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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之研究訪談大綱與問卷 
 
 

育成中心主任/經理您好: 

感謝您願意接受並提供寶貴的時間進行本研究之訪談，本研究之

對象為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研究目的與概念將於下ㄧ頁說明。 

由於研究對象之母體數目較少，因此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

進行，懇請您提供寶貴的經驗與意見，非常感謝您的協助，本問卷之

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使用，決不作為其他用途，敬請安心，謝謝您!   

敬頌 

     業 祺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 溫肇東 博士 

研 究 生: 駱瑋蓁 

聯絡電話: 02-29393091 

電子郵件: 943590XX@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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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概念說明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有二，第一為了解生技型育成中心，在經營方式與需求

上，與一般型育成中心的異同。第二為了解台灣的生技型育成中心，在經營上遭

遇的困難為何? 投入與支援要素是否足夠且適切? 藉由以上的觀察與研究，期

望能對促進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之成功經營提出建議。 

因此，本研究歸納前人對於育成中心之研究，將一般型育成中心經營之關鍵

成功因素彙整為以下六點: 

1. 育成中心經營者 4. 育成中心的企業化經營 

2. 各種網絡關係的建立 5. 與大學保持密切的關係 

3. 進駐廠商的篩選與畢業過程 6. 育成中心提供的服務內容 

 

又依據國外生技型育成中心之經驗，本研究歸納以下四點，對於生技型育成

中心的經營可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分別為: 

1. 與醫院保持合作關係 3. 具有多種技術平台的合作夥伴 

2. 配合園區的設立發展育成業務 4. 生技型育成中心必須國際化 

 

本研究之概念如下圖，訪談內容主要針對垂直面向 (部分水平面向)，訪談

大綱請參見第 3 頁; 並煩請您填寫第 6 頁，關於貴中心基本資料與經營績效之問

卷，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育成過程 
一般型育成中心經營關鍵成功因素 6 點

投入與開發主體 
(如學校、法人) 

支援要素 
生技型育成中經營關鍵因素 4 點

技術 
創業者 

-廠商存活率 
-增加就業機會 
-技術合作與移轉 
-商品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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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一般育成中心關鍵成功因素 (6 項) 

貴中心主管在母組織與中心內之角色扮演與背景描述? 
貴中心經理人之學經歷背景與職務內容描述? 

1.育成中心經營者 
與混合型育成中心相較，貴中心主管和經理人在專業性

以及業務執行成效上之差異? 

 

貴中心如何進行招商? 藉由此招商活動而成功進駐的企

業比例為? 招商活動遭遇的問題為? 
貴中心如何篩選進駐廠商? 是否設有進駐審查委員會? 
委員之組成與背景為? 貴中心選擇審查委員之考量為? 
貴中心進駐廠商之畢業標準為? 審核程序如何進行?  

4.進駐廠商的篩選

與畢業過程 

貴中心進駐廠商離駐的原因為? 

 

 

貴中心正式 (如策略聯盟) 與非正式 (如人際網絡) 的網

絡關係包括? 
貴中心建立新的網絡關係與策略聯盟之管道與方式? 如
何篩選網絡關係與策略聯盟夥伴? 
母組織對貴中心的觀點與支持程度為? 母組織對於貴中

心運作的助益為? 
對貴中心進駐廠商而言，需求最大的策略聯盟或網絡? 
貴中心與畢業廠商維持互動的狀況?  

2.各種網絡關係的

建立 

貴中心參與育成聯盟的狀況為?  

貴中心與母組織對育成中心企業化經營之看法? 
以貴中心目前之組織與資源，是否足以支持企業化經營

育成中心的運作? 遭遇的問題與需要的協助為? 
藉由加民間投入之方式，落實育成中心企業化經營，貴

中心之看法為? 

3.育成中心的企業

化經營 

貴中心企業回饋之機制運作狀況為何? 遭遇問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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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一般育成中心關鍵成功因素 (續) 

與貴中心有密切合作的大學?  
與該大學合作之考量點為? 
大學 (母組織之外) 對於貴中心的觀點與協助為? 

5.與大學保持密切

的關係 
貴中心提供大學之協助、服務或正面效益為? 

 

貴中心提供的服務內容，對於進駐廠商在市場、資金和

法規、公司管理等面向上的協助方式與狀況為? 
貴中心提供較獨特或最為成功的服務為? 
貴中心內之進駐廠商，需求最大的服務為? 

6.育成中心提供的

服務內容 
貴中心提供之服務，是否開放給非進駐廠商? 包含哪些

項目? 如不開放原因為何?  

 

 

生技型育成中心關鍵成功因素 (4 項) 

生技型育成中心與醫院合作的考量點可能包括? 
進駐廠商與醫院合作時常遭遇的問題為? 
醫院提供育成中心主要之協助為? 

1.與醫院保持合作

關係 
育成中心提供醫院之協助或正面效益為? 

 

配合園區設立而發展的育成中心的優點為? 
台灣各生技園區應設立新的生技育成中心，或是結合並

整合既有的生技育成中心發展為佳? 
貴中心對於參與台灣園區發展的規劃為? 

2.配合園區的設立

發展育成業務 

畢業廠商在貴中心所在區域附近繼續發展的狀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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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生技型育成中心關鍵成功因素(續) 

貴中心培育重點內，進駐廠商最需要的技術平台為? 
貴中心技術平台的來源 (ex: 產學研) 與規模 (數量) ?  
貴中心對於建立技術平台價值網的看法與規劃為? 

3.具有多種技術平

台  ( 如 臨 床 試

驗、實驗動物模式

等) 的價值網 建立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技術平台價值網的困難點與可

能需要的協助為? 

 

貴中心目前或是未來之國際化相關計畫? 主要目標為? 
貴中心與國外育成中心、學研機構或企業合作或策略聯

盟的狀況? 
貴中心進駐廠商所需的國際性資源協助為? 是否有成功

進行合作的案例? 
育成中心參與任何國際組織活動 (如 NBIA) 中獲得之實

質幫助為? 貴中心之狀況為? 

4.育成中心之國際

化 

以台灣育成中心財務與人力面而言，對於進行國際化互

動以及參與國際性活動的執行力為? 貴中心之狀況為?  

 

其他問題 

1.影響生技型育成中心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可能還有哪些? 

2.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應傾向小而美而精或是進行整合擴大規模?  

3.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進駐廠商以創新多於新創事業，請問您的看法為? 

4.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現階段在經營上遭遇的困難? 

5.台灣生技產業與政策方針之發展對於生技型育成中心之影響為? 

6.任何您對於未來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發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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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與績效問卷調查 

 

1. 名稱 

2. 貴中心設立時間: 民國 ___年 ___ 月 

3. 貴中心專職人員數: ____ 人，其中專業經理人: ____ 人 

4. 貴中心在生技領域中設定培育目標之重點包括 (可複選): 

□製藥  □新興生技  □醫療器材  □農業生技  □環保生技 

□食品與化妝品   □生物機電  □生技服務業   

□以上全部，即廣義的生技領域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承上，貴中心是否朝特定領域發展核心特色，該領域為 _____________ 

6. 2006 年貴中心經費來源百分比 ( %) 為: 

政府補助款 廠商配合款 母組織自籌款 企業回饋經費 其他收入

     

7. 目前培育廠商家數: ____ 家 

8. 成立至今實際進駐廠商數: ____ 家 

9. 成立至今畢業廠商家數: ____ 家 

10. 貴中心是否曾獲得任何獎項:  

□否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貴中心成立至今畢業廠商存活率為: ____% 

11. 由 2005 年至今，貴中心進駐廠商創造之就業機會，平均每年為 ___ 人 

12. 貴中心成立至今促成的技術移轉數目為: ____ 項 

13. 貴中新成立至今促成取得之專利權數目為: ____ 項 

14.  貴中心成立至今促成商品化之數目為: ____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