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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發服務業產業分析 

 

 

摘要:本章首先對我國目前的研發服務業狀況做一簡短介紹，整理出一些數

字，並具體指出我國目前發展研發服務業所面臨之問題。此外，本章並分

別引介兩個國家發展研發服務業之情形，一個是世界上研發活動最興盛的

美國;另一個則是我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韓國。比照此二國家的狀況，本文

以為特別值得參考他們對人才的重視、強調大學的角色以及利用租稅作為

政策工作之做法。 

 

關鍵字:研發服務業之類別、研發服務統計、負面表列、大學、租稅優惠。 

 

 

創新是創業家的獨特工具。創業家藉著創新，把改變視為一個開創不同的

企業或服務的機會。此外，創新也可以視為是一種學科，可被學習，且能

被實際地運用。 

---彼得‧杜拉克《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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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國的現況
1
 

本章先具體介紹與分析一下我國目前研發服務業的產業現況，其次比

較一下居世界研發服務領導地位的美國的情形，以及近年來在各領域皆已

成為我國強勁對手的韓國的做法。 

壹、產值及就業人數 

按研發服務業之業務提供者包括：民營研發服務企業；多散見於既有

各項產業中，不易蒐集相關資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時代基金會、中衛發展中心、車輛研測中心、中華顧問

工程司．．．等、政府組織內研究機構；如中央研究院、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農委會之農業、林業、水產、畜產等試驗所、各地區農業改良場．．．

等及公私立大學之研發單位等，依據經濟部工業局統計研發服務業 2001

年之營業額（不含公私立大學之研發單位）約為新台幣792億元（詳如表

1），就業人數2.1萬人。現以目前可掌握部分統計資料之民營研發服務企

業，包含智慧財產技術服務、生技製藥研發服務與IC研發服務等之發展現

況說明如下： 

一、智慧財產技術服務 

智慧財產技術服務，係提供企業研發過程中有關研發策略之規劃服

務，包含專利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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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鑑價、技術移轉、技術

仲介、智財權保護、專利侵權鑑定等服務業務。2001年國內智慧財產技術

服務業業者55家，聘僱員工人數約1,600人，年營業額約新台幣17億元。 

二、生技製藥研發服務 

生技製藥研發服務業係提供國內外藥廠有關臨床實驗或新藥開發過

                                                 
1 此節主要整理自行政院經建會所擬定的「研發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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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某階段之研究開發。2001 年我國生技製藥研發服務業者約有 17 家，

從業人數約748人，營業額約為新台幣180億元。 

三、IC研發服務 

IC 研發服務係協助其客戶將 IC 應用於其產品中，以提升客戶產品之

附加價值，俾促進產業創新升級。2001年IC研發服務業者約有15家，員

工數達1,200人，營業額約35億元。 

表3-1 研發服務業之類別及其營業額 

研 發 服 務 業 之 類 別 2001年營業額 

（一）民營研發服務企業   287億元 

智慧財產技術服務          17億元 

生技製藥研發服務         180億元 

IC研發服務          35億元 

其他研發服務及實驗模擬檢測          55億元 

（二）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280億元 

（三）政府組織內研究機構   225億元 

合                計   792億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工業發展年鑑，經濟部工業局 

 

貳、產業特性 

一、研發服務業係以領域技術及知識，提供異質性極高之客製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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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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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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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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SWOT分析 

根據學者研究2，我國發展研發服務業的優勢在於製造業(尤其是資訊

電子產業)的基礎扎實、創投事業蓬勃、整合華人資源與經營市場的能力、

上網人口普及、創業精神佳等，機會則包括了台灣廠商在大陸市場的開發

耕耘、華人文化的抬頭及其衍生產品、區域性資訊應用服務市場的茁壯、

歐美日等國廠商進入大陸市場的中介角色的發揮、既有產業電子化與知識

化需求的殷切、知識經濟時代教育訓練要求的加強等。 

不過台灣在研發、行銷、設計上的投資不足、基礎環境不佳(例如法制

有待強化，產業基本上以代工為主，設計與行銷的主控權仍在國際大廠手

中，不重視無形資產的價值，智財權的保障有待加強，國際語言能力不足，

文化素養有待提升等)、資訊應用程度不足等均為台灣的劣勢所在。此外，

各國視研發、知識服務業為轉型方向，使我國競爭壓力大，且歐美企業利

用智慧財產權與資金實力構築進入障礙等威脅亦均有待排除。茲將台灣發

展研發服務業的優劣勢及機會表列如下: 

表3-2 我國研發服務業的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 弱勢（Weakness） 

‧堅實的製造業基礎(尤其是IT產業的

競爭實力) 

‧研發及行銷(自創品牌)的投資不

足 

                                                 
2王健全，〈我國研發服務業之發展策略〉，《經濟情勢暨評論第八卷第四期》，民國92年3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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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及高素質的工程師 

‧創投事業相當發達 

‧整合華人資源及經營市場的能力 

‧中小企業因應環境變化的高度彈性 

‧創業精神佳 

‧上網人口相當普及 

‧人才過度集中於高科技製造業，

以致創意人才不足 

‧金融體系落伍(以「有形資產」

為融資的主要抵押標的) 

‧基礎環境不佳(法制有待強化，

不重視無形資產的價值，智財權

的保障有待加強，國際語言能力

不足，文化素養有待提升等) 

‧教育改革速度無法跟上知識經濟

時代 

‧中小企業為主的體系，規模及競

爭力不足，資訊應用能力不足 

‧以OEM為主，對設計與行銷缺

乏主控權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政府正視產業升級，轉型的壓力已形

成 

‧大陸市場的開發與耕耘 

‧華人文化的抬頭及其衍生產品 

‧歐美日等國廠商進入大陸市場的中介

角色的發揮 

‧既有產業電子化、知識化的需求殷切

‧區域性資訊應用服務市場的茁壯 

‧歐美企業利用智財權及資金實力

構築進入障礙 

‧跨國企業壓縮國內業者的發展空

間 

‧各國均視研發、知識服務業為轉

型方向，競爭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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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王健全，〈我國研發服務業之發展策略〉，《經濟情勢暨評論

第八卷第四期》，民國92年3月，頁43。 

肆、面臨問題 

研發服務業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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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製造業為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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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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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中小企業尚缺乏研發概念，較不重視研究發展，其對研發投入

的比例偏低。此外，企業對於委外研究的認知亦尚未成熟，導致對研發服

務之需求規模尚未浮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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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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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大學(約 70%)，而政府對國外人才來台限制又多，使得產業界人力

相當缺乏。可參考下圖: 

 

圖3-1 我國博士級R&D人才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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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均由農委會之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

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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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資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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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部門之研發能量亦無法透過研發服務資訊平台將研發成果順利釋出。 

五、國際市場難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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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實績為研發服務業拓展市場之利器，由於國內研究發展服務業起

步未久，其市場規模亦相對較小，且礙於上述各項問題，導致研發服務業

不易累積營運實績，缺乏國際知名度，甚難拓展國際市場。 

 

 

 

 

 

 

 

 

 

 

第二節 他山之石 

壹、美國3 

一、美國的產業結構 

    美國是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其服務業相對於其他國家發展的較

早也較成熟，且對整體經濟成長的貢獻比重亦較高，相對地製造業的產值

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根據1995-2000年的統計資料，美國農業產值的年

平均成長率為6.2% 

;工業產值年平均成長率則僅為4.1%;服務業則有5.3%。而2002年農業、工

業和服務業產值佔GDP的比重分別為1.4%、19.7%與80%，顯示服務業對

美國經濟極為重要。 

二、美國的研發服務統計 

                                                 
3主要整理自:《主要國家研發服務推動之比較與分析》，經濟部產業資訊技術服務推廣計畫
TIER-0453-S201(92)，頁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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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發服務業多存在於NAICS碼之54的產業別下，包括54318的

測試實驗室、54162的環境顧問服務、54169其他科學和技術顧問服務、54171

物理、工程、生命科學之相關研發等。另外依現行產業分類有部分屬於研

發服務的包括5411法律服務、5412會計服務、54133工程服務、5413x其

他工程相關服務、5414x其他設計服務(包含工業設計、服裝設計等)、54141

程式及系統設計服務、5419其他專業、科技服務業等(包含市場研究等)。

茲將各產業類別之產值與年成長率表列如下，以供參考: 

表3-3 2001年美國專業和科技服務業之產值與年成長率 

金額單位:百萬美元 

產值(比重) 年成長率(%) NAICS碼 產業別 

2001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54 專業、科

學、技術

服務業 

937,176(100%) 9.1 10.2 4.6 

 5411 法律服務 175,383(18.7%) 6.0 4.3 6.8 

 5412 會計服務 85,072(9.1%) 7.9 10.8 6.3 

 5413 建築、工

程相關服

務 

174,949(18.7%) 7.4 12.5 4.9 

  54133 工程服務 127,852(13.6%) 8.8 13.6 3.6 

  54138 測試實驗

室 

8,262(0.9%) -0.9 3.0 10.4 

  5413x 其他工程

相關服務 

8,449(0.9%) -0.2 8.9 14.5 

 5414 特殊設計 23,027(2.5%) 8.2 11.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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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5414x 其他設計

服務 

14,785(1.6%) 8.8 12.2 -1.5 

5415 電腦系統

設計服務 

184,240(19.7%) 17.1 13.2 -0.5 

  541511 程式設計

服務 

66,972(7.1%) 18.4 12.2 -3.3 

  541512 系統設計

服務 

85,936(9.2%) 13.5 13.6 -1.9 

5416 管理、科

技顧問服

務 

116,216(12.4%) 8.1 9.5 10.0 

  54162 環境顧問

服務 

8,977(1.0%) 8.4 9.9 11.2 

  54169 其他科學

和技術顧

問服務 

10,496(1.1%) NA 13.0 13.3 

5417 研發服務 53,111(5.7%) 9.7 12.4 11.8 

54171 物理、工

程、生命

科學相關

研發 

4,362(0.5%) 9.8 12.7 12.0 

5418 廣告和相

關服務 

71,994(7.7%) 8.5 12.2 -2.2 

5419 其他專 48,823(5.2%) 2.5 7.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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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科技

服務業 

※資料來源:Robert E. Yuskavage&Erich H. Strassner, 2003,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Industry for 2002,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三、美國透過智財權下放鼓勵產學合作以帶動民間研發 

嚴格說來美國政府沒有特別的研發服務業推展策略。相對地，美國對

研發服務業原則上秉持「負面表列」的放任態度，僅列舉少數禁止事項，

其餘任由民間發揮。4此種「無為而治」的方式，在市場自由競爭之下反而

使民間不斷生成新的商業模式，此種做法值得我們學習。 

不過，美國發展研發活動時特別凸顯了大學的角色，此點值得留意。

美國政府認為服務業提供絕佳的產學互動的機會來源。學者指出美國主要

透過大學協助服務業處理以下三大挑戰：（1）服務性功能與事業的系統、

工業工程概念與方法、品質控制流程的適用性與應用性； （2）技術研究

與社會科學、管理、政策研究之間的整合；（3）準備面對管理、政策與社

會議題的工程與科學研究生教育與訓練。5 

而美國政府方面在1980年代即致力推行產學合作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並公佈了以下五個法案: 

1. 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1980):允許學校將來自國家經費贊助所

取得的研發成果自行授權給產業界。6 

2. 史蒂文生—懷特技術創新法案(The 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1980):允許國家研究機構可將技術移轉給產業

界，並可在大學或非營利機構中建立以產業技術為導向的研究中

                                                 
4 在我國徐小波老師即持續鼓吹此種「負面表列」的產業政策。請參考徐小波，《第二次---徐小
波二次經濟奇蹟總構想》，財訊出版社，民國93年初版，頁16-17。 
5 參見王健全，〈美國研發服務業之介紹〉，台灣財經評論第17期，民國94/1/11發行。 
6 此項法案在美國智財與科技管理領域為領導法案，以下文獻有更進一步之介紹，有興趣之讀者
可自行檢閱:劉江彬‧黃俊英，《智慧財產管理總論》，華泰，民國93年初版，12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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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促進產學研之合作與人才交流。 

3. 國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1984):允許大

學可以和產業界組成技術移轉聯盟，而不受反托拉斯法之規範。 

4. 聯邦科技移轉法案(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1986):其目標

在建立國家實驗室與企業合作進行研發的機制，以加速推動技術

移轉和商品化。 

5. 國家競爭技術移轉法(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1989):依此法成立了合作研發中心，例如1998年由半導體業

者和大學共同推動「半導體研究中心計畫」(Focus Center Research 

Program, FCRP)，其目標在設立六所研究所，其研發成果由各中

心取得智財權後，透過技術移轉的方式提供廠商使用。 

 

貳、韓國7 

一、 韓國知識密集服務產業的現況 

韓國「知識密集服務業」(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y)主要分成兩

大類，一類是「資訊與通訊服務」(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

另一類為「其他知識密集服務產業」(Other 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y)，主要包含了動畫服務產業、會計法律服務、市場研究及技術顧問、

文化活動服務、寬頻服務、藝術音樂服務、教育服務以及研究發展服務。 

 

二、 韓國研發服務統計 

此類產業之成長幅度在韓國較傳統服務產業大，2003年6月知識密集

服務產業指數與2002年6月相比，增加了2.1%。「資訊與通訊服務產業」

指數增加3.3%，其中電信部份成長3.4%，電腦及相關活動則成長2.7%。

                                                 
7主要整理自:《主要國家研發服務推動之比較與分析》，經濟部產業資訊技術服務推廣計畫
TIER-0453-S201(92)，頁12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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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知識密集服務產業」整體指數較2002年同期增加了1.2%。動畫

服務產業指數成長了21.4%，法律、會計、稅務、行銷及管理顧問服務之

指數成長7.7%，文化活動服務指數成長4.9%，建築、工程及其他技術活動

指數增加1%，研究發展服務指數上升了1.3%。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自

從韓國推出eKorea國家發展計畫後，整體國家持續往高附加價值的知識經

濟體系在努力。 

    此外，根據OECD的統計資料8，以提供研究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為主的服務其市值高達三兆三千七百六十五億八千萬韓元(約

四十二億美元)。另外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9，在1998年韓國有關科

學與技術服務的廠商家數約1,740家，提供特殊設計服務的廠商家數約746

家，提供其他科學與技術服務之廠商家數約13,502家。到2000年時，有關

科學與技術服務的廠商家數已成長到約1,950家，提供特殊設計服務的廠

商家數已成長到約2,110家，而提供其他科學與技術服務之廠商家數則小

幅減少到約13,203家。總體來看，韓國的高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數年來還是

有明顯的增長。 

 

三、 韓國科技政策 

韓國的科學及技術政策(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簡稱S&T政策)，

其主要目標在提升韓國的產業科學及技術的能力，而在提升整體產業研發

能力的同時，也間接營造了有利於研發服務業發展的環境。以下進一步說

明: 

(一) 願景2025計畫(Vision 2025) 

韓國政府近來了提出「願景2025計畫(Vision 2025)」，該計畫分成

三階段來達成目標如下: 

                                                 
8 See: http://cs4-hp.oecd.org/oecd/  
9 See: http://www.nso.go.kr/cgi-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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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by 2005) 

將其設定為競爭階段，藉由發展科學技術之基礎架構、改革相關科技

法規、整合可用資源，全力促使韓國的科學技術能力能與其他領先國

家競爭。 

2. 第二階段(by 2015) 

此階段希望韓國在科學技術能力上成為亞太地區中的領導國家。 

3. 第三階段(by 2025) 

此階段在確保韓國的科學技術能力在所選擇的領域內可與七大工業國

家競爭。 

為了達到願景2025計畫(Vision 2025)所設定之目標，韓國政府在1999

年制定了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amework Law，並根據此項法令制定第一

個科學技術五年主要計畫(First Five-Year S&T Principal Plan)，計畫目標在建

立一完整的發展架構，例如擴展S&T的投資、執行多樣國家R&D計畫、

培育S&T相關人才、技術移轉及商業化、全球化等。 

(二) 新興高科技產業獎勵措施 

1. 獎勵投資科技事業 

(1) 對外國人之租稅減免:從事高科技產業公司之所得，且歸屬於外國

投資人持有股票比例之部分，前七年完全免稅，其後三年仍享有

50%的免稅。且其相關稅賦如購併稅、財產稅、土地稅或登記稅等，

可依外國投資人持股之比例，享有8-15年之免稅優惠，但若該營業

財產是在營業前即已獲得，則前述稅收減免自購買日起生效5年。 

(2) 政府補助:工業區租金享有100%補助。 

2. 獎勵投入研發與人才培養 

此部分韓國政府有相當多元的獎勵方案，茲表列如下: 

表3-4 韓國研發投入與人才培養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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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勵細節 

1.企業提供之研究、設計、分析及監管的服務，若需運

用複雜之科學技能，則該營業專案所產生之收入，在

收入產生當年及未來五年內50%不計入應納所得。 

2.技術轉讓所得免稅，若轉讓給外國人，則所得50%免

稅。 

3.創投公司股票轉讓之資本利得免稅。 

稅收減免 

4.五年以上高科技工作經驗之外國技術人員，其提供韓

國企業的服務報酬可享五年免稅。 

1.公司為研發目的而購置之機械設備，若為韓國生產，

可享10%投資抵減。進口機械可享5%投資抵減。 

2.公司為研發目的所支出之專案培訓及技術商業化的

設備費用，若為韓國生產可享 10%投資抵減。進口產

品可享3%的投資抵減。 

3.凡從事製造業、礦業、營建業或工程服務者，其研發

及人力開發費用，超過前兩年之平均研發及人力開發

費用之部分，可享50%之稅收抵減，或5%之研發及人

力開發費用(小型企業為10%)可享受稅收抵減。 

稅收抵減 

4.小型企業之研發費用最高可享15%之稅收抵減。 

1.韓國製造之機器可額外攤提70%之折舊費用，非韓國

製造之機器為可額外攤提 50%折舊費用。投資在人力

改善之設備，或是引進新技術之廣告與設備費用，韓

國設備可額外攤提 50%折舊費用，非韓國製造之設備

可額外攤提30%之折舊費用。 

加速折舊與準備

金 

2.凡從事製造業、礦業、營建業護工程服務者，可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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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收入之3%作為科技開發準備金，科技密集業4%、

資本密集業5%，準備金須於三年內用完。 

※資料來源: 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整理。 

 

 

 

 

 

 

 

 

 

 

 

 

第三節 小結:外國經驗給我國的啟示 

就以上對美、韓兩國研發服務產業之簡介，本文以為以下幾點特別值

得我國未來參考: 

第一， 美國相當重視大學的角色，視大學為政府與產業的橋樑，這

點甚值我國參考。因為大學擁有最優秀的研究能力，且沒有獲利

壓力可以專注於前端性研究，而如果能透過政府協助發展一套制

度一方面適度導入業界與政府的金錢補助，另一方面又可將大學

的最新研發成果導入業界，則必對企業有所助益。 

第二， 由韓國的做法可以看出來，韓國政府主要透過租稅優惠作為

一種政策工具。這點我國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亦有類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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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須注意的是租稅優惠制度的設計必須做全盤考量，尤其必須

考慮跨國企業擁有國際租稅規劃(international tax plan)之能

力。因此若制度設計不當，不僅無法達到獎勵研發之目的，反而

會提供企業逃漏稅之管道，使租稅負擔不公，此點在國內已見其

弊，政府必須注意。 

第三， 人才是企業之本。不論是韓國或是美國都相當重視人才的培

育。而大學正是培育人才的搖籃，此處又可看出大學的多方面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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