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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它參考文獻......................................36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88年國有成果下放政策開始實施，89年確立補助政策並積極宣導，

至 90 年國科會開始輔導成立各校技轉機制，無論就各國經驗、既有體制

慣性，各校在專業知識、制度調整、人事配合、資源整合及研發成果管理

推廣機制尚在試誤期，未有一個合適的管理機制存在，因此藉由此次訪談

的機會，親赴美國技術移轉績效良好之大學實地學習觀摩，以作為建立一

適用於台灣學界技術移轉中心管理機制的參考，本研究主要蒐集美國大專

院校技術移轉中心管理機制，加上目前台灣學術界技術移轉中心已建立的

技術移轉管理機制，二部份的比較分析，   

本研究將根據以下幾個方向，初步進行資料的蒐集： 

1. 教職員、學生智財權管理制度 

a. 教職員及學生智財權教育訓練(新進/在職) 

b. 告知教職員及學生智財權管理辦法、義務。 

2. 專利提案與獎勵制度 

a. 提案獎勵制度/辦法。 

b. 不申請專利的處理制度。 

3. 智財權審核制度 

a. 專利申請評估。 

b. 專利檢索(技術文獻蒐集與運用)。 

c. 智財權之維護(年費/延展)。 

d. 強化智財權經濟運用。 

4. 智財權諮詢制度 

a. 審核契約中 IP相關條約。 

b. IP糾紛的因應措施。 

c. 諮詢窗口/流程之設置。 

5. 技術移轉管理制度 

a. 契約的管理、執行。 

b. 智慧資產的評估(鑑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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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腦資訊管理制度 

a. 建立學校智財權資料庫。 

b. 建立智財權管理資料庫。 

c. 建立Web-site智財權管理。 

 

本研究將根據以上的幾個方向，初步進行資料的蒐集，將智財權管理

所涉及的諸多層面如技術的掌握、管理的技能、制度的規劃、推動與執行、

法律訓練、合約或授權談判、爭議解決等，逐一釐清，輔以配合我國技術

移轉環境、科技發展趨勢，以探討未來台灣學術界技術移轉中心可行之管

理機制。 

 

本研究希望達到下列目的： 

1. 探討國內大學之智慧財產之運作機制。 

2. 藉由國外人才培訓計畫，蒐集美國大學智慧財產之相關運作機

制。 

3. 提出智慧財產運作之整體性建議，以供相關單位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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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界技轉中心之角色與定位 

 

一. 大學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 

Moran 與Strickland（Morgan.R.P；Strickland.D.E，2001）研究發現近年來

的大學與產業界合作的幾項趨勢：（1）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無論在化學、醫

學、工程等領域，都有大幅成長的現象；（2）在研究成果的發展上（包括論文

發表與專利）有愈來愈多的比例是產學合作之結果；（3）大學研究計畫的資產

贊助來自民間企業的比例也有大幅成長之趨勢。 

現代大學的主要功能在於教學、研究和服務，其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

同於已往，再加上目前產業界所面臨之新科技的複雜度日益增加，因此使得大學

和產業間的合作日趨重要。此種合作關係包括有研究資助、合作研究、知識移轉

和科技移轉等四項相關性極高的成份，而所得具體成果則以研究論文的發表、碩

博士論文和專利、特許等的形式來呈現。 

 

二. 大學在知識創新中扮演的角色 

由於大學在知識創新中扮演的角色越發重要，大學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勢必要

有某種程度的革新與定位，部分學者（Santos, Heitor & Caraca，1998）認為大學

具備某些獨特的組織特質，像是不明確及爭議性的目標結構等。同時認為大學為

一專家組織，其基本特質包括其主要活動是以知識為基礎，知識的學門及專業和

研究方法是大學組織的基本等。並指出大學和環境的互動關係，則是具有穩定性

及複雜性的環境特質。以複雜性來說，因為大學的活動必須和眾多的機構打交

道，故最好以部門（系所）為單位，給予其較多的自主性來運作，並以分權化的

方式來進行。以穩定性來說，大學環境很少會有突然的轉變以影響其生存，而這

種結構也造成抗拒改變的狀況。而為使大學能夠達成組織上的革新，可以部門功

能觀念的組織模式來進行，部門不僅管理複雜的教學和研究計畫，而是以不同的

單位來進行這些活動，而部門和活動管理必須在大學資源管理系統來調整機制，

以分配這些活動在財務、科學、組織及基礎建設上的資源。另一方面，大學管理

的原則必須是知識導向的官僚系統，並且依大學中不同單位形態來建立不同的管

理形式，確認決策，促進效能，並為社會提升大學的附加價值，以面臨變遷知識

經濟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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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學和業界產學合作日趨重要 

從產業界的觀點來看，科技變化的加速，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再加上全球

化競爭的加劇，企業需要創新的策略來增加競爭力，同時也改進公司的體質。企

業必須極力向外尋求合作對象，以開發及獲取新的科技。由於技術和研發是創新

過程中的要素，透過適當的背景研究，可避免發展階段上的浪費，來改進產品和

製程。另一方面，研發支出的多寡，不應就銷售比例而定，應就銷的潛在利潤、

風險、成本，以及所獲得的技術、資源產生的商業成功等來評估。大學可說是產

業界合作的理想對象，產業界可以由大學中獲得訓練有素的學生和學者，以及尖

端科技和研究設備，藉此擁有優良的研究資源，更可降低研究成本。同時並可提

升公司形象；而大學透過此種研究互動，大學則可由產業界獲取研究經費，並可

提供良好的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投入產業界的研究，給予企業員持續教育

和訓練的機會。進行建教合作以獲得實際經驗，並有助學生畢業後的出路。 

 

四. 學校在定位上所面臨的挑戰 

以美國研究發展體系為例，大學主要從事基礎研究，但也有部分係解決問題

式之研究，如電腦科學與腫瘤學方面；工業界則以短期問題之解決為主，特別著

重於設計與發展。十九世紀末，工程教育與應用科學興起並成為大學的研究領

域，即促成大學成為替工業界研究及培訓專業知識與人才的學術結構。二次大戰

後，政府提供資金給大學進行國防及健康方面之研究，而今工業界除了自行於公

司內部從事研究發展外，也提供資金給大學從事科技提昇方面之研究。學者指出

（Rosenberg,N.;Nelson,R.R.，1994）大學研究常常面對研究資金的來源與產業科

技提昇的抉擇，如果能在資金配置與研究目標選擇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評估系統，

則大學研究與民間產業的緊密結合，將可使雙方同時獲利。一方面必須尊重目前

產業與大學在研究發展上的分工。換言之，沒有必要硬將大學的基礎研究轉移到

商業標準上，若此，必將扭曲大學的正常功能。而且大學所進行的基礎研究在二

者緊密結合的前提下，亦仍應堅持其理解現象的目的，而非短期急就式的實用取

捨。為了刺激並提高工業界研究發展能力，大學在研究發展上的分工不應只是一

味取代工業界研究工作或單向提供研究結果。應當針對資金配置與研究目標選擇

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評估系統，將可有利於大學之發展及科技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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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研究 

服務 

五. 學界技轉中心之角色定位與功能 

知識導向的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導向的技術活動，雖然二者重點相異，卻有

相輔相成的作用，若是藉由一個中介機構（如技術移轉中心或技術移轉辦公室）

的設立與運作，增加彼此的聯繫，科學和技術的層次都能有所提昇，並使得大學

課程和研究計畫將因而更切實際，更利於技術移轉。因此學界技轉中心之角色與

定位及功能應是： 

 

1. 學術界及產業界之間的橋樑 

a. 維持傳統學術之價值 

b. 鼓勵教職員適當創業行為 

c. 風險控制 

d. 利益衝突的管理 

 

2. 學界技轉中心的功能 

a. 提高學校研發成果商業化的機會。 

b. 建立學校的商譽 

c. 對於學校財務上立即收益增加。 

d. 發明人研發人的實質獎勵。 

e. 就業機會的創造及提供。 

f. 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g. 政府稅賦上的增加。 

 

 

 

 

 

 

 

 

 

 

             R&D 

技術商業化         行銷 

             銷售   

大   學 產 業 界 

學術自由 
技術自由公開揭露

保密 
有限的技術公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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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美國各大學智慧財產運作機制 
一. 華盛頓大學(UW，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智慧財產與技術授權中心 (OIPTT，Off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一) 組織編制 

其屬於 OIPTT編制內之員工所有３５人，主要掌管 UW校內之智慧財產，

及開創可經由授權活動之校內創新研發的工作，再依其性質不同細分如下幾個專

責單位： 

1. 技轉辦公室(OTL，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目前有專職員工 6人，

負責有關之研發技術與專利移轉等事務。 

2. 軟體與著作權投資辦公室 (SCV，Office of Software and Copyright 

Ventures)目前有專職員工 12人，負責軟體及其相關發明、資料庫、和資

訊產品與資訊計劃有關的一些著作權、商標與專利權等事務。 

3. 另外專門設立一個可以廣泛解答 UW 校園內關於著作權之網站：UW 

Copyright Connection。 

 

(二) 成果或專利申請之政策 

UW制定有一個明確關於以下三大方向之政策 

1. 專利、發明與著作權：向學校揭露發明技術、將該發明技術讓與學校、

衍生利益金收入之管理等相關政策。 

2. 教職員之校外兼職工作：顧問職之工作、及比顧問職涉入更多工作時間

之相關政策。 

3. 員工利益衝突：一些特定情況之管理、及家族成員聘僱之相關政策。 

 

其中 1之政策與本次小組之報告主題最相關，簡述如下： 

a. UW以正面鼓勵的態度將校內可專利化之發明、及不可專利但具有

商業價值之電腦軟體等公共領域之技術授權給外界之私人公司。 

b. UW 校內職員生應敬速將在校內所有發明或揭露之技術送交給 UW

指定之 OTL進行技術推廣或技轉作業。 

c. 技轉金與衍生利益金收入將分配給發明人、系所研究金及學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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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d. 專利申請係由 OTL、委外單位 (如律師、Washington Research 

Foundation等)與發明人共同評估其是否具可專利性、商業價值及可

技術授權性等要件，再提出專利申請(regulation file)。 

e. 提出專利申請(regulation file)前，一般對有潛力但仍可繼續研發或找

尋技轉對象的專利申請案，建議先提出先期申請 (provisional 

application)，以保護或延伸學校的最大權益。 

f. UW之校長授權指派成立技轉委員會去監督一切技轉活動、提出建

言及政策擬定與修改，其組成成員包括教師、行政主管、學生及外

界公正客觀人士。 

 

(三) 技轉(授權)模式 
1. 其 OTL專職之技轉人員不少皆具有產業經驗的科學或商學博士，若遇有

契約之擬訂或修改或法務之諮詢問題，可接洽 OIPTT專屬之法務人員之

協助。 

2. OTL專職之技轉人員，從接獲校內教師所提出或揭露之發明後，由經過

充分授權之技轉人員進行可否申請專利之評估(與發明人充分聯繫溝

通)、技術評價、產業與市場評估分析、技轉談判、合約擬定與修訂(與

法務人員充分聯繫溝通)、完成合約簽訂、授權等過程。 

 

(四) UW之 OTL特色 
1. 人員編制上的特色 

 

除了比不上有全美最大研究資源與經費規模的加州大學(共含九個分校區)

外，UW所屬 OTL之人員編制上是比這次幾個參訪大學的人員編制更多，且 UW

的技轉人員很多都是多年的產業經驗(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之 Santa Cruz分

校及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之比較)，因此在實務的技轉運作上明顯較

有重點掌握的效率，甚至不少過去在 UW所屬 OTL之技轉人員，因個人緣故而

轉職到其他學校(例如 Stanford University)皆可將寶貴經驗協助其他學校或國家

(如台灣的技轉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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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利申請策略特色 

 

本次到美國西岸幾所知名大學的技轉中心受訓與參訪，發現私立大學如

Stanford University及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由於受到聯邦政府及州政

府的研究經費不如一些州立大學，私立大學都有較積極的專利身申請策略，因此

UW 之 OTL 特色在於因為研發經費較充足，所以再發明技術與專利申請案的數量

上來源較多，因此專利策略上著重在評選可專利化、可商業化及有潛在得技術授

權對象有一套明確及專業之評量機制。 

 

二. 史坦福大學 

 

(一) 、技術移轉組織架構 

1. 明確的組織政策 

技轉中心的任務是推廣學校的技術移轉，以供公眾使用、提高公眾利

益，當產生收入用以支持學校之研究與教育工作。當技轉中心決定如何是最

好的移轉方式以增進公眾與學校利益時，這樣的宗旨被當作指導性原則的基

礎。 

 

2. 組織之主要業務： 

技術的產出、推廣應用。 

 

3. 組織之組織架構、員工人數、員工專長 

技轉中心內共有二十五的職員, 大多數是從事直接於授權的專員，共管

理超過一千三百個活躍（積極）成果。我們的由授權專員評價向技轉中心揭

露的技術，然後為特定技術訂定(產生)授權策。每一個人員負責一個案子「由

開始到最後」，每一個授權人員具有在生命科學或自然科學（或者二者）的

技術專門知識。 

 

4. 預算及經費來源 

技轉中心的經費來自授權所產生的權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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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財權規劃和專利申請 

1. 填寫揭露表 

發明人填具「發明與技術揭露表」（發明人、資金來源、公開或出版）

送交技轉中心。 

 

2. 指派專人負責 

技轉中心接到揭露表後，會編上文件案號並指派特定的人員處理。自此

之後，由此人員負責與這個文件有關的所有活動。 

 

3. 拜訪發明人 

員會拜訪發明人，一起討論成果，並初步評估是否具專利要件及申請潛

力及市場可能性，一個初步訂定的授權策略（如：專屬授權與否⋯）。發展(產

生)許可策略的部分, 涉及不同的來源（如潛在被授權者、創投） 尋求資訊

和市場風險的回饋。 如果發明的沒有公開揭露發生(出現)；保密合約會被

要求，以確保海外專利權利。 

 

4. 決定是否提出專利申請 

藉由這些資訊、專員會決定是否由學校為這個發明提出專利申請。在決

定提出專利申請前，需要有感興趣的潛在被授權者，或有潛在被授權者保證

償還費用申請費用。當決定提出專利申請時，由專員委託熟悉技術相關領域

的專利代理人負責專利申請事宜，並由發明人提供相關技術諮詢，以協助完

成申請文件。 

 

5. 成果推廣 

在決定提出專利申請的同時，專員會開始推廣（如果成功的話）並與潛

在被授權者開進行授權談判。會給予公司接觸與給予評估發明的機會，此

外，與發明人建議的廠商接觸也是極具價值。當廠商表示強烈興趣時，則必

需準備授權的方案。接下來的談判，雙方均應具保持彈性與創造性，以獲致

互蒙其利的合約。每個合約都有其不同的考量。如新創公司無法負擔初期鉅

額的款項，但是可以取得公司股票的方式作為報償，及當產品在市場上銷售

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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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授權合約書簽訂 

授權合約書的簽署，是長期合作關係的開始，在授權期間，人員會隨時

瞭解被授權者的執行成效。大多數的授權合約會要求被授權者定期的財務或

開發報告。 

 

7. 權利金收取與分配 

由技轉中心收取權利金。現金收入於扣除 15%支持技轉中心的運作費

用、直接支出的費用（如未由被授權人償付的專利費用）。 

發明人、發明人部門、校各三分之一（部門與學校的權益收入必需用於

研究或教育目的）。  

技轉中心有時會接受股票代替現金作為授權金的一部分。 

 

8. 時常重新評估授權關係以適應環境（或者考量新環境）改變是必需的，

任一方均得在授權期間內要求就合約作一修正。 

 

(三) 技術授權 

1. 技術移轉推廣方式 

與發明人推薦的公司接觸、透過郵件、電話與公司接觸、發行成果刊物、

舉辦技術研討會。技轉中心鼓勵發明人投入，除可引導找到被授權者外，亦

協助對於技術的專業上的估價，發明的市場銷售可能性、及最佳的授權方

式。雖然技轉中心會仔細的考量發明人的投入，並讓其瞭解授權過程，但是

發明人並不參加實際與被授權人的談判，為發明人的多重潛在角色（大學的

研究人員、授權的接受者、公司的顧問、公司的董、監事）與關係會引起衝

突，會導致這樣的 

當技轉中心與特定公司在合約洽談結束準備簽署專屬合約的階段，如果

發明人相信預期中的被授權者不適合作為專屬的被授權者，他可能向研究單

位主管提出請求，但是對於合約上授權金額條款的請求通常不會被接受，而

在一個已寫好的信函中，這個發明者應該解釋為何他相信這個授權不應簽

署，在與技轉中心商議後，研究單位的主管會決定一個適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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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利金收取方式 

由技轉中心收取權利金。通常喜歡收到現金而非股票，在新創公司或小

型公司中，資金較為緊俏，它們較喜給予股票作為報償的手段。從技轉中心

的觀點，取得股票代表更大的風險，股票可能變得更有價值，或者毫無價值。

有時侯，願意接受股票，特別是當我們無法洽談出一個足夠的現金權利，或

者當它不一定能夠收到衍生利益金。 

 

3. 技術移轉成功的獎勵 

現金收入於扣除15%支持技轉中心的運作費用、直接支出的費用（如未

由被授權人償付的專利費用）。由發明人、發明人部門、校各分得三分之一。 

 

(四) 啟示 

STANFORD 技轉中心迄今已運作三十年了，自技術產出後，由揭露表、是

否專利化、推廣應用、授權談判甚至是新創公司，已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步驟，

也由於校內研究人員，已建立相互信賴的合作關係，所以一切機制均能順利運

行。此外，亦強調授權合約僅僅標示出一個長期合作關係的開始。 一個成功授

權關係能夠持續了 20 年或者更多, 但是, 可以(可能)會遇到受許多事先無法

預見到事件和環境，而基於互相信任與尊重，並以此方式鼓勵持續的交流和對合

約允許改變是必要的，這就我們而言至關重要，所以，授權合約映出了不只是合

法合約，更希望宣佈是一個美麗的友誼的開端。  

 

技術授權中心最大的挑戰去為早期的技術找到最好的合作對象，以使其潛力

能夠完全發揮，在任何的合作關係，彼此互相的尊重是不可獲缺的要素，對於一

個不可預知困難的技轉中心必需創造出一個雙贏的情況，共同克服將新產品帶到

市場上在技術與市場存在的風險。作為一個媒合者，應為產學合作關係提供多元

服務，並協助其平安度過考驗的時刻，並隨時準備從事新的、大有可為的媒合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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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州大學技轉總辦公室(U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州立的加州大學是全美國各大學中資源最龐大的大學，其主要經費來自於聯

邦政府及州政府，共有九個分校，十個校區。而校務的總策略係由加州大學之總

校長及委員會制定，每個分校個有分校校長掌控校務，以及落實各個分校獨立的

系所特色之政策擬定與執行。但是，並不是每個分校都有技術移轉中心的設立。 

UC技轉總辦公室擬定了一些關於(1)鼓勵教師與職員間、(2)主動協助商業公司尋

求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技術移轉或與技術相關之其他合作機會、及(3)為 UC執行

技轉與研發管理之管理人員等明確的政策。換句話說，UC技轉政策是鼓勵將研

發的技術商業化與商品化，加上其 UC 技轉總辦公室扮演學校與廠商橋樑的腳

色，所以，單單去年(2002年)就已透過技術授權合約而順利成立了超過 160家新

創公司(start-up companies)等成功績效。 

 

UC 由總校區作明確之 IPR 政策規劃，轄下有 OTL 組織之分校再自行將自

己的技術執行推廣，而沒有 OTL之分校可委託其他分校 OTL推廣技術，但仍可

運用及整合 UC之龐大資源作技轉後盾。 

 

四. 加州理工學院 

 

(一) 技轉中心組織架構、員工人數及員工專長、 

技轉中心內共有九位職員，其技轉中心的 director在麻省理工學及波士頓大

學擁有 30 年的技轉經驗，且四位技術移轉專員各自擁有技術專門知識且其中二

位為專利律師，二位擁有技術背景的博士學位。 

 

(二) 專利申請及管理 

1. 提高發明者向技轉中心技術揭露的數量： 

 

  技轉中心為了提高發明者向技轉中心技術揭露的數量，致力於發展OTT

與教職員生及發明者的關係，為取得他們的信任，技轉中心必須： 

a. 例行性地與教職員生會面，討論發明人研究以利推廣技術。 

b. 參與研究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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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給予技術揭露的誘因： 

 可能權利金分享比例。 

 成立公司的可能性。 

 分享其它成功的案例。 

d. 集中資源於較可能商業化的技術領域。 

e. 教育教職員生專利申請及技術授權流程。 

f. 技術揭露流程的簡化。 

 

2. 技術揭露案是否可專利性評估管理 

  技轉中心評估技術是否可專利性，朝幾個方向進行，以決定caltech

是否核准此技術揭露案需要申請專利，且專利申請的決定與否，由技術

授權人員個人決定，每一授權人員，負責不同領域的技術，若遇該技術

揭露案無法決定是否申請專利，則委由技轉中心會議決議。 

 

a. 發明的應用領域。 

b. 發明解決的問題。 

c. 先前技藝解決的問題。 

d. 比先前技藝好的優點為何 

e. 目前技術發展的狀態為何（純粹概念、protothpe）。 

f. 發表時間及方式。 

g. 未來是否有持續的研發經費，產業合作的可能性。 

h. 產業技轉的意願。 

 

3. 專利管理系統 

由技轉中心同仁開發的資訊系統，管理所有的專利申請案及技術移轉案

件。 

 

(三) 技術授權 

 

1. 技術評估、巿場及選擇正確的被授權者 

加州理工學院於專利申請時，即已考慮到未來技術移轉的可能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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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研發成果專利化的可行性，即以未來此技術巿場性及商業化的機會來

評估是否申請專利的決策。在技術的推廣上著重「拉」的行銷方式，即以

發明人的技術發表及研討會為推廣的主要來源，並由技轉專員密切注意目

前及未來技術趨勢為何，專利申請推廣及技轉的重心則著重該領域。 

 

2. 權利金收取方式 

caltech技轉中心在技轉上，偏好成立新創公司或將技術技轉給小型公司

中，由於此類公司資金較為缺乏，因此技轉中心偏好以股票作為衍生利益

金，學校本身有專責機構負責股票的管理及維護。 

 

3. 權利金收取與分配 

在權利金的分配上，由技轉中心收取權利金後，扣除了支付專利申請及

維護費用，其餘的權利金，發明人分配 25％，若發明人欲將權利金用於研

發上，則可分配到 50％。 

 

(四) caltech技轉中心特色 
 

1. 「拉」的技術推廣方法 

將發明人視為行銷的最大資源，透過發明人的發表、技術研討會議及擔

任顧問作為技術推廣的主要方法，發明人提供及定義潛在的技轉對象，再由

技轉中心與廠商恰當，儘可能由發明人意與廠商作進一步的接觸。 

 

2. 偏好「新創公司」的授權對象 

在授權對象的選擇上，加州理工學院認為與大公司的合作著重在未來關

係的建立，且在權利金的收取上偏好，固定的權利金、以銷售額為基礎的衍

生利益金或是共同研究開發，但平均而言只有少數技轉案將衍生較高的權利

金收入，相對地，在新創公司的技轉案，權利金的收取，以權益為主，未來

產生較高權利金的機會較高，又加上技轉中心內有專人負責股票的管理，因

此加州理工學院較偏好以「新創公司」為授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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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台灣各大學智慧財產運作機制 

 

本文初以國內現有設置技轉中心之十一所大學（台灣大學、台科大、中央大

學、中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逢甲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

學、高醫大）作一彙整介紹。 

 

一. 技術移轉組織架構 

(一) 明確的組織政策 

1. 為有效管理及技轉學校所屬單位及人員之智慧財產及研發成果，充分發

揮研發成果的潛在價值。 

2. 期能藉由適當的回饋以促使學校從事更專精與尖端的科技研發。 

3. .讓學術界與產業界透過技轉進入技術互動的良性循環，進而強化彼此的

技術能力，提升國家整體科技之競爭力。 

 

(二) 組織之主要業務 

1..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 

（1）規劃及執行研發成果之收集、登錄、推廣及維護。 

（2）資料庫管理系統建置、維護及更新。 

（3）保密協議與研究紀錄簿之推廣與簽署。 

（4）舉辦成果發表會及展示。 

（5）彙編研發成果刊物。 

（6）辦理智財權相關培訓課程。 

2.專利申請及維護管理 

（1）受理校內外之專利申請案。 

（2）提供技術價值及可專利性評估之權益審查。 

（3）專利定期追蹤與維護。 

3.技術移轉與授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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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開研發成果技術資料庫。 

（2）技術及權益協調洽談/簽訂保密合約。 

（3）商業應用/技術評估/鑑價。 

（4）議定授權及技術移轉費。 

（5）技術移轉策略(專屬/非專屬、授權地區、授權期限)。 

（6）技轉公告/技轉廠商評選/簽授權合約。 

 

(三) 組織之組織架構、員工人數、員工專長 

凡目前國內設置有技轉中心之學校，該中心多隸屬於研究發展處下，因九十

年、九十一年由國科會補助運作經費，故多半以計畫型式設立，惟若干學校因重

視該業務之推動，已設立正式單位（如於研發處下設組）辦理相關業務。由國內

現況觀之，各中心除設兼任之主任一人，分別有專職人員二至四人，辦理專利、

技轉及相關行政事務，其人員分別具有技術、商管、法律等背景，惟缺乏跨領域

之專長與產業背景。 

 

(四) 預算及經費來源 

除九十年、九十一年國科會補助各校技轉中心運作經費（人事、業務費），

致該兩年之運作經費多由國科會負擔外，目前已有半數學校自行負擔運作經費。

而辦理專利申請所需經費，除該成果係由國科會補助所生，可向該會申請補助部

份申請經費外，其餘費用均由學校支應（或由發明人支付一部分）。 

 

二. 智財權規劃和專利申請 

(一) 智財權歸屬 

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對於政府補助委辦或出

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成果之歸屬及運用已有明確的

規範，原則上均歸屬執行單位。至於學校受業界委託進行之研究開發計畫成果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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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則悉依雙方合約書中之規定，惟多數之計畫成果仍多半在委託廠商抱持著「出

資者即所有者」的觀念下，被要求歸於廠商，惟此是否適宜，有很大的疑義，未

來應考慮以「出資者即使用者」的觀念來看待建教合作成果之歸屬問題。 

 

(二) 專利申請策略 

多數學校均設立委員會負責審查是否各該研究成果是否宜提出專利申請，而

審查項目仍多包括專利及技轉可行性，惟申請標準之寬嚴與否，仍深受專利申請

策略影響，由於成果藉由申請專利以獲得保護為近二、三年來校園內始建立、並

逐漸獲得重視，故多數學校考量智財權的迅速累積以擴大規模、鼓勵教師重視成

果之保護、專利申請經費、有否補助等相關因素，多有其各別策略，其中關於台

灣專利因花費不大，故多數較寬鬆之立場，美國則基於經貿交流密切、市場規模

大，故亦為專利申請之主要國家。 

 

(三) 各校專利審查機制 

各校均有由校內之委員會負責相關專申請之審查，或包含實質之技術審查與

學校權益審查，或僅負責權益審查，關於技術審查部分則另由相關專長之研究人

員負責（有為校內、有為校外），凡專利之申請必透過該委員會之審查，始可提

出並依各校規定，分擔相關申請費用。 

 

(四) 專利獲得的獎勵 

除國科會補助成果申請並獲得專利，由該會依獲准國別給予獎金外，迄今未

聞各校有類似頒發獎金之作法（考量專利係靠經費維持），惟仍多半會利用校內

場合、刊物予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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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術授權 

(一) 技術移轉推廣方式 

為推廣校內成果予產業界，多數技轉中心均使用包括電話、電子郵件、刊物、

成果發表會等方式，而在早期多透過辦理大型、聯合技術發表會以吸引廠商注

意、並提高校內知名度，惟此方式實際促成技轉之成效如何，常啟人疑竇，故若

干中心除持續以多元方式推廣，亦開始強化與研究人員的互動，加強彼此間的互

信與角色分工，期望藉由研究人員的協助能夠迅速找出潛在之技轉廠商，而此作

法確實增加了技術洽談的機會。 

(二) 技術鑑價與決策方式 

目數多數學校仍由發明人評估，校內委員會決議之方式決定技術授權金額，

惟當發明人無法作出建議時，可由召集相關領域之人員進行作價會議，以協助決

定技術價格。此外，關於技術授權之條件（如授權期間、內容、廠商家數⋯）亦

均由委員會判斷並決定之。 

 

(三) 權利金收取方式 

在技術授權案洽妥時會收取的權利金包括授權金、衍生利益金。授權金於簽

約後即收取，授權金可包括現金與股票，惟基於其價值難以評估，未來存在較大

之風險且需專人負責管理，故多仍收取現金。至於衍生利益金可採每年以一定比

例回饋或者一次預估並付清，但由於前者涉及每一年度均需由廠商依比例計算回

饋金，提供帳目資料，多數學校為避免後續追索之風險，仍多半傾向一次收取。 

 

(四) 技術移轉成功的獎勵 

凡技術所得收益，多數學校於扣除相關費用後，將所得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分

配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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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台灣和美國技轉中心差異比較 

 

一. 技轉中心管理機構模式差異 

美國大學及研究機構最常用的技術移轉方式，一為自己設立技術移轉單位從

事有關技術移轉的工作；二為委託外界技術管理公司代為經營技術。有些機構則

兩者並行，出資設立技術移轉辦公室外，也同時使用技術管理公司，把一些特殊

而需要專業知識的案件交給專門的管理公司代為處理有關技術移轉的事務。而此

行本組發現在加州大學系統下，某些分校設立單獨的技轉辦公室，並設有 UC技

轉總辦公室，其功能在於擬定明確之 IPR政策規劃，轄下其他分校的技轉中心依

據政策執行智慧財產權管理，且自行將自己的技術執行推廣，而沒有 OTL之分

校可委託其他分校 OTL推廣技術，但仍可運用及整合 UC之龐大資源作技轉後

盾。下表為美國大學主要技術移轉相關組織分類。 

 

表一   美國大學主要技術移轉相關組織分類 

 自行管理 委外管理 

 校內組織 校外附屬組織 其他組織 

使用名稱 
技術授權室、技術移轉

辦公室 

研究基金會 研究技術公司 

與學校的關係

附屬於學校的行政系統

之內，大都置於主管學

術研究的副校長之下 

由學校設立單獨

的非營利基金會 

接受委託代為處理

技術移轉相關事務

實際案例 

 史丹佛大學 

 加州大學系統 

（設有技轉總辦公室）

 加州大學 Santa Gruz

 加州理工學院 

 華盛頓大學  部份中小型研究

大學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俊英與劉江彬（民87）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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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轉中心組織架構差異 

(一) 美國 

1. 「量身定作」的組織架構設計 

雖然，美國各大學所屬技轉中心之組織層級大部分也係隸屬機構內

(例如：研發處)之二級部門，但其有足夠被上級單位授權依各大學之發展

特色及業務功能，成立解決問題之部門，例如：華盛頓大學技轉辦公室下

設有一技轉辦公室(OTL，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負責有關之研

發技術與專利移轉等事務，另設有一技轉辦公室 (OTL，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負責有關之研發技術與專利移轉等事務，此外依學

校之現況，另外專門設立一個可以廣泛解答 UW 校園內關於著作權之網

站：UW Copyright Connection；史丹福大學之技轉中心被充分授權其權利

金收取方式偏好現金，對新創公司或規模小之公司，則以收取股票為主以

減輕產業之與學校合作所產生投資之風險，且其技轉人員可以因應環境修

正技轉合約內容加州理工學院技轉中心依校內之研究特色，偏好成立新創

公司且以股票方式收取權利金，並聘請專人負責股票管理，設有自己單位

之智慧財產資訊部門，自行開發智權資訊管理系統；加州大學之 Santa Cruz

之技轉中心專門有 software之資訊部門，研究相關其校區內有關software

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及技術授權之案例。反之，在台灣之各學界技轉中心

則無法彈性因應環境、研發領域、合作對象等因素變遷或個別差異，而作

適當改變。提供優渥的待遇聘請具有豐富產業經驗專業人才 

美國各大學所屬技轉中心之技轉人員，不但具有各領域之學術背景

(例如：科學、商管或法律之學位)，加上有多年產業上之工作經驗，如此

對於案例之充分了解與專業性判斷力，皆是足夠獨攬大局之人才，因此這

些優秀之技轉人員皆願意受到學校開出之充分信任及尊敬的工作環境，與

不亞於產業界的優渥的福利待遇回到大學校園投入技轉之推廣行列。 

 

  （二）、台灣 

1. 「行政體系」之組織架構設計 

台灣各大學所屬技轉中心之組織層級全部皆係隸屬機構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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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之二級部門，加上主管都是學校校內教授兼任，無法掌控部門

長久生存之彈性變動，而且技轉人員沒有被上級主管充分授權執行業

務，加上校內各行政體系各自為政，無法有時效性或業務執行上支援，

導致技術推廣、專利申請、技轉案件與相關業務無法立即被執行，不關

論校內研發人員或合作廠商皆無法預估未來長久合作之願景，而相對失

去再次合作與雙方信任之關係。所以，再如何專業之台灣技轉人員也會

漸漸失去專業之舞台，轉而被行政作業的繁瑣程序而束縛。 

         

2. 「齊頭式」人事任用及獎勵制度 

台灣各大學所屬技轉中心之技轉人員大部分受到一貫化無適時變

通之「行政體系」之組織架構設計影響，不論是具有科學、商管或法

律之學術背景，或具有多年之產業經驗，或具有潛在之專業能力者，

都陷入行政體系之胡同內。此外，學校內對於約聘或計劃性質之技轉

人員皆採用國科會之任用制度，無法鼓勵優秀之產業人員或畢業校友

回學校服務，甚至於也無法有效獎勵現有之奉獻於技轉之人員。 

 

三. 技轉中心運作機制差異 

 

(一) 美國 

1. 研發成果專利化評估，由相關技術領域人員主導 

由技轉人員拜訪發明人，一起討論成果，並初步評估是否具專利要

件及申請潛力及市場可能性，並初步訂定授權策略。 

 

2. 推廣方式－透過發明人協助推廣技術 

不論是技術諮詢、尋求潛在有意願之技轉廠商，發明人的協助是極

其需要的，不但可以解決初期推廣時花費大量心力仍找不到（適宜）對

象，而迅速找到洽談對象，更為學校與廠商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技轉人員在授權談判上得到充分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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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明人權利金分配比例均少於50％ 

凡技轉所得收益，美國各校分配予發明人的部份多半低於50％，華

盛頓大學則依權益收入金額不同亦訂立不同比例予發明人，至於加州理

工學院則依權益收入的用途，決定分配予發明人的比例。 

 

4. 權利金的收入包含現金與股票 

不排斥收取股票作為權利金，尤其是對於新創公司、中小企業（資

金運用較為緊俏），均同意收取股票，其中如加州理工學院因偏好授權

予技術衍生公司，則對於股票的接受意願更高。 

 

5. 重視新創事業的成立 

許多的技術衍生公司是由校內研究人員成立或者與校內研究人員

保持密切技術合作關係，亦即校內研究人員對於衍生公司介入很深，在

公司設立之初，技轉中心會給予必要的協助，而校內亦建立良好的管

道，提供研究人員類似的機會，並以樂觀其成的角度觀之，其中如加州

理工學院更偏好授權予技術衍生公司。 

 

(二) 台灣 

1. 研發成果專利化評估，由審查會議決議 

由校內之委員會負責相關專申請之審查，或包含實質之技術審查與

學校權益審查，或僅負責權益審查，關於技術審查部分則另由相關專長

之研究人員負責（有為校內、有為校外），凡專利之申請必透過該委員

會之審查。 

 

2. 推廣方式多元化 

為推廣校內成果予產業界，多數技轉中心均使用包括電話、電子郵

件、刊物、成果發表會等方式，而在早期多透過辦理大型、聯合技術發

表會以吸引廠商注意、並提高校內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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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轉人員依會議決議內容進行授權談判 

目數多數學校仍由發明人評估，校內委員會決議之方式決定技術授

權金額及相關授權條件（如授權期間、內容、廠商家數⋯），技轉人員

與廠商洽談無太大空間，僅能依委員會決議為之。 

 

4. 發明人權利金分配比例均多於50％ 

凡技術所得收益，多數學校於扣除相關費用後，將所得百分之五十

至七十分配予學校。 

 

5. 權利金的收入幾乎以現金為主 

技術授權案洽妥時會收取的權利金包括授權金、衍生利益金。授權

金於簽約後即收取，授權金雖可包括現金與股票，惟基於股票之價值難

以評估，未來存在較大之風險且需專人負責管理，故多仍收取現金。 

 

6. 新創事業多由創新育成負責 

關於技術衍生公司之設立過程，多由育成中心負責，目前僅少數學

校曾由技轉中心參與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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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一. 對政府政策制定之建議 

(一) 管理機構模式-積極鼓勵現有技轉中心發展各自特色 

這一、二年來，很多人對於討論的台灣島內各大學是否需要有個別的技轉中

心成立，或是成立地理區域性之技轉中心等問題之爭議，一直無法下定論，其實

目前為止還不見得會有明確之實際優缺點可供分析，因為台灣之學界技轉中心也

才成立不滿三年時間，目前技轉人員實際面臨最大之問題是執行面之「行政僵硬

化」問題，因此所所大學個別成立技轉中心或區域性技轉中心都無法解決此問

題。這次美國的培訓與參訪後，發現技術或專利之推廣是無實際地理上的邊界區

隔，尤其台灣的地理區域更在通訊與文件傳輸上毫無障礙可阻擋，加上每校技轉

人員之專業背景與處理之技術案件或多編重於某依特定領域。在台灣目前專業技

轉人才缺乏的現況中，可依是否有設立專門負責技轉業務之單位，建議如下： 

 

1. 已有技轉中心之學校： 

建議政府政策制定時，針對各校獨特之學術成就，可充分授權支持或經

費計劃補助其發展成為有自己學術與研發特色之幾門重點學科，至於其他與

他校比較相似之領域則可繼續朝原方向發展，例如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特別

支持與科學園區產商合作或技轉在資訊電子領域之成就；陽明大學與高雄醫

學大學繼續在生化醫學之領域；技職體系之科技大學鼓勵除了承接政府之基

礎科學之研究外，多多執行產學合作；海洋大學獎勵與海洋魚業等科技相關

之技轉或合作案；逢甲大學可朝精密機械方面整合大台中地區之資源；其他

如綜合型之台灣大學則可全力發展即有之利基，在每間大學即有之專業領域

建立一個專長持而政府不需過度強加介入其運作。 

 

2. 目前沒有技轉中心之學校： 

可依自己之學術研究領域，例如專長於農業生技之領域、或校內行政作

業之配合度，例如兩校間之行政作業流程相近、或大型計劃合作案之合作學

校，例如兩校以上之合作計劃案、或學術合作計劃，例如台灣聯合大學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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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自行選擇合作之技轉中心，而政府的角色係提供專業諮詢、資訊交流之

協助。 

 

(二) 協助培養技術移轉人才 

在台灣目前專業技轉人才充分缺乏的現況中，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持續結合產

業界、學術研究界、政府部門(例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開授國內之智慧財產權與

技轉養成之課程，每年再擷選優秀或業務需要之人才出國(例如：美國、日本、

中國大陸等地)受訓與考察。 

 

(三) 積極獎勵智慧財產權觀念之落實 

首先，建議政府對於領取政府經費補助而執行計劃之研究團隊，採行積極獎

勵措施，明確通知並鼓勵所有計劃主持人強化技術移轉之現況，並將技術專利化

與技術授權之因子列入績效獎勵，評估是否繼續申請後續之研究計劃之參老依據

之一。其次，建議政府對於將技術專利化之質與量，列入教師昇等或研究生畢業

之參考指標之一。 

 

二. 對台灣技術移轉中心組織及運作機制上的建議 

 

(一) 建立完善的薪酬制度吸引專業人才 

技術移轉績效必須依靠專業知識和專業人員，美國技術移轉人員工作經驗豐

富，通常都具備理工、行銷及法律背景與知識，有多年的產業服務經驗，能了解

研究單位與產業的需求，具獨立處理案件從開始到完成的能力(發明揭露、文獻

分析、市場與技術評估、專利評估、與外界律師聯絡、技術行銷、合約撰寫與談

判及權利金收取等)，且能與發明人保持良好互動，使發明人願意揭露發明，而

能協助技術移轉人員申請專利、評估技術及發掘客戶等。 

為了聘請專業人員，學校提供的獎酬制度，一般而言不同於學校其它行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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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反觀在台灣由於研究人員缺乏技術移轉意識，再加上大學行政單位的漠視，

學校無法依據彈性的薪酬制度，只能以現階段學校階梯式薪資表，在依學歷為起

薪標準狀況下，具有豐富產業經驗的人才不願至學校屈就，因而造成無論人員的

配置上，平均而言大約 3位的專職人員，且在工作性質，已明顯流於行政業務。 

 

因此建議台灣大學專業人員欲專業組織，美、日大學技術移轉一成一

敗，最大的緣由載有無專業人員欲專業知識。台灣學術界應該建立較彈性

的薪酬制度吸引專業人才。 

(二) 教育及宣導學術研究體系之智慧財產權觀念 

我國學研體系必須要因應技術移轉之模式建立起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在各個

研究階段、研究推廣、成果移轉、以及教授教育等研究體系上下游間，皆必須加

入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與作法，讓教授與廠商透過正式的管道進行技術移轉，如此

才能跟上國際腳步，一方面建立起我國學術研究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堡壘，為技

術移轉以及商品化做準備，一方面也是我國學術技術成果走出國內的作法。應將

智慧財產權的各項工作分別針對我國大學目前情況加以配合，以加強大學與智慧

財產權觀念的結合。 

在學校，因為研究人員對於智慧財產權的認知似乎不足，因此應該加強鼓勵

讓研究成果，積極取得智慧財產權的成果保護，累積我國之智慧財產權的質與

量。而鼓勵的措施必須配合非金錢報酬如公開表揚、考績、獎章等，以及金錢性

報酬如獎金、權利金分配等等。在研究單位與技轉單位，必須將研發成果的商品

化價值加以進一步確認，以利下一步推廣與技術移轉的工作進行。同時也必須針

對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加以適當的維護與運用。在技轉單位，由於技術移轉績效

的考量，必須加強被移轉與移轉人或廠商間之溝通協商機能，而在產業界，最迫

切的是建立智慧財產權的基本觀念，先擁有智慧財產權有價的觀念後，瞭解大學

的學術研究成果乃是屬於學校，進而會尋求正式管道進行技術移轉與授權，學術

研究技術的價值才得以提升，可以促進研究創新、技術商品化，以形成一良性循

環，才能有效促進我國產業發展與升級，面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才具有攻擊

與防禦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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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績效評估方式不應以權利金收入為主 

政府單位在技術移轉績效有過份期望，因為技術移轉必需於一定期間後才能

完全顯示移轉績效，目前國內僅在起步階段，效應尚不是十分明顯。因此政府應

努力建立其協助者的角色，藉由技術移轉中心來把學校的智慧財產成果移轉給外

界的這個機制是正確的，就算沒有經費，這個機制還是應該要存在，政府應該持

續給予支持，大學從事技術移轉就長遠考量來說是絕對必要的，雖然不能在短期

內的金錢或專利數目上看到成果，但是長遠來說，對於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將會

有遠大的影響。未來就算是技轉中心無法在短期內自主運作，自負盈虧，也必須

盡量做下去，因為大學在國家創新系統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一環，同時大學是一

個教育單位，不是營利單位，教育的績效不應只用權利金或專利數目來做評量的

績效，容易失之偏頗，有許多無形的正面效應，例如人才的養成，技術擴散的自

然發生，整體產業競爭力與經濟實力的提升等等。大學的技轉需要長時間來培

養，政府需要有遠大眼光的政策制訂者，來在政策上做長遠的考量，而不是過份

的急功近利，希望在短短三五年內，憑藉著不到前人五分之一的人力與預算，達

到美國花了十多年才達到的成果，這種長時間的基礎功，不可能短時間就有績效

出來，就算有績效，質比量來的重要的多，就算申請了幾百件專利，可是卻無法

應用或移轉，意義不大。 

再看看事實面，就算美國大學因為技術移轉所獲得的權利金以及專利數量相

當龐大，但是從政府所補助的研究經費與權利金的回饋相比較之下，實在是九牛

一毛，與清大同等規模的美國大學，平均的研究經費三千萬美金，平均的授權金

收入為二十萬美金，平均的授權收入/研究經費才0.66%，學校真的要靠這個收入

來對學校的研究有所助益，坦白說可能很困難，政府希望藉著這筆回饋金能對國

庫財源有所幫助，可想而知是更加困難的。因該在法令與機制上多加強鼓勵，而

不是一昧的希望權利金的回饋到政府。 

大學技術移轉與研發成果商品化背後重要的是人才的養成，學術人員建立起

研發成果商品化的意識，以及技術的擴散，對整個國家來說，將會有既深且遠的

影響。因此寄望政府能以長久的角度，為我國營造一個良好的技術移轉環境。 

台灣目前政府單位對各大學之移轉中心的績效評鑑皆以執行國科會之計劃

所衍生之技轉金為主，但實際上，各大學之移轉中心受到屬於學校編制內之「行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台灣及美國大學智慧財產運作機制之探討 
 

 －31－

政體系」組織架構所影響，連其他政府單位(例如：教育部、經濟部)之計劃所衍

生之技術，加上學校系所與廠商委任關係所承接之建教合作案也需一併推廣，因

此各大學之移轉中心一整年所產出之績效，可能不只需兼顧單一機關之計劃，建

議政府相關單位對各技轉中心作執行績效時，可重新考量與有效評估納入非國科

會計劃所衍生之技轉成果之可能性。 

 

(四) 強化創業育成之功能 

技術移轉是以透過發明人協助，以技術成果為基礎提供一貫化之服務，始於

成果揭露、繼而採取保護措拖（如申請專利）、推廣活動、授權洽談與落實，並

進一步促成產學之長期合作，而由學校所研究所得之技術多屬先期、前端的成

果，故多半需廠商後期的經費支援，始能達到最後將技術商品化之地步，故如何

協助取得後期開發之資金，亦為中心可著力之處，此外，校內研究人員亦可能欲

自行承接該項技術成立衍生公司，則協助其依循各校規定之創業之途徑，辦理相

關公司設立、募集資金亦為中心可強化之功能。 

而為與各校已設立之育成中心避免業務衝突，應明確的定義，技轉中心為提

供校內研究成果之一貫化服務（技術授權、技術衍生公司），而育成中心為提供

廠商培育服務（技術創新開發、企業營運），當可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 

 

(五) 提供專業服務取得發明人的信任 

透過美國的實地考察，我們發現，一個技轉案的成果需要研究人員的參與極

深，尤其是在早期尋找技術需求者與技術說明的時期，若研究人員能提供建議洽

談廠商名單，對於促成技術授權往往有很大的助益，因畢竟研究人員在對其各該

領域較諸技轉人員有更深的瞭解，故他們的推薦，可以使技轉快速進行，惟應如

何讓研究人信賴技轉中心人員，並提供相關資料，並非容易之事，亦即各校陸續

成立技轉中心或由專人辦理專利/技轉相關業務時，校內研究人員第一想法必然

是—能提供我什麼服務、對我有什麼幫助？而若能創造研究人員對中心的需求，

則中心始有其發擇的空間，如提供成果管理與專利諮詢、技術鑑價服務、產業訊

息、辦理推廣活動，均能創造研究人員之需求，擺脫只能辦理行政事務之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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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彼此產生相當之信賴，而有助於未來技轉之推動。 

(六) 強化技轉中心與外部服務機構之互動 

雖然技轉中心可以執行大部份的智財管理與運用，但是在技術評估方面確是

現階段最難執行之處，不論是，技術的價值、潛在有興趣的廠商⋯等相關資訊，

現在卻是多仰賴發明人提供，也許技轉中心依據發明人提供的資料，可較容易促

成技術授權案之成功，但其中卻隱含著利益衝突（個人、公眾）的問題，如：發

明人建議依其訂定之授權金額採專屬授權的方式將技術授權與其所建議的廠

商，或許這比發明人私下進行來得好，但是，卻存在若干爭議性的問題，如：發

明人與廠商間有無關連（投資、顧問）致授權金額與技術價值不對等，專屬授權

於公益（產業）有無妨害，也許，我們可將此情況（仰賴發明人）當作是技術授

權發展的一個階段，但是我們需要再進步，故如何透過與外部服務機構的接觸，

取得並提供正確的資訊，進而促成更優質的技術授權案件，是一值得深探的問

題，而現階段，雖已有若干智財服務公司已先後設立，惟多半均尚未與研究機構

建立較密切之互動，或者應擴大兩者間之交流，採取更多元的合作方式，相信結

合二者將有利於技術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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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各大學運作機制 

 項目 中央大學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組 織

層級 

於「研究發展處」下設置 

技術移轉中心 

於「研究發展處」下設置 

智慧財產權中心 

於「研究發展處技術服務組」下設置技術

移轉中心 

規模 主任(教授兼任１人)、2 人專任、1 人兼

任 

主任(教授兼任１人)，4人專任 主任(教授兼任1人)，3人專任 

人 員

配置 

法務人員一名 

行銷企劃一名 

智權助理一名 

主任一名 

專利工程師二名 

法務管理師一名 

行政助理一名 

主任一名 

智財管理師一名 

執行業務管理二名 

 

技

轉

組

織 

業 務

範圍 

技術推廣、專利申請、技術移轉、相關IPR

協助 

技術推廣、專利申請、技術移轉、相關IPR

協助 

技術推廣、專利申請、技術移轉、相關IPR

協助、產學研研發聯盟、校內關於智財權

的所有行政工作 

智

財

權

權 利

歸屬 

1. 研究經費全部來自政府：權利歸學校 

2. 產學合作：依契約而定 

3. 建教合作：依契約而定 

1. 研究經費全部來自政府：權利歸交大 

2. 產學合作：依契約而定 

3. 建教合作：依契約而定 

1. 研究經費全部來自政府：權利歸學校 

2. 產學合作：依契約而定 

3. 建教合作：依契約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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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

申 請

策 略 

1. 逐案審查專利要件、技轉可能性 

2. 以申請中、美為原則 

3. 其它國家須評估技轉可行性 

1. 鼓勵優先申請台灣、美國專利 

2. 有技轉潛力之技術審核國外申請與否 

3. 交大同意申請之專利，100%支付費用 

1. 逐案審查專利要件、技轉可能性 

2. 以申請中、美為原則 

3. 其它國家須評估技轉可行性 

各 校

專 利

審 查

機 制 

1. 視需求送交校外審查 

2. 智財權審議委員會決議 

1. 校內技術及巿場潛力審查 

2. 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決議 

由專利審查會議作初步的專利審查，再由

科技權權益委員會進行專利申請案複審 

 

專利審查委員由校內外技術專家 2∼3

人，專利、法律專家 1∼2 人組成。委員

依每一申請案件以專案方式組成。 

科技權利委員會則由各院代表所組成 

規

劃

和

申

請 

專 利

獲 得

的 獎

勵 

若為國科會計畫所衍生的技術，於專利申

請核可後，依據不同的專利申請國別，學

校獲得不同的獎勵金額 

若為國科會計畫所衍生的技術，於專利申

請核可後，依據不同的專利申請國別，學

校獲得不同的獎勵金額 

若為國科會計畫所衍生的技術，於專利申

請核可後，依據不同的專利申請國別，學

校獲得不同的獎勵金額 

技

術

授

權 

技 術

移 轉

推 廣

方 式 

1. 由發明人推薦廠商 

2. 召開技術成果發表會 

3. 發行成果專利光碟片 

4. 建立網站資料庫 

1. 由發明人推薦廠商 

2. 召開技術成果發表會 

3. 發行電子期刊 

4. 成立 iIP會員加盟策略 

1. 由發明人推薦廠商 

2. 召開技術成果發表會 

3. 成立產學研研發聯盟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台灣及美國大學智慧財產運作機制之探討 
 

 －35－

技 術

鑑 價

方式 

1. 由發明人評估技術價值 

2. 邀請產業界專家舉辦技術作價會議 

1. 由發明人評估技術價值 

2. 由評委員評估技術價值 

1. 由發明人評估技術價值再委由技轉會

議決議 

2. 邀請產業界專家舉辦技術作價會議 

權 利

金 收

取 方

式 

1. Licensing fee 

2. Royotly(尚未執行) 

1. Licensing fee 

2. Royotly(尚未執行) 

於 92 年年底將會面臨衍生利益金催收的

問題 

 

技 術

移 轉

成 功

的 獎

勵 

發明人：60% 

學校：20% 

系所、院：20% 

與 UW採階層式分配給發明人，少部份給

學校專利帳戶 

學校 50% 

發明人 50% 

授 權 收

入用途 

成果管理與推廣 成果管理與推廣 部份入學校校務基金 

部份成果管理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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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日我國科學技術基本法施行以來，全國各學術機關開始可

以擁有自己的智慧財產權，也漸漸體認到將這些以往大多被束之高閣的智慧財產，真正

落實應用層面對國家、社會及其本身的重要，而紛紛陸續投入進行科技移轉的行列。為

了促使其研發成果可以儘速應用到產業上，有些學術機關更成立了技術移轉辦公室，有

專門的技術移轉人員來協助推廣。 

在這幾年技術移轉的經驗中發現，技術移轉要作得好，不只是授權技術就可以做

到，後續還可能需要配合研究人員與廠商合作研究開發、技術訓練指導或技術諮詢顧問

等產學密切接觸。但，以往學術界的風氣與習慣卻是與產業界劃清界限、兩者接觸甚少。

由於技術移轉在我國算是一項新興事務，許多人還不瞭解其過程中會遇到什麼樣的相關

事情，及這些事情能不能做，與該怎麼做。而在目前相關法規也還不完備，讓人無「法」

依循的狀況下，我們看到在進行技轉的過程中，各學術機關普遍存在以下幾種情形：研

究人員對智慧財產權與技術移轉觀念模糊，面對廠商時的心態有兩種，一種是害怕與商

業掛勾、動輒得咎，另一種卻是害怕透過正式管道什麼都不能做，便私底下很積極地與

廠商互動著。而相關行政人員觀念過於保守，以過去學術界需安分守己的想法來看待技

術移轉事務，對於許多事務之可行性存疑，對其程序予以嚴格把關，不敢遵從科學技術

基本法的精神來做決定。這些情形使得技術移轉相關工作的推動相當不容易。 

在這知識經濟的時代，技術移轉勢在必行，為了使其能順利進行，身為技轉人員需

要推廣技術移轉的概念，協助研究人員與廠商溝通、接觸及建立良好關係，必須要能清

楚掌握產學關係適當之分寸。因此，有必要對學術機關利益衝突的相關規範與概念加以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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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大學利益衝突相關規範之概況 

 

1980年美國國會將由官方支助研究經費而產出的研發成果所有權下放給各大學

（Bayh-Dole Act （Public Law 96-517），但是經過 1984年的進一步擴充（Public Law 

98-620）將研究成果移轉給各大學擁有後，專利申請活動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了起來（生

命科學研究成果尤其明顯），伴之而來大學與產業間的技術授權活動更頻繁，授權金收

益也大幅躍升。 

許多人認為積極的專利申請及技術授權是有利社會福祉的活動，大學更因提供業界

相關基礎科學的知識及對新產品、新製程的研發而扮演著推動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事

實也證明因此類活動的提昇，許多過去無法治療的疾病有了新藥、改善原本棘手的污染

問題以及創造其他對社會大眾有價值的發明。但是就在 1984 年拜杜法案通過不久美國

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即提出一份報告─「科技智

財：誰掌控研究？」其中提出幾點觀察： 

學術研究成果原是一項公共資源、創意的寶庫以及客觀性資訊的來源，與產業界的

連結使學術與商業的分野模糊了起來，也製造了私人得以控制公共資產的機會。學術界

的公益（社會責任）與私利（學校與個人兩方面）相互衝突的問題逐漸浮上檯面，因此，

思考如何不使學術研究方向遷就某特定企業，及學術研究成果能公正、公開為社會大多

數人所利用的問題，顯得明確而重要。 

美國學界累積了數十年技術授權的經驗，Kathleen A. Denis, Ph.D.（Director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提出了一句頗耐人尋味的話「Faculty 

are the value proposition and principal differentiation of quality in academia. Managing（not 

avoiding）faculty conflicts of interes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ffective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因此，考量學界技術授權活動的成效不應迴避該問題。 

 

一、本次參訪之四所大學對研究人員（教授）從事校外顧問活動的規定 

 

（一）華盛頓大學 

教職員因從事校外活動拓展、累積的非職務經驗，使其在本職的教學工作或校

務活動有開創性的展現，學校也因此受惠。研究人員（教授）可以從事校外顧問活

動，只要大約符合下列條件：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學術機關利益衝突之迴避與處理 
 

－42－

 

1.有實質顧問活動且經相關程序允許； 

2.不佔用正職時間； 

3.所提供的顧問內容不得與校內職務有關； 

4.對方（企業或個人）不得為法律所限制不得收受饋贈之對象； 

5.有單一企業支持研究計劃時，不得擔任該企業之顧問，且不得因該顧問活動而造成

校方智慧財產權或未公開資訊的洩漏； 

6.一季以13天為原則（即平均一週一天）； 

7.不得使用學校的設備及資源（含研究室、校方的信封信紙、公務電話、公務e-mail
等）。 

 

（二）史丹佛大學 

肯定學界與業界的互動關係，但要求所屬研究人員（教授）當與校外私人企

業建立實質互動關係時，應該提高敏感度，不得因正職外的活動影響教學，更要

確保研究生的權利不被犧牲。需注意之處有二： 

1.得從事校外顧問活動的時間以一季不超過 13天，全年不超過 52天為原則；  

2.不得擔任有實質關係的私人企業之在職進修研究生的指導教授或指導委員。 

 

（三）加州大學 

原則上加州大學以鼓勵的態度支持所屬研究人員，從事對社會與自身研究有貢

獻的各類活動，包括校外活動。研究人員藉由提供諮詢與業界互動的過程，使知識

提昇並傳播於社會大眾，是一項有價值的活動。在不影響正職活動下，研究人員對

外界提供自己的學術專長是被允許的。依 Regents Standing Order 103.1(b)，th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Outsid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of 

Faculty Members(APM-025)，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ies(reference)。教授及其他研

究人員從事校外顧問活動時可以個人名義與對方簽署顧問合約，只要該顧問活動符

合以下幾點： 

1.不影響正常教學； 

2.不使用學校設備； 

3.不使直接指導的研究生及博士後生與該顧問活動有關聯； 

4.當事人於顧問活動開始前、後與進行期間，因正職活動產出之研究成果智慧財產權
屬大學所有，該對方企業無優先權，不得意圖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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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雖然校外顧問活動屬個人行為，但還是應注意所簽署的合約條款不會造成

和當事人對大學所負義務有所衝突，進而在研究活動上產生負面影響。 

 

（四）加州理工學院 

教授應積極與業界建立互動，甚至建立合作關係，更鼓勵並協助教授以創立

者的身分，將有商業價值的研發成果創立新生公司。所屬研究人員從事校外顧問

活動在需不違反：  

1.一個星期一天； 

2.不擔任經營團隊成員； 

3.接受公司股權以不超過 1 % 為限。 

 

二、美國學界關心的利益衝突型態 

 

當財務利益足以有效地影響一個研究單位的學術社會責任、研究人員的職業道德及

技術授權活動的公平性時，利益衝突即存在。 

 

（一）學術研究單位應盡量迴避下列狀況 

1.與產業界有研究合作關係時： 

要避免為了換取研究經費、設備、股權等而給予特權；研究方向不可遷就合作

企業的經營方向；不可因合作關係而縮減了對研究成果學術發表的主控權。 

2.智慧財產的商品化活動（技術授權）： 

需避免使權利金的訂定失去客觀性與授權對象的選擇失去公平性。 

3.握有被授權廠商股票： 

不可同意企業使用學校的名稱（企業藉此提高知名度）；不應以學校的名義擔

任公司董事席次。 

 

（二）個人的活動 

美國大學對於所屬研究人員從事正職外的活動（擔任公司顧問、股東甚至擁有

公司）大都持鼓勵的態度，但對於個人的校外活動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也明確的

加以規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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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得影響正常教學活動； 

2.不得枉顧學校的權利而犧牲學校的利益； 

3.不得利用學校設施從事非正職相關的研究活動； 

4.不得隱匿研究成果； 

5.不得利用學生為正職外事務相關的主題做研究。 

 

 

三、利益衝突相關規範之精神：                                   

美國相關單位長久以來關注學術界研究人員會因正職外的財務利益而影響研究態

度，因此州立了州法，學校亦規範明確的規則並建立相關管理機制，為的就是希望學術

研究成果能造福社會。早期許多大學禁止研究人員接受與其有直接關係（研究人員擔任

股東職位或對該公司經營管理擁有決策權）的企業所支助的研究經費，但當政府研究經

費逐漸緊縮時，一味採行禁止的辦法在許多狀況下顯然是行不通的。 

現在，美國各大學藉著更細心規範研究人員正職外的活動來改善上述的情況。此次

受訓課程一路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舊金山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 Santa Cruz分校，南

下至加州理工學院。各大學不分公立、私立，在州法的支持下也都清楚的規範他們的研

究人員應迴避有爭議性的私利，並訂定明確的程序。以客觀的胸襟，運用扶持協調的軟

性手段為原則，以期對所屬研究人員涉入此類活動的資訊能維持一定程度的掌握。因

此，各大學在考量管理其研究人員正職外活動（如擔任公司顧問）的方法，是以儘量獲

取充分資訊為原則，而非防堵。雖然各大學在相關議題上各有其細節規範與管理機制，

但精神確是相同的，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各學院應掌握所屬研究人員正職外活動的資訊 

研究人員的任何校外職務，不論有無支薪，每年都要對院長或等級部門主管提

出報告，並由該主管評估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以期能預先管理。因為任何顧問活

動（不論是否簽訂合約）皆屬個人行為與學校無關，所以要特別留意避免陷入兩難

的情境。這次參訪的大學都特別提醒所屬研究人員，在決定提供個人專業而擔任企

業顧問時，需注意： 

1. 契約條款中有違背對學校應盡義務的契約不可簽署； 

2.有限度地同意企業對內部資訊的保密義務要求（如僅限於印有“機密資料”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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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且限於一定期間內）。 

 

（二）規範研究人員校外活動的時間而非收入 

此次行程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公立大學面對相關問題態度較嚴謹。西雅

圖華盛頓大學相關人員特別提到，研究人員接受“花”或“筆”等形式的禮物時，

依市值判別花應不適合接受。而私立學校（史丹佛大學）則明確表示，與其設限倒

不如掌握資訊。若校方規定職務外的收入不得超過 10,000美元，則可以預期校方收

到的相關報告都會在規定之內，如此校方對於研究人員職務外相關活動實情的掌握

絲毫沒有幫助。目前，我們也還找不到數據來證實哪一種管理方法產生較有效的結

果。 

 

（三）經濟利益的揭露（Ad Hoc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在州法及官方研究經費提供部門（NSF/NIH/PHS）的規定下，各大學研究人員

在接受企業提供的研究經費前，不論是否曾經擔任該經費支助企業的顧問職務，都

要向校方揭露任何個人（包含配偶及子女）從該研究經費所支領的報酬，賦予校方

合法的權利，對該類研究計劃或經費接受與否進行審核，以維護學校利益不致因企

業的商業利益而犧牲。 

 

（四）指導研究生的規範 

美國各大學非常鼓勵研究人員與企業界接觸並合作，以期將學術成果經由業界

的開發，而產出對大眾生活品質的提昇、醫療技術的進步、各種污染問題的解決等

有幫助之具體產品。但對於學生的受教權更同等重視，校方要求教授指導研究生從

事研究活動時應迴避公益與私立的衝突，不得利用研究生為與自己職務外兼職有關

的私人企業或由單一企業提供研究經費的研究計劃做研究。研究生的目的在取得學

位，因此對於研究成果必須擁有無阻撓的發表權，當商業利益介入時，這份權力就

受到限制，學生的利益就會因此而被犧牲。 

 

四、訂定利益衝突規範之目的： 

 

（一）為了維護校方利益與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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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項研究成果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辛苦耕耘，當一位研究人員在受聘時，

若未被清楚告知與學校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及管理相關議題的行政程序與專責單

位，會很自然地認為自己對研究成果擁有主導權，雙方便有可能因不必要的爭訟而

影響名譽。 

此次參訪的每一所大學在聘用研究人員時，都會要求簽署專利確認書（patent 

acknowledgment）。校方清楚告知受聘人，在受聘期間研究成果歸屬問題，以及要求

研究人員應向校方揭露研究成果。如加州大學將相關規定延伸至非該校聘僱人員，

如訪問研究人員只要使用到學校研究設施及經費，就要簽署專利確認書，並要即時

揭露所有的研究成果。因此，研究人員在處理自己辛苦的研究成果時，比較能據以

衡量，避免招致不必要的指控。 

當具有多重身分的技術創作者（擔任私人公司顧問、經營管理團隊成員，甚至

直接擁有該公司）產出具有相當商業價值的技術時，此類屬於大學的智慧財產，極

易因流入私人公司而造成利益為少數人所享有。而大學經常是無力預防該類情形的

發生，一旦發生，校方大都會採取柔性的方式進行協調，除非事情實在離譜得可以。

美國加州大學即曾與 Genentech對簿公堂，比喻那些研究人員離開加州大學（舊金山）

轉而服務 Genentech的行為與偷竊無異，結果此案由 Genentech賠償加州大學龐大的

損失，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落幕。 

 

（二）為了使屬於社會的資源歸大眾享有 

維護大眾利益是大學的社會責任，研究成果應儘量落實為社會可利用的成品，

大多數以商業價值的形式呈現，因此應避免少數壟斷的情形發生。當學校與企業互

動關係漸趨頻繁，研究人員擔任校外職務情況普遍時，此類利益衝突情形便極可能

發生。 

 

（三）為了維護社會大眾知的權利 

研究者若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選擇不公開對某些特定專利價值有負面影

響的研究結果，以免衝擊被授權廠商的股價，此種因私利犧牲公益的行為潛藏著相

當大的危機。試想，如果該研究結果對於某些既存且習用的藥品有著不同甚至是負

面的發現，大眾將因該研究人員的一己之私而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能不慎乎？特

別是醫藥的臨床試驗，由技術發明人直接為被授權廠商進行藥品臨床試驗，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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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肯定要迴避、不被允許的。 

 

參、國內利益衝突之相關法規 

 

在國內，民國八十八年科學技術基本法 1開始實施，由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得全部或部分歸屬於研究機構或企業

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卻已經足足晚國外快二十年。由於施行得

晚，各學術機構在沒有專責單位或人員推廣之下，研究人員充其量僅知道原先受政府補

助之研究計畫成果，現在歸屬於學校，但其本職所產生的成果，部分研究人員對其歸屬

卻沒有肯定的答案。在多數人沒有基本的智慧財產權概念下，國內現在技術授權領域，

有些像是教授個人的資產，隨便交易買賣，也許校方明知有違反規定之行為，卻像是地

底的地雷般不願意去觸碰。 

除了教授本身的觀念未改之外，政府的法令僅在科學技術基本法的大傘之下，似乎

是鼓勵科技的交流，實質上卻在研究人員兼職或與業界交流方面，多予限制。 

 

一、學界研究人員兼職之相關法規 

 

教育人員原則上是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2第三十四條：專任教

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但若有建教合作契約，可至該機

關擔任相關工作（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3第四條：各機關均應一人

一職，除法令另有規定外，須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使得借調或兼職（一）…略 （五）

依建教合作契約，至合作機關（構）擔任有關工作者）。但這樣的借調或兼職有時間上

的限制，最長以四年為限（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3第五條：各機關

公務人員借調或兼職期間，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最長以四年為限…），且每週不得超過

四小時（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3第八條：各機關公務人員在公私立

學校兼課者，應經本機關首長核准。在辦公時間內，每週併計不得超過四小時，並應依

請假規定辦理）。若公務人員有數個兼職，僅能領取兩個兼職酬勞且不能超過兩萬元（行

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3第十一條：各機關公務人員基於法令規定有數

個兼職者，以兼領二個兼職酬勞為限（即支領一個交通費及一個研究費，或支領二個交

通費，或支領二個研究費）。 

這樣的規定明顯可看出，雖然政府鼓勵學界與業界的學術交流，但其限制卻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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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就以顧問費來說好了，試想一個月兩萬元以下的限制，對於教授而言，除非是做

功德，不然，誰願意去花時間、花精力就為了那兩萬元的酬勞。除非在這樣的兼職下，

有著更多的利益，或對該公司有更多的主導決策權。但可能嗎？再來看看現行的法規：

教育部在六十二年九月廿九日以台（62）人字第二四 0 三二號函解釋到「（一）公私立

學校專任教員均不得兼營商業，亦不得投資營利事業為股東…。（二）公司利專任教員

不得充任公司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公務員服務法 4第十三條第一項也規定「公務

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

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股份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

有限公司股東，而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上面兩點說明了教師不得擔任公司任何有決策權的職位，亦或雖然可以擁有百分之十以

下的股權，但卻限制於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所以沒有更多的利益，也沒能對公司有

主導決策權，這樣的規定大大地抑制了研究人員涉入產業界的興趣，等於阻斷了學界與

業界之間的交流管道。 

但，這樣就沒有辦法可想了嗎？其實政府也知道這樣的交流是趨勢也是必需的，在

法規尚未解禁前教育部在八十八年三月四日發了這樣的公文「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落

實產業合作，放寬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規定，（略…）一、各校依據（一）

須報經服務學校同意（二）教師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須經評鑑符合所規定之在

校內之基本工作要求者，方得於校外兼職之原則，自訂相關規範據以執行。至公私立專

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從事商業投資行為，亦酌予放寬，即專任教師得將其個人本職所獲

之資訊或專業成果轉換為商業行為，惟應受學校之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棒吧，

各個學校就以教育部台（八八）人（一）字第八七一四一五 0三號函為靠山，紛紛制訂

屬於自己學校的遊戲規則。 

 

二、利益衝突之相關法規 

 

（一）行政院禁止所屬公務人員贈受財物及接受招待辦法 5 (58.12.15公佈施行)  

本辦法緣行政院為革新政治風氣，砥礪公務人員節操，特依公務員服務法及其

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而制定。其內容規定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接受

下列團體或個人之餽贈，優惠交易、借貸或享受其他不正當利益： 

1.受行政院或所屬機關直接或間接監督管理者； 

2.與行政院或所屬機關有財務契約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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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行政院或所屬機關有承攬或買賣關係者； 

4.受有行政院或所屬機關補助費者。違反者，依法懲處。  

（二）公務員服務法 4（28.10.23公佈，84.12.21修正）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退職後亦同；應清廉誠實，不假借權

力圖一己或他人之利或損害他人；有隸屬關係者，不得贈受財物，於所辦事件，不

得收受任何餽贈；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 

在第十三條中規定公務員和商業或投機事業之關係，內容有「公務員不得經營

商業或投機事業。（84.12.21修正增加）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

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

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者，不在此限。」、「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

察人。」及「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者，依刑法第一百

三十一條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者，亦同」。違反此

條，應先予撤職。 

第十四條是公務員兼任公職之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

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第十四條之一（84.12.21修正增加）是關於離職後之職務迴避：「公務員於其離

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

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違反本法條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十四之二條規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

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十四之三條

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

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6（89.07.12） 

本法之制訂是「為了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

不當利益輸送，⋯⋯，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適用對象為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跟學術界較有關的為其中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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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及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所稱利益衝

突是「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

人獲取利益者」，若得知有利益衝突，應自行迴避。 

其他還有，「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

之利益」；其「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

或公職人員之利益」；「其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其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

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違者，追繳不當利益與罰鍰。 

 

（四）政府採購法 7（87.05.27公布，91.02.6修正） 

          為了建立政府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與

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佔採購金半數以上）辦理採購皆必須遵照此法，以開標、

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程序進行採購。適用之技術移轉相關事務包含申請專利

時委託律師事務所之勞務採購及委託研究計畫合作與研究開發計畫之經費補助。

然，此類事務有其高度領域差異與專業技術性，並非以統一規格、低價之表面條件

為選擇最重要條件，品質、專業度、溝通能力及經驗多寡反而是最需要注重的。且

採購程序往往十分繁複、冗長，還有流標之可能，對此類有時效性的事務來說，更

是容易耽誤其時程，而恐有誤事之虞。 

 

三、各學術機關之規範 

三.  各學術機關在訂定機關內作業要點，皆須遵循行政院、教育部甚至考試院之母法，

相關政府母法有：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 8、教師借

調處理原則 9、教育部指派人員兼任董、監事考核要點 10等，基於政府母法精神各

機關方能訂定相關規定。 

 
（一）台灣大學 

該校是本組尋找之國內學術機構中對於相關法規定得最完整的，共訂定了「國

立台灣大學專任教師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準則 11」、「專任教師任職或兼

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收取學術贊助金及分配辦法 12」，台大教師出外兼職要先填寫

申請表（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許可申請表），也對校內校內教師兼職情形

有所管控（國立台灣大學現職人員兼任其他機關職務支領兼職酬勞情形調查表）。 

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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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授及副教授始得兼職或任職； 

2.符合學校基本授課時數； 

3.須經所屬學院評估； 

4.兼職每週每週不得超過八小時（日間）； 

5.兼職一年以上者須簽訂合作契約，並收取學術贊助金； 

6.任職或兼職期間利用校內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應依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

要點規定辦理。 

 

（二）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 13」 

相關規範： 

1.須服務滿三年始得辦理借調，借調條件以與借調教師之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 

2.借調單位需有助於該校整體發展，且與該校有密切合作關係者為限，且應對該校提

出具體之回饋； 

3.借調期間其本職須有代理人； 

4.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 

5.兼職超過一年以上者，須訂定合作契約並約定具體之回饋。 

 

（三）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借調處理準則 14」、「教師在校外兼課（職）處理要點」 

相關規範： 

1.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 

2.借調申請需三級三審，並經校長同意後使得借調； 

3.借調之機構須給予相當該教師職級之授課終點費，作為回饋該校之回饋金。 

 

（四）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雖然所訂的法規並不是很詳細，兼職兼課的門檻也是幾所學校裡最低

的（只要校長同意即可），但該校是唯一有明訂違反規定處置的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15」 

相關規範：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學術機關利益衝突之迴避與處理 
 

－52－

 

1.助教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 

2.兼職須校長同意； 

3.不依規定而在校外兼課兼職者，先予規勸，如仍未改正，下一年度得改聘為兼任教

師。 

 

（五）陽明大學 

陽明大學尚未訂定相關規定，基本上依據教育部的規定訂了相關審查原則「國

立陽明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課）審核原則」，其相關規範完全照教育部之規定。 

 

（六）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屬於政府機關，為總統的智庫，亦有相關法規之制定。與學校不同

的是，該院借調有領域之規範，是在學校法規內看不到的奇怪現象，另外借調期間

也較學校短，只以一年為原則，得申請延長一年。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借調公民營企業作業須知 16」之相關規範： 

1.申請借調企業，以與該院簽訂有合作研究開發契約、授權契約、技術移轉契約者為

優先； 

2.具備資訊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產自動化科技、光電科技、生物技術、肝

炎防治、食品科技、環保科技、災害防治、同步輻射、海洋科技等行政院核定之重

點科技項目專長者為原則； 

3.年資滿三年之副研究員以上，即已通過續聘手續之助研究員始得借調； 

4.由借調機構檢具計畫書向院方申請（與學校由教師申請的管道不同）； 

5.借調企業須與該院訂定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比例； 

6.借調應以擔任科技研發指導及執行研究計畫工作為限。 

 

總觀以上各學校及機構對於所屬研究人員兼職的規定，基本上除了行政院、教育部

對於兼職的規定限制之外，各校訂定的規定不外乎是需要與本職專長相關，須與學校簽

訂契約，訂定回饋辦法等等，但是真正牽涉到利益衝突發生時的處理，除了中央大學有

提到下學年改聘為兼任教師為處罰之外，其餘沒有任何一個單位提到。 

國內在這樣的法令規定之下，一定無法避免利益衝突的發生。原因有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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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沒有讓教師明白地區分其職務及非職務的研究產出： 

不像國外學校掌握所屬研究人員正職外的活動資訊，學校對所屬教師的兼職活

動一無所知，就算教師有申請兼職，在兼職內容沒有規定要明訂出來的情況下，這

塊分野模糊到連教師自己都不清楚。 

 

（二）教師若違反規定在校外兼職，沒有處罰性的法令可管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兼職規定除了中央大學之外，沒有提到違反規定的

下場，告他嗎？開除他嗎？可以想像的到學校沒有任何一個單位敢去碰這燙手的山

芋吧！ 

 

（三）教師在正職工作上做非職務上的事情 

不要說違規兼職了，教師用正職時間做私人的事情的問題更加嚴重，教師跳過

學校單位私自進行研究計畫（因為透過學校要收取高額的管理費），反正管理單位天

高皇帝遠，這樣的行為說要抓，也不一定能抓的到。 

比較國內與國外的現況，我們不認為是因為法令的不夠嚴謹，因為國內往往一

訂定法令，不是讓事情更順利，而是讓事情更棘手，規範更加多。真正的關鍵，是

在於研究人員本身對於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不夠成熟，在國外一些會涉及利益衝突的

行為，在他們的觀念中早像生活守則般地刻印在心中一樣。在國內，在沒有單位宣

導這樣的觀念之下，教師不覺得他的行為是不對的。國內努力在推廣智慧財產權觀

念的同時，似乎大家都把重點放在如何把教師的成果申請專利、技術移轉，但這些

更基本的利益衝突觀念，在一味地學習國外法規之餘，在位者是否有人想到這是一

種教育，而不是訂定法規就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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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政策 

 

美國各大學制訂利益衝突政策注重適用對象、其義務、揭露及處理程序等項目，可

供國內的學術機關參考，其架構與涵蓋的內容大致如下： 

 

一、對學校之基本義務 

 

在學校裡任職的成員皆是為了教育與公務之目的而工作，因此，其義務便是必須從

事符合此二目的之事務，而在做決定之時，也要以促進其學校或系所之最佳利益為考量

基礎。上述的原則期望學校成員以正直與誠實的態度來處理成員彼此之間和與學校之間

的關係，確認了學校的策略是，舉凡全職的教員與其他員工皆有此基本義務，也需對個

人在校外的活動是否會對學校造成不良影響具高度警覺性。 

換句話說，只要個人對學校的基本義務沒有受到不良影響，學校任職成員便可參與

外界的活動，來提升個人對學校的價值。然而，同時學校也會加強對教學、研究、相關

延伸服務及校內計畫等品質的管理。因此，學校需有相關政策與程序，來幫助職員確認、

評估、改正或去除真實的、明顯的或潛在的利益與責任衝突。程序中之首要步驟就是揭

露與討論。 

 

（一）所有成員： 

所有成員、其家人或其關係有下列兩種情形發生，就會視為有利益衝突。一是

有現存或潛在的金錢或物質利益，以致減低個人判斷力的自主性與客觀性，而使成

員放棄對學校的責任。二是洩露學校的機密訊息來獲取金錢或物質利益。 

成員的家人包含其配偶、父母、兄弟、子女及住在一起的血親。成員的關係包

含和其個人或其家人是主管、高級職員、雇員、成員、夥伴或信託人有關之每一人、

信託、機構及公司。或和其個人或其家人有明顯金錢或其他利益，會致使成員控制

或影響政策有關之每一人、信託、機構及公司。 

 

（二）教員 

全職的教員的基本義務包含上課、在教室外之處仍對學生和同事有助益、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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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學院和學校委員會服務、主持研究、發表學術工作以及符合學校其他需求。

主持合作研發計畫的教員則另有對廠商特別的義務。 

雖然學校對教員沒有特別規定每星期的工作時間，但希望以全職的義務視之。

除了學校政策所允許的顧問或其他相關專業活動之外（參閱「陸、諮詢或顧問政

策」），不得從事其他工作。 

 

（三）職員 

至於職員，其工作時間與職位的義務都有較明確的定義，因此由校外活動造成

衝突的可能較減少。然而，學校仍希望職員能確認其校外活動、義務及利益會對其

在校內義務的表現造成反效果之可能性。 

 

（四）非全職員工 

非全職教職員通常對其他機構有主要的責任與義務，對學校造成衝突的可能性

很大。據此，學校希望非全職教職員在揭露與達成其多種義務方面更加注意。 

 

（五）董事、校長與學務長等監管人 

學校的董事與校長為受託人，需負有對學校特別關注與忠誠的責任，必須視學

校的利益為最重要。 

 

二、利益衝突之類型 

 

當學校的教職員很有活力地從事研究與學術事務，並獲得很多支助時，學校是越趨

興盛。很多活動必然包含與外界機構的交流。有些與外界的關係可預期地必然可能造成

利益或義務衝突，或是顯出這樣的情形。很多情形，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像有衝突，這可

經由揭露來解決。真正的衝突可分為兩種。 

 

 

（一）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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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通常發生在成員以使私人獲得利或得到好處的方式，有機會影響學校

的商業、行政管理、學術及其他決定。 

 

（二）義務衝突 

當成員所負擔之校外義務加重或妨害學校所賦予的基本責任與義務時，就產生

義務衝突了。 

 

（三）實例 

由於很難把所有利益衝突狀況之構成因素都明確訂定出來，因此多數學校都以

例子來說明利益衝突的情形會如何發生，及發生在哪些地方，以協助說明。（參閱

「伍、利益衝突之概念與實例」） 

 

三、利益衝突之揭露與避免 

為了避免成員在面對外界的利益和義務時，將原本該用於執行學校義務的能力保

留，學校希望成員能妥善評估與安排個人校外的利益和義務。首先，應該經由成員個人

的審慎思慮與判斷來避免衝突情事發生。在接受校外職務或開始可能造成衝突情事的活

動之前，必須先報備，完全揭露詳細情形。 

 

（一）對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教職員來說 

教職員需依院長或系主任規定的方式向其學院或系所揭露其活動詳情，而部門

主管或監管人員可代表院長或系主任接受與評估這些資料。在審閱相關事實和詳情

的過程中，每位教職員都有義務要完全配合，所提供的資料也必須達到夠詳細的程

度，以便能精確且客觀地評估。最後，院長或系主任須作解決與排除利益衝突或利

益衝突現象之決定。 

決定前之討論也需包括考慮是否需要將此個人在校外機構所扮演的角色公開聲

明或給校內其他成員知道，以便保護機密或防止特殊資訊的移轉。若需要揭露，則

應由監管人員（或學院院長、系所主任）告知可能會受影響的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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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職員來說 

職員需依其副校長、副教務長、院長或系主任規定的方式，向其學院、部門或

其他行政單位進行揭露。負責參與採購，交換或販賣貨品、服務或其他資產，談判

或建構合約、或其他影響機構資產或利益之義務、掌控機密資訊及提供專業建議給

學校等工作的職員，對可能的利益衝突或利益衝突的現象要具備特別高的意識。揭

露的資料必須夠詳細以便能精確且客觀地評估，而在審閱相關事實和詳情的過程

中，每位職員都有完全配合之義務。最後，學院、部門或系所的主管須作解決與排

除利益衝突或利益衝突現象之決定。 

 

（三）對院長或系主任來說 

學院、學校和單位的院長或系主任依學校相關施行細則之規定，每年需向教務

長提出其個人校外職務與利益狀況之年度報告。教務長須解決與排除他們的利益衝

突或利益衝突現象。 

（四）對董事、校長與教務長等監管人來說 

大學審議會與秘書長每年應持續收到董事會成員、校長與教務長等所有監管人

的校外職務和利益的年度書面報告。若需要，可將這些資料交與審計委員會參考。 

 

四、利益衝突之處理 

 

（一）教職員涉及利益衝突 

1.第一步驟是揭露 

揭露之結果若顯示有真的利益衝突或看起來像利益衝突，院長、主任或其所指

派的人應該複審事實，然後儘量以非正式的方式與教職員解決此利益衝突案件。若

此教職員反對其解決的方式，此案件將交由教務長指派之顧問委員會處理。 

2.第二步驟是顧問委員會 

大多數的利益衝突案件希望能經由揭露和複審的程序，在學院、系所及下級單

位獲得解決。但是若無法解決，院長、主任或其所指派的人將連同建議的決議提交

此案給教務長，由他指派一由學院院長與兩位資深教員組成之顧問委員會處理。委

員會將思考此案，判斷是否真有利益衝突情事存在，評估其嚴重性，並提供解決此

利益衝突案之步驟作為給教務長之建議。教務長可以接受、拒絕或修改他們的建議。 

若此教職員不同意教務長之決定，他可以要求對此案更進一步之審理。此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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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細查委員會的建議，包括支持的證據，也可提供適切的資料或解釋。大學審議會

應作教務長之顧問，經過這樣重新考慮，教務長做出最終且確定的書面決議。 

若決議需要終止此教職員之委任，或許此教職員會由符合學校規定之申訴程序

提出救濟。此時，校長必須指派五位教職員組成之委員會來處理，其中兩位由教職

員選出，兩位由校長選出，這四位再選出第五位成員。或許此委員會可能修改之前

所建議之糾正方法，但沒有權力改變教務長針對學校利益衝突政策的意義、闡釋與

適用性之判決。 

 

（二）學院院長與系所主任涉及利益衝突 

問題包含學院院長與系所主任之校外義務或利益時，教務長應注意此事，並予

處理。 

 

（三）董事、校長與教務長等監管人涉及利益衝突 

學校審議會應作為董事、校長與教務長等監管人之利益衝突情事處理之顧問，

需要時還可與利益衝突委員會交換意見。利益衝突委員會由董事會的主席、副主席、

校長等組成，需處理此類案件。若適當或有需要，也可交由董事會處理。 

 

（四）其他成員涉及利益衝突 

若利益衝突的問題發生在上述之外的其他學校成員，必須向適當的副校長、副

教務長、院長或系所主任，或其指派之人揭露詳情。結果若發現有利益衝突的情事，

處理者需複審其事實，並盡力以非正式方式解決。 

若此成員不接受處理者的決定，可由非研究雇員抗議與不滿申訴管道提出救

濟。據此，此成員有權針對被提議之決定進行仲裁，而仲裁人可能否決或修改被提

議之補救方法，但沒有權力改變關於學校利益衝突政策的意義、闡釋與適用性之判

決。進行協商的成員可以訴諸適當的合約不滿處理程序。 

 

五、利益衝突委員會 

 

（一）目的 

大學中需由校長指派成立一利益衝突委員會，負責一般利益衝突主題之事件，

監督和執行學校的利益衝突政策，還有確認與處理特殊利益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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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成 

利益衝突委員會需由教務長與學術研究副校長共同主持，包含至少其他五名成

員，由校長指派各學院之代表教員。每位任期需交錯，各為三年。學校審議會應作

一不投票成員。 

 

（三）責任 

1.收集、保存及審閱教職員定期交出之揭露資料，並找出有可能利益衝突疑慮的情形。 

2.依教務長、學院院長、系所主任、單位主管或教職員的要求，對潛在利益衝突情形
提出建議。 

3.不斷地保持警覺，以確認校內利益衝突相關之程序、實務及標準皆與利益衝突政策
之條文相符。與各主管保持聯繫，確保其所知消息皆為現行且完整的。也需在機密

與瞭解其運作與標準之間確保適當的平衡。 

4.需對外界認定利益衝突的條件保持警覺，以便在相關政策事務上提供教務長忠告與
建議。 

5.可以建議教務長更改利益衝突政策。 

6.當校長因時制宜指派其他任務時，可增加其他任務。 

7.每兩年向教員與教務長報告所執行之事務。 

 

（四）程序 

1.利益衝突委員會可建立自己的程序，且可設立小組委員會，以其執行不同任務。但
不可違背政策。 

2.若是政府利益衝突的相關法規和學校的相關政策有不一致的情形發生，政府利益衝
突的相關法規將可適用、補充或取代學校的政策。如此一來，適合報告的程序和其

他實在與程序上的條件也將一併遵循政府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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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利益衝突之概念與實例 

     

一、一般概念 

 

學校成員參與商業投資，作為所有人、操作人或主要投資人，必須對產生衝突之可

能性保持警覺。假如企業跟學校沒有商業上往來，則只可能到牽涉義務衝突。假如企業

跟學校已有或可能進行商業上的往來，則學校成員會被期望要揭露實際狀況。一般說

來，若學校成員沒擔任可影響學校與其參與企業之商業關係的相關職位，則將不會有衝

突。 

當合約的一方是學校，另一方是學校成員享有實質財務利益的公司時，或當其近親

是立約公司的員工、或會直接參與契約下的活動，或者持有立約公司大量的股權時，該

員不能審閱、核准或在行政上控制合約。 

學校成員不能收受任何種類的禮物或便利，若接受，可能置自己於不利且尷尬的地

位，將妨礙其公正地履行對學校的責任，也損及其個人與學校廉正的形象。受此限制，

學校成員僅能接受不太大的禮物、請吃飯、招待或其他正常的社會禮節，只要這禮節在

這種情況下不會太浪費。 

 

二、允許之活動 

 

以下的例子為目前政策所允許的活動，不需要像利益衝突案件那樣事先揭露。 

 

（一）根據學校的研究成果發展管理政策而收取授權金與權利金、或收取著作權的版

稅、演講費、稿費、研究計畫主持費，或者材料準備費，包含因課程需要而準

備者。 

 

（二）提供外界教育、專業、科技、藝術、文化、公民、營利、或其他等組織機構服

務，若這些服務可以提升教職員對學校的價值，並且對教職員在學校的義務沒

有不良影響。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學術機關利益衝突之迴避與處理 
 

－61－

 

三、明顯利益衝突案件需事先揭露與處理 

 

下列的活動有可能造成利益衝突，需於承接這些活動前事先揭露與處理。根據完全

揭露之資料，如果目前不牽涉利益衝突，及將來如果教職員每年提出說明指出將會遵守

學校利益衝突政策的條件，學校會核准其執行或加入。但若是涉及利益衝突，且又無法

排除或解決，學校就應該不會核准其執行或加入。 

 

（一）學校成員直接或間接向學校出租、承租、交易或販售不動產或動產。 

 

（二）學校成員擁有跟學校有交易或企圖跟學校交易之校外組織機構的大量股權，或

分享其利潤。除非學校成員持有的股權相當大量，否則經由持股、共同基金及

類似手段來參與校外組織機構不算是衝突。 

 

（三）學校成員接受校外商業、工業、貿易或金融等方面之組織機構或營利企業的職

位，如主管、董事等管理職位，且該校外機構跟學校有交易或企圖跟學校交易。 

 

（四）學校成員任職於學校的同時，也受其他機構的雇用，從事於教課或其他教育與

教學上的貢獻。在教員休假年或領取學校津貼所從事的教學活動，已有需揭露

與核准程序的常規規範，不包含於此例。 

 

（五）學校成員利用大量的學校資源從事其他組織機構付費要求的開發與教學工作，

如工作室、電腦技術、研究、技術或人力等資源。 

 

（六）學校成員未經允許即使用學校、學院、計畫的名字於從事推廣、行銷或販賣商

品或服務等相關事務，通常是為了意指此事務由學校支持或資助。 

 

（七）學校成員和其他非關學校的組織機構簽約，同意在對學校的教學和其他教育責

任上受到些限制。（例如：合約中包含專屬提供者、無競爭或優先選擇權條款） 

 

 

四、可能利益衝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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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例子的情形中，利益衝突是可能會發生的，雖然也可能不會有，其潛在可能

性需要我們仔細地加以思考，但是其中很多例子之利益衝突可以藉由事前揭露先排除。 

 

（一）某些關係存在會促使學校成員去影響學校和外界組織機構之互動。將可能導致

個人獲利、藉由他人得到不當的好處，或是將由基本任務所獲致之學校資產作

不當的移轉。學校資產包含教職員的時間與知識才能。 

 

（二）當教職員擔任校外組織機構的顧問時，同時他有管道可以得到同事尚未發表且

有商業潛力的資訊，也希望提供此資訊給該校外組織機構。 

 

（三）為了打算實現個人財務上的獲利，教員指導學生從事某領域之研究或某些活動。

如果學生受其指導從事於科學或學術價值不高的領域，只是為了獲得財務上的

利益，或是如果只對此教員有財務方面獲利之潛力。那麼在此狀況下，便產生

了利益衝突。 

 

（四）在教職員被要求擔任校外組織機構的執行或管理方面職位的情形下，將可能嚴

重地分散教職員對校內責任的投注力，也將造成其他忠誠度的衝突。 

 

（五）為了個人營利，揭露或使用尚未發表的學校研究成果或其他學校機密性資源，

或在除了學校政策正式授權的狀況以外，提供可接觸上述資源的管道給校外組

織機構。 

 

（六）顧問工作的義務和學校專利政策有衝突，或和學校對研究贊助者的義務產生衝

突。 

 

（七）研究人員可以且通常會在學校內進行指導的主要重要的研究，卻在別處進行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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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外組織機構請教職員提供建議或服務的營利事務，恰巧和其在學校一般負責

的工作相同或相關領域。 

 

（九）校外組織機構請教職員作其科技或管理顧問委員，同時也和此教職員任職單位

有合約關係。 

 

（十）教職員獲校外一組織機構贊助研究經費，但是此教員同時是該組織機構的主管、

諮詢委員或顧問，或者此教員握有很多該組織機構的股票。 

 

（十一）校外企業請教職員擔任之職務所從事的營利事務，恰巧和其在學校通常負責

的領域相同或相關。 

 

（十二）教職員以作為擁有者、操作者或主要投資者來參與一獨立營利企業之投資活

動。特別是在如果該企業正與學校有生意往來的情形下。 

 

（十三）教職員可以要求他人購買某產品，而該教職員擁有此產品專利權上的利益，

且可由此產品獲得收入。 

 

（十四）教職員服務於學校某職務，經由其他組織機構的付費，對該組織機構從事非

教育服務上的實質貢獻。 

 

（十五）教職員和其他與學校關的組織機構簽約，同意在個人對學校的非教學上的責

任受到些限制（例如：合約中包含專屬提供者、無競爭或優先選擇權條款）。 

 

 

五、義務衝突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學術機關利益衝突之迴避與處理 
 

－64－

 

 

義務衝突的評估比利益衝突來得困難些。通常在成員對於學校所期望其負有之角色

和責任已經無法完全履行時，義務衝突的情形才會明顯看到。和校內義務會產生衝突的

校外義務例如以下兩種： 

 

（一）校外義務讓教職員為了進行非學校的事務而常常或長期需要在學校裡缺席。 

 

（二）教職員通常被期望致力於學校相關事務上，若校外義務需要佔用他們很大部分

時間，如此一來，便會稀釋他們在學校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上盡力程度之質

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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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諮詢或顧問政策 

 

一、原則 

 

擔任顧問職務的特權只限於教員才有，而且許多理由顯示了為何教員應該從事校外

顧問的工作。對他們來說，保持跟校外環境密切交流是非常值得做的事，尤其是在他們

專業領域的環境裡，而擔任顧問是保持聯繫的一種方式，並且可藉由提供一些解決實務

問題的方法，來測試課堂上教的及實驗室裡的理論是否完備。擔任顧問的活動經常能夠

增加教員對學校的價值，同時，也會導致產生利益衝突和義務衝突，需要教員與制度折

衷妥協。 

在擔任私人顧問職務時，有一點必須很清楚的是，教員並不代表學校。而他們也必

須審視關於個人對學校所有的責任，私人的顧問活動不宜太擴張，以免妨礙這些責任。 

 

二、政策 

 

全職的教員必須告知其系所主任，他個人所有擔任有獲取報酬的私人顧問計畫。除

了需盡到一般提供大眾專業諮詢的責任之外，假如在系所主任的監督之下，且符合上述

原則，每位全職的教授就可以從事私人的顧問工作。這些工作可以增加其個人對學校的

價值，又不至於干擾其對學校的責任。但，若不是一般的顧問工作，可能需要學院院長

核准才能從事。 

基於不同學院的專業顧問形式不同，再加上各學院有其基本賦予的責任之緣故，可

能有些學院對其全職教員擔任顧問工作會有其特別的規定，例如對所在地地方的企業給

予優先或優惠的權利、醫學院或法學院對某些組織機關有特別的服務精神等。這些院方

規定可以作為校方規定之補充。 

一般來說，這種有報酬的顧問工作是有時間限制的。雖然各學院的限制稍有不同，

但多半是這樣規定：在付費的期間內，大約只能佔一個星期一天或一個月兩天的時間，

而且時間是不能年復一年累積的。若顧問工作需要更多時間，或會使教員需要一段時間

（例如多於七天）不出現在校園裡，則必須先經過學院院長之核准。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學術機關利益衝突之迴避與處理 
 

－66－

 

三、學校儀器設備之使用 

 

有校外私人顧問職務，或研究合約有涉及個人財務利益的學校成員，唯有在徵得系

所主任或學院院長同意之後，才能使用學校的儀器設備於前述目的上。核准與否將視提

供服務的單位所訂定之服務費適當與否而定，若是付費是長期連續的，則需要和主計人

員討論後才能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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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個案討論 

 

一、由企業支持的學術研究 

 

珊珊很高興被領導學者錄取為研究生，並熱切的進行著教授所指定的研究主題，但

幾個月後她開始不安了起來。在進入該實驗室前，雖然已經知道指導教授的研究計劃多

數是政府研究經費，而她所要進行的部分是由獨家私人企業所支助，應不會有什麼問

題，但當她知道指導教授同時也是該支助企業的顧問，又聽別的研究生說當研究進行到

發表階段時，任何論文都要經過該公司審查以篩檢出可專利性的研究成果。 

討論： 

（一）學生進行由單一企業支持的研究計劃有何優缺點？ 

（二）珊珊應如何敘述她對這項研究的相關憂慮？ 

（三）如果珊珊想找學校相關人員討論此疑慮，誰是適當人選？ 

 

二、教授創設新生公司 

 

（一）案例：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海洋工程學系系主任Stanley Dunn發展出無人

潛艇，被認為可用來清除水雷，所以政府與大學簽約建造該潛艇，同時Stanley Dunn

也創立了自己的公司（SeaRobotics）將該技術市場化。但是Stanley Dunn 聘請

SeaRobotics的工程師到他大學的研究室，使用學校設備從事與自己公司相關的工

作，該活動在相關部門的查核下Stanley Dunn 辭去系主任的行政主管職務。 

 

（二）案例： 

白教授與黑教授各在不同領域有了初步具專利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成立新生公

司，擔任公司的科技諮詢委員，擬進一步將初期研發成果商品化。 

1.黑教授的一名研究生想利用該公司的設備進行他的研究主題， 

2.白教授的實驗室同時接受該公司與政府的研究經費，而且實驗室聘請兩位博士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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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工作。 

這個例子在校方立場應該為學生（研究生）及受訓人員（博士後研究員）考量

什麼？ 

討論： 

1.黑博士的狀況 

（1）研究生：應該請與該公司無任何關係的系上教授來審查學生的研究內容，或由

系上與該公司無利益關係成員組成一委員會來評量，以保障學生研究發表與討

論的自由，並防止屬於校方智慧財產權不當流失。 

（2）教授：一定要對學校揭露所有可專利性的研究成果。 

2.白教授的狀況： 

（1）教授：因為實驗室除了有私企業的經費外，也有政府的研究經費，因此該研究

室的研究主題應關係公共利益的基礎研究，並不得將成果私下交付私人企業，

特別是該經費提供企業。 

（2）博士後研究員：需要清楚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其經費的來源，更應體認其所有研

究成果屬大學所有且要向校方揭露，而非提供經費給實驗室的公司或指導教授

的公司。 

（3）校方：要成立審查委員會來掌握類似的研究關係，以確保任何利益衝突情況不

至影響研究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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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 

 

一、技術移轉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 

 

一般人對於提到學校的利益衝突通常想到研究人員的利益衝突，而學校的相關規定

也是著墨在迴避研究人員的利益衝突比較多，但除了研究人員的利益衝突迴避之外，技

術移轉人員避免利益衝突也是非常重要。 

技術移轉人員管理學校的智慧財產權，包含專利、專門技術、電腦軟體、著作權、

生物與非生物材料及機密資料等，還有申請專利、與廠商談判授權、合作、材料移轉等

合約、以及後續協助技術移轉過程順利進行等工作。其扮演角色握有重要資訊且影響學

校與教職員的利益，無怪乎適任技轉人員之人格特質之一必須是操守佳、廉潔正直。 

技轉人員在協助整個技轉過程中會與廠商有較頻繁的接觸，若是過程中因其專業的

表現，使發明人與廠商雙方溝通無礙、合作愉快，技術移轉順利，通常廠商除了感謝此

技轉人員的協助之外，也會很賞識此技轉人員，若剛好廠商缺乏這種人才，就可能產生

「挖角」的想法，而對於技轉人員來說，在接觸此廠商之後也更瞭解其是否為好廠商，

不啻為另一可能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是，若技轉人員在剛剛與此廠商談完、簽好合約不

久後就跳槽至該廠商內工作，會不會有利益衝突發生的可能呢？是不是該避免的情形

呢？若是，該迴避到多久以後呢？ 

綜觀目前國內各大學的技術移轉人員大多屬於臨時約聘僱人員，其工作條件本身並

非屬長期穩定的工作，本來就還處於尋找好工作機會的狀態，若是要求他們遵行這樣的

迴避，是合理的嗎？可能需要有提升其工作條件、給予一段合理迴避時間或其他配合措

施，才比較可行吧！  

 

二、國內利益衝突相關法規仍有立法空間 

（一）對國內法規來說 

            由我國現有的利益衝突相關法規看來，並非完全不能讓研究人員與廠商

進行密切交流，只是法令規章分散於各部會與不同法規，需要自己找尋該受規範之

各個法條，難免因規定凌亂而易有疏漏。而法條多半還是舊時的思維，以限制為重

點，加上有舊時思維的行政人員嚴格執行，研究人員就不敢擅自有積極從事技術移

轉相關工作的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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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相關法規之制訂部會有行政院、教育部、考試院，多為針對學校教師與

公務人員制訂之法規。科學技術基本法通過之後，教育部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送立法院提案，尚未三讀通過前，便以公文函送各大專院

校，指明放寬專任教師將其個人本職所獲之研究成果轉換為商業行為，惟需受學校

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因此學校的教員便有較明確的依循可與業界密切交流。

而除了學校之外，還有其他學術研究機關，例如：中央研究院，其研究人員目前只

適用公務人員之法規限制，不能從事顧問工作，並自行依循科學技術基本法來訂定

院內相關規範。不過執行時對於界限的掌握仍須小心，逐案討論。由此看來，我國

現有的利益衝突相關法規仍有立法空間。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當初立法的理由是為了匡正選舉風氣，杜絕賄選、

政治人物與財團掛勾的情形，並非以考慮技術移轉事務日漸蓬勃繼起之產學活動將

繁複為重點而制訂，或許也可再多考慮、修法以供早日適用，或是另行制訂他法規。

若能基於科學技術基本法，將對研究人員兼職、擔任顧問、與利益衝突的相關規定

集中考慮和訂定，且明確指出允許與不允許的活動，並排除其他更嚴格之法規，將

使研究人員易於遵循，使有心協助與從事技術移轉相關工作的研究人員、行政人員

與技轉人員都能更放心地積極行事。             

              

（二）對國內各學術機關來說 

國內各學術機關的利益衝突相關規範目前都還只有兼職、兼課或借調至公民營

機構之規範，若參考美國各大學一般利益衝突相關規範之架構，建議國內各學術機

關還可以再訂定「利益衝突政策」和「利益衝突概念和實例」，以使規範較為完備。 

利益衝突政策重點在於適用對象的區別，其各自對學校的義務、揭露的內容、

時機及對象、處理利益衝突之程序等項目。由於各學術機關是執行單位，程序設計

與敘述需不過於繁複，使研究人員易於明白，便於遵循，使監管人員易於執行，總

要能夠執行為佳。 

利益衝突概念和實例是用來補充利益衝突政策的內容的，使利益衝突的界限更

為清楚。包含了一般概念與各類利益衝突狀況的例子。衝突的類型分為利益上的與

義務上的兩種。原則上，要盡到對學校的基本教學與研究義務。藉由各個例子來說

明目前政策可允許的、明顯的及可能的利益衝突情形有哪些，以協助大家能明確瞭

解自己的活動屬於哪種範圍，且該採取什麼相關措施。 

利益衝突相關規範可作為新聘教職員聘書之附件，簽下聘書前，務必請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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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自己的責任與學校規範，以及若有此方面的問題可找技轉人員詢問與協助，

這是最重要的了。這可作為有效執行此相關規範之第一步。至於其他原來的教職員，

技術移轉單位除了正式發文通知之外，可將相關政策置於網站以便瀏覽，並列幾種

學術機關內較常發生的情形作為範例，以協助說明該如何做。日後一旦有新的情形

產生再補充新範例，便能漸臻完備。當然技轉人員也可藉由在協助談授權、合作案

時，對研究人員本身的案子作說明、分析，或於一開始對學術機關內部進行宣導。

由於各系所主任、學院院長或單位主管應該是監督者，可以對其加強說明以確保其

瞭解其權限、界限及校內行政流程，或協助其單位建立程序。 

 

三、防弊 VS興利，孰重孰輕？ 

 

我國的立法精神一向是防弊先於興利，所以對於法規訂定總是相當嚴苛、鉅細靡

遺，雖然法規說可以做，讓人很怕做錯，很難做事；對於法規上未訂定的，因為沒有說

可以做，就讓人更不敢去做了。技術移轉在我國目前是新興事業，目前就是遭遇這種情

形，很多相關規定都還沒有制訂，雖然有一科學技術基本法的訂定，不過仍不完備，在

很多相關措施執行時，仍受到其他法規的重重限制。例如預算法、政府採購法即是。 

像是政府採購法的限制，日前終於由總統令公布修正科技基本法，對技術移轉界影

響比較大的是，增定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明文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辦

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並達公告金額以上者，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

規定，但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排除政府採購法之適用。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

規定，將自五月三十日起發生效力。對法人或團體和承接其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之學術

研究機關時，真是一項福音。不過，如果專利律師事務所的委託也能排除政府採購法的

適用就更好了。 

當然法規可以慢慢制訂，慢慢修改至較完備。但是時機是不與允許等待的，目前國

家正值需要尋找新發展契機之時，興利的觀念應先於防弊，而國際潮流亦顯示一波波高

科技發展迭起，技術移轉是一大推手，我們應該稟持擴大解釋科技基本法的態度，來推

動技術移轉及其相關事務，讓法規還沒有訂定的新事務，在一適當的、審慎監督程序下，

可以順利地進行。參考美國實行技術移轉二十多年的經驗，對學術機關內利益衝突迴避

的規定制訂原則與一定的程序以遵循，但是利益衝突的界線拿捏應視社會風氣與經濟的

發展趨勢與現況來更改，保持其因應時勢的彈性，才不至於限制了所有積極、善意的活

動，扼殺了未來的可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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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與私利可以兼得 

 

技術移轉的主要目的是在改善世界人類之福祉，增進國家社會之財力，加強研究開

發之水平，促進研發人員之意願，其中各個目的並不相牴觸，只是比較起來有其輕重先

後。但在各不相違背的情形下，促進研發人員的意願反而是最重要的了，試想若研發人

員沒有高昂的研發意願，以創造出好的研發成果，沒有高昂的技轉意願，去從事技術移

轉，如何能以技術移轉來幫助產業升級，做出好的產品，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改善人

類生活呢？ 

 

我們都知道授權合約若要制訂得好，必須做到發明人與廠商雙贏，若說利益衝突相

關法規要制訂與執行得好，那麼就是應該非要做到學術機關、研究人員及廠商三贏的局

面不可了。再說技術移轉若要算成功，必須到有好的產品上市，真正對人類有助益，對

公眾利益有貢獻。如此藉由興私利達到創造更大公益的精神，公益與私利兼得，正是我

國制訂科學技術基本法的主要精神，佐之以利益衝突迴避之相關法規，是要提醒大家以

公利為重，讓過程有適當的監督機制而已，可不能本末倒置，讓研究人員在法規重重限

制下動彈不得，壞了科學技術基本法的大事可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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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對於學校利益衝突迴避相關規範訂定之建議是：訂定原則，規範程序，審度時勢，

保持彈性。 

若教職員在與外界接觸時，有些事情不知道能否做、怎麼做，在行動之前，記得找

技轉中心詢問就對了。 

在瞭解利益衝突迴避的精神、掌握原則下，遵循應有之程序，以創造公共利益為先，

必能不再綁手綁腳，發揮個人最大能力，為國家、社會、學校作更大貢獻，創造公眾與

個人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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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件 

1. 科學技術基本法（略） 可於以下網址查到全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H0160029 

2.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略）可於以下網址查到全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Lcode=H0150017 

3. 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4. 公務員服務法（略）可於以下網址查到全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S0020051 

5. 行政院禁止所屬公務人員贈受財物及接受招待辦法（略） 可於以下網址查到全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I0070004 

6.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略）可於以下網址查到全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I0070008 

7. 政府採購法（略）可於以下網址查到全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302 

8. 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略） 

9.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略）可於以下網址查到全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S0020052 

10. 教育部指派人員兼任董、監事考核要點（略） 

11. 國立台灣大學專任教師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準則（略） 

12. 專任教師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收取學術贊助金及分配辦法（略） 

13.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略） 

14.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略） 

15. 國立中央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略） 

16.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借調公民營企業作業須知（略） 

17. Stanford University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document 4.3 

18.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faculty handbook 

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olicy 150 

20.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1. “Risky Business” by Julia Porter Liebeskind（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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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STANFORD UNIVERSITY 

     I.   INTRODUCTION 

In December, 1975, the Provost's office issued a 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outside 
consulting activities by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Staff, including Academic Staff - 
Teaching, Academic Staff - Research, and Academic Staff - Libraries. That 
consulting policy remains in effect here, and, in addition, the general concepts of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as set forth in the Facul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are also hereby applied with certain modifications to the 
Academic Staff. 

      II.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cademic Staff, employed on a full-time basis at Stanford, owe their primary 
professional allegiance to the University, and their primary commitment of time and 
intellectual energies should be to the programs on which they are working. 
Whenever an individual's outside activities interfere with professional obligations to 
Stanford, a conflict of commitment exists. 

In the case of Academic Staff working at Stanford on a part-time basis, this general 
principle applies to the extent of the Stanford appointment. Academic Staff on less 
than full-time appointments may engage in consulting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employment, to the degree that those activities do not interfere with their obligations 
to Stanford.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policy relate to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1.Outside consulting privileges are not normally available to Academic Staff. They 
may consult only with permission, as noted below.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ay 
any Academic Staff member's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exceed the limits imposed by 
the faculty consulting policy, i.e., 13 days per calendar quarter (that is, one day in 
seven) on a full-time equivalent basis. (See further discussion in Section IV, below.) 
Academic Staff may not use University resources, including facilities, personnel, 
equipment, o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except in a purely incidental way, as part of 
any outside consulting activities nor for any other purposes that are unrelated to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NOTE: Permission for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Staff to consult, including the 
reasons for such permission, must be in writing, normally on a prospective basis, by 
the department/program chairman (for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Staff-Teaching), or 
by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for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Staff-Research), or by the 
director of the appropriate library (for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Staff-Libraries). If 
such permission is granted, the department/program chair or PI or library director is 
responsible for assuring that the consulting activities of the Academic Staff member 
do not adversely impact the achievement of program or project goals or subject the 
University to financial risk. He or she may require periodic written or oral reports in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學術機關利益衝突之迴避與處理 
 

－77－

 

order to discharge this responsibility. The content of these reports, and the basis for 
the permission itself, are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department chair, relevant dean, 
and Provost. (See further discussion in Section IV, below). 

2.Academic Staff must maintain a significant presence on campus (main or 
overseas) throughout each quarter in which they are employed by Stanford, consistent 
with the scope of their appointment. 

3.Academic Staff must not allow othe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o detract from their 
primary allegiance to Stanford. For example, Academic Staff employed on a full-time 
basis must not have significant outside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ies nor act as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n sponsored projects that could be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but instead are submitted and managed through another institution. 

      III.   CONFLICT OF INTEREST 

A conflict of interest occurs when there is a divergence between an individual's private 
interests and his or her professional oblig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such that an 
independent observer might reasonably question whether the individual's professional 
actions or decisions are determined by considerations of personal gain, financial or 
otherwis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and not on the character or 
actions of the individu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e common and practically unavoidable in a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Academic Staff should conduct their affairs so as to avoid or minimize such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must respond appropriately whe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ise.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policy relate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 

1.Academic Staff must foster the open and timely exchange of results of scholarly 
activities, informing faculty,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about outside obligations that 
might influence the free exchange of scholarly information. 

2.Academic Staff must disclose on a timely basis the creation or discovery of all 
potentially patentable inventions created or discovere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University 
activities or with more than incidental use of University resources. Ownership of such 
inventions must be assigned to the University regardless of source of funding. The 
inventor will share in royalties earned. 

3.Academic Staff must disclose in writing to their supervisor, or to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n their research, whether they (or members of their immediate family, as 
defined in the Facul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have consulting 
arrangements,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terests (also defined in that policy), or employment 
in an outside entity which provides funding (either gift or sponsored), or is otherwise 
involved in procurement or technology licensing relationships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4.In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objectivity of an Academic Staff member could 
reasonably be questioned, the supervisor or principal investigator is expected to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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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stion to the department chair and/or school dean for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of appropriate actions. School deans may consult with the Dean of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5.Academic Staff who are approved for Principal Investigator status are required to 
file an annual certification of compliance with the Faculty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Policy within their school. 

If a situation raising questions of conflict of commitment or interest arises, Academic 
Staff are urged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with their supervisor,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r 
with the department chair or school dean. 

      IV.   FURTHER DISCUSSION OF CONSULTING BY ACADEMIC STAFF 

The decision to permit consulting by Academic Staff will depend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needs of the program or project, the Academic Staff 
member's role and the scope of his or her appointment. Such permission is subject to 
review as circumstances change. If permission is granted, time spent on consulting 
must be in addition to, rather than part of, the regular effort expected of Academic 
Staff member's University work. The nature of consulting activities should contribute 
to both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to the stature of the 
University.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ay any Academic Staff member's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exceed the limits imposed by the faculty consulting policy. Moreover, an Academic 
Staff member's consulting activities may never exceed 13 days per calendar quarter 
(that is, one day in seven) on a full-time equivalent basis (this maximum applies to all 
periods of University employment, including vacations, quarter breaks, or other paid 
time off from work). Department chairs or PI's may limit an Academic Staff member's 
outside consulting activities to fewer than 13 days per quarter as necessary to meet 
University program or project goals. 

This policy applies throughout the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here may be further 
restrictions placed on Academic Staff consulting activities within individual schools or 
independent laboratories, centers and institutes (including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individuals employed in clinical departments in the Medical School). Please check 
with your dean's office or department chair for information about further policy limits 
within your school or department. 

In the event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visions of any consulting agreement 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an Academic Staff member by Stanford, the 
latter shall prevail.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or one similar) should be included in 
Academic Staff members' outside consulting agreement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b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e provisions of 
any agreement between Stanford and external sponsors of projects on which the 
consultant works as part of his/her University duties, shall prevail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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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Academic Staff member who wishes to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to be aware of the University's limits on such activiti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your department chair, dean, or Office 

of the Vice Provost and Dean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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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hapter 6 

OUTSIDE PROFESSIONAL WORK POLICY 

Section 1. Purpose and Authority 

The first obligation of members of the faculty and staff is the preparation for and 
carrying out of official University duties. Faculty and staff who are full-time are 
expected to devote full-time effort to their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versity recognizes that individuals,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tate benefit 
from faculty and staff involvement in and support of outside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y. 
Such involvement provides individuals opportunities to disseminate expert information 
outside of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employment structure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viding individuals additional experiences, augmenting their ability to carry out their 
University responsibilities. The University benefits in its ongo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it seeks to serve. 

Section 2. Outside Consulting Activities 

A. Members of the faculty, librarians, and other academic personnel may, upon 
approval issued consistent with Section 3 of this policy,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activities for remuneration. Provisions governing outside consulting by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al staff are found in Operations Manual, D.42.1, Section 7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Ethics in Public Service Act permits University faculty, 
librarians, and academic personnel to consult outside of their official duties if all of the 
following are true: 

1. the outside consulting is bona fide and work under the engagement is actually 
performed;  

2. the outside consulting is neither within official University duties nor under one's 
supervision;  

3. the outside consulting does not involve assisting others in transactions with the 
University in which the employee has participated;  

4. the outside consulting is not for an organization or person from whom the law 
prohibits receipt of gifts;  

5. the outside consulting is not under a grant or contract created by the University 
employee; and  

6. the outside consulting is not one which results in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r unapproved transfer of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B. Subject to approval in advance, members of the faculty, librarians, and academic 
personnel may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for remuneration to the maximum 
extent of 13 calendar days each academic quarter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empl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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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ing no more than one day per seven day week). The authority to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for remuneration is permissive. Requests to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are reviewed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pursuant to Section 3 of this policy. 
The 13 calendar days per academic quarter limitation may, with prior approval, be 
averaged across quarters of an academic year, provided, however, that no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will be approved that impairs the employee's ability to carry out 
regularly scheduled teaching or other work assignments or to complete the terms of 
grants and contracts. 
C. In the conduct of outside consulting engagements, University facilities, employees, 
materials, or equipment may not be used. No faculty members, librarians, or other 
academic personnel who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may designate their University 
office, e-mail address, letterhead, or phone number as their outside consulting 
business office, e-mail address, letterhead, or phone number, unless approved to do 
so as part of a school or college practice plan. 
It is important that faculty, librarians, or other academic personnel who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clearly identify that they are doing so as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and not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he Washington State 
Ethics in Public Service Act and the University's Policy on Employee Conflict of 
Interest (Handbook, Volume Four, Part V, Chapter 2) preclude state employees from 
utilizing their University position for private gain. University faculty, librarians, and 
other academic personnel shall inform those inviting them to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that they are doing so in their individual capacity and not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at such undertakings are outside of their University 
responsibilitie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will not represent 
individuals in claims stemming from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and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cannot indemnify University employees from liability related to their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D. No engagement for outside consulting shall be accepted that will subject other 
individuals or companies engaged in private business to unfair competition or that will 
involve University community members in any real or appar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may have an ownership interest may 
not be transferred by University employees while engaged in outside consul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ust be disclosed to the University pursuant to the University 
Patent, Invention, and Copyright Policy (Handbook, Volume Four, Part V, Chapter 7). 
Clauses in consulting agree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lauses on 
confidentiality and ownership/transf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olicy of the University and with University commitments under sponsored 
research agreements and shall be submitted for prior review with Form UoW 1460. 
BR, January 1949; Executive Order No. 57 of the President, March 21, 1978; revised 
May 1, 1985 and Feb. 27, 1998 
Section 3. Procedures 
A.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for compensation must be approved in advance. Faculty, 
librarians, and academic personnel are to complete Form UoW 1460, Request for 
Approval of Outside Professional Work for Compensation, which must be filed with 
the immediate supervisor and must be approved as required in Sections B and C 
below in advance of accepting any outside consulting activity. Requests to engage in 
outside work for compensation must be submitted annually for each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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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orm UoW 1460 shall be reviewed by the immediate supervisor who, after 
indicating a recommendation for approval/disapproval, shall transmit it for review by 
the appropriate dean or vice president. 
C. The decision of the dean, director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or vice president shall be 
final, except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When any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may result from the outside consulting;  
2. When the requesting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n equity or 

management interest or employee relationship in the organization for whom 
the consulting is requested;  

3. When the requesting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n ongoing 
scientific, technology transfer, or deeper involvement with the organization for 
whom the request is being made, including relationships that stem from 
institutional grants and contracts or outside ownership;  

4. Where the request is to consult for a local, regional, state, or 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r agency.  

In all such cases, the Form UoW 1460, Request for Approval of Outside Professional 
Work for Compensation,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Provost's Office for review, 
consideration, and final determination. 
Section 4. Annual Report 
Each member of the faculty, librarians, and other academic personnel shall submit a 
summary of all outside professional work, both for remuneration and for public or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previous academic year, to the dean, director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or vice president, with a copy to the Provost, by November 15 of each year.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as developed Form UoW 1461, Summary of Outsid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facilitate this reporting. 
Section 5. Exclusions From This Policy Governing Outside Professional Work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faculty, librarians, and academic professional community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nonprofit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to contribute their expertise to scholarly, editorial, and advisory bodies 
including governmental bodies related to their academic work, and to serve on public 
commissions or boards of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These involvements are most 
appropriately characterized as 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service and are 
complementary to University responsibilities. Such activities are not considered 
outside consulting and prior approval is not required. Such activities should be 
reported annually on Form UoW 1461 (see also Section 7 below: Policy Governing 
Acceptance of Honoraria). 
Faculty members, librarians, or other academic personnel are also encouraged to 
accept invitations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al agencies for purposes of presenting guest lectures, delivering papers, 
serving on review panels, and participating in accreditation activities. In such 
instance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to receive 
some form of honoraria for such activities (see Section 7). Such activities are not 
subject to limitations on outside consulting work and do not require prior approval, 
provided, if they involve time away from the University, approval for travel away from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sought from the appropriate supervisor. Such activities 
should be reported annually on Form UoW 1461.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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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redit courses or participating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activities not under the 
aegi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ior approval for such activities must be 
sou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in Section 3. 
Section 6.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Deeper Than Consulting 
A. Introduction 
There are times when a University employee's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may exceed the usual consulting relationships developed as a part of 
normal duties or in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and thus may not be covered by the 
Outside Professional Work Policy or by the University's Patent, Invention, and 
Copyright Policy. The likelihood of such involvement has increased as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commercial enterprises to market university research-based technology has 
increased. The University recognizes that such involvement can be and has been of 
significant benefit to the University, the employee, the commercial entity,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encourages appropriate technology transfer.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also offers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for inhibition of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f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employee's primary allegiance to the University and its teaching, 
research, and public service missions. However, such involvement may also enhance 
both the individual employee's and the institution's commitment to their shared 
missions. This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an employee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ethos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is complemented by a 
recogn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University that any rewards that may accrue to the 
University as a result of an employee's research efforts should be shared with the 
employee. Complementary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University's commitment to 
encouraging appropriate technology transfer a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iversity's 
integrity and primary goals of education and open inquiry, and the management of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Careful attention to avoiding such conflicts ultimatel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both the employee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this end, this 
section prescribes a disclosure and approval process for involvements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deeper than usual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or outside consulting. 
The policy recognizes the need for flexibil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anticipating all 
situations that may arise by leaving discretion to an employee's supervisor to interpret 
the policy and evaluate the activity propo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t in question.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the word "supervisor" means: 

1. Chair and dean for faculty;  
2. Director of the Libraries for librarians;  
3. Dean for chair;  
4. President for dean, director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5. Unit head (chair and dean, director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vice president, 

provost, or president) for staff.  

The dean's and President's responsibilities as supervisors may be delegated to the 
chair and Provost, respectively, except for approval of activities of the chair and 
Provost, respectively. 
B.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may have an ownership interest may not 
be transferred by University employees while engaged in outside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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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must be disclosed to the University pursuant to the University 
Patent, Invention, and Copyright Policy (Handbook, Volume Four, Part V, Chapter 7). 
Clauses in consulting agree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lauses on 
confidentiality and ownership/transf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olicy of the University and with University commitments under sponsored 
research agreements and shall be submitted for prior review by the employee when 
requesting permission to engage in outside consulting. 
C. Deeper Involvement Review 

1. The University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evaluate carefully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its employee's deeper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All 
employees, must disclose to their supervisors involvements with such 
enterprise where there is potential for 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ment, or 
allegiance with their University position.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trigger a more 
in-depth review: 

 
a. Extensive consulting with a for-profit business venture, with a start-up 
company, with a company in a developmental phase, or with prospective 
investors in any of these;  
b. Ownership of substantial equity in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at carries on 
activiti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mployee's area of academic work;  
c. Holding of a line management position in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d. Participation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of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or 
e. Assumption of a key, continuing role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ffort of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2. Requests for approval of such deeper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shall disclose fully to the supervisor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affiliation: 
a.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 Short and long-term commi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c. Financial aspects, including the extent of compensation, equity, and indirect 
and/or potential economic value; 
d. Expected benefit to the enterprise; and 
e. Expected benefit to the employee and to the University. 

3. Supervisors sh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major issues when evaluating such 
requests from employees: 
a. There should be prospective benefits to the employee and the University,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public service. 
b. The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employee's primary obligation 
to his or her University appointment, nor should it undermine the morale or 
academic integrity of the University. There should b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as 
defined in University rules and state law. 
c. The faculty, librarians, and academic personnel members' total average time 
commitment over a quarter to outside consulting and deeper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an consulting should not exceed the limit specified in 
Section 2 of this Chapter, that is, one day per seven-day week. 
d. There must be no anticipated distortion of academic programs or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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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Special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protect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students. 
e. There must be free access to the results of all research conducted at the 
University, as described in Volume Four, Part II, Chapter 1. 
f. Holding of a line management position, participation in day-to-day operations 
within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or assumption of a key, continuing role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fforts of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should not be 
approved for full-time faculty, librarians, or other academic personnel. The only 
condition under which the employee might normally remain at the University 
while carrying out such activities is if his or her appointment is reduced by a 
frac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level of activities. Even in such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employee's ethical oblig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University policies remain undiminished. 

4. Where an employee, whether full-time or less than full-time, desires to utilize 
the expertise and/or technology he or she has developed and to assist a 
business venture (i.e.,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or other commercial enterprise)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n idea, the employee and his/her supervisor 
should first seek the early assistance and counsel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o aid the employee in distinguishing those things which may be freely 
shared (e.g., "general expertise") from those the sharing of which may be 
restricted (e.g., "technology"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can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and advice with respect 
to commercial potenti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protection of an employee's 
interests.  

5. In considering requests for approval of involvement by chairpersons, the dean 
should consult with representatives within the department to ensure that the 
request is consistent with departmental goals.  

6. The supervisor must consult with th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regarding 
ethics law compliance prior to approving deeper involvements.  

7.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the employee and a record of the supervisor's 
action on the employee's request shall be retained by the University.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released by the University to other parties 
except as required under state laws or federal regulations.  

8. Employees on leave without pay or during unpaid summer months continue to 
represen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During these 
times, therefore, employees are still required to request approval from their 
supervisor for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s deeper than 
consulting.  

D. Exception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re exempt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unless they 
represent a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ment, or allegiance with the 
employee's University position: 

1. De minimis stock holdings;  
2. Ownership of or equity in a corporation used solely for the employee's 

consulting activities reported under Section 2 of this Chapter; and  
3. Uncompensated service on boards of directors of nonprofit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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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ppeals 
For faculty, see University Handbook, Volume Two, Chapter 28 Adjudicative 
Proceedings for the Resolution of Differences. For staff, see appropriate rule in 
Operations Manual. For librarians, see Libraries General Order 102. 
F. Annual Review 

1. Each employee who has received approval for deeper involvement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an consulting during the preceding year shall submit 
to the supervisor a summary of activities undertaken to the supervisor by 
November 15, with a copy to the Provost.  

2. The annual summary reporting and review of involvements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deeper than consulting may be combined with that prescribed for 
outside consulting activities.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as developed 
Form UoW 1461, Summary of Outsid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facilitate this 
reporting.  

Executive Order No. 57 of the President, May 1, 1985; revised September 21, 1992 
and February 27, 1998 
  
Section 7. Policy Governing Acceptance of Honoraria 
A. Authority 
The University adopts the following policy pursuant to RCW 42.52.130. 
B. General Rule 
University employees are specifically authorized to accept honoraria,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4. 
C. Definition 
Honorarium and Honoraria, as used in this policy, mean money or a thing of value 
offered to a University employee for a speech, appearance, article, or similar item or 
activi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employee's official role. Honoraria may 
include money or a thing of value offered to University employees serving on scholarly 
or advisory bodies related to their academic work, public commissions, boards of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review panels or accreditation teams, or similar activities. 
D. Limitations on Honoraria 
State law does not permit honoraria under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The person, company, or organization offering the honorarium wants, or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want, to sell goods or services to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employee is in a position to influence the University's decision to 
acquire that type of good or service;  

2. The person offering the honorarium is regulat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employee is in a posi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ulation;  

3. The person offering the honorarium 
a. is seeking or opposing or is reasonably likely to seek or oppose enactment 
of legislation or adoption of administrative rules or actions, or policy changes 
by the University; and  
b. the University employee may participate in the enactment or adoption;  
or  

4. The paymen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University's Outside Profession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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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xecutive Order No. 43 of the President, February 27, 1998 
  
Section 8. Policy on Candidacy for Public Office 
A. A faculty member, as a private citizen, is entitled to be a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to the extent such candidacy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his or her oblig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When appropriate, leaves of absence without pay may be 
granted by the Board of Regents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provide adequately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versity. 

1. A faculty member may hold appointive public office, the holding of which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versity.  

2. A faculty member may run for and hold local (especially non-partisan, part-time) 
elective office without mandatory leave of absence if the performance of his or 
her University duties is not impaired thereby and if it can be demonstrated that 
election to the office will not create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detrimental to the 
University.  

3. A faculty member may run for and hold other elective offices provided that prior 
arrangements are made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versity, such as 
reduced load with an equitable adjustment in compensation during extensive 
campaigning or leave of absence without pay when full-time service is 
required.  

B. A request to hold appointive office or to run for and hold local office without leave, 
or a request for an adjustment in the terms of his or her University appointment in 
order to run for and hold other public office, must be forwarded to the President 
through the chairperson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concerned. 
When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they will normally be granted for 
reasonable but limited periods. 
C. This policy shall apply to staff members also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civil service laws and regulations. 
BR, May 1966; Executive Order No. 35 of the President, June 1, 1972; revised May 1,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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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culty Interaction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七) Conflict of Interest  

A conflict of interest occurs when a person has a financial interest in a private sponsor of his 
or her research. "Financial interest" is defined as the holding any income, 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 stock ownership, or other personal consideration by a faculty member or his 
or her near relative in the sponsoring company. At the statewide level, conflict of interest is 
addressed by The Political Reform Act of 1974 and managed by the California Fair Political 
Practices Commission (FPPC). University policy is consistent with state law, and the 
University must report to the FPPC for its implementation. The NIH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have also established guidelines requiring full disclosure and review of potential 
conflicts. For UCI Guidelines on this subject, please see Appendix C.  

Practically speaking, the policy is directed at two aspects: (1) disclosure of the conflict to 
make sure the relationship is public and (2) substantive review of the conflict to determine if 
it is harmful to the University. The process is simple: Before the University may accept any 
gift, grant or contract from a private sponsor, the benefiting faculty member must file a 
disclosure statement indicating whether or not he or she has a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sponsor and, if such interest exists, the type and amount of that interest. A separate disclosure 
statement is also requir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ponsored project. A sample of the 
disclosure statement (Form 730U) is provided with this Handbook in Appendix C. If the 
disclosure statement shows no financial interest, the award may be immediately accepted.  

If the disclosure statement reveals a financial interest, a supplemental questionnaire (see also 
Appendix C) must be completed and reviewed by the UCI Conflict of Interest Oversight 
Committee. This Committee renders an opinion to the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 conflict may be harmful to the University and if so, whether or not the 
conflict can be managed. The existence of a conflic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mean that 
support cannot be accepted from the sponsor. Provided the conflict is disclosed but not 
harmful to the University, the conflict may be allowed to continue.  

In general, it is best to avoid acquiring a financial interest--especially board membership--in 
a private company that you hope will fund your research. The key to managing conflicts is to 
show that there is sufficient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ircumstance that caused the conflict and 
the sponsored research project. Recently,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Oversight Committee 
(COIOC) has ceased recommending acceptance of research awards from sponsors in which 
the P.I. i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ther factors that may help demonstrat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onflict and research include: student involvement in the research project, 
unabridged academic freedom, publications emanating from the project, and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managed according to Universit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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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 Policy 

It is the policy of the Institute to permit employees to engage in outside employment, 
consulting, or business activity ("outside activity") provided that no actual o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or appearance of such conflict exists, and such activity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ir ability to perform their jobs. Employees must not use their Caltech positions for 
private gain for themselves or for persons with whom they have personal, business, or 
financial ties. Employees must avoid any outside activity that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adversely affect or give the appearance of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objectivity of their judgment, or interfere with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i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r discredit the Institute. 

Note: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volunteer work such as charitable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ivities. 

Employees should als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possible impact that outside 
activities may have on the limits of their endurance, overall personal health, and 
effectiveness at the Institute. The Institute holds all employees to the same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and scheduling demands, and cannot make exceptions for 
employees who are engaged in outside activities. 

2. General 

A. Employees are required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Director 
of Personnel or designee prior to engaging in outside activity if any of the 
following apply: 

1. An actual, potential, or the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of interest 
exists. 

The examples below, while not at all inclusive, illustrat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n actual, potential, or the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of interest may exist. 

a. The employee is engaging in outside activity with an organization, and that 
organization is working under an Institute contract in which the employee is involved 
on behalf of Caltech. 

b. The employee contributes to the outside organization's efforts on any work 
that is sponsored by Ca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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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employee contributes to either the outside organization's or the 
Institute's efforts on any work which is contemplated to be the subject of a 
future Caltech contract with the organization. 

d. The Institute is considering the outside organization for a contract and the 
employee is in a position to influence contractor selection. 

e. The employee will be providing methods, techniques or ideas to the 
outside organ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sponsored work, but where all of the 
obligations for reporting such methods, techniques, or ideas to the sponsor 
have not been discharged. 

2. The outside activity, including the marketing of a service or product, is the 
result of knowledge gained from o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employment at the Institute. 

3. The outside activity overlaps the employee's scheduled Institute workday. 

4. The employee will be engaged in outside activity for more than six hours 
in any scheduled workday or more than 20 hours during any scheduled 
workweek. (This does not apply to non-benefit based employees working 
less than 20 hours a week at the Institute.) 

B. Performing any outside activity on Caltech work time is prohibited unless prior 
written approval has been obtained as provided herein. Additionally, the use of 
any Institute facilities, equipment, services, or supplies (including computers, 
software, reproduction machines, telephones, mail service, stationery, etc.) in 
connection with an outside activity is prohibited. 

C. The use of the name, logo, seal, or letterhead of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or any other Institute or Laboratory 
facility or organization in the conduct of an outside activity is prohibited. 

D. Contracts between the Institute and its employees or business which are 
substantially owned or controlled by Caltech employees are prohibited, except 
where the needs of Caltech cannot reasonably be met by another source. 
Exceptions must be approved in advance by the Director of Business Services 
and the Director of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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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ny Caltech employee who intends to work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s an 
employee, consultant, expert, or advisor is responsible for being informed of and 
complying with applicable laws concern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for notifying 
his or her supervisor in advance of such employment. Procedures as outlined in 
this memoranda must be followed prior to accepting employ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while employed by Caltech. 

Note: The federal conflict of interest laws are criminal statutes, applying to 
employees and former employees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can result in 
substantial finds and imprisonment when violated. Government consultants, 
experts, and advisors, whether serving with or without compensation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taken an oath of office as Government employees, 
are employees of the Governm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certain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utes. 

3. Procedure 

Obtaining Approval for Outside Employment, Consulting, or Business Activity 

A. Employee 

Prior to engaging in any outside activity which requires approval, the 
employee must complete Caltech Form PM 9-3 "Application for Outside 
Employment, Consulting or Business Activity (Outside Activity)" available from 
the Personnel Office and submit it to the cognizant supervisor. 

B. Supervisor 

Upon receipt of Caltech Form PM 9-3, the supervisor will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outside activity, add any appropriate comments, make a 
recommendation, and forward the form to the cognizant Division 
Chairman/Department Director. 

C. Cognizant Division Chairman/Department Director 

The cognizant Division Chairman/Department Director will examine Caltech 
Form PM 9-3 and concur or disapprove of the proposed outside activity. If 
concurrence is given, the form will then be forwarded to the Director of 
Personnel or desig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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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irector of Personnel or Designee 

1.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are any actual or potential conflicts or the 
appearance of such which 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Institute. 

2. Notify the employee of the Institute's decision in writing through the 
cognizant manager or normal supervisory channels. 

3. Retain a copy of the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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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 要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仰賴人力與自然資源的傳統工業時代，已經被以創意為

軸心的知識型經濟所取代。刺激技術普及和促進經濟成長的動力儼然已從有形的實體資

產，轉移至無形的智慧財產。 

 

智慧財產權的運用是研發機構拓展研發效益時的具體行為，創新的推廣策略及模式

則是協助後續開發、衍生市場利益的幕後推手。但隨著國內業者逐漸朝國際化全球運籌

模式邁進的同時，業者在技術移轉的選擇上及資源運用上，亦會有不同的策略性思考。 

如何因應產業需求，提供完善的加值規劃，將可商業化的技術給予智財權保

護，並搭配多元化之商業模式，將研發技術導入企業，以創造市場經濟新契機，將是技

術推廣單位需重視之課題。 

本文將就產業的成熟度，以技術行銷的生命週期為切入點，就三個階段,每個階

段擇一個代表性的產業來探討： 

1. 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奈米。 

2. 早期大眾(Early Majority)----生物科技。 

3. 晚期大眾(Late Majority)----資訊、通訊產業。 

 

本文將探討在不同階段對技術移轉的不同需求面，找出創造商業機會點或利益點的

具體要件；並經由實例的探討及經驗的分享，歸納適切的商業模式，以達到供需雙方雙

贏的局面，進而創造更高之產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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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知識經濟時代，唯有加速技術創新，累積並策略性地運用智財權，方能提昇

產業競爭力，所以建構健全的技術移轉環境，以促進大學、研發機構之技術移轉給

產業，是十分急迫的問題。 

  
    美國自 1980年以來陸續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及『史帝文生-懷德

法案』 (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聯邦技術移轉法案』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等，日本於 1988年提出的『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案』及我國

於 1999年提出的『科技基本法』，以法令來規範政府出資研發計畫之技術移轉活動，

讓研發單位或大學之研發成果能透過技術移轉、新創企業或其他技術合作而產生實

質的效益。 

 
    國內研發單位或大學之技術移轉活動雖然能更有彈性的運用，但面對詭譎多變

的科技及經濟環境，以及因應國內的產業結構，技術移轉環境仍有許多待調整之

處。國內的大學及研發機構雖擁有大量的研發成果，若沒有將其透過技術商品化的

過程為技術創造附加價值，實屬可惜。前陣子由於政策及實際情況的需要，國內的

各大技轉單位將重心放在專利申請上，這一兩年來，國內的專利申請量在國際間已

有相當不錯的成績，大學及研發機構內的教授、研發人員業對專利申請的重要性已

有所認識，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台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在專利申請的數量甚至高

於 M.I.T.、哥倫比亞大學及史丹福大學，而在國際間頗富盛名。可是面對這些為數

不小的專利，國家除了支付專利申請費及專利維護費之外，能得到什麼? 

 

    實際上惟有把這些豐富的技術供給結合產業的技術需求，才能為這些技術創造

更大的價值。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並不會與基礎研究的理念相違，事實上，研發人員

透過與業界的互動，可以使其研究更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業界提供研發人員一

個讓研發成果落實的平台。 技轉單位應該扮演大學/研發機構與產業界間的橋樑。

事實上，技轉單位比廠商更有機會與研發人員有緊密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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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技術就像一個好的商品一般。 我們絕對需要鼓勵教授或研發人員持續不

斷地研發創新，但同時亦要導入市場需求的概念。到底我們的消費者要什麼? 站在

價值鏈的觀點，廠商就是技轉單位的消費者。我們必需確信我們提供了對的東西給

廠商，是真正地符合他們的需要的，而非僅是一個新奇的發明。 這裡有三個問題

是技轉單位可以思考的： 誰是我們的顧客? 我們的顧客要什麼? 我們可以提供什

麼給我們的顧客? 或許我們能很幸運地在現存的研發成果中，找到已符合廠商的需

求的技術，成功技術授權理所當然會十分順利地產生；若果在現存的研發成果中鮮

少有能滿足廠商需求的，那技轉中心就可以扮演一個媒合的角色，拉進產業界及學

界的距離，最好在研發階段就導入市場需求的概念，以增加技術授權的成功率。 

 

    產業界與學界的技術合作可以帶來”群聚效應”，帶動地區經濟，外國的大學附

近的科技園區或科技聚落，證明了此為可行之道；學者亦提出：知識型經濟的地區

一般都在全球最發達地區的一流大學和研究中心附近(斯米勒 Smilor、吉布森 

Gibson、科茲米特斯基 Kozmetsky 1986)。群聚效應是充滿商機及研究機會的。例

如史丹福大學創立於十九世紀末，當時的舊金山還是一個以船運及貿易為主的商業

城，僅有少數的技術及產業分佈。很快地，由於史丹福畢業生的的貢獻，開發自己

的技術，電子產業紛紛如雨後春筍般冒出。1930年代，地區性的電子產業聚落誕生，

這些技術的來源大部分必須回溯到史丹福大學的貢獻。 

 

    大學和研發機構能不能帶動經濟的發展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很多研究團

隊的組織與運作已經和企業相近似，只是缺乏直接的利潤動機。當學研單位投入更

多的心力在研發成果的獲利上，將能經歷到知識所帶來更大的經濟價值，而首要之

務就是把這些技術研發的過程與市場的需求拉近，創造其附加價值。 

 

    技轉單位，特別是大學的技轉單位可以接觸到不同領域的研究團隊，我們可以

扮演一個創造跨領域合作的角色。如前所述，增進產業界與大學/研發機構的互動，

是一個創造雙贏局面最有力的方法。我們把學校/研發機構的研發成果藉由業界的力

量，將其變成可市場化的商品，然後將利潤帶回。大學/研發機構跨入競爭激烈的商

業世界，並不代表它們會失去傳統的教學及研究的功能；相反地，它會鼓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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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人員做更多的研究，而且這些研發成果可以更切合市場上的需求。 

 

    技轉單位最主要的任務即是尋找適合之技術，然後思考如何為技術加值。美國

史丹福大學認知到要策略性地使用它們的技術，不但讓史丹福擁有大量的權利金收

入，更迫使它們的研究領先其他的大學；華盛頓大學亦不遺餘力地與業界及教授建

立良好的互動，為學校的技術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美國加州大學讓旗下的各分校

加強各自核心領域的發展，並鼓勵優質專利的產出與技術授權，以擴大加州大學的

技術版圖。 

 

    Etzkowitz 於 2003 年提出”當科研機構及研發的流程將其研發成果變成可商品

化的時候，將會有一個大轉變---從分裂進入整合”。技術和專利都是好的，但我們

若不能將其商品化，他們僅是大量的成本支出。大量地申請專利而不將其商品化，

彷彿將價值連城的名畫放在閣樓裡一般，無法發揮價值。透過商品化的過程，我們

將可以看到更多獲利的機會。最重要的是，它促使我們將市場及顧客的需求納入。 

 

    本研究期待能透過本次國外的培訓、參訪的所學，配合國內技轉單位的現況，

找出將學校/研發機構技術商品化的策略及商業模式，以供國內各技轉單位及政府部

門的相關決策參考。 

 

二、研究目的 
 

 技術移轉組織是研究單位與產業技術移轉之橋樑，也就是讓技術供給者與技術需

求者能彼此滿足的媒介。本論文研究的重心即在如何透過了解不同技術採用者的需

求，而研擬不同的行銷策略及商業模式讓技術加值，拉近Market Push及Market Pull

的距離，進而促成實質的合作。我們針對不同型態的技術採用者，依據不同的技術採

用階段，找出技術推廣的策略及商業模式，並分析各階段之技轉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業

能力，並整合各領域的資源讓台灣各技轉單位更有效率地促進實質的技術授權及技術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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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架構 
 

本文分成五大部分，分別為：第一部分為緒論、第二部分為早期採用者、第三部分

為早期大眾、第四部分為晚期大眾，第五部分為結論與建議。第二至第三部分其下

之子架構依序為環境分析、技術採用者特質分析、技術採用者需求、商品化策略、

個案研究、技術加值的商業模式、技轉人員的專業能力。 

 

 
 

 

 

 

 

 

 

 

 

 

 

 

 

圖一：技術採用週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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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arly Adopter 早期採用者 

 

一、環境分析 

 
在 early adopter(早期採用者)階段，就技術面而言，雖已得到初步的研究而知其可

行性，但在應用方面，則尚未得到具體的實施。由另一個角度來看，此階段之技術，

預期可以應用於不同且廣泛的產業；例如目前我們所熟知且非常熱門的奈米科技即可

屬於此階段之技術，雖然有些關於奈米科技的技術已經實用化，但大部份有關奈米技

術的應用皆仍為開發中階段。產業界目前一方面由於研究單位之資訊傳播，另一方面

經由公眾媒體(如網路資訊、雜誌、報紙的散佈，少有人未曾聽過奈米科技，但儘管有

這麼多資訊的擴散，由於奈米科技涉及的層面既深且廣，一般人不但很難窺其全貌，

甚至於往往感到困惑，到底奈米是什麼？如何將奈米科技應用於公司的產品上以產生

新穎的特性，此為當今產業界不少人追求的目標。因此不論是研究機構、產業界、學

術界均投入相當的人力不斷的嘗試研究，試圖找尋並發現能達到上述目標者。以整個

國際情況來看，目前已有人力對於金屬、陶瓷、檢測、等等投注於奈米科技的研究，

以產業別來看，舉凡電子、資訊、化學、材料、生醫、能源、機械等等在奈米方面也

已有投入。以目前的趨勢分析，除了研發單位的投入之外，在企業中也有以「奈米技

術」之新切點來重新評估自己公司的製品及製造技術。雖然產品的本身是較引人注目

的，但奈米技術在製造方法方面可成為產生理想產品的基礎。 

 
在 Early adopter(早期採用者)階段，就市場面而言，雖然在市場上完全沒有該新科

技的產品，故市場交易量為零。然而這個階段卻是相當重要的時期，研究人員在經過

技術萌芽期所花費的精力、財力及時間，在此階段中驗證了該技術的可行性，使得該

技術得以開始進入應用。 

 

二、早期採用者的特質分析 

 

1.高瞻遠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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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的採用者，由於受未來激勵因此倚賴直覺，而他們的直覺一般多具有

遠見，眼光放遠的來看待以及預測技術的發展，而不侷限在目前。 

2.喜歡冒險，具有承擔高度之風險之決心 

早期採用者不受周遭環境或其他人的左右，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尋找可行的技

術，進而視機會的投入，因此他們應屬於激烈革命派，也因為如此，他們不受

傳統的束縛不畏懼失敗，勇往直前。 

3.喜歡成為拓荒者 

由於早期採用者擁有冒險犯難的精神，一旦成功，他們便是該特定產品領域的

創始者、先驅者、龍頭老大，也是能擁有排他權利，即有關技術的基礎專利之

獨佔者。 

4.技術導向 

將重點放在技術而非現階段之市場；早期採用者之思維以技術為焦點，技術的

考量遠大於現有已知的產業市場。 

 

由上，縱使奈米技術目前尚未達到可以在生產線上的量產階段，但投入財力或

人力的企業家多半具有上述的特質，或許已對其未來市場上的需求做適當的評估、

預測，同時，該企業也必定能承受高風險的挑戰，明瞭若成功即成為市場上的先驅

者，否則須接受失敗的事實。 

 

三、早期採用者的需求 

 

1.了解技術的發展以及希望得到可行性的結果 

由於在此階段的技術無法立即實際運用於產業，因此會有許多天馬行空的應用

想法被思及，同時當然也會有人(一般為研究機構或學校)嘗試的對其下工夫，因此，

隨時掌握技術的發展是早期採用者所需要的。 

2.希望此階段之技術能被廣泛的為人所知 

其目的在於為往後的應用做宣傳，可促使更多的人投入於該研究之中，為商品

化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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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化策略 
以一個技轉角度的立場，對於早期採用者階段的技術如何將其包裝來符合企

業的需求，這是困難且非常重要的，但最基本的，技轉人員必需了解在此一階段，

技術尋求者的特徵以及其可能的期望，如此才能依據其所需而擬定行銷策略。 

1. 技術的宣導 

提供該項技術不僅是概念，且是可以實施的。 

2. 誘因的刺激 

      相關的專利分析，以及已有的基礎專利。 

3. 該技術相關的市場訊息，以及可能的應用領域。 

4. 提供未來商品化的可能性。 

5. 尋找具冒險精神的投資者。 

 

五、個案分析 

 

1. 案例一：人工水晶體 

＊ 定位：Calhoun Vision， Inc. 是一個光學產業的公司，以發展人工水晶體

為主。 

＊ 歷史：Calhoun Vision， Inc.位於 Santa，是加州理工學院的 start-up。 

＊ 原始技術：特定之技術(基礎技術包含專利)，來自於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  

進實驗室(JPL)執行 NASA火星計畫成果之一。該成果之發明人突發其想，

認為該項技術應可用於光學的應用，因而確立了技術的另一新用途，因此

由加州理工學院的技轉中心人員協助技轉該技術。 

 

2.確立技術應用的可行性 

經由實驗證實利用感光性材料加入於矽材料內製作人工水晶體，當植入病患眼

睛後，以雷射光照射使材料產生內部聚合以調整適合病人的最佳狀態，再將該

人工水晶體以該雷射光鎖定，病患即恢復其清楚的視力，視力程度的選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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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需求做調整，但調整僅止於一次。該技術在實驗中同時利用光學的儀器以及

該公司自行設計的光學系統與程式，證實在製造方面，可縮短時程。 

3.商品化評估與挑戰： 

該技術之商品化可以應用於 Light Adjustable Lens的產業，此訊息係來自學校實

驗室之研究人員(是發明人也是公司的出資者之一)。目前該項雛形產品正於墨西

哥進行動物實驗。該產品初期係針對病理性患者所設計，例如患有白內障之病

患。該公司期待將來的有朝一日，可將該技術用於一般視力不佳者，例如近視者

或遠視者，解決其戴眼鏡(含隱形眼鏡)所導致不方便或副作用之困擾；更且，該

公司另有一項挑戰係將其改變人類原有雙眼可容忍視力極小的差異，轉而將其用

於使一個人的雙眼，以一眼看近物，另一眼看遠物的想法。是否果真能如此，我

們可以拭目以待。 

4.與加州理工學院保持良好關係，技轉人員扮演良好的橋樑 

由於技轉人員隨時與該公司保持良好的關係(互信)，因此若該公司有任何的需

求，Caltech將盡全力協助，而對於公司而言，也願意將其所得之初步成果與學

校分享。 

 

2.案例二：奈米科技13 

以奈米科技為例，奈米科技可應用的範圍非常廣泛，以下將以一共通的技術推

廣概念，建議一技術移轉的可能策略及商業模式。 

1.技轉策略：了解奈米技術尋求者的期望。 

＊ 選擇適當的技術種類。 

＊ 找尋該技術之基礎來源。 

＊ 配合現今週遭環境的需求，或暨有的生產設備，選擇應用的產業。 

＊ 蒐集該技術及應用產業的相關訊息，包含智慧財產權。 

 

2.商業模式：技轉人員應提供的項目 

＊ 由眾多的奈米技術(如奈米金屬、奈米玻璃、奈米陶瓷、奈米碳管等)中，確

                                                 
13參考資料 Kawai Tomoji “奈米科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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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項特定之技術(如奈米玻璃)。 

＊ 找出該特定之技術可能應用的產業(如應用在太陽能電池、汽車窗戶玻璃

等)。 

＊ 將該特定之技術及其應用的產業資訊，依可能的被授權者，提供其相關的

訊息，如專利的分析、市場的評估、最受期待的利用領域(如奈米光子玻璃

在光資訊領域的利用)等。 

＊ 適時的拜訪該可能的被授權者，了解其需求、儘可能提供其所需，取得其

信賴，並維持良好的關係。 

 
上述之案例一，由於技術來源是學校的研究員同時也是 start-up 公司的出資者

之一，因此，大部份的訊息均可藉由該研究員自行取得，對於技轉人員而言，其所

要做的工作相對的較為減少。 

 

由案例二所提出的奈米科技技術移轉策略與實際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技轉的例

子比較，包含了特定技術的選擇、確立應用的方向(排除美國文化的不同，學校研

究者同時可以參與不同於其在學校研究領域之技術開發甚而商品化)、技術的分

析、以及與技術人員維持良好的關係，二者是類似的。 

 
因此，對於早期採用者階段，排除了國家文化的不同，我們提出了如上之說明，

也因為文化以及風俗民情的不同，我國的技轉人員對於早期採用者階段所要花費的

精力也較美國技轉中心多出許多。 

 

六、技術加值的商業模式 

 

1.散播技術使該技術廣為人知 

將技術儘可能的透過任何管道擴散，提供大眾知悉，為往後的一切活動鋪路。 

2.蒐集分析可能的市場資訊 

新技術的開發，最重要的就是要能運用於市場，由於在早期採用者階段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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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其市場並不成熟，甚至可稱為市場未知，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尋求可能

的應用市場是非常重要的。 

3.技術商品化的評估 

早期採用者階段，即便已確立其應用的市場，但若要論及商品化，對此階

段而言，還是一條漫長之路，因此商品化的評估也是不可缺少的。 

4.提供可能相關的智慧財產權，以提昇該技術的價值 

智慧財產在今日的社會已廣為人知，專利權在技術的保護方面，確實是一

個非常有力且不爭的事實，因此，任何的科技，若能取得專利的保護，即有

排他的權利。此外，在實施一項技術時，若事先沒有做好智權的準備工作，

則有可能誤觸地雷。 

5.找尋可能的參與者加入以降低風險。 

由創新的技術而至市場的過程中，扮演技術的研發與企業之中間橋樑的技轉

人員，對於在此 (早期採用者)階段之技術的應用在於初始階段，屬於“不成功就成

仁“之態樣，雖然投入的企業具有冒險的雄心，但為了協助其降低風險，技轉人員

也可視需要找尋適當且有意願的企業來共同投入市場的產品開發。 

 
6.建立長期且密切的連繫關係 
技術授權在任何階段，與客戶建立良好的關係，維持雙方的互信是非常重要

的。作為橋樑的技轉人員可透過非正式的形式，了解此階段的客戶之需求以及

疑問，特別是對於早期採用者而言，遠較其他階段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

協助其解決問題是特別重要的。 

   

對於技術移轉，美國大學技轉方式一般而言與我國不同，發明人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他們除了協助技轉人員針對可能的被授權者對其發明做詳細的介紹之外，並且也

幫助尋找潛在的授權客戶，約有 50%的技轉案之被授權者是由專利的發明人所找尋

的。另在美國大學中，教授(即研究人員或專利的發明人)與技轉人員是相互配合且互

相信任的；並且只要與學校的教學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發生，是可以同時任職於企業

的。故，對於 Early adopter的技術，發明人可將其原始的基礎研究技術，應用於與該

基礎研究技術不同的領域，進而創造另一應用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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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台灣的技轉情況，由學校教授或者研究機構之研究員自行找到潛在客戶的比

例並不高，並且與其技轉人員的配合也不若美國密切，因此國內的技轉人員必需花費

更多的精力，特別是在增進研究員與技轉人員間的互信關係以及對其做教育訓練上。 

 

 

七、技轉中心的專業能力 

 

1.需有科技基礎知識(要能了解技術)。 

 2.市場分析的能力。 

 3.良好的溝通技能。 

 4.IP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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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arly Majority早期大眾 
 

一、環境分析14 15 

 
從技術面觀之，依據 Betz於 1998年將『技術生命週期』分成五個階段，分別為： 

技術發展期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應用技術出現期 (Application Launch) 

應用技術成長期 (Application Growth) 

技術成熟期 (Mature Technology) 

技術衰退與取代期 (Technology Obsolescence and Substitution) 

若將『技術生命週期』分為四個階段，則分為： 

導入期  (Introduction) 

成長期  (Growth) 

成熟期  (Maturity) 

衰退期  (Decline) 

 
現階段的技術處於應用技術出現期及應用技術成長期，亦即技術快速成長的階

段。此時已經有較多的企業與廠商開始投入研發。對於從導入期就開始進行研發的

企業與廠商，可以利用先前累積之經驗用於輔助產品與技術進一步的創新。企業與

廠商在研發創新的策略上，乃是使所應用的技術更為成熟，例如在製程的穩定性及

效率，以加快產品上市的時程，並建立產品的強力品質。 

 
現階段的市場步調疾速，由於需求的急遽增加，遠超過供應的能力。因此企業

的產品量化及擴大市場佔有率，成為市場領導者，成為現階段廠商最刻不容緩任

務；這一方面影響企業的銷售及財務能力，一方面則意味著潛力更大的後續生意。

企業如何在群雄並起的混亂局面中雀屏中選，脫穎而出呢? 便是在正確的時點上，

同時掌握了市場動態和領袖地位。這階段的企業期待市場領袖的出現，因為如果沒

                                                 
14 “萌芽期技術之研發投入、技術成果與智財權之研究—以台灣生物晶片產業為例”，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企研所 陳柏宏論文 ，2002/06 
15中興大學技術授權中心佘日新主任演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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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明顯的市場領袖出現，則群雄並起，產業標準無法確立，導致不穩定的狀態，

造成長期的決策下達呈現較高的風險。簡而言之，在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時機與效率。對於先進入的廠商而言，特別是在導入期已進入的企業與廠商，大多

已經搶得市場先機，可能已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其研發能力與經驗也較為充

裕；而對於後進的企業與廠商而言，如果有相當程度的研發能力，自可獨立研發符

合本身的公司策略與市場需求之產品和相關技術。事實上，對於這些晚進的企業和

廠商而言，已經喪失市場先機，因此必須將其研發時間縮短，以期能趕上先進的廠

商及企業的市場，至少，它們所研發的產品和技術的功能要能與先進企業旗鼓相當。 

 

現階段的的市場特色為廠商數趨於穩定，產品、服務需求大量增加、逐漸產生

標準商業模式的生產；面臨如：需求大於供給、替代技術產生與競爭、技術或服務

進入市場時間的考量；通常此階段廠商及企業的生存之道，對於較早進入的廠商及

企業而言，便是利用先前研發的技術，藉由學習曲線帶來的經驗效益，儘速推出完

整產品，成為市場上的產業規模或領袖；至於新進者通常會採模仿創新的手段，加

快腳步趕上前者，以獲取立足之地。從技術導入期進入成長期的階段，會有一個所

有廠商及企業都期待捉住的『機會之窗』，獲利率極高，因此會吸引大量的廠商加

入戰局，會選擇在這個階段切入的廠商，採取的是 ACER的老二哲學。 

              

二、早期大眾的特質分析 

 
1. 實用主義者 

這個時期的採用者代表所有技術架構的大眾，具有重大的消費群體。他們

在採用技術的時候，會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已不像早期的採用者一樣深愛

挑戰，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早期採用者對技術有著一股難以形容的狂熱，

願意在技術發展情勢不明的時候，擔任開路先鋒；實用主義者的重心卻在有

效地運用科技來增進生產力，強化內部的運作體系。他們在採用技術前一定

會向所信任的人尋求參考意見，若有成功的案例，對他們而言會更具說服力。 

對於早期進入的廠商及企業而言，經過前面的摸索、焦酌、等待與堅持後，

他們期待看到成果，或對已產生的成果更是戰戰兢兢，想要保住江山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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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一群採用者所呈現的是一種較早期採用者謹慎的態度；而對於新進的

廠商及企業而言，經過一段時間的隔山觀火，等到局勢漸趨明朗後才選擇加

入戰局，表示他們本身就是比較小心謹慎的族群。 

 

2. 重視製程效能與效率 

這個階段已由利基市場轉型至大量市場的過程，採用”大量市場策略”。

由於競爭者的增加，現階段的企業或廠商對於”time to market”的掌握非常敏

感。他們開始注意成本與效益.亦即產品的特性逐漸被認可，產品愈來愈確

定，雖然創新下降，但為了降低成本，廠商會大量地改變製程，如此才能提

高顧客的 C/P值(Cost/ Price)，為顧客創造較高的價值，吸引消費者，擴大市

場佔有率。 同時，廠商及企業會將產品量產化，製程的效能與效率更顯重

要。 

 

3. 差異化/應用延伸 

由於廠商陸續投入市場後，商品開始出現差異化的需求。技術也大幅提

升，但創新的層度降低，廠商開始嚐試發展其他的應用，增加其附加價值，

拉大與其他競爭者的差距，以獲消費者的青睞。較早進入的廠商，已經累積

一定的能量，在這個成長快速的階段，便會在其核心技術上發展，創造差異

性及多元的應用，讓其它競爭者望塵莫及；新進的廠商更是會想辦法模仿創

新，並在原創上加以變化，達到技術的延伸，創造差異性。這個階段主要會

以原有的核心技術做改變，並不會有太大的創新。 

 

三、早期大眾的需求 

 
1. 建立核心能力及強化競爭優勢 

市場/技術經過前面混沌的局面，現在已漸漸地產生清楚的輪廓，廠商或

企業會開始思考自己的核心能力及優勢，企業通常會在三方面追求競爭優

勢：產品優異、營運優異及顧客偏好(1995 Michael Treacy Fred Wiersema)，

若能三者均顧當然是最美好的情況，實際上其間存在著 trade-off的關係，為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技術衍生加值之商業模式分析 
 

 －111－

了追求任何一個領域的優勢，則必須在其他兩個領域中有所妥協，換這之，

一個企業或廠商，不可能在這三個領域中都保持超凡出眾的態勢；因此關鍵

點即在於檢討企業或廠商本身的核心能力，然後選定一個最可能締造優勢的

層面來集中資源，一舉突破。專注在企業的優勢上，建立企業的核心能力，

然後打出致命的一擊。 

 

2. 如何創造更大的市場規模取得市場領導地位 

一旦技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進入『白熱化』狀態，這將是一個群雄爭

霸的混亂局面，卻也是可以快速獲得財富的階段。將核心技術深耕後，更

多延伸技術的應用，透過有效率的營運以擴展市場，此時的市場需求十分

旺盛，若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取下市場大餅，才能贏得市場之冠軍寶座。

在許多市場，產品所蘊涵的技術愈來愈多，公司必需精於技術的整合，才

能在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一個製藥技術，可能含括了化學、生物及醫學

等領域。 

 
3. 加速產品上市(time–to-market) 

營運流程的卓越在這個階段，顯得特別的重要。市場上強烈的需求，在期

待  一個完整產品的出現，誰能迅速地推出產品，誰就搶得先機。在基礎技

術廣泛流傳、技術/產品生命週期縮短下，產品/技術若能搶先上市，在短期

內即可獲超額的報酬。 

 

四、商品化策略 

 

1. 深耕與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的關係 

“關係網絡”是技術/產品發展之雖是任何一個階段都不可或缺的成功要素，

但在這個階段，我們可以更有效率達成信任感之建立。由於與早期採用者已

經有過合作的經驗，因此技術成長期階段，若能更深入地建立彼此的關係，

不僅可以提高合作成功的機率，更可加速雙方合作的速度，並建立更長期的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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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增技術/產品的應用 

以核心技術為基底，發展出更多的應用，增加差異性及擴大市場佔有率。 

3. 製程管理 

 了解每一個應用的製程 

 改善營運流程 

--降低成本 

---縮短製程，以達到量產及上市的效率 

 

五、個案分析—ZymoGenetics 

 

2. 背景： 

＊ 定位：ZymoGenetics 是一家生物製藥(biopharmaceutical )的公司，主要        

在發展以蛋白質為基礎的療法，運用在預防或治療人類的疾病，如

心血管疾病、自我免疫的疾病、腫瘤及組織再生。 

＊ 歷史：ZymoGenetics的總部位於西雅圖的 Lake Union湖畔，是華盛頓大學

的 start-up。ZymoGenetics成立於西元 1981年，由三個教授共同創

立：Earl W. Davie 和 Benjamin 都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Michael 

Smith教授則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也是西元 1993年的諾貝

爾獎得主。 早期 ZymoGenetics和丹麥的 Novo Nordisk A/S合作開

發蛋白質重組合的生產系統；西元 1988年 ZymoGenetics成為 Novo 

Nordisk A/S的子公司，一直到西元 2000年 ZymoGenetics獨立出來

為生物科技公司， Novo Nordisk A/S仍是 ZymoGenetics的投資人。

ZymoGenetics於西元 2002年 2月 1日正式 IPO。 
 

3. ZymoGenetics商品化策略 

(1) ZymoGenetics內部研究發展並直接行銷。 

(2) 與其他企業共同研究發展及合作行銷。 

(3) ZymoGenetics將其專利組合外部授權予其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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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ymoGenetics與華盛頓大學的合作關係 

(1)長期的關係： ZymoGenetics 為華盛頓大學的新創企業，其創辦人是華大

的教授，最早的技術是由華大授權而得，目前仍和華大維持

十分穩定的合作關係。ZymoGenetics 表示華盛頓大學對

ZymoGenetics 的技術創新有著很大的助益，它們一直和華

大保持密切的聯繫， ZymoGenetics本身的研發已經是相當

不錯的，當 ZymoGenetics 需要突破時，他們會向華盛頓大

學尋求新技術或新知識。會一直和華盛頓大學合作，是因為

彼此的默契、華大教授卓越的研究及技轉中心的專業。 

       (2)授權的挑戰：生醫是一項比較特別的產業，一個新藥推出的過程，要經

過所謂的『Clinical Trial』，不僅耗資鉅額，最令廠商頭痛的

是彷彿遙遙無期的檢 測流程。 ZymoGenetics 表示整個流

程大約要十二年到十五年，花費近約八億美元的經費。通常

對於市場的成功預測率為 1%，也就是說有 99%的失敗率，

這實在是個風險極高的產業。 在和華盛頓大學的授權過程

中，最令他們頭痛的是，有太多的規定，談判的過程來來回

回將近六個月，合約書一改再改。時間對企業來說是非常寶

貴的，再加上這樣的技術授權基本上也是要冒很大的風險

的，因為不保證能開發出新藥，更不可能保証上市成功。學

校要企業提出一大堆資料保証市場前景，事實上市場是極難

預測的。  

 

(3) ZymoGenetics的回饋 

      一個成功的技術授權，應該是能創造 win-win 的局面的；不僅是

ZymoGenetics從華盛頓大學獲得技術及知識上的支持，同樣的ZymoGenetics

亦對華大帶來極大的回饋： 

(a)提供新穎研究給華大的教授做研究。 

 (b)不單是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的回饋， ZymoGenetics給予華大許多的捐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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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上的支持，他們稱之為『gift』。 

(c )提升華盛頓大學的知名度。 

六、技術加值的商業模式 

 
在此主要以各大學的技轉中心或其他的研發機構的角色探討在為學校或機

構裡的研發成果，透過將技術行銷、包裝，將技術商品化，為技術加值的商業模式。 

 
1. 加速技術授權的行政流程 

現階段的廠商，是不能容忍絲毫耽延的，稍一鬆懈就可能被競爭者迎頭

趕上甚至被取代。其他的產業或許不像 ZymoGenetics 等生醫產業需要經過

層層關卡才能推出新產品，但一個技術從研究 發展 設計 系統組裝 測

試 生產 產品上市，這樣的流程已經是夠令廠商頭疼，再加上市場步調疾

速及不確定性更令廠商壓力倍增。因此在整個技術授權或移轉時，若能減少

行政流程的時間，特別是談判協商的過程，對業界接受學校或其他研發機構

的技術授權深具吸引力。若授權機構能有專業的團隊，各自分工，特別給予

談判團隊更大的空間及彈性，定能減少技術授權的行政流程時間。 

      
2. 產業情報/市場情報/技術情報的蒐集 

這也許是無論技術發展到哪個階段，都是技轉單位不可忽略的部分，但

在大眾採用者這個階段，誠如前面所言，廠商對效率的要求及急迫性是比其

他階段高了點，技轉單位若能了解產業界的需求，不僅可以增加談判的籌

碼，亦能幫助研發機構的研究切合產業發展之需要，最重要的是它亦加速技

術商品化的流程。技轉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拉近技術供給及技術需求的距離

以媒合 technology push及 market pull。現階段的技術己不像導入期般撲朔迷

離、前景未明，產業的輪廓逐漸清晰，技轉機構可透過報章雜誌、論文、網

路資訊或實際訪查等方式，隨時掌握產業的發展情勢，便可提供研發人員產

業資訊，協助其將產業的需求納入研究，使研發成果更貼近市場需求，因此

提供的技術將可減少廠商的研發時間，加速產品的上市，如此便能吸引廠商

願意與學校或其他研發機構技術授權，在談判的過程中，研發人員、廠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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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人員都能更快地進入狀況，亦能減少技轉所花費的時間。 

 

 

若能有誘因或法令規增加研發者的研發成果揭露，或透過研發人員的學

生、助理以取得研發者的成果資訊及研究方向，將有助於技轉單位更快速地

為廠商覓得合適的技術，廠商在大量湧入的競爭者中，拔得頭籌；至於市場

情報的蒐集，可以透過與社管院或其他的行銷研究中心如位於美國聖荷西市

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cubator(IBI)的Marketing Research Institute，進行策

略聯盟而取得市場資訊，以增加技術的附加價值，提高談判籌碼。 

 

美國的技轉單位會利用學校商學院的學生做商業及研發情報蒐集的工作，

他們發現學生通常不是因為金錢而被吸引來做這份工作，更大的誘因是提供

學生一個實習及與產業接觸的機會，表現良好的研究生，可能會被技轉中心

留住成為員工或被企業雇用。 

 

3. 成功案例的分享 

早期大眾是比較務實的採用族群，成功的案例比較能夠吸引他們投入。透

過電子報、中心刊物或網路，讓研發人員及廠商知道，取得實用主義者對技

轉中心的信任並吸引他們加入授權的行列；誠如 ZymoGenetics 已成為華盛

頓大學技轉中心及研究品質最好的宣傳一樣。與其他的研發人員分享成功的

案例，亦讓成功技轉案的研發人員成為技轉機構最佳的廣告。美國許多大學

的技轉單位表示，他們會在一些較輕鬆的聚會場合，藉機分享中心成功的案

例，特別當那位教授在場時，簡直是最有效的宣傳。 

 
4. 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持續與早期採用者保持密切的聯繫，讓早期的授權經驗成為現階段的敲

門磚。早期大眾意味著會有更多人加入市場競爭，技轉中心理當留心尋覓

新的授權廠商，但與早期採用者建立的關係的維繫，卻使技轉中心減少技

術推廣及爭取信任的時間。在技術成長期，技轉中心若能將良好的服務、

豐富的資訊及卓越的技術，如同一個完整產品呈現給廠商，幫助廠商抓住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技術衍生加值之商業模式分析 
 

 －116－

獲利豐厚的機會之窗，將有助於技轉單位與廠商長期的合作關係。美國大

學的技轉中心和台灣技轉中心一樣均會透過研討會或其他對外開放的活動

接觸廠商，但他們更積極地與廠商接觸，無論是拜訪合作過的廠商，以 mail

問候廠商近況或透過帶著教授與對其技術有興趣的廠商談判，來和廠商建

立較深入的關係，也是一些不錯的做法。美國的技轉中心也會積極地參與

學校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聚會，藉此和校內的教授接觸，增加合作的機會。 

 

 

七、技轉中心的專業能力 

 

1. 有效率的行政 

這個階段講求的是”速度”與”效率”。過去與廠商談授權的過程中，最常聽到廠

商抱怨的是行政效率的問題。市場上的競爭之激烈是刻不容緩的，常常在漫長的

協商談判後，又要面對一大堆制式的行政流程，最令人擔心的是等待公文往返的

時間，對廠商和教授都是一大煎熬。技轉中心既是兩者間的橋樑，就該扮演促成

技術授權的加速器。就學校而言，有許多流程是根深蒂固的，也就是所謂的”遵

循傳統”。就實際面而言，或許不可能在短期內改善這種冗長的行政流程，但技

轉人員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反應，技轉人員應有為客戶鞠躬盡瘁的毅力，若行政流

程太長，費時過長，技轉人員應該隨時督促追蹤文件的流程，甚至請工讀生帶著

公文跑完所有行政流程。若是合約書往反或協商過程耽延，技轉人員亦應隨時關

心廠商及教授/研究人員在合約書上是否有其他意見，需要任何協助。 

2. 對產業敏感 

技轉中心可以透過其他管道得到商業資訊，為授權金的取得加碼。例如聖荷

西的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Incubator (IBI)擁有一個產業研究中心，負責蒐集並分

析市場情報；或各學校的研究中心及法商學院都是很好的資源。技轉中心可以和

這樣的單位建立策略聯盟的關係，以取得最新的產業訊息。將來技轉中心的規模

夠大後，也許中心內可以有二至三個技術守門員，專門蒐集產業情報。 

 

3. 良好的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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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單位既演一個仲介的角色，顧名思義就是”媒合”。要把兩個思想觀念相

距頗大的個體拉在一起，靠的就是溝通與協調，才能讓雙方達到共識。技轉人員

應該要俱備良好的溝通能力，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認真誠懇地聽懂老師及廠

商的意思，不僅是表面意思，還要明白其可能有更深一層地含意，確認自己已經

完全了解對方的意思後，才將訊息傳達給另一方。技轉人員應該是調和的角色，

會接觸到談判的雙方，切忌因為不當的傳話或會意，而造成授權雙方不必要的誤

會。 

          

4.  耐力 

授權是一項藝術，亦是一場耐力賽。技轉人員的耐力是很重要的。為了追求

效率；廠商可能會對時間性十分要求，技轉人員必須在催促雙方簽訂合約、談判

或行政流程中，反覆地來回往返。要在這忙亂且急迫的時刻，仍保持耐心，不僅

看修養，最重要的是專業度。當技轉人員明白這是一個過程，並在任何一個階段

均不改起初的熱情，就能表達高度的專業。 

 

5.  對智慧財產的認識 

這是絕對重要的。無論對智財法規、實務、運作的認識，都是技轉人員應具備

的專業。智財領域的範圍太廣闊了，技轉人員的人應該專注在某一個領域，但卻

需對其他的領域有初步的認識，以致於將來所需時，知道如何在最快的速度內找

到所需的資源。 

 

6. 整合資源的能力 

現在國內的技轉單位的規模都很小，如何在有限的人力下做到如此複雜且專業

的業務，當然不可能由技轉單位一手擔起；即使像美國的技轉單位已有一定的規

模，組織成員亦有相當的專業能力，仍有許多業務是外包的，如 律師事務所負責

專利申請程序、與其他單位共同蒐集市場情報…等。 

 

由此可知，技轉單位應該具有整合資源的能力。像華盛頓大學提供研究生工讀的

機會，讓他們協助提供產業或技術情報，就是不錯的選擇。大學的技轉單位可以先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技術衍生加值之商業模式分析 
 

 －118－

整合內部各學院的資源，主動與其建立關係，至於外部的資源，國家的政策應該做

一個更有效率的規劃，以免產生技轉單位搶資源卻又因重覆使用卻導致浪費的情

形。  

 

對早期大眾的授權者而言，他們十分在乎速度，因為經過早期的摸索，他們漸

漸期待看到成果。 這個時期的技轉人員需要給人有效率的印象，並表達出了解廠

商的需求的態度。清楚地把廠商的需求傳達給教授/研究者，讓雙方能更有效率地達

成共識。技轉人員亦應想辦法讓授權流程更有效率，透過種種人脈及資源解決遭遇

的困難，並不斷地把協商過程中所遇到本身的職位或能力不能解決的問題，回報上

司，與上司一同討論解決之道，亦藉此過程讓上司間接參與在整個授權案中。上司

也許不會投入授權的每一個階段，但卻往往是關鍵的解決及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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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Late Majority晚期大眾 
 

一、環境分析 

 
就如同對單一產品從「Phase in」（導入市場）到「Phase out」（逐步淘汰）的每個

生命週期階段，會有不同的行銷策略及行銷機能組合，來創造最大的獲利率一般；不

同的科技產業亦會有其所相對應的產業週期階段，例如：生醫科技目前可算是正由萌

芽期邁入成長期。以下將用成熟期的區域網路通訊（Data Communication； Datacom）

產業為例，來探討在成熟市場中的晚期大眾 (Late Majority) 之特質： 

 

二、晚期大眾的特質分析 
 

1.保守主義者 

以成熟市場而言，必然已具備高市場佔有率之產品；且必定有可吸引業界投

入之市場利基點存在。此時投入之業者，相較於早期導入者及早期大眾而言，

在心態上更顯保守，會選擇風險性較低，技術研發掌握度較高，且已具備高市

場佔有率之技術投入。 

 

2.重視市場競爭力 

此階段之市場競爭力十分強大，在面對一個成長趨緩的市場，廠商會更重

視行銷策略的運用，更強調顧客導向，愈發重視既有客戶，並積極拓展新顧

客族群，以贏取較大的「利潤佔有率」。 

例如在區域網路產品中，過去台灣藉由快速及低成本的優勢，來承接國外

大廠 OEM/ODM的業務，讓國內系統廠商產品的全球市佔率近 45%16，且 2000

年的整體營業額亦高達新台幣三百多億17，這樣驚人的市場大餅，正是吸引業

者前仆後繼投入此市場的一大因素，形成百家紛鳴的競爭環境，讓台灣成為

一個殺戮戰場。如何在此戰場中掌握致勝之關鍵因素，正是各家需重視的課

                                                 
16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2000/10 
17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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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3 主力廠商已掌握相關之研發能量，或技術來源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全球化的趨勢逐漸普及，過去所謂「區域」

或「地方」市場的界限也不復鮮明，企業將放眼四海，尋求在技術、生產

或銷 

售的提昇，而不僅侷限於國內的來源。以通訊 IC設計業為例，就設計技術

而言，過去可能僅仰賴國內研發機構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但隨著資訊情

報管道的暢通、自身研發能量的累積，加上全球運籌的經營模式，其技術

來源變得相當豐富。另一方面就生產來看，過去多由國內晶圓代工廠代為

製造，但現在隨著人工成本的上漲，加上新加坡、韓國等地的積極爭取，

又多了一些可提昇競爭力的選擇。 

 

國內研發機構如何運用其特有之利基點，建立差異化，真正建立與國內產業的合作

關係，讓研發成果商品化，是相當重要的。 
 

4. 面臨到發展“自有品牌”的轉型期 

在這樣的環境中，廠商也了解到：雖然 OEM/ODM 代工事業在這一、

二十年來，創造了不少的生意，扶植了不少廠商，但若不能深植技術實力，

找出其他的市場利基點，僅靠代工事業，終非長治久安之道。光國內同業

間，就已經不斷地在價格上廝殺，減少利潤比率；遑論現在又多加入了韓

國、新加坡及大陸等地代工廠的積極爭取。因此，在成熟市場中，一些較

具長期經營眼光的廠商，必然會同時開發其自有品牌，以減少削價競爭所

帶來的惡性循環。 

 
在這樣的情況下，帶動了像 SoC (System on Chip； SoC)，或是提供規格化 DUT 

(Device Under Testing； DUT) 及 RTL-Sing Off  (Register Transfer Level； RTL)等的服

務行業興起，在在都提昇了商品的汰換速率。因此誰能縮短 Time-to-Market，誰就能掌

握較佳的市場機會。 

上述幾點由成熟市場看晚期大眾的特性，都讓研發機構面臨著許多新的

挑戰，在推廣策略的選擇上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技術衍生加值之商業模式分析 
 

 －121－

三、晚期大眾之需求分析 
 

從上述之特質分析，而推衍出此階段業者之經營方向將著重於：如何提昇其市場

競爭力，以獲得最大之利潤占有率。因此作者認為其將會由下列幾個行銷方向著手： 

 

1 .「產品」：加速新產品上市的時間 

在成熟期時，相較於萌芽期或成長期而言，產品之更新速度一定較快；主要

由於市場需求的改變，加上投入者的激烈競爭，廠商求新求變的速度就不斷的

加快；以頻寬需求而言，從 1990年以來，平均每九個月需求就增加一倍；而以

區域網路的關鍵性零組件為例，不斷朝高埠數及提昇傳輸速度開發，每一代產

品的生命週期平均不到十八個月。 

因此這階段之業者，非常重視產品更新時研發時程之加速，在各家研發技術

皆很成熟的同時，針對顧客需求，找到最具市場價值之產品功能，並縮短新品

上市的時間。 

 

2.「定價」：提昇產品之附加價值或降低成本 

在成熟市場中，若摒除國際大廠才能擁有的「品牌資產效應」(Brand Equity 

Effectiveness) ，國內廠商不論是要承接 OEM/ODM的生意，或是開發自有品牌；

若想要維持一定的獲利率，在經營策略上就難免會朝向「拉高價位」或「降低

成本」這兩個方向發展。 

要「拉高價位」，就必須深植技術能力，找出產品利基點，提供差異化，創造

高附加價值；至於「降低成本」則需在製程或是材料技術上尋求更佳解決之道，

是目前國內廠商非常善於運用的手法，但製程及材料技術的提昇終究不敵削價

競爭的速度，在選用此種策略是需多加注意。 

 
3.「促銷」：建立其自有品牌，強化行銷策略 

但是長期看來，公司若要永續經營，必然會有建立自有品牌之企圖心，即

便不是立即取代現有之業績來源，但卻是一條可提昇產品利潤之路。 

但在此市場之諸子百家中，最後能成功建立起自有品牌者，必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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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也就考驗者經營者的智慧了。 

4 .「通路」：透過垂直整合、購併或策略聯盟來擴充其通路佔有率 

在行銷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客戶的了解及掌握，隨著全球運籌營運的興

起，通路間的變化及分合情況，成為掌握客戶的一大重點策略。 

誠如 Cisco 總裁 John Chambers 於「2001 Network + Interop Conference」中

所提到：現在高科技產業，所追求的是生產力的提昇，outsourcing 的選擇及

模式亦日漸增加；Outsourcing 指的不僅只是研發能量的獲取，亦包含通路佔

有率之提昇，比比皆可看到 outsourcing 的趨勢。例如：國內外企業間的垂直

整合、策略聯盟，或是企業間的購併策略，皆為成熟市場中業者通路策略的

選擇之一。 

 
四、商品化策略 

 

如何將研發成果有效推廣予晚期大眾？ 
 
「點、線、面推廣策略」及模式 

誠如前面所提到的：由於技術成熟度及顧客面臨之需求不同，各式多元化的推

廣模式透過不斷的整合及創新因運而生，針對上述晚期大眾之特性及需求所研擬

出來的「點、線、面推廣策略」，即是從一個矩陣式的思考方向出發，從 4P的行

銷機能加入 CRM 的觀念所採行的推廣策略，茲闡釋如下： 

 
 

1.「面、線、點」之技術切割。 

2.「點、線、面」之技術重組，擴展多元化推廣模式。 

3. 「點、線、面」之累進模式，建立與新廠商互動。 

4. 「面、線、點」之深耕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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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點、線、面推廣策略 

 
 
 

五、案例說明 

      以通訊產業為例，來探討「點、線、面」之技術區隔： 
 1. 「點」單一Protocol：TCP， IP， UDP，10/100/1GE MAC，SNMP， L2TP，           

DiffServ， MPLS，Buffer Mgmt.，Queue Manager。 
    2. 「線」關鍵性零組件：Bandwidth Mgmt.，Network Mgmt.，Layer 2 Switching，

Layer 3 Switching。 
    3. 「面」整合性系統技術：Gigabit Switch，Content-aware Switch，IP-Based ，Network 

Management.，IP-VPN。 
 

六、技術加值的商業模式 

1. 「面、線、點」之技術切割，發展 Re-usable IP(Intellectual Property；IP) 

在技術研發之前期階段，即架構設計階段，就朝技術切割的想法出發，將主計畫中

整合性系統技術分割（Breakdown），發展介面標準化，且具重點技術價值的Re-usable 

IP。 

本文所謂的技術「面、線、點」在區域網路市場中之定義大致如下： 

面：整合性系統技術，如：Gigabit Switch、Content Switch Router……等交換路由技術。 

線：關鍵性零組件及模組，如：Layer 2 IC、Layer 3 IC或 Bandwidth Management……

等技術。 

技

術

面
 

切 
割 
 

重 
組 
 

深耕培植 累進建立

顧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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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單一通訊協定或軟體，如 Routing Protocol、SNMP或 Buffer Management等。 

 
 

 
 
 
 

圖三：「面、線、點」之技術切割範例 

 
 
發展 Re-usable IP，從技術研發的角度來看，具備了下列的優點： 

(1) 模組化的設計，可達到較好的分工，讓學有專精的設計人員在單一模組上發揮更

大的加值效果，對技術深耕的掌握度較高。例如：BMU ( Buffer Management Unit； 

BMU )模組在不同傳輸速度或不同網路層級下皆具備許多相同的共通性，研發人

員可很快掌握住修改重點及技巧。  

(2) 更具彈性，在產品更新競相較速的成熟市場中，可縮短 Time-to-Market的時程。

例如：研發人員在開發「差異化服務技術」( Differential Service )時掌握了 Network 

Processor平台的熟悉度及開發技巧，在新的「內容交換技術」( Content Switch )

計畫中，運用相同平台，即可大幅縮短開發時程。 

(3) 可針對不同廠商之個別需求，提供推廣人員更多樣化的組合與搭配。在成熟市場

中，由於廠商多已掌握相關之研發能量，或技術來源；廠商在技術選擇上會面臨

點 線 面

單一Protocol 關鍵性零組件 / 模組 整合性系統技術

TCP, IP, UDP 
10/100/1GE MAC

SNMP, L2TP 
DiffServ, MPLS 
Buffer Mgmt. 

Queue Manager 

Bandwidth Mgmt.
 

Network Mgmt.
 

Layer 2 Switching 
 

Layer 3 Switching

Gigabit Switch 
 

Content-aware Switch
 

IP-Based  
Network Mgmt. 

 
IP-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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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幾點考量，例如：此技術知識他們是否已經擁有自行開發能力，是否過去已有

技術引進來源，是否有資源重疊的考量……等，Re-usable IP 可提供推廣人員針

對個別廠商提供更彈性的選擇方案。 

(4) 從另一衍生觀點來看，若清楚掌握「點、線、面」的各階段，在跨足新領域時，

會更加容易掌握。例如：Ethernet 技術過去普遍用於區域網路( Local Area 

Networks； LAN )中，但隨著 Ethernet All the Way 的趨勢興起，「IP through 

Ethernet」進入都會網路( Metro Area Networks； MAN )，取代原有 ATM架構，

由 Datacommunication ( Datacom )跨足 Telecommunication ( Telecom )領域中，若

能從系統面角度切入，在關鍵性零組件或模組上進行修改調整，將可減少進入障

礙，加速技術完成時程。 

 

2.「點、線、面」之技術重組，擴展多元化推廣模式 
 
所謂的「點、線、面」之技術重組，可從三個思考方向來看： 

(1) 從小案子合作起，建立信心：不論是顧問諮詢案、委託開發案或是測試服務案；

皆可藉由順利結案來建立顧客對研發機構的信心度，以維持一定良好之關係，進  

而更加了解其公司研發方向，以創造更多的合作契機。 

(2) 提供完整產品線所需之技術：由於產業不同，有些領域需要完整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研發單位在技術資源的運用上即更為重要，以區域網路產品為例：若

能在提供系統技術之外，也能提供網路管理技術及關鍵零組件的技術或產品，對

提昇產品價值及降低成本皆會有一定的助益。 

(3) 提供單一模組不斷更新及加值的服務：由於已掌握核心模組的研發經驗，在同一

模組上之修正或更新可更加速；例如由 10/100 MAC ( Media Access Controller； 

MAC )發展至 Gigabit MAC、10 Gigabit MAC，曾合作過的技轉廠商自然會對研

發人員掌握相關技術的能力有信心，且對於技轉更新版產品的意願亦會大幅提

昇。 

 
在實務上，一般會先建立所謂的「技術盤點清單」，此清單即可根據「面、線、

點」之技術切割後產生，一方面可根據單一 IP找出未來此 IP之下一代演進為何，即

所謂的「產品改良」，另一方面可利用「產品組合」的觀念，找出不同 IP間互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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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以便建立對現有資源的掌控度；然後再根據上述的技術盤點清單，進行對

顧客的晤談及推廣。 

 
3. 「點、線、面」之累進模式，建立與新廠商互動 

 

技術推廣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客戶群」(Customer Pool)，如何在業

界合作的過程中讓參與過的廠商成為客戶群中的一員，是研發機構在做技術推廣時值

得注意的一件事。 

「點、線、面」之累進模式就是針對與新廠商合作時，如何將其留在客戶群中，

建立彼此的互信與互動，進而培植其成為核心顧客的做法。重點在於：若能掌握每一

次的接觸，找出可能的合作機會，例如：提供顧問諮詢、測試服務、委託開發或是 IP

技轉；甚至是協助其申請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計畫或是進駐工研院開放實驗室之申

請，不論是大案子、小案子、提供服務或是規格洽談，若能透過每一次的合作及接觸，

建立良好的互動，滿足其預期需求，自然可取得對方對研發機構的信心度及友誼，接

下來即可將之放在客戶群名單中，維持定期的拜訪及連繫，相信定可找到各種新的合

作模式。 

基本上在技術推廣人員的心目中，只要秉持著「只要有合作之意願，就絕對找得

到合作機會」的宗旨，搭配上技術／服務盤點清單，就可發展出各式多元化的推廣模

式。 

 
4. 「面、線、點」之深耕經營，培植長期夥伴關係 

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研發機構如何在吸引新的事業夥伴及留住現有夥伴的之前

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在管理學上所謂的「80/20 理論」即是表示：企業約

百分之八十的收益來自於百分之二十的菁英顧客，而這樣菁英顧客大多是企業體的核

心顧客(Core Consumer)；在經營核心顧客的基本點，就是培養雙方的互動及互信，在

此經由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的觀念，來探討如

何透過「面、線、點」之深耕經營，來培植長期夥伴關係。 

 
這裡所謂的 CRM 是一種策略，而非技術或軟體，要與顧客發展出長久關係，首

先要了解其購買心態及其上下游經營動態，以便掌握其獨特的購買模式及需求。下列

幾點是研發機構的推廣人員在「面、線、點」之深耕經營上可運用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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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面、線、點」的技術收斂角度，在已技轉之主計畫中，針對單一模組及功能，  

協助廠商進行商品差異化的設計，因有著長期培養的夥伴關係，在資訊分享管道

上更為暢通，亦有更多之合作機會。 

(2) 從市場面來看，可在研發機構、技轉廠商及其下游廠商中建立起連繫管道，例如：   

在協助 IC設計廠進行商品差異化的調整時，若某些新增功能在規格設計上無法確

認時，可找已確知終端用戶( End User )需求之系統廠來檢視此規格，一來可以在

產品設計上取得符合需求的規格及功能，二來協助技轉廠商創造新的生意機會。 

(3) 了解雙方的競爭優勢及可帶來效益之價值活動(Value Activity)，來充分運用雙方的

資源：若以價值鏈( Value Chain； VC)的分析角度來看，研發機構和業界廠商兩者

間的價值鍊截然不同，也就是說雙方的競爭優勢及可帶來效益之價值活動不同。

經由充分運用雙方的資源，一來可減少資源的重疊，二者可藉助廠商的價值活動，

讓開發成果更具競爭優勢。 

 

在合作關係中，與顧客培養良好的互動關係是必需的。只有建立在深入了解及互信

的基礎上，方能建立所謂的長期夥伴關係。 

 

七、技轉中心的專業能力 
針對晚期大眾之特性，研發成果推廣單位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 

1.掌握市場脈動 

這裡所謂的市場脈動，指的是二方面，一個是相關技術的發展趨勢，包括國

外大廠的動向、國內外研討會或展覽的重點、市場趨勢的分析，另一個是對於廠商

動向的掌握，包括研發方向、經營型態、購買模式或組織變動；若能愈了解市場的

情形，不但可確保研發方向的正確性，亦能增加與廠商間的話題性，經由雙方的互

動，了解其實際的需求。 

且就晚期大眾之市場而言，廠商多已掌握此市場之基礎研發能量，欠缺的對未

來技術發展趨勢走向了解度，以及全球競爭性的變化；一位優秀的研發成果推廣人

員應能與研發單位相輔相成，扮演廠商與研發單位間的橋樑，充份反應市場資訊，

建立客戶對其推廣專業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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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全球化的視野 

誠如前面所提到：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全球化的趨勢逐漸普及，在科

技產業間的全球性競爭態勢已不可忽略，身為研發成果推廣人員，視野絕不能停留

在「區域」或「地方」；在考量資源重整、行銷管道或是整合策略時，皆應具備全

球化的視野，才能滿足成熟市場中顧客的需求及期望。 

 

3.強化周延暨完整的行銷業務能力 

針對晚期大眾的特質及需求，廠商不再像早期導入者或早期大眾一樣，將多數

的能量投入在技術開發中，而是會更加考量行銷策略的運用；此時推廣人員若一味

的抱持著：只要我技術夠好，客戶一定會上門的心態，則會忽略了晚期大眾的主要

需求，更喪失了推廣人員的價值；推廣人員應從全球化的觀點，考量整體產業價值

鍊的分布，以讓客戶獲利的心態，結合技術研發的走向，為客戶量身製作屬於他們

的行銷策略，創造 win-win的局面，才是推廣人員突顯價值的最佳表現。 

舉例而言，隨著智權管理成為科技產業間獲勝的關鍵，許多公司並未能具備足

夠的智權來保護企業或開發新技術；除了仰賴研發機構已開發的智權外，或許更仰

賴研發機構於建構智權保護傘，或是與其他智權擁有者協商的能力；此時研發機構

若能透過「質」與「量」兼備的 patent portfolios， 提供詳盡且具體的產業及專利

分析，進而結合國內產業的整體力量，展現規劃及協商的專業能力，相信必能為國

內產業創造相當的利益點。 

 

4.建立與廠商良好的互助關係 

不論是對核心顧客的長期經營，或是建立對新顧客的合作機會，研發機構應建

立與廠商間良好的互動，找出在此技術上研發機構可扮演之角色為何，才能掌握他

們的實際需求，有助於技術之推廣，顧客對於產品的滿意與否會影響以後的購買行

為，若其對於合作計畫的執行及產出感到滿意，則將會顯示出比較高的再合作意

願，滿意度的來源來自於產出成果與預期心理的比較，因此在合作初期就需清楚將

計畫成果、時程及驗收標準與顧客的預期心理拉至同一水平，且在合作過程中，務

必保持與對方的連繫，一方面可了解對方接下來的研發方向，看是否有後續合作的

機會；二方面亦可因應實際執行狀況，採取適當的調整方案。再者經由一個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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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驗，亦可能經由顧客間的口碑式行銷，帶來更多潛在的新客戶，創造所謂的

雙贏局面。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技術衍生加值之商業模式分析 
 

 －130－

陸、結論與建議 

 
     用智慧財產法保護研發成果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觀念，透過國家政策與法規的制

定，及各單位的智財機構的努力推廣，現今已達到相當的成效。技轉單位花費許多的

心力在推廣以智財法保護辛勤研發的成果，透過智財課程、說明會、研討會及文宣，

將這樣的知識傳達給學校的教授或研究機構的研發人員，特別在申請專利的部分，已

是有不錯的成績。 

 

    就申請專利來看，是十分耗費成本的，無論是申請費及維護費都是一項不小的負

擔。目前許多單位以申請者免付費的政策來鼓勵專利申請，雖然有些單位有專利申請

人要自行負擔部分費用的規定，但不管是何種情況，只要沒有把專利做策略性的應用，

將其商品化，就只有成本的支出，卻不見利潤的回收。這僅就成本面的考量，若就整

個地區經濟及國家經濟來考量，將好的技術束之高閣都是不明智的，圖有一堆專利，

卻不見實質效益產生。Smilor、Gibson、Kozmetsky於 1986提出”知識型經濟的地區一

般都在全球最發達地區的一流大學和研究中心附近”的觀點。我們是十分認同的，大學

和研發機構擁有比業界豐富的研究資源，最重要的是，大學及研發機構比業界有能力

吸收基礎研究的風險，它所生產的技術能量是很大的。大學或研發機構應透過與廠商

的技術授權或以技術創業的方法，產生群聚效應，發展地方經濟。如此才能為技術帶

來更大的價值。 

 

    專業人才的產出也是大學及研發機構的一大優勢，教授、研究生及研發人員都是

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處於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這些訓練有素

的專業人才，也是形成地區經濟繁榮的一大動力。就技術商品化的立場而言，這些人

才都是為技術加值的重要資源。和他們建立深厚的關係，代表技轉人員不能再處於被

動的地位，而要主動出擊，主動以電話、電子郵件或面對面的拜訪以爭取接觸的機會，

建立人脈資料庫。 

 

     貼近產業界，對市場情報敏感的想法，對技轉單位是比較陌生的。特別是大學裡

的技轉單位，所能接觸的人大部分是學術及研究領域的人，鮮有機會獲取產業資訊，

對產業界的需求也比較陌生。美國許多大學的附近已形成產業聚落，甚至發展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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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如史丹福大學附近的矽谷，華盛頓大學亦處在一個活躍的產業聚集的區域裡。

對他們的技轉人員而言，產業界的需求彷彿是理所當然的考量，大學的四週彌漫著創

業的氣息，技轉中心和產業界的脈動是習習相關的。對國內的技轉中心而言，還有很

大努力的空間。教授或研發人員專心於研究上，再加上他們並未意識到與產業界接觸

的必要性，所以技轉中心除了慢慢地把產業界的需要傳遞給教授或研發人員外，最重

要的是拉近這個鴻溝，讓技術供給的資訊流向技術需求面，讓技術需求的資訊流向供

給面。 

 

    美國技術移轉的成功，主要原因在有健全的法令、資料庫、專業人才、創業氣氛

以及技術移轉服務機構之有效配合；尤其是我國大學院校已超過一百三十所，高等教

育人口佔全國人數為 2.7%，研發能力愈來愈強，政府出資的研發經費佔全國研發經費

的比例達 40%，未來產業競爭力的提昇乃需依賴大學、研發機構的創新，我們應該站

在目前已有的基礎上，增進技轉單位的專業能力，培訓更專業的人才。 

    如論文所陳述的觀點，我們把面對每一個階段之技轉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

整理如列表一： 

表一 技轉人員專業能力對照表 

 早期採用者 早期大眾 晚期大眾 
技轉人員的專業能力 .需有科技基礎知識 

.市場分析的能力 

.良好的溝通技能 

.IP的認知 
 

.有效率的行政 

.對產業敏感 

.良好的溝通能力     

.耐力 

.對智慧財產的認識 

.整合資源的能力 
 

.掌握市場脈動 

.建立全球化的視野 

.強化周延暨完整的行銷
業務能力 
.建立與廠商良好的互助
關係 
 

相同的專業能力 溝通能力/產業情報/關係的建立 
 

                          

    我們試圖把它歸納為三大族群，期待透過對他們採用技術之心態的分析，找出將

技術商品化的策略及技術加值的商業模式，更有效率地促成技術授權或衍生公司的建

立。雖然目前國內仍未許可技術衍生公司的建立，但這卻不失為一個讓技術加值的好

方法。 

面對如此艱鉅的挑戰，技轉人員需具備專業能力，讓廠商及教授/研發者能信任技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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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專業能力。所以國家應該培訓這些技轉人員，並讓經驗及知識傳承；而技轉人員

亦應主動與業界及研發者建立關係，掌握市場資訊，整合各方資源，以促成實質的技

術授權，為技術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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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誌    謝 
 

經過數個月的辛勞，終於把這篇論文完成了，按下儲存鍵的一剎那，心裡竟有股莫

名的感動！ 

感謝國科會舉辦『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計畫』，讓國內八所大學及三所

研發機構的技轉人員能有此的機會觀摩國外技轉單位的運作，這對我們站在技轉第一線

奮戰的人，是何其寶貴的經驗。透過這次的培訓行程，團員們都對未來自己該培養的專

業能力，有更清楚的方向與規劃，這對台灣技轉單位的發展絕對是一個良性的回饋。 

 

感謝政大智財所劉江彬所長安排如此豐盛的培訓行程，及對本組的指導。也要對本

次行程的兩位領隊--蔡熙文博士及耿筠博士獻上我們最高的謝意，感謝他們在這次行程

中盡責地照顧我們，給我們許多協助，讓我們無論在課堂上及生活上都能無後顧之憂。

謝謝蔡博士在每一次陪我們從華盛頓大學走回旅館時，都細心、專業地介紹美國當地的

風土民情；在每一次課堂上也提供許多極有建設性的問題，讓我們更深入地思考。謝謝

耿筠博士認真地確認每一次地行程，以確保我們每一堂課及每一次的參訪均能順利進

行。 

 

回想在美國受訓時，每一個挑燈夜戰討論論文及當天所學的夜晚，三個人的熊貓眼

為美麗的回憶留下最鮮明的記號。出國前從一片混亂到初有共識，回國後經過無數次的

電話及電子郵件溝通與資料分享，終於完成這份論文。 

 

此次的培訓課程藉由實地參訪華盛頓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及加州理工學院

的技轉中心，並透過其技轉人員在課堂上的知識傳遞，在經驗分享與交流間，我們對國

內的技轉單位未來的運作發展，亦充滿期待與願景。在行程安排我們參訪與美國各技轉

單位合作的廠商及律師事務所，開拓了我們的視野，亦讓我們對技轉單位能達到的實際

績效有更清楚的認識。在與這些廠商的接觸過程中，我們親身體會到美國技轉單位所提

供之服務的專業性，他們在與廠商的互動中，充滿活力與熱情，總是盡力把技轉中心的

精神與原則傳遞給廠商，並且細心地考慮廠商的需求，竭盡所能地達成雙贏的談判。 

 

當飛機降緩緩降落在松山機場時，心中百味雜陳，興奮中夾雜著些許緊張，深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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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實戰的開始，要把自己在美國所學的應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台灣的技轉單位也許不像

美國那麼成熟，美國和台灣無論是環境或文化上有著極大的差異，台灣的技轉單位需要

時間去摸索與進步。我們明白美國技轉單位的成功是經驗與時間的積累；這次的培訓，

絕非要我們羨慕國外的月亮圓，雖然美國技轉單位的績效的確令我們敬佩，這些典範深

深地激勵著我們，我們相信台灣的技轉單位潛力無窮。 

 

各位技轉伙伴們，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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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對於原本即重視學校與業界密切合作的技職學校而言，產

學合作中心正可作為二者相互合作之橋樑。技職學校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由六所國立科技

大學主辦，在管理領域方面只有成立一個中心，本文認為雖然管理領域沒有理、工領域

所擁有的機器設備、原料，但卻可以根據系所自身特性創造一個可以發揮的舞台，亦可

扮演一種觸媒的角色。相較於理、工、醫、農相關領域，管理領域較易跳脫專利的迷思，

藉由提供相關智財權課程，專利介紹、技術移轉之知識引導，教導在職學生、及其他如

Business Models的產學合作來發揮許多無形資產龐大的效益。本文藉由實地參訪與研習
美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其他機構與公司在技術移轉方面
之經驗，主要從技職學校的觀點下探討管理領域之產學合作中心在技術移轉所面臨的議

題，亦提供一些在智慧財產權上產學標的的運作策略之建議。管理領域之產學合作中心

未來榮景可期且具有潛力，然而此方面之研究仍甚為缺乏，但對學校與產業產生之正面

貢獻卻是不容忽視。 故就目前台灣從事技術移轉專業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此一研究

議題更顯其重要性。 
 

關鍵詞：產學合作、技術移轉、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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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學合作中心之成立背景 

產學合作中心目前由教育部主導，於九十一年度由六所國立科技大學21協調其

他技職學校或相關機構組成策略聯盟提出申請書，經評選小組遴選，提交技專校院

產學合作指導委員會議，確定成立產學合作中心。秉持希望能夠利用學校充分的人

力之棈神，然而根據過去狀況，多數學校均各自為政、各行其事，導致大多數學校

的產學合作均停留在小規模而零星的廠商委託案，無法主導大型、跨校性的產學合

作中心。目前國內各部會皆配合時代潮流需求，積極推動產學合作，惟對於各部會

間之橫向溝通，未能進一步整合，資源亦無法統整。故教育部希望整合不同領域之

研究中心進行跨學門之研究並落實各校研發成果之交流，並協助成果之技術推廣與

轉移，進而轉為經濟效益，將是目前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積極推動達成的目標22。 

除了教育部之外，經濟部亦鼓勵企業進駐各校之育成中心。國科會為落實學術

界先導性與實用性技術研究，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潛

力及人才，故訂定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由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依國科會規定之受

補助單位提出，合作企業由計畫執行單位洽商。企業參與本計畫以全程參與為原

則，並應提供研究計畫經費，派遣技術或研究人員加入研究群，接受計畫主持人之

督導並共同研究。合作企業於全程計畫之出資比例合計應達研究計畫總經費百分之

二十五以上，其中人事費不得逾研究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十五。且本計畫所獲得之智

慧財產權或其他研發成果，屬於國科會出資部分所應得者，除經認定歸屬國科會所

有者外，歸屬於計畫執行單位所有23。 

行政院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科基法)第六條於 89年 2月 25日公佈政府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應用辦法。該辦法對於研究成果之歸屬原則為研發成果歸屬

計劃執行單位所有，並由其負管理及運用之責，而資助機關則享有介入權(March-In)

與無價、全球、非專屬及不可讓與之實施權利。該辦法對於研發之收入按機構性質

的不同須繳交 20-50%的收入。而所謂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乃指政府機關編列科

                                                 
21
該六所科技大學分別為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22
教育部技專校院產學合作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曾志朗為主席所召

開。 
2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八十年核定，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四二五次

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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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計畫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成

果。其研發成果收入，指資助機關、研究機構或企業因管理及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

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或其他權益24。 

國科會為整合學術研究資源，有效管理與推廣學術研發成果，建立區域性成果

管理與推廣機制，以達到成果擴散及運用之目的，特依科基法規定，申請資格為凡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執行機關，擁有之智慧財產權已達一定規模，且過去已有推

廣之實績者，得向國科會會申請補助經費，建立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機制，以自行

及協助其他本會補助計畫執行機關，辦理研發成果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在補助經

費上以每一受補助機關每年不超過新台幣 5,000,000 元為原則，至多補助五年。其

項目包括人事費、業務費等。凡本會補助計畫之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時，得檢附原始

憑證向國科會申請補助25。  

                                                 
24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於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公布並於九十二年三月十

二日修正公布。 
25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八十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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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之概述 

一、產學合作中心之宗旨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主要之目的為建構新型態的產學合作方式，規劃設置區域性

之產學合作中心，並整合產學資源，促進技專校院與產業界交流及合作模式，建立

實務特色以創新知識與技術，厚植技術及產業界之競爭力26。 

二、產學合作中心之特性 

產學合作中心可促進新技術之評估、引進、媒合與技術轉移，輔導企業之研發

工作與技術升級。在企業診斷、生產品管流程分析、市場調查、行銷策略諮詢方面

提供許多的服務。另一方面產學合作中心可協助企業進行 e 化、生產自動化、ISO

品質保證認證服務，建立自我品牌、企業形象與企業識別標誌等。另一方面更提供

產品認證服務、協助廠商技術專利申請與侵害鑑定。此外，產學合作尚提供國內外

最新市場或技術資訊，支援企業同業或跨領域之觀摩、交流及其他行政支援，提供

營運管理之診斷、專業諮詢與評估。 

三、產學合作中心之功能 

產學合作可整合各校與產業界資源，使其能共同研發新產品與新技術。針對產

業界目前需求的雛型設備或技術進行研發的工作，供產業界進行技術移轉。並可提

供相關的諮詢、診斷、改進現有產業之製程或產品，以提升產業界競爭力。此外，

產學合作中心亦積極推廣終生學習理念，發展回流教育，以提供符合社會需求的教

育課程。 

四、產學合作之基本原則 

以國內廠商為優先 

以有償授權為原則 

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 

                                                 
26
教育部產學合作中心申請辦法，九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技專校院產學合作指導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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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技職產學合作的契機 

Allan(2001)指出隨著多年來的企業規模縮編(downsizing)，許多過去被企業視為

核心活動的作業(如 R&D)，亦考慮委外進行。對於透過產學合作來共同進行資料的

蒐集與分析及技術的研發，與透過獲取外部授權(licensing-in)的方式皆被視為一有

效增進內部研發能力的一種選擇。 

根據依教育部網站27對技職學校的分類如下：全國大專院校的教師總人數為

41,822 人，扣除普通大學的師資人數後為 27,415 人，其百分比大約為 65.55%；而

全國大專院校共有 154所，將普通大學排除不計後為 107所，其百分比約為 69.48%；

全國大專院校的畢業生總人數為 266,561人，扣除普通大學畢業生人數後為 202,768

人，其百分比約略為 76.07%。由以上的資料顯示其技職學校其充沛的師生能量及

其日後對國內產業的潛在影響。 

技職體系學校向來注重實務，與業界有合作密切的傳統。面對二十一世紀知識

經濟時代的來臨，更應掌握此一趨勢，營造技職學校與產業界合作的良好環境，促

使學校與業界間密切合作。有鑑於此，為促進技職學校與產業界交流及共同研究合

作，結合產官學研資源，創新知識與技術以厚植產業競爭力，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

畫，將是未來技職教育發展的最重要方向之一。產學合作中心可作為技職校院與產

業界相互合作之媒介，透過企業界與學校相結合，一方面協助技職教育共同培養技

術人才；另一方面則充分運用學校與業界資源，共同研究開發新產品與新技術。 

目前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分別由六所科技大學主辦。從表 1可得知目前教育部所

成立的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多集中於理、工、醫、資訊相關的領域，以教育部去年甫

成立的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為例，約有十八個不同領域的產學合作中心成立，但其中

只有唯一一個管理合作中心是運籌管理領域。 

根據最新的國科會資料顯示，台灣在 2001 年大專院校研究與發展(R&D)的總

經費若依研究領域觀之，其總額為 25,292,000,000，其中人文與社會領域佔了

4,368,000,000、工科佔了 10,647,000,000。以從台灣大專院校的研究人數觀之，總研

究人數為 19,545人，在工科領域則佔了 6,331人，其中公立學校佔了 3,853人；人

                                                 
27http://www.edu.tw, June 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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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領域有 5,458人，公立學校佔了 3,750人；醫學領域有 3226人；理科的領域

為 3201人；農業方面領域為 1329人(國科會, 2002)。在公立學校而言，人文社會領

域與工科領域之研究人數非常接近，其充沛研究能量不應忽視，若未能善加利用這

些智囊，甚為可惜。 

 

表 1教育部技職校院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組織分配表 

區域 北區產學合作中心 
中區產學合

作中心 
南區產學合作中心 

學校 
台灣科技大

學 
台北科技大

學 
雲林科技大

學 
屏東科技大

學 
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 
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領域 

電力電子、光

機電整合、通

訊、纖維高分

子四個領域 

製造與機

電、能源與

資源、4C科
技三個領域

機械、環安、

電力電子三

個領域 

熱帶花卉及

高經濟作

物、動物基

因轉殖及疫

苗研發技

術、農業廢

棄物轉換技

術、食品生

技產業技術

四個領域 

電子通訊、

微機電精密

機械二個領

域 

模具產業、

運籌管理二

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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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大學與智慧財產 

圖 1 說明了大學與產業對於處理知識成果基本不同的觀點與使命，而其中互
蒙其利交集之處即為透過產學合作或直接技術移轉將潛力技術商品化(Innes, 
2003)。 

 

 
  

 
 
 
 
 
 

圖 1  TThhee  CCuullttuurraall  DDiilleemmmmaa 

一、Bayh-Dole Act 

1980年的美國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被美國大學與研究機構視為技術移轉

的大憲章（Magna Carta）。在美國 1960年代早期，由於社會大眾對大學教授應忠於

學術並清高無利的高度期望，若大學教授選擇將其發明申請專利，將會遭致嚴厲的

批評。此外，他們所屬的學校亦不願意牽涉其中。 

受 Bayh-Dole Act的影響，處理研究成果與產學合作的結果有其具體依循的法

源，對於經濟的成果、技術與知識的傳播有其深遠的影響。在 1980年的 Byah-Dole 

Act之前，美國只核發給大學 250個專利，但是在最近幾年，每年核發給美國大學

的專利就超過 2,000件，成長將近 10倍。現在美國大約有超過 200所大學從事技術

移轉活動，相較於 1980 年八倍之多(AUTM, 2000)。日本與德國亦積極仿效

Bayh-Dole Act的做法進行技術移轉，透過區域內學術機構的合作，將有較具規模且

具體的成績。其中以 Research Triangle Park在 North Carolina, USA為一成功案例，

也是大家考慮追尋的一個模式。 

以美國為例，因學術研究所帶來國家稅收金額在 1999年有 50億美元。根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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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份 AUTM針對美國與加拿大之學術研究機構調查中顯示，在 2001年整年中，

參與調查的 198 所學術機構總共在該年度有 358 種新產品上市，13,569 個發明揭

露，總共申請 6,812 個美國專利，獲得 3,721 個專利，亦培育創立 494 間新公司。

2001年共有 4,058個新授權與選擇權的交易，並有高達 22,937個授權與選擇權仍然

有效，其中 9,707個帶來收入，獲利總計預估 1,071,000美元。而該年總研究經費約

有 317億美元，回收及報酬率約為 3.4% (Pressman, 2003)。 

 

二、政府扮演的推手角色 

Jamison and Jansen (2000)將研發變數納入 Cobb-Douglas的生產函數中，其分析

結果說明了政府諸如 Bayh-Dole Act的計劃將可有效提昇研發的回收報酬率，主要

原因可能源自私人企業不願投資研發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與尚未成熟的

“middle ground”projects28，而政府適時的立法與有效激勵計劃對於將“middle 

ground”projects 轉化成成功的技術或產品，則扮演一個關鍵觸媒的角色。在

Thursby and Thursby (2000)一項針對 Licensing Executive Society 成員所做的 300份

有效問卷中，亦顯示有 32%的受訪者將“學校所做的研究尚屬早期研發階段”此因

素列為最主要不考慮從學校授權技術之原因。 

相較台灣而言，台灣的科技研究機構總研究發展經費為新台幣 515億 1千 8百

萬元。若依研究領域來區分，人文社會僅佔 2,942,000,000(僅佔總研發金額的

5.71%)，若以美國相同的報酬率 3.4%計算，其收入若達 1億元，即達美國標準。然

而，工科佔總研發金額的 52.6%(27,106,000,000)約為人文社會的十倍資源，所以需

要接近 9億 2千 2百萬元的報酬回收，才能達美國相同之標準。相較之下，人文社

會領域有非常充沛的人力，若善加利用，較易達到 3.4%的回收目標。台灣 2001年

全國大專院校總研究經費為 25,292,000,000 美元，其中政府相關部門即高達

86.5%(國科會, 2002)，美國亦有許多學校於聯邦機構或州政府所獲得之研究經費補

助高達 70%以上，以所參訪的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 為例，UW每年獲得

公部門補助約 5億美元，佔全研究經費 80%以上。 

這些資料皆說明了若政府有效的立法與激勵措施，可有效結合產業與大學進行

                                                 
28 Middle ground projects are applied research projects that have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but where the results 
are too general to make them attractive to private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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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並藉由產業的加入，可縮小科技鴻溝（Technology Gap）(Williams, 2003)。

由圖 2可知，相較日本與德國，美國過去在研究與產品發展之間有極為嚴重的技術

缺口，但如今已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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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echnology Gap 
Sourc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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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理領域產學合作之技術移轉策略 

雖然美國一些大學成立技術移轉單位的時間甚早，如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於 1925年，Iowa State University 於 1935年及MIT於 1940年成立技術移

轉單位，但一般大學一直到 1970年才考慮成立技術移轉專責單位。 

對於技術移轉的策略，一些著名學校亦有很大的差異，在申請專利策略方面，

以擁有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而自豪的 Stanford University，相較於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altech)與MIT而言，明顯地保守許多，Caltech及MIT在申

請策略方面皆屬於積極型。在授權行銷方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 Santa Cruz

分校(UC-SC)與 Stanford主動且積極，而 Caltech則認為不應花費任何資源在行銷方

面。在授權金方面，MIT、Stanford與 UW則偏好以實質現金支付，而 Caltech則相

反的偏好股權方式/成立新公司的方式替代授權金，Caltech將之稱為“two bites of 

the apple”approach。Caltech認為雖然該方式風險較高，但若一 start-up 創業成功，

不但其股份的變賣可帶來可觀的金額，此外，由於新公司會因為 Caltech 對其草創

時期的努力支持表示感激，成功之後可能亦會以提供學校 great research funding的

方式進行回饋，及雇用該校畢業生或進行下一次的合作，可謂一箭雙鵰(Carter, 

2003)。 

一般而言，許多美國大學大都透過自己學校或單位網頁亦或是 AUTM 網站的

管道，向外界推廣其研發成果。然而平實而論，相較於已具有優良口碑的頂尖研究

型大學，其他學校縱然有優良的技術產品，仍然必須要付出較高的努力來引起業者

對其技術的興趣。以參訪學校而言，UC-SC之技術移轉中心即非常積極推廣其研發

成果，相較 Cal-Tech的極度保守作風，有很大的差異。 

Allan(2001)的研究中指出，學校的聲譽與優良的研究師資對於技術移轉的推動

與成效，扮演極為重要的推手。根據 Rogers et al.(2000)研究指出，技術移轉績效優

良的大學具有以下特點： 

1.研究人員有較優渥的待遇 

2.充沛的技術移轉人力支援 

3.較多的私人捐贈、基金與契約 

4.較多的研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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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及 Rogers et al.的研究恰好說明驗證了雖然所參訪之 Caltech與 Stanford
授權行銷方面做法不同，但其技轉成績仍是非常亮麗。 

一、技術移轉的使命 

對於從事產學合作之相關人員必須明瞭技術移轉的使命如下： 

1.技術移轉須能使研究成品商品化 

2.促進產學的合作 

3.促進經濟的成長 

4.成功的技術移轉成效有助於學校吸引優良的師資與學生 

5.技術移轉的收入有利於支持教學與研究的改進 

 

二、專利的迷思 

在 Rivette and Kline (2000)的 Rembrandts in the Attic一書中對於智慧財產權，尤

其專利對企業競爭的重要性，舉出許多鮮明的例子，說明並提出對專利策略的建

議，專利對現今企業(及大學)的重要在此不于贅述。 

Bayh-Dole Act對於經濟的發展與就業機會的創造甚為重視，因此在產業學合作

績效的評估，科基法亦應稟持相同的精神，即需將該因素酌予調整。例如對於新公

司（start-up）之鼓勵與接納，相關法規與績效評估辦法，應有配套措施。 

大眾對於智慧財產的保護大多透過專利、商標、著作權與營業秘密方式進行，

而以研發成果的績效考量，專利的保護一直被許多技轉中心或產業視為必要的優先

考量，因此造成了大量的專利申請案。然而，專利之本質應為排他性，且其申請要

件以考慮新穎性、產業利用性、進步性與充份揭露為審核要件，對於其經濟性並無

任何考量。 

在 Allan (2001)的分析中發現，技術移轉單位的績效與預算、專利數並未呈現

相關性。以常年位居授權收入前茅的 Columbia University 為例：在 1994到 1998年

間，平均一年僅申請取得 34 件專利。而以 Yale University 為例：從 1982 至 2000

年期間之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在該 19年期間，共有 1070件發明申報揭露，平均每

年僅揭露 57件(Soderstrom, 2001)；在 1982至 1996年中，有 850件發明揭露，其中

10件(約 1%)發明佔所有 204億美元授權收入的 70%，33件(約 4%)即佔總授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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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0%，而卻有 748件發明(約 88%)帶來低於 10,000美元的收入。而處理一件處理

發明揭露的成本即需約 10,000美元，也就是說有將近 88%的損失。 

Yale在 1996到 2000年共取得 126件專利，但卻催生了 19間新公司，且有 165

件的授權案，即平均一件專利即超過一件授權案，卻帶來 138,246,730 美金的授權

收入。由以上數字可提供台灣技術移轉單位對於處理專利所需的正確觀念，技術移

轉單位應將現有資源，集中發展在較有潛力的技術或產品上，因為並非所有發明均

有相同成功的機會或帶來相同之經濟效益。 

以創校已逾百年且享有盛譽之 Caltech為例，學生人數雖僅有 2000人，但研究

生人數（1100人）多於大學部學生（900人），卻有專任教授 280人，研究人員 130

人，其研究經費高達 1億 6000萬美元，平均每一研究相關人員有 400,000美元經費，

研究動能充沛。然而該技術移轉中心發現僅有 100 位具有潛力的技術發明研究人

員。即使是儘量替發明者申請專利為原則的 Caltech，在申請專利時亦有其原則而

並非盲目的申請專利。 

以 Caltech 的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日前為美國 NASA大空總署所研發

成功的火星地表探測任務 Smart Rover為例，就以其申請專利而言，絕對符合申請

要求，然而該發明屬於專案生產，該發明技術僅為探測火星任務而研發，所需數量

僅此一件，明顯不符經濟性與可能商品化之要求，故 Caltech 並未就該技術申請專

利(Carter, 2003)。 

根據 UC執行長 Professor Bennett (2003c)所提供的資料，UC共有 7600教員，

2002 年有 100 億美元的總預算，24 億元的研究經費，產生了約 1 億的授權收入，

總計獲得 459件專利的核發，其中 70%的研發成果來自於生命科學領域；相較之下

Caltech同年在 2002年研究人員僅為 UC的 5%，研究經費為 UC的 6.67%，但卻獲

得 124件專利（MIT為 125件），其中全職技轉中心的人數不到 4人，與 UC系統

80位全職技轉人員（其中 30位專責執行授權業務），有如天壤之別，但授權收入卻

高達 UC的 25%（2千 5百萬）。 

必須體認的現實狀況為，欲透過技術移轉直接帶來研究單位的經濟效益之期望

不宜高度樂觀，除了少數著名的例子(例如 Stanford)與 UC 的相關專利，Iowa 傳真

專利，在Michigan State的 cis-platia專利以及 Caltech均為學校帶來數千萬美元的收

入，大部分學校的技術移轉中心均難以達成權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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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UW為例，他們是否對某發明申請專利之決定因素，取決於該發明必須符合

以下要素： 

 

表 2 Inventions selected for investment 

Inventions selected for investment by UW have: 

1.Solid technical merit 

2.No unmanageable obligations to others 

3.Strong patent protection available 

4.Good prospects of a commercial market and business opportunity 

Source: UW (Brown, 2003) 

 
相反的，若該發明有下列情況，該學校將不考慮申請專利。 

表 3 Reasons Not to Patent 

Reasons Not to Patent 

1.Idea is not an invention 

2.Idea is not fully developed 

3.Patent position is not commercially useful 

4.No viable commercial market 

5.No interested commercial investors 

6.UW does not fully own the work 

Source: UW (Brown, 2003) 

 

三、Diligence Requirement之必要性 

一般來說，為了加速商品化，技術移轉通常設有勤奮條款（Diligence 

requirement），例如履約保證金即屬於一種勤奮條款，廠商與顧客簽約時須繳交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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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保證金 300,000元，於產品上市後，憑銷貨證明退還。假設一家大公司要求低權

利金搭配高衍生權利金，就大部份人的觀點而言認為，大公司的銷售額理應較小公

司為大，而同意買方的要求，若該公司是以競爭為目的，而無意願將商品商品化，

存粹為了不讓別的競爭者使用這個技術，則會對技術移轉者產生不公平，故在此仍

然建議保有勤奮條款。 

 

四、成立/加入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專業團體 

著名大型研究型大學如：Harvard與MIT亦不斷的強調資訊的流通與經驗的分

享，透過不斷的定期/不定期以正式或非正式的聚會討論，對於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

所引起的相關問題與處理方式做彼此的分享與溝通。在台灣從事技術移轉專業人力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尤顯其重要性，而台灣技術移轉專業人員亦覺得有其必要性。

以美國而言，對於技術移轉的專業團體(如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與 Licensing Executive Society)29已行之有年且成效卓著，其優點如下所

示： 

1.有助於資訊的交流與經驗的分享 

2.可達到經濟規模，對於教育課程的設計與提供可行性較高 

3.較易進行如 AUTM之年度報告，以了解本身的績效表現 

 
需要技術發明人指導，且可以開發為產品或雛型產品之技術授權，均屬於科技

類技術移轉，而國科會(2000)將技術存在型式則可概分為四大型式： 

1.專利技術（含已獲得專利權者） 

2.專門知識（know-how，或審查中之專利申請案） 

3.電腦程式（控制程式等） 

4.技術資料（包含資料庫） 

 

以 UC-SC 的經驗可知，由於軟體生命週期短暫的特性，該校技轉中心的主任

                                                 
29
台灣亦有相同性質的組織: Association of Technology Managers in Taiwan(A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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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偏好將時間花費在修改程式、升級或語言版本的改進工作上，而非將資源花費在

需費時 2~3年的專利申請活動上，此外，軟體上的設計要需考慮法規的要求，例如

美國的 American Disability Act即要求軟體本身需考慮肢體不便者的使用需求。 

 

五、專人專責專案管理的技轉主管/人員 

以學校作法而言，就目前存在於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技術授權或移轉中心的

觀點，希望能夠聘用專任性質的人來擔任此機構的主管。當然，這並不意謂目前兼

任的教授或副教授們不適任，而是這些兼任性質的職務，都有其任職期限之規定，

即便主管有心且任職一段時間，也逐漸熟悉相關業務與概念，往往因為轉任他職或

是任期屆滿，而必須離開。一方面造成日後擔任主管之教授不願意深入學習之缺

點，另一方面也使單位從業人員，一直處於適應新主管的階段，同時可能產生新舊

任主管間互不承認之情事。因此，若能聘請一位在技術授權方面有豐富經驗的學

者，甚至是業者，來擔任相關機構之專任主管，應能適度發揮其專長。同時因其與

產業聯繫較為密切，較能夠知道目前產業界之所需，避免整個機構團隊盲目摸索的

浪費與錯誤發生的機會，進而縮短國內推行此機構所必須花費的時間與金錢。然

而，因每個學校的規模或有不同，實現這個願景有其困難。臺灣在 2001 年投入的

研究經費大約新台幣二千零五十多億，包含政府單位、研究單位、民間機構、產業

等之總和，因此規模的不同，會使得相關單位的組織有所不同型態表現。 

在 Thurshy and Thurshy(2000)的問卷報告中亦說明了從產業的觀點來看，公司

研究人員與學校技轉人員之間的個人接觸，為公司了解學校技術成果的最重要來

源。專業的期刊與產業的會議則為次重要的來源。而受訪者認為學校的研發成果的

行銷行為則並不重要。即可用於事後行銷的效果不大，事前灌輸正確的觀念才重要。 

以 UC-SC技術移轉中心的作法而言，該中心主任 Dr. Gerald Barnett嚴格規定

中心內所有人員包括行政秘書與工讀生皆需接受相同的訓練課程，以培養相同的專

業與使用共同的語言(Barnett, 2003)。在所參訪的學校中，許多美國大學對於技術移

轉，採用 case-management style (cradle-to-grave)，該人員從技術的揭露、專利申請，

到技術的推廣與授權，皆由專人一手包辦。意即此項發明之所有授權相關工作皆單

獨一人負責(Sandelin, 2003a)。其優、缺點說明如下： 

1.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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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單一技術移轉案的掌控有高度的一致性，並對進度的掌握較明確，

並可提供較好的服務。 

(2)美國許多技術移轉人員具有理、工背景，同時擁有法、商相關知識，對

於技術移轉的認知與執行，有莫大的助益；相較之下，台灣從事技術移轉

人員具有相關專業理、工背景的比例明顯偏低。 

2.缺點： 

(1)然而必須提高對專業人員深度及廣度的要求，且對於技術移轉人員的技

術與專業要求都頗高。此外，此種方式亦常導致專案人員較無時間從事推

廣活動。 

(2)智慧財產權與管理相對訓練較易藉由工作中逐步學習，然而理、工相關

專業知識的培養較不易由工作中訓練且成效不大。故建議各校可針對本校

或中心發展，重點由理、工、醫、農等相對領域背景中來錄用人員從事技

術移轉。 

Stanford對於技轉中心授權人員充分授權，所做的決策包括(Sandelin, 2003a)： 
1.決定是否申請專利 

2.專利申請人為何 

3.選擇可能的 licensee 

4.如何對該發明進行行銷 

5.授權種類的選擇 

6.授權契約財務條款的擬定 

7.Diligence條款 

8.授權後可能衍生或面臨的議題 

美國在相關法令頒佈施行後，由於宣導得宜，使得大部分的教授都能明瞭相

關法令之規定。因此，當教授有技術層面問題需與產業界配合時，一定要依循規定，

由學校的法務室或技術授權中心等單位進行合作事宜，不能自行與廠商接觸進而私

相授受。教授從合作過程中，逐漸瞭解到智慧財產權的來龍去脈，同時業界亦有守

法精神，配合學校的單一窗口進行技術的交涉與授權。如此一來，教授在交涉過程

中得知進行步驟及應提供何種資料，學校的法務室或是授權中心亦能在交涉議約進

行下，贏取教授的信任。『信任』應是授權中心的人員努力的目標。如何能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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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技術移轉中心且愉悅地將其研究技術提交上呈，委由授權中心來辦理，此為技

術移轉人員目前最應該學習的地方。 

 

六、發明者扮演的角色 

根據 Jansen and Dillon(1999)的一項來自六個大學的 1100個資料來源分析調查

中顯示，有 54%的授權案之源頭來自於發明者。許多授權交易成功的案件中，該技

術之發明者扮演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在他們所調查的授權案例中，高達 56%的比

例來自於發明者的關係與協助，而第二位功臣則是技轉人員約佔 19%，這種情形在

其他學校亦有相似的情況。故應讓發明者認清智財權歸屬問題，否則很可能進行地

下交易。美國有些學校每年會為專利發明人舉辦表揚大會。 

 

七、公開發表的學術自由與新穎性 

學校角色：教授在學校內搶著將研究成果儘早發表與公開於學術期刊上，實為

學術界自然現象。 由於專利新穎性之規定，技轉中心應該在尊重研究人員公開發

表之學術自由前提之下，有效掌控申請專利時間與成果公開發表，這對申請國外專

利特別重要，技轉中心應主動提醒研究人員之重要時程。 

 

八、重要資料的提供與提醒 

技術移轉政策的書面化為重要的基本要求。除了透過給予有興趣的 faculty提供

足夠的訓練，亦應提供不同版本的卡片或小冊子，不斷的加強與提醒 faculty學校政

策與技術移轉單位的角色。若要申請與美國相關的專利，技轉中心人員必須提醒教

授有“best mode”的特殊要求，也應提醒研發人員必須妥善地紀錄、保持與研發實

驗室相關的資料，此外，也建議研發人員要做到習知技術（Prior Art）的告知。(Malilay, 

Mueting, & Viksnins, 1997; Mueller & Sorensen, 2002)。 

技轉中心應提供一些相關的服務，例如研發記錄簿重要性的說明，如以美國專

利為例，是以先發明主義（first to invent）而非大部分國家的先申請主義（firs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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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九、鼓勵發明揭露 

Caltech 透過校內刊物或重要集會，傳達校內教授技術移轉成功案例的分享，

引起教授的注意，並不斷讓教授們意識到技術移轉成果提撥辦法的設立，除了透過

E-mail傳達之外，技術移轉人員亦主動地參與各系所教授的集會，對本身所能提供

的服務，予以介紹說明。Caltech 教育教授們在專利與授權過程方面的知識並提供

簡短一頁簡易發明揭露單與提供線上填寫功能。此外，技轉單位人員儘可能填寫表

格所需資料，親自拿至教授研究室取得其簽名，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浪費與催促。

Caltech 利用 FileMaker 建立一個可同時讓所有技轉人員迅速有效地進行資料追蹤

與分析並供內部使用，對於專利授權管理系統提供有效的管理。 

Caltech 對新進教師特別關注與提供主動協助其發明揭露，此外 Caltech 的

“make faculty happy”哲學，使得技術鑑價的繁覆工作得以去除。因此，人力雖然

精簡，但效率不減，Caltech在 2002年共申請 107件美國專利案，然而根據 Caltech

之資料顯示僅有 10%的專利得以授權出去（License out）。 

 

十、灌輸 Faculty對智財正確的認知 

在學術界有一個普遍的現象，許多的發明人並不計較一些利益的回收，他們願

意免費提供外界 download 所寫的程式碼。下載者可以自由的使用該軟體，其主要

的原因可能為商品化所帶來的優點並不清楚之外，最主要也希望外界能夠採用其所

發展的一些工具，也希望其所發展出來的工具能成為研究的工具。若遇到此情況，

UW 與 UC-SC技轉人員皆會向發明人說明其專利或授權所獲得的一些優點，例如

發明人仍然可以達成發明原先的目的，同時也可以提供給未來使用者再改良的一些

版本，也可以提供給使用者更好的服務，最重要的是當使用者一多，就可以成為該

技術或該產業的標準化。 

其次，目前國科會對於執行該會研究計畫所產出之研究成果，訂有獎勵及補助

措施，如補助專利申請相關費用及前三年年費之 80％的費用、提供專利核准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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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等。本文認為這些補助或是獎勵措施在執行時，可同時要求申請補助或獎勵的

教師們，在享受申請補助與獎勵權利之餘，同時為學校及社會盡一些義務。亦或是

國科會可以訂定一些配套措施，如老師們必須同時有參加過一些智慧財產權相關的

課程，讓老師們能都從中瞭解到智慧財產權相關的訊息，幫助老師們在研究與教學

領域外，對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有初步的瞭解。同時在申請專利之外，也能注意著

作權的使用與授權、研究保密等議題，進而在教學活動中，傳達給正確的概念予學

生，達到推行智慧財產權的最終目的。 

 

十一、訂立一個 Price Model  

對於授權收入最常見為權利金（licensing fee）與衍生權利金（royalty）。對於

royalty的使用時機則需謹慎考慮其技術本質與產業特性，以軟體技術與電子產業而

言，較少使用 royalty的方式進行授權(Bennett, 2003b)。 

以 UC-SC的授權經驗，技轉中心必須訂立一個 Price Model，建議將該應用軟

體儘可能的切割，並依此做不同的訂價，如此可符合使用者不同的功能需求，並獲

得較高的收入(Bennett, 2003a)。以 Stanford 為例，Stanford 技轉中心將技轉過程所

需的文件與手續儘量簡化，使相關人員（inventor & licensee）願意參與並在最短時

間內完成所需手續(Sandelin, 2003a)。 

在藉由技術移轉的方式創立新公司方面，歐洲又較美國發展為早(Sandelin, 

2003b)，台灣在最近幾年來才慢慢開始探討技轉的議題，僅管法規與國情的不同，

但國外在技轉方面的實務經驗，值得我們借鏡。 

 

十二、法規的鬆綁與激勵制度 

美國與中華民國運作模式不同的地方，就是設立方向不同。美國大學裡的技

術授權或移轉中心，係由學校自行成立。學校認為有此必要性時，成立並管理此一

單位協助校內的智慧財產權。反觀國內狀況，目前在大學中所有的技術授權或移轉

中心，都是透過國科會專案補助，雖然彌補初設立經費不足之窘境，但當面臨政策

異換，學校易將其視為是外來單位，且人員亦非校內編制人員。因此，當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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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弦易轍時，學校懷疑是否有該單位存在之必要性，可能短暫觀察而不變，或者將

該單位結束改編。如此一來，造成初期投資付之一炬，亦使得該校日後欲再度推廣

相關業務時，更是難以突破。 

僅管美國被許多人稱為創業者的天堂，然而在公私立大學仍有程度上明顯的

差異，私立大學如 Stanford 與 Caltech 則明顯相較於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鼓勵教授校外創業成立公司。 

學校應設計一個有效的成果收入提撥獎勵制度，有效的激勵並回饋發明人，

由表  4 可看出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的提發辦法不盡相同，提發範圍為收入的

25%~50%之間，然而值得說明的是，該授權收入全部由該校負責管理與運用，不

必繳回部份比例予官方資助機構，此種突破在 Bayh-Dole Act立法之時，即引起廣

泛討論其合理性，最後大眾同意政府對於大學研發成果的處理，應稟持著投資未來

培育人才，以及增社會福址為主要考量，而不應以商業投資角度來硬性要求大學需

實質用金錢方式回饋政府。 

 

表 4  Royalty Sharing-2003 

Caltech  25%（after patent costs） 

50% if used for research 

Columbia 50%（first $100k）( 20% costs off top) 

25%( >$100k) 

Harvard 35% (first $50k) 

25% ( >$50k) 

Stanford 33% 1/3%（less 15% fee and patent costs） 

U. of California 35%（after patent costs） 

15% allocated to research 

Yale 50%（first $100k） 

40%（$100-200k） 

30%（>$200k） 

Source: Caltech 

為獎勵執行單位與參予研究人員實質獲得研發之成果，在推廣初期，應全額給

予執行單位處理，因其主要目的為造福大眾福祉。依台灣目前大部分的技術移轉

案，若扣除繳交的金額及所負擔的成本，所剩寥寥無幾。原因為應繳資助機構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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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時，不得扣除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發生之成本，如旅運費，人事費，如此所剩

無幾，無激勵因子存在。 

 

十三、授權條件的考量 

授權要考慮到授權公司（Licensee）是否誠實的申報資料，如銷售數量、營業

收入等，是否有辦法稽核授權公司。技術移轉人員在決定授權條件的同時，應積極

與校內其他有關單位取得授權公司（Licensee）與本校之淵源做合作紀錄，舉例而

言，Intel捐贈 600,000,000美元給 Caltech，當 Intel指出有興趣對 Caltech 某項技術

提出授權要求（License-in）時，其授權金之比率將會因其過去良好的關係而給予較

優惠的條件。而良好授權金比率（royalty rate）亦可激勵 Licensee儘早將產品商品

化上市。如授權前幾年的比率較低，但隨著時間的增加，則該比率會增加，如此，

Licensee將會有較強的動機將上市的時間提早，此外，不同比率必須能區隔出不同

的服務等級與內容(Farina, 2003)。 

對於 start-up公司可多考慮 option的選擇方案，如此可給 start-up一段時間（通

常為一年），考慮是否決定正式授權該技術，降低 start-up 所憂慮的不確定性與風

險，並降低其可能授權之成本負擔。 

為了保持技轉人員的專業性與客觀性，技轉中心所有的特殊使命，技轉中心人

員不應與技轉收入有所何財務上直接的相關，以 Sanford為例，因授權帶來的收入

在扣除預算之餘，皆回饋至由 Dean of Research所管理的 Research Incentive Fund

做為學校改善教學與支持研究之用（Ku 1998）。 

 

十四、股權（Equity）的考慮 

雖然國科會的成果歸屬辦法對於“研發成果收入”之定義涵蓋了因管理及運

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及其他權益，然而目前台灣所

常用的指標，仍著重於專利權的迷思。對於股權的行使與採用，則甚少聽聞與有避

免使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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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美國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對於小型企業技術移轉的優先考慮，

台灣則僅對我國研究機構或企業為技術移轉優先對象，並無對小型企業的偏好條

文。 

對於私人公司的投資者而言，對於 royalty 並不喜歡，因為其可能會嚴重影響

其股東權益。Caltech有 10百萬美元的 royalty收入，其 equity股份價值亦大於 1000

萬美元，總值超過 2000萬美元。 

對於輔成立的小型公司而言，願意以股權代替授權金與衍生金的考量，具有以

下的優點： 

(一)促進新公司的誕生 

(二)較能夠鼓勵小型公司的參與及使用技術移轉 

(三)沒有充沛的現金也能行使技術移轉 

(四)即使有資金，也應該把資金運用在具體技術的商品化，而非運用於授權金上 

根據 AUTM 調查美國大學的結果顯示，在美國持有股份的方式代替授權金佔

了 70% (Pressman, 2003)，即使如此，美國的公立學校對持有股權的方式相較於私

立學校明顯趨於保守，例如美國的華盛頓大學儘量避免採用股權方式，因為公立學

校法規方面的考量較多，較不希望牽扯持有股權後的管理問題。私立學校如加州理

工學院，反而非常地積極採用股權持有方式，並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技術授權。鑑

於如此，台灣對於股權持有的採用及對於法規的鬆綁亦可多加考慮。 

在藉由技術移轉的方式創立新公司方面，歐洲又較美國發展為早(Sandelin, 

2003b)，台灣在最近幾年來才慢慢開始探討技轉的議題，僅管法規與國情的不同，

但國外在技轉方面的實務經驗，值得我們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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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管理領域產學合作之智財 

 

一、R&D的再定義 

長久以來，大眾對於研究與發展（R&D）大多以較狹義的範圍定義在“硬性”

科學（hard science），然而美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對 R&D的定義為：（Link, 

1996）Research i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discover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is the systematic use of such knowledge. 就廣義上而言，R&D是創造知

識的基礎過程（Link, 1999）。因此，既然智慧財產權為 R&D的成果產出，故對於

智慧財產的認識，則應從較廣義的角度來審視，而不應只是侷限於專利的框柩內。 

根據國科會網站(www.nsc.gov.tw) 所提供的可能技術移轉成果查詢系統，將智

慧財產權型式共分為科技類技術移轉、電腦程式授權使用、一般著作發行及材料移

轉四大類，截至本截稿之日(2003/6/9)，共有 131筆科技類技術移轉，其餘三類均無

任何一筆可技術移轉成果。對於該三項領域的相關研究之缺乏可見一斑。 

UW 在重視專利的同時，亦有效的善用軟體與著作權的成果，並因此在過去 5

年來，獲利 45,000,000美元，這些產品藉由直接授權方式，除了以生物相關程式碼

為主要之外，亦包括了資料庫、語文學習工具與教育訓練教材，另外與 300家企業

建立關係(Williams, 2003)。 

 

二、發展各校的重點 

Caltech 的發展重點主要在化學領域、UC -Santa Cruz 在軟體、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在生物科技以及 Stanford 在資訊科技方面各有其發展重點。以 UW 為

例，在 2002年共有 225個發明揭露（Invention Disclosure），其中在 2002年獲得的

醫學相關的專利，即佔總專利數之 46%(Innes, 2003)。 

 

三、建立適當衡量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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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當的績效誘因將會影響使技術移轉人員努力的標的與方向，亦會對技術移

轉是否成功造成影響(Hsu & Bernstein, 1997)。 

一個單位的研究與發展績效可能造成外溢效應（Spillover Benefits），其績效可

能會影響另一單位的成果，也可能產生光圈效應（Halo Effect），如協助其他單位

獲得外部研究資源及培養優秀的畢業生等。 

Link(1999)指出，由於大學肩負起促進該國科技的發展，加上政府亦對社會負

有經濟發展的財政責任（Fiscal Accountability），這二大因素皆說明了學校必須對所

有的關係人（stakeholders）負責，顯示一個大學除了創造與傳播知識的天職之外，

亦負有經濟貢獻的使命，這都說明了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的重要性，Link 亦特別

強調應考慮 R&D 對經濟的影響。此外對於 Faculty 的教育—產學合作中心是技術

移轉單位，應提醒大學教授，某些 R&D應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進行評估，除了便

於資源有效利用，並提醒研究人員所負有的使命與社會責任。然而在此種訊息下的

傳達必須謹慎，以免造成研究人員誤解學校唯利是圖，或間接鼓勵研究人員利用學

校資源進行顧問諮商活動，而忽略實質研究的精神(Link, 1999)。 

 

(一)研發成果之衡量指標 

根據國科會(2002)對於研發成果只以以下二大項為其衡量指標，此兩項指
標均未直接與經濟效益有關： 

1.發表在 SCI的論文數量 

2.專利數（包含申請及核可） 

 

(二)技術移轉之衡量指標 

Rogers et al.(2000)提出了六項用來衡量技術移轉的指標，該六項指標如下： 

1.發明揭露數 

2.專利申請數 

3.授權與選擇權數 

4.授權收入 

5.公司成立數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技職學校管理領域之產學合作中心運作策略 

 

 164

6.總授權收入 

 

表 5為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年度績效考核指標30。然而教育部的 9個量領

域績效評估指標僅針對可量化之部份予以考慮，建議可參照美國之作法，使指標更

為周詳與完整。 

 

 

表 5 績效考核指標 

領域績效評估指標 
1. 執行產學合作計劃件數 
2. 產學合作計畫金額(元) 
3. 學校聯盟：參與學校個數 
4. 學校聯盟：參與計畫教師總人數 
5. 產學聯盟：參與廠商家數 
6. 技術移轉金額 
7. 申請專利件數/獲得專利件數 
8. 每年開授短期教育訓練課程或研討件數
9. 教育訓練或研討金額(元) 

 

                                                 
30
 九十二年度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第一次聯席會議, April 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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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美國對於授權會以下列形式替代直接的金錢給予形式，授權所帶來的

好處可以以下列形式出現。 

表 6 Various Types of “Currencies” 

What Can a Licensee Provide? 

1.Patent Cost Payment 

2.Low Administrative Burden (quick negotiation) 

3.Positive Business Relationship 

4.Best Opportunity for the Technology 

5.Equity 

6.Up-front Cash 

7.Downstream Cash 

-Royalty on Net Sales or 

-Milestones, Annual Minimum Royalties or Other Income 

8.Other − research funding, alliances, etc. 

 

四、專利的促生，而非直接研發 

由於管理領域的一些特性，使得管理領域得以與其他理工領域區隔，管理領域

雖然沒有理工領域所擁有的機器設備、原料，但卻可以扮演一種觸媒的角色，提供

一些課程向在職專班介紹專利財產的重要性與一些相關知識的引導，亦可幫助、教

導在職專班學生，促使新技術獲得一些改善及發明，意即管理領域並不必直接參與

直接研發，卻可以扮演介紹的角色，讓企業了解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以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運輸與倉儲營運系為例，2003年開設一門物流專利課

程，課程經由授課教師對專利基本概念的介紹、地圖分析的說明、專利檢索的使用，

讓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可以運用公司內部資源、人力資源從事公司相關成品的改善及

研發。目前為止，已經有三到四項具體的成果，其中有二項可以考慮申請專利，另

一項為發明專利。這說明了即使不發明機器設備，也能夠有實際的成效。 



研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國外培訓成果發表會     技職學校管理領域之產學合作中心運作策略 

 

 166

Hsu and Bernstein (1997)根據 14個個案與許多的訪談所得的資料，建議學校可

從即將畢業的商學院學生灌輸其科技商品化的潛力與鼓吹創業精神，根據所訪談成

功的創業公司之經驗，一個願意冒險挑戰現況與主動積極的創業家是一項成功的要

件。 

 

五、管理領域之智財權方式 

既然智慧財產權不單只有專利，智財權亦存在於許多型式。故只要能產生效

益，管理領域之產學合作中心可多利用其他智財權種類。以著作權、電腦軟體方面

的議題為例，應考慮到以下問題，如哪些類型可立即進行授權？哪些類型可立即獲

得業外收入？且亦可立即產生其實際教育的意義？就相關學校標誌與校名的授權

使用，此非必要性成本，卻為立即收益的授權標的物。讓學校的教職員能清楚瞭解，

智慧財產權並非只有專利或著作而已，即使是微小事物透過授權後，可以衍生出不

小的商機，進而推行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在校園中成長生根。在美國，隨處可見以各

大學的名字或學校標誌而設計的產品，如運動衣、T恤、帽子、吉祥動物、書本、

筆記、旗幟、貼紙等等，這些商品都是在商店中販售，且價錢不斐，探討其來由，

這些商品皆是經過學校權責單位授權使用，才能印上學校名稱或是學校的標誌。不

僅商家獲益，學校增加權利金的收入。此外，以學校名義發行信用卡可增加學生與

校友對學校認同並以身為學校中的一份子而感到榮耀。因此，各項商品廣受學生所

喜愛，購買一些商品作為畢業回鄉後的紀念，如旗幟、衣服、吉祥物，車用貼紙等，

甚至影響到周遭的人，肯定購買紀念品的價值。這樣的情景常見於曾在美國唸過書

的教授們的身上。試想，當車上貼上學校(吉祥物)標誌的透明貼紙，是多麼地榮耀，

甚至在校園中，亦會有完全不相識的兩人，因為車上的貼紙相同而結為好友。因此，

本文認為在學校中應建立老師及學生們對智慧財產權的正確認識，並將學校的標誌

與名稱授權給代理廠商製成各類型的商品，亦是相當具有教育性的活動。然而，冠

加學校標誌後，相關商品的售價會稍高，但當建立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後，使得授

權更具實質意義及利益，增進學生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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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有關 UW對於軟體或是資訊產品的一些資料說明如下：  

1.以數位化的媒體而言有下列方式為之： 
(1) Code 

(2) Images 

(3) Streamed media 

(4) Games 

(5) Business methods 

(6) Databases,data 

(7) Web content 

(8) Demo versions 

(9) User preferences 

(10) Identifiers,marks 

(11) Keys,tags,mark up 

(12) Vocabulary 

(13) Web access（例如 uc-sc提供私人公司 5年 500,000美元讓該公司可以
自行控制該網站） 

 

2. 在 training & educational materials方面可採用： 

(1) Instructional material 

(2) Curriculum 

(3) Online courses 

(4) Streamed media 

(5) Video elements 

(6) Audio elements 

(7)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8) Websites 

(9)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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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dentifiers, marks 

(11) Interactive software 

(12) Sample tests 

六、產業資料庫的提供 

智慧財產權的管理領域並非如大眾所想像的只有專利商標、營業方法、著作權

等，甚至還包含 know-how。在某些科技，尤其是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亦或是在某

些區域、縣市，如果能夠加以提供、整合這些區域或是產業的相關資訊，將可以創

造一些附加價值。故就業者的角度而言，管理領域經由產學合作中心的分析整理，

提供有用的資訊，亦是管理領域產學合作中心所能提供的一個功能。以運籌領域而

言，亦可參考 Ohio State University每年針對物流業進行的產業動態調查報告與資料

的提供(La Londe & Ginter, 2003)。 

 

七、跨科系(校際)的結合 

透過與資訊科系的合作，可考慮朝營業方法(business method)相關專利申請。

著名公司如 Priceline的 reverse auction, Amazon的 One Click, 與 e-bay的 bidding專

利都是有名 business method專利。Business methods雖然在歐洲地區仍然具有非常

大的爭議性，但在如美國及亞洲地區，business methods 專利都逐漸獲得接受，所

以管理領域可以透過資管領域的協助,使得在此領域獲得顯著的成效。 

此外，管理領域可以與其他領域相結合，例如理工科系已具體發明某些產品或

是技術，但其本身可能沒有一些足夠的教育訓練資源，及其他有關於教材的編撰、

教育訓練等，故可以透過結合管理領域方面的資源加以補足，除了產品本身所產生

的一些技術貢獻重要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後續的支援可以扮演一種輔助的角色。 

 

八、法規需求 

在現今數位化的社會中，對於數位化產品的保護有常用的 Copyright、Trade 

Secret、Patent以及 Trade Mark這四種常用的方式(Innes & Valauskas, 1999)。法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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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創造軟體的需求，學校教授可密切注意政府法規新修正對可能軟體的需求，以報

稅為例，報稅溢繳不退款，雖然稅捐單位有免費的計算軟體，但僅止於計算部份，

對大多數人而言，雇用會計師並非符合經濟原則，以現在的軟體而言，僅能做事後

的計算，而不能提供事前的節稅資訊予個人。 

九、採精兵策略 

主動與積極接觸具有研究發明潛力之研究人員，例如 Cal- Tech雖有 410名教

授與研究員，但根據內部調查僅有約 100名具有研發潛力，因此將他們列出為主要

接觸名單，集中精力，提供較好的服務。 

十、推廣理念 

至於推廣理念的部分，首先應由學校開始發展，由學校中所開設的推廣教育

班、或是在職專班系統中來執行是最簡單的方式，如 EMBA 班或其他進階管理相

關班別，這些班別的學員，大多數為產業的從業人員，下至一般員工，上至中階、

高階經理人，藉由這些機會，讓他們親身經歷這些議題，同時主動提供這些經理、

主管一些有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訊息，讓他們體會到智慧財產權到底是什麼，能為他

們帶來何種效益，再透過他們回公司分享訊息與執行，讓產業界更加明瞭智慧財產

權的相關知識，日後技術移轉人員登門洽商時，有助於拉近雙方之距離，不至於使

產業界對技術移轉人員產生敵意，或是不知技術移轉人員所表達之意念。所以，我

們在此提出建議，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宣導與教育，能夠由類似 EMBA 專班開始，

行有餘力下，再繼續將課程，導入大學正規課程中加以推廣，如納入大學必修通識

學分中或納入必修學分等等，同時讓產業中、高階主管瞭解這些資料、訊息對於產

業的重要性，也同時教育即將投入產業環境的大學生。總結而言，學校本身即要教

育技術移轉的未來人才，不管是未來的產業和客戶才會有正確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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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在技職校院中，產學合作中心扮演與產業界相互合作之重要角色，目前六所主辦產

學合作的科技大學中，大都屬理、工方面領域，只有一個屬運籌管理領域。技職學校其

充沛的師生與研究能量不應忽視，故應善加利用技職校院這些資源。在台灣從事技術移

轉專業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透過區域整合，結合產官學研資源，故產學合作中心

扮演與產業界相互合作之重要角色。目前六所主辦產學合作的科技大學中，只有一個屬

管理領域，本文認為在管理領域可調整智財標的，促使新技術與新產品的改善及發明，

如此管理領域即使未直接參與研發，卻可以扮演一種觸媒的角色。此外，智慧財產權的

管理領域並非只有專利商標、營業方法、著作權等，還包含 know-how，若區域產學合
作中心對該區域、縣市，能夠提供相關的資訊，則將可以創造一些附加價值。經由管理

領域產學合作中心的分析整理，提供有用的資訊，亦是管理領域產學合作中心所能提供

的一個重要功能。 

台灣目前名列美國專利第四大專利擁有國，雖然在數量有一定的表現，但是多數集

中於少數廠商，而在技術層次上大多數仍屬於較中、低層次的專利技術。除了在 IC 產
業與 IT 相關產業有傑出的專利表現之外，其他產業如物流業、玩偶業、金融服務業等
的專利成果皆不理想(吳彥濬 et al. 2002; 吳彥濬 and 詹雅婷 2002; Wu 2003; Wu and 

Lin 2003)。這些所謂的傳統產業或是其他非高科技產業的技術提昇與對智財權的認知

有待改善，而其無形資產更有許多的潛能可由管理領域產學合作中心加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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