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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T 產業的智慧財產經營佈署和研發策略的擬定，已不比過去走

一步算一步的日子。大型的專利訴訟與國際大廠爭相推動制定技術

標準，IT 產業也隨著跨入新的時代。台灣廠商看好大陸地區之優質

研發人才，而不斷前往大陸設立研發中心，兩岸在高科技產業的互

動與競合上，也已進入智慧財產保護及研發策略的新紀元。 

本研究利用大陸參訪之機會進行個案的實地訪察，參訪全球性

工業電腦龍頭廠商－研華科技，以及大陸 IT 產業軟體排版龍頭廠商

－方正集團。並針對個案對智慧財產保護之積極性與差異性進行分

析比較。並得出結論為，大陸廠商對智慧財產保護、管理之觀念與

積極度已不可同日而語，在專利與技術標準之結合亦有所認知，且

擁有中國廣大的市場及舞台，台灣廠商不可不慎。須善用自身技術

創新能力與品牌經營之優勢，並建立完善的智慧財產保護與管理機

制，掌握企業之競爭優勢來源－核心能耐，將 IP 之價值與效益發揮

至最大。 

關鍵詞： IT 產業、智慧財產、研發策略、研華、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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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P MANAGEMENT AND R&D STRATEGY OF 
CROSS-STRAIT IT INDUSTRY－CASES OF THE 

ADVANTECH CORP. AND THE FOUNDE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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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like the passive thinking of the past, the IP management and 
R&D strategy of IT industry nowadays play a different role. The battle 
of IT industry is changed regarding to the launch of several large-scaled 
patent litigations and the devotion of big companies upon standard- 
setting, . For cheaper and better innovative human resource, Taiwan 
companies gradually move to China and set up their R&D centers there. 
The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ross-strait IT 
industries is also entering into a brandnew er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wo cross-strait 
companies, Advantech corp. and Founder Group. Each of them 
represented key player in IT industry of Taiwan and China, with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upon “industrial PC” and “software typesetting“, 
respectively. This discussion is developed from their perspective of IP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attitude of China IT industry upon IP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is no longer as passive as usual. The market 
in China possessed enormous potential, and now the importance of 
combining patents with industry standard is highlighted to maximize its 
own good. From Taiwan’s perspective, it’s crucial to utilize and extend 
the strength of innovation and brand value, which brings substant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these cases, the priority for Taiwan 
companies is establishing in-house IP management process, in order to 
fully perform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KEY WORDS: IT industry, Cross-Strai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D 
Management, Advantech, Founde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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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介紹 

一、兩岸IT產業環境與智慧財產經營現狀 

以時間的推演看IT產業的發展，過往IT產業成長較為迅速的國家，將其低階的

技術及IT產品製造、加工等，向東南亞、中國大陸等成本較低的國家移動。到了21
世紀，則是為控制轉移對象的核心技術與智慧財產，及進一步掌控當地市場，開始

出現包括研發、製造、營運銷售等整套流程、整體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大型轉移。並

強調以產業鏈組成為群落的方式集體移動，或另行設廠，或藉由合資併購等投資方

式，整合移轉地區的能力與資源1。而台灣與大陸為提高IT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避免

企業在大環境與時間的推移中被吞沒，紛紛以國家的力量，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

規劃，同時也嘗試將核心技術留在企業根部，但綜觀現狀，仍有許多問題存在。 

(一) 產業環境與政策 

1. 台灣 
台灣自民國80年1月1日起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下簡稱促產條例），鼓

勵對象集中於電子資訊領域，給予企業租稅減免的優惠，大力扶植台灣高科技產業。

而因促產條例將於2009年落日，因此政府目前積極規劃研擬「產業發展基本法」等

全套新世代促產條例，保留租稅優惠的措施，針對有關產業發展議題如無形資產、

知識經濟、人才培育與延攬、技術支援轉移擴散、產業永續發展、國際合作、產學

合作等，研擬前瞻性及宣示性條文，作為產業發展相關政策與法規的基本方針2。經

濟部投資業務處近來也積極推動各項延攬海外高科技人才業務，包括籌組海外攬才

團、建置國內企業人才需求及國外科技人才資料庫，進行客製化人才媒合工作等3。

希望透過租稅優惠、人才培育及已在台灣形成的原有科技產業環境繼續吸引更多大

型資訊企業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 

 台灣IT產業的搖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當年的資金挹注、海外人才歸國、政

策優惠等因素，竹科前後孕育出改變全球半導體生態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台灣第

一家獨資半導體企業聯華電子公司，甚至是一度向中央處理器的巨人挑戰成功的威

盛電子等多家現今IT產業的龍頭4。民國80年，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中出現了新設科學

                                                        
1 趙建忠，知識產權對我國IT和IC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上海信息化，2006年1月，第30-32頁。 
2 黃淑芳（2007），陳瑞隆：邀工商團體討論新世代促產條例，大紀元時報，2007年2月9日，線

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6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7/2/9/n1618826.htm。 
3 經濟部積極協助國內企業延攬海外人才，以提升競爭力（2007），科技產業資訊室，2007年8

月9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6日， 
網址：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policy/policy_07_161.htm。 

4 台灣IT製造業的“地利”探源（2005），中國台灣網，2005年11月29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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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園區的構想，目前台灣除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外，南部科學園區的設立，也吸

引了IT產業、光電產業與生技產業等廠商進駐，兩者並為國家IT產業發展重鎮。然而，

近年由於大陸的勞力、土地成本更為低廉，台灣廠商大搬家的情形愈演愈烈，不停

地增加對大陸的投資，實行當地化經營策略，整合採購、生產、技術、渠道、服務

等等各個環節的資源5，並認為大陸市場是面對全球市場競爭的兵家必爭之地。 

2. 大陸 
 大陸於2006年2月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定下大陸未

來十五年的科技工作指導方針6，資訊業的發展目標更明確指出：「要掌握產業核心技

術，進入世界先進的行列。」其中設定了七大優先主題，包括現代服務業資訊支撐

技術及大型應用軟體、下一代網路關鍵技術與服務、高效能可信電腦等7作為重點安

排。根據這份綱要，大陸資訊產業部、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也共同再制定

了一份「我國資訊產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重要產品目錄」，目錄中更為

詳細的指出大陸資訊產業要發展的十三個技術領域8，及其關鍵技術與重要產品項

目，表一呈現該目錄中和本論文個案相關的部份技術領域及其關鍵技術與重要產品。 

                                                                                                                                                        
11月16日，網址：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5268174/Uzhanglx/A146019.html。 

5 看準大陸優勢整合IT鏈條，台資企業”大搬家”（2002），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4月19日，線

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6日，網址：http://big5.huaxia.com/zt/sw/05-018/2005/00301460.html。 
6 該指導方針為：「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 
7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資訊產業與現代服務業優先發展主題分別為： 
 (1) 現代服務業資訊支撐技術及大型應用軟體。 
 (2) 下一代網路關鍵技術與服務。 
 (3) 高效能可信電腦。 
 (4) 感測器網路及智慧資訊處理 。 
 (5) 數字媒體內容平臺 。 
 (6) 高清晰度大螢幕平板顯示。 
 (7) 面向核心應用的資訊安全 。 
8 十三個技術領域分別為： 
 (1) 積體電路。 
 (2) 軟體。 
 (3) 電子元器件和材料。 
 (4) 顯示器件。 
 (5) 光電器件和材料。 
 (6) 電子專用裝備及儀器。 
 (7) 電腦及設備。 
 (8) 網際網路與通信。 
 (9) 新一代寬帶無線行動通訊。 
 (10) 數字音視頻。 
 (11) 網路和資訊安全。 
 (12) 導航、遙測、遙控、遙感。 
 (13) 資訊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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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大陸資訊產業擁有自主智慧財產的關鍵技術和重要產品目錄部份摘要 

技術領域 關鍵技術 重要產品 

電腦及設備 

(1) 高效率、超節點的體系結構技術和

高速向量處理單元技術。 
(2) 超級電腦的系統設計與優化技術。

(3) 大規模分佈並行I/O技術和海量數

據存儲與管理技術。 
(4) 小型、攜帶型電腦高密度組裝、散

熱技術。 
(5) 新型的可擴展多核多線程高性能

處理器微體系結構技術。 
(6) 可重構處理器體系結構技術。 
(7) 嵌入式電腦並行處理技術。 
(8) 面向網路及嵌入式環境的語音合

成技術。 
(9) 中文光學字符識別（OCR）技術。

(10) 系統容錯技術。 
(11) 資訊設備資源共用協同服務技

術。 

(1) 超級電腦系統。 
(2) 高性能伺服器、工作站。 
(3) 大容量、高密度（光、磁、半導體）存儲設備。 
(4) 嵌入式電腦。 
(5) 數字家庭產品。 
(6) 移動多媒體資訊終端（PDA等）。 
(7) 新型輸入輸出（手寫、語音、圖像等）產品與

系統。 
(8) 生物特徵識別產品及系統。 
(9) 環保列印耗材（墨水、墨盒、彩色相紙等）。 
(10) 電子娛樂遊戲產品與設備。 
(11) 金融（ATM、POS機等）、財稅（稅控收款機

等）等系統。 
(12) 新型列印設備（彩色鐳射印表機、相片印表

機、繪圖儀、噴繪機、多功能一體機等）及關

鍵件。 
(13) 自動識別產品及系統（RFID、IC卡、條碼及

讀寫機具等）。 

資料來源：大陸資訊產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重要產品目錄 

 而當國家政策法令的制定完成，環境的基礎建設勢不可少，因此大陸的高新科

技園區一個接著一個設立，配合一連串的租稅優惠9，吸引大批外資進駐。暱稱為小台

北或小香港的崑山10，也正因大量的台商進駐，而不可同日而語。有一種說法可以概

略介紹崑山的招商方式：當第一家筆記型電腦廠商移轉生產線至崑山，崑山的幹部

會把一台筆記型電腦拆開，看看還有哪些零件未到崑山設廠，然後專門針對該企業

招商。讓供應的體系在崑山就可形成，逐步把產業鏈帶到崑山。崑山也因此成為中

國大陸台商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全球三分之一的筆記型電腦產量就在崑山11，近年來

台灣的IT產業也大量向崑山移動，目前已建成600多家IT企業，投資額75億美元，形

成了從電子基礎材料、鋁銅基板、印刷線路板、電子元器件、顯示器到整機生產比

                                                        
9 如蘇州工業園區為鼓勵投資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商在開發區投資IT產業及精密製造產業等，

其土地批租和廠房租賃上均享有優惠。蘇州工業園區婁薪高新技術開發區，線上檢索日期：

2007年11月16日，網址：http://cntw2000.com/gov/lf/locallaw.htm。 
10 汪曉東（2005），台商v.昆山：相遇、相知、相戀，人民網，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6日， 

網址：http://unn.people.com.cn/BIG5/22220/32721/32723/3397832.html。 
11 中國崑山網，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6日， 

網址：http://www.ks.gov.cn/common/content.jsp?ID=569&ItemID=422。 



政大智慧財產評論 第六卷 第一期 

 

50

較完整的產業鏈12。本個案所探討的研華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大陸崑山設有廠房，2002
年正式投入生產，產值已遠遠超過研華台灣新店廠。 

(二) IT 產業智慧財產經營現狀 

 台灣和大陸IT產業環境，雖然均制定相關政策推動，並經營環境努力招商，但

對於IT產業的培育茁壯卻缺乏向下扎根，向上開枝散葉的後續經營，徒然種下一顆

顆樹苗，卻不細心呵護，不施以肥料就想要長成一片森林。而智慧財產的保護之於IT
產業的發展，就是需要企業的保護與持續灌溉。以下就兩岸目前IT產業智慧財產經

營提出幾點觀察。 

1. 觀念仍處落後 
 對於企業的經營和研發成果、智慧財產的保護，許多企業家和研發人員，甚或

是企業的法務部門人員，不似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未曾認識到兩者的關聯與重

要性的大有人在。導致經營階層訂下宏觀偉大的經營目標，底下的研發、法務、財

會部門等有如多頭馬車，各自作戰，卻忘了其實企業的經營是一個團隊的合作。也

才造成企業裡的研發成果在推向商品化的過程中，少了智慧財產的保障，少了財會

租稅的規劃，原本的高額獲利在繳完權利金、律師費、和解金後，甚至可能成為虧

損。觀念上的落後，往往使得兩岸的企業付出慘痛的代價。 

2. 專利的「質」、「量」不平衡 
「專利品質是專利價值的前提，而專利價值是專利品質的實踐」。沒有品質的

專利終將被主張無效或不可執行，也沒有價值實踐的機會；反之，若專利有品質有

技術及市場的商業價值13，則其價值的實踐是較有可行性的。台灣在美國的專利數

量申請從2000年起至2006年一直以全世界排名第四自豪14（詳見圖一），然而專利品

質水準是否也站穩在全世界第四，卻值得商榷與探討。台灣企業每年仍繳付高達新

台幣1,500億元權利金給其他企業15，空有專利數量，卻無法從龐大專利中獲取相應

水準的利益，顯然說明了台灣的專利品質出了問題。另一面觀察大陸現在的專利申

請情形，單論數量便已落後台灣一大截，而且在美國這麼一個重要廣大的市場，一

年的產出仍不到1,000篇16。 

                                                        
12 節省運營成本和時間 崑山IT台商翹首盼貨運包機（2006），中新社，2006年6月30日，線上檢

索日期：2007年11月16日，網址：http://biz.xmnext.com/guancha/2006/06/30/34303.html。 
13 周延鵬（2006），《智財管理》專利權的價值與品質，工商時報，B3版，2006年5月31日。 
14 參考美國專利商標局統計資料，Patents by Country, State, and Year – Utility Patents（December 

2006），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5日， 
網址：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ac/ido/oeip/taf/cst_utl.htm。 

15 周延鵬（2006），台灣企業空有五千件專利，工商時報，B2版，2006年10月21日。 
16 資料來源同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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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一：美國專利商標局2000年至2006年各國專利申請數量統計 

3. 智慧財產的貨源不足與嚴重流失17 

 智慧財產的「貨源」要從哪兒來？除了向外購得他人的智慧財產，另一途徑便

是自行研發。由於IT產業十分強調自主研發，也必須將研發成果轉換為智慧財產加

以保護、商品化，換句話說，智慧財產就是企業賴以換價的「產品」18。要從研發人

員的腦袋中擷取出來，配合完整的保護與行銷模式，方能確保貨源的充足。但許多

專利的生產是在無意間迸出的火花，不是一開始就規劃好的，當然，這些研發成果

也就未曾準備好要從頭記錄保護起。 

而另一個研發能量極高的機構：「大專院校」，許多研究成果均有商品化的潛力，

也可能為相應產業創造下一世代的領導產品。但研究人員很可能為了爭取自身在學

術發表的成就，將研究成果寫成了論文，發表在公開的期刊雜誌上，也許這位研究

人員多了篇SSCI的點數，但IT產業可能就此減少數十億元的商機，也造成了智慧財

產的嚴重流失。 

4. 培育自主的核心技術能力進步空間仍大19 

 智慧財產運用的模式眾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企業的核心技術絕對是

無價的。無論企業規模大小，企業肯下苦功在培育自主核心技術能力的，反應在外

                                                        
17 袁俊（2003），企業知識產權戰略與核心競爭力，航空科學技術，2003年6月，第11-13頁。 
18 周延鵬（2007），《智財管理》智慧財產交易的「貨源」何來？，工商時報，D3版，2007年1

月24日。 
19 同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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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是持續創造利潤。而以專利形式保護核心技術能力的，又以發明專利最能顯現

出企業的原創性與創新能力。台灣2007年的專利申請前百大法人統計資料中（詳見

表二），可看出前10名的企業全都是以發明專利申請為主，再檢視這些企業的表現，

也幾乎是台灣IT產業中的佼佼者，但在排行榜中往下細看，其實就可以發現，仍有

許多擠進百大排行的企業以新型或新式樣專利為主要資產，在專利訴訟或商業戰場

上，能起保護作用的恐怕少之又少。 

 大陸地區2007年的專利申請統計（詳見表三），整體看來也仍有高達六成四是外

觀設計與新型實用專利，說明了大陸地區企業培育核心技術能力的能量仍十分欠

缺。而不可忽視的一點，就大陸往年的專利申請件數紀錄觀察，發明專利的申請數

量已有長足的進步，顯示大陸地區企業目前也正拼命追趕，持續加強培育企業的核

心技術能力中。 

表二：台灣2007年法人專利申請前百大排行摘錄 

排名 申請人中文名稱 發明 新型 新式樣 合計 

1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29 619 176 2,424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872 8 6 886 

3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681 110 6 797 

4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512 0 0 512 

5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2 0 0 362 

6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90 37 13 340 

7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36 1 1 338 

8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65 45 5 315 

9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66 4 1 271 

10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182 46 40 268 

11 遠東科技大學 100 158 0 258 

15 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 145 65 228 

41 禾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81 5 113 

46 環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40 50 10 100 

47 億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4 50 5 99 

56 實盈股份有限公司 0 86 0 86 

64 高苑科技大學 25 46 0 71 

75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23 26 12 61 

75 兆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41 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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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申請人中文名稱 發明 新型 新式樣 合計 

81 訊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 43 11 58 

84 台灣莫仕股份有限公司 2 54 0 56 

87 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 0 55 0 55 

95 連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20 8 46 

103 修平技術學院 6 34 3 43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20 

表三：大陸地區2005-2007年專利受理申請統計 

  發明 實用新型 外觀設計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申請量 
（件數） 173,327 210,490 245,161 139,566 161,366 181,324 163,371 201,322 267,668 

百分比 36.4% 36.7% 35.3% 29.3% 28.2% 26.1% 34.3% 35.1% 38.6% 

資料來源：大陸知識產權局網站21 

(三) IT 產業智慧財產經營未來發展 

 智慧財產的經營模式從新創合資事業、授權技轉、買賣讓與、融資擔保、侵權

訴訟甚至是成立標準技術聯盟等，無一不是智慧財產價值的體現22。在企業運籌帷幄

的同時，本研究提出兩點IT產業智財經營在未來的重要發展趨勢。 

1. 專利訴訟新時代 

 英國哲學家Francis Bacon說過：「知識就是力量」。時至今日，在企業的戰場上已

演變成為「專利就是力量」23，而這股力量正以排山倒海之勢改寫全球市場。尤其IT
產業的訴訟戲碼更是一天也沒停過（詳見表四）。 

                                                        
2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百大排行，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2月28日， 

網址：http://www.tipo.gov.tw/patent/patent_report/96專利百大法人.pdf。 
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規劃發展司，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2月28日， 

網址：http://www.sipo.gov.cn/sipo/ghfzs/zltj/。 
22 周延鵬（2006），智慧財產的商業模式商品化、產業化與品牌經營，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

智慧財產交易與行銷課程，2006年12月4日。 
23 許傳華（2006），構築IT企業知識產權籬笆，上海信息化，第3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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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IT產業2001年-2007年重大訴訟選錄 

時間 原告 被告 內容簡述 

2001 NTP RIM 
NTP控告RIM侵犯其專利，RIM則主張NTP之專利無

效。本案於2006年達成和解協議，和解金額達6.12億美

元24。 

2002 聯發科 威盛電子 雙方於2004年達成和解協議，由威盛電子子公司威騰

光電逐年支付權利金予聯發科總計5,000萬美元25。 

2003 SCO IBM 

美國軟體廠商SCO以“不當利用SCO擁有智慧財產的

Linux作業系統”為由，控告IBM並向其提出了高達10
億美元的損害賠償。同年5月，SCO向1500家Linux企業

用戶發出訴訟警告書。至7月，SCO追加使用Linux作業

系統的1500個企業為被告，向上述企業提出每台設備

賠償199-699美元的訴訟主張26。 

MPS O2Micro 
（凹凸電子） Rohm 

O2Micro對使用涉侵權產品的下游廠商也一併在各國

提告，含台灣的華碩、藍天，日本的Sony等電腦廠商27。 
2004 

Agilent 義隆電子 Agilent告義隆電子侵害其光學滑鼠CMOS影像感測技

術，本案訴訟進行中28。 

嘉澤端子 鴻海分別在大陸、美國及台灣對嘉澤端子提起專利侵

權訴訟，並提出新台幣2億元擔保金進行二次假扣押29。 
2005 鴻海 

禾昌 鴻海提出1.5億元擔保金進行假扣押，查封禾昌部份銀

行帳戶、存貨、土地、廠房及生產用設備30。 

2006 Sony 力生公司 
Sony控告香港遊戲零售商力生公司未經Sony同意，以

平行輸入方式將PSP遊戲機售往英國地區，損害Sony
利益。本案原告Sony勝訴，力生公司也因此停業倒閉31。 

                                                        
24 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網站，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1日， 

網址：http://iip.nccu.edu.tw/iip/NEW-iip/page/review/review5-3.htm。 
25 李柏靜（2004），聯發科技與威盛電子智權訴訟和解，智識網，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1日， 

網址：http://www.ipnavigator.com.tw/news/news_view.asp?NewsID=20040810101935。 
26 吳康迪（2003），旗鼓相當的Linux知識產權的訴訟，計世網，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1

日， 
網址：http://news.ccw.com.cn/it/htm2003/20031015_09V7F.asp。 

27 凹凸電子在美控告Sony之LCD相關產品侵權（2005），科技產業資訊室，線上檢索日期：2007
年11月21日， 
網址：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analysis/pat087.htm。  

28 陳郁婷、周延鵬、王承守、鄧穎懋（2007），序文，跨國專利侵權訴訟之管理，台北：元照。 
29 同註28。 
30 同註28。 
31 「力生」，維基百科，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1日， 

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9B%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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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原告 被告 內容簡述 

SanDisk 

威剛、創見、勁永、群

聯、慧榮、宇瞻、統振、

金士頓等快閃記憶體

廠商 

SanDisk對所有涉侵權廠商尋求損害賠償，並向ITC提
出永久禁制令的申請，目前訴訟進行中32。 

2007 

HP 宏碁 

惠普對宏碁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標的包括DVD編輯和

處理、能源消耗及使用效率等方面的技術，惠普要求

法院禁止宏碁在美國銷售任何基於其專利技術的產

品，同時要求賠償損失，宏碁於四個月後提起反訴，

目前雙方訴訟進行中33。 

  

若時間再往前移，訴訟案件的數量與內容則更為驚人，因此今日的智慧財產已

非純粹的防禦性質，專利的擁有不再等於牢不可破的高牆。而IT產業技術含量高，

產品更替世代迅速的特性，更是專利訴訟的常客。從表四中可知專利訴訟大戰範圍

涵括IT產業上中下游所有廠商，甚至包括通路商也在可能被告之列。尤其IT專利訴訟

求償金額動輒上億美元，若資本不夠雄厚，企業隨時會面臨倒閉的可能。面對專利

訴訟新時代的來臨，如前述IT產業經營現狀下的專利質量不平衡現象、智財貨源不

足與嚴重流失等，都將成為IT產業的隱憂。 

2. 智慧財產與技術標準的結合 

 在IT產業網路效應的主導下，技術標準的形成會主導企業廠商僅發展相容性的

產品34，而將標準與智慧財產的保護相結合，實際上就是為了借助技術標準的特殊地

位和利用智慧財產特有的排他性質，藉由國際化的標準為產品的製造與輸出入設下

層層關卡，進而達到掌控市場主動權，追求最大經濟利益35，創造巨大無形的社會價

值。 

 掌握CD-R光碟關鍵技術的飛利浦（Philips）公司，平均每年投入全球營收的8%作

為研發費用，投入龐大資源的飛利浦所獲得的專利，引用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

周延鵬副教授的話，「就是只要生產就會『中獎』，要生產出能被電腦讀取的規格，

就會侵權」36。也因此，全球的光碟生產廠商，面對飛利浦的專利只能乖乖繳付權利

金。就算台灣業者成功「強制授權」，不掌握關鍵技術、不了解要如何加入技術標

                                                        
32 周延鵬（2006），《智財管理》專利訴訟的新時代，工商時報，D3，2006年6月28日。 
33 惠普起訴宏碁PC侵權 要求法庭禁止其在美銷售（2007），南方都市報，2007年3月29日，線上

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1日，網址：http://tech.tom.com/2007-03-29/04BJ/12157721.html。 
34 李昂杰（2003），淺介「技術標準制定」與「專利聯盟」之交錯，科技法律透析，第15卷第8

期，第4-9頁。 
35 同註1。 
36 熊毅晰（2006），台灣光電靠自有IP突圍，天下雜誌，第3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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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當權利人主張其權利時，無理取鬧或投機取巧只是白費功夫，終究要掏口袋付

權利金。 

 大陸地區意識到將智慧財產納入IT技術標準的重要性，2006年3月已針對「IT標
準起草組織知識產權政策模版」開始進行研究，希望訂出明確的智慧財產政策，配

合IT產業特性，影響IT產業開發新技術的動力，為相關技術領域搭建有效交流平台，

促進IT產業的技術創新37。台灣目前正努力推行的WiMAX無線通訊技術標準38，也反

應了台灣地區IT廠商對此一發展的正視，未來將是專利和技術標準雙霸的天下。 

二、兩岸IT產業研發趨勢與策略 

(一) IT 產業研發概況 

1. 台灣 

 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從1982年廠商開發蘋果電腦II開始發展，在產學研各界共同

努力下，已成為台灣產業發展主力。政府在產業升級朝高科技發展政策上，推動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大力投資科技專案培養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等技術

與人才，鼓勵留學生回國與強化人才培育等措施配合下，為IT產業注入國際競爭力，

因此台灣的資訊產業（尤其個人電腦、半導體產業）於2000年發展成為世界第三大

國，且以降低成本、大量生產的代工能力獲得國際大廠的青睞。 

 台灣在資訊產業的演進過程中，需時時提升自我的實力才能與品牌大戶維持良

好的合作，因此台灣業界的研發多是配合國際廠商的需求進行。台灣的研發路程雖

已經歷二、三十年的發展，從仰賴外來技術，逐漸轉變成為自主創新。但若深究研

發創新內涵，台灣科技業之研發組合卻尚有不足，因台灣歷年來的產業特性，研發

上多以應用基礎為主，造成研發的深度不足，有相當大的比重是屬於「配合跨國企

業ODM之研發需求」，很少從事「前瞻技術與創新」和「技術深耕與差異化」。 

 總而觀之，時下台灣的研發狀況如下39： 

(1) 協同研發設計：台灣資訊產業趨於與外商協同研發，尤其是為客戶下單而執

行之設計的研發（Design to Order）； 
                                                        
37 史少華（2007），IT領域標準起草組織知識產權政策模板研究，信息技術與標準化，第7期，

第54-56頁。 
38 WiMAX中譯為「全球互通微波存取」，一種新興的無線通訊技術，這項技術的標準規格又稱

為IEEE802.16x，其傳輸速度最高可達70Mbps，傳輸範圍最廣可達30英哩，預期可改善傳統無

線網路的缺失。參考 WiMAX 資訊網，線上檢索日期： 2007 年 11 月 21 日，網址：

http://wimax.tw/in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39 陳信宏（2006），外商研發中心與台灣科技業的研發組合，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2日，

網址：http://twbusiness.nat.gov.tw/asp/left-1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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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難成綜效：因台灣ODM廠商同時為不同客戶建立研發團隊，不同的研發團隊

因應不同的需求，難將資源整合形成本身的研發綜效； 
(3) 研發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由於台灣尚未有制定標準之能耐，多依

附於國外的品牌及標準大廠的技術，因此技術上的獨立產出較少。 
(4) 研發創新的矛盾：台灣的專利數雖在美國表現亮眼，但是量多卻未能為台灣

的技術貿易帶來改善，反而技術貿易逆差持續擴大。 

 另外，台灣資訊業產值因依附於國際大廠的訂單之下，隨著其大廠移轉大陸的

情況下，資訊產業鏈也隨之移轉，而大陸的龐大勞力更易取代台灣成本降低之優勢。 

2. 大陸 

 1980年代，大陸即注意到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因此就如台灣早期新竹科學園區，

由政府主導、民間相對配合投資，中間頒布多項的科技政策、並設立高新技術園區，

如：1988年北京中關村（以軟體為主）。1991年後，大陸先後建立了53個國家級高新

技術開發區40，利用政策方面的優惠、當地充沛的人力資源，在短短的5年內已培養

了許多擁有自主研發能力的高科技企業，例如：海爾集團、聯想集團、華為通信、

中興通信、大唐通信、長虹集團、海信集團、TCL集團、北大方正集團等。 

 早期大陸的研發以基礎研究為主，且多為政府的科研機構，隨著市場的開放及

國外廠商、台商的進入，遂注意到市場面需求而推行科研機構進入企業之政策，目

的為使研發與市場結合。1994年，國外廠商開始進駐大陸設置研發中心41，其後台商

將產業鏈之製造與後段研發帶入大陸，結合政府在研發上之成果，開啟市場端之研發。 

 另，有鑑於研發全球化之趨勢、研發帶動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為達自主創新之

目標而於2007年在懷柔區建立科技研發中心42，結合中科院研究生院與中科院電子

所，此為一國家重點級的大陸科技研發產業基地，藉以吸引含豐富研發能量之企業

進入，相互激盪開啟大陸自主研發的新境界。 

(二) 兩岸 IT 產業研發趨勢 

 隨著國際大廠的產業鏈遷移，且研發全球化之趨勢，大陸儼然成為未來IT產業

的研發基地之一。而台灣許多廠商很早就前往大陸發展，連結當地人力、資源等的

運用，藉以強化本身與國際大廠間的合作關係。以下說明台灣與大陸在資訊產業間

                                                        
40 夏逸葦（2002），台商投資與兩岸資訊科技產業之互動，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 
41 陳信宏（2004），研發國際化與地主國區位優勢：旗艦級跨國企業在兩岸研發中心之比較，台

灣管理學刊，第4卷第3期，第289-316頁。 
42 懷柔將打造“中國科技研發產業基地”（2007），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2日。 

網址：http://big5.bjinvest.gov.cn/bjinvest/tzbjzz/2007/2007n10q/200710/t1940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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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發趨勢概況，以及大陸於2000年以來成為世界工廠後，兩岸之研發轉換及政策

因應。 

1. 台商在大陸之研發進程 

 從早期美國的科技大廠與台灣的資訊企業產生訂單的代工關係，又著眼於未來

大陸的龐大商機與勞力，在提升利潤與降低成本之考量下，國際資訊大廠紛紛至大

陸設立生產基地，而台灣的電子關鍵零組件廠商在全球運籌的即時供貨壓力下亦需

將工廠移往大陸。隨著投資、資訊產業的遷移下，台商對大陸的研發活動也愈趨深

入，以時間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80年代），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產業因以製造業為主，且企業多為加工

型的小企業，所以技術上僅在機器製程上的改良、應用科技、加工製造的發展技術，

此時還未有足夠的資源從事研發新產品或是具基礎研究的能力，對當時的台商而

言，研發尚無迫切的需要。 

 第二階段（90年代），台商開始在大陸擴展科技產業，尤以資訊電子（如：筆記

型電腦產業）為主軸，形成國際大廠的後勤中心。當時台商已為許多國際品牌大廠

進行OEM，從事產業鏈中游的模組及上游的零件製造，形成與品牌大廠策略聯盟的

連動關係。因此國際大廠在此階段進行全球佈局，OEM/ODM台商顧及訂單的持續

性，也被動地投資海外，國際大廠也重新評量合作夥伴在大陸能否接應。台商的中

小企業開始集體合作，邀請上下游工廠以共同參與的方式投資，且開始在特定地區

聚集，呈現出產業聚落並帶動珠江三角洲的電子產業43，而後延伸至長江三角洲44。

台商與大陸間的研發合作分別是大陸以製造為主，台灣則由是由本地提供生產的技

術人才和創新技術、零組件，台灣與大陸形成完整垂直分工體系。 

 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此時期不只跨國企業在大陸設立研發中心，台商因長

久與大陸合作之模式、運用其資源、人才，以及為深化開發大陸市場，也逐步在大

陸設立研發據點、將技術延伸至後段製程之驗證、工程支援、軟體開發等活動，此

時仍以資訊硬體的研發見長。而研發技術的來源從早期自台灣母公司的前瞻技術研

發移轉至大陸做接續研發，至今已有許多企業欲利用大陸當地人才、資源與國際間

之資訊網絡，而將研發重心移往大陸，技術的來源已不只是母公司、甚至包含合資

企業提供與在大陸的自行研發。 

2. 台商在大陸之研發、合作 

 自2000年起，大陸被跨國企業視為一龐大潛力的市場，其豐沛的人力、高速的

                                                        
43 如東莞的IT產業聚落。 
44 如蘇州以電子產品為主之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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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吸引各方企業紛紛至大陸設置研發據點。在全球研發技術的轉移趨勢下，

台商考量跨國之合作對象與深耕已久的大陸市場，因此亦選在大陸設置研發中心，

使其在未來的研發技術能夠貼近市場回應需求。 

 台商在選擇設置研發中心的位置主要以「科技產業聚落」為考量，尤其有些聚

落為台灣資訊科技產業所匯集而成，傳統如崑山、廈門、深圳以資訊硬體的研發見

長，而蘇州、上海亦成為台商另一個資訊硬體製造商匯集處，北京的軟體園區自1988
年來發展已久，許多國際大廠亦設置於此。由表五可知以「資訊產業」為主的台商

在大陸設置研發中心的狀況。 

表五：台商在大陸設立之研發中心 

台商 區位選擇 設立動機、運作型態與效益 

金仁寶集團 北京軟體開發中心、

上海研發中心 

主要以運用大陸廉價優秀與就近提供市場就近提供服務為考

量/設立研發中心（台灣方面負責新產品研發、大陸部份負責

後續設計與軟體支援的研發）。 

鴻海 北京、杭州 設立無線通訊產品研發中心。 

豐騰科技 杭州 

大陸中文光碟市場逐漸興起，大陸當地高科技人才素質不

差，且工資較低廉/設立光碟軟體開發部門（由台灣部門負責

企劃行銷，大陸部門負責系統軟體設計與美工、美國部門負

責技術引進）/降低研發人力成本。 

大霸電子 上海漕河經濟技術開

發區 

大陸工程科技人才充沛，素質水準優於馬來西亞且不遜於台

灣，相對薪資較兩地均低/將台灣研發部門移往大陸/降低研發

人力成本。 

微 星 科 技

（MSI） 江蘇崑山（微盟電子） 設立研發與生產中心。 

研華科技 
（Advantech） 

北京、西安、上海、深

圳 
專業高科技人才充沛、能夠配合當地行銷網路，加強技術支

援能力，提升對客戶回應速度。設立研發中心。 

神達電腦 上海靜安區 設立環達電腦科技中心，開發電腦及電子產品相關軟體為主。 

英業達 北京、天津、上海 天津方面負責軟體設計、上海虹橋負責軟、硬體研發設計。 

華邦電子 蘇州 蘇州當地人文環境有助於激發研發人員創意。 
華邦光美電子（蘇州）有限公司研發中心。 

廣達電腦 上海松江區 將台灣部分研發能力轉到上海原有的生產基地內，與台灣的

研發機構進行分工。 

義隆電子 深圳 FAE設計支援中心。 

漢康科技 上海 為求研發大陸本地適用的ERP系統，必須在大陸本地進行ERP
研發，當地設立軟體設計研發中心。 

明基 南京 運用南京地區大學院校專業人才，2005年設立3G產品研發中

心（以無線通訊及運用、多媒體、生物科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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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 區位選擇 設立動機、運作型態與效益 

藍點軟體 北京、深圳 2000年在北京設立資訊家電研發中心、2001年設立深圳系統

開發中心。 

資料來源：劉孟俊，200645 

 台商的技術研發方式，雖然目前多仍以在台母公司為技術研發基地，但位於大

陸的子公司已進行自主研發、與當地機構進行研發合作、與中資企業合作或是大陸

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當地的「產學合作」，表六略舉幾例台商在大陸的研發合作概況。 

表六：台商在大陸之研發合作 

台商 區位選擇 合作對象、設立動機與運作型態 

金仁寶集團 北京、上海
與大唐電子（中）、東方通訊（中）、合作研發CDMA手機（2002），成

立研發中心。已獲得加拿大Terayon等客戶的大量訂單。 

鴻海 武漢 
與台達電（台）、華中科技大學（中）、武漢郵電科學院（中）合作。為

實施進軍大陸光纖通訊市場的計畫，並在大陸華中地區佈局。合資成立

光通訊研發中心（2002）。 

英華達 
（英業達子公

司） 

上海及南

京 

與大唐電子（中）合作研發CDMA手機（2002），成立研發中心。已獲

得加拿大Terayon等客戶的大量訂單。大唐移動與英華達公司正式簽訂合

作協定，共同推進TD手機的商用開發進程（2006）。 

明基 蘇州 

中電通信（中）合資設立明基中電通信科技公司，作為明基大陸佈局的

研發關鍵角色（2004）。中電通信擁有大陸GSM與CDMA的牌照，有助

於明基與中電通信開發新自有品牌手機並上市。持續擴大在大陸研發活

動，並開始在南京籌建研發中心。 

寶成集團 北京 與中國科學院合作研發龍芯二號CPU並成立研發中心。 

威盛 北京 與北京大學合作培育為處理器及無線通訊人才，借重北京大學優秀IC設
計人才，並設立研發中心。 

盛群  與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合作，借重其IC設計能力。 

台積電  與大唐電子（中）在COMIP晶片研發設計與製造進行合作。 

神達電腦  
與聖大網路（中）、英特爾（美）合作開發全球首款掌上（無線）網路娛樂

終端產品EZ Min（2005）。打破大陸互動娛樂遊戲機市場長期以來被日、美

產品壟斷的局面。 

資料來源：劉孟俊，200646 

 

                                                        
45 劉孟俊（2006），兩岸經驗20年：1986年以來兩岸的經貿合作與發展，天下文化，第250頁。 
46 劉孟俊（2006），第251頁。 



兩岸 IT 產業智慧財產與研發策略—以研華、方正為例 

 

61 

3. 大陸之科技研發政策、趨勢 

 大陸自1990年代以來，一連串的科技政策施行，讓大陸在技術的發展及技術的

群集一一成形。90年代以降，大陸成為國際兩岸間的製造工廠，隨著其在產業鏈中

的位置逐漸重要，跨國企業與台商亦逐步在大陸設立研究機構，希望透過大陸的基

礎性研究來進行前瞻、未來性的研發。自此，大陸政府也體認國內的資訊產業需順

勢發展，在借力使力以能縮短技術能量及與國際競爭的目的下，1988年成立中關村

以軟體產業為重點，以軟體資訊產業聚落吸引軟體大廠進駐（90年中期），同步提升

中關村的軟體開發能力。 

 大陸政府並著手進行科技研發的轉制工作，例如1999年針對國內242個國家局所

的科研機構進入企業中形成他們的RD中心，之中雖有困難，但仍可得知政府欲發展

技術與擴散研發人員之決心。而在政策方面更是制訂《十五計畫》（2000-2005）、《十

一五計畫》（2006-2010），皆聲明對於資訊IT產業的重視，2006年6月發表《鼓勵軟體

產業和積體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47，利用租稅優惠48方式吸引外界進駐、引導

研發。於2007年更設立科技研發中心（懷柔區），指明以「研發」為重點。由此大陸

已從發展科技產業聚落、促進區內技術提升，現在更遵循其「自主創新」的目標，

要活絡技術研發。另外，「校企聯合」、「產教結合」的方式，透過大學為核心，成立

大學科學園區，視大學為研發中心，形成一「經濟技術開發區」，為強化學校參與產

學合作，提供以系、所之名義參與企業之經營，成為其股東以更用心於技術移轉與

研發。 

 國際大廠從一開始對大陸以製造為主，轉而利用其人力進行研發。由於技術創

新需有前瞻性，憑藉大陸深厚之基礎研究（如：微軟亞洲研究院）累積知識能量後

未來再進行研發，隨著更多的企業進入大陸，大陸能吸納更多他國的技術經驗，因

此，應思考如何運用國際大廠的優勢內化為大陸的核心能量，相互激盪以達到技術

創新的目標。 

(三) 兩岸 IT 策略研發之方式 

 研發成為一國提升自我實力的主要依據，尤其研發實力的強大可帶來經濟利益

能量時，更是不可忽視。時下在資訊全球化的擴散下，大陸成為國際大廠紛紛駐足

的兵家必爭之地，而台灣在產業鏈的遷移，技術研發能量的去留著實令人擔憂，而

大陸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市場的考量下，有提升自我技術的考量，因此以下將針對

兩方的研發策略進行說明。 

                                                        
47 張瑞華（2006），中國半導體政策眾所矚目，從十一五規畫綜觀發展，新電子，第240期。 
48 增值稅即徵即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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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發中心之設立 

 在全球化競爭的環境下，資訊產業的技術需要不斷的進步創新，才會具有競爭

力。尤其亞太地區的技術能量已趨成熟、各國技術提升，因此欲強化資訊產業的研

發能力，除了自我內部的提升外，能夠與世界頂級的跨國IT產業進行直接的交流亦

是使一國快速提升研發能量的一步。因此台灣於2002年5月31日所核定之《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49指出，期望能夠藉由投資人才、研發創新、全球運籌

通路與生活環境等四項主軸來進行此一發展重點，顯示其欲以「研發創新」為手段，

特此強調「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與「產業高值化計劃」，以篩選核心產業技術

領域、強化創新研發機制、創設特色產業技術研發園區及提供優惠措施等作為計

畫推動策略，期於五年內成為亞太地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藉此支援跨國生產活

動、提升台灣在全球化之研發佈局之地位以及推動台灣產業研發之深層化與前瞻

化，希冀促成跨國性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加深台灣的技術深度，提升台灣產

業的附加價值。該計畫自2002年開始，至2004年已吸引近20家跨國企業在台設立

22家研發中心50（IBM、HP、Dell等），並且協助86家本地指標性企業成立在台研發

中心51。 

 各國在設立研發中心時，除了考量政策租稅、法令規定外，尚需以市場的角度

來進行，環視一國的產業能力、其所能提供的技術能量、產業研發人才為此一研發

中心所需，因此跨國企業設立研發中心有其不同的功能存在，可分為：部分模組研

發、商品外包服務、產品的當地化、獨立商品研發52（完成後向全球銷售），經由其

評量後各地的專業能力、考量本身的需求後再進行設立的動作。 

 以上述22個研發中心為例，其中資訊電子產業即有15家跨國企業在此設立16
個，公司類別包括：系統、晶片及軟體、設備產業。藉由研發中心與我國產業產生

的互動而促使台灣提升自我的技術層次，方式如下：(1)系統及軟體方面，可採行「共

同研發」具有前瞻性技術，使台灣在市場發展的初期階段便可以參與商品及技術的

研發，協助開發商快速進入市場；(2)晶片則是透過「參與設計」（Joint Design Program）

與「參與研究」（Joint Research Program）的合作模式，強化國內單系統晶片的能力；

(3)設備方面則是藉由先進製程與機台開發的本土化，帶動國內機器、設備周邊零組

                                                        
49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8日， 

網址：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13186&CtNode=3375。 
50 同註41。 
51 蘇美惠（2004），建構台灣成為國際創新研發基地：以跨國企業在台設立ICT產業研發中心為

例，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7期第10卷，第80-85頁。 
52 2005年無憂指數IT盤點（2006），聯合人力網，2006年1月17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

18日，網址：http://pro.udnjob.com/mag/overseas/storypage.jsp?f_ART_ID=2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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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產品及技術的發展，提高台灣自動化技術與元件的製造實力53。故，台灣與跨國企

業在進行技術的研發上，衡量雙方的實力後，利用不同的形式相補足彼此欠缺之處，

而亦利用此方式滲透、深化技術的層次，此為一提升台灣實力的方式。 

 大陸自90年代開放以來，憑恃政府有利的優惠政策、廣大的未來市場及眾多的

研發人才，跨國企業對台灣設立研發中心的需求逐漸轉移至大陸，例如：90年代前

期，台灣為日本企業的主要研發據點設置地，但是後來大陸經濟的開放便成為日本

企業進駐的主要地點。開放至今，跨國企業至大陸設置研究機構的速度逐年加速、

而數量也愈趨增多（自1987年第一家研發機構在北京成立，1987年至1993年，每年

不到一家的研究機構成立；1994年至1997年，每年平均有5家研究機構成立；1998年
一年內建立了11家機構的熱潮後，在2001至2002年間，跨國公司至少建立19家研發

機構）54，顯示未來大陸在人力、物力及資源上將會加速研發的步調。相較於其他產

業，在大陸設立研發中心多為IT產業，且地點不只是位居於北京、上海，還包含天

津、深圳、蘇州、西安、成都等地區，而從90年代就開始進駐大陸且設置研發中心

的企業有IBM、Nokia、Motorola、Microsoft、Intel等美國跨國企業，另外亦包含較早

進入大陸市場的台商企業。在共同研發的部份，NEC的北京華虹積極投入SOC系統晶

片（System On Chip）的研發，該項研發企劃係結合美國矽谷之NEC研發中心之共同

研究。 

 台灣資訊產業雖有良好的表現，於產業鏈中具有高度的連結性，不論是Dell、
HP等企業皆需借助其在該方面的能力，但是仍處於末端專業代工的位置，在產業及

市場中仍受制於人而無法突破，政府特於《挑戰2008計劃》中積極推動產業自過去

國際產業價值鏈中代工生產基地的角色，轉型為以創新與研發為導向，而大陸也於

2000年開始其《十一五計畫》希冀以「資訊化推動產業化」。同時也預期跨國企業

設立研發中心會帶來些許的影響。 

(1) 強化產業鏈的連結度 

 透過國際大廠在兩地設立研發中心的便利性，此可強化地主國資訊產業與國際

大廠間的緊密合作，由於跨國企業的產品開發與技術層次較高，對地主國IT產業的

技術有拉提效果，良好的技術亦吸引更多的企業加入產業鏈，之間的合作更為緊

密。  

(2) 產業聚落之效應 

 研發中心的設置，地點是選擇的條件之一。應參酌一地的環境、租稅法令，周

                                                        
53 同註51。 
54 中國科技統計（2003），北京科技統計資訊中心，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8日，網址：

http://www.st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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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能夠對此一研發中心有正面的效果。群聚效應可吸引相關產業的合作者與競爭

者，在一資訊密集的網絡下，更能促使企業似參與研發競賽般，提升自我研發、為

勝過競爭者而加快研發腳步。如：微軟借重北京中關村的軟體聚落特性，設置一亞

洲技術研究院，運用當地之基礎研究知識專才。 

(3) 提升產品層次與國際接軌 

 跨國企業往往是一產業標準的制定者，參與研發中心的共同研發、設計等，並

與其一同進行技術、產品商品化，擁有一具產業標準的產品，與世界的接軌將更為

容易。如：台灣系統、軟體業透過與研發中心共同研發的方式，參與商品及技術的

研發，運用其商品化能力；大陸甚至憑藉其龐大市場力量，發展自己的技術標準。 

表七：台灣及大陸兩岸研發佈局 

構面 項目 台灣 大陸 

類型 周邊產品 系統級產品 

市場 國際市場 大陸內需市場 

生命週期 相對成熟 發展中 
產品 

優勢 商品化能力 挾市場產標準 

軟、硬體 硬體 軟體 

研究基礎 應用研究 基礎研究 研發或技術屬性 

研發流程 產品開發、製程開發 製程調整、認證與工程支援 

資料來源：陳信宏，200355；本研究整理製表 

 從表七的整理，可看出台灣與大陸在產品及研發上的專業不同，導致跨國企業

設置研發中心時亦有不同的考量。如台灣主要以周邊產品為主，而大陸則是系統級

商品；在研發的技術屬性上更不相同，台灣的資訊業以硬體的開發為主，而大陸在

早期政府政策的施行下在軟體業有顯著的表現，另外由於大陸的資訊產業開啟較

晚，因此研發流程上還在較淺的階段，而台灣已著重在產品及製程的開發。另外，

由於台灣較著重應用技術，相對地大陸在基礎研究的功夫較深厚，因此微軟的北京

研究院規模僅次於美國、英國的研發規模，為全球第三大研發據點，該研究院的研

究重點已擴及新媒體技術、資訊處理技術、無線及網際網路技術等的基礎性研究方

面。 

 

                                                        
55 陳信宏、史惠慈（2003），台灣資訊電子業的兩岸研發國際化與國際創新網絡，科技產業聚落

之發展：矽谷、新竹與上海，中壢市：中央大學臺經中心，第137-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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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合作 

 技術合作是運用彼此的優勢互補，加快提升雙方的技術能耐，但是一項成功的

合作是十分不易的。技術合作的範圍應包含技術移轉及技術的合作開發，技術移轉

的形態可分：(1)一方將其智慧財產授予他方契約上的實施權，以獲取權利金或其他

利益，例如：交互授權以免於侵權訴訟；以及(2)一方將其智慧財產加上有關的資料

（含營業秘密、非營業秘密）及服務配套（如技術指導、人員培訓）以技術移轉形

式授權他方契約上的實施權以獲取技術報酬金或其他收益56。而技術研發因牽涉雙方

的核心能耐更為困難，此可分為合作前的契約訂定、研發過程中雙方提供資源的互

助、互信，以及完成後該項合作成果的運用和歸屬，三個階段的過程若能完善的訂

定出規則，「技術合作」才有共識而有良好的運作成果。 

 台灣資訊產業在面臨與全球競爭的狀況下，無不試圖突破技術上之瓶頸，為此

政府與各個產學研的機構提出技術領域的研發、專利和標準聯盟，希冀透過該組織

來提升國內產業的研發自主性，而不僅僅是「代工製造」的身分。如經濟部在2007
年5月時曾與 Intel、NEC、Nortel、R&S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又於10月時與

Alcatel-Lucent、Motorola、Nokia Siemens Networks（NSN）、Sprint-Nextel、Starent
等五家國際大廠簽署技術合作備忘錄57。此將促使國內設備業者與國際大廠互通互

連，掌握核心技術，五家大廠將與台灣共同研發、測試各種新產品與應用（設置

WiMAX互聯測試中心，Interoperability Testing Center），雖然在進行共同研發的程序

中還未明確表明台灣居中的位置如何，但與國際大廠進行結盟已顯示台灣在技術能

量上是有目共睹的，而未來政府或企業在其中的參與程度為何、聯盟的實質效益是

否能夠發揮，仍是台灣在朝向技術能耐提升的過程中所必須努力的。 

 另外「產學合作」為另一種合作開發的模式，有鑒於台灣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

缺乏大財團的人力物力，進行新的技術研發，因此藉由企業與具有高度研發能量之

大專院校，將其在學術上所研發之技術向外推出，讓企業與學界的合作下能提升自

己的研發能量。 

 而大陸政府對於技術合作也展現高度的意願，尤其政策方面也給予相當的優惠

與資金，政府制定合作研究計畫、設立科技合作基金、加大對技術合作的資金投入

並引導企業參與合作研究、為技術合作拓寬融資渠道，推行風險投資資金等以有力

促進企業間的技術合作。對於實施技術合作的企業將對其技術合作帶來的收益給予

稅收上的優惠，對技術項目給予優先或低息的貸款等。而企業對於大陸未來的市場

及專業人才具有相當的信心，因此對於研發合作的實施上也有相當的措施，以微軟

                                                        
56 周延鵬（2006），一堂課2000億：智慧財產的戰略及戰術，台北市：商訊文化，第286-287頁。 
57 經濟日報社論（2007），WiMAX時代風光到來，經濟日報，A2版，200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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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微軟承諾自2007年開始，以五年時間打造微軟全球核心研發基地，有助大陸

資訊技術的創新，並且先後和聯想、夏新、阿里巴巴和中星微等簽署合作備忘錄，

在聯合創新、移動通訊、電子商務和嵌入式新品方面展開合作。其中，聯想—微軟聯

合創新中心是微軟在全球首次和商業合作夥伴協同建立的創新中心，開創了企業界協

同創新的全新局面58。 

不論是大陸與台灣，在技術合作與研發上多向外索求、企圖藉由國家與跨國企

業間之合作，提升自身資訊產業的研發能量與效益。企業間的技術合作，可提升研

發的技術層次，對於向外擴張市場的競爭力更為提高，但好的技術研發是需要雙方

的互信互助，做好雙方的實質審查，了解雙方的核心技術是否搭配、對未來在市場

上才不會有相互侵蝕的狀況。 

3. 策略研發人才 

 不管是業界的合作、政府的政策推動，真正能夠讓企業擁有好的技術資本、研

發能量，其來源主要仍是以「人才」為主。對內，人才不只是知識蘊含之處，透過

交流更能深化組織內部的技術知識；人才不僅是「個人」的力量，其亦可是牽動整

體企業的連結點。 

 90年代初期，台灣資訊科技產業因海外留學人士大量回國，這與政府鼓勵創業

投資與積極延攬海外留學人才等優惠政策相關。這些擁有高科技技術的海外學人，

特別是矽谷的華裔科技人才，對推動新竹地區的發展與經濟成長有直接且重大的貢

獻（科學園區與新竹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的產學合作關係）。且透過他們的網絡關係

建立了台灣與矽谷間的產業合作或策略聯盟。足以顯現研發人才不僅是蘊藏豐富知

識，對於國際知識的移轉與網絡也是提升技術水準重要的一環。 

 因此除了提升台灣在研發的人力素質外，並應擴大研發人力市場總量。透過跨

國企業在台設立之研發中心，經由與其交流、提升產品及技術的過程中，同時亦可

使台灣人才有機會學習、並投入高科技的研發中，此法應可帶動台灣的研發人力素

質；另外，政府應再提供良好的科技環境與條件，吸引更多的海外學子回國，再次

帶動科技產業，而研發人力市場的總量亦成為跨國企業供應鏈的一環，連動下使更

多研發人才的投入，屆時人才將成為強化資訊產業及提升台灣技術層次的一大動

能，從產業鏈中的代工位置移往自主研發的地位。 

 大陸的資訊產業因台灣的代工活動進駐而開始萌芽，從早期的普通勞力隨著大

陸經濟起飛、知識愈趨擴散，進而開拓自己的資訊產業，在北京（軟體業）、上海（半

                                                        
58 操秀英（2007），微軟：與中國合作共贏，科技日報，2007年11月16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

年11月19日。網址：http://www.stdaily.com/big5/computer/2007-11/16/content_7416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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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東莞（PC組裝）等地各有自己科技聚落，對於研發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著

眼於大陸資訊產業的核心技術標準和專利掌握在外商手中，未來欲建立自己的標準

勢必借重培養國內專有人才。同樣地，對於「海歸派」59仍視為IT力量的重要來源，

欲學習當初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成立時那般的技術能量儲存。另一方面，跨國企業與

大陸之間的合作頻繁，例如：微軟位在北京軟體聚落的亞洲研究院，比鄰北京及清

華大學等高等學府，在研究機構、學校以及相關企業的進駐，讓技術的研發生產活

絡，而之中的研發人員素質在整體環境的驅動下素質應可提升。 

 綜合上述，研發全球化已成趨勢，而台灣因市場規模小及隨國際大廠之遷移，

為求未來市場、人力、資源等因素，而將部分研發移轉大陸，然而針對台灣的關鍵

能耐應值得思考，例如：加強關鍵零組件之不可或缺性、研發人才的不可替代，努

力於自主性研發掙脫產業鏈中的代工位置；而大陸則在整體佈局下更為重視自主性

的創新，挾其龐大的市場創造一新的標準。不管是透過內部或跨國企業之技術合作

皆可提升一國之研發實力，達成雙贏局面。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智慧財產保護與研發策略進行探討，以研華、方正兩家廠商為研究

個案，先進行次級資料之收集，再利用大陸參訪之機會，進行實地訪談，最後回國

進行整理、分析、與歸納結果，期望藉由分析兩岸具代表性之龍頭廠商，比較出兩

岸在智慧財產保護程度與研發策略上之優劣情形。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可分為三階段： 

1. 文獻收集階段－ 
本論文之題目訂定後，即針對兩岸相關之議題進行文獻檢索與收集，並就兩個

案之背景資料進行研究，就智財與研發設計相關問題以供訪談之用。 

2. 個案深度訪談階段－ 
藉由本次大陸參訪，小組至個案公司實地進行訪談，先由個案公司進行簡介，

再由小組成員提問，並利用最後的參觀廠房的時間進行深度訪談。 

3. 分析整理與論文撰寫階段－小組成員將文獻資料與訪談內容進行整理，並針

對兩個案進行分析與比較，最後得出本論文所研究議題之異同處。 

                                                        
59 「海外留學歸國者」以定義之，南方網，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月28日， 

網址：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tech.southcn.com/rc/200402271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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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個案探討 

一、研華公司 

(一) 公司簡介 

研華公司由董事長劉克振於1983年創立，創立之初，劉克振將研華定位為「自

有品牌的工業電腦製造商」，決定專注在工業電腦（Industrial PC，簡稱IPC）領域，

而非當時一致被看好的個人電腦產業。成立當時，創辦人之一的劉克振為技術背景，

其餘四位原先為台灣惠普自動測試部門之業務人員，如此「技術」搭配「行銷」的

組合，反應出研華的主要經營方式。 

研華發展至今已是世界最大之工業電腦製造與銷售廠商，略優於其主要的德國

競爭者Kontron，以其自有品牌“Advantech”行銷全球，總員工數有2,700餘人（台灣部

份約1,000人），2006年總營收4.4億美金，每年亦呈現不斷成長之趨勢（如圖三），每

年的毛利率皆達30%以上。其主要銷售地區（如圖四）為美國（30%）、歐洲（20%）、

亞洲（約41%），主要客戶為系統整合廠（System Integrator），為B2B模式，主要產品

事業群分成四大類（如圖五）－產業應用類電腦、嵌入式電腦、工業自動化相關、

工業暨網路應用事業群。值得注意的是，研華的組織架構中（如圖六），並沒有看到

智慧財產專責的部門，由僅有兩人之法務單位兼責專利相關業務。 

 
第一章 兩岸 IT 產業環境與智慧財產經營現況 

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三章 
研華科技個案探討 

第三章 
方正集團個案探討 

第四章 個案分析與比較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圖二：本研究之章節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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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研華公司網站60 

圖三：研華公司各年度之總營收 

 
圖片來源：研華公司網站61 圖片來源：研華公司網站62 

圖四：2006年研華之銷售區域比例 圖五：2006年研華之銷售產品比例 

                                                        
60 研華公司網站，公司營運概況，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9日， 

網址：http://www.advantech.tw/about/fact_sheet_tw.asp。 
61 同註39。 
62 同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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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應用類事

業群 
工業自動化事

業群 
嵌入式電腦事

業群 
工業暨網路應

用事業群 

製造中心 

採構處 

品保處 

海外營運中心 

資訊處 

ERP 

財務會計處 

行銷企劃處 

人力資源處 

法務 

 
圖片來源：張俊一，200663 

圖六：研華公司組織結構 

(二) 發展現況 

研華有兩大製造中心，分別在台灣台北及大陸崑山，台灣的製造中心主要負責

少量多樣的客製化產品，崑山的製造中心則以量較多的標準品製造為主，台灣與大

陸的製造中心之製造比例大約為1：1，但近期崑山的產量已有超越台灣的趨勢，成

為目前研華主要的製造基地。 

研華目前共有四大研發中心，其中有兩個分別位於大陸的北京與西安，專責硬

體、嵌入式軟體、驅動程式之開發。研華在大陸積極佈署研發中心，主要看好大陸

地區充沛的低成本高水平研發人才，並搭配當地的行銷網路，提升客戶服務的回應

速度。近年來，研華更不斷地將研發擴展至製造中心——崑山，主要因崑山製造業

的發展及產業鏈逐漸完備，本次參訪研華即安排在崑山廠，參觀其標準品為主的製

造。 

競爭者部份，國外廠商主要有德國的Kontron，不斷地和研華角逐工業電腦的龍

頭地位，台灣廠商則有威達電、研揚、瑞傳等。除此之外，工業電腦市場的潛在競

爭者－個人電腦大廠，亦已漸漸看準這塊市場，準備挾其優秀的成本領導能力進入

工業電腦市場。 

                                                        
63 張俊一（2005），工業電腦產業智慧資本與智慧財產經營研究—以研華公司為例，國立政治大

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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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電腦產業的高獲利、高穩定性與未來成長性，已經吸引在紅海中競爭已久

的個人電腦大廠（華碩、鴻海），而有意進入該領域64，雖然基於特殊的產業特性（如

後文所述），客戶不是以價格為主要的考量，加上研華已經建立良好的品牌口碑與完

善的顧客行銷網絡，在工業電腦之龍頭地位尚且不易被推翻，但面對潛在競爭者，

研華目前和華碩成立了合資公司「研碩（Advansus）」，企圖透過與華碩的策略聯盟，

增加對上游供應商採購時的議價能力。研碩將結合華碩的量產能力（成本領導），搭

配自身差異化經營的能力，來負責中大量產品之設計與製造服務。 

(三) 核心技術能耐 

由於研華所屬之工業電腦產業具有下列七大特性： 

1. 產品少量多樣 
2. 重視產品的穩定性、擴充性及相容性 
3. 較長的產品生命週期，客戶忠誠度高 
4. 產品客製化 
5. 具備產品研發及設計的良好能力 
6. 客戶重視產品售後服務 
7. 透過經銷商或子公司銷售商品 

基於上述工業電腦產業特性，研華迄今能成為工業電腦領域之大廠，其核心競

爭力之累積，必定為研華提供了符合其產業特性的智慧資本要素，從而為其帶來競

爭優勢。故在此以智慧資本的構面，來解構、分析研華所具有的核心競爭力，包括

人力資本、流程資本、關係資本以及組織文化。 

1. 客製化的能力（人力資本） 

由於客製化需求，研華的人力資本偏重在經驗，亦即學歷並不是研華的首要考

量，產業經驗與解決客戶問題的能力才是研華積極培養的重點。員工在研華內的輪

調，基本上以同一個事業群內為主，以深耕員工在特定領域的技術深度，使其在特

定的產品種類具備深度的專精，以符合實際需求。 

2. 完善的電子化流程管理（流程資本） 

研華為了加速訂單處理及回應客戶的速度，研華建立了完整的流程整合系統（如

圖七），將各種資訊流以系統化歸類後，進入研華的核心流程系統中，再更進一步與

                                                        
64 林哲良（2007），台灣工業電腦，別有一片藍海，今周刊，全球華文行銷知識庫，第536期，線上

檢索日期：2007年9月10日， 
網址：http://marketing.chinatimes.com/ItemDetailPage/MainContent/05MediaContent.aspx? 
MMMediaType= winwin_weekly&MMContentNoID=3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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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財務、業務、資源分配與管理系統…等等加以整合。 

研華將系統使用者分成四類： 

(1) 終端客戶－研華的商業模式以B2B為主，故主要客戶為系統整合廠商（System 
Integrator），從研華的Customer Zone登入可得到產品的型錄、手冊，以及下

單訂購的服務（Buy On-Line）。 
(2) 通路商－透過Partner Zone，可得到研華所有的產品型錄、簡報檔案、報價與

交期等相關資訊。 
(3) 業務－可透過Siebel系統進行業務下單與客戶資料維護。 
(4) 員工－可透過該系統了解其所負責產品之銷售狀況，甚至員工的請假、費用

申報、教育訓練、福利活動…等皆以電子化的方式進行。 

以上資訊在經過各自的管道輸入後，即準備進入研華後端的核心流程系統，研

華的後端流程整合分成三個階段進行： 

(1) 第一階段－著重於公司內部各「產品線資料」與「財務資訊」的整合。產品

資料由「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PLM）」管理維護，再整合「報價系統」

與「庫存管理系統」的資訊，保持良好的庫存量與現金流彈性。 
(2) 第二階段－將上述資訊更進一步與各單位內的「生產管理系統」相整合，包

括品保的RMA系統，以及業務開規格用的的CTO/BTOS/DTOS系統。 
(3) 第三階段－最終，將以上所有資訊，連結到研華的四大物流中心內的管理系

統，對應到所服務的客戶端，並妥善的管控出貨、訂單與資金。 

 

資訊輸入端 

 End User 

 Distributor 

 Sales 

 Employee 

核心系統 

PLM 管理整合 

 ERP 

 NPI 

 CRM 

 財務資訊 

 生產管理 

 品保 

四大物流中心 

 ATSC 
(Taiwan） 

 AASC 
(American） 

 AESC 
(Europe） 

 ACSC 
(China） 

輸
入 

整
合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 

圖七：研華的流程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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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銷通路與品牌（關係資本） 

為了提升客戶下單及通路的速度，研華積極發展“Trusted ePlatform Service”業務

系統，其中包含“eAutomation”、“ePlatformPro”及“D&MS（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Service）”，依產品客製化需求程度之不同，區分出不同平台的通路系統（如圖八）： 

 

ePlatformPro eAutomation 特許經銷 

標準品 高度客製化 

D&MS 

Trusted ePlatform Service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 

圖八：研華區分客戶群的行銷通路模式 

eAutomation－為客製化程度較小者之下單平台，客戶需求僅為標準品之修改，

或自動化系統之銜接，主要由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之產品所構成， 

ePlatformPro－為客製化程度較大者之下單平台，主要由「嵌入式電腦事業群」、

「工業暨網路電腦應用電腦事業群」、「產業應用電腦事業群」之產品所構成， 

D&MS－包含設計到製造、整合之完整解決服務，客製化的程度最高，此部份

將由研華與華碩合資共同成立之「研碩」來負責接單與生產。 

品牌是研華另一項重要的無形資產，根據InterBrand 2007年度台灣品牌鑑定報

告書，研華之“Advantech”品牌價值在2007年台灣全球性品牌之中排名第十三65（如

表八），價值為2.34億美金。研華在品牌上的經營，藉由二十多年只專注在工業電

腦領域，讓Advantech逐漸從一個單純的商標，轉變為對顧客具有意義的品牌，並

在國際建立“Solution Provider”、“Trusted ePlatform Service” 等良好的商譽，強化其

品牌資產。 

分析研華的品牌經營要素，可分為以下幾點： 

(1) 前端之技術持續創新－由於客製化的特性，研華不斷地面臨各種不同情境之

客戶需求，所產生之新問題可能需要新的解決方式，故研華本身需要具備高

度創新之能力與彈性，加以長時間專注在工業電腦領域，其技術水準達到一

定的深度。 

                                                        
65 InterBrand Top Taiwan Brand 2007報告書，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日， 

網址：http://www.interbrand.com/survey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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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端之產品品質與功效之可信賴程度－由於研華長期的深耕，使其在該領域

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產品品質有相當的水準，對顧客的需求亦能完全掌握，

因此建立起高品質與可信賴的形象 
(3) 後端之全球行銷通路與服務－研華的據點遍佈各大洲，共18個國家與35個成

市，並成立四大物流中心（Logistic Center）在台灣、美國、中國、歐洲，以

即時因應客戶之需求並掌控存貨之調配。 

表八：2007年台灣全球性品牌價值排名 

排名 品牌 領域 品牌價值 
（單位：百萬美元） 

1 ASUS Consumer Electronics 1,196 

2 Trend Micro Software 1,142 

3 Acer Consumer Electronics 1,069 

4 HTC Consumer Electronics 1,035 

5 Master Kong Food & Beverages 726 

6 D-Link Network Hardware 347 

7 ZyXEL Network Hardware 321 

8 Maxxis Tire & Rubber 309 

9 Johnson Gym Equipment 302 

10 BenQ Consumer Electronics 293 

11 Synnex IT Product Distributor 269 

12 Giant Bicycle 248 

13 Advantech Computer Hardware 234 

14 A-DATA Computer Hardware 199 

資料來源：InterBrand，2007 Top Taiwan Global Brands 

綜觀研華的品牌經營成功要素，主要來自於長期而專注的投入設計、製造，輔

以完善的後端通路行銷與服務，不同於許多成功品牌的延伸策略（多品牌結構、產

品層級區分）。 

4. 專注的組織文化（組織文化資本） 

研華在1983年創立之時，創辦人劉克振之理念即專注在工業電腦之利基市場，

而捨棄當時前景大好的個人電腦產業，因此研華是在「專注」的前提之下誕生的，

研華發展二十多年至今，不任意進行多角化擴張，因此研華在工業電腦產業能打下

穩固的基礎，深耕能力，專注在利基市場求領先。反觀台灣許多個人電腦的大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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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迄今，在不斷多角化擴張的經營之下，毛利率亦只有個位數，而研華的營業毛利

卻一直有著30%以上的水準（95年度毛利為45%66）。 

事實上，研華這樣專注踏實的文化，也是痛定思痛的結果，1999年研華上市後，

不斷的擴張與投資網路相關事業，而忽略了本業核心能力的累積，因此網路泡沫化

後，這些失敗的投資項目讓劉克振體會到動搖初衷的嚴重性。在2002年對研華重新

再定位，並導入平衡計分卡系統（Balanced Scorecard）67，先將組織的願景、營運策

略釐清後，透過一連串策略性目標、策略性議題之訂定等具體化的過程，將員工績

效與組織策略作出清楚的連結，研華的定位與專注力方得以明確地再次建立起來。 

(三) IPR 保護策略與佈署 

1. 專利佈署地區與申請類型 

專利申請策略的部份，以研華在台灣申請的專利（已獲證者共245項68）而言，

其專利類型之分配為－發明22項、新型193項、新式樣30項，換言之，研華每申請10
筆專利，其中新型專利就占了8筆。新式樣專利俗稱「小發明」，其價值上較不如發

明專利，審查過程亦只接受過形式審查檢驗，並無實體審查的鑑定，故在權利主張

上亦較發明專利更不容易。針對此專利申請方式，推測其可能的原因為，研華的保

護思維仍停留在專利的「量」上，激勵制度的設計以獎勵發明人申請專利的數量為

主，造成了發明人以提升「業績」的方式去思考，大量申請新型專利，加以新型專

利只需經過形式審查，獲證較為容易，所需的審查時間也較短（新型專利通常為半

年至一年，發明專利則多為一年半以上，耗時兩年、三年者亦所在多有）。另一個大

量申請新型專利的原因也可能和產業特性有關，由於工業電腦的產品具有少量多樣

及客製化的特性，在講求穩定度的前提下，其所需要的零組件多半不是最尖端的技

術，已經過多年的驗證、修正，成熟度較高的次高階組件為主，再依顧客的需求，

以研華本身的經驗與Know-How客製化產品，故需要以發明專利保護其先端技術的前

提不足，產品為標準品的比例較低。為了滿足客戶需求，以既有技術組合出新型、

新式樣的機會較多，或者乾脆選擇以營業秘密的方式來保護特有的Know-How。 

在其它國家的專利申請上（如表九），以中國大陸居多，共有58項已獲證專利，

其中亦以「實用新型」（即台灣之新型專利）為主，發明專利只有1項。另值得注意

的是，研華近期在中國大陸申請的發明專利，許多已進入早期公開之程序（13項），

                                                        
66 參照研華公司95年度財務報告。 
67 江珮玲（2003），透過組織變革更上層樓，研華科技用行動實現理想，Watson Wyatt Taiwan網

站，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5日， 
網址：http://www.watsonwyatt.com/asia-pacific/taiwan/pubs/articles/2003/2003_01_01.asp。 

68 詳見本研究整理之附件一、附件二檢索條件詳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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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遲遲未獲證，為何研華在中國大陸申請發明專利獲證機率不高，此一現象是單一

個案或是其它因素，值得探討。 

表九：研華所申請專利之分佈與類別比例 

 類型 
地區 

Total 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 
（實用新型/Utility）

新式樣專利 
（外觀設計/Design） 

台灣（TW） 245 22 193 30 

中國（CN） 58 1 45 12 

美國（US） 2 2 0 0 

歐盟（EP）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檢索整理69 

綜觀以上，可知研華的專利佈署以亞洲地區為主，美國及歐洲地區則幾乎從缺，

但由研華的外銷比例（如圖九、表十）中，亞洲、美洲、歐洲皆分別占總額的三分

之一，但在專利佈局上，卻多為台灣專利，歐洲與美洲並沒有在專利保護的範圍內。

因此，研華得定期支付龐大的台灣專利維護費，但在主要的銷售市場卻是沒有保護

的。若有朝一日被控侵權，研華將沒有談判的著力點，也失去了以交互授權方式來

降低所需支付的權利金之機會。 

美洲

亞洲

歐洲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圖九：研華的外銷比例 

                                                        
69 檢索方式：以「研華」為專利權人關鍵字，並以人工檢視是否為本研究所指之研華公司。檢

索資料庫：中華民國專利公報檢索系統，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1日， 
網址：http://patentog.tipo.gov.tw/tipo/twp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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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研華的外銷比例 

年代 
銷售地區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美 洲 23.97% 28.04% 26.48% 26.22% 33.55% 38.79% 

亞 洲 45.24% 41.90% 44.43% 41.98% 34.25% 35.79% 

歐 洲 30.79% 30.06% 29.08% 31.80% 32.19% 25.42% 

資料來源：研華公司95年度財務報表，本研究整理 

研華從早期即開始申請台灣及大陸之專利（如圖十、圖十一），所申請之專利自

始便以新型專利居多（大陸則為實用新型）。台灣的部份，研華只有在2004年申請了

較多的發明專利，但數量上仍低於新型專利之數量；大陸的部份，研華於2004年左

右開始大量申請專利，推測其可能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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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 

圖十：研華台灣專利之申請數量與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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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 

圖十一：研華大陸專利之申請數量與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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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該年度前後在大陸設立了研發中心有關。大陸地區的營業額同時也在該時

點前後大幅成長，因此研華策略性地開始進行專利佈局。 
(2) 研華面臨訴訟的威脅，開始重視智權保護，積極進行專利申請與佈局。 

(四) 小結 

研華的專注文化，造就了研華在工業電腦產業的領導地位，其良好的顧客關係

與所建立之品牌、穩定性的高成長，都是研華重要的智慧資本與未來發展的潛力。 

唯其在保護智慧財產的思維上，並非積極性、策略性的去落實，以專利為例，

有以下數點值得討論： 

1. 區域佈署 

 研華之銷售區域與專利佈署區域並不一致，歐、美兩大市場共佔銷售額三分之

二，卻缺乏專利的佈署，未來在該地區若有頻繁的競爭者活動，研華將失去利用專

利排他的槓桿效益，增加商業競爭的風險。甚至面臨侵權警告或訴訟，都難有談判

立場與籌碼。 

2. 專利申請類型 

 研華所申請之專利多以新型為主，新型專利多為「漸進式（Incremental）」或「製

程（Process Innovation）」之改良，在市場上能產生的效果與價值不如「激進式（Radical 
Innovation）」的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數量一旦累積，其定期之維護費亦相當可觀，卻

未必會帶來對等的價值。 

綜上可知，專利的維護需要成本，研華花了相當的成本在維護台灣專利的部份，

但卻仍可能的面臨歐美地區之侵權，甚至訴訟的風險。且傳統之台灣企業多不願花

時間和心力去規劃智權的保護，對智慧財產的理解仍停留在被動的法律防禦功能，

沒有智慧資本能積極創造價值的觀念。此乃歸因於早期工業電腦之規模尚小，未達

到產業的規模，故以早期而言，智慧財產保護對營收的實質影響確實不大。且以研

華的商業模式而言，上游有元件供應商供貨的不侵權保證，下游之系統廠客戶

（System Integrator）將產品製造出來後，多半是該系統廠來面臨侵權訴訟與產品假

扣押之壓力，基於這些時空背景之因素，研華早期並未積極進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與佈署。但在2000年之後，工業電腦的規模不斷成長，歐美新興市場之掘起，以及

研華未來若考慮進入晶片設計相關領域，勢必得面臨SIP（Silicon IP）的問題。加上

研華目前與大陸廠商之競合關係，研華自此刻起，勢必得積極進行智慧財產保護之

相關佈局與策略擬定。 

反觀大陸的一些企業，有專責的智慧財產部門，並制定「知識產權戰略」，有策

略且計畫性地進行專利佈局，明定未來五年之內達到一定數量的專利申請，甚至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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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陸廠商對於將專利推向「技術標準」已有清楚的認知。由上可知陸商在智慧財

產的保護認知上，已有所提升，積極度甚於台灣廠商，且大陸擁有廣大的市場舞台，

台商勢必得更加有所警惕。 

二、方正集團 

(一) 集團簡介與組織架構 

 北大方正集團由北京大學1986年投資創辦，最初是由北京大學王選教授所發明

的雷射排版技術起家，並由此引發了中國大陸印刷出版業的革命。方正集團成立前

的公司全名為「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70，註冊資本額為440萬人民幣。1988年前，

北大電腦研究所研究設計的雷射排版系統，交由山東濰坊電腦公司獨家生產，並取

名為華光系統。當時由北大王選教授在北大召開會議，大家認為雷射排版系統與其

獨家生產不如在競爭中發展有利，且王選教授認為排版系統的核心技術已做成晶

片，北大可組裝成控制器，在技術必須統一的要求下，於是北大新技術公司開始生

產銷售華光Ⅳ型雷射排版系統。1992年12月於北京登記註冊「北京北大方正集團公

司」，此時註冊資本較1986年已成長近十二倍，高達5,015萬人民幣。方正集團的發

展歷程可參考下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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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方正集團網站，本研究整理繪製71 

圖十二：方正集團發展歷程 

                                                        
70 陳堃銶（2006），方正命名的故事，新浪網，2006年12月21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

日，網址：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6-12-21/17571300561.shtml。 
71 方正集團，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日，網址：http://www.founder.com/about/hi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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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集團事業可分為三大領域，其中兩大主業分別為IT產業與醫療醫藥產業，

其他產業則包含證券投資業、鋼鐵業與物流業等（見圖十三）。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方正集團網站；本研究重新整理繪製 

圖十三：方正集團組織架構 

 在IT產業中又可分IT軟體與IT硬體兩類。IT軟體的部分：電子出版照排軟件（軟

體）系統、數字（數位）版權保護系統、電子政務應用系統、網路安全解決方案是

方正軟體主要核心業務。而方正電子政務公文版式文件CEB也成為中國大陸政府系

統的公文版式參考。1992年在香港成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是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

司控股的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方正控股目前是中國大陸領先的專業化行業應用軟

件系統解決方案以及軟件產品供應商，也是全球最大的新聞出版系統開發商和供應

商，在中國大陸及海外的華文報刊出版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已達80%以上。業務範圍涵

蓋媒體傳播、銀行、證券、保險、稅務、郵政、政府、軍隊、公安等諸多行業。 

 IT硬體的部分：主要有PC與IT設備製造。方正以IT設備製造為主，包含電腦、

顯示器、雷射印表機、掃描器、數位相機、電路板、晶片等。主要硬件製造平台包

含方正科技、方正數碼石岩湖科技園、珠海方正科技多層電路板公司等組成。方正

PC在東莞生產量年產300萬台，蘇州製造中心年產量可達600萬台。方正已通過

ISO9001認證體系，並於2005年為大陸國內市場PC市占率13%。方正集團員工2萬多

人，其貢獻讓方正在全球PC製造領域連續7年穩居行業第二的地位，構築起中國IT產
業發展和大規模應用的製造基礎。近年來方正集團確立了IT、醫療雙主業的發展策

略，主動尋求跨越式發展機遇，成為一個國際化的企業集團。現在是大陸國家首批6
家技術創新試驗企業之一，也是大陸500家大型企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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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第二主業為醫藥、醫療產業，醫療產業業務由方正集團下的北大國際醫院

管理有限公司負責，內含醫院管理、設備租賃服務、物流系統、醫藥（大新、合成）、

醫院（6家）等。至於醫藥產業業務則是由西南合成製藥與重慶大新製藥負責，西南

合成製藥為集合科、工、貿的大型醫藥類上市公司，也是大陸西部最大化學合成藥

物生產、研發、出口地，目前西南合成製藥每年有約2000萬美元出口額，2005年銷

售收入超過6億元。而大新製藥有五類藥品通過FDA，其中黴素藥品占大陸市場50%、

全球市場60%，2005年銷售收入超過2億元。 

 北大方正集團以排版軟體起家，目前經營應用軟體業務是以在香港上市的方正

控股公司為主，方正控股下有方正電子、方正奧德、方正數碼、以及馬來西亞、台

灣、加拿大等海外分公司（見圖十四）。而經營硬體業務的方正科技，主要營收則來

自於電腦、數位產品、多層電路板、辦公用品與設備用品，從2006年的營收比重發 

 
資料來源：方正控股網站72 

圖十四：方正控股集團旗下子公司架構 

                                                        
72 方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架構，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4日，網址： 

http://www.founder.com.hk/1_about.asp?TOPIC_BILL_NO=BILL_2004714114851_83566&DISP
LAY_BILL_NO=BILL_2004714134041_8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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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利潤較高的是多層電路板產品，利潤率達22%，高出電腦產品13%的利潤許多。以

銷售區域比重來看，華北、華東的營收比重仍佔最高，香港與中南地區次之，外銷

比重只佔2%，顯示方正科技主要銷售區域仍以大陸境內為主（見表十一）。 

表十一：方正科技產品營收比重 
 主營業務收

入（佰萬元

人民幣）

主營業務成

本（佰萬元

人民幣） 

主營業務利

潤率（%）

主營業務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減(%)

主營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減(%) 

主營業務利潤

率比上年同期

增減(%) 

電腦及相關產品 3,281.99 3,015.73 8.11 11.56 11.67 1.06 

多層電路板 193.01 150.19 22.19 41.14 39.93 3.14 

辦公用品及設備 14.51 12.52 13.73 23.52 24.28 -3.7 

資料來源：方正科技2006年度報告 

表十二：方正科技區域營收比重 

地 區 主要營業收入（佰萬元人民幣） 佔方正科技集團營收百分比 

華 北 900.28 25.80% 

華 東 766.48 21.97% 

香 港 633.33 18.15% 

中 南 508.66 14.58% 

西 南 192.21 5.51% 

東 北 228.53 6.55% 

西 北 181.53 5.20% 

國 外 78.50 2.25% 

合 計 348.95 100.00% 

資料來源：方正科技2006年度報告 

(二) 研發管理策略 

1. 自主創新技術過程73 

 1980年代歐美進入第三代陰極射線管式照排系統階段，但中國大陸印刷業仍沿

用過去的鉛字印刷。最先研發出漢字雷射排版系統的北大方正，使中國大陸印刷業

跨越了第二、三代，直接進入第四代電腦雷射排版的資訊化時代74。1975年王選參加

                                                        
73 技術創新造就方正成功之路（2006），中國知識產權報，2006年12月22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

年11月1日，網址：http://tech.sina.com.cn/roll/2006-12-22/10551301952.shtml。 
74 魏新（2006），王選的創新思維，人民網，2006年6月7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日，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6-06/07/content_4657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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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研製國家漢字資訊處理專案「748工程」，748工程有三項子專案：漢字通

信、漢字情報檢索、漢字精密照排系統，王選專注於其中的精密照排系統。1985年
方正國產照排系統進入市場，1990年又行進入港澳臺中文出版業市場。1992年初方

正推出彩色雷射排版系統的讓中國大陸報業由黑色轉為彩色，報紙出版擺脫分色機

困擾，降低出版成本。從1987年至1993年，中國大陸境內90%以上的報社和黑白書刊

採用方正雷射排版系統。1994年方正新的新聞採編流程電腦管理系統被深圳晚報採

用，從採訪、寫稿、編輯、傳送、審定、簽發直到組版、發排，全部採用電腦化管

理，替報業、出版業帶來電腦經營管理新模式。1995年方正取得海外華文報業（包

括東南亞和北美）70%的市場佔有率。截至2006年為止，方正中文排版系統已佔有全

球90%以上的市場。 

 除了排版技術，21世紀的方正集團考量到網路出版，為避免出版物被複製、盜

版，推出具有自主智慧財產的第二代核心技術Apabi網絡出版整體解決方案，以數

字版權保護技術（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為核心，致力推廣eBook及其

他數字內容的轉換製作、保護、傳播、展示。2002年更推出國內第一個電子手持閱

讀器—翰林電子書。2003年方正DRM技術獲得中國大陸資訊產業部頒發2003年度重

大科技成果發明獎。在6個一等獎中，只有方正DRM一個屬於軟體類。2004年方正

聯合全國出版社共同推出「搜書網」75，為全球第一家中文圖書搜尋引擎。DRM技

術曾被MIT的《Technology Review》雜誌評為「將影響世界的十大新興技術」之一。

截至目前為止，方正已經與大陸400多家出版社合作建立21萬種智慧財產保護的數

字圖書資源，中國大陸已有2900多個圖書館相關單位購買方正DRM系統和電子圖

書。 

2. 研發管理平台 

 方正創始人王選教授從北大引入軟體排版系統技術，由排版軟體起家，進而發

展至現在集團式的規模。方正是國家首批六家技術創新試點企業之一，方正集團成

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方正技術研究院，轄下有信息（資訊）技術研究所、信息

產品研究所、安全技術研究所、稀土科技研究所、材料化學與應用研究所。主要研

究方向為中文信息處理技術、網絡多媒體技術、網絡電視技術、數字版權管理技術、

知識管理技術等研發技術中心及20多家分散於各公司的企業研發中心。目前，方正

研發體系採用集團董事會下設的技術創新工作委員會為首的多決策和管理方式（見

圖十五）。 

                                                        
75 搜書網，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日，網址：www.esou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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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創新研發預算委員會 

（董事會、集團副總裁） 

中層：技術管理部 

財務部 

基層：知議產權人員 

研發人員 

反饋 

反饋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本研究重新繪製 

圖十五：方正集團技術創新體系之組織圖 

 此外方正集團有一套研發管理流程，分別為規劃管理、計畫管理、項目管理、

績效評估等四步驟。搭配內部研發組織的體系運作，有效施行創新技術研發。研發

體系主軸除了有最高層的研發委員會之外，並透過技術管理部門與財務部門針對技

術與預算提出計畫。技術管理部門內部則設有智慧財產管理人員，管理相關智慧財

產議題。 

研發管理的四個流程（見圖十六）： 

(1) 規劃管理：會先針對集團所屬企業完成未來三年的研發編制工作，然後針對

組織各所屬企業所參與之研發規劃進行修訂。 
(2) 計畫管理：針對集團所屬企業所完成的年度研發計畫進行編制，並且遴選研

發選項，同時替每一個研發選項設定目標，納入企業目標責任與考核範圍。 
(3) 項目管理：發佈「集團研發項目管理推進實施方案」，再聯合財務部對研發

項目進行審列預算與評估，並且參加與監督項目實施且提出相關獨立意見。

項目分類上可分新項目與延續項目；屬性分類上則有技術研究、產品開發、

工藝改進、集成應用四個項目。 
(4) 績效評估：針對項目管理的內容進行評估與修正 

 
規劃管理 計畫管理 項目管理 績效評估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十六：研發管理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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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集團進行研發管理若遇到重大決策，其決策管理機制使決策品質提升，降

低集團在研發投資的資源浪費。方正內部針對重要項目安排相關專業評審人員先就

議題出具評審意見，再透過專屬企業負責人對於評審意見進行批註。批註完之後會

透過技術管理部與財務部兩部門針對其研發與預算審核，再提出審核意見交給集團

內總會與預算委員審核相關項目。透過專業人士與決策委員會的協助，研發專案才

得以不埋沒在各企業間。技術部分由方正集團公司副總裁直接管理，每年研發投入

占銷售額5%以上，在研發體系中各類制度有6項，規範與流程有12項。此外，方正集

團也設立一套研發獎勵機制，鼓勵發明人與設計人，同時也對技術負責人、研發專

案負責人、智慧財產管理人員進行多層考核。 

(三) 智慧財產管理策略 

1. 品牌與商標76 

 「方正」一詞最早見於《漢書•晁錯傳》：「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

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

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選擇「方正」作為商標，主要針對其描述與做人做

事境界有關，也是企業文化的方向。 

 1985年，北大新技術公司研發出中國大陸第一個照排系統Ⅱ型機在新華社試運

行成功，王選和同事們為此台照排機取名為「華光」。1988年以前，其雷射排版系

統由山東濰坊電腦公司獨家生產的，至1990年9月，濰坊突然單獨刊登「華光V型系

統」廣告，濰坊並告知其不得再使用華光等名稱，因此1991年將華光照排系統改名

為方正電子出版系統，且刊登第一則方正廣告，開始將「方正」文字進行商標註冊77。

不過當時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有一「方正」縣，根據中國商標法的規定「縣級以上

行政區劃的地名或者公眾知曉的外國地名，不得作為商標」，在此種情況下，方正

內部考慮採用圖型標誌來註冊商標。 

 1991年4月，方正開始標誌的徵集工作，最後由中央工藝美院裝潢設計系教授設

計的圖形標誌勝出。其替方正所設計的圖形標誌涵意，圖形從立體角度來看，中間

方框的白色部分是正方形，右上角和左下角的黑色部分是正方形的陰影，從光學透

視看構成一個正方體，這樣，「正方」與公司的文字商標「方正」一致。從平面角

度來看，右上角和左下角的黑色部分像兩個箭頭，向上的箭頭表示技術頂天，向下

的箭頭表示市場立地，寓意方正從事的高科技產業是頂天立地的事業，兩個陰影部

                                                        
76 吳江濤（2006），方正商標三部曲，新浪網，2006年12月21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1日，

網址：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6-12-21/18381300640.shtml。 
77 吳江濤（2006），北大方正商號的故事，新浪網，2006年12月21日，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

月1日，網址：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6-12-21/191113007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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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似接非接，給人一種衝擊感，體現了方正銳意進取、創新不變的精神。方正於1992
年2月28日獲得第584771號商標註冊，這是北大新技術公司的第一件商標註冊證，核

定商品也僅是「漢字照排控制機」。 

 在此期間，方正也不斷透過廣告大量宣傳，逐步建立客戶與產品之間的聯繫，

方正也慢慢取得了它的「第二含義」（Secondary Meaning），按照中國商標法的規

定，地名若具有其他含義可作為商標註冊，如此，方正文字便可以受合法保護註冊。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方正的觸角伸及國外，需要一個英文商標。在1995年初方正內

部便出現了「FOUNDER」與「方正徽+方正」的三合一的組合商標，後來在中國全

類的註冊和國際馬德里註冊，都是使用的這種三合一固定組合商標，集團擁有了全

類的商標防禦註冊，加強了商標的市場法律保護。 

 目前方正集團擁有國外註冊商標2400件，中國國內註冊商標約400件，且

Founder、方正與方正圖商標已獲得中國馳名商標，並於中國商標全45類註冊。也完

成了馬德里體系75個國家註冊（含美國商標）。方正在中國的註冊商標類別多集中

在第1類、2類、9類、16類、45類，分別是化學原料、顏料油漆、電子器具、辦公用

品、社會服務等類別78。而在全球的商標註冊國家，則著重在歐洲、非洲，其次是亞

洲（見圖十七）。 

 
 

馳名商標 

馳名商標 

1992 1993 19951994 19971996 2006 1999 

第1類 
化學原料 

顏料油漆 
第2類 

電子器具 
第9類 

辦公用品 
第16類 

第45類 
社會服務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中國商標網79 

圖十七：方正集團商標註冊現況 

                                                        
78 中國商標網，線上檢索日期：2007年11月27日，網址：http://sbj.saic.gov.cn/。 
79 同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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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與專利 

 方正集團的專利申請自2003年後開始每年固定成長，至目前為止集團累積專利

528件，發明專利占300件，擁有授權專利241件，發明專利占45件。2006年完成專利

申請176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為146件，年增長90%。在軟體著作權登記則有371件。 

 方正集團的專利申請區域，目前仍以其主要市場大陸地區為主，台灣、美國皆

尚未獲得專利。但方正的市場並不侷限於大陸，仍需儘早投入其它國家專利的申請，

否則在他國遭侵權時，將難以主張其權利。 

在申請類型方面，方正申請的發明專利多於新型專利（見表十三），顯示其深知

發明專利的價值，並於戰略中明示其重視發明專利之程度，投入大量的研發資源於

前瞻創新，以求獲得發明專利的強大效益。 

表十三：方正集團歷年專利申請一覽表 

 2000年以前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發明專利 5 4 10 23 32 80 146 

新型專利 4 2 3 16 23 8 3 

外觀設計 1 0 5 66 37 33 27 

專利總數 10 6 18 105 92 121 176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本研究繪製 

而方正集團在專利計畫上，也有其詳盡的規劃。預計至2010年可達到每年500件
專利申請（見表十四）。 

表十四：方正集團專利申請預估數量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預計申請專利數 80 150 250 350 420 500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本研究繪製 

3. 未來戰略規劃 

 方正集團內部對於智慧財產工作的進行秉持著創造、保護、運用等原則。高層

針對技術創新必要性做完善規劃，並決定此項技術要由內部研發亦或是找尋外部創

新資源。若決定自行從內部研發技術，集團投入資源必會獲得完整的創新經驗，此

創新過程將會塑造方正未來的技術研發方式，透過不斷修正，形成方正的研發文化。

此時透過內部的組織、流程、技術開發文件、知識系統…等，將可形成專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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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為了妥善利用這智慧資產，方正必須要考量透過智慧財產的手段保障每個智

慧資產都有其特有價值，也需看它是否能符合企業未來的戰略以及提升產品競爭力

與市場品牌知名度。也可使用競爭性分析，分析該智慧資產預估獲取的利潤與戰略

位置，不斷精煉後便可放入企業集團內部智慧財產資料庫裡以備使用。 

 方正集團內部對於智慧財產管理通稱為「知識產權（智慧財產）戰略」，主要

概念有五個（見圖十八）：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本研究繪製 

圖十八：方正集團知識產權戰略 

1. 智慧財產管理機制 

 技術專案由方正集團公司副總裁直接統一負責技術創新，不僅有研發團隊，每

年投入集團銷售額5%到研發專案內。並透過獎勵機制與考核鼓勵智慧財產行為。 

2. 智慧財產資源投入 

 分為組織政治資源、人力資源、財力資源三大塊權利擁有。組織資源方面，除

 
 

知識產權戰略 

知識產權管理平台 
 每年投入5%銷售額至研發技術 

 集團副總裁直接管轄創新技術專案 

知識產權研究分析 
 IP與國家市場分析 
 避開技術訴訟風險 

知識產權資源投入 
 提升高層對智財重視度 
 人才與研發獎勵政策 

知識產權權利擁有 
 增加國際與中國專利質與量 

 70%工作資源投入前瞻的技術與研發項目 
 從規則跟隨者變成規則制訂者 

知識產權資本化 
 知識產權商品化 

 透過商品化、授權、技術合作、作價等提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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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董事會諮詢會議時間，用來評估每個技術創新是否會遇到重大訴訟與經營風險，

及是否獲取重大利益。而在人力資源方面，則制訂了人才吸引政策與培訓計畫。財

務資源則是包含智慧財產權利的投入、獎勵投入、活動投入等。 

3. 智慧財產權利擁有 

 透過申請國際與國內專利，鞏固方正的技術佈局。並且提高專利申請的數量與

品質，優化資源把70%的工作資源放在有發展前景的項目與產品上，30%資源用在產

品升級與改造。方正集團也希望透過利用標準領導市場，加速從市場遊戲規則遵守

者轉為遊戲規則制訂者。 

表十五：方正知識產權戰略重點 

 
以知識產權為 
導向的合作 

以知識產權為 
導向的倂購 知識產權內部投資 標準制定 

重要作用 
與一家擁有知識產權

強勢的公司可以迅速

實現市場准入 

收購擁有強勢知識產

權的公司可以迅速擺

脫箭靶的地位 

投資國際專利權利逐

步提升公司的知識產

權地位 

影響國際標準制定，

取得戰略優勢並減少

專利許可費 

優  點 有利於公司其他競爭

能力的發揮 

通過把知識產權置於

另一方位以提升其價

值 

在創新和保護的基礎

上為公司的長期成功

建立平臺 

提高競爭地位，降低

產品成本 

缺  點 
通過擁有知識產權的

公司獲取絕大部分價

值 

可能需要大量投入，

才能擺脫知識產權陷

阱和困境 

僅通過內部投資，需

要很長時間才能提升

知識產權地位 

需要很強的技術和知

識產權影響力 

操作方式 
對合作期間獲得的知

識產權，要盡可能取

得共同所有權 

知己知彼，確定可行

目標和途徑 

專利申請的目標應設

定為保持公司產品的

差異性，並建立可以

交易的資產 

利用中國的市場規模

影響標準制定，使其

有利於自己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 

4. 智慧財產研究分析 

 對於智慧財產作有規劃分析，在技術研發前就先確認創新技術，同時控管風險

避免誤觸他人智慧財產。分析項目包含：項目IP、綜合IP、目標國家法律環境調查、

專利分析、技術秘密制度。 

5. 智慧財產資本營運 

 主要的智慧財產經營目標，則是透過智慧財產的商品化和資本化，以及公司競

爭能力提高超額利潤。或透過許可、轉讓、入股、抵押、兼併、重組、評估、上市

等方式讓方正的智慧財產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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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以專利／專利申請、商標、軟體和技術秘密為基礎、全面展開智慧財產增

值策略；有計劃地開展專利許可或者轉讓、著作權許可或者轉讓、商標許可或者轉

讓，推進公司對外技術合作；完善智慧財產增值制度，建立智慧財產流程，增加增

值機會，合作優先，必要抗衡；亦或是透過產品的權利標識，發出智慧財產權利聲

明，智慧財產公關管理，智慧財產綜合控制等手段，創造更高價值。 

綜合

利潤中心

成本控制

防禦
維護你的專利

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

願意落實

使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戰略保持一致

在多重方面管理知識產權/ IA

落實競爭性評估

考慮知識產權捐贈和權威審計

組織起來提取價值

制定先進的審查標準

將專利方案與商業使用價值作連結

建立知識產權委員會

建立審查機制和標準

為專利建檔和更新制定詳細的指標

定期系統地審查組合方案以做修改

對你所掌握的東西進行評估

取得知識產權並確保取得特權

獲取管理買入

提前啟動特許組織工作

共用知識產權知識並將其成文化

關注戰略價值提取

遠見戰略性地申請專利 – 明確並利用某一自
主行業的趨勢，從而創造出新的博弈規則

制定績效衡量和報告制度

綜合

利潤中心

成本控制

防禦
維護你的專利

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

願意落實

使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戰略保持一致

在多重方面管理知識產權/ IA

落實競爭性評估

考慮知識產權捐贈和權威審計

組織起來提取價值

制定先進的審查標準

將專利方案與商業使用價值作連結

建立知識產權委員會

建立審查機制和標準

為專利建檔和更新制定詳細的指標

定期系統地審查組合方案以做修改

對你所掌握的東西進行評估

取得知識產權並確保取得特權

獲取管理買入

提前啟動特許組織工作

共用知識產權知識並將其成文化

關注戰略價值提取

遠見戰略性地申請專利 – 明確並利用某一自
主行業的趨勢，從而創造出新的博弈規則

制定績效衡量和報告制度

 
資料來源：方正集團技術管理部 

圖十九：方正集團知識產權經營的戰略定位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2001年12月，中國在全球化潮流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高速成長的經濟由跨

國公司的加工組裝基地轉向製造、研發基地。由本文第一、二章內容可知台灣IT產
業在大環境驅使下，除了將製造外移到中國大陸，也透過政策制訂誘因吸引更多海

外人才來台灣從事研發技術發展。而中國大陸更是透過制訂《十一五計畫》訂出未

來十五年的科技工作指導方針，並且興建許多高新技術園區有效分區進行各項科技

研發的推行，搭配租稅優惠吸引外資投資。本文兩篇個案研華公司與方正公司，前

者為台灣工業電腦領域的領導者，長期專注於技術研發與創新，也跟隨市場趨勢到

大陸發展；而後者則是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校辦企業，著重軟體技術研發，後跨入PC
製造領域，近年來一直是中國大陸第二大PC製造者；兩個案之企業公司不論在技術

研發、智慧財產經營、未來市場規劃上皆值得探討，同時也希望藉由兩地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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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找出可供現行台灣廠商進入大陸市場的借鏡。 

(一) 研華與方正的智慧財產策略差異 

1. 智慧財產保護意識 

 台灣在智慧財產法規制訂時間比大陸早，加上海外學者歸國協助制訂法令與措

施，大環境制度面較大陸完善。然而各企業對於智慧財產的著重程度主要還是由企

業領導者的決定。一般而言，高階主管若認同智慧財產對經營策略的重要性，往往

該企業會針對公司內部的智慧資產進行評估與運用，同時可針對技術做創新規劃。

研華雖為工業電腦的技術先趨者，然而其對智慧財產規劃並沒有投入足夠多資源，

智慧財產管理功能併入法務部門中，且僅有法務人員二人，無法針對技術研發趨勢

作專利分析或進一步佈局，而對於現有的智慧資產也因未有計畫性盤點與申請專

利，將來很容易誤觸國外廠商專利地雷。另一方面，方正集團對於智慧財產保護意

識濃厚，不僅針對智慧財產保護的議題可上達董事會，同時在研發部門內部還成立

專屬的智慧財產管理人員，負責擬定推動智慧財產流程與計畫，由此可見方正企業

內部對於智慧財產保護關心程度略勝研華公司一籌。 

2. 專利申請的質與量 

 研華公司目前全球的專利申請量總數約為305個，主要申請區域集中在台灣。工

業電腦完整的產業聚落現在暫時仍以台灣為主，然而此專利申請數量相對研華的產

業地位來說仍屬少量，長期發展下將可能動搖研華在IT產業的領先地位；而方正集

團在中國大陸被列為國家首批六家技術創新試驗企業之一，因此方正對於智慧財產

管理與運用有其戰略與規劃。至2006年為止目前專利總數達528件，發明專利數上

升，所有專利數中將近一半提供授權，內部規劃預計到2010年每年可申請500項專

利。顯示方正對於技術專利的量與質都預備要提升，待專利的質與量皆提升後，即

可考慮其他的智慧財產運用方式，替智慧財產創造價值。這一點明確被揭露於方正

智慧財產規劃中。 

3. 推動技術標準 

若研華可以利用工業電腦先進者優勢，首先針對內部進行智慧財產盤點，然後

針對缺口進行研發與專利佈局，同時盡可能將其核心技術納入相關產業標準的制

訂，將有機會能在全球化挑戰下勝出。而方正集團順著大陸十一五計畫的推動，以

及國家自主創新計畫的實施，內部研擬一套智慧財產管理機制，除了提升專利的質

與量之外，還希望能透過推動中國大陸技術標準，減少付給國外廠商的權利金，甚

至也希望能取而代之將大陸專利授權給外國大廠，此等智慧財產戰略規劃將提供方

正集團未來行進的方向。 



政大智慧財產評論 第六卷 第一期 

 

92

(二) 研華與方正未來的挑戰 

1. 研華 

(1) 智慧財產區域部署 

 研華在工業電腦產業的領導地位，其良好的顧客關係與所建立之品牌、穩定性

的高成長，都是研華重要的智慧資本與未來發展的潛力。目前看來研華之銷售區域

與專利佈署區域並不一致，歐、美兩大市場共佔銷售額三分之二，卻缺乏專利配置，

未來在該地區若有頻繁的競爭者活動，研華將有可能失去利用專利排他的槓桿效

益，增加商業競爭的風險。為了避免面臨侵權警告或訴訟，掌握談判立場與籌碼，

研華勢必需要多方考量未來的智慧財產管理與佈署。 

(2) 專利質與量的提升 

 研華所申請之專利多以新型為主，新型專利多為「漸進式（Incremental）」或「製

程（Process Innovation）」之改良，在市場上能產生的效果與價值不如「激進式（Radical 
Innovation）」的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數量一旦累積，其定期之維護費亦相當可觀，卻

未必會帶來相當的價值。逐漸轉由掌握核心技術，以發明專利申請為主，研華勢在

必行。 

2. 方正 

(1) 北大校辦企業色彩濃厚 

 從王選教授開始，方正集團一直都是北大學生投入與提供技術的第一企業選

擇。不過由於北京大學是方正集團的最大股東80，因此過去在策略選擇上會偏向將既

有北大技術商品化與擦亮北大招牌，往往與現行市場趨勢發展不同。此外方正集團

內部員工多為北大師生所組成，自成一派的企業文化，注重師生關係，加上技術背

景人員居多，對於外在市場變革反應較慢且缺乏市場經營概念。先前曾有從外商體

制進來的高階經理人，即因無法在此體制下推動變革而離去。 

(2) 專利質與量提升需與核心能力呼應 

 方正集團目前有專責部門負責知識產權戰略，從歷年申請專利數成長趨勢來

看，目前方正都按照其專利規劃進行。此外方正也有主動攻擊的概念，希望透過在

中國大陸建立技術標準，用標準來減少付給國外大廠的授權與專利費用。雖然方正

的發明專利數與授權專利數日漸提高，然而技術水準仍然有待加強，在排版軟體市

佔率已高達90%的情形下，方正必須要重新思考未來集團發展的核心技術，並進行相

                                                        
80 截至2007年1月，北京大學持有方正科技一億一仟伍佰萬股，佔全體股數的9.29%，仍為方正

最大的股東。資料來源：方正科技2007年半年報，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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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專利分析以便選擇是否投入資源於新領域並獲得相關專利。 

(3) 多角化方式經營 

 近幾年魏新接掌方正集團董事長後，加上大環境電腦硬體毛利日低的趨勢下，

自2002年開始透過併購的手段踏入其他產業，已涉足金融、鋼鐵、製藥、醫療領域，

魏新希望學習美國奇異（GE）公司多角化經營方式將方正集團轉型。而多角化經營

在新興市場中的確可以促進顧客對於企業的品牌印象與信任度，然方正忽略一點，

也就是本身缺乏一套完善的管理系統，可以整合集團內部各事業的資源，若是貿然

投入非本業領域的事業，有可能喪失培養核心能力的機會。因此方正若繼續多角化

的策略，高層必須要決定資源投入順序，同時確保既有核心能力不會消逝。 

二、建議 
 IT產業其變動迅速的特性，使得企業不停地在後面追趕其變動的腳步。然而，

一味的追趕，企業就真的能生存的下去嗎？答案恐怕不是肯定的。重視專利等智慧

財產權已不僅僅是口號，專利訴訟的新時代來臨，迫使企業正視同時也檢視自身的

專利質量，研發與創新更是維持智慧財產貨源充足供應的關鍵。因此兩岸無論在政

策或市場環境，處處可見有形、無形的力量在改變這個世界，若企業和員工沒有拿

出決心與智慧隨之成長，被潮流給吞沒只是遲早的事。台灣從IT產業的代工起家，

科學園區裡的半導體業、電腦週邊產業等也從製程創新走向技術創新。隨之而改變

的，台灣的人力、土地、廠房等成本也愈來愈高，但大陸正以極為低廉的成本優勢，

試圖移動IT大廠的生產供應鏈。研發中心的設立選擇，台灣也不再是IT大廠的首選，

而這些現象在本研究個案中的研華公司皆可觀察得到。面對IT產業環境的變遷，毛

利率下降等現象，無論研華或是方正都必須深入思考未來企業裡智慧財產的規劃，

制定中長期的策略應對。掌握核心能力與技術，才是所謂以不變應萬變。尤其從方

正集團在全球擴張經營的軌跡觀察，我們更可發現，方正集團無論在台灣、日本、

馬來西亞等地所發展的海外子公司，其經營主業仍不脫印刷、出版事業，而這也是

方正集團今日之所以為「方正集團」的技術之所在。 

 研華和方正兩者在IT產業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智慧財產的佈局中，很明顯

地方正集團的戰略略勝一籌。在中長期的資源佈署規劃上，無論是台灣的政策環境，

或是研華本身的決策走向，都仍未聞音訊。反觀大陸的思考已向前進推至2020年，

實在值得我們警惕。而IT關鍵技術納入技術標準的過程，顯然是這個產業的趨勢，

方正在策略制定上，有意朝此方向發展。或許是研華在產業鏈中的角色不同，無法

開發上游技術納入IT技術標準，但身為系統整合商的研華，也應檢視企業的體質，

將智慧財產與企業策略制定做一完美結合。在本研究中不斷提到的便是專利質量的

提升，很可惜在台灣專利申請的百大排行中，也未見研華的身影。在這一部份，研



政大智慧財產評論 第六卷 第一期 

 

94

華除了建立更強烈的誘因與激勵制度，鼓勵研發人員創新與「創造」專利外，也可

重新檢視其智慧財產管理流程，讓IT產業中的工業電腦龍頭地位更為穩固。而同樣

在IT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方正，在不斷伸出其好奇的觸角同時，更應思考多角化

的方正是否適合未來的IT環境。其出版與電子軟件等核心技術，會不會在多角化的

過程逐漸失去其領先地位。仔細審視方正集團在海外成功經營的子公司，主事業為

何，核心技術在哪兒，這些問題一旦有了答案，相信方正集團的下一步會走得更明

確而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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