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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NSF)一年經費投入三十三億美金，「前瞻研究計

畫署」(ARPA)一年投入二十億美金。光這兩個機構的研發規模，就已超過台灣

全年舉國的研發經費(一千三百億台幣)。 

  國內各界近來迭有共識，台灣的未來取決於我們能多快從「投資驅動」型經

濟，轉型成為「創新驅動」型; 能多快從「製造優勢」的產業能耐，延伸到「創

新優勢」的產業能耐。 

其中，前瞻技術之研發，顯然是一個具有重大槓桿效應的策略性措施。 

 

前瞻研發管理需要新思維與新體制 

  從 Catching-up 到前瞻，經濟部科技專案對產業技術研發投資的建案評估、

管理與成效之追蹤評鑑，面臨了一些新課題： 

• 前瞻型計畫的執行與領導人才如何延攬、培養？  

• 計畫的技術指標與產業效益如何規畫？  

• 管考過程應保持多大的彈性？  

• 前瞻型計畫的績效又如何評估？ 



  

  從創業投資(VC)產業的研究已有定論：「種子期」、「創建期」(大略對應

於本文「前瞻技術」)的投資案，營運計畫通常難以清晰的描繪。而所謂的前瞻

型產業技術的投資，「種瓜得豆」、「無心插柳」的案例也層出不窮。最近廣為

大家所熟知的案例是「藍色威而鋼」，原是為心臟治療而開發的藥物。 

  六十年代美國政府對 Timesharing 技術的投資，七十年代產業界將之轉換運

用在工作站的研究與開發。八五年則由昇陽的 Apollo 機型帶頭，蔚然成為十億

美金以上的產業。 

  同樣六十年代起美國政府對 Graphics 技術的投入，除了矽圖(SGI)等公司在七

五年將之發揚成十億美元以上的生意，更跨軌影響八五年後視窗產業的勃興。 

 

種豆可能得瓜，避免過度管理 

  產業技術史的查考給我們的啟示是： 

• 前瞻技術研發所驅動的產業創新可能出現在任何意外之處(N 年前的計畫

是為種瓜而種了瓜，N 年後卻收成得豆。)  

• 既然如此，前瞻技術研發的策略規畫與計畫作為固然還是要作，更重要的

是管理課題應是孕育前瞻創新的組織平台如何佈建？優秀的前瞻創新計

畫執行與領導人才如何培育？  

• 只要研究機構成員有創新力而機構資源也能支援其創新行為，則前瞻型技

術創新就可能在該處出現。  

• 前瞻型技術研發之投資與管理就像花圃經營一樣，播種有期，收穫有期(雖

然有時得瓜不是因為種瓜)。具破護性的雜草，一旦發現固然應該立即排

除。但對於可能開花結果者卻得加以刻意保護，必要時還須為其周邊加蓋

暖房保護。  

• 前瞻技術研發可能被過度管理(overmanaged)而遭壓抑，支持性管理氣氛與

彈性程序才能創造有利情境脈絡讓前瞻型創新繁茂地冒土萌芽。  

• 前瞻技術研發的管理要放棄「規畫者模式」(as a planner)，而採取「辨認

者模式」(as a pattern recognizer)—在合適的前瞻創新浮現時，透過關切、

照料與資源集中培育來進一步鼓勵。 

  落實到科技專案計畫管理單位的實務課題而言，原有完整計畫評估程序是多

年實務操作的經驗與智慧結晶，並不需要更動。經濟部要做的事是考量就科專計



畫中劃入前瞻的這一塊( 以前工研院的分類屬於 D 類，初期應只佔科專預算的一

小部份)，另設暖房空調照料。 

 

每年評估領域五年的績效 

  績效評估(專利授權、業界合作、繳庫款……)的原有指標仍與原科專體制一

體通用，但暖房的空調參數，則應有所調整： 

• 前瞻研發固屬長期投資，但仍需每年評估績效。評估期間不看過去一年，

而是每年看過去五年上述指標的累積表現，每年往前 rolling;  

• 鑑於個別專案的「種瓜得豆」效應，每年績效評估管考單位不是個別專案，

而是「領域」及「所/中心」;  

• 前瞻計畫不作年中查證，但建立 stage gates 管考制度。如五年計畫，第三

年深入 review，成效好再給五年；成效不好，逐漸縮編，再給兩年就結束。

成效好繼續執行五年的，在第六年時再進行第二次 stage gate review，成效

滿意，再給五年，不滿意也是兩年內結束，依此類推。  

• 前瞻專案不與一般科專共同排比考評，自成一類以「領域別」、「所/中

心」為單位類內自行排比考評。  

• 整體而言，前瞻專案與一般科專相比較，「成果」的考評絕不因「前瞻」

而有任何放鬆( 配套措施是看「單位」不看「計畫」，看「五年」不看「一

年」)，但「過程」的管考 (各種期中、期末查證) 則應放手讓優秀的計畫

主持人自行負責。 

 

科專與工研院、中研院及大學在重視「前瞻技術研發」的創新驅動階段

需要重新定位 

  在技術 Catching-up 時代，科專與工研院為產業台灣(Corporate Taiwan)的技術

能耐深化做出了重大而具體的貢獻。在跨世紀之交，台灣各界對創新驅動的期待

與呼聲響徹雲霄，科專與工研院對此熱切的呼召，有何對應作為？ 

  中央研究院有「應用工程中心」的規畫，預計規模專任博士級研究員一百位，

與大學/工研院合聘的研究員五百人。另一方面，輿論與立法院也有大學參與產

業技術研發的「學界科專」的提議。傳統上科學技術開發的上/中游分工區分已

日益顯得模糊，原處上游學術研究機構日益延伸其領域到產業應用技術之開發，

原處中游的科專與工研院在未來如何自我定位？ 



  最近，工研院也在探討前瞻技術研發領域的開拓。 

 

  前瞻產業技術的研發仍不同於大學的自由研究，但毫無疑問一定需要學界的

共同參與和投入(此點工研院也十分贊同)，因其一定會牽涉到 science-based 

knowledge 的開拓與應用。法國、德國若干「學研合作」創新機制實例，可以給

我們許多啟示。 

 

法國 INRIA 以「學研合作創新」機制推動電腦與控制科技 

  法國國家電腦與控制研究院(INRIA)成立於 1967 年，1997 年研究經費五億四

千萬法郎(約合三十一億台幣)。經常性研究人員 715 位，為保持嶄新創意的不斷

輸入與動態創新的能量，INRIA 堅持與法國國內與國外產業(Alcatel、Bull、Rank 

Xerox、Thomson GSF 等)、研究機構(俄羅斯 Liapunov、莫斯科大學等)保持資訊交

流與合作，每年維持 100 位實習生、650 位海外研究員及其他 200 位客座合作人

員不斷流動。總計，INRIA 實際上能動員的腦力超過 2,000 名。 

  INRIA 的科技創新團隊是以「研究專案」的形式組成，目前共 73 個專案分

散在 INRIA 的五個研究中心(西巴黎 Rocquencourt、Rennes、Sophia Antipolis、Lorraine

與 Rhone-Alpes)。 

  平均而言，一個研究專案有二十位成員共事，分別來自 INRIA 的研究員(共

327 位)，工程師(共 388 位)、技師、行政人員以及來自大學院(Grandes Ecoles)、大

學、外部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研究員。 

  INRIA 的建置目的在於能在科學知識地位上具優異性，並在網路、軟體工

程、人機介面影像處理及複雜系統模擬/尋優化等領域扮演技術移轉的角色。對



於四個研究主題的發展，INRIA 也希望能達到設計、模組化、分析模擬及控制複

雜系統的目標。 

  而在任何基礎或應用研究的成果以及新的科學觀念，都有可能變成其他領域

技術的科學知識基礎，或是其他科技創新領域的基本學理根據(「種瓜得豆」效

應)。因此，對於基礎理論(大學和中研院的專長)和應用研究(工研院等研發法人

的專長)間的資訊交流，對「前瞻科技」的創新有很大幫助。INRIA 瞭解到理論

知識及發展「前瞻科技」應用之間的關連性，故力求能在兩者間建構動態知識流

通機制。 

  INRIA 在 1994 年策略計畫以及 1995 年與法國政府簽訂的研究合約中，都明

白指出「學研合作創新」的發展原則與目標。而這項原則也影響了 INRIA 的政

策制訂與組織架構。 

 

德國 ILT 以「學研合作」創新機制推動光電雷射 

  德國 FhG 研究院下的雷射技術研究所 ILT(位於 Aachen)成立十年，研究人員

230 位，研究經費約四億台幣，主要探討雷射應用於創新性製程之運用、關鍵元

件之開發、提供技術諮詢服務和技術教育。 

  ILT 現任所長 Prof.Poprawe 同時也是 Aachen 工業大學 RWTH 的教授。從 1985

至 1998 年 ILT 和 RWTH 進行「學研合作創新」，期間共執行約 1,000 個計畫，

產生了 260 個專利，450 篇論文，100 篇博士論文和 300 篇碩士論文。 

 

對台灣「學研合作創新」新體制的期待 

  目前，科專一年 140 億經費投資，只有 2 億投入「學研合作」，每年執行

400 個微小計畫，國內也極少見大學碩/博士生在研究機構內作論文。 

  整個面的觀察，我們可以說台灣「學研合作」創新的連結還相當疏鬆。面對

創新趨動的期待與前瞻技術研發的挑戰，牽涉 Science-based knowledge 的開拓與

應用，一定需要上游的學界與中游的研發法人間建構更緊密，更多管道的合作創

新聯結。 



  Rosenberg & Nelson(1994)研究美國的大學與產業間「產學合作創新技術開發

聯盟」，發現不同的產業間，對大學的科技創新抑賴程度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固然半導體、光纖、電腦與資訊處理，通信等領域，大學內研發所產生的創

新（以大學在該領域內擁有專利數衡量）佔各該類別專利總數 3%以下。 

  但「基因及遺傳工程」則佔 18.1%，「微生物」也有 12.1%。 

  

不同產業中大學的專利數比率 

領域類別 總專利數 大學專利數 大學佔有率% 

基因及遺傳工程 321 58 18.1 

微生物 1,417 171 12.1 

超導體技術 233 251 0.7 

醫藥 1,490 147 9.9 

機器人 251 12 4.8 

半導體 755 23 3.0 

電晶體 1,535 34 2.2 

光纖 2,280 91 1.8 

電腦與資訊處理 6,474 53 0.8 

通信 2,026 14 0.7 

資料來源: Rosenberg of Nelson (1994) 

  

  此外，OECD(1997)根據梅蘭馬斯垂克大學創新管理研究中心 MERIT(1995)在

歐洲的調查資料所顯示，不同產業領域對公立研發機構的技術貢獻也存在不同認

可水準。製藥與航太產業對公立研究機構的評價相對最高，電子、電腦、機械產

業中等，而塑膠業則最低。 

  美國的經驗也看到，特別在軟體與生物技術方面，大學在「前瞻技術」，創

新的貢獻地位相當耀眼。眾所周知，柏克萊大學的 UNIX，史丹福的 Sun，Cisco

及 Yahoo，伊利諾大學的 Netscape，麻省理工學院的 3COM 等，均是不經中游，

直接產學連結創新的結果。當前美國各大研究大學也有軟體領域的實驗室或研發

中心，這些研究與設施都影響到美國軟體產業的水準及競爭力。 



  以麻省理工學院二百零五件專利的專屬授權為例，共促成七十一家衍生公

司，使九十七家中小企業及三十七家大企業獲得授權，共吸引九‧二億美元的投

資，造就二，二九六個工作機會。 

  其中成效半數要歸功於生物科技產業的「產學合作」，計一百零四件(50.7%)

專屬授權，成立了三十家(42.3%)衍生公司，五十六家(57.7%)中小企業及十八家

(48.6%)大企業獲得授權。投資金額六‧三四億美元(68.9%)，增加一，二四一個

(54.1%)工作機會。 

  面向智價經濟的到來，政府科專管理單位應思考藉此契機，透過「學研合作

創新」新體制的建立與操作，逐步整合大學「部份的研發能量」。 

  目前科專研發體系中，「研發法人」與「大學」間的「學研合作創新」連結

只佔總投入的 1.43 %(2 億/140 億)。各領域類別內對各自的「學研合作創新」連

結的經營廣度與深度均不相同。科專管理單位至少應就「軟體」與「生物技術」

這兩個領域，責成相關執行單位與大學研發能量間建構更密切、更深入的「學研

合作創新」連結，其合作金額比率至少應達這兩箇領域科專投入資源的 5%以上。 

  現在的氛圍是大學願意往下走，工研院願意往上走，立法院也願意上/中游

間的 gap 縮小。只是不知道政府願意怎麼樣？ 

  大家摒息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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