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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由於國內在產學合作、技術授權方面，剛進入啟蒙階段，「產」與「學」兩

方面皆須經一段摸索期，「技術授權辦公室」運作尚未成熟。在這兩案例中，幾

乎見不到校方之類似於 MIT TLO 居中媒合，這與麻省理工學院之「技術授權辦

公室」之運作方式，簡直天差地別。其中主要之差異及建議，本章予以討論。 

 

第一節  國內外技術移轉中心之角色差異 

分析國內生技製藥業成功故事之「寶齡富錦PBF1681」與「陽明大學新藥中

心」個案後，發現在國內，產學合作中重要之橋樑-「技術移轉/授權中心」，並

無發揮其原有功能。兩個案皆是機緣巧合下，由企業與教授自行接洽。事後再

給學校之技術移轉中心少許之行政費用，兩校(密西根大學、陽明大學)之「技術

移轉/授權辦公室」在這兩個案中，皆處於被動之地位，並非其主動為校方尋找

授權對象。「技術移轉/授權辦公室」地位處於相對弱勢之下，應著手於下列四項

之改革。 

 

第一項  擬定明瞭易懂之政策 設計簡單易填之表格 

多數美國學校均訂有政策規定研究成果之歸屬，學校訂定的政策或稱為「學

校政策」(university policy)，或稱為「專利政策」(patent policy)，甚或稱之「研

究協議（或研究契約）」(research agreement)，其主要目的係鼓勵教授、研究人

員甚至學生積極從事研究，並確認研究之商業價值需要一套標準、步驟，俾據

以認定教授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商業潛能，而得以加以應用，此外亦需維護發明

人應得之經濟利益110。 

以陽明大學為例，以學校教授或是學生，想要將成果商品化，第一個想法

便是上「陽明大學研發處」網頁，搜尋相關資訊。但只能看到相關辦法及作業

要點。這些辦法及作業要點，是法律語言，一般人是比較難以瞭解的。故校方

                                                 
110江雪嬌，從知識產業化之觀點探討大學研發成果之移轉─以美、日及我國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為例，經

濟情勢暨評論季刊， 12卷2期，民國95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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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比照MIT之「技術授權辦公室」，擬定學校政策，將校方及發明者之間的權利

義務關係闡明清楚。MIT的政策相當清楚明瞭，若這技術不具商品化之價值，便

不需要申請專利，即使有很高程度之知識在其中。因此，在技術要進入市場的

前提下，才會利用智慧財產來保護其技術。 

反觀陽明大學研發處之申請流程(【圖15】)，較著重於權利之保護。第一步

揭露技術時，已經定位為準備申請專利，而無評估此技術是否有商品化之價值。

故所填表格(詳見附錄三)已經包含專利說明書之部分。相較於MIT簡單明瞭之技

術揭露表格(附錄一表格二)，明顯要花費相當時間，才能提交表格。若在專利申

請並沒有通過的情況下，要以公開發表的形式揭露技術，便會失去發表時機。

故簡易表格之重要性，則在於此。此外，揭露技術以申請專利為前題，考慮重

點為技術是否具有專利性，若是，便可通過申請。由此可知，陽明大學研發處

著重於消極的法律層面上「權利之保護」，而非以積極的商業層面作為考量，讓

技術創造出巨大價值之「商品化」。由此可見，不同層面所思考的方向不同、設

定的目標不同，即會嚴重影響蘊含於技術中不可限量之價值。 

另外，由圖10的人員比例可以看出，「技術授權辦公室」重視的是授權人員，

在總員工為33人中，與技術授權相關之人員，共有十六位，佔二分之一強。足

見「技術授權辦公室」重視的是如何將技術授權出去，而非單單只是將技術申

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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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國立陽明大學專利申請流程 
 
 資料來源：國立陽明大學研究發展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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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作業流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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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國立陽明大學技術授權/產學合作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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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陽明大學研究發展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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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重視商品化流程 

在技術授權或產學合作的過程當中，尋找授權對象時，只見校方僅僅只是

「登載相關網站、媒體」，而無任何更積極之作為(【圖16】)。被動的等著技術

引進者主動上門，而非主動之尋找公司授權或是成立新創公司。若只被動的等

待技術引進者上門，需要將待技術授權或移轉之資訊，放置於方便搜尋之處，

例如研發處之網頁。學生以「技術引進者」的角度，模擬「相關網站、媒體」

及研發處搜尋，並無任何技術或專利置於公眾可得之處。只得到國際期刊論文

發表數、演講公告及研究補助等等。以技術揭露為專利申請之前提下，理當所

揭露之技術應以專利保護其權利後，才能進入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流程。故這

些被專利保護之技術，應可被動的置於公開、易取得之處，而非只能等待不定

期之專利公開大會。這也難怪會出現個案中，會由企業(技術引進者)在因緣際會

之下，才能找到教授（技術輸出者），進行產學合作之事發生。 

學生再以「技術引進者」搜尋MIT所揭露之技術，光是在「技術授權辦公室」

網頁111上，便可依照不同產業，找尋到1555件專利。這還不包括長期與企業合

作，及每年舉辦學生之創業競賽$50K計畫，讓學校不論是教授或學生，都可輕

易的與產業接觸，產學雙方交流無礙。 

另外，MIT在技術揭露之時，便已評估過此技術是否有商品化之價值，若有，

則利用法律上之權利來加以保護；若無，即使在學術上貢獻非常大，也不會利

用法律上之權利來保護。技術保護周到後，授權人員便主動的尋找授權對象，

另外也將技術公布於網頁上。由於授權人員擁有豐富之產業經驗，在尋求授權

對象之中，可以給予發明人極大之幫助。反觀陽明大學，其考量點為技術是否

可專利化(圖15)？若經過評估後，是有專利之價值，才予以申請專利來保護。若

此專利需要商品化，則依「國立陽明大學技術授權/產學合作作業流程」(圖16)，
將技術登載相關網站及媒體，被動的尋找授權對象。由於兩者商品化流程之差

異，導致商品化之成果天差地別。 

 

第三項  經驗豐富之授權人才引進 

在尋找授權對象之時，並不需要對一般大眾公告，只需針對特定的潛在被

授權對象進行公告及媒介即可。而尋找「針對特定的潛在被授權對象」則是需

要具有豐富的產業經驗。在MIT「技術授權辦公室」負責授權業務之職員，每人

皆具有起碼十年以上的豐富產業經驗之人，深知產業的所有業者，這樣資深且

                                                 
111 Patents Available for Licensing (PAL)，http://web.mit.edu/tlo/www/industry/PAL.html，Last reviewed: 

9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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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之產業背景可主動的為技術找尋合作對象，也可正確的判斷出，這技術可

在適當之情況下，以新創公司將技術商品化是最正確的。而在國內之大學，可

能無法提供相當於MIT品質之服務，沒辦法找到/不知道產學合作需要業界經驗

豐富之人。另一問題是，在國內，大學所提供之職缺及薪資，並沒有辦法吸引

具有豐富之產業經驗人士來服務。為解決此一問題，可從經濟部科專計畫、中

華經濟研究院或是台灣經濟研究院引進相關產業人士，這些人員長期的研究相

關產業，若這些人員執行大學之產學合作，可以發揮主動的尋找被授權對象的

精神。 

授權人員除了對於產業背景需有相當的熟悉之外，亦需要具有豐富之授權

經驗，來簽訂授權或技術移轉相關之合約。以「寶齡富錦個案」為例，在寶齡

富錦與專利權人簽訂合約時，陳桂恆董事並無參與其中，故所簽訂之合約相當

有問題，造成日後之困擾。例如：雙方所簽訂之合約為「全球授權合約」，簽「全

球授權」合約之前，其前提為對方需有「全球專利」或是PCT才可簽這只合約。

但當時對方只擁有十個國家之專利，事後要計算權利金時，連無專利權之國家，

也要計算進去，這是犯了授權合約中，相當大之錯誤。另外，當時是以這藥品

「最終上市」之前提下所簽定的。故簽訂授權合約時，並無規範再授權(sub-license)
時，雙方之權利義務為何。所以當寶齡富錦決定要再授權(sub-license)出去時，

問題接踵而至。每當談好一個授權案，便要反過頭回去問專利權人是否同意？

若不同意，此授權案便需放棄，這樣進行商業策略時，便處處受限於專利權人，

失去其「專屬授權」之意義。也正是因為以「最終上市」之前提下所簽定的，

所以計算權利金時，學校拿的部分相當多，而無考慮到再授權時，權利金應該

要重新計算。故，寶齡富錦最終要談再授權案時，處處受到限制，最後連權利

金都拿到相當少。當初，寶齡富錦並沒有請專業人士來簽定合約，讓毫無經驗

之人，所簽合約之下場。 

以下簡單列出簽定授權合約時，需考慮要以下狀況112： 

1. 定義：授權之專利(也就是核心技術) 為何？授權區域為何？淨銷貨量如何計

算？及專利再改良時，所牽涉之專利權利所屬？ 

2. 授權項目：包括這授權是專屬/非專屬授權授權？若有人侵權時，是專利權人

去告或是被授權人去告？若在相反的情況下，是哪一方去執行訴

訟之事？材料之規範？授權領域為何（若授權的適應症是可當心

臟病的藥，若發現有第二適應症，可當中樞神經藥物時，是否等

同授權）？再授權雙方之權利義務為何？ 

                                                 
11295 年科技法律與智財管理專題（一）陳桂恆上課講義，The Science and Art of Valuation for a Technology 

or a Biotech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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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地查核(Due Diligent) 

4. 授權金：規定前期授權金(Upfront Payment)、每年所支付之授權金(Minimum 
Annual Royalties)、權利金(Earned Royalties/ Running Royalties)、
里程碑達到之權利金(Reach-Through Royalty)、專利維持費哪一方

支付、免授權金範圍(為研究教學目的所使用)等等。 

5. 其餘狀況：當要結束這授權時，還回去的條件為何？或是沒有達到里程碑時，

應作何處置？等等。 

所以，簽定授權合約，是需要全面性之周詳考慮。這只授權合約，讓寶齡

富錦付出了不少的學費，故「免費的最貴」也就是這道理。 

另外，技術授權人員可謂是促成技術移轉之關鍵人物。技術授權人員需從

眾多的成果揭露當中，篩選出具有商品化價值之成果，並找到合適的技術移轉

對象。故技術授權人員必須具備敏銳的技術與市場判斷能力，且與研究人員及

產業界保持暢通的聯絡管道，其專業係以賴經驗與人脈之累積。在美國，由大

學、研究機構及教學醫院負責管利智慧財產的技術經理人，組成美國大學技術

經理人協會 (AUTM)，其宗旨便在於資訊之交流，並協會員掌握從事智慧財產

管理與技術移轉的專業。 

在台灣，由國立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所長劉江彬推動下，台灣技術經理人

協會(Association of Technology Managers in Taiwan ，ATMT)於九十一年十月十

九日在政大商學院一樓國際會議廳舉行成立大會。此協會的成立，無異將為台

灣高科技與生物科技間的產、官、學界之間，搭建起技術流通與落實化的橋樑。

同時也對台灣將來學研技術下放到產業界的移轉活絡機制，將背負起重大的責

任。本會將兼具專業及教育功能之非營利民間會員組織，藉此架構作為政府、

大學、研究機構及產業界對智慧財產管理、技術移轉機制及產業投資評估之溝

通橋樑和專業知識交流管道。同時，協會亦扮演協助各大學建立技轉機制，大

學、產業界和研究機構智慧財產管理教育訓練以及高科技產業投資評估分析的

角色。並希望透過會員之互動促成產學、產研合作及國際交流。 

 

第四項  設置「成功故事」區 

在新興行業中，皆需要成功故事，鼓勵同業或後進者「若朝這方向前進，

你也會成功」。例如Google是兩位博士生在Stanford校園中起家，這成功故事，不

論是用任何方法，早已廣為流傳。市面上亦有許多的書籍探討分析Google成功

之原因，更會加深讀者的印象：若你朝這方向努力，你也會成功。故研發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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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釋放到業界中，除了上述探討的因素外，心理層次之建立也相當重要。 

「In order to swim with the big fish, you must first learn what the big fish wants 
and then learn how to speak like a big fish and act like a big fish…」 

MIT「技術移轉辦公室」網頁上，便放置了相當多的成功故事113，讓大家來

分享。若有意朝這方向前進之人，不論教授或是學生，皆可到此區學習別人是

如何成功的。這對於長期沈浸於基礎研究中的教授或學生，其實是相當重要思

想轉換及之心理建設。如何將眼光從基礎研究移轉到將技術商品化，這個步驟

也是不可或缺。 

在台灣，許多政府機關號稱產學合作計畫執行後，成功的輔導或培育出新

創公司。但這些成功的故事，卻也像學生交報告一樣，計畫結束後，結案報告

交出去就石沈大海了。非參與在計畫其中之人無法分享成功之要素為何？在新

創事業或產學合作中，若無成功故事來指引，每人都必須要自行重複摸索、嘗

試錯誤，花了大把的金錢及時間，才能成功。若能將這些故事成功的分享出去，

不僅對後進者有鼓勵作用，也可以減少所嘗試錯誤之時間及金錢。「寶齡富錦」

花了許多時間、繳了許多學費，讓公司轉盈為虧之故事，不吝的與人分享。常

見陳桂恆董事不厭其煩的到處演講，分享這故事，目的就是為鼓勵台灣的生技

製藥業，如何以小資本作大事，作為成功轉型之典範。只可惜，這成功之故事，

目前為止，尚未藉由強大的網路力量，散播出去。學生只能藉由此論文，將這

成功案例訴諸文字而加以散播，期能達到鼓勵台灣生技製藥產業，進而仿效，

讓台灣的下一明星產業，加速發光發熱。 

 

 

第二節  台灣生技製藥產業新契機 

 

討論完技術移轉中心，本論文也對台灣之生技製藥產業提出少許建言。 

 

第一項  植物藥作為台灣藥廠切入點 

當全世界都說下一個明星產業為生物科技時，以彼薩諾114（Gary Pisano）

                                                 
113 http://web.mit.edu/tlo/www/about/success_stories.html 
114 Gary P. Pisan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iotech Industry, Science Business 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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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觀點而言，生技產業所表現出來的，似乎不是那麼一回事。然而，製藥產

業的另一標的物-植物藥，已經悄然而至。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於 2000 年 8 月 10 日公布「植物性藥品準則草案 (The 
Draft of Guidance for Industry Botanical Drug Products)」，此舉使得美國市場銷售

的膳食補充品更容易發展成藥品，更帶動中草藥新藥的研發。2004 年 6 月進一

步修正天然植物開發新藥的藥政法規草案，使得中草藥或天然物開發新藥的途

徑展露一道曙光。植物藥之最大優勢為，植物藥早已使用於人體中，擁有悠久

的歷史。故在臨床試驗時，臨床一期的藥物安全性並不需要進行，可以直接進

入臨床二期。此一優勢，不僅降低龐大的研發費用，更大大地增加成功機率，

由 3.88%上升至 42.6% (如【表 12】、【表 13】)。 

 

【表 13】 植物藥臨床試驗平均成功率 
Phase of Development  
(upon completion) 

Direct Cost 
(In US$ million) 

Successful 
Rates 

Estimated 
Value 

Potential 
(ROI) 

Early Pre-clinical Not Needed 100% 100 ---- ---- 
Late Pre-clinical (IND) $6.25M/2.5 yrs (2.5M/yr) 90% 90 $27M 4.32 
Phase I (human safety) Skipped --% 90 $--- ---- 
Phase II (Human POC) $9.5M/1.5 yrs (6.3M/yr) 80% 72 $166M 10.5 
Phase III $20.57M/3.5 yrs (5.9M/yr) 73% 52.6 $436M 12.0 
NDA $6.2M/1.5 yrs (4.1M/yr) 81% 42.6 $1.008B 23.7 
Phase IV (Marketed) $21M/9 yrs (2.3M/yr) 100% ---- $1594B ---- 

資料來源：科技法律與智財管理專題（一）陳桂恆上課講義 

 

而植物性用藥並非只有東方有市場，根據 WHO115的統計，全球約有六至八

成的人口採用草藥作為某種程度的保健醫療。而在德國，就有八成的人口服用

過植物藥，且光是銀杏這一單品，就有 900 億/年商機。故台灣藥廠由學名藥藥

廠要轉型時，應由風險低、成本低、報酬率高之植物藥新藥開發著手，以搶得

市場先機。 

 

第二項  產業應水平分工，而非垂直整合 

哈佛商學院教授彼薩諾（Gary Pisano）另外也指出，在製藥業，垂直整合

絕未過時，未來仍扮演重要角色。若要研發在科學上最有創意的新藥物，最有

用的還是垂直整合。垂直整合需要相當程度的規模，也就是說，現有的大製藥

                                                                                                                                                       
The Future of Biotech, p. 121,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115 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02-2005,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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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適合扮演這種角色。 

但台灣的藥廠與國外大藥廠相比，規模及資本額都相差許多。彼薩諾（Gary 
Pisano）教授的想法，在台灣的製藥產業中，無法適用。若要在大廠的夾縫中求

生存，台灣製藥產業的結構需要徹底的更改，才有可能在國際上競爭。台灣製

藥業因規模小，無法如同大藥廠般的作垂直整合。因此，各藥廠需要找出在產

業的價值鏈中，自己的核心能力為何，將自己的核心能力充分發揮，且眼光要

放遠、放大，不只台灣最好，要做到全球最好。如同 1980 年代時，IBM 為電腦

產業中標準的完全垂直整合經營模式，從最上游的晶片製造，到最下游的銷售，

一手包辦。但台灣半導體產業突破先進工業國的垂直整合經營模式（IDM）的

生產模式，採取「高度分工」及「緊密串聯」的方式，集中資源於各家專長領

域，專注發展出世界一流的半導體先進高階製程，創造以小搏大的國際競爭力。

因此，台灣的生技製藥業，應仿效半導體產業，朝水平分工的方式，與國際藥

廠相抗衡。 

在寶齡富錦的個案中，已經看到水平分工的商業模式，在台灣是可行的。

投入 500 萬美元的成本、在不到三年半的時間內，創造出 7000 萬美元的收入116。

寶齡富錦掌握核心能力，規劃出所有 R&D 的策略及掌握核心技術，剩下的非核

心部分，全部委外，讓更專業的團隊執行(圖 11)。在新藥開發中，最講求的便是

速度。專利期限只有二十年，若在每一期臨床試驗速度過慢，平均每拖延一天

上市，便會損失 300 萬美元。故在臨床試驗及其他非核心部分，委外進行，合

力將這專案完成，這也就是水平分工的優勢。 

我國醫藥科技產業仍處於發展初期，故企業策略應如上述的方式，先以代

工、支援國際大廠、或是與其他知名中小型醫藥科技企業結盟的方式發展，這

應是發展之初的權宜之際。在發展穩固後，再透過國內醫藥科技基金、股市籌

措資金，加上本業的獲利與國外大廠的技術轉移與實務經驗後，再積極投入研

發更高階醫藥科技新產品的前驅市場，如此應是可行的企業發展策略。 

 

 

 

 

                                                 
116 http://stock.ezcome.com.tw/modules/news/print.php?storyid=3872，Last reviewed: 96.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