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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突破我國研發服務業發展之商業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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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即是在尋找創造價值的新方式，以及能創造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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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這一章，讓我們仔細想想，如果要發展研發服務業政府到底應該

做些什麼?波特曾說過國家的競爭力在於其產業創新與升級的能力1，那我

國政府到底要怎樣突破研發服務業之發展上之瓶頸，以促使整體產業之創

新與升級，進而再造「第二次經濟奇蹟」呢?以下本文試著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節  全球化思維的科技政策 

如同學者所指出2，過去四十餘年來，臺灣科技產業的發展，可說一直

是在一種全面性由政府主導而民間參與的主動政策方針之下進行。政府針

對科技產業所採取之介入研究發展的一貫政策，大體上包括直接設立研究

機構、移轉部分研發資源及成果於民營產業、直接間接的補助、貸款、融

資和利用稅式支出的間接支援於民營產業等方式，來鼓勵產業研究發展工

作的進行。既然政府在台灣以往產業發展上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則首先

有必要檢討一下，目前台灣的科技政策是否符合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

要求? 

壹、我國的科技產業政策回顧 

產業政策具有時代性，其主要目標，乃是要提供未來產業結構轉變方向有關

的訊息，促使產業有效因應新的競爭環境，將資源應用於生產力高且符合動態比

較利益之途。換言之，政府的產業政策是民間的一種指針，導引人民走向最

有利的道路。就如波特所指出的，政府適當的角色是觸煤與挑戰者，鼓勵

或促進企業提升想像力，邁向更高層次的競爭優勢。3 

台灣的產業發展政策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歷經數次變革，民國七零

年代起政府更體認到科技產業的重要性乃開始大力扶植。而台灣過去這十

幾年來最重要的科技政策，就是著名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依據行政

                                                 
1 參見麥可‧波特，高登第與李明軒中譯，《競爭論(上)》，天下文化，民國93年初版，頁180。 
2 引自承立平，〈我國科技產業發展政策之做法與檢討〉，經濟情勢暨評論，第3卷第3期，民國
86年11月，頁1以下。 
3 參見麥可‧波特，高登第與李明軒中譯，《競爭論(上)》，天下文化，民國93年初版，頁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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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二四一四次院會通過之「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擬定「發

展臺灣成為亞太製造中心推動計畫執行方案」，並於八十四年七月三日通

過。其執行重點乃包括以下六大項： 

    1.強化研究發展體系並加強推動科技發展專案計畫； 

    2.重點性推動高科技與高附加價值工業發展； 

    3.規劃設置智慧型工業園區； 

    4.調整加工出口區功能，設置倉儲轉運專區； 

    5.促進中山科學研究院以國防科技協助產業技術發展； 

    6.加強投資業務功能之整合，積極推動投資計畫。 

由以上六項可以看出兩個重點，第一政府在我國產業發展的腳色依然

吃重。第二，政府的產業政策仍以製造為重心，技術發展著墨不深，基礎

科學研究更是沒有提及。當然，根據一般的評價截至目前為止，以上計畫

似乎並沒有成功。 

另外，根據學者整理，我國政府傳統上常使用之科技政策手段大致有: 

1. 政府(含公營事業)直接投資於研發活動；  

2. 對民間企業採取獎勵、補助、及融資措施，包括： 

(1) 鼓勵民間事業開發新產品辦法：凡符合規定條件的廠商，原則上

由政府支助半數研發經費，研發成功後，企業再分年攤還。如研

究計畫未申請配合款之協助，而向銀行貸款者，則政府補貼其利

息3%，期間為二至五年； 

(2)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發展高科技之新興產業，開發費用

經審議通過後，其開發費之50%由政府提供補助款，另50%之配

合款得依「鼓勵民間事業開發新產品辦法」申請核撥； 

(3) 傳統性工業技術升級計劃：對於業者開發新產品、新製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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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管理技術、購置國內外新技術、建立品牌及員工在職訓練等

項目所需之費用，由政府提供免息配合款，配合款之額度以50%

為上限； 

(4) 策略性技術應用推廣與輔導計畫：對於科技專案的研發成果及技

術來進行技術移轉工作，由政府提供補助款，其補助款以軟體費

用為限； 

3. 運用公共採購政策及契約研究以支援民間的研發活動；  

4. 科技產業研究發展專才的培育；  

5. 利用上中下游產業研發體系促進民間合作研發及共通性應用技術之

研究；  

6. 諮詢與輔導的對象範圍，包含： 

(1) 輔助關鍵性產業建立自主關鍵性技術、開發關鍵性零組件及產

品； 

(2) 輔助新興工業之建立，如航太及相關工業； 

(3) 輔助並促進傳統工業技術升級； 

7. 租稅獎勵措施包括： 

(1) 加速折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5條)； 

(2) 投資特定產業租稅減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6條)； 

(3)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之創立或擴充享有租稅減免(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第8,9,9-1,9-2條)； 

(4) 專利授權境內公司減免租稅(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11條)； 

(5) 儀器設備免關稅(海關稅則第84、85、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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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各種特許權利等得與

免稅(所得稅法第4條第21款)。 

※引自承立平，前揭文。惟經過本文依照最新修法加以補充修正。 

至於近年來政府關於科技政策的制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頒佈了科學

技術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揭示我國未來的科技發展政策。該法第一

條明訂我國的科技政策為：「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續經濟發展，加強生

態保護，增進生活福祉，增強國家競爭力，促進人類社會之永續發展。」

立意可謂至為遠大。至於手段上，主要有經費補助（第二條）並特別設立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第十二條)，政府委託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下放

民間(第六條)，培訓科技人才與促進人才交流(第十四條)，對民間科技發展

提供租稅與金融等之財政優惠(第十八條)，建立國內外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之相關資訊網路及資訊體系(第二十條)，促進國際人才、技術、設施及資

訊之國際交流與利用(第二十一條)。 

 

貳、不同的產業階段需要不同的科技政策 

    基本上本文對科學技術基本法的規定是大致上是持肯定的立場。但有

一點值得提出的是，本文以為人類社會專業化與複雜化的趨勢越來越明

顯，而且依據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觀點，要政府制定一套可放諸四海而

皆準的產業政策事實上是很不切實際的，每個產業領域特性不同且新興的

產業又不斷出現，故想要用一部科學技術基本法就涵蓋所有與科技有關的

產業似乎過於樂觀。其實政府應該視產業別與不同的時期(Timing)個別提

出對策以為因應，且戰且走。以下是一份整理相當好的資料，本文於此適

度援引： 

 

 



第四章  突破我國研發服務業發展之商業瓶頸 
 

 48

表 4-1 產業競爭及科技演進與政策 

產業生

命週期 

產

業

結

構

及

競

爭

性 

主

要

競

爭

策

略

科

技

差

距

* 

資金需

求 

資

金

來

源

主要支

出 
典型產業 科技政策 

萌芽期 分

散

型/

完

全

競

爭

或

局

部

壟

斷 

集

中

差

異

化 

有

極

大

差

距 

需求度

不確定

企

業

內

部

或

政

府

補

助 

產品研

發及市

場調查

生物科技、

高溫超導、

醫療製藥、

高功材料、

政府輔導科技產

業之開發及科技

研發進程之縮短

(政府規劃性策略)

成長期 分

散

到

集

中

型/

壟

斷

式

競

爭 

由

集

中

至

全

面

差

異

化 

差

距

縮

小 

高需求

度 

企

業

內

部

及

政

府

補

助 

產品及

製程開

發；市

場開發

高畫質電

視、材料科

技、通訊網

路、特用化

學品、資訊

電子 

政府訂定獎勵投

資條例(政府規劃

性及市場導向性

策略並用) 

成熟期 集

中

型/

全

面

差

差

距

縮

創新性

產品需

求度較

創

投

基

產品推

出速度

及開發

半導體、汽

車、石油、

IC產業、大

政府負責開發在

運輸、通訊、金

融、及法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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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

斷

式

競

爭 

異

化

或

成

本

領

導 

小 低；量

產產品

需求度

極 

金

及

企

業

內

部 

風險

(企業

家精

神) 

宗化學品、

航太、建築

及一般工

程、國防科

技、個人電

腦等 

結構(市場導向

性、公共利益性、

及轉換性等策略

並用) 

停滯/

衰退期 

集

中

型/

寡

斷

或

獨

佔 

全

面

或

集 

中

式

成

本

領

導 

無

顯

著

差

距 

需求度

極高 

股

市

基

金 

市場開

發與行

銷 

家電產品、

民生用品、

紡織品、煉

鋼、造船、

能源產業等

政府鼓勵其他產

業開發以利經濟

持續發展(政府規

劃性、市場導向

性、公共利益性、

及轉換性策略並

用) 

說明： *基礎科學成熟度與應用技術成熟度之差距。 

資料來

源： 

整理自經濟部技術處編印，《經濟部產業技術白皮書》，

1994年，頁24-26。惟本文有依個人意見對典型產業的歸屬

略加調整。 

 

根據上表，如以政府目前大力推展的兩兆雙星計畫為例，其中半導體

業其實已漸漸進入成熟期，故政府應淡化科技政策而代之以競爭政策，致

力於公平法制與金融環境的建立。至於光電業（特別是面版業），目前尚

屬高速成長期，政府領導產業的責任依然沈重，政府應努力塑造一個有利

廠商技術研發的環境。而生物科技與數位內容產業均屬於萌芽期，政府不

僅要獎勵與補貼，甚至可能還需要直接介入，透過公家研究單位與學校代

為研發並移轉技術。 

 

參、對台灣科技政策之改革建議 

除了前面提到應是產業別與特性制定個別的產業政策外。本文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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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往台灣科技政策的推展可以看出，政府的主要思維角度仍為製造本

位，而研發較沒有佔據主要地位。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研究，以往並沒有獲

得政府足夠的鼓勵，然而基礎研究代表產業本身支援其研發活動的技術機

會(technology opportunity)，欲有效提我國企業的科技競爭實力，根本之道

仍應從強化基礎研究下手，畢竟這才是產業在國際上競爭的基本功。台灣

已經不可能再走以往純粹只是以製造成本低廉來維持競爭優勢的道路

了，而製造技術與發展能力雖是維繫目前台灣競爭力的主要來源，但此項

優勢很明顯在消逝中，終究台灣如果想提升競爭層次而與歐美先進國家一

較長短，還是要靠研究能力，而這似乎是以往台灣主政者所忽略者。當然

值得肯定的是，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四條規定：「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以

持續充實基礎研究。」顯見政府已體認到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不過目

前似乎仍僅停留在口號的階段，尚未看到較具體的做法。 

另外，綜觀台灣過往的科技政策與現今科學技術基本法之規定，可以

看到政府的一種基本心態，那就是台灣本位取向，不論是製造或研發都以

獎勵本土產業為目標。此在傳統上並無可厚非，但進入到全球化的時代

後，除了「根留台灣」之外，或許政府還應該想辦法引導台商走向世界，

去賺世界的錢。就此點而言，科學技術基本法等似乎並沒有考慮到。 

最後，產業的發展瞬息萬變，且有越來越快的傾向。然而根據科學技

術基本法，科技政策原則上是每二年檢討一次(科學技術基本法第九條)，

本文以為似乎跟步上產業的腳步。以數位相機產業為例，目前技術的發展

幾乎是以每年一百萬畫素的速度在增長，兩三年前市場主流的二百萬畫素

數位相機現在在市面上已經買不到了，未來更可預見會朝六百萬到八百萬

的高階相機發展。可是當初政府在規劃輔導國內數位相機產業時卻沒想到

產業變化會如此劇烈，因此在市面上早就該淘汰的二百萬數位相機，卻仍

在受政府保障的範圍內，可以獲得補貼與租稅優惠，原本應該是要鼓勵科

技創新的政策，結果反而造成廠商因受到保護而技術停滯不前。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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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科學技術基本法，使政府能更機動地針對不同產業之需要，隨時

調整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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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化的人力 

壹、人力之重要性與目前國內之人力問題 

中國人一直有一種觀念，人是一切事情的根本，有人好辦事。其實這

種觀念也的確有其道理，在商業世界更是如此，而且中外皆然。彼得‧杜

拉克在他的名著《管理學》(Management)中也說過:「人力不是成本而是資

源」。舉最近的例子來看，根據Jim Collins的研究，一個企業能夠通過重重

考驗而成為卓越的公司，關鍵之一即在於找對了人。4或者如惠普公司，當

二次大戰剛結束時公司因為國防契約的枯竭而收入銳減，景氣蕭條，同業

間也紛紛開始裁員。然而公司創辦人比爾‧惠烈與大衛‧普克看到其他公

司解雇了一些業界最具才幹的工程師時，他們仍立刻加以延攬，並深信眼

前縱使一片灰暗，卻一定有更光明的未來在等著他們。事後證明他們是對

的。5以上這些觀念或例子放大來看，本文以為一個國家如果要發展任何產

業，歸根到底仍然是要創造該產業的人才。因此如果政府要推動研發服務

業之發展，首要之事就是要培養人才，特別是國際化的人才。 

不過也就是人力的問題使我國研發服務業無法朝高階更有附加價值

的領域發展。詳細來說，國內研發服務業在人才面有以下三大問題:6 

第一、 高階研發人才不足 

    技術人才的欠缺使我國未能形成完整的研發服務產業。國內少數具有

研發能力的人才在高科技產業的重金吸引下，多從事製造的生產工作，而

不從事研發工作。7此外，在政府部門從事研發的人才所產生的研究成果，

                                                 
4 Collins研究發現卓越公司都是先找對人，再決定要做什麼。並提出卓越公司的領導人大多為「第
五級領導人」之發現。請參見齊若蘭中譯，《從A到A+》，遠流，民國91年初版，特別是第52

頁以下。(我個人相當欣賞這本書，並認為是一本極為傑出的研究著作) 
5 這個例子引自: 瓊安‧瑪格瑞塔著，李田樹中譯，《管理是什麼》，天下文化，民國92年初版，
頁265。 
6 請參考錢思敏，〈研發服務產業概況及發展策略分析〉，《2002台灣經濟發展重要議題評析彙
集》，經濟部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TIER-0453-S103(91)，頁130-131。。 
7 這是以往台灣所謂高科技業的經營模式:延攬第一流的國外畢業的PHD人才去從事代工製造的
工作，而這些工作有些在國外只要大學畢業生即可擔綱。另一方面又利用台灣相對於歐美的低廉

勞力，來壓低成本。亦即以國外一半不到之工資雇用PHD，則歐美廠商自然無法在代工領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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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往往與業者的需要有相當差距，不能為業者所用，因此我國研發產業的

人才其實相當欠缺。另一方面，或許是中國人愛做老闆，恥居人下，資深

研發人員在累積相當技術與經驗後，常常跳出來自行創業，而不再繼續從

事研發的工作。就算留在原公司也往往轉任管理職而不再繼續做研發，其

實都相當可惜，使公司整個研發無法持續。 

第二、 引進國外研發人力之相關法令尚未健全 

我國產業界之研發人力幾乎都來自於本地，很少外國人。以往外國人

要來台從事高階之研發工作受到相當多就業法令之限制。近來政府法令限

制雖逐步放寬，但其中業者最關心的引進大陸人才之問題以及所得稅等賦

稅問題仍未解決。 

第三、 研發服務業對人才吸引力不足 

    雖然廠商都體認到研發人才之缺乏是相當嚴重的問題，研發服務業也

都想盡辦法吸引人才以從事相關研發與服務工作，但普遍而言流動率仍

高。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研發服務公司之薪資與高科技廠商之薪資難以相提

並論，使得第一流人才投入研發服務產業之意願不高。8 

 

貳、本國國際化人才之培育 

    如所周知，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人類社會的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而

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在國際化的經濟環境中勝出，最重要的莫過於培育本國

的國際化人才。但到底怎樣才是國際化的人才呢?本文以為至少須符合以下

要求: 

一、 英文能力: 在這波全球整合化的潮流中，很明顯地以美國為首的英

                                                                                                                                            
台灣競爭。但此種做法畢竟非長久之道，蓋難以做差異化競爭，台灣可以如此做，但韓國也可以，

甚至大陸更好。 
8 筆者本人現服務於一家研發服務公司(專利事務所)，即親身見證此一問題。事務所長年皆缺乏
專利工程師，可是一直難以網羅第一流的人力。來到事務所的通常是找不到高科技公司工作的

人，本身並不是對專利工程很有興趣。而且事務所花了相當高的成本好不容易培養了一位成熟的

工程師後，常常高科技公司就來挖角，變相成為事務所為了高科技公司來訓練人力，此可見國內

經營研發服務產業困難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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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系國家取得了領導地位，而英語也順勢成為了全球語言市場的「標

準語言」。9英語一方面成為人類知識最主要的載體，另一方面也是

人類社會主要的溝通工具。因此在國際社會中，一個人如果想獲取

最新與最完整的知識，或想要與他國人溝通，都必須仰賴英語。所

以本文以為國際化的人才勢必須具備優秀的英文能力。 

二、 與世界同步的知識: 二十一世紀經濟社會的另一趨勢就是知識經

濟環境的形成。在知識經濟中，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將對經

濟發展佔據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故而本文深信在未來社會中知識對

每一個人之重要性將與日俱增。因此本文以為國際化人才必須在知

識上面與世界先進國家接軌，盡可能縮小知識落差(knowledge gap)。 

三、 具有世界觀: 人才與工匠的差別在於格局。而格局的培養在於跳出

自身的框架而以世界的大角度思考問題與觀察趨勢。惟有具備此種

世界觀，才能認清自身與競爭對手的優缺點，知己知彼才有勝出的

可能，否則只是井底之蛙，終究難免失敗的命運。此點為台灣以往

所忽略，現今國內跨國企業鬧人才荒，其實主要欠缺的就是這種具

有國際觀的優秀人才。 

四、 誠實與良好工作態度: 本文以為國際化的人才最重要的一點其實

在於有誠實品格與良好的工作態度，因為如此不僅可以取得上司的

信任，且更可獲得客戶的信任，而信任正是未來社會最重要的無形

資產。著名投資家華倫‧巴菲特就曾說過一句話:「有人曾說，網羅

人才最應重視的三大特質為:正直、聰明及活力充沛。但如果欠缺了

第一種特質，其他兩種特質會把你害慘。想想這段話還真有道理，

如果一個人不正直，你情願此人又懶又笨。」10另外美國西南航空的

賀伯‧凱樂也說:「我們要選拔的是有絕佳工作態度的人。如果工作

                                                 
9 關於這個現象有一本不錯的著作可以參考:克利斯塔爾著，鄭佳美中譯，《英語帝國》，貓頭鷹
出版，民國 89初版。 
10 轉引自瓊安‧瑪格瑞塔，前揭書，頁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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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不佳，不管你多麼能幹，我們公司都不要你。一個人的工作技

能可以透過員工訓練來改善，可是我們無法改善一個人的工作態

度。」11由以上這些警世明句，亦可證本文主張之正確。事實上美國

以華頓商學院為首近年來也紛紛將「德育」列入課程之中12，就是看

到了這股趨勢。國內近年來也有人開始大力提倡品格的重要性。日

前高希均教授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指出13，現在台灣缺少的不是人才，

而是人品。高教授有段話說的很好:「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

能，做大事;沒有人品，不論做小事大事，都會壞事。」證諸台灣近

年來不斷發生公司治理的問題，高教授此警語，值得我們深思。 

 

參、國外人才之引進 

    要彌補人才不足的缺口，除了自己培養之外，尚可透過直接吸收國外

人才之方式。而要吸引國外人才，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要有誘因

(incentives)。至於政府可以採納的具體做法，可能有:14 

一、 建立海外人才資料庫。 

二、 協助企業、研究機構等與海外人才聯繫。 

三、 在政府體系內儘可能打破人事與租稅法規之限制，積極延攬外國

人才。15 

四、 與國外大學與研究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並儘可能延聘國外

                                                 
11 同前註，頁337-338。 
12 請參考以下網站: http://www.gter.net/news/html/200501/1106203974.html  
13 原文見民國 92年 7月 9日經濟日報。 
14 類似的觀點，可參見《2003年研發服務產業發展概況》，經濟部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
TIER-0453-S202(92)，頁32。 
15根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不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或有雙重國籍者均不得擔任公務員。此項

規定固有其行政法上所謂「公務員忠誠義務」之考量，惟物換星移，在現今國際化之趨勢下是否

還有維持之必要，不無疑問。相對於我國，鄰近之香港與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均允許外國人擔任

公職，值得借鑑。民國88年通過的科技基本法第17條第1項雖規定:「為健全科學技術人員之

進用管道，得訂定公開、公平之資格審查方式，由政府機關或政府研究機構，依其需要進用，並

應制定法律適度放寬公務人員任用之限制。」但似乎仍僅停留在「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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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學者到國內大學任教或做研究，並應積極吸引國外優秀學生到我

國唸書。 

五、 簡化外國人來台申請程序，儘速發給居留證與工作證。甚至可以

學習新加坡的做法，給與具有高階技術之外國人得立即歸化我國籍之

利益。 

六、 放寬隨行子女年齡以及配偶在台工作之限制，並協助加入健康保

險。 

七、 增設外國語學校，解決外國人子女的教育問題。 

八、 放寬大陸人士來台之限制，給與大陸人士與歐美日等國人同等之

待遇。 

 

總之，本文以為，最大的誘因到底還是金錢上的利益。必定是外國人

來台灣比在其本國更容易賺到錢，他才有可能會離鄉背井來到這裡。但以

目前我國與歐美日等國平均國民所得之落差，要吸引歐美日之高階人力來

台確實有其困難。不過中國大陸與印度之崛起卻給了台灣極佳的機會，尤

其是中國大陸與我們同文同種，大陸人民來台適應性強，且僅須提供台灣

中上之工資對大陸高階人力就相當具有吸引力。因此如能開放大陸高階人

力來台，必可紓解我國高階人才之人才荒。事實上近年來跨國企業紛紛在

大陸設立研發中心，就是看準了大陸擁有優秀的高階人力，而其工資率卻

相對低廉，故極具競爭力。另一方面，本文也主張開放大陸學生來台求學，

以吸收大陸優秀之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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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化的資金 

要發展經濟除了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錢。而在國際化的競爭環

境中，企業不僅需要錢，而且錢須來自四面八方。以往政府曾希望推動台

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惜未竟其功。目前台股交易量每日大多只有400-600

億，本益比偏低，因此企業紛紛赴海外上市，尤其是近來鴻海旗下的富士

康國際控股在香港上市更有媒體報導將引起一連串台股赴港上市風潮16。

此等現象都將使台灣的資本市場越來越萎縮，也越來越難以吸引國際資

金。 

其實如要吸引國際資金，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開放市場與改變家父主

義的觀念。本文認為以往我國財政主管機關對金融業務多持消極防弊的態

度，對很多細節事項均加以管制，站在家父指導者之立場想管制人民的動

向，這種做法在現在的國際競爭環境下早已不合時宜了。其實就發展產業

與經濟來說，政府要做的不是介入與限制產業競爭17，政府只須塑造一個

有利與公平的投資環境一事即可。積極的管制帶來的卻是消極的結果。相

對地，看似消極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卻使民間產業生生茁壯。誠如學者

批評，我國政府一直沒有把服務業當成一種產業，更不懂得採取「負面表

列」的管制方式，因勢利導使民間產業透過市場機制自行發展。18因而使

得台灣產業需要的金融服務只好向外買，根據統計高達九成的台灣產業所

需要的金融服務都是由外商提供19，我們不僅無法引外資到台灣，反而是

把大把鈔票送給外國，實在相當可惜。 

舉個例子來說，台灣的產業結構以製造業為主，近年來因為知識經濟

                                                 
16 請參見〈富士康會否掀起台資企業香港上市風？〉，引自以下網
站: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2/4/n803722p.htm 
17 波特認為政府在推動國家競爭力上，應競爭鬆綁與實施有利的國內反托拉斯政策等，與本文
作者觀點類似。參見麥可‧波特，前揭書，頁224。 
18 參見徐小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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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30-36。 
19 同前註，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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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起，傳統製造業面臨轉型壓力，必須朝高階技術發展。然而，高階的

技術研發需要大筆的金錢，因此對金融服務有迫切之需要，可是台灣的金

融服務業卻無法滿足業者的需求。本文主張首先要放寬經營項目，使業者

可以自行創造新的金融商品。例如放寬融資的限制、對公司股份制度之改

革、放寬創投的投資限制等等。舉個美國的例子，我國的銀行現在主要是

以吸收存款再放款的方式賺取利差，但在美國另外有一種非銀行的金融業

(Non-bank banking)，其特色是不收存戶的錢，並不受銀行法(以保護存戶為

主要立法意旨)的規範，例如著名的奇異融資公司(GE Capital)20，該公司提

供多達二十四種的金融服務，對廠商極具便利性。可是目前政府竟然還在

研究到底該不該開放融資公司，政府落伍的觀念令人惋惜。 

最後，本文以為政府當務之急是開放大陸台商回台上市。並且本文贊

同應積極吸引台商成立控股公司在台上市之看法21。原因在於:第一，資產

可以凝聚到控股公司，控股公司的股票即可代表該企業在世界各國的資產

價值。第二，反映這家企業有競爭力，能夠選擇成本低、營運條件好的地

方設廠。第三，反映市場佔有率的潛力，設廠當地市場需要產品的時候，

可以就近供應，所以不單是加工出口，還可以做當地的生意，這點對設廠

於身兼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的大陸台商特別有意義。第四，這家企業是在

台灣的控股公司所經營管理並擁有股權，經營團隊也在台灣，因此國際資

本市場的投資人可直接在台灣投資該控股公司，而不必去投資其他國家的

據點，例如本節一開始引的鴻海的例子，如果政府允許鴻海在台成立控股

上市，則鴻海可能也不必另外在香港以富士康名義另外上市籌資了。總

之，開放大陸台商回台上市一方面可以企業根留台灣，既不阻止企業在全

球開疆拓土，有能夠使台商在大陸的佈局成果回饋台灣成為我們的利基。

因為對投資人而言，該公司的股票可代表其在大陸投資的資產，則合併價

                                                 
20 See: http://www.gecapital.com/  
21 參見徐小波，前揭書，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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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有相當大的誘因可大幅吸引外資投資。對台商而言，上市上櫃是一

項企業經營的重要里程碑，台灣畢竟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且整體資本市

場制度較大陸健全許多，且外資有高度投資意願，則台商最後自然會選擇

回台上市，根留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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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學的角色 

在推動國家產業升級與技術研發上，大學是一個關鍵角色。事實上以

本文對研發服務業的廣義理解來看，在某種程度上大學也可算是一種研發

服務業，並且是極為重要的研發服務業，對企業可提供強大的加值

(value-added)服務。以下進一步說明: 

 

壹、大學角色的轉換 

本文認為在未來經濟社會中，大學將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色。大學將

不僅是傳道授業的學術機構，更將擔負協助國家產業發展的重要使命，並

為整體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的一環。而所謂

國家創新系統，為經濟學家Lundvall等人所提出，乃指:「在國家創新系統

中，有不同的組織或制度，以合作或單一形式出現以協助新技術的發展或

擴散，因而提供政府一基本架構以利政策形成與執行，進而改進創新的程

序」。22根據這種觀點，國家創新系統應該是政府面、產業面和企業面創新

能力的整合。而大學正為此項系統運作的關鍵，扮演政府與企業的橋樑。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大學皆與產業界有密切聯繫，國家重點的大學每年接

獲得來自業界的巨額補助，而大學的研發成果則透過授權移轉技術給企

業，如此一方面大學可享有權利金之收入，另一方面企業也獲得需要的技

術，大學提供人力，其業提供資金，各儘所能各取所需，是典型的雙贏。

23學者 Etzkowilz 乃稱此為大學發展歷史的「第二次革命」。24第一次革命乃

指十九世紀末時，大學的任務除了「教學」之外，更增加了「學術研究」

的使命。而所謂二次革命則指，在知識資本化的趨勢(Capitalization of 

                                                 
22 B. Lundvall,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In: Dosi, D. Freeman, C., Nelson, R., Silverberg, 
G.(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Printer, London, pp349-369. 
23 關於美國大學與產業界之互動可以參考以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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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ee: H. Etzkowilz, The Norms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Cognitive of the New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 Research Policy 27(8), pp-82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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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下，大學的研究更進一步與當代的經濟發展相結合。大學的研究

不再停留在為研究而研究的階段，而是將其研究成果做最有效的應用。換

言之，大學不只是知識的創造者，更扮演產業推動的火車頭。同時產業界

也不只被動的知識使用者(knowledge user)，在科學知識與技術的創新上更

直接參與大學的研究。 

在此新的經濟情勢下，大學與產業界結合，並配合國家政策，可形成

一套完整的國家創新系統，而這正為國家競爭力之關鍵所在。茲以下圖表

示之: 

圖4-1 國家創新系統之各角色功能示意圖 

 

※本圖來源:江雪嬌，〈從國家創新系統探討大學推動研發服務業的發展〉，

經濟情勢暨評論，第十卷第三期，第26頁。 

國家政策系統 

擴散與回饋系統

(諮詢機構、中介
服務機構等) 

創新系統—創造
與應用(大學:知
識生產與累積) 

創新系統—生產與
加值(企業:應用知
識進行生產之創新

活動) 

經濟環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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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與產業界之互動 

政府近年來學習美國做法也開始積極推動大學與企業間之合作。而這

當中民國八十八年制定公佈的「科學技術基本法」是一個分水嶺，該法師

承美國的Bayh-Doll法案，於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

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

理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行研究發

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據此，則受政府資

助的研發成果得歸大學享有(即以大學名義申請專利註冊)。而根據統計，

在科學技術基本法實施之前，以往大學研發之專利都須以國科會之名義申

請，而在民國五十七年到八十八年間，所獲得的專利只有 985 件，技術移

轉僅 149 件，權利金收入則約為新台幣五千三百萬元。而自從科學技術基

本法後，民國八十九年到九十二年間，各大學取得之專利即有 918 件，技

術移轉 219 件，權利金收入高達新台幣兩億六千萬元。詳細情形，請參考

下表整理: 

表 4-2 近五年大學申請專利與獲得專利件數統計表 

 1999 年

以前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總計 

總件

數 

1899 283 161 149 295 115 2902 申請

專利

數 國內

/國

外 

930/969 171/112 135/26 96/53 216/79 84/31 1632/1270

核准

專利

總件

數 

985 288 271 222 137 57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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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國內

/國

外 

577/408 171/117 174/97 139/83 103/34 41/16 1205/755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4)，協助學術研究機構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研討

會，2004 年 8 月 16 日。請注意 1999 年以前為以國科會名義申請，1999

年以後為各大學自行申請。 

由以上統計資料可以看出，在政府政策鬆綁後，國內大學的技術成長

與移轉有著蓬勃向上的趨勢。而目前國內大學移轉技術給企業之方式，多

是透過大學內部自行設立的「技術移轉中心」(例如國立清華大學技術移

轉中心與國立成功大學技術移轉服務中心等)或所謂的「育成中心

(Incubator)」(例如台大育成中心)來負責技術移轉事務。不過依據一般

觀察，近年來績效雖有進步，但相對於美國大學的成績還相差甚遠25。 

    本文以為或許是因為制度與文化的關係，國內大學組織似乎仍難以擺

脫官僚文化與公務員習氣，而轉型成為經濟人，甚至使大學漸漸朝「營利

型組織」來發展。長期而言，固然可以透過法令與管理制度塑造誘因與改

善大學組織文化，來逐漸解決這個問題。但短期來說，本文贊同學者提出

的「鼓勵或加強中介機構的設置」的看法。26具體來說，畢竟大學與企業

的原始存在目的有相當大的差異。前者強調的是知識的產生與流通。後者

則希望從提供顧客產品或服務中，獲取利潤並回饋給股東和員工。因此，

如果能設立一個中介機構(intermediary mechanism)作為潤滑劑，專門負責

溝通彼此，則對於促進二者的交流必有助益。這有點像是電影明星或運動

員都需要經紀人替她們與業主交涉與媒介交易機會，而電影明星或運動員

則可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上，專業分工，兩全其美。事實上美國的經驗就充

                                                 
25 根據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UTM)之統計，在 2001年美國大學申請專利件數高達 6812
件，並核准了 3712件，獲得授權費十億七千萬美金，並收取高達八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權利金。
數據引自: 劉江彬‧黃俊英，前揭書，頁8。 
26 同前註，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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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明了中介機構的重要性，例如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的校友基金會、美

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UTM)以及德國的 Steinbeis 基金會等，運作均頗

有成效。而在我國卻幾乎沒有類似的組織，僅靠大學自力救濟，而大學教

職員本身對商業運作多一竅不通，則我國大學技術移轉績效不彰也不不令

人意外了。 

  最後，本文認為大學與產業間的分工還可以從研究與發展分途著手。亦

即由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所引述資料可知，我國博士級高階人力高度集中

在大學，又配合大學以學術為本的文化環境，故大學其實相當適合從事基

本的科學研究。相對地，產業界則可透過前述的中介機構自大學取得基礎

研究成果後再加以自行發展，並將所獲得利益再回饋給大學以進行下一階

段的研究。如此將可形成一良性循環網路。 

圖 4-2 中介機制可填補大學研究與產業發展的死亡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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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訊產業之發展 

在知識經濟的競爭法則中，資訊(information)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人們

重視，特別是寬頻(Broad Band)網路技術興起後，資訊的取得與傳輸變得

極為容易，從而根本上改變了許多經濟競爭規則。27如果根據波特的看法

資訊科技正以三方面改變競爭規則。首先，資訊科技的進步正改變產業結

構。其次，資訊科技是一種重要性日增的槓桿工具，企業能利用它來創造

競爭優勢。競爭者若競相模仿產業龍頭的策略創新，龍頭企業透過資訊科

技追求競爭優勢，通常會引發擴散效應，因而影響產業的結構。最後資訊

科技會孕育全新的行業。28由此可知，資訊科技對未來經濟的重要性。有

鑑於此，本文以為資訊產業不僅是廣義研發服務業之一環，更將是我國研

發服務業可否興盛之關鍵，本文更相信透過資訊科技的發展將有助於企業

開創新的商業模式政府實應大力推展，我國要在這新一波的經濟競爭中勝

出，必定要懂得抓住此項趨勢。29但以往政府政府多偏向硬體業之發展，

對於資訊服務業甚少著墨，甚至常常站在資訊公益性的觀點而進行資訊管

制，而沒有把資訊服務視為一項產業，殊不知資訊服務業往往比硬體業更

為長壽，政府的保守做法似有順應潮流與改弦易轍之必要。30 

本文將資訊產業分成以下三個子部門，並逐一說明本文的看法: 

壹、資訊工程業 

本文以為資訊工程產業對於企業最起碼有以下三大加值效果，因此值

得大力推展: 

一、 降低企業成本:資訊科技能改變企業價值鏈中所有環節的成本。不

論是生產與組裝、採購、行銷，當然也包含研發。常見的例子，譬如

                                                 
27 有一本書專門談論資訊經濟的一些問題很值得參考: 卡爾‧夏培洛與海爾‧韋瑞安，張美惠中
譯，《資訊經營法則》，時報文化，民國 88年初版。 
28 以上波特的看法引自: 波特，前揭書，頁 93。 
29 彼得‧杜拉克就說過企業如想勝出必須要「利用趨勢，別想對抗」。參見彼得‧杜拉克，《經
營的哲學》，商周，民國 94年初版，頁 50。本文認為國家施政亦是如此。 
30 對政府以往保守觀念之批評，請參考徐小波，前揭書，頁 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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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電腦程式的出現可以大幅簡化企業的作業流程，並增進效率。以

國內而言，例如鴻海利用資訊科技管理企業的成績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另外以 IC 設計業而言，IC 設計一般都在工作站上完成，工作站

上有工具軟體，而輔助 IC設計的工具軟體就是所謂的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而好的 EDA軟體對於 IC設計工程師有極大的便

利性，可以最簡單與省時的方式完成工作。 

二、 提高差異化: 在傳統的工業時代，為追求降低成本(cost down)與效

率整個生產流程是以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為原則。不過近來許多經

濟學家與企業經營者都表示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正進入一個客

製化的新時代(a new age of customization)，在這個時代更挑剔的顧客、

更激烈的競爭與新科技的出現都促使了企業必須更客製化它們所提供

的產品與服務。31在這個新時代中，要成功的關鍵就是要不斷的創新

與學習，並且要懂得利用新科技，塑造差異化以提高競爭力。此為本

文一再強調資訊工程業之重要性的原因，因為資訊科技使得企業接受

客戶訂製產品的能力大幅提升，並在提供客製產品的過程中使企業與

競爭者產生差異化。 

三、 改變企業競爭範圍: 俗話說:「天涯若比鄰」。現代資訊科技真的使

這句話成真了，跨國企業透過資訊科技可以做到 24小時全球營運，並

深入許多以往鞭長莫及的市場。換言之，資訊科技可以改變競爭範圍

與競爭優勢之間的關係，並增加企業協調區域性、全國性與全球性活

動的能力，開展更廣闊的幅員以創造競爭優勢，不僅拓展市場，更可

使生產成本下降。  

 

                                                 
31 See: Mintzberg, Lampel, Quinn and Ghoshal, THE STARTEGY PROCESS, Prentice Hall, 2003 4th ed, 
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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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搜集與加値業32 

學者指出資訊科技使資訊更容易取得，因而更有價值。33資訊搜集蘊

藏著極大的商機。很多東西其實答案都在那裡，只是你要想辦法找到它。

資訊搜集業賣的不是直接的答案，而是找到答案的方法。目前世界上最成

功的資訊搜集業我想可能就是三大網路搜尋引擎吧:GOOGLE, YAHOO, 

MSN。在經歷網路泡沫化後，以上三家公司卻能存活下來，就可以看出資

訊搜集的價值。另外許多市場調查公司也可歸納到資訊搜集業。此外，因

為世界各國專利資料累積的資料極多，因此國外亦有研發服務業者提供專

利搜索之服務，並提供加值服務，例如進行專利地圖分析(Patent Mapping)

以協助業者進行迴避設計或找出進一步再發明的空間，在這些方面有國外

幾 家 做 得 非 常 成 功 的 專 利 資 訊 提 供 者 ， 例 如 ： Chi 

Research(www.chiresearch.com)34、Delphion(www.delphion.com)等。目前國內

資 訊 搜 集 業 尚 處 萌 芽 階 段 ， 主 要 幾 家 業 者 為 碩 網

(www.intumit.com/index.htm )與 Patent Pilot(www.patentpilot.com.tw )，與美

國相較還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本文的初步看法是國內業者尚沒有針對這

塊市場創造出全新的商業模式。 

 

參、資訊管理業 

如同《資訊經營法則》一書所指出的現象:今日社會最大的問題已不是

資訊的取得，而是資訊超載。35資訊工程科技的進步使得資訊的取得與傳

輸越來越容易，而且透過網路效應，使得整個資訊爆炸的速度持續加快。

在此情況下，企業蒐集或開發而來的資訊要如何管理即成為了一項迫切的

                                                 
32 國內討論專利資訊與檢索有一本不錯的著作値得參考：黃慕萱˙陳達仁，《專利資訊與專利檢

索》，文華，民國 92再版。 
33 參見卡爾‧夏培洛與海爾‧韋瑞安，前揭書，頁 20。 
34 這家公司還試圖建立一套模型，以分析公司股價與專利間之關係，使得技術面的研發服務與
商業投資面取得了有機聯繫，估不論其模型是否成功，至少此種創新商業模式的嘗試就非常值得

我們學習。 
35 參見卡爾‧夏培洛與海爾‧韋瑞安，前揭書，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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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目前國內大學商學院雖多設有資訊管理學系，但實務上專門的資訊

管理業似乎還不夠成熟。本文期盼未來政府能加以鼓勵與協助發展。 

其實透過好資訊的管理，可以利用 DATA MINING而找到許多極有價

值的資訊，並僅可以做差異化競爭，更是獲利之來源。並且本文以為透過

資訊管理可以創造全新的產品(服務)並創造全新的產業與全新的商業模

式。例如資訊可以告訴你客戶要什麼?資訊可以告訴你對手在想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