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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地區生物科技產業現況分析 

在以知識為引領經濟發展模式的時代，具有高研發附加價值、技術資

本密集、產業結構複雜且關連性高的生物技術產業，被視為是推動未來經

濟繁榮的引擎。在新科技與商機不斷的推動下，因為生技產業所具有提升

國家和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潛力，使得發展生物科技成為全球大力投入的新

興產業，不僅被視為是國家競爭力的新指標，更成為許多國家在經濟發展

政策上的優先考量。 

藉由觀察國外許多發展經驗，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為促進國家或地方

生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對於勞力的供給、研究機構與大學的座

落、公共部門的政策、基礎設施與專業化服務的提供等因素，加上與區域

連結網絡的形成，促進互動學習，更促使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Leibovitz，

2004）。 

在群聚的概念中，空間的特性如地理鄰近性與區域中的社會網絡常常

是被視為是主要的影響因素（Leibovitz，2004；Mytelka，2004；謝雯玲，

2001；李昌諭，2003；戴謙、洪慧婷，2005），在台灣地區的生技產業發展

過程中，這些因素的影響為何？我國在產業政策及廠商、學研機構間的發

展又有何特性？  

本文首先說明生物科技產業的定義，再以國外發展經驗進行觀察，了

解生技產業空間發展策略的特性與理念；進一步針對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

展歷程、政府推動政策和空間發展特性進行分析；最後，則綜合前述提出

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空間結構發展的課題。 

3.1生物科技產業生物科技產業生物科技產業生物科技產業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生物科技所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了農業、食品、製藥、環保、

醫學等跨領域之相關科學，並非單純可以一種產業或商品為界定及代表。

1995 年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 Biotechn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 New 

Horizons 中首先提出：「生物科技是可以建構及修飾生命體或生命體一部分

的一套有力工具，以改進動植物或發展特殊用途之微生物。例如：新生物

科技包括基因重組、細胞融合與生物科技新製程。」1。OECD 在 1996 年提

出：「利用生物體為原料，與科學或工程之原則應用於製程中所得到的產品

                                                 
1
 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uncil(1995), Biotechnology for the 21

st
 Century : New 

Horizons:「Biotechnology is a et of powerful tools that employ living organisms or parts of 

organisms to make or modify products, improve plants or animals, or develop microorganisms 

for specific uses. “new biotechnology” include the industrial use of recombinant DNA, cell 

fusion, novel bio-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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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而我國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則以為，生物技術是以生物程序、生

物細胞或其代謝物質來製造產品，以改進傳統程序，提升人類生活素質的

科學。 

本研究則是採用最廣的定義，從傳統的生物技術（如微生物發酵）、現

代的生物技術（如基因工程），以及新興生物技術（各種高科技與生命科學

之整合），都屬於本研究之生物技術產業，以兼顧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我國

國產業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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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國外生技產業發展趨勢與發展特性國外生技產業發展趨勢與發展特性國外生技產業發展趨勢與發展特性國外生技產業發展趨勢與發展特性 

由於生技產業是屬於研發時間長、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各國都希

冀能夠透過國家產業發展政策促使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但基於各國基本條

件的差異，區域發展的特色與需求，在產業發展策略上，應注重地區的獨

特性。以區域之研發機構、地區現有資源、相關法令政策配套來配合發展，

加強資源整合，推動生技產業發展。以下就以美國及歐洲為例進行探討生

技產業發展與空間結構的特性。 

3.2.1 美國 

美國是生物技術產業的發源地，研究發展始於各大學，所以生技公司

多集中於大學座落的地區。如在加州的舊金山灣及新英格蘭地區因為多所

大學座落，加上創業資金充沛，以及當地特有的創業精神，建立許多新創

公司，形成特殊的群聚現象。而紐澤西州則是因為跨國大藥廠的存在，加

上與醫療、金融重鎮的紐約鄰近，成為生技公司集中的地點。 

大學、生技廠商與跨國公司之間關係密切是美國生技產業的重要特

色。大學為生技產業重要的創新來源，鼓勵教授創設生技公司，成為大學

與跨國公司間研發的中介機構，更提供專業技術人力。美國生技產業中另

一項特殊的發展特色，即是其中小型生技公司（dedicated biotechnology firm, 

DBF）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專注型公司是指由科學家成立或參與其中的小

型公司，進行尖端的技術研發，透過新技術的產品化，推動科學的進展。

而大型公司則具有市場所需的 know-how、法律行銷知識及研發經費。大型

與小型公司間的合作或策略聯盟為生物科技提供了一種互補性資產的形

式，也就是專注型公司為大型公司提供了維持市場地位所必須的新技術，

而大型公司則確保其成功發展的機率。同時，Bagchi-Sen（2004）也提出美

國生技公司有參與合作研發，在創新表現上較佳，且公司與大學距離、專

業人力資源的供應及流通網絡也為影響合作研發的關鍵因素。另外，Van der 

Voort＆De Jong（2004）更以波士頓(Boston)的生技產業為例，提出生技公

司多呈現區域集中於大學附近成為生物科技中心的型態，以獲得擁有專業

知識的研發人力及高品質的技術人員。 

所以，美國生技產業技術多由大學及研究機構獲得，政府的角色則為

提供大量的研究經費來支持學術機構或創新公司進行學術基礎研究，設立

育成中心，但並不過度介入產業發展，而由民間進行主導，主要為興業型

的發展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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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歐洲 

1980 年代歐洲學術界與產業界關係薄弱，缺乏技術移轉管道，人才培

育不夠積極。1980 至 1990 年代，歐洲生技廠商無法從政府及創投獲得經費

以支持研發活動，必須透過共同投資、委託授權或與其他公司合併取得資

金，以繼續開發產品，失去獨立自主性及未來發展機會。直到 1995 年，歐

洲的生物技術產業由各國政府與大型企業為主導，以英國、德國與法國為

主領國家，公司型態則多為小型及創新公司為主，由政府提供經費，主導

獎勵方案，將科技研發以企業方式推動，加速技術移轉，促使生技產業的

蓬勃。 

德國與法國是由中央政府建立國家級的生物技術計畫，資助大型公司

主導生技產業的發展。德國以中小企業具較佳的研發彈性，與大型公司間

則多以契約合作的方式共同進行產品研發，以取得先進技術並縮短研發時

間及商品化時機（滕涵菁，1999）。政府更利用政策促使區域間公司合作，

在研發與資金方面進行交流，也促使新創公司的成立。在德國境內的生技

公司主要是從大學衍生（spin-offs），座落於大學附近，並形成地區性的集

中與網絡關係，所以在大學或大型公司所在的區域，呈現出高度集中的現

象（羅浩展，2003）。而法國生技產業在選擇合作對象時，主要考量是將知

識的取得視為第一優先、其次為技術相關性，最後才是資金和產品開發因

素。而在地點的選擇上，除了高品質的技術人員與專業人力的提供為選擇

因素之外，接受教育訓練的機會，以及持續接觸新知與人才的互動因素也

為考量的重點，所以最關鍵的因素即是技術獲取來源的大學、實驗室或研

究機構所在地（Mytelka，2004）。 

另外一方面，英國也由政府主導支持產業界及國家型研究機構的合作

計畫、新創生物技術公司的設立和成長、創新研究、增進前瞻性生物技術

的商業化應用等措施致力於產學研的密切合作，形成地區性的產業網絡，

促使產業的發展。 

3.2.3 生技產業發展特性 

觀察全球生技產業地區，在生技產業環境當中具有一些關鍵的影響行

動者及因素，包括學術研究機構、中小型生技公司、全球大型公司、創投

資金市場及政府相關政策 (Lechner & Dowling，1999；Leibovitz，2004)。

在生技產業中，因為其知識密集的產業屬性，在行動者間的水平互動網絡

關係比過去所注重的生產鏈垂直網絡關係更為重要。透過這些行動者間的

水平互動運作過程反映出在全球生技產業環境中，三個主要活動：互動連

結、學習及投資(黃仁宏、林佳燕、黃俊閎，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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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趨向於高知識密集及高附加價值型產業，產品生命週期長且

以全球市場為導向。與科學發展、知識創新密切相關，技術層次高，強調

技術發展且十分重視研發性活動，多透過技術引進、購買專利、產學研合

作、廠商自行研發以及高階勞務聘雇等方式獲得相關技術與知識(孫智麗，

2001；黃仁德、姜樹翰，2001；生技產業白皮書，2002；Chiesa & Toletti，

2004)。從基礎到應用之間的分隔及界線不再明顯，加上生物科技產業涵蓋

的範疇極廣，產業結構複雜、關聯性強且專業分工仔細，必須整合多樣領

域的人才，需要大量研發人力、知識及資金的投入，所以在廠商以及大學

或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更為快速並大量增加，彼此的互動關係更為強烈，

尤其以國外發展生技產業較為成熟的國家為例，與學研間的連結強度越

高，對於發展生技產業越有優勢(孫智麗，2001；Bagchi-Sen，2004；Van der 

Voort＆De Jong，2004；Mytelka，2004)。另外，同業及異業廠商及產業公

會、相關協會間的技術互動有其必要性，透過契約關係以及策略聯盟，來

維持技術發展的領先優勢並獲得足夠研發經費。另外，在生技產業中研究

成果往往就是以專利的呈現，而許多專利都是經由學校研發，所以要進行

商品化即必須透過產學間的合作來達成。加上目前生技研發必須投入大量

資金，研發期又長，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可以減輕中小型生技公司的經

濟負擔(黃仁德、姜樹翰，2001；黃仁宏、林佳燕、黃俊閎，2001；李昌諭，

2003 ；Bagchi-Sen，2004)。 

之前相關研究均提出生技廠商創新研發能力的培養以及對於研發成果

商品化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獲取知識技術及資本的途徑。廠商的創新表

現決定於其所獲得的資源及發展能力、研發活動的投資、高等人力資源以

及與外部組織間的相互關係等因素(Gertler ＆ Levitte，2003)，所以要擴展

廠商的創新能力就必須持續不斷的建立與外部的連結關係。從發展的觀

點，這些流動可以增加地方知識基礎觀點的多樣性，更增加創新動態的潛

力(Malmberg ＆ Maskell，2002)。 

而於早期研究發現，大學的知識外溢對於生技公司的成立及發展是關

鍵因素。Zucker，Darby＆Brewer(1998)指出廠商發展產品的數量和當地區

域內大學著名教授的數量之間有正向且重要的關聯性，教授會選擇在大學

或住家可及的範圍內創設公司或與其他公司之間產生交流互動。所以與專

業化知識的接近仍是決定區位的重要因素，因為生技產業所具有的研究發

展導向特質，具有先進技術對其而言是必備的條件。以波士頓（Boston）

為例，一家瑞士的著名製藥廠商因為波士頓（Boston）地區有大量的生技

相關專業人員集中，如大學及醫院研究人員、快速成長的生技公司及世界

著名大學所提供的專業人力，而將其研發活動移至此地，顯示了研發人力

及先進技術對於生技產業的重要性(Gertler & Levitte，2003)，且大學與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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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空間上的鄰近性對於研發成果產品化的重要性也被強調。透過科學研

究的產生，訓練高品質的研究人力、加上所衍生出的相關知識技術、新穎

想法、專業人員與廠商以及研究基金的提供及分配，正是使生技廠商座落

於學校及研究機構附近的主要原因(Leibovitz，2004)。 

生技產業中公司規模的差異，對於生技產業發展階段的影響也有所不

同。以全球生技市場來看，主要仍是以少數生技大廠影響經濟市場活動，

而中小型生技公司因其具有對市場或技術改變的靈活適應性，為產業中主

要創新者，更是合作關係中的核心，連結大學、公共研究機構與相關產業

組織，更增加創投資金與大型公司間的連繫可能性(Chiesa & Toletti，2004)。

雙方尋求合作的目的在於大型廠商為了獲取中小型廠商的開發及創新能力

及相關知識以擴展產品的發明，而中小型公司則是為了尋求資金的援助。

所以在國外大型公司多以提供資金向中小型公司購買關鍵技術或專利，間

接也帶動了在企業間的知識技術交流，促進產業發展的活絡。 

在生技產業中另一關鍵影響因素則為資金市場的存在。生技公司會傾

向聚集在有大量資金的區域，因生技產業具高風險的特質及需要長期投入

資金的特性。通常從研發到進入商品化生產需要超過十年的時間，不僅在

投入資金時需承擔因研發成果無法商品化而損失獲利的風險，更必須在研

發過程中投入大量的時間及交易成本(Chiesa & Toletti，2004)。但創投資金

所扮演的角色不僅為生技廠商提供資金，更提供相關專業人士及服務，或

以子公司或轉投資之方式進行，作為引導廠商創新的行為，促進技術創新

的效率。 

政府的角色則因區域或國家有所差異，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境內最重

要的生物科技發展地區仍是加州的灣區，不僅在生技公司數量上的領先，

其生產更佔了全美的三分之ㄧ。造成生技公司願意進駐成本昂貴的灣區，

主要的原因即為加州政府所提出的優惠政策。而在歐洲的法國、德國、荷

蘭及英國政府都十分積極於政策上的訂定並提供相關補助及獎勵(黃仁

德、姜樹翰，2001)。由政府所輔導成立之研究機構及育成中心及等，也扮

演產業中知識技術移轉之橋樑媒介。 

在這些國家中，為了促使生技產業的發展，往往加強其區域的既有資

源。以美國生技廠商的分佈為例，多集中於東西兩岸，在區位選擇上多以

大學或研究機構附近為考量，除了可獲得知識技術外，特別有利於研發環

境的塑造。所以鄰近大學或研究機構，加上完善的基礎設施，適當的技術

移轉機制，以及政府的協助對於生技產業發展相當重要。從以上各國的經

驗，共同點都是以大學及研究機構為中心進行發展，廠商與學校和研究機

構之間以知識、人才與應用設施的提供為主(孫智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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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ll ＆ Smith(1997)也以生技產業為研究對象，發現當專業知識複

雜且專業技術及專門人員來源來自於不同領域時，產業技術的創新，不僅

發生於個別企業的內部核心，更容易發生在整體產業的創新成果。Chiesa

＆Toletti(2004)曾以製藥業及農業生技為對象進行觀察，在生技產業四個發

展階段2的運作過程中，都隱含著和其他生技廠商或大學、研發機構、創投

公司甚至包括醫院等組織的合作及互動，所以產業的創新透過不同個體間

知識的傳遞及學習，更能夠促進創新成果的展現。 

觀察國外經驗提出生技產業特性：1.在產業政策上仍需要政府參與並提

供良好的投資環境，2.具有極大的經營風險，3.研發及產品化需要長期且穩

定的資金，4.整合跨領域的知識，5.對於研發及行銷通路的支援，必須透過

研發合約、技術授權、聯盟及合資等方式促進產業發展。再加上相關文獻

之觀點，可將影響生物科技產業運作的重要因素歸納如表 3.1。 

表 3.1 生物科技產業特性 

產業特性 主張學者 

受政府之法規及塑造產業環境影響 

高志道、江晃榮（1991）；孫智麗

（2001）；黃仁德、姜樹翰（2001）；

生技產業白皮書（2002） 

經營風險高 
Gertler & Levitte（2003）；Chiesa & 

Toletti（2004） 

需長期且大量穩定的資源投入 
高志道、江晃榮（1991）；生技產業

白皮書（2002） 

跨領域的知識整合 

孫智麗（2001）；黃仁德、姜樹翰

（2001）；生技產業白皮書（2002）；

Leibovitz（2004）；Van der Voort＆De 

Jong（2004） 

研發及行銷通路的支援， 

以全球市場為導向 

孫智麗（2001）；黃仁德、姜樹翰

（2001）；黃仁宏、林佳燕、黃俊閎

（2001）；生技產業白皮書（2002）；

李昌諭（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文獻可得知在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時，重要的影響構面為研發能

力、技術移轉管道、資金來源、基礎建設及專業人力資源。正可從這些因

素對於台灣地區的生技產業發展進行檢視。 

                                                 

2
 生技產業發展的階段包括從研發、申請專利、申請核准及產品發展和產品行銷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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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展現況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展現況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展現況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展現況 

以下本節就我國生技產業發展歷程與政策、產業概況與空間發展特性

進行說明。 

3.3.1 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展歷程 

國外的生技產業興起於 1973-1983 年間，以基因轉殖、重組 DNA 等重

大技術為發展，同期間的台灣則仍以傳統的發酵與酵素生產為主。政府自

1982 年修訂科技發展方案，才開始對生技產業作整體性的規劃與階段性的

實施方案，並明訂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1984 年成立生物技術中油單位財

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其後於 1993 年將其列入十大新興產業。1995

年行政院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並整合各部會組成『生物技

術產業指導小組』，全面推動我國生物技術產業之發展。1966 年成立『經濟

部生物技術與製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作為各會溝通、協調與整合的管道。

自 1997 年至今行政院已經召開多次國家生物技術會議（Strategic Review 

Board，SRB），而後更透過建構生技園區、成立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與

國家型計畫等措施，均為生技產業鋪下發展契機。 

政府對於產業空間群聚的形成和強化，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所以若

要藉由產業在地理上的鄰近性所帶來的網絡效應，提升產業及區域競爭

力，那麼政府就必須營造一個適合的產業空間環境（李昌諭，2003）。從近

年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歷程進行觀察，政府逐漸將生技產業視為國家重點

發展目標之一，從 1995 年推動的『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到 2002

年『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我國生技產業並非如同美國是由民間

主導興起的，而是由政府擔任主導角色，像是透過專案計畫、研發獎勵與

近期的生技園區的設立，希冀能夠透過空間上的集中整合研發技術，透過

網絡建立加強資訊交流，進而發揮資源共享的群聚效應，強化產業發展的

基礎結構。 

3.3.2 生技產業研發結構分析 

整理我國目前生技產業政策，可發現我國生物科技研發體系在政府規

劃構想下，主要分為上、中、下游三大部分，如圖 3.1 所示，原則上仍是產

官學研共同分工合作的體系。上游基礎研究的部分，是以中研院及學校為

主要先導力量，國科會則負責規劃整體研究方向及目標，推動學術性研究

及專業研究人才培訓。近幾年來，生命科學之研究經費已有顯著成長，在

2003 年佔了政府科技預算的 33％，支援生物技術之基礎研究整合計畫。 

中游的應用研究及技術開發則由經濟部、農委會、國防部、原委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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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為承接，其中重要的中游研究單位為國家衛生研究院、工業技術研

究院、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及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等財團法人研發單位，將研發成果及產品技術開發向產業界移轉。 

而下游的商品化及應用則是以產業界為主要發展力量，包括公營及民

營企業的研究部門，促進公司間的策略聯盟與技術移轉，並聯繫產、官、

學單位。但因我國目前生技產業的廠商多仍以中小型企業為主要型態，產

業本身研發能力不強，仍必須著重於技術移轉的角色及功能。 

這個研發體系為政府所規劃執行，目的為促使生技產業研發活動快速

發展，並且強化上、中、下游不同部門之間的連結合作關係，提升知識技

術傳遞成效。但在實際情況中，不同部門間的連結關係強度如何？是否如

政府所構想形成一完整連貫的知識技術傳遞過程？此也正是本研究所欲探

討的問題。 

 

圖 3.1 生技產業研發體系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簡介，2004。 

3.3.3 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展現況與特性 

3.3.3.1 生技產業相關機構空間分佈概況 

觀察表 3.2 及圖 3.2，在空間分佈上，可發現以北部地區最能吸引生技

廠商設廠，尤其是集中於內湖及南港科技園區，這可能因為北部地區不僅

是研發單位最集中，資源也是最豐富的地區，包括各大教學醫學中心、中

研院、生技中心及藥技中心等，其比例為 39％研發機構與 43％相關系所的

大學院校。加上完善的基礎設施等區位吸引力，對於以中小規模為主要企

業型態的台灣生技廠商具有優越外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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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相關機構空間分佈統計 

單位機構/ 

地區 

生技產業廠

商 
研發機構 學校 總計 

北部 131（62.98%） 33（38.37%） 40（43.48%） 204（52.85％） 

中部 30（14.42%） 14（16.28%） 16（17.39%） 60（15.54%） 

南部 43（20.67%） 29（33.72%） 32（34.78%） 104（26.94%） 

東部 4（1.92%） 10（11.63%） 4（4.35%） 18（4.66%） 

總計 208 86 92 386 

因為生技產業多以研究發展為主要活動，以智慧財產為主要的企業資

產項目，最關鍵的發展因素並非是廠房條件等傳統的影響因素，而是需要

大量研究人力的投入，所以鄰近於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活動活躍的學校、

研究機構及醫院等知識密集區域為生技產業發展的優勢。以美國及歐洲各

國發展生物科技產業為例，由於生技產業涵蓋範圍廣大，各公司資源有限，

因此企業聯盟與交互授權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廠商都與學

術機構間有密切的合作關係，為歐美生技產業的特色。而北部地區有中央

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等研究機構，加上台大、陽

明、長庚、國防等相關院校及醫院，可解釋多數生技廠商進駐台北的最大

因素(鄭居元，2001；孫智麗，2001)。除了北部地區，在其他地區生技廠商

的分布也多與學校緊密結合，更說明了對於生技產業人才及知識流動的重

要性。而且鄰近研究單位，不僅可和研究單位相互支援，研究單位的研發

成果也可快速進入商品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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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台灣地區生技產業廠商、研究機構與大學分佈圖 

生技產業需要大量研發資源的投入和長時間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可能

只有少部分能成功進行開發產生獲利，對於台灣地區以中小企業為主，見

長於快速反應、生產導向的產業經營模式，加上台灣內需市場的規模及本

身資源條件的限制，所以在相關及支援產業所形成的網絡是否能相輔相

成，利用產業分工、技術移轉及組成策略聯盟的方式，是未來發展之趨勢(黃

仁德、姜樹翰，2001)。國科會即由 2001 年起協助引進國外生技廠商之產

品或技術，如賽亞基因科技公司、台灣神隆製藥公司，或協助自中研院及

學界進行技術移轉工作，如富立洋科技公司。或是如中研院以其所獲得之

專利與業界簽訂相關授權及合作開發案等。都漸漸採取合作開發、技術移

轉等發展策略，能夠獲得更高的產業價值(生技產業白皮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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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技術革新迅速，從基礎到應用研究、進行開發、商品化等程序也

快速演進，在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和企業界進行整合，從基礎到

應用之間的分隔及界定不再明顯。所以在廠商以及大學或研究機構之間的

合作將會快速並大量增加，彼此的互動關係會更為強烈，尤其是透過知識

技術移轉的方式。因為生技產業中研究成果往往就是以專利的呈現，而許

多專利都是經由學校研發，所以要進行商品化即必須透過產學間的合作來

達成。加上目前生技研發必須投入大量資金，研發期又長，透過產學合作

的方式來減輕中小型生技公司的經濟負擔(黃仁德、姜樹翰，2001；黃仁宏、

林佳燕、黃俊閎，2001；李昌諭，2003)。 

3.3.3.2 生技產業廠商與學研機構屬性分析 

因為廠商的性質與大學及相關研究機構不同，所以將分析對象區分為

生技產業廠商及學研機構兩群進行分析。以廠商員工數進行觀察，如圖 3.3

及圖 3.4，員工人數多為 0-50 人之間，在研發人員數量上則多為 0-20 人，

顯示出廠商型態多為中小企業形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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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生技產業廠商員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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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生技產業廠商研發人員數 

圖 3.5 是調查研究對象在知識及技術移轉時的往來對象。學研機構在知

識傳遞與技術移轉仍是以大學（28.1％）與同業研究機構（24.18％）為主

要對象，而廠商則是以研究機構（28.39％）與同業廠商（25.81％）為主。

顯示了我國生技產業的研發體系中的上游基礎研究與下游應用研究似乎仍

未完整連貫，可能因為學研機構與產業界間的知識傳遞及技術移轉機制或

平台尚未建構完善，造成學研機構的研發成果未能迅速商品化，或是研發

活動產生與生技市場需求脫節的現象。而且也可能出現研究計畫重複的現

象，造成資源及成本的消耗。 

在學校和研究機構方面，主要仍是與其他學校與研究機構為主要互動

對象，較缺乏和廠商之間的連結。在廠商的部分，則主要是廠商和研究機

構間的交流，較少和大學之間的互動，但問卷後續調查結果卻顯示廠商認

為與大學院校和研究機構的鄰近十分重要。這個結果呼應了生技產業的特

性，是需要大量先進的知識與技術來支撐產業的快速發展，廠商必須依賴

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研發成果，以增強廠商本身的競爭優勢，所以會選擇和

大學與研究機構鄰近的區位設廠，但在大學與廠商間互動關係於此階段調

查並不明顯，也顯示了在大學與廠商間知識技術交流機制與管道的缺乏，

所以廠商透過研究機構為中介者以獲取創新知識技術。這也說明了我國在

發展上的重要課題，因為生技產業是需要大量整合性的知識技術，且以基

礎研究成果為支撐，是知識技術輪替快速的產業，所以國外的生技產業聚

落多圍繞大學而形成，除了獲得專業知識技術人力的大量支援外，也快速

獲取先進知識技術提供。所以我國在生技產業的發展上，可能出現在研發

和市場之間的斷層，必須透過中介組織，如研究機構或政府所設立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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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中心、育成中心及財團法人中心等方式，才能夠進行知識技術傳遞。 

 

圖 3.5 學研機構和廠商知識與技術往來對象長條圖 

其次，透過研發經費來看，如圖 3.6 所示，學研機構擁有較生技產業廠

商更多經費來源，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生技產業是由政府進行政策主導，

從 1982 年起開始重視生技產業發展，並且不斷投入資金及人力從事研發活

動，如各部會共同參與的國家型計畫、行政院開發基金的投入以及各項科

專計畫等，都充分顯示了政府對於生技產業的重視。而另一方面，廠商研

發經費多為 100 萬元以下，導因於台灣地區產業型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投入研發經費較少。所以廠商進行研發就需要尋求外界支援，像是國內育

成中心，或是與大公司進行合作研發、策略聯盟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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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生技產業相關機構研發經費統計 

3.3.4 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發展 SWOT 分析 

根據以上對於台灣地區生技產業現況及面對之挑戰，進行我國發展分

析。 

表 3.3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1.研發體系略具雛型，學術資源豐富

且相關技術平台已建立 

2. 生物技術產品價值鏈長，從研發

到產品行銷間均有可切入的環節 

3.民間資金雄厚，投資意願高 

4.在專業分工趨勢下，研發產業和高

附加價值精密加工業有發展空間 

1.生技產業網絡尚未完善，資源未整

合且產品量產經驗不足 

2.業界研發及跨領域型人才的缺乏 

3.生技公司風險承擔能力及研發投

入不足 

4.智財權的認識及相關法規制定不

足 

機會 威脅 

1.政府產業政策支持且積極推動 

2.與國外的策略聯盟與技術移轉增

加，有助產品開發 

3.發展華人特有之疾病相關生技技

術 

4. 其他企業相關技術、經驗及生產

服務鏈可快速整合 

1.鄰近國家的政策推動，競爭對手增

加 

2.跨國企業對鄰近國家的投資增加 

3.國內相關生產成本較高 

4.歐美先進國家的產品競爭，市場切

入不易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簡介，2004；李昌諭，2003；孫智麗，2001；

生物技術產業年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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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我國的生技產業發展歷程來看，我國生技產業的興起並非是由產業

帶領，而是由政府採取主導，包括研發補助獎勵，再加上政府有計畫的進

行研發及知識技術移轉。所以要提升產業及區域競爭力，政府扮演著相當

重要的角色，必須營造一個合適的產業空間，包括了產業所需的基礎建設

及相關研究機構的設置外，更要求人力資源的培育、知識技術的傳遞與商

業化以及上下游產學研間合作網絡的建構。 

而目前雖然政府已經著手進行相當多的計畫與政策，但從問卷調查的

結果顯示在上下游產學研間的合作似乎仍存在斷層，以下提出在發展生技

產業所面臨的課題。 

3.4.1 研發人力資源 

生技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為研發型人力資源。國內大多數的

生技人才仍集中在學界，建立的基礎研究及成果，學術資源相當豐富，但

目前國內大學研究機構的人才移轉有諸多限制，以致人才無法進入產業

界，徒具技術移轉的機制，卻缺乏使學術研究成果商品化的人才進入，使

得學界所蘊藏的研發能量一直難與產業界結合，造成業界對於技術承接能

力薄弱，減緩知識技術移轉的時效。且由於生技產業屬於新興科技產業，

具有相當特殊的智財權特色，對於相關法規及智財權處理等議題也是產業

發展的重要關鍵影響因素，這類人才的培育同等重要。 

3.4.2 產業上下游產學研間知識與技術的移轉 

歐美生技產業發展成功之重要因素主要是因為生技公司的集中所帶來

的效應，以美國為例，有 40％的公司集中於北卡羅來納州到波士頓的生技

走廊上（李昌諭，2003）。在德國境內的生技公司則選擇座落於大學附近，

形成地區集中與網絡關係（羅浩展，2003）。而法國生技產業在選擇地點時，

最關鍵的因素是新興公司與技術獲取來源的大學、實驗室或研究機構所在

地的鄰近（Mytelka，2004）。 

我國在政策上雖進行相關研發計畫與開發生技園區，希冀藉由群聚帶

來如同國外發展成功的效益，但在產學研間的合作似乎仍未發揮成效，可

能導致研發資源的分散，或是技術產品不符市場需求，無法真正應用於生

技產業發展之上。對於影響產學研合作的因素，像是群聚、鄰近性與網絡

關係影響的程度，更應深入觀察探討。 

另外，國內的研發資源與國外相比，相當有限，而且產業的上中下游

間沒有進行整合動作，雖然相關體系架構已略具雛型，但仍需溝通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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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橫向聯繫。 

3.4.3 產業規模 

我國生技產業廠商的型態多為中小企業，雖然可以靈活反應市場需

求，但如問卷結果所顯示，在專業研發人力及研發經費上較為不足，應透

過與學研機構的合作或技術移轉。或是參考美國中小型公司的發展型態，

作為大公司研發活動的聯盟成員，透過合作研發、技術移轉等方式，強化

在人力及經費上的能力。 

因為生技產業具高知識、技術密集及產業領域範圍廣泛的特性，在發

展生技產業向來都需要大量的研發人力、設施及資金，以提供足夠的發展

能量。而在台灣地區因為多是中小型企業的經營模式，在廠商面的研發能

力較弱，且較難獲得足夠研發資金，藉由與學校及研發機構間的技術合作

或是購買、訂定契約關係等，加強廠商研發的能力，且也能夠將學術研究

成果商品化，帶動產學研間的知識技術連結關係。尤其台灣地區生技產業

研發體系已略具上中下游之雛形，對於彼此個體間的互動交流，知識資源

的傳遞更需要進一步的落實推動。 

依照國外成熟生技產業的發展模式，產業與學校及研究機構間的鄰

近，對於研發成果的商品化及資源的整合均有所助益。這點從目前台灣地

區廠商、學校及研發機構空間分布圖也可發現，我國的生技產業確實與學

校在空間上有極為密切的鄰近關係，但台灣是否如同國外能夠發揮鄰近性

所帶來的效益，則必須進一步觀察。除了在學術研究機構與研發人力量與

值的考量上，也必須考量相關產業所形成的分工體系及需求，並開發創投

資金市場以協助新進廠商投入研發行列。而也應輔導國內大廠與國際知名

的生技公司或國內新興生物科技研究權進行研發合作，提供資金以獲取技

術移轉權利，促進國內生技產業的快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