏光了嗎？反而是工業局主導性產品研發案，審查的委員都是教授，

人數也不多，有時候只有三個人，擺明要好過關。國科會也許可以思考一下，採 peer 
review方式，都由教授審。我猜計畫過的機率會高些，也許教授也較願意申請。但
是不是可以配合現實生態，需您們判斷。 

 
 
 
二、獎勵辦法部分 
籌畫「學（研）機構技術移轉獎勵辦法（構想）」修正座談會（訂定時間、地點及

與會人員名單…等）。 

1. 時間：預計於十二月初召開。 

2. 地點：預定於科技大樓。 

3. 與會名單：除本研究團隊成員外，還將邀集國科會相關單位、熟知相關獎項

申請暨審核的專家學者（龍騰獎、國家發明獎的主辦人…）、曾經獲獎的人員

或單位或是產業界的人士，共同對該計畫的規劃與修正提供意見與建議。（林

英峰教授、陳生金教授、吳思華教授、李仁芳教授、溫肇東教授……） 

4. 座談會擬欲討論的議題： 

（1） 該獎項是否應建立？ 

（2） 若要建立，應排除哪些顧慮或是反對聲音？ 

＊ 此獎項僅獎勵少數族群，不夠普遍化？ 

＊ 類似獎項過多，應整合、而非創立新獎項？ 

＊ 會影響某些人的權益？ 

（3） 如何稀釋反對的聲音？ 

獎項的給與必須立基於公平性的基礎之上，並應訂定令大眾信服的獎勵辦

法。 

 

三、績優技轉中心評鑑部分－針對『國科會技術移轉中心獎助申請書』提出補充與修正

建議（已交由蕙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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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策略規劃911121會議 

 

壹、會議議程 

一、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現況說明 

（國科會綜合處及劉江彬所長說明） 

 

二、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初步改進構想 

（一） 初步改進構想 

（二） 學者專家意見 

（三） 學者專家意見之回應 

（吳豐祥教授說明） 

 

三、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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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策略規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時卅分 

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十四樓 1401 會議室 

主持人：劉江彬所長 

出席人數：15 人（國科會 10 人；研究團隊 5人） 

議程： 

 

（一）綜合處劉處長致詞 

小產學的績效頗受外界肯定，反觀推動已久的大產學則面臨許多困境，成效

受到立法院與監察院的質疑，所以希望大家能共同思考改進、調整的方法；提供

策略規劃、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以期真正落實大產學計畫。 

 

（二）主席致詞 

本研究團隊的主要工作約略分為三部分：研發成果技術移轉補助辦法、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改進構想以及學術機構技術移轉獎勵辦法等。關於第一項本團隊已

訂定四套機制來加以推動，完成階段性任務，且頗受國科會認同。在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這部分，本團隊已積極運作，不但擬定初步改進構想，也對學者專家的意

見做出回應；不過因各界的意見很分歧，我們預計於十二月初邀集意見領袖共同

針對相關議題來作討論，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三）報告事項（詳見會議簡報）： 

1.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現況說明（劉江彬所長說明） 

本團隊對於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僅提供大方向的指示、一般性原則；由於各案

例的情況不盡相同，細節部分應由廠商與學校間溝通、協調；學校需承擔大部分

的責任，國科會僅能做輔導、鞭策的工作，不過學校最終還是必須要將績效呈現

出來。 

 

2.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初步改進構想（吳豐祥教授說明） 

（1）初步改進構想 

（2）學者專家意見 

（3）對學者專家意見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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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見交流 

1.強化計畫與技轉中心/推廣單位的連結 

★劉所長： 

（1） 在推動產學合作計畫時，也需提醒教授們要提出後續的成果推廣方法，將

產學合作與成果推廣前後貫穿，才不致虎頭蛇尾、缺乏績效。因此，加強

產學計畫與技轉中心、推廣單位的連結是相當重要。 

（2） 沒有技轉中心或推廣單位的學校，除可參考本團隊提出的三項方式外，也

可採取委外（與工研院等機構合作）或教授自行擬定推廣方式（簡單說明

即可）。 

 

★工研院陳組長： 

從計畫書申請的部分把關，可以讓產、學界有思考的機會，評估適不適合從

事這方面的計畫。 

 

 

2.鼓勵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劉所長： 

（1） 跨領域整合型計畫的經費管理—涉及跨校際由單一學校統籌，大計畫可分

包給其他機構，如工研院，合約中可准許分包，由主要單位負責，此方式

有先例可循，無太大窒礙難行之處。 

（2） 對跨領域整合型計畫是否可以優先核准其他的搭配措施？如優先促成產學

合作、優先提供市場分析的補助、給予更長的研究期限等。 

 

3.強化計畫申請前之技術/市場/智財分析 

★劉所長： 

（1） 若計畫太大，可先提小計畫作市場分析，評估計畫是否具可行性，以避免

投入過多資源而造成缺乏績效的現象。 

（2） 對於計畫申請前之技術、市場、智財分析可採取固定比例的方式，依計畫

大小不同來區別，比較公平；至於這些分析可以由教授自己做，或是委外

都可以。 

 

★林教授： 

（1） 若產學合作不與經濟部的相關機制接軌，則成功機會不大。 

（2） 先期的市場分析很重要，可參考經濟部「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

畫」（SBIR）的先期分析研究，即第一階段先給予小額經費（約 100 萬）進

行市場分析，若具可行性第二階段再補助計畫的研究經費，以降低因計畫

缺乏可行性而浪費了金錢、人力的可能；由於 SBIR 已有相當的制度規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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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評分表）、運作簡易且近來已有不錯的成果，所以相當值得參考。但不建

議採用業界科專的方案，因為並非一般人都能勝任，而且還牽涉到繁複的

管理制度審核。 

（3） 學校老師的專職是教學研究，要挪出多餘的時間來推動成果推廣很困難，

既然國科會與工研院已有合作備忘錄，希望由工研院來協助成果的推廣，

這樣可能會提高教授參與產學合作計畫的誘因，績效自然就會提高。若無

法與工研院相連結，要廠商進入產學合作計畫可能很困難。 

（4） 跟日本相較，我國業界參與產學合作的比例並不高。日本廠商會派人至研

究室將教授的研究成果拿出來繼續創造、發展，由於教授對市場的需求不

熟悉，業界較能掌握市場的主流，所以較能創造出以市場導向的技術，但

教授仍享有某些權利與義務。總之，應由業界採取主動，再加上經濟部後

段的配合，產品就較容易產生。 

 

＊劉所長回應： 

（1） 若計畫夠大，我們不排除讓計畫採科專的方式。 

（2） 日本與我國的情形不同，日本廠商並未透過學校來進行合作，績效也很好，

但若循日本模式，國科會與學校就會沒有收益與績效。 

 

★綜合處蔡科長 

先期技術/市場/智財分析是與規劃計畫合而為一，提撥一定百分比來作分

析？還是要將兩者分割開來？需加以考量。 

 

＊團隊回應： 

以經濟部的 SBIR 為例，是將兩項計畫分割開來的。可將計畫分成兩段，先

期分析評斷後，若無可行性，則不給予執行計畫的經費補助。 

 

4.改善研發成果之歸屬與授權方式 

★劉所長： 

成果歸屬可能會牽涉到跨領域的整合，主要還是依合約來辦理，我們只能提

供原則性的規範，因為廠商也有自己的考量，只要不偏離大方向，應給予充分的

自主性與彈性。 

 

★林教授： 

授權部分要以製造雙營為前提，給予各單位彈性、自己去決定，可能要依出

資比例來持份，才能提高廠商的參與度。針對特殊產業則可給予專屬授權，否則

廠商根本不願意參與。 

 

★綜合處蔡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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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歸屬有實務執行上的困難：國科會可允許產、學雙方自行協商，但必須

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如國科會要回收與出資額相等的收益；但普遍發現學校對

共有條件傾向一面倒的情形，好處由廠商獨得。由於管理能力不健全，學校未積

極爭取，成果幾乎完全歸屬廠商所有，所以應訂定配套措施來防範廠商獨占成果

的現象。 

 

＊劉所長回應： 

產權歸屬辦法不能訂得太嚴格，需賦彈性，不過國科會仍要堅持應有的權

益，訂出應回饋給國科會的金額或比例，好讓國科會能向上級交代，不過很難要

求回饋與當初出資額等值的金額。 

 

★工研院陳組長： 

專屬授權的問題並不是廠商拿走多少利益，而是技術會因此而被封鎖住。解

決方式可參考早期工研院的方式，即專屬授權必須要國科會同意，採行轉彎的方

式，讓產、學雙方知道這條路是難走的，除非很有必要，否則教授或學校應該會

跟廠商要求不要專屬授權。 

 

＊劉所長回應： 

但某些產業不得不專屬授權，如生技產業，可以設定一些原則來規範，如大

量投資、只有一家廠商可以做、公開公告、技術移轉專屬後不可以凍結其他技術

的應用等。外國的案例或技術移轉法都可作為規範的參考。 

 

＊亞洲基金會蔡主任： 

若按照陳組長的說法，產業界若一定要專屬，可能會找其他的合作管道。以

產學合作為出發點，一定要重視學界與業界兩方的想法。若教授因是否專屬授權

的問題在產學計畫中受挫，技術無法成功移轉，再加上計畫金額不大，可能轉而

申請其他計畫。 

 

5.改善先期技術移轉方式 

★劉所長： 

先期技術移轉的部分應給予適度的彈性，可參考國外或是工研院的作法；若

國科會有特別的考量，可在辦法中明訂。 

 

6.加強研發成果之考核與推廣 

★劉所長： 

可在辦法中明訂國科會必要時得進行期中考核。 

★綜合處劉處長： 

是否有追蹤後續績效、核定回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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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所長回應：（團隊規劃中已提及） 

（1） 績效表達指標 

（2） 先期分析 

（3） 期中考核 

（4） 期末檢驗—除繳交期末報告，也要檢驗計畫曾允諾的成果是否有產生，若

沒有，應如何處理（不再提供計畫的補助等）。 

 

★綜合處蔡科長： 

研究報告是否要另附一份成果報告書；此外，如果未達預期成果的警惕措施

為何？（很難）是否容許失敗？（失敗仍有貢獻，不應忽視）容許失敗的標準在

哪裡？（應該把失敗的原因、過程寫出來） 

 

7.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整體性的問題 

★工程處許科長： 

產學合作最新發展的基本核心概念： 

（1） 產品生命週期急速縮短，產學合作模式改變—合作模式以前是上游知識創

新，透過公有領域（public domain），再移轉至產業界；而現在為因應產品
生命週期急速縮短，及為快速將研發成果直接落實至產業界，遂不再透過

公有領域，而直接將學界的研發成果移轉至產業界，而且這樣的趨勢日益

明顯。 

（2） 產學合作的成效不能單憑有形的技術移轉來評斷—產學合作最重要的意

義，是快速協助產業界培養人才，並快速將技術落實至產業界；合作過程

中產學界是互動式的學習與溝通，不只拘泥於傳統的技轉模式，雙邊關係

是互補的。所以，產學合作的成果若純粹從技術移轉來看，是不確實的。 

（3） 產學合作除表徵上的問題外，還有實質面的問題。事實上，小產學也有許

多問題，只是因為將先期技轉金放在裡面，績效容易呈現，所以沒有被提

出來。大產學在八十六、八十七年執行的成果也不錯，後來才變差，主要

除政策面的問題外，還有教授們缺乏參與的動機－教授們投入太多精力，

但得不到實質的回饋（以前尚有獎狀，現在則沒有），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 

 

★科資中心王博士： 

（1） 以 business model的角度來看，研究團隊已抓到產學合作是否成功的關鍵
因素。 

（2） 以哈佛商學院所做的案例分析（300 家公司）指出，一般成果技術移轉的

績效約 25%，若具備以下條件，便可提高至 80%： 

— 有全時間的顧問（曾創立新公司、有大規模經營的經驗） 

— 在運作過程中，順應市場調整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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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模式確定後，找一個 CEO 進來（非當初理念的研發者） 

— 用錢時，會考慮到未來投資人的想法 

— 會製造客戶所渴望的商品，而非僅是替代品 

— 擁有專業的人才 

同時也要考慮幾個面向，包括技術、市場、執行、行銷、價格、團隊等風險。

上述條件必須落實到技轉中心；基本上，教授並不具備這些條件。 

（3） 龍捲風效應 

做產業輔導時，發現有些技術已經很成熟，可以商品化，且繼續研究還可以

應用至其他產業，只是沒有人將這些技術繼續延伸；如果國科會能將專利屬於國

科會的幾項明星技術、與商品化差距很小、容易擴散的技術挑出來，做完整的展

示、繼續的研發，也可作為產學合作計畫未來的發展方向。 

 

★呂科長： 

（1） 以經驗法則來說明產學合作需注意的幾個問題：市場需求、瞭解技術限制、

深化校長們推動產學合作的理念（要教育校長們重視產學合作計畫，在學

校內建立一套制度，讓教授們有跡可循）。 

（2）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推動成效不彰的原因： 

A.學界的考量 

▲ 學校不重視應用性的計畫—若以產學合作計畫作為副教授、助理教授升等的指

標，可提高教授們參與該項計畫的誘因，但前提必須是學校也要對產學合作計

畫給予肯定。 

▲ 國家型計畫的推動—教授在推動產學合作計畫時壓力很大，廠商常催促教授將

技術研發出來，導致教授意願降低。 

▲ 計畫補助經費少。 

 

B.業界的考量 

技術從中游至下游的時後，才發現創新技術的開發需要很多錢，廠商可能無

力負擔；目前國科會沒有與經濟部科專計畫的補助創新技術相連結，無法協助貸

款或尋求經濟部補助，若能順利建立連結，技術可能更容易開發出來。早期產學

合作計畫沒有落實，主要是技術要開發時才發現資金不足，但告債無力，國科會

不補助下游，又沒有與經濟部的資源連結，所以要將技術推廣並不容易。 

 

C.投入人力不足 

產學合作計畫的推動相當耗費人力；計畫的追蹤、與學界及業界的互動都相

當重要，如此才能瞭解各方的困難，並及時加以排解，所以需要更多人力資源的

投入，以求真正落實產學合作計畫。 

 

★工研院陳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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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王博士的看法。學校教授的重心是在學術研究，上述六項要點要求教授

來推動並不合理，應由具專業知識的一群人來做，其任務在找尋好的技術，協助

教授將研究成果商品化，教授們只要等著收益就好了。技轉中心要做到這些要點

也需具備相當的規模才行，如工研院。這非學校的能力與專業所及，我們對學校

不能太苛求。 

 

★綜合處劉處長 

思考如何建立上、中、下游的連結： 

（1） 建立與卓越計畫、國家型計畫的連結—這些計畫的經費很多，受到很多的

關切，成果也不錯，應試圖與這些計畫建立起連結。 

（2） 規劃與各學術處的大計畫建立連結，如先端計畫，以期真正落實產學合作

計畫，提高績效。 

（3） 先期規劃部分，即與技轉中心及推廣單位的連結也需加強。（目前國科會補

助的技轉中心約 10 家；大專院校中成功運作的技轉中心不超過 20 家；大

專院校中有創新育成中心約 60 所） 

（4） 如何讓校長們對產學合作計畫的重視？ 

 

★綜合處蔡科長 

（1） 目前本會對產學合作的成果審查並不嚴謹、追蹤也不足夠；技術移轉的部

分以往交由國科會處理，現在都交由學校來做，要由哪一方來負責挑出可

繼續發展的技術，是我們可以在規劃中思考的問題。曾有一位教授前一年

的計畫成果未技轉，但於審查時第二年的計畫仍然通過，顯現出審查制度

的弊端。 

（2） 產學合作計畫不容許廠商中途退出不合理—市場、廠商狀況一直都在變

化，若因沒有全程參與，而忽略廠商前半段的付出，讓其喪失所有的權益，

是不公平的。也應給予廠商彈性，自行評估，讓其有退出的權利。 

 

★光電小組何小姐 

產學合作的申請件數減少、技轉金減少，主要是教授們與廠商間的關係已經

很好，再加上培育的研究人員也進駐業界服務，技術也間接移轉入業界，所以教

授們並不重視是否有產學合作計畫，或是成果後續追蹤的問題。所以國科會應該

建立激勵教授申請的計畫的機制，對研發成果進行後續的成效追蹤，此外，也應

建立起為技術移轉把關的建制。 

 

★綜合處李小姐： 

產學合作計畫目的是從何種角度出發？計畫的宗旨、精神未確立，其他的後

續工作則很難推動。 

（1） 學界單方面的立場—很多計畫沒有技轉是導因於老師的想法，老師為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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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產學計畫，找廠商來合作，但成果不一定符合產業界的需求。 

（2） 應以目標為導向—八十六年前產學合作計畫主要是一軍來做，是因為當時

是目標導向，審核計畫相當嚴謹，需符合國家發展方向、符合產學合作精

神，要通過審核不容易。類似前期分析，但沒有給經費補助。 

（3） 國科會的角色—應發覺出產業界與學術界的趨向，把兩者連結在一起。設

立太多行政程序的關卡，反而降低教授申請的意願，與當初給予產學合作

計畫的精神不一致。 

（4） 確立研究方向，符合資格才可申請。如八大新興領域。 

 

＊劉所長回應： 

（1） 產學合作計畫定位應明確（指示研究方向），現在與以往環境不同，各種獎

項雲集，若審查制度太過嚴苛、複雜，會降低申請的意願。 

（2） 國科會的產學合作與工研院的模式不：工研院的研究是要立即量產的，國

科會則不是；國科會須受限於 WTO 相關規定的限制，工研院則不必。 

（3） 計畫補助金額太少，誘因不足，績效有限。 

 

＊許科長回應： 

產學合作計畫補助精神不應以產業別來區分，應以創新為出發點。 

 

★蔡科長： 

是不是只有一軍的研發成果才會對產業界有貢獻？是不是大計劃，如整合型

計畫才比較容易成功？才有較好的表現？ 

 

＊科資中心回應： 

觀察面向不同，對成功的定義也不同。沒有技轉不一定代表計畫不成功；相

反地，技轉次數多，反而會受到其他學界人士的異眼相待。若僅以技轉績效或對

產業界的貢獻來評斷，不一定能真正能斷言計畫的成功與否，因為可以考量的面

向、指標太多了。 

★蔡主任： 

（1） 時空轉變，過去對計畫成功與否的標準與目前已不盡相同，近來重視技轉

績效、智慧財產權保障等，以往的經驗可作為現在或未來的參考，但不能

完全套用於現今的情形中。 

（2） 應確立產學合作追求的目標，不宜與其他獎項的獎勵精神有太多的重複

性，否則基於金額低、關卡多的限制，教授可能會去申請其他的計畫。 

（3） 先訂立目標，再制訂辦法。找出教授們參與產學計畫的動機，再針對這些

誘因點來訂定辦法，鼓勵教授們積極參與。 

 

★林教授： 



 

 225

發展目標應針對未來技術的趨勢，多補助一點經費來從事研發。 

 

八、績效評估問題 

★蕭雅柏先生： 

在思考產學合作計畫大方向之際，是否也應將績效評估的問題一併考量？績

效評估的指標有很多面向，何種才算好呢？ 

（1） 錢多？技轉金高？ 

（2） 培育的研究人才多寡？ 

（3） 研究出版品（paper）多寡？ 

（4） 有無後續技轉？（有的教授可能不重視） 

八十八年成果權下放後，不乏著名的學者參加產學合作計畫，但卻完全沒有

技術移轉，那並不意味他們的研究計畫成果不佳。但為何未技轉，目前還未確定，

可能與當時環境與個人動機有關。 

（5） 繳庫金額多寡？（立法院所重視）→績效不佳 

繳庫金額多寡問題牽涉到國科會以往的制度，如權利金的技術建價評定過

程，是以高深技術的價值來評斷，抑或以技術推廣為原則而壓低技術價金，直接

牽涉到後續收入的問題。 

（6） 廠商評估標準？思考角度不同 

 

★綜合處蔡科長 

與廠商互動關係也是績效指標之一，但權利金的部分仍不能忽視，因為它是

一項比較可以具體顯現的指標。此外，技術移轉也是需加強的項目。 

 

九、總結： 

★劉處長： 

（1） 讓績效充分表達出來，以便國科會能對立法院、監察院有所交待，並更具

說服力。制訂明確配套措施，如訂定應於計畫書申請或成果報告書中呈現

的績效項目。 

（2） 激勵、驅動的力量，設立獎勵應用類獎項是長久以來欲推動的目標，但一

直未落實；學術研究仍是主流，對應用研究仍未充分給予肯定。所以教授

們還是傾向從事較簡易的計畫，如國家型計畫等。 

（3） 前期市場、技術、智財分析也可應用於現有成果對產業有幫助的技術上。

可對以往教授的研究作組合分析，再與後段的產業界相連結，若連結得好，

產學合作計畫的績效就會很快顯現。與技轉中心、工研院的連結也很重要。 

（4） 對未來技術的先導研究可以委外或自己做，也應與產學計畫作連結。 

 

★劉所長： 

（1） 產學合作計畫的績效表達方式需訂定出來，具體績效指標的如論文發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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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很重要，而無形的績效也要想辦法呈現（造就的研究生數、技術提升的

比例、技術移轉的成果），這是產學合作的目的之一，最重要的就是技術是

否有移轉。產學合作中已蘊含某種程度的技術移轉，除先期技轉金外，贊

助也可稱為廣義的技轉金，也應成為績效的一部份。針對技術移轉部分本

團隊已訂定四項辦法來因應。獎勵部分也在本團隊的規劃之中。 

（2） 技術移轉部分想辦法與卓越計畫或科專計畫接通，由於現在智慧財產權歸

屬學校，所以應由學校自行決定技轉方式，但我們可以提供管道（可採用

工研院方式等）；我們只要抓住核心，找出想要的績效的是哪些部分即可。 

（3） 現在的大環境對產學合作更有利，若能將相關的計畫資源串連起來，會產

生很大的效應、有更大的發展。 

（4） 由專業的人員來從事技術移轉工作的推動，可以找產業界的人士來擔任，

不再把技轉工作的負擔加在教授身上。 

（5） 目前行政院對產學計畫這一塊很注意，雖然受到很多壓力，但危機即轉機，

剛好趁機放手一搏，做出績效。 

（6） 未來只要國家型計畫有產業界參與，就會回歸至產學合作計畫中，因此，

產學合作計畫的基礎變大，可運用的資源、經費也就會多一點。 

（7） 對將來兩、三年的技術發展方向可做先導研究，以作為未來產學合作的方

向，列出較有績效可能的產業，或是與國家發展的方向相謀和的產業為目

標。針對幾項重點產業，給與較豐厚的經費補助。創新型研發則是產學合

作發展不錯的目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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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改進構想 
 
一、前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大學在知識創新與應用上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產

學合作的成效也被很多國家視為影響一國之產學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這樣的議題對

於我國來說又有其特別的意義。以往台灣的企業主要依靠成本的優勢在競爭，但是隨著

中國大陸及其他東南亞經濟體的興起，面臨了極大的壓力，因此往後我國唯有提升產業

創新的層次，才能夠持續維持競爭優勢，而與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合作是企業轉型的重要

方式。另外一方面，我國博士級研究人員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服務於大學，因此產業界如

果能有效地與大學進行研發有關的合作，一定對其技術創新與附加價值的創造有很大的

幫助。 

 

儘管產學合作有其重要性，然而有關這方面績效的提升，確有可能面臨很大的挑

戰。本文主要就產學合作雙方的動機、我國的現況與問題檢討來加以說明，並提出改進

的建議構想。 

 

二、產學合作的動機 
Peters & Fusfeld (1982) 認為業界與大學合作的原因主要包括：（1）取得高素質的

科技人員；（2）接觸較為前端的技術知識或研究；（3）尋求解決特殊問題的知識來源；

（4）使用學界的特殊設備。該研究同時認為學界想要與業界合作，其理由似乎更容易

理解，通常包含：（1）業界的資助代表另一項研發經費的來源；（2）「業界的」經費在

運用上沒有像「政府的」限制那麼多；（3）與業界的合作提供了師生接觸實務的機會；

（4）政府對研究經費贊助下配合款的要求。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則認為產學合

作對大學而言，主要有下列利益：（1）大學研究資金較為匱乏，因此，業界的支援是一

項重要誘因；（2）為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而業界較為重視的利益包括：（1）可以得到

一般的技術指導以及接觸最新的技術發展資訊；（2）分散風險與節省成本；（3）互補企

業本身的研究設施、能力、與技術；（4）可以間接獲取競爭者的相關知識；（5）激發內

部研發的創造力；（6）招募高品質的人力資源。 

 

以國內的研究來說，劉錦龍（民 72）可以說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該研究歸納出產

學合作對企業的利益包括：（1）企業可以有限的經費，運用到最佳的人才來協助解決問

題；（2）企業可以經由合作提高生產力、改良產品或開發新技術、新產品；（3）企業可

以使用昂貴的儀器設備；（4）可以吸收高水準的畢業生；（5）經由合作，可以縮短學習

時間。此外，曾鑫城（民 79）以新竹科學園區的資訊電子業為例，探討產學合作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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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障礙因素，該研究發現企業願意與大學合作的動機有：（1）技術資訊的取得；（2）企

業與外部環境的聯繫；（3）減少企業風險。大學願意與企業合作的主要動機則包括：（1）

經費、設備、收入等方面的實質支援；（2）教授對企業的的參與投入；（3）研究生的實

務經驗與就業。另外，吳豐祥（民 89b）就曾經參與過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的產學

雙方研究人員進行調查，其中有關合作動機的順序，如表 1所示。 

 

表 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雙方參與者之合作動機順序 

大學研究人員合作動機 企業研究人員合作動機 

（1）將學術研究加以應用/商品化 （1）取得較前端的技術知識 

（2）參與實務研究的機會 （2）為了解決特殊的問題 

（3）增加研究經費的來源 （3）解決研發人才的不足 

（4）增加學生實習經驗 （4）為了吸收學校優秀的人才 

（5）企業界經費的運用沒有政府限制多（5）降低研發成本 

（6）需要企業特殊設備來協助研究 （6）為了使用學校較昂貴的設備 

資料來源：吳豐祥（民 89b） 

 

三、我國產學合作研究之概況 
對我國來說，產學合作研究可以說是比較新的概念。事實上，一直到民國 70年代

初，我國教育部才准許所謂的產學合作 / 建教合作，在此之前，大學是不太被允許進行

產學合作的。儘管如此，仍然可以發現兩個對於促進產業界與學術界合作研發方面很有

貢獻的機構－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與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這兩個單位除了

接受業界的委託研究之外，還提供了技術服務與人才培訓（吳豐祥，民 87）。另外，國

科會有鑑於我國在新興產業的技術層次一直跟不上先進國家，認為產學合作績效不彰是

很重要的關鍵因素之一，乃於民國八十年九月主導訂定「鼓勵民間企業與學術界合作研

究計畫實施要點」，並於次年二月起全力推動「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簡稱「大產學」）。

另外，國科會特別針對中小企業而辦理的「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簡稱

「小產學」）亦已於今年正式開辦，本年第一期受理申請 801 件，核定 622 件，執行成

效仍待後續的追蹤；第二期受理 478件，目前仍在審查中。以下主要就「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的特點與執行成效加以說明： 

 

 

（一）我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的特色 

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為一至三年期計畫，強調超越性、先導性、實用性及不重覆模仿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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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界之研究人員須實地參與研究，並出資 25%以上之研究經費。 

3. 鼓勵博士人才參與計畫，導引學術界高科技人力投入產業界。 

 
（二）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執行情形 

1. 有關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近六年核定件數及投入經費如表 2所示： 

 
表 2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近六年之補助款列表     單位：仟元 

項   目 85年度 86年度 87年度 88年度 89年度 90年度 

核 定 件 數 

﹝分年計畫﹞ 
46 45 42 33 34 33 

國科會補助款 356,864 274,241 242,618 204,747 198,968 190,898 

合作廠商補助款 89,157 68,901 70,271 61,524 67,046 61,984 

補助款合計 446,021 343,142 312,889 266,271 266,014 252,882 
註：90年度統計至 90年 12月 31日止。 

89年度自 88年 7月 1日至 89年 12月 31日，計 18個月。 

 

2. 累計至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執行情形如下： 

（1） 受理申請數：205件 

（2） 已核定數：135件（均為二至三年之多年期計畫，累計 313件分年計畫） 

（3） 已投入總經費：新台幣二十六億八千五百萬元（國科會：二十億八千七百萬

元；廠商：五億九千八百萬元） 

（4） 出資合作廠商家數：218家 

（5） 廠商派員參與研究人數：972人 

（6） 參與之正副教授：528人，已培育博碩士生：1,808人 

（7） 申請專利數：223件﹝國內 120件，國外 103件﹞ 

（8） 已獲准專利數：152件﹝國內 96件，國外 56件﹞ 

（9） 已完成技轉數：64件 

 
四、我國產學合作的問題與檢討 
有關產學合作的障礙方面，大致上可歸納為三大類：（1）產學雙方價值觀的差異；

（2）研發成果資訊傳播的限制；（3）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吳豐祥，民 87）。就第一項來

說，大學與企業的存在，本來就有它們不同的目標，大學的存在是為了知識的進展、自

由的詢問、以及各種觀念思想的交換，同時，有時候一些學術界的研究人員也會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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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利潤導向或商業導向的研究。另外一方面，業界的存在主要是希望從對社會提供各

種產品服務當中，獲得適當收益以回饋股東及員工們。因此，與學界的目標有很大差異。

至於，有關研發成果資訊的傳播，大多數的學術人員經常認為知識是自由傳播的結果，

然而對產業界來說，新的知識常常被當成私有的財產以及是一種公司研發投入所得到結

果，因此，知識成果應使用在最有利於公司或使企業能獲得最大價值的地方。根據 Peters 

＆ Fusfeld（1982）的調查，大多數的大學允許那些資助學術研究的公司一段時間來過

目研究成果，以確保將要被發表的研究成果並未涵蓋公司所欲保有的專屬技術資訊。其

次，談到智慧財產權有關的問題。傳統上皆認為既然是政府出資或補助的研究成果，其

所有權當然屬於國家，然而根據實證的結果，發現若是專利為政府所擁有的話，其最後

商品化的比例並不是很高。所幸我國也已仿效歐美國家，於民國 89年通過「科技基本

法」，允許政府出資之研究計畫的成果智慧財產權下放給執行單位。而且對業界來說，

如果無法取得專屬授權的話，那終究無法保障它們原先的投資，因此，智慧財產權的問

題，也是產學合作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除了上述各國一般性問題外，我國在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方面也碰到了很多問題

33： 

（一）一般性問題 

1. 學術界之研發成果離商品化仍有一段距離 

2. 產、學界文化的差異 

3. 研究團隊中之學生終將畢業，後續研發不易持續 

4. 學生畢業進入職場，易衍生保密之問題，基於保護營業秘密，廠商對於藉由產學計

畫發展核心技術多所猶豫 

5. 相關資訊流通應再加強 

6. 無適當之獎勵機制 

 

 

（二）學術界之問題 

1. 學校高階主管人員不重視 

2. 大學研究人員／教授發表論文之壓力 

3. 大學教授升等評量之偏頗（通常僅著重期刊論文） 

4. 業界的研發常需要技術的整合；而大學研究人員常僅專注於某一科技領域 

5. 大學教授無意願或沒有時間進行研發成果的推廣事宜 

                                                 
33 彙整至國科會綜合業務處在推展「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所碰到的問題以及為改善此項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所舉辦的產官學研座談會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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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數大學尚未建立完善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 

 

（三）產業界之問題 

1. 合作廠商中途變更方向、要求減少出資或退出 

（1） 管理階層變動，理念不同 

（2） 經營策略變化 

（3） 市場變化(技術、產品) 

2. 合作廠商對智慧財產權所有權或專屬授權的需求 

3. 要求速成，不願等待 

4. 參與研發能力、技術承接能力不足 

 

五、產學合作改進的建議構想 
綜合前述有關我國在產學合作方面所碰到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的改進構想： 

（一）強化計畫與技轉中心/推廣單位的連結 

1.計畫執行機構申請資格：具有技轉中心或研發成果推廣單位者 

2.計畫申請書應說明事項 

（1）執行機構是否已設技轉中心或研發成果推廣單位  

（2）研發成果之歸屬、收入處理方式、後續推廣運用之規劃（包括程序、方法與可能

對象等） 

（3）如屬跨校整合型計畫，研發成果之歸屬，由總計畫執行單位及共同主持人所屬單

位協商規劃   

3.申請人申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時，應提供其過去執行國科會補助計畫所獲得研發成果

之運用績效（包括技轉數、專利數等），此等績效將除列為審查要件外，並應佔評分之

一定比率，總評意見內並應針對此項要件有所評論。 

4.計畫研究團隊人員應包括資深及新進人員，以利經驗之傳承。 

5.計畫執行機構可向本會申請就該校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進行評鑑，凡通過評鑑者，本

會將考慮增加補助計畫管理費之比率。 

（二）鼓勵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1. 鼓勵及加強跨領域整合(需有數個子計畫)，本會對此類型計畫將給予更高的優先性考

量，同時得預核更長的計畫年限。 

2. 本會得視國家與產業的需求，主動規劃整合型計畫的方向與範疇。  

 

（三）強化計畫申請前之技術/市場/智財分析 

1. 為使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書提出前有充分機會進行討論及規劃，計畫申請採分階

段提出及隨到隨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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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階段為技術/市場/智財分析計畫（執行期間一年以內） 

3. 第二階段為完整研究計畫（為多年期計畫）：應於技術/市場/智財分析計畫結束後一

年內提出完整研究計畫申請書 

 

（四）改善研發成果之歸屬與授權方式 

1. 合作企業出資＞50﹪（全程） 

研發成果全部歸屬於計畫執行單位所有，不需辦理先期技術移轉，合作企業有優先

授權之權利 

2. 25%≦合作企業出資 50≦ ﹪（全程） 

研發成果得由計畫執行單位及合作企業共有，合作企應辦理先期技術移轉（可專屬） 

3. 合作企業可於每一分年計畫申請時，調整全程出資額或中途退出，對於原參與出資

計畫之研發成果仍享有優惠之權利。 

 

（五）加強研發成果之考核與推廣 

1. 結案報告應檢附「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料表」 

2. 全程計畫結束後，應由學術處邀請當初之計畫審查人舉行結案審查會議。 

3. 計畫主持人過去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技術移轉績效，以及是否辦理前項成果推

廣說明會，將作為嗣後產學合作計畫之審查重點之一。  

 

（六）培育學術研發成果推廣人才 

1. 建立評鑑學校研發成果推廣機制之制度，通過本會評鑑者，酌予提高本會補助該校

計畫之管理費比率 

2. 設技術移轉個案獎勵金 

3. 補助研發成果發表活動所需經費 

 

（七）鼓勵學校建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 

為協助學校建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本會將持續積極培育相關人才，建議由科發基

金之研發成果收入部分予以經費支持。 

 

（八）建立誘因機制 

1. 研議設置相關獎項(如傑出應用科技獎) 

2. 於審查應用研究及研究發展計畫申請案時，主持人過去執行計畫之專利及技轉績效

應列為審查要件，有績效者並予以加分。 

3. 於審查大、小產學計畫時，除將過去專利及技轉績效列為審查要件外，並應佔評分

之一定比率，總評意見內並應針對此項要件有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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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由其他部會(如教育部、財政部‧‧‧等)共同塑造誘因機制，如教師升等、權利

金收入之租稅優惠等。 

 

（九）加強產學合作及技轉觀念宣導 

1.大學校長與高階主管 

（1） 全面性宣導：於【大學校長會議】中安排專題演講及政策宣導時段。 

（2） 區域性宣導：邀請研發成果較具規模之大學首長，於南部及北部各辦理一場

聯誼餐會，於會中做政策宣導。 

（3） 重點拜訪：重點拜訪大學校長，促請重視研發成果推廣工作 

2.教授及研究人員  

（1） 補助學校辦理各項研發成果推廣活動所需費用 

（2） 辦理相關研討會、說明會、講座等 

 

六、結論 
產學合作創新在知識經濟時代之下已是各國都非常關注的議題，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重要趨勢。然而，這方面的發展仍然是分常具挑戰性的，它需要政府政府、大學與產業

界充分的合作。從產學合作創新成效較為被推崇的美國來說，吾人可以發現，政府及大

學還是可以藉由比較有效的制度與機制來提升其成效。我們也相信，我國透過一些改進

的措施，同樣可以提升產學合作研究的績效；經由部分學術能量的釋放，以增進我國產

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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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產學合作研究概況 

國科會綜合業務處 

壹、前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大學在知識創新與應用上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

產學合作的成效亦被許多國家視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主要關鍵因素之一。早期台灣的企

業主要係依靠其成本優勢與世界各國競爭，但是隨著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經濟體的興起，

使我國企業面臨了極大的壓力，因此往後我國唯有提升產業創新的層次，才能夠持續維

持競爭優勢，而與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合作則是企業轉型的重要方式之一。另一方面，我

國博士級研究人員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服務於大學，因此產業界如果能有效地與大學進行

合作研發，對其技術創新與附加價值的創造應有助益。 

 

貳、背景說明 

對我國來說，產學合作研究可以說是比較新的概念，一直到民國七十年代初，教育

部才准許大學以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方式與業界共同進行研發。民國八十年，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鑑於我國新興產業的技術層次一直跟不上先進國家，

為導引學術界充沛之研發資源，協助產業界提昇創新產品設計或改進製程能力，於同年

九月主導訂定「鼓勵民間企業與學術界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八十一年二月訂定「鼓

勵民間企業與學術界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積極鼓勵產業界與學術界共同組成

研究群，進行創新技術、關鍵零組件及雛型品研發，並培育據實作經驗之高科技人才，

將我國產學合作業務又往前推進一步。 

 

配合社會經濟的變遷，國科會為加強推動產學合作研究，協助產業技術升級，陸續

修訂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相關規範並新增數項業務如下： 

一、將「鼓勵民間企業與學術界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及「鼓勵民間企業與學術界合

作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分別修訂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及「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八十四年十二月） 

主動將財團法人及政府研究機構納入合作對象，加強垂直整合上游學術資源，中

游研究機構以及下游產業界之研發人力與資源，有系統地進行共同合作研發工

作，以協助產業界提昇設計、創新產品及改進製程能力。 

二、增訂「補助技職校院發展應用性先期研究計畫實施要點」（八十八年十二月）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導引並協助技職校院從事實務性質之應用性研究計畫 

三、將「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及「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合併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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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八十九年七月） 

本次修訂除簡化作業程序外，在合作廠商出資比率、適用範圍、受補助單位及研

發成果歸屬等方面均有大幅度之變動。 

四、將「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修訂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九十年

十一月） 

主要修正重點包括：放寬認定合作廠商出資方式，合理採計廠商參與計畫之人員

的部分薪資；加強計畫執行績效之考核等。 

五、增訂「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九十年十二月） 

本新增計畫係為提昇中小企業技術水準而規劃，使本會產學合作研究之層面更為

廣泛。 

六、修訂「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九十一年七月） 

使相關作業規範更為明確 

七、將由學研界與產業界共同進行研究之國家型計畫納入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統一運作

模式（九十一年十月） 

 

參、執行現況 

有關國科會推動產學合作研究之現況分述如下： 

一、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產學）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係針對我國環境規劃，具有下列四項特色： 

1、強調超越性、先導性、實用性及不重複模仿性。 

2、合作廠商須支援 25%以上研究經費。 

3、合作企業之研發人員須實地參與研究。 

4、合作企業得派遣研發人員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5、鼓勵碩、博士人才參與計畫，導引學術界高科技人力投入產業界。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推動迄今，不僅促進理論與實作研究的平衡，更由於產業界直

接參與，使合作研究內容符合產業需求。此外，所培育具實作經驗之研究生

畢業後投入產業界，更成為提昇產業技術的尖兵，落實藏技於民。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截至 91 年 10 月 31 日止，共累計 235 件全程計畫申請案，

經核定執行者 144 件(其中國家型計畫 1件；每件計畫均為二至三年期之多年期

計畫（詳圖一），其領域分佈以電機電子類 37 件為最多、資訊軟體類 25 件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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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圖二）；投入經費約新台幣二十八億元（國科會投入新台幣約二十二億元，

合作企業投入約新台幣六億元）；並已提出 227 件專利申請案，取得 166 件國內

外專利，完成 71 項技術移轉案；合作廠商累計 245 家，廠商派員 1,112 人參與

研究；參與研究之正副教授累計 599 人，已培育博、碩士生 2,004 人。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成果與績效的呈現，除前述具體量化指標外，應再就

「以符合計畫宗旨，以及對於整體產業技術提升的全面影響」加以探討。換言之，

評估的指標除涵蓋論文發表、技術研發、專利申請取得、專門技術（Know How）、

人才培育、合作企業人力、吸引企業出資金額、技術移轉、權利金收入等，還應

該呈現技術研發的先導性與關鍵性、對業界技術與人才的研發能量提昇度、甚至

是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影響等非量化的效益。 

以在繞射式光學元件系列的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為例，其產出效益如下： 

（一）開創先導性產業技術：產出首創先進的 AVID都普勒干涉儀，不但獲得 1998

年 Photonic Award全球榮耀，並獲世界先進光電企業關注與肯定； 

（二）成立衍生公司落實研發成果之運用：合作企業扶植成立衍生公司，以全力

投入後續商品化技術開發及必要之市場資訊收集； 

（三）提昇企業技術的國際地位：合作研究扶植的衍生公司，具生產先進防偽技

術全像儀的全球獨家能力，進而成為國際全像生產協會 IHMA 全世界少數

理監事之一，大幅提升了國家的地位及公司的形象。 

（四）突破先進國家技術保護壁壘：日本長期掌握光學尺產品最關鍵的尖端技

術，國內藉由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研發，目前的成果已開發出較日本產品好

3-60 倍的產品，具有極大的商品競爭力與優勢。 

（五）掌握產業關鍵的上游技術：光學元件工具母機的開發能帶動整個產業的中

下游市場，目前本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研發成果中不僅開發出具體機具產

品，連相關的產品檢測技術也一併完成。所帶動的經濟效益會高達商品本

身銷售額的數十倍之多。 

（六）提升科技人力資源之運用：參與研究計畫之博士後研究人員，於計畫結束

後受聘至該合作企業服務，除延續相關技術之開發外，並解決民間企業科

技人才之不足，強化民間企業研發能力。 

另，本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生醫領域中長效麻醉新藥之開發成果，填補了國

內在相關領域技術的空白，並以完整的技術平台建立台灣在此領域中技術的領先

及獨占性。生醫產業的新藥開發，由於試驗流程的高成本及耗時費力，須經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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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才能有產品上市銷售，雖然目前尚在臨床試驗階段，但其前景可期，同時

接受技轉企業在全球有九個分公司，將來也可能對市場造成一定的影響性。 

圖一：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核定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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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91年10月31日止(以上每一件計畫均為二至三年之多年期計畫，共已核定340

件分年計畫)。89 年度自 88 年 7 月 1 日起至 89 年 12 月 31 日止，為期 18 個月。 

 

圖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已核定計畫之各領域分佈(共一四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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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小產學） 

中小企業占國內企業的大宗，而中小企業一般而言研發能力較為不足，為協助

渠等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本會特於九十一年規劃推動「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

培育研究計畫」，其目的包括： 

1.藉由計畫的執行，建立產業界與學術界之互動關係。 

2.鼓勵學校從事與民間中小企業需求結合之研究計畫，提昇產業技術水準。 

3.藉由計畫之執行，增進學校師生技術研發之經驗與能力，增加廠商延攬研發人才

之機會，並縮短廠商對新進員工之訓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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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係由本會與企業共同出資補助學術研究單位開

發產業技術，其特色包括： 

1. 合作企業限於中小企業 

2. 本會補助經費以新台幣五十萬元為上限 

3. 合作企業出資 25%以上，但低於 50% 

4. 辦理先期技術移轉 

九十一年第一期計畫受理申請 801 件，核定執行 622 件，辦理先期技術移轉授

權約 500 件，有合作廠商 622 家，培育博碩士生約 1800 人；九十一年第二期計畫

受理申請 487 件，目前正進行審查核定之作業。 

三、技職校院發展應用性先期研究計畫 

為引導並協助技職校院從事實務性質之應用性研究計畫，增加其技術研發經驗並提

升技術創新研發能力，與民間企業需求結合，本會於八十八年規劃推動「補助技職

校院發展應用性先期研究計畫」，希望藉由計畫之執行，加強技職校院對技術研發

之評估能力及建立與產業界之互動關係，並以輔導建立技職校院執行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之能力為長期目標。其計畫特色包括： 

1. 輔導研究環境未臻成熟之技職校院，培養其從事符合產業實務應用特色之研究。 

2. 以一年期之先期計畫幫助有潛力的技職研發能量，發展各校特色。 

3. 補助經費以不超過五十萬元為原則。 

技職校院發展應用性先期研究計畫係於八十九年開始受理申請，至九十一年十

月止，累計共受理申請 2,601 件，核定執行 419 件如表一。 

 

表一      技職先期計畫近三年績效統計表 

年年    度度  申申請請件件數數  核核定定件件數數  核核定定金金額額  培培育育研研究究生生  

8899  11,,331199  117755  66,,330022 萬萬元元  7799  

9900  775500  113355  44,,774455 萬萬元元  5500  

9911  553322  110099  33,,339900 萬萬元元  5533  

合合    計計  22660011  441199  1144,,443388 萬萬元元  118822  

 

肆、與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之區隔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產學）、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小產學）



 

 240

雖與經濟部學界科專均係運用學術界研發能量開發產業技術，但在定位及做法上仍

有區隔，其比較如表二。 

 

表二      國科會大、小產學與經濟部學界科專之比較表 

 定   位 目  的 研究領域 執行機構 業界參與 出資情形

大產學 

產、學界共同進行關鍵技

術及創新產品雛形研

發，落實藏技於民 

1.開發產業技術

2.人才培育 

3.促進產學交流

學研機構

自行規劃
學研機構

是 

(出資、研發） 

國科會與

合作企業

共同出資

小產學 
開發企業所需應用性技

術，落實藏技於民 

1.開發產業技術

2.人才培育 

3.促進產學交流

學研機構

自行規劃
學研機構

是 

（出資） 

國科會與

合作企業

共同出資

學界 

科專 

1.開發前瞻性技術，促成

領導型產業技術發展 

2.開發創新性技術，以推

動新興科技產業發展 

開發產業技術 
經濟部規

劃公告 
大學 否 

經濟部全

額出資 

 

伍、產學合作面臨的問題 

有關產學合作的障礙方面，大致上可歸納為三大類：（1）產學雙方價值觀的差異；

（2）研發成果資訊傳播的限制；（3）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吳豐祥，民 87）。就第一項來

說，大學與企業的存在，本來就有它們不同的目標，大學的存在是為了知識的進展、自

由的詢問、以及各種觀念思想的交換，同時，有時候一些學術界的研究人員也會明顯地

排斥利潤導向或商業導向的研究。另外一方面，業界的存在主要是希望從對社會提供各

種產品服務當中，獲得適當收益以回饋股東及員工們。因此，與學界的目標有很大差異。

至於，有關研發成果資訊的傳播，大多數的學術人員經常認為知識是自由傳播的結果，

然而對產業界來說，新的知識常常被當成私有的財產以及是一種公司研發投入所得到結

果，因此，知識成果應使用在最有利於公司或使企業能獲得最大價值的地方。根據 Peters 

＆ Fusfeld（1982）的調查，大多數的大學允許那些資助學術研究的公司一段時間來過

目研究成果，以確保將要被發表的研究成果並未涵蓋公司所欲保有的專屬技術資訊。其

次，談到智慧財產權有關的問題。傳統上皆認為既然是政府出資或補助的研究成果，其

所有權當然屬於國家，然而根據實證的結果，發現若是專利為政府所擁有的話，其最後

商品化的比例並不是很高。所幸我國也已仿效歐美國家，於民國 89年通過「科技基本

法」，允許政府出資之研究計畫的成果智慧財產權下放給執行單位。而且對業界來說，

如果無法取得專屬授權的話，那終究無法保障它們原先的投資，因此，智慧財產權的問

題，也是產學合作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除了上述各國一般性問題外，我國在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方面也碰到了很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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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一）一般性問題 

7. 學術界之研發成果離商品化仍有一段距離 

8. 產、學界文化的差異 

9. 研究團隊中之學生終將畢業，後續研發不易持續 

10.學生畢業進入職場，易衍生保密之問題，基於保護營業秘密，廠商對於藉由產學計

畫發展核心技術多所猶豫 

11.相關資訊流通應再加強 

12.無適當之獎勵機制 

 

（二）學術界之問題 

7. 學校高階主管人員不重視 

8. 大學研究人員／教授發表論文之壓力 

9. 大學教授升等評量之偏頗（通常僅著重期刊論文） 

10.業界的研發常需要技術的整合；而大學研究人員常僅專注於某一科技領域 

11.大學教授無意願或沒有時間進行研發成果的推廣事宜 

12.多數大學尚未建立完善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 

 

（三）產業界之問題 

5. 合作廠商中途變更方向、要求減少出資或退出 

（1） 管理階層變動，理念不同 

（2） 經營策略變化 

（3） 市場變化(技術、產品) 

6. 合作廠商對智慧財產權所有權或專屬授權的需求 

7. 要求速成，不願等待 

8. 參與研發能力、技術承接能力不足 

 

陸、國科會產學合作改進的建議構想 

綜合前述我國在產學合作方面所碰到的問題，國科會擬提出下列改進構想： 

（一）環境塑造及觀念宣導 

1、加強導引技職校院研發能量之投入 

2、加強與其他部會相關計畫之結合(如經濟部之 SBIR 等) 

3、建立誘因機制 

4、鼓勵學校建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 

5、培育學術研發成果推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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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強產學合作及技轉觀念宣導 

 

（二）改善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產學)整體機制 

1、鼓勵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2、強化計畫與技轉中心/推廣單位的連結 

3、強化計畫申請前之技術/市場/智財分析 

4、改善研發成果之歸屬與授權方式 

5、加強研發成果之考核與推廣 

柒、結論 

產學合作創新在知識經濟時代之下已是各國都非常關注的議題，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重要趨勢。然而，這方面的發展仍然是非常具挑戰性的，它需要政府、大學與產業界充

分的合作。從產學合作創新成效較為被推崇的美國來說，吾人可以發現，政府及大學還

是可以藉由比較有效的制度與機制來提升其成效。我們也相信，我國透過一些改進的措

施，同樣可以提升產學合作研究的績效；經由部分學術能量的釋放，以增進我國產業的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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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策略規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卅分 

開會地點：科技大樓十八樓 1805會議室 

主持人：劉錦龍處長 

出席人數：13人（國科會 7人；研究團隊 6人） 

議程： 

 

一、引言 

潘副處長： 
由於產學合作計畫本身的基礎並非十分紮實、考核制度也不是相當完善，

再加上立法院與監察院相當關切產學合作計畫的推動績效，所以一再針對此項

議題召開集會，希望藉由與研究團隊的意見交流，來檢討、調整產學合作的相

關實施辦法，找出更佳的方案，進一步提升產學合作計畫的績效。首先，應探

究學界（教授、學校）與業界參與產學合作計畫的動機（對他們有何好處），針

對其需求，對症下藥，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推動起來也比較順暢。 

 

二、報告並討論「國科會與經濟部開發產業技術相關計畫比較表」 

蔡科長： 
學界科專的補助金額與產學計畫相較高出很多，故產學計畫的吸引力並不

大。學界科專的設備費由國科會補助。 

 
劉所長： 
針對學界科專作調查，找出產學合作計畫的立基之地。 

 
馬教授： 
1. 每項學界科專參與的人員眾多、分項子計畫很多，再加上，相關的規定要求
十分繁複（撰寫研究記錄簿、密集的召開團隊會議等），並不如外界想像那

樣具吸引力。 
2. 學界科專截至去年底共計十八件，可以深入對這些計畫作分析、研究，試圖
呈現出產學合作計畫與學界科專的區別。 

3. 想要提升產學合作的績效，必須找出某些有利的指標，以求真正體現出產學
合作的成果，如對產業所產生的影響（產生多少新的投資、創造多少就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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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政府所重視的就是後續的投資，所以應該將有利於彰顯產學合作績

效的成果呈現出來。 

 
三、報告「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機制規劃時程表」（國科會王瑛瑛小姐報告） 
團隊建議：縮減修正草案的版本數，以加快產學合作計畫的修法進程。 

 
四、針對「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面臨之問題及初步改進構想」做調整，並進一步

加以確認 
蔡科長： 
1. 根據科資中心針對產學合作計畫所做的報告中可以發現：業界認為產學合作
有其貢獻，但仍須調整。產學合作計畫的調整可為短期與長期兩階段：短期

部分則是針對現有的機制做調整，並協助政府擬定政策，將產業技術資源整

合起來；目前產學合作計畫的定位並非十分明確，所以長期的規劃則是為產

學合作找出一個合適的位置，即長期企圖是在探尋國家產業政策的研發地圖

中尚未被開發的部分，作為國科會調整的方向，為產學合作計畫找出合理的

定位。 
2. 產學合作計畫與經濟部的學界科專很類似，不過學界科專是針對整個產業，
而產學合作計畫則是針對各產業，國科會與經濟部的角色似乎錯置，應如何

調整？抑或應如何與其他部會整合？都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3. 需要團隊協助的部分：（1）蒐集各部會資料、國外資訊，進一步作政策分析、
提出建言，找出哪些部分是政府可以著力、調整的地方，以求對國內產業有

所貢獻；（2）充實產學合作計畫與各部會相關計畫比較的資料。 

 
劉所長： 
產學合作計畫的短期問題應先解決；表象上的劣勢、角色錯置等問題則需

長時間的規劃、重整，以求改善。 

 
★ 初步改進構想部分除第三、四項需進一步討論外，其他項目純屬技術、程序

上的規定，不需再深入討論。 
1. 先期技術/市場/智財分析 
耿筠教授： 
（1） 是否作先期分析要視計畫大小而定。大產學可訂立一個計畫經費標準，

超過這個上限才需作先期分析。 
（2） 以往工研院曾受經濟部委託辦理類似的分析，透過組織委員會來對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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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計畫針對技術領域部分作審查與建議。 

 
生物處： 
（1） 獨立進行先期計畫分析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可能約半年），若有的計畫較

為急迫，反而覺得先期分析相當麻煩。 
（2） 先期分析若由學校或教授自行進行，可信度雖然可議，但若計畫金額過

高，仍應請學校或教授補繳相關的分析資料，交由國科會審查。 
（3） 若需本處組成審查委員會，請提供技術專家名單。 

 
2. 研發成果之歸屬與授權 
吳豐祥教授： 
為了避免學校任意共有，而損及國科會的權益，建議將智慧財產權歸屬學

校，廠商則獲得優先授權的權利，如此也可捍衛住學校從事第二階段研發的權

利，不致被廠商剝奪。 

 
蔡熙文博士： 
（1） 以台灣社會環境來說，多數的公司在進行投資時，都會把獲得智慧財產

權的數量，作為衡量的標準。由於對無形資產的重視日增，廠商也會試

圖爭取研發成果、取得智慧財產權。 
（2） 國內中小企業多，若將門檻訂於 50%，會不會過高，因而降低廠商參加

產學合作計畫的意願。 

 
劉所長： 
（1） 關於研發成果歸屬的部分可以參考工研院的方式。 
（2） 儘可能維護學校的權益，不要斷送學校未來繼續研發的機會。 
（3） 針對這部分，我們只要訂定原則，其他事項由產、學雙方自行訂立合約

規定。 

 
小結： 
維持現行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四條，並依法辦理。僅訂定幾項基本原則，其餘由產學雙方自行協商。除現行

第四條規定外，基本原則上包括： 
（1） 學校所獲得的權利金不得低於國科會的出資比例。 
（2） 產學雙方的協議不得影響學校未來自行研發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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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學校在產學互動中居弱勢，所以應加強宣導，提醒學校勿任意放棄
自身的權益。此外，也要加強學校對智慧財產權的管理。 

 
3. 先期技轉金問題 
劉處長： 
工程處相當關切產學合作計畫是否收取先期技轉金的問題。 

 
討論內容： 
（1） 小產學由於立即實用、距商品化階段近，所以廠商願意付先期技轉金來

買該項技術。反觀大產學成果不能立即呈現、距商品化還有一段距離，

要廠商先付先期技轉金可能有困難。 
（2） 雖然大產學所付的先期技轉金不能買到立即的技術，但卻是肯定教授們

多年來研究經歷的一種表示。 
（3） 團隊認為此部分需保留彈性，留待產學雙方自行討論與議訂。 

 
4. 績效問題 
績效必須追蹤很多年的資料，不只觀察前一年而已。可以委託工程中心來

調查。 

 
 
◆ 補充 
大產學－為整個產業著想 
中產學－為產業公會著想 

 
◆ 其他問題－給大學之額外管理費 
列入考核的項目包括績效、人才培訓、技轉中心、基礎設施等。 

 
 

附件一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機制規劃時程表 

附件二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面臨之問題及初步改進構想 

附件三 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與其他部會相關計畫之比較 

附件四 國科會與經濟部開發產業技術相關計畫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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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機制規劃時程表（團隊部分） 

時  間 事     項 備  註 

92年 1月 21日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已結案)績效評估會議（科資中心）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已結案)之績效分析及評估 
92年 2 月 12 日 團隊提出資料：針對本會提出之改進構想提出意見並擬定修法方向及

與各部會整合構想 

 

92年 2月 13日 產學合作會議（團隊會議）：討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修法方向及後續

與各部會整合之構想 
彙整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目前面臨之困難及問題，提出

初步改進構想（包括修法方向及後續與各部會整合之

構想等）後，提學術會報討論確認 
92年 2 月 17 日 團隊提出資料：修法方向及與各部會整合構想(修正後) 團隊依據 2月 13日會議討論決議完成「修法方向及與

各部會整合構想」之修正後，送本會彙整提學術會報

討論 
92年 2月 20日 學術會報：討論並確認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修法方向及後續與各部會整

合之構想（初步政策上的確認） 
 

92年 2 月 26 日 團隊提出資料並安排修法座談會議相關事宜（包括開會通知單、議程

及會議資料） 

團隊依據 2月 20日學術會報決議，完成產學合作機制
規劃及作業要點修法方向、重點等 

92年 3月上 舉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機制規劃及作業要點修正座談會 
（類似修法公聽會） 

就學術會報討論之結論，擬定本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機制規劃及修法重點後，邀請產、學、研代表舉行座

談會（藉由公告方式，獲取各界建議與意見） 
92年 3 月上/中 團隊提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一版），並安排修

正草案討論會議相關事宜（包括開會通知單、議程及會議資料） 

團隊依據 3月上座談會決議，擬定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一版）後，送給本會彙整提修

正草案討論會議 
92年 3月中旬 1.針對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一版）舉行討論會（團

隊及本會相關處室） 
1.就修正草案（第一版）舉行討論會議 
2.就 2月 20日學術會報討論之結論，完成彙整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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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跨部會合作機制協調進行討論 比較各相關部會(如經濟部、教育部等)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之現況、與本會之區隔等，並提出如何與各部會

合作及其後續整合等事宜 
92年 3 月下旬/4 月

初 

團隊提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二版） 團隊依據 3月草案討論決議，完成修訂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二版）後，送給本會彙整

提學術會報 
92年 4月中旬 學術會報：討論修正後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二

版） 
 

92年 4 月中/下 團隊提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三版） 團隊依據 4月學術會報討論決議，完成修訂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三版）後，送給本會

彙整提本會法規委員會 
92年 4月下旬 1.舉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三版）討論會議 

2.召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跨部會合作機制協調會議 
1.就修正草案（第三版）舉行討論會議 
2.擬邀請相關部會，如經濟部、教育部等，討論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跨部會合作及其後續配合等事宜 

92年 4月下/5月~~法規委員會：討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三版）  

92年 5月~~ 本會主管會報  

92年 6月~~ 公布施行  

 
PS. 團隊建議將修正草案的版本數由三版減至兩版，甚至一版即可完成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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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面臨之問題及初步改進構想 
（紅色部分為討論意見） 

 

壹、問題 
一、一般性問題 

1.學術界之研發成果離商品化仍有一段距離 

2.產、學界文化的差異 

3.參與研究之學生終將畢業，造成計畫之後續研發不易持續 

4.學生畢業進入職場，易衍生保密之問題，基於保護營業秘密，廠商對於藉由

產學計畫發展核心技術多所猶豫 

5.相關資訊流通應再加強 

6.無適當之獎勵機制 

 

二、學術界之問題 

1.學校高階主管人員不重視 

2.大學研究人員／教授發表論文之壓力 

3.大學教授升等評量之偏頗（通常僅著重期刊論文） 

4.業界的研發常需要技術的整合；而大學研究人員常僅專注於某一科技領域 

5.大學教授無意願或沒有時間進行研發成果的推廣事宜 

6.多數大學尚未建立完善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 

 

三、其它問題 

1.合作廠商之配合款可否分期支付？ 

（現行：合作廠商一次且不分期支付配合款後，學校憑廠商付款証明向國科會

辦理簽約撥款） 

2.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可否擔任唯一之合作廠商？財團法人能否為受補助單位？ 

（現行：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得擔任合作廠商，惟仍須有其他合作企業加入研究） 

3.共同參與研究之學校可否共有研發成果？其同意之條件為何？（申請書＋成

果讓與合約書） 

（現行：研究成果歸屬於計畫主持人之學校；依據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6條

規定：經資助機關同意後，計畫執行機構得將研發成果讓與第三人） 

（1） 研發成果主要還是歸屬於計畫總主持人之學校，權利金則由各主持人共

享，金額由技轉中心處理，或於合約中述明。不過，依據智慧財產權法，

只要有貢獻的學校仍應享有研發成果。 

（2） 同意條件依現行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6條規定：經資助機關同意後，計

畫執行機構得將研發成果讓與第三人。 

（3） 成果讓與合約書於可於申請時提出，也可於成果出現後再提出，賦予彈性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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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發成果分散問題：由於個案不同，應以合約為準。但為了有效遏止各單

位各自為政、無法整合現象發生，仍應由計畫總主持人統籌一切事務，包

括簽約、控管預算等。不過，基於市場機制的運作，為了分享權利金，各

單位仍會謹守合作原則。 

4.研究成果共有之問題：是否全部歸屬於學校，廠商擁有優先授權等優惠？ 

研究成果全部歸屬學校，廠商是否可獲優先授權則由雙方於合約中自行明訂。

詳見「修訂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四部分。 

5.是否辦理先期技術移轉？ 

（現行：無此規定） 

 

貳、初步改進構想 

 
一、修訂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 強化計畫與技轉中心/推廣單位的連結 

（（11））計計畫畫執執行行機機構構申申請請資資格格：：具具有有技技轉轉中中心心或或研研發發成成果果推推廣廣單單位位者者  

（（22））計計畫畫申申請請書書應應說說明明事事項項  

－－執執行行機機構構是是否否已已設設技技轉轉中中心心或或研研發發成成果果推推廣廣單單位位    

－－研研發發成成果果之之歸歸屬屬、、收收入入處處理理方方式式、、後後續續推推廣廣運運用用之之規規劃劃（（包包括括程程序序、、方方法法

與與可可能能對對象象等等））    

－如屬跨校整合型計畫，研發成果之歸屬，由總計畫執行單位及共同主

持人所屬單位協商規劃（提供研發成果讓與合約書） 

－如辦理先期技轉者，應填具先期技轉金額及預期研究成果 

（（33））學學校校申申請請產產學學合合作作研研究究計計畫畫時時，，應應提提供供下下列列資資料料：：  

－過去執行國科會補助計畫所獲得研發成果之運用績效（包括技轉數、

專利數等），此等績效將除列為審查要件外，並應佔評分之一定比

率，總評意見內並應針對此項要件有所評論。 

 

2 鼓勵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鼓鼓勵勵及及加加強強跨跨領領域域整整合合((需需有有數數個個子子計計畫畫))，，本本會會對對此此類類型型計計畫畫將將給給予予更更高高

的的優優先先性性考考量量，，同同時時得得預預核核更更長長的的計計畫畫年年限限。。  

 

3 強化計畫申請前之技術/市場/智財分析 

（（11））為為使使計計畫畫主主持持人人於於研研究究計計畫畫書書提提出出前前有有充充分分機機會會進進行行討討論論及及規規劃劃，，計計畫畫申申

請請採採分分階階段段提提出出及及隨隨到到隨隨審審制制（（考考慮慮刪刪除除））  

－－第第一一階階段段為為技技術術//市市場場//智智財財分分析析計計畫畫（（執執行行期期間間一一年年以以內內））  

－第二階段為完整研究計畫（為多年期計畫）：應於技術/市場/智財分析計

畫結束後一年內提出完整之全程研究計畫申請書（（考考慮慮刪刪除除）） 

（2）提出申請書時，應同時繳交先期技術/市場/智財分析報告，交由相關委員

會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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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研發成果之歸屬與授權方式 

維持現行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四條，

並依法辦理。僅訂定幾項基本原則，其餘由產學雙方自行協商。除現行第四條

規定外，基本原則上包括： 

（4） 學校所獲得的所有權、權利金比例不得低於國科會的出資比例。 

（5） 產學雙方的協議不得影響學校未來自行研發的權利。 

（6） 由於學校在產學互動中居弱勢，所以應加強宣導，提醒學校勿任意放棄自

身的權益。 

 

5 加強研發成果之考核與推廣 

（（11））結結案案報報告告應應檢檢附附「「可可供供推推廣廣之之研研發發成成果果資資料料表表」」  

（（22））全全程程計計畫畫結結束束後後，，應應由由學學術術處處邀邀請請當當初初之之計計畫畫審審查查人人舉舉行行結結案案審審查查會會議議。。  

計畫主持人過去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技術移轉績效，以及是否辦理成

果推廣說明會，將作為嗣後產學合作計畫之審查重點之一。 

 

6 加強審查機制及保密約定之建立 

（1）審查委員應至少包括一至二位具有技術移轉或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管理

推廣經驗之學者專家 

（2）審查重點應包括研究內容、研究重要性、人員組成、機構配合條件、經費

及人力需求之合理性、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管理推廣規劃 

（（33））於於審審查查應應用用研研究究及及研研究究發發展展計計畫畫申申請請案案時時，，主主持持人人過過去去執執行行計計畫畫之之專專利利及及

技技轉轉績績效效應應列列為為審審查查要要件件，，有有績績效效者者並並予予以以加加分分。。  

（4）於審查產學計畫時，除將過去專利及技轉績效列為審查要件外，並應佔評

分之一定比率，總評意見內並應針對此項要件有所評論。 

（5）研究團隊/審查委員之保密約定及利益衝突等規範， 

 

7 其他 

－申請書： 

（1）增列先期技轉金額欄 

（2）申請書中英文版 

（3）經費編列說明：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主持費不得編列管理費 

－採用線上申請及繳交報告等方式 

－研究報告之繳交除紙本外，亦應包括光碟片（現行：結案報告一式三份） 

 

二、其他配合措施 
1鼓勵學校建立研發成果推廣機制 

（（11））設設技技術術移移轉轉獎獎個個案案勵勵金金  

（2）補助研發成果發表活動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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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誘因機制 

－－研研議議設設置置相相關關獎獎項項((如如傑傑出出應應用用科科技技獎獎))  

 

3 加強產學合作及技轉觀念宣導 

（（11））大大學學校校長長與與高高階階主主管管  

－－區區域域性性宣宣導導  

邀邀請請研研發發成成果果較較具具規規模模之之大大學學首首長長，，於於南南部部及及北北部部各各辦辦理理一一場場聯聯誼誼餐餐會會，，

於於會會中中做做政政策策宣宣導導。。  

－－重重點點拜拜訪訪  

  重重點點拜拜訪訪大大學學校校長長，，促促請請重重視視研研發發成成果果推推廣廣工工作作。。    

（（22））教教授授及及研研究究人人員員    

－－補補助助學學校校辦辦理理各各項項研研發發成成果果推推廣廣活活動動所所需需費費用用  

－－辦辦理理相相關關研研討討會會、、說說明明會會、、講講座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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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與其他部會相關計畫之比較 

92.02.13吳豐祥 

壹、我國現行研發補助制度（一） 
 

研發補助

制度 

業界合作

計畫 
（廠商參與

一般科專） 

業界科專

計畫 
學界科專計畫

主導性計

畫 

產學合作

計畫 
（大產學） 

產學合作計

畫 
（小產學） 

主管單位 技術處 技術處 技術處 工業局 國科會 國科會 

計畫目的 
科專成果

運用 
關鍵性技

術 

開發（產業所

需）具前瞻

性、創新性技

術 

關鍵性產

品 

◆開發產

業技術 
◆人才培

育 
◆促進產

學交流 

◆開發產業

技術 
◆人才培育 
◆促進產學

交流 

補助

對象 
財團法人 廠商 學研機構 廠商 學研機構 學研機構 

補

助

方

式 
金額

比例 

1.政府出
資≦90% 
2.廠商配
合款≧

10% 

1.政府出
資≦90% 
2.廠商配
合款≧

10% 

1.政府出資
100%
（1000-5000
萬） 
2.業界參與由
學校自行規劃

與協商 

1.政府出
資≦25%
2.配合款
（貸款）

≦25% 
3.廠商自
籌款≧

50% 

1.政府出
資≦75% 
2.廠商配
合款≧

25% 

1.政府出資
50%-75% 
（上限 50
萬） 
2.合作廠商
出資

25%-50% 

智財權歸

屬 
財團法人 業界 大學 業界 大學 大學 

廠商回饋 
授權金 
權利金 

授權金 
權利金 

研發成果收入

20%繳交經濟
部 

回饋金 
配合款攤

還 

權利金 
衍生利益

金 

權利金 
衍生利益金

上述部分資料參考葉勝年（民 87） 



 

 254

貳、我國現行研發補助制度（二） 
 

研發補助制

度 

國營事業協助 
中小企業研發

計畫 
關鍵產品計畫 創新技術計畫 

SBIR 
（中小企業創新研

究計畫） 

主管單位 國營會 科管局 科管局 技術處 

計畫目的 產品/技術 關鍵性產品 產品/技術 產品/技術 

補助對

象 
研究單位 園區廠商 園區廠商 中小企業 

補

助

方

式 
金額比

例 

1.國營事業出資
≦75% 
2.廠商出資≧
25% 

1.政府補助款≦
25% 
2.廠商自籌款≧
75% 

1.政府獎助金≦
50% 
（上限 500萬）
2.廠商配合款≧
10% 

1.政府出資
25%-50% 
2.廠商配合款
50%-75% 
3.先期研究、技術
研發 

智財權歸屬 
業界 業界：所有權/

移轉權 
業界 業界 

廠商回饋 無 無 無 
權利金 
衍生利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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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科會大、小產學與經濟部學界科專之比較表 
 

 定   位 目  的 研究領域 執行機構 業界參與 出資情形 

大產學 
產、學界共同進行關鍵技術

及創新產品雛形研發，落實

藏技於民 

1.開發產業技術 
2.人才培育 
3.促進產學交流 

學研機構自行規劃 學研機構 
是 

（出資、研發）

國科會與合作企業

共同出資 

小產學 
開發企業所需應用性技

術，落實藏技於民 

1.開發產業技術 
2.人才培育 
3.促進產學交流 

學研機構自行規劃 學研機構 
是 

（出資） 
國科會與合作企業

共同出資 

學界科專 

1.開發前瞻性技術，促成領
導型產業技術發展 
2.開發創新性技術，以推動
新興科技產業發展 

開發產業技術 經濟部規劃公告 大學 非必要 經濟部全額出資 

資料來源：國科會綜合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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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產學與學界科專初步比較結果34 
 

 相似點 相異點 

計畫目的 釋放學界研發能量、協助開發產業技術 

1.大產學著重於「人才培育」； 
學界科專則著重於「主題式研發能量之持續累積」以及

「大學研發中心之建立」，且強調跨領域及跨校際之合

作。（2） 
2.大產學較朝往合作廠商特定需求之方向發展技術； 
學界科專則朝向（產業）前瞻性、創新性技術來發展。 

研究領域   
大產學由學研機構（與廠商）自行規劃； 
學界科專則由經濟部先規劃及公告 

廠商參與  
大產學一定有合作廠商參與； 
學界科專的業界參與非必須（3） 

研發成果移轉對象  
可能有異： 
大產學以廠商為主； 
學界科專以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為主（4） 

計畫經費 
大產學：約 2,000萬 / 3年 
學界科專：1,000-5,000萬 / 3-5年 

 

智慧財產權歸屬 皆下放給執行機構：大學  

回饋方式 研發成果之收益的 20%繳交政府  

 

                                                 
34 92年 2月 13日討論意見：(1)國科會與經濟部的角色錯置，應設法調整－國科會應主導國家整體產業發展；而由經濟部對特定產業企業的技術需求進行協助；
(2)最有利先決條件：有研發中心的學研機構；(3)有業界參與可能遭致反對，甚至認為該技術因而缺乏前瞻性；(4)廠商亦可，定位並非十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