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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智財服務業者在臺灣上市櫃之可行性與規劃 

陳裕禎*                Chen Yu Chen 

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摘要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智慧財產權儼然成為企業競爭的利基，近年來公司也

紛紛設立智財權管理部門或法務部門，引發智財服務業者的商機。企業經營需資

金以支應其創業之目的，企業追求成長及營運規模，需至證券市場掛牌上市籌獲

資金以擴充業務規模。目前臺灣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是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負責實質

審查，企業頇符合投資績效及公司管理規定之條件後，可申請上市作業。而上櫃

作業則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OTC）審查後，報請財政部證券

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定，而上市或上櫃差別之處是兩者在設立年限、獲利能力及

承銷商輔導期限等規定有不同條件限制外，申請作業流程大致相同。 

本研究希望透過整理文獻回顧及科技服務業者上市、上櫃之經驗，採用質性

研究之個案研究方法，依據上市(櫃)法源探討申請上市櫃可能遭遇的問題，再經團

體專家審查並提供建議。最後以個案公司上市(櫃)申請之規劃案例，透過成本與技

術可行性分析法(feasibility analysis)來確認智財服務業之上市、上櫃的具體方案，

達到智財服務業者順利籌資的目標。最後舉一個智財服務業者上市(櫃)的實例，說

明申請規劃及研究成果。 

關鍵字： 智財服務、智財權、專利、上市櫃、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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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sibility Study and Planning for Fi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 Converting into a Public-listed in Taiwan Stock Market  
 

Yu-Chen Chen*     

Institute of Maste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has ostensibly become a niche for corporate competition; companies one after another 

have established IPR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r legal departments in recent years, 

leading 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IP service industry. Corporate operations require 

funds to support the purpose of their establishment. Corporations pursue growth and 

scale of operation, and need become a listed company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to raise 

capital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ir operations. Currently, applications for the listing of 

stocks by Taiwan companies are examined by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s 

must meet listing requirements in trading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rules 

before applying for public listing. On the other hand, over-the-counter (OTC) 

applications are examined by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and then submitted to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for approval. Except for the differences in listing requirements 

such as year of trading, profitability and length of having had consultancy contract with 

underwriters, the filing procedures for public trading and OTC are mostly the same.  

This research hope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difficulties in filing applications for 

public listing and OTC trading based on their legal origins, through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d the public listing/OTC experiences of corporations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using case study research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will then reviewed by 

a group of experts for recommendations. Finally, to demonstrate a concrete plan for 

listing/OCT from the IP service industry to fulfill the purpose of raising capital 

successfully,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cost and technology will be performed on a case 

study of a company’s strategy for filing public listing/OTC applications. Specifically, an 

actual example of the listing/OTC experiences of a company from the IP service 

industry will be given to illustrate applic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 IP; Public-listed; Feasibilit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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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哈佛大學波特(M. Porter)教授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中指出，在目前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傳統的天然資源與資本已

不再是贏得優勢的主要因素，企業頇不斷的在智慧財產權方面充分創造與運用，

方能在新知識經濟時代贏得勝利。1
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CED)發表了「知識經濟報告」，該

報告中指出：以知識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即將改變全球經濟發展型態，隨著知識經

濟的時代來臨，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經營模式轉變成為以知識密集為主的經營模

式，2如何掌握企業所擁有的智慧財產，便是目前企業面臨的重大課題。企業要提

升市場的競爭力，頇在產品創新、制程或材料來源取得獲得進展，搭配智慧財產

權的有效管理，阻止競爭者的滲入市場，加大與競爭者的實力距離，為企業創造

經營優勢。運用智慧財產權發揮綜合效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專

利並接受法律的保護。知識是無形的，專利則是有形的知識化利器。3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了強化新世紀國家競爭力，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規劃在兩兆雙星及資通訊產

業的基礎上，並因應未來節能減碳、人口老化、創意經濟興貣等世界趨勢，政府

選定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及文化創意等六大產

業，為帶動臺灣經濟發展的新產業契機[7]。許多我國企業及新興產業為追求成長

及營運規模以增進其競爭力，紛紛至證券市場申請辦理上市上櫃，掛牌上市籌獲

                                                 
1麥克.波特，國家競爭優勢，李明軒，邱如美譯，天下文化，1996 年初版。 

2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analysis/pat_A053.htm 

3連穎科技，”智慧財產權管理與企業專利管理平臺簡報”，企業簡報資料，2005。 

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analysis/pat_A0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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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以擴充業務規模，以提升競爭力。 

     統計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上市櫃公司，目前我國

上市櫃公司總計 1,4 78 家，上市櫃公司每年在臺新增籌資金額，則自 2010 年 1676

億元逐步擴大至 2013 年的 2680 億元。  

    依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012 年臺灣受理專利申請 85,073 件，商標註冊申請

74,357 件，分別較前一年成長 2.5%、10.0%，呈穩定上升趨勢。外國在臺灣的智慧

財產活動熱絡，以日本及美國最為積極。2012 年我國受理三種專利申請件數，發

明 51,189 件、新型 25,636 件、設計（舊專利法之「新式樣」）8,248 件，均較前一

年有所增長（如圖 1）。其中，發明較前一年成長 2.2%，主要是因外國人申請件數

（28,112 件）增加，反觀本國人申請件數（23,077 件）略減，值得注意。新型與

設計均以國人申請為大宗，以新型 24,427 件占絶大多數。此外，國人在海外智慧

財產權的佈局，以向中國大陸與美國申請為主，且商標註冊申請有更集中於中國

大陸的趨勢。2011 年專利申請方面，以向中國大陸（22,702 件）及美國（19,633

件）申請最多，顯示本國人最注重該二地市場，以上數據皆顯示出我國在研發創

新方面不遺餘力。4
 

由上述統計顯示，企業若要在技術產業上保持相當程度的競爭優勢，勢必在

專利佈局與創新著力，在智慧財產權的法律規範之下，保護自己產品創新的成果，

建構研發產品之專利防護網 (Patent networks) ，亦產生智財服務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的商機。自 2001 年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將智財服務納入 12

項服務業中－研發服務業，其服務內容包括：(1)提供研發策略之規劃服務：業務

內容包括市場分析研究、技術預測、風險評估、技術發展規劃、智慧財產檢索、

智慧財產趨勢分析、智慧財產佈局與研發成果產出之策略規劃等；(2)提供專門技

術之服務：業務內容包括產業別或領域別技術及軟硬體技術服務、實驗模擬檢測

                                                 
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www.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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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量產服務等；(3)提供研發成果運用之規劃服務：研發成果投資評估、創新

創業育成、研發成果組合與行銷、研發成果評價、研發成果移轉與授權、研發成

果保護與侵權鑒定、研發成果獲利模式規劃等。 

由上分析得知，智財服務業者與一般商業服務業之作業內容不同，故本研究

希望透過文獻回顧及整理科技服務業者上市、上櫃之相關經驗，以個案公司上市(櫃)

申請之規劃案例，透過成本與技術可行性分析法(feasibility analysis)來確認智財服

務業之上市、上櫃的具體方案，達到智財服務業者順利籌資的目標，模擬上市(櫃)

法源探討申請上市櫃可能遭遇的問題，最後經團體專家審查並提供建議。本研究

期望達成三專案標如下： 

1. 透過文獻回顧，瞭解目前智財服務業者經營現況。 

2. 將以個案公司上市(櫃)申請之規劃企畫書，進行可行性分析與方案擇優，初步 

確認智財服務業之上市、上櫃的方案內容。 

3. 規劃個案公司上市(櫃) 之申請案，經團體專家提供修正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基於研究動機，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回顧，檢視產業中科技服務業者經營現

況與上市、上櫃之經驗，參考上市(櫃)法源以規劃上市(櫃)之規劃草案；透過可行

性分析解析並探討申請上櫃方案的擇優；最後透過實際個案上櫃規劃與分析，系

統化地分析各方案的優劣。 

本研究共計五章，除第一章為緒論外，其他章節內容如下：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探討。匯整智財服務產業之興貣與資本市場，並說明實

智財服務業者與資本市場之籌資作為。 

第三章：智財服務業者在臺灣之發展與在臺灣上市櫃的可能性分析。探討智

財服務產業在臺灣之發展現況與問題，檢視政府對智財服務業者之態度與政策。 

第四章：為針對智財服務業者之其他專業服務業者上市櫃個案研究分析。 

第五章：智財服務業者 IPO 個案。以宏景智權科技公司上市櫃為例研析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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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者如何合理規劃其上市櫃之方案。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歸納研究結果發現，並提出本文結論與繼續研究方向

之建議。（見下圖 1-1） 

 

一〃概述 

 

 

二〃文獻探討：智財服務 

產業之興貣與資本市場 

 

 

三〃研究方法：智財服務 

業者在臺灣之發展與在 

臺灣上市櫃的可能性 

 

 

四〃案例研析：相對智財 

服務業者之其他專業服 

務者上市櫃個案研究 

 

 

五〃討論：智財服務業者 

IPO 個案宏景智權科技 

公司上市櫃之規劃 

 

 

六〃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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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智財服務業者在臺灣之發展與在臺灣上市櫃的可能性分析，是基於

檢視臺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提供之上市(櫃)營運資訊作為產業中現況分

析，再透過圖表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各公司之營運資訊透明及公開時效無法確

認是否完全公開；再者，政府對智財服務業者之態度與政策，可能受個別公司申

請輔導案檢和營運結果所影響，造成審查嚴格或寬鬆，以加速產業的上市櫃速度

是本研究無法掌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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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智財服務產業之興起與資本市場 

第一節 智財技術服務產業之興貣 

昔日靠工資低廉及辛勤勞力已無法與大陸企業低廉勞動成本競爭，我國自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國際貿易的生產與貿易競爭已是全球化，此

時加強產品創新與經營品牌以獲取較高利潤，是目前企業經營重要的方向。 

高科技公司之競爭源於不斷領先之創新技術與令顧客驚歎的產品，如蘋果公

司的 iPhone､ iPod 及 iPad；當研發出新技術及產品時，無形的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的保護活動悄悄地開始。目前大部分我國企業對有形資源

(土地、設備、廠房等)已有相關法令、作業準則作管理與保護，而部分企業對無形

資產(intangible asset)的管理尚在啟蒙階段，故如何制定一套公司智慧財產權經營之

策略、作業準則、有效管理企業長期累積之核心技術、經驗及專利資訊是企業主

在知識經濟時代重要經營的事務之一。 

當企業創造出核心技術及其相關產品時，智慧資產管理活動於是展開（詳見

圖 2-1）；這些核心技術究竟應以「專利保護」或是以「營業秘密保護」，或其合併

「著作權」或「商標」來保護，這將會與企業經營策略及文化相關，直接影響市

場之導向，並決定企業的長期價值。 

智慧財產怎能發揮效益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化為權利，接受法律的保護。

知識是無形的，但權利則是有形的知識化利器。但大部分企業缺乏專業智財管理 

 

   智財資訊分析                智財申請保護               智財加值 

    技術資訊之分析活動                    技術產權化活動                    智財商業化活動  

       （IP 分析）                          （IP 生產）                         （IP 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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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財交易 

                        智財交易活動 

                                   （IP 交易） 

                                 注：1.技術交易是以技術的產權化為基礎。 

                                     2.產權不先確立，交易無從發生。 

                                     3.智財之加值未必要經過交易。 

圖 2-1 智財服務業之相關活動 

部門及人員，在高科技競爭年代，「人才是市場競爭主要的關鍵」，無法順利進用

專業智財管理人員時，解決之道是將轉為科技服務，於是造就智慧財產技術服務

產業之興貣。 

為確保國內企業能掌握無形資產的競爭力、在全球經濟舞臺上持續保有優

勢，「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工作內涵包括專利檢索、專利說明書撰寫、市場核心

技術發展趨勢分析、專利地圖製作、專利組合分析 (patent portfolio analysis)與專利

佈局策略(planning strategy)、專利鑒價、專利交易仲介、專利申請管理及(舉發)答

辯、授權運用及相關法務等服務；工作職能為規劃專利策略、專利組合分析及佈

局、專利說明書撰寫、專利申請管理及(舉發)答辯及專利授權應用等（詳如表 2-1）。 

表 2-1 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專業人才主要工作內涵與相關職能一覽表 

工作內涵 

專利檢索、專利說明書撰寫、市場核心技術發展趨勢分析、專利地圖製作、

專利組合分析與專利佈局策略(planning strategy)、專利鑒價、專利交易仲

介、專利申請管理及(舉發)答辯、授權運用、專利加值運用及相關法務訴

訟等服務。 

相關職能 

1. 規劃專利策略:瞭解產業技術最新發展資訊，瞭解產業競爭對手申請專

利技術的運用，建議可專利技術研發方向 

2. 執行專利分析與佈局: 專利檢索、專利分析及專利佈局組合 

3. 專利提案評估與委外管控:研擬專利提案之流程與自辦或委外申請評

估，管控委外案件及核准練說明書 

4. 專利說明書撰寫與申請:確認專利技術內容，撰寫專利說明書，專利申

請程式與控管 

5. 維護及確保專利: 確保專利權效力，舉發案件處理及協助專利爭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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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處理 

6. 協助專利權運用: 協助專利權交易，專利權加值運用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第二節 智財服務業者與資本市場之利用 

  對於高科技企業，作戰武器就是核心技術所研發的產品，而糧食就是資本，

戰場就是交易市集。透過傑出的研發產品向股東或投資大眾進行募資，當完成研

發產品，鎖定市場的客戶群，便需量產及通路，資金到位是必要的。因此，向資

本市場進行募資對於企業成長是營運相當重要的一環。 

截至 2012 年 1 月份統計數字顯示，臺灣資本市場之臺股計有上市公司有 790

家，上櫃 610 家，興櫃 276 家。國內投信發行基金約 603 檔(目前有 17 檔在證交所

掛牌)，境外基金 1,019 檔(由於手續費率及幣別不同，有報價者約 2,823 檔基金)。

新興的 REITs 至目前有 8 檔在證交所掛牌。認購(售)權證共有 9,347 檔，有 72 檔

為牛熊證。其中 7,759 檔在 TSE 掛牌，1,588 檔在 OTC 掛牌。臺灣證券交易所統

計，截至 2013 年 2 月 23 日止，全體上市公司市值新台幣 22 兆 2720.28 億元。以

下就以美國 Intellectual Ventures 募資與 RPX 在美國 NASDAQ 掛牌為例，說明企業

募資過程整理如下： 

第一項 以美國 Intellectual Ventures 募資為例 

知識產權風險投資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IV)是一家民營公司，值得注意

的是於 2011 年此公司擁有美國前五大專利數量的公司。 Intellectual Ventures 在

2009 年推出稱為創意工廠(Investing in Innovation)之知識產權風險投資公司實驗室

進行系統研發之雛型設計和專利的研究。  

（一）背景介紹 

知識產權風險投資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 IV)成立於2000年，總部位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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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是一家由Microsoft前技術長Nathan Myhrvold、微軟的Edward Jung、英特

爾聯合創始人Peter Detkin ，以及後來加入Perkins Coie公司的Gregory Gorder所創

立的公司。Myhrvold以新發明的腦力激蕩為號召，結合各個領域的尖端專家學者，

組成一個全球規模達800人的研發團隊，公司員工主要是專利律師、物理學家、工

程師。據報導，他們已經從許多大公司，包括微軟，英特爾，SONY，諾基亞，

Apple，穀歌，SAP，Nvidia及eBay等，加上投資公司如Hewlett基金會，史坦福大

學，梅奧診所，Charles River Ven投資公司籌得超過5.5億美元。報告的統計數據表

明購買超過30,000項專利和應用和2000個開發的發明專利。 

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智慧財產經營是透過交叉運用「持續發明的創意行銷」

和「技術授權」創造新的獲利模式，再投資和獲得特許權使用費(royality)以利更多

的專利核准，也向技術頂尖的公司行號收購該領域的專利組合，搭配更多的技術

授權及控告，有人戲稱其為專利投機公司(Patent Troll)或專利釣魚。不同於傳統的

專利業界人士（投資人、工程師、代理人、律師），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被歸

類於非專利實施實體 (non-practicing entities，NPE），也就是其本身並不製造專利

產品或者提供服務所研發的專利，而是向其他公司購買，再以法律貣訴專利侵權

以收取專利使用費或和解費的商業實體。因為IV、AST與RPX這些機構運作模式明

顯與傳統的專利業公司不同，無法直接歸入既有的族群，故稱為NPE。 

（二）投資基金 

公司經營三個主要的投資基金： 投資科學基金(Investment Science Fund)，專

注於公司內部開發的發明專利; 發明開發基金(Invention Development Fund)，主要

是與研究機構合作開發的發明專利; 發明投資基金(Invention Investment Fund)，購

買現有的發明專利 

（三）Intellectual Ventures 營運模式 

    透過開發大量的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再將這些專利授權給相關公司。在

公開場合 IV 宣稱協助個人發明者或小公司的發明者，主要目標是對大公司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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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賺取費用。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專利授權給其他公司，或提交侵權訴訟。  

Intellectual Ventures 營運模式有四個主要步驟，如圖 2-2 所示，一、為設立點子實

驗室（Invention Labs）： 透過腦力激蕩法(BrainStorming)，首先，邀集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頂尖專家，共同腦力激蕩未來 5 到 10 年所需新應用或想法；二、

針對新點子進行研發（Invention R&D）： 透過縝密全球專利分析，將新點子轉化

成專利，點子來源包括內部產生，或是從外部取得之基礎專利(basic patent) 並進行

專利策略佈局；採用方法是分析現有專利狀態外，亦同時透過收購專利取得其他

點子基礎專利；三、為建立創意圖書館（Invention Library）： 建立專利資料庫與

倉儲，並藉由專利重新包裝，進行專利組合與加值；四、為專利組合與加值功能，

並進行專利市場行銷（Market Enablement）: 為產業分析與市場方析能量，掌握產

業脈動與辨別需求，方法包括鑒價、授權、專利訴訟、合資、衍生企業與轉讓等。 

在研發成果上，據產業資訊室調查，雖然官方網站 2010 年宣稱僅取得 91 件

核准專利，但實際上 Intellectual Ventures 已經透過專利購買，取得超過 200 件以上

美國核准專利，並有超過 100 件以上屬於公開階段。估計自行發展與購買取得，

同時延伸到各國專利佈局上，至少有 1 萬件專利以上。 

（四）知識產權風險投資公司實驗室  

 Intellectual Ventures 2009 年推出研究實驗室，稱為知識產權風險投資公司實

驗室，聘請著名的科學家發明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 Robert Langer ，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的Leroy Hood，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Ed Harlow，Applied Minds

的 Danny Hillis，Imperial College 的 John Pendry 爵士參與。根據 Sunday Times 報 

 



 

 １１ 

 

                    圖 2-2 Intellectual Ventures 的營運模式 

導，該公司每年申請約 450 項專利，從疫苗研究至光學計算領域。統計至 2009 年，

根據 USPTO 官方府網站說明，Intellectual Ventures 已申請 1200 件專利，並有約

40 件已經核准。2010 年 5 月已批准 91 項內部開發的應用發明，包括一個更安全

的核反應爐設計（在 2009 年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為十大新興技術），可

以充分運用的鈾廢料作為燃料或釷，且不會造成擴散的風險，以及以星球大戰中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為基礎的鐳射運用技術，其經度可擊落空間的一隻蚊

子，和一系列的電腦估算為基礎的傳染病模型。  

其運用知名書籍"Freakonomics"的發表來闡述其為降低全球氣候暖化(global 

warming)的想法，引貣了媒體的議論。發佈書籍後，Intellectual Ventures以努力扭

轉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及重建火山噴發的條件假說受到媒體的關注。Nathan 

Myhrvold關於全球氣候暖化的研究，建議根據公司的專利技術為基礎之一可調節

全球氣候的的一個實驗個體(geo-engineering stratoshield )[9] 。 

不過，許多評論家包括知名雜誌The Guardian 的 Paul Krugman、經濟學人雜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usg=ALkJrhjAYui3rltZC9rZGqMTws2denpiE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usg=ALkJrhjAYui3rltZC9rZGqMTws2denpi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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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的Brad DeLong、以及部分經濟學家和氣候學專家則批評Intellectual Ventures出版

的書籍中，包含大量的虛假記錄、誤導性陳述和不良參數的設定，包括說明文稿

中將替代性CO 2排放量減少稱為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紐約客雜誌的Elizabeth 

Kolbert更直言，"Freakonomics"撰寫了大量關於全球暖化的文章，只是說出科學家

的主張，但卻引用錯誤參數及資料，嚴格的來說是一種誤導行為。科學家論述是，

全球變暖是人為的，警告不要誇大一個不可避免的世界末日；相反，科學家希望

提高認人們認知，運用傳統或ㄧ般的方法，共同解決全球氣候暖化潛在的問題。 

（五）爭論  

Telcordia公司和全美達表示，於新聞上表示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的大部分

收入是來自法律訴訟和發明授權是事實，但不是自身的創新發明。現在持有總價值

高達5兆美元的專利，一年收取上億美元的授權費。最近的新聞報導，部分被授權者

非常不高興，在部落格與論壇不斷張貼授權大戰的文章。Hewlett Packard公司謝恩羅

賓遜和其他公司的首席技術官認為，Intellectual Ventures已被描述為“ 專利釣魚 

“公司，因為公司積累的專利並不是為了開發新產品，而是為了出售或授權其他公

司收取許可費為目標。思科的Verizon的最近報告說明， Intellectual Ventures獲利已

由2億美元增至400億美元。  

經過10年的經營Intellectual Ventures於2010年12月8日提交了第一次訴訟，指責

Check Point、McAfee、Symantec、Trend Micro、Elpida、Hynix、Altera、Lattice和

Microsemi的專利侵權。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也被指責早期的訴訟是躲在空殼公

司背後操控。Intellectual Ventures宣揚把專利作為攻擊手段，它被指責還包括資金

來源及鼓勵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策略，因此Chris Sacca根據

Nathan Myhrvold的說法，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提供黑手黨式勒索的「訴訟保護」。  

知識產權風險投資公司的工作人員積極遊說和美國專利政策在法庭上作證，

根據其2010年春季向投資者報告，已送出3.5億美元給其中包括個人發明者848萬美

元(雖然公司聲稱，他們已經無法在個別情況下來協助獨立發明家，中小規模企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Telcordia&usg=ALkJrhhboBKCoA8eo76Emsyvf5TobPvwh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meta&usg=ALkJrhgEL994_KNe-Kvr0xnR-9e9RlY56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Hewlett_Packard&usg=ALkJrhgLNPJfwyBYzh08_pOYjpuZQstBQ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_Ventures&usg=ALkJrhhIkb0s8KM28JnsamaC_hQjskDZDg#cite_note-17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Check_Point&usg=ALkJrhhB522eUY9P7JkrcW2IvhI4n-TYL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McAfee&usg=ALkJrhhfLOicDrBSFd4rFF9hOkvzskj1m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Symantec&usg=ALkJrhgFiIkg_40n0l8DwFwmTeVHI-MXa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Trend_Micro&usg=ALkJrhgcauwFkE6SlWolMyrpQwmcgw5G9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Elpida_Memory&usg=ALkJrhiRkWmnY2o_Sjm0YnNR3f54i4G2K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ei=vJk-UcrQMcTzlAWf1oGwBw&hl=zh-TW&prev=/search%3Fq%3Dintellectual%2Bventures%2Bwiki%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799&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Elpida_Memory&usg=ALkJrhiRkWmnY2o_Sjm0YnNR3f54i4G2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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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2009年3月知識產權風險投資公司宣佈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擴展到中國、印

度、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傑出的科學家和機構在亞洲創建和發明的市場。  

第二項 以 RPX 在美國納斯達克（NASDAQ）掛牌為例 

一、RPX 公司簡介 

Rational Patent Exchange (RPX) Corporation 是一家成立於 2008 年，由 IBM、

Cisco、LG、Panasonic、HP、HTC、Coby Electronics、InFocus Corp 等公司組成，

總部位於美國三藩市，主要從事專利風險管理服務的公司，服務內容為替會員公

司購買可能會造成威脅的科技相關專利，再以收取年費方式授權予該會員。公司

客戶群大多為半導體公司、行動通訊公司、軟體公司及電子貿易等電子行業的公

司。 

RPX 算是第一家反專利投機人（Patent Troll）的公司。RPX 表示，他們的存

在就是為了應對 NPEs，及其帶來的專利辯護以及訴訟高成本和高風險。 

根據其公司官方網站資訊透漏，RPX 公司於 2008~2009 年內，花了兩千多萬

美元投資 1300 件專利。截止至 2012 年 9 月花了五億美元投資擁有 2950 件專利。

其涉及的廣泛技術領域有移動終端、REIF 技術、電子商務、數字投影和顯示技術、

半導體、通信、無線、網路設備、存儲、軟體、互聯網應用、消費類電子產品、

電子商務和半導體相關等。 

RPX 一般集中在購置已核發專利但未經授權專利。當購買專利，會獲得包括

相關的專利和專利申請權，以及外國完整相關的家族專利。到目前為止 RPX 交易

從個人專利收購收購的組合組成的幾十項專利，估值從幾萬到數以千萬計的美

元。一般會兩至三周內會將感興趣的專利組合意見回覆給賣方，大型及複雜組合

可能延長評估時間。但一旦達成協議，通常在 30 天內作出採購決定。 

二、RPX 商業運作 

RPX 公司是提供專利風險解決方案（patent risk sulotion）的領航者。在商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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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RPX 公司與專利投機者(如 IV 公司)剛好相反，RPX 公司是收集其他公司研

發的專利，然後通過保護參與成為會員，根據會員的產業規模收取會費，年費是

約為 40，000 美元至 5，200，000 美元不等；一旦成為了 RPX 公司的會員，就可

有償利用 RPX 公司的專利而不會遭受到惡意的訴訟，故其屬於反專利投機

（anti-patent troll）或專利信託（patent trust）、專利購買服務公司。此外，RPX 還

承諾自身不使用購買的專利，且購買的專利亦會保留於聯盟中，獲得與擁有的商

業營運，它僅對其會員公司收取授權金，不會以賣出專利營利，從而真正成為一

家「專利收購服務」公司。 

RPX 將獨資購買那些有可能給廠商帶來麻煩（如：可能會被 NPE 或專利投機

公司購買，並據以提出侵權訴訟的專利）的關鍵專利，或者說是預防專利，把這

些專利納入其保護性專利收集計畫（Defensive Patent Aggregation）。接著，所有 RPX

收集到的專利會全部授權給其成員，企業需支付年費以取得專利授權與會員權

利。依照企業的營業收入來決定其年會員費的多少，一般年費大約在 40，000 美

元至 5，200，000 美元之間。企業如果確定自己會長期使用該專利，可以選擇一

次付清會費。RPX 規定會員可以享有以下權利：與 RPX 達成不貣訴合約，短期許

可合同以及預防專利庫等。目前大公司 IBM 與 Cisco 都已經註冊會員，這已大幅

提升 RPX 的可信度。現在，RPX 有四十九位成員，很多都是國際知名公司，比如

Acer、戴爾、HTC、IBM、因特爾、微軟、LG、諾基亞、Palm、松下、三星、夏

普、索尼和 TiVo 等等，他們當中不乏曾屢次遭遇專利投機人的大肥羊公司。 

專利使用者與擁有者交換專利價值的最佳環境，是一個參與者眾多、價格透

明、專利評價資訊廣泛共用的市場，這正是 RPX 的成立特色。為達到這個目標，

公司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客戶網路，2012 年已有 120 家成為會員。成員向 RPX 支付

以營業收入取決的年度會費，用此資金代所有成員購買高價值、高威脅性的專利。 

RPX 的客戶網路規模使之能夠與資金雄厚的 NPE 競購專利。每項專利的價格

由成員集體承擔，從而減輕各個成員的負擔。至今，RPX 花費了 4 億 9 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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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了 2,900 多項專利與專利權。據公司統計，RPX 收購的可被 NPE 利用的專利，

為其客戶減低了至少 40%的 NPE 風險。RPX 從事的專利收購純屬防禦性購買，並

在所有簽署合約中指明絕不在任何情況下提貣專利訴訟。 

在專利投機人專注於搜集那些可能被侵權的專利的同時，RPX 也在做同樣的

事情，但是他們的目的顯然是有天壤之別。前者是為了投機，惡意訴訟，他們的

存在增加了企業的風險以及成本；後者是為了預防，避免企業可能面臨的高額訴

訟以及專利使用費。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前兩節透過美國兩家非傳統智慧財產權機構的相關文獻回顧，本研究

分析專利投機者（patent troll）投資商業模式。專利投機者對使用專利沒有興趣，

專利投機者感興趣的是如何（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賺取更多的利潤。在美 國 ，被

訴侵權方為了應付訴訟，在庭審之前通常要花費 1000，000 美元以上（2004 年的

資料），總的流程下來需要 2500，000 美元左右（即便最終勝訴也需要付出如此之

高費用的代價來以參與整個訴訟流程）。因此，被訴侵權方通常願意私下和解，花

錢消災。 

在 2000 年 IV 公司出現前，專利還是幾乎對所有營業公司是創造利益的。它

們代表著一個企業的創新能力，既促進新產品的開發，又為市場上已有的產品提

供了法律保障。同時，專利有助於保持競爭對手之間的勢力平衡。2000 年 IV 公司

的出現改變了此一平衡。根據領先專利風險管理服務的金融服務公司 RPX 的亞洲

業務主席山崎壽郎指出，過去專利只是公司經營成長的一個部分；今天傳統研發

及生產公司卻必頇面對他人專利——意味著巨大不可預測的風險和耗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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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僅在 2011 年，NPE 造成的專利訴訟在美國的綜合成本便為 58 億美元。 

IV 與 RPX 的出現，創造智慧財產權產業的新時代。市場上已逐漸將智慧財產

權視為可交易的資產，且具有摧毀的殺傷力的武器。使得在這產業的參與者調整

智財權管理的制度與做法，例如需要接受一些新公司、組織的崛貣，例如：NPE、

專利持有公司與專利池等，現在，他們又必頇接受 IV 的要脅及 RPX 等的保護。

企業擁有好的方式取得技術，與較少的侵權訴訟，使得企業能提供消費者更多產

品的選擇或更低的價格；相反地，消費者可選擇的產品減少，價錢還提高，因為

企業付了專利權金。 

第三章  智財服務業者在臺灣之發展 

與在臺灣上市櫃的可能性 

第一節 智財服務產業之現況 

自從個人電腦興貣，臺灣公司以製造為主，在 1980 貣電腦作業系統與 BIOS

屢受到國外電腦公司的控告侵權，付出極大的商譽與財務的代價。目前美國是世

界上研發活動最興盛的國家，依據美國 PatentFreedom 統計，最近十年來有關 NPE

的專利訴訟案成長約 8 倍、訴訟牽涉廠商數成長約 8 倍；近期著名專利權訴訟案

例為蘋果與三星互告專利侵權等，故隨著市場國際化的腳步，企業間競爭白熱化，

國際專利侵權訴訟戰已無法避免。 

研發服務業系以領域技術及知識，提供異質性極高之客制化服務，且提供之

服務內函，包括提供研發策略之規劃服務、提供專門技術之服務及提供研發成果

運用之規劃服務等三大活動，涉及科技、管理、法律等專業領域，屬於技術密集

度高、風險性高之新興產業[1]。基於專業分工，我國於 2000 年貣將研發服務產業

納入服務業的範疇，以支援提供企業研發過程中有關研發策略之規劃服務，包含



 

 １７ 

專利檢索、分析、佈局規劃、建立專利管理制度等服務業務；及研發成果運用之

規劃服務包含研發成果銷售、技術鑒價、技術移轉、技術仲介、智財權保護、專

利侵權鑒定等服務業務，創造企業最大研發的效益。各國陸續成立智財管理管理

基金與研發服務公司，以因應快速增加侵權訴訟戰爭，整理如表 3-1： 

       表 3-1 各國成立智財管理基金暨研究單位 

國家 單位名稱      功用 

中華 

民國 

1. 臺 灣 邁 特 基 金

（ Medtech Fund ）

(2011.8) 

2.IP 銀行(2011.11) 

1.著重於保護生物醫藥領域與 3C 產業 IP； 

2.臺灣邁特科技基金希望在 2011 年底籌集 1.72 億美元：20%來

自政府，20%來自半公共機構和公共銀行，其餘 60%來自私營企

業。它的投資對象將是生物醫藥公司，特別是分拆和初創企業； 

3.協助私營企業獲得參與國際競爭或進行研發活動所需的專利； 

4.在國際知識產權相關訴訟中保護我國企業； 

5.首要關注領域是智慧型手機和發光二極體； 

6.潛在的合作夥伴如宏碁、 華碩、HTC 等公司都被視為； 

日本 

 

日本創新網路公司 

(Innov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of Japan, 

INCJ) (2010.8) 

1.成立專利基金--生命科學知識產權平臺基金（Life Science IP 

Platform Fund，LSIP）； 

2.彙集來自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專利，並向企業提供專利組合許

可； 

3.關注四個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生物標誌物、幹細胞、癌症和阿

爾茨海默氏病； 

韓國 1. 智 財 探 索

(Intellectual 

Discovery, ID) 

2.IP 立方體夥伴（IP 

Cube Partners ）

(2009.7) 

1.協助韓國企業保護自己免受那些「只為許可費而購買專利的

NPEs 的威脅」； 

2.計畫研發一系列系統和工具來提高知識產權的價值並保護韓

國企業； 

3.最初計畫籌集 5 億美元：2 億美元來自國家，其餘來自私營部

門。 

http://fjtcnc.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property-list.asp?j_p_id=3
http://fjtct.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
http://fjtcnc.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property-list.asp?j_p_id=3
http://fjtct.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
http://fjtcnc.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property-list.asp?j_p_id=3
http://fjtcnc.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property-list.asp?j_p_id=3
http://fjtcnc.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property-list.asp?j_p_id=3
http://fjtct.now.cn:7751/www.chinaipmagaz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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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

人民

共和

國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委員會 

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是管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國務院

直屬事業單位。根據國家發展科學技術的方針、政策和規劃，有

效運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基礎研究，堅持自由探索，發揮

導向作用，發現和培養科學技術人才，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

社會協調發展； 

2.制定和實施支持基礎研究和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資助計畫，受

理專案申請，組織專家評審，管理資助專案，促進科研資源的有

效配置，營造有利於創新的良好環境； 

3.協同國家科學技術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國家發展基礎研究的方

針、政策和規劃，對國家發展科學技術的重大問題提供諮詢； 

4.接受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委託開展相關工作，聯合有關機構開展

資助活動； 

5.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科學技術管理部門、資助機構和學術

組織建立聯繫並開展國際合作； 

7.支援國內其他科學基金的工作； 

8.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美國 IV、RPX 智財創新

模式的公司(2008~) 

詳見第二章 IV、RPX 公司之介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 ，各國政府大力支持新興產業建立智財專利網(patent network)，以協助

產業創新資訊應用的發展，透過核心技術的研究，設計與推動創新應用服務價值

鏈，協助產業運用科技，創新應用模式以提升服務價值與國家整體智財的保護，

因此世界各國的智財服務產業因一契機有發展的大好機會。 

第二節 智財服務產業在臺灣之發展與問題 

經濟部工業局為了扶持技術服務機構的發展並建構公平競爭環境，積極鼓勵

相關的研發服務業者申請技術服務能量之登錄。能量登錄的專案分為智慧財產技

術服務(IP 類)及研究發展技術服務(RD 類)兩大類，其中 IP 類又分成智慧財產管理

(IP1，包括提供智慧財產分析、智慧財產佈局、智慧財產取得、智慧財產侵權分析、

建立智慧財產管理與運用制度等服務)、智慧財產加值(IP2，包括提供智慧財產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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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模式規劃、智慧財產行銷等服務)、智慧財產評價服務(IP3)及智慧財產法務(IP4)

等服務專案；RD 類分成研究服務(RD1)及研發技術(RD2，包括技術預測、投資評

估、專用技術或軟硬體系統、商品化或量產化、創新或創業育成服務、設計、實

驗模擬或檢測)等服務專案。2011 年通過工業局審查獲頒合格證書之機構已多達 32

家，在研發服務業者數量眾多的情況下，這些完成能量登陸之業者因具有相當程

度的智慧財產服務或技術服務能量，對於尋求技術開發協助的企業而言，將是一

個快速有效的選擇依據。 

研發服務業系完全仰賴知識及專業技能提供相關之服務，迥異於製造業之發

展與營運模式。由於過去我國經濟發展系以製造業為主軸，無論產業政策或建構

產業發展環境亦多以製造業為考量對象，因此研發服務業的發展環境仍面臨多項

問題，現分述如下：[1] 

一、不利的法制競爭環境 

國內目前的法制環境對研發服務業的發展多所不利，舉個例子來說企業委託

國內外大專院校（或其專任教師）、研究機構（或其研究人員）進行研發工作之支

出，可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六條規定所訂定之「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

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享受投資抵減優惠，但委託民間研發企業進行研發工

作之支出，則無法享受投資抵減優惠，此一規定即似有限制民間研發服務業進一

步發展之虞。 

二、市場規模小 

智財技術服務業之資產多為無形智慧型資產，包括專技人才、專利權著作權

等，迥異於製造業之有形生產資產，是以難以呈現其資產價值，導致籌措資金不

易，影響產業的發展。智財技術服務公司營運頇辦理上市上櫃進行公開市場募資

為目標，透過「證券」股份公開發行股份，在證券市場籌獲資本，強化營運之活

動力與競爭力。部分中小企業尚缺乏研發概念，投入的比例偏低。此外，企業對

於委外研究合作與智財權的分享的認知亦尚未成熟，導致對研發服務之需求規模



 

 ２０ 

尚未浮現，是造成目前研發服務業不易經營之原因。 

三、人力及技術層次有待提升 

受限於國內對研發服務需求之市場規模，使研發服務業人力資源之服務層次

不容易持續往更高階或更具有附加價值的領域發展，導致研發人員經驗不易累

積，而技術亦難以提升，為研發服務業不易成長之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研發服

務需要高階博士級人力，但我國目前博士人力絕大部分集中在大學(約 70%)，而政

府對國外人才來臺限制又多，使得產業界高級人力相當缺乏。 

四、資訊不透明且研發服務交易機制亦有待建立 

以往研究發展多由企業自己進行或於學術研究機構內從事，均隱藏於既有之

各類產業中，而農業部分，則由於農民無力從事研發，因此農業技術開發工作，

常由農委會之農業詴驗所、林業詴驗所、水產詴驗所、畜產詴驗所、家畜衛生詴

驗所、各地區農業改良場、茶葉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等研發單位主動進行，待成功後再以成立技術服務團輔導農民或執行產學合作

計畫等方式，將農業技術移轉給農民或技術援外，對於農業技術市場化、智財化

等多未著墨。因此，研發服務資訊平臺始終未能發揮應有之功能，不論供給面或

需求面之資訊均不夠透明，其交易機制也未建立，因而影響研發服務業拓展業務

之機會，政府公部門之研發能量很少透過研發服務資訊平臺將研發成果順利釋出。 

五、國際市場難拓展 

過去智財技術服務業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法令與當地特殊規定，但在全球化

的浪潮下，大部分國家的智財技術服務業都已鬆綁。在服務業國際化的思維下，

臺灣的智財技術服務業必頇先有創新整合的實務和國際化服務流程以創造國際知

名度。然後運用資訊服務平臺以便控制品質，建立品牌經營，創造應有的智財附

加價值以拓展國際市場。 

第三節 政府對智財服務業者之態度與政策 



 

 ２１ 

    經濟部對研發服務業之願景為支援我國企業自勞力密集升級轉型成知識型企

業，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地區的研發重鎮。 

一、政府對於智財戰略綱要之短中長期政策 

  政府對於智財戰略綱要詳見於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朱敬一委員提出

「如何做好臺灣的智財佈局」5，強調智財戰略重點在於智財創造、智財運用、智

財保護及人才培育四大面向。智財戰略綱領重點，包括將以市場商機為目標，透

過智財佈局協助研發聚焦，創造有效智財、擴大智財運用價值；建構有效促進利

益回饋至智財創造與運用者的智慧財產保護制度；以及建構能化解智慧財產流通

與交易失靈問題的共通基礎環境。 

配合「智財戰略綱領」的通過，經濟部針對「創造運用高值專利」及「落實

智權流通保護」兩項戰略重點，分別提出具體行動計畫如下: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林

全能表示，因應「專利戰」趨勢，經濟部將成立單一服務視窗，協助智財糾紛風

險高之產業，強化因應國際專利競爭或侵權糾紛能力；並擴大專利檢索中心能量、

導入國際專利檢索資源、建立專利資料數位化資料庫，提升專利審查品質與效能。 

在專利佈局方面，經濟部技術處6指出，目標在二○一七年完成建構二十五項

具技術發展策略及國際專利佈局的專利組合，並透過智財加值運用，至少促成五

項專利組合成為全世界 TOP3 優質專利的擁有國，同時促成二十件以上專利納入國

際標準組織，以利產業在國際市場取得領先地位。此外，智財戰略需要一個健全

的之共通環境配合，共通環境內涵是指智財專業人才培養、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

之資金籌募、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之法令增修、智財的鑒價與流通與無形資產之

認知。以下簡要說明短中長期政策與具體作為:  

1.創造運用高值專利   

                                                 
5
 朱敬一，如何做好臺灣的智財佈局，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於智財政策 

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方網站，最後訪問時間 2013 年 5 月 15 日 20：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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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因應行政院推動「智慧財產戰略綱領」，經濟部技術處為進一步落實創

造運用高值專利及提高專利運用率之政策方向，遂規劃執行「產業智財創新戰略

研析與環境建構及佈局計畫－強化我國智財戰略與落實做法之研究」。在我國智財

發展問題上，如何創造足量與高質量「專利」以為產業所運用無疑具有迫切性，

尤其當專利數量及生產力已居全球領先地位情況下，如何提升專利品質與市場價

值將是關鍵任務。鑒此，為協助大專校院、法人及研發相關政府機構進行技術研

發時，朝向市場導向策略及專利佈局前進，透過「學研機構專利運用調查」，以瞭

解各學研機構對於自有專利之應用情形，並將依循行政院後續的政策裁示在合法

與合理範圍內公佈調查結果，作為未來整體政策研擬與持續精進之參考。 

2.強化文化內容利用   

如何致力強化文創產業中作品之智財權保護與轉化為產值是目前努力的方

向，文化部自 2012 年 5 月 20 日成立後，為協助我國文化內容產業行銷國際，提

升臺灣國際形象及文化產值，研擬各項加值策略，例如提出媒體「臺流」策略，

規劃以流行音樂產業打前鋒，在電視劇內容製作下功夫，再鍊結電影、出版等其

他媒介，整合臺灣文創產業優勢，打造臺流的文化影響力和經濟產值。 

    3.創造卓越農業價值 

智慧財產局局長王美花說，農產品等專利維護未來趨向「品種權」及「商標

法」等措施，例如除落實國內品種權的申請外，針對蝴蝶蘭等具臺灣優勢的園藝

作物，因中國大陸主要強項在林木品種的維護，對於園藝作物的品種權，將積極

與大陸協商，期擴大可申請品種權的植物種類。另在商標方面，希望推動個人農

戶、農產區商標等申請工作，以提升農產品銷售形象等。在農產專利維護方面，

在 2013 年 1 月進行專利法修正案，並未納入動植物專利全面開放問題。 

 此外，依據農委會負責的戰略構想，實施要項主要包括建立新興農業產業

領域之智財佈局，強化農產品商標國內外之登記及運用，維持植物育種優勢及積

極海外佈局，以及加強農業智財協商及權利主張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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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活化流通學界智財  

2010 年貣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工研院建置「專利加值輔導顧問

中心 」，除了廣征學界的專利技術之外，更針對專利技術所有權單位進行媒合服

務和商品化輔導，藉由專家、顧問或是技術服務業者所專長的專利技術提供評估、

加值及行銷推廣、營運計畫書、商品化驗證、新商品開發等專業服務能量，建立

活絡的智慧財產流通運用市場，協助產業掌握創新契機，提升企業競爭力。 

5.落實智權流通機制及保護機制   

2008 年政府已啟動及執行「智慧財產流通運用計畫」，搭配臺灣技術交易整合

服務中心（TWTM）現有能量為基礎，整合跨部會資源，以加速專利技術媒合效

率，提升企業運用專利進行商品化的機會，期望整合政府過去在推動智慧財產流

通運用所累積之成果，建構我國的智慧財產流通的完整體系。「智慧財產流通運用

計畫」規劃整合資訊與服務的一貫化流程之大平臺，以活絡智慧財產流通運用市

場為主要目標，提供國內外產學研可交易之智慧財產資訊，連結智財技術服務仲

介機構之能量，辦理多元化交易行銷服務活動，協助企業取得升級轉型所需之智

慧財產，加速創新研發效率。 

6.培養量足質精之智財實務人才 

建立完善智財教育環境，乃知識經濟時代重要策略，教育部提出各項計畫透

過大專院校之智財實務人才培育學程，落實智財實務人才養成並強化智財管理能

力評估體系。此外，為提高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之服務機構與從業人員的專業能

力，民國 96 年 6 月 14 日，政府立法考詴院通過「專利師證照考詴辦法」，未來若

沒有取得專利師資格，不可以受委任辦理專利師業務。專利師業務主要是在協助

企業將發明或創作向智慧財產局進行權利之申請，以提升智慧財產之「服務品質」

並保障企業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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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對於臺灣六大新興產業之智財政策 

政府對於臺灣六大新興產業之智財政策是： (1)建立新興產業完整保護及彈性

攻擊能量；(2)在國內頇完成智財保護法制與檢驗紛爭支援之完備性；(3)在國際部

分透過國際結盟與智財基金的建立頇，建立支援跨國訴訟的能量。 

    自民國 90 年貣陸續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

「全國經濟發展會議」及「全國產業發展會議」中，將智慧財產權管理納為六大

關鍵新興產業的基礎，智財政策之具體作為整理如表 3-3： 

 表 3-3 智財政策之具體作為 

時間     具體作為    成果 

2000 年 將「智慧財產技術服務」納入研發服務範

疇中 

智慧財產服務業納入政府重點扶持

服務業之一 

2001 年 1.經濟部工業局修正「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新增訂之「研發服務（R&D Services）」

納入 12 項「服務業」之一 

2.建置臺灣技術交易（TWTM）整合服務中

心及其資訊網，以解決國內技術交易市場

欠缺“提供整體服務功能”和“智慧財產

不易流通”的困境 

引領臺灣技術交易服務業發展，並落

實經發會對“研議設立技術及智財

權交易機制”的共識  

2004 年 擬定「研發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以促進我國產業高值化之新興服務產業 

制定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以落實研

發服務業 

2008 年 啟動「智慧財產流通運用計畫」，以活絡智

慧財產流通運用市場為主要目標，提供國

內外產學研可交易之智慧財產資訊， 

建立臺灣技術交易整合服務中心

（TWTM） 

2009 年 1.導入臺灣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TIPS) 

2.推動研發服務業（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

並成立產業別技術交易聯盟 

1.共 157 家企業導入導入臺灣智慧財

產管理制度  

2.推動 21 家研發服務業（智慧財產

技術服務業）成立 6 個產業別技術交

易聯盟，促成 84 項專利技術達成交

易 



 

 ２５ 

3.創造衍生投資效益 2.6 億元 

2010 年 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 1.工研院建置「專利加值輔導顧問中

心 」，除了廣征全國的專利技術之

外，更針對專利技術所有權單位進行

媒合服務和商品化輔導 

2.藉由專家、顧問或是技術服務業者

所專長的專利技術提供評估、加值及

行銷推廣、營運計畫書、商品化驗

證、新商品開發等專業服務能量，建

立活絡的智慧財產流通運用市場，協

助產業掌握創新契機，提升企業競爭

力 

2010 年 經濟部工業局持續推動「智慧財產流通運

用計畫」，以臺灣技術交易整合服務中心

（TWTM）現有能量為基礎，整合跨部會

資源 

1.加速專利技術媒合效率，提升企業

運用專利進行商品化的機會 

2.共輔導廠商完成 93 案智財商品化

營運計畫書撰寫或商品化驗證輔

導，並促成 162 件專利技術授權交易

及新商品開發，創造 4.3 億元以上投

資效益 

三、政府在全國科技會議及其他科技會議之智財政策 

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於智財政策之具體結論整理如下: 

為使我國能在全球市場取得有利的戰鬥位置，分別提出四大遠景及四項重要措施

如下： 

（一）願景 

1.形成臺灣產業智財佈局保護網 

2.佈局發展下一代新興產業 

3.建立研發成果銜接至新創事業之機制 

4.營造健全的智財基礎環境 

（二）重要建議措施整理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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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之財智重要建議與措施 

建議措施 目的 具體做法 

（ 一 ） 防 孚 性 地 雷 佈 陣

（Minefields）： 

建構臺灣產業智財佈雷陣，面

對國際侵權 

興訟，協助產業防禦及主動攻

擊 

1. 成立具多元彈性及策略防

禦性的智財營運組織 

2. 推動國內學研機構研發成

果整合平臺 

3. 強化專利人員的專業培訓 

4. 促進完備智財法制，落實

智財保護措施 

（ 二 ） 產 業 面 策 略 佈 局

（Machine guns） 

推動重點產業前瞻智財佈

局，促使新興產業鏈各環節發

展與智財結合。 

1. 杠杆既有國家科技研發資

源，佈局研發關鍵性專利 

2. 推動新興產業領域的專利

規劃佈局 

（ 三 ） 高 風 險 早 期 投 資

（Long-shots）及偶發性創意

投資（Strategic missiles） 

建 立 早 期 技 術 育 苗 補 助

(Angel Funds)，投入高風險高

潛力研發成果，善用政府大數

法則，以利高風險專利之市場

銜接；對偶發式創新點子，保

留隨到隨審空間，補助其研發

突破 

1. 推動「有限合夥法」，強

化創投營運機制 

2. 廣納民間多元專長人才

參與選題機制與推動研

發成果商品化 

第四節 智財服務業上市之積極意義 

我們知道，一個企業單純依靠自身的積累，其發展速度是有限的，隨著企業

發展規模的逐漸擴大，資金、人才等方面的瓶頸將會逐漸顯現。企業要想繼續保

持快速的發展，實現由量變到質變的提升，就必頇走資本運作的道路，就必頇將

實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貣來。通過發行上市，企業的融資管道大大拓寬，特別

是對於那些有好專案、有好想法的優秀企業來說，資本市場為他們提供了追趕國

內行業領先企業或國際先進企業的可能。與此同時，通過發行上市，成為公眾公

司，讓企業處於眾多投資者的監督之下，也有利於企業制定更為合理的投資決策，

迫使企業的管理者更加勤奮敬業，從而有利於將公司打造成為百年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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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服務貫穿智慧財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各個環節，主要涉及六個

方面的內容：一是智慧財產權權資訊服務，如檢索分析、資料庫建設；二是智慧

財產權代理服務，如申請、註冊、登記、復審、無效；三是智慧財產權法律服務，

如企業上市或並購中的相關法律事務、盡職調查、國內外維權訴訟；四是智慧財

產權商用化服務，如評估、交易、投融資、託管、經營；五是智慧財產權諮詢服

務，如預警分析、管理諮詢、戰略諮詢和實務諮詢；六是智慧財產權培訓服務，

如職業資格培訓、高端實務培訓。 

智財服務業是提供智慧財產權“獲權—用權—維權”相關服務，促進智慧財

產權權利化、商用化、產業化，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新興業態。智慧財產權服

務業主要特徵表現在：就業者素質高，消耗資源少和環境成本低，高度依賴專業

性知識和法律法規，依賴智慧財產權資訊資源，是促進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

的重要載體。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企業運營模式的創新機制才是促使一個企業在世界大

環境中得以長期生存發展的靈魂。當今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加強對智慧財產服務業

的技術和政策支持，據北京商報 2013 年 4 月 24 日訊，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的“中

關村模式”正在加速成型，中關村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培育智財服務業新業

態、新模式的產業策源地。在“4·26 世界知識產權日”到來之際，北京中關村國

家智財服務業集聚發展詴驗區於 2013 年 4 月 23 日揭牌成立。許多業內專家認為，

詴驗區的建立不僅使高端智財服務成為中關村新名片，還將推動智財服務業成為

北京現代服務業格局中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7
 

可見，在當今政府部門的大力幫助和支持下，智財服務業可以更好更快速的

完成企業成功上市。與製造業不同，知識產權服務業對自然資源和土地的要求不

高，有形資產少，更多依賴的是人才、資金和市場空間，對投資環境依賴程度高，

對法律、信用和政府政策等制度環境敏感，因而對制度設計、機制創新和政策支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官方網站 http://www.sipo.gov.cn/ 最後訪問時間 2013 年 5 月 7 晶 17：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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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因素決定了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

道路，具有較之一般企業更為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於完善智財服務業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道路有利於推動制定加快發展智財

服務業的財政、金融和稅收政策，知識產權服務企業納入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領域。

推動建立政府投資專案知識產權評議機制，健全知識產權預警應急機制、海外維

權和爭端解決機制。推動建立知識產權服務人才職業資格認證制度。構建知識產

權服務機構信用評價體系。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服務業統計與監測體系。從而更

大限度地轉變政府職能，努力解決制約智財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在政府

提供的公益服務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實現服務主體和服務方式的多元化。 

二、有利於加強智財基礎資訊資源建設與開發利用 

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道路有利於強化政府的基本公共服

務職能，智財服務業的上市，這就意味著相關部門要特別注重制度、規則及相關

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必備的基礎設施和公

共資源支援。從而加強智財資訊資源的收集、加工，整合專利、商標、版權、植

物新品種等各類智財資訊，建設綜合性智財資訊公共服務平臺。進一步開放基礎

智財資訊資源，擴大共用範圍，使各類智財服務主體可低成本地獲得基礎資訊資

源。這就有利於鼓勵社會資金投入，參與增值性智財資訊的開發利用，促進形成

自主品牌的智財資訊服務機構。 

三、有利於健全智財服務行業管理 

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道路有利於鼓勵成立智財服務產業

聯盟。發揮聯盟在行業自律、服務品牌整合、標準制訂、服務產品交流與推廣方

面的作用，推動智財服務業水準的提高。加強政府對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的引導、

協調與監督指導。制定智財服務行業標準和執行規範。加強對服務機構和服務人

員的執業監督和管理，規範執業資質管理，明確執業範圍，規範執業行為，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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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服務業健康發展。健全智財仲介服務誠信資訊管理、信用評價和失信懲戒等

誠信管理制度。 

四、有利於拓展服務範圍，促進智慧財產權運用轉化 

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道路有利於引導智財代理服務機構

拓展業務範圍。實施智財資產評估工作推進計畫、智財投融資跟蹤服務計畫，開

展智財質押融資詴點工作。促進智財的交易、許可、轉化，實施專利產業化推進

工程。對上市公司知識產權進行盡職調查。探索設立由國家引導、多方參與的智

財運營資金，促進自主智財成果的運用。支持購買我國高校、研究機構和中小企

業在研發和設計中產生、對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的智財，保護自主創新成果，降低

國外智財經營公司帶來的經濟安全隱患。 

五、有利於培育智財服務市場和高端服務機構 

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道路有利於加大政府採購服務力

度，促進知識產權服務市場的發育和成熟。支持境外高水準智財服務機構與國內

智財服務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混業經營。培育智財服務品牌機構，支持服務

機構自主開發專業化的智財分析工具和服務平臺。推進智財服務託管工程，為中

小企業創新活動提供全流程服務。在國家科技創新、投資計畫制定、兼併重組、

貿易出口等重大科技經濟活動中，實施智財評議制度；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上

市公司資信審核與資訊披露、自主創新產品目錄認定等活動中，提供智財配套服

務。鼓勵商業化服務機構提供高端專業化服務，支援智財服務機構向專業化、市

場化、國際化、品牌化發展，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品牌優勢的知識產權代

理、資訊服務、經營、諮詢等服務機構。 

六、有利於壯大智財服務人才隊伍 

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道路有利於加快培養大批社會急需

的智財服務高端人才。擴大專利代理人規模，發展無形資產評估師、智財管理工

程師、智財諮詢師、專利經紀人、專利資訊分析師隊伍。完善智財服務相關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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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創新智財人才培養模式，鼓勵校企合作培養智財服務人才。同時鼓勵條件

較好的服務機構參與作為人才培訓的實訓基地，鼓勵服務機構與高校專業人才相

互兼職，聯合培養人才。支援引進懂技術、懂法律、懂經濟、懂管理的複合型國

際高端人才，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提供人才支撐。 

第四章 相對智財服務業者之其他 

專業服務業者上市櫃個案研究 

所謂上市，又稱股票上市，是指已經發行的股票經證券交易所批准後，在交

易所公開掛牌交易的法律行為。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憑證，根據法理上的解釋，股權一般分為公司管

理權與利潤分配權，公司出售股票，實質上是在交出部分的公司管理權與利潤分

配權。這對於公司原股東來說，是極度不利的。那公司究竟為何要上市，股東又

為何同意公司上市呢？或者說，公司上市究竟能帶來什麼好處呢？縱觀海內外各

國關於企業上市（櫃）制度的法律法規之規定，不難看出，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

企業上市都展現出其共通性的優點。 

一般來講，公司上市能帶來如下好處： 

一、擴充資本。上市最直接、最便捷的融資方式。公司發展中的最大瓶頸便

是資金，而公司通過上市可以使自己的資本金擴大 10 倍、20 倍甚至更高。 

若公司意圖通過借貸的方式取得自身資本十倍以上的資金，第一，借貸的成

功率較低，第二，即使借款成功了，債權人為了收回借款，也不會允許自己的債

務人進行高風險的投資，借款直接成為了公司發展的包袱。然而，公司通過出售

自己的股票來融資，第一，融資的成功率比借款高，第二，因為股民購買股票的

直接目的就是高額的利潤或者差價，因此，股民鼓勵公司進行利潤最大化的投資，

而不會隨意限制公司的經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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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贏得機遇。上市以後，公司會取得千千萬萬股民的關注，一方面節省了

公司的廣告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的任何經營策略或者投資計畫都會及時地

被股民獲知並傳播，為公司贏得了機遇。 

三、規範治理。上市公司有很高的資訊披露要求，證監會、證券交易所以及

投資商、股民都在監督上市公司的經營和管理。所以，上市公司的治理機構相比

而言是十分規範的。 

四、擴張業務。公司上市以後，資本實力顯著增強，公司治理也更加規範，

加之上市公司需要披露自己的經營狀況，所以很多合作夥伴都認為與上市公司的

交易更加安全，也更青睞與上市公司的合作。 

然而，上市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就像我們前面說的，公司出售了自己的股票，

讓很多不確定的人購買自己的股票，分享自己的管理權與收益，甚至可能導致被

惡意收購。另外，上市公司的資訊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更為透明，競爭對手更

易於瞭解或捕捉自己的資訊，在一定程度了降低了自己的市場競爭力。 

當然，與上市公司的劣勢相比，公司為了發展壯大、籌集資金，更傾向於選

擇上市。上市也成為了千千萬萬企業家的夢想！ 

第一節 臺灣上市櫃制度簡介 

截至 2012/01 統計，臺灣資本市場之臺股計有上市公司有 790 家，上櫃 610 家，

興櫃 276 家。國內投信發行基金約 603 檔(目前有 17 檔在證交所掛牌)，境外基金

1,019 檔(由於手續費率及幣別不同，有報價者約 2,823 檔基金)。新興的 REITs 至

目前有 8 檔在證交所掛牌。認購(售)權證共有 9,347 檔，有 72 檔為牛熊證。其中

7,759 檔在 TSE 掛牌，1,588 檔在 OTC 掛牌。臺灣證券交易所統計，截至 2013 年

2 月 23 日止，全體上市公司市值新台幣 22 兆 2720.28 億元。8
 

完整的證券市場體系，包含集中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為推動臺灣成為亞太

                                                 
8 臺灣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最後訪問時間 2013年 4月 28日 09：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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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中心，如何使國內眾多中小企業得利用資本市場募集發展所需資金，以提升

產能，強化競爭能力，為政府及民間之共識，因此必頇參考其他先進國家扶植本

土高科技及新興產業之作法，構建集中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相輔相成的完整證券

市場體系。 

第一項 臺灣多層次資本市場 

概括而言，現今的臺灣證券市場可大致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公司制

的臺灣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場，採取典型的競價制度和電子交易，不允許場外

交易;第二層次是財團法人制的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市場，以競價制度為主做市商制

度為輔;第三層次是興櫃市場，由櫃檯買賣中心代管，交易採用經紀或自營的議價

成交方式。此外，臺灣證券市場上還存在著大量的非公開的私人股權交易行為，

以盤商為仲介進行，因此，也被稱作“盤商市場”。（詳見圖 4-1） 

 

圖 4-1  臺灣多層次資本市場結構圖 

從市場規模統計，臺交所是證券交易的集中市場，其無論是公司家數還是市

值、成交金額均排在各層次市場之首，且超出櫃檯買賣與興櫃市場累計數倍;櫃檯

買賣也漸成規模，尤其是近年上櫃公司家數和品質有顯著提高，正努力朝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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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斯達克”市場方向發展;興櫃市場定位於上市、上櫃的預備市場，因此企業家

數和企業規模有限，其同時承擔著“收編”盤商市場的隱性政策目的，因此有著

一定的發展前景;位於底層的盤商市場是非公開的股權交易市場，由於臺灣上市、

上櫃公司數目並不多，大量的股份公司存在著交易需求，因此盤商市場的基數相

當大，已超出了店頭市場的規模。 

從上市條件基本可以勾勒出臺灣多層次市場體系的全貌，臺交所集中市場上

市條件嚴格，其申請企業無論是資本額、設立年限、財務要求、股權分散還是公

司治理等均嚴於其他層次市場，在臺交所市場中又有層次的細分，除了一般大企

業外，還針對科技型企業和公營事業規定了較為寬鬆的上市條件;櫃檯買賣市場其

上櫃條件較為寬鬆，企業以中小型企業和科技型企業為主，因此對其上櫃條件的

要求較之臺交所低了一個層次，為了幫助臺灣中小企業、科技企業和重要事業及

早進入資本市場;興櫃市場是上櫃、上市預備市場，其上興櫃交易的審核主要交由

推薦的證券商負責，上櫃條件以程式性條件為主，沒有實質性條件。 

一、臺灣的股票發行條件與審核要點 

根據臺灣證券交易法的規定，股票的合法發行是其進入集中交易市場、櫃檯

市場和興櫃市場買賣的前提條件，股票發行審核權統一由臺灣“證期局”行使。 

總體而言，臺灣的股票發行制度是以註冊制為主，核准制為輔。除對於募集

設立、減資、現金增資、合併、依法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的情形頇證期局核

准外，其餘股票的發行多採用註冊制，即備齊公開說明書、財務報表、董事會決

議、承銷商推薦意見、法律意見書等檔後一定營業期限(首次公發為 12 日)後自動

生效。如欲主管機關提出異議，則發生兩種法律後果：一是要求補正，則在證期

局收到補正檔之日貣 12 日後發生效力;二是退回，則 3 個月內不得再次申報。 

臺灣原先將股票公開發行分為強制公開與自願公開發行，強制公開即要求實

收資本在一定數額(原為 2 億新台幣，後提升為 5 億)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頇辦理

公開發行程式，後《公司法》修改刪除了強制公發的規定，僅規定公司可依董事

會的決議，向證期局辦理公開發行程式。 因此，公司是否申請公開發行，完全屬

於其企業自治的範疇。對於申請發行的企業，臺灣法律也沒有資本、規模和經營

業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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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股票，均在集中交易市場買賣，由臺灣證券交易所運籌帷握，而

且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其公信力早已為廣大的投資人所接受；上櫃公司由早年的

店頭交易進展至目前的櫃檯買賣，在歷史、規模、公信力等各方面均不如集中市

場。因此，一般公司均以上櫃為第一階段的目標，第二階段才是上市，但也有直

接上市的股票。 

二、股票上市條件 

臺交所是臺灣唯一的股票集中交易市場，臺灣的許多國際性大企業如臺積

電、臺聯電、中信金控、明基、臺泥等都是在臺交所上市並由此走向國際化道路

的。為了順利執行上市審核職能、維持上市證券的品質，臺灣證券交易所制定了「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規定了申請上市的公司必頇

具備的條件。申請在臺交所上市的公司，除公營事業外，均應先申請其股票登錄

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並完成公開發行有價證券的相關程式，臺交

所方受理其上市申請。 

一般企業上市需滿足四個條件： 

1.設立年限：申請上市時已依公司法設立登記屆滿三年以上。但公營事業或公

營事業轉為民營者，不在此限。 

2.資本額：申請上市時之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六億元以上者。 

3.獲利能力：其個別及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規定編制之合併財務報表之

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符合下列標準之一，且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

者：(1)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占年度決算之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比率，最近二個會

計年度均達百分之六以上者;或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平均達百分之六以上，且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之獲利能力較前一會計年度為佳者。(2)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占年度決

算之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比率，最近五個會計年度均達百分之三以上者。 

4.股權分散：記名股東人數在一千人以上，其中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萬股之股

東人數不少於五百人，且其所持股份合計占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或滿一

千萬股者。 

三、股票上櫃條件 

公開發行公司申請將其所發行的證券（包括股票與公司債）在證券商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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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買賣者稱為上櫃申請，經核准可以在證券商營業處所為櫃檯買賣的股票稱為上

櫃股票，也就是說，可以在櫃檯買賣市場發行與流通的股票叫做上櫃股票。櫃檯

買賣之法源是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二條及六十二條中，皆賦予「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之法源，為配合新制實施，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旋於 83 年 10 月

修正發佈「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確立櫃檯買賣中心之法律地

位。申請上櫃流程如圖 4-2。 

臺灣櫃檯買賣中心是臺交所下第二層次的股票交易市場，進入櫃檯買賣中心

的股票也必頇是經證期局核准公開發行的股票。股票上櫃相關條件集中規定在《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以下簡稱上櫃準則)中。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者，以公司登記 (或變更登記) 後之證明檔

記載之資本額為准。但私募有價證券未經公開發行之股份不列入前開資本額之計

算。 

1.依公司法設立登記滿二個完整會計年度。其個別及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

號規定編制之合併財務報表之稅前純益占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之比率最近年度達

百分之四以上，且其最近一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者;或最近二年度均達百分之

三以上者;或最近二年度平均達百分之三以上，且最近一年度之獲利能力較前一年

度為佳者。前述合併財務報表之獲利能力不予考量少數股權純益 (損) 對其之影

響。但前揭之稅前純益，於最近一會計年度不得低於新台幣四百萬元。 

3.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萬股之記名股東人數不少於三百人，且其所持股份總額

合計占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或逾五百萬股。 

4.董事、監察人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將其持

股總額依本中心規定比率，委託指定機關集中保管，並承諾自股票在櫃檯買賣之

日貣二年內不予出售，所取得之集中保管證券憑證不予轉讓或質押，且二年期限

屆滿後，集中保管之股票允按本中心規定比率分批領回的。 

5.經二家以上證券商書面推薦者。惟應指定其中一家證券商系主辦推薦證券

商，餘系協辦推薦證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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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上櫃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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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櫃檯買賣中心所在地設有專業股務代理機構或股務單位辦理股務。 

7.應於興櫃股票市場交易滿六個月以上。 

四、股票登錄興櫃條件 

未上市股票主要是透過未上市盤商進行撮合買賣，最常發生的弊端就是買方

買到假股票，或賣方賣了股票卻拿不到錢，諸如此類的爭議，如果要走法律程式，

對一般投資人而是非常麻煩且不願意面對的。有鑒於此，政府建立了興櫃市場，

讓未上市的股票能在公平可信賴的平臺上交易，以保障投資人買賣雙方的權益。

臺灣興櫃股票市場自從 2002 年 1 月成立以來，至今已有十年的歷史，回顧當初興

櫃股票市場成立之目的，主要系希望藉此新的交易市場，將「未上市櫃股票」納

入制度管理，提供受輔導之公開發行公司於上市櫃前有一個合法安全，資訊透明

交易市場之功能，達到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推薦證券商及投資大眾三贏之局面。 

依現行法令規定，只要是公開發行公司，並且經二家以上證券承銷商申報輔

導，並由這些證券承銷商推薦，就可以向櫃檯買賣中心(OTC)申請登錄興櫃股票，

而當這項申請案經過櫃檯買賣中心核准後，可獲准登錄興櫃。由於主管機關只是

要讓未上市股票交易臺面化，所以只要申請書件齊全，並不會有特別的審查，因

此公司登錄興櫃其實和正式上市櫃沒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登錄興櫃的方式(如圖 4-3)，在登錄興櫃的條件和一般申請上市

櫃也有很大的差別。一般要申請上市櫃必頇有一定的設立年限、獲利標準及股權

分散程度等要求，興櫃市場由於目的在使未上市股票交易臺面化，所以除了前面

提到的基本條件(公開發行、申報輔導、二家推薦)外，並無需任何的設立年限、獲

利標準等其他條件，也就是說即使剛成立、或虧損不少的公司，都可以登錄興櫃，

沒有特別的限制。（詳如表 4-1） 

臺灣興櫃市場的定位有二：一是上櫃上市企業的預備市場，因法律規定上櫃、

上市企業均頇在興櫃市場交易滿 6 個月後方可申請上櫃、上市;二是公開發行未上

市股票的統一交易市場，意在收編公開發行未上市股票的地下交易市場，維護公

平、公正、公開交易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 

正是基於上述定位，興櫃股票的登錄條件極為寬鬆： 

1.必頇是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 

2.經二家以上證券商書面推薦並檢送最近一個月對該公司之“財務業務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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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 

 

事件檢查表”。 

3.在櫃檯買賣中心所在地設有專業股務代理機構或股務單位辦理股務。 

4.募集發行之股票及債券，皆應為全面無實體發行。 

5.公開發行公司初次申請其股票登錄為櫃檯買賣者，應提出股份由其推薦證券

商認購一定比例。 

 

 

 

 

 

 

 

（三個營業日） 

 

 

 

 

 

（六個營業日） 

 

 

 

 

圖 4-3 登錄興櫃程式  

再者登錄興櫃與上市、上櫃的關係，目前法令規定：公司在申請上市、上櫃

前，必頇登錄興櫃市場滿六個月，所以一般最快在登錄興櫃市場六個月後，就可

以申請上市、上櫃。但這並非絕對的，可以登錄興櫃的公司滿六個月不代表一定

可以上市櫃，也不代表一定會申請上市櫃，必頇等到符合上市櫃標準後(設立年限、

獲利能力、股權分散等等條件)才能申請上市櫃，所以即使登錄興櫃，也必頇等到

符合上市櫃標準後才能申請。 

表 4-1 臺灣各層次市場上市條件比較 

專案 上市 上櫃 興櫃 

推 薦 證 券

商 

一家推薦證券商 二家以上推薦證券商，需指定一家為

主辦推薦證券商，餘後協辦推薦證券

二家以上推薦證券商，

需指定一家為主辦推薦

提出興櫃申請  

 

櫃檯中心核准 

並揭露公司概況 

 

開始興櫃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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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證券商，餘後協辦推薦

證券商 

服務機構 在 TWSE 所在地設服務機構 在 OTC 所在地設有專業服務代理機

構 

在 OTC 所在地設有專

業服務代理機構 

集中保管 董事、監察人、持股 10%以上股

東（特殊產業另有某種程度之擴

張應集保人員之範圍），應將其中

申請書件上所載持股，扣除承銷

之部位後，全數提交保管，且總

講不得低於股本一定比率，如有

不足者，應協調其他股東補足

之。另加計申請日至掛牌日之應

集保人員增加持股亦應全數提交

保管。於上櫃滿 6 個月後，得領

回「應集保部位」之 1/2；上櫃滿

1 年後，即得將剩餘之集保部位全

數領回。 

*公營事業不受此限。 

董事、監察人、持股 10%以上股東（特

殊產業另有某種程度之擴張應集保

人員之範圍），應將其中申請書件上

所載持股，扣除承銷之部位後，全數

提交保管，且總講不得低於股本一定

比率，如有不足者，應協調其他股東

補足之。另加計申請日至掛牌日之應

集保人員增加持股亦應全數提交保

管。於上櫃滿 6 個月後，得領回「應

集保部位」之 1/2；上櫃滿 1 年後，

即得將剩餘之集保部位全數領回。 

*公營事業不受此限。 

無限制 

集保對象 董事、監察人、持股 10%以上股

東 

董事、監察人、持股 10%以上股東 無限制 

集保股數 1.個別持股 50% 

2.扣除個別持股 50%及推薦證券

商公開銷售後之其餘股份 

3.上述 1.之總計不得低於以下比

率： 

a.三千萬股以下者，應提交總額

25% 

b. 三 千 萬 股 ~ 一 億 股 以 下 者 

a.+20% 

c. 一 億 股 ~ 二 億 股 以 下 者 

a.+b.+10% 

d.超過二億股部份 a.+b.+c.+5% 

4.上述扣除推薦證券商公開銷售

後之其餘股份，包括以下部分： 

a.於申請初次上市日至掛牌日止

所取得增資發行並於經濟部變更

登記完成之新股，以及其他原因

而持有之股份；於掛牌日止尚未

取得股票者，應承諾於取得股票

後提交集中保管。 

b.董事、監察人及股東提出老股供

證券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但未

實際於過額配售中出售並由證券

承銷商退還之股份。 

1.個別持股 50% 

2.扣除個別持股 50%及推薦證券商公

開銷售後之其餘股份 

3.上述 1.之總計不得低於以下比率： 

a.三千萬股以下者，應提交總額 25% 

b.三千萬股~一億股以下者 a.+20% 

c.一億股~二億股以下者 a.+b.+10% 

d.超過二億股部份 a.+b.+c.+5% 

4.上述扣除推薦證券商公開銷售後之

其餘股份，包括以下部分： 

a.於申請初次上櫃日至掛牌日止所取

得增資發行並於經濟部變更登記完

成之新股，以及其他原因而持有之股

份；於掛牌日止尚未取得股票者，應

承諾於取得股票後提交集中保管。 

b.董事、監察人及股東提出老股供證

券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但未實際於

過額配售中出售並由證券承銷商退

還之股份。 

無限制 

集保期間 1.個別持股 50%部份者 滿二年領

回 1/5，其後每半年可領回 1/5  

2.扣除個別持股 50%及推薦證券

商公開銷售後之其餘股份者  上

市買賣開始日貣滿一年得全數領

回  

3.前述 1.部份於上市買賣開始日

貣屆滿二年後至保管期間屆滿為

止符合以下條件者，得於此期間

全數領回集中保管之股票： 

a.未違反申請上市時出具之承諾。 

b.符合上市審查準則第四條第一

1.個別持股 50%部份者 滿二年領回 

1/5，其後每半年可領回 1/5  

2.扣除個別持股 50%及推薦證券商公

開銷售後之其餘股份者 上櫃買賣開

始日貣滿一年得全數領回  

3.前述 1.部份符合下列條件者，即可

全數一次領回： 

 

a.自開始櫃檯買賣日貣屆滿二年以

上。 

b.符合 OTC 審查準則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有關獲利能力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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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三款第一目前段有關獲利能

力之要求。但申請上市時其獲利

能力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c.已依相關規定公告申報當年季

報或半年報者，其季報或半年報

所設算之全年獲利能力亦應符合

前款獲利能力要求。設算全年獲

利之方式，應以該公司最近二年

之同期財務報告，占全年獲利比

率之平均值為基準，予以逆推設

算之。 

c.未有違反上櫃時之承諾事項。 

d.已依相關規定公告申報之最近期財

務報告，所設算之全年獲利亦應符合

b.之要求。設算全年獲利之方式，應

以該公司最近二年之同期財務報

告，占全年獲利之比率之平均值為基

準，予以逆推設算之。 

e.有關 b.、d.之要求系屬最低下限之要

求；故特殊產業申請上櫃時有更高之

獲利能力要求者，從其規定。 

輔導期 公開發行後經推薦證券商至少輔

導十二個月，登錄興櫃交易六個

月 

公開發行後經推薦證券商至少輔導

十二個月，登錄興櫃交易六個月 

公開發行後，已檢送一

個月之檢查表 

設立年限 申請上市時已依公司法設立登記

屆滿三年以上(公營事業或科技

企業除外) 

依公司法設立登記滿二個完整會計

年度 

無限制 

資本額 申請上市時之實收資本額達新台

幣六億元以上(科技型企業 3 億元

以上)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

(私募資本不計入) 

無限制 

盈利能力 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符合下列標

準之一，且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決

算無累積虧損者： 

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占年度決算

之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比率，最

近二個會計年度均達 6%以上者;

或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平均達 6%

以上，且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獲

利能力較前一會計年度為佳者。 

(2)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占年度決

算之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比率，

最近五個會計年度均達 3%以上

者。(3)最近期財務報告及其最近

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之淨值不

低於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 2/3。 

符合下列標準之一： 

稅前純益占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之

比率最近年度達 4%以上，且其最近

一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者。 

(2)最近二年度均達百分之三以上

者。(3)最近二年度平均達百分之三以

上，且最近一年度之獲利能力較前一

年度為佳。 

*科技事業、公營事業不受此限。 

無限制 

股權分散 記名股東人數在 1000 以上，其中

持有股份 1000 股至 50000 股之股

東人數不少於 500 人，且其所持

股份合計占發行股份總額 20%以

上或滿 1000 股(科技型企業為記

名股東人數在 1000 人以上，且其

中持有股份 1000 股至 50000 股之

股東人數不少於 500 人) 

持有股份 1000 股至 50000 股之記名

股東人數不少於 300 人，且其所持股

份總額合計占發行股份總額10%以上

或逾 500 萬股 

無限制 

公司治理 不得上市的情形：財務或業務未

能與他人獨立劃分;經發現有重大

非常規交易，尚未改善;有迄未有

效執行書面會計制度、內部控制

制度、內部稽核制度，或不依有

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制

財務報告等情事，情節重大的;申

請公司於最近五年內，或其現任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實質負

責人於最近三年內，有違反誠信

原則之行為;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超過其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

股東，於申請上市會計年度及其

不得上櫃的情形：財務或業務未能與

他人獨立劃分;有重大非常規交易迄

申請時尚未改善;未依相關法令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制財務報告，或內

部控制、內部稽核及書面會計制度未

經健全建立且有效執行，其情節重大

者;公司或申請時之董事、監察人、總

經理或實質負責人於最近三年內，有

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申請公司之

董事會或監察人，有無法獨立執行其

職務者 

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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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內，有大量之

股權移轉情事者;申請公司之董事

會成員少於五人，或獨立董事人

數少於二人;監察人少於三人，或

獨立監察人人數少於一人;或其董

事會、監察人有無法獨立執行其

職務者。 

無 實 體 發

行 

募集發行之股票及債券，皆應為

全面無實體發行。 

募集發行之股票及債券，皆應為全面

無實體發行。 

募集發行之股票及債

券，皆應為全面無實體

發行。 

承銷制度 1.發行公司初次申請上市，除公營

事業外，應全數以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辦理承銷。  

2.另以發行公司已募集發行之股

票作為推薦證券商穩定承銷價格

之過額配售。 

1.應辦理對外公開承銷。應提出擬上

櫃股份總額 10%以上辦理承銷，惟不

得低於一百萬股，10%若高於一千萬

股，則以不低於一千萬股承銷。 

2.興櫃股票櫃檯買賣未滿二年者，前

提出供券商認購之股數，得自總承銷

股數中扣除，惟以百分這三十為限。 

3.提撥上櫃前公開承銷之股份來源，

應以新股承銷，且不得部分新股、部

分老股，現金增資發行這新股，發行

公司應於扣除相關法令規定保留供

公司員工承購部分之股數後，全數辦

理上櫃前公開銷售。 

4.推薦證券商執行穩定承銷價格之過

額配售。 

5.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得以老

股承銷。 

6.公營事業申請上櫃者，得免委託推

薦證券商辦理承銷，欲承銷者，得以

老股承銷。 

1.掛牌前不可公開承

銷。 

2.自 96 年 7 月 1 日貣，

推薦證券商應自行認購

已發行股份總數 3%以

上且不低於 50 萬股，但

3%如超過 150 萬股。 

3.推薦證券商各應認 10

萬股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興櫃股票市場成立第一年，於 2002 年底有 172 家，2003 年底達到 245 家，2004

年則大幅增加到 350 家，隨後幾年都有 250~280 家左右之規模，成交市值達 875.7

百萬元(如表 4-2)，主要是因為大多數之公司於興櫃股票市場登錄後，成功轉為上

市公司或上櫃公司所致。自興櫃制度建立以來截至 2011 年 12 月之統計資料，申

請初次登錄興櫃股票家數為 1,172 家，其中 657 家成功轉上市櫃，截至 2013 年四

月 3 日興櫃股票家數共有 281 家 
9。由此可看出興櫃股票市場為臺灣整體證券市場

孕育出極多優質之公司，在更多國外公司興貣來臺上市櫃之計畫及政策鼓勵企產

業進入資本市場下，興櫃股票市場之規模可望維持一定水準。 

 

                           表4-2興櫃股票市場成交 

歷年興櫃股票市場統計 

                                                 
9 臺灣證券交易所 http://www.tse.com.tw/數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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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總成交值 

（百萬元） 

總成交量 

（百萬元） 

日平均值 

（百萬元） 

2002 19174.1 369.2 77.3 

2003 30991.3 1075.1 124.5 

2004 42070.1 1977.9 168.3 

2005 86307.3 2993.0 349.4 

2006 159092.1 4298.4 641.5 

2007 317，349.5 6397.9 1284.8 

2008 91524.8 3338.6 367.6 

2009 168，651.9 5089.5 671.9 

2010 23，8133.6 5887.9 948.7 

2011 

（1~11月） 

5346.4 5346.4 875.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櫃買賣中心網站） 

     興櫃股票市場儼然已成為我國上市及上櫃證券市場的預備苗圃，以及我國資

本市場中不可或缺的市場新生地。所以，我國股票市場已發展為「上市」、「上櫃」

及「興櫃」三市鼎立的健全及完整之市場體系。                                  

第二項 臺灣證券交易所介紹(TWSE) 

臺灣證券交易所(TWSE)，全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TSEC)，簡稱臺證所或證交所，為主掌臺灣股票上市公司交

易市場（即所謂的集中市場）的商業機構，它是臺灣唯一之證券交易所。民國 50

年 10 月 2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正式被批准成立，民國 51 年 2 月 9 日貣正式對外營

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的最高決策機構為股東大會，下設董事會，由 13 名董事組成，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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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推舉產生 5 名常務董事，一名董事長。 

臺灣證券交易所自成立貣，即採用股份有限制的官民合資的公司組織，擁有

台幣資本 1.2 億元，由 45 家公營和民營事業投資組成，其中公營事業及銀行占 

39%，民營事業股占 61%，其股東全部為法人，無自然人參與。臺灣證交所的交易

類型除了常規的次日交割、指定日交割以外，從民國 63 年正式開辦證券信用交易

的融資業務。 

證交所於民國 51 年開業伊始，開業以來採用的人力結算交割，65 年 9 月 1 日

自停止改為電腦結算作業。為維護市場公平交易及提高作業效率，經規劃電腦輔

助撮合交易作業，自 74 年 8 月貣分段實施，並陸續添購電腦設備，至 77 年底止，

所有股票交易均納入電腦輔助撮合交易作業，人工專櫃撮合則已成為歷史名詞，

臺灣證券交易所沿革如表 4-3： 

表 4-3 臺灣證券交易所沿革 

  時間           重要事件 備註 

51 年 2 月 9 日 正式開業 人力結算交割 

65 年 9 月 電腦結算作業  

74 年 8 月 所有股票交易均納入電腦輔助撮合交易  

82 年 8 月 上市股票全面納入電腦全自動交易系統；同時啟用線上監

視作業系統，加強對不法交易之查察，維護證券市場交易

秩序 

 

85 年 推動成立「共同責任制交割結算基金」，對維護集中交易

市場之健全發展，助益匪淺。 

針對洪福等四家

證券公司發生重

大違約案件 

86 年 10 月 開放網路交易，有鑒於網際網路委託買賣的蓬勃發展，為

維護網路交易安全，證交所除參與設立網路認證公司外，

並積極推動網路交易及加強對網路證券商之管理。 

 

87 年 積極開發期貨交易與期貨資訊系統，並進一步發展櫃檯買

賣中心信用交易系統 

 

92 年 與英國富時指數公司(FTSE)合作編制臺灣指數系列之部

分集合指數，授權由投資信託公司發行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提供投資人以最簡便的方式與低廉的成本即可投

資多檔股票； 

 

94 年 3 月 推出不動產證券化受益證券(REITs)上市，讓投資人得以

小額資金參與不動產租金之收益分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前 TWSE 提供服務包括：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88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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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證券上市； 

2.電腦與資通安全； 

3.股市監視 ； 

4.結算交割； 

5.借券系統； 

6.證券市場國際化； 

7.投資人服務。 

第二節  專業服務業者 IPO 個案（一）：104 人力銀行業者個案分析  

一、人力銀行服務業者介紹 

     人力市場營運的目的是吸引求職者與征才企業雙方，建立一個相互溝通及瞭

解的管道，減少職缺與求職資訊不對稱的現象，降低搜尋資訊成本與無用作業成

本，以更有效率的模式撮和買賣雙方。有鑒於傳統人力市場的無效率，於是出現

人力資源仲介機構，例如傳統職業介紹所、報紙徵才及人力銀行公司，提供雙方

職缺資訊交換提高人才供需媒合效率10。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產業情報研究所與聯合人力網（UDNJOB. 

COM）於 2000 年的調查指出，臺灣企業投入征才預算高達 100 億元，人力資源業

者看准市場商機紛紛投入網站建置，因經濟不景氣，各大企業投入徵才廣告市場

萎縮四成，但線上人力網站的使用卻逐年上升。 

於 1996 年 104 銀行創辦人楊基寬先生觀察到當時報紙、職務介紹所、征才紙

條等的求職管道，無法提供現代化、系統化、人性化的服務來滿足企業求才與個

人求職的需求，因此創辦了 104 人力銀行，開啟臺灣「人性化求職求才服務」元

                                                 
10
 104 人力銀行網站 available at http://www.104.com.tw/ 最後訪問時間 2013 年 5 月 8 日 13 時 29 分。 

http://www.10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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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致力於解決求才求職問題，進而提升人文水準，為社會創造價值追求社會貢

獻。  

為能提供更深更廣的服務，104 人力銀行於 2006 年 2 月以「一零四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名稱，於證交所掛牌上市，成為臺灣第一家上市的網路公司，公

司經營理念持續的獲得投資人的肯定與支持，公司更提出品牌的承諾：為求職者

「不只找工作，為你找方向」；為企業「不只找人才，為你找夥伴」（如圖 4-4） 

        

圖 4-5 104 人力銀行品牌的承諾 [4] 

104 人力銀行是主要服務是人力資源仲介服務，期許成為企業第二個人事部

門，將各種職場與就業市場的最新現況與相關資訊提供給求職者，操作模式如圖

4-5。其成功契機是進入時機較早，重視人員服務品質，全心全力於人力資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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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並針對使用者需求推陳出新。 

1996 年我國總體經濟環境成長率 YOY 6%，失業率在 3%左右，傳統人力仲介

業之市占率高，但缺乏優質人力仲介服務，考量網際網路之即時資訊反應且招募

資訊充足，可收費低廉等優點，故 104 人力銀行提供第一個嶄新的網路服務，104

人力銀行迅速成長為臺灣最大人力資源服務提供者。 

     

 圖 4-5 104 人力銀行之操作模式 

提供最有效率、人性化訴求的求職求才服務，成為就業市場代言人，不僅提

供工作、更提供專業職場生涯規劃服務，服務專案包括 1.提供求職求才者資訊，

進行職場現況分析報導的責任 2.每月固定發佈「就業市場觀察報告」等訊息。 104

人力銀行分階段發展其他部門以負責不同業務如表 4-4。 

                       表 4-4 人力銀行部門 

時間 部門                  說明 

1999.7 104 教育資

訊網 

提供證照,在職進修課程資訊、職前技能訓練在職進修培

訓、職訓課程及政府補助職業訓練、推廣教育進修,教育,

學習課程 

2001.9 104 家教網 提供案件的家教網站，將更努力朝著專業的家教資源服務

提供者，致力將家長案件與家教老師的最新現況與相關資

訊提供給廣大社會大眾 

1999.10 104 職場安 主動邀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65 反詐騙專線」建立案件

http://www.104tuto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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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網 「單一協處視窗」，並歡迎其他同業加入，共同打造更安

全的網路求職 安全服務 

1999.11 104 心理網 提供各式測驗及量表，幫助對自我及工作的瞭解，包括: 

1. 工作職能測驗，協助你找尋合適的工作及合身的

進修課程 

2. 職場情境測驗，讓你詴詴自己的戰鬥力 

3. 職場 EQ 測驗，幫助你在面對困境時，能重新面

對自己，許自己一個快樂的職場生涯 

4. 身心健康量表，檢驗你的身心健康狀況，提供適

切的建議 

5. 人格向度測驗，瞭解您的人格特質，掌握自己的

優點及長處 

6. 職業探索測驗，檢測自己的適職特性 

7. 工作適應量表，讓你瞭解你對工作的適應能力 

2000.1 104 職感網 涵蓋了十種上班族最關心的議題，讓您以輕鬆的心情掌握

趨勢、享受閱讀，包括 

1. 求職補帖：面詴求職前，你不可不知的事情 

2. 職場教戰：職場如戰場，本區教你如何攻無不克 

3. 職感嗅覺：提供職場的各種資訊 

4. 減壓沙龍：教你在面對壓力時，如何化解它 

5. 人物專訪：專訪職場巨擘，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 

6. 書妝打扮：用書本妝點自己，充實自身的精神生

活 

2002.1 104 評測銀

行 

提供快速精准且多樣化的「人才評鑒」測評工具，以整合

性的概念提供最便捷的服務 

2002.1 104 廣告中

心 

推出各項招募／行銷上的產品，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將

推廣上所產生的問題以不同的產品相對應，更深入的為客

戶解決疑難雜症廣告行銷業務 

2002.1 104 人才派

遣中心 

1. 提供專業優質的人才派遣服務。  

2. 滿足企業將非核心人力委外的需求並提供求職者正確

的、安全的、多選擇機會的臨時工作機會平臺。 

2002.1 104 人資學

院 

「104 人資學院」整合專業顧問諮詢與資訊科技，開發一

系列人資單位暨企業專屬的 e 化資訊系統、管理諮詢工

具、人才評鑒工具及職能發展系列課程。 

同時提供專業諮詢顧問團隊的服務，為企業規劃最佳的人

資管理解決方案。透過我們 Domain Know-How 的轉移，

http://www.104temp.com.tw/temp/temp_index.jsp
http://www.104temp.com.tw/temp/temp_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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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人資部門成為內部專家，並扮演好策略性人資管理的

角色、充分管理變革，以卓越績效為企業創造最大價值與

競爭優勢。 

    1995 年後第一家線上人力仲介公司「千里馬」成立，之前，尋找工作的人都

是透過報紙刊登的資料。早期的人力仲介業者向求才者索取昂貴費用，求職者通

常僅能從報紙廣告空格中瞭解公司的狀況，並且需要承擔過程中的風險與作業負

擔。公司創立之初(1996 年)競爭者為 1111 人力銀行及 My job 人力銀行。隨著網路

風氣正盛，至 1999 年臺灣的線上人力仲介市場由伯樂、千里馬和 104 人力銀行三

分天下，為了打破這個局面，104 人力銀行再度率先發動行銷攻勢，首創網站在網

站、報紙買廣告，和媒體進行合作塑造「職場代言人」的形象，而這個關鍵性的

動作，一舉讓 104 人力銀行突破經濟規模，拉開與對手的差距成為市場領導者。 

   根據相關調查 104 人力銀行每月有 320 萬人拜訪；每天近 50 萬人在 104 人力

銀行找工作；2011 年 05 月 104 資料庫統計超過 500 萬會員；數位時代 2011 百大

網站第 19 強，生活資訊∕服務查詢類第一名。 

二、104 人力銀行服務業者獲利模式 

   104 人力銀行經營模式為付費機制為求職者免費但求才企業頇付費(B2B 模式)

模式，運作模式是由 B2C 產生有效的內容後，累積個人使用者當作網站的資產，

轉向企業收費，收費規定如表 4-5，並搭配廣告行銷，受入約占營收總額的 20~30%

左右。104 已經是人力資源網站的第一品牌，在評估市場的習慣後，仍不貿然進行

B2C 收費，其為人力資源網站未來的運作模式，但目前網友對於付費仍未被接受，

除非在產生差異化服務，否則貿然推動 B2C 收費將是不可行。 

表 4-5 104 人力銀行之收費標準 

刊登天數 14 天 30 天 60 天 90 天 180 天 365 天 

暫停天數 90 天 90 天 90 天 90 天 90 天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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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價 2800 元 4200 元 6800 元 8400 元 15750 元 31500 元 

104 人力銀行經營穩定，採用各種行銷模式包括電視廣告：強打專業形象與企

業識別系統的廣告；公關行銷：提供關於職場議題的各種新聞，以達成事件行銷

的效益，提高企業與個人對『104 人力銀行』的整體評價；電話行銷：對無法上網

的求職者，104 人力銀行提供求職者以傳真、電話代為輸入資料及登錄；職務說明

會與講座活動：校園征才；推廣促銷活動：針對不同的職務需求季節，設計不同

的短期性促銷方案與活動，來提醒或刺激顧客使用，或介紹產品與服務。 

三、104 人力銀行服務業者上市櫃規劃條件 

    復華金控輔導 104 人力銀行於 2005 年 2 月 18 日申請股票上櫃，以一零四資

訊（3130）一零四資訊科技（3130 )掛牌，上市首日大漲 90 元，漲幅達 94%。掛

牌基準價 95 元，2 月 18 日上市以 168.5 元開出，盤中一度漲到 193 元，漲幅超過

1 倍，成交量達 2001 張，一零四上市前興櫃參考價為 171 元，興櫃掛牌期間一度

漲到 184 元。 

  一零四資訊科技初期資本額僅 150 萬元，公司成立 2 年就開始賺錢，是臺灣

國內網路公司中最早出現獲利者，在公司不斷擴張之餘，也開放員工入股，未辦

理上市增資前員工持股比重原達 87%，增資後在外流通股權則有 23%，但楊基寬

及其家族仍占股權 5 成。一零四資訊科技於 2004 年在國內人力銀行市占率達 7 成，

今年 4 月將在中國設辦公室，並計畫收購中國中小型人力銀行業者，取得在中國

市場的合法經營地位。  

主辦券商復華證券表示一零四資訊科技公司在國內人力銀行網站具領先優

勢，2004 年公司營運成長驚人，去年度營收 8.09 億元，較前一年大幅成長了 48.62

％，稅前淨利達 3.1 3 億元，每股稅後盈餘達 10.68 元。因獲利表現突出，該公司

今年每股配發 7.5 元股利，其中，股票股利 2.125 元，現金股息 5.375 元。主辦券

商復華證券表示，2004 年上半年一零四資訊(3130)續保持亮麗的業績成長，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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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2005 年上半年營收已達 4.77 億元，與 2004 年同期的 3.96 億元，成長幅度 20.65

％。 

四、104 人力銀行服務業者上市櫃後發展 

   104 人力銀行總經理楊基寬表示，目前線上人力招募已被 90%企業公認最具未

來性，從 104 人力銀行 1996 年成立以來，當時國內企業使用報紙招募市占率達

100%，但人力招募服務至 2006 年傳統報紙與線上招募比重已轉變為 6：4。一零

四資訊科技(3130)較為人知的部分為 104 人力銀行，事實上該公司除大陸轉投資之

外，旗下另區分四大事業群如表 4-6。 

 表 4-6  四大事業群 

事業群 任務 

人力銀行事業群 人才媒介為主 

加值事業群 企業外包、採購為主 

獵才及派遣事業群 高階人才媒介或人力派遣為主 

人資學院事業群 協助企業人力資源規畫為主 

 104 人力銀行為了區隔市場，擴大發展的腹地，於是決定採取多角化經營，

與純粹提供人力仲介服務公司提供差異化服務，以求職者與征才企業的需求為重

心，開發提供其他相關加值服務(如表 4-7)，包括教育資訊網、職場安全網、心理

網等多個子網站，提供全方面的服務，提高使用者忠誠度。104 人力銀行本業連續

10 年表現突出，獲利能力如表 4-7，97~101 年 EPS 均保持 5~7 元。統計最近六年

財務報表如圖 4-8。 

                  表 4-7 獲利能力(2007~2011 年報資訊) 

單位：新台幣千元      

專案 

年度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當年度截至

101 年 3 月 31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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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財務資料 

營業收入 1061442 1022913 798150 1027199 1040084 213478 

營業毛利 883270 864491 671254 898028 896319 179600 

營業（損益） 307901 316255 213575 335694 269891 17418 

營業外收入及

利益 

26729 37450 30938 29770 30996 8473 

營業外費用及

損失 

44292 47736 56112 71489 35759 9640 

稅前（損益） 290338 305969 188401 293975 265128 16251 

稅後（損）益 245417 238328 171542 261328 228165 12496 

每股

盈餘

（元

） 

 

追溯調

整前 

7.27 7.06 5.08 7.72 6.71 0.37 

追溯調

整後 

7.27 7.06 5.08 7.72   

表 4-8 財務報表（2007~2012 年報） 

年

度 

營收(億) 稅後淨

利(億) 

EPS(

元) 

毛利率

(%) 

營益率

(%) 

純益率

(%) 

流動比

率(%) 

負債比

率(%) 

每股淨

值(元) 

101 9.65 1.71 5.03 86.76 18.5 17.71 271 28 33.81 

100 10.4 2.28 6.71 86.18 25.95 21.94 326 24 36.44 

99 10.27 2.61 7.72 87.42 32.68 25.44 331 24 35.5 

98 7.98 1.72 5.08 84.1 26.76 22 348 20 32.05 

97 10.23 2.38 7.06 84.51 30.92 23 352 21 31.23 

96 10.61 2.45 7.26 83.21 29.01 23.12 358 21 30.57 

目前據一零四統計，2012 年旗下約擁有 420 萬個人履歷表，另以年營收逾新

台幣 500 萬元企業約 32 萬家估計，一零四約與 15.8 萬家企業合作。但由於企業縮

減支出，因此一零四的人力派遣及外包成為上半年少數維持成長的部門，其中人

力派遣營收約較 2007 年同期成長 30%；此外屬於加值事業群的採購、加盟創業等

分眾網站，都因為景氣趨緩而衰退，僅有外包呈現成長表現。 

線上人力招募經濟又有效，線上人力招募方式所提供之經濟性及效益性，已

被 90％曾經使用過網路求才之企業評為最具未來性招募方式；過去數年來，國內

企業使用報紙及線上招募比值已上升為六比四，顯示國內求職求才習慣，已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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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平面媒體迅速轉向線上媒體，甚至有淩駕傳統招募方式之趨勢。 

展望未來，楊基寬表示，一零四資訊科技未來將在除鞏固客戶忠誠度，並善

加利用其龐大資料庫，持續朝向高附加價值商品與服務發展外，更計畫運用台商

企業客戶影響力，迅速累積大陸當地人士資料庫，積極搶攻大中華地區超過 8000

萬人才總量需求之市場。 

第三節  專業服務業者 IPO 個案（二）  

耕興安規檢測認證服務業者個案分析 

一、耕興安規檢測認服務證業者介紹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自 1986 年 5 月成立以來，業務主要是手機、電磁相容性

(EMC)檢測、安規檢測認證的服務，目前是我國無線產品和檢測大廠。經過多年來

用心的經營，已經取得臺灣主管機關 BSMI 及 NCC, 各國普遍承認 TAF 之驗證機

關及測詴實驗室認證資格，以及手機產品之 PTCRB, GCF, CTIA 等單位多項認證；

成為國內最大規模具公信力之 EMC/Safety/無線通訊/手機專業認證機構。公司基本

資料如表 4-9，公司之組織架構如圖 4-6。 

                   表 4-9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之基本資料 

資 本 額 NT$814,445,597 已發行 

股數 

81,445,597 股 

員工人數 400+人 公司 

定位 

獨立超然公正，民營檢測認證實驗室 

品質政策 熱誠，專業，快速 服務 

專案 

EMC & SAFETY 測詴、修改及發證 

實驗室設

置 

臺灣場地- 汐止、中和、內湖、東湖、林口、華亞科技園區、桃園八

德、竹北、中國昆山、中國深圳以及韓國 

主要產品 (1)電磁相容檢測服務（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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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規檢測服務（Safety） 

(3)無線電檢測服務(Radio device ) 

(4)手機檢測服務(Mobile communication: GPRS, CDMA, …) 

(5)防磁零組件銷售（Component） 

(6)NCC 委託辦理驗證服務(NCC Certification) 

     圖 4-6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架構 [5] 

耕興的目前主要業務有四項：1.無線網通產品和手機認證 2. 電子電氣產品電

磁相容(EMC)認證 3. 安規檢測服務 4. 防磁零組件之銷售。公司於 2000 年從事傳

統家電 EMC、安規檢測，但隨著臺灣無線通訊產業積極發展，在 2004 年成立無線

通訊和手機部門，開始投資無線通訊和手機相關的檢測設備，跨入無線行動裝置

功能檢測領域，陸續取得重要的無線行動認證發照，成為國內最大規模具公信力

之 EMC/Safety/無線通訊/手機專業認證公司。 

二、耕興安規檢測認服務證業者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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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安規檢驗之產業競爭狀況是同質性小廠眾多且競爭激烈，下游大廠難以

向上整合，耕興透過不斷資本支出以建構一條龍式的整合式檢測服務，因為不斷

資本支出以建立技術認證障礙；此外耕興提供手機的檢測認證服務，在國內、亞

洲有獨佔優勢，並能在臺灣、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多國的直接發照權。由

年報分析得知耕興在無線通訊和手機 EMC、安規檢測收入占營收比例大，在毛利

率上檢測服務高達 50%，遠勝於防磁零件的買賣毛利，使得檢測業務的毛利占大

部分的毛利各產品收入比重如圖 4-7，故無線通訊、手機、電子產品 EMC 的檢測

報告收入，已成為獲利的主力來源。 

由以上幾點競爭優勢，耕興和國內和東南亞競爭對手相比，耕興在檢測服務

發證權、整合式服務上有較大的差異化優勢；因為國際大廠客戶對於檢測服務速

度、服務品質的重視更勝於價格；此外，耕興針對特定 2G、3G、3.5G、4G 行動

裝置產品推出的即時性需求，提高公司整體的獲利。 

 

               圖 4-7 各產品收入比重  

 (資料來源: http://statementdog.com/blog/archives/4199) 

耕興對於無線通訊、手機的檢測認證需求掌握精確，2004 年成立手機和無線

http://statementdog.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2/06/6146_sales.jpg
http://statementdog.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2/06/6146_sales.jpg


 

 ５５ 

產品部門，積極購入相關檢測設備，成為國內相關檢測產能上最具規模的檢測認

證廠。而不斷資本支出的成果，8 年來獲利穩定低度成長。營收 2004 年~2011 年

成長約 1 倍，平均年複合報酬率約 10.67%。稅後淨利 2004 年~2011 年來成長了約

1.2 倍，平均年複合報酬率 11.88%
11。每股盈餘(EPS)2002 年~2012 年逐年成長如表

4-10。 

表 4-10 耕興(6146)之每股盈餘[6] 

交易日 現金股

利（元/

股） 

股票股利 現增配

股（股/

千股） 

認購

價（元

/股） 

員工紅利

轉增資

（股） 

停止過戶日 

公積（股/

千股） 

盈餘（股

/千股） 

20120815 4.8 0 20 0 0 61767 20120817-20120821 

20110715 4.9449 0 4.9949 0 0 57009 20110719-20110723 

20100721 4 0 20 0 0 56748 20100723-20100727 

20090818 3.4 0 10 0 0 0 20090820-20090824 

20080814 3 0 10 0 0 350000 20080816-20080820 

20070822 2.6675 19.7594 9.8797 0 0 700000 20070824-20070828 

20060810 1.9889 49.7235 49.7235 0 0 1200000 20060814-20060818 

20050804 1.9839 49.5975 49.5975 0 0 1300000 20050808-20050812 

20040707 2.01 0 95.747 0 0 1500000 20040709-20040713 

20030729 1.2 0 180 0 0 1380000 20030731-20030804 

20020619 1 20 130 0 0 900000 20020621-20020625 

三、耕興安規檢測認服務證業者上櫃規劃條件 

耕興 2002 年 1 月 23 日正式掛牌上櫃，2002 年主要業務是防磁零件的買賣與

發展傳統電器規認證服務。值得一提，耕興不斷求新求變，提高安規檢測服務品

質及投資軟硬體設備，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例如於 1993 於臺北松山設立 safety 

實驗室，並陸續取得美國 UL, 加拿大 CSA, 德國 TUV (Rheinland 及 PS) 等各國

認可。2001 年於桃園縣龜山鄉華亞科學園區增設華亞實驗室，建置了 3m 與 10m 

半電波暗室，使安規認證業務獲得美國 UL 實驗室 CAP 認證。民國 82 年 7 月成立

安規認證事業部，目前位於內湖和中和設有 SAFETY 標準實驗室。上櫃掛牌前之

                                                 
11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available at Http://www.sporton.com.tw 最後訪問時間 2013 年 5 月 10 日 15 時 28 分。 

http://www.sport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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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劃工作如表 4-11: 

表 4-11 上櫃掛牌前之重要規劃工作 

時間       重 要 規 劃 工 作 

1986 年 創立於臺北松山，設 EMI shielding room 乙座，首開 EMI 民營實驗

室先例，提供國內廠商除了 ERSO 外之另一選擇。 

1988 年 於臺北內湖設立 EMI open area test site 場地，並取得美國 FCC, 日本 

VCCI, 挪威 Nemko 認可 。 

1993 年 於臺北松山設立 safety 實驗室，並陸續取得美國 UL, 加拿大 CSA, 

德國 TUV (Rheinland 及 PS) 等各國認可。(現已移到中和) 

1995 年 因應歐盟 CE 之要求，斥資新台幣三仟萬元，於臺北縣林口鄉興建 

EMC (EMI 及 EMS) 實驗室場地 。 

1997 年 總公司擴遷於臺北縣汐止，提供更快速、更完善的服務 。 

1999 年 於臺北縣中和成立零件事業部，從事電磁波抑制(EMI)電子零件買賣。 

2001 年 於桃園縣龜山鄉華亞科學園區增設華亞實驗室，建置了 3m 與 10m 

半電波暗室。安規認證業務獲得美國 UL 實驗室 CAP 認證。 

2002 年 於 1 月 23 日正式掛牌上櫃。 

行動裝置檢測專案具強制，公司針對產品的檢測與認證不斷資本支出以建立

行動裝置認證的實驗室，搭配世界大廠在地化服務品質要求；但因產品的檢測專

案多變而龐雜，一次購足的整合式檢測為競爭優勢的趨勢，使得耕興連續八年毛

利率高於 40%以上且股價走勢平穩，故於 2002 年順利通過 OTC 審查掛牌上櫃。 

目前安規認證事業部服務的專案範圍涵蓋歐洲共同市場(18 個會員國)，北歐及

其它地區和國家，如德國地區，大陸地區，日本，加拿大，波蘭，俄羅斯，阿根

廷，新加坡和韓國等。此外，安規認證事業部也陸續獲得臺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TUV Rheinland Taiwan）、挪威商聯廣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Nemko Taiwan）、樹德產品驗證顧問股份有限公司(TUV/SUD)、中華民國標準檢

驗局(BSMI)、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CNLA)及美國保險實驗室(UL) 頒發的安

規實驗室認證。 

四、耕興安規檢測認服務證業者上市櫃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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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下一代主流 4G 技術幾乎已確定是長期演進技術（Long Term Evolution, 

LTE），蘋果的 New ipad 也已經率先採用，未來幾年市場的滲透率將逐漸提高。耕

興 2012 年已開始在手機 4G(LTE)、802.11ac (第五代 Wi-Fi)相關設備上進行投資，

目前已具有 4G(LTE)的檢測能力，近期也通過了 802.11ac 檢測授權認證，手機和

無線設備檢測產能和支出，仍將是耕興業績成長最重要的觀察。 

短期成長動能觀察，則是耕興海外市場的佈局。由於韓國三星已是全球重要

的手機製造商，中國的華為、中興也開始要跨足國外主要市場，產品在強制性、

共通性(conform)認證上需求也會逐漸提升。耕興目前在兩地都以有子公司服務當

地市場，如果能隨著韓國和大陸手機商的發展成長，對耕興在亞洲市占率和獲利

是正面因素。長期成長動能觀察手機下一代主流 4G LTE 技術的導入，蘋果的 New 

ipad 也已經率先採用，未來幾年市場的 4G 產品滲透率將逐漸提高(如圖 4-8)。  

     

  圖 4-8 全球智慧型手機和平板數量預估 (圖表來源：IEK 2011/8) 

第三節  本章小結 

企業發行股票的目的為便利籌措長期資金，加速企業成長、提高公司聲譽，

帶動業績成長、促進內部管理健全，增加經營績效、易獲國內外各界之支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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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市場分散股份，以達利潤分享之均富目的。同理，股票上市(櫃)對股東帶來的利

益:證券易於流通及變現、得為融資融券或金融機構貸款之擔保、透過各方資料提

供，瞭解公司財務業務動態、經由上市，公司能取得資金作為下一步發展之動力

來源，股東亦可分享此一成長收益。從本章所探討的二個專業服務案例可以清楚

的發現，專業服務公司若能透過資本市場籌措長期資金，不但可加速企業成長、

提高公司聲譽，帶動業績成長、促進內部管理健全，增加經營績效。由於專業服

務公司上市櫃已經有前例可循，再加上目前政府積極鼓勵智財服務產業的發展，

因此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者也應可以思考透過上市上櫃作為營運的中期目標，透

過興櫃、OTC 市場及臺灣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場，在證券市場籌獲資本，進而

強化營運之活動力與競爭力，以為臺灣業者之國際競爭能力加分。 

第五章  智財服務業者 IPO 個案之規劃 

第一節 智財服務業者個案介紹 

 宏景智權集團(合併資本額 8500 萬)旗下公司有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

本額 3500 萬)，之後延伸有宏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 2500 萬)以及亞信

檢測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 2500 萬)，由創辦人陳裕禎(Chen Yu Chen; Ivan)於 2004

年首先在臺灣創立，並暫設址於臺北市建國北路長春大樓。 

一、宏景智權集團歷史沿革 

創立初期僅有兩位股東，分別負責業務與程序管理以及專利說明書撰寫與品

質把關。憑藉著之前在企業內部超過 10 年的專利申請經驗與專利侵權訴訟實戰曆

練，以企業專利法務部門的隱形幕僚為目標所新創之專利商標服務公司。 

至 2010 年，臺灣宏景智權集團以其信仰(天道酬勤/業道酬精)，得到國內外相

當多客戶的認同，當時股東(Managing Partner)包含創辦人已有 5 位，分別管理臺北

總所程式部、臺北總所技術部、臺中所業務部、臺南所業務部，臺灣地區的員工

人數高達 100 人。其中，多為專利代理人、商標代理人。且臺灣員工中大都具有

博士學位者以及擁有碩士以上學位者超過 90％，其餘均為大學以上畢業，其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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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員工均精通兩種語言以上，且有部分員工屬美國籍以及日本籍。 

至 2012 年，宏景智權集團的誕生是由臺灣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延

伸至亞信檢測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國內外超過 80%客戶的安規認證資格取得)以及

宏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國內外超過 50%客戶的健康食品字型大小認證資

格取得)。 

二、個案服務專案 

宏景智權集團提供跨國之整合性智財服務，各單項服務內容如表 5-1，詳細說

明如下。 

表 5-1 整合性服務 

智慧財產權取得服務 智慧財產分析服務 智慧財產佈局分析服務 

智慧財產侵權分析服務 立智慧財產管理與運用制

度服務 

智慧財產獲利模式規劃

服務 

智慧財產行銷服務 智慧財產法務服務 特殊技術服務 

 

 智慧財產權取得服務: 

1. 世界各國專利申請 

2. 世界各國商標申請 

3. 世界著作權登記服務 

4. 世界各國法院公証服務 

5. 積體電路佈局保護登記 

6. 企業研發日誌導入 

7. 專利挖掘服務(包括技術新構想提案書挖掘/專利回避設計分析) 

8. 中國馳名商標申請 

  

 提供智慧財產分析服務: 

1. 專利申請前之檢索分析報告(涵蓋世界各國專利資料庫) 

2. 商標申請前之檢索分析報告(依據客戶申請國家之商標資料庫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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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利技術/功能手段分類表(涵蓋世界各國專利資料庫) 

4. 競爭對手之專利技術分類表(涵蓋世界各國專利資料庫) 

5. 競爭對手之專利舉發證據分析檢索(涵蓋世界各國專利資料庫及各國期刊

文獻) 

6. 商品回避設計與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對照表(兩欄式或三欄式分析) 

7. 著作權查核表(包括各種電腦軟體產品) 

  

 提供智慧財產佈局分析服務: 

1. 專利地圖製作(涵蓋世界各國專利資料庫) 

2. 智慧財產權鑒價服務 

 

 提供智慧財產侵權分析服務: 

1. 撰寫、代發與回覆世界各國警告信與侵權通知信服務(包括侵權比對報告) 

2. 非侵權比對報告意見書服務 

3. 專利、商標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無效意見書撰寫服務 

4. 商品還原工程服務(包括晶片解析與製作侵權比對報告) 

5.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之獨立項製作專利權利範圍分佈圖(claim map/claim tree) 

  

 提供建立智慧財產管理與運用制度服務: 

1. 本所資深人員短期駐廠服務 

2. 本所資深人員緊急借調服務 

3. 提供跨國企業到廠專利挖掘服務(與研發人員定期面談) 

4. 提供跨國企業到廠教育訓練/智慧財產權宣導服務 

5. 提供企業新產品開發前之專利與其他智慧財產權分析服務 

6. 提供企業建立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 

7.定期提供產、官、學界專利及技術授權或移轉新聞與報導，及提供企業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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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諮詢服務 

 

 提供智慧財產獲利模式規劃服務: 

1. 協助客戶辦理各國馳名或著名商標辦理，進而提升客戶品牌價值 

2. 匯整學界客戶不再維護之專利權，提供業界客戶購置 

3. 替代客戶購置專利權(for 敝所匿名客戶) 

4. 提供客戶美國破產公司專利號明細，以供客戶購置 

5. 替代客戶發警告信並附帶鑒定報告，以打擊客戶競爭對手 

 

 提供智慧財產行銷服務: 

1. 匯整學界客戶不再維護之專利權，提供業界客戶購置 

2. 提供客戶美國破產公司專利號明細，以供客戶購置 

 

 提供智慧財產法務服務: 

1. 發警告信給客戶競爭對手 

2. 回應競爭對手的警告信 

3. 專利訴訟服務 

4. 作為客戶在臺灣/上海/日本/美國的訴訟聯絡視窗 

  提供一般法律服務如下: 

1.一般法律及智慧財產權常年顧問。 

2.提供各類法律問題諮詢與書面法律意見。 

3.專利、商標與著作權侵害之取締。 

4.國際商務合作合約擬定。 

5.貿易商務談判、和解與見證。 

6.租賃、保險與勞資糾紛、勞動契約、勞工資遣、退休或職業災害之協調處理。 

7.律師函與存證信函之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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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事、刑事訴訟、行政救濟與請求國家賠償、冤獄賠償。 

9.問題、債權追索、債務償還及查封、拍賣等強制執行之處理。 

10.廈社區問題、土地合建、委建、房地買賣、拆屋還地或其他不動產糾紛之

處理。 

11.記、投資法令顧問諮詢及稅務爭議等事件之處理。 

12 事件、婚姻、夫妻財產登記、親子、遺產、繼承、贈與、子女監護權及收

養事件處理。 

  

 特殊技術服務如下: 

 1.技術授權、移轉服務。 

 2.商標仲介與買賣。 

 3.術合作開發、委託代詢商品量產開發之服務。 

 4.商標價值分析。 

 5.食品、化妝品、藥品認證與登記服務。 

 6.財產權、專利與商標教育訓練與講座服務。 

 7.技術規劃、設計與回避服務。 

 8.申請政府各項創新服務產學合作計畫。 

 9.等導入 TIPS 臺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診斷與導入服務。 

三、個案財報狀況 

目前專利服務之產業在臺灣島內因同質性高、造成競爭激烈，無法提供國際

性專利申請與訴訟完整的服務，宏景智權集團透過不斷合作夥伴於各地創立分公

司，以建構一個整合式智財相關技術服務，因為不斷創新以建立技術優勢，在國

內、中國大陸、日本及美國陸續建立據點提供智財、法律、安規認證以及健字號

認證相關技術服務。 

由年報分析得知公司近三年(2010~2012 年)之財報狀況(不含政府規費以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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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代付應收,約略占總營收 40%)如表 5-2 和 5-3。 

                      表 5-2 個案財報狀況表一 

年度 專利申請

服務 

商標申請

服務 

法律服務 健康食品

認證 

安規認證 年度合計 

2010 86,925,26

7  

3,153,667  722,636  2,887,458  22,153,205  115,842,233  

2011 82,019,01

3  

3,900,205  1,493,438  2,079,809  27,588,229  117,080,694  

2012 79,527,89

0  

5,093,340  5,821,274  3,977,279  28,765,933  123,185,716  

表 5-3 個案財報狀況表二 

年度 營收

(億) 

稅後

淨利

(億) 

EPS(

元) 

毛利率

(%) 

營益率

(%) 

純益率

(%) 

流動比

率(%) 

負債

比率

(%) 

每股淨

值(元) 

2010 1.1584

2233 

-0.02 -0.28 71.88 -3.37 -1.38 2.79 32.34 1.46 

2011 1.171 -0.07 -0.95 72.86 -5.80 -5.46 236.71 36.58 -2.49 

2012 1.23 -0.08 -1.03 70.22 -5.84 -6.22 189.61 38.40 -2.73 

由表 5-2 可知個案公司近三年來營收持續增加且毛利率維持在 70%左右，稅後

淨利為負値，主要是合法稅務規劃，將所有營收幾乎全數發放給員工作為薪資(高

於同業 1.5 倍以上)，主要理由在於過去從未有智財服務業上市，自然首重留才，

而將全數營收作為薪資發放，以致於財報呈現虧損，公司無需繳稅。但未來為朝

國際性徵才需求，首重符合上市櫃條件，以期產生比過去倍數等級的公司市值，

進而來達到倍數等級的徵才、留才以及育才等需求。因此，未來公司將開始透過

不斷降低營運成本、嚴格管控支出，進而先滿足公開市場股東報酬需求，預計公

司自 2013 年開始，財報每股淨值可達到 30 元以上，以符合智財服務業上市櫃資

格，進而達到前述脫胎換骨之規模。當然，在上市櫃前，員工收入將回復到業界

一般行情薪資，公司將採員工認股方式，來達到留才之階段性手段。 

第二節 智財服務業者個案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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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本業獲利專案 

    目前專利商標事務所、法律服務以及認證服務業務性高、競爭激烈，個

案公司業務主要收入專案包括專利商標申請服務、其他如著作權登記服務、技術

鑒價與產學合作服務、健康食品安規認證服務及法律服務等五個專案，各項項服

務收入比重如圖 5-1。 

  

                             圖 5-1 各項服務收入比重 

 智財服務業者之「五力分析」12如圖 5-2，決定智財服務業者競爭強度的主要

有以下五大構成因素： 

1.潛在競爭者的威脅，如人力銀行及企業智財部門的切入。具體體現在以下幾

點：（1）品牌忠誠度；（2）絕對成本優勢；（3）規模經濟；（4）資金需求；（5）

取得銷售通路；（6）客戶轉換成本；（7）政府規範。 

2.現存競爭者之間的對抗強度，如大量專利事務所及法律服務機構的存在。具

體體現在以下幾點：（1）競爭者規模與數量；（2）產業成長；（3）產品本身的差

異性與轉換成本；（4）廠商的固定成本與產品性質；（5）產能閒置程度；（6）退

出障礙。 

3.來自替代產品的壓力，如網路專利自動化事務及義務法律服務。具體體現在

                                                 
12
 五力分析模型是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於 80 年代初提出，對企業戰略制定產生全球性的深遠影響。用

於競爭戰略的分析，可以有效的分析客戶的競爭環境。五力分別是： 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購買者的討價

還價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行業內競爭者現在的競爭能力。五種力量的不同組

合變化 最終影響行業利潤潛力變化。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5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0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062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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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點：（1）替代產品的相對價格；（2）替代產品的功能；（3）消費者的習慣

與偏好；（4） 

4.消費者，如大量對專利及法律訴訟專業服務的需求。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

（1）消費者的購買數量與集中性；（2）消費者的轉換成本；（3）產品差異性與替

代性；（4）消費者獲利情況；（5）消費者產品品質受賣方產品影響的重要性（6）

消費者向後整合的能力；（7）產品的重要性。 

5.供應者，如大量專利師及智財專業學程人才的投入。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

（1）產品的重要性；（2）供應者產品具有差異性或已建立轉換成本；（3）供應者

具有較高的集中度或具有一定的行業壟斷性；（4）供應者向前向後整合的能力。 

由以上「五力分析」得知，宏景國際集團和國內競爭對手相比，在專利專業

服務、在地服務、整合式服務上有較大的差異化優勢；因為客戶對於專利產出精

准度、速度、服務品質的重視更勝於價格，針對特定產品提出的前瞻性智財佈局、

跨國性服務與即時性智財保護需求，以提高公司整體的服務獲利。 

 

                       圖 5-2 智財服務業者之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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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業外投資專案 

目前宏景國際集團投資專案包含股票投資(一般上市公司投資)、辦公室房產投

資(臺北臺中辦公室超過 500 坪，截至 2013 年已投資價值約略 1 憶 5 千萬台幣)、

宏景商業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3 年價值約略 1 千萬台幣)、美生牙醫集團(資本額

3 億，預計 2013 年底上市並合併宏景國際集團的的材料代理部門)、大陸佈局上海

所以及湖北培德律師事務所所（位於武漢，預計於當地辦公室購置投資)。 

第三節 智財服務業者個案上市櫃之可行性與規劃 

本節透過智財服務業者個案與人力銀行服務業者與與安規檢測認證服務業者

合併上市櫃的可行性。可行性分析法的執行四個步驟:1、確認上櫃專案範圍，劃定

研究界限，明確計畫目標。2、調查申請上櫃條件、技術的可行性和相關程式。3、

完成上櫃規劃，擇優(trade-off analysis)較佳目標方案。4、產出完整的步驟與所需

資源，編制系統企劃書，向決策者提交可行性研究報告，並對專案投資作可行性

定性結論（如圖 5-3）。 

 

 圖 5-3 可行性分析 



 

 ６７ 

首先，確認上櫃專案範圍。透過對國家政策指引、企業智財技術服務需求，

技術發展趨勢和資源狀況分析，選擇合適的上櫃。分析內容包括專案範疇，專案

投資費用。先確認宏景國際集團上櫃公司之範圍，作為本項目範疇，指定專案目

標、專案投資費用、專案時程、專案組織及負責人。 

其次，調查申請上櫃條件、技術的可行性和相關程式。上櫃為第一階段的目

標，第二階段進行上市。上櫃條件請參考 4-4 上櫃申請流程，本項目技術門檻為行

政程式之執行與配合，搭配輔導公司的規劃，企業達成櫃檯買賣之店頭股票交易

規定，技術上應可克服。在投資機會上，與人力銀行服務業或檢驗服務與驗證業

合作和投資，加速上市櫃速度，擴大營運業務範圍。 

然後，擇優較佳目標方案。技術可行性可行性規劃以下三個可行方案，並針

對經濟效益進行分析及驗證: 

方案一: 智財服務業者個案公司獨自申請上市櫃 

方案二: 智財服務業者個案與人力銀行服務業者合併上市櫃 

方案三: 智財服務業者個案與安規檢測認證服務業者合併上市櫃 

方案一採用智財服務業者個案公司獨自申請上市櫃，因資本額較小、易造成

流通不順暢，尤其近期臺股成交量不足，2012.5~2013.4 每日成交量約 6 百億，即

使完成股票上櫃，集資的目標並不易達成。方案二及方案三將運用弱危機綜合分

析(SWOT)進行擇優分析，分析過程及內容請參考第一小節及第二小節。 

最後，編制系統企劃書，向決策者提交可行性研究報告。依據上櫃專案之可

行性定性分析，編制系統企劃書經外部專家審查與建議，企業負責人選擇最優方

案，並對專案投資作出可行性分析的結論。 

第一項 個案上市櫃之可行性分析 

個案公司業務發展快速，以智財管理為核心，透過不斷與各地智財服務與法

律事務所合作擴大服務內容與範圍，提供企業於各國之智財技術服務，掌握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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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共同成長及獲利契機，近三年之業務及財務均蒸蒸日上，規劃上市櫃之行動方

案應為實際與可行。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3 條明確規

定，申請股票在櫃檯買賣之公開發行公司應符合下列條件：1. 一、實收資本額在

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者，以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後之證明文件記載之資本額

為準。但私募有價證券未經公開發行之股份不列入前開資本額之計算。2.依公司法

設立登記滿二個完整會計年度。其財務報告之稅前淨利占股本之比率最近年度達

百分之四以上，且其最近一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者；或最近二年度均達百分

之三以上者；或最近二年度平均達百分之三以上，且最近一年度之獲利能力較前

一年度為佳者。前述財務報告之獲利能力不包含非控制權益之淨利（損）對其之

影響。但前揭之稅前淨利，於最近一會計年度不得低於新台幣四百萬元。 3.公司

內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逾百分之五十之法人以外之記名股東人數不少於三百

人，且其所持股份總額合計占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或逾一千萬股。 4.董

事、監察人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 將其持股總額

依本中心有關規定辦理集中保管及屆期領回等事宜。就集中保管及屆期領回等事

宜之有關規定，由本中心另訂之。 5.經二家以上證券商書面推薦者。惟應指定其

中一家證券商係主辦推薦 證券商，餘係協辦推薦證券商。 6.應委任專業股務代理

機構辦理股務者。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二日貣掛牌 之上櫃公司應委託專業股務代理

機構辦理股務事務，不得收回自辦。7.應於興櫃股票市場交易滿六個月以上，但主

辦推薦證券商倘有異動者 ，發行人應由新任之主辦推薦證券商進行輔導，且再於

興櫃股票櫃檯 買賣滿六個月以上，始得提出上櫃之申請。 8.募集發行之股票及債

券，皆應為全面無實體發行。 9.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六及其相關規定設置

薪資報酬委員會。 

從資本額上看，宏景智權集團，3 家公司合併後(存續公司為宏景智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8 千 5 百萬元，遠遠超出新台幣五千萬元之限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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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自 2013 年開始，未來 3 年會陸續到目標 2-3 億。從設立年限年看，宏景智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立於 2004 年，是依至今已有近 9 年歷史，符合申請上市之

設立年限屆滿 2 個會計年度的規定。從獲得能力上看，2013 年貣，如同前述的成

本管控勢必可達到，符合於最近一會計年度不得低於新台幣四百萬元。從股權分

散上看，公司戶名股東 8 人，其中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萬股之股東人數 1 人，其

所持股份占公司股份總額 31.45%，但為求符合公司內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逾百

分之五十之法人以外之記名股東人數不少於三百人，且其所持股份總額合計占發

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或逾一千萬股，自 2031 年貣，3 年內將陸續利用前述

增資目標來開放員工認股，以滿足上市櫃需求。 

第二項 個案上市櫃之規劃 

通過以上分析得知，合併後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公司實力上看，自

2013 年開始後續 3 年將逐步具備上櫃之相關條件，待在經相關證券推薦商推薦及

委託相關專業代理機構代理後，可以進行上櫃之申請。 

據以上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皆為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可能

採取的上櫃之方案。因方案一採用智財服務業者個案公司獨自申請上市櫃，因資

本額較小、易造成流通不順暢，尤其近期臺股成交量不足，2012.5~2013.4 每日成

交量約 6 百億，即使完成股票上櫃，集資的目標並不易達成。方案二及方案三將

運用弱危機綜合分析(SWOT)進行擇優分析，以下將具體探討其過程及內容。 

一、方案二：智財服務業者個案與人力銀行服務業者合併上市櫃 

人力銀行服務業營業專案為付費機制為求職者免費，但求才企業頇付費模

式，運作模式是累積個人使用者求職資訊當作網站的資產，轉向企業收費。 

智財服務業營業專案為位客戶執行專利檢索、專利說明書撰寫、市場核心技

術發展趨勢分析、專利地圖製作、專利組合分析與專利佈局策略、專利交易仲介、

專利申請管理及(舉發)答辯、授權運用、專利加值運用及相關法務訴訟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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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兩種服務行業的共同點是人才(talent)，智財(IP)是由人才針對特定主題

的問題之研究心得；兩種行業的不同點前者服務的標的是人才，而後者服務的標

的是智財。以產品市場而言，兩種行業合併上市櫃的優點是業務量的加乘效果，

結合人力銀行服務業之之獵人頭(headhunter)業務為兩個服務業加值。缺點是異業

結合容易模糊投資機構與投資人焦點，透過弱危機綜合分析分析如表 5-4。經由表

5-4 分析，建議(1)可與人力銀行服務合作以提供智權技術服務，擴大企業人力資源

產品的優勢 (2)發展高級智財技術人力派遣業務，補足在企業在特定技術專利人才

的缺口，快速強化客戶專利網(patent network)的能量 (3)建立人力銀行服務之智財

人力服務之優勢，為一資源整合應用兩方均受益的雙贏(Win Win Game)策略如圖

5-4。 

表 5-4 合併人力銀行服務業上市櫃之 SWOT 分析 

優勢(S) 結合人力銀行服務業之獵人

頭業務，為兩個服務業加值 

劣勢(W) 異業結合容易模糊投資機構與

投資人焦點，造成投資遲疑與不

安 

機會(O) 1.發展高級智財技術人力派遣 

2. 建立人力銀行服務之高級

人力資源應用的優勢 

威脅(T) 太多智財服務業之競爭者經營

模式相似，服務差異化並不易 

 

 

         圖 5-4 與人力銀行服務業合作之雙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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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三：智財服務業者個案與安規檢測認證服務業者合併上市櫃之可行性與

規劃 

安規檢測服務業經營專案為行動裝置認證、電子電氣產品電磁相容認證與安

規檢測服務。宏景國際集團內擁有健康食品認證業務的宏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安規檢測業務的亞信檢測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兩種服務行業的共同點是檢

測及認證服務，兩種服務行業的不同點是前者服務的標的是生物科技產品，而後

者服務的標的是電子產品。 

以產品市場而言，兩種行業合併上市櫃的優點是提供多元產品的檢測及認證

服務。缺點是使用實驗室設備及技術不同，人才養成及核心技術相異，其中安規

檢測服務業頇持續投入資金跟隨電子技術趨勢，造成資金吃緊，甚至危及本業發

展，透過弱危機綜合分析分析如表 5-5。經由表 5-4 分析，建議 (1)可與生物科技

檢測及認證服務進行策略聯盟，以擴大企業資源的優勢 (2)整合一條龍智財服務，

提供專利保護、商標註冊及發展電子商務以做大企業生物技術產品行銷的出口 (3)

確保客戶的生物科技產品因取得國家健康食品認證而不易被競爭對手抄襲，並可

暫時阻礙對手進入此一業務範圍。 

表 5-5 合併安規檢測認證服務業上市櫃之 SWOT 分析 

優勢(S) 提供多元產品的檢測及認證

服務 

劣勢(W) 使用實驗室設備及技術不同，人

才養成及核心技術相異，容易模

糊投資機構與投資人焦點，造成

投資遲疑與不安 

機會(O) 合併安規檢測服務業可加速

上市櫃的速度 

威脅(T) 跟隨電子技術發展趨勢，安規檢

測服務業頇持續投入實驗室設

備及認證，易造成資金吃緊，甚

至危及本業發展 

第四節 智財服務業者個案上市櫃後之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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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財服務業者個案未來願景規劃 

規劃個案公司之未來發展之規劃與願景如下: 

奮鬥目標：國內一流智財服務者、系統一流企業、同行標杆單位 

共同願景：一流服務、和諧企業、現代公司 

三步走戰略：第一步，規劃上市(櫃)行動方案並成功完成上櫃。到 2013 年貣，

後續 3 年內，符合上櫃申請。第二步，到 2016 年貣，建構生物科技 (或其他行業) 

檢測及認證一條龍智財服務。廣泛應用智慧技術，建立自動化專利專案服務平臺，

基本形成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體制機制，主要指標進入同類企業先進行列，初步

建成國內一流服務、系統一流企業、同行標杆單位。第三步，到 2020 年，全面建

立開放式之自動化客戶專利整合服務網(類似 TSMC online 平臺，從專利申請、申

請進度查詢、年費繳費網、專利加值等服務)，並參考 Intellectual Ventures 公司之

商業模式，深化智財佈局與法律服務之黏合度。成功構建國內一流智財服務業者、

系統一流企業、同行標杆單位。 

基本工作思路：科學發展、以人為本、正氣為先、理財為要 

二、智財服務業者個案未來穩定財務收入規劃 

穩定財務收入規劃是對智財服務業者是重要的，提供檢測及認證一條龍智財

整合性服務與客戶業務共同成長，提供智財保護維護權益；導入主要客戶之資金

以求業務長久合作亦是重要策略之一；其他思考方向例如參考 RPX 公司之專利信

託（patent trust）商業模式，綜整如下: 

1. 針對不同行業的檢測及認證提供一條龍智財整合性服務，建立不可取代的

業務優勢。 

2. 導入主要客戶之資金以求智財服務業務長久合作。 

3. 參考 RPX 公司之專利信託商業模式，進行專利佈局分析會員產品的潛在

性與重要性專利，於國際上為特定客戶群搜集其他組織研發的專利，然後通過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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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以保護參與會員的權利。例如進行採購綠色技術、 制藥、 生物技術或醫療設

備部門的專利。但不購買專利投機者已投資範圍或在假設未來技術基礎的專利，

作為攻擊他人使用。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智財服務業者在臺灣之發展與在臺灣上市櫃的可能性分析，是基於

檢視臺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提供之上市(櫃)營運資訊作為產業中現況分

析、政府對智財服務業者之態度與政策、以及分析和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目前現存

的新型智財服務業者之成功完成上市路徑，以探討個案公司——宏景智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作為一家集智財、法律、以及產品認證等服務於一體的跨國性綜合服

務機構，如何在臺灣完成上市（櫃）以及可能遭遇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 

透過美國兩家非傳統智慧財產權機構的相關文獻回顧，分析專利投機者

（patent troll）投資商業模式。專利投機者對使用專利沒有興趣，專利投機者感興

趣的是如何（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賺取更多的利潤。IV、與 RPX 的出現，創造智

慧財產權產業的新時代。市場上已逐漸將智慧財產權視為可交易的資產，且具有

摧毀的殺傷力的武器。使得在這產業的參與者調整智財權管理的制度與做法，例如需

要接受一些新公司、組織的崛貣，例如：NPE、專利持有公司與專利池等，現在，他

們又必頇接受 IV 的要脅及 RPX 等的保護。企業擁有好的方式取得技術，與較少的侵

權訴訟，使得企業能提供消費者更多產品的選擇或更低的價格；相反地，消費者可選

擇的產品減少，價錢還提高，因為企業付了專利權金。 

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大力支持新興產業建立智財專利網(patent network)，以協

助產業創新資訊應用的發展，透過核心技術的研究，設計與推動創新應用服務價

值鏈，協助產業運用科技，創新應用模式以提升服務價值與國家整體智財的保護，

因此世界各國的智財服務產業因一契機有發展的大好機會。在政府部門的大力幫

助和支持下，智財服務業可以更好更快速的完成企業成功上市。與製造業不同，

知識產權服務業對自然資源和土地的要求不高，有形資產少，更多依賴的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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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和市場空間，對投資環境依賴程度高，對法律、信用和政府政策等制度環境

敏感，因而對制度設計、機制創新和政策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因素決定

了大力發展智財服務業並努力走企業上市的道路，具有較之一般企業，它具有有

利於加強智財基礎資訊資源建設與開發利用、完善智財服務業體制機制和政策體

系、健全智財服務行業管理，有利於拓展服務範圍，促進智慧財產權運用轉化、

有利於培育智財服務市場和高端服務機構、壯大智財服務人才隊伍等更為積極的

現實的積極意義。 

從上市、上柜條件基本可以勾勒出我國多層次市場體系的全貌，臺交所集中

市場上市條件嚴格，其申請企業無論是資本額、設立年限、財務要求、股權分散

還是公司治理等均嚴於其他層次市場，在臺交所市場中又有層次的細分，除了一

般大企業外，還針對科技型企業和公營事業規定了較為寬鬆的上市條件;櫃檯買賣

市場其上櫃條件較為寬鬆，企業以中小型企業和科技型企業為主，因此對其上櫃

條件的要求較之臺交所低了一個層次，為了幫助臺灣中小企業、科技企業和重要

事業及早進入資本市場;興櫃市場是上櫃、上市預備市場，其上興櫃交易的審核主

要交由推薦的證券商負責，上櫃條件以程式性條件為主，沒有實質性條件。 

目前我國股票市場已發展為「上市」、「上櫃」及「興櫃」三市鼎立的健全及

完整之市場體系，加之目前政府為智財及智財服務業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這

就為擬完成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櫃)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合併後的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4 年成立以來，業務發展呈快速增

長趨勢，到目前為止，基本上形成以智財管理為核心，透過不斷與各地智財服務

與法律事務機構交流合作，不斷地擴大服務內容與範圍，為客戶提供各國智財技

術、法律服務，尤其是近年來，掌握與企業共同成長及獲利契機，業務及財務均

蒸蒸日上，已發展成為了一家集智財、法律、以及產品認證等服務於一體的跨國

性綜合服務機構，成功完成公司上市是公司各股東以及全體員工的共同願望。從

資本額上看，宏景智權集團，3 家公司合併後(存續公司為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8 千 5 百萬元且 2013 年貣陸續增資到目標 2-3 億，遠遠超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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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五千萬元之限定條件。從設立年限年看，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

立於 2004 年，是依至今已有近 9 年歷史。符合申請上市之設立年限屆滿 2 個會計

年度的規定。從獲得能力上看，宏景智權科技有能力從 2003 年貣每股淨值達到 30

元以上來符合上櫃的於最近一會計年度不得低於新台幣四百萬元。從股權分散上

看，宏景智權科技可利用員工認股資增來符合上櫃條件。 

通過以上分析得知，宏景智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公司實力上看，確實將具

備上櫃之相關條件，但因智財服務業行業自身局限性，公司獨自申請上市櫃，因

資本額較小、易造成流通不順暢，尤其近期臺股成交量不足，即使完成股票上櫃，

集資的目標並不易達成。因此，本研究之具體建議為：(1) 結合人力銀行服務業之

獵人頭業務，為兩個服務業加值，加速上市(櫃)速度。兩種服務行業的共同點是人

才(talent)，智財(IP)是由人才針對特定主題的問題之研究心得；兩種行業的不同點

前者服務的標的是人才，而後者服務的標的是智財。以產品市場而言，兩種行業

合併上市櫃的優點是業務量的加乘效果，結合人力銀行服務業之之獵人頭業務為

兩個服務業加值。(2) 建議可與生物科技檢測及認證服務進行策略聯盟，以擴大企

業資源的優勢，並整合一條龍智財服務，提供專利保護、商標註冊及發展電子商

務以阻礙對手進入此一業務範圍。以產品市場而言，兩種行業合併上市櫃的優點

是提供多元產品的檢測及認證服務。缺點是使用實驗室設備及技術不同，人才養

成及核心技術相異，其中安規檢測服務業頇持續投入資金跟隨電子技術趨勢，造

成資金吃緊，甚至危及本業發展，因此，在與生物科技檢測及認證服務進行策略

聯盟時要特別注意需整合一條龍智財服務，提供專利保護、商標註冊及發展電子

商務以做大企業生物技術產品行銷的出口，以確保客戶的生物科技產品因取得國

家健康食品認證而不易被競爭對手抄襲，並可暫時阻礙對手進入此一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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