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間公司，幹掉一個王國」，這是 2007 年商業週刊第 1026 期給台灣蝴蝶

蘭產業下的註解。台灣過去在蘭花產業上扮演著重要育種及供應角色，蝴蝶蘭則

為台灣農委會所認定之旗艦外銷農產品1，主要外銷國家包括日本、美國和歐洲

等地。過去，配合著優良的育種技術以及業者的努力，使得台灣能夠在蘭花產業

上佔有一席之地，但蘭花經濟價值高之誘因下，近年開始吸引許多國外的廠商投

入生產，目前包括荷蘭、美國和中國大陸等國家的業者加入競爭，使台灣蘭花業

者在蘭花產業的地位面臨極大的威脅2，歸究其原因可能包括台灣廠商缺乏完整

的管理體系以及企業級的營運模式。台灣蘭花產業數十年的發展，除了管理體系

落後外，智慧財產概念更顯薄弱，部分廠商甚至缺乏智慧財產概念，即使擁有少

數智財權，也無法將企業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轉化成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3，保持企業競爭優勢，確保產品的市場地位，提高競爭者進入產業之成

本障礙。因此，蘭花產業必須思考轉型邁向智慧型產業，相對完整的智慧資源規

劃即顯格外重要。 

蘭花產業產值在台灣雖不如其他高科技產業，但實際上在花卉產業發達的荷

                                                 
1 資料來源：

http://www.coa.gov.tw/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1_diamond_20040317436200 。檢索

日期：2007/6/26。 
2 郝岫音，美國加州蝴蝶蘭產業現況及未來市場產銷策略分析（上）。細看台灣蘭花產業，雖被

譽有蝴蝶蘭王國的美稱，但數十年發展下來，實際從業人員從農業本科的畢業人數不超過 15%；

又，技術能量看似很高，但是卻無法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地位；此外，國家投入大量研發經費，

但是實質上研發成果對產業助益有限，並且難以整合；而產業亦投入大量人力及經費於研發上，

新品種獲獎無數，但是卻無法有效大量生產；此外，企業無法長期接受大量的訂單；生產的產品

沒有標準化，各蘭園則充滿獨門絕技及秘方；缺乏完整的分級標準，來認定蘭花的成熟度，所以

接力生產業者認為台灣出口的蘭苗品質不佳，而台灣業者則認為國外業者技術不好，即缺乏完整

的售後服務概念 。這些都可以藉由正確的智慧資源規劃，來有效進行智慧財產佈局。台灣花卉

園藝，2004/11。 
3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年 3 月，第二章 智慧財

產的智慧資本化。 

http://www.coa.gov.tw/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1_diamond_20040317436200


蘭，該國公司投入之人力、技術要求和專業知識並不低於高科技產業，更何況今

日台灣所稱之「高科技」產業仍有待討論4。目前台灣農業擁有優秀人才，知識

含量高，但實際探討農業之智慧財產管理文獻甚少，而實際使用周延鵬教授所提

出智慧資源規劃之概念，將之套用於農產業的論文更是付之闕如。台灣企業若欲

在蘭花產業上，穩定佔有市場，則必須思考如何進行智慧資源規劃，讓智慧財產

有效的發揮綜效。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智慧資本」的概念在1996年由Bontis所提出5，其中經過Hubert6、Agor7、

Edvinsson& Malone8等人所提出不同之智慧資本觀點9，但是實際上能夠實際將智

慧資本與公司各項營運機有效連結的模式，則付之缺乏。前鴻海法務長周延鵬律

師更是以企業全球經營的角度，提出將智慧資本與企業營運機能結合的關係。 

「智慧資源規劃」(Intelligence Resources Planning，IRP)10是周延鵬律師所提

出之觀念及方法論，將智慧財產權的經營系統性的與各類組織業務與企業各經營

構面同步交叉連結，使智慧財產能夠與產業結構整合(如圖 1-1)，才能產生有體

財產（Tangible Property）和無體財產（Intangible Property）的結合縱效（Synergy）

                                                 
4 台灣目前有許多高科技產業在產值雖然大，但是實際淨利很低，例如電腦產業毛利率已經進入

2%-3%，而面板產業也大約是 10%，更何況大部分的產業技術都是由國外技轉入國內，國內技

術層次水準相對於國外而言較低，而每年還需繳納大筆的權利金，還不保證不侵犯到其他公司的

智慧財產。反觀蘭花產業，台灣數年的農業養成，技術水準深，知識含量高，但欠缺如高科技產

業的管理，因此相較而言，台灣在蘭花產業擁有絕佳的機會可以佔有一席之地，而不只是單純的

製造。 
5 Bontis, N. “There＇s a price on your head: 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strategically＂, Ivey 
Business Quarterly, Vol.60, No. 4, Summer 1996, pp.40-47. 
6 Hubert, Saint-Onge “Tacit knowledge: The key to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Strategy & Leadership, Vol. 24, No. 2, Mar/ Apr 1996, pp. 10-14. 
7 Agor, W. H. “The measurement, use,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increase public 

sector productivity＂,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Vol. 27, No.2, Summer 1997, pp. 175-186. 
8 Edvinsson, L.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t Skandia＂,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30, No. 3, 

1997, pp. 366-373. 
9 張俊一著，工業電腦產業智慧資本與智慧財產經營研究-以研華公司為例，政治大學智慧財產

研究所，2005 年。 
10 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年 3 月，自序。 



11，如此用以建構及經營智慧財產環境，提供智慧財產的行銷概念，持續提升產

業的全球競爭力。 

「智慧資源規劃」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別為智慧資本化、產業結構化和資訊

網路化三部分，以專業服務業配套，提升企業和非營利研究組織科技研發的執行

效率、科技研發成果的經營績效和其商品化和產業化的落實。此外智慧資源規劃

也提供智慧財產行銷的觀念和措施，可以活絡智慧財產的跨國做價投資、買賣、

授權、技術移轉和侵權訴訟等價值交換工具，裨益企業和非營利研發組織在知識

經濟時代能更加創造經濟價值和科技地位，提升全球競爭優勢。智慧資本會主要

要藉由智慧財產與企業營運機能有效的結合，才能將智慧財產提升為智慧資本，

但是這些又必須建立在智財的品質與文化，這些都是基石，需要時間與人才培養

的支撐。產業結構化則是為了能讓智財有效能與產業結合，必須先瞭解產業現

況，如此在智財的申請佈局上才能展現出最大效用，相對而言企業營運機能也會

隨之調整。最後在配合資訊網路化，使資訊能夠於跨國經營時有效的傳遞，使組

織隨時能接受最新的資訊並快速反應。 

 

圖 1-1、智慧財產與產業結構 

                                                

資料來源：一堂課 2000 億 智慧財產的戰略與戰術，周延鵬著 

 

 
11 周延鵬著，創新智慧財產權的經營方法，政大智慧財產授課課程，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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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態樣 

專利權 商標權 著作權 品種權 積體電路      
電路布局 

地理標示 營業秘密 

客體標的 發明、創作、外觀

設計 
文字、圖形、記

號、顏色、聲音、

立體形狀或其聯

合 

文學、科學、藝術

或其他著作 
植物 積體電路電路布

局 
商品或產品 專屬資料與資訊 

申請要件 新穎性、非顯著

性、利用性、揭露

性 

顯著性、差異性 原創性、附著性 新穎性、可區別

性、一致性、穩定

性 

原創性、非顯著性 經原產國承認、經

國際註冊 
機密性、經濟價

值、保密措施 

權利期間 發明 20 年，新型

10 年，新式樣 12
年 

10 年，期滿得延

長 
自然人：終身加

50 年法人：發表

後 50 年 

林木或果樹類至

少為 25 年，其他

植物至少為 20 年

申請日或首次商

業利用日起 10 年

無期限 無期限、至機密喪

失為止 

申請程序 申請，審核 申請，審核 非必要 申請，審核 申請登記 申請登記 - 
標記 專利號碼 ™、® © 品種權號 M 地理名稱、與地理

來源有關之標記 
Confidential 
Property 

權利內容 排除他人製造、販

賣、使用、進口 
排除他人使用 重製、發行、散

佈、改作、公開、

衍生… 

排除他人製造、販

賣、使用、進出口

複製，為商業目的

的輸入/散佈 
排除他人使用 使用 

權利限制 合理使用原則 合理使用原則，淡

化 
合理使用原則，未

有專屬排他權 
合理使用原則 未有專屬排他權 專屬排他權 未有專屬排他權 

資料來源：虎與狐的智慧力，周延鵬著。本研究整理 

表  1- 1、智慧財產權態樣 

 



第三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智慧資源規劃相關的研究近幾年已開始有相關研究12，但是對於農業產業的

智慧資源規劃則缺乏。本研究依據「智慧資源規劃」之概念，針對目前整體蘭花

產業的現況，進行蘭花產業結構分析，進一步分析各國蘭花市場，依照各國市場

不同的文化、消費者習性、供應鏈差異、政府植物品種保護制度和競爭對手策略

進行完整分析13，以期搭配適合的智慧財產權態樣14進行組合，使智慧財產能夠

與各種動態的企業經營機能結合，並加強智慧財實施與交換（圖 1-1），讓企業深

入參與全球經濟。 

 

圖 1-2、智慧財產的實施與交換 

資料來源：2006 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 智財交易與行銷課程，周延鵬著 

基於上述目的研究背景，本研究首次將周延鵬教授所提出之智慧資源規劃觀

點套用至農業產業的經營上，並以蘭花產業進行實證研究15。首先藉由產業鏈、

價值鏈、供應鏈之概念，以及台灣蘭花業者實際遭遇之問題，並配合各國植物品

                                                 
12 黃金成著，智慧資源規劃之產業策略研究-以 TFT LCD 產業實證研究為例，政治大學智慧財產

研究所，2005 年。 
13 由於農業與電子業不同，因此在套用周延鵬教授所提出之智慧資源規劃方法論時，必須依照

蘭花產業的特性加以修改，此外，需著重的智慧財產態樣也會有所差異。 
14 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財產態樣係指專利、商標、著作權、積體電路電路佈局、

植物種苗、營業秘密、know-how(專門技術或技術訣竅)、show-how(操作示範)等不同形式的智慧

財產。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年 3 月，頁 16。 
15 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財產要能夠做到產業結構化，首先需從上中下游的產業結

構來看智財問題，再來是整個供應鏈跟價值鏈的分析與判斷。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006 年 3 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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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保護制度，和其他智慧財產的權能進行整體的規劃，以充分運用智慧資源規劃

來達成產品及市場的全球佈局，並期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一、藉由智慧資源規劃之概念來釐清整體蘭花產業結構及市場概況。 

二、詳盡分析主要蘭花市場國家之植物品種保護制度，以提供後續智慧資源規劃

的參考。 

三、利用智慧資源規劃來解決台灣蘭花業者目前所遭遇問題。 

四、加強業者於智慧財產權的實施與交換，以及蘭花產業之創新商業模式。 

第四節、 研究架構及章節安排 

本論文首先探討整體蘭花產業的產業結構，之後比較各國於植物品種保護制

度，配合實際訪談台灣蘭花業者的現況，整理上述所遭遇的問題，最後以具體的

智慧資源規劃概念，設計適合蘭花產業的智慧財產組合，使蘭花業者能藉由智慧

資源規劃來加強競爭力或是設計新商業模式。 

本論文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論：敘述本論文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和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蘭花產業結構分析：本章節首先介紹市場上主要蘭花種類，及常見之病

蟲害，之後將運用智慧資源規劃的概念釐清蘭花產業之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

的現況，並分析主要蘭花市場，包括日本、台灣、美國和歐洲於蘭花產業上所扮

演的角色、市場概況和消費者特性做完整比較，瞭解台灣在蘭花產業所扮演角色

及地位，和所遭遇之問題。 

第三章、我國主要蘭花外銷國家之植物品種保護制度介紹：育種者或是品種權人

最能有效展現智慧財產權法力的智慧財產態樣為「品種權」和「專利權」。本章

詳細分析主要蘭花市場國家，在品種保護制度上的政策及相關立法，及整體植物

保護品種制度的趨勢，提供蘭花業者在品種保護制度上的選擇及規劃。 

第四章、蘭花產業業者智慧財產權之管理與應用：首先針對台灣及美國資料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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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檢索，以瞭解台灣蘭花業者在品種權或專利佈局概況，之後透過實際訪談，瞭

解業者目前如何進行智慧財產管理及佈局，以及所面臨之困境。 

第五章、蘭花產業之智慧資源規劃模型：本章針對上述四章所遭遇之問題，使用

智慧資源規劃的方法論，提出解決方法和具體策略，使智慧財產能與企業機能結

合，發揮最大綜效。 

第六章、結論及建議：針對蘭花產業現況及未來之發展，藉由智慧資源規劃的概

念，使用不同的智慧財產組合進行佈局，並針對台灣蘭花業者現況提供具體之建

議。 

 
圖 1-3、本論文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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