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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翻開全球的中外軍事書籍，無論是中國古代兵法家孫武的「孫子兵

法」，或是西方武聖克勞塞維茨所著的「戰爭論」，在這些著作之中均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戰爭資源的重要。然而在任何的戰爭本質均是醜陋的

廝殺，這些醜陋的背後卻是行而上的訴求，是為了民族、國家、榮譽、理

想、宗教、家人與自我的永恆。 

然而戰爭的「資源」是什麼？以歷史的縱觀角度來看，什麼都可以包

括在戰爭的資源之中。從人力戰爭中的士兵數目、武器優劣與訓練良窳，

似乎都符合資源的解釋，而另一方面，後勤補給的管道與質量、將領帶領

的戰術也似乎也是一種資源，三國演義小說之中的「孔明借東風」，「東風」

是不是屬於一種資源？歷史上戰爭的勝敗就決定於此關鍵所在，誰能擁有

致勝的關鍵資源，就能夠掌握最後的戰爭勝利。 

而今日的戰爭型態，所講求的是「科技作戰」，而平時的國防工作建

制也是憑藉著「科技國防」，以擁有強大的科學技術來作為國防的堅固後

盾，對於整體社會發展有正面的幫助。李前總統登輝曾對九十年代的第一

次波斯灣戰爭，以群書治要六韜的文字加以闡釋：「勿以富貴而嬌；勿以

武力而持」，點明科威特雖然富有，但是忘記建構國防基礎；伊拉克雖然

有強權武力，但不要就以此危害和平的局面。 

我國自民國三十八年在台灣地區發展以來，國防方針以反擊共產主義

逐漸轉型為固守本國疆土，但是其中國防整體建制絕大部分來自政府的力

量，以國防預算來建構相關人力、武裝設備、國防基礎建設⋯等。隨著時

代的演進，在國防工業的體系之中，非核心事業逐步開始尋求外包作業，

例如：衣服、襪被、日用品⋯等，但是在軍事武器類型的核心事業還是由

國防機構完全統籌。直到近年，國防科技的研發進入新的紀元，例如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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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的生產與研發，開始在我國人自行設計、研發與製造的成功個案，

其中漢翔企業就是公私股各半的民營企業；此外，國軍的作戰艦艇也在自

製的原則下，委託中國造船廠成功地製造成功級與錦江級軍艦，這都顯示

國防工業是可以委外經營的。 

此時，觀察我國民間的產業發展，多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所從事的也

大多為代工生產，對於研發能力上來說普遍不足。在普遍缺乏研發資源及

能力之下，我國發展科技產品也大多依賴的外國廠商與技術，對於具有開

拓性質的產品研發上較有侷限，也時常面臨到產業技術升級的瓶頸；部分

國內廠商為突破此現況，開始與工研院、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合作，以

專案委託並結合外界研發機構的力量，協助企業本身提昇技術水準，實為

達成產業升級目標的可行方式之一。 

若以外部非國防企業來協助研發國防技術，所面臨到的問題恐怕也將

不少，目前以中山科學研究院為主，透過原先的聯勤兵工體系之外，尚有

「漢翔」、「中船」、「台揚」1等企業有相關的合作經驗，未來倘若增加更多

企業協助，在管理上的問題也將會浮現。因此，合作企業的選擇與管制，

以及持續的保密協定與偵防制度也必須先被建立，在本研究計劃的設計

上，該問題放至於調查報告之中。企業原先的主要技術來源是來自企業本

身的研發活動，廠商大多自行研發新產品與新技術的同時，如何能將這些

知識轉移到國防應用，這都是須由透過激勵的機制來解決的問題。相對

地，當外部機構獲得政府協助相關研發工作時，是否影響的效果就會存

在，這些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 

今日，我國國防所面對的問題相當複雜，外有國際政局情勢的曖昧不

明，又加上對岸軍事的武嚇；內部有國家財政問題，國防科技的研發單位

過於集中的缺陷，必須在此時適度導入民間的力量，並且也可以適時將國

防科技重新包裝民生化。若能將國防科技與民生需求兩者結合，加上我國

在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潛力來看，都是大有可為的新格局。本研究計劃所處

的社會背景即是如此。 

 

                                                 
1 漢翔以生產航空器為主要研發的企業，官股與民股比例各半；中船有承接海軍「國艦自造」的 
光華專案經驗；台揚科技已研發無線通訊與衛星定位為主軸，也跟海、空軍有合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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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可分為兩個主要的目的：建立國防科學技術的成果轉化、

國防科技的鑑價機制。 

一、研究國防科技成果轉化 

    針對涉及國防的科學技術，在專利與技術移轉的議題上探討，本研究

目的可分為下列四點： 

1. 探討我國現階段國防科技的定義與相關組織現況 

2. 探討國防科技移轉到民間企業的可行性，以及相關機制的設計 

3. 國防科技轉化的現行法制環境，規範與限制的法理基礎探討。 

4. 初步規劃國防技術的研發管理平台，相關技術的授權與購得。 

    上述的研究目的係針對本研究計畫所構建，但可預期接續必須觀察的

可產生效益，必須有後續的研究目的所支持，可以將後續目的規劃為： 

1. 建立國防科技的研發成果整理，並評估績效衡量依據指標。 

2. 建立我國國防工業的軍民通用體系，並評估能給於工業產出的實際助

益。 

3. 協助國防經費的自籌自足，加強國防技術授權金的管理與應用。 

 

二、研究國防科技的鑑價機制 

    針對國防科技的價值能夠有多少，其目的在於可以協助技術移轉的費

用收取，或是提供民間參與的融資擔保，更可以提醒研發人員對成果的重

視，相對地，也警示研發人員不能任意盜竊技術與私自移轉。總體而說，

鑑價機制是相當迫切地需要建構，該部分的研究目的有三點： 

1. 探討國防技術移轉過程之間，對技術費用的衡量方式 

2. 探討衡量國防技術本質的價值方式，並對國防與民用工業市場的影響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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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國防科技在政府與企業內部的會計與考核機制 

    針對國防科技的鑑價制度，在未來的研究可銜接方面，可以接續相關

技術授權、移轉與智慧財產融資的相關議題，由不同的技術管理功能來探

討，最多元的比較與強化，因此本研究針對國防技術鑑價的後續探討建

議，建議搭配國防技術移轉的後續研究，作相對應的比較研究，該研究計

畫的實用性必定能更為提升。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著重於國防科技的智慧財產管理與鑑價機制，並非著重在

調查資料與分析統計目前現況，故不適宜採用資料分析類型的研究方法，

亦不適宜使用歷史資料陳述。但是為了讓研究報告內容有學術的理論基

礎，因此參考國內外文獻作為依據，以及國內對於鑑價、融資的相關機構、

法規都是重要的研究題材。 

    本研究計畫在文獻分析法的部份，以蒐集國防科技的相關可公開資

訊、智慧財產權文獻，以及相關的國內、外書籍、期刊、論文、研究報告、

政府出版品等文獻資料，進行嚴謹的分析、比較、整理與綜合討論，並且

從相關法規與實務等構面進行分析探討。 

    另一方面，相關的法律條文探討部分，本研究採用法理學的相關研究

方法，探討國內現行法律、辦法與行政命令，以及法律在社會影響的探討，

應用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在個案觀察、分析、評論法律條文，

在立法機關的制定、修正，或是行政機關在解釋條文的適用，將臺灣地區

的政治、經濟、文化、族群等社會結構納入探討範疇，是為本研究計畫採

行的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範圍 

    基於部分國防組織內容屬於高度機密的資料，因此本研究計畫的範圍

應當避免涉及此類資料，並以國防組織可公開的部份，設計研究計畫的目

的與預期成果。規劃以我國當前的國防組織架構為主，參考他國國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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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資料、網站與報導匯整，應該也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此外，對於國防科技的鑑價與融資機制而言，由於該機制是具有前瞻

性的探討與規劃，本研究計畫會參考相關法規、現有機制，並且結合金融

服務業的衍生商品模式，規劃國防科技的鑑價模式，這有助於授權與技術

移轉費用的評估，但若這些技術涉及國家機密、跨多部門整合研發、非市

場交易技術⋯等因素，會讓本研究所歸納的鑑價模式產生較大的誤差，這

是讓本研究先將範圍規範在國內一般型態的國防科技，這是研究者比要的

前提條件之一。 

 

第五節 名詞定義 

西方諺語”Where the terms of an art are unknown, the art itself 

is unknown also.”意譯為：「不明白學術上的用語，即不明白該學科」，

亦為求本研究名詞定義與解釋一致，本章節將主要關鍵名詞統一定義如

下： 

(一) 成果轉化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五條第二款後項：「將研究發展成果轉化為實際

之生產或利用。」，該詞意為將科學技術作為生產要素之時，因作最有

利的轉化，而這些可行的成果轉化中，一方面要規範為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另一方面是要選擇權利運用的辦法，如移轉、授權、讓與⋯等更專

用的學術名詞。 

 

(二) 技術移轉 

為能充份發揮研發成果，將研發成果讓其他商業組織能夠發揮更大

的經濟效益，因而將研發成果讓與被移轉組織合法使用。技術移轉絕對

會涉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也可說是一種智慧財產權的動態流動過程，

而授權(license)、讓與(assignment)、被併購(acquire)、成立衍生公

司(spin-off)⋯等，都是技術移轉的範疇之中。 

 

(三) 技術授權 

技術授權指權利人針對權利之內容，在一定時間與地域之內，對該

特定權利取得合法的使用權。並且，基於技術的合法使用需要，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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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被授權人實施技術移轉的必要教育。而技術授權又分為專屬授權

(exclusive license)與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兩種，以

及授權後的權利可否再被授權(sub-licensing)，這都是技術本質的分

類與法律管理的範疇。 

 

(四) 技術鑑價 

基於技術管理、出售、交換⋯等理由，對於無形資產性質的技術需

要進行鑑定價值(value)與價格(price)的工作。其最基本的方法如下：

技術價值=研發投資+市場接受度+技術應用範圍(Value=R+M+I)。最重要

的觀念就是，技術本身在產品化後是否為大多數的市場所接受，而技術

本身的價值一定要以市場價格為中心，以市場能接受的價格視為技術本

身的價值。換言之，市場接受度有多大，技術應用範圍有多廣，技術本

身的價值就有多高。 

 

(五) 技術融資 

技術為現在企業的重要資產，然而當企業需要資金需求的同時，缺

乏不動產與設備的新興企業相對不容易取得融資機會。因此，針對個人

與企業擁有的專利技術，進行合理地評估價值與價格的鑑價程序後，金

融業給於融資的機會與一定額度的放款作業，是本文定義的技術融資主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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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軍民通用科技與法制面研究 

 

第一節 國防科技的定義與研發組織 

一、國防科技的定義 

    國防的定義是防衛國土內的一切安全措施，因此舉凡是軍隊的建置、

武器的購買、防禦建設⋯等，都是國防一詞的內容。而科技的定義為科學

與技術兩者的組合，科學是有系統地將知識作為應用基礎，技術則是將知

識實際的操作與表現，融合科學與技術對於知識的實際應用，就是「科技」

的本體觀，也是人類擺脫動物生活，進入文明生活的最大關鍵。 

    將國防與科技結合解釋，又有人稱之「軍事科技」，但本研究認為「軍

事」乙詞較有武器、作戰的解釋面向，而國防則包括武器、人事、後勤、

防禦、管理⋯等多重面向，國防的範圍比軍事寬廣一些，也因此本研究計

全然以國防科技作為撰寫。國防科技的範疇相當廣泛，舉凡是軍事武器及

系統的研發、相關器械生產製造、保養維護、後勤補給、各軍種戰略戰術

研發、教育訓練、相關技術的管理，都是本研究所稱國防科技的領域範圍。

簡言之，國防科技可以廣泛到與民生科技有很多重疊之處。 

    也因此，當代對於國防科技的研發思維上，已經不容易區分何者單純

是國防科技，何者又為民生科技。舉例來說，汽車引擎的發明，用於民生

用途可以做為車輛使用，而汽車加上輕裝甲是當前軍隊移防的重要交通工

具；又可看核子工程可以作為民生發電，也能作為核子武器之用。這說明，

國家擬定科技研發的整體營造上，不能片面區分國防科技的應用、民生科

技的應用，這是應該讓技術自由流動，並且歸於最適當的產業端來應用科

技。國防科技應該是廣泛技術的萃取，部分技術並且也可以專利化、技術

授權、委外生產，達到國防科技最適生產狀態。 

    由世界軍事史來觀察國防科技，國防科技改變了戰爭的型態，由銅

器、鐵器的冶鐵科技的進步，讓軍事用途的武器能夠逐漸進步，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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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矛成為當時重要的防禦與攻擊器械；而後，發明火藥在軍事用途上有

著重要的意義，讓的破壞力、作戰戰術有了重要的改變，伴隨著槍枝的發

明與改進、黃色炸藥的技術提升，科技能力已經決定了戰力多寡2。因此「無

科技即無國防，無國防即無國家」是現代國防科技的最佳寫照。  

 

二、國防科技的研發組織 

    我國政體的延續，由古自今都沒有離開軍隊的建立，因此民國建立之

初的軍政時期，軍隊與國防並沒有一致的組織目標。進入一個法治的民主

政體，必然對於國防有法源作為依據，以期待各相關組織能夠穩固地依法

運行。「國防法」暨「國防部組織法」(簡稱國防二法)於民國八十九年一

月完成立法，並按組織法規制訂、修訂、調整、規劃、報告整體國防組織

的作業章程，並且研修軍政、軍令、軍備體系各級機關（單位）組織條例

與規程，國防二法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訂於民

國九十一年三月一日正式施行。此外，為了完備軍備組織的發展法治化，

「軍備局組織條例」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立法完成，並於次年三月一日正

式施行，以確立我國軍政、軍令、軍備三者法治的「國防一元化」體制。  

    為了建立當代國防的「有效嚇阻、防衛固守」3思維，並且能致力於自

給自足的現代化戰力建置，強化優勢國防科技體系、促進軍民通用科技發

展，其三大重點如下4： 

(1) 國防科技發展之長期性與持續性。 

(2) 科技來源自主，國防自主首重突破與掌握國防科技關鍵技術。 

(3) 運用軍方研發能量厚植民間，協助民間提升科技研發實力。 

 

    經歷國防二法與軍備局組織條例的頒布之後，原先專門為軍武設計與

研發的「中山科學研究院5」納入國防部軍備局之下，更早在民國八十三年

                                                 
2 法國的拿破崙就是基於該觀念而設置軍事用途的技術學校，也讓歐洲教育體制有很大的變動，

技術學校內的砲械、槍械課程更讓當時的法國陸軍幾乎席捲歐陸。 
3 我國目前對於台灣地區的國防方針，見於國防部民國九十二年的國防白皮書。 
4 資料來源：第六次全國科技會議會議紀錄。 
5 中山科學研究院成立於民國五十八年，目的在建立完整的國防科技研發、管理與整合的武器自

主，成為國防科技的重要單位。成果方面，包含研發完成的武器裝備：經國號戰機、各式飛彈

武器系統、艦用戰鬥系統、各式雷達、指管通情與資訊防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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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即配合國防部成立的「軍民通用科技發展基金」，推動軍民通用科技

計畫，以落實國防科技與民生科技的共同發展，協助國家經濟發展、民間

產業升級之目標，亦能夠藉由民生產業技術的發展趨力，支持國軍在生產

與研發的共同成長，相輔相成能夠有效提升國防能力。  

    除了中山科學研究院之外，我國國防科技的研發、製造也有朝向民間

整合的多元發展，例如工業研究院、漢翔企業、中國造船⋯等，都有與國

防科技有所關聯，在國軍現階段以「有效嚇阻、防禦固守」作為國防方針

的觀念來看，國防科技的研發也確實是需要以「反制作戰」為主要考量，

配合我國科技能量與國防財力支應能力，參照國際間的先進防禦武器發展

趨勢，推動相關的研究機構的相互合作，並且可以與國內有研發能力的學

術合作，提供學術單位也能夠參與國防科技之基礎研究。因此，可以將我

國當前國防研發的組織圖，概要地繪製為下圖 2-1： 

 

行政體系 監督體系 

立法院 監察院行政院 

國防部 

軍備局 

中科院 

經濟部 

技術處 各處室 大專院校 

教育部 

各研究室 各民營企業工研院 

隸屬關係       輔導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2-1 涉及國防科技的研發單位與關係架構 
 

科技的本質是沒有方向的，但基於人們使用科技的過程之中，將科技

給予分類與定位。國防科技與民用科技最大的分野就是「國家安全」的考

量，因此由圖 2-1 可以表示出國防科技的產生單位不僅來自於中山科學研

究院，大學、企業也都是國防科技的重要產生單位。由於我國軍民通用的

組織架構並沒有歐美國家的發展歷史，對於科技的研發組織區分的非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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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美國計畫管理署(DARPA)的設置與功能就突顯本研究可參考之處。 

 

第二節 美國國防科技的軍民通用簡介 

一、國防先進研究計畫署(DARPA)簡介 

國防先進研究計畫署 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成立於 1958 年，隸屬於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是美國國防部底下的中央研發機構。DARPA 為 DoD 管理並挑選各種

基礎型與應用型研發計畫，主要任務在維持美軍的科技優勢和維護國家安

全。DARPA 所推行的計畫，均屬於高風險、高投資的計畫，因此需要有 DARPA

密切地追蹤並監控，以求將風險降至最低。 

DARPA 的管理哲學在於引進專案管理，透過充分的授權能迅速做出決

策。DARPA 是功能型的組織，在署長以下分為八個辦公室，如圖 2-2，此

八個辦公室並非單獨運作。各辦公室最主要的任務，是針對不同的專案，

找到合適的專家們來形成專案團隊並開發之。 

資料來源：DARPA 網站 

圖 2-2 DARPA 組織圖 

DARPA署長/副署長 無人空戰系統 

作戰科技 

特別專案 

先進技術 

訊息偵察 

防衛科學 

資訊處理技術 

微系統科技 

科
技
辦
公
室 

系
統
辦
公
室 

 

DARPA 在用人上，一任約聘專案管理人員之任期為 4-6 年，主要的目

的為透過人員的流動，來引入新的知識與視野。DARPA 所受到來自於上層

機關的限制非常的少，此外，DARPA 本身也沒有任何的實驗室或工廠，這

樣的設計可以避免讓 DARPA 追求創新的任務失焦。DARPA 所委託的單位，

不僅是大型企業，有相當程度的比重，是透過 SBIR(Smal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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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Research)與 STTR(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的模式來進行的。 

短期的研發是因應現在的需求，這些需求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已知的系

統或問題上，如噴射機引擎的改良。遠期的研發則是嘗試開發新的概念、

系統或服務。遠期的研發常常是不能透過觀察短期研發的技術而得知的。 

在研發的定位上，DARPA 是為了填補研發的空缺而產生的組織，DARPA

所填補的，是介於遠期的基礎研發和近期的技術之間的空缺，運用橋接的

方式，將此二者之間的空缺填補起來，形成一道完整的研發時間軸。 

 
 
 
 
 
 
 
 
 
 
 
 
 
 
 
 

100億- 
 
 
 

50億- 
 
 
 

0- 

科學與技術支援 

短期                   中期                  長期 

基礎研究 
系統發展 
發明概念 

100億- 
 
 
 

50億- 
 
 
 

0- 

科學與技術支援 

短期                   中期                  長期 

基礎研究 
系統發展 
發明概念 

資料來源：DARPA 網站 

圖 2-3 DARPA 的研發定位 

DARPA 

 

 

要將研發的成果轉換為可用的技術是一項很大的挑戰，DARPA 透過三

種不同的模式，試圖透過技術移轉，來完成產品開發的目的。如下圖 2-4

所示： 

第一種模式是直接委外的部分，在這部分的資源運用上，DARPA 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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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金都投入企業與大學實驗室中。這些投資會為企業與實驗室帶來新的

能耐。技術的研發是透過欲研發單位之提案，來證明這些研發對於國防部

也有助益，藉以得到 DARPA 的資金挹注。透過這樣的合作模式，可以大幅

降低 DARPA 獨立開發的風險。 

 

 
 
 
 
 
 
 
 
 
 
 

(一) 組件、技術背景 

DARPA 工業發展產物 可服役產品 

(二) 組件、小型系統 

DARPA 科學與技

術支援 
概念與技

術發展 
系統發展

與展示 
產品 

DARPA 

(三) 其他系統創新 
概念與技

術發展 
系統發展

與展示 可服役產品 

可能產生兩年的落差 
資料來源：DARPA 網站 

圖 2-4 DARPA 技術移轉的三種模式  

 

第二種模式，當企業並不是對該項技術的研發那麼有信心時，DARPA

將試圖去消除這些阻礙。DARPA 會將 70%左右的資金投入企業當中，並派

遣一位與 DARPA 關係良好、且熟悉 DARPA 此項技術的人的人進入該企業

中，藉由日常的監控與協助，讓技術開發得以順利推行。 

第三種模式是要建造一個大型整合系統的原型，由於計畫規模龐大，

因此在確認計畫可執行與國防部的資金支援之間，會產生兩年的時間落

差。DARPA 為了避免這問題產生的影響，會透過簽署備忘錄的方式，來讓

計畫得以順利進行。 

除了上述三種模式外，DARPA 還有兩種較特殊的模式來協助技術移

轉，分別是部門主管計畫（Service Chiefs Program）與作業聯繫

（Operational Liaisons）。 

部門主管計畫結合了 DARPA 署長與各部門主管，每個部門都會派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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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的菁英官員，在兩三個月的期間，他們將不斷地深度接觸 DARPA 的各項

計畫，就短期而言，可以協助 DARPA 研判哪些計畫是有價值的，而真正的

價值在於長期，就長期間來看，這些年輕的菁英將可以在 DRAPA 的研發團

隊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他們對於整個 DRAPA 的運作過程有相當

程度的瞭解。 

作業聯繫是指每個部門都派遣一位負責傳達訊息的人員在 DARPA 的署

長辦公室，負責每天即時地回報各部門的狀況，同時對 DARPA 的技術移轉

計畫，提供第一手即時的建言。 

DARPA 是一個中介的機構，一方面將長短期的研發計畫進行橋接串連

的動作，另一方面則將這其中所產生的研發需求，委託給外部的民間組織

來進行研發。這樣可以降低全部自行開發的風險，也可以同步帶動民間組

織的研發能耐。 

 

二、美國軍民通用科技的個案 

    所謂的軍民通用科技，係指該項科技可以用作國防工業，亦可以作為

民生工業用途。因此，本研究以車輛、衛星定位、軍用電腦作為個案，嘗

試比較這些科技的內容有何異同： 

(一) 美軍悍馬軍用車輛 

    戰爭不分古今中外，人員與物資的移動都是必要的嚴酷問題，因此現

代化車輛在研發的構面向，軍用車輛就朝向馬力、耐地形、多用途的目標

研發，美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的悍馬是可以作為比較的實

例，因為該款車輛的核心技術相同，而為了軍用功能與民用功能有不同的

改變，其中表示「功能性」是軍民同用科技的分野點之一，兩種車輛的比

較整理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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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相同技術內涵表現在軍用與民用車輛 
市場 

功能 
軍用車輛 (M1113) 民用車輛 (H2 SUT) 

引擎系統 6.5L V8 柴油引擎 6.0L V8 汽油引擎 
傳動系統 四種模式、全時四輪傳動 七種模式、全時四輪傳動 
懸吊系統 獨立式、液壓避震器 獨立式 
突破障礙能力 可翻越 40公分的障礙物 可翻越 25公分的障礙物 
涉水能力 可涉越 152公分深的河道 可涉越 51公分深的河道 

特殊能力 
防護鋼板、特殊軍用塗料、夜

間特殊照明設備 
四軌式防鎖死煞車系統、恆溫

座椅 
資料來源：科技時代(2004)、本研究整理 

    可以由軍用與民用的車輛設計內涵，比較出對於相同核心技術的車款

設計，軍用科技講究作戰與補給的實際功能，因此在突破障礙、涉水的設

計上有強化的結構，以及特殊鋼板、偽裝用的迷彩塗料、隱匿夜行照明設

備，都是在軍事要求的特殊「功能」，也因此功能的導向是軍民科技的重

要區分構面。 

(二) 美軍戰術通訊暨定位系統 

    作戰的最終極目標還是建立安全的防衛領域，因此陸軍的步行作戰還

是無法被高科技武器取代，然而高科技可以協助的部份是步兵在交通方面

的安全，其中電子地圖是十分受用的新軍事設備。但是當前已有很多家用

汽車都裝有衛星定位的電子地圖，兩者之間也有部分異同之處，「保密性」

是軍用產品的重要考量，其內容比較整理如下表 2-2： 

表 2-2 軍用與民用的衛星定位需求與表現模組 
市場 

功能 
D-DACT iPAQ-5555 

使用者 美國海軍陸戰隊員 一般民眾均可購買 
重量 878.8公克 207公克 
螢幕 64K萬色液晶螢幕 64K萬色液晶螢幕 

作業軟體 微軟專用版的Window CE 微軟標準應用軟體 
無線通訊模組 VHF特高頻譜數據機 藍芽、WLAN、802.11B 

特殊功能 
防水、電池可支持 16小時、
防止駭客的 GPS模組 

指紋辨識系統，真正做到非主

人不能開機的資料安全 
資料來源：科技時代(2004)、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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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科技的方便性確實提昇了單兵作戰的精準程度，而 PDA 所能提供

的便利、即時、定位系統是現代作戰不可或缺的好幫手。由表()可以清楚

地比較，這種科技應用在軍用與民用的產品上，軍用設備的無線通訊模組

方面，要特別以特高頻譜(VHF)作為通訊的頻率，這樣可以隨時調整當地

最佳頻率，以及在保密模組下安全地透過加密措施來傳輸資訊。此外，因

應長時間使用的外掛型電池組；防水、防震的特殊機殼，也是軍用設備的

標準「功能性」導向。 

(三) 軍用可攜式電腦 

    雖然上述的 PDA 形式攜帶方便，但要處理大量文書、影像與整合資訊

裝備，這些都還是需要電腦作為資訊平台，而軍用的可攜帶電腦(Portable 

PC, 台灣慣稱 Note-book)是平時防備與作戰都需要用到的設備，而為了作

戰可能的任何作況，電腦的設計需要更注意「堅固性」，但相對要將堅固

性用於民用電腦的時候，美觀與輕便又是一大考驗。其個案內容比較整理

如下表 2-3： 

表 2-3 軍用與民用的可攜式電腦在配備上的比較 
市場 

功能 
ToughBook 29 ToughBook W2 

重量 3.6公斤 1.27公斤 
顯示器 13.1吋，抗反射 12.1吋，抗炫光 
電池持續力 4小時(一般使用) 7小時(一般使用) 

作業系統 
標準作業軟體加上軍用應用

軟體(如情資、追蹤敵情…) 
標準作業軟體 

堅固性特色 墬落一公尺、雨中使用 墬落一英呎、鍵盤抗水 

事蹟 
2003 年，波灣戰爭中，曾經幫

士兵擋住步槍子彈的攻擊。 
目前可以在市面上購得 

 
N/A 

資料來源：科技時代(2004)、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的比較分析，可攜式個人電腦在軍用與民用的不同之處，是軍

用更注意「堅固性」，抗震、抗腐蝕⋯等都是一般民用電腦所沒有的，但

在部分民用化的情況之下，例如是防水鍵盤、防輕微撞擊⋯等，都是不錯

的市場吸引力。當然外觀的設計是軍民科技很大的不同之處，TB-W2 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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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為輕薄、白色機殼，TB29 型則是設計為黑色大型的機殼。 

上述的三種軍民通用科技的比較，尚有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地方，就是

科技的研發與生產都不是國防單位，完全是由民間企業所完成的研發，若

有涉及軍事科技的部份，例如追蹤敵情、情資通訊等軟體是不會出現在民

用科技的販售上，但功能性很強的安全、牢固都可是被市場快速接受，讓

這三個個案的商品其實都是目前市面上的熱門商品6。 

 

第三節 國防科技成果轉化面臨之問題 

國防科技成果轉化有著相當多有利的誘因，但是其背後仍潛藏著一些

有待克服的問題。在規劃技轉流程的同時，這些問題也必須一併考量並克

服，才能讓技術成果轉化流程的規劃更為完善。 

 

一、國防科技人才被挖角流失 

過去國防科技均由中科院、聯勤兵工體系與「漢翔」、「中船」與「台

揚」等長期合作的企業來擔綱，國防相關技術的人才也都集中於此。國防

技術相關的人才人數有限，若未來要更加依賴的民營企業的研發能力，這

些民營企業勢必也要從這個有限的人才庫中去瓜分掉人力，在人力分散的

情況下，短期而言對於是個損失，但長期來看卻也是國防科技研發能量的

擴散。而這些人才瞭解國防產業的需求，未來也易於合作，建立起完整的

國防產業供應鏈體系。因此如何度過短期人才短缺的瓶頸，是有待解決的

一項問題。 

 

二、缺乏智慧財產權管理、授權的靈活應用 

過去中科院僅從事國防研發工作，由於國防安全考量及員工習慣以武

器系統完成為目標，在智慧財產的相關保護、管理上並無過多琢磨。這與

                                                 
6 悍馬車由於耗油與價格因素，在台灣車輛市場並非十分常見的車種；HP的 iPAQ在台灣的 PDA
市場有不錯的銷售成績；國際牌的電腦產品在台灣市場的比重低，較難觀察 TB-W2在台灣的
實際優劣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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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引用 DARPA 的個案呈現強烈對比，首先 DARPA 是透國美國國防部的

預算，委託民間研究、管理與活用技術，創造軍民通用的美國模式；我國

國防科技透過傳統軍方研發系統，在研發能力上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品質，

但是後續的管理、授權等靈活運用則較為缺乏。當然，國防事業不應該以

營利為首要目的，但是若維持傳統的國防模式，不大幅度改變研發流程的

情況下，研發成本、智慧財產管理都會呈現負面效應，相對地，若能更加

重視智慧財產權的管理，將可以讓國防科技研發所得到的利益擴張至最

大。如何設計與規劃相關的智慧財產權管理辦法，是可以試圖規劃的新經

營管理模式。 

 

三、缺乏民間參與研發的激勵 

導入民間的力量參與國防研發對軍民雙方都有相當的助益，但是在兩

岸情勢混沌不明的局面下，兩岸的情資對抗在暗地裡緊密地交戰中。接觸

到國防機密的廠商數量增加，自然可能產生的漏洞問題也會提高。在保密

協定和情報偵防上，自然是在進行國防科技成果轉化上需要相當重視的一

環。在國防預算在議會中不斷地面臨下修壓力的今天，就現有的體制下，

要透過研發資金的誘因來吸引優質的民間單位參與實非一件容易的事，如

此一來將可能產生劣幣逐良幣的效應，這對於需要高度技術的國防科技而

言，會產生另外一項危機。在激勵措施上，需透過非金錢的誘因設計，加

上透過國軍精實案所增加的可支配預算雙重配合下，才能有較佳的表現。 

 

四、受到政府管制、法規束縛的限制 

國防科技除了受到國防機密的傳統束縛，另一方面，也同樣受到政府

採購法等相關法規束縛。與美國 DARPA 相比，DARPA 能有獨立專業的委員

來執行研發外包，並且受到美國國會預算特別法的法規支持，能夠在相信

專業的前提下，突破政府採購招標的僵固限制，這是相當重要的前提。除

此之外，國防科技的需求也是相當多元化的，因此需要一個統籌技術需求

的機構，雖然當前國防部有專責機構負責統籌，但是與技術研發的統籌機

構並非同一機構，因此我國當前國防組織的整合上，可以思考 DARPA 的設

 - １７ -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與技術鑑價之制度設計研究 

置，與科技研發、軍民通用作結構上的整合，也能夠思考變革之道。翻開

美國的重要專利名單，可以常常看見 DARPA 的影子，這表示有方向、專業

的鬆綁法令，並且塑造技術管理的規則，可以有效地增進研發能力與含

量，我國可以朝向這個方向試圖邁進。 

 

第四節、我國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之法制面研究 

我國自民國九十二年經立法院通過施行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後，建

立國防部軍政、軍令及軍備分立制度，國防軍備業務由國防部軍備副部長

督導，而所謂「軍備」，依國軍軍語辭典，乃指「戰力之整備，以支持建

均為主要目的」，因此，「軍備」之範疇自包括武器裝備之研發與取得。 

鑒於軍備整備事務攸關國軍建軍構想及兵力整建，牽涉事務繁雜及經

費龐大，自應接受國會監督，故國防部組織法第七條規定，「國防部設軍

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而根據「國防部軍備局

組織條例」之規定，軍備局之督導業務包括軍備整備、國防科技、國防採

購政策、營產管理、整體後勤、工程督導、資訊發展及人才經營等等。 

而依照三階段調整我國軍備體系計畫，亦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於

「中山科學研究院」改隸編成「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後，已順

利將軍備體系統籌納入國防部軍備局管理，進而達到有效整合資源及提升

行政效率之目的。 

根據國防法第二十二條所宣示之國防科技工業架構，第一項規定：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應依國防政策，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獲得

武器裝備，已自製為優先，向外採購應落實技術移轉，達成獨立自主之國

防建設，即以立法宣達政策目標。第二項規定：國防部得與國內、外之公、

私法人團體合作或相互委託，實施國防科技工業相關之研發、產製、維修

及銷售。並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國防部科技工業機構產品

銷售辦法」及「國防部科技工業機構與法人團體從事研發產製維修辦法」

之法規命令。第三項規定：國防部為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及配合促進相關產

業發展，得將所屬研發、生產、維修機構及其使用之財產設施，委託民間

經營。並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國防部科技工業機構委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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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經營管理辦法」之法規命令。本條所建構武器裝備自製為優先，國防科

技工業植基於民間政策目標之願景，對照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修正通

過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規定，對具重大效益、風險性高且亟需

扶植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得依規定減抵其當年度應納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或綜合所得稅，而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以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七修

正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辦法」第五

條所載明之產業品項、產品或提供之技術服務，其範圍如：精密電子元件

工業、精密機械設備工業、航太工業、生醫及特化工業、高級材料工業、

技術服務等等，而國防科技工業實質上即為上開重要策略性工業之綜合

體，故從法律層面觀察，可獲致「國防法」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建

構的願景與產業架構係為一致的結論。 

然而國防科技的發展進步與否，最重要取決於研發人員投入的心力，

係成正比的方式予以表現，其關鍵即在於法制面的設計是否得以保障及回

饋研發人員所研發之成果。 

基本上，從憲法本文第一百六十六條前段規定：「國家應獎勵科學之

發明及創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款前段：「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

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觀察，即可證明。 

而我國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在體系與內容方面，規定顯較德

國威瑪憲法來的廣泛，故從制憲史與制憲者的角度觀察，我國憲法顯然深

受威瑪憲法之影響，且從篇幅比重而言，基本國策共計六節，三十三個條

文（不含增修條文第十條），共占總條文五分之一強，可見我國制憲者對

基本國策之重視，其中不乏形成特定理念與規範範圍的條款，憲法學理依

其領域之不同，分別稱為：『國防憲法』、『外交憲法』、『經濟憲法』、『社

會憲法』及『科技憲法』等等。 

雖然根據多數憲法學者認為，我國憲法與德國威瑪憲法不同，我國憲

法中之基本國策係以專章訂定，並非編訂於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僅屬

「方針條款」之性質，必須透過立法者積極的立法作為，方能實現憲法所

架構之國家發展願景。 

換言之，只要立法者積極完成憲法所賦予之願景，進而立法落實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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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待，其所立之法律，無非可以「憲法」層次之角度賦予其效力，因此，

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公布施行之「科學技術基本法」，第一條之

立法目的即為確立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以提升科學

技術水準，持續經濟發展，增進生活福祉，增強國家競爭力，促進資訊化

社會，達成國家永續發展之目的。 

或可謂「科學技術基本法」係一部「科技憲法」的層次，而從此一上

位概念，賦予行政機關透過法律之授權，依照科技特性，訂定相關法規命

令及行政規則，建構一完備之科技法律體系，進而達到獎勵科學之發明及

創造，並藉以提升國家整體之競爭力。 

按現行國有財產法第二條規定，政府出資所取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

同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亦屬於國

有財產之範圍。故政府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智慧財產權應歸政府

所有，惟為有效運用研究成果，並鼓勵研究機構與民間企業擴大參與研究

發展，爰參酌外國為加強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使用，對智慧財產權之

歸屬另有規定之立法例，如美國之 Bayh-Dole 法，明定政府出資之科學技

術研究成果及智慧財產權之歸屬應本公平與效益原則，得歸研究機構或企

業所有或運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並授權行政院訂定其歸屬及運用

辦法，以資適用。 

然而，現行制度關於國防科學技術研發成果所產生之收益，一概依預

算程序撥入「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保管運用，從授權明確性原則、基

金運用及鼓勵國防科技研發等角度觀察，似乎存有若干法制面向之檢討空

間，茲分述如下： 

 

一、授權之明確性 

法規命令係指基於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並

對外發生效力之命令。學理上又稱為「立法行政」、「委任命令」、「委任立

法」。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

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公法效果之規定。

同條第二項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他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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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授權範圍與立法精神。亦即立法者必須就重要性、基本性之決定，對

法規命令之範圍、方針進行指示。 

其次，法規命令只能在授權意旨範圍內作細節性的規定，不得逾越母法授

權的本旨，否則勢必與法律抵觸而無效(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因

此，法規命令係最狹義之命令，係指法律授權行政機關所制定，抽象對外

發生法規範效果之規定，故上開「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一條規定，為增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能力，鼓勵傑出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充實科學技術研究設施及資助研究發展成果之運用，

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本基金，並依同法第十二條

第三項及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訂定本辦法。 

而根據行政法學者陳敏教授認為授權制定法規命令之法律，如明文規

定許可再為授權，則原被授權訂定法規命令之機關，得以法規命令再為授

權訂定法規命令之意旨觀察，只要能符合母法授權第一次訂定之法規命令

要求，需求機關即可再為法規命令之訂定，惟為避免「委任立法」之濫用，

喪失其根本目的，應僅限於第二次「委任立法」之適用。 

換言之，根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三

條規定：各機關（構）為施行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政府出資之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其智慧財產權與成果，依公平與效益原則，得歸屬研究機構

或企業所有或運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前項智慧財產權與成果之歸

屬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及本辦法所定事項，得另訂定相關規定

辦理。而由主管國防科學技術發展之國防部軍備局，依據國防科技特性，

在不牴觸「科學技術基本法」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之前提下，完成「國防科學技術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法規命令

訂定任務，在主管機關（國防部軍備局）主導規劃國防科學技術成果歸屬

及運用模式下，依序由國防科技研發單位，諸如：中山科學研究院、中正

理工學院、國防醫學院等研發單位，完備相關法制配套，作為國防科學技

術成果歸屬及運用相關執行之法源依據，進而提供研發單位及人員有所遵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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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運用之妥適性 

現行「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及「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均

為預算法所規範之「特種基金」範疇，相關運用辦法亦分別規範於「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及「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均有相關法源作為運用執行依據。 

上開二種基金，其中最大的區別之一即在於主管機關之不同，「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而「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

金」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然而，何謂「國防科技」？如前所述，國防科技的範疇相當廣泛，舉

凡是軍事武器及系統的研發、相關器械生產製造、保養維護、後勤補給、

各軍種戰略戰術研發、教育訓練、相關技術的管理，都是本研究所稱國防

科技的領域範圍。簡言之，國防科技可以廣泛到與民生科技有很多重疊之

處。 

    也因此，當代對於國防科技的研發思維上，已經不容易區分何者單純

是國防科技，何者又為民生科技。舉例來說，汽車引擎的發明，用於民生

用途可以做為車輛使用，而汽車加上輕裝甲是當前軍隊移防的重要交通工

具；又可看核子工程可以作為民生發電，也能作為核子武器之用。這說明，

國家擬定科技研發的整體營造上，不能片面區分國防科技的應用、民生科

技的應用，這是應該讓技術自由流動，並且歸於最適當的產業端來應用科

技。國防科技應該是廣泛技術的萃取，部分技術並且也可以專利化、技術

授權、委外生產，達到國防科技最適生產狀態。 

    簡言之，由於國防科技研發成果在今日科技應用發達的時代當中，已

經難以絕對區別何謂國防科技？何謂民用科技？而依現行規定，由國防部

預算經費主導之「國防科技研發成果」仍應歸屬「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規範範疇，並不屬於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之「軍民通用科技發展作業

規範」範疇，就邏輯的觀察而言，似乎令人對此結果產生質疑。 

就「基金運作」的角度觀察，所謂「基金」即是基於為維持特定目的

之發展所成立之資本，其用途應僅限於為達前述目的而運用。然而，既已

由行政院依據國家整體發展需求而統籌分配之國防預算透過國防科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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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員的生產所衍生的成果，就前述設立基金的目的，理應作為維持國防

科技的持續發展所運用，而屬於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之「軍民通用科

技發展作業規範」之規範範疇，方不致牴觸設置基金之實益，且亦忽視「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三條之設立意旨。是以，

應規劃適當管道以留置該等基金於國防體系內運用。 

 

三、國防科技研發之鼓勵 

基本上，國防科技產業特色大致可以歸納如下：1.產品生命週期長：

以我國經國號戰機為例，從一九八三年的安翔計畫開始，一九八九年的試

飛成功，一九九四年的交機服役，迄今的翔昇計畫執行，綜觀其生命週期

將達四十年；2.寡占特性：從各國軍火工業逐漸合併可資證明；3.少量多

樣：以我國服役之 F-16 戰機為例，其機型已在全球衍生出十種以上之多；

4.單價昂貴：武器愈來愈精密，相對造成單價日益趨高；5.系統整合技術

層次高：現行武器系統日趨複雜，也隨作戰需求不同，而有不同系統整合

需求。 

簡言之，國防科技人才培育及傳承，取決於制度設計是否得以落實憲

法規範之要求，藉由立法者以積極的立法態度，訂定具體法律規範，完成

憲法所擘畫之願景。 

為鼓勵從事國防科技發展人員積極從事研發，透過前述「科技基本法」

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立法意旨觀察，鑒於

國防部每年均投入龐大研發預算，發展國防科技，然而在研發過程中，經

常肇生智慧財產歸屬等相關問題。隨著國防法公佈施行後，與民間研究機

構或企業互動日趨頻繁，相關研發成果歸屬及管理運用問題亦漸趨複雜，

實有必要於諸如「國防科學技術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等相關規範中制定

適當鼓勵機制，方能使國防研發及教學單位致力創，建構符合國家利益之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 

 

四、國防機密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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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須確保國防機密之維護，然而，此維護措施須

為合理適切之管制，不可因噎廢食而致過當之限制。按目前專利法第五十

條規定，發明經審查有影響國家安全之虞，應將其說明書移請國防部或國

家安全相關機關諮詢意見，認有秘密之必要者，其發明不予公告，申請書

件予以封存，不供閱覽。此規定係基於國防安全考量，固然有其必要，然

因會直接衝擊我國防科技之產出，必須謹慎行之。例如，國防部或國家安

全相關機關必須對國防機密訂有明確及合理之分類，若創作之應用涉及機

密，當然應將其之揭露予以限制。然值得注意者，並非該等創作之本質亦

必然屬於機密，否則，國防研發單位多數創作均將因其本質或屬性多少涉

及國防應用，而被冠以有影響國家安全之虞的結論而致不當限制，更遑論

其後成果移轉之進行。 

再者，經國防部或國家安全相關機關認有秘密之必要者，其發明不予

公告，申請書件予以封存，不供閱覽，此影響層面亦十分廣闊，必須仔細

分析其適切性。按專利之重要原則之一即在新穎技術之揭露，若一以國防

安全為由之創作不得揭露，該等創作究屬「營業密秘」或「準專利」，實

無準據。相關舉發、侵權、有效性抗辯等行為亦不得進行，徒然為日後醞

釀法律糾紛之空間。 

再者，前述保密期間，自審定書送達申請人之日起為期一年，並得續

行延展保密期間每次一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智慧局應諮詢國防部或國

家安全相關機關，無保密之必要者，應即公告。就保密期間申請人所受之

損失，政府應給與相當之補償。此部分規定為對涉及國防機密創作人之維

護機制，所訂之流程管制，然同前述，若國防部或國家安全相關機關對國

防機密未能訂有明確及合理之分類，此維護機制及救濟亦形同具文，毫無

實益。又，同條文規定，申請人、代理人及發明人對於前述之發明應予保

密，違反者，該專利申請權視為拋棄。故可知國防研發機構考量後果，不

得不遵守此規定，但此法規實有可議空間，應儘速研擬修法，以促進鼓勵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之政策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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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之管理層面 

 

本章探討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之管理層面衍生問題，包括國防科學

技術成果管理機制、成果轉化之模式、成果轉化之評估，以及建議技術移

轉流程與合約設計，最後對於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提出相關配套機制，

作為國防科技成果轉化制度訂定之參考。在進行探討之前，首先我們必須

對成果轉化進行定義。一般對於研發出來的專利或技術，我們有所謂的專

利授權，或是更為深入的技術移轉。其他相關還有如何尋找供需雙方的技

術交易，以及藉由購案的國外廠商工業合作技術引進等等。成果轉化在此

是一個較為上位的用語，包含以上的種種活動。更為正確的說，轉化應同

時包含雙向的民間科技為軍方所用或是軍方軍民通用科技為民間所用，而

在軍民兩者之間的各式媒合、計畫的融資、研究計畫補助、共同研究發展、

專利授權、技術移轉等等都歸屬於成果轉化之範疇7。 

 

第一節、國防科學技術成果 

根據「國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草案)」，所謂國

防科學技術乃是指研究機構因接受國防部所屬單位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

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測試評估、生產製造、維修等，應用相關技術開發

或於成果轉化過程中，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相關成果。依據國防科學技

術性質及產生方式，可區分為下列兩種類型： 

 

一、國防研發成果 

所謂國防研發成果是指經本部認定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且與國防

機密資訊或參酌其性質、社會公益等因素應歸屬國家所有，並由國防部

統一管理之科學技術成果。 

                                                 
7 成果轉化一詞可見於海峽對岸之「國防科技成果推廣轉化網」，http://www.techinf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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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研發成果 

一般研發成果，指非屬國防研發成果之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般研

發成果得歸屬於研究機構所有，但轉化過程中，經委外或共同合作促進

模式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相關成果，其歸屬依當事人合意訂定之，國

防部及所屬單位在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享有無償及非專屬之實施或運

用權利。 

 

 
 
 
 
 
 
 
 
 
 

國防部 

工業合作 國防單位 
研發成果 軍品釋商 軍民通用 

• 中科院 
• 國防醫學院 
• 兵整中心 
• 國防大學 
• 其他國防單位

• 國防科技成
果中可以移轉

民間使用的部

分 
• 民間科技研
發能量中能協

助國防科技研

發部分 

國防科學技術

成果移轉民間

廠商，民間廠

商具備技術後

製造生產國防

軍品 

政府要求外國

進行採購時，

外商必須依技

術移轉技術予

國內 

圖 3-1 國防科技成果來源圖 
 

 

第二節、國防科技成果之管理機制 

一、國防科技成果經營管理流程 

    國防科技每年投入龐大研發預算，然而在研發過程中，經常衍生出智

慧財產相關問題，過去由於著重任務時效、國防秘密及軍事機密之限制，

並受國有財產規定制約等因素考量，未能積極規劃管理，且鮮少運用成果

取得收益，甚有隱藏被控侵權或成果遭竊之虞。此外隨著國防法公佈施行

後，與民間研究機構或企業互動日趨頻繁，相關研發成果歸屬及管理運用

問題亦漸趨複雜，實有必要制訂國防智慧財產之權責單位以及有效的管理

機制，以維國軍應有權益並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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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依據「國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草案)」內

容，除了規定相關單位應儘速開始規劃國防智慧財產經營管理之外，更必

須積極轉化研發成果，落實科技基本法立法目的，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

續經濟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其工作可分為以下五大階段進行，包括智

財創造、智財保護、智財管理、智財應用及新事業開發等五大流程，如圖

3-2 所示。 

 
 

智財創造 智財保護 智財管理 

軍民合作 智財應用 

民生與國防

 研發規劃 
資源分配  

軍民通用 
軍品釋商 

智財維護 

技術移轉 
技術合作 

民生產業 民生與國防 

合作 

 管理系統 
 資訊平台 

 智財控管 

 國際佈局
 多國專利

研發創新管理 

圖 3-2 國防科技成果經營管理流程 

 

1. 創造階段：研發創新管理是國防科技成果經營管理首要課題，統籌

國防科技發展策略及資源分配，有效運用研發資源創造研發成果，是

達成研發創新管理方法。 

2. 智財保護階段：研發成果產出後，必須妥善應用法律賦予之相關保

障權益，具體的作法為專利申請及專利佈局等工作，此外智財維護工

作與國際接軌，亦是刻不容緩要項。 

3. 智財管理階段：為有效管理國防科技智慧財產，必須成立專責管理

組織，統一掌管國防研發資源及研發成果，並建置資訊化智財管理平

台有效經營及管理國防科技成果。 

4. 智財應用階段：國防智財經營管理最終目的是進行技術移轉及技術

合作，藉此提升國家科學技術水準，因此，建立國防科技成果轉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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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發揮國防科技智慧資產之方法。 

5. 軍民合作階段：藉由國防智慧財產經營管理機制，將國防科技移轉

到民間，厚植產業競爭力，進而帶動整個台灣產業的發展，開創出新

事業。 

除了完備的國防智財經營管理機制外，建立智慧財產清點制度亦是刻

不容緩的工作，其目的在於進一步釐清國防單位自身所擁有的智慧財產經

濟價值，使得國防部得以設定、調整各種智慧財產申請策略與管理模式，

亦即執行單位可以依照景氣循環狀態、競爭市場發展趨勢與研發單位成長

的空間自行應用及管理。然而須先聲明者，一個完整的智慧財產清點制

度，應為經常性、反覆性、具組織性的管理與執行，而非僅只於某特定階

段。 

 

二、國防科技成果管理組織 

參考美國國防部在兼顧國家安全及科技發展雙贏局面，國防科技成果

轉化過程制度化，成立專司技術移轉執掌單位（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ition,OTT）8，其主要職務如以下介紹： 

1.規劃國防尖端科技研發計畫。 

2.推動國防研發技術升級，開發具商業應用潛力技術。 

3.提供技術交易及技術合作服務，推行軍民通用（dual use）制度。 

4.協調國防技術移轉或技術合作過程中，與政府其他部會產生之問題。 

5.解決技術移轉過程有關資格審查、專利授權及法律等衍生問題。 

為有效達成國防科技成果的經營管理，將科技成果轉化為智財資產積

極的加以運用創造收益，國防部應該建立專責組織，統一管理整個國防體

系下研發機構與生產機構藉由自行研發、合作研究與工業合作所產生的科

學技術成果，訂立相關運用的規範，規劃整體運用的方向。建議在國防部

成立「國防科學技術審議委員會」，執掌以下工作： 
                                                 
8 美國國防部技術移轉辦公室 http://www.dtic.mil/tech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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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籌規劃國防科技發展策略，擬定重點研發方向，妥善分配研發資

源，落實研發創新管理工作。 

2. 審議國防科技成果是否屬於特殊科學技術需歸屬國家所有，亦或是一

般科學技術可由研究機構自行加以運用。 

3. 訂立整體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包含科技成果如何清點、列帳，成果

進行技轉授權時如何尋找對象，價值如何評估。 

4. 建立國防科技研發與成果運用資訊管理系統，掌握國防體系下所有研

發機構的研發狀況，自行研發及與民間合作研發所產生的科技成果，其

轉化為智財資產的狀況以及運用的情形。 

5. 評估民間可運用於國防之相關科學技術，規劃與民間合作的技術領

域，建立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發展策略方向。 

6. 瞭解世界各國國防科技發展概況，評估工業合作所引進技術及移轉國

內的成效。 

 

三、國防科技成果管理資訊平台      

    整個國防體系下，包含中科院、國防醫學院、國防大學、兵整中心等

國防單位自行研發，或與民間機構藉由科專等計畫合作研究，以及向外採

購工業合作所附帶的技術輸入等等，均會產生眾多科學技術成果，以及相

關的經費、權利歸屬、應用保護等議題。國防部身為主管機關，若欲全盤

掌握數量龐大且繁雜的研發狀況、經費支出、產生成果數量、成果保護狀

態、成果運用狀態，必須在國防部建立一個資訊平台，統一資料格式並進

行整體的 e化，才能有效率的進行管理，將資訊平台與整個國防科學技術

成果轉化管理流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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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國防科技資訊管理平台功能架構圖 
 

 

     國防科技資訊管理平台功能架構如圖 3-3 所示，包含創新研發管理、

智慧財產管理、專利檢索、成果轉化管理等四個功能區塊，分述如下： 

1. 專利檢索:提供專利及技術資料庫，可以幫助在研發前進行檢索決定研

發方向，並可提供國際國防科技趨勢、技術發展趨勢，幫助國防科學

技術審議委員會擬定重點之國防科技研發方向。 

2. 創新研發管理:各單位以建立好之制式 e化表格上傳研發成果，包括研

發成果內容、相關技術文件、人力與經費投入等等。藉由資訊平台上

研發成果資料庫的建立，可以就研發成果輕易的加以清點，並列出所

投入的經費人力，進行成本的控管以及各研發成果的投入成本列帳，

便於以重置成本法進行價值評估。 

3. 智慧財產管理:科學技術成果以專利申請佈局進行完整的保護，並透過

平台定期進行專利監控，彙整國防科技成果侵權以及被侵權的案例。 

4. 成果轉化管理:對於國防科技成果，轉化之前必須做基本技術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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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瞭解其價值與市場應用。資訊平台可以提供研究成果技術資料，

進行專利分析幫助內部人員初步瞭解技術價值及運用; 如欲對深具市

場潛力之科學技術成果委外鑑價時，資訊平台亦可提供成果技術資

料、所申請的專利及其他法律形式保護、投入的人力與經費、團隊學

經歷資料(如無洩密之虞)等等。資訊平台本身亦可將國防科學技術成

果，可公開部份以設計好的固定格式陳列在網站上，供有興趣的廠商

閱覽，並可考慮與其他技術交易平台進行連結。 

 

第三節、國防科技成果轉化之模式 

目前在政府相關部會努力下，各項作業正積極進行中，期藉由軍轉民

（spin-off），協助產業界提升技術水準，再經由民轉軍（spin-on）將民

間研發能量導入進行國防科技之發展，以建立相互依存之國防工業與民生

工業發展體系，使國家有限資源得以發揮最大的效益。基於國防工業植基

民間及政府「拼經濟」的政策要求，國防部配合「國防法第二十二條」訂

定之「國防科技工業機構從事研發產製維修辦法」、「國防科技工業機構產

品銷售辦法」及「國防科技工業機構委託民間經營辦法」等三子法中規定，

國防科技工業機構與民間之合作包括「授權」、「交互授權」、「共同使用」、

「人員交流」、「合資」及「入股」等方式。本研究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

之模式，以下就授權技轉、技術交易、工業合作等三個部份來加以討論。 

 

一、授權技轉 

(一) 專利授權 

專利授權只是相當於授予被授權者使用受到授權方專利所保護的

技術的權利，而被授權者取得專利授權後，自不會受到專利所有權人提

出的侵權告訴; 專利所有權人只是讓被授權人取得使用的權利，並不需

要敎會被授權者如何實施取得授權的專利，或是提供實施所需要的其他

營業秘密(know-how)。而以授權的方式而言，可以分為以下三種: 

(1) 專屬與非專屬授權(exclusive and non-exclusive) 

專屬授權：授權人僅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一人在授權範圍內單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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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使技術的權利與地位，不得再授權他人。 

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就相同授權範圍，仍保留再授權他人行使的

權利。 

(2) 交互授權(cross-licensing) 

若被授權人本身亦擁有對授權人有利之相關技術，則雙方可進行

交互授權以使雙方均能使取得相關之技術及製造產品，通常具有

眾多專利之公司間常進行相互授權之談判及相互交換技術，確保

公司技術發展的自由空間。交互授權常常是經過長時間相互訴下

和解的結果，通常不需要支付權利金。 

(3) 多重技術授權(multi-licensing) 

技術可能由多家公司擁有專利，當被授權人需要使用該技術以生

產授權之產品時，常需要獲得多重授權人之授權，在這種情形

下，被授權人可能需支付之總權利金將相當高，因而在市場上不

具競爭力。因此，授權人再決定適當之權利金比率需考慮被授權

人需另外支付其他權利金成本。 

(二) 技術授權 

技術授權一般都會包含技術所產生的專利之授權，然而有些技術並

不一定有以專利的形式加以保護，而屬於營業秘密的範疇。通常情況

下，技術中所包含的專利只是它所想申請保護的範圍，雖然專利法有規

定專利必須揭露到足以施行的地步，但在實際情形下都還是會留一手，

不可能只照專利就可以良好的實施，而技術授權除了授予對方使用該項

技術的權利外，還包括提供一些實施技術所必須的藍圖、配方、設計，

流程等等屬於 know-how 的部份。 

(三) 技術移轉 

技術移轉一般而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提升技術取得一方的技術

能力、降低成本、提高產能、改良品質與開發新產品，相當於是要敎會

技術取得方如何實施技術。相較而言，單純的專利授權比較接近一個

點，技術授權像是一個範圍較大的面，而技術移轉較為接近一個持續不

斷的教導與學習的合作過程，許多情況下，不一定會詳細區分技術授權

與技術移轉，而將技術授權歸類於技術移轉的範疇。技術移轉有時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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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被移轉技術所包含專利的專利授權，然而有些技術並不一定是以專利

的形式加以保護，而屬於營業秘密的範疇。所以技術移轉及技術授權與

專利授權在標的上、執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專利授權只要具有專利所

有權，且專利是有效存在的就可以透過市場監控尋找對象進行談判授權; 

而技術授權及技術移轉除了技術所包含的專利的所有權之外，還包括了

各式施行所需的技術文件、配方、流程，以及原本技術研發的團隊以提

供技術支援，才能真正達到技術移轉的功效。 

(四) 技術服務 

技術服務通常是只依據廠商的需求，提供技術上的服務。例如：檢

測與分析、機構儀器設備裝置的設計等等，與智財授權或移轉較無直接

關係，但每件專案的服務則需投入較多的研發人力資源才能執行。 

 

二、技術交易 

    技術交易主要目的，是為了將現有技術透過知識的創造、傳遞、重組、

整合、保護及開發等工作，重新為技術加值，將無智慧財產成為更具價值

商品。目前市場技術交易制度中常見的三種方式：標價、議價、拍賣9。 

 

（1） 標價出售 

賣方直接決定產品的價格與產品功能，將產品放在市場上等待對

該產品價格功能滿意的買方購買。適合的產品特性有：標準化產

品，價值可以客觀評估者、交易頻率較頻繁者，都是屬於適合標

價出售的範圍。優點是所需時間成本最小，缺點是通常只適用於

標準化商品。 

（2） 議價 

買賣雙方經由互動式的協商來決定出價格。適合的產品特性有：

議價式交易通常適用於供需雙方都很少，但是互相知道對方的存

在，產品特殊性較高，交易頻率較少的產品。議價的優點是經由

交易雙方不斷的對話與互動，可以提高雙方都能互利的機會。然

                                                 
9
 鮑曄亭，專利拍賣可行性研究，國立交通大學科技管理所碩士論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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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供給與需求太少，因此交易雙方並不一定能遇到對方，當

交易雙方無法相遇時，市場就無法形成。而且由於議價交易是一

對一的交易，交易雙方對交易物的主觀價值並不一定會完全相

同，因此議價交易的交易成本往往過高，均衡價格並不容易出

現。此時價格的決定因素往往在於雙方的談判力量。 

（3） 拍賣 

是指買賣雙方同時集合在一起參與競價，以決定最適合的資源分

配的一種交易方式。適合的產品特性為其價值並無法以一個客觀

的標準來認定時。 

一般的科學技術成果大多屬於無形資產的範疇，以專利、營業秘密、

電路佈局、設計、著作權等等的方式留存，很難簡單的訂出一個確切的價

值，並不適合以標價的方式進行交易，標的太低是賤賣國有財產，標的太

高則乏人問津。而若要進行拍賣或議價時，也必須先對科學技術成果作良

好的包裝，透過價值評估的過程了解其市場的應用及價值所在，才能在議

價談判或拍賣的過程中取得較高的售價。對於某些較具有價值的科學技術

成果，可委由第三者進行鑑價，更為客觀而詳細的提供市場價值的參考以

及相關產業的分析。 

 

三、工業合作 

推動工業合作計畫是政府為加速達成「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國際競爭

力」產業發展目標之有力政策工具，期能藉由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對外採購

的機會，與得標之國際企業簽署工業合作協議，運用採購國內產品、技術

移轉、國內投資、國際市場行銷協助、訓練、評鑑認證、研究發展等方式，

促使跨國企業能更確切地認識我國產業的實力與潛能，協助國內業者進入

高科技產業領域、引進關鍵性技術與產品，使能增加產品國際競爭能力，

進而改善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加速產業國際化，並期望與國際企業

建立長期策略聯盟關係，使雙方在國際經貿體系內攜手合作、共創商機10。 

工業合作係指利用政府採購計畫要求外國承商依採購案總金額的一

定比例的額度，在國內從事投資生產、採購、技術引進及研發訓練等工商

                                                 
10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工業合作計畫網站 http://www.cic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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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活動，目前全球許多國家皆有類似之作法，特別在軍事、高科技與航太

工業等採購案均被廣泛採用。其具體效益在於促進國內產業之升級與發

展，並能降低採購單位長期成本及確保日後設備之維修能力。工業合作執

行模式如圖 3-4 所示。 

 

  
 
 
 
  

方式 手段 目的 

國內投資 

技術移轉 

國內採購 

國際行銷 

共同研發 

人員訓練 

 
 
 

促進產業發展 

開拓海外市場 

提升國際競爭力 

協助國內產業 
引進資金 
引進技術 
引進訂單 
開拓市場 
提升品質 
培訓人才 

圖 3-4 工業合作執行模式 
 

 

第四節、國防科技成果轉化之評估 

國防科技成果轉化最重要之目的，透過尖端國防科技協助國內產業升

級，提升整體國家競爭力。而國防科技成果轉化模式中，皆牽涉到技術授

權及移轉問題，以下便針對技術授權及移轉層面提出可行性、利益分配及

契約等三個構面，作為國防科技成果轉化評估方法。 

（一）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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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術評估：技術移轉時首先要瞭解國內企業對技術需求，檢視引

進技術對企業研發成本投入及經營風險，促成產業升級等技術應優

先進行移轉，但若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應當審慎評估技術移轉的

時機。 

2. 經濟價值評估：國防部提供技術進行移轉，回收權利金做為未來

研發之經費，而技術引進者則可以節省自行研發投入成本，因此實

施技術移轉過程需要考量技術的潛在經濟價值。 

3. 市場評估：技術移轉需考量技術對市場的影響，評估層面包括未

來技術應用可擴展市場及控制市場等問題。 

(二) 利益分配11：技術成果轉化之收益主要有技術交易與技術授權及移

轉。兩者均涉及價值計算問題，尤其技術授權及移轉

過程牽涉複雜之權利金或授權費估算。 

權利金計算基本原則如下： 

1. 權利金必須達到足以與研究開發努力相當之價值，並足以補償因

授權而喪失的市場或利益。 

2. 權利金必須切合實際，足以推銷給被授權人。 

3. 權利金必須合理，而不致使被授權人仍然致力於尋求授權外的其

他發明，授權人應希望被授權人的努力用在改良以授權的技術上。 

(三) 契約12：技術移轉契約提供技術授權者與被授權者法律上的保障，

契約書的內容包括下列部分： 

1. 契約內容：契約書內容需聲明授權之智慧財產權、授權之範圍，

如獨家授權或非獨家授權、授權地域、市場限制、授權時間、再授

權等；此外，契約必須記載契約雙方公司名稱，契約生效日期及契

                                                 
11 黃俊英、劉江彬，智慧財產的法律與管理，華泰文化事業出版，1998。 

12 何俞宛，美國專利實務，冠群國際專利商標聯合事務所出版，2002。 

 - ３６ -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與技術鑑價之制度設計研究 

約立據人。 

2. 權利金：針對權利金之結構、給付方式、給付條件、給付日期、

債務免除之條件、其他代替支付方式、契約終止時支付方式、權利

金之稅金支付、延遲支付計息及權利金未能對現等處理方法。 

3. 陳述及擔保：授權人的確具有合法之權利而擔保無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益。實務上，技術授權人往往會限制其擔保責任，而被授權

人則要求授權人擔保其權利無瑕疵。有時亦敘明第三者侵害被授權

人權益時，由何方出面處理及賠償金支付等問題。 

4. 保密：技術授權契約由於涉及各種技術及營業秘密，為了確保這

些重要資訊不外露以使權利受到損害及營業秘密喪失，一般均設有

保密條款，保密條款中會敘明需保密期間，有時另設繼續有效條款

敘明在契約終止或消滅後仍需保密之規定。 

5. 權利歸屬：技術授權契約中通常另敘明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例如

被授權人對於授權之專利技術有再發明時的權利歸屬及獨立研發

之技術應如何歸屬等問題。 

6. 補償：契約中通常會另敘明因智慧財產權利用及因產品銷售而發

生侵權時需要補償對方損失之規定。 

7. 終止與解除：授權契約中會訂有授權契約終止日期之條款或在任

何情況下當事人可片面終止契約關係之條款，例如被授權人違反授

權契約規定等。被授權人違反授權規定之例子如位一期支付權利

金，未依規定作生產記錄及工作查核等。被授權人亦可能主動提出

終止合約，但通常需要某一期間之前以書面通知，此部分亦規定其

他情形所造成契約終止或解除，如被授權人破產等問題。 

8. 禁止轉讓：技術授權契約中通常會有禁止轉讓條款。一般非經書

面同意不得轉讓，非經許可轉讓則契約無效。 

9. 回饋授權：回饋授權是指授權人授權某技術或專利予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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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如被授權人對於此專利或技術有再發明或改良等，必須將該

再發明或改良授權給原來的授權人。如此，國防部就可以擁有關於

其專利的最新技術，而持續保有其技術上的領先地位。 

 

第五節、建議技術移轉流程及合約設計 

一、技術移轉流程 

從事技術移轉有幾個較為重要步驟：技轉整體目標規劃、技術審核、

技術價值評估、可移轉技術公開、技術移轉對象搜尋、技術移轉合約訂定、

權利金收取等。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建議流程如圖 3-5 所示，包含以下

要項： 

(1) 國防科學技術審議委員會首先就已清點過之國防科技技術研發成

果，審查判定可移轉之一般科學技術，配合國際相關技術與專利資

訊，考量市場需求訂出授權及技轉的整體目標規劃。 

(2) 接著選出適合授權及技轉的技術，做基本的價值評估。 

(3) 於網路平台或其他管道上公開這些資訊，尋求技轉對象，除了被動

的在網站上公佈資訊外，也可以藉由舉辦說明會等活動，或是透過

專利、技術及市場分析尋找可能的對象主動進行接洽。 

(4) 在廠商了解技術內容，有意願提出技術移轉申請時，確認廠商資格

後，先行與主管機關就技轉條件有初步的共識後，再由供需雙方及

國防智財管理單位三方進行會談，決定授權條件、權利金及契約內

容，最後再呈報上級審核確認，執行技轉收取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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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成果轉化建議流程圖 
 

一般在權利金的收取方式上，有分為一次收取，或是前期金加上權利

金，權利金則按銷售額之比例或是以每件銷售產品收取固定的金額計算等

不同的方式。 

站在法律面的角度考量，如果是舉證上比較困難的，而且發展性可能

不是非常大的，建議採取一次收取的方式，避免廠商之後宣稱產品未用到

專利時的舉證困難; 而如果專利可應用於產品，或是新式樣專利等較易於

舉證的，且具有廣大市場成長潛力的項目，建議採取按銷售額比例收取權

利金的方式。 

按銷售額比例收權利金時，常會在實際的銷售數量上發生爭議，或是

發生廠商以多報少的情形。如果是較為健全的上市上櫃公司，由於必須公

開財報，比較沒有這方面的疑慮; 對未上市上櫃，規模比較小的公司較容

易發生這樣的問題。有鑑於此，雙方合約中應該約定授權方有權利在對銷

售數量發生疑義時，有權利找公正的第三者進行查帳，如發現確有造假的

情事，則必須額外賠償懲罰性的罰金。 

因應國防科學技術移轉的過程之中，所可能產生的權利義務關係暨成

果歸屬問題。以下針對廠商資格、應備文件與技術移轉過程所需簽署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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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予以加約定。 

二、廠商資格及應備文件 

1. 廠商資格 

(1) 在本國合法登記之廠商 

(2) 應有相關領域之開發或販售經驗者 

2. 廠商應備文件 

(1) 廠商基本資料 

(2) 公司影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工廠登記證影本 

三、技術移轉合約範本 

1. 保密合約－廠商與技轉單位（附件一） 

2. 技術移轉合作意向書（附件二） 

3. 技術移轉合約（附件三） 

4. 工作人員保密合約－技轉單位內部約定（附件四） 

 

第六節、小結 

國防法公佈施行後，與民間研究機構或企業互動日趨頻繁，相關研發

成果歸屬及管理運用問題亦漸趨複雜，國防部為此已草擬「國防科學技術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草案)」作為因應。為落實法案的精神，國防部應建

立科學技術成果的專則管理、轉化、運用機構，以維護國防研發單位應有

權益並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之精神，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厚植國家競爭力。 

國防科技轉化相關配套機制，包含技術鑑價制度、技術交易媒和機

制、行銷與推廣機制、產品監控機制、糾紛處理機制、研發單位策略聯盟

等等，然而國防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牽涉到法律、專利鑑價、市場分析、

技術商品化等過程，這些技術移轉的步驟，因具備高度專業性質，可整合

既有技術支援中間機構，協助其部分專業之技術移轉業務，例如非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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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人組織、民間的顧問公司、專利管理公司等，以降低人員及資源配置，

以及符合專業分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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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國防科學技術成果鑑價制度之研究 

 

本章主要分為兩部分: 前半部份的一到四節先就鑑價作介紹，包括鑑

價之目的、技術價值的影響因子、鑑價程序、各種鑑價方法及其比較，做

一系統性的分析與比較，釐清鑑價相關概念提供國防技轉相關單位參考。

後半部規劃整體國防科技成果鑑價的模式、流程，探討如何在清點時以重

置成本法進行價值評估列帳，以及欲進行授權技轉時應用適當鑑價方法求

得市場應用上的價值。並比較自行設立鑑價機構與委外的利弊、亦探討如

欲建立委外鑑價模式，我國的鑑價環境現況、鑑價機構的選擇、鑑價報告

書應備之要件及好壞的判斷。 

 

第一節、鑑價目的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過程中，為了強化競爭的利基，任何組織都必

須要積極的將知識來充分的運用，並對於價值較低的知識有所取捨，妥善

的將其所擁有的智慧資產來做最適當的配置，方能以知識來創造更多的附

加價值。然而為了瞭解價值之所在，價值衡量的方法也格外的重要，而隨

著衡量價值的目的不同，所呈現出的價值也會有所不一， 故在進行技術

或專利的鑑價時，應先仔細的釐清進行鑑價的目的。一般來說，技術鑑價

的目的包括： 

一、技術交易 

當進行技術交易時，提供買賣雙方得有公正第三者之技術鑑價報告，

來做為技術價值協商的基準。 

二、技術授權 

當進行技術授權時，無論單方授權、交互授權、授權聯盟、合作開發

等模式，均能提供一個公正的依據，來針對授權金或其他權利來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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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入股 

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股東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

所有貨幣債權，或公司所需之技術、商譽抵充之，⋯」，經濟部商業司也

要求公司在技術作價入股時，必須提供公正第三者之鑑價報告。此外，當

技術價值若能作價入股時，亦會產生日後之稅務問題，此時也必須透過鑑

價報告使得價值有所衡量。 

四、訴訟案件理賠 

當智慧財產的運用出現爭議時，兩造雙方可透過鑑價來判斷相對之賠

償金額之計算。 

五、建立無形資產價值 

透過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機制，使組織得以瞭解其專利或技術之研發

成本、維護、應用程度之價值等，以作為實務管理、獎勵、績效評估上之

參考依據。 

  

第二節、技術價值的影響因素 

所謂價值（Value），乃是該評估之標的物在買賣者雙方心中的效用衡

量，套用到經濟學的學理上，似以貨幣為單位之效益值。同一標的物，在

各人的心中亦會有不同的價值，其影響之因素也會因為目的之不同而有所

改變，故本節將針對價值之影響因子做一整理。 

根據劉江彬、張孟元(2002)的研究，認為技術價值是以下三個構面之

綜合考量：技術價值構面、智財權應用構面、商業價值構面。依據三個構

面評估比率，與實際或預估市場的總體價值相乘，即可得到該項技術於市

場的價值，如該項技術可以運用於一個以上的市場，則可分別於不同市場

評估後加總。其三個評估構面及其內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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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技術價值因子 

技術創新及競爭力

結構 

技術競爭能力 

技術創新能力 

技術專屬性及分類 

產品管理及提昇能力 

技術支援與風險結

構 

技術支援能力 

技術風險 

專利質量 

技術價值 

技術實用性及科學

引用能力結構 

技術實用性 

基礎技術運用能力 

產權條件、信譽及

有利條款結構 

授權策略 

有利條款 

輿論與執行保護 

產品信用 
智財權應用價值 

交互授權關係結構
交互授權狀態 

授權方式 

市場結構與規模結

構 

商業強度與外部資源 

產業競爭能力 

產品定位及內部資源 

邊際製造成本 

投資機會成本 

預期市場與市場接

受度 

客戶與專業關係強度 

市場掌握能力 

市場區隔與保護能力 

商業價值 

市場擴散力與促銷

力 

市場敏感度及週期性 

產業競爭狀態及位勢 

產品責任結構 

市場擴散力 

資料來源：劉江彬、張孟元（2002） 

 

而國外學者 Sam 等人(2001)，也把技術價值的影響因素整理成以下六

個構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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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技術價值因子 

法律地位 

保護種類（專利、營業秘密，或其他） 

專利的強度(Patent strength) 

專利請求範圍 (Claim) 

實行難易度 (Easy to work) 

主導地位技術 (Dominating) 

改進的技術 (Improvement) 

技術因素 

獨特性與創新性 (Uniqueness/ Novelty) 

技術成熟度 (Stage of development) 

應用的產業範圍 (Industry sector) 

技術生命週期 (Economic lifetime) 

市場因素 

已經有市場或是全新的領域？ 

高科技、低科技、或非工業相關？ 

屬於哪一個產業（化學、半導體、醫療 ⋯）？ 

產品或技術是否已經標準化？ 

授權範圍 
專屬授權(exclusivity) 

授權權限範圍 (scope、geography) 

互補資產 

製造能力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發展能力 (Development capability) 

行銷能力 (Marketing & Sales capability) 

品牌與商譽 (Name & Reputation) 

風險 技術開發風險 

資料來源：陳玉萍、劉江彬（2004） 

 

第三節、鑑價程序 

鑑價程序的制訂是為了提供了一套具有邏輯性的分析規範，來協助收

集、評估、整合、並分析市場上用以評估之資訊，進而能夠合理的進行鑑

價。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技術的評估是針對該標的在未來產生的經濟效益

進行評估，而預估未來經濟效益則需要仰賴於對該勘估標的之了解。一般

而言，其評估的流程大致上可區分為問題定義、分析、測試、結論等四階

段，而許多的學者也提出了對於鑑價程序的看法。張孟元、劉江彬（2004）

認為知識型商品鑑價的步驟，依序包括了： 

1.尋找具有公平性及有意義的核心能耐或核心競爭力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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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所認定的評量指標，針對產業的上下游應用及發展，進行相關的

市場調查。 

3.建立鑑價模式，並依據歷史資料進行驗證，通時依據驗證之結果，針

對模式進行微調。 

4.依據總體經濟，產業調查、風險預測等因素，來進行外來價值之評估

與預測。 

一般實務上的鑑價程序如下圖 4-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1 一般鑑價機制流程 
 

 

一般鑑價單位在接受委託進行鑑價之前，會先與委託人簽訂鑑價合約

以及保密合約，確保在鑑價的過程中，委託人所交付與鑑價單位的敏感性

資料無外洩之虞。接著進行鑑價的第一個步驟，必須要先能釐清鑑價之目

的。由於價值是來自於對未來的使用，所以目的不同，結果也會有所差異。

而所謂鑑價基礎﹙Basis of Valuation﹚，通常可分為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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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狀況下之使用價值 

2.在正常狀況下出售之價值 

3.以及在清算狀況下出售之價值。 

4.不使用狀況下之價值（係指某一個別無形資產，對一個暫時停業，

但非永久歇業企業之價值） 

除鑑價之目的之外，亦需明白定義清楚，該無形資產之鑑價係由何公

司所運用，在那些狀況下使用；通常會配合一些合理之假設條件，如假設

該產業發展前景如何？利率水準的變化如何？經濟成長率等等。將這些鑑

價的基本條件都需完全確定後，才使得鑑價結論有其意義。 

同時對於鑑價的標的物本身，亦必須確切了解權利種類、權利範圍、

權利狀態、所有權歸屬、技術是否有如同委託者所宣稱的功效、甚至技術

是否真實存在。 

委託者也必須提供鑑價所需的正確相關資訊，例如技術本身的相關資

料、技術團隊的相關資料，發展技術的經營計畫等等，方才能依據可行的

商業發展模式，做未來技術營運的預估。 

所謂的鑑價方法，一般可分為三類：成本法﹙Cost-based Approach﹚、

市場法﹙Market-based Approach﹚，及以經濟價值為基礎的方法

﹙Economic-based Approach﹚三類。該三大類可混合採用，且在各類方

法下，還有其不同之衡量技術。鑑價方法及技術之決定方式，大多根據專

業鑑價人員對於產業的觀察，或價值衡量指標等經驗判斷，先假定某一模

式，再根據所使用模式之預測與對未來的觀察進行比對，最後根據觀察或

指標，來使用最適合的方法及技術。關於鑑價技術的說明，將會在下一節

中詳盡的探討。 

開始進行鑑價分析後，便可開始進行專利面、技術面及市場面所需要

的資訊收集，包括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技術資訊、專利說明說、產業

報告、經濟預測報告，甚至是類似技術的產值與相關應用的報告等等，再

透過對相關資訊的分析，做出市場潛力與市場接受度的預估，推算出合理

的市場價值，完成鑑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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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鑑價方法 

無形資產之評價方法、評價基礎與價值標準甚多，而實際上企業採用

之作法，則會受評估之標的是為投入成本或產出價值、評價基礎為使用價

值或出售價值、直接評估無形資產之價值或透過市場餘額而間接評估其價

值等之影響而有不同。 

一般而言，評價方法大致上可分為成本法、市場法、經濟效益法三類，

以及併用若干種方法之混合法等。上述方法中各有其特色及限制條件，而

衡量方法雖多，但卻無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大多數的方法僅在某種特定

情況以及擁有足夠的產業經驗才能適用。以下就各鑑價技術進行介紹： 

一、成本法 

成本法的概念，是認為智慧財產的價值可以直接經由其生產及作業的

成本中來評估，將「標的智慧資產」已經發生的研發成本或預估研發成本

及相關費用，作為技術鑑價之基礎。而其基本的假設是認為「無形資產價

值可直接由開發或建構成本計算，因此成本不低於未來實際貢獻價值。」 

成本法在實務操作上頗為廣泛使用的原因，最主要仍是因為支出和成

本資料乃是最容易取得的資訊，為了迅速以及計算容易，僅將所花費之成

本乘以固定利潤比率，即為該技術的價值。然而無論是研發支出之會計處

理採資本化或費用化，其「支出」或「成本」一詞皆僅著重於於「投入」

一詞。所以使用這種方法所評估出來的金額與資產所能產生之貢獻間並無

一定的關係存在，例如投入大量的研發經費未必能有相對的研發成果，或

低估技術在未來的市場潛力等，使其評估之價值並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產出

價值，也是成本法最受批評之處。  

二、經濟效益法 

經濟效益法是以經濟價值為基礎的方法，主要是以資產在未來能為企

業帶來的總收益做評價。在評估時直接來評價無形資產，或者是間接透過

企業整體價值再來評估無形資產價值，運用經濟效益法可以用市場餘額法

及現金流量折現法。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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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餘額法 

市場餘額法是一種間接衡量無形資產價值的方法，其評估的方式，

是從公司整體之市價，減去有形資產之價值後，所餘者，即為無形資產

之價值。也就是： 

無形資產=公司整體之市價(MV)-有形淨資產之帳面價值(BV) 

上述公式中公司整體的市場價值，是指股票的實際交易價格。這種衡

量的方式可適用於股票已上市(櫃)的公司。對於股票尚未上市(櫃)之公司

而言，因缺乏明確的市價，這種衡量方式即不適用。 

2.現金流量折現法 

是經濟所得法中的另一種方法。現金流量折現法，是指先估算某無

形資產可以產生收益的年限、未來各期的淨現金流入，以及各年適用的

折現率，再給予折算回目前現值後再給予加總的方法。此法受景氣波動

影響大，對於未來營運結果也不易評估。當無形資產估計可產生 n 期的

淨收益時，在 t 期之現金流出為 O t ；在 t 期之現金流入為 I t；各

期折現率均為 r 時，其淨現金流量之現值(p)如下： 

 PP  == 
 

三、市場法 

市場法是以市價為基礎的方法。一般而言，因市價是透過市場之供需

機制來而產生，所以市場價值的公正性、明確性、能反應出無形資產的公

平價值。 

林鴻六﹙2002﹚從市場角度分析技術鑑價的方法，他認為技術鑑價沒

有標準公式可資套用，也很難作所謂的公平計價。然而技術的價值評斷仍

然有規可循，其最基本的方法為：技術價值 = 研發投資 + 市場接受度 + 

技術應用範圍。其主要觀念在於技術本身在產品化後是否為大多數的市場

所接受，而技術本身的價值則必須以市場價值為中心，以市場能接受的價

值視為技術本身的價值。換言之，市場接受度有多大，技術應用範圍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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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技術本身的價值就有多高。事實上，市場價值最後往往決定於買賣技

術雙方談判的結果。而談判的過程當中，賣方勢必不斷強調技術的價值所

在，買方則強調該技術較不具價值的一面，藉此來取得雙方皆可接受的價

值平衡點。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市場機能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必須由供

給與需求雙方來決定，才能達到市場價值的平衡點。因此找出雙方均可接

受的平衡點，達到雙贏的境界，即為無形資產鑑價的最終目的。 

劉江彬、張孟元(2005)在「無形資產評估鑑價之理論與實務」書中也

提到，市場價值的評估模式，主要是依據: 

 技術總價值 f(T)於總體市場產能的比率(%) 

 商業總價值 f(B) 於總體市場的比率(%) 

 智財權應用價值 f(IP) 於總體市場的比率(%) 

這三個構面的評估比率與實際或預估的市場總價值相乘，即可得到該

項技術於市場的價值(MV)。如該項技術可用於一個以上的市場，則可分別

於不同市場評估後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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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法的價值評估模式，尚需涵蓋該項技術知識型商品的全球趨勢分

析，以及市場、環境、技術策略等客觀因素評估。針對該項技術的歷史發

展進行驗證，在推導與修正模式，進行現在與未來技術發展的預測性評估。 

四、其他 

除了以上的三種方式之外，其他還有選擇權法。財務選擇權是由 Black 

& Scholes 所發展出來的選擇權定價模式（Option pricing model，OPM）

來計算選擇權的價值 (蘇瓜藤、羅漢傑，民 92)。選擇權理論之

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 所提供之選擇權價值係表示為： 

 

C＝S*N(d1)－[X／exp(r*T)]* N(d2) 

其中 d1＝[ln(S／X) ＋r*T]／(δ*√T) ＋ δ*√T／2 

d2＝d1－ 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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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選擇權價值 
S：選擇權所對應之股票的現值 
X：選擇權之執行價格 
T：選擇權之執行時間 
exp：一自然指數 
r：一預定利率 
N(d1)：一累積標準正規分布函數在 d1時之數值 
N(d2)：累積標準正規分布函數在 d2時之數值 
δ：選擇權對應之股票報酬率之標準差 
ln0：自然對數。 

 

所有企業決策都具有選擇權的成分，如同財務上的選擇權，科技上的

選擇權有兩個的特色：1.履約權利，在科技市場中履約權利通常隱含在智

慧財產權當中。2.為了保持有該權利所必須維持的資本需求。應用選擇權

作為定價模式，利用選擇權到期時所進行的資本投資來作為履約價格的代

理變數。研發專案現金流量的現值則為股價的代理變數，而到期期間則是

公司所涉及的科技具有競爭力所需耗費的期間。此外，波動的高低則來自

一些標的公司的股票報酬率標準差，而無風險利率則使用公債利率（例如

美國則是用短期國庫券利率）。對於選擇權來說，風險越大選擇權價值越

大。使用科技選擇權時必須考量下面四個因素： 

1. 科技搭配性：新科技可以和現有的科技搭配以創造價值，如平台科技。 

2. 關連性強度：創新的科技在不同市場可能具有不同價值，科技間的關

連性可能強，也可能是弱。 

3. 現有與潛在市場規模：科技選擇權與每單位附加價值有關，也和在目

標市場中需求的數量有關。 

4. 連結關係的對立：兩種科技結合時，其中一種科技的所有人會想要主

導雙方的關係，為了能分到附加價值的主要部分。 

五、鑑價方法比較 

以鑑價所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來看，成本法是最簡單的方法，資料收

集較為容易且所費時間較短，然成本法是以投入為基礎，實際情形上投入

往往與市場上的價值缺乏關聯，並不適合以單純的成本法進行鑑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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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鑑價方法之比較 

方法 精神 優點 缺點 

成本法 

成本的加總 -客觀 

-無相關之產品、技

術資訊時之參考 

研發投入的成本通

常與其價值無關 

市場法 

與相類似專利價值

比較 

最符合經濟學家對

價值的認定法則 

既有交易價格之可

得性及可參考性受

到質疑 

收益法 

衡量專利之未來效

益 

可同時將成本與收

納入考量 

部分質性因子量化

過程及參數設定尚

未能明確表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市場法主要是藉由市場資訊收集，以市場的供需來做價值評估。雖然

因為無形資產性質各異，且交易詳細項目及金額常常屬於營業秘密範疇，

在取得可比較的無形資產以及交易價格上會產生困難，然其以市場接受度

及市場價值為考量相當切合實際。 

經濟效益法是考慮該項技術再未來所可能產生的獲益為基礎進行價

值評估，雖易受景氣影響，不易預估收益，然其以未來收益現金流量折現

回現值後加總的概念，深具參考價值。 

對於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的鑑價，建議結合市場法與經濟效益法，

以專利分析、技術分析了解其價值及應用所在，收集市場資訊進行市場分

析預估市場價值，推算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回現值加總求得技術價值。 

 

第五節、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鑑價流程 

國防科技成果在進行挖掘與清點之後，依據政府相關會計與監察的規

定，必須先進行成果價值的評估，將成果依其價值列帳備查。對於眾多的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成本與時間上並不允許對其全部做詳細的專利、技

術、市場資訊收集與分析，依完整的程序求得市場價值。為了協助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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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地進行科學技術成果基本價值評估，因此建議在清點列帳時採用重

置成本法，雖然重置成本法具有多項缺點，無法真正反應技術價值，但卻

是最快速簡易的評估方法。並且可以透過建立資訊平台的方式，在研發的

過程中將研發投入的經費項目、計畫執行產生的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所

花費的經費、成果商品化的其他開銷等等資料儲存在資訊平台中，以提供

重置成本法所需要的資料。在清點國防科技成果後，應以資訊平台進行專

利分析，找出具有市場潛力的技術。國防部對於處理深具市場潛力的專利

與技術買賣、技術授權與技術移轉等重大事項，應正式評估專利與技術價

值，建議委託受到政府指定專業鑑價公司或自行建立的專業團隊，利用市

場法或經濟效益法等具有公信力的計算方式，以獲得較合理的技術與專利

價值，避免因為價值低估，造成國防科技成果被賤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 國防科技成果應用的流程圖 
 

 

第六節、重置成本法 

配合國防部現階段科技成果列帳的需求，便於國防部人員自行評估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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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價值，並考慮無形資產『專利』的特性後，建立以『重置成本法』為基

礎概念的評估公式，使專利價值至少能補償進行發明創造活動、申請專利

以及爲發生專利轉讓或授權等交易活動所支出的全部或部分費用，基本概

念為13： 

重置成本法價值＝重置全價+交易費＋利息 

 其中重置全價為當時研究投入的直接費用與間接費用(進行發明創造

活動和申請專利等)再換算當時與目前的消費者物價總指數。交易費則為

發生專利轉讓或授權等交易活動時所支出的費用。以下則將公式的試算公

式、代號說明以及運用方法，整理如下： 

重置成本法價值＝(ΣCi＋ΣVi) × R＋ΣTi＋(ΣCi＋ΣVi) × 

[(1+I)n－1] 

 

表 4-4 重置成本法評估價值所採用各項費用說明 

代號 分類 項目名稱 舉例說明 

材料費 研發過程中使用材料、能源 

專用設備費 儀表、儀器 

資料費 書面資料、參考文獻、購買書籍費用、資料影

印費、資料庫使用費用、文具費用 

外協費 轉包費用、委外花費 

技術引進費 技術授權費、技術移轉費用 

諮詢費 技術諮詢費用、專利分析費用 

培訓費 外派人員培訓費用 

差旅費 與本項技術有關人員之公務出差費用 

專利費用 申請費、維護費、訴訟費用 

參與技術研發

人員報酬 
直接參與本相技術人員之報酬 

C 
直接 

成本 

其他直接費用 保險費用、物資運輸費、技術行銷與推廣費

用、通訊費 

管理費 管理人員薪資、差旅費、非工資性開銷 V 間接 

成本 
折舊費 

機器、通用設備、專用設備、建築物等固定資

產 

                                                 
13 參考資料：專利資産評估常用方法，http://ip.org.tw/PRO/etc/AA3.htm；用成本法評估技術價格，

http://www.chinatech.com.cn/htmortxt/jsxmpg/jsxmpg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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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攤費 公用水電費、非固定資產購買費用 

技術服務費 顧問費、技術培訓費用、設備儀器安裝測試費

差旅費和管理

費 
談判、管理人員參加洽談會之食宿、交通費 

有關手續費  

交易稅金  

T 

技術交

易之費

用 

其它費用  

R 消費者物價指數比率 

『消費者物價指數比率』來源為「評估當時前

1 個月之消費者物價總指數」除以「專利申請

日起算年份之年平均消費者物價總指數」14。使

用「評估當時前 1 個月之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是由於評估當月的物價總指數尚未統計，而假

設前 1 個月之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與評估當月的

差異不大的情況下使用。 

I 固定利率 
以經費核准年份的時點作為評估當時的年份

進行計算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重置成本法的主要精神在於計算重置或重製相似資產所需之價金，重

點在於以評價當時的市價重新估算過去所購置的成本，好處在於可以反應

實際的現值，而缺點在於估價當時，可能尋找不到對等的參照樣品價值，

導致難以評估。在此為簡化專利評價的工作，因此以消費者物價總指數協

助換算，將專利申請日視為該資產換算的始點。 

所謂『物價指數』是指各地區及各種物品之平均價格變動情況，用來

衡量整體的物價水準，目的僅在於反映純粹價格變動趨勢。物價指數包含

有三層平均，第一層為時間上的平均，上旬價格上漲可能被下旬價格下跌

所抵消；第二層為地區間的平均，如台北市某項商品漲價可能因高雄市跌

價而導致平均漲幅不大；第三層為項目的平均，食物類的價格上漲可能被

電器跌價所抵消。經多重平均後總指數的變動通常較個別商品價格的變動

不敏感，造成與大眾的感受不盡相同。通常『物價指數』可以應用在衡量

通貨膨脹、平減時間數列、調整合約價款、調整稅負、資產評價依據以及

測度貨幣購買力等。 

                                                 
14 參考資料：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請參考附錄或網址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3/inquire/cpispl.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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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消費者物價指數』則為用於衡量家庭為日常消費所購買商品或

勞務價格水準之變動情形，包括直接購買之勞務工資在內，不包括非貿易

財價格。由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項目相當多，因此上述公式則採用『消

費者物價總指數』協助換算。 

由於開發一技術，有時產生的專利不只一篇，此同一技術或產品所衍

生的相關專利，可以藉由有系統有計畫的專利佈網使技術與產品受到完整

的法律保護，此多篇相關專利組成的專利群組稱為「專利組合」。由於每

個專利依附於同一技術或產品上，因此彼此可能有部分重疊，或為實施步

驟的前段或後段，因此，若單一抽離一篇專利進行授權或販售，則無法完

整實施專利所依附的技術或產品，因此建議可以將此「專利組合」視為一

體，同樣應用上述公式評估。 

由於專利組合於日後對外授權或販賣時，可以專利群進行授權，並非

單一個專利，可取得利潤應高於單一專利授權，所以專利組合也可視為專

利授權的另一種包裝。專利組合的完整度，也同樣影響整體專利群組的價

值，然而利用在此所建立的成本法，無法突顯真正專利組合的價值。 

上述公式用於新式樣專利評價時需要特別注意，由於新式樣專利為產

品外觀設計，通常不需要大量投入研發人力與經費，且由於容易被人迴避

設計，重要性較低。因此，新式樣專利價值評估利用此公式評估時，其中

重置全價為當時設計消耗的相關費用以及專利申請與專利維護費用，再換

算當時與目前的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在此特別提出，需要留意『專利價值』、『技術價值』以及『產品價值』

的差異。專利存在之目的是為了保護技術與產品，專利為保護技術與產品

的手段之一，由於專利會揭露技術手段與產品的組成，公開給社會大眾，

因此為了保護技術，企業多會保留一些『know how』，加上一個技術或產

品若具有多篇專利，僅藉由閱讀專利也難以串接成一個完成的技術與產

品，因此掌握專利，未必代表可以依據專利內容去執行技術或製造產品。

專利於法律上具有一定的保護期限與地區限制，一旦專利過期，則『專利

價值』為零，對於專利為保護的地區，『專利價值』同樣為零；而技術與

產品若能藉由『know how』的妥善管理與保護，則即使專利過期，技術與

產品仍具有市場需求，可以繼續販售，僅差別在無法排除競爭者利用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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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保護的項目，導致競爭者可能會激增，因此『技術價值』與『產品價值』

仍然會存在。 

使用重置成本法公式的限制，整理成下列幾項說明： 

1.無法判別專利品質 

撰寫專利品質的好壞，也會影響專利價值。一篇專利中，最重要的

為權利請求項，即「專利範圍」(Claim)。過去台灣許多產業多重視專

利申請的數量，忽略品質。使得許多相當良好的技術，因為沒是有適當

的規劃專利範圍而使得權利沒有完整地被保護，可以輕易被迴避設計，

不需支付權利金，連帶使得專利所保護的技術或產品價值減損，無法阻

擋其他廠商進入相同領域競爭。 

2.同一技術衍生的相關專利難以分開各別專利評估 

在本報告所建立的成本法，由於主要是採用研發投入的經費技術，

當同一技術同時產生多篇專利，則難以分配每篇專利所佔的百分比，因

而無法單獨估算每一篇專利的價值。此同一技術所衍生的相關專利，即

專利群組，皆依附於同一技術，彼此的重要性需要層層分析。 

3.無法反映實際的技術優劣與市場需求 

專利依附於技術或產品而實現其價值，藉由同類技術與產品的市場

競爭，淘汰不具有市場需求的技術與產品，市場需求反應專利所依附的

技術或產品價值，對於完全沒有市場需求的產品，則價值幾乎等於零。

然而，利用成本法估算，只要研發有投入經費，於專利有效期間內，就

有價值存在，無法得知專利實用的價值。 

4.無法評估專利的攤銷率(因為時間所產生的折舊) 

由於專利於法律上具有一定的保護期限，因此可以隨著時間的消

逝，專利可以保護的時間也越來越少，相對而言專利價值也應該減損，

於此公式中並無法反映『專利攤銷率』部分。然而，實際上專利價值並

未一定隨著時間而成比例遞減，這是因為專利具有「附著性」與「替代

性」。所謂「附著性」，即專利價值需依附於一定的物質實體，藉由專利

商品化而產生價值，而商品化的產品或技術具有一定的生命週期；「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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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是指專利所發揮的作用有一定期限，不會永遠在市場上佔據有利

地位，有可能被其他的新技術或產品所取代，藉由評估專利被替代的生

命週期，從而決定專利資産的經濟壽命，即其作用的時期。因此，專利

處於不同的生命週期階段，價值也隨著改變。 

 

第七節、國防科技成果運用之鑑價 

本章第四節中介紹了成本法、經濟效益法、市場法等鑑價方法，並在

第五節中加以比較。除了成本法與市場價值的關連性偏低，較不具參考價

值外，各方法都具有特性及優缺點，使用上也都有所限制。各家學派，實

際執行鑑價之機構對於方法的定義上也常有所出入，實務上也常不侷限於

單一的鑑價方法，混合各方法的優點進行評估。國防部對於較具市場潛力

之國防科學技術成果，欲進行授權、技轉、交易等運用而進行鑑價時，重

點並不在於單純的對鑑價標的所用之鑑價方法的選定，而是在於整體鑑價

的過程中，是否正確評估該技術之市場潛在價值，並以此為基礎建立技術

或專利的價值。欲正確評估市場潛在價值，國防部在鑑價過程中，必須提

供/具備專利相關資料、技術相關資料(最好鑑價團隊能訪談技術人員)、

研發團隊相關資料、研發經費投入資料、商品化行銷的組織與計畫等等，

方能讓鑑價團隊進行: 

1.專利導向分析: 

分析專利發明範圍，並蒐集/比對類似專利，以瞭解專利的實際應

用價值及優缺點。 

2.技術趨勢分析: 

瞭解技術的內容，蒐集/比對類似的技術，分析可替代的技術以及

技術的生命週期，暸解鑑價標的技術在該技術領域中是否佔有優勢，以

為後續市場潛力分析之基礎。 

3.市場潛力分析: 

藉由瞭解技術所能應用的產品種類，該產品的市場規模、發展潛

力、可替代的產品、其他的競爭者等等，得到技術在市場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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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以上三方面詳盡的分析，以市場潛在價值建立技術價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 影響國防科技鑑價之因素圖 
 

 

不論選用何種鑑價方法，重點都還是在於是否做好專業及完整專利分

析、技術分析以及市場分析，所提出的各項假設是否合理，各項判斷、參

數的選擇與調整是否正確，經驗是否充分等等。後面第十一節會介紹一份

鑑價報告書應具備的要件，以及判斷好壞的關鍵點。 

 

第八節、自行建立鑑價團隊或委外鑑價之評估比較 

第五節國防科技成果轉化鑑價流程中提及對於較具市場潛力之國防

科技成果運用，應由專業團隊依市場法及經濟效益法等能真正反應技術價

值之方法做技術價值之評估。站在國防部的立場，可以分為自行建立專業

的鑑價團隊進行鑑價，或建立委外模式委託民間專業鑑價機構進行鑑價兩

種方式，茲就這兩種方式相關比較列於下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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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鑑價業務的自辦與委外的因素參考表 
 自行建立鑑價團隊 委由民間機構進行 

經費支出模式 須長期支付薪資，並需修改人

員編制 

可透過建立委外模式，按件計

酬 

人才尋找與培育 難以尋找具備足夠經驗之專業

人才，內部培養的經費與時間

過鉅  

民間機構長期發展下具備有經

驗之專業人才 

業務量 若臨時有龐大業務量，本身的

鑑價團隊可能無法負荷; 業務

量太低則消耗過多人事成本缺

乏效益 

可依業務量大小調整委外的件

數 

公正性 由技轉授權者本身進行鑑價，

較不具公正性 

由獨立第三者進行鑑價，較具

公正性 

外部意見參考 由內部人員進行鑑價，有時可

能缺乏外界意見提供多方向的

思考 

藉由外界專家完成之鑑價報

告，可提供內部技轉授權價值

評估相關人員外部意見與鑑價

方法參考 

一致性 由同一內部鑑價團隊進行鑑

價，在鑑價過程、方法選用及

其他考慮因素上較有一致性 

不同的鑑價機構在過程、方法

選用、一些關鍵因素考量及參

數決定上會有歧異，導致不同

機構的鑑價價值結果會有差異

時效性 可即時提供內部對於技術價值

的參考，鑑價人員同時亦可協

助談判協商即時資訊提供 

鑑價完成後由完整的鑑價報告

提供技術價值參考 

額外成本支出 須支出購買市場資料庫等必需

成本，若無穩定案源則成本上

並不合算 

不需購買額外市場資料庫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鑑價人員需具備專業素養及豐富的實戰經驗，方能做完整的資訊收集

及客觀的分析提供技術價值評估。國防部若希望成立專業鑑價團隊自行對

本身科學技術成果鑑價，必須先解決人才招募上的難處，招募真正具有豐

富實戰經驗的人才，且最好能具備一定的聲譽為鑑價成果背書; 團隊編制

上也必須預測未來可能的業務量，避免產生無法負荷或浪費人力資源的情

形發生; 同時亦必須購買所需的市場資料庫，取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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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以上幾點，建議國防部在施行的初期可考慮採取外包民間鑑價機構

的做法，建立一套適當的挑選及委託的遊戲規則，委由具備專業認證的民

間鑑價機構進行鑑價; 國防部本身亦應招募及培養數名鑑價方面人才，負

責挑選鑑價的民間機構，成為國防部與鑑價機構溝通的橋樑，並檢視鑑價

報告是否符合需求。 

    而日後隨著整套制度的實際付諸實行漸趨成熟，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的

案件量日益增加且穩定時，國防部可以考慮藉由早期委託民間建行鑑價所

累積建立的經驗，以及相關所培養出來的人才，自行成立鑑價團隊，處理

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的相關鑑價事宜。這樣的作法必須建立在先行累積一定

的經驗，且整體科學技術成果轉化制度成熟，具備有一定的穩定業務量。 

 

第九節、我國鑑價環境現況 

目前國內主要是民間的鑑價廠商提供無形資產鑑價的服務，作為訴

訟、授權金、技術交易、技術作價入股以及融資時的價值參考。鑑價在國

內主要是獨立的環節，而非像國外高度整合的情形。目前國內鑑價公司及

機構良莠不齊，由於人力的投入、技術的了解及分析、專利範圍的界定等

等程度的不同，常造成鑑價的內容或結果有很大的差異。國內雖仍有不少

優良的鑑價公司及機構，深入研究技術鑑價的方式，並具備一定的技術人

才以及執行完整技術鑑價分析流程，但對於委託者而言，如何選擇優良的

鑑價機構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會造成惡性競爭的價格導向趨勢。經濟

部工業局目前是採取審查合格後登錄的方式，下表為截至民國 94 年 3 月

止通過經濟部工業局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合格廠商名單，可進

行鑑價服務的廠商共 18 家如下表 4-6。 

 

表 4-6 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機構能量 

IP1 IP2 
公司名稱(依筆劃順序)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亞太智財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中國華夏知識產權交流事務所 ˇ     ˇ ˇ  ˇ   

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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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元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和協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泛美鑑價股份有限公司        ˇ    

信和國際專利商標事務所 ˇ ˇ ˇ  ˇ ˇ      

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所     ˇ ˇ  ˇ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發展研究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逢甲大學技術授權中心 ˇ     ˇ ˇ  ˇ   

基律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連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新式樣智權開發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新貴育成科技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ˇ

德米科技智財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臺灣智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ˇ      

安侯企業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ˇ ˇ      

福茂鑑價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ˇ    

拓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樞紐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ˇ     

國立中興大學研發處技術授權中心  ˇ ˇ   ˇ ˇ  ˇ   

冠亞智財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華聲企業發展鑑定顧問有限公司        ˇ    

敦理國際法律事務所        ˇ  ˇ   

長江國際專利商標事務所 ˇ ˇ ˇ ˇ ˇ       

中華青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縱橫國際智權顧問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ˇ      

永輝啟佳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ˇ ˇ ˇ  ˇ

亞太技術交易股份有限公司      ˇ ˇ ˇ ˇ  ˇ

中華民國企業技術鑑定委員會        ˇ    

勤業國際財務顧問公司        ˇ   ˇ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 ˇ ˇ ˇ ˇ    ˇ    

工業技術研究院      ˇ ˇ ˇ  ˇ ˇ  

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金會 ˇ ˇ ˇ ˇ   ˇ   ˇ  

財團法人自行車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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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科技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ˇ     

普華商務法律事務所 ˇ    ˇ       

世界專利商標事務所 ˇ    ˇ ˇ      

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        ˇ     
IP1 提供智慧財產管理服務： 

(1)提供智慧財產檢索服務 

(2)提供智慧財產趨勢分析服務 

(3)提供智慧財產開發服務 

(4)提供智慧財產布局與策略分析服務 

(5)提供智慧財產侵權分析服務 

(6)提供建立智慧財產管理與運用制度服

IP2 提供智慧財產事業化服務： 

(1)提供智慧財產行銷服務 

(2)提供智慧財產交易服務 

(3)提供智慧財產鑑價服務 

(4)提供智慧財產授權服務 

(5)提供智慧財產組合服務 

(6)提供建立智慧財產獲利模式規劃 

資料來源：http://www.twtm.com.tw/ 
 

關於鑑價機構的權利義務部分，當鑑價人員進行鑑價時，必須以公正

第三人之地位，交代與受託客戶之關係，對價值作適當的評估。鑑價過程

中，包括取得充足有力的記錄與完成適切的調查，皆須符合適當的專業注

意義務，另在有利害衝突、服務範圍或利益有重要保留事項時，或是服務

期間重大事項之發現時，亦有通知客戶的義務，不得有折損專業信譽行為。 

鑑價人員在鑑價時，有要求客戶配合之權利，以尋求足以完成鑑價之

資訊，這些資訊可能包括書本、紀錄、技術內容、庫存紀錄、研發能力、

研發團隊資料、財務報表與採購收據等等，但不限於此，尤其是以前曾被

檢討過或質疑過的鑑價報告，鑑價人員更有要求報告之的權利。 

我國現行法制尚無對智慧財產（或無形資產）鑑價機構或鑑價人員有

任何監督之規範，故觀察實務之運作，有時鑑價機構或鑑價人員同時受任

智慧財產交易雙方（買方與賣方）之委任進行鑑價之情形。實則交易雙方

乃利益衝突之兩造，鑑價機構或鑑價人員本於利益迴避之法理，本不應同

時受任交易雙方進行鑑價供作之委任，以避免利益衝突，尤其在智慧財產

交易之情形，更應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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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鑑價機構的選擇 

選擇鑑價機構時，有以下幾點可做為選擇時的參考 

1.是否具備良好專利分析、技術分析的能力 

2.市場資訊的收集是否完整 

3.分析的過程是否符合邏輯 

4.報告內容的思維與表達是否清晰 

5.財會上的估計與假設是否合理 

6.鑑價人員是否具備足夠專業素養 

7.是否為獨立的第三者 

 

第十一節、 鑑價報告書 

一、鑑價報告書要件 

鑑價報告書的格式內容與範圍，關係著其使用者的權益甚大，甚至影

響程度遠超過鑑價方法的選用。因此，於建立鑑價制度的同時，鑑價報告

書應根據不同鑑價單位之組織、營運計畫、及不同使用目的、鑑價標的內

容，作相當程度之規範，才能為鑑價市場所接受。 

以下鑑價報告書的格式內容，是參考美國國家鑑價師檢定協會(NACVA)

於勘估標的時的標準作業程序，及一般鑑價業界經常使用的經驗資訊彙集

而成。(請參閱附件五) 

二、解讀技術鑑價報告關鍵點 

對於一份鑑價報告，除最後的評估出來的價值之外，重點是報告中進

行評估的各種假設(Assumption)是否合理及符合邏輯; 鑑價報告中的價

值，應以市場應用為價值計算的目標，透過鑑價專家對技術的評估、發展

及未來經營提供完整分析及可行的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才能真正

的展現出技術的價值及降低融資的風險。 

 

 - ６４ -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與技術鑑價之制度設計研究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我國在國際關係的處理上，近年來也遇到最嚴峻的考驗，而國防工業

應該由國人能夠自行建構，並且能有效地提供我國國防最基本的防衛需

求。而就國防相關科技的管理議題，本研究針對成果轉化、相關法規與技

術鑑價，三個主要議題的結論如下： 

一、成果轉化 

國防科技在人才、智慧財產、民間資本與相關法規上都需要特別關

注。以往國防科技研發人才全由國家掌握，但相對也較為缺乏研發激勵的

制度，人才流失與退休是嚴重的問題，這問題長期而言絕對是首要的負面

影響。因此重新建構人才培育體系與有激勵作用的銓敘制度，才能我國自

我建立完整的國防產業人才供應鏈體系。其次，對於智慧財產權的應用制

度來說，國防科技還需要重新教育與定位，先瞭解自己有多少能應用的智

慧財產權，才能進行授權、軍民通用、出售⋯等後續的靈活管理，也才能

將國防科技研發所得到的利益擴張至最大，這是可以試圖規劃的新經營管

理模式。第三，國防科技的技術移轉需要民間的積極參與，缺乏民間參與

不僅造成技術民用的困難，也讓我國防技術要對國外企業招商的困難。最

後，也是最基本的本國法令限制與政府管制政策，這一方面要尋求對時間

就能突破的可行方案，另一方面要謀求修法與頒佈新法的長久之計，這都

是相當必須的工作。 

二、相關法規 

    國防科技整體的法治基礎可以推至我國憲法層級，而近年來新制訂頒

佈的國防部組織法也帶動我國國防組織的轉型，這樣的轉型包含設立軍備

局、調整中山科學研究院的位階，期望達到有效整合資源及提升行政效率

之目的。此外，我國國防工業在憲法、憲法增修條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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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規的規範下，加上「國防部科技工業機構產品銷售辦法」及「國防部

科技工業機構與法人團體從事研發產製維修辦法」的頒佈更為清楚，即是

建構我國內研發自製為主、向外採購為輔的國防工業。 

依循憲法鼓勵科學發明的精神，應重新制訂具有實質激勵效果的管理

辦法，取代現行的獎勵發明措施，對於產生國防科技而言才有實質效用。

科學技術基本法是重要的主要法源，應該由該法繼續推動國防科技的現代

科技管理理論，突破舊有國有財產法的僵硬思維，落實智慧財產權的活用

精神。同時，科技法治精神能夠落實的同時，設立專款專用的「國家科學

技術發展基金」保管運用，優點有三項：(1)有效提升國防科技研發與管

理的行政效率；(2)技術授權與管理能彰顯明確性原則；(3) 能有效鼓勵

國防科技研發與授權民間通用。 

三、技術鑑價 

    在相關法案都明確與清楚地瞭解優缺之後，可以預期國防單位與民間

研究機構或企業互動日趨頻繁，相關研發成果歸屬及管理運用問題亦漸趨

複雜，國防部所草擬「國防科學技術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草案)」作為因

應。為落實法案的精神，國防部應建立科學技術成果的專則管理、轉化、

運用機構，以維護國防研發單位應有權益並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之精神，

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厚植國家競爭力。國防科技轉化相關配套機制，包含

技術鑑價制度、技術交易媒和機制、行銷與推廣機制、產品監控機制、糾

紛處理機制、研發單位策略聯盟等等，然而國防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牽

涉到法律、技術鑑價、市場分析、技術商品化等過程，這些技術移轉的步

驟，因具備高度專業性質，在施行的初期可整合既有技術支援中間機構，

協助其部分專業之技術移轉業務，例如非營利性的法人組織、民間的顧問

公司、智財管理公司等，以降低人員及資源配置，以及符合專業分工的需

求;而在累積一定的經驗，且業務量穩定成長後，國防部可以建立相關的

專責編制加以執行。本報告認為，影響國防科技在技術鑑價的部分，有幾

個外在因素：(1)經費支出；(2)技術鑑價人才；(3)交易頻率；(4)公正程

度；(5)高層主管認知；(6)鑑價一致性；(7)鑑價時效性；(8)是否需要額

外支出。 

    雖然對國防科技成果進行鑑價，會多出鑑價上的支出; 然而若不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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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科學技術成果進行鑑價，在轉化的過程中，有可能會因為不了解技術

的價值與潛在市場，造成對國家財產的賤賣，往往會是更大的損失。而且

交易的雙方若能透過鑑價報告對價值作公正的評估，也更易促成交易的進

行。鑑價報告中的技術與產業分析，也可以提供國防部底下所屬研究機關

進行研發方向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題在我國內之中屬於前導性質的研究，因為這樣的議題沒有

太多參考文獻以供佐證，僅以國外資料、文獻、組織實例作為借鏡，提出

本研究建議 

一、成果轉化基礎工作穩健 

先不論國防科技的技術移轉問題，我國在技術移轉的整體機制來說，

已經是比歐美日等國家都起步稍晚。因此，今日要討論國防科技的技術移

轉機制，本研究認為可以有幾個關鍵的步驟要去遵循： 

(1) 對技術的創造、保護與落實對現有技術的清點。本研究計畫的核心主

旨是建議先要對技術做有效的清點，有助於對現有技術的瞭解，可售出、

移轉、保護與需要另外採購的技術需求才能完全明白。這也可以加速本研

究後續的技術鑑價作業。 

(2) 對技術除了保護之外，能夠清楚地分類更是重要。並對於一個技術的

分類應有清楚的界定，是屬於委外研發、自行研發、國防機密科技⋯等，

應該有一個很清晰的分類流程準則，這樣可以幫助對技術管理者的後續決

策作為重要參考。 

(3) 獎勵民間參與研發與生產，並給予技術合作的機會。這樣的國防科技

管理思維是進步的，但是若國內企業能力與意願無法配合，這樣的整體制

度設計也是空轉，所以國防部需要對外說明與招商，而更重要的是將模式

的憂缺點明白告知有意願的企業。 

(4) 技術授權的獲益應專款專用，不間斷地創造新技術。技術獲益的來源

有兩點：技術本身與組織力量，因此技術的獲益要能回饋到研發者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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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才能有效地再鼓勵技術的創造，技術交易與移轉的回饋金一定要專款

專用，才能鼓勵創新不會間斷。 

(5) 法規與技術鑑價是重要環節。除了技術本身之外，法規與融資環境將

會是重要的環節，也承接下文解釋。 

二、相關法規尋求合理鬆綁 

法規是一切政府機關的運作準則，因此要讓國防科技能夠突破傳統的

管理運作模式，相關法規必然是個重要的環節。但是，除了本研究中提到

的憲法、國防二法、相關的管理辦法之外，若由科技基本法做為起點來制

訂一套國防科技的技術移轉辦法，是需要相當耗費時間的。因此，最可行

也是最有效率的作法，是將現有法令所造成的瓶頸與障礙全部列出，可以

透過行政命令解釋的部分，與相關部會做好意見交換之後，可以作為優先

處理的首要工作。若不能透過行政命令解釋的法規部分，可以一方面找尋

新法的比較原則來突破，二方面必須要加緊研議可替代的合法理方案，雙

管齊下才能將任務達成。 

在現行法規之中，又以國有財產法是比較具有侷限性的法規，對於國

家所投資的國防科技研發成果是否就視同國有財產，這還需要有科技基本

法的新法解釋。另外，我國現行制度下，確實已經成立各種領域的科學計

畫專案預算，例如經濟部工業局、農委會⋯等都有這樣的機制，相信國防

部也當然爾可以依循，但是這樣的機制是有一定的條件，就是希望能用專

款的撥給來吸引好的計畫案，也就是要國防單位自己招募優秀的科技計

畫，而這樣的科技成果將可屬於國防部所有。這是在現行法規下，已經鬆

綁後的現行制度，可供國防相關單位列入參考。 

三、技術鑑價建立公正機制 

技術鑑價是一門需要高度專業與長期經驗的學問，鑑價這種服務性的

商品，往往會因投入、經驗與專業程度的不同而產生品質上的差異。台灣

目前的鑑價市場呈現有點紊亂的狀態，往往會產生小公司過度的削價競爭

而導致報告的品質有落差。所以在本研究案中，我們提出一份鑑價報告所

應具備的內容要點，以及國內相關鑑價機構在工業局的能量登錄，做為國

防部在選擇民間業者與檢視鑑價報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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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價除了可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外，現在國內也慢慢的開啟透過無形

資產為擔保的融資，然而這樣的融資方式在我國仍是少有的，原因是我國

民法與商法的建構制度需要傳統擔保品的質押，但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

今日，如果要估算知識型企業的價值，那就會出現傳統與現在的落差。因

此，融資鑑價的擔保部分，就應該透過公正、客觀、專業的第三人來做擔

保價值的評估，並且將融資的相關風險列入評估，以協助透過技術融資的

雙方，一方能夠獲得有效的資金來參與後續經營，另一方能夠透過風險評

估而創造資金利益。 

因此，一方面國防單位要思考委託鑑價第三人的設立方案，另一方面要與金

融業能夠達成共識，因為近年來的金融業也正面臨經營轉型的問題，而如何突破

傳統融資風險思維，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所在。本研究建議，初期觀察國防科技

的融資上，可以透過國防部內部科發基金與民間金融資金共同融資，一方面是肯

定國防科技確有一定的市場可以經營，另一方面也能減低國內金融業的風險，增

加金融業的參與意願。再者，國內金融業都有轉投資的事業體，這些事業體也能

配合我國防工業的民力民用、民力軍用的大方向政策，這是一舉數得的大政策方

向，可提供我國國防科技管理的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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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保密合約－廠商與技轉單位 

保密合約 

       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甲方) 

立據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 目的 

具保密切結之甲ヽ乙雙方，因共同進行技術移轉/授權合作案，為確保雙方

擁有之專業知識與概念發想等資訊，充分受到合法之保密約束，特以此合

作保密切結書(以下簡稱本切結書)規範日後合作之保密之相關事宜。 

第二條、 保密期間 

1. 本切結書經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應始於中華民國

__年__月__日。另，本切結書不因雙方合作案之終止、解除或完成而失其效

力。 

2. 本合作案得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之方式，合意終止之。 

3. 本案合作過程所涉之資訊，若為「(技術/產品名稱)」，則此類資訊之應用與

保密，應隨甲乙雙方另行簽訂合約或協議技術/產品之銷售、應用而另行處

置。 

第三條、 保密條款 

1. 甲ヽ乙雙方合作期間，包括但不限於因合作所提供、或交換、或產生、或

衍生之談話內容或書面資料，無論是以任何形式（含口頭告知）或附著於

何種媒介上，凡相關於他方專業領域者，皆謂之「資訊」。 

2. 若為一般常識，或已為大眾公開周知的知識，則不限制甲ヽ乙雙方之自由

運用。 

3. 任一方當事人，除因法令之要求外，非經他方當事人事先書面同意，不得

將前項所稱「資訊」，以任何之形式、方法，揭露或提供予任何第三人。 

4. 乙方因本合作案所知悉、持有甲方之任何資料、程式及其檔案、媒體與專

利搜尋、研判、利用之專業知識與想法等相關資訊，乙方以及參與人員均

需負保密之責。 

5. 甲方因本合作案所知悉、持有乙方之任何資料、程式及其檔案、媒體與網

頁上資料搜尋、擷取、存儲、運用之概念與技術等相關資訊，甲方以及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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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員均需負保密之責。 

6. 除甲ヽ乙雙方來自於他方之資訊外，對於合作進行時所發展之概念、方向、

想法、規劃、做法、規格、技術等實務與非實務資訊，雙方與參與人員亦

具保密之責。 

7. 雙方當事人同意就參與本案之員工，應另行簽訂專案保密同意書，以確實

保障本案機密性之無虞。另，參與本案之員工，非經同意不得進行本案資

訊或系統之複製、影印、繕寫等相關行為；任一方當事人，包括但不限於

其員工、僱員、約聘人員、顧問等，倘因違反本保密協定致他方受損害者，

應與侵權行為人負一切連帶賠償責任。 

8. 承前項，專案保密同意書之保密期間與條款依本切結書所述，惟應特別註

明參與人員姓名、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及競業禁止約定，並經本人簽章

後發生效力。簽畢後可送交對方審閱，若參與人員新增需簽妥內部保密切

結書再行參與合作。 

9. 經雙方簽定用印後，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副本壹份為憑。 

10. 本切結書條款依中華民國法律解釋並適用之，雙方如因本切結書有關事項

發生爭執而涉訟時，甲ヽ乙雙方同意以台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為此，本保密約定書經雙方正式授權之合法代表簽字，以昭信守。 

立切結書人 

甲方：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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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技術移轉合作意向書（MOU）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甲方) 

設址：  

立據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設址： 

 

緣甲方為一依中華民國法律合法成立之公司，為建立與乙方未來技術交易合作關

係(以下稱本案)，爰訂定本約，以利遵循。 

 

壹、【宗旨】 

雙方基於誠信、合作、互利原則，就本案之進行方式、交易標的等事項，

達成共識。 

貳、【權利義務】 

一、 甲方同意將其所擁有之「  (技術名稱)  」(以下簡稱本約標的)技術，

移轉或授權予乙方。惟就其移轉或授權內容，應由甲、乙雙方當事人

另以書面協議訂定之。 

二、 就本技術交易合作意願之意思表示，雙方保證皆應依約定本旨暨誠信

原則為之。惟該表示經雙方當事人合意解除者，不在此限。 

三、 雙方當事人應於簽訂本意願書之日起，致力達成技術交易協議書之簽

訂及完成所有法定程序，不得藉故拖延影響他方權益。但經雙方當事

人合意或發生客觀事實上重大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情事者，不在此限。 

四、 雙方同意於簽訂本意願書之日起，迄技術交易合作協議書之簽訂日

止，當事人任一方倘發生重大情事，足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本合作案者，

應負告知他方之義務，以符當事人合意意旨。 

參、【保密義務】 

雙方同意，對本案合作內容，包括附件或立約人因本合約所持有之文件資

料，除政府機關依法令所為之查核或對各立約人負有保密義務之受僱人、

受聘人或受任人外，未經雙方書面同意，不得透露洩露予任何無關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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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悉。 

肆、【解釋】 

本意向書乃雙方就正式合約約定事項初步完整之合意，簽訂後原則上即受

各條款約定條件所拘束，倘任一方欲改變約定之條件，應於簽定正式技術

交易合作協議書前共同開會協商新增、刪除或變更條款並作成會議紀錄，

以為未來技術交易合作協議書締結之依據。 

伍、【執行】 

    本意向書所載任一事項，於雙方簽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本合約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立意向書人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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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技術移轉合約 

技術授權/移轉契約書(TL) 

第一條 技術來源 

緣乙方因自行研發產出特定技術「＿＿＿＿＿＿＿＿＿＿＿＿＿＿＿」(以下

簡稱本技術)，為落實該技術，乙方同意將本技術授權/移轉予甲方使用。 

第二條 雙方合意 

因甲方符合乙方所規定之資格要求，故乙方同意依下列條件，將本技術授權/

移轉甲方專屬/非專屬使用實施；且甲方同意依下列條件，承受使用實施本技

術之權利。 

第三條 授權內容 

一、本技術詳如附件所述，該附件為構成本合約之一部份。 

二、乙方特此同意授予甲方專屬/非專屬使用、實施本資料並販賣依本技術

之權利。 

三、甲方不得將其在本契約中之任何權利再移轉予第三人。 

第四條 技術資料交付與說明 

一、乙方應於本合約簽訂後二十日內，將本技術移轉予甲方。 

二、乙方應於移轉本技術予甲方後，以口頭方式向甲方詳細說明，說明會之

時間、地點及其他細節由甲乙雙方協議之。 

三、甲方對本技術得要求乙方提供詳細諮詢服務，但甲方應按乙方之服務收

費規定另計服務費用予乙方。諮詢服務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等細節由雙

方另行協議之。 

第五條 授權費及權利金 

一、授權費 

甲方因承受乙方之技術同意支付乙方授權費新台幣(下同)____元整(未

稅)。 

二、權利金 

1. 甲方所使用或實施本技術或依本技術所發展之新技術或產品，於本契

約中統稱為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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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同意在本合約有效期間內按甲方每年銷售本產品之「淨銷售額」

百分之___給付權利金予乙方。 

3. 承前項，「淨銷售額」係指銷售總額扣除銷售退貨及折讓之淨額。 

三、甲方將本產品交付第三人時，或使其為互易、贈與、租賃或借貸之標的

時，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轉讓第三人時，或甲方自行使用時，本產品即視

為已銷售，而應支付權利金予乙方。 

四、前第(三)視為銷售而無發票金額可稽者，其單價比照各該期內本產品售

貨發票之最高單價計算。若各該期內未曾銷售本產品時，且本產品之發

票金額不能依前述之方法決定者，由乙方斟酌市價決定之。 

第六條 給付時期與方式 

一、授權費之支付 

甲方應於其在本契約上依法簽章後___日內，將前條第一項之技術授權

金分___次(例：乙次全額)支付乙方。 

二、權利金之支付 

甲方應於每年___月___日及___月___日(以下簡稱權利金決算日)依前條

第二項之規定於權利金決算日後___日內支付乙方。(權利金決算日可以

每年一次，每半年或每季為之)。 

三、甲方依本契約應支付乙方之款項應以現金、本票或支票支付之。若以本

票或支票支付者，其內容及形式應符合乙方之要求。 

第七條 帳冊查核 

一、甲方應妥善製作並保存銷售   本產品   之帳冊資料及有關憑證，乙方

得每月乙次定時指派其員工或合法之會計師至甲方，查核前述帳冊及資

料。但前述查核應於事前通知甲方，並限於甲方一般營業時間內為之，

其費用由乙方自行負擔。甲方對乙方之查核行為應給予一切必要之協

助，並應允許乙方影印或抄錄該帳冊及資料。 

二、不論甲方有無生產或銷售本產品，於本契約生效之日起，甲方均應分別

製作本產品之生產紀錄及報告。並應於該權利金決算日屆滿___日內，

將該紀錄及銷售報告各壹份交付乙方，該生產紀錄及銷售報告應經合法

會計師簽證，其格式亦應符合乙方之要求，有關製作生產紀錄及銷售報

告之費用，悉由甲方負擔。 

第八條 無擔保條款 

一、除本契約有明文規定者外，乙方不負任何擔保責任，包括不擔保本技術

之合用性及商品化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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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擔保忠實履行本契約，盡力協助促成甲方順利自行製造本產品；但

乙方不擔保乙方之盡力協助絕對使甲方具有製造本產品之能力。 

第九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 

甲、乙雙方同意凡因本案之授權所共同衍生或加值所得之所有產品，其智慧財

產權之申請，應以共同之名義提出申請，並共同取得該權利。關於權利維護所

產生之一切費用，得於任一方當事人先行支付，再出具憑證向他方請求支付應

承擔款項；倘他方無正當理由，拒絕支付費用，或遲延支付且經相當期限之催

告仍不履行者，視為放棄該權利。 

第十條 保密規定 

甲方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妥善保管其因本契約而知悉或持有之本技術及其

他相關資料，不得洩漏或交付予任何第三人。若甲方之員工、外包廠商、經銷

商及代理商違反本條約定者，視為甲方違反本條約定。 

第十一條 侵權責任 

甲方因修改、複製本技術或依本技術所製造之產品、衍生產品或改良品侵害第

三人之智慧財產權，乙方不負任何責任。但甲方因使用本技術而遭致侵權行為

發生，則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提供甲方技術上解決問題之必要協助。但前述侵

權行為係因不可歸責於乙方事由所致者，不在此限。 

第十二條 限制使用 

甲方非經乙方事前書面之同意，不得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大陸地區、美國地

區外使用或實施本技術；本產品不限於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內銷售。 

第十三條 違約情事 

下列任一情事均為違約情事： 

一、甲方違反第三條第三款約定。 

二、甲方不履行第五條或第六條約定。 

三、甲方不履行第七條約定。 

四、甲方生產紀錄或銷售報告有虛偽不實之記載者。 

五、甲方違反第九條約定。 

六、甲方違反第十一條約定。 

七、任何一方違反本條各款以外之其他本契約任一條款約定。 

八、甲方重整或聲請或被聲請重整；解散或決議解散或被命令或裁定解散；

合併或決議合併，破產或聲請或被聲請宣告破產；主要資產被查封，無

法償還債務，或有相當事實足證有發生本款情事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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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違約處理規定 

一、若有前條第二款之情事發生時，甲方除應補足欠款外，並應按遲延日

數，每日以欠款金額千分之三計算，支付乙方違約金。 

二、若有前款第三款之情事發生時，甲方除應補送應交付之紀錄及報告外，

並應按延遲日數，每日以新台幣___仟元整計算，支付乙方違約金。 

三、若有前條第四款之情事發生時，甲方除應補足其漏激及短繳之金額予乙

方外，並應支付乙方___倍於該漏繳及短繳之金額為違約金，且應償還

乙方該次查核所生之一切費用。 

四、甲方遲延支付乙方任何一種款項累積十日以上時，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終

止本契約。 

五、若有前條第一款或第五款之情事發生時，甲方應將其因本契約所得利益

及因違反第三條或第十一條約定所得之利益轉讓予乙方，以為違約處

罰。乙方並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契約。 

六、若有前條第五款之情事發生時，甲方應支付乙方違約金___元整，乙方

並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契約。 

七、若有前條第七款之情事發生時，無過失之一方得以書面通知他方於___

日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無過失之一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契約。 

八、若有前條第八款之情事發生時，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契約。 

第十五條 終止效果 

一、本契約終止或解除後，無過失之一方除得依本契約及有關法令之規定行

使其權利外，並得向他方請求賠償其所受之損害。 

二、本契約終止或解除後，甲方應立即停止行使其對本技術及本產品所得行

使之權利，並應立即將本技術相關資料悉數返還乙方。關於甲方有具體

事實足證本產品係於本契約終止或解除前製造完成者，該本產品得繼續

販賣，但甲方仍應依本契約有關之約定支付乙方權利金。 

第十六條 契約變更 

本契約之增刪或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方式為之，不生效力。 

第十七條 稅賦負擔 

因本契約之履行所衍生之營業稅由甲方負責，印花稅各自負擔，其他稅賦由發

生之一方負擔。 

第十八條 契約聯絡人 

一、甲乙雙方同意各指定一人為本契約之聯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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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契約聯繫人： 

電話： 

傳真： 

2.乙方契約聯繫人： 

  電話： 

傳真： 

二、甲乙雙方之契約聯繫人如有異動，應以書面通知對方，並自發文日起生

效。 

 

第十九條 契約生效 

一、本契約經雙方代表正式簽訂日起生效。 

二、合約期間自生效日起五年，期滿得經雙方當事人合意延展之。 

三、甲方在本契約下列條款中之責任不因本契約終止或解除而免除： 

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四條。 

第二十條 合意管轄 

若因本契約而涉訟時，甲乙雙方特此同意以台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二十一條 完整合意 

一、本契約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本案完整之合意。任何於本契約生效前經雙

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契約或其附件之事項，對雙方皆無拘束力。 

二、附件之效力與本契約同，惟若兩者有抵觸時，以本契約為準。 

第二十二條 誠信原則 

本契約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信原則互相協議解決。 

第二十三條 契約份數 

本契約正本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甲方：                  代表人： 

公司地址：  

乙方：                     代表人：  

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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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個人保密合約(NDA) 

茲立據人  ________  係________________(下稱( 單位名稱 ))之_____，負責( 單

位名稱 )______事務暨其它業務之執行。鑑之( 單位名稱 )刻正規劃、研議及執

行「 (專案名稱)」(下稱本案)相關情事在稽。由於事涉( 單位名稱 )重大利益暨

其營業秘密保護之必要性，今立據人本於職掌所涉前述提及之業務內容，特為聲

明如下： 

一、本人同意對於因參與本案所取得或知悉之本案機密資訊，包括但不限於各種

書信、文件、資料及業務機密等應負保密責任。除非經他方之書面同意外，

不得洩漏或交付予第三人，其於本案執行完結終了後亦同。 

二、 前項保密責任範圍，以該資訊係屬機密且未公開，而非為他方已知或合法

取得者為限，若該資訊嗣後於非可歸責於他方之情況下成為公知事實者，

則他方對該已公開之部份無須再負保密責任。 

三、本約定未盡事宜，本人同意依與( 單位名稱 )前所簽定之工作保密合約為據。 

 

此致 

( 單位名稱 ) (全名) 

 

立據人：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 

住所地地址： 

連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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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技術鑑價報告書範例 

○○技術鑑價報告 

一、勘估標的 

明確定義勘估標的之詳細狀態，包括使用範圍、使用限制、權利狀況、權

利瑕疵、權利分配、權利行使方式等。 

二、報告日期 

出具報告書之日期。通常是鑑價師接受委託者委託，經過一定作業時間後，

所出具報告書之日期。 

三、價值日期 

代表勘估標的物價值之特定時點。委託者依據不同的鑑價目的，可能會有

不同的價值日期．如 2003 年 9 月 10 日委託人委託鑑價公司勘估之標的價

值係法院訴訟案件，可能希望了解勘估標的於爭訟發生時之價值；若爭訟

發生日期是 2000 年 1 月 1 日，則鑑價師應估算當時勘估標的之價值；此

時報告日期可能是 2003 年 9 月 20 日，而價值日期是 2000 年 1 月 1 日。 

若以員工選擇權為目的所作的鑑價，此時的價值日期可能是未來的價值，

如 2005 年 1 月 1 日可施以選擇權，則可能要求鑑價師以 2005 年當基礎，

去衡量 2005 年 1 月 1 日的價值。另一情形是技術要作交易而進行的鑑價，

可能的價值即是時價（即鑑價師決定勘估標的價值之日，通常即出具報告

書之日或接近之日，此為最普通之情形。）。 

相同的出具報告日期，價值日期可能在報告日期之前、後，或同時，故於

閲讀報告書時，不可不慎。 

四、鑑價目的 

鑑價目的影響鑑價方法，鑑價資料之選用，進而影響勘估標的之價值。以

合併為目的之鑑價或以淸算為目的之鑑價，價值可能差異達一倍以上，故

鑑價師於鑑價報告書上，宜詳細定義鑑價目的，並提醒報告書使用者謹慎

注意。 

五、鑑價作業準則 

美國有許多不同的鑑價師協會，通常均有制定各自的作業準則。聯邦政府

的税法規定、通用會計準則(General Accept Accounting Principle, GAAP) 或特

殊的理論方法等，均應作一適當的説明。 

 - ８１ -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與技術鑑價之制度設計研究 

六、價值前提 

指基於何種前提狀況下所作的價值判斷。如基於某一特定公司之使用前提

下，所作成的價值認定。若價值前提不同，可能有不同的價值結果。 

七、假設條件、限制情況、限制範圍 

無形資產鑑價方法中，常需做一些預測性的假設，以配合各種鑑價方法；

於鑑價報告書中宜充分揭露，以供報告書使用者了解及檢驗。於鑑價作業

的過程中，雖然鑑價師常必須引証一些市場的資訊，但可能限於時間、空

間及經費的限制，雖已作了最大的努力了解（Due Diligence），但仍無法一

一查証。因此，對於這些限制情況、限制範圍應該加以說明。 

八、勘估標的價值結論 

鑑價的最大目的當然是價值，價值的表示方式可能是一個固定價值（點），

或是以價值區間，或是其他方式表現。鑑價報告書的表現宜提醒報告書閲

讀者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假設、前提等考量因素，不應只是價值的表現。 

九、報告書使用限制 

不同的鑑價目的，不同的前提及假設條件，均會影響勘估標的價值，宜於

鑑價報告書中特別説明之。 

十、鑑價作業人員簽名 

相關作業人員於報告書上簽名，除代表鑑價人員負責任的態度外，並且給

予報告書使用者信心。 

十一、鑑價公司聲明書 

鑑價師或鑑價公司應出具一份聲明書，說明其與受勘估標的公司有無特殊

關係，以表達該鑑價報告書是否基於公正及獨立評斷之立場下，所作的評

估。 

十二、公司規模、情況、限制、協議 

勘估標的之使用公司規模，影響該項技術之現金流量甚大，通常大型公司

使用相同技術所產生的收益，往往數倍或數十倍於小型公司；而折現率因

為公司穏定性（風險性）不同亦有所差異。另外，法令或條約的限制、特

殊協議之內容等，均會影響勘估標的之價值。 

十三、基本分析 

勘估標的基本狀況分析，如財務狀況、經營團隊、市場分析、技術地位、

使用狀況等。 

十四、鑑價方法 

利用何種方法求得價值，針對鑑價方法及鑑價過程概述之。 

 - ８２ -



國防科學技術成果轉化與技術鑑價之制度設計研究 

十五、歷史財務資料概述 

若使用歷史性財務資料，而得到可驗証之估算值，應附帶財務資料以供驗

證。 

十六、調整性歷史財務資料 

部分的財務報告資訊須經過適當合理的調整後方可使用，如公司的盈餘資

料中，可能部份來自非經常性收益，或與勘估標的不相關之財務資訊。此

時作價值評估時，宜將此部份調整後，方可確實反應勘估標的價值。 

十七、財務計劃分析－ 含分析之假設條件 

勘估標的物之價值，不是基於過去的獲利能力，而是基於未來的發展。目

前或過去的財務資訊僅能提供預估未來之參考，故未來財務計劃關係著整

體價值的多寡。市場已成熟之產業，其財務預測較容易，而未成熟技術或

未有穩定現金流量之企業，因為無歷史財務收入資料或雖有財務資訊，但

預期未來的現金收入將與目前有較大差異時，可能需要較複雜之產業分析

及探討。此時需要將財務預測資訊之假設前提資料及預測發展狀況，於鑑

價報告書中說明，以便利報告書使用者能有更充分的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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