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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如何發掘我國創新能量並衍生成產

業創新動能是我國政府未來很關鍵的施政重點。本研究主張，科技人

文之結合是提升創新價值之重要方式，而學術研究產業化是提升我國

產業競爭優勢之重要作為。基於此，本研究深入探討如何提升我國人

文智慧以及台灣學研地位等兩大議題，以進一步做為人文智慧提升及

學術研究產業化之政策建議。 

在第一部份的科技人文結合的人文智慧提升策略上，本研究團

隊透過四次的內部會議、一次專家訪談及相關次級文獻資料的收集，

在 2012 年 1 月提出提升我國人文智慧的人文、科技、創新、區域四

個策略元素，並依此作為論述人文智慧提升策略。本研究在這方面提

出兩個推動人文智慧提升的策略及四個研究範疇，一為發展區域創新

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在此策略下，主要訴求科技創新以區域為

發展基礎，並最終能接軌為全球創新中心; 一為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

結合科技人文發展。主要是訴求科技創新能夠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及整

體城市的發展，並最終邁向著名創新型地區之列。針對區域創新系統

之推動，本研究提出我國應該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配合區域特色共

同規劃地方特色產業、提供地方政府適性適域的資源、推動科技產業

與地方傳統產業一同合作發展、建立有效的方案執行評估制度等的政

策建議；針對我國全球創新中心之推動，本研究提出我國應該開始推

動研究單位之研究成果國際化、建設有利於全球創新中心設置的相關

基礎建設、朝向能發展全球創新中心的前提下進行現有科學園區之重

新規劃、先行選擇具有高發展潛力之我國產業成為全球創新中心、引

導改變傳統代工模式致力產品附加價值提升與國際化等的政策建

議。在針對整體社會創新發展應結合科技與人文的思維下，本研究認

為若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優先推動領域，則政府應該要開始發展可結

合文化創意領域的產業科技政策、鼓勵高科技產業進行產品設計時的

人文美學軟創新設計思維、推廣文化創意產業加值服務、鼓勵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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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家的創業、產生文化藝術與科技創新連動的氛圍等政策。在針對科

技服務融合的發展方面，本研究建議，政策上可以城市再生與科技發

展產生連動的方向著手，做法上應該先進行國土綜合運用計畫與區域

都市細部計畫的相容整合、推動生態基本環境的建立、推動公共服務

系統的創新、推動都市更新再生的空間重組等，同時也要先找出科技

應用可以切入之處。 

第二部分的學術研究產業化之發展策略上，本研究強調我國應

重新定位學研機構的功能與角色，此外，也應強調學術研究產業化機

制之設置。另外，本研究計畫很重要的目的，即是配合第九次全國科

技會議的進行，提供先期的研究與政策建議。在初期的發展上，首先

由國科會訂定七大關鍵議題，做為此重要會議的討論主軸，並分別由

一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擔任議題主講人。本研究計畫即負責執行議題

一的研究。隨後，本研究計畫團隊與國研院政策中心人員於 2012 年

5月 7日向七大議題內的議題一主講人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進行請

益，確立「議題一：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之亮點方向，並最終

定出學術評鑑制度、學術補助政策與機制、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機制

等三個部分是目前我國要提升學研地位之首要著手處。自議題一內容

形成後，本研究團隊開始進行各界重要意見領袖與本議題相關言論之

收集與彙總，並進一步請益五位學研界專家，確認預計深入研析之方

向，之中亦舉辦了三場專家論壇，邀請國內近 50 位科技發展領域的

重要專家與會進行多元意見交流。過程中，也持續參與國科會舉辦的

跨部會協調會議。最終，本研究根據三個議題亮點提出三個發展方向

之政策建議。在學術評鑑制度之再精進的政策願景上，本研究提出政

府應該整體性規劃不同層級之學研評鑑體系，以引導並提升科研計畫

對社會貢獻的效益；落實教研機構特色定位之建立，如依資源導引及

單位特性採取不同權重之多元評鑑指標；完善科研計畫事前評估、事

中評估與長期效益追蹤之配套機制；研究人員評估及升等條件應更有

彈性。在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建立的政策願景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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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政府應該妥善配置資源並培養優勢領域，自由探索與問題解決研

究並重；建立問題導向研究的形成機制；強化跨領域及跨國之問題導

向研究。在朝向達成第三個發展方向：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建立

的政策願景上，本研究提出政府應該鼓勵業界參與學(研)界人才培育

與研發，設立講座及資助問題導向研究；建立產學合作利益揭露機制

與利益衝突規範；加速完善公教研分途之體制。 

總體而言，本研究認為科技創新發展若能加入人文的思維，將

是成就高附加價值經濟活動的重要方式; 而重新定位大學角色並使

學術研究能與產業化連結，則是提升我國整體競爭力的重要方式。爰

此，未來我國政府進行科技政策擬訂及機制設立時，建議應該結合人

文智慧提升的考量並強調學術研究與產業化連結的重要性。 

 

 

關鍵詞：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科技政策、文化創意產業、城市再

生、區域創新系統、全球創新中心、學研評鑑機制、學研

補助機制、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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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50年代至今，我國產業發展可概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

為勞力密集工業進口替代時期，第二階段為勞力密集出口擴張及重化

工業進口替代時期，第三階段為高科技工業萌芽時期，第四階段為高

科技工業出口擴張時期。並在全球經濟及大環境的改變之下，台灣已

經進入第五階段的產業發展，逐漸將台灣從「效率導向」帶往「創新

導向」。因此，台灣產業應該開始思考創新、科技與未來產業間之關

係，關心重點也應加入人和歷史以、人和未來與人與區域的關係，以

追求發展能回應生活想像及生活需求滿足的跨領域發展基礎及機制。 

我國於民國 88年公布的科學技術基本法，其第 1條即明文說明

我國科技與整體社會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並清楚地指出科技發

展的目標在於「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續經濟發展，加強生態保護，

增進生活福祉，增強國家競爭力，促進人類社會之永續發展」；並強

調科學發展對整體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影響。由此可知，科技基本法的

立法精神，是以能提升台灣全民福祉為主要依歸，期許科學技術發展

轉為對社會與經濟發展上的貢獻。過去，我國科技政策的制定過程似

乎較少從非科技、人文、及跨領域整合的觀點出發，也甚少強調學術

研究對經濟發展、社會福祉提昇的助力，但以創新經濟的產業發展觀

點，引導「國家創新系統」中的產、官、學、研融入社會需求、人文

發展、經濟提升等使命，是完備國家整體科技發展體系及建立競爭優

勢的重要做法。因此，科技發展能有文化創意思維、學術研究發展能

有產業應用端連結效應，是政府未來施政之重要課題。 

基於科技人文結合是創新價值提升之重要方式，而學術研究產

業化是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優勢重要作為的概念下，本研究將進行兩個

部分的執行，第一部分將進行結合科技人文下提升我國人文智慧之研

究，第二部分將進行提升台灣學研地位之研究。第一部分的撰寫主

軸，主要訴求能提升我國人文智慧的策略目標，以達成人文關懷、科

技創新與區域發展之跨領域整合。將研究範疇設定在區域創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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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創新中心、文化創意產業及城市再生的創新推動建議上。透過人

文、科技、創新、區域四個策略元素，本研究提出兩個發展策略：發

展區域創新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結合科技

人文發展，目的在於朝向產業創新人文化，區域創新國際化，社會創

新在地化之目標，使我國政府擬定科技政策與推動科技研發時，能兼

顧人文創新的「人本、在地、共創」理念(吳思華，2013，擷取自李

淑華，2013 報導)；第二部分則是以提升台灣學研地位為撰寫主軸，

這個部分的議題是在 2012 年 4 月後才加入探討，並不在原先的計畫

申請書內。第二部分的計畫內容旨在聚焦國內當前重要議題：台灣學

研地位提升，強調重新定位我國學研之功能與角色，內容強調學術研

究除追求知識創造目的之外，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將發展出來的科技

知識運用到解決產業實務問題，進行「應用端的連結」的效果，並最

終成為提升我國整體經濟實力及社會福祉的動力。第二部分之執行方

式是國科會先邀請議題主講人中研院翁啟惠院長先給予如何提升台

灣學研地位的大方向指引，然後研究團隊再配合議題主講人提出的可

能方案進行相關佐證資料收集，包含檢視相關過去相關政策與數據，

進行比較分析與檢討，並根據國際執行相關政策之經驗，找出未來立

即可行的措施，作為優先執行方案建議，最終協助完成議題主講人在

102 年 12 月我國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上之報告內容及我國 102 年到

105年的國家科技技術發展計畫。 

本研究兩個部分各有其論述主軸，前者著重科技創新發展要能

結合人文智慧要素以提升創新價值；後者著重學術研究機構研究產業

化對於社會經濟提升之貢獻，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內

容各有其陳述要點，並且研究方法也不同，故下面內容，本研究將分

採兩部分進行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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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貳章  研究計畫及各項議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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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如何提升我國人文智慧 

我國科技政策發展的過程，過去著重接軌國際科技發展軌跡，

但在國際科技發展趨勢日漸模糊，以及文化創意在科技發展中所能創

造的附加價值日益增加之下，不得不使科技產業開始承認孕育於特定

社會內的人文智慧是提升科技產業價值及競爭力的重要源頭。因此，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提出可提升我國人文智慧的四個策略元素：人文、

科技、創新、區域 (如圖 1)，並以四個研究範疇: 區域創新系統、全

球創新中心、文化創意產業及城市再生，探討對科技創新對上述四個

研究範疇的影響分析及對科技創新的反回饋(如圖 2)。 

本研究關於人文智慧提升策略內涵一開始並非如此(如圖 3)，基

於與更上位的跨校整體整合計畫之其他研究團隊研究有重複之處之

下，在透過國研院政策中心的協調後，最終於 2012年 3月 8日決定

將本研究的策略目標放在能達成「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建構全球創新

中心」，以及「推動科技服務融合、結合科技人文發展」。以下將大環

境的問題與現況，描述兩個策略的國內/外相關經驗分析及後續可能

的作為。 

 

圖 1、提升我國人文智慧之四個策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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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提升我國人文智慧之四個研究領域 

 

 

 

圖 3、修訂前遠景與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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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修訂後遠景與策略架構 

 

一、問題與現況 

(一)策略一、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 

本研究透過學術文獻、網路、報章、雜誌資料的探索後，發現為

了朝向「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的策略目標，台灣

有的兩種創新變革(innovative change)，是指導台灣未來可深入著力及

進一步政策引導之處。第一種創新變革，是指台灣結合區域創新能量

後並發展一個區域創新系統的現象。本研究將透過區域發展、科技升

級與產業發展三種觀點，論述如何能以非「中央」為主體的運作形式

與思維下，成就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作為。第二種創新變革，是指台

灣基於製造優勢後可以發展成為全球創新中心的理由。本研究將透過

人文關懷、區域發展和產業發展三種觀點，論述在發展科技升級的同

時，如何可以將事業發展拓展到全球市場之創新作為及方向。茲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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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創新變革內涵描述如下： 

 第一種創新變革：假如區域創新系統也是一種可提昇國家創新能

力、促進經濟成長、就業機會和國家競爭力呢?  

台灣因為是海島型國家，科技產業發展近 30 年來，一直著眼全

球佈局，過程中，政府政策也致力建立一國家型創新系統，致力結合

產、官、學、研共同努力發展，設立諸如工研院、資策會作為研發前

緣機構，帶動產業的研發能量，長年下來，科學技術研發成果快速成

長，民間研發能量提升，由中央扶植發展的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更將

台灣高科技產業推上全球舞台。 

以「中央」為運作主體的我國產業發展，在科技創新方面能量是

足夠的，包括產生創新、製造創新、流程創新等，但過去因為偏重科

技創新，忽略人文創新，一方面整體產業發展像科技產業傾斜，傳統

產業、服務業、農業等其它產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未能給予相等資

源以協助提供下，發展相對落後，另一方面科技產業本身過於技術導

向，忽略以人為本的需求，長久以後，當大環境情勢轉變，競爭激烈，

產業本身的科技創新不足因應，競爭對手就會超前，產業發展就會停

滯或衰退。 

但實際上，台灣各地區的環境與文化皆有其獨特性，因此，皆有

其區域經濟特色和優勢，尤其在過去較為忽略的人文創系統日漸興

起，各地區開始有能力形成新興產業或特色產業，基於此，政府能做

的應該是將國內產經結構適當調整，透過區域創新策略的規劃與執

行，將科學技術和資源(人才、知識、資金等)進行區域性的配置，找

出各區域適合發展的產業類型，擬定有效的地區發展策略。尤其現今

全球產業激烈競爭的環境下，我國應選擇獨特性的產業發展。除了強

化技術創新能力之外，進而發展出屬於台灣特色的產業群聚，並扶植

在國際上產生競爭力。 

台灣企業大多是中小型企業，規模較小、資源不足，因此群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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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加重要，群聚整合的力量，正可以補足個別企業的競爭力缺口。

政府可在設定的地理範圍內推動「區域創新系統」，讓區域企業與大

學、研究機構、政府等單位密切互動而形成的創新網絡，並伴隨著相

關的行政法令政策與環境建設，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共同投入進

行創新所建構成的系統(Cooke & Schienstock, 2000)，進而促進經濟成

長、就業機會與區域競爭力。 

 第二種創新變革：基於過去的製造經驗及能力，我國科技創新發

展，是否也可以成為創新引進或擴散的全球中心呢?  

我國科技產業發展近 30 年來，基於台灣為海島型國家，產業發

展一直著眼全球佈局，政府政策也致力建立一國家創新系統，過去是

亞洲四小龍之一，更曾以科技產業獨領全球風騷，2005年 5月 16日

出刊的美國商業周刊 (Businessweek)以封面故事「Why Taiwan 

Matters」報導台灣科技產業對全球科技產業的重要性，文章甚至以「中

東的石油」形容台灣科技產業在全球的重要性，就像是中東石油那麼

不可或缺，沒有台灣，或許可以尋找替代，但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以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2011)提出的「2020 台灣產

業發展願景與策略」，其指出台灣有四大面向的優勢與能耐，即一、

台灣人力素質優異，可繼續加強跨領域之人才之培育，厚實未來的競

爭力；二、台灣擁有享譽國際的製造能力，研發能量也日益提昇；三、

區位方面，台灣地處亞洲樞紐，西進、南進都可銜接新興市場，北方

則可引入日本、韓國等合作資源，隨著橫跨歐亞、南亞等鐵路系統陸

續完工，加上東亞地區深水港的建置，台灣有望成為陸、海、空的商

貿交通樞紐；四、台灣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台商，都有利於台灣未來國際化的發展，得以充分發揮小國經濟靈

活、彈性的特質。並衡諸世界趨勢與台灣既有的優勢，兼顧社會公義、

永續發展與經濟成長這三項核心價值，其提出了四種台灣未來的願景

角色：全球資源整合者、產業技術領導者、軟性經濟創造者以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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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先驅者(資策會，2011，p.24)。此四種角色係一發展階段，透過

國際化吸納資金、人才與各式資本，台灣成為商務資源的整合者；接

著將累積的資源，挹注於技術、科技研發上，並強調突破性、使用者

導向；隨著科技「硬實力」的養成與突破，接著要注入軟實力，提倡

在地經濟、美學教育與創意競賽，強調人才「軟硬兼備」的競爭力；

最後，深耕醫護、休閒、綠能產業，將台灣的生活型態塑造成國際範

例，成為潮流的先驅者(如表 1)。 

 

表 1：2020台灣產業發展願景與策略 

角色 利基點 

全球資源整合者 打造國際經濟自由化建設，串連全球台商的商務網絡 

產業技術領導者 科技教育的持續強化，連結製造、設計與品牌 

軟性經濟製造者 深化美學教育、人文素養，提倡在地經濟與創意經濟 

生活型態先驅者 連結既有資源，提振醫療照護、觀光與綠能產業，塑造

新興生活型態 

資料來源：資策會(2012) 

 

但近幾年來，我國產業創新力不足，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

及蘋果模式出現後，美國對台外需市場縮小及全球電子業供應鏈模式

的改變，台灣高科技利潤更也隨之受到影響，故產業轉型是台灣目前

的急迫的事。雖然 2008年曾有將台灣打造成為「全球創新中心」、「外

商的亞太經貿中心」及「台商全球營運中心」的口號出現，但台灣要

怎樣轉型? 繼續從電子科技產業著手? 還是尚有哪些具有全球競爭

力的本土產業? 都是還有很大努力空間，也是目前台灣整體產業發展

需要去正視及發掘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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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二、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結合科技人文發展 

本研究透過學術文獻、網路、報章、雜誌等資料之探索後，發

現在朝向「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結合科技人文發展」的策略目標時，

台灣的兩種創新變革(innovative change)現象。第一種創新變革是指文

化創意產業也能和科技產業相輔相成進而產生產業競爭力的現象。本

研究將透過人文關懷、科技升級和產業發展三種觀點，論述文化創意

產業如何可影響我國科技產業發展並成為提升台灣經濟的重要因

素；第二種創新變革是指科技創新如何可與城市生活品質提升產生共

生共榮的現象。本研究將透過人文關懷、科技升級與都市發展三種觀

點，論述在科技人文結合城市生活的主軸下，思考發展城市的同時如

何亦能有效地結合創新科技運作。綜合上述，這兩種創新變革是現階

段影響台灣產業發展重要因素及科技創新新應用方向，並且將是引導

台灣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場域。茲將兩種創新變革內涵描述如下： 

 第一種創新變革：假如連最沒有文化氣息的產業，在產品創新時

亦將文化創意放入產品設計中呢?  

在傳統的創新研究概念中，焦點多放在功能性以及技術層面上

的創新，尤其是在新產品研發與製造過程；然而，這樣的方式常忽略

了創新中重要的一環，亦即反映出產品美感轉換的創新，也就是近幾

年來提出的「軟創新」(soft innovation)。 

那什麼是創意? 創意就像是噴泉(Spring)是基於文化(池水來源

Source)的一種新的表達，表達完成之後的瞬間，創意也落入池水中成

為文化累積(Stock)。科技就像是噴泉池的結構(Structure), 同時也限定

了噴泉能夠表現的方式以及能夠揮灑的範圍。人們就是生活

(Sustaining)在創意、文化、科技及環境(Surrounding)之間。文化創意

產業是產生藝術性的軟體內容，使用科技創新來加值；而科技則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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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創意得以揮灑的硬體，因而影響創意表達的方式及範圍(限度)；科

技創新的目的可以讓創意有更大發揮空間。文化創意產業和科技研發

創新是相輔相成的。 

當台灣的設計公司還停留在為客戶量身訂做的階段，國外許多

知名的企業已開始著重「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以人為中心，

而不再是單純以科技為中心，設計以人為本體驗系統，改造組織、激

發創新，引領客戶朝未來整合創意，並朝更大的設計價值前進(布朗，

2010)。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部門，也是各國政

府在推動經濟成長時的共識，因此，文化政策以及與輔助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的相關政策更是迫切的需要。因此，以人文為中心的思考，已

成為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科技不再只是科技，而

是應該以人文為出發中心，改變開發產品、服務與流程的傳統做法，

進而能改變構思策略的方式。今日，想要成為創新的企業，必須懂得

如何將體驗、美學、品味、故事、生活等軟性的創意注入經營哲學中。 

 第二種台灣的創新變革：假如台灣城市之發展已經不是空間重組

規劃的問題而已?  

英國學者 Charles Landry是當代「創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

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強調都市規劃是指檢視人們與組織如何在城市

中以創意的方式進行思考、計畫與行動，使城市更適合居住與更具活

力，組成關鍵大眾彼此面對面的平台以創造出新的觀念、事物、產品、

服務與制度，進而帶動城市創新以應對變局。 

因此，在資訊流通快速、科技日新月異之下，面對經濟發展、

舊市區頹圮更新再生等環境結構劇烈變遷的議題，城市的發展已經不

是空間重組規劃的問題而已，而是政府是否有能調整面對全球經濟變

局下都市治理能力，尤其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影響已經變成常態，全

球能源短缺危機的壓力下，政府在城市建設上發展低碳經濟所必需之

綠能科技相關產業研發已經是必須投入的發展趨勢。基於上面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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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可以得知在城市發展的趨勢上，城市新生活模式建立過程中，點

出了城市相關的科技創新與過去傳統產業思維迥異的之處。 

台灣的城市發展，由 1990年代開始受到經濟產業全球化發展的

影響，過去在工業化經濟模式下發展的城市空間，早已面臨轉型再生

的挑戰壓力。特別是台灣都會區域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起台灣的行

政區域劃分產生五個直轄市的新局勢，這對台灣是一個如何兼顧城市

與區域發展的新挑戰。因此若以「都會生活新模式與新的都市競爭力

的創造」概念思考台灣都市再生的議題，我們或許可由地方資本要素

投入城市再生著手，是一種由地方提出願景與共識，進而由政府著手

調整城市文化與經濟策略，透過政策擬定實質運作，促使都市環境中

的公共服務系統的轉型，是一種將城市空間治理與產業暨公共服務系

統創新同時進行轉變的策略。 

二、議題分析 

A.台灣提升人文智慧之創新作法與目標 

(一)策略一、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 

1.台灣區域創新系統設置之狀況 

行政院經建會於民國 98年時，提出了「愛台 12建設總體計畫」，

其中，五大基本理念內的三項做法：促進區域適性發展、建構產業創

新環境、打造城鄉嶄新風貌，則是提出區域創新系統以及產業在地化

之重要性。主要內容是依據地區不同特色與客觀條件，研擬適合區域

發展之核心計畫，這之中強調要配合便捷交通建設，以驅動各地區發

展並促使區域互補效果產生，最終形成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之目的。 

經濟部技術處(2007)推出「在地型產業加值學界科專計畫」，以特

定產業技術研發或區域產業發展為主軸，帶動地方產業之發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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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設「主題式創新研發產業技術研發中心」並且補助「在地型產業

加值型學界科技專案」，支援各大學與具地方特色領域之研發中心，

以做為區域產業技術諮詢與合作之參考。並為使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擁有更充沛經費以辦理地方特色產業創新研發計畫，技術處更進一

步規劃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以協助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帶動中小企業積極投入地方特色產業之研發，而

提升具地方特色產業聚落創新研發之能量。 

經建會(2011)基於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建構我國未來 10年產業發

展藍圖，提出「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讓每個產業有落腳的地

方，每個區域有主打的產業，形成區域品牌。並將與國內外招商計畫

相互搭配，將資金及人力資源媒介、引導到各區域投資，搭配產業發

展分布、民間投資與招商計畫，調整政府部門之軟硬體投資。最終達

到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促進區域發展平衡，以及帶動民眾薪資與消費

能力提高等目標，讓經濟成長的果實為全民所共享。 

我國政府為推動產業發展與獎勵參與研發創新之重要措施，概要

整理如表 2。然而，發展至今，有關區域創新系統的相關政策仍然有

限，區域內知識與科技之擴散效果也未能具體呈現。以科學園區為

例，除新竹科學園區與南港軟體園區之外，其他縣市如宜蘭(宜蘭科

學園區)、苗栗(竹科竹南園區、銅鑼國防科技園區)、南投(精密科學

園區、經濟部中台灣創新園區、竹山工業區)、雲林(中科虎尾園區)

等，其園區群聚創新尚無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原因是否這些園區並

非基於適地適性而產生的呢? 或是發展重點太多而無法聚焦於當地

特色呢? 政府站在推動產業發展與提升競爭力的立場，未來應有一套

機制去發掘具潛力優勢當地產業，進而掌握區域特性、提供包括資

金、人才及 R&D等適切資源，以達成區域創新系統建構的可能性，

進而扶植我國各地特色產業及創造區域新價值。 

吳豐祥與蔡青蓉(2007)探討區域創新系統發展的三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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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基礎建設層面：主要建議中央政府應給予地方政府適度自主

權，包括財政或科技政策的自主性，以有助達成「在地創新」發展；

(2)制度層面：區域創新系統的潛力與過去的發展經驗及轉型的過程

似乎有很大的關連，是故相關人員在擬定區域系統之現在與未來的發

展政策時，宜先深入地瞭解該地區的過去與文化；(3)組織與合作創

新層面：當地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創新模式要能互動。 

林亭汝與虞孝成(2008)認為台灣生技產業欲達成區域創新發展績

效，依序排列的重要關鍵因子為：(1)強化資訊與知識取得管道：即

要透過提升科技應用水準與積極招募培養人才，以達成強化資訊交流

目的與建構新知識取得管道；(2)加強與其他相關單位之合作關係：

透過積極修改有利於區域創新設置的相關法規，也推動業界合作連結

機制，諸如進行產學合作以強化與其他相關單位之合作關係；(3)加

速智慧財產權流動：加強技術能力推廣以建立智慧財產權之價值，才

能加速智慧財產權流動；(4)提高資金可用程度：即擴大資金募集管

道與強化投資信心則可提高資金可用程度。 

 

表 2：我國政府為推動產業發展與獎勵參與研發創新之重要措施 

措施 項目 

租稅減免 

專供研發創新實驗之儀器設備，在國內尚未製造供應者，免

徵進口稅捐；研發創新用之儀器設備，其耐用年數在兩年以

上者，得按兩年加速折舊；公司投資於研發創新之支出，得

在 15 至 20 ％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融資補助 

經濟部之「鼓勵民間事業開發新產品辦法」及「主導性新產

品開發輔導辦法」；傳統性工業技術升級計畫、在地型產業

加值學界科專計畫、地方型 S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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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提供與技術

輔導 

行政院國科會技術資料中心、中央標準局標準及專利資料中

心、工業技術研究院、經濟部產業輔導中心、學界協助中小

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政府採購 
發展及扶植公民營工業生產單位辦法、軍工廠建立衛星工廠

體系準則、國軍軍品採購辦法發展關鍵零件組及產品方案。  

研究成果保護 專利法中有關專利權的取得、保護規定。  

人才培育 

政府單位加強對企業所需研發創新人才之培育、財團法人加

強對企業所需研發創新人才之培育、人才培育之支出得在 

15 ％至 20 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2.台灣建構全球創新中心之建議 

我國的製造優勢，隨著全球產業重新調整與發展，傳統畫地為限

的生產方式應該有所改變，以因應服務型、知識密集型、創意型的產

業發展，現有產業空間的結構必將受到網路經濟的影響而有所調整。

由於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以人才與知識為主，不再以龐大的用地或資

本為必要條件，這與傳統製造業極度不同，故台灣有必要重新檢討及

合理規劃自身既有優勢，以全球市場發展為目標，重新配置我國相關

基礎設施及支援服務的體系。 

陳信宏、余佩儒和林秀英(2009) 的「標竿國家之全球創新連結

政策資訊蒐集及分析」報告指出，台灣要發展全球創新中心，可從組

織架構、參與模式及外交政策著手。在組織架構方面，是指由一統籌

部門執行科技政策之治理，達到跨部會整合之功效，同時要設置專案

小組，藉以研擬上位政策與實施綱領，並建立跨國與跨組織之多邊、

雙邊參與機制。在參與模式方面，可從「知識驅動」、「財務驅動」、「網

絡驅動」與「市場驅動」四個方面思考，知識驅動意指透過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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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達到知識資本共享的效果；財務驅動則是藉由國際間的資金

挹注，達到分散風險、降低成本之效果；至於網絡驅動，則是希望能

建設一個雙向溝通的渠道，讓人力、物力以及各式資源能夠互通有

無；市場驅動則是指透過互惠合作的關係，建立科研成果商品化、進

入新市場的機會。另外，參與模式除考慮這四個方面進行外，也可輔

以科技合作協定、國際科專協作之方式進行。最後，外交政策可強化

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關係，輸出我國強勢產業的經驗、技術資本，

對友邦進行援助或移轉；同時也可鼓勵法人成立援助團隊，到發展中

國家進行技術示範，並提供多種培訓。其報告也強調因為能源、糧食

等全球議題，故透過與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經濟合作過程中，可取得

全球重大生存議題的發言權，是下一波發展機會的可行方式。 

資策會(2012)提出的「2020 台灣產業發展願景與策略」，指出要

成就四種台灣未來的願景角色：全球資源整合者、產業技術領導者、

軟性經濟創造者以及生活型態先驅者，則可從下列十個策略方式進行

(如圖 5)。 

 

圖 5、2020台灣產業發展十大策略總結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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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破現存限制打造國際化基礎環境，以成為全球資源整合基礎。 

用基礎建設國際化、法規合理化、金融健全化，以及資本市場自

由化等四個方向，讓台灣的軟硬體建設能真正與國際接軌，使台

灣成為交通、金融的亞太中心。 

(2)積極開發未來產業所需之高質人力。 

考量中國、印度、韓國與矽谷間之人力與技術移轉持續增強，亞

太諸國爭相吸引以中印為主之技術人力的競爭中，而台灣－矽谷

鏈結反而出現弱化之情形，台灣在國際間人力資源流動不均，故

應同時強化「招募」與「留用」台灣人才之市場誘因。 

(3)打造台商網絡，協助台商佈局全球，提升市場競爭力。 

打造台商網絡，是指在政府協助下，透過群體力量抗衡競爭國之

角逐，協助台商進入當地市場，是一種透過有限關鍵資源(如知識、

供應鏈)，維繫台商海外佈局與台灣本土經濟發展關係(也可稱為

「風箏策略」)。 

(4)促進兆元產業倍增發展，帶動經濟成長。 

以朝向 2015 年每人 GDP 三萬美元目標下，在現有兆元產業中擇

優規劃倍數擴張策略。具體做法可挑選現有逾兆元或近兆元產

業，如半導體、平面顯示器、石化、鋼鐵及基本金屬、金融服務

與流通服務等擬定倍增策略，做為 2007-2020產業發展擴張主力。 

(5)發展突破性創新科技，開創新興產業。 

突破性創新科技，應基於發掘一個可開發新市場區隔、立基於堅

實的科技基礎、提出可改變產品特性的新組合的前提下，擁有突

破性創新科技可以改變產業遊戲規則、改變技術軌跡、開發未被

關注的市場、挹注新的產業創新功能、改變台商國際價值鏈地位。 

(6)成為全球優質平價市場產品營運樞紐。 

將台灣的產品改良、結構重組與大量製造優勢發展成為新興平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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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之目標產品，這將有利台灣成熟產業藉此找到新的定位，並

有利台灣中南部發展。另外，台灣的產品概念設計與關鍵零組件

生產優勢，亦可槓桿(leverage)台商具有全球運籌優勢。 

(7)提高智慧資本與深耕關鍵技術。 

台灣必須推廣專利之外的智慧資本(人力資源、品牌、創新)，健全

智慧資本發展環境，另外，政府應引導或鼓勵企業聚焦關鍵技術

發展、深耕多元產業技術領域、廣植頂級技術人力資源等作法。 

(8)促進成熟產業價值創造與擴張。 

運用科技強化價值鏈深度，並提倡跨領域的合作與融合，促進成

熟產業價值創造與擴張，例如憑藉原有的資通訊產業優勢，跨足

醫療器材與智能生活等領域。 

(9)擴大設計價值鏈，提高附加價值。 

訴求精緻工藝，培育頂尖藍領，透過成功案例表揚，提高頂級工

匠之社會地位及待遇，轉化社會價值觀，全面帶動設計能力；透

過知識管理系統、進行成功案例研究、進行生活情境與脈絡之研

究，將內隱特質外顯化，以利設計知識的累積。 

(10)推動本土需求實驗計畫，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運用實驗性本土需求發展計畫之示範，帶動產業發展，吸引台商

根留台灣，這之中，推動國家先進環境基礎、扶植本土產業發展

動能，以有效發展與推動具特色或群聚的地方產業，繁榮地方經

濟增加當地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安定及提高國民所得。 

(二)策略二、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結合科技人文發展 

1.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現況 

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以下簡稱文創產業)源自於 2002年行政

院的「國家發展十項重點計畫」，在 2009 至 2013 年針對「六大旗艦

計畫」和「環境整備」預計投入約 280億新台幣以發展我國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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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新聞局，2009)；經過數年的討論和催生，更於 2010 年 1 月

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簡稱文創法)，展現政府的決心，冀

望透過文創法，落實建構良好的藝文發展環境以及補助系統、培養文

創人才，進而提升全民的文化素養，促使文創業者能獲得實質的助

益。我國的文創產業這幾年在政府的推動下已有顯著成效，然而，由

於文創產業涵蓋範圍廣大，需藉由政府各部會事務協調以及政策制

訂，方能使文創產業發展更為健全。 

我國文創產業名列十五大項，並分別列為中央政府不同部門管轄

範圍；例如：廣播、電視、藝術均為我國文創產業中明列出的重要發

展重點，而其發展卻十分仰賴科技的支援和協助(如：數位廣播和數

位電視的發展，必須仰賴大量的科技和基礎建設方能達成)。綜觀我

國的科技政策並沒有像英國一樣擬出一份指標(如：Digital Britain, 

Creative Industries：Technology Strategy)來協助文創產業的發展。台

灣近幾年在科技製造的硬實力在全球有目共睹，如何將這些硬實力累

積的資源，轉為文創的軟實力，應該是科技業下一步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國目前文創產業中與科技相關的最大宗仍在於數位典藏／影

像授權部份，然而對於硬體的建設、中小企業針對文創產業需要服務

的輔導機制成未顯成熟；文創產業已成為繼第三波「資訊產業」經濟

後，被各國政府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因此，我國如何發展可以

協助文創產業的科技，將是未來的一大議題和挑戰。 

此外，高科技產業在進行產品開發時必須融入人文的關懷、產品

美感的創新，這些創新未必在功能上有所突破，卻是在美感與品牌認

知上帶來新的思維和影響，這也是所謂的「軟創新力」。如何在科技

產業的運作中加入美學的概念以及軟創新的運用，已成為我國未來不

論在發展文創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轉型時的關鍵。 

在發展文創產業時，必須要有科技的輔助以及支援方能達成綜效

(例如：數位電視基礎建設)，而科技產業則亦著重思考如何運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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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及軟創新思維以增加創新優勢。因為在全球資通訊產業競爭核心

在蘋果公司的 iPod, iPhone 和 iPad 後，又回到產品創新力之戰(李仁

芳，2012)，故創新推出，若能結合軟體、服務與內容才是目前產業

競爭的決勝關鍵。整合產業科技政策與文化創意政策能夠達成科技產

業美學創新，並且可突破文創產業之科技瓶頸，避免科技創新與文化

創意成為兩條平行線。因此，如何鼓勵文創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結盟，

並且讓科技產業能夠學習如何將人文的關懷與美感納入其產品開

發，使得軟創新與設計思考的思維能深耕於企業經營管理中，進而達

到顯著的經濟效益。 

2.台灣城市發展之要點 

一個城市發展的創新必然源自於與地方產業創新、文化創意為基

礎，才有可能形成城市治理的新邏輯架構台灣城市發展相關產業。所

謂城市再生策略，雖然並不等同一個城市發展後有高科技發明創新、

新產品開發或代工量產的商機，也不是新增文化創意園區的高科技硬

體建設，或鼓勵都市更新建築獎勵容積的市政措施，而是強調都市發

展中，應該要加入包含人才、網絡、企業化治理、空間與地方發展等

「區域創新與城市創意」的理念。實際做法或許可從空間再造、再生

過程中，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營造技術、建築材料等的政策進行堆動，

將法規落實於實際城市再生活動中，以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質之基礎

著手，進行城市改造的起始點。 

台灣的城市發展，在台灣 2010年 12月將行政區域劃分產生五個

直轄市(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 2014 年預計

加入第六個直轄市(桃園市)後，台灣正面臨如何兼顧城市與區域發展

的新挑戰。以台北市來說，目前本研究蒐集到有明顯產業聚落形成的

都市空間有萬華地區成衣批發傳統產業、內湖南港地區的多媒體製作

及電視公司(中視)群聚、內湖科技園區(台灣科技公司總部的集中區域)

及尚未有規劃發展潛力的都市空間(國防部、空軍總部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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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都市發展局目前正籌設「創意城市推動總部」，旗下分為

五個部門，分別為設計規劃組、城市景觀組、公共空間設計組、都市

更新設計組、產業培育企畫組，其中產業培育企畫組負責所有相關的

設計展演節慶活動的策劃，例如台北設計節、台北青年設計師展、台

北設計大展等。另外，「創意城市推動總部」還管理各種附屬機構，

包括籌設創意城市基金會以及設計中心，台北市每個行政區內符合上

開三類都市空間屬性的創意基地皆有自己的單獨設計機構，也都由

「創意城市推動總部」掌管。 

B.國外提升人文智慧之創新作法與經驗 

(一)策略一、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 

1.各國發展區域創新系統之經驗 

(1)芬蘭貿工部於 1993 年出版的國家產業策略白皮書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White Paper)中，明訂以產業群聚基礎促進國家創

新系統的產業政策，亦即「群聚基礎的產業政策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policies)」，其目的為發展 ICT 群聚，並使其成為芬蘭未來

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此之外，芬蘭的產業政策特別注重知識的

發展與擴散、創新和產業活動的群聚，並加強研究機構、產業界和

學界等相關公民營部門的合作。故此政策推動後，成就 1990 年代

末期芬蘭 ICT產業創下的驚人經濟成長。 

(2)瑞典同樣認知創新系統之重要性，於 2005年提出創新系統計畫，

期望透過系統中各角色成員互動以提升知識與成長。瑞典政府為了

維持並發展瑞典於國際之間領先位置，挑選出重點產業並主動設計

相關方案以支持其發展。其中包含金屬冶煉工業、森林和木材業、

汽車產業、製藥和生物技術產業、IT和電信業。而瑞典政府所支持

的研究並不只是單純的基礎研究，而是有助於國家創新與成長的研

究，透過學術界與產業界持續的合作互動，進行知識與技術的交



23 
 

換，研究得以繼續發展。考量其在國際之優勢與強項，瑞典政府選

擇製藥、技術與永續發展做為主要研發投入的重點項目。此外透過

強大的科研和創新環境的投資、研發成果商品化的行動方案、與業

界合作研發項目以及高等教育機構控股公司的重組，皆為瑞典政府

推動研發創新與成長方式。 

瑞典區域發展成功案例：希斯塔園區。希斯塔園區源自 1973 年。

當時瑞典的兩大工業巨人－Ericsson與 ABB準備挑選新廠址，斯德

哥爾摩市政府承諾，將特闢一塊產業園區以利產業發展。1977 年，

由易利信與Marconi所共同擁有的 Svenska Radio Aktiebolag(SRA)

公司於 1977 年正式移師希斯塔，成為當地發展的象徵。隨後，在

產、官、學三方的大力推動下，由斯德哥爾摩市的財務長、SR A

公司的 CEO、與皇家理工學院(KTH)三方代表共同擬定計畫，將希

斯塔內的微機電產業提升為電子產業中心。1985 年由斯德哥爾摩

市、Ericsson 與 ABB 三方共同組成了 Electrum 基金會(Electrum 

Foundation)，吸引了更多的教育、研發機構、與 IT 產業入駐此一

區域。 

希斯塔目前專注於專注「TIME」產業(包含：Telecom、IT、Media、

Entertainment、生物科技、環境工程、以及金融市場服務)的發展。

除 Ericsson外，電子與通訊產業群聚發展的效應，還吸引了 Apple、

HP、Oracle 等廠商進駐。1999 年時，Electrum 基金會成立了希斯

塔科學園區公司(Kista Science Park Ltd.)進行管理與市場的工作。幾

年之後，其改名為希斯塔科學城公司(Kista Science City Ltd .)，在

Electrum管理系統中處理希斯塔地區對於新產業市場的發展部份，

並確保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良好的合作關係，以及推動對於希斯塔

之中或周遭區域網絡的建設和發展。對於 Electrum管理系統之中另

一個重要的部分為希斯塔創新與成長公司(KIG，相當於育成中

心)，其提供了高科技企業在設立初期完整的支援系統。目前，雖

著供園區內公司樹的成長，與吸引不少本國籍、外籍工作者群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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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使希斯塔朝向「科學城」的目標發展，成為一個兼具工作與生

活機能的城市。 

希斯塔園區有如下特色： 

 重視非正式交流與創新的生活分氛圍。希斯塔園區的設計，融入

都市規劃的概念，特意保留如公園之類的公共建設，提高工作者

的生活品質，並促進交流。 

 建立技術展示中心與外界互動。園區中設有一座技術展示中心，

將各種新發明、創新實例透過展覽的方式與外界互動。 

 強化產學合作從人才訓練著手。園區內設有許多教育機構，這些

教育機構在課程上與園區內的公司互相合作，由後者提供教學內

容，以利人才與業界接軌。 

 育成設施產學研三方充分分享。園區內的育成設施除提供給公司

外，也開放給大學、研究單位使用。愛同一空間下也能增加業界

與學研單位的互動。 

 產、官、學三方從頭整合。希斯塔園區的基金會，從開始變由學

校、政府以及企業部門三方共同成立、管理，從決策模式觀察，

產、官、學三方彼此保持密切互動。 

(3)日本透過整編與國家技術發展有關的 36 所獨立行政法人成一組

織，施行資源集中運用策略，以免除大學或企業重複投入研究資源

的浪費情況。另外，因應全球性開放性創新之趨勢，日本推動智財

戰略的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亦是推動科技創新的行政法人)實

施「科技共同空間(commons)」新制度，將主要大學或官方所擁有

的專利公開於網站上。企業只要網頁上註冊，就可免費將專利運用

於研究開發之上，直到研製出商品上市，再和大學簽定付費專利契

約。 

日本區域發展成功案例：筑波科學園區。筑波位於日本東京東北約

60公里和成田國際機場西北約 40公里交界處，佔地 2700多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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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由 6 個城鎮所組成，現有人口約 10 萬餘人，其中研究人員約佔

十分之一。筑波是日本第一個由政府嘗試建立的科學城，完全由政

府資助，由政府在 1963年批准成立，形成國家級研究機構的聚落，

目前在區內國家級研究機構與教育院所共有 48 個，隸屬於日本政

府多個部門。在筑波，共集中了全國 30％的研究機構以及 40％的

研究人員，國家研究預算也有 50％聚集在此。筑波科學園區以基礎

研究為主。 

在早期，由於官僚管制的色彩濃厚，一項計畫案的執行與否，常常

需要一道又一道的審核關卡，造成科學研究的成果常常與市場的速

度脫節，此處的基礎研究與產業聯繫不強；再者，國家研究機構的

產出，成果悉為國家所有，無法刺激研究人員產生更多如何加值運

用研究成果的思考，這使得筑波科學城在日本業界眼中，評價並不

高。隨著日本經濟這十年來陷入低迷，政府也開始思考政策變革。

為使研究成果能與產業進一步銜接，促進產業創新，日本開始透過

「行政法人」的制度，賦予國家研究機構自主地位，在內部作業、

財會制度等規定上，能夠自立章程，加速業務腳步；另外，在放寬

業務限制的同時，行政法人可以透過各種激勵方式，刺激業務成

長，藉以因應法人自負盈虧的壓力。此時研究成果的運用，權利的

歸屬屬於行政法人，得以依據內部章程來訂立運用辦法。另一方

面，日本政府也開始廣設專責技術移轉的行政法人(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協助技術移轉與新創衍生企業的成立。在政策

上，日本政府也打算整併各個研究機構的主管機關，由專責、單一

機構統領，以增加行政效率。透過制度上的設計，除了要活化科研

成果，刺激新產業發展，筑波園區現在也定位成為提供中小企業較

低風險、低成本的外包研發中心，藉由獎勵金、補助與優惠稅率等

方式，誘使中小企業運用園區產生的技術成果(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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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日本筑波科學園區現行運作架構 

 

除了制度上的改革，筑波近年來也開始發展新硬體建設，「筑

波捷運」 (Tsukuba Express)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銜接秋葉原

此一經濟熱點。它從東京秋葉原地下 30 公尺的車站出發，到筑波

只要 45 分鐘。秋葉原本來是世界有名的電器街，近年來，車站前

進行大規模的再開發，2005年 3月落成的「跨領域(cross field)超高

大樓」成為資訊產業交流的中心。東京大學、筑波大學及未來大學，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等，全國著名研究機構的衛星教室及產學合作

辦公室都聚集在此。日立也將總公司一部分的機能遷移至此，秋葉

原已儼然成為遊戲軟體及數位次文化的發源地。在筑波，長期駐點

的外國研究人員已超過 4千人。不論是宇宙開發、機器人、資通訊、

生物科技等最前瞻的技術研發，都以此為基地：另一方面，過去 50

年的經營，附近的住宅生活機能逐漸成熟，孕育出融合「都市與田

園」的獨特文化與知性的生活環境，這使得筑波科學園區成為兼具

人文氣息與居住品質的科學城。 

(4)美國哈佛大學透過創業競賽以回應社會需求及發掘區域創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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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量。哈佛大學校長 Drew G. Faust於 2012年 2月 15日宣布啟動

一個全性校競賽－「校長的挑戰(The President's Challenge)」，鼓勵

學生以商業創新思維解決五個由校長選出的全球性社會問題。這項

競賽由 Faust校長本人與哈佛創新實驗室(Harvard Innovation Lab，

簡稱 I-Lab)共同資助，I-Lab也會於競賽過程中提供參賽隊伍輔導與

交流機會。競賽將於 4月選出十個決賽隊伍、各給予美金五千元發

展其設 計，8月再選出第一名，提供該團隊 I-Lab的研究資源與美

金五萬元(社企流，2012年 2月)。 

(5)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AHRC)所訂定之 2011-2015 執行計畫

主要有三大目標：支持高質量藝術人文研究，與時俱進；展現人文

經濟效益；同時支持以社區為中心的區域式創意經濟 (Creative 

Economy) ， 並 推 動 跨 領 域 行 動 計 畫 如 數 位 改 革 (Digital 

Transformations)、解譯文化(Translating Cultures)、珍愛未來(Care for 

the Future)、科學文化(Science in Culture)並搭配社區網絡計畫

(Connected Communities)，以創意經濟體為重心，開發新策略鼓勵

知識移轉並提昇經濟影響力；同時在英國境內設立多個經濟創意樞

紐，開發創意文化產業公私夥伴永續合作的機會，合作對象包括：

英國廣播公司 BBC、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和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等。 

英政府在 2010到 2014的 4年內將陸續投資 2億英鎊，創建一系列

技術創新中心，以促進英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英國政府認為，英

國擁有世界級的研究基地，而這些技術創新中心將會作為英國大學

和商業界之間的橋樑，促進本土技術商業化的步伐；並由創新、大

學與技能部旗下的技術戰略委員專責管理系列技術創新中心，未來

個創新中心將具有極大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商業需要靈活反應，向

英國企業提供專業的設備和人才，同時也會向工業界推薦極具潛力

的新興技術。這些創新中心將根據全球市場情況和英國本身特點而



28 
 

專注於不同的技術領域，塑膠電子、再生醫學、高附加值製造業等

皆是發展項目 (劉海英，2010)。 

(6)韓國政府在其第二期《科技基本計畫中》(2008-2012)，將國家研

發預算從 3.23%提高到 5%，並由 10.8萬億韓元增加到 16.2萬億韓

元的規模。同時提高企業研發的免稅比例，由 15%提高到 25%，此

一增加額度將有可能做為韓國未來發展的長期比例。並卻確立七大

技術領域：重要發展技術如例如環境友善的製造技術、智慧生產技

術等；產業創新技術如新藥開發、再生醫療領域技術；知識基礎服

務如如軟體產業、文化與設計產業；國家主導技術如國防、航太領

域等；特定領域技術研究如食品衛生安全技術；全球性課題因應技

術如能源與糧食危機的對應技術，同時包含氣候預測技術；基礎融

合技術例如智慧機器人、生物晶片的開發等。 

2.各國建構全球創新中心之經驗 

    全球創新中心的推動，除國家層次的推動經驗外，不少跨國企業

(Global Integrated Enterprise)也在全球設置創新中心且成效斐然，因

此，以下將提供國家及企業兩層次的相關資料。 

國家案例 

(1)英國在奈米、生物技術擁有領先地位，未來將延續這樣的優勢發

展公部門的跨國合作研究。以生物科技為例，英國工程暨物理科學

研究委員會(EPSRC)聯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將共同資助 6

百萬英鎊於 5項新的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研究專案。該計

畫將結合英美兩國大學之研究人員進行跨學門進行；另外，英國研

究委員會(ResearchCouncils UK, RCUK)亦設有多處國際辦公室，

2008年委員會在印度成立第四個國際辦公室，希冀提升並促進英印

兩國研究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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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為千元平板向台廠招手。基於創造共享價值的理念上，印度

政府推出出貨價 46 美元(約 1408 元台幣)的廉價平板電腦-天空

(Aakash)。擁有 7吋觸控螢幕、Wi-Fi無線上網功能以及麥克風，電

腦的作業系統是 Google的 Android 2.2版本，內附 2GB的記憶卡，

可以升級的配備，生產「天空」電腦的印度廠商 DataWind 表示，

不久之後將可把售價降到 35 美元，並最終目標可達到每台僅售 10

美元(約 306元台幣)。印度政府已下單採購 10萬台，將免費發送給

印度大學生(陳家齊，2011年 10月)。在商機具有二億台幣之前提，

印度看上台灣強大的製造能力，希望台灣廠商能到印度設廠製造。 

(3)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亦是推動科技創新的行政法人。JST

實施「科技共同空間(commons)」新制度，將主要大學或官方所擁

有的專利公開於網站上。企業只要在網頁上註冊，就可免費將專利

運用於研究開發之上，直到研製出商品上市，再和大學簽定付費專

利契約。這項措施係為因應全球性開放創新的趨勢，讓業界能夠靈

活用運學研成果，是世界首例。 

(4)韓國在面對中國崛起，韓國外交通商部之下的「外交安保研究院」

在 2010年底設立了「中國研究院」，研究內容是中國外交政策、美

中關係、韓中關係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四方面。另外，韓國自 2004

年以來，陸續開展吸引外商設立研發中心的優惠措施，例如韓國政

府將補助外國研發中心內韓國籍研究人員之薪資，且對外國籍的研

究人員，韓國政府亦會進行適當補助，無疑減少入駐外商的人力成

本，形成外商投資動機。 

企業案例 

(1)IBM的全球創新中心。IBM全球創新中心扮演的角色，除銷售 IBM

產品與服務，更重要的是扮演串聯的角色，即以 IBM 創新中心為

串聯核心，將當地企業、學校，甚至是研究單位串連起來，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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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鄰近地區的 IBM 創新中心互通有無，以進行整合當地問題並

回應當地問題。這是因為 1880年成立的 IBM，過去 IBM靠著「軟

轉硬」銷售而成功，如今 IBM 已經轉型為從事軟體或服務銷售的

企業，但轉型後的經營形態使得 IBM 產品特性需要更深入的個人

化或是客製化，故使得 IBM 必須更深入了解各個市場需求。IBM

的全球創新中心除了提供各地市場的行銷與銷售，也會提供技術資

源、舉辦論壇或工作坊等訓練課程。截至 2012 年 6 月，IBM 在全

球共有 40個城市有分支(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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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IBM在全球的創新中心 

地區 國家 城市 

亞太地區 澳洲 雪梨 

中國 上海 

印度 班加羅爾 

日本 東京 

南韓 首爾 

馬來西亞 吉隆坡 

菲律賓 馬尼拉 

越南 胡志明市 

歐洲中東非洲地區 捷克 布拉格 

丹麥 哥本哈根 

法國 戈德(La Gaude) 

巴黎 

德國 Ehnigen 

匈牙利 布達佩斯 

愛爾蘭 都柏林 

以色列 特拉維夫 

義大利 米蘭 

摩洛哥 卡薩布蘭卡 

荷蘭 阿姆斯特丹 

波蘭 華沙 

羅馬尼亞 Bucharest 

俄羅斯 莫斯科 

斯洛伐克 Bratislava 

斯洛文尼亞 Ljubljana 

南非 約翰尼斯堡 

西班牙 巴賽隆納 

瑞典 斯德哥爾摩 

瑞士 蘇黎世 

土耳其 伊斯坦堡 

烏克蘭 基輔 

英國 Hursley 

倫敦南岸 

拉丁美洲 巴西 聖保羅 

墨西哥 墨西哥市 

北美洲 加拿大 多倫多 

美國 奧斯汀 

芝加哥 

達拉斯 

矽谷 

Walt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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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 G的全球創新中心。P&G(Procter & Gamble)成立於 1837年，

是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之一，總部設在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全

球員工超過 14萬人。P&G產品包羅萬象，從嬰兒尿布、洗髮精，

到高級化妝品等，走一趟零售店，貨架上約有三分之一的產品來自

P&G。面對全球市場，要照顧到每一市場不同口味人們的需求，P&G

必須時時刻刻保持創新的能量，而其創新能量來源有著名的開放式

創新網站「Connect+Develop」(簡稱 C&D 策略)，這個網站除包含

P&G本身的 C＆D人員、供應商也整合到外部技術仲介者，鼓勵他

們投入產品創新研發。P&G所研發的產品有超過一半是來自外部開

發者，在全球有 9000名研究員，600個研究單位和 C&D有合作關

係。實體創新中心也被視為另一種的 C&D，或是一個開放式創新

平台，運作方式會和當地企業和學校進行研發方面的合作。P&G

另一個創新能量的來源是設置在全球各地的 27 個創新中心

(innovation center)，其中 12個是大型樞紐(mega-hub)，最近一個是

2011 年 1 月設在新加坡的 mega-hub。P&G 斥資 2.5 億美金投入新

加坡建置這個創新中心，預計在 2013 年完工，屆時亞洲將有兩個

mega-hub，另一個是在北京。 

(二)策略二、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結合科技人文發展 

1.各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經驗 

根據 UNESCO 的統計，從 1980 年到 1998 年，全球文化財貨

(Cultural Goods)的貿易量由 953 億美元增加到 3879 億美元，文化產

業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部門。不管是基於強化國族認同或經濟競

爭力的理由，推動文化政策已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1997 年英國工

黨政府上任後率先定義「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宣示將創意

產業當作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並發表配套的產業政策。之後，澳洲、

紐西蘭、韓國、台灣等各國政府紛紛跟進，各自定義文創產業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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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及對應的政策。 

2008年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將「文化創意」定義為：包括想像

力在內，一種產生原創概念的能力，以及能用新的方式詮釋世界，並

用文字、聲音與圖像加以表達。考量藝術文化兼具有產值及創意來源

與核心，2010 年，臺灣對於文創產業重新定義，將「美學素養」的

概念與現行的「生活美學運動」相互輝映，旨在朝向落實文化立國，

並善用文化能量以創造經濟價值與收益。 

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源國 ─英國，其科技策略委員會 

(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以及英國貿易投資中心 (UK rade and 

Investment；UKTI)已將創意產業(即我國所稱的文創產業)視成其重要

活動中的一項，而這樣的思考也隨著影響了政策和立法 (British 

Council, 2010)。文化產業是英國地方政府因應全球化經濟重構、產業

外移所採取之社會經濟策略，並針對自地方及民間之需求進行關於文

化產業轉型及區域治理體制的調整，以提出完整的文創產業政策。在

產業發展脈絡中，可以發現文化產業一方面除可成為促進商業競爭

力、提升經濟產值、創造就業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也已經成為社區

重建、都市活化、區域經濟平衡的動力。 

2009年，英國政府文化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2009)發布了

「數位英國」(Digital Britain)報告，也是英國有史以來因應新的數位

時代來臨提出一個嚴謹研究。這份研究再次強調科技政策對於文創產

業的重要性，文中也提出數位科技和基礎建設的國家計畫面臨到的挑

戰。2009年，英國科技策略委員會(The Technology Strategy Broad)也

指出科技對於發展創意產業的企業有三種關係：科技可以開發產品

(如：數位內容或應用軟體)、科技可做為提高或企業管理模式的轉型

的方法、科技可以加強及經營與顧客間的關係。但即使如此，英國也

早在 2003 年就有數位電視普及率 52%的成果，反觀我國至今仍在開

發階段。基於一些先進國家如日本、美國、澳洲廣播基礎建設均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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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立和私人企業投資，在英國「數位英國」(Digital Britain)報告中，

強調其政府必須因應數位時代變遷，持續性地加強基礎建設，因為這

樣的措施對創意產業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但即使如此，英國也早

在 2003 年就有數位電視普及率 52%的成果，反觀我國至今仍在開發

階段。 

同位於亞洲的韓國近年來在文化與科技上的發展進步神速，目

標在成為世界上第五大文創產業國。韓國深信科技是將文化擴散的最

佳媒介，因此致力於科技發展來進行文化的創新傳佈。韓國是以內容

產業為主，將各種文化資源和數位技術結合，建立新的生產和消費方

式，產生新的產業聚落，期待以高科技帶動傳統產業實現數位化的目

標。因此，韓國以數位科技為載體內容的文化產業崛起；其全球化策

略即為：「以文化為內容，科技為載體，並藉全球化進行擴散」(林子

強，2005)。在此脈絡之下，近年來韓國的網路寬頻、線上遊戲、手

機製造及消費性電子產品均隨著衛星數位多媒體廣播(S-DMB)服務

的啟用，使韓國成為全球第一個實現行動影音串流商業化的國家。  

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加拿大廣播協會於 2000公佈一份未來計

劃研究(FuturePlan Research)，提出加拿大在廣播電視和多媒體產業在

數位化時代的發展戰略。研究指出，加拿大必頇以數位化技術為載

體、以內容生產為核心的 12 個尖端領域，包括數位廣播、數位無線

電視、數位有線電視、數位衛星電視、網際網路、數位音樂、PVR

和數位遊戲等(CMI, 2000)。因此產生的效果是加拿大近年來的電腦動

畫和電影科技公司都有不錯發展成果，許多電影和節目製作所使用的

電腦繪圖和特效等，多交由加拿大製作公司來處理，如 US 

Animation、Maya 3D Animation、3D Studio Max、Flash等都是加拿大

中小企業公司所開發，使得加拿大開始在電腦動畫軟體方面取得領先

地位，開始承接許多美國影視和特效、廣告短片等業務的機會。 

2.各國城市發展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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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魯爾工業區過去是德國煤礦、鋼鐵產業的集中地區，但隨著

產業移轉造成地區經濟沒落。魯爾工業區的城市再生發展內含是經過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地區產業沒落，區域經濟衰退閉鎖時期；第二

階段、地區經濟型態轉型，城市更新再生時期；第三階段、發展相對

應的科技應用育成文創產業發展，改變城市經濟就業結構。在這個案

例中，我們得到一個工業區沒落後，透過都市再生與文創產業發展的

成功例子，可以引導我們透過強化都市文化的創造性發展文創產業，

來提高城市居住環境、改變城市形象的負面影響，使城市發展獲得再

生契機。 

另外再以英國的城市發展為例，1980 年代，主要集中在英格蘭

北部、南威爾斯、蘇格蘭中部等工業核心帶的沒落工業城市，如利物

浦(Liverpool)、格拉斯哥(Glasgow)、鄧迪(Dundee)、紐卡斯爾(Newcastle)

瀚加的夫(Cardiff)，在歷經經濟衰退後，這些工業城市開始將文化及

創意元素變成提升地方經濟實力的要素。觀察這些城市再生經驗，可

以看出此時期的文化經濟政策為: (1)增加文化生產基礎設施之投

資，如：工作室、工場、行銷及支援組織，以及規劃文化區域；(2)

舊市區推動藝術中心、劇院及音樂廳的旗艦計畫，舉辦高水準的活動

與文化祭(通常與地方文化遺產相關 )，以促進文化觀光；(3)增加對

於公共藝術、雕塑的投資，並將都市公共空間活化作為多元形式活動

之用；(4)企業與公部門間日益緊密的合作，包括全國性及國際性開

發商、銀行、公司(張錦俊，2007)。 

英國都市振興工作，已由小規模之改建(Rebuild)或更新(Renewal)

演變為強調整合性的都市活化(Urban Regeneration)，即先提出一個能

包含都市各種機能(包括經濟、社會、產業等)的城市發展規劃，以整

體性思維進行區域復甦及發展，其中強調社區參與、社會住宅與就業

機會之提供以及環境永續性的觀念(經建會，2007)。「文化導向開

發」，使得許多英國許多工業都市因有產業轉型的元素，開始成為許

多英國都市經濟振興動力。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化產業協助都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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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計畫的資金補助部分英國政府、部分取得歐盟，亦即城市創新的概

念，已經單一國家漸漸變成區域重視的重點。從英國文化產業發展脈

絡中，可以發現地方政府以文化產業推動，以作為因應全球化產業與

經濟重構之策略，並將其視為平衡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是一種

可以將文化產業推動及經濟提升政策放在都市活化相關作為的創新

應用及指導方針。 

城市再生的另一個重點就能和自然環境永續發展相扣環，此時，

科技應用基礎在於建設低碳與高效率的現代化都市，應用範圍包含針

對交通、物流、公共服務等基礎建設上的電力、水資源等資源使用最

有效率化。全球各國未來城市發展計畫(Future City)大致分成四類發

展重點：強化確保供應信賴度、滿足快速成長需求、可再生能源大量

導入、新都市開發，前三者是以現有都市基礎建設進行更新或擴充，

第四種則以都市開發型態，考慮地區產業特性及區域經濟發展下，導

入創新科技。接下來，將提供一些國外發展未來城市有不錯成效的例

子。  

(1)日本：推出「日本智慧城市計畫」，並在 2010年選定橫濱市、愛

知縣豐田市、京都府、北九州府等推動低碳城市。  

(2)中國：在天津市的生態城市(Eco-City)計畫中，以 2020 年為目標，

預定達成該都市再生能源使用率達到 20%、綠色道路運輸比

率達 90%、綠建築達 100%。中國未來城市開發是屬於國家

層級計畫，透過整合各種複合事業及其強而有力的領導能

力，進行相關未來城市推動。中國目前共有 200個智慧城市

計畫在進行中。 

(3)德國：智慧城市曼海姆 (Smart City Mannheim)是在德國政府

E-Energy計畫內規劃的成果，該計畫目標是將現有的傳統電

網轉換成智慧電網，進一步描繪未來的能源狀態。  

(4)法國：智慧城市訴求重點不只有減少整體能源需求，更期望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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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產生足夠自用電力。例如：2010在巴黎附近的 Meudon

就是全世界第一個能源自主建築物 (Positive-Energy 

Building)。法國預定在未來 25 年後，將建築物改造城具有

「電廠」和「居住」兩種功能。智慧電網的建置可以將更多

再生能源電力饋入電網中，諸如採用間歇式再生能源透過電

力資訊與設備間整合，產生最大能源效用。 

(5)美國：美國銀行大廈是世界第一座獲得能源與環保領先設計(LEED)

的白金級認證大樓，這棟大樓有 2/3的能源可以自給自足(自

備天然氣發電機)，並且可過濾掉空氣中揮發性化學物質，

同時也具有回收雨水再利用功能。由天花板到地板的全幅隔

熱落地窗以及內部玻璃隔間，讓陽光深入大樓內部確保內部

人員看的到戶外景觀，但卻有可以解省空調電費。地下室最

底層是全世界最大製冰盒，製冰機每晚冷凍出 44 個高 3 公

尺、直徑 2.5公尺巨大水槽的水。白天，冰塊融化時可分擔

相當程度的大樓空調工作，而能源消耗區則轉到離峰時間。  

過去，大部分國家城市在推展創意城市時，沒有特別強調創業

精神、創業家、創意經濟的部分。其實，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

在推動創意城市已經將創意概念融入推動創意城市的重點。UNESCO

創意城市申請標準(Criteria)共有文學、電影、因越、手工業、設計、

媒體藝術及美食等七個主題類別，訴求這些創意城市要能提出如下：

(1)相關基礎設施的投入。城市已建立設計產業或設計導向的創意產

業。城市內具有與設計及建設背景(建築、都市規劃、公共空間…等)

有關的文化地景；(2)人才的培育。提供設計學校與設計研究中心的

人才培育，並有持續進行地方或國家級活動的創作者與設計師團體；

(3)要有活動，大型的活動、展演、節慶。城市需有舉辦設計拍賣會、

活動與展覽的經驗，並提供地方設計師與城市規劃師使用地方素材與

都市或自然條件的優惠；(4)具備相關活動、節慶的行銷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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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於 2004 年成立「創意城市網絡(The Creative Cities 

Network)」，創意城市之評選內容如下：(1)行銷(Promotion)：主要希

望能行銷他們的城市；(2)全球平台(Global Platform)：要建構一個世

界品牌(World Brand)，來推廣這個城市的概念。譬如：旅遊是其中一

個元素；(3)創業家精神/新經濟(Entrepreneurship/new economy)：創意

城市網絡最終目的是要推展創意業家精神與創意經濟，發展新的經濟

型態。綜合上述，這些被選出的城市，除需要具有未來感之外，更重

這些城市可否加入在地文化及創意、是否有明顯自己城市的創意特色

的作為、這些城市創意產品是否可以產生有利於城市經濟發展的結

果。以下將介紹國外已經被 UNESCO 指定為創意城市之案例(如表

4)，並將陳述其獲選為創意城市的理由。 

 

表 4：國外創意城市之案例 

 

 

(1)文學之都：愛丁堡(英國) 

a. 實踐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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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面：刺激更廣的市民文學參與。不只透過政府主辦的

文學活動，也透過政府與民間機構的合作 

 教育方面：推動新的文學學習部門 

 倡議內容方面：透過文學對外推展蘇格蘭特有的文化及傳統 

 形成社群方面：協助文學社群的形成和向心力，推動這個社

群當中快速的資訊的交流 

b. 長程目標 

 推動蘇格蘭文學 

 將蘇格蘭文學融入愛丁堡城市旅遊之中 

 透過推動教育和更廣的參與，使蘇格蘭文學的發展更精進 

 發展愛丁堡與其他是界各國的創意城市的連結 

(2)音樂之都：格拉斯哥(英國) 

a. 七大目標 

 象徵性：維持格拉斯哥在世界城市之中的音樂代表地位和象

徵地位 

 知識性：提供音樂資訊和知識，使得人們將格拉斯哥作為取

得音月相關知識的可靠和重要來源 

 可親性：使音樂能被更廣的觀眾參與，辦理各種不同類型和

層級的活動和獎勵，使得不同的群體可以參與 

 支持性：除了政府直接的介入，政府也支持民間社團和相關

組織對格拉斯哥音樂活動和教育等的貢獻 

 代表性：政府和格拉斯哥當地的音樂社群發展深入密切的關

係，進而比較可以代表和反應音樂社群的立場和利益 

 推廣性：重點推廣與音樂相關的活動和項目 

 獨特性：和格拉斯哥的各種音樂團體和組織發展密切的關

聯，以避免重複的活動或推行項目 

(3)電影之都：布拉德福德(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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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實踐成效 

 教育方面：增設正式電影教育學為和部門，以及電影職業訓

練。這個區域的五個大學總共提供 48個相關課程，包括 2010

年新增設的 City of Film博士學位。 

 產業方面：幫助觀影產業的硬體建設。這包括已經建成的世

界最大的 3D螢幕，英國第一座 IMAX影院。在軟體設施方

面，推廣多元的放映內容，從寶來塢影院，伍迪艾倫電影，

動畫影院等，協助提供觀影的多樣選擇。 

 電影社群方面：推動韓協助維持布拉德福德的電影俱樂部交

流和電影社團折扣的傳統。 

b. 成效量化 

 在過去三年來，投資或贊助了 72個電影相關的公司，並新增

了 274人在電影產業裡的就業。 

(4)設計之都：上海(中國) 

a. 成為設計之都理由： 

綜合金融、經濟、貿易、和運輸等優勢及加強設計和創意能量後，

上海具有推動第二、第三產業和區域產業的動力。上海的創意城

市目標是實現文化，科技和經濟一體化，改善城市環境和生活質

量，提高文化和人文價值的貢獻和促進經濟增長和城市協調。 

b. 主要活動： 

一年一度上海國際創意產業活動週，常常吸引不同創意和文化領

域的參賽者，透過展覽、論壇、比賽、舊倉庫裝修方式，探索上

海的創造力。上海的創意群聚已經吸引許多國際創意設計公司在

此設立。 

(5)設計之都：神戶(日本) 

a. 成為設計之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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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徵是充分利用神戶的優勢資源，進行空間設計、經濟設計和

文化設計。提出城市發展的方向是建設「高品質生活」，以安全、

安心、健康為基礎，以多樣性交流與融合創造新價值為特徵的創

意城市。 

b. 主要活動： 

 神戶港 

 神戶設計創意中心 

 神戶美術展 

 復興神戶設計專案 

 神戶設計日 

(6)設計之都：首爾(韓國) 

a. 城市簡介： 

進行首爾城市設計的公司(首爾設計總部)，其旗下共五個部門，

分別為設計規劃司、城市景觀部、公共設計部、世紀設計之都司、

首爾設計奧林匹克司，其中，首爾設計奧林匹克司則是掌管大大

小小的設計賽事，例如首爾設計節、青年設計師展、首爾設計大

展...等，劃上都相當的具體。另外，首爾設計總部還管理各種附

屬機構，包括首爾設計基金會以及首爾設計中心，25個自治區內

皆有自己的單獨設計機構，也都由首爾設計總部所掌管。 

b. 成為設計之都理由 

2010 年 7 月，首爾市被指定為 UNESCO 的設計之都，歸納出首

爾後續準備內容包含 51 項設計資產、4 大策略、設計首爾指南

(Design Seoul Guidelines)、6大計畫、39個專業設計機構和學術團

體、100 多個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列表、38 個設計基礎建設列表、

並舉出 50家主要設計產業公司。另外，並舉辦首爾設計大會、首

爾設計展、首爾設計大賽、首爾設計節，18 所大學和 51 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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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也相對應提供設計相關學程，2年內有 13所社區大學共 45，777

位學生，其中 10所提供設計相關學程。申請重點，首爾政府以提

升城市品牌價值，豐富城市的文化遺產，開發並通過多樣化和強

大的城市設計政策入選為設計之都，並最為後發展國家做出一良

好的示範，當作其他後續想發展國家的借鏡。 

第二部分 如何提升台灣學研地位 

本研究第二部分的主題是提升學研地位，所探討的內容以學術研

究機構及學術研究為主要內含範疇。本研究第二部分的計畫緣起，乃

因應 2012 年 12 月我國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之召開，國科會在

2012 年 4 月提出結合國科會科技諮議會、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與全

國科技會議三大會議機制，捨棄以往以研究領域為討論聚焦之方式，

改變為由國科會主委與科技政委、中央研究院院長與企業領域諮商的

方式，提出七大有關科學技術發展結構上最迫切之重大關鍵議題加以

進行研究討論之方式進行，而「如何提升台灣的學術地位」議題便為

七大議題之首。因此，本研究就本議題進行相關資料蒐集、分析，並

請益議題主講人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透過多元參與方式得到外部

產學研專家意見與部會署意見回饋。 

過去我國的全國科技會議與科技顧問會議，其實已有針對學術研

究提升相關之檢討與建議，但較欠缺的是聚焦於學術環境之優化進行

重點式檢討與建議。因此，參酌幾次全國科技會議與科技顧問會議之

結論，配合議題主講人對於本議題重要關鍵點之想法，檢視相關過去

相關政策與數據，進行比較分析與檢討，並根據國際執行相關政策之

經驗，本研究整理出未來可立即執行的措施以作為政府施政參考。本

研究之工作重點在於進行我國過去學研相關政策之總檢討，並參照國

外已證明實際可行之措施與成功經驗，省思可行之執行方向與可能的

執行作法，但實際執行面作法，仍有待相關部會署思考可用資源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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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再訂立細部規劃及作法，故不在本研究中進行實質討論。另，目

前提出之可能措施建議應參與之部會署，是以政府組織架構改造前之

架構為基準。 

為確立議題主講人之議題亮點方向，自議題形成後，先就重要意

見領袖發表與本議題範疇之相關言論進行收集與彙整分類，並自 2012

年 5月 7日開始拜訪主講人中央研院院翁啟惠院長，確認對本議題要

論述亮點方向，俾便進一步準備深度資料收集與分析之方向。在研究

過程中，亦陸續拜訪議題一主講人，後續陸續拜訪時間分別為 5 月

31日、6月 19日、7月 23日與 9月 21日。 

本研究針對第九次全國科學與技術會議先期研究議題一的研

究，採用以下議題展開工具：重要意見領袖發表見收集、文獻與政策

回顧、部會訪談、外部專家訪談與產官學專家論壇。為求議題展開的

過程有效率與流暢，先針對重要意見領袖發表見收集相關資料，並與

主講人初步互動，以建構重要關鍵問題，爾後開始進行資料蒐集。資

料來源涵蓋：新聞媒體資料與非新聞資料(如國內外政策文件、相關

會議計畫資料、學者研究報告和論文等)。整合上述議題形成方法所

得之初級資訊與書面和電子檔之次級資料，整理社會各界對議題亮點

問題關注的焦點與建議，務求問題的整理能兼具多元性和代表性。 

我國這幾年的學術發展，因為評鑑上太過於重視國際期刊的論文

發表，也使得研究者將論文發表錯認為計畫目標與成果的主要展現，

因此，很多研究成果無法真正地回應國家發展、社會需求及發掘科學

真相等重要科技發展目標。另外，我國對於具不同屬性及體制的機構

之評估，也因所採用的準則並無太大的差異，所以無法呈現不同學校

類型、領域、學門以及計畫目標的差異。而在學術補助機制與政策方

面，過往我國對於科研優勢領域之發展規劃不足，並缺乏從國家整體

由上而下進行規劃之策略作為，補助計畫的研究方向也過於自主且發

散，無法有效發展出優勢領域。許多號稱是「問題導向」的研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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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並沒有真正抓到社會經濟問題的關鍵核心，亦有很多計畫未能根

據待解決問題的難易度，設計出對應的研究期程與事中、事後評估方

法。所謂整合型的計畫實質上並未真正「整合」，導致成果多僅為「組

合」而已。另外，在計畫審查的機制上，也有很多不利於年輕研究者

的部分。至於產學合作方面，過去，雖然科技基本法也有鼓勵產學合

作的思維，但內涵中對投入產學合作的誘因顯然不夠，也忽略了產學

合作過程中所需配套之利益衝突相關規範措施。以致於有些學界人

員，在進行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時，亦常會碰到可能被視為「利益輸

送、圖利廠商」的困擾，或甚至可能面臨觸法的風險。此外，儘管科

技研究人員與一般行政人員的工作內涵及面臨的不確定性有非常大

的差別，但是，現有的體制仍然以監督公務人員的方式來規範研究人

員，因此，對於研究人員的各種活動上產生了很大的干擾與限制。 

世界各國因應科技創新環境的變化，近幾年在科技發展的策略上

紛紛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除在研發經費的配置上都更強調選擇與聚

焦之外，也積極發展優勢領域，並推出各種誘因吸引國際人才。面對

這樣的環境，我國應該積極思考如何因應，一方面讓我們在某些領域

上能建構出全球的優勢，另外一方面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可以對社會產

生更大的貢獻。然而，學研發展要能真正促進國家整體福祉的提升，

本研究提出須先解決目前存在於學術評鑑制度、學術補助政策與機制

以及產學合作法規與機制上的一些瓶頸及問題。 

一、問題與現況 

近年來，台灣的學術研究蓬勃發展，不論是論文的發表數量持續

成長中，學術論文的影響力也逐漸擴散及全球。2000 年以後，每年

的論文發表篇數皆超過 10，000 筆，至 2010 年已逾 23，000 篇(如

圖 7)，發表量約占全球的 2.05%，達全球第 16 名。在論文品質的部

分，被引用次數的全球排名亦成長至全球第 19 名。而整體論文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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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響力(relative impact)在 2006-2010年間為 0.72，與世界平均水準

相比，則還有進步之空間(如圖 8)。但若以領域別來檢視，如圖 9 所

示，我國論文各領域占全球比重及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數之相對於世界

平均值來說，在農業科學方面為高於世界平均值，其他包括化學、電

腦科學、工程科學、地質學、數學、材料科學、藥理毒理學、物理學、

植物與動物科學、社會學以及太空科學等領域，論文發表水準皆已接

近世界水準。透過學術論文的發表，可使國內學術社群所展現的研究

能量，足以擴散至國際舞台上。 

 

 

 

 

 

 

 

 

 

 

 

 

圖 1 台灣歷年論文發表量之趨勢(1991-2010年) 

 

 

 

 

 

 

圖 7：台灣歷年論文發表量之趨勢(1991-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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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全球主要國家之論文相對影響力(2006-2010年) 

 

 

 

 

圖 8、全球主要國家之論文相對影響力(2006-2010年) 

 

 

 

 

 

 

 

 

 

 

圖 3 台灣論文各領域占全球比重與相對全球影響力(2006-2010 

 

 

 

 

 

圖 9、台灣論文各領域占全球比重與相對全球影響力(2006-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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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國目前卻面臨關鍵技術掌握不足，專利與學術論文關

聯低的問題，以我國引用期刊論文之專利比例與國際相比較，2010

年全球已達 16.18%，而台灣只有 8.13%(如圖 10)，隱含學術研究與產

業技術的連結性有待加強。且我國技術輸出金額不到技術輸入金額的

1/4，以 2011年而言，台灣企業海外權利金、商標費用支出便高達 1740

億台幣，與我國一年投入的研發金額約近 3000億相較，為相當大的

比重，顯示我國在重要技術的掌握上仍有不足，台灣產業的基礎技術

供給很少根源於本國。 

 

 

圖 10、台灣企業海外權利金、商標費用收入支出與技術貿易收支比例 

 

因此，對於學術成果的擴散，是否只有存在論文發表的單一路

徑，也出現越來越多的討論聲浪。如在討論學術評鑑的指標設計時，

曾有多位學者指出，學術研究不應只重視論文發表情形，更應討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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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是否能對社會經濟層面產生助益；而台灣在研究發展的價值鏈

上中下游之間缺少了連結，使得學術研究及發明獎項並未能夠帶來實

質的創新價值；甚至連近日來的美國牛肉瘦肉精爭議，也有指出國內

學術界是否針對該議題進行研究，以提供足夠的證據(evidence)與風

險評估(risk assessment)給政府作為決策支援(中國時報，2012)。 

事實上，早在 1999年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科學會議中，世界

各國的科學家便已針對科學與技術在 21 世紀應當賦予的責任進行簽

署活動(Declaration on Science and the Us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簽

署文件中宣誓未來的科學與技術並不僅止於製造知識而讓知識有所

進展，而是應當廣開思考如何將研究成果加以善用。因此，原先所認

定的「為知識貢獻的科學」(Science for knowledge；knowledge for 

progress)單一功能的想法，也應進一步擴充成包含「為和平貢獻的科

學」(Science for peace)、「為發展貢獻的科學」(Science for development)

與「不能自外於社會並為社會加以貢獻的科學」(Science in society and 

science for society)(UNESCO，2000)。而美國、歐盟、甚至鄰近的日

本、南韓等國，也開始透過政策引導機制，希望藉由問題導向的基礎

型研究(problem-orientedfundamental research)，鼓勵知識份子利用學

術研究來協助解決與人類生活福祉有關的重大議題。 

由於學術研究的本質肩負著社會的使命與享受著社會的資源，

故理應回應社會可課責性的要求。而我國的學術環境中，多數是仰賴

著納稅義務人的貢獻得以進行，因此學術研究者有義務針對近代以來

人類所面臨的迫切課題，提供解釋與解決對策，思考如何將研究成果

具體的回饋到社會問題的解決與經濟發展的貢獻之上。 

此外，世界各國因應科技創新環境的變化，近幾年在科技發展

的策略上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除在研發經費的配置上都更強調選擇

與聚焦之外，也積極發展優勢領域，並推出各種誘因吸引國際人才。

而我國大多數的企業只注重技術改良之獲利模式，缺乏創新，以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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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低成本國家的挑戰。面對這樣的環境，我國應該思考如何因應，

一方面讓我們在某些領域上能建構出全球的優勢，另外一方面使我們

的學術研究可以對社會產生更大的貢獻。因此，在學術研究與國家整

體發展關係越加密切之下，人才、資金、基礎環境建構與法規制度等

都需重新進行配置或調整。而如何能夠培養並留住人才、將資金進行

最佳配置、讓研究人員可以發揮所長、使科技發展和經濟成長有效連

結等又是當中很關鍵的課題。綜合上述，可知學研機構之研究發展，

已經與國家創新力、社會經濟和全民福祉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

此，學研地位的提升，對於台灣未來整體的發展上扮演極為關鍵角色。 

過去，我國的評鑑制度較著重於純學術績效的衡量，而且學術發

展並沒有與國家競爭力及產業創新有適當的連結，評鑑重點也沒有特

別強調社會效益，基於能在短期呈現出特定水準的學術績效，量化性

指標(如 SSCI/SCI論文篇數)變成整體評鑑的代表性指標。但隨著科研

發展與國家競爭優勢及社經情勢的關聯性激增，卻可發現，我國的學

術研究似乎沒有充分展現其對於國家與社經發展所該扮演的角色，這

也反應在我國較低的專利品質與較為不足的產業創新能力。因此，在

提升我國學研地位的議題探討墨上，將著重在學術評鑑制度、學術型

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和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等三方面。 

(一)議題亮點一：學術評鑑制度 

就學術評鑑制度而言，依我國過往的情形來看，很多學術研究

與發明獲獎多未帶來實質的創新價值，部分導因於學術評鑑思維過於

狹隘及單一化。在高度重視國際期刊發表的評鑑機制下，研究者將論

文發表錯認為計畫目標與成果的主要展現，因此，使得研究結果無法

真正地回應國家發展、社會需求及發掘科學真相等重要科技發展目

標，在評鑑指標引導研究取向的情況之下，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脫

鉤。政府部會雖有意導正此偏誤，但因政策資訊無法充分傳遞，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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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充滿論文至上的思維，一意追求在高指標的西方期刊發表，因而偏

離了學術發展的其他重要目標。另外，我國對於具不同屬性及體制的

機構之評估，也因所採用的準則並無太大的差異，所以無法呈現學校

類型、領域、學門以及計畫目標的差異，而部分技職學校的教師升等

審查上甚至仍僅著重論文發表，忽略技職學校的真正使命。並且，我

國在計畫審查機制上也不夠多元，各類型審查委員的成員皆以學界為

主，同時在審查委員的聘請上也不具延續性，因此，難以根據計畫的

目標及成果進行適切的評估；而在許多研究計畫目標不明確的情況

下，遂產生評估準則過於強調論文產出的現象。再加上很多計畫成果

多半缺乏長期追蹤，以致於研究成果對社會及經濟的貢獻都無法顯現

出來。如何提出學術評鑑制度改善方向是政府當務之急。 

(二)議題亮點二：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 

就學術補助政策與機制而言，過往我國對於科研優勢領域之發

展規劃不足，並缺乏從國家整體由上而下進行規劃之策略作為，這樣

的情形有一部分是肇因於政府之補助計畫過去基於學術自由的立

場，多未做整體方向的規劃與詳細評估，使得補助計畫的研究方向過

於自主且發散，多數計畫執行者依照自己的興趣來選擇題目與進行研

究，導致整體研究能量分散，無法有效發展出優勢領域。同時，學研

單位從事科技研發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科技預算，因此，研究的構想

與驅動力鮮少來自於產業界，即便是任務導向型的研究，其事前評估

程序也過於簡化，議題選擇之證據基礎亦很薄弱，缺乏技術供給端與

需求端之對話機制與平台，致使學研與產業之間的需求落差大，研究

者的研究動機或方向未顧及產業需求，亦無法培養產業所需之人才。

實際上，產業界有其特別的需求，尤其是解決問題所需的應用技術成

果及能力，因此，學研界所研發出來的技術成果要推動到產業便遇到

了困難，而產業界亦無法找到適合的學研成果來協助解決其問題。許

多號稱是「問題導向」的研究，事實上並沒有真正抓到社會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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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核心，亦有很多計畫未能根據待解決問題的難易度，設計出對

應的研究期程與事中、事後評估方法。同時，一般補助計畫以個人型

為多，較欠缺團隊合作型式，整合型計畫實質上並未真正「整合」，

導致成果多為「組合」。另外，在計畫審查的機制上，也有很多不利

於年輕研究者的部分。而對於鼓勵年輕研究者進行創新及發掘新領域

的相關獎勵也不具足夠的吸引力，多數是在舊有的評鑑思維上，衍生

出帶有折衷味道的辦法，仍然無法跳脫出舊有人才培育的方式。因此

如何設計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與我國提升學研地位具有

密切關係。 

(三)議題亮點三：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 

就產學合作法規與機制而言，過去，我國科學技術基本法雖有

鼓勵產學合作的思維，但內涵中對投入產學合作的誘因顯得並不足

夠，也忽略了產學合作過程中所需配套之利益衝突相關管制措施。以

目前學界與產業的互動狀況而言，過去多是業界以「委託」學界進行

研究、或是提供實習機會給學生等方式進行，鮮少有業界主動參與學

界的研究人才培育以及與學界共同投入問題導向研究。儘管目前有些

業者逐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開始透過捐助的方式回饋於學術界，如

建立大樓與設立獎學金等，但該等類型的捐贈，基本上較著重於增加

研究投入上與提升基礎設施環境上的資助，而非以業界的觀點實際地

參與共同研究。近年來，國內也有許多企業透過論文獎的設立來鼓勵

年輕研究人員，但此項做法屬於單次獎勵的方式，無法給予研究者較

為長期的資助，也較無法落實人才的培育與扎根。另外，也有些學界

人員，在進行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時，亦常會碰到可能被視為「利益

輸送、圖利廠商」的困擾，或甚至可能違法的困惑，例如：能否直接

決定獨家授權?能否至廠商兼職兼薪以協助技術移轉?技轉時能持多

少技術股?等。因此，政府若能明定利益衝突規範並提升誘因，將有

助於產學合作的促進，同時，可以提高學術研究的公信力以及確保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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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目標的達成不會受「個人利益」的影響。近年來科技基本法與相關

子法之修正，雖鼓勵產學合作，也有意建立利益衝突規範相關之資訊

揭露與申報制度，但就結果來看，則可以發現除合作誘因不足外，學

研機構也不知如何恰當拿捏利益範圍及尺度，也就是說，科技基本法

的產學合作精神並沒有完全在實際產學合作上落實，也沒有將產學合

作利益衝突的內涵與條件加以明確化並成為利益衝突的規範或指導

原則。因此，學研機構在無明確產學合作利益衝突規範(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y)之指導原則下，多以保守心態因應。而一些部會在思維

上，亦將利益衝突視同利益輸送，一旦碰到產學合作的相關事宜時，

自然會以利益迴避的做法為優先考量。因此，在學研技術導入產業界

的機制不明確下，研究者為了規避風險，就不願意積極投入研究成果

的移轉與後續商品化的發展。而公教研體制分軌的思維也有待持續加

速落實與宣傳推廣，以讓研究人員的研究業務與公務體制架構有所區

隔，因而可給予產學合作及研究者更多研究彈性與空間，並將心力集

中於研究工作的突破上。因此，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也是需要立

即著手制定。 

二、議題分析 

A.台灣提升學研地位的現有作法 

(一)議題亮點一：學術評鑑制度現況檢討 

學術評鑑的推動對於增進大學自主的建立、學術能量的提升應

有積極貢獻，然而，近年來，各界對於學術評鑑之聲不絕耳，對於各

類評鑑太過強調期刊論文發表，而不重視後續之產業、經濟，以及社

會影響力，有諸多批評。檢視目前學術評鑑，可整理為以下幾個層次。 

1.國家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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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總體科技施政績效指標而言，國科會之任務為「推動全

國整體科技發展」、「支援學術研究」、「發展科學工業園區」。以配合

「行政院推動績效評估的政策及作業」中，國科會 100 年度業務構

面：計有 9 項關鍵策略目標，下分 14 項績效指標(如表 5)。9 項關

鍵策略目標及關鍵績效指標見表 5。然檢視之後可以發現，該等指標

雖列入補助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技轉件數，但此項指標仍屬於單次性

的效益，較缺乏研發價值後端指標，例如技轉後廠商所衍生的附加價

值與權利金等，以能實際追蹤研發成果累積形成的長期效益。 

 

表 5：國家總體科技施政績效指標項目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推動學術研究，提升科技研發品質 SCI/SSCI 論文篇數排名 

SCI/SSCI 論文引用數排名 

關鍵策略目標：加強支援學術研究，強化研發成

果推廣與運用 

補助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技轉件數 

提升科技研究服務效能，建構人性關懷科技體系 智慧、健康、樂活之社會關懷科技研究團隊養成數 

配合政府施政重點，發展永續科技 投入永續科技發展計畫經費 

推動前瞻、核心科技之研發與創新 引進高科技廠商家數 

科學園區年度營業額 

建構優質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廠商滿意度 

引進新能源及生技產業廠商家數 

因應政府災後重建所需，發展重災區重建之速捷

評估方法 

速捷評估方法之完成率 

整合研發能量，推動創新技術與前瞻科技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跨部會整合綜效貢獻指數 

國研院與國輻中心服務績效目標達成率 

培育及延攬科技人才，獎助優質團隊 培育及延攬科技人才，獎助優質團隊 

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人次占專題研究計畫總件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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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層次 

(1)大學競爭性經費補助 

由「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所提之「高等教育宏觀規

劃報告」，建議以競爭性經費，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及跨校研究中心

設置計畫，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教育部依上述建議，推動相關計畫，

之後並配合行政院「新十大建設」之規劃提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分兩期推動，第一期為 95年至 100年，第二期

自 10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3 月 31 日止，列入「愛台十二建設計

畫-智慧台灣人才培育建設」執行項目之一。該計畫自 100 年起執行 

五年後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如下： 

至少 10 個研究中心或領域成為世界一流；所謂世界一流指在該

領域權威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數為世界前 10 名，或是由學

校自訂而由審議委員會核可之指標。 

 由國外延攬之專任教師、研究人員，成長 25%(每年平均成長約 5%)。 

 就讀學位或交換之國際學生數，成長 100%(每年平均成長約 20%)。 

 專任教師中屬國內外院士、重要學會會士者，增加 200人每年平均增

加 40人)。 

 近 10年論文受高度引用率 HiCi 之篇數成長 50%(平均每年成長約

10%)。 

 赴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短期研究、交換、修習雙聯學位之師生成長

100%(平均每年成長約 20%)。 

 開設之全英語授課之學位學程數成長 100%(每年平均成長約 20%)。 

 非政府部門提供之產學合作經費成長 50%(平均每年成長約 10%)。 

 研發之專利數與新品種數 5年合計 2，000 件(平均每年 400 件)。 

 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成長 100%(平均每年成長 20%)。 

 

但從與相關報導得知，該種計畫層次的補助機制，在執行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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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如下可能問題： 

 中心思想的問題：包括將排名工具當作目標：大學的服務社會、

培養人才及批判社會的本質淪為次要(社會責任)。忽略領域特

質。計畫審查偏重科研等量化指標，明顯有利於理工與自科學學

院，卻讓社會人文學院吃了悶虧。監院糾正案文指出計畫目標定

義有欠明確，教育部連「亞洲一流」的定義都說不清楚。不同的

排名評比皆有其著重之部分，教育部以此做為一流大學的定義，

有欠明確。且 5年 500億是「贏者通吃」的經費分配方式，使得

校際間資源差距日益加大，出現 M型化趨勢。而且利用特別預算

辦教育也產生爭議。 

 計畫審查內容及其方式：審查委員的能力，對計畫目標的認知；

審查程序中，參與委員的連貫性與一致性。評鑑指標內容：重洋

輕土、重理工輕人文、重外來學術明星，忽略本土教師長期作育

人才努力的迷思。重視論文發表，盡信 impact factor，將期刊評

鑑指數套用於作者身上，造成教授只重論文發表，不重教學與產

學合作。 

 計畫獎勵機制：目前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流弊：論文寫愈多愈容

易得獎。無群組獎勵制度，僅正教授分級制獎勵個人研究成果。

針對學校、而非研究計畫的補助方式，也引起非議，包括質疑教

育部想將學校和法人化及規模化綁在一起，及資源過份集中少數

學校。 

 學術傳承：學術創新是建立在世代累積與傳承的基礎上，但現在

只重視個人表現。 

(2)學術補助計畫 

國科會學術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含一般個人專題計畫及整合型計

畫。以「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計畫評鑑為例，其計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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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含量化與質化的部份。量化包括研究成果統計、重大突破暨頂尖論

文發表；質化的部份則為計畫研究成果之執行摘要，包括：(1)研究

的一般性描述；(2)主要的成就描述；(3)研究成果分類歸納；(4)計畫

管理描述(是否促成研究合作與整合)；(5)國際合作活動。 

量化統計共計九大項目，各項目再針對總件數(total)、國內件數

(domestic)、國外件數(international)、顯著表現(significant)、被引用次

數(citations)、技術移轉數(technology transfer)，分別要求填寫。顯著

表現由計畫主持人定義，例如發表於該領域前十大的期刊，或發表於

該領域前 15%的期刊，或參與領域內重要之研討會議，且其發表論文

的被接受度大於三成。被引用次數，必須扣除自我引用的部份。 

統計九大項目如表 6所示，分別為：(1)出版論文，含期刊論文、

會論文、技術報告；(2)專利，含申請中與核准件數；(3)商標發明件

數；(4)由該計畫所召開之工作會議或研討會議，含場次數目及出席

人員數；(5)訓練課程，含訓練時數及參加人數；(6)個人成就方面，

包括得獎、專題演講、期刊編輯等，例如諾貝爾得主，成為中央研究

院的院士，或是國際學術團體的主要研究員；(7)技術移轉，包括移

轉件數、權利金額、授權案件數；(8)產業標準件數，被計畫主持人

所認可，為國家或國際標準局所接受；(9)技術服務，含服務件數及

收費金額，運用研究成果提供技術服務，包括提供給政府其他部會或

社群團隊的研究與教學活動。除上述外，計畫主持人尚需繳交「重大

突破暨頂尖論文發表」，說明計畫執行期間主要的貢獻，計畫目標及

預期成果達成說明，目標執行前後比較等。頂尖論文發表需列出五篇

最具影響力的論文，標註屬性及論文影響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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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之統計指標項目 

 LISTING 

1 PUBLISHED ARTICLES 

JOURNALS 

CONFERENCES 

TECHNOLOGY REPORTS 

2 PATENTS 
PENDING 

GRANTED 

3 COPYRIGHTED INVENTIONS ITEM 

4 WORKSHOPS/CONFERENCES 
ITEM 

PARTICIPANTS 

5 
TRAINING COURSES 

(WORKSHOPS/CONFERENCES) 

HOURS 

PARTICIPANTS 

6 PERSONAL ACHIEVEMENTS 

HONORS/ AWARDS 

KEYNOTESGIVEN BY PIS 

EDITOR FOR JOURNALS 

7 TECHNOLOGY TRANSFERS 

ITEM 

LICENSING FEE 

ROYALTY 

8 INDUSTRY STANDARDS ITEM 

9 TECHNOLOGICAL SERVICES 
ITEM 

SERVICE FEE 

 

另外，在國科會專題研究獎勵計畫補助項目，審查條件也強調論

文必須被知名引文資料庫(如 SCIE、SSCI)收錄情形，表 7 詳列各學

術處專題研究計畫評估項目與引文資料庫相關部分。而補助計畫之研

究成果發表於 SCI資料庫者，國科會也同意其論文發表費可於專題研

究計畫業務費項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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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國科會專題研究獎勵計畫補助之評估項目 

國科會 

單位 
計畫申請表格 評估項目 

與「引文資料庫」相關

審查 

自然處 

自然處專題計畫

主持人近五年研

究成果 

研究成果 
填寫 SCI論文所刊載期

刊之 Impact Factor 
獲獎情形及重要會議邀請演講 

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 

生物處 

生物處研究人員

近五年內研究成

果統計及獲獎勵

情形 

研究論文 研究表現指數(RPI)統

計：論文依文獻類型、

期刊分類排名、作者排

名給予權重 

獲得獎勵情形：傑出獎、吳大猷

獎.. 

其他研究成果：專利、技轉… 

工程處 

工程處專題計畫

申請人近五年內

研究成果發表統

計表 

期刊論文 
SCI論文期刊所屬領域

排名、被引用次數、影

響係數 

研討會論文 

國內外專利件數 

技轉、利益金、技術報告、軟體… 

人文處 

人文處五年以上

且具深遠學術影

響力之代表作 

敘述此代表著作之重要研究成

就、引用情況及對學術研究發展

之具體貢獻 

敘述此代表著作之引用

情況 

科教處 

科教處研究人員

學術論文發表情

形調查表 

收錄於 SSCI、TSSCI 資料庫之期

刊 

論文被引用次數 
教育計畫成果推廣、應用、商品

化 

專利 

科學教育專書 

 

3.研究者升等評鑑 

研究人員的升等評鑑，主要觀察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獎金支給要點

及國內數所大學的教師升聘辦法。中央研究院內研究人員的績效評

鑑，主要依據院內考核獎懲法規辦理，評鑑單位為學術研究績效評定

委員會；大學院校的教師評鑑制度，則依教育部頒定的大學法第 21

條法源辦理，由教師評鑑委員會、教學評估小組或教務處統籌辦理，

有些學校也授權各學院自行辦理，評估頻次每年約為一至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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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對研究人員的評鑑考核，主要著重於研究及服務兩項

評估項目，包括研究成果獲卓越聲譽，重大研究具傑出貢獻，國際學

術研討會擔任主講人，國際學術期刊擔任編委，院內學術行政公共服

務積極參與並表現績優。 

大學院校教師的升等審查，主要區分為「研究」、「教學」、「服務」

及「輔導」四項，各項受評項目的分配比例，各校約略不同；在「研

究」項目部分，台灣師範大學將本項指標列為最高占比(70%)，東吳

大學則將此項比重列為最低占比(30%)，技職體系的台灣科技大學，

其研究項目除論文專書外，亦包含專利、技轉及產學合作等，占比

45%，私立南台科技大學則將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列為同一項目，占

比為 60%，至於國內公認學術卓越的台灣大學，工學院「研究」考評

僅占總成績 45%，遠低於師範體系台灣師範大學的 70%。「教學」評

比部分，如東吳大學將本項比重列為最高，教師可自行選擇該項評比

占總成績之 40%，而師範體系的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學項目僅占

總評比之 20%，私立南台大學則將教學、服務及輔導三者併為一項，

占比 40％，其餘各校教學占比介於 20%至 30%之間。在參與校方學

術行政公共「服務」部分，占比最高為台灣科技大學(20%)，比重最

低為台灣師範大學(10%)及國立政治大學(10%)。表 8將上述大學專任

教師升等細則製表比較。 

教師升等項目「研究」評鑑部分，多數學校要求教師繳交特定年

限之論文著作，並發表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期刊或專業刊物，少數學校

則特別提到，論文是否被 SCIE、SSCI、AHCI、EI 等國際知名資料

庫收錄，列為教師升等的必要條件，如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南台科技大學等校，而醫學系所多將教師升等論文的影

響係數(Impact Factor)、領域排名、作者排名列入評分標準，如「國

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論文歸類及評分方法」所述。 

綜觀目前國內研究者升等評鑑爭議點，主要包括，(1)學校發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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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明，教師升等各項評鑑標準占比不易掌握。(2)評審標準之「研

究」項目，評比方式偏重論文表現。(3)評審標準之「教學」項目，

評比結果難被量化。(4)技職學校的教師升等偏重「研究」項目，與

設校宗旨有所落差。(5)醫學體系教師升等論文，設有論文歸類評分

方法，明列教師論文必須發表於 SCIE資料庫才可採計。 

 

表 8：大學院校教師的升等審查標準 

審查內容 台灣大學 台灣師範

大學 

政治大學 東吳大學 台灣科技

大學 

南台科技

大學 

機構屬性 國立綜合

研究大學 

國立師範體

系大學 

國立人文

社會科學

研究大學 

私立綜合

大學 

國立科技

大學 

私立科技

大學 

適用對象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審查頻次 每年一次 每年二次 每年二次 每年二次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評審法規 國立臺灣

大學工學

院辦理教

師升等審

查細則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

學系所教師

評審作業要

點 

國立政治

大學教師

聘任升等

評審辦法 

東吳大學

教師升等

審查作業

要點 

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

教師聘任

及升等審

查辦法 

南台科技

大學教師

聘任暨升

等評審辦

法 

評審標準 各院配比

不同： 

工學院 

研究 45%

教學 45%

服務 10% 

 

醫學院 

研究 60%

教學服務

40% 

各系配比不

同： 

數學系 

研究 60% 

教學 30% 

服務 10% 

 

化學系 

研究 70% 

教學 20% 

服務 10% 

研究 60%

教學 30%

服務 10% 

自行擇一

A： 

研究 30%

教學 40%

輔導 15%

服務 15% 

B： 

研究 40%

教學 30%

輔導 15%

服務 15% 

研究 45%

教學 35%

服務、輔

導 20% 

 

 

研究、產學

60％ 

教學、服

務、輔導 40

％ 

 

從以上的證據顯示，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讓很多學術研究與發

明獲獎都未帶來實質的創新價值，部分導因於學術評鑑思維過於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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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單一化。在高度重視國際期刊發表的評鑑機制下，論文發表被錯認

為計畫目標與成果的主要展現，也因此研究者必須一直追求論文的產

出與數量，導致並無心力去將研究方向對準回應國家發展、社會需求

及發掘科學真相等重要科技發展目標，在評鑑指標引導研究取向的情

況之下，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脫鉤。政府部會雖有意將此偏誤導正，

但因政策資訊無法充分傳遞，學界仍充滿論文至上的思維，一意追求

在高指標的西方期刊發表，因而偏離了學術發展的其他重要目標。此

外，我國對於具不同屬性及體制的機構之評估，也因所採用的準則並

無太大的差異，所以無法呈現學校類型、領域、學門以及計畫目標的

差異，而部分技職學校的教師升等審查上甚至仍僅著重論文發表，而

忽略了技職學校的真正使命。再者，我國在計畫審查機制上也不夠多

元，各類型審查委員的成員皆以學界為主，同時在審查委員的聘請上

也不具延續性，因此，難以根據計畫的目標及成果進行適切的評估；

而在許多研究計畫目標不明確的情況下，遂產生評估準則過於強調論

文產出的現象。再加上很多計畫成果多半缺乏長期追蹤，以致於研究

成果對社會及經濟的貢獻都無法顯現出來。 

(二)議題亮點二：學術補助政策與機制 

我國有關基礎研究之科研預算主要編列機構為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與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

國科會為推動國家整體科技發展最高統籌機關，其重要任務之一即在

支援學術研究，有關基礎研究之計畫主要是以申請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方式，鼓勵國內大學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學術研究，目的在吸引人才

全力投入研究工作；此外，也建立各種獎勵制度以鼓勵深度創新性及

持久性的研究，由國科會 5 個學術發展處負責推動，分別是自然科

學、工程技術、生物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與科學教育等發展處。 

 如果以不含科發基金出資為基準計算，100 年度由國科會例常性

預算出資計算，我國任務型與一般型補助計畫之經費分別為 59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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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8 萬與 197 億 531 萬，任務型計畫與一般型補助計畫經費比例約

為 1：3.32。任務型計畫之內涵依照國科會定義，係包括如尖端科技

研究計畫、學術攻頂研究計畫、跨領域研究計畫、大學學術追求卓越

發展延續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研究案與補助案等(國科會補助各

類研究計畫分類表，2009)。如果選擇部分專題計畫類型(不包含產學

部分)，大致可包含專題研究計畫(區分為一般/新進人員)、優秀年輕

學者研究計畫、特約研究人員從事三年期特約研究計畫、傑出學者研

究計畫、學術攻頂研究計畫、跨領域整合計畫與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

展延續計畫等。這些重要專題研究計畫相關之目的、補助標的與計畫

年期之比較如表 9所示。 

其中可以發現，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國較缺乏從國家整體規劃

之策略思考與作為，雖有任務導向型計畫，但若排除國家型科技計畫

範圍，則問題導向型式之研究計畫比例低且未有明顯區隔。跨領域計

畫之研究主題雖有部份問題導向，但問題形成之事前評估程序過於簡

化、多由學術處個別提出再邀集其他學術處參與，因此議題選擇之證

據基礎較薄弱；在重要研究主題的規劃過程中，缺乏利害關係人之參

與，資訊相對不夠透明與建全，尤其學研單位從事科技研發的驅動力

鮮少來自於產業界，致使台灣研究者的研究動機或方向未能顧及產業

需求，在相關問題之界定與目標不夠明確，因產業界實際需要的是解

決問題的應用技術及能力，而非學術論文的原創發現，導致學研與產

業之間的需求落差大，產業界的問題亦無法找到適合的學研成果提供

解決答案。在研究計畫上目前也並無根據待解決問題難易度，設計對

應研究期程與事前、事中、事後評估方法。 

而在一般共通之問題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仍以個人型補助

為多，較欠缺團隊合作型式；即便是整合型計畫實質上並未真正「整

合」，導致成果多為「組合」，同時補助計畫審查過程不利年輕研究者，

不能真正達成學術研究之世代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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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國科會目前重要的計畫類型與特色 

審查重

點 

一般專題研究

計畫 

優秀年輕學

者研究計畫 

補助特約研

究人員從事

三年期特約

研究 

補助傑出學

者研究計畫 

學術攻頂研

究計畫◎ 

跨領域整

合型計畫

◎ 

大學學術追求

卓越發展延續

計畫◎ 

目的 補助大專院校

及學術研究機

構執行科學技

術研究工作，以

提升我國科技

研發水準 

培育具有研

究潛力之年

輕優秀學

者，給予充

分之經費補

助，進行基

礎及應用性

之研究 

鼓勵特約研

究人員投入

長期性、前

瞻性之研

究，以帶動

我國科技之

發展，加速

提升我國之

科技水準及

國際學術地 

鼓勵曾獲國

科會傑出研

究獎之學者

繼續投入長

期性、前瞻

性之研究計

畫 

支持已居世

界領先群或

具有高度研

究潛力之傑

出學者，給

予長期且充

分之經費補

助，進行基

礎及應用之

前瞻研究 

未明確揭

示，僅揭示

各別研究

主題之目

的背景 

延續教育部大

學學術追求卓

越發展計 

畫之成果，鼓勵

國內研究人才

之合作交流及

資源整合運

用，營造鞏固優

勢學術領 

域 

補助標

的 

個別型/整合

型；以受理多年

期研究計畫為

原則。 

個人，45 歲

以下 

個人，傑出

研究者 

個人，曾獲

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一次

以上研究者 

傑出研究學

者為主，個

人 

整合兩個

以上不同

學門 

團隊，整合型計

畫 

包括總計畫及

三項以上之子

計畫 

計畫年

期 

鼓勵多年期研

究計畫 

最多 4年 至多 3年期

計畫，於同

一期間內，

以申請一件

為限 

3 年期計

畫，計畫主

持人於同一

期間內以申

請一件為限 

5 年 3 年 計畫全程期限

為四年 

其他  女性生育延

長年齡限制 

執行一次本

計畫及一次

三年期傑出

學者研究計

畫期滿者，

由本會頒給

傑出特約研

究員獎牌 

 每年核定補

助至多 10 

件計畫，依

計畫實際需

求，每一計

畫平均每年

補助金額以

不超過新台

幣 2，000 萬

元 

2012年規

劃 14 項 

部分為問

題導向研

究 

審查重點：配合

國家發展，具有

前瞻性及發展

性之優勢學術

領域。 

2.發展方向屬

跨領域之科際

整合，並具有國

際競爭力之前

景。 

◎表任務型計畫。資料來源：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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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國外趨勢觀之，Gibbons et al., (1994)提出知識生產模式會

從以傳統學門為基礎、內部驅動方式與個人主導，變為科際整合、實

務導向以及網絡主導的方式(Gibbons et al.，1994)。傳統的知識生產

方式稱為模作模式一(Mode 1)，多由專業學科領域中的基礎科學研究

出發，解決的是該知識領域中的特定問題，不需要顧慮是否符合社會

經濟的需求，其研究成果的價值也由該領域的社群團體來評量。模式

二(Mode 2)則是一個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模式二講求的是「應用導

向」的知識生產，知識產生者必須了解外部需求，才能符合商業經濟

與社會的需求，因此知識的生產需要跨領域合作，其研究成果也不再

是單一學科領域專家可以評量；同時在知識的應用上除考量市場機制

外，也需要納入政策、文化等議題。由於研究的主題是應用需求導向，

生產到應用的距離將大幅縮短，因此知識生產模式的改變使得科學知

識得以商品化順利進入產業鏈，適合現代社會急速變遷轉型中的知識

經濟時代。 

2011 年 Nature 的一篇社論，亦討論到科學研究的公共價值問

題。該篇社論提出在過去認定祇要有知識產生便是好的想法應該需要

修正，甚至研究工作者認定「只為追求知識」或「貢獻經濟成長」的

研究正當性思維，也已有不足，他們提出科學研究公共價值的重要

性，指出過去二十年受益公共投資超過三百億美元的美國氣候計畫，

在提供公共價值方面是失敗的。他們認為要達成科學研究的公共價

值，必須擴大公共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這不但避免了科學研究者本

身利益的過度主宰，也符合研究者獲取公共資源社會責任的要求。 

近年來因科技預算緊縮，許多國家(如美國)的政府科技計畫補

助越來越重視問題解決導向，而非只探索未知，滿足好奇的研究。目

前我國自由型研究比例偏高，致使學術界的研究題目與業界連結不

足，在大家研究力量沒有聚焦，因而難以針對關鍵問題提供從問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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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至解決方案之整體規劃建議狀況下，自然難以解決當前面臨的關鍵

問題，因此對於問題導向型計畫的重視程度須提高。 

因此可以了解，就學術補助政策與機制而言，過往我國對於科

研優勢領域之發展規劃不足，並缺乏從國家整體進行規劃之策略作

為，這樣的情形有一部分是肇因於政府之補助計畫過去基於學術自由

的立場，多未做整體方向的規劃與詳細評估，使得補助計畫的研究方

向過於自主且發散，多數計畫執行者依照自己的興趣來選擇題目與進

行研究，導致整體研究能量分散，無法有效發展出優勢領域。同時，

學研單位從事科技研發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科技預算，因此，研究的

構想與驅動力鮮少來自於產業界，即便是任務導向型的研究，其事前

評估程序也過於簡化，議題選擇之證據基礎亦很薄弱，缺乏技術供給

端與需求端之對話機制與平台，致使學研與產業之間的需求落差大，

研究者的研究動機或方向未顧及產業需求，亦無法培養產業所需之人

才。實際上，產業界有其特別的需求，尤其是解決問題所需的應用技

術成果及能力，因此，學研界所研發出來的技術成果要推動到產業界

便遇到了困難，而產業界亦無法找到適合的學研成果來協助解決其問

題。許多號稱是「問題導向」的研究，事實上並沒有真正抓到社會經

濟問題的關鍵核心，亦有很多計畫未能根據待解決問題的難易度，設

計出對應的研究期程與事中、事後評估方法。同時，一般補助計畫以

個人型為多，較欠缺團隊合作型式，整合型計畫實質上並未真正「整

合」，導致成果多為「組合」。此外，在計畫審查的機制上，也有很多

不利於年輕研究者的部分。而對於鼓勵年輕研究者進行創新及發掘新

領域的相關獎勵也不具足夠的吸引力，多數是在舊有的評鑑思維上，

衍生出帶有折衷味道的辦法，因此，仍然無法跳脫出舊有人才培育的

方式。 

(三)議題亮點三：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機制 

國家競爭力之發展，在國家創新系統是否建構完整，尤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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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創造、累積及運用的關鍵。過去台灣以製造業聞名全球，主要為

依賴高度製程改善能力及低廉勞動成本。然而，現今，中國大陸挾人

力、土地成本優勢，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代工市場，歐美、韓、日各國

在新技術更是大幅進步，台灣過去所依賴的優勢已逐漸消失，國家競

爭力已由先前的有形資本及勞力成本，進入以知識為競爭資本的型

態。台灣面臨國際環境的改變，也必須擁有健全的創新系統，才能在

知識經濟的時代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也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下，學術研究機構被賦予的任務

也進而調整成不再僅是教學與研究，而是必須帶動周遭產業發展，甚

至是在國家整體的科技研發價值鏈扮演重要角色。根據我國科技研發

價值鏈，在研發的過程中，其活動主要分區分為上游的基礎研究、應

用研究，中游的技術發展、商品化銜接機制，再到下游，由企業負責

的商品化、產業化的活動。而上、中游的部分，往往由學術研究機構

所主導。為了讓上、中、下游能順利銜接，使得學術研究的成果能符

合產業界的需求，達到知識產業化的目的，產學合作便是相當重要的

一個執行手段。換言之，學研機構必須從傳統的為了研究而研究的任

務，逐漸提升為創造知識、推動產業發展的火車頭。 

為了推動產學合作，早在 1999 年我國便仿效美國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的精神，制訂與實施科技基本法，明訂政府資助的研

發成果下放學研單位，使得我國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交流逐漸活絡。

而針對產學合作的相關政策，在過去幾年，相關部會多以計畫補助形

式推展。如國科會的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

研究產學合作補助計畫等；教育部的大專院校產學計畫績效激勵方案

綱要計畫、大專院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經濟部的產學合作育成計

畫、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等。檢視上述計畫內容可得知，目前的政

策對於產學之間的合作模式，已產生一定機制，且有擬訂相關的獎勵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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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的議題討論，也是歷次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與國家科

學技術發展計畫的重點項目，因此可看出產學合作已逐漸被視為往知

識產業化邁進的關鍵手段之一。會議中均對於「如何有效將學研研究

成果實質應用至產業界，或是鼓勵產學研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合作」視

為討論重點。而科技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也強調政府對學研地位提升

的構思是以能提升臺灣全民福祉為主要依歸，也期許學研將研究成果

轉為對在地經濟的幫助。因此，有關科學技術研發的相關活動需要重

新思考，除了內容上應該從基礎研究拓展到應用研究、技術發展及商

品化等活動之外，政府對於大學技術發展的相關支援活動，諸如學術

評鑑機制、研究案補助機制及產學合作機制等也應該重新思考，以健

全學研發展與全民福祉連結之機制。 

就產學合作而言，過去，我國科學技術基本法雖鼓勵產學合作

的思維，但內涵中對投入產學合作的誘因顯得並不足夠，另外也忽略

了產學合作過程中所需配套之利益衝突相關管制措施。以目前學界與

產業的互動狀況而言，一些產學合作雖名為產學合作，實質上本質仍

是為了論文發表的學術研究，即便進行產學合作，過去多是業界委託

學界進行研究、提供實習機會等模式在進行，鮮少有業界主動參與學

界的研究人才培育與共同投入問題導向研究。儘管業界逐漸重視企業

社會責任，開始透過捐助方式回饋於學術界，如建立大樓、設立獎學

金，但該類型的捐贈模式較屬於資助研究上的投入或是提升基礎設施

環境，而非以業界觀點實質參與研究過程。近年來，國內也有許多企

業透過設立論文獎的模式，鼓勵年輕研究人員，但此項機制多半是以

單次獎金形式給予獎勵，比較欠缺給予研究者多年期資助與培育。 

然而，產學合作的發展除了積極連結之外，近幾年產學合作的

發展與規範遭遇了許多問題與爭議，尤以「利益衝突」與公教研未能

適時分途最衝擊問題的核心。其中產學合作的利益衝突現象是國家政

策與制度規範的重要議題，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曾引發爭論(劉宏

恩，2006、2010)。而根據劉江彬與王偉霖(2010)，對於台灣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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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移政策及法制面之規範曾提及以下可資改進方向：一、政策及

法制面的改進包含(1)專屬授權之限制、(2)境外實施之限制、(3)「國

有財產」觀念有誤、(4)採購法觀念之調整，以及二、利益衝突防止

機制的建立。其中對於利益衝突之機制建立，則是認為可為透過學術

機構的內規，加以切實執行，或是透過由行政機關視情形訂定行政規

範。例如：美國公共衛生署、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等都已開始

制訂關於利益衝突管理之行政規範。盤點目前國內有關研究發展有關

利益衝突法規如表 10所示： 

 

表 10：利益衝突相關之法規修正狀態 

法律/法規

名稱 

科學技術

基本法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

員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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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

員會辦理

產學研究

計畫補助

案件之利

益迴避暨

保密原則 

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

採購監督

管理辦法 

從事科學

研究人員

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

資事業管

理辦法(草

案) 

人體研究

法 

制定/修正

日期 

100年 12

月 14日 

100年 7月

1 日制訂 

2012年 6

月 11日 

100年 6月

9日 

2012年 5

月 7日 

 100年 12

月 28日 

類型 修正 制訂 修正 修正 修正 制訂 第 6條第 9

項 

相關法規

條目 

第六條第

三項 

第四條第

四項 

第五條第

二項、第

三項 

第七條、

第八條 

第八條 草案第七

條 

第九條研

究人員利

益衝突事

項之揭

露。 

 

首先，在科學技術基本法中第六條第三項，主要是訂立智慧財

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平及效益原則，參酌資本與勞務之

比例及貢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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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及對市場之影響，就其目的、要件、期限、範圍、全部或一

部之比例、登記、管理、收益分配、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露、資助

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行

政院統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法規命令施行之。 

另外，配合科技基本法本法第六條第三項，在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中，增列迴避及相關資訊之揭露。如第五

條第二項訂立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包括申請及確保國內外權利、

授權、讓與、收益、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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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三項訂立在關

於第一項之管理機制，包括專責單位管理、維護管理、運用管理、迴

避、資訊揭露及會計處理等。迴避及資訊揭露，包括目的、適用對象、

適用範圍、應申報或揭露事項、審議程序及通報機制等。 

而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四條，為有關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就歸屬其所有研發成果，應

負管理及運用之責，並應循內部行政程序建置各款研發成果管理機

制，其中在第四項利益迴避及權益保障訂有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應建

置利益迴避、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處理機制，設立專責單位受理申

報作業、管理揭露資訊、處理利益迴避事項，並落實人員、文件與資

訊等保密措施。 

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辦理產學研究計畫補助案件之利益迴

避暨保密原則中，訂立審查國家科學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案

件之學者專家應行進行利益迴避的事項，其中在第七條明訂審查人與

合作企業之負責人間不得有下列關係：(1)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

或姻親。(2)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2)審

查人與合作企業之負責人為另一申請案或執行中之研究計畫之共同

主持人。(4)審查人與合作企業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

理關係。另在第八條明訂，具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行迴避：(1)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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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主持人(申請人)或其關係人與合作企業或其負責人間近三年曾有

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2)計畫主持人(申請人)或其關係人與合作企

業或其負責人間近三年曾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資

金借貸、投資、背書、保證等財務往來。(3)計畫主持人(申請人)與合

作企業負責人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4)計畫主持人(申

請人)或其關係人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合作企業。但以官股

代表身分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之關係人，包含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之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二親等以內親屬及計

畫主持人(申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八條明定，辦理科研採

購之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

或姻親之利益時，應行迴避。辦理科研採購之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

關(構)、法人或團體，其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不得為供應廠商

之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辦理科研採購之法人或團體與供應廠

商，不得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前三項之執

行，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得報請補助機關、委託機關或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除之。 

從事科學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草案)為

依據科學基本法第十七條第五項規定，在草案第七條訂立權責學研機

關(構)應制定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規範，包括目的、適用對象、適用

範圍、申報或揭露事項、審議程序及通報機制等。另外，從事科學研

究人員依該辦法兼職或技術作價應主動向權責學研機構申報，權責學

研機構應將其個人與公民營企業間業務往來、財務關係等相關資料及

資訊妥為保管。 

由上述相關法律與法規之盤點可知，近年來科技基本法與相關

子法之修正，雖鼓勵產學合作，也有意建立利益衝突規範相關之資訊

揭露與申報制度，但就結果來看，則可以發現除合作誘因不足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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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機構也不知如何洽當拿捏利益範圍及尺度，也就是說，科技基本法

的產學合作精神並沒有完全在實際產學合作上落實，也沒有將產學合

作利益衝突的內涵與條件加以明確化並成為利益衝突的規範或指導

原則。因此，學研機構在無明確產學合作利益衝突規範(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y)之指導原則下，多以保守心態因應。而一些部會在思維

上，亦將利益衝突視同利益輸送，一旦碰到產學合作的相關事宜時，

自然會以利益迴避的作法為優先考量。因此，在學研技術導入產業界

的機制不明確下，研究者為了規避風險，就不願意積極投入研究成果

的移轉與後續商品化的發展。而公教研體制分軌的思維也有待持續加

速落實與宣傳推廣，以讓研究人員的研究業務與公務體制架構有所區

隔，因而可給予產學合作及研究者更多研究彈性與空間，並集中心力

於研究工作的突破上。 

B.國外提升學術研究的作法與經驗 

以下就國外推動學術研究策略與成效，進行三方面的論述。 

(一)議題亮點一：學術評鑑制度 

世界各國紛紛提出追求學術卓越之策略方案，冀能提升大學教學

與研究品質，並提高國際能見度與競爭力，為國際潮流。在目標設定

及結果評估上，各國普遍重視大學研究特色的形成、研究環境的塑

造，對學術研究成果的產業化也多有著墨。此外，人才的培養為各國

關注的重點。新興亞洲國家較重視論文發表及量化指標。以下就主要

國家之學術評鑑機制，說明不同面向之經驗與政策施行內容，如表

11至表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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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國外學術評鑑之目標設定 

國別 計畫名稱 目標內容 

德國 聯邦與邦促進德

國高等學校學術

與研究之卓越計

畫(Initiative for 

Excellence) 

 

1. 關於研究生院的目標設定 

主要關心特色科學領域裡是否擁有高品質的研究和教學、對國內

外大學畢業生的吸引力、對青年人才的指導使其早日獨立承擔科

研任務的規劃。 

2. 關於卓越集群的目標設定 

主要關心科研領域已經取得的尖端成就為何、新計畫之科研項目

的卓越性、學術國際影響力、跨學科及跨領域合作網路的關聯性

和效率、大學與校外科研結構的合作及交流、知識轉化的品質及

其經濟相關性。 

3. 關於未來構想的目標設定 

主要推動上述兩者目標達成以形成大學研究特色及學術卓越。 

日本 二十一世紀卓越

中心計畫(Center 

of Excellence， 

COE) 

 

1. 在學術領域具有優秀研究成果，並具未來性，期待建構具培養人

才的研究教育據點； 

2. 以校長為中心的管理體制，具有特色的未來規劃和高度執行能

力； 

3. 具有特色的學術領域，期待或得獨創性，跨時代的研究成果。 

韓國 韓國腦力二一工

程 (Brain Korea 

21， BK21) 

是韓國政府推行的一項“高品質人力資源培養計劃，目標是培育世界

級的研究所，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並和地域產業需求連結，培養特

性化的優秀研究人員。 

支持未來研發人力，將 BK21總經費的 70％給予研究生、博士後、

特約研究員 

申請 BK21計畫之大學必須組成跨校研究聯盟(research consortia)。 

預計達成的成效為：發展世界級的研究所及培養研發人力。2005年

後，每年培養 1，300 名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博士，同時躋身世界前

十大，SCI發表數進入世界前十大，另外，影響係數的提升也是觀

察指標之一。 

中國 科學技術計畫

-577戰略 

重點培育七大研發領域及實施七大科技系統改造等，目標成為第七

大科學技術國。其目標為： 

(1) 國際 PCT 專利件數提高到每年 1萬件(2009為 8，049件) 

(2) SCI論文 3萬 5，000 篇，被引用次數 4.5次 

(3) 政府所屬技術的授權轉讓比率達 30.0% 

(4) 技術貿易收支比率達 0.7 

(5) 科技工作者的比重達 25% 

(6) IMD科學基礎競爭力與技術基礎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五 

(7) 成為全球七大科技強國，達到對經濟成長貢獻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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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國外學術評鑑之多元面向 

國別 辦法 評鑑結構/面向 

日本 國家研究開發評價

實施辦法 

1997 年科學技術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家研究開發評價實

施辦法，訴求評估結構多樣化，由以下三類結構組成： 

(1) 專家結構 ：由學術界知名人士或專家組成 

(2) 行政-專家結構：由行政領導或行政人員與學術界知

名人士組成 

(3) 甲-乙-丙結構：由利害關係的雙方與公益代表組成 

如日本二十一世紀卓越中心計畫為例，評估內容重視大

學研究特色的形成、研究環境的塑造，對學術研究成果

的產業化。 

研究特色及學術卓越程度採取各學門領域形成委員會

評審。執行評鑑時由總合評價委員會底下設立生命科

學、資通訊等五大領域，各設 20-30人的審查與評價部

會。委員涵蓋機構為公私立大學 54%、研究機構 25%，

民間企業 19%，以及國外人士。評估準則含： 

(1) 是否在校長的領導下，進行重點式發展? 

(2) 計畫是否按照當初的目的確實執行? 

(3) 有無嶄新的學術創見? 

(4) 有無打造新進研究人員發揮能力之研究環境? 

(5) 有無以主持人為中心，計畫相關人員密切合作? 

(6) 有無效率地使用研究經費? 

(7) 有無積極向校內外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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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國外學術評鑑之評估機制 

國別 評估機制 

歐盟 歐盟對計畫的評估機制可分解為： 

(1) 事前評估 

收集相關訊息以確保計畫成果的可達成性。並導入所謂「科技評估」

(Technology assessment)的概念，即評估引起廣泛應用技術之前提條件，以及

其所造成的正負面衝擊影響。 

(2) 事中評估 

對目前的進展進行評估，亦對後續的目的和方向進行指引。前一期的架構計

畫的期中評估，可作為下一期架構計畫的事前評估。及計畫研擬的重要參考

依據。 

(3) 事後評估 

著重計畫整體產生的影響。 

中國 1. 期中評估的進行 

中國 973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實行「2+3」的管理模式，即項目執

行兩年後，進行中期評估，以決定未來三年的發展計劃。重點評估項目的工作狀

態和研究前景，就這些評估意見，以釐定項目應否繼續下去，或現有的資助是否

需要調整。 

日本 1997年科學技術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家研究開發評價實施辦法大綱指針，大幅推進

了日本研究評價體制的建構。JST 對策略性基礎研究在評估上確保適當的評估與

透明性，主要方式如下： 

(1) 由研究主管與從該研究領域之顧問一同導入研究主題之事前、事中與事後之

評估。 

(2) 事中評估結果會反映在檢視研究團隊組成以及資源分配上。 

(3) 事前、事中與事後之評估係由外部專家組成之評估委員進行並進行後續性的

追蹤檢視(通常是在完成研究領域工作後之至少五年後進行)已決定研究成果

是否已經良好反饋至公眾。 

(4) 所有評估結果會在方案之首頁或是其他媒體公開予公眾。 

 

(二)議題亮點二：學術補助政策與機制 

鑒於長久以來產業所需求的議題和科學研究人員所產生的基礎

研究成果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各國均紛紛提出從應用端及

產業端來界定整體性基礎研究，並進一步引導出此種問題導向之研究

的徵求計畫(Call for proposal)機制。以下表 14至表 16就各國在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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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運作加以扼要地說明。 

 

 

表 14：國外如何在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計畫進行分配 

標竿國家與作法 內容 

美國 NIH 

2004年展開 NIH Roadmap for Medical Research，希望找出高風險/高報酬的研

究、開發具有變革、開創性的研究方法與工具、縮小基礎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並希望能提升合作研究的風氣。而研究發展的方向，則透過 strategy plan

的設定向外界宣示。 

美國 NSF 

NSF為了使 2011-2016 年的策略目標之一(Transform the Frontiers)能順利達成，

2011年發展新的經費補助機制(INSPIRE 項下的 CREATIV call for proposal)，跨

領域整合型研究所徵求之計畫雖沒有研究主題上的偏好，但要求計畫主持人先

行與 NSF兩位以上的不同學門領域主管聯繫，方能提交構想書，此一設定與

top-down 模式略為接近。此外所徵求之計畫其審查原則著重於該研究是否為問

題導向型、能否在現有的複雜問題上能提出具有重大改變的成果、以及是否為

高度潛在變革之研究，並對於知識產生新的理解，進而定義出新的學科。 

日本 

明確揭示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由下而上之科學補助金制度與日本科學技術振

興機構(JST)由上而下創造技術研究的兩種形式如同自行車的雙輪般，共同運作

來促進日本的科學與技術發展。 

歐盟第七架構 

歐盟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在首要的層級上即區分為四個類型，其中合作架構與

創意架構，前者屬於由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所事先設定，後者則屬於由研究者

或團隊所自行提出，以經費比例觀之，則合作架構對上創意架構的比例為

4.33：1。 

韓國 

韓國李明博總統當選後，重新檢討科學技術基本計畫，將原本以資訊、生技或

奈米為主之重點技術領域，轉換為以社會需求為出發點的領域設定，以主力基

礎產業技術、未來型新產業技術(癌症診斷/治療、腦科學、疾病治療藥物等)、

知識服務型技術(結合其他產業的文化創意、尖端物流、通訊傳播融合技術等)、

國家主導尖端技術(太空、國防、原子能等)、風險管理、安全相關技術(解決狂

牛病/禽流感等傳染病、評估食品安全性、奈米技術等)、全球議題應對型技術(新

再生能源、氣候變化之預測與應用、改善地球大氣環境的技術等)，及社會經

濟外溢效益較大的融合型技術(生物晶片與感應器、智慧型機器人、以奈米為

基礎的融合技術等)七大重點領域為推動方向。 

中國 

中國利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畫(973 計畫)的實施，實現中國國家需求

導向的基礎研究的佈署，建立自由探索和國家需求導向“雙力驅動”的基礎

研究資助體系。973 計畫為競爭型資金，最初指定農業、能源、資訊、資

源環境、材料、尖端與複合領域為重點領域。資助項目分為 3 類，A 類為

3000 萬人民幣以上，B 類為 1500-3000 萬人民幣，C 類為 1500 萬人民幣。

項目執行期一般為 5 年，人均全時工作資助強度在每年 10 萬人民幣以上。

至 2008 年底，973 計畫立項 382 項，重大科學研究計畫立項 82 項，中國

國家財政投入 82 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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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國外決定學術研究重點發展領域之機制 

機構名稱 機制內涵 

美國國立衛生

研究院(NIH) 

領域的優先順序是經由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s)、工作坊

(workshops)與研討會(conferences)、徵集(solicitations)召開後所蒐集得到

建議與結論進而決定。 

美國產業研究

院(IRI) 

鑒於長久以來產業興趣和科學家產生基礎研究的關係是有相當大的差

距。美國 IRI(產業研究院)提出「從產業端來界定的基礎研究計畫」，目

的是為了讓參與企業在競爭前期透過關鍵問題的界定中獲得最新科技

知識，並讓大學和企業能合作發展該科技。NSF預計提出 120萬美金

資助 IRI這項活動。結合公共機構、企業界及學術界的徵求計畫機制。

包含五個執行步驟：Step 0：遊說(Canvassing) 2009 年 9 月至 10月間，

IRI即向會員進行開計畫說明，54個會員提供有興趣領域建議，28家

企業願意參加此計畫。Step 1：徵求(Solicitation)諮議小組中有包含 16

家企業、NSF和 IRI。諮議小組選擇三個領域做為進一步發展計畫草案

(white paper)的領域。Step 2：工作團隊(Working Groups) 2009 年 12 月，

六個學術相關工作團隊成立，IRI會員企業也加入協助這六個團隊。Step 

3：獲獎(Award) IRI第一年將發出 100萬美金資助優勝團隊進行可商業

化的基礎研究。Step 4：試驗(Trial) 

日本 

由前瞻與前期政策績效評估作為日本科技發展政策(科技基本計畫)訂

立之重要依據並進行重要領域之選擇與集中。政策形成後，由日本科學

技術振興機構(JST)轄下所屬之研究開發策略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trategy-簡稱 CRDS)進行研發策略的企劃及

形成，依照國家政策目標來擬訂策略部門之提議草案，並提供其他參考

資訊給予文部科學省，文部科學省擇定了策略性部門之後，交由 JST

來資助相關策略性研究方案；另外，CRDS 亦可建議策略性基礎研究推

動方案中研究領域之提案。 

另外透過產業共創基礎研究計畫，向產業界募集產業界有興趣的技術課

題，之後會由 JST 產學基礎基盤推進部人員負責針對產業界的需求

(needs)、大學基礎研究的種子(seeds)、研究範圍、可能的計畫主持人選

(PO)進行調查，再由外部專家所組成的推進委員會對於調查結果進行討

論，然後透過 JST 常設的產學溝通平台「產學共創空間」，提供一個產

業界技術提案者與可能的計畫主持人進行討論，最後才決定出當年度的

主題。 

歐盟 FP7 

歐盟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為一七年期計畫，其準備時程長達三年，由歐

盟執委會提出，以研究與創新總署作為總籌備單位。其問題導向之來源

在於本架構計畫開宗明義的指出，科研的目的在於回應社會所面臨的變

遷與巨大挑戰。在其配置資源的決策上，高度參考諸如：線上諮詢、專

家團體、專題研討會、長期社會科學量表等多樣的來源，充分體現其由

利害關係人所建構的問題描繪與解決面向。在具體執行層次上，其計畫

徵求分為兩類：挑戰與議題。其中前者是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結叢，而

後者則處理利害關係人或決策者迫切的單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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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韓國會針對主題型、任務型與結構型設立優先性。主題型研究是同時考

量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兩者，並不特別針對基礎研究本身設定優先性。

主要由韓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負責重點科技領域的選擇，過程參考韓國

前瞻得到的結果。 

中國 

中國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畫(973計畫)主要參考中國國家中長期科

學技術發展計畫。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畫之遴選原則：按照專家評議、

擇優支援的工作方法和”擇需、擇重、擇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

則遴選，強調國家需求與重大科學問題的結合，原則要求為：1、圍繞

中國社會、經濟和科技自身發展的重大需要，解決國家中長期發展中面

臨的重大關鍵問題的基礎性研究；2、針對科學前沿重大問題，實現跨

學科、綜合，探索科學基本規律的基礎性研究；3、發揮中國的優勢與

特色，實現中國自然、地理與人文資源特點，能在國際科學前沿佔有一

席之地的基礎性研究。另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領域，並開放歐盟科學家

與中國科學家合作申請。 

澳洲 

最初由主要的研究資助機構以及學術界和其他邀請的機構建議主題型

研究優先領域，提交到隸屬首相且由首席科學家領導之科學、工程與創

新委員會下之工作小組。但因領域過分重視技術發展面，2002年澳洲

聯邦科學部長，透過發佈 issue paper方式，邀請大眾參與國家研究優先

領域之設定過程，透過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來修改架構，並且

提名優先領域。同時，利用卓越可能性以及提供福祉的可能性做為設定

優先發展重點研究領域之篩選條件。 

荷蘭 

科技政策諮詢委員會(AWT)作為前瞻指導委員會統籌社會重要主題前

瞻研究的任務，並由各部門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Sector 

Councils， COS)進行社會重要主題之前瞻研究，根據完整探索科學與

社會趨勢發展，在各部會形成中長期社會重要主題研究之選項與優先

性，並在必要時將結果轉化為大型研究方案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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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國外鼓勵鼓勵年輕學者方式 

國別 內容 

美國 計畫屬性為多位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之整合型計畫其通過件數明顯上升 

日本 

利用策略性基礎研究中 CREST 方案，鼓勵研究團隊合作進行研究，期程最

多 5年，每年從 4000 萬至 1億 2000 萬日圓不等(或每研究團隊從 1億 5000

至 5億日圓)。目前在持續進行中的研究領域共有 35 項，共計 460 項計畫。 

中國 

在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自由探索研究)設立1.國家傑出青

年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45歲以

下，佔金額7%)、2.海外華人、香港、澳門青年學者共同研究基金Joint Research 

Fund for Overseas Chinese， Hong Kong and Macao Young Scholars)(1%)以及

3.針對年輕研究者之創意研究團隊研究資金(Fund for Creative Research 

Groups)，資助期間3年，金額為每課題500萬人民幣(數學/管理領域為350萬)。 

 

(三)議題亮點三：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機制 

產學合作已經是世界很重要的趨勢，美歐日等國都已將產學合作

的利益衝突規範視為政策上很重要的議題。從國外利益衝突規範相關

的發展來看，可知各國基本上是上將利益衝突規範視為一種預防法規

(Prophylactic law)，也就是說雖然無法完全阻止研究人員有太多的自

身利益考量，但透過利益衝突規範進而禁止或規範特殊自身利益的實

現則仍然是可行的。例如：當研究人員參與產學合作涉及個人或家人

的商業利益時，就可規定其不得參加該研究計畫，除非有重大迫切的

理由，並經過嚴謹及公開化的揭露程序。以下表 17至表 18就各國鼓

勵產業資助學研界進行人才培育或問題導向研究以及利益衝突方面

的規範與作法加以簡要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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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國內/外產業資助學研界人才培育或問題導向研究之作法 

國家 作法 

新加坡 新加坡大學有捐助傑出之講座教授基金與捐助講座教授基金兩類。捐助

傑出之講座教授基金為到任期結束或辭職為止，而捐助講座教授基金為

3-5 年。 

為能有講座的命名權，規定捐助講座教授要達到新加坡幣 200萬，捐助

傑出之講座教授要達到新加坡幣 300萬。 

給予捐助稅收上之優惠，抵稅金可為捐贈價值的 2.5 倍。如果抵稅部分

超過收入，未用完的抵稅可保持最多五年。 

美國 由產業或個人出資捐助的類型包含很多種，包括捐助講座教授、捐助教

授、捐助訪問教授、捐助研究基金、捐助講師、捐助獎學金、捐助方案

支援基金與捐助得獎獎金等。可設立不同捐助額度等級。 

英國 英格蘭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HEFCE) 在 2008 年政府啟動三年自願捐贈

之配對基金計畫，此計畫是由英格蘭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HEFCE)所管

理，在 hEFCE Circular letter 11/2008 加以發佈。此計畫目標是希望將自

願捐贈邁向前一步的改善，並將在 2008年 8月到 2011 年 7月的合法捐

助加以配對於自願參與的高等教育機構或是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s 

(FECs)。 

政府資助規模最早是 2億英鎊，但最後到 2012年 1月之規模變為 1億

4800 萬英鎊，且最初其中有 200萬英鎊是用來發展高等教育的籌款能

力，總共有 135家機構參與配對基金計畫，包括九家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s (FECs)，每家機構可以選擇符合其籌款能力之配置等級

(allocation tier)，每個層級都有不同的配對基金比例以及最高限度。 

等級 籌款經驗 比例 

(公：私) 

配對基金最

高限度 

1 幾乎沒有籌款經驗 1：1 20萬英鎊 

2 目前有相關發展中計畫 1：2 135萬英鎊 

3 最有經驗的籌款者 1：3 275萬英鎊 

在此期間，這些英國的大學或學院共募得 5億 8000萬英鎊配對基金。 

台灣 中橡公司於民國 85年投資原本在杜克大學任教之陳垣崇開教授發龐貝

氏症孤兒藥，讓研究團隊從 4人增加至 10人，歷經十年的漫長等待，

之後透過授權廠商 Genzyme，以階段性方式將孤兒藥物推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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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國外利益衝突的相關作法 

國別 機構/大學 利益衝突規範內涵 

美國 美國國家衛

生研究院

(NIH) 

美國衛生暨公眾服務部(HHS) 在 2011年 8月 25日所頒發了最終規則

(the Final Rule：Responsibility of Applicants for Promoting Objectivity in 

Research for which Public …Prospective Contractors)。其中特別訂定了

財務性利益衝突規範。並將自 2012年 8月起，規定那些承接美國政

府補助之醫學研究者，若接收企業資助一年超過 5000 美金以上(原本

為 10000美金以上)，即須進行利益揭露(包含非公開上市的股票價

值)。 

加州大學 明確訂出產學合作的倫理行為標準(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康乃爾大學 訂出大學商品化過程之財務利益衝突與義務衝突類型，針對可能的衝

突點、需事先揭露的活動以及被允許的活動等提供詳細的內容說明。 

范德堡大學 針對大學商品化過程之利益衝突，提出了個別活動的事前揭露以及在

年報中詳細呈現等解決方式。 

其它大學 史丹佛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柏克萊大學

等均制定財務利益衝突及揭露的規範 

英國 藥品和保健

產品監管署

(MHRA) 

為了進行利益衝突規範的政策制定與運作而設立了委員會來處理利

益申報(declared)行為。只要沒有利益衝突，相關人員得直接從製藥業

轉入 MHRA就職。而員工要離開 MHRA加入製藥行業前，需要被進

行某種程度的檢核，且離開後前兩年所執行的計畫也同樣需要被相關

的規範所檢核。 

歐盟 歐洲藥品管

理局(EMEA) 

管理利益衝突的作為包含：委員會委員在被任命之前，必須先加入

EMEA專家人才庫並進行利益揭露。接著，相關人員會對這些揭露的

資訊進行評估，以確定其可能的利益衝突程度。當被認定為有較高的

利益衝突可能性時， DIAG(the Declaration of Interests Assessment 

Group (DIAG))會決定其可否繼續參與 EMEA的活動。 

日本 日本癌症協

會(JCA)  

訂立對於一般研究者、利益衝突委員會委員及主席之利益衝突自我揭

露的規定(包括利益衝突自我揭露表的填寫)。 

臺灣 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 

台大醫院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臨床研究利益衝突的審議

及處置之標準作業程序」。明定只要計畫研究人員(不僅主持人)自己及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一年內自委託廠商受有報酬、捐贈等財物給付，

或是持有其股票之價值，總共達十五萬元時，便必須申報揭露其內容

及數字。研究人員之研究內容若是使用自己所有之專利，亦必須申報

(劉宏恩，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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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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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如何提升我國人文智慧 

在第一部分的研究方法設計上，本研究原本將以質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輔以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來探尋有

關科技/人文、科技/社會、服務/製造、中央/地方政府、全球/在地化

政策各項議題研究。但最終因為工作重點的改變，故僅以文獻收集作

為政策建議提出之依據。 

第一階段：議題規劃及探索(2011/10-2012/06)  

1. 政治大學研究團隊組成，進行有關人文智慧與整體競爭力提升

關聯性的探索性分析及擬定研究方向。  

2. 進行專家/學者訪談。  

除資料收集外，研究過程中亦請到經濟部技術處周錦煜專委研

究團隊於 2012年 2月 24日到政治大學科管所 908會議室分享

政府科技創新政策之相關作法。 

第二階段：議題分析及推導(2013/01-2013/06)  

第二部分 如何提升台灣學研地位 

第一階段：議題分析及專家論壇舉辦(2012/04-2012/12)  

1. 蒐集與彙整專家及學者之建議，並進行初步議題之修正。  

(1)專家訪談 

除資料收集外，研究過程中亦請益相關專家，包括教育部王

明源專門委員、國科會綜合處彭麗春副處長、中研院梁啟銘

主任、政大劉宏恩教授、台灣大學主秘張培仁教授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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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中研院梁啟銘主任、政大劉宏恩教授、與台大醫院何弘

能主任與台灣大學主秘張培仁教授惠賜相關資料供本研究

團隊進行研究。 

(2)三場專家會議 

研究期間共舉辦三場產官學專家論壇，專家論壇之專家邀

請，主要根據受邀專家的產官學經歷做為邀請之參考準則

(請參照附件 A)。舉辦時間分別為 2012年 7月 30日、8月

13日與 8月 16日分別針對本議題的三項議題亮點方向進行

多元專家意見收集。三場會議紀錄請參照附件 B。 

(3)北、南部預備會議 

由國科會分別於 2012年 11月 14日與 23日在新竹清華大學

與台南成功大學召開預備會議，由政大團隊與國研院政策中

心進行報告，並聽取更多元意見回饋。 

(4)部會署協調會議 

研究過程中，研究團隊參與 2012年 7月 24日舉辦之跨部會

署協調會議與 8/27跨部會副首長協調會議。 

2. 進行第二階段專家/學者訪談。  

專家論壇之後，研究團隊又分別於 2012年 8月 14日與於

2012年 10月 15日，前後前往拜訪有參與專家論壇的教育

部學審會王明源專委及中研院公共事務處梁啟銘主任，以進

一步瞭解論壇中，關於專家所提出的相關意見。 

第二階段：議題分析及結論推導(2012/10-2013/01)  

在這個階段，本研究研究團隊除提供主講人翁啟惠院長在

2012年 12月 17日的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報告資料外，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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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據院長意見完成了 102年-105年我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如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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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如何提升我國人文智慧 

一、遠景 

(一)策略一、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 

1. 推動區域創新系統設置： 

將國家產業創新規劃與區域發展計畫進行整合，進行區域創新系

統發展與在地產業經濟的推動，以厚實國內地方經濟福祉及透過

創新產業群聚提高國家競爭力，促進臺灣特色經濟實力的實現。 

2. 推動全球創新中心： 

根據過去製造競爭優勢，發展區域創新國際化，除持續掌握關鍵

位置之外，更將產業經營眼光放於全球，使台灣產業發展網絡連

結上全球網絡，並成為亞太地區的創新樞紐中心。  

(二)策略二、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結合科技人文發展 

1. 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產業的共同發展： 

在科技升級之下，強調人為本的科技人文發展，並透過發掘在地

生活價值，尋求藝術加值空間。最終使創意文化與商業結合，除

訴求改變文化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最終使在地人文成為我國國

際競爭動力。 

2. 發展科技服務融合的創意城市發展： 

以生活品質提高為核心，打造獨特風格城鄉，進行前瞻科技的生

活實驗。訴求城市發展創意能充分展現台灣在地文化元素，重視

科技新商品與新服務能融入未來生活脈絡，使城市科技應用能呈

現服務系統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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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措施建議 

(一)策略一、發展區域創新系統及建構全球創新中心 

1.推動區域創新系統設置之政策建議 

由於各地區的環境與文化皆有其獨特性，為促進區域之創新與發

展，政府需要正確地分析並掌握區域經濟的特色與優勢，找出各區域

適合發展的產業類型，擬定有效的地區發展策略。透過區域創新策略

的規劃與執行，可以將科學技術和區域資源(人才、知識、資金等)進

行有效配置，進而調整區域產業結構以形成新興產業或特色產業，建

構成區域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本研究對於推動建設區域創新系統與促

進在地經濟發展之政策建議如下： 

(1)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配合區域特色共同規劃地方特色產業 

由於各地區、各產業皆有其獨特性，為擬定有效的在地產業發展戰

略，正確分析並掌握區域經濟的構造是不可或缺的，雖然地方政府

對所轄區域的發展與產業優劣勢比中央清楚，但往往僅以當地的發

展利益考量，欠缺對於水、電等基礎設施相關資源整體配置之考

量，故區域之發展需由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協同主導，將區域發展

做最有效率的規劃。對於推動區域創新系統以促進在地經濟而言，

必須確實掌握地方的文化特色與產業需求，才能提供適切的輔導協

助。於此，政府中央單位需與地方單位相互配合，實地了解各地區

不同的發展特色，除了加強基礎建設等硬體設施，在文化推動與產

業行銷方面也需要適地適性的輔導。 

(2)提供地方政府適性適地的資源 

為有效發展區域創新系統與在地產業經濟，政府需要協助提升地方

的產學研交流與合作，以提升其創新的能量。為了達到這目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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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政策上、資源上給予充分的支援。於此，中央單位可以考慮

在各區域分設辦公單位，以實地了解地方的特色與需求，並且提供

最適切的資源與協助。 

(3)推動科技產業與地方傳統產業一同合作發展 

各地區具有獨特的區域優勢和資源優勢，為其他區域難以模仿，在

創新的過程中有機會形成區域產業之核心競爭力。因此在建構區域

創新系統的過程中，必須要與當地的文化現況相結合，充分發揮區

域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特色和優勢，方能形成區域特有的創新體系，

以發展當地特色產業。例如形成區域內產業群聚、扶植創投、研發、

品牌建立及國際流通，或是建立與各縣市間從生產到行銷的中心衛

星合作機制，架構完整的產業價值鏈體系。 

(4)建立有效的方案執行評估制度 

對於發展區域創新系統與在地產業經濟的推動，除了透過國家產業

創新發展政策積極擬定各項推動方案以及規劃基礎建設之外，如何

將相關的執行方案徹底落實，並且有效追蹤列管，更是重要考量。 

2. 建構全球創新中心之政策建議 

「全球創新中心」這裡所指的「中心」，是指將台灣打造為一個

吸引各國創新專業人士與企業來台從事創新研發工作，或設置創新研

發中心的據點，「創意創新之人作創新之事」，進而促進我國企業與人

們提升創新能力，或與我國企業或人們共同合作，共同提升創新能

力。因此，營造一個友善可創意人才是重要的。本研究相關推動建構

全球創新中心之政策建議如下： 

(1)推動我國研究單位之研究成果國際化 

台灣很多學研單位，尤其是財團法人如工研院與資策會，長期以來

已累積了優秀的研發能量，這些研發能量的能見度有助台灣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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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創新中，因此，必須讓這些能量可以被國際上看見。做法之一，

政府應該協助研究單位爭取「國際標案」，例如美國聯邦政府或亞洲

開發銀行的委託研究等；而政府應該有個部門專門整理標案資訊、

協助標案的爭取流程。 

(2)建設有利於成為全球創新中心的相關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包括軟硬體，台灣此刻是軟體重要於硬體，軟體包括要讓

法令規章更合於時宜與，與時俱進的修法與立法；教育是國之大計

也是根本，打造台灣做全球創新中心，短期雖要倚賴吸納國際優秀

人才，長期應該朝向培養本土具有國際創新水準的人才，而此必須

從教育根基著手，學養技能國際觀，甚至是生活態度與品位，都是

造就一位全方位人才的因素。軟體部分尚有建立一有效率且以服務

思維運作的公務服務體系。硬體建設則包含穩定快速的連網速度、

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友善且通達的英語標示等。 

(3)朝向能發展全球創新中心的前提下進行現有科學園區之重新規劃 

從日本與瑞典的例子來看，要以台灣為基地的全球創新中心，仍需

要有一個核心空間基地，因此仍以「園區」概念的空間較適合。但

台灣的園區，包括科學園區和工業園區，北中南東並不缺乏，而是

到達要活化階段。因此，建議台灣並不需要另建設全新空間，而可

以從既有園區中再規劃，但這個空間並不是生產製造為導向，而是

知識、創意為導向的園區，進行以全球創新中心設置為前提，提供

包括人員、國際事業經營之需求。 

(4)先行選擇具有高發展潛力之我國產業成為全球創新中心 

政府在推動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思維中，應先選擇

具有高度產業發展機會的產業進行全球產業鏈建構。例如我國的生

技業，具有高度技術能力及已經能產業化的實力，面對黃種人的市

場，我國的醫療服務已經可以成為具競爭潛力的產業。因此，生技



89 
 

服務產業供應鏈基於具有高市場商機潛力之下，應該是政府優先扶

持的產業。 

(5)引導改變傳統代工模式致力產品附加價值提升 

過去我國是以成本基礎的代工模式站上了國際舞台，雖然我國代工

市場已經受到衝擊，但卻也累積了一股科技發展優勢(如機構設計、

製程能力等)，因此，隨著全球產業重新調整與發展，我國傳統被動

式產品行銷的策略應該有所改變，基於我國累積科技創新能力，應

該開始發展屬於自己特有的科技舞臺，例如發展我國擅長的科技服

務型、知識密集型、創意型的產業發展，進行現有產業結構的調整。 

(二)策略二、推動科技服務融合及結合科技人文發展 

1.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政策建議 

基於人文發展要能結合科技的前提下，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發展

案進行補助或輔導，可從其藝術呈現是否透過科技工具、有利於科技

設計思維提升等來加以評斷，並且要避免和過往推動文化藝術發展所

使用的補助機制相混淆。本研究建議要使科技發展能結合人文發展，

文創產業相關從事者，可從本身出發進行融合，也可誘導科技業加入

的方式進行。綜合上述，本研究將提出四點政策措施建議。 

(1)提出以文創產業發展為主的產業科技政策：目前整體社會創新氛

圍是訴求文創產業能在結合人文、科技與藝術下，使得科技創新最

終達到「文化內涵」與「產業價值」兩者兼顧的結果。例如國研院

國網中心與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合作拍攝 3D 立體布袋戲實驗影

片，結果是要能產生 3D立體版布袋戲仍有一段距離。這是因為，

我國科技發展是立基於代工背景，故在原創研發與文化發展銜接上

仍有一段距離，故未來我國在推動文創產業發展之際，應該開始思

考科技對於文創產業發展能有什麼助力及發展空間，進行關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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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藝術創意進而產生新藝術表現形式的努力。 

(2)鼓勵高科技產業進行產品設計時的人文美學軟創新的設計思維：

雖然人文美學軟創新在文創產業上受到較多的關注，然而，英國的

「國家科學、技術與藝術推動組織」(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NESTA)在成立時即把科學和藝術

結合在一起，鼓勵科學與科技組織懷有人文關懷，並自 2009 年起

開始推廣非文創產業的軟創新運用，並促成文創產業內的藝術元素

能進入科技公司內，能讓高科技產業獲得文創產業在美感以及人文

層面上的協助，以達到高科技產業內的軟創新成效。在我國的高科

技產業發展漸趨成熟之際，思考文創產業對於科技發展能有什麼助

力及發展空間，以達雙贏的效果，已成為我國目前的重要議題。 

(3)推廣文創產業加值服務：我國進行數位典藏已超過十年，累積數

位化的物件已多達百萬；國立故宮博物館近年來藉由數位典藏成果

加值利用、進行產品開發，製造可觀的利潤。然而；相較於已數位

化後的物件，利用數位典藏的機構仍十分少數。雖然數位化商機無

限，但如何利用「國家資料」創造商機，仍需政府補助政策與推廣。 

(4)鼓勵「文化創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的創業：許多歐洲國家

以及美國均肯定「文化創業家」對於文創產業發展的貢獻。文化創

業家是文化的仲介商和夢想家，從文化活動中產生利潤，他們具有

創新的想法，就造了文化事業(cultural enterprises) 以及活絡了文化

生產活動(Anheier&Isar，2008)，更增加了許多工作機會。 

2. 推動創意城市發展之政策建議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台灣各地都市發展也產生了不同特色，因

此，台灣行政區域也因應的劃分成產生六個個直轄市。但台灣目前的

城市再生優先問題就是如何兼顧城市與區域發展的新挑戰，而使得都

市發展能與科技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幸福產生高度關聯性。基於能

進行整體國土規劃建設到城市更新再生的發展治理，本研究將提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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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政策措施建議。 

(1)進行國土綜合運用計畫與區域都市細部計畫的相容整合。透過中

央政府與地方直轄市、非六都縣市(鄉、鎮)的協調，讓國土空間資

源可以適性的被妥善運用，並進一步的根據都市發展特定注入產業

資源，進行城市再生創新及區域發展行動。 

(2)推動生態基本環境建立。世界上其他先進國家提出的再生能源城

市、光和作用城市、生態效率城市、在地化城市、永續運輸城市

(Newman, 2009, pp.55~56)城市規劃以對應全球能源短缺與氣候變

遷適應等問題。台灣在整併後的六大都會區域之後，應該因地制宜

的開始處理諸如區域空間治理中的水、土、林等國土環境資源的保

育及偏遠鄉鎮聚落的地景復育重大課題的解決方案。 

(3)推動公共服務系統創新。台灣都市發展面臨著兩個問題，一為高

齡化之來臨，二為偏遠地區居民的關懷。面對高齡化社會，需要更

多的醫療與社會照顧，提供相關社會照護服務設施、多樣化國民休

閒資源設施、城市公園綠地開放空間與設施的開發亦是城市規劃的

重點。另外，弱勢地區居民使用資訊科技的權利與機會，需重視「數

位落差」的衍生負面效應，政府有協助資訊基礎建設完備與效能提

昇的責任。 

(4)推動都市更新再生的空間重組。良好的城市空間規劃，可提昇的

空間品質提昇其價值，除帶動居民對於對城市的認同進而影響城市

居民的素質提昇外，也可帶動外部資金的投資與良好的經濟發展循

環，這也是城市競爭力的根本來源。因此，都市更新再生塑造城市

獨特風貌作法可從包含城鄉景觀計畫具體的實踐，綠資源與公共開

放空間地景的營造，地方集體記憶及歷史資產的保存與活化，文化

創意產業的介入閒置公有資產再利用，引進公共藝術與城市節慶的

創作，營造實施城市社區創意生活圈的空間環境品質的建設活動等

加以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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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如何提升台灣學研地位 

一、遠景 

(一)學術評鑑制度之再精進 

配合國家整體科技的發展與政策的方向，重新思考與設計學術評

鑑機制，導正定位不同的學校皆強調論文發表及大學排名的迷

思，針對特色與定位不同的學研機構與學門領域，訂定適切的、

多元化的評估指標，並利用資源導引之。 

(二)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之建立 

除了強調自由探索的研究之外，亦應賦予學術研究提升科技水

準、刺激經濟發展、加強生態保護、增進生活福祉、增強國家競

爭力、與促進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等重要目標。 

(三)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 

擴大產學合作的面向，一方面鼓勵業界以中長期資助之方式參與

學界人才培育；另一方面，與學界共同研究，一起解決產業實務

的問題。此外，本著強調興利優先於防弊之思維，健全產學合作

機制中利益衝突之規範與強化公教研分途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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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如何提升台灣學研地位之三個方向 

 

二、政策措施建議 

為朝向上述的三個遠景發展，以下就對應的三個策略與十個重要

措施分別加以說明。 

(一)學術評鑑制度之再精進 

1.整體性規劃不同層級之學研評鑑體系，以引導並提升科研計畫對社

會貢獻的效益 

(1)建立學術評鑑的整體系統。這系統應該包括學術評鑑目標之訂

定、審查委員之遴選與養成、評鑑指標之建構、與評鑑之檢討及

改進機制。 

(2)重建以長期社會效益為目標的學術評鑑制度。有關學術研究績

效的評估上，應該以整體社會的長期效益為著眼點，例如，大型

學術研究計畫的提出，應以能提升長期社會效益為出發點，並透

過適當的機制來進行有關該計畫的長期社會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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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構有效學術評鑑委員之篩選機制及人才養成。在重大科研計

畫審查委員之篩選考量上，應該要能夠以更多元、更開放的思維

來處理，除了在專業上適度考量跨領域的情況之外，也要考慮到

來自應用端與產業端的專家學者。 

(4)整合既有過多的評鑑。我國目前存在的學術評鑑類型高達十多

種之多，各機構評鑑次數也太多，導致人員忙於準備評鑑而忽略

本身更重要的工作，政府應責無旁貸試著加以統整。 

(5)檢視重大評鑑計畫之成效與研擬可改進之處。我國在學術評鑑

方面也累積了十多年的經驗，應該藉由此時國人都很關心的時

刻，進行檢視並尋求改進之道。在執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改革上，

可以先從一些重點計畫或機構試行，之後觀察施行績效並進行檢

討與改進，爾後再逐步擴大實施範圍。  

2.落實教研機構特色定位之建立，如依資源導引及單位特性採取不同

權重之多元評鑑指標 

(1)鼓勵學研機構清楚自我定位與發展特色。我國的教育及研究機

構(如研究型、教學型、一般型及技職型大學)，在學術發展目標

與運作上，似乎未能區分得很清楚，例如，部份技職大學教師升

等過度重視論文發表，而忽略技職學校的真正使命。在朝向大學

自主發展之下，政府應運用適當的資源分配機制來獎勵各大學院

校依照其特色及性質自訂校務評鑑發展目標與策略，透過其清楚

的自我定位，發展自己的利基與優勢。 

(2)針對不同定位之學研機構採用不同的評鑑指標。不同的教育與

研究機構有其不同的設置目的，以及不同的教學、研究與服務重

點目標，因此，理應採用不一樣的評鑑方式來評估。 

(3)建構更多元的評鑑指標。在績效評估上，除要求教研機構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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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自我定位外，也應參考該等機構自行訂立發展目標來調整評

鑑指標與權重。而諸如產學合作績效、人才培育、社會服務、對

在地區域發展之投入與貢獻等，也應適度考量納入評鑑指標中。 

(4)區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為主體之學術評估制度。人文社

會科學與醫農理工科學之學術屬性不同，因此，評估準則亦應有

所不同，不宜太過於單一化。 

(5)檢視公私立學研機構在資源上的分配。我國人才培育有很大部

分來自於私立學校，因此，除繼續輔導私立學校做好特色經營

外，在教育資源分配上也應該給予特別考量。  

3.完善科研計畫事前評估、事中評估與長期效益追蹤之配套機制 

(1)建立國家層級的績效評估之指導原則。政府應該先建立一套上

層次的、適合我國的績效評估指導原則(可參考日本、韓國)，然

後，各部會再依此原則訂定其部會層次的評估辦法。指導原則之

內涵上可含括評估目的、評估對象、評估類型、評估者選擇、評

估流程、評估時間點等。其中的評估類型，又可以包括事前及事

中評估與長期追蹤等。  

(2)建立具多元性的事前評估機制。在計畫的事前評估上，除持續

資助有創新遠見的計畫外，對有助於上中下游產業鏈形成之科研

計畫，及對可解決產業問題及社會經濟有貢獻的科研計畫等，都

應多加以鼓勵。對於不確定性較高的計畫，應給予較彈性的經費

運用方式。對於較大型的計畫，也可考慮先給予一年規劃計畫的

支持以協助其主持人進行更完整的規劃。  

(3)針對長期的、重要的計畫進行事中評估。對於長期性的、較為

重要的計畫(如一些任務導向的計畫)，應進行事中的評估，藉由

事中評估的結果來即時檢討、找出問題並儘快設法解決，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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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適時地提供資源協助。對於執行不彰的計畫，亦要有退場

機制。 

(4)著重審查委員的延續性。在審查委員的聘用上，應提出可兼顧

事前、事中及事後評估之委員聘任延續性的機制，使該等委員在

對於計畫起源、目的及預期成效等有較充分瞭解的情況下，得以

進行較完整的、較長期的追蹤與評估。 

(5)賦予特定權責單位進行重大計畫的長期追蹤。重大計畫執行的

良窳，會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需要進

行長期的、多重的客觀評估，以更清楚瞭解這些重大計畫對整個

社會的影響。有關這方面的評估，在很些時候都需要透過特定權

責的單位來進行。 

4.研究人員評估及升等條件應更有彈性 

(1)針對不同類型研究人員採取不同的評估方式。研究型、教學型、

一般型和技職型大專院校教師之學術活動與成果應有差異化的

評鑑。同樣的，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之學術活動與

成果評鑑上亦應有所差別。  

(2)研究人員評估上考量增加對社會貢獻的評估。有一些研究人員

的成果較屬於純學術的研究，故成果較易轉化為期刊論文，因而

較易被認知。而另一些研究員則往往成果較接近應用端，而不易

轉換成期刊論文，因此，評估指標上應該增加應用端方面的績效

準則，才能彰顯與激勵後者研究員的貢獻與努力。另外，對於所

發表的學術論文或出版的專業書籍，也要能重視其實質影響性，

例如，研究成果是否受到國際同儕認可？是否受邀在重要的學術

研討會中發表研究成果？是否技術移轉給業界？等。 

(3)修改僅以國科會認可計畫為計算研究計畫數的唯一類型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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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事實上，非國科會認可的學術研究計畫，其對社會與經濟發

展的貢獻亦不容被忽略的。  

(4)建立以年輕學者為對象的獎勵制度。有鑑於學術成果的呈現通

常需要一定時間的投入與經驗的累積，因此，如何資助與協助剛

起步之年輕研究者進行創新研究亦是很重要的課題，關於這方

面，我國政府可參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 Presidential Young 

Investigator制度，自國家研究經費中框出一定的比例並以較長期

的補助方式來支持年輕學者，以發掘有潛力的年輕研究者，同時

讓更有機會瞭解產業界的需求。另外，對於優秀新進研究人員的

申請計畫審查上，也應該考量給予更長的、更彈性的計畫執行時

間。 

(二)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之建立 

1.妥善配置資源並培養優勢領域，自由探索與問題解決研究並重 

(1)明確揭示「問題導向研究」與自由型探索研究為同等重要。為

了強化問題導向研究之重要性，政府可以提撥一部分的經費並透

過適當的管道來廣為宣傳，同時，也可以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

鼓勵更多的研究人員關心及投入問題導向的研究。另外，過往真

正屬於問題導向的研究經費並不多，因此，政府可以考量逐步提

高這方面的經費比重。 

(2)聚焦培養優勢學術的環境與團隊。要能建構出某些學術領域的

優勢地位，最基本的是要能營造出創新的環境，並給予優良研究

者足以產生突破現狀的資源與時間。政府可以設計一套具有競爭

性機制的計畫資助模式，提供充足的預算經費，讓得標的最佳團

隊進行多年期的研究，以逐步培養學術優勢領域。 

2.建立問題導向研究的形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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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問題導向研究課題產生之溝通平台。政府可以成立一常設

性任務編組之跨部會任務小組，由其設置產官學研民間意見溝通

平台，定期啟動(如每一年)向政府部會、智庫機構、產業界甚至

民間公開徵求問題導向課題，以收集待解決之關鍵問題或目標。 

(2)整合前瞻領域之分析、建立問題導向之議題。跨部會任務小組

在蒐集課題後，可以參考國內外的智庫或趨勢分析小組所做的前

瞻分析與研究結果，必要時可先進行論文與專利方面的分析。 

(3)建立問題導向研究計畫之徵求、審查及補助的制度。發展問題

導向的研究計畫，不論是其計畫的徵求、審查或補助機制等，對

我國而言都是新的，因此，政府需要就這個部分投入資源進行規

劃並建立制度，以利後續相關作業的進行。  

(4)建立從學術研究到社經應用的有效連結。儘管有些前端的學術

研究是問題導向，本身已經有較為清楚的目標，但是，這類研究

的成果要能夠產業化或應用到社會，則仍需要進一步的轉化，在

此情況下，前述之任務小組就需要協助與產官學研民間等相關團

體進行協調與整合，以期有更多的資源可以投入後續轉化的工

作。 

3.強化跨領域及跨國之問題導向研究 

(1)強化跨領域人才培育機制。通常，問題導向的研究需要涉及較

廣的知識領域，因此，跨領域人才培育與整合是必須的。雖然我

國目前已有一些跨領域人才培訓的計畫，不過，應該還是不足社

會經濟發展所需，因此，政府可以適度增加跨領域人才培育計

畫。另外，我國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比例，與外國比較起來

仍然偏低，因此，政府可以考量提高這部分的比例及經費，以鼓

勵更多的研究人員加入合作並從中進行跨領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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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跨國研究的誘因及配套機制。政府除了可以鼓勵人員進行

國際交流之外，也應提高誘因，讓國內與國外合作有更多機構與

機構之間的合作。在延攬國外技術人才來台時，也應考慮對其眷

屬的照顧，以增加其來台的誘因。  

(3)鼓勵年輕學者參與跨領域整合型與跨國型的研究。由於跨領域

合作及跨國合作研究之進行都需要經驗，因此，為了使得跨領域

/跨國合作本身產生較完整的知識組合，應讓年輕學者即早熟稔

這種研究的進行方式，進而提升合作的效果。 

(4)完善跨領域研究審查機制。在跨領域研究計畫的審查上，應該

儘量邀請具跨領域專長的審查委員，或是藉由分別來自不同領域

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的跨領域審查小組來進行審查。 

(三)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 

1.鼓勵業界參與學(研)界人才培育與研發，設立講座及資助問題導向研

究 

(1)改變外界捐助的思維與方式。政府可透過適當的宣導及政策引

導，鼓勵那些對學研機構的捐款者，儘量把捐助標的置於人才培

育以及共同合作的研究上。 

(2)提供捐助者更多稅賦抵減誘因。目前營利事業或個人對公立學

校的捐款，因視同為對政府之捐贈，故可提列為該捐贈人當年度

的費用及扣除額，並且不受金額之限制而可以全數扣抵所得稅。

然為鼓勵更積極的學研人才培育及技術發展捐助活動，在考量賦

稅公平之原則下，政府應提供更多更具優惠之租稅減免(可參考

新加坡的做法)。 

(3)研議建立可增進捐助意願的配對基金機制。為增進企業出資之

意願，政府可以進行示範性計畫，例如，在鼓勵企業捐贈講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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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與資助學研界的問題導向研究上，分別在國家層級及學研機構

層級上建立配對基金，這部份可以由政府出資(及由學研機構本

身彈性經費出資)一定比例經費，做為肯定優秀研究者進行卓越

研究及產業化研究等方面的基礎，再據此向外界及產業界募集配

對基金，以擴大資金來源。另外，政府亦可設計不同的配對基金

方案，協助學研機構對產業或個人進行募款。  

2.建立產學合作利益揭露機制與利益衝突規範 

(1)成立專責跨部會法規研究小組研擬利益衝突規範。政府就其職

責成立專責跨部會(甚至跨院)法規研究小組，成員所屬單位上應

儘量包括行政院相關部會、考試院銓敘部以及監察院審計部等，

除對既有法規進行盤點外，也著手界定利益衝突範圍、制訂利益

衝突事實揭露政策、訂定利益衝突治理辦法及建立利益揭露洩密

懲戒機制等。  

(2)針對不同機構訂定利益揭露機制/利益衝突規範。由於不同機構

具有不同的倫理規範，因此，應該制訂符合機構特性的產學合作

利益揭露機制/利益衝突規範，例如，進行與國防安全相關的產

學合作技術移轉時，因面對的利益衝突性高，因此，相關利益衝

突規範就應比一般性技術移轉嚴格。另外，有關利益衝突規範執

行配套措施方面，可分權責單位及科研成果歸屬與管理單位等兩

部分來看。前者單位需要依據政府利益衝突規範及指導原則，設

置具有獨立性與專業性之治理單位，來執行利益衝突規範，其內

容上包括目的、適用對象、適用範圍、申報或揭露事項、審議程

序及通報機制等。後者單位則需要建立管理機制，例如，組成利

益衝突審議委員會、設定委員合格條件、規範利益揭露要項、訂

定可收受利益範圍/程度、明定利益衝突審核流程與申訴管道

等。權責單位應定期到科研成果歸屬與管理單位，檢視相關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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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利益衝突的申報及科研成果的管理績效。政府方面也需要與

各利害關係人持續進行溝通，定期檢視產學合作相關法規執行的

合宜性。 

(3)定期舉辦利益衝突規範推動之教育訓練。權責單位應定期提供

必要的教育訓練及行政指導，尤其應加強針對學研機構之研究人

員與行政管理人員所進行的相關教育訓練與行政指導課程。政府

可以先透過特定科研機構來試行及推動利益衝突規範機制，待檢

討成效並改進之後，再逐漸推廣至其他科研機構。 

(4)推動利益衝突規範相關之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利益衝突牽涉到

法律面的問題，而大部分學術單位普遍缺乏這方面的專業人員，

因此，有必要就這部分來進行人才的培育。做法上可考量透過第

三方的方式或設置認證機構來處理。 

3.加速完善公教研分途之體制 

(1)建立彈性的薪資制度。我國雖持續推動公立學研機構執行彈性

薪資做法，但美中不足的是這些經費獲取是採取申請核可制，而

非門檻標準制。目前在執行產學合作時，參與合作的公立學研之

研究人員薪資待遇的給配上，還是依公務員的概念來計算，另

外，執行公立學研單位的產學合作之編制外的經營管理人才之薪

資也仍是受到公務員待遇標準的限制，因此，為了完善相關產學

合作推動，有關公立學研單位人事費用之彈性調整是有必要的。 

(2)完善及放寬科學技術發展相關研究之採購及核銷監管程序。雖

然科技基本法明文規定依法編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理

採購時，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實際上，與科研採購執行

有關的招標、決標、履約管理、驗收、爭議處理、罰則等執行細

項及措施與一般政府採購的核銷手續並無分別。另外，目前政府

行政體系與監察體系兩者對公立學研單位處理科研採購與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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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看法仍有許多衝突之處，故相關部會應該針對科研相關研

究案修訂定出適宜的經費彈性核銷制度。 

(3)完善公立學研機構研究人員兼職機制。基於對公立學研機構研

究人員參與產學合作相關業務的鼓勵，政府應修訂公務員服務法

第 13 條第一項「依明文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之

規定」並就第二項「規定公務員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之

範圍」加以放寬，以符合科技基本法的精神。而在公立學研機構

研究人員從事產學合作相關兼薪的規範上，到目前為止，仍然沒

有對服務兩個機關以上的合聘之情形進行規範，而兼薪、兼職、

兼酬三者的內容差異也都尚未釐清。 

(4)完善智財管理及運用機制。科學技術研發成果收入種類包含授

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及其他權益等，雖然依據科技基本法

有關政府資助之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已下放給執行單位，但是

在科學研究基金帳戶運用管理的辦法中並沒有詳細訂定各種處

理原則，例如：研發成果收入有關股票的處理事宜。因此，相關

的辦法與機制之建立上，仍需要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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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提升論壇之專家初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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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如何維繫台灣之學研地位 

 

論壇之專家初步建議 

 

 

 

 

 

 

 

主講人: 中研院翁啟惠院長 

支援團隊: 政治大學、國研院政策中心 

日期: 2012年 7月 5日 



108 
 

 

議題一: 如何維繫台灣之學研地位 

專家論壇之專家名單(初步)建議 

 

一、專家論壇舉辦目的 

科技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新興科技議題的科學複雜度、風險不確定

性、多元的影響層面之下，擴大公共參與不僅可有助於政策執行之合

理性與正當性，透過收羅多元意見更可幫助政策內容品質及未來政策

執行之社會接納程度。因此，科學科技基本法第 10條即明文規定「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之訂定，應參酌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部門、 

產業部門及相關社會團體之意見，並經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討論後，由

行政院核定」。 

 

二、專家角色與功能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之會議前期研究計畫所規劃的專家論壇，主要目

的以擴大公共參與台灣科技政策制定過程，收納社會多元意見。因

此，邀請參加論壇的專家，主要希望其能對參與之議題子題提供專業

見解，協助本議題主講人與研究團隊補充關鍵問題、提出解決行動政

策方案以及評估政策方案，進而凝聚台灣科技發展之社會共識。  

 

三、專家名單蒐集方向 

利用文獻蒐集、聲譽法及專家推薦專家法，進行議題一的三個子題的

專家名單蒐集。子題一(學術評鑑制度之重新設計)主要強調學術評鑑

制度重新設計會改變與導引未來台灣大專院校的走向，因此專家名單

蒐集從不同類型之大學體系校長、長期關注評鑑制度學者或是主導進

行評鑑的機構、學術界年輕學者為主要對象，並以曾經在相關期刊、

研討會、報章雜誌與網路進行發表相關意見者為優先推薦。子題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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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之建立)主要推動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

決問題機制之建立，並涉及前瞻規劃、國家重要問題面向與產業與學

術互動平台之建立，因此專家名單從產業界、學研界、前瞻規劃、決

策經驗、媒體與社會觀察等面向進行挑選收集，並以曾在相關研討

會、報章雜誌與網路進行發表相關意見者為優先。子題三(產學合作

及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主要陳述產學合作過程中，技術移轉雖不免

產生利益關係，但也是產學合作的開始，故在興利優先於防弊之思維

下，子題三主要強調健全產學合作機制中利益衝突規範，讓研究者於

研究成果商品化過程中有清楚之遊戲規則可供遵循。因此專家名單搜

尋主要自於產業界、學研界，以及與規範建立有關之法律研究者，並

以曾參與相關研討會之主講者為優先，希望其能提供產學合作及技術

移轉相關利益衝突內涵明確化之建議。專家搜集範疇之說明參考表 1。 

 

四、專家名單(初步)建議 

基於專家論壇整體規劃時間是以三個小時為上限，並且論壇進行中，

規劃每位專家有 5分鐘的意見表達時間，因此基於時間考量之下，將

邀請的專家人數訂在 12人(10人~15人)。整理初步專家名單資料並

獲得議題主講人認可後，完成(初期的)專家名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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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專家蒐集範疇之說明 

子題 範疇 類型說明 

子題一 學、研  區分研究型、 教學型/醫學型與技職型大學

校長進行挑選與推薦。 

長期關注評鑑機制

學者 

以過往對於評鑑體制具有相關建言之學者

專家為主要蒐集對象。 

年輕學者 以助理教授為主,曾公開於網路上發表相關

言論者。 

吳大猷獎 以獲得吳大猷獎的年輕優秀學者為對象。 

子題二 產業  以主要產業/園區產業公會代表、學協會代表

與部份著名產業廠商代表為主，包含生技醫

療與 IT產業等  

學、研 包含重要學術與研究機構負責人、在產學合

作上具有卓越聲譽之學者、以及瞭解社會變

遷及國家發展之相關學者  

前瞻規劃 收集對於前瞻規劃具有相關研究與經驗的

學者與智庫專家。 

決策經驗 以曾經擔任國科會主委、副主委或是科技政

委，期望提供實務上政策面向相關經驗。 

媒體與社會觀察 以相關社會觀察脈動的媒體負責人為主要

對象。 

子題三 產業 以一些重要進行產學合作之產業界為蒐集

對象。 

學、研 以擔任學研界之產學合作、創新育成或技轉

工作及推動利益衝突規範之學者專家。 

法律界 以研究相關智慧財產與科技法律之專家學

者為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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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議題一專家論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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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30 子題 1專家論壇 會議記錄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議題先期研究專家論壇 

議題一：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 

子題 1：學術評鑑制度之重新設計 

會議記錄 

 

時 間：101年 7月 30日(一)上午 9:30-12:30 

地 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 

出席人員：交通大學吳校長妍華、高雄師範大學吳副校長連賞、台東

大學劉校長金源、台北科技大學姚校長立德、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周副校長至宏、台北醫學大學陳副校長大樑、政治

大學教育學系周教授祝瑛、台灣大學心理系黃教授光國、

中國醫藥大學黃校長榮村、淡江大學學術虞副校長國興、

東吳大學理學院朱院長啟平、南台科技大學戴校長謙、明

志科技大學工學院梁院長晶煒、陽明大學生物藥學研究所

吳教授榮燦、華梵大學朱校長建民、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

院潘院長吉齡、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辦公室主任兼認證委員

會劉副執行長曼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江執行長彰吉 

列席部會：教育部高教司、經濟部技術處、行政院科技會報、原能會

核研所、內政部建研所 

支援研究團隊：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吳教授豐祥團隊、國研院政

策中心朱副主任曉萍團隊 

 



113 
 

一、建立教育與研究機構特色定位，採取多元評鑑指標 

1. 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 

(1)技職學校的評鑑制度目前採「等級制」，教育部規劃未來採「認

可制」，「等級制」相對比較嚴格，如果私校可以拿到第一等，

對社會也可有所交代，但「認可制」的實施較偏理想，理想機

制的實施需要有驅動的力量。 

(2)台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尤其對私立學校，政府應該討論教育

資源重新分配問題。企業捐款公立大學可抵稅 100%，但捐獻私

校卻只能抵稅 50%。若政府無法全力支援私校，就不要有過多

限制，法規需要鬆綁。 

(3)應積極處理已發生危機的學校，這是攸關學生前途與國家整體

責任問題。 

2.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江彰吉執行長: 

鼓勵學校自己建立合宜的學術評鑑指標。 

3. 中國醫藥大學/黃榮村校長: 

台灣私校比例占約 70%，但是 under-represented (代表性不足)，南

韓私校在國家支持下翻身，變得比國立大學更厲害，台灣應有促進

方案。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台灣的主要人力來自私立學校，但是經費主要投入在公立學校，這

部分也需要從制度面去檢討。 

4. 台北醫學大學/陳大樑副校長: 

有關機構的評鑑指標和程序，可分為兩個層次，一為機構層次，請

各大學院校自述的特色定位，訂立自己的多元目標。另一為系所或

學院層次，以專業學門考量訂立指標。整合各機構的看法後，再列



114 
 

出多元指標，進行統整及框架的微調。微調階段需方法論的專家及

中研院等的參與，根據國家利益以及實作方法進行考量，經由眾多

意見的提案，大家充分討論，最後期望能獲得共識。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凝聚共識再進行後續推動是相當重要的。 

5. 交通大學/吳妍華校長: 

政府應該要有前瞻宏觀的眼光，提早看到未來幾年的人才需求，大

學院校也需因應進行系所轉型。對於業界與學界合作培養人才也可

以有稅賦抵減等措施。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如何培養適當的人才必須與業界討論，藉由業界提供經費以及實習

的機會，設定重要議題讓學界參與。 

6. 台東大學/劉金源校長: 

政府要有更大的決心，解決高教問題，例如大學整併。此外，如何

定位學術研究在教師學術生涯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研究型大

學 vs.教學型大學，教師學術活動與成果應訂定不同的評鑑指標。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對教師來說，生涯扮演目標指引的不僅只有學術研究發展，機構的

特色和目標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7. 台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 

本議題探討之學術評鑑要知道用於何處，建議應明確聚焦，以對準

方向設計適當評鑑制度。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評鑑制度觸及的層面，包括了整體國家的層級、機構層級、計畫層

級以及個人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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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院長/潘吉齡院長*
: 

對於業已通過評鑑之機構或單位，可以審查其自我評鑑之建立與機

制，除了可免除數年一次的教育部評鑑外，更能夠讓該學術機構依

照自己的特色去發展。 

9.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周至宏副校長*
: 

(1)藉著評鑑指標，引導技職大學研發“New Know-How” ，協助中

小企業。 

(2)藉著評鑑指標，引導技職大學將成果之“Know-Why”發表論文，

深耕與累積基礎技術。 

10. 高雄師範大學/吳連賞副校長*
: 

教育部目前對高教體系(普通大學)的校務及學術評鑑種類多達九

種，多如牛毛的評鑑幾乎沒有整合，讓各大學疲於奔命，既勞民又

傷財，請中研院在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上強烈要求教育部儘速整

合。近十年來雖進行許多評鑑，但卻未曾見過哪一所大學因為評鑑

成績不好而退場。退場機制已談了許久，但目前大學還是多達 176

所，應立即有所作為。如何把學校內、學校外(亦即校內教師評鑑、

升等辦法、技轉與產學合作併入學術成果)，乃至於與國科會的各

種學術評鑑進行全面性的整合，也是學識評鑑制度修正的一大重要

課題。 

11. 東吳大學理學院/朱啟平院長*
: 

(1)進行大學評鑑或計畫(如卓越教學)申請時，經常要求撰寫特色，

結果卻造成大家忙於作文。若此並非制度設計之本意，就應將

“特色”定義清楚。  

(2)五年五百億下之“頂尖大學”是否在政策上被要求大量增收研究

生? 如此一來對於私立學校的招生造成極大壓力，不只是公平性

的問題，對於學術發展或是對大學部學生的助教品質也有不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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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二、建立整體科研計畫成果之中期、長期追蹤機制 

1. 華梵大學/朱建民校長:  

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有其領域特性，評估標準應有分別。近年來，

台灣人文學科被量化指標導引至短期且分割化的研究方向，幾十年

來，沒有培養出真正大師級的學者，研究成果缺乏生命力，缺乏社

會影響力。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指標會引導研究方向，所以我們必須慎選合宜的評估指標。除論文

發表外，各校是不是訂有其他多元指標？各項指標是不是可以突顯

學校的發展特色？各項指標比重是否不同？希望能多方了解，然後

提出比較具體的建議。 

2. 政治大學教育系/周祝瑛教授: 

(1)「目前的迷思」是未區分人文社會與理工醫農的不同。社會科

學一般在「論文引用次數」表現較其他學門低，應合理解讀。

建議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脫勾，由各學門建立各自的評鑑指標

或標準規範。 

(2)重視論文以外的研究或成果展示方式(如專書)，尊重各領域有效

的評鑑呈現方式。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Impact Factor是期刊影響因子，不同領域，IF當然不同，自然科學

比較高，社會科學比較低，我們如果同等看待，就沒辦法顯示學門

的研究成果，各項指標的設計應有不同。但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出哪

些是有效的指標，也許必須考量各校的發展特色，這部分需要各界

參與，尤其是校長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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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 

學術評鑑的制度要把相關配套接軌起來。例如，台灣在國際發明展

穿金戴銀，但國內沒有配套機制，沒有技轉，沒有商品化，導致得

獎無助於經濟的提升。 

4.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江彰吉執行長: 

(1)是否請中研院結合國科會，整合國內各大學教授之研究產出，

進行跨領域的結合? 

(2)鼓勵合作性與應用性的研究計畫，將此列為評鑑項目，改變教

授只重視論文發表的觀念。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1)評鑑可以引導方向，如果將學界合作或產學合作對社會有貢獻

列為評鑑項目之一，學界與業界的連結會做得比較好，學界培

養出來的學生，不是只懂得製造論文，而是可以真正發揮長才。 

(2)現在學術界做的研究，議題的選擇缺乏需求端的影響，多數是

技術端自己設定的，彼此之間缺乏連結，假如我們的議題能找

出國家或產業真正面臨的關鍵議題，使供應端跟需求端產生互

動，並且由上而下徵求計畫，培養出來的人才，才能引起需求

端的重視，產生出來的技術，才能應用到社會層面。 

(3)藉由評鑑機制的引導，讓人才能夠涵蓋上中下產業，如美國基

因定序計畫，上游屬於基礎科學，後端的基因檢測、疾病早期

檢測、預防醫學發展、基因治療屬於應用層面，如果前面問題

沒有解決，後面就無法銜接，所以整個計畫的設計，必須要連

貫上中下游。 

5. 中國醫藥大學/黃榮村校長: 

現有的學術評鑑應能部分表達學術界跟高教界的總體現況與國際

比較之下待加強之處，應當為國家政策跟經費分配之 leverage (槓



118 
 

桿)，國家應該提出行動方案。包括： 

(1)台灣農業表現優異，值得大力支持，取得世界尖端的地位，但

國家資源投入在傳統農業研究相對有限，看起來應該加強。 

(2)傳統醫藥已為南韓五大國家攻堅目標，中國亦同，台灣是否應

在這方面提出更強力的國家政策？ 

(3)人文社會科學是精神指標，但在台灣表現不足，應提政策促進

方案，以與高教五年五百億方案取得平衡。 

(4)台灣生物科技領域表現優異，但人才培育過多，就業困難，已

有嚴重失衡現象，應也須要促進方案。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依相對全球影響力看來，農業看起來最好，但植物跟動物科學並不

是太好，我們會再去了解 agriculture sciences (農業科學)涵蓋那些次

項領域。 

6. 台北醫學大學/陳大樑副校長: 

在學術成果評估的方法以及整體科研發展的追蹤機制方面，須注意

剛開始要脫離遊戲規則時是容易大亂的時候。評鑑的遊戲規則形成

不易，而且人類學習和行動有一定的慣性，建議不宜全然拋棄，但

是自然與人文之間，與科學的遊戲規則脫鉤與獨立是絕對必要的，

並且賦予產學應用和社會應用一定的加乘比例。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使科學轉為應用現在比較缺乏誘因，必須要有一機制讓學者有誘因

執行應用研究。 

7. 交通大學/吳妍華校長: 

(1)要使學術研究能發揮長期影響力，可從各個領域中找重要的主

題，而後在經費補助，人才培育各方面加以配合。 

(2)我國專利申請量很多但技術卻多由國外輸入，顯示專利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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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問題。學校的專利應該設法使其符合業界所需，可考慮由

工研院提供經驗供各大學院校學習。 

(3)過度重視論文是學術界的長期問題。目前台灣要求博士生要有

論文才能畢業，致使某些領域的發展產生偏差。例如半導體領

域重視系統整合，但這樣的題目並無法產生論文，於是乎老師

與學生不會進行相關研究。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1)必須找到優勢領域長期發展。 

(2)專利的問題在於台灣雖然多，但不是關鍵性的專利，多為防禦

而無法攻擊，或為代工而發展出一些製程改進的專利。 

(3)能夠培養博士班人力可視為台灣學術界提升的結果，但是，產

生了博士班學生找不到出路的情況，這未必是學校問題，與產

業結構，以及產業的研發能量不夠可能也有關。 

8. 陽明大學生物藥學研究所/吳榮燦教授: 

目前 RPI的計算為近五年的論文、專利以及技轉等成果挑其中七項

呈現。缺點在於，相較於論文發表，專利及技轉費時甚久，對於學

者的壓力勝於論文發表。建議評鑑在學術論文方面強調品質，而專

利技轉部分則視為 bonus (額外津貼)。加分的權重點數需要跟隨進

入的研發階段而有不同的加乘才公平。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1)談到學術的貢獻如何衡量，就原創性而言，主要是表現在論文

及相關的專利。很少用專利衡量學術貢獻，因專利往往由學術

論文衍生。真正的社會影響力則需要長期觀察，因為需時甚多，

造成了一般學術單位不去重視社會經濟效益，但是這才是我們

真正需要。 

(2)社會經濟效益分為兩部分，其一為經濟的收益，另一個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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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後者對人文社會研究的效益衡量十分重要。 

(3)目前學研地位受到挑戰的即為其社會經濟貢獻的部分，這部分

必須思考出一套合宜機制出來，做為學者研究的誘因。 

9. 台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 

(1)不論是機構評鑑或者是計畫申請，目前的程序其實已經頗為透

明，建議將政策建議第二、三點合併。科研計畫若要參考美國的

基因計畫的精神進行評鑑，應事後回頭檢視，這些計畫對社會的

影響是如何。 

(2)科技研發成果應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為著眼點。如何設計適當學

術評鑑制度，讓老師有意願解決我國產業問題，為當今面臨的問

題，但尚無具體的解決辦法。 

(3)建議將科技研發或是產品的成效放入學術評鑑制度，並將協力學

生以科技創新成果創業(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導

入大學教育，尤其是研究所階段。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鼓勵學界創業部分可效法以色列，其對於創新環境的塑造是我們比

較缺乏的。要思考如何從環境面和制度面去創新，避免大家不敢冒

險，培養容許失敗的文化和思維。另研究型大學及技術型大學評鑑

指標之比重應有所不同。 

10. 高雄師範大學/吳連賞副校長*
: 

新學術評鑑制度的建立，一定要特別注重人文社會科學的鼓勵機

制。因為近 50年來，台灣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以及各種制度設

計重理工而輕人文已導致目前台灣人才培育的嚴重失衡與傾斜，大

多數的高中生和年輕學子，已經都朝向高科技領域，包括 IT、ICT、

半導體、電子、光電、電機等較容易就業的領域，而使得基礎科學

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就讀意願偏低。這對國家長遠發展非常不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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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學術成果之評鑑制度，宜針對人文科學研擬更全面性的積極鼓勵

措施，以免造成更不好的排擠效應，如果制度面沒有相對應的重

視，未來人才失衡現象將難以收拾。 

11. 明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梁晶煒院長*
: 

(1)將 Social engagement (社會參與) 列為評鑑的重要項目，並將人

才輸出與技術輸出列為內涵，其中人才輸出必須與產業結合，

以便培育人才有出路，另外技術輸出則必須與一項的國家產業

發展計畫結合。 

三、評鑑程序更透明化，落實事前、事中以及事後評估 

1. 政治大學教育系/周祝瑛教授: 

(1)國科會各項獎助標準，不應太過強調國科會本身補助之計畫，

而不重視國科會以外的計畫或獎勵，甚至國際上的獎助都不重

視。 

(2)修改大學法第五條，讓大學評鑑與經費補助脫勾。 

(3)邀請國科會各處室與教育部高教司、行政院科技顧問室承辦

人，檢討現今的評鑑制度。 

(4)對五年五百億等大型政策計畫重新檢討。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1)國科會的評鑑方式，最近有些改變，譬如說 impact factor，KPI

也重新設計，這些都是正面的發展。不過薪資結構的調整仍以

通過多少國科會計畫為衡量標準，這個指標思維對年輕學者可

能不利，要如何突破舊思維，這部分是蠻重要的。 

(2)大學法第五條的內容，評鑑與補助脫勾部分，我會再去了解。 

2. 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 

(1)升等制度的審查委員人才資料庫在那裡? 過去私立科大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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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升等時，就很難找到適當的審查委員。好的審查委員一定

要有足夠的訓練，就像文官的嚴格訓練一樣。 

(2)管考機制要落實，各部會的內部自評必須追蹤，受評項目必須

有所改善，也必須有所回應，KPI訂定項目必須合理。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評鑑機制 KPI設計問題，這部分我們注意到了。評鑑機制的整體配

套，包括升等評鑑、計畫評鑑，以及後端的經濟價值及社會價值，

要設立一套評估機制。 

3.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黃光國教授: 

(1)評鑑制度不只是單純的評鑑問題，而是須將教育制度跟科技發

展制度一併檢討。 

(2)各國對推動過的計畫進行追蹤檢討，台灣應該要對「卓越計

畫」、「五年五百億」提出檢討，仔細分析我們因為不適當的評

鑑指標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3)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設計都有主體性及系統性，我們不能將他

國的目標與制度拼成自己的東西，在修訂評鑑制度時，自己要

有一個系統性的看法，到底我們國家要發展的目標是甚麼？ 

(4)英國與荷蘭進行計畫評估時，由政府正式聘來的文官(scientist 

program officer)負責，我們則只有短期講習的審查委員。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1)國家整體發展方向及制度，我們另有一團隊，會針對國家實際

現況寫出政策建議書。 

(2) 對於做過的計畫必須進行深刻檢討，才能知道問題所在，才可

以有具體建議，這部分我們會加強。 

(3)國外的制度不一定適合我們國家的發展，我們會很小心檢視台

灣整體問題，並且設計良好的正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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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角色相當重要，很多地方政府好像亂了調，對學術界產生

相當負面的影響，這部分我們會進一步了解。 

4. 中國醫藥大學/黃榮村校長: 

台灣的學術評鑑有其正面功能，但也有負面結果，如演變成過度重

視大學排名與個人排名，對學術研究之本質精進，確有不利影響，

這是過去教育部與國科會推動的評估指標引導出來的後果之一，但

這不是評鑑原意，欣見國科會最近已著手調整，因此，建議這兩個

部會在科技會議中應提出具體改善計畫，並於後續進行改進效益的

評估。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學術評鑑多年來發揮了正向功能，現在應機動調整並善加應用，我

們在文字表達上會重新調整，說明評鑑制度過去帶來的貢獻，未來

應如何調整，以因應將來的需要。 

5. 台東大學/劉金源校長: 

(1)在學術評鑑機制上，評審委員素養提升與培訓最為重要。其次，

評鑑中心須有一套具體的評鑑目標。以通識教育評鑑為例，委

員的觀點各有不同之看法，往往形成相互矛盾的現象，讓學校

無所適從。因此，委員觀點的凝聚非常重要。 

(2)有關學術評鑑發展目標，日本所訂定的目標內容(見會議所提供

的資料)值得師法。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日本的例子中，我想學校的發展不僅按照校長的看法，校長亦是依

照學校的特色來經營，使每個學校發揮其特色，這是值得我們借鏡

的地方。 

6. 淡江大學/虞國興學術副校長: 

這些對國家有貢獻的計畫應該如何量化是很重要的。若可以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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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今日的工作成果彰顯出來，則學術評鑑要走到常軌是有希望的。

目前台灣政策實施有個問題是缺乏政策評估，使得執行者是用摸石

過河的心態在做事。如大學或系所評鑑，帶來了學術自主性的負面

影響。關於如何讓學術研究帶動經濟發展，建議可由國家型之科研

計畫做為示範，經過一段時間(兩年)後，再推廣到學術機構的評鑑。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1)有關先從國家型計畫做起，再推廣到學術機構的建議，事實上，

有部分工作現在就可以做到，應該爭取時間趕快來改變。在政

策實施過程中做決策是很重要的一環，尤其是面臨知識不確定

性時，這時學術界必須扮演很客觀的角色，且跟社會交代決策

本身是有不確定性的成分在。 

(2)過去台灣的知識份子較為保守而不願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這

個現象必須改革，使知識份子善盡社會責任。 

7.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委員會/劉曼君副執行長*
: 

(1)建議籌組專責單位結合公私部門/研究機構的資源執行學術評鑑

制機制。 

(2)長期耕耘國家層級評鑑工作的永續性，同時能後續追蹤學術研

究之後續效應! 現今已有如翁院長、吳教授所領導的團隊在檢視

學研評鑑重新設計的議題，如何讓這樣的團隊或其他既有機構

或新成立的機構長期經營學術評鑑從評鑑機制的設計或調整，

評鑑委員的素質與培訓養成，及未來發展。 

8. 東吳大學理學院/朱啟平院長*
: 

評鑑委員很重要卻素質堪慮。以系所核心能力為例，各自表述。委

員評鑑標準為何? 觀諸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對大學相關系所之認

證，所謂核心能力是由上而下規定，此項認證屬於檢驗性質，具體

而有方向感。建議: 以數學系為例，核心能力之標準可與數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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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訂定，評鑑委員的工作較不涉及理念，整體的方向感也較突顯。 

四、學術成果評估應以長期社會效益為出發點 

1. 華梵大學/朱建民校長: 

學術研究基本目的在於追求新知，擴展人類的知識範圍，並不是追

求各項國際指標，因此在討論「如何提升台灣學研地位」議題時，

應該回歸學術研究的本質: 有時候是因為好奇而追求真理，但有時

是為了解決現實的問題。因此，應先思考我們的學術研究目的到底

為何?  

2. 政治大學教育系/周祝瑛教授: 

(1)如何定位學術界在國家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必須面對台灣的社

會狀況及全球的定位。學術界對社會貢獻明顯不足，不足的原

因是因為自成一個遊戲規則，但卻對大部分的民眾影響不大。 

(2)國家目前的產業政策偏重高科技，只造福少數高科技工程師，

留給傳統產業過少機會，但傳統產業才是能夠提供大量工作機

會的產業。 

(3) 百萬人口裡頭的論文產出，很容易看到量化指標，但從比較社

會學來看其實它的意義沒有很清楚。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以百萬人口論文平均產出來看，以色列人口不到台灣 1/3，但論文

被引用次數近年來卻與台灣逐漸拉近。他們是用真正的創新精神來

帶動後端的產業發展，台灣專利數量雖然領先，但每年仍要花 3千

多億引進技術，學研界在此扮演什麼角色，是會受到各界挑戰的。 

3. 明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梁晶煒院長*
: 

(1)建議國科會(科技部)與經濟部能夠橫向整合，找出國家產業發展

之技術藍圖(Road map)，並對應本國之學術發表(SCI獲專利)強

項，釐訂國家產業發展的計畫項目，這些計畫項目可以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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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中、長期或將重要性分成量級(一、二、三…五)。 

(2)產業發展藍圖應與現在國家學術調查強項結合，再說服私人企

業投資，不過前期還是建議政府投資經費。 

五、其他建議 

1. 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 

既然全科會具有約束力，應該要有追蹤機制，否則可能像國農院一

樣，1992年開始有想法，至今仍然停留在講的階段，而鄰近的韓

國卻早已實現。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據悉，目前農委會已在進行國農院之規劃。 

2.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江彰吉執行長: 

妥善利用各大學頂尖研究中心，進行整合研究，創造特色領域，並

與產業進行連結，創造優勢產業。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回應: 

這個意見有部分比較傾向另一個子題-產學合作。 

3.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黃光國教授: 

國外很多研究機構是由民間贊助，我們則多數由政府提供，未來設

計整體制度時，應該鼓勵民間多參與研究經費的提供。 

4. 台東大學/劉金源校長: 

學術評鑑機制在過去已經有所成果，建議原題目的「重新設計」改

為「再精進」。 

5. 台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 

設計適當誘因及制度，讓產業願意研發，與我國學術單位合作，將

創業的精神帶到學校裡，甚至願意釋出教師赴業界共同研發及學生

赴業界實習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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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院長/潘吉齡院長*
: 

雖已有政策鼓勵大學教師進行產學合作，惟許多教師們即使有優秀

的能力與技術，但與業界缺乏連結與關係，令台灣除了高科技產業

外，大部分的傳統產業為中小企業，其與學術界是無連結的。建議

可由相關單位主導設計產學合作媒合平台，讓廠商有地方提出有需

提升或解決之方案或技術，透過一個客觀的審核機制，促成學界教

師與業者合作之機會，如此才能創造有實務和價值的產學合作。 

 

*為僅提供建議單，但並未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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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3 子題 2專家論壇 會議記錄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議題先期研究專家論壇 

議題一：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 

子題 2：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之建立 

會議記錄 

 

時間：101年 8月 13日(一)上午 9:30-12:30 

地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 

出席人員：清華大學陳校長力俊、東華大學吳校長茂昆、海洋大學張

校長清風、宇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徐董事長小波、成功大

學研發總中心蔡主任明祺、中央研究院王院士瑜、台大機

械系陳教授炳煇、中央大學資管系薛教授義誠、台灣大學

智活中心劉主任佩玲、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三所林所長欣

吾、基亞生技張董事長世忠、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

會羅副祕書長懷家、杏輝醫藥集團蘇研發長慕寰、聯華電

子楊副處長名聲、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企劃與研發處

彭處長裕民、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李執行長世光、資

策會前瞻科技研究所林所長蔚君、知識通訊評論江發行人

才健 

列席部會：經濟部技術處、教育部顧問室、中央研究院、原能會核研

所、中科院系統發展中心、內政部建研所、勞委會勞研所 

支援研究團隊：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吳教授豐祥團隊、國研院政

策中心朱副主任曉萍團隊 

 

 



129 
 

一、專家論述摘錄及主席相關對話 

1. 宇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徐董事長小波:  

(1) 台灣在研究企劃階段，沒有想到市場會在哪裡，因此研究完成

後，不會有產業呼應。目前美國做法為一群教授先準備 initiative，

找產業贊助，如有參與產業意願，至少表示所做的研究有產業的

需求跟回應，最後才向政府尋求資源。 

(2) 台灣研發機構與產業界關係不夠緊密、過於疏遠，以上銀科技為

例，是在全球找合作對象，因此可在自動化設備達到坐二望一，

台灣有些項目是可以做整廠輸出或是全球研發中心，但是相關配

套沒有出來。 

(3) IT產業創新不完全在技術，有些在 lifestyle上，要如何變成時尚

潮流，須藉助社會學觀點看市場導向為何，達成能讓台灣有帶領

市場潮流的產品出現。 

(4) 不要在政府體制內過度擴張人員，要善用 Best Brain Approach(最

佳團隊)，把國內外最佳人才納入研究或執行團隊，並且要給予經

費上之彈性，以尊重其知識的貢獻。 

(5) 台灣研發機構應該去全世界市場裡去尋求共同研究的機會，如

MIT就有一個 T party計畫。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利用提出 initiative，希望有機制讓 industry可以 sponsor，美國主

要是利用可代表產業的公協會來處理，無法解決的重要問題則由

研究界來處理。 

(2) 另一種是利用國家計畫，政府與產業可以一起出資。 

(3) Sponsor方式是要個別公司或是 industry，其中規範需要講清楚。 

(4) 是否台灣法規或是思維文化有問題，以致無法創新，需要討論，

不一定是政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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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到研發機制要有 best brain，找最好的團隊，用足夠預算，給合

理的待遇來進行，但問題癥結必須找出，如為法規或是制度阻

礙，則必須明確點出需修正改進處才能著手處理，甚至會需要為

科研特別設計一套程序。 

 

2. 東華大學吳校長茂昆:  

(1) 文獻計量的數據應該進一步分析對台灣的影響，現在只有找出目

前 expertise或特色，沒有特別找出表現好的原因以及要如何繼續

強化。 

(2) 另一為對專利的迷思，目前多半是在 microelectronics或是製程

上，但像奈米在台灣有上千億產值，學術界也有相關工作，看似

不像 high tech，但卻很重要，可是因為這個迷思，使得學生畢業

不願投入，因此政府應該強化在相關的論述與重要性。 

(3) 台灣本地重要的在地產業或社會需求，要有人去做研究，以花蓮

水泥業為例，其實是屬於高排碳產業，如何協助降低其碳排放便

很重要，如利用材料技術，另一例為有機肥料，這些都可以使在

地產業獲得再造。 

(4) 學校升等的規範並不利進行社區服務，還是過於研究導向，導致

學研與產業界間連結的困難。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上述建議主要有兩點: 

第一為如何培養優勢領域。表面上有些領域看似優勢，但需要進一步

去了解才能確定優勢領域為何，同時必須去看相關領域的國際競爭力

及其產生之 IP是否為 essential IP，因此優勢領域之建立必須有一套

由上而下產生策略的方法。 

第二為專利的產業化。專利無法變成產業是結構性問題或是不重視或

看不起自己的問題？一直引進技術，或是僅作代工，也許是有思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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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而此現象也使過去 20年台灣沒有提升，後進國家漸漸跟進，

最後變成產業外移，機會喪失，因此缺乏優勢領域，制度面與結構面

都有問題 

 

3.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羅副祕書長懷家 

(1) 政府為求公平，研究經費雨露均霑，致使經費不足，研究無法深

入，研究使用派遣人力，以求有做就好，此種機制無法提升品質，

對知識也不夠尊重。 

(2) 我國的大型世界級企業，背後沒有足夠能量，的確依賴國外學術

界較多，因此我國學術與產業之間橋樑出現問題，需要做到學術

研究有方向、給予產業界必要支持、對科技人才達到培育效果、

產業界能夠對學術界提供資金挹注的良性循環機制建立，雙方可

建立高峰對話。如面板內之專利權台灣僅有 5%，所以針對關鍵

技術，台灣學者應該出來與工廠製程工程師合作。另外，IP與人

才缺乏，的確也需要相關機制的建立。 

(3) 國外有優勢領域與吸引人才的方案，我們如何草船借箭，至少讓

產業知道各國現正進行的研究，定期收集精要，讓產業知道好的

研究在何處。 

(4) 原則政策要自己訂出，自己國家自己救；制定政策方向要虛心，

不一定要最尖端的專家。 

(5) 執行力要夠力，速度要快才能產生效果，主政者要訂方向，找資

源、育人才。 

(6) 給年輕人建立獎勵機制或名銜。 

(7) 擴大研究團隊視野，目前多半以開國際會議為主，但不要排除大

陸科技或大陸園區之技術，也許可為我所用，可以併購或以其他

方式獲得。 

(8) 由產業公會出資進行關鍵技術研究不一定容易達成，但由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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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方向提供建議是可行的，如果企業家可以清楚知道方向，

應該會願意出資，將資源有效利用、集中運用。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政府的經費不夠不能夠全部都照顧到，必須重點發展。 

(2) 學術研究有兩個大方向，一種為自由型探討未知，為了學術而學

術，為了科學而科學，只是探討一些未知領域，而不是為經濟；

另外一個就是問題導向，是此次全國科技會議，我們比較希望著

墨的地方，希望能夠跟產業界連結在一起，希望可以好好設計，

讓業界願意出資，同時瞭解學術界正在研究探討的問題，是不是

產業真正有興趣的部分。 

(3) 對於政府的經費是否要多放一點錢到產業，這件事我是不認同

的。研發的前半端與上游的投資雖然少，但是風險很大，那個風

險政府要承擔，特別是問體導向既基礎又實際的早期研究。 

(4) 同意關於年輕人的獎勵，並且也認同對外籍人士不友善的問題，

最好的學生不論來源，應該要提供獎學金，另外年輕人的獎勵，

這部分有些跟國科會的獎勵制度有關。美國則是會對年輕研究者

刻意栽培，讓得到獎助之年輕研究者去跟顧問群一起，在產業端

學習如何去解決問題，在研發上是怎麼設計問題，因此這樣的產

學合作機制相當重要。 

 

4. 清華大學陳校長力俊 

(1) 研究經費配置應該考量不同學門教師比例後，再進行調整，尤其

要考量不同學門之間，每件計畫的平均資助金額是否有過度傾斜

的現象。 

(2) 國際合作的論文在台灣佔的比例很大，對台灣程度的增加會有幫

助。 

(3) 對於產業，最好能夠針對有實際進行產學合作者，才能給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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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或賦稅優惠，避免產業僅針對製程進行創新改良。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關於經費在不同領域是否有傾斜，需要整合國科會與經濟部的經

費才能進一步判斷。 

(2) 目前真正要去測量的是研究工作的 impact，不只發表論文就好，

需看論文產生的影響力，同時必須基於同樣水準進行指標衡量，

如 H-index必須是同年齡比較，另外就是 Review(評審)必須做好。 

(3) 獎勵研發假如要以產學合作當條件是很好的想法。 

 

5.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三所林所長欣吾 

(1) 需要釐清「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之定義為強調「學研」對

台灣整體社會、產業地位的提升，還是追求“學研”在國際學術地

位之提升。 

(2) 以政策循環來看，建議子題順序可調整為探索未知、學術評鑑、

產學合作。 

(3) 「學術評鑑」一詞，恐無法涵蓋執行、運作過程中所應提供之誘

因與制度議題。亦即，在選題聚焦之後，必須仰賴各類組織與團

隊有效執行。這誘發各方的努力，除涉及科技基本法，產創之外，

亦應深入到各校、各機構的誘因體系、升等機制，以及技轉/育成

等等的誘因與發展策略。建議擴大此議題的範疇。 

(4) 為求議題之解決，需小心是否將“學術”過度地專業化與分工。避

免在參展獲獎僅是為求升學/升等機會，或作為向政府爭取經費的

籌碼。 

(5) 在台灣，固然有很好的製造業，但是我國製造業向研發服務、資

訊服務等專業服務採購的比重，自 1995年起，至今不但沒有改

善(沒有增加)，相對於北歐、西歐、韓國各國的持續改善，落後

許多。這顯示台灣從學術到產業，中間缺乏足夠的「中介服務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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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者學術、產業兩部門缺乏連結，缺乏相互的考量。因此

解決之道，必須兼顧到(a)給予學術、產業的誘因與激勵；(b)強化

「專業中介服務」產業的發展。 

(6) 前瞻的工具，建議區分成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兩種面向。在選題

之後，亦必須配合足夠水準的專案管理，與商業化的團隊，累積

經驗後，才有機會引導學研成果的成功。 

(7) 目前的政策建議內容，一旦到了落實的環節，可能就會被行政部

門避開，而無法落實，建議必須更深入到誘因制度該如何具體改

變，資源分配模式(比重)、決策支援能耐，技術商業化、產業化

能耐在長期如何養成等具體陳述。 

(8) 建議要回歸基本，不同策略目標有不同的方法。從選題、誘因、

形成專業支援服務產業、資源配置誘導人才，助其有效發揮專長

到瞭解現行資源配置，確實逐步地調整資源，才能達成目標。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學校培養人才只是在做基本知識的建立，大部分的養成其實是在

外面，學校只是提供一個比較基本的知識建立，所以學校不是職

業訓練所，不是為了產業而蓋，所以它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2) 國外看到的，不一定台灣就要跟著當標竿，反而要找出自己的定

位跟特色，因為台灣其實是走比較創新的中小企業方向，怎麼樣

去創新、營造這個環境，讓自己的優勢領域能夠建立出來並連結

至產業，是比較需要的。 

(3) 許多類似單位相互競爭政府的競爭型經費，同時很多是重複而未

整合的，這是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 

(4) 台灣學術界的研究人員或者教授，在社會上受到的尊重度越來越

受到挑戰，有些是自己出了問題，而使其公信力出了問題，或對

社會的貢獻本可以做得更好，但卻沒有發揮出來。但是學研界，

它最重要的還是學術的地位，學術的地位怎麼建立起來，讓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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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尊重，讓我們培養的人才，將來有所發展，培養的人才，未

來能夠解決問題，有能力去面對將來的挑戰，學校能夠提供的就

是非常基本的知識建立，之後它的學習環境，其實是在外面，因

此如何營造創新環境，讓培養的人才能夠一直提升，並且從各方

面一直提升，是比較重要的。 

 

6. 海洋大學張校長清風 

(1) 在資源的分配上，在 identify我們台灣真正的優勢並可跟國際競

爭者，應該要好好 openmind討論，進而真正聚焦發展。過去其

實對本土農業、環境的議題相對來說比較少，尤其拉長時間尺度

來看，這方面尤其重要，特別是環境的問題，而環境影響太多科

技發展，應該將環境作為貫穿整個優勢的部分，進行資源分配的

檢討。 

(2) 台灣執行面發生很大的問題在整合性、審查面、考核的制度與沒

有實踐退場機制。很多國家型計劃失敗原因在於本位主義太重，

不管是單一部會內部或是跨部會，無法發揮很大的功能，所以整

合度是很大的問題，尤其在經費分配結束後就各自執行，所以應

該強化與發揮科技政委的功能。 

(3) 對年輕人，在計畫審查上應該鼓勵至少 3~5年，讓年輕人去看未

知的問題或是關鍵性的問題，對於這部分之信任與彈性，我們的

制度面沒有設計出來，雖然對年輕人的鼓勵機制上漸漸出現，但

是這個給予信任的環境仍欠缺。 

(4) 目前智財有沒有以國家的層面來發展，還是區分在各校，且區域

產學是失敗的，部會也都有本位主義的。歐盟做的計劃可以跨

國，並嘗試從基礎到產業端，將上游到下游貫穿起來，因此資源

的分配可更開放以強化執行力。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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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制度上的一個缺失，就是計畫分配下去，沒有真的進行整

合，同時也未考量從上游到中游各部會與學研機構要如何整合與

串聯。尤其人才培養，那是教育部在負責，然後科技的研發是國

科會，經濟發展是經濟部，如何去除三個部會本位主義並加以串

聯，是需要加強的。 

(2) 模仿(me too)並非完全不好，很多知識的累積就是源自以前的成

果，繼續發現問題，找出新方向，發展新產業，只是需要找出如

何鼓勵往創新面向的機制。 

(3) 台灣升等制度看法比較保守又是完全獨立，既不鼓勵合作，若看

Paper又計較比重，資深研究者沒有扮演導師角色，變成在同一

領域互相競爭資源，所以如何營造合作環境蠻重要的，給年輕人

膽量跟機會去尋找他的興趣。目前台灣給年輕人的時間也不夠，

因此只能夠找小問題，成立小團隊，這些都是結構面環境制度面

的問題，應該是經過一段時間(如中研院為 8年)如果沒有成果，

就必須離開。 

 

7. 中央大學資管系薛教授義誠  

(1) 跨領域創新的東西不易找到有資格的人進行審查，這是執行面的

問題。 

(2) 如果要由上而下要去強調聚焦，基本前提是要有共識才能達成，

否則由上而下的結果會變成無所不有。尤其在談科技的時候，必

須要從比較長遠的角度去看科技的前瞻計畫，看未來 20~30年台

灣的機會在哪裡，能不能持續或堅持 10年，因此問題在政府高

層必須要找到長期堅持聚焦的力量，跟社會的共識。 

(3) 純學術的突發性創新機制要存在，尤其對於跨領域的研究，需要

系統的整合。學術界垂直分工容易發表論文，但產業界實際需要

的是系統整合，因此如果學術界要幫助產業界，並將產業跟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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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祉綁在一起，其實我們需要聚焦在核心技術，那些可以適用很

多產業的領域。過去曾以電動車的案例，試圖整合學校與法人，

但後來業界無法承接，起因在於沒有產生共識，所以應該推動科

技前瞻計畫，尋找共識，聚焦領域，認知關鍵技術，建構長期布

局。 

(4) 有些跨部會無法整合問題，可能是法規制度的問題，應該要進行

法規盤點，加速修、鬆、廢、建置法規，扭轉學研環境與生態。 

(5) 要推動跨領域研究環境與機制，促進創新研究，並以價值、人民

福祉為核心目的(非以量化)論文為目的。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同意要找出共識，技術端跟需求端要有共識才能設定議題，過去

曾推動看似不同產業，其實互有重疊又不夠聚焦的議題，因此我

們應該設計幾個重要的核心領域或平台技術。 

(2) 要如何設計問題導向的研究，以今天舉出的基因研究計畫，其實

是問題導向的研究，而且是從基礎一直走到應用層面。 

(3) 同意要有一個前瞻的看法，選擇台灣可以長期發展的領域，但現

在我們根本還沒有共識，也沒有討論台灣到底應往哪些領域發

展。 

(4) 如果能產生焦距，在此架構之下，研究者仍有追求學術自由之空

間，並且可以逐步建立優勢。 

 

8. 成功大學蔡研發總中心蔡主任明祺 

(1) 成大研發總中心的例子，一開始就定位成為服務性質，而不是管

理性質。成大有一筆專款用於產學合作，學校出多少，企業就出

多少，如此一來，學校才有制訂議題的能力。研究的主題不宜太

多，以成大為例，成大只有兩個主題，一個是能源，另外一個是

生醫，在規劃時期就找不同學院的院長一起進來，進行研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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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自然而然的跨領域。 

(2) 這種服務機制是可以有報酬的，技轉成功後，報酬回饋給研發總

中心，加上學校編列的經費，這樣的機制可以讓教授不接國科會

計畫，也可以進行研究與產學合作，並且學校也可以制定前瞻性

質的研究方向，直接影響研究發展。 

(3) 上述的服務機制著重於尚須輔導的領域，以成大來說，工程領域

已經相當成熟，所以服務對象是生物、自然、人文，以這些領域

為主角。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學校之間必須有一個產學合作研究題目的整合平台，否則就會出現目

標過於同一的困境，臺灣整體營造優勢領域，必須經由合作。 

 

9. 台灣大學智活中心劉主任佩玲 

(1) 學門的學術論文、專利等趨勢的呈現，其實沒有辦法反應出跨領

域研究之下的研究實力，如果這樣看下去，會產生一些科技創新

上的缺口。 

(2) 要解決社會問題的研究，通常必須是跨領域的，而這樣的跨領域

的幅度時常需要相當的大，例如：心理學、設計、社會學、商學、

科技的結合。跨領域研究的困難是，需要一個合作團隊相當長的

磨合時間，因此現行制度下的經費補助通常都在跨領域研究展現

功能之前就結束了。 

(3) 業界其實相當需要這樣跨領域研究的人才，以中心自己培養的使

用者經驗研究人員來說，企業甚至願意給年薪 500萬來聘請，這

說明企業其實急需這樣的人力專業，但是教育部在這種能力培育

上卻顯得相當僵化，動作緩慢，外國成立 degree program是很好

的作法，國內卻推行的很慢。 

(4) 在產學合作上，這不應該只是國科會的事情，經濟部雖有科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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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但是金額過少，而推動中小企業的創新憑證，恐怕也幅度不

夠，難以產生巨大改變。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這三點我們會寫下來，一個跨領域必須要有比較長時間的支持，其實

重要的問題一般都是跨領域，而且也經常需要以團隊性質的投入; 另

外是 degree program這個我們談的比較少，其實蠻重要的，我們 degree 

program沒有機動性調整，教育部一開始為了限制博士生或碩士生，

只給你很少名額，很多 degree只給三個，但沒有給你退場設計，所

以名額慢慢擴大，現在變成供需失衡; 最後是產學合作，我很同意經

濟部跟國科會應該要一起來，現在國科會職掌學校，經濟部職掌業

界，一般是這樣設計，但是有一些不應是這麼清楚的，應該要一起來

進來設計產學合作平台。 

 

10.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企劃與研發處彭處長裕民 

(1) 重大創新區域之內，學校、廠商、研究單位的頻繁互動是重要的，

但現在竹科好像已經失去這樣的互動模式。 

(2) 對於基礎科學的理解也不夠深入。 

(3) KPI的制訂往往忘記了整個計畫的目標，而是為了數量而數量。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區域應該要發展出區域特色，KPI的設置不應忘了目標，這些建議都

很好，但是研究機構不一定就是要做產學，如果研究機構能夠產生諾

貝爾獎得主，也一樣會肯定。 

 

11. 聯華電子楊副處長名聲 

(1) 受到全球化、國際化的影響，科技產業某個領域當前狀況是，只

有前一、二大才會長久獲利營運，其他都在虧損，這造成企業不

願意投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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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產業界，能夠為業界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是有用的人，但

是這些研究，通常無法被學校升等制度接受，故一直缺乏誘因。 

(3) 大企業內的專利佈局策略，是另外一個企業須要協助之處。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現在台灣的產業其實也蠻辛苦的，我們會有一些鼓勵產學合作的建

議，我想可能是需要大家一起想的。 

 

12. 資策會前瞻科技研究所林所長蔚君 

(1) 研發團隊的領導者需慎選，學研研發團隊的組成很重要，要鼓勵

這些年輕人，更重要的是要有配套的措施。 

(2) 由上而下的佈局要聚焦，短期、中期、長期需要聯結的。我們常

常注意短期，忘掉長期；學校卻是看長期而把短期忘掉。要從市

場面跟技術面的宏觀角度來看，要往國際看並同時落實地方化、

本土化。 

(3) 不能僅從大型企業的角度去思考研發，中小企業與全民需求與大

企業不同，必須顧及。 

(4) 人才培育部分，研發人才真的是需要有一流的世界級的大師帶

領。我們台灣有好的研發，產業也要有國際觀。我自己看到台灣

很缺乏高階的軟體服務人才，但是我們第一，不一定願意引進，

第二，好不容易找到人才我們的薪資待遇也是一個問題。 

(5) 經濟部跟國科會、能源局的合作問題。當我們看到一些跨領域的

機會的時候，常常因為各個部門合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而受到延

誤。 

 

13. 杏輝醫藥集團蘇研發長慕寰 

(1) 建議成立私人或是財團法人的基金，以利業者研發需要資金的時

候可以申請。例如洛克斐勒癌症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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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技產業常常有很多是家族企業，有些家族企業其實不太願意投

入研發，所以如何鼓勵這些業者投入研發，獎勵永續經營應該要

想出對策。 

(3) 學術界專利技轉的問題，有的授權金一次性要很高，或者不能獨

家授權，結果造成業者怯步。是不是有些方法可慢慢地去付或是

政府可以補助或低利貸款解決業者的問題，因為特別是在生技產

業的專利常常是要在幾年之後甚至是十幾年之後才能會產生效

益。 

(4) 希望能夠建立相關的人才庫，目前雖有教授的人才庫，可是這些

人才庫是限於經濟部、國科會的審查需要，應可考慮在其資料中

加入”願提供業者諮詢”或”願加入產業研發”之勾選項目，以提供

產業研發人才之需求。 

(5) 產學合作計畫，國科會跟經濟部技術處這邊希望能一致，學者提

計畫時，要早一點讓業者參與並瞭解專利可行性及市場性優勢，

這樣就會更願意投入。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有關多設立基金部分以及人才庫的建立這個我們會寫下來。 

 

14. 基亞生技張董事長世忠* 

(1) 強化國家整體科技資源的佈局 

a. 建議科研經費的應用以 60%作為「學術自由研究」創造 novelty; 

40%作為由上而下的「問題導向研究」或國家型任務導向型計

畫之用。 

b. 問題導向或任務導向型計畫的形成應效法美國的形式，以「公

民會議」或「或公聽會」的模式形成國家的共識，並交由行政

部門決行。 

c. 問題或任務導向型研究計畫的推動，應避免「通通有獎」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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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只選定少數和國家經濟能力和競爭力有關的項目，或是與

社會民生攸關的迫切項目，成為國家的目標。 

d. 前述計畫應以不超過 5年為目標。 

(2) 建立問題導向研究之產官學研意見溝通平台與機制 

a. 建議問題導向研究議題的產生可由各行政院部會提出「一個」

該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並交由類似本會議形式的「公聽會」

進行意見交換和腦力激盪。公聽會不應只舉辦一次，而是「多

次」。受邀與會人員要注重 diversity 和「區域分佈」，才能聽到

多元的聲音，並決定議題。 

(3) 問題導向的研究的事前/事中/事後評估機制。 

a. 事前評估的重要性大於事中和事後的評估。事前評估應廣泛納

入產業的意見，才能讓研究結果形成產業與經濟效益，計畫主

持人的選定要產學共同搭配，並訂出退場機制和成功獎勵辦法。 

(4) 給予年輕學者研究空間。 

a. 經費：國家研究經費應框出一定的比例，提供給年輕學者(並先

定義年輕學者)。 

b. 時間：補助期限於進入學術界後 5年，不宜過短。 

c. 成果評估：學術論文和 community service 成果並重。 

(5) value creation的評估 

a. 以獎勵機制鼓勵「早期產學合作」的參與，提高產業參與研究

的動機，並促進產學間的交流。 

b. 對於產出的成果，以合理的比例回饋給學術單位研究團隊。 

c. 產出的成果若具商品化潛力，應對於後續的補助方面應予以優

先考慮。 

 

15. 知識通訊評論江發行人才健* 

(1) 我們在科學研究的創造思考甚至是科技到產業的發展遭遇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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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實與文化傳統密切相關，也就是我們沒有深入認識到文化因

素在思想創造和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多年來學術研究和

面貌是隨人云語、爭逐熱門潮流，科技產業發展也多是替人作

嫁，以勞易利之局。 

(2) 社會應該要意識到文化在科學研究和科技發展上能帶來真正新

視野的重要性。 

(3) 目前仍只是以既有的國際科學主流標準，加碼進行趕上那一個標

準的數量表現改進，並沒有深入關注到文化差異在創造力表現以

及其社會價值的影響意義，並以在國際上得到更多國際合作計

畫、獲得更多科學研究的發表論文數量與更多專利之取得而自

滿。 

(4) 應該大力關注吾人文化的特質與長處，致力鼓勵投入，來發展出

有文化根源與社會衝擊的科技發展。 

(5) 在全國科技會議中，應該特別有文化對科學研發影響方面的專題

討論，國家在支持科學研究和科學發展方面，特別著眼於文化因

素的關鍵影響；在擇優鼓勵科研創新方面，應給予一定比例的資

源(如 5%)投資於不同於世界既有的學術潮流，有吾人文化傳統深

度的新構想，這種建基於吾人文化的思想創意，才是未來真正能

走出世界一流成績的文化創造，是國家資源真正值得投資的文化

資產。 

 

16. 中央研究院王院士瑜* 

(1) 產業界與學術界之溝通平台，仔細尋找出 problem oriented 

research 之主題，加強產、學界之「互信」，方可就優勢領域加快

速度。 

(2) 鼓勵跨領域之整合型研究-需排除客觀之障礙如「評鑑制度」及

「incentive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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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型計畫(國科會)原本即任務導向型，如基因體計畫及奈米科

技等。均與美國 NSF，DOE之主題一樣，其他還有 IC related 等

主題，有些已執行過好幾期(5年 1期)，但成果是否如預期？是否

可從中檢討找出問題癥結，設法排除。 

(4) 學校的研究人才培育，領域分佈應適時檢討以因應國內產業界之

需求，避免如數年前矽導計畫員額瞬間暴增，造成學術生態平衡

之破壞，遺害數十年。 

(5) 對年輕學者之創新研究，應積極推動。尤其對國科會及教育部之

評鑑制度，使其參與合作研究時不受歧視。 

(6) 專利之經營與推廣不佳。是否應集中心力經營？ 

(7) 提升學術地位，爭取國際學術之服務，參與國際學術組織。 

(8) 探索未知方面目前發展尚可，唯審查、評鑑制度需改進。鼓勵合

作，做長期研發。 

(9) 加強整合，上至各部會科技預算，下至學界互相研交集產學之產

合均需設法改進。 

(10) 串聯教育部、經濟部(工研院)及產業界。 

17. 台大機械系陳教授炳煇* 

(1) 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要，但經費的來源與規劃，以及制度的確實執

行也同等重要，例如如何要求學界菁英投入此規劃領域進行研

究，同時嚴格執行淘汰。 

(2) 由上而下的規劃須明確規劃要研究的領域與問題，但如何規劃須

有前期的專利分析與國內的產學研發能力的盤點，才能選擇優勢

領域。 

(3) 創造價值需要學研產的共同合作。 

a. 由產研學負責發現問題、定義問題(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SRC)。 

b. 由學界負責了解問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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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學研產共同產生專利。 

d. 由研產負責原型應用與製造產品。 

e. 由廠商提供服務、體驗產品、創造感動、提升價值。 

(4) 經費來源規劃，需避免帶槍投靠式的經費規劃，需要額外編列經

費。 

(5) 由上而下的規劃需要適當的評估，因此需有一些比例的管理費

用，如規劃經費與評估經費。 

(6) 農業生物科技國家型計畫之執行，是結束後才有農生方案來進行

轉譯的方式是一個失敗的例子，應避免重蹈覆轍。 

(7) 選擇領域(須專利分析與能力盤點) 建立產學研聯盟(如 SRC )、定

義研究題目。定義研究題目不能再自由提案，建立淘汰制度，要

求國內傑出人才投入。 

1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李執行長世光* 

(1) 上中下游科技研究的整合 

a. 組織與機制 

(i)學界的所謂第一棒及法人單位的第二棒，再配合上產業第三

棒的迷思，絕對不是單純的 Hands-on/ pass down，而應該

是 strong interaction。需知由學術界上游到產業界接軌間，

組織人力與經費有 10-100倍數的變化，因此計畫數的差距

極大，一個或數個的選擇機制必然需要存在，因此需要設

計上游整合的互信與制度。 

(ii)由上而下選擇議題的過程中，議題研究團隊的整合與建立

(包括如何跨部會、跨單位、跨領域) 應該有長期議題及支

持機制的建立。 

b. 經費及 KPI的擇定， 

(i)跨部會計畫的支持至為重要。 

(ii)經費及人員使用制度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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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KPI的走火入魔，過度控制及 Monitor 的苦果。 

c. 要利用何種方式進行科研單位領導人才的培育，是高等文官

學院?、名校 EMBA？或有 Executive  program的訓練，還是

用內訓。而商業化、技術化，團隊整合，人才培育等選訓留

用現代人事制度，需要迅速建立。 

d. 國際人才的引進與融合，當我們談優秀人才的薪資之時，卻

又大談肥貓，這些制度的鬆綁必須儘速規劃與落實。 

(2) 趨勢研究團隊的建立， 

a. 借鏡 ICT產業科技的發展， 

以 Disk Drive MemoryRandom Access Memory 

Transaction-based ComputingMobile Storage + Broad Band 

Cloud Computing / Streaming ComputingBig Data (Human 

Centered Computing)Enterprise Social。這個例子說明趨勢研

究，團隊中須有科技、經濟、社會等各種背景，亦應有 rotation 

/輪調的機制，同時也需有產業智庫的參與，才能讓趨勢研究

協助創新研究方向的確立，才能有將創新落實成為產業利益

的可能。 

(3) 半導體專利領域的表現，與產學的現況及沿革互動。 

a. 原先的產業選擇乃是從系統的需求而來，(即 PC系統需要面

板所以發展面板業)，LCD為主軸，所以 AMOLED 的研究就

被壓抑。 

b. innovator與 follow-on imitator的獲利與商業成功的比較，不

要認為 innovator 就一定會 reap most of the benefit，

complimentary assets(互補性資產)與產業標準在其中扮演角

色也一樣重要。 

c. 政府所支出的科研經費，應著重 innovation，但應以制度面的

改革來做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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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教授桂田** 

提供簡報中之政策建議 

(1) 從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包含科學、技術或經濟等單向層

面，更需要前瞻的、大膽的進行政府治理創新。 

(2) 全社會學習的溝通與對話，逐步導向具備迎向各種風險威脅、涵

養民主程序之社會創新。 

(3) 透過這些基礎的制度路徑，朝向完整的風險治理體系前進，包括

風險評估、風險溝通與風險管理機制皆需要涵蓋科技民主與公民

參與的內涵 

(4) 面對全球化風險威脅：創新性的驅動及重建政府與社會夥伴關係

的基礎。 

(5) 實際策略： 

a. 制訂科技治理白皮書 

b. 決策前瞻階段與評估階段，必須擴大多元專業與公眾參與，

修訂科技基本法修訂。 

c. 建構科技評估體制 

d. 建立未來委員會類似的機制 

20. 國研院政策中心鄒資深顧問篪生** 

(1) 基本概念的改變： 

檢視知識經濟與產業經濟的思維模式的改變或可以：技術導向轉

變為需求導向；效率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及單一指標轉變為多元

效益，三者皆最為明顯。目前國內在此方面的發展尚未成熟，需

求、創新及多元效益的概念尚未成為學研界文化的主流價值。 

(2) 基礎建設的改變： 

基礎建設、效率提升及創新思維為競爭力的三大支柱。唯在不同

發展階段的國家，三者對競爭力貢獻的比例有所不同（對創新型

社會而言是 20:50:30）。在社經條件由效率驅動型轉換成創新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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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過程中，其基礎建設需作調整。高等教育為競爭力重要的因

素，但如要轉型，則高等教育的方式及內涵需作調整，以期培養

知識經濟所需要的人才。 

(3) 策略面的改變： 

在需求導向、創新驅動及多元效益的前提下，科研計畫的策略規

劃，亦將與以往不同。其中或以下列兩個特性最為顯著。 

a.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不同於以現有市場以技術開發來作外

插，而是價值觀的趨勢來推測未來潛在的需求，設計創新的

產品來滿足新的需求。可投入較多資源發展產學研對需求掌

握的能力，進而提前研發能滿足潛在需求的創新產品。 

b. 跨領域團隊的研發體系：當以滿足需求及創新產品（服務）

為研發目標時，往往非單一領域的投入所能完成，而需跨領

域的整合。除技術面的整合外，尚需結合社會科學與文創思

維。科研主導部會應設計更多的政策工具鼓勵科研界向此一

方向發展。大型企業在此方面的經驗值得參考。 

(4) 科研產出的定位： 

在知識經濟的架構下，論文或可由研發之終點，轉變成科研活動

的起點。學研界可對基礎科學的發現與發明來討論及規劃其對哪

些潛在需求，可用什麼方式提供貢獻，再進而開發新的產品方式

服務。國外的文獻亦應充分利用。 

(5) 科研計畫的考評制度： 

對一科技人才及資源極為有限的國家而言，事前評估可能比事後

評估更為重要，以期選擇最有效的科技計畫。目前的評估方式，

雖強調績效導向及目標導向，但所設計的指標似未能充分評估計

畫的成功要素是否的確達成，或可加強事前評估的機制及工具，

對計畫的重要性及可行性作更嚴謹的考核。對較大型的計畫，可

考慮支持一年規劃計畫，以期其事先評估，包括團隊的組成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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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更完整。檢視目前的計畫規劃，在效益面往往不闡明目標對

象及其預期改變。因效益（outcome）可定義為“目標對象因計畫

的執行所產生預期改變”當兩個要素皆未能明確定義時，當然頗難

以效益的觀點予以評估。 

(6) 人才的培育： 

迎接知識經濟的來臨，或應對高等教育或科技人才作一更明確的

條件界定。我國的訓練似較缺乏“問題分析”及“資訊解讀”這兩方

面的訓練。此一機制應與高等教育的思考訓練作結合，國外推廣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教育方式或可參考。文化面，如

能引進國際教師與學生，也能衝擊目前“標準本”思維現況。 

(7) 多元效益： 

我國科技發展目標乃「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續經濟發展；加強

生態保護；增進生活福祉；增強國家競爭力；促進人類社會之永

續發展」為一典型的多元效益目標。因此每一科研計畫所強調的

預期效益科能不同。科技產生的社經貢獻也有所不同。在此多元

效益的前提下，科技資源的配置，需有由上而下的政策指導。目

前的政策宣示，似仍以原則性的宣示為主，較缺乏具體的推動方

向及措施的設計上，科技基本計畫（或白皮書）是主要的宣示工

具，對目標中所引的各項原則，可提出更明確的階段性目標及施

政重點。可參考日本的基本計畫型式。 

 

 

*提供建議單，並未發言。 

**提供建議單，並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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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6 子題 3專家論壇 會議記錄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議題先期研究專家論壇 

議題一：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 

子題 3：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 

會議記錄 

 

時間：101年 8月 16日(四)上午 9:30-12:30 

地點：中央研究院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 

出席人員：台灣大學醫學院醫教分處何主任弘能、台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蔡副教授甫昌、中央研究院公共事

務組梁主任啟銘、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劉副教授

宏恩、交通大學產學運籌中心黃主任經堯、陽明大學骨科

器材研發中心鄭主任誠功、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

所所長張教授大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耿教授

筠、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翁助理教授

裕峯、中原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王副執行長世明、南台科

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王執行長立洋、工研院技術移轉中心

樊副主任治齊、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前瞻科技法制中心

李主任雅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汪執行長嘉林 

列席部會： 教育部技職司、中央研究院、內政部建研所、原能會核研

所、勞委會勞研所、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中科院 

支援研究團隊：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吳教授豐祥團隊、國研院政

策中心朱副主任曉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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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家論述摘錄及主席相關對話 

1.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教分處何主任弘能 

(1) 分享台大醫院花三年時間與工研院合作如何處理院內智慧財產

權的相關簡報資料。 

(2) 相關法規之設立不興利而只除弊，會影響產學合作，甚至有些法

規無法進行，法規如何鬆綁是政府需努力的方向。 

(3) 政府各部門橫向整合，雖然各司其職，但整合性不好。 

(4) 學術、產業及政府應有更多的對談，對於一般大眾也應具有好的

溝通管道。 

(5) 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可以開放及對談，有初步建議後，可以給

予各機構參考。 

(6) 專利制度應該精緻，國家及業界應協助。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醫院比較複雜，有醫生、藥物發展、與新治療方法的發展，牽涉

到許多層面，它的規範是比較嚴謹的。 

(2) 有兩個方向要思考，一是牽涉技術移轉，另一是有合作但沒技

轉。有技轉便產生利益關聯。技轉後往往是合作的開始，不是結

束。 

(3) 利益迴避是不對的觀念。利益要揭露後才知道是不是有需要迴避

或受到利益規範。 

(4) 智慧財產保護跟技術移轉，都需要專業。公務體系與學研單位沒

有辦法負擔這種人才薪資。公務體系的思維，讓學術界的教授或

研究人員根本不知道這個產業的方向與需求。 

 

2. 陽明大學骨科器材研發中心鄭主任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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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問題改善建議： 

(1) 目前產業大都是中小企業，R&D需求不大，技轉能力有限，政府

應加強落實產業規劃政策，促進如韓國大企業的誕生。 

(2) 學研鼓勵不足，太強調 SCI，政府應加強鼓勵學、研、醫單位多

參與產學計畫。 

(3) 學、研、醫單位無法歸專職單位，建議應開始協助設置專職單位，

並放寬專業人才的進用。 

(4) 加速法規鬆綁，應加強 spin-off(成立衍生公司)的鼓勵機制。 

(5) 產學計畫應是指能明確解決產業問題的計畫。 

(6) 人才培育問題，建議加強技職體系大學的技職人才培育宗旨，建

議培育方式不應該僅以設立所謂的博碩士班為主要行動。 

(7) 行政體系及人員的教育培訓更重要，以落實行政體系支持產學合

作規劃之執行。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產學合作重點應放在要怎麼突破目前的狀況，其中很多是牽涉到

法規、制度面的問題，若能夠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做出

比較具體的建議，這樣會比較有建設性。 

(2) 高等教育出了問題，因為同性質太高，大家都追求學術卓越、發

論文、得獎項。以科技大學為例，還是可以扮演原來的角色，提

升特色，然後從技術面切入。 

(3) 學術界不一定要配合產業界，產業也要提升，這是雙方面的問

題。產業創新研發環境假如沒有建立出來，學界沒有辦法建立好

的產學合作及提供人力幫助業界。 

(4) 人的一生在學術界的時間很少，學習的過程大都在外面，外面的

環境是不是能夠讓人才的養成跟國家發展一致，那個才是更重

要。 

(5) 產業太集中，不夠多元，要改變結構及鼓勵創新，使學研界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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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被實踐的價值。初期風險高，是否由政府、或業者、或基金、

或法人機構來吸收，之後再透過技轉給業者，這需要一個機制。 

 

3. 交通大學產學運籌中心黃主任經堯 

(1) 建議教育部應明確訂出產學合作政策，以利大學設置產學合作的

相關配套。 

(2) 研發成果智權分享，並交由企業進行全球競爭佈局，釋放產學合

作中的專利申請權，以有效減少政府專利申請支出。 

(3) 快速結合學校與業者的方式：一是透過教育部政策，二是把整個

研發成果的申請，尤其在商業價值上，把權利跟業者分享，不然

就是浪費。專利又需多國保護，若只申請台灣，那樣的研發成果

就浪費，因為申請完畢就沒有人要了。 

(4) 由大學的專利產出建立智權產業。大學每年產出數千個專利，可

積極推動智權專利產業，以加速產業影響和相關人才培育。 

(5) 檢視單位所選定之產學合作機制是否仍有問題，或已經解決。以

科技基本法基本精神和執行細節，積極教育學校相關行政人員。 

(6) 進行利益衝突關係人的規範，訂定合理參與之比例，如股份、金

額等。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政策會引導方向，例如六大新興產業政策決定後，是不是真正讓

台灣往那個方向走，有待觀察，但的確需要明確的政策，才能引

導方向。 

(2) 智慧財產權與技術移轉是個問題。我們學術單位缺乏這方面的人

才及經費，還有待遇突破的觀念。 

(3) 台灣的專利雖然數目是世界前四名，但一年付給國外的權利金，

就是國家的研發經費相當大，表示我們的研發是沒有真正開發出

有市場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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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財權與技術移轉出了問題，可能是科技基本法沒有下放到執行

單位，執行單位無法執行，就是政策面的問題。 

(5) 產業界無法吸收學校的專利，但發明者往往覺得它是有價值的專

利。研究型大學應該是以原創性的研究及發表論文為重點，但是

有創新能力的公司應有辦法從學界吸收知識，並創造專利。譬如

學校的新發現，經公司的研發可產生專利以發展新的藥物、治療

方法等。 

(6) 學界應該扮演一個角色，但不能全部學校都投入應用研究。我們

要發掘有創新價值的研究，然後進行初期應用研究以縮短產學之

間的距離。 

(7) 中研院一些技術移轉後取得的技術股，不知如何處理，政府分享

的部份也往往不知如何處分，常常等到它沒有用再處理。 

(8) 科技基本法鬆綁的施行辦法已經出來，但行政院好像還沒真正通

過，內容上覺得還可以接受。 

 

4.工研院技術移轉中心樊副主任治齊 

(1) IP技轉必須要有經濟規模，可以考慮回歸基本面，讓法人機構從

事這樣的角色。 

(2) 學校出來的東西是前瞻的，但業界要的是能夠馬上進入市場。中

間代溝的研究，法人機構可以扮演一個角色，設計一個機制去驅

使並鼓勵這過程。 

(3) 利益迴避的心態是什麼很重要，興利絕對是大於防弊。在鼓勵的

階段，應該容許某種程度的圖利。 

(4) 專利的權力就是，當你有一萬件專利時，人家才願意坐下來跟你

談。 

(5) 許多行政人員沒有這方面的訓練，政府公務員也是。他們要依法

行政，但是我們的法到底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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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來告你的人都是很有規劃地去佈局他們的專利，產業需要前期一

點的佈局，教育訓練也非常重要。 

(7) 學研合作跟產學合作的力量很大，是專利的製造工廠，機制要盡

量連結。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法人機構的話，生技中心也可以是一個選項，但不一定只有法人

可以銜接產業。 

(2) 學校單位都有校務基金，中央研究院也要成立基金，因為依科技

基本法我們可以成立基金來處理智財及技轉問題，這是我們在努

力的方向。 

(3) 可能可以使用「分享」這個用字來取代「圖利」。 

 

5. 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所長張教授大慈 

(1) 協助公立學校設立 Non-restricted account(無限制帳戶)，活化智財

技轉，或業界捐款收入 

(2) 選拔優秀且有興趣之 MS PhD進修 JD，並鼓勵實務學習，未來加

入智財單位貢獻 

(3) 關於 China及 Taiwan智財權相互承認之法律與實務影響，及具體

之因應措施，需明確指示各大學 

(4) Patent citation 之估算方式應增加以我國研發人員為發明人，研發

單位為智財擁有人之國際專利分析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我們有考慮到，是不是政府科研經費下之研發不受採購法規範，

但學校還沒有突破。有一些是會計跟出納的問題。科研一直在

變，IT變得更快，它可能十八個月變一次產品，所以不可能二年

前的計畫書，可滿足核銷的項目。 

(2) 台灣不是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專利合作條款)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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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申請時比較辛苦，經費、時間上都占劣勢。中研院與國立大

學有一樣的問題，不能在大陸申請專利，現行做法是先把專利給

某個有外國籍的發明者，申請後再還給機構。未來的話，法人機

構可以是解決的方法。 

(3) 科技法律須加強。目前智財權的保護跟技術移轉不夠專業，薪資

水準也不夠。需有 Patent Agent來協助經營智慧財產、技術移轉。

但我們如何具體化這個建議，可以思考。 

 

6. 中原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王副執行長世明 

(1) 國立大學、公立研究機關若不能法人化，則該有個 unrestricted 

account(無限制帳戶)，否則仍無法以高薪聘用專業經理人。如設

置專門的帳戶作為人事獎金，可解決產學、技轉專業經理人的專

業能力與薪資不對稱的問題，間接提供產學合作的誘因。與國立

大學相比，私立大學在基金運用上較有彈性，如中原大學有自己

的營運基金，用來執行智慧財產與產學合作的工作。 

(2) 產學合作利益衝突的上層問題是沒有「開源」，也就是沒有足夠

的老師進來做產學合作，而老師所訓練出來的學生也沒辦法進入

到產業。在學校老師參與產學合作的人數不足情況下，根本談不

到利益衝突的議題。 

(3) 國科會已經頒布法令，在審查技術移轉、智財的申請時，學校必

須有配套的辦法；所以經過審查，獲得國科會通過，學校可自主

管理。但有些學校沒有設立技轉單位。(補充於政大劉宏恩教授的

發言後，翁院長的提問) 

(4) 面對於產學不分的問題，中原是不允許廠商在產品上掛中原的名

字，因為其中會牽扯到太多的議題。(補充於政大劉宏恩教授的發

言後，翁院長的提問) 

(5) 在產學合作的制式規範中，絕對不能限制學校教授去進行論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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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但仍有特殊狀況，以美國為例，國防部的計畫，面對國家機

密就不能發表。(補充於政大劉宏恩教授的發言後，翁院長的提問) 

(6) 廣義的利益衝突應包含「不能影響學校的利益」這個概念，如廠

商限制教授不能將合作研究成果進行論文發表。這個概念應擴散

出去，對於尚未建立智財、技轉、產學合作概念的學校來說，應

該是有所幫助的。(補充於政大劉宏恩教授的發言後，翁院長的提

問)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科技基本法就是要將權力下放，若一直以國有財產的觀念在干

預，是不對且違法的。 

(2) 同意政策引導方向，不能去強調老師們追求 SCI是有問題，但也

不能太強調重視產業結果，而讓老師們不重視論文。應該是建議

老師們在研究內涵以及題目的選擇上可以與產業作連結，鼓勵老

師們透過問題導向的研究，協助產業界解決問題，而其研究成果

如能解決問題的根本，也具有學術價值。 

(3) 供需兩方面的共識若能建構起來，如人才延攬、技術推廣，將有

助於產學合作的推動。 

(4) 美國在推動奈米、人類基因定序的國家計畫，都是屬於問題導

向，但也有基礎研究的一環；事實上，是從基礎到應用到產業都

涵蓋到，甚至可帶動到後續相關產業的發展。 

(5) 台灣在產業的發展上，往往聽到某一領域是重點，未投入研發，

業界就一窩蜂投入，買國外技術蓋廠；應是先投入研發，先有成

熟的且可商業化的技術，才算擁有關鍵技術，去創造新的機會。 

(6) 若論文有牽扯到專利的申請，應該需要有約兩個月的時間才發

表，這兩個月即可進行投稿與回覆審查員的意見(補充於政大劉宏

恩教授的發言後，中原王世明教授的再補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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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蔡副教授甫昌 

(1) 利益衝突與利益分享在概念上不一樣，應作定義上的釐清，再回

到規範建議。利益衝突存在是正常的。 

(2) 談醫學研究，需要倫理學者參與規範內的討論，角度才不會有措

辭上的偏差。 

(3) 利益衝突的規範或指導原則應變成法律效應，如與其他公家法規

有扣連，與其專業身分產生一些相對應的法律規範，如部分醫師

具備公務員資格，在面對利益衝突要以哪一種身分認定的規範。

另外，在討論規範建立時，也必須作出一些彈性，如要考慮整體

的背景因素等。 

(4) 建立產學合作規範時，大學評鑑與教授評鑑制度應同時作出調整

(如建立分軌，鼓勵教師從事產學合作)，方能解決該問題。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中研院產學合作規範，事前是由研管會(研究成果管理委員會)進

行評估，但事後若出了問題，審查則是在倫理委員會。 

(2) 有一些仍要遵守國家法律，如公務員服務法，如院長、系所主任，

具備行政主管職仍受到該法律規範。但有些產學合作是排除現有

規範，不受公務員法規規範，這些若是能整理得更清楚一點，對

教授、研究人員執行產學合作時會比較清楚些。 

(3) 科技基本法提及政府科技預算下之研發不受採購法規範，但往往

卻以採購法在判斷有無違規違法，這時執行單位或執法單位應須

注意之間的分際。 

 

8.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汪執行長嘉林 

(1) 生技中心可協助申請 PCT，因為生技中心在美國有子公司，過去

也曾替國家型研究成果申請 PCT專利，倘若學校有這方面需求，

可透過生技中心申請，但只專注在生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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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財產權的管理與推廣，國科會有召開過會議，邀請國家型橋

接計畫辦公室、各大學技轉辦公室人員討論，是否將學校的智財

權由工研院、生技中心來做管理與推廣，但會議結論是各大學都

不願意這樣運作，針對大學不願意交由法人接手推廣，主要是學

校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很好了。故目前是國家型計畫的研究成果交

由橋接計畫辦公室接手管理與推廣。 

(3) 對於產學合作的機制，目前遇到的困難點在於我們希望由學校的

技轉辦公室來商量合約，但往往教授(發明人)有絕對的主導權；

而教授對技轉的認知有一些不是那麼的瞭解；因此產學合作的機

制應該明訂技轉辦公室來主導，而非教授。 

(4) 在產學合作應要有明確的規範，對於國外產業界授權的原則，是

否應先以國內業界授權為先，造福國內產業界，除非國內找不

到，再授權給國外；經濟部對於此是嚴格遵守這樣的規範，但學

校往往沒有這樣的規範。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學校不願意交由法人單位作管理與推廣，應是相互信任的問題。 

(2) 法人應該還是要跟技轉辦公室溝通產學合作，而技轉辦公室應要

負責起溝通協調責任，去尊重教授想法，說服教授應該如何做。 

(3) 國際的技術授權，當然以國內的為優先，這個概念已開始慢慢形

成了。過去大家對自己所作的東西沒信心，現在慢慢有，要先對

自己有信心，才能再進步。 

 

9. 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劉副教授宏恩 

(1) 產學合作的利益衝突規範，是取得社會信任與支持、保護研究人

員參與的重要憑據。 

(2) 但是目前大多數學研機構並未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第六條

第三項、「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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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的第四條第四款的明文規定，至今仍未依法設立利益迴避

與資訊揭露的專責單位與管理機制。 

(3) 政府主管機關應儘速針對各個學研機構加以查核並積極要求，並

提供必要的教育訓練及行政指導，以避免上述規定形同具文，使

產學合作的重要遊戲規則繼續處於不明確的狀態，增添社會大眾

及研究人員的疑慮，造成推動產學合作的阻礙。 

(4) 面對商品化的效率議題，美國大學對於技術移轉至教授自己所開

設的公司並未禁止，但須提出說明為何自己的公司適合作技術運

轉，而非其他公司，通過審核後，則技轉至由自己開設或投資的

公司；相反的若審核過後發現有更合適的公司，則不能私相授受。 

(5) 美國不見得只有在技術移轉後才會出現利益衝突的管理，而是一

開始就注意公信力的問題，如限制不能在自己開發產品的同時，

又作產品的鑑定。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從法律的角度來談非常好，而這個規範主要就是要消除社會對產學合

作的憂慮，維護學研單位的公信力。 

 

10. 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翁助理教授裕峯 

同意利益衝突迴避與利益分享需要釐清，但更重要的是，某種形式的

管理。 

(1) 產業發展時要考量到經濟利益外，也需討論未知的社會風險；回

到社會溝通時，需考慮社會、法律、倫理的效果是否需要在同一

時間點作考量。 

(2) 台灣的生物基因資料庫計畫的調查裡，有六成的受訪者認為應該

有部門來監督，希望資料的使用不要受到誤用以及造成其他人的

利益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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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術上的利益與產學合作上的利益兩者之間的競爭，是否已準備

好？其優先性又該如何？ 

(4) 強調公務員自我檢查，看是否有圖利衝突的引導下，現今法規已

開始鬆綁，開始有辦法技術移轉，可成為公司顧問、持有股票。

若未來法規完全開放，公務員心態完全轉變，社會信任是否還能

支持? 

(5) 產學合作在有鼓勵、有誘因的情況下，具有產學合作效益的研究

計畫該由誰來審查？是否會因為有競爭關係而影響計畫通過與

否，這也是利益衝突的議題之一。 

(6) 公共信任的建立相當重要，如何放入科技溝通，讓各個利害關係

人的看法可以加入討論。 

(7) 機制上的設計要如何制定，由各單位自己去設定嗎？或是有一個

基本的 setting，有原則性的規範，這都需要去討論。 

中央研究院翁院長啟惠回應: 

(1) 提到審查制度，在台灣，參與審查人員、制度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2) 在規範建立上，是否先要有一個共通性規範? 然而各個單位的規

範是不一樣的，如醫學跟其他領域是不同。 

(3) 我們常拿 NIH作比較，但台灣是沒有一個單位跟 NIH一樣。NIH

與 FDA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管公司或醫藥研發過程的資訊，

都可以看到，NIH裡對研究人員的規範是相當嚴格的。 

 

11.中央研究院公共事務組梁主任啟銘* 

(1) 產學合作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首先應確定有利益衝突者，應公

開揭露之相關法規。科學技術基本法最近已規定有利益衝突區揭

露，中研院最近也已訂定「中研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

則」，但國內很多學術機構仍未訂定，此方面乃當務之急應加強，

推動公開揭露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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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利益衝突的行政人員及審核員，除非在特殊情況得到准許外，

應公開揭露並迴避，有利益衝突的研發人員尤其是創作人應公開

揭露並主動提出相關處理作法，經由其研發機構審核同意後才與

業者合作開發，國內學研機構對這方面之處理流程及審核缺乏相

關經驗及行政規定應加此方面之落實，取得雙贏。 

(3) 針對創作人成立 spin-off、startup，國內學研機構普遍仍缺相關案

例，更甭談成功案例，應盡速建立公開透明具體可行之規範，讓

國內學研機構之研發人員有規可循來進行 spin-off。 

(4) 應鼓勵國內學研機構在進行科技轉移權及產學合作時除現金外

亦收取腹案或腹案選擇權，以和業者同甘共苦，至於如何處理腹

案及拿到股票從學研機構及創作人如何在符合利益衝突、揭露及

迴避的原則下來與業者合作，則應盡速建立公開透明具體可行之

規範。 

(5) 在兩岸雙邊談判中，將兩岸互相承認等到申請之優先權日。比照

台灣與美國間所訂在一年內到對岸申請皆有效之規定列為談判

主題。 

 

1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耿教授筠* 

(1) 界定產學合作利益衝突的利害關係人與類型 

a. 產業結構 

 科技經費的分配 

– 重點產業: 

有潛力(文創)、有就業(農)、有優勢(自行車)、有規模

(ICT) 

 各項委員會，專家訪問的組成 

b. 工程主導 

(2) 大學校內產學合作機制及利益衝突規範機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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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大學政策(產業/大學合作關係)的單位，在大學中經常是

副校長、研發處。而學術及產學合作成果代表的教授，往

往被 promote到這些職位。基本上，擬定與執行產學合作依

規畫的行政主管不得再從事產學合作，在行政上保持中

立，在處理利益衝突中避免球員兼裁判。 

 利益衝突的規範是否要擴及到「人的組成，不限於人的行為」。 

 大學內的教授主導權過大，由教授間利益的互動而產生的微

妙結構關係，導致好的規範不易落實，必要時在教授體制

之外，應有第三方的處理與參與。 

(3) 「規範落實」重於「規範的擬定」。 

 

13.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前瞻科技法制中心李主任雅萍* 

(1) 鼓勵產學合作機制 

a. 鼓勵產學合作，不只是喊口號，政府應該要有明確的政策導引，

同時提供具體且明確的誘因。 

b. 政府提供 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對於產學研合作應有長期的

佈局與全盤的規劃，例如可參考日本「研究組合法」，鼓勵產學

研跨單位、跨領域合作，成立非營利性的「研究組合」，共同執

行大規模的研發活動，一旦開發成功後，便 spin-off成立新的營

利事業體，使研發活動得於不同階段運用不同屬性的組織體，提

供彈性的支援基礎。 

c. 另外，鑒於 VC(Venture Capital， 創業投資)對於 start-up公司是

十分重要的支援基礎，建議應鼓勵活絡 VC的發展與營運，而很

可惜的是近幾年來，國內 VC卻大幅萎縮，不利於新創事業的養

成。 

(2) 研究單位在執行研發與技轉活動的過程中，充分的資訊揭露與適

當的利益迴避，將有助於外界對於研究單位的信賴，故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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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基本精神，並不是要課加束敷，毋寧是要維繫研究單位的

公信力。因此，建立一套健全且鬆緊適宜的利益衝突規範，對於

研發與技轉活動而言，實屬關鍵的環節，各主管機關應儘速落實

科技基本法對此之要求。惟鑒於產學研各界執行單位之屬性、規

模、領域等各不相同，再加上公教研因素，恐怕很難有全面一致

性的強制規範，故建議仍遵循先前國科會召開「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修正草案部會協商會議之結論，由

各主管機關規範要求執行單位應建立管理機制，同時可參考國科

會於今年二月發布「政府科研成果管理及運用利益迴避及資訊揭

露作業規範訂定參考說明」。 

(3) 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推廣相關規範的教育訓練十分重要，應具體

落實。特別是針對各單位的管理與行政人員，更攸關利益衝突機

制的健全運作。例如：經濟部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目前的修

正草案增訂第 12條之一，明訂執行單位應進行相關教育訓練。 

 

14. 南台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王執行長立洋* 

(1) 產學合作利益衝突是商業法律的問題，大部分的學術單位缺乏專

業人才與機構來處理這些事務。 

(2) 如果產學合作議題關係到國家的整體競爭力，那麼主要競爭對手

國的制度、法律、思維是甚麼？我們至少要比他們更 efficient，

更 flexible才對。 

(3) 強化台灣的智財相關產業的建立很重要，引入不同之 business 

model；活化 IP的服務模式、結合 VC；廣泛引導不同專業領域

之學生投入科技法律行業 

(4) 產學合作利益衝突規範，不應造成鼓勵保守的心態，對執行把關

人員之教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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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建議單，並未發言。 



166 
 

附件 C 

 

 

 

議題一之遠景、策略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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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檢討 

本議題主要基於科學技術基本法之立法精神，在提升我國學術研

究地位前提下，探討如何使我國學術研究體制能串聯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之上中下游，促進人才培育、創新研發、經濟發展與人民福祉，並

分別就學術評鑑制度、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產學合作及

利益衝突規範等三方面來加以闡述。 

1970年代開始，有關學研與產業之間的互動開始受到各國政府

與政策制定相關人士的高度重視。早期，學研僅被認為是知識產出和

傳播的機構，但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該等機構也被賦予更多社

會與經濟發展的角色。再加上技術與市場的愈加快速變化，使得產業

界對於學研知識有愈加殷切的需求。因此，產業界若能與學研有效的

進行合作，將有助於其提升創新能力。爰此，如何同時提升我國的學

研地位並強化其對社會經濟的貢獻，乃成為當務之急。 

基於科技與整體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下，我國於民國 88年

公布的科學技術基本法，其第 1條即明文說明了台灣科學技術發展與

整體社會發展的關係，清楚地指出科技發展的目標在於「提升科學技

術水準，持續經濟發展，加強生態保護，增進生活福祉，增強國家競

爭力，促進人類社會之永續發展」；並強調學研體制對整體國家競爭

力的重要影響。由此可知，科技基本法的立法精神，強調政府對學研

地位提升的構思是以能提升台灣全民福祉為主要依歸，也期許學研人

員將研究成果轉為對社會與經濟發展上的貢獻。 

然而，我國這幾年的學術發展，因為評鑑上太過於重視國際期刊

的論文發表，也使得研究者將論文發表錯認為計畫目標與成果的主要

展現，因此，很多研究成果無法真正地回應國家發展、社會需求及發

掘科學真相等重要科技發展目標。另外，我國對於具不同屬性及體制

的機構之評估，也因所採用的準則並無太大的差異，所以無法呈現不

同學校類型、領域、學門以及計畫目標的差異。而在學術補助機制與

政策方面，過往我國對於科研優勢領域之發展規劃不足，並缺乏從國

家整體由上而下進行規劃之策略作為，補助計畫的研究方向也過於自

主且發散，無法有效發展出優勢領域。許多號稱是「問題導向」的研

究，事實上並沒有真正抓到社會經濟問題的關鍵核心，亦有很多計畫

未能根據待解決問題的難易度，設計出對應的研究期程與事中、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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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所謂整合型的計畫實質上並未真正「整合」，導致成果多

僅為「組合」而已。另外，在計畫審查的機制上，也有很多不利於年

輕研究者的部分。至於產學合作方面，過去，雖然科技基本法也有鼓

勵產學合作的思維，但內涵中對投入產學合作的誘因顯然不夠，也忽

略了產學合作過程中所需配套之利益衝突相關規範措施。以致於有些

學界人員，在進行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時，亦常會碰到可能被視為「利

益輸送、圖利廠商」的困擾，或甚至可能面臨觸法的風險。此外，儘

管科技研究人員與一般行政人員的工作內涵及面臨的不確定性有非

常大的差別，但是，現有的體制仍然以監督公務人員的方式來規範研

究人員，因此，對於研究人員的各種活動上產生了很大的干擾與限制。 

另外一方面，世界各國因應科技創新環境的變化，近幾年在科技

發展的策略上紛紛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除在研發經費的配置上都更

強調選擇與聚焦之外，也積極發展優勢領域，並推出各種誘因吸引國

際人才。面對這樣的環境，我國應該積極思考如何因應，一方面讓我

們在某些領域上能建構出全球的優勢，另外一方面使我們的學術研究

可以對社會產生更大的貢獻。然而，學研發展要能真正促進國家整體

福祉的提升，吾人認為必須先解決目前存在於學術評鑑制度、學術補

助政策與機制以及產學合作法規與機制上的一些瓶頸及問題。 

壹、 遠景 

一、學術評鑑制度之再精進：配合國家整體科技的發展與政策的方

向，重新思考與設計學術評鑑機制，導正定位不同的學校皆強調

論文發表及大學排名的迷思，針對特色與定位不同的學研機構與

學門領域，訂定適切的、多元化的評估指標，並利用資源導引之。 

二、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之建立：除了強調自由探索的研

究之外，亦應賦予學術研究提升科技水準、刺激經濟發展、加強

生態保護、增進生活福祉、增強國家競爭力、與促進人類社會永

續發展等重要目標。 

三、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擴大產學合作的面向，一方面

鼓勵業界以中長期資助之方式參與學界人才培育；另一方面，與

學界共同研究，一起解決產業實務的問題。此外，本著強調興利

優先於防弊之思維，健全產學合作機制中利益衝突之規範與強化

公教研分途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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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策略與資源規劃 

為朝向上述的三個遠景發展，以下就對應的三個策略與十個重要

措施分別加以說明。 

策略一、學術評鑑制度之再精進 

（一）整體性規劃不同層級之學研評鑑體系，以引導並提升科研計畫

對社會貢獻的效益 

1.建立學術評鑑的整體系統。這系統應該包括學術評鑑目標之訂

定、審查委員之遴選與養成、評鑑指標之建構、與評鑑之檢討及

改進機制。 

2.重建以長期社會效益為目標的學術評鑑制度。有關學術研究績效

的評估上，應該以整體社會的長期效益為著眼點，例如，大型學

術研究計畫的提出，應以能提升長期社會效益為出發點，並透過

適當的機制來進行有關該計畫的長期社會效益評估。 

3.建構有效學術評鑑委員之篩選機制及人才養成。在重大科研計畫

審查委員之篩選考量上，應該要能夠以更多元、更開放的思維來

處理，除了在專業上適度考量跨領域的情況之外，也要考慮到來

自應用端與產業端的專家學者。 

4.整合既有過多的評鑑。我國目前存在的學術評鑑類型高達十多種

之多，各機構評鑑次數也太多，導致人員忙於準備評鑑而忽略本

身更重要的工作，政府應責無旁貸試著加以統整。 

5.檢視重大評鑑計畫之成效與研擬可改進之處。我國在學術評鑑方

面也累積了十多年的經驗，應該藉由此時國人都很關心的時刻，

進行檢視並尋求改進之道。在執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改革上，可以

先從一些重點計畫或機構試行，之後觀察施行績效並進行檢討與

改進，爾後再逐步擴大實施範圍。  

（二）落實教研機構特色定位之建立，如依資源導引及單位特性採取

不同權重之多元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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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勵學研機構清楚自我定位與發展特色。我國的教育及研究機構

（如研究型、教學型、一般型及技職型大學），在學術發展目標

與運作上，似乎未能區分得很清楚，例如，部份技職大學教師升

等過度重視論文發表，而忽略技職學校的真正使命。在朝向大學

自主發展之下，政府應運用適當的資源分配機制來獎勵各大學院

校依照其特色及性質自訂校務評鑑發展目標與策略，透過其清楚

的自我定位，發展自己的利基與優勢。 

2.針對不同定位之學研機構採用不同的評鑑指標。不同的教育與研

究機構有其不同的設置目的，以及不同的教學、研究與服務重點

目標，因此，理應採用不一樣的評鑑方式來評估。 

3.建構更多元的評鑑指標。在績效評估上，除要求教研機構能清楚

地自我定位外，也應該參考該等機構自行訂立之發展目標來調整

評鑑指標與權重。而諸如產學合作績效、人才培育、社會服務、

對在地區域發展之投入與貢獻等，也都應適度考量納入評鑑指標

中。 

4.區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為主體之學術評估制度。人文社會

科學與醫農理工科學之學術屬性不同，因此，評估準則亦應有所

不同，不宜太過於單一化。 

5.檢視公私立學研機構在資源上的分配。我國人才培育有很大部分

來自於私立學校，因此，除繼續輔導私立學校做好特色經營外，

在教育資源分配上也應該給予特別考量。  

（三）完善科研計畫事前評估、事中評估與長期效益追蹤之配套機制 

1.建立國家層級的績效評估之指導原則。政府應該先建立一套上層

次的、適合我國的績效評估指導原則（可參考日本、韓國），然

後，各部會再依此原則訂定其部會層次的評估辦法。指導原則之

內涵上可含括評估目的、評估對象、評估類型、評估者選擇、評

估流程、評估時間點等。其中的評估類型，又可以包括事前及事

中評估與長期追蹤等。  

2.建立具多元性的事前評估機制。在計畫的事前評估上，除持續資

助有創新遠見的計畫外，對有助於上中下游產業鏈形成之科研計

畫，及對可解決產業問題及社會經濟有貢獻的科研計畫等，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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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加以鼓勵。對於不確定性較高的計畫，應給予較彈性的經費運

用方式。對於較大型的計畫，也可考慮先給予一年規劃計畫的支

持以協助其主持人進行更完整的規劃。  

3.針對長期的、重要的計畫進行事中評估。對於長期性的、較為重

要的計畫（如一些任務導向的計畫），應進行事中的評估，藉由

事中評估的結果來即時檢討、找出問題並儘快設法解決，同時，

視情況適時地提供資源協助。對於執行不彰的計畫，亦要有退場

機制。 

4.著重審查委員的延續性。在審查委員的聘用上，應提出可兼顧事

前、事中及事後評估之委員聘任延續性的機制，使該等委員在對

於計畫起源、目的及預期成效等有較充分瞭解的情況下，得以進

行較完整的、較長期的追蹤與評估。 

5.賦予特定權責單位進行重大計畫的長期追蹤。重大計畫執行的良

窳，會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需要進行

長期的、多重的客觀評估，以更清楚瞭解這些重大計畫對整個社

會的影響。有關這方面的評估，在很些時候都需要透過特定權責

的單位來進行。 

（四）研究人員評估及升等條件應更有彈性 

1.針對不同類型研究人員採取不同的評估方式。研究型、教學型、

一般型和技職型大專院校教師之學術活動與成果應有差異化的

評鑑。同樣的，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之學術活動與

成果評鑑上亦應有所差別。  

2.研究人員評估上考量增加對社會貢獻的評估。有一些研究人員的

成果較屬於純學術的研究，故成果較易轉化為期刊論文，因而較

易被認知。而另一些研究員則往往成果較接近應用端，而不易轉

換成期刊論文，因此，評估指標上應該增加應用端方面的績效準

則，才能彰顯與激勵後者研究員的貢獻與努力。另外，對於所發

表的學術論文或出版的專業書籍，也要能重視其實質影響性，例

如，研究成果是否受到國際同儕認可？是否受邀在重要的學術研

討會中發表研究成果？是否技術移轉給業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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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僅以國科會認可計畫為計算研究計畫數的唯一類型之思

維。事實上，非國科會認可的學術研究計畫，其對社會與經濟發

展的貢獻亦不容被忽略的。  

4.建立以年輕學者為對象的獎勵制度。有鑑於學術成果的呈現通常

需要一定時間的投入與經驗的累積，因此，如何資助與協助剛起

步之年輕研究者進行創新研究亦是很重要的課題，關於這方面，

我國政府可參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  Presidential Young 

Investigator制度，自國家研究經費中框出一定的比例並以較長期

的補助方式來支持年輕學者，以發掘有潛力的年輕研究者，同時

讓更有機會瞭解產業界的需求。另外，對於優秀新進研究人員的

申請計畫審查上，也應該考量給予更長的、更彈性的計畫執行時

間。 

策略二、學術型探索未知及解決問題機制之建立 

（一）妥善配置資源並培養優勢領域，自由探索與問題解決研究並重 

1.明確揭示「問題導向研究」與自由型探索研究為同等重要。為了

強化問題導向研究之重要性，政府可以提撥一部分的經費並透過

適當的管道來廣為宣傳，同時，也可以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鼓

勵更多的研究人員關心及投入問題導向的研究。另外，過往真正

屬於問題導向的研究經費並不多，因此，政府可以考量逐步提高

這方面的經費比重。 

2.聚焦培養優勢學術的環境與團隊。要能建構出某些學術領域的優

勢地位，最基本的是要能營造出創新的環境，並給予優良研究者

足以產生突破現狀的資源與時間。政府可以設計一套具有競爭性

機制的計畫資助模式，提供充足的預算經費，讓得標的最佳團隊

進行多年期的研究，以逐步培養學術優勢領域。 

（二）建立問題導向研究的形成機制 

1.建立問題導向研究課題產生之溝通平台。政府可以成立一常設性

任務編組之跨部會任務小組，由其設置產官學研民間意見溝通平

台，定期啟動（如每一年）向政府部會、智庫機構、產業界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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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公開徵求問題導向課題，以收集待解決之關鍵問題或目標。 

2.整合前瞻領域之分析、建立問題導向之議題。跨部會任務小組在

蒐集課題後，可以參考國內外的智庫或趨勢分析小組所做的前瞻

分析與研究結果，必要時可先進行論文與專利方面的分析。 

3.建立問題導向研究計畫之徵求、審查及補助的制度。發展問題導

向的研究計畫，不論是其計畫的徵求、審查或補助機制等，對我

國而言都是新的，因此，政府需要就這個部分投入資源進行規劃

並建立制度，以利後續相關作業的進行。  

4.建立從學術研究到社經應用的有效連結。儘管有些前端的學術研

究是問題導向，本身已經有較為清楚的目標，但是，這類研究的

成果要能夠產業化或應用到社會，則仍需要進一步的轉化，在此

情況下，前述之任務小組就需要協助與產官學研民間等相關團體

進行協調與整合，以期有更多的資源可以投入後續轉化的工作。 

（三）強化跨領域及跨國之問題導向研究 

1.強化跨領域人才培育機制。通常，問題導向的研究需要涉及較廣

的知識領域，因此，跨領域人才培育與整合是必須的。雖然我國

目前已有一些跨領域人才培訓的計畫，不過，應該還是不足社會

經濟發展所需，因此，政府可以適度增加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另外，我國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比例，與外國比較起來仍然

偏低，因此，政府可以考量提高這部分的比例及經費，以鼓勵更

多的研究人員加入合作並從中進行跨領域的學習。 

2.強化跨國研究的誘因及配套機制。政府除了可以鼓勵人員進行國

際交流之外，也應提高誘因，讓國內與國外合作有更多機構與機

構間的合作。在延攬國外技術人才來台時，也應考慮對其眷屬的

照顧，以增加其來台的誘因。  

3.鼓勵年輕學者參與跨領域整合型與跨國型的研究。由於跨領域合

作及跨國合作研究之進行都需要經驗，因此，為了使得跨領域/

跨國合作本身產生較完整的知識組合，應讓年輕學者即早熟稔這

種研究的進行方式，進而提升合作的效果。 

4.完善跨領域研究審查機制。在跨領域研究計畫的審查上，應該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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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邀請具跨領域專長的審查委員，或是藉由分別來自不同領域的

專家學者所組成的跨領域審查小組來進行審查。 

策略三、產學合作及利益衝突規範之建立 

（一）鼓勵業界參與學（研）界人才培育與研發，設立講座及資助問

題導向研究 

1.改變外界捐助的思維與方式。政府可透過適當的宣導及政策引

導，鼓勵那些對學研機構的捐款者，儘量把捐助標的置於人才培

育以及共同合作的研究上。 

2.提供捐助者更多稅賦抵減誘因。目前營利事業或個人對公立學校

的捐款，因視同為對政府之捐贈，故可提列為該捐贈人當年度的

費用及扣除額，並且不受金額之限制而可以全數扣抵所得稅。然

為鼓勵更積極的學研人才培育及技術發展捐助活動，在考量賦稅

公平之原則下，政府應提供更多更具優惠之租稅減免（可參考新

加坡的做法）。 

3.研議建立可增進捐助意願的配對基金機制。為增進企業出資之意

願，政府可以進行示範性計畫，例如，在鼓勵企業捐贈講座教授

與資助學研界的問題導向研究上，分別在國家層級及學研機構層

級上建立配對基金，這部份可以由政府出資（及由學研機構本身

彈性經費出資）一定比例經費，做為肯定優秀研究者進行卓越研

究及產業化研究等方面的基礎，再據此向外界及產業界募集配對

基金，以擴大資金來源。另外，政府亦可設計不同的配對基金方

案，協助學研機構對產業或個人進行募款。  

（二）建立產學合作利益揭露機制與利益衝突規範 

1.成立專責跨部會法規研究小組研擬利益衝突規範。政府就其職責

成立專責跨部會（甚至跨院）法規研究小組，成員所屬單位上應

儘量包括行政院相關部會、考試院銓敘部以及監察院審計部等，

除對既有法規進行盤點外，也著手界定利益衝突範圍、制訂利益

衝突事實揭露政策、訂定利益衝突治理辦法及建立利益揭露洩密

懲戒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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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不同機構訂定利益揭露機制/利益衝突規範。由於不同機構

具有不同的倫理規範，因此，應該制訂符合機構特性的產學合作

利益揭露機制/利益衝突規範，例如，進行與國防安全相關的產

學合作技術移轉時，因面對的利益衝突性高，因此，相關利益衝

突規範就應比一般性技術移轉嚴格。另外，有關利益衝突規範執

行配套措施方面，可分權責單位及科研成果歸屬與管理單位等兩

部分來看。前者單位需要依據政府利益衝突規範及指導原則，設

置具有獨立性與專業性之治理單位，來執行利益衝突規範，其內

容上包括目的、適用對象、適用範圍、申報或揭露事項、審議程

序及通報機制等。後者單位則需要建立管理機制，例如，組成利

益衝突審議委員會、設定委員合格條件、規範利益揭露要項、訂

定可收受利益範圍/程度、明定利益衝突審核流程與申訴管道

等。權責單位應定期到科研成果歸屬與管理單位，檢視相關產學

合作利益衝突的申報及科研成果的管理績效。政府方面也需要與

各利害關係人持續進行溝通，定期檢視產學合作相關法規執行的

合宜性。 

3.定期舉辦利益衝突規範推動之教育訓練。權責單位應定期提供必

要的教育訓練及行政指導，尤其應加強針對學研機構之研究人員

與行政管理人員所進行的相關教育訓練與行政指導課程。政府可

以先透過特定科研機構來試行及推動利益衝突規範機制，待檢討

成效並改進之後，再逐漸推廣至其他科研機構。 

4.推動利益衝突規範相關之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利益衝突牽涉到法

律面的問題，而大部分學術單位普遍缺乏這方面的專業人員，因

此，有必要就這部分來進行人才的培育。做法上可考量透過第三

方的方式或設置認證機構來處理。 

（三）加速完善公教研分途之體制 

1.建立彈性的薪資制度。我國雖持續推動公立學研機構執行彈性薪

資做法，但美中不足的是這些經費獲取是採取申請核可制，而非

門檻標準制。目前在執行產學合作時，參與合作的公立學研之研

究人員薪資待遇的給配上，還是依公務員的概念來計算，另外，

執行公立學研單位的產學合作之編制外的經營管理人才之薪資

也仍是受到公務員待遇標準的限制，因此，為了完善相關產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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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動，有關公立學研單位的人事費用之彈性調整是有必要的。 

2.完善及放寬科學技術發展相關研究之採購及核銷監管程序。雖然

科技基本法明文規定依法編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理採

購時，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實際上，與科研採購執行有

關的招標、決標、履約管理、驗收、爭議處理、罰則等執行細項

及措施與一般政府採購的核銷手續並無分別。另外，目前政府行

政體系與監察體系兩者對公立學研單位處理科研採購與核銷之

間的看法仍有許多衝突之處，故相關部會應該針對科研相關研究

案修訂定出適宜的經費彈性核銷制度。 

3.完善公立學研機構研究人員兼職機制。基於對公立學研機構研究

人員參與產學合作相關業務的鼓勵，政府應修訂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一項「依明文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之規

定」並就第二項「規定公務員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之範

圍」加以放寬，以符合科技基本法的精神。而在公立學研機構研

究人員從事產學合作相關兼薪的規範上，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

對服務兩個機關以上的合聘之情形進行規範，而兼薪、兼職、兼

酬三者的內容差異也都尚未釐清。 

4.完善智財管理及運用機制。科學技術研發成果收入種類包含授權

金、權利金、價金、股權及其他權益等，雖然依據科技基本法有

關政府資助之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已下放給執行單位，但是在

科學研究基金帳戶運用管理的辦法中並沒有詳細訂定各種處理

原則，例如：研發成果收入有關股票的處理事宜。因此，相關的

辦法與機制之建立上，仍需要很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