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臺灣地區第二次產業創新活動調查研究--臺灣地區第二次
產業創新活動調查研究-規劃研究計畫(第 2年)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類 別 ：整合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6-3013-P-004-003-MY2 

執 行 期 間 ： 97年 01 月 01 日至 98年 05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計 畫主持人：吳思華 

共同主持人：鄭宇庭 

計畫參與人員：學士級-專任助理人員：黃量謙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莊皓鈞 

 

  

  

  

  

處 理 方 式 ：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8年 06 月 30 日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台灣地區第二次產業創新活動調查研究 

 

期末報告 
 
 

計畫類別：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6–3013–P–004-003-MY2 

執行期間：96 年 1 月 1 日 至 98 年 5 月 30 日 

 
 
計畫主持人：吳思華教授 
共同主持人：謝邦昌教授、黃文璋教授、鄭宇庭副教授、徐怡副

教授、蘇志雄副教授、許牧彥助理教授、江志民助

理教授 
執行單位：政治大學科技管理所、政治大學統計學系、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系、高雄大學統計所、虎尾科技大學企業管

理系、致理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長庚技術學院護理

系 
 
  

 
 
 

中  華  民  國  9 8 年  0 6 月  



I 
 

目            錄 

第一章 緒論……………………………………………………………………1‐1 

第一節 研究背景……………………………………………….....1‐1 

第二節 研究目的…………………………………………………..1‐3 

第三節 研究步驟…………………………………………………..1‐5 

第四節 調查研究方法.……………………………………..…..1‐7 

第五節 研究內容與限制………………………………..……..1‐29 

第六節 2007 年創新調查資料與主計處資料結合 

………………………………………………………………….1‐30 

第七節 2003 年、2005 年、2007 年創新調查設計                                 

比較…..……………………………………………………...1‐31 

第二章 2007 年創新調查與 CIS 國際比較……………………….2‐1 

第三章 2003、2005、2007 年三次創新調查比較…………..3‐1 

第四章 2002、2005、2007 年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比較…..4‐1 

第五章 創新追蹤調查…………………………………………………….5‐1 

第一節    調查設計………………………………………………..……5‐1 

第二節    敘述統計……………………………………………………..5‐2 

第三節    金融海嘯後的創新情況………………………………5‐13 

第六章    調查方法與樣本結構…………………………………………6‐1 

    第一節    樣本資料結構…………………………………………….6‐1 



II 
 

    第二節    變數說明…………………………………………………...6‐7 

    第三節    資料庫敘述統計………………………………………..6‐18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6‐155 

第七章    台灣廠商創新概論…………………………………………..7‐1 

    第一節    整體分析…………………………………………………..7‐1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7‐17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7‐45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7‐81 

    參考文獻………………………………………………………………….7‐86 

第八章    台灣創新系統全觀‐產官學研的合作研發體系…..8‐1 

    第一節    整體分析………………………………………………….8‐1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8‐14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8‐42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8‐70 

    參考文獻………………………………………………………………….8‐75 

第九章    創新廠商的技術取得策略……..…………………………..9‐1 

    第一節    整體分析………………………………………………….9‐1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9‐11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9‐31 



III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9‐51 

    參考文獻………………………………………………………………….9‐57 

第十章    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10‐1 

    第一節    整體分析………………………………………………….10‐1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10‐12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10‐36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10‐60 

    參考文獻………………………………………………………………….10‐67 

第十一章    創新廠商的專利運用方式…………………………...11‐1 

    第一節    整體分析………………………………………………….11‐1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11‐14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11‐40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11‐58 

    參考文獻…………………………………………………………………..11‐65 

第十二章    政府的資助對廠商創新的影響………………….…12‐1 

    第一節    整體分析…………………………………………………..12‐1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12‐10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12‐29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12‐39 



IV 
 

    參考文獻…………………………………………………………………..12‐44 

第十三章    廠商的兩岸佈局對創新的影響……………………13‐1 

    第一節    佈局兩岸的廠商會進行哪些創新？………….13‐1 

    第二節    產官學研的合作研發體系…………………………13‐7 

    第三節    創新廠商的技術取得策略…………………………13‐9 

    第四節    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13‐13 

    第五節    政府的資料對廠商創新的影響………………….13‐16 

    第六節    綜合比較分析…………………………………………….13‐21 

第十四章    總結………………………………………………………………14‐1 

    第一節    結綸…………………………………………………….……..14‐1 

    第二節    政策意涵……………………………………………….……14‐8 

附錄一 

附錄二 



V 
 

表        次 
表一‐1      有效樣本之訪問概況……………………………………………………………………………………1‐10 

表一‐2      母體與樣本數統表.………………………………………………………………………………………1‐12 

表一‐3      製造業完訪份數統計表……………………………………………………………………………….1‐14 

表一‐4      服務業完訪份數統計表……………………………………………………………………………….1‐15 

表一‐5      2003 年創新調查面訪有效樣本結構 ……………………………………………………………1‐34 

表一‐6      台灣地區創新調查 2003 年、2005 年、2007 年三次調查比較表……………..1‐36 

表二‐1      企業的定義與層級…………………………………………………………………………………………2‐1 

表二‐2      引進市場而言為新產品的企業比例 …………………………………………………………….2‐2 

表二‐3      技術創新的活動的企業比例…………………………………………………………………………2‐4 

表二‐4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例…………………………………………………………2‐5 

表二‐5      開發產品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 …………………………………………………………………….2‐6 

表二‐6      開發製程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 …………………………………………………………………….2‐7 

表二‐7      創新活動重要資訊來源類型的情形 …………………………………………………………….2‐9 

表二‐8‐1    有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2‐10 

表二‐8‐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2‐11 

表二‐8‐3    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2‐13 

表二‐9‐1    各類型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2‐14 

表二‐9‐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2‐16 

表二‐10‐1 有創新活動中，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2‐17 

表二‐10‐2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2‐19 

表二‐10‐3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製程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2‐20 

表二‐10‐4 有創新活動中，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2‐21 

表二‐10‐5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       

比.………....……………………………………………………………………………………………………2‐22 

表二‐11      創新活動所帶來的重要影響  …………………………………………………………………….2‐24 

表二‐12‐1 申請專利的狀況……………………………………………………………………………………………2‐25 

表二‐12‐2 各類型創新申請專利的狀況…………………………………………………………………………2‐26 

表二‐13‐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形 …………2‐27 

表二‐13‐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           

形………………………………………………………………………………………………………………….2‐28 

表二‐13‐3 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方 

式情形……………………………………………………………………………………………………………2‐29 

表二‐14‐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2‐31 

表二‐14‐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受阻情形…………………………………2‐32 

表二‐14‐3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受阻情形………………………2‐33 

表二‐15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造成創新活動高度受阻的因素………………………………2‐35 



VI 
 

表三‐1      2003 年、2005 年與 2007 年有成功技術創新比較…………………………………….3‐1 

表四‐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情況比較表……………………………………………………4‐1 

表四‐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為母企業集團之下之子公司比較表…………….4‐2 

表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表………………………………………..4‐3 

表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行銷創新比較表…………………………………………………….4‐5 

表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組織創新比較表…………………………………………………….4‐6 

表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表…………………………………………………4‐7 

表四‐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D )比較表………4‐9 

表四‐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比較表………4‐9 

表四‐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人員培訓比較表…………………………………4‐10 

表四‐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為推出創新產品的行銷活動比較表……………………..4‐11 

表四‐1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地方政府(直轄市及省縣市政府)補助       

比較..……………………………………………………………………………………………………………4‐12 

表四‐1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補助比較       

表……………………………………………………………………………………………………………………4‐13 

表四‐1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其他補助比較表………………………………..4‐14 

表四‐1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公司內部或母企業集團之其     

他子公司重要程度比較表…………………………………………………………………………4‐15 

表四‐1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設備、材料、服務或軟體的         

供應商重要程度比較表.………………………………………………………………………………4‐16 

表四‐1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客戶或消費者重要程度比較     

表..…………………………………………………………………………………………………………………4‐17 

表四‐1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競爭對手或其他公司重要程     

度比較表.……………………………………………………………………………………………………..4‐18 

表四‐1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大專院校重要程度比較表...4‐19 

表四‐1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例             

如工研院、資策會…等)重要程度比較表……………………………….…………………4‐20 

表四‐1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專業研討會、會議、期                 

刊重要程度比較表………………………………………………………………………………………4‐22 

表四‐2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比較表…………………………………………………..…………………………………………………4‐23 

表四‐2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比較表..………………………………………………………………………………………………………..4‐24 

表四‐2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客戶或消費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4‐26 

表四‐2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競爭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4‐27 

表四‐2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顧問、私人營利實驗室或研發機構共同進行           

創新活動比較表………………………………………………………………………………………….4‐28 

 



VII 
 

表四‐2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異業公司之研發單位或實驗室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比較表………………………………………………………………………………………………..4‐29 

表四‐2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比較表………………………………………………………………………………………………………..4‐30 

表四‐2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         

較表.…………………………………………………………………………………………………………..4‐31 

表四‐2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表 ………………………4‐32 

表四‐2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表 ………………………4‐33 

表四‐3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註冊商標  (技術雖容易被模仿，但商譽不             

易被奪走)比較表.……………………………………………………………………………………..4‐34 

表四‐3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著作權/版權比較表……………………………………4‐35 

表四‐3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保密措施(營業秘密)比較表……………………………….4‐36 

表四‐3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增加設計複雜性比較表……………………………………..4‐37 

表四‐3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掌握先             

佔優勢)比較表…………………………………………………………………………………………..4‐38 

表四‐3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其他比較表 …….…………………………………………………..4‐39 

表四‐3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比較表….…………………………..4‐41 

表五‐2‐1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的創新活動…………………………………………………………………5‐2 

表五‐2‐2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下列活動來取得技術 ………………………………………………….5‐2 

表五‐2‐3    金融風暴對貴公司持續進行創新活動有何影響………………………………………5‐3‐ 

表五‐2‐5‐1 金融風暴對貴公司持續進行創新活動有何影響，開放題之次數分配表  

……………………………………………………………………………………………………………………5‐4 

表五‐2‐4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5‐5 

表五‐2‐5‐1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開放               

題之次數分配表………………………………………………………………………………………..5‐5 

表五‐2‐5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這些創新活動會如何進行……5‐6 

表五‐2‐6    貴公司是否曾終止進行或拖延任何的創新活動……………………………………….5‐7 

表五‐2‐7    貴公司之創新活動遇到阻礙之原因 ……………………………………………………………5‐7 

表五‐2‐7‐1 貴公司之創新活動遇到阻礙之原因，其他(開放題)…………………………………5‐8 

表五‐2‐8    展望未來，以下政府哪些政策協助對貴公司之創新活動最有幫助 …………5‐9 

表五‐2‐8    展望未來，以下政府哪些政策協助對貴公司之創新活動最有幫助，開             

放題之次數分配表……………………………………………………………………………………..5‐10 

表五‐2‐9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的營業額相較去年同期比較之次數分配表…………………5‐12 

表五‐2‐10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相較去年同期比較之次數分配         

表……………………………………………………………………………………………….….……………..5‐13 

表五‐3‐1    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情況比較表………………………………………………………………..5‐13 

表五‐3‐2    員工人數創新情況比較表…………………………………………………………………………….5‐14 

表五‐3‐3    2007年與 2009年創新情況比較表……………………………………………………………….5‐15 



VIII 
 

表五‐3‐4    創新情況比較─依營業額分層比較表…………………………………………………………5‐16 

表五‐3‐5    創新情況比較─依員工人數分層比較表 ……………………………………………………5‐17 

表五‐3‐6    創新情況比較─依營業額*員工人數分群比較表……………………………………..5‐17 

表六‐1      有效樣本之訪問概況…………………………………………………………………………………….6‐2 

表六‐2      製造業調整前行業別抽樣分佈…………………………………………………………………….6‐2 

表六‐3      製造業調整後行業別抽樣分佈…………………………………………………………………….6‐3 

表六‐4      服務業調整前行業別抽樣分佈…………………………………………………….………………6‐4 

表六‐5      服務業調整後行業別抽樣分佈………………………………………………….…………………6‐5 

表六‐6      TT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6‐18 

表六‐7      TT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6‐21 

表六‐8      TT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6‐22 

表六‐9      TT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6‐22 

表六‐10    TT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6‐25 

表六‐11    TT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6‐27 

表六‐12    TT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6‐30 

表六‐13    TT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6‐31 

表六‐14    TT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6‐33 

表六‐15    TT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6‐36 

表六‐16    MM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6‐38 

表六‐17    MM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6‐41 

表六‐18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6‐42 

表六‐19    MM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6‐42 

表六‐20    MM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6‐44 

表六‐21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6‐47 

表六‐22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6‐50 

表六‐23    MM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6‐51 

表六‐24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6‐53 

表六‐25    MM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6‐55 

表六‐26    SS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6‐58 

表六‐27    SS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6‐61 

表六‐28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6‐61 

表六‐29    SS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6‐62 

表六‐30    SS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6‐64 

表六‐31    SS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6‐67 

表六‐32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6‐69 

表六‐33    SS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6‐70 

表六‐34    SS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 ….……..6‐73 

表六‐35    SS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6‐75 



IX 
 

表六‐36    mm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6‐77 

表六‐37    mm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6‐80 

表六‐38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6‐81 

表六‐39    mm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6‐81 

表六‐40    mm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6‐83 

表六‐41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6‐86 

表六‐42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6‐88 

表六‐43    mm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6‐89 

表六‐44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6‐92 

表六‐45    mm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6‐94 

表六‐46    ss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6‐97 

表六‐47    ss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6‐100 

表六‐48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6‐101 

表六‐49    ss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6‐101 

表六‐50    ss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6‐104 

表六‐51    ss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6‐106 

表六‐52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6‐108 

表六‐53    s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6‐110 

表六‐54    ss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6‐112 

表六‐55    ss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6‐114 

表六‐56    ms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6‐117 

表六‐57    ms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6‐119 

表六‐58    m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6‐120 

表六‐59    ms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6‐121 

表六‐60    ms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6‐123 

表六‐61    ms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6‐125 

表六‐62    m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6‐128 

表六‐63    ms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6‐129 

表六‐64    ms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6‐131 

表六‐65    ms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6‐134 

表六‐66    sm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6‐136 

表六‐67    sm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6‐139 

表六‐68    s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6‐139 

表六‐69    sm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6‐140 

表六‐70    sm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6‐142 

表六‐71    sm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6‐145 

表六‐72    s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6‐147 

表六‐73    sm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6‐148 



X 
 

表六‐74    sm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6‐151 

表六‐75    sm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6‐153 

表六‐76    廠商主要客戶來源綜合統計………………………………………………………..…. ….……..6‐156 

表六‐77    營運模式(OEM/ODM/OB)綜合統計……………………………………….……….. ….……..6‐157 

表六‐78    廠商創新類型綜合統計……………………………………………………………………….……..6‐157 

表六‐79    廠商創新技術來源綜合統計…………………………………………..………………. ….……..6‐158 

表六‐80    廠商創新政策影響綜合統計……………………………………………..……………. ….……..6‐159 

表六‐81    廠商補貼政策的附加性綜合統計…………………………………..………………. ….……..6‐160 

表六‐82    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綜合統計…………………………………………..………………. ….……..6‐161 

表六‐83    廠商曾申請專利的綜合統計…………………………………………..………………….……...6‐162 

表六‐84    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綜合統計………………………………………………………..…. ….……..6‐162 

表六‐85    廠商與大陸合作關係綜合統計………………………………………………………. ….……..6‐164 

表六‐86    廠商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綜合統計……………………………………………….. ….……..6‐164 

表七‐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7‐1 

表七‐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7‐1 

表七-3  TT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7‐2 

表七-4  TT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7‐2 

表七-5  TT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7 

表七-6  TT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 ….……..7‐7 

表七-7  TT 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7‐8 

表七-8  TT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7‐9 

表七-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17 

表七-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7‐17 

表七-11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7‐18 

表七-12 MM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 ….……..7‐18 

表七-13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23 

表七‐14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7‐23 

表七-15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7‐24 

表七-16 MM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 ….……..7‐25 

表七-17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31 

表七‐18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7‐31 

表七-19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7‐32 

表七-20 mm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 ….……...7‐32 

表七-21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36 

表七‐22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7‐36 

表七-23 mm_創新模仿 probit 模型（二）………………………………………………………….……...7‐37 

表七-2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7‐45 

表七‐25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7‐45 



XI 
 

表七-26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7‐46 

表七-27 SS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7‐47 

表七-28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51 

表七‐29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7‐52 

表七-30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7‐52 

表七-31 SS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7‐53 

表七-32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61 

表七-3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7‐61 

表七-34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7‐62 

表七-35 ss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7‐62 

表七-36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7‐67 

表七‐37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7‐67 

表七-38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7‐68 

表七-39 ss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7‐69 

表八‐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途統計……………………………………….……..……….…………..8‐1 

表八‐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8‐1 

表八‐3      TT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8‐3 

表八‐4      TT 資料庫_殘差相關………………………………………………………….……..…………………..8‐4 

表八‐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8‐15 

表八‐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8‐15 

表八‐7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8‐16 

表八‐8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8‐18 

表八‐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8‐29 

表八‐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8‐29 

表八‐11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8‐31 

表八‐12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8‐32 

表八‐1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8‐42 

表八‐1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8‐43 

表八‐15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8‐44 

表八‐16    SS 資料庫_殘差相關………………………………………….……..…………………………………..8‐45 

表八‐1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8‐54 

表八‐1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8‐54 

表八‐19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8‐55 

表八‐20    ss 資料庫_殘差相關…………………………………….……..…………………………………………8‐57 

表九‐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9‐1 

表九-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9‐1 

表九-3   TT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9‐2 

表九-4   TT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9‐2 



XII 
 

表九-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9‐11 

表九‐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9‐11 

表九-7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9‐12 

表九-8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9‐12 

表九-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9‐21 

表九-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9‐21 

表九- 11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9‐21 

表九- 12  mm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9‐22 

表九-1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9‐31 

表九-1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9‐32 

表九-15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9‐32 

表九-16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9‐33 

表九-1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9‐41 

表九-1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9‐41 

表九-19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9‐41 

表九-20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9‐42 

表十‐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0‐1 

表十-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0‐1 

表十-3   TT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10‐2 

表十-4   TT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10‐3 

表十-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0‐12 

表十-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0‐12 

表十-7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10‐13 

表十-8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10‐14 

表十-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0‐23 

表十-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0‐23 

表十-11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10‐24 

表十-12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10‐25 

表十-1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0‐36 

表十-1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0‐36 

表十-15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10‐37 

表十-16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10‐38 

表十-1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0‐47 

表十-1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0‐47 

表十-19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10‐48 

表十-20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10‐49 

表十一‐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1 

表十一‐2      TT 資料庫_probit 模型………………………………………………………………….………….11‐1 



XIII 
 

表十一‐3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5 

表十一‐4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1‐5 

表十一‐5      TT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11‐6 

表十一‐6      TT 資料庫_殘差相關…………………………………………………………….…………………11‐7 

表十一‐7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14 

表十一‐8      MM 資料庫_probit 模型………………………………………………………...………………11‐15 

表十一‐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18 

表十一‐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1‐18 

表十一‐11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11‐19 

表十一‐12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11‐20 

表十一‐13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26 

表十一‐14    mm 資料庫_probit 模型……………………………………………………..………………….11‐27 

表十一‐1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29 

表十一‐1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1‐30 

表十一‐17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11‐31 

表十一‐18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11‐31 

表十一‐19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41 

表十一‐20    SS 資料庫_probit 模型……………………………………………………..…………………….11‐41 

表十一‐21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44 

表十一‐22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44 

表十一‐23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11‐45 

表十一‐24    SS 資料庫_殘差相關………………………………………………………..…………………….11‐46 

表十一‐25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54 

表十一‐26    ss 資料庫_probit 模型…………………………………………………..………………………..11‐54 

表十一‐2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11‐56 

表十一‐2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11‐57 

表十二‐1      TT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12‐1 

表十二‐2   TT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12‐4 

表十二‐3   TT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12‐4 

表十二‐4   TT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12‐5 

表十二-5  TT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12‐6 

表十二-6  MM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12‐11 

表十二‐7   MM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12‐14 

表十二‐8   MM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12‐14 

表十二‐9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12‐14 

表十二-10 MM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12‐15 

表十二-11 mm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12‐19 

表十二‐12 mm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12‐21 



XIV 
 

表十二‐13 mm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12‐21 

表十二‐14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表格整理…………………………..……………12‐22 

表十二-15 mm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12‐23 

表十二-16 SS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12‐29 

表十二‐17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12‐32 

表十二‐18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12‐32 

表十二‐19 SS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12‐32 

表十二-20 SS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12‐33 

表十二‐21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12‐36 

表十二‐22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12‐37 

 

 

 

 

 

 

 

 

 

 

 

 

 

 

 

 

 

 

 

 

 

 

 

 

 

 

 

 



XV 
 

圖        次 
圖一‐1      計畫執行架構圖………………………….………………………………..……………………………..1‐5 

圖一‐2      研究步驟流程圖………….……………………………………………..………………………………..1‐6 

圖一‐3      台灣地區第二次技術創新調查流程圖……………………..………………………………..1‐11 

圖一‐4      創新分類.……………………………………………………………………..………………………………1‐17 

圖一‐5      2003 年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流程圖……………………..……………………………….1‐34 

圖二‐1      企業的定義與層級創新趨勢……………………………..………………………………………..2‐2 

圖二‐2      引進市場而言為新產品的企業比例……………………..…………………………………….2‐3 

圖二‐3      技術創新的活動的企業比例………………………………..……………………………………..2‐4 

圖二‐4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例…………………..…………………………………..2‐5 

圖二‐5      開發產品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2‐6 

圖二‐6      開發製程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2‐7 

圖二‐7      創新活動重要資訊來源類型的情形………………………..…………………………………2‐9 

圖二‐8‐1    有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2‐10 

圖二‐8‐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2‐12 

圖二‐8‐3    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                   

比例………………………………………………………………………………………………………..….2‐13 

圖二‐9‐1    各類型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 ……..…2‐14 

圖二‐9‐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2‐16 

圖二‐10‐1 有創新活動中，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2‐18 

圖二‐10‐2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2‐19 

圖二‐10‐3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製程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2‐20 

圖二‐10‐4 有創新活動中，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                   

例.……………………………………………………………………………………………………..……..…2‐21 

圖二‐10‐5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                   

在地的比例..…………………………………………………………………………………..………….2‐23 

圖二‐11    創新活動所帶來的重要影響……………………………………………………………..…………2‐25 

圖二‐12‐1 申請專利的狀況…………………………………………………………………………..……………….2‐26 

圖二‐12‐2 各類型創新申請專利的狀況…………………………………………………………..……………2‐27 

圖二‐13‐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形  . ……..…2‐28 

圖二‐13‐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                   

式情形….……………………………………………………………………………………………………...2‐29 

圖二‐13‐3 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                   

外方式情形……………………………………………………………………………………..………….2‐30 

圖二‐14‐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2‐31 

圖二‐14‐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受阻情形………………..………………..2‐32 

圖二‐14‐3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受阻情形……………..……….2‐33 



XVI 
 

圖二‐15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造成創新活動高度受阻的因素…………………..………….2‐35 

圖三‐1      2003 年、2005 年與 2007 年有成功技術創新比較…………………..…………………..3‐1 

圖三‐2      組織創新之比例結構圖………………………………………………………………..………………..3‐2 

圖三‐3      行銷創新(含美工外觀、設計)之比例結構圖………………………………..……………….3‐2 

圖三‐4      是否提供運送產品的新方法之比例結構圖…………………………..………………………3‐3 

圖三‐5      技術創新活動是否嚴重延遲之比例結構圖……………………………..……………………3‐3 

圖三‐6      是否有新發明或新型專利權申請之比例結構圖……………………..…………………..3‐4 

圖三‐7      是否有新式樣專利申請之比例結構圖…………………………………..……………………..3‐4 

圖三‐8      是否有註冊商標申請之比例結構圖………………………………………..…………………….3‐5 

圖三‐9      是否有版權申請之比例結構圖………………………………………………..…………………….3‐5 

圖三‐10    是否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之比例結構圖……………………………..……………………3‐6 

圖四‐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情況比較之長條圖………………………..…………………4‐2 

圖四‐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為母企業集團之下之子公司比較長條圖 

                  …………………………………………………………………………………………………..…………………….4‐3 

圖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圖…………………………..………………4‐4 

圖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圖(續)…………………..………………..4‐4 

圖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圖(續)…………………..………………..4‐5 

圖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行銷創新比較表…………………………………..………………….4‐5 

圖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組織創新比較表………………………………..…………………….4‐6 

圖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圖……………………………..……………………4‐7 

圖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圖(續) ………………………..…………………..4‐8 

圖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圖(續) ……………………..…………………….4‐8 

圖四‐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D )比較圖 

                  ……………………………………………………………………………………………………..………………...4‐9 

圖四‐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比較圖 

                  ………………………………………………………………………………………………………..……………..4‐10 

圖四‐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人員培訓比較圖………………………..……....4‐11 

圖四‐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為推出創新產品的行銷活動比較圖………………..…….4‐12 

圖四‐1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地方政府(直轄市及省縣市政府)               

補助比較表…………………….………………………………………………………………..………….4‐13 

圖四‐1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補助               

比較圖…….…………………………………………………………………………………………..……….4‐14 

圖四‐1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其他補助比較圖……………………..…………..4‐14 

圖四‐1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公司內部或母企業集團             

之其他子公司重要程度比較圖……………………………………………………………………..4‐16 

圖四‐1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設備、材料、服務或軟                 

體的供應商重要程度比較圖………………………………………………………………..……..4‐17 

 



XVII 
 

圖四‐1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客戶或消費者重要程度             

比較圖…………………………………………………………………………………………………..……4‐18 

圖四‐1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競爭對手或其他公司重             

要程度比較圖……………………………………………………………..…………………………….4‐19 

圖四‐1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大專院校重要程度比較             

圖………………………………………………………………………………………………………….……..4‐20 

圖四‐1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                 

(例如工研院、資策會…等)重要程度比較圖……………………………………….……4‐21 

圖四‐1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專業研討會、會議、期                 

刊重要程度比較圖……..……………………………………………………………………….…….4‐22 

圖四‐2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比較圖………………..………………………………………………………………………….……4‐24 

圖四‐2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比較圖…………………………….……………………………………………………………….…4‐25 

圖四‐2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客戶或消費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4‐26 

圖四‐2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競爭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4‐27 

圖四‐2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顧問、私人營利實驗室或研發機構共同                   

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4‐28 

圖四‐2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異業公司之研發單位或實驗室共同進行                 

創新活動比較圖…………………………………………………………………………………….…..4‐30 

圖四‐2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比較圖………………………………………………………………………………………….……4‐31 

圖四‐2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比較圖…………………………………………………………………………………………….…….4‐32 

圖四‐2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圖 ………………….….4‐33 

圖四‐2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圖 ……………….…….4‐34 

圖四‐3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註冊商標  (技術雖容易被模仿，但商                     

譽不易被奪走)比較表…………………………………………………………………….………...4‐35 

圖四‐3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著作權/版權比較圖………………………….………….4‐36 

圖四‐3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保密措施(營業秘密)比較圖…………………….…………..4‐37 

圖四‐3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增加設計複雜性比較圖………………………….……………4‐38 

圖四‐3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掌握                   

先佔優勢)比較圖……………………………………………………………………………….……….4‐39 

圖四‐3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其他比較圖…………………………………………….…………….4‐40 

圖四‐3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比較圖 ………………….…………..4‐41 

圖五‐1    創新追蹤調查流程圖…………………………………………………………………….…………….5‐1 

圖五‐2‐1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的創新活動之長條圖……………………………………….………….5‐2 



XVIII 
 

圖五‐2‐2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下列活動來取得技術之長條圖……………………….………….5‐3 

圖五‐2‐3 金融風暴對貴公司持續進行創新活動有何影響之長條圖……………….……..5‐4 

圖五‐2‐4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之                         

長條圖…………………………………………………………………………………………….…………..5‐5 

圖五‐2‐5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這些創新活動會如何進                       

行之長條圖……………………………………………………………………………………….…………5‐6 

圖五‐2‐6 貴公司是否曾終止進行或拖延任何的創新活動之長條圖…………….………….5‐7 

圖五‐2‐7 貴公司之創新活動遇到阻礙原因之長條圖……………………………………….………5‐8 

圖五‐2‐8 展望未來，以下政府哪些政策協助對貴公司之創新活動最有幫助                       

之長條圖…………………………………………………………………………………….……………….5‐9 

圖五‐2‐9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的營業額相較去年同期比較圖…………………….…………….5‐12 

圖五‐2‐10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相較去年同期比較圖………. …….5‐13 

圖五‐3‐1 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情況比較圖……………………………………………………….……..5‐14 

圖五‐3‐2 員工人數創新情況比較表……………………………………………………………….………….5‐15 

圖五‐3‐3 2007 年與 2009 年創新情況比較圖……………………………………………….……………5‐16 

圖六‐1    台灣地區第二次技術創新調查流程圖………………………………………….…………...6‐1 

圖六‐2    資料庫分類………………………………………………………………………………………..…………6‐7 

圖六‐3    有技術創新廠商……………………………………………………………………….…….…………..6‐12 

圖六‐4    曾申請專利廠商……………………………………………………………………………..…………..6‐16 

圖十四‐1    台灣的產學研合作創新體系……………………………………………………….……… ..14‐4 

 



摘要 
本計畫是政治大學在 2007 年受國科會委託所進行的台灣產業創新動態調查研究計畫。為便

於進行國際比較，本研究依據歐洲第四次創新調查(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CIS4)的規格

來設計問卷以及抽樣調查的方法，分層隨機抽樣調查全台灣 10017 家廠商（製造業及服務業各半）

來進行台灣產業創新行為之分析， 目的是以實證資料來具體描繪台灣的國家創新系統。 
 
本研究發現（1）台灣廠商的規模越大，越容易進行各種類型的創新，但是創新的傾向會有

邊際遞減（呈倒 U 形曲線）的現象； （2）市場範圍越大，進行各類型創新的傾向越高；（3）

新設立公司的創新傾向普遍較低； （4）各類型創新皆具有互補關係，可見公司創新是為了完全

解決問題，故通常會同時進行各類型創新，惟各類型創新間互補程度不同。 
本研究也發現會創新的廠商也會進行各種類型的技術合作創新， 這種產官學研之間的連結

是國家創新系統最關鍵的架構。本研究發現台灣的國家創新系統是雙核心系統。主要核心的產業

內上下游之間的合作研發，這顯示台灣產業網絡的創新活力。第二個核心則是產學與產研的合作

研發。政府的補助會引導廠商與大學、研究機構以及競爭者一起合作創新，是連結這兩個核心的

關鍵力量。 

 
ABSTRACT 

In 2007,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of Taiwan entrusted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coordinate a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of Taiwan, TIS (2004-2006). To conduct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Institute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and sampling 
procedures similar to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CIS-IV).  This research project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to discover the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R&D cooperation among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s the central activit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terminants for an innovative firm to engage 
in R&D cooperation with five types of partners: suppliers, customers, competitor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dentifies the correlations (or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se five types of R&D cooperation. 

We find that: (1) large service firms have higher propensity to innovate but with 
decreasing margin (inverse-U function); (2) firms with larger market range have 
higher propensity to innovate; (3) newly established firms have fewer propensities to 
innovate; (4)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ons (product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marketing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We also find that the NIS of Taiwan consists of two cores with weak 
connections. The first core is R&D cooperation within industry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the second core is R&D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R&D subsidy) to connect the two core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competitors and institutions may indicate industrial network 
vitality of Taiwanese firm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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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由於產業競爭力隨著社會變革和科技快速進步而大幅地改變， Simon(1995)

認為 1990 年代管理者所面對最大的挑戰是，需要有更多的彈性與創新力的組

織。因為當市場變遷迅速、科技日新月異、競爭者不斷地呈倍數地增加、產品生

命週期縮短、並爲應付日漸不穩定的經營環境之際，導致企業必須以創新取勝；

企業必須持續創新才能生存，誰能創新，誰就能掌握競爭優勢。 

    然而，面對全球化競爭趨勢，部分產業為維持其競爭優勢，紛紛著眼於全球

佈局策略，在世界各地尋求低廉的土地、資金、勞工等，以降低生產成本。另一

方面，各先進國家產業也透過科技研發與技術創新等手段，積極提升其產品品質

與生產能力以擴大市場區隔，也是維持其國際競爭優勢的另一法門。因此，各國

政府無不積極思索建構完善的研發創新體系，支援產業界充沛的人才、經費、資

訊與技術等環境，以帶動國家整體經濟之發展。 

    過去所談論的研究發展是指與發現新知識有關的活動，研究發展的規模一直

被認為是一國國力的象徵。會員國目前有三十個國家且涵蓋世界各主要工業國家

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蒐集其會員國家之研究發展統計資料（R＆D Statistics Data）已有三十餘

年。我國國科會已進行二十多年之「全國科技動態調查」，就是參酌 OECD 之建

議準則，從事國內研發活動之調查與分析，每年發表的「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

要覽」，廣為產官學研各界引用。在 2001 年甚而一舉通過 OECD 的審核，將我國

研發統計資料納入 OECD 資料庫。 

    然而，就知識經濟發展模式而言，研發活動固然很重要，知識或技術產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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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流通與應用亦不容忽視。因此於西元 90 年代初期，由歐盟與 OECD 合作首創

發起「創新調查」（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以下簡稱 CIS），並就調查結果

進行一連串的研究工作，其主要目的即希望透過調查與分析，對新技術之流通與

應用概況，甚而對國家產業發展之影響能有所瞭解。同時，依據調查經驗制訂了

技術創新調查標準手冊—奧斯陸手冊（Oslo Manual）。目前歐盟的創新調查已進

了四次（CIS4），並陸續發表其調查結果。 

    根據國科會執行科技動態調查之經驗，我國產業界研發活動主要集中於大型

企業，以國內研發經費在前 300 名之大企業為例，其研發經費即佔產業整體研發

經費 70％以上。反觀我國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員工人數在 200 人以下之企

業約佔全體企業的 98%以上。以我國中小企業之活躍情況推論，我國中小企業雖

然沒有太多的研發活動，仍然能夠推出許多新產品，顯示我國中小企業在研究發

展以外的其他創新活動應該是相當活躍的。因此，在西元 2001 年我國第六次全

國科技會議中，國科會與經濟部不約而同地在第一、三議題各自提出了辦理全國

「技術創新調查」之建議。隨後召開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也對「研擬與國際

接軌之知識經濟指標，並定期評估。」提出建言。國科會與經濟部乃共同出資籌

辦了台灣地區第一次技術創新調查（Taiwa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rvey，以下

簡稱 TTIS），歷經兩年的調查與分析，對於我國的技術創新已有相當程度的瞭解。 

    此外，歐盟國家創新調查由歐盟統計局（EUROSTAT）統籌規劃及推動，其

調查結果極受歐盟重視，由歐盟所發表的「創新計分板」(Innovation Scoreboard)

中，也將美、日兩國各項創新相關表現與歐盟各國作比較。近年來，OECD 在會

員國部長級會議之要求下，也著手進行知識經濟相關指標之研究，出版了「科學、

技術與工業計分板」(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研擬了知

識創造與流通（The creation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資訊經濟(The information 

Economy)、全球化整合(The global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生產力表現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等四類指標以瞭解其會員國間之差異。我國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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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述兩者之會員國家，但若能完整地蒐集本身各項統計資料，進行比較研究，

對於掌握我國與其他工業主要國家間之差異，仍有莫大的助益。以上述兩個計分

板的各項指標而言，目前絕大部分指標已可由我國「全國科技動態調查」、「產業

創新調查」1與國內其他資料來源所提供。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鑑於技術創新調查對於我國經濟體系與知識經濟的重要性，TTIS 歷經多年

來的調查、分析，已獲得不錯的成果，對於我國產業界之瞭解將可提供更多角度

的研究空間。且從 TTIS 的分析結果發現，台灣的產業發展形態有其特殊性，和

OECD 的先進國家相當不同。因此除需持續進行產業創新調查與觀察之外，並需

要透過產業創新調查，蒐集產業創新相關資料，建立國內外技術創新之時間序列

（Time-series）統計資料庫與資訊平台，才能顯現技術創新調查之實質意義及發

展趨勢，進一步提供政府及未來研究「產業創新」課題的專家學者屬於國內完整

且即時的相關資訊。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乃是擬吸取 OECD 的經驗，依照其所規劃的工作藍

圖，並結合國內目前現有的資源與前期研究的成果，詳細的規劃及研究適合

我國產業創新調查的完整方案，並透過全面性的產業創新調查工作，蒐集國

內產業創新的資料。 

    為求與國際接軌，本研究擬先釐清國際間的對於產業創新調查項目及問

卷的各種相關定義與說明，將參酌 2005 年最新版的奧斯陸手冊（OSLO Manual 

2005），並詳加了解各國產業技術創新調查的執行過程，包含英法等國。此

外，亦結合國內外的資源，建立國內相關的智庫與資源，以利全國性第二次

產業創新調查工作規劃之依據，及建立未來相關研究的基礎。 

                                                 
1 產業創新調查前身為技術創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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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為了讓調查資料更能發揮實質上的意義，與提升其價值，本研究計

畫將彙整收集得來的各項數據資料，包含本次產業創新調查結果、國際間的

技術創新調查結果、TTIS、主計處之工商普查調查結果、國科會之科技動態

調查結果等，作整合性地統計推估及分析研究。並針對如各種企業中創新知

識的應用與流動情形，中小企業、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對於技術創新的需求

與體認，或是創新活動背後的阻礙因素……等等，提出相關資訊及建言，以

提供政府在制定相關財經政策時的參考。 

    此外，並依據國內的產業創新活動調查結果與 OECD 各國進行國際性的

比較，嘗試了解我國與國際各國間的相同與相異處，並比較各國的優劣處，

衡量我國的國際競爭力，提供政府參考。接著，並嘗試與 OECD 商談是否能

將我國技術創新的調查資料放上 OECD 的資料庫，以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力

及國際空間。 

    依據前述的衡量技術創新表現及知識經濟產出面之指標並做國際比較

的目的，本計畫中產業創新調查之主要內容先依據 Oslo Manual（OECD 對技

術創新調查所建議的規範）中所建議的調查內容進行調查，並發展國內產業

技術創新之特殊議題量表。因此本次產業創新調查規劃了八大方向：(1) 非

技術創新及其影響、(2)技術創新及其影響、(3)創新的資訊來源、(4)阻礙創

新活動的因素、(5)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6)創新的擴大應用、(7)特殊問

題、(8)企業基本資料。 

    故本研究目的即是在於延續先前台灣第一次技術創新調查工作，以 CIS IV

的核心問卷為藍本，並納入其他創新型態的考量，設計符合台灣產業特性的創新

調查問卷，完整地調查與分析台灣地區創新活動的樣態；再參酌先前技術創新調

查的資料，測度相關指標變動的狀況。並與 OECD 與歐盟的創新研究接軌，加強

國際間創新競爭力的比較，為政府及專家學者提供屬於國內完整的創新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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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 

     

    為求計畫推動順利且為符合計畫徵求的規範，首先將召集 3 至 5 位國內創新

研究領域的專家學者成立指導委員會，適時給予計畫進行的意見，從旁指導與協

助本計畫之規劃，如圖一-1。 

 

                             圖一-1  計畫執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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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整合型計畫進行的過程中，主要的研究步驟如圖一-2 所示。 

 

                              圖一-2  研究步驟流程圖 

    在調查研究方面，本整合型計畫將結合國內北中南的六所大學院校成立創新

活動調查網，規劃完整且完善的調查作業流程與標準。問卷內容的設計將以

OECD 之 CIS IV 的核心問卷為藍本，及增加台灣特殊議題，共同擬定問卷初稿。

之後將針對問卷初稿進行試訪，修訂問卷內容，完成最終問卷，使問卷更具信度

與效度。另方面，將向主計處購買最新版的工商普查母體檔，作為本次調查的母

體底冊。依據母體行業別比例，採用分層比例隨機抽樣方法，抽出全國約 20,000

家的企業進行電話篩選調查。對於無創新之企業將以電話訪問中直接進行調查，

對於有創新之企業徵得其同意後，將採用郵寄問卷、電訪或派員面訪的方式進行

調查，預計有效問卷將達到 10,000 家企業。同時，將於參與創新調查網之六所大

學院校中，同步進行訪員招募、訪員訓練講習會等調查相關事宜。其中有關調查

研究方面，將分成三個分項計畫進行，分別成立北、中、南調查站，正式進行由

Innovation 

Database

規劃調查作業  
擬訂調查問卷 

建立產業創新活

動調查網 

工商普查 

Database 

母體底冊 

整合應用

加值分析     
經濟社會政策面

國際比較、發表 

調查分析     
統計面 公共政策擬訂 

產官學研參考 

三段式調查法 

電訪、郵寄、面訪 

試訪 修訂問卷

招募訪員 
訪員訓練 

舉辦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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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篩選調查中有創新且有意願接受調查企業之面訪作業。 

    此外，為了提高調查作業之效率與確保資料的精確度，將於調查研究中成立

三個工作小組，開發調查相關的資料庫系統與統計推估模式，以提高第二年度分

析作業之效率。此三個小組分別為：管理組、系統組、分析組。 

    另在規劃研究方面，除協助上述的調查規劃之外，將安排 OECD 與歐盟創新

研究相關單位之參訪，收集國際間對於創新調查研究之最新相關資料，進行國際

交流與建立國際溝通管道。接著，著手規劃第二年度在國內舉辦大型國際性的創

新調查研究之研討會。 

    接著，在第二年度時，本整合型計畫將以兩個計畫來進行，一個為整合型總

計畫，另一個為分項計畫。本整合型計畫之總計畫(即本計畫)，將廣邀國內外創

新研究之學者，在國內舉辦大型國際性的創新調查研究之研討會，達到國際交

流、提昇國際形象與競爭力之目的。另外一個分項計畫為加值分析，主要是針對

收集回來的資料，並結合工商普查資料庫，進行經濟、社會與公共政策面等的多

重角度加值分析，使調查資料更具實質意義。 

 

 

第四節  調查研究方法 

 

壹、 調查研究設計 

1、 成立「技術創新調查網」 

本計畫為政治大學承辦跨校際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由北、中、南共六所

大學院校（政治、輔仁、致理、虎尾、長庚、高雄）共同成立「技術創新調查

網」。其中政治大學負責規劃研究，輔仁大學專責籌劃資料之蒐集與處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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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參與調查網的各大學院校，則分別負責北部、中部與南部（含東部）地區之

調查工作。 

 

2、 調查設計 

產業別分為製造業及服務業兩大類。 

其中製造業包括： 

食品製造業、飲料製造業、菸草製造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皮革、

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印刷及資

料儲存媒體複製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料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

藥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基

本金屬製造業、金屬製品製造業、電子零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電力設備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其他

運輸工具製造業、家具製造業、其他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業、廢（污）水處理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及資

源回收業、污染整治業、建築工程業、土木工程業、專門營造業、砂、石及黏

土採取業。 

服務業包括： 

批發業、零售業、陸上運輸業、水上運輸業、航空運輸業、運輸輔助業、倉儲

業、郵政及快遞業、住宿服務業、餐飲業、出版業、影片服務、聲音錄製及音

樂出版業、傳播及節目播送業、電信業、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資料處理及資

訊供應服務業、金融中介業、保險業、證券期貨及其他金融業、不動產開發業、

不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法律及會計服務業、企業總管理機構及管理顧問

業、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廣告業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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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研究業、專門設計服務業、獸醫服務業、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租

賃業、就業服務業、旅行業、保全及私家偵探服務業、建築物及綠化服務業、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國際組織及外

國機構、教育服務業、醫療保健服務業、居住照顧服務業、其他社會工作服務

業、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類似機構、博弈業、運

動、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宗教、職業及類似組織、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未

分類其他服務業 

I.  調查時間及範圍 

調查時間為民國 96 年 8 月 1 日至 96 年 10 月 31 日，包含電話調查與派員

面訪。調查範圍為台灣地區員工人數在 6 人以上之企業，包括製造業與服務業。 

II.  調查對象 

職務為經理、副總以上的高階主管或其授權人員為調查對象。 

III.  調查設計 

（1）調查母體 

前五千大企業以中華徵信所出版之五千大企業名冊為母體底冊，另外

以行政院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企業資料為一般企業母體底冊。 

（2）抽樣方法 

依據 OECD 及全國科技動態調查資料的行業分類方法，各行業依員工

人數分層，其中 6~19 人、20~49 人、50~249 人及 250~499 人為抽查層。前

五千大企業為普查層。 

抽查層部分，由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中依分層比例隨機

抽樣原則抽出 42,000 家為樣本，其中 7,000 家為正式樣本，另 35,000 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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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樣本。 

（3）調查方法 

A、第一階段－電話篩選調查 

對於員工人數為 6~499 人的企業，以簡單問卷採電話篩選方式詢問

受訪企業於民國 93 至 95 年間是否有技術創新活動，凡回答有技術創新

活動之企業列為第二階段面訪對象。前五千大的企業，不經電話篩選，

直接列為第二階段面訪對象。 

B、第二階段－派員面訪 

受訪企業包括經第一階段電話篩選有技術創新活動的企業，以及前

五千大企業。採先郵寄問卷再派員面訪的方式，進行完整的調查訪問。 

 

3、 樣本結構 

實際調查及完成家數，包含前述第一階段電話篩選調查與第二階段派員面

訪，請詳見表一-1，調查流程如圖一-3。 

表一-1 有效樣本之訪問概況 

訪問結果 
製造、服務前五千大(普查) 

製造業 服務業 
製造業 服務業 

訪問成功 1,439 1,121 3,124 4,333 

受訪者中途拒訪 

(資料填答不完整，

事後追蹤時拒答) 

  53 146 

受訪者拒訪   2,980 3,507 

空號   494 486 

傳真機   133 75 

歇業/電話有誤   148 61 

總計   6,932 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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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3 台灣地區第二次技術創新調查流程圖 

 

4、 母體與樣本數 

工商普查母體各行業別家數及創新調查各行業別家數統計，如下表一-2 母體

與樣本數統計表，母體與樣本以「母體比例/樣本比例」作為加權係數，作為各

行業別調整的依據。製造業及服務業各完訪份數，詳見表一-3、一-4 

 

 

 

資料來源：工商普查、工廠校正、工商登記 

            工商普查母體 
前五千大企業 

資料來源：中華徵信所

完成 2,560 家 

製造業 1,439 家、 

服務業 1,121 家 

一般樣本 7,457 家 

製造業 3,124 家 

服務業 4,333 家 

Total：10,017 家 

1. 行業 OECD 

2. 員工人數 95 年 

3.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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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  母體與樣本數統計表 

行業別 母體 母體比例 樣本 樣本比例 
母體比例/樣

本比例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1 0.00% 0 0.00% -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443 0.04% 2 0.02% 1.95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3 0.00% 0 0.00% - 

食品製造業 5847 0.53% 151 1.51% 0.35 

飲料製造業 585 0.05% 16 0.16% 0.33 

菸草製造業 1 0.00% 0 0.00% - 

紡織業 6158 0.56% 245 2.45% 0.23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3975 0.36% 129 1.29% 0.28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819 0.16% 61 0.61% 0.27 

木竹製品製造業 2792 0.25% 21 0.21% 1.21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3467 0.31% 90 0.90% 0.35 

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9354 0.85% 218 2.18% 0.39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96 0.02% 8 0.08% 0.19 

化學材料製造業 1321 0.12% 106 1.06% 0.11 

化學製品製造業 2117 0.19% 121 1.21% 0.16 

藥品製造業 484 0.04% 36 0.36% 0.12 

橡膠製品製造業 1688 0.15% 47 0.47% 0.33 

塑膠製品製造業 10740 0.97% 154 1.54% 0.64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3411 0.31% 91 0.91% 0.34 

基本金屬製造業 4506 0.41% 144 1.44% 0.29 

金屬製品製造業 38405 3.48% 550 5.49% 0.64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5680 0.51% 440 4.39% 0.12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3445 0.31% 313 3.12% 0.1 

電力設備製造業 5910 0.53% 229 2.29% 0.24 

機械設備製造業 18003 1.63% 346 3.45% 0.47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3422 0.31% 134 1.34% 0.23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2821 0.26% 79 0.79% 0.32 

家具製造業 2778 0.25% 58 0.58% 0.44 

其他製造業 5274 0.48% 128 1.28% 0.37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3818 0.35% 28 0.28% 1.24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166 0.02% 14 0.14% 0.1 

用水供應業 13 0.00% 0 0.00% - 

廢（污）水處理業 558 0.05% 6 0.06% 0.85 

廢棄物清除、處理及資源回收業 3196 0.29% 24 0.2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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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整治業 241 0.02% 5 0.05% 0.45 

建築工程業 7502 0.68% 150 1.50% 0.45 

土木工程業 8360 0.76% 101 1.01% 0.74 

專門營造業 57498 5.20% 318 3.17% 1.64 

批發業 200224 18.12% 2,579 25.75% 0.71 

零售業 289793 26.22% 828 8.27% 3.16 

陸上運輸業 50853 4.60% 82 0.82% 5.62 

水上運輸業 406 0.04% 10 0.10% 0.28 

航空運輸業 41 0.00% 7 0.07% 0.04 

運輸輔助業 6998 0.63% 97 0.97% 0.65 

倉儲業 639 0.06% 18 0.18% 0.32 

郵政及快遞業 427 0.04% 6 0.06% 0.6 

住宿服務業 4582 0.41% 57 0.57% 0.71 

餐飲業 84157 7.62% 154 1.54% 4.95 

出版業 2904 0.26% 32 0.32% 0.83 

影片服務、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 2018 0.18% 42 0.42% 0.44 

傳播及節目播送業 335 0.03% 50 0.50% 0.06 

電信業 137 0.01% 13 0.13% 0.2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4400 0.40% 104 1.04% 0.39 

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2113 0.19% 26 0.26% 0.74 

金融中介業 7572 0.69% 160 1.60% 0.43 

保險業 1179 0.11% 111 1.11% 0.09 

證券期貨及其他金融業 1204 0.11% 127 1.27% 0.09 

不動產開發業 7633 0.69% 225 2.25% 0.31 

不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8042 0.73% 131 1.31% 0.56 

法律及會計服務業 10849 0.98% 7 0.07% 14.04 

企業總管理機構及管理顧問業 4947 0.45% 82 0.82% 0.55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 5886 0.53% 51 0.51% 1.05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8859 0.80% 93 0.93% 0.87 

專門設計服務業 4398 0.40% 34 0.34% 1.18 

獸醫服務業 838 0.08% 0 0.00% -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942 0.45% 35 0.35% 1.28 

租賃業 7832 0.71% 31 0.31% 2.26 

就業服務業 2357 0.21% 17 0.17% 1.27 

旅行業 2133 0.19% 11 0.11% 1.72 

保全及私家偵探服務業 542 0.05% 14 0.14% 0.35 

建築物及綠化服務業 4362 0.39% 23 0.23% 1.71 



1‐14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 3830 0.35% 35 0.35% 0.99 

教育服務業 14428 1.31% 5 0.05% 26.28 

醫療保健服務業 21538 1.95% 4 0.04% 49.12 

居住照顧服務業 1477 0.13% 0 0.00% - 

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 4533 0.41% 1 0.01% 42.16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933 0.08% 7 0.07% 1.27 

博弈業 3933 0.36% 2 0.02% 17.81 

運動、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3053 1.18% 23 0.23% 5.08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38073 3.45% 84 0.84% 4.1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43650 3.95% 36 0.36% 10.98 

合計 1105102 100.00% 10017 100.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1 0.00% 0 0.00% -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443 0.04% 2 0.02% 1.95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3 0.00% 0 0.00% - 

資料來源：主計處 95 年工商服務業普查初部綜合報告、本研究整理 

 

各行業別完成訪問份數： 

製造業 

表一-3  製造業完訪份數統計表 

編碼 行業別 完訪數 

 前五千大 1,439 

6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2 

8 食品製造業 151 

9 飲料製造業 16 

11 紡織業 245 

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29 

1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61 

14 木竹製品製造業 21 

15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90 

16 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218 

1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8 

18 化學材料製造業 106 

19 化學製品製造業 121 

20 藥品製造業 36 

21 橡膠製品製造業 47 

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154 

23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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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本金屬製造業 144 

25 金屬製品製造業 550 

26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440 

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313 

28 電力設備製造業 229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346 

30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34 

31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79 

32 家具製造業 58 

33 其他製造業 128 

34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28 

35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14 

37 廢（污）水處理業 6 

38 廢棄物清除、處理及資源回收業 24 

39 污染整治業 5 

41 建築工程業 150 

42 土木工程業 101 

43 專門營造業 318 

 總計 4,563 

服務業 

表一-4  服務業完訪份數統計表 

編碼 行業別 完訪數 

 前五千大 1,121 

47 批發業 2579 

48 零售業 828 

49 陸上運輸業 82 

50 水上運輸業 10 

51 航空運輸業 7 

52 運輸輔助業 97 

53 倉儲業 18 

54 郵政及快遞業 6 

55 住宿服務業 57 

56 餐飲業 154 

58 出版業 32 

59 影片服務、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 42 

60 傳播及節目播送業 50 

61 電信業 13 

62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104 

63 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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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金融中介業 160 

65 保險業 111 

66 證券期貨及其他金融業 127 

67 不動產開發業 225 

68 不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131 

69 法律及會計服務業 7 

70 企業總管理機構及管理顧問業 82 

71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 51 

73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93 

74 專門設計服務業 34 

76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5 

77 租賃業 31 

78 就業服務業 17 

79 旅行業 11 

80 保全及私家偵探服務業 14 

81 建築物及綠化服務業 23 

82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 35 

85 教育服務業 5 

86 醫療保健服務業 4 

88 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 1 

90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7 

92 博弈業 2 

93 運動、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23 

95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84 

96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36 

 總計 5,454 

      

    要研究創新，本研究根據 CIS4 及奧斯陸手冊（OSLO Manual 2005）的精神，

先對「創新」做定義與分類；然後根據研究目的來設計問卷；本節最後將說明本

研究據以分析各項議題的迴歸模型及統計方法。 

 

貳、 創新定義 

創新(Innovation)是以新的技術或管理方式來提升企業的營收。創新的範圍可

以是新材料、新製程、新產品、新市場或新組織，但重點是這個新的方式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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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司的營收才能算是創新。 

如果甲公司自行研發出新的技術並申請到專利，但是無法做出產品來銷售，

則屬於有創新活動但是創新仍未完成。相對的，如果乙公司取得甲公司的專利授

權並且實際做出產品來銷售到市場，則乙公司就完成了創新。 所以，有技術研

發及專利並不代表有創新；不是自行研發的技術卻也可以進行創新。 

    創新的方式可以是技術性的或非技術性（管理性）的。技術性創新可以分為

產品創新（與消費者接觸）及製程創新（不與消費者接觸）。產品是與消費者接

觸、供消費者使用的，但是按產品的生產過程與消費者的消費過程是否同時的情

況，又可分為貨物（生產與消費不同時）及服務（生產與消費同時發生）。非技

術創新又稱為管理創新，這種創新不影響產品的製造，而是影響產品的買賣交易

方式（行銷創新以及統合治理相關人員的方式（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影響產品

的製造成本，而非技術創新會影響管銷成本。總之，技術的創新活動包括產品創

新與製程創新，而管理的創新活動並未涉及技術上的變動，而僅是在行銷及組織

方面有新的作法。各種創新的分類如下圖所示： 

                                        行銷創新（產品買賣交易方式） 

非技術創新 

（管理創新）        組織創新（人員統合治理方式） 

創        

製程創新（製程與消費者不接觸） 

技術創新                                            貨物創新（生產與消費不同時） 

產品創新（產品與消費者接觸） 

                                                     服務創新（生產與消費同時） 

                             圖一-4 創新分類 

 

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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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問卷設計 

　  為求與國際接軌，本研究以 CIS4 的核心問卷為藍本，參酌 2005 年最新版的

奧斯陸手冊（OSLO Manual 2005），來設計台灣第二次產業創新調查的問卷大綱。

各種相關變數的定義與說明盡量遵照奧斯陸手冊的規範，因此本次調查問卷可以

產生所有國際比較所需要的指標。在 CIS 4 的架構之外，為了納入其他創新型態

的考量，分析台灣地區創新活動的特有樣態，本研究加入 7 題新設計的問題，以

瞭解台灣產業創新的特性以及政策意涵。以下概要說明問卷設計的過程以及問卷

內容。 

 

1、 問卷設計的過程 

　  本研究團隊先將 CIS 4 問卷（2004/10/04 版）翻譯成中文，由團隊成員針對

名詞及問題文辭提出修正意見。同時，由分析團隊提出台灣產業創新特有的相關

議題供團隊成員參考。這些議題例如： 

（1） 哪些產業、什麼特性的廠商在什麼時候會進行哪些類型的創新？ 

（2） 創新文獻上似乎都假設廠商是自有品牌商，而台灣許多廠商是以

OEMODM 的方式來營運，創新的方式是否有所不同？  

（3） 製造業（生產與使用分離）及服務業（生產與使用合一）之分辨不易，如

何設計不同之問卷？如何分析？ 

（4） 台灣政府支持大學及研究機構所進行的產學合作研發及產研合作研發對

於廠商的創新行為有何影響？ 

（5） 台灣政府藉著「促進產業發展條例」，大力補貼廠商進行研發創新，到底

是哪些廠商真正受到政府的補貼？而這些創新補貼是否真的需要政府特

別去鼓勵才會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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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何台灣在美國的專利申請（獲准）數如此之高、但技術貿易額收支比卻

如此低？到底台灣廠商是如何來使用專利？專利對他們有什麼用途？ 

（7） 台灣廠商是否考慮在大陸市場打出自己的品牌以減低對國際品牌 OEM 業

務的倚重？在大陸行銷與在大陸設廠/研發跟廠商的創新策略有何關聯？ 

在 2007 年 2 月 14 日、3 月 9 日及 3 月 22 日分別召開 3 次會議，讓所有的團

隊成員當面討論問卷的內容並提出 TIS（2004-2006）問卷的草案。 

2007 年 5 月 25 日邀請國內關於產業創新研究方面的專家，包括第一次調查

的共同主持人王顯達教授，中央研究院朱雲鵬教授、台灣經濟研究院林欣吾所

長、中華經濟研究院陳信宏所長、國家研究院科技資訊中心政策組羅于玲組長、

胡仲英委員， 共同來審查問卷的草案。會中專家們除了建議刪除部分題目外（例

如有關自動化設備補貼是否與創新有關等議題）之外，最關心的有以下幾項問題： 

　 （1）台灣廠商在 OEMODM 的生產型態下，創新特性與歐美極為不同，創

新的定義要如何分辨？ 

　 （2）技術性創新與非技術創新容易混淆，要如何跟填答者說明清楚？ 

　 （3）製造業與服務業不容易分辨，可是現有問卷偏向「製造業」的用語，

讓服務業者很難填寫，這要如何解決？ 

基於專家會議的意見，研究團隊經由多方多次的討論與修正，最終版的 TIS

（2004-2006）問卷有以下幾樣特色： 

   （1）在「填卷注意事項」的一開頭就針對創新做簡要、但全面性的定義。 

　 （2）先問「非技術創新」，再問「技術創新」。 

　      我們將問卷分成兩份，在問卷 A 先詢問公司進行非技術創新的情形，

而在接下來的問卷 B（或問卷 C）詢問公司技術創新的情形。如此一來，可以保

證受訪者在填答「技術創新」的問卷時，不會和非技術創新的情況混淆。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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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和 CIS4 問卷剛好顛倒。 

　 （3）「技術創新」的問卷分成製造業版本（B 卷）及服務業版本（C 卷）。 

　 　 　 在「填卷注意事項」中特別針對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定義作一說明： 

        製造業：產品以貨物為主，而服務為輔。貨物（例如汽車）在生產製造

出來之後，交易配送到消費者的手中，才開始消費使用的過程。製造業者也可能

同時提供售後服務（維修保養汽車、車用 GPS 定位及上網服務等），但是製造的

貨物仍是提供服務的主要媒介。 

        服務業：產品以服務為主，貨物為輔。這服務的流程是與顧客的消費過

程同時發生、直接接觸的，又稱為前枱服務（例如餐廳的用餐服務）。為了支援

前枱服務，服務業也需要進行許多不與顧客接觸的製作流程（例如廚房內各項作

業），稱之為後枱製作。服務業者也會製造一些關鍵原料及設備（調配特殊醬料，

特製獨家烤箱等），但主要是為了支援前枱的服務。 

　      ＊根據這樣的定義及詞彙，B 卷及 C 卷有完全一樣的問題，但是修辭不

同。調查時，會先請受訪者判別該公司是屬於哪一類的產業，然後選擇一種合適

語彙的問卷來填答。 

   （4）加入有關「創新類型」的問題。 

        對於有技術創新的公司，B（或 C）問卷中的第 11 題進一步詢問廠商的

創新類型是屬於 OEM？ODM 或 OBM？以利後續的辨別與分析。 

 

2、 問卷的內容 

    問卷的詳細內容請參看附錄一。由於本問卷是以 CIS 4 的問卷為藍本，我們

將先說明與 CIS 4 問卷共同部分的內容大綱， 然後再說明 TIS（2004-2006）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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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的特有問題。 

壹、共同部分 

　 ＊ 技術創新：（B 卷或 C 卷） 

廠商基本資料 

　 一、產品（貨物或服務）創新 

       1 及 3 題：創新程度 

       2 題：創新的主要開發人員 

       4 題：各程度的創新對佔營業額的百分比 

       5 題：創新對公司的影響  

　 二、製程創新 

       6 及 8 題：創新程度 

       7 題：創新的主要開發人員 

       9 題：創新對公司的影響  

    (CIS 問卷沒有第 5 題，只有第 9 題，將產品與製程創新的影響一起問) 

　 三、無技術創新活動企業的原因 

　 四、技術創新活動與花費 

　 　  公司取得技術的方式可以是（1）自行研發，也可以是從外部取得：（2）

委託研究、（3）購買設備或（4）技術授權）。取得技術後，再加上（5）人員訓

練、及（6）生產與（7）上市的各項預備活動才能完成創新。本段題組在瞭解廠

商投入這七項活動的情形與成本。CIS4 問卷直接要求受訪者估計成本，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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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依據過去調查的經驗，瞭解廠商不願直接公開成本等機密性資料，所以我們

請受訪者估計各項成本相對於營業額的比例。 

　 五、是否受政府資助創新活動 

　 六、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與合作計畫 

　 七、創新的保護措施 

　 八、為完成的創新活動及創新活動受阻的因素 

　 九、公司其他訊息：主要是詢問營業額及員工人數等資料。 

CIS4 問卷在附錄中另外加了兩個有關行銷創新與組織創新的嘗試性問題模

組。我們將問題擴大，以 A 卷針對這兩種非技術性創新做調查。因此，我們能

瞭解廠商產品、製程、行銷、組織這四種創新的程度，主要開發人員及創新的影

響。 

　 ＊ 非技術創新：（A 卷） 

廠商基本資料 

　 一、行銷創新 

       6 題：創新程度 

       7 題：創新的主要開發人員 

       8 題：創新對公司的影響  

　 二、組織創新 

       9 題：創新程度 

      10 題：創新的主要開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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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題：創新對公司的影響  

貳、新增部分 

   為了增加對廠商特性的瞭解及未來分析的深度，我們在問卷中增加了以下的

題組： 

一、A 卷中的廠商基本資料： 

   5. 貴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是?(單選) 

      □製造零組件或原料  □組裝大量生產之產品   □建構訂製的系統 

      □提供套裝的服務    □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提供銷售的管道或交

易平台 

  □其它＿＿＿＿＿＿                 （請說明） 

二、而在 B 卷（或 C 卷）中，又增加了有關「創新類型」的題組： 

  四、創新類型 

  11 當貴公司進行創新時，請問以下哪一個敘述較能描述貴公司的技術創新活

動類型？(可複選) 

□ OEM 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

生產新的產品 

□ OEM＋ 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

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 ODM 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

流程及設備以降低成本 

□ ODM＋ 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公司自行研發改善

生產流程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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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M 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

行製造生產 

□ OB-OEM 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但外

包給 OEM 生產 

□ OB-ODM 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 

□ FastSecond 跟隨市場上主要品牌的產品規格，以製程創新壓低成本，低

價搶攻市場 

□ Focus 鎖定特殊的產品規格，專注於小眾市場，以避開主要大廠的

競爭 

□ Disruptive 簡化、降低產品的規格，以其他特色及較低的價格銷售於非

主流的市場，以避開主要大廠的競爭。但是致力於改進產品

品質，以期有朝一日能攻入主流市場 

  12.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以下單位？ 

     專責開發新產品或製程的組織單位？   □ (1)有  部門名稱_________ 

                                        □ (2)沒有 

可供試驗創新產品或製程的場地？     □ (1)有  場地名稱_________ 

                                   □ (2)沒有 

  ＊第 12 題是為了確認，廠商是否有經常性與組織性的創新活動。 

三、而為了要瞭解政府對於廠商創新活動的各項資助是否有政策上的附加性，我

們在 B 卷（或 C 卷）的「第六項、是否受政府資助創新活動」部分，加入以下

問題： 

  16. 在 93~95 三年間，貴公司的創新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這些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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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何進行？(可複選) 

 □大部分不會進行。 

 □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 

 □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因沒有政府資助，能從企業外部取得的資金較少，所以企業要投入較多  

比例的內部資金。 

 □沒有政府資助，也能從企業外部取得相同的資金來進行。 

四、為了瞭解台灣高專利數卻低技術貿易比的現象，我們在 B 卷（或 C 卷）增

加第 20 題來 

    探討到底台灣廠商是如何來使用專利？專利對他們有什麼用途？ 

  20.若貴公司曾申請專利，請問貴公司申請專利之目的有哪些？並請您勾選其

重要程度？ 

    （每一項目皆須勾選重要程度或無此目的） 

    貴公司是否曾申請專利？ □ 是  □ 否(若答否，請跳答第 21 題) 

申請專利之目的（運用專利的方式） 

有 無 

此 

目 

的 

重要程度 

高 中 低 

(1)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 □ □ □ □ 

(2)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 □ □ □ 

(3)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 □ □ □ □ 

(4)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 □ □ □ 

(5)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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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 □ □ □ 

(7)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 □ □ □ □ 

(8)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 □ □ □ 

(9) 吸引專業人才 □ □ □ □ 

(10)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 □ □ □ □ 

(11) 其他＿＿＿＿＿＿＿＿＿＿＿＿＿（請描述） □ □ □ □ 

五、至於非技術創新部分，在行銷創新方面，我們不只按 CIS4 的 4P 模式，詢問

交易方式的改變；我們更進一步瞭解市場拓展的情形。如 A 卷第 6 題所示： 

   6. 在 93~95 三年間，貴公司是否曾在下列項目中進行大幅度的改變？ 

 

行銷的創新 

新方式  

無 

 

新 

 

方 

 

式 

創新範圍 

產品

外觀/

形象

設計

包裝

 

銷售

通路

產品

展示

方式/

管道 

定價 

付款 

方式 

廣告

促銷

推廣

(1) 在原有的產品市場，對原有的顧客，以新方式來銷售。

部

□ □ □ □ □ □ □ 

(2) 在原有的產品市場，對新的顧客，以新方式來銷售。 □ □ □ □ □ □ □ 

(3) 在新的產品市場，對原有的顧客，以新方式來銷售。 □ □ □ □ □ □ □ 

(4) 在新的產品市場，對新的顧客，以新方式來銷售。 □ □ □ □ □ □ □ 

(5) 其他＿＿＿＿＿＿＿＿＿＿＿＿＿＿＿＿（請描述） □ □ □ □ □ □ □ 

 

六、在組織創新方面，我們也是有系統地由小幅度的變化、漸漸擴大到組織結構

的改變；知識管理部分也不只是看重「知識分享」的活動，也詢問有關「知識保

密」的作法。 

   9. 在 93~95 三年間，貴公司是否曾在下列項目中進行大幅度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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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創新 

有 無 

此 

改 

變 

重要程度 

高 中 低

(1) 在原有的組織架構之下，原有的部門以新的工作流程來運作 □ □ □ □ 

(2) 在原有的組織架構之下，原有的部門進行新的業務工作 □ □ □ □ 

(3) 在原有的組織架構之下，成立新的部門來進行新的業務工作 □ □ □ □ 

(4) 公司的組織架構重組，重新調配部門間的關係，但原有部門內部少有改變。 □ □ □ □ 

(5) 公司與其他公司策略聯盟 □ □ □ □ 

(6) 公司與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策略聯盟 □ □ □ □ 

(7) 公司與供應商及顧客的外包關係改變 □ □ □ □ 

(8) 公司與其他公司合併（或被合併）或合資成立新公司 □ □ □ □ 

(9) 公司改進知識管理系統使資訊、知識、技能的分享、流通、學習變得更容易 □ □ □ □ 

(10)公司改進知識管理系統使資訊、知識、技能的分享、流通、學習有更多的管控 □ □ □ □ 

(11)其他＿＿＿＿＿＿＿＿＿＿＿＿＿＿＿＿＿＿（請描述） □ □ □ □ 

我們相信這 7 個新增的問題，能夠讓我們對於廠商的創新活動有更深刻的瞭解。 

 

3、 迴歸模型與分析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牽涉許多的變數， 詳細的變數定義將在第六章的第

二節中說明。由於問卷的問題大多是以勾選的方式填答，許多變數都是以 0/1 為

值的分類或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例如，廠商是否有進行「產品創新」？

答案是「有」（1）,或「沒有」（0）。這樣的問題容易回答，答案也比較質樸（robust），

但是在分析上就需要用到較複雜的迴歸模式，如 probit 模型。更困難的是，許多

問題是以複選的方式填答， 答案之間是相關的。例如，有的廠商可能同時進行

「產品創新」、「製程創新」、「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等 4 種創新，有的廠商

可能只進行 4 種創新中的 2 種創新。如果要分析哪些廠商的特性（解釋變數 X）

會影響它們進行這四種創新的機率（被解釋變數，Y）， 本研究就採用多元聯立

probit 模型（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來分析 X 的影響以及 Y 之間彼此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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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K（可能是 4,也可能是 8 以上）個方程式的 Y 都是 0/1 變數， X 變數雖然

相同， kiX , = iX , k=1,2,3,4， 但是它們在各個方程式中的係數都不同 

1 2 3 4 .。 

 

    在各個議題上， 本研究將先以全部的樣本（TT，Total）來推估迴歸方程式， 

然後再分別針對製造業及服務業進行推估，並比較其差異。 

然而，本研究對於製造業（不參與消費過程，生產與使用分離）及服務業

（參與消費過程，生產與使用合一）的屬性雖然已經做原則性的定義，但是現實

上製造業及服務業之分辨並不容易。最簡單的方式是依主計處工商業普查的分類

來分製造業(MM 資料庫)與服務業(SS 資料庫)。但是主計處的新舊分類有許多變

動，而且工商業普查的分類與廠商自行認知的分類也有所衝突，故本研究從製造

業(MM 資料庫)與服務業(SS 資料庫)中再細分成如下四個資料庫： 

(1) mm 資料庫：本研究用三個條件來定義這個「狹義的製造業」資料庫。廠

商必須是：(i)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製造業，且(ii)調查廠商亦認為自己為製造業的

廠商（選擇填 B 卷），並且(iii)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製造零

組件或原料、組裝大量生產之產品、或建構訂製的系統之中任一選項者。 

(2) ms 資料庫：為由工商業普查分類為製造業，但調查廠商卻認為自己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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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的廠商，或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為提供套裝的服務、

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或提供銷售的管道或交易平台之一選項者。 

(3)ss 資料庫：本研究用三個條件來定義這個「狹義的服務業」資料庫。廠商

必須是：(i)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服務業，且(ii)調查廠商亦認為自己為服務業的廠

商（選擇填 C 卷），並且(iii)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為提供套

裝的服務、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或提供銷售的管道或交易平台之一選項者。 

(4) sm 資料庫：為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服務業，但調查廠商卻認為自己為製

造業的廠商，或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為製造零組件或原

料、組裝大量生產之產品、或建構訂製的系統之一選項者。 

所以，本研究在以下的每一個章節分析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差別時， 將先分

析「廣義製造業」(MM 資料庫)及 「狹義製造業」(mm 資料庫) ，再分析「廣義

服務業」(SS 資料庫) 及 「狹義服務業」(ss 資料庫)。 

 

 

第五節  研究內容與限制 

 

為了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將在第六章先介紹「分析樣本結構」，對相關的

變數做統計性的描述。然後， 針對每個研究問題以一個章節的內容一一來回答，

如下所示： 

第七章 台灣廠商創新概論 

第八章 台灣創新系統全觀─產官學研的合作研發體系 

第九章 創新廠商的技術取得策略 

第十章 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 

第十一章 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與專利運用方式之間的關係 

第十二章 政府的資助對廠商創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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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廠商在兩岸的創新佈局 

每一章最後都有綜合分析與討論，將在台灣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國內外文獻的相關

記載做比較。最後，以第十四章總結本研究的各項發現及其政策意涵。 

    儘管本研究力圖分析台灣產業的創新全貌，也將這樣的企圖設計成調查問

卷，但是限於人力與時間因素，在本報告中並未能將調查問卷所蘊含的所有議題

都加以探討。例如，各類創新的影響（effects）以及主要執行單位等變數都未納

入分析；本研究對於行銷創新與組織創新有非常細緻的定義，但是在本報告中也

只引用最基本的定義形式。這些都有待後續研究的努力。特別是在研究計畫結束

後，TIS(2004-2006)資料庫將開放給全國學者進行分析。期待本報告能有拋磚引

玉之功，集結各個學者的智慧來補足本研究的疏漏。 

本研究的另一項限制是來自於資料的同時性。由於這是一份橫段面的調查資

料，所有的迴歸方程式只能做相關性的解釋，難以擴大為因果性的解釋。所以在

討論各項發現的意涵時，只能做較保守的解釋。要突破這個困境，有待未來能依

據本次調查的樣本繼續進行調查，形成跨時的 Panel 資料。 

本研究的另一個限制是問題的單調性。為了降低受訪者答題的難度以提高問

卷的回收率，CIS4 的問題大都是以勾選為主。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變數（含 12

種政策變數）都是 O（無）/1（有）變數。由於無法取得廠商受政策影響的細節

與程度等資料，本研究僅能探討政策的「有、無」所關聯的影響，而不能探討政

策具體的作法以及最適程度等議題。 

 

 

第六節  2007 年創新調查資料與主計處資料結合 

 

將 2007 年產業創新調查與主計處工商普查資料結合過程如下： 

第一階段： 

主計處提供 10,017 筆創新完訪企業的 95 年工商服務業普查初步報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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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營業額、員工人數、R&D 研發經費資料之差距百分比，提供我們

調整創新資料。 

第二階段： 

計算調整後員工人數權重和 95 年營業額的權重。 

調整後員工人數權重的公式為調整後員工人數/該行業別總員工人數值。 

調整後 95 年營業額權重的公式為調整後營業額/該行業別總營業額。 

此階段主計處另外亦提供製造業的公司是否為傳統或非傳統產業、服務業

的公司是否為知識或非知識產業、小業別類別。 

第三階段： 

獲得員工人數與營業額權重後，我們重新將創新調查資料加權並作交叉

分析等。另外主計處提供創新完訪 10,017 家企業之 95 年工商服務業普

查初步報告資料與創新調查資料交叉分析結果，也提供有進行 R&D 企

業的 95 年工商服務業普查 R&D 經費之調整比例，供我們調整、使用。 

第四階段： 

2007 年產業創新調查資料與 95 年工商普查最終報告資料結合，重新執

行第一至三階段。 

 

 

第七節  2003 年、2005 年、2007 年創新調查設計比較 

 

一、2003 年創新調查設計簡介 

依據 OECD 的產業分類標準並考量我國產業結構，並將企業規模依員工人數

分成 6~19 人、20~49 人、50~249 人、250 人以上等四層，分別稱為超小型企業（簡

稱 XSE）、小型企業（簡稱 SE）、中型企業（簡稱 ME）及大型企業（簡稱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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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際通用標準，僅就其中 SE、ME、LE 三層進行國際比較。  

產業別分為製造業及服務業兩大類。其中製造業包括： 

食品飲料煙草、紡織成衣毛皮皮革、木工造紙印刷出版、焦炭石油核燃料化

學產品橡膠塑膠、非金屬礦物製品、金屬基本工業、金屬製品、機械設備儀器運

輸工具、傢具及其他等九類。 

服務業包括： 

水電燃氣供應業、營造業、批發零售貿易汽車修理、餐飲旅館、運輸倉儲停

車場、通信、金融證券期貨保險、不動產工商服務學術研究及服務業、社會個人

服務業等九類。 

2003 年調查在推估台灣地區技術創新活動時，是利用加權平均法來估計，

以國際間常用的各行業「企業家數」或「員工人數」作為權數，分為以下三種情

況來探討：（1）員工人數在 20 人以上之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企業家數加權），

（2）員工人數在 20 人以上之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以員工人數加權），（3）員

工人數在 6 人以上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 

1. 調查時間及範圍 

調查時間：民國 90 年 8 月 1 日至 91 年 7 月 31 日，包含電話篩選調查

與派員面訪。調查範圍：台灣地區員工人數在 6 人以上之企業，包括製造業

與服務業。 

2. 調查對象 

職務為經理、副總以上的高階主管或其授權人員為調查對象。 

3. 調查設計 

（1）調查母體 

以行政院主計處民國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企業資料為母體底冊。 

（2）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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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OECD 及全國科技動態調查資料的行業分類方法，各行業依員工人

數分層，其中 6~19 人、20~49 人、50~249 人及 250~499 人為抽查層。員工人

數在 500 人以上為普查層。 

抽查層部分，由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中依分層比例隨機抽

樣原則抽出 60,000 家為樣本，其中 10,000 家為正式樣本，另 50,000 家為備

用樣本。 

（3）調查方法 

調查流程詳圖一-4，並說明如下： 

A、第一階段－電話篩選調查 

對於員工人數為 6~499 人的企業，以簡單問卷採電話篩選方式詢問受

訪企業於民國 87 至 89 年間是否有技術創新活動，凡回答有技術創新活動

之企業列為第二階段面訪對象，共計篩選出 2,738 家。 

員工人數 500 人以上的企業，不經電話篩選，直接列為第二階段面訪

對象。 

B、第二階段－派員面訪 

受訪企業共 3,464 家，包括經第一階段電話篩選有技術創新活動的

2,738 家企業，以及員工人數 500 人以上企業 726 家。採先郵寄問卷再派

員面訪的方式，進行完整問卷之調查訪問。 

C、第三階段－追蹤調查 

為精確推估大型企業有技術創新活動之比例，另行追加調查員工人數

在 250~499 人之企業，追加樣本數 107 家。 

D、第四階段－調整誤差 

為精確推估企業技術創新情況，本調查並進行型一與型二誤差（圖一

-4）之修正。 

1. 對第一階段電話篩選回答無技術創新之 4,951 家企業，另依分層比例

隨機抽樣 372 家企業，並派員作實地追蹤訪問，所得結果作為型一

誤差之修正依據。 

第一階段電話篩選回答有技術創新，第二階段面訪有 521 家企業回答無技術創

新，其比例作為型二誤差之修正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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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5  2003 年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流程圖 

 

表一-5  2003 年創新調查面訪有效樣本結構 

  

6-499 人企業 500 人以上企業 

總計 製造業 服務業 小計 製造業 服務業 小計 

有技術創新 1,125 914 2,039 257 157 414 2,453 

無技術創新 240  571  811  23  69  92  903  

小計 1,365  1,485  2,850  280  226  506  3,356  

 

二、2005 年創新調查設計 

本計畫係我國第二次從事技術創新調查，目標是追蹤第一次技術創新調查所

訪問的企業，針對其 90-92 年的創新活動做進一步了解。 

 

（含追蹤調 

查 107 家） 

1957 521 92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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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時間及範圍 

調查時間為民國 94 年 12 月 1 日至 95 年 2 月 28 日，皆以固定樣本（Panel）

的方式，即以第一次技術創新調查的樣本為主要對象，再做追蹤電話調查訪

問。調查範圍為台灣地區員工人數 6 人以上之企業，包括製造業與服務業。 

2、 調查對象 

職務為經理、副總以上的高階主管或其授權人員為調查對象。 

3、調查設計 

（1）調查母體 

以第一次技術創新調查的 10,000 家正式樣本為主要對象，尤其以第一

次調查完訪的 3356 家。作追蹤電訪調查。 

（2）抽樣方法 

主要依據 OECD 及全國科技動態調查資料的行業分類方法，各行業再依

員工人數分層，其中員工人數為 6~19 人的企業稱為超小型企業(XSE)、20~49

人的企業稱為小型企業(SE)、50~249 人的企業稱為中型企業(ME)，此三層為

抽查層，而 250 人以上的企業稱為大型企業(LE)，其中 250~499 人的企業為

抽查層，而員工人數在 500 人以上的企業為普查層。 

抽查層部分，由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中以分層比例隨機抽

樣的原則抽出約 60,000 家企業為樣本，其中 10,000 家企業為正式樣本，另

50,000 家企業為備用樣本。將第一次技術創新調查的正式樣本及 

（3）調查方法 

依據台灣地區第一次技術創新調查（TTIS1），以固定樣本（Panel）電話

訪問調查的方式詢問企業於民國 90 至 92 年間是否有技術創新活動，有技術

創新者共計有 2,522 家。無技術創新活動企業 9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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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3、2005、2007 年三年創新調查設計比較 

台灣地區創新調查 2003 年、2005 年、2007 年三次調查比較，如下表一

-6。 

表一-6、台灣地區創新調查 2003 年、2005 年、2007 年三次調查比較表 

  2003 年 2005 年 2007 年 

調查時間 90.08.01~91.07.31 94.12.01~95.02.28 96.08.01~96.10.31 

調查範圍 台灣地區員工人數在 6 人以上之企業，包括製造業與服務業 

調查對象 職務為經理、副總以上的高階主管或其授權人員為調查對象 

調查母體 
行政院主計處民國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企業資料為

母體底冊 

前五千大企業以中華徵信所出版之五

千大企業名冊為母體底冊，另外以行

政院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企

業資料為一般企業母體底冊 

調查方式 
包含電話調查與派員

面訪 
電話調查 包含電話調查與派員面訪 

抽樣方法 

依據 OECD 及全國科技動態調查資料的行業分類方法，各

行業依員工人數分層，其中 6~19 人、20~49 人、50~249 人

及 250~499 人為抽查層。員工人數在 500 人以上為普查層。

抽查層部分，由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中依分

層比例隨機抽樣原則抽出 60,000 家為樣本，其中 10,000 家

為正式樣本，另 50,000 家為備用樣本。 

依據 OECD 及全國科技動態調查資料

的行業分類方法，各行業依員工人數

分層，其中 6~19 人、20~49 人、50~249

人及 250~499 人為抽查層。前五千大

企業為普查層。抽查層部分，由主計

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中依分

層比例隨機抽樣原則抽出 42,000 家為

樣本，其中 7,000 家為正式樣本，另

35,000 家為備用樣本。 

完訪份數 3,356 3,442 10,017 

行業別依據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第七次修訂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第八次

修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參考 2002、2005 年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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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07 年創新調查與 CIS 國際比較 

 

一、整體產業趨勢探討 

（1） 企業的定義與層級 

1、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有技術創新」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44%，

較台灣的 35.7%來的高約 8 個百分點。 

2、Enterprises without innovation activity：「無技術創新」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56%，較台灣的 64.3%來的低約 8 個百分點。 

3、Product only innovation：「只有產品創新」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0%，較台

灣的 12.2%來的低約 2 個百分點。 

4、Process only innovation：「只有製程創新」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7%，較台

灣的 10.5%來的低約 4 個百分點。 

5、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3%，較台灣的 13.0%來的高約 10 個百分點。 

6、Enterprises with only on-going and or abandoned：「只有正在進行以及放棄創新

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3%，較台灣的 15.5%來的低約 13 個百分點。 

 

表二-1  企業的定義與層級 

           次數/% 
項目 

Number of 
enterprises 
TIS 

Number of 
enterprises 
CIS 

Proportion of total 
number of 
enterprises(%)_TIS 

Proportion of total 
number of 
enterprises(%)_CIS

Total 10,017 458,000 100.0 100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 

3,575 201,000 35.7 44 

Enterprises without 
innovation activity 

6,442 256,000 64.3 56 

Product only innovation 1,223 47,000 12.2 10 
Process only innovation 1,053 32,000 1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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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1,299 105,000 13.0 23 

Enterprises with only 
on-going and or 
abandoned 

1,553 15,000 15.5 3 

 

圖二-1  企業的定義與層級創新趨勢 

（2） 引進市場而言為新產品/有正在進行創新活動的企業比例 

1、All product innovators：「有產品創新，技術上是全新的產品」的企業比例，

CIS 的比例為 54%，較台灣的 63.5%來的低約 10 個百分點。 

2、Product & process innovators：「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技術上是全新的產品」

的企業比例，CIS 的比例為 49%，較台灣的 43.1%來的高約 6 個百分點。 

3、Product only innovators：「只有產品創新，技術上是全新的產品」的企業比

例，CIS 的比例為 64%，較台灣的 56.9%來的高約 7 個百分點。 

表二-2  引進市場而言為新產品的企業比例 

%
項目 

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_TIS 

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_CIS 

All product innovators 63.5 54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ors 43.1 49 
Product only innovators 56.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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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  引進市場而言為新產品的企業比例 

 

（3） 技術創新的活動的企業比例(組織與市場) 

1、Organization(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有技術創新，組織方式改

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53%，較台灣的 51.0%來的高約 2 個百分點。 

2、Marketing(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有技術創新，行銷方式改變」

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38%，較台灣的 46.9%來的低約 9 個百分點。 

3、Organization (Enterprises without innovation activity)：「無技術創新，組織方式

改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3%，較台灣的 12.3%來的高約 11 個百分點。 

4、Marketing (Enterprises without innovation activity)：「無技術創新，行銷方式改

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11.6%來的高約 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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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技術創新的活動的企業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Enterprises 
without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out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Organization 51.0 53 12.3 23 
Marketing 46.9 38 11.6 15 
 

 

圖二-3  技術創新的活動的企業比例 

 

（4）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公司營業額/員工 

1、Number of enterprises：「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例，CIS 的比

例為 44%，較台灣的 35.7%來的高約 8 個百分點。 

2、Turnover：「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其營業額占全部企業」的比例，CIS 的比例

為 75%，較台灣的 57.5%來的高約 17 個百分點。 

3、Employment：「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其員工人數占全部企業」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72%，較台灣的 68.1%來的高約 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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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例 

% 
項目 

Share of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Share of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Number of enterprises 35.7 44 
Turnover 57.5 75 
Employment 68.1 72 

 
圖二-4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例 

（5） 開發產品創新的各類型人員的比例 

1、Developed within the enterprise or enterprise group：「產品開發人員為公司或公

司集團」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6%，較台灣的 42.0%來的高約 24 個百分

點。 

2、Develope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產品開發人員

為公司與其他公司集團合作」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8%，較台灣的 9.0%

來的高約 9 個百分點。 

3、Developed mainly by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產品開發人員為其他公

司或機構」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9%，較台灣的 1.5%來的高約 7 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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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  開發產品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Developed within the enterprise 
or enterprise group 

42.0 66 

Develope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9.0 18 

Developed mainly by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1.5 9 

 

圖二-5  開發產品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 

 

（6） 開發製程創新的各類型人員的比例 

1、Developed within the enterprise or enterprise group：「製程開發人員為公司或公

司集團」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57%，較台灣的 72.7%來的低約 16 個百分

點。 

2、Develope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製程開發人員

為公司與其他公司集團合作」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5%，較台灣的 20.5%

來的高約 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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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veloped mainly by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製程開發人員為其他公

司或機構」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9%，較台灣的 6.1%來的高約 3 個百分

點。 

表二-6  開發製程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Developed within the enterprise 
or enterprise group 

72.7 57 

Develope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20.5 25 

Developed mainly by other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6.1 9 

圖二-6  開發製程創新的各類人員比例 

 

（7） 創新活動重要資訊來源類型的情形 

1、Within the enterprise and other enterprises within the enterprise group (Internet the 

enterprise)：「有技術創新，最重要的創新活動資訊來源為公司內部或母企

業集團之其他子公司」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38%，較台灣的 35.6%來的

高約 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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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ppliers of equipment, materials, components or software (Market Sources)：「有

技術創新，最重要的創新活動資訊來源為供應商」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0%，較台灣的 20.6%來的低約 1 個百分點。 

3、Client or Customers (Market Sources)：「有技術創新，最重要的創新活動資訊

來源為客戶或消費者」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8%，較台灣的 43.0%來的

低約 15 個百分點。 

4、Components and other enterprise from the same industry (Market Sources)：「有技

術創新，最重要的創新活動資訊來源為競爭對手或其他公司」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12%，較台灣的 28.2%來的低約 16 個百分點。 

5、Universities or othe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Institutional sources)：「有技術創

新，最重要的創新活動資訊來源為大專院校」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5%，

較台灣的 6.3%來的低約 1 個百分點。 

6、Government or private nonprofit research institutes (Institutional sources)：「有技

術創新，最重要的創新活動資訊來源為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3%，較台灣的 8.3%來的低約 3 個百分點。 

7、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meetings, journals (Other Sources)：「有技術創新，最

重要的創新活動資訊來源為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

雜誌」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1%，較台灣的 19.9%來的低約 9 個百分點。 

表二-7  創新活動重要資訊來源類型的情形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Internet the enterprise   
Within the enterprise and other 
enterprises within the enterprise group 

35.6 38 

Market Sources   
Suppliers of equipment, materials, 
components or software 

20.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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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or Customers 43.0 28 
Components and other enterprise from 
the same industry 

28.2 12 

Institutional sources   
Universities or othe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6.3 5 

Government or private nonprofit 
research institutes 

8.3 3 

Other Sources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meetings, 
journals 

19.9 11 

 

圖二-7  創新活動重要資訊來源類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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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A8.1、創新活動有得到資助 

1、Received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創新活動有得到資助」的比例，CIS 的

比例為 29%，較台灣的 40.2%來的低約 11 個百分點。 

2、From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創新活動有得到地方政府資助」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9.4%來的高約 6 個百分點。 

3、From central government：「創新活動有得到中央政府資助」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31.8%來的低約 17 個百分點。 

表二-8-1  有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Received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 

40.2 29 

From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 

9.4 15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31.8 15 

 

圖二-8-1  有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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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只有產品創新活動有得到資助 

1、Received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只有產品創新活動企業中，創新活動有

得到資助」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30%，較台灣的 40.0%來的低約 10 個百

分點。 

2、From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只有產品創新活動企業中，創新活動有

得到地方政府資助」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10.0%來的高

約 5 個百分點。 

3、From central government：「只有產品創新活動企業中，創新活動有得到中央

政府資助」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29.4%來的低約 14 個百

分點。 

 

表二-8-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Received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 

40.0 30 

From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 

10.0 15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29.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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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8-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A8.3、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有得到資助 

1、Received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企業中，創新

活動有得到資助」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7%，較台灣的 39.3%來的低約

12 個百分點。 

2、From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企業中，創新

活動有得到地方政府資助」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4%，較台灣的 10.0%

來的高約 4 個百分點。 

3、From central government：「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企業中，創新活動有得

到中央政府資助」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36.6%來的高約

2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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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8-3  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Received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 

39.3 27 

From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 

10.0 14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36.6 15 

 

圖二-8-3  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企業中，獲得各種政府資金支助的企業比例 

 

（9） 各類型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有合作情形的比例 

A9.1、各類型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有合作情形 

1、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有技術創新，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

例，CIS 的比例為 19%，較台灣的 21.2%來的低約 2 個百分點。 

2、Product only innovation：「只有產品創新，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0%，較台灣的 18.9%來的高約 1 個百分點。 

3、Process only innovation：「只有製程創新，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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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例為 12%，較台灣的 17.3%來的低約 5 個百分點。 

4、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1%，較台灣的 23.7%來的低約 3 個百分點。 

5、Enterprises with only on-going and or abandoned：「只有正在進行以及放棄創

新，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4%，較台灣的 10.8%來的

高約 3 個百分點。 

表二-9-1、各類型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 

                        % 
 
項目 

Innovation activity 
involved in innovation 
co-operation(%)_TIS 

Innovation activity 
involved in innovation 
co-operation(%)_C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  

21.4 19 

Product only innovation 18.9 20 
Process only innovation 17.3 12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23.7 21 
Enterprises with only on-going 
and or abandoned 

10.8 14 

 

圖二-9-1  各類型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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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創新活動有合作類型 

1、Other enterprises within the enterprises group：「有技術創新，和其他公司共同

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8%，較台灣的 9.2%來的低約 1 個百

分點。 

2、Suppliers of equipment, materials, components or software：「有技術創新，和設

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1%，

較台灣的 15.2%來的低約 4 個百分點。 

3、Clients or customers：「有技術創新，和客戶或消費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2%，較台灣的 21.6%來的低約 10 個百分點。 

4、Competitors other firms from the-same industry：「有技術創新，和同產業的競

爭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較台灣的 23.3%來的

低約 17 個百分點。 

5、Consultants & Commercial laboratories R&D enterprises：「有技術創新，和顧

問、私人營利實驗室或研發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

為 10%，較台灣的 9.7%來的高約 0.3 個百分點。 

6、University 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有技術創新，和大學或其他高等教

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9%，較台灣的 10.8%來

的低約 2 個百分點。 

7、Government or non-profit research institutes：「有技術創新，和政府或非營利

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較台灣的 10.2%

來的低約 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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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9-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Other enterprises within the 
enterprises group 

9.2 8 

Suppliers of equipment, 
materials, components or 
software 

15.2 11 

Clients or customers 21.6 12 
Competitors other firms from 
the-same industry 

23.3 6 

Consultants & Commercial 
laboratories R&D enterprises 

9.7 10 

University 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10.8 9 

Government or non-profit 
research institutes 

10.2 6 

 

 

圖二-9-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各種合作類型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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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比例 

A10.1、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 

1、National：「有技術創新，和當地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

比例為 16%，較台灣的 51.4%來的低約 35 個百分點。 

2、EU/EFTA：「有技術創新，和位於歐洲其他地區的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較台灣的 8.4%來的低約 2 個百分點。 

3、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有技術創新，和美國地區夥伴共同進

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4%，較台灣的 10.9%來的低約 7 個百

分點。 

4、Japan：「有技術創新，和非位於當地、歐洲、美國的其他夥伴共同進行創

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3%，較台灣的 21.6%來的低約 19 個百分點。 

 

表二-10-1  有創新活動中，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National 51.4 16 
EU/EFTA 8.4 6 
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 

10.9 4 

Japan 21.6 3 
 



2‐18 
 

圖二-10-1  有創新活動中，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A10.2、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 

1、National：「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和當地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17%，較台灣的 16.4%來的高約 1 個百分點。 

2、EU/EFTA：「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和位於歐洲其他地區的夥伴共同進行創

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較台灣的 2.0%來的高約 4 個百分點。 

3、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和美國地區夥伴

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4%，較台灣的 2.5%來的高約 2

個百分點。 

4、Japan：「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和非位於當地、歐洲、美國的其他夥伴共同

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較台灣的 5.3%來的低約 3 個百

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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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2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National 16.4 17 
EU/EFTA 2.0 6 
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 

2.5 4 

Japan 5.3 2 
 

圖二-10-2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A10.3、只有製程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 

1、National：「只有製程創新活動，和當地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11%，較台灣的 14.7%來的低約 4 個百分點。 

2、EU/EFTA：「只有製程創新活動，和位於歐洲其他地區的夥伴共同進行創

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3%，較台灣的 2.5%來的高約 1 個百分點。 

3、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只有製程創新活動，和美國地區夥伴

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較台灣的 2.4%來的低約 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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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apan：「只有製程創新活動，和非位於當地、歐洲、美國的其他夥伴共同

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0%，較台灣的 6.1%來的低約 4 個百

分點。 

 

表二-10-3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製程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National 14.7 11 
EU/EFTA 2.5 3 
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 

2.4 1 

Japan 6.1 0 
 

圖二-10-3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製程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A10.4、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 

1、National：「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和當地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

比例，CIS 的比例為 17%，較台灣的 20.3%來的低約 3 個百分點。 

2、EU/EFTA：「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和位於歐洲其他地區的夥伴共同

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8%，較台灣的 3.9%來的高約 4 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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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 

3、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和美國地

區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4%，較台灣的 6.0%來的

低約 2 個百分點。 

4、Japan：「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和非位於當地、歐洲、美國的其他夥

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3%，較台灣的 10.2%來的低

約 7 個百分點。 

表二-10-4  有創新活動中，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National 20.3 17 
EU/EFTA 3.9 8 
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 

6.0 4 

Japan 10.2 3 
 

 

圖二-10-4  有創新活動中，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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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 

1、National：「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和當地夥伴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2%，較台灣的 26.1%來的低約 14 個百分點。 

2、EU/EFTA：「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和位於歐洲其他地區的

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4%，較台灣的 4.7%來的低

約 1 個百分點。 

3、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

和美國地區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較台灣的

6.1%來的低約 5 個百分點。 

4、Japan：「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和非位於當地、歐洲、美國

的其他夥伴共同進行創新活動」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較台灣的 11.9%

來的低約 10 個百分點。 

 

表二-10-5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only 
on-going and or 
abandoned(%)_TIS 

Enterprises with only 
on-going and or 
abandoned(%)_CIS 

National 26.1 12 

EU/EFTA 4.7 4 

United states & Candidate countries 6.1 1 

Japan 1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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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0-5  有創新活動中，只有正在進行或已放棄的創新活動的合作類型所在地的比例 

（11） 從產品和製程創新活動分別所帶來的重要影響情形 

1、Increased range of goods or services (Product oriented effects)：「認為創新活動

對"增加服務的種類"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9%，較台灣的

19.4%來的低約 9 個百分點。 

2、Increased market or market share (Product oriented effects)：「認為創新活動對"

進入新市場或提升既有的市占率"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4%，較台灣的 27.9%來的低約 4 個百分點。 

3、Improved quality in goods or services (Product oriented effects)：「認為創新活動

對"改良產品服務的品質"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40%，較台

灣的 31.0%來的低約 9 個百分點。 

4、Improved production flexibility (Process oriented effects)：「認為創新活動對"改

善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的流程彈性"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0%，較台灣的 18.7%來的低約 1 個百分點。 

5、Increased production capacity (Process oriented effects)：「認為創新活動對"增進

生產力或提供服務能力"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5%，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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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 21.5%來的高約 4 個百分點。 

6、Reduced labor costs per produce unit (Process oriented effects)：「認為創新活動

對"降低每單位產品的勞動成本"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7%，較台灣的 17.2%來的低約 0.2 個百分點。 

7、Reduced materials & energy per produce unit (Process oriented effects)：「認為創

新活動對"降低每單位產品的材料及能源成本"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9%，較台灣的 13.4%來的高約 6 個百分點。 

8、Improved environmental impact or health & safety aspects (Other effects)：「認為

創新活動對"降低對環境衝擊或人體健康的衝擊"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15.4%來的低約 0.4 個百分點。 

9、Met regulations or standards (Other effects)：「認為創新活動對"符合法規的管

制需求"產生高度影響」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3%，較台灣的 17.8%來的

低約 5 個百分點。 

表二-11  創新活動所帶來的重要影響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Product oriented effects 

Increased range of goods or services 19.4 29 

Increased market or market share 27.9 24 

Improved quality in goods or services 31.0 40 

Process oriented effects 

Improved production flexibility 18.7 20 

Increased production capacity 21.5 25 

Reduced labor costs per produce unit 17.2 17 

Reduced materials & energy per produce unit 13.4 19 

Other effects 

Improved environmental impact or health & safety 
aspects 

15.4 15 

Met regulations or standards 17.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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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1  創新活動所帶來的重要影響 

 

（12） 申請專利權的情況-從至少有申請過一個專權去保護創新活  

動和至少擁有一個有效的專利權來看 

A12.1、整體產業申請專利權的情況 

1、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 that applied for at least one patent product inventions or 

innovations：「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9%，較台

灣的 16.1%來的低約 7 個百分點。 

 

表二-12-1  申請專利的狀況 

%
項目 

TIS(%) CIS(%) 

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 that applied for at least one 
patent product inventions or innovations 

16.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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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2-1  申請專利的狀況 

 

A12.2、整體產業於各種創新活動中，申請專利權的情況 

1、Total：「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的比例。 

2、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有技術創新，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9%，較台灣的 16.1%來的低約 7 個百分點。 

3、Product only innovation：「只有產品創新，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的比

例，CIS 的比例為 17%，較台灣的 45.0%來的低約 25 個百分點。 

4、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申請新發明、新型專

利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8%，較台灣的 17.3%來的高約 1 個百分點。 

表二-12-2  各類型創新申請專利的狀況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Total 16.1 9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 45.0 17 
Product only innovation 15.4 23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17.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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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2-2  各類型創新申請專利的狀況 

 

（13） 有創新活動企業中，為了保護創新活動使用專利權外方式情形 

A13.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為了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形 

1、Registration of design patterns：「有技術創新，申請新式樣專利」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14%，較台灣的 41.2%來的低約 27 個百分點。 

2、Trademarks：「有技術創新，申請註冊商標」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1%，

較台灣的 38.3%來的低約 17 個百分點。 

3、Copyright：「有技術創新，申請著作權/版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

較台灣的 24.4%來的低約 18 個百分點。 

表二-13-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形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Registration of design 
patterns 

41.2 14 

Trademarks 38.3 21 
Copyright 2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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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3-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形 

 

A13.2、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為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方式情形 

1、Registration of design patterns：「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申請新式樣專利」的比

例，CIS 的比例為 18%，較台灣的 14.1%來的高約 4 個百分點。 

2、Trademarks：「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申請註冊商標」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8%，較台灣的 12.0%來的高約 16 個百分點。 

3、Copyright：「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申請著作權/版權」的比例，CIS 的比例

為 9%，較台灣的 7.8%來的高約 1 個百分點。 

 

表二-13-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形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Registration of design 
patterns 

14.1 18 

Trademarks 12.0 28 
Copyright 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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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3-2  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的方式情形 

 

A13.3、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為了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

的方式情形 

1、Registration of design patterns：「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申請新式樣專利」

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5%，較台灣的 15.6%來的低約 1 個百分點。 

2、Trademarks：「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申請註冊商標」的比例，CIS 的

比例為 21%，較台灣的 15.4%來的高約 6 個百分點。 

3、Copyright：「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申請著作權/版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較台灣的 9.6%來的低約 4 個百分點。 

 

表二-13-3  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方式情形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Registration of design 
patterns 

15.6 15 

Trademarks 15.4 21 
Copyright 9.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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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3-3  製程與產品同時創新活動的企業中，保護創新活動而使用專利權外方式情形 

 

（14）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A14.1、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1、Burdened / encumbered with other serious problems：「有技術創新，創新活動

曾在提出構想的階段就中止」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2%，較台灣的 28.1%

來的低約 6 個百分點。 

2、Prevented to be started Burdened/encumbered：「有技術創新，創新活動曾在開

始進行一段時間後才中止」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2%，較台灣的 31.5%來

的低約 10 個百分點。 

3、Seriously delayed：「有技術創新，創新過程曾嚴重拖延」的比例，CIS 的比

例為 37%，較台灣的 22.2%來的高約 15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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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4-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Burdened / encumbered with 
other serious problems 

28.1 22 

Prevented to be started 
Burdened/encumbered 

31.5 22 

Seriously delayed 22.2 37 

 
圖二-14-1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A14.2、只有產品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1、Burdened / encumbered with other serious problems：「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創

新活動曾在提出構想的階段就中止」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4%，較台灣

的 28.6%來的低約 5 個百分點。 

2、Prevented to be started Burdened/encumbered：「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創新活動

曾在開始進行一段時間後才中止」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7%，較台灣的

29.7%來的低約 3 個百分點。 

3、Seriously delayed：「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創新過程曾嚴重拖延」的比例，

CIS 的比例為 45%，較台灣的 20.9%來的高約 2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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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4-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only 
product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Burdened / encumbered 
with other serious 
problems 

28.6 24 

Prevented to be started 
Burdened/encumbered 

29.7 27 

Seriously delayed 20.9 45 
 

圖二-14-2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只有產品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A14.3、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的企業中，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1、Burdened / encumbered with other serious problems：「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

動，創新活動曾在提出構想的階段就中止」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0%，

較台灣的 29.9%來的低約 10 個百分點。 

2、Prevented to be started Burdened/encumbered：「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創

新活動曾在開始進行一段時間後才中止」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8%，較

台灣的 35.0%來的低約 1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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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riously delayed：「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創新過程曾嚴重拖延」的

比例，CIS 的比例為 32%，較台灣的 24.8%來的高約 7 個百分點。 

 

表二-14-3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product &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Burdened / encumbered 
with other serious 
problems 

29.9 20 

Prevented to be started 
Burdened/encumbered 

35.0 18 

Seriously delayed 24.8 32 
 

圖二-14-3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產品與製程同時創新活動受阻情形 

 

（15）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造成創新活動高度受阻的因素 

1、Lack of appropriate sources of finance (Economic factors)：「有技術創新，創新

活動遇到阻礙大原因是公司用於創新預算不足」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9%，較台灣的 11.4%來的高約 8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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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cessive perceived economic risks (Economic factors)：「有技術創新，創新活

動遇到阻礙大原因是公司財務困難，難以從外部籌措資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7%，較台灣的 4.0%來的高約 13 個百分點。 

3、Innovation costs too high (Economic factors)：「有技術創新，創新活動遇到阻

礙大原因是創新成本過高」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24%，較台灣的 17.1%來

的高約 7 個百分點。 

4、Lack of qualified personnel (Internal factors)：「有技術創新，創新活動遇到阻

礙大原因是缺乏適當人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6%，較台灣的 17.9%來

的低約 2 個百分點。 

5、Lack of information on technology (Internal factors)：「有技術創新，創新活動

遇到阻礙大原因是缺乏技術資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4%，較台灣的 14.3%

來的低約 10 個百分點。 

6、Lack of information on markets (Internal factors)：「有技術創新，創新活動遇

到阻礙大原因是缺乏市場資訊」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5%，較台灣的 8.0%

來的低約 3 個百分點。 

7、Insufficient flexibility of regulations or standards (Other factors)：「有技術創新，

創新活動遇到阻礙大原因是市場難以找到創新的合作夥伴」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11%，較台灣的 10.3%來的高約 1 個百分點。 

8、Lack of customer responsiveness to new goods or services (Other factors)：「有技

術創新，創新活動遇到阻礙大原因是消費者對創新產品或服務的需求不確

定」的比例，CIS 的比例為 6%，較台灣的 17.1%來的低約 1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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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5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造成創新活動高度受阻的因素 

 %
 
項目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TIS 

Enterprises with 
innovation 
activity(%)_CIS 

Economic factors 
Lack of appropriate sources of 
finance 

11.4 19 

Excessive perceived economic 
risks 

4.0 17 

Innovation costs too high 17.1 24 
Internal factors 
Lack of qualified personnel 17.9 16 
Lack of information on technology 1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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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5  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造成創新活動高度受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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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03、2005、2007 年三次創新調查比較 

 

一、有成功技術創新 

2003 年、2005 年與 2007 年有成功技術創新比較如下： 

 

表三-1  2003 年、2005 年與 2007 年有成功技術創新比較 

  2003 年 2005 年 2007 年

全體 73.1% 58.0% 35.7% 

製造業 84.0% 64.0% 39.6% 

服務業 62.6% 52.0% 32.4% 

 

 
圖三-1  2003 年、2005 年與 2007 年有成功技術創新比較 

 

二、組織創新 

圖三-2 為三年「組織創新」的結構比例，三年的比例結構並無太大的變化，

2005 年的調查中組織創新比例明顯的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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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  組織創新之比例結構圖 

三、行銷創新 

圖三-3 為三年「行銷創新(含美工外觀、設計)」的結構比例，2005 年的調查

中行銷創新比例明顯的高出許多。 

 

 
圖三-3  行銷創新(含美工外觀、設計)之比例結構圖 

 

四、技術創新活動結構比較 

圖三-4 為三年在未來五年製程計畫中「是否提供運送產品的新方法」的比例

結構，2002 年和 2005 年的比例結構並無太大的變化，2007 年沒有提供運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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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方法的比例降低。 

 

圖三-4  是否提供運送產品的新方法之比例結構圖 

 

五、技術創新活動結構比較 

圖三-5 為三年「技術創新活動是否嚴重延遲」的結構比例，2002 年和 2005

年的比例結構並無太大的變化，2007 年技術創新活動沒有嚴重延遲的比例升高。 

 

 

圖三-5  技術創新活動是否嚴重延遲之比例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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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6 為三年「是否有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申請」的結構比例，2002 年和

2005 年的比例結構並無太大的變化，2007 年沒有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申請的比

例下降。 

 
圖三-6 是否有新發明或新型專利權申請之比例結構圖 

 

圖三-7 為三年「是否有新式樣專利申請」的結構比例，2002 年和 2005 年的

比例結構並無太大的變化，2007 年沒有新式樣專利申請的比例下降。 

 

 
圖三-7 是否有新式樣專利申請之比例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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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8 為三年「是否有註冊商標申請」的結構比例，2002 年和 2005 年的比

例結構並無太大的變化，2007 年沒有註冊商標申請的比例下降。 

 

 

圖三-8  是否有註冊商標申請之比例結構圖 

 

圖三-9 為三年「是否有版權申請」的結構比例，2002 年和 2005 年的比例結

構並無太大的變化，2007 年沒有版權申請的比例下降。 

 

 

圖三-9  是否有版權申請之比例結構圖 

 



3-6 
 

圖三-10 為三年「是否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的結構比例，三年的比例結

構並無太大的變化，在 2007 年的調查中，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的比例明顯降

低許多。 

 

 

圖三-10  是否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之比例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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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02、2005、2007 年創新調查相同廠商

比較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三次創新調查，有 429 家廠商三次調查皆有受訪，

將其三次調查的情況，作進一步探討，結果如下：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有進行創新的狀況，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兩者皆達九成左右，而 2007 年下降占七成。在進

行非技術創新的狀況(意指行銷創新與組織創新)，2002 年和 2007 年比例較相近

約有六成五的比例，而 2005 年有達到七成。其中，行銷創新三年有逐漸地增的

現象，大約四成左右；而組織創新三年也呈現大幅增加的狀況，2007 年達到六

成。在進行技術創新的狀況，2005 與 2007 比例大致相同約占七成五，2007 年下

降兩成左右，只占五成五。其中產品創新,，從 2002 與 2005 的六成下降至 2007

的四成；對市場而言是全新的產品，則是由 2002 年雨 2005 年的五成下降至 2007

的兩成七左右；對製程創新而言，則是由 2002 年雨 2005 年的五成四左右下降至

2007 的三成七左右。 

 

表四-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情況比較表 

年度 2002 2005 2007 

創新活動 88.6% 90.3% 74.2% 

非技術創新 66.6% 70.3% 65.3% 

行銷創新 37.4% 40.1% 41.1% 

組織創新 33.8% 43.9% 60.3% 

技術創新 75.3% 75.3% 54.8% 

產品創新 61.4% 61.3% 40.2% 

對市場而言的產品創新 51.6% 51.6% 27.5% 

製程創新 53.7% 53.7%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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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情況比較之長條圖 

 

一、貴公司是否為母企業集團之下的子公司？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為母企業集團之下的子

公司，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21.31％；2007 年占 22.01％。 

 

表四-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為母企業集團之下之子公司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78.69% 78.69% 77.99% 

是 21.31% 21.31% 22.01%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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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為母企業集團之下之子公司比較長條圖 

 

二、請問母企業的所在地為：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母企業的所在地為「台

灣地區」，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較其他的比例高，占 61.70％；2002 年和 2005 年

占 61.54％。所在地為「中國大陸」，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較高，占 3.30

％；2007 年占 3.19％。所在地為「其他國家」，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

較高，占 35.16％；2007 年占 35.11％。  

 

表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地區 61.54% 61.54% 61.70% 

中國大陸 3.30% 3.30% 3.19% 

其他國家 35.16% 35.16% 35.11%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4‐4 
 

 

圖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圖 

 

 

圖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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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母企業的所在地比較圖(續) 

 

三、行銷創新：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在行銷創新上，以 2005 年所占

的比例最高，占 46.37％；其次 2002 年占 41.45％；2007 年占 38.64％。  

表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行銷創新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無行銷創新 58.55% 53.63% 61.36% 

有行銷創新 41.45% 46.37% 38.64%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行銷創新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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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創新：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在組織創新上，以 2007 年所占

的比例最高，占 61.12％；其次 2005 年占 53.16％；2007 年占 47.54％。 

 

表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組織創新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無組織創新 52.46% 46.84% 38.88% 

有組織創新 47.54% 53.16% 61.12%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組織創新比較表 

 

五、請問貴公司主要的市場為?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主要市場在「台灣地區」，

以 2002 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38.88％，2007 年占 5.77％；貴公司主要

市場在「中國大陸」，以 2007 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35.99％，2002 年和 2005 年占

7.03％；貴公司主要市場在「其他國家」，以 2002 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19.44％，2007 年占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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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地區 38.88% 38.88% 5.77% 

中國大陸 7.03% 7.03% 35.99% 

其他國家 19.44% 19.44% 14.53% 

無此項目 34.66% 34.65% 43.71%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圖 

 

 
圖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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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主要的市場比較圖(續) 

 

六、技術創新活動與花費 

1. 在 93~95 三年間，貴公司是否曾進行下列技術創新活動?（請於每一項活動皆

勾選是或否） 

(1).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D )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 (R&D )」進行技術創新活動上，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81.55％；

2002 年占 61.62％；2005 年占 64.31％。 

表四-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D )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38.38% 35.69% 18.45% 

是 61.62% 64.31% 81.55%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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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D )比較圖 

 

(2)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構研發」進行技術創新活動上，以 2002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35.36％；2005 年

占 34.60％；2007 年占 27.75％。 

 

表四-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64.64% 65.40% 72.25% 

是 35.36% 34.60% 27.75%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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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比較圖 

 

(3)人員培訓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人員培訓」進行技

術創新活動上，以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91.01％；2002 年占 77.35％；2007

年占 80.18％。 

 

表四-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人員培訓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22.65% 8.99% 19.82% 

是 77.35% 91.01% 80.18%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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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進行人員培訓比較圖 

 

(4)為推出創新產品的行銷活動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推出創新產品的行

銷活動」進行技術創新活動，以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86.65％；2002 年占

59.12％；2007 年占 51.10％。 

 

表四-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為推出創新產品的行銷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40.88% 13.35% 48.90% 

是 59.12% 86.65% 51.1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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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為推出創新產品的行銷活動比較圖 

 

七、政府資助創新活動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 

(1)地方政府(直轄市及省縣市政府)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曾獲得「地

方政府(直轄市及省縣市政府)」（金錢）的資助，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5.13％；2002 年和 2005 年占 2.20％。. 

 

表四-1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地方政府(直轄市及省縣市政府)補助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97.80% 97.80% 94.87% 

是 2.20% 2.20% 5.13%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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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地方政府(直轄市及省縣市政府)補助比較表 

 

(2)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曾獲得「中

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金錢）的資助，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有 23.72

％；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2.91％。 

 

表四-1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補助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87.09% 87.09% 76.28% 

是 12.91% 12.91% 23.72%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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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補助比較圖 

 

(3)其他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曾獲得「其

他」（金錢）的資助，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32.69％，2002 年和 2005 年

占 7.42％。 

表四-1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其他補助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92.58% 92.58% 67.31% 

是 7.42% 7.42% 32.6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1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是否曾獲得其他補助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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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與合作計畫 

 

貴公司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的重要程度為何？（每一項目皆須勾選重要程度或無此來

源） 

(1)公司內部或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子公司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為「公司內部或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子公司」，認為重要程度「高」的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49.73％；2007 年占 33.04％。認為重要程度「中」的

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28.85％；2007 年占 28.19％。認為重要

程度「低」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14.5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6.04

％。 

 

表四-1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公司內部或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子公司重要

程度比較表 

2002 

公司內部 

2002 

母企業集團之

其他子公司 

2005 

公司內部

2005 

母企業集團之

其他子公司 

2007 

無 15.38% 69.23% 15.38% 69.23% 24.23% 

高 49.73% 11.81% 49.73% 11.81% 33.04% 

中 28.85% 14.29% 28.85% 14.29% 28.19% 

低 6.04% 4.67% 6.04% 4.67% 14.54%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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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公司內部或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子公司重要

程度比較圖 

 

(2)設備、材料、服務或軟體的供應商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為「設備、材料、服務或軟體的供應商」，認為重要程度「高」的以 2007 所占的

比例最多，占 21.15％；2002 年和 2005 年占 20.88％。認為重要程度「中」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30.4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23.90％。認為重要程

度「低」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18.5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7.97％。 

表四-1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設備、材料、服務或軟體的供應商重要程

度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無 47.25% 47.25% 29.95% 

高 20.88% 20.88% 21.15% 

中 23.90% 23.90% 30.40% 

低 7.97% 7.97% 18.5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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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設備、材料、服務或軟體的供應商重要程

度比較圖 

 

(3)客戶或消費者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為「客戶或消費者」，認為重要程度「高」的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

多，占 42.31％；2007 年占 39.21％。認為重要程度「中」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

例最多，占 27.75％；2002 年和 2005 年占 25.27％。認為重要程度「低」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13.22％；2002 年和 2005 年占 5.77％。 

 

表四-1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客戶或消費者重要程度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無 26.65% 26.65% 19.82% 

高 42.31% 42.31% 39.21% 

中 25.27% 25.27% 27.75% 

低 5.77% 5.77% 13.22%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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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客戶或消費者重要程度比較圖 

 

(4)競爭對手或其他公司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為「競爭對手或其他公司」，認為重要程度「高」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

占 27.31％；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3.46％。認為重要程度「中」的以 2007 年所占

的比例最多，占 30.8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21.15％。認為重要程度「低」的

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16.3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1.82％。 

 

表四-1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競爭對手或其他公司重要程度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無 53.57% 53.57% 25.55% 

高 13.46% 13.46% 27.31% 

中 21.15% 21.15% 30.84% 

低 11.82% 11.82% 16.3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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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競爭對手或其他公司重要程度比較圖 

 

(5)大專院校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為「大專院校」，認為重要程度「高」的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

占 10.16％；2007 年占 8.37％。認為重要程度「中」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

占 15.86％；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0.72％。認為重要程度「低」的以 2007 年所占

的比例最多，占 18.9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8.24％。 

 

表四-1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大專院校重要程度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無 70.88% 70.88% 56.83% 

高 10.16% 10.16% 8.37% 

中 10.72% 10.72% 15.86% 

低 8.24% 8.24% 18.94%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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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大專院校重要程度比較圖 

(6)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例如工研院、資策會…等)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為「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例如工研院、資策會…等)」，認為重要程度「高」的

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10.57％；2002 年和 2005 年占 8.79％。認為重要

程度「中」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16.3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0.71

％。認為重要程度「低」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18.5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1.82％。 

表四-1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例如工研院、資策

會…等)重要程度比較表 

  

2002 

公 共 團 體 或

學會資源 

2002 

政府或私人非

營利研究機構

2005 

公 共 團 體 或

學會資源 

2005 

政府或私人非

營利研究機構 
2007 

無 76.37% 68.68% 76.37% 68.68% 54.63% 

高 4.95% 8.79% 4.95% 8.79% 10.57% 

中 7.97% 10.71% 7.97% 10.71% 16.30% 

低 10.71% 11.82% 10.71% 11.82% 18.5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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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例如工研院、資策

會…等)重要程度比較圖 

 

(7)專業研討會、會議、期刊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的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為「專業研討會、會議、期刊」，認為重要程度「高」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

多，占 18.06％；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3.19％。認為重要程度「中」的以 2002 年

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26.92％；2007 年占 21.59％。認為重要程度「低」

的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多，占 31.28％；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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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專業研討會、會議、期刊重要程度比較表 

2002 

專業研討會、

會議、期刊 

2002 

展覽 

2005 2007 

專業研討會、

商品展覽會 

2007 

科學或商業

期刊、雜誌

無 43.68% 50.82% 43.68% 39.21% 37.00% 

高 16.21% 17.58% 16.21% 18.06% 10.13% 

中 26.92% 20.05% 26.92% 20.26% 21.59% 

低 13.19% 11.55% 13.19% 22.47% 31.28%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1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專業研討會、會議、期刊重要程度比較圖 

 

九、與其他公司或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在 93~95 三年間，貴公司是否曾和「其他公司或機構」有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每一「合作單位」項目皆須勾選其所在地及重要性、或無此項目） 

(1)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母企業之下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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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公司」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

占 7.49％。所在地為「大陸」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4.45％；2002 年和

2005 年占 2.34％。所在地為「美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1.6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41％。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所在地為「日本」占 7.49％。

所在地為「歐洲」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9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

％。 

 

表四-2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7.49% 7.49% 7.49% 

大陸 2.34% 2.34% 4.45% 

美國 1.41% 1.41% 1.64% 

日本 1.64% 1.64% 1.64% 

韓國 0.00% 0.00% 0.47% 

歐洲 0.23% 0.23% 0.94% 

其他 0.46% 0.46% 1.17% 

無此項目 86.42% 86.45% 82.2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2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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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設備、材料或軟

體供應商」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13.35％；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1.71％。所在地為「大陸」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

最高，占 2.58％；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47％。所在地為「美國」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2.34％；2007 年占 0.94％。所在地為「日本」以 2002 年

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4.45％；2007 年占 2.11％。所在地為「歐洲」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2.34％；2007 年占 1.41％。 

 

表四-2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11.71% 11.71% 13.35% 

大陸 0.46% 0.47% 2.58% 

美國 2.34% 2.34% 0.94% 

日本 4.45% 4.45% 2.11% 

韓國 0.23% 0.23% 0.23% 

歐洲 2.34% 2.34% 1.41% 

其他 0.23% 0.23% 0.70% 

無此項目 78.22% 78.22% 78.6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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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3)客戶或消費者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客戶或消費者」

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12.18％；2002

年和 2005 年占 9.84％。所在地為「大陸」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3.28％；

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所在地為「美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5.39

％；2002 年和 2005 年占 2.81％。所在地為「日本」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

比例最高，占 3.98％；2007 年占 2.58％。所在地為「韓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

例最高，占 1.41％；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所在地為「歐洲」以 2007 年所

占的比例最高，占 3.0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94％。 

 

表四-2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客戶或消費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9.84% 9.84% 12.18% 

大陸 0.23% 0.23% 3.28% 

美國 2.81% 2.81% 5.39% 

日本 3.98% 3.98% 2.58% 

韓國 0.23% 0.23%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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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0.94% 0.94% 3.04% 

其他 0.00% 0.00% 0.94% 

無此項目 81.97% 81.97% 71.1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2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客戶或消費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4)競爭者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競爭者」共同進

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6.09％；2002 年和

2005 年占 4.45％。所在地為「大陸」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2.58％；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47％。所在地為「美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1.41％；

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70％。所在地為「日本」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

最高，占 1.64％；2007 年占 1.17％。所在地為「韓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

高，占 0.47％；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所在地為「歐洲」以 2007 年所占的

比例最高，占 1.17％；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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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3、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競爭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4.45% 4.45% 6.09% 

大陸 0.46% 0.47% 2.58% 

美國 0.70% 0.70% 1.41% 

日本 1.64% 1.64% 1.17% 

韓國 0.23% 0.23% 0.47% 

歐洲 0.23% 0.23% 1.17% 

其他 0.00% 0.00% 0.23% 

無此項目 92.27% 92.27% 86.8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2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競爭者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5)顧問、私人營利實驗室或研發機構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顧問、私人營利

實驗室或研發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7 年所占的比例

最高，占 8.43％；2002 年和 2005 年占 7.03％。所在地為「大陸」以 2007 年所占

的比例最高，占 0.9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所在地為「美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7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47％。所在地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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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4.22％；2007 年占 0.70％。 

所在地為「韓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23％。所在地為「歐洲」，2002

年、2005 年 2007 年占 1.41％。 

 

表四-2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顧問、私人營利實驗室或研發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7.03% 7.03% 8.43% 

大陸 0.23% 0.23% 0.94% 

美國 0.46% 0.47% 0.70% 

日本 4.22% 4.22% 0.70% 

韓國 0.00% 0.00% 0.23% 

歐洲 1.41% 1.41% 1.41% 

其他 0.70% 0.70% 0.00% 

無此項目 85.95% 85.95% 87.5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2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顧問、私人營利實驗室或研發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6)異業公司之研發單位或實驗室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異業公司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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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或實驗室」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

比例最高，占 6.58％；2007 年占 4.68％。所在地為「大陸」以 2002 年和 2005 年

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70％；2007 年占 0.47％。所在地為「美國」以 2007 年所

占的比例最高，占 0.9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47％。所在地為「日本」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70％；2007 年占 0.47％。 

所在地為「韓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23％。所在地為「歐洲」，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7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 

 

表四-2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異業公司之研發單位或實驗室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6.58% 6.56% 4.68% 

大陸 0.70% 0.70% 0.47% 

美國 0.46% 0.47% 0.94% 

日本 0.70% 0.70% 0.47% 

韓國 0.00% 0.00% 0.23% 

歐洲 0.23% 0.23% 0.70% 

其他 0.23% 0.23% 0.23% 

無此項目 91.10% 91.10% 92.27%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2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異業公司之研發單位或實驗室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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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大學或其他高等

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

最高，占 15.46％；2007 年占 8.90％。所在地為「大陸」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

高，占 0.94％；2002 年和 2005 年占 0.23％。所在地為「美國」以 2007 年所占的

比例最高，占 0.23％。所在地為「日本」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23％。

所在地為「歐洲」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47％。 

 

表四-2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15.46% 15.46% 8.90% 

大陸 0.23% 0.23% 0.94% 

美國 0.00% 0.00% 0.23% 

日本 0.00% 0.00% 0.23% 

韓國 0.00% 0.00% 0.00% 

歐洲 0.00% 0.00% 0.47% 

其他 0.00% 0.00% 0.23% 

無此項目 84.31% 84.31% 88.9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4‐31 
 

 
圖四-2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8)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曾和「政府或非營利研

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所在地為「台灣」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

高，占 18.03％；2007 年占 6.56％。所在地為「大陸」2002、和 2005 年 2007 年占

0.23％。所在地為「日本」以 2002 年和 2005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94％。所

在地為「歐洲」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0.23％。 

表四-2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台灣 18.03% 18.03% 6.56% 

大陸 0.23% 0.23% 0.23% 

美國 0.00% 0.00% 0.00% 

日本 0.94% 0.94% 0.00% 

韓國 0.00% 0.00% 0.00% 

歐洲 0.00% 0.00% 0.23% 

其他 0.00% 0.00% 0.00% 

無此項目 80.80% 80.80% 93.44%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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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7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比較圖 

 

十、創新的保護措施 

在 93~95 三年間，貴公司採用何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及這種保護措施的重要程

度?  

（每一項目皆須勾選重要程度或無此措施） 

(1)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申請新發明、新

型專利權」的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53.3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35.83％。 

表四-2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64.17% 64.17% 46.70% 

是 35.83% 35.83% 53.3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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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8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圖 

 

(2)申請新式樣專利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申請新式樣專利」

的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46.7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30.99％。 

 

表四-2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69.01% 69.01% 53.30% 

是 30.99% 30.99% 46.7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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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9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較圖 

 

(3)申請註冊商標 (技術雖容易被模仿，但商譽不易被奪走)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申請註冊商標 (技

術雖容易被模仿，但商譽不易被奪走)」的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

的比例最高，占 51.1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34.89％。 

 

表四-3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註冊商標 (技術雖容易被模仿，但商譽不易被奪走)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65.11% 65.11% 48.90% 

是 34.89% 34.89% 51.10%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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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0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註冊商標 (技術雖容易被模仿，但商譽不易被奪走)比較表 

 

(4)申請著作權/版權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

的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31.72％；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3.82％。 

 

表四-3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著作權/版權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86.18% 86.18% 68.28% 

是 13.82% 13.82% 31.72%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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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1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申請著作權/版權比較圖 

 

(5)保密措施(營業秘密)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保密措施(營業秘

密)」的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60.79％；2002 年

和 2005 年占 39.81％。 

 

表四-3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保密措施(營業秘密)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60.19% 60.19% 39.21% 

是 39.81% 39.81% 60.7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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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2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保密措施(營業秘密)比較圖 

 

(6)增加設計複雜性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

的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44.93％；2002 年和 2005

年占 19.91％。 

 

表四-3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增加設計複雜性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80.09% 80.09% 55.07% 

是 19.91% 19.91% 44.93%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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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3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增加設計複雜性比較圖 

 

(7)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掌握先佔優勢)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

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掌握先佔優勢)」的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的

比例最高，占 58.59％；2002 年和 2005 年占 42.62％。 

 

表四-3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掌握先佔優勢)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57.38% 57.38% 41.41% 

是 42.62% 42.62% 58.59%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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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4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掌握先佔優勢)比較圖 

 

(8)其他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採用「其他」的措施來

保護創新成果，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15.86％；2002 年和 2005 年占 3.55

％。 

 

表四-3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其他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否 96.45% 96.45% 84.14% 

是 3.55% 3.55% 15.86%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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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5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其他比較圖 

 

十一、公司其他訊息 

1.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 

    2002 年、2005 年和 2007 年相同廠商的比較，貴公司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在

「19 人以下」，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17.80％；2002 年和 2005 年占 9.13

％。員工人數在「20~49 人」，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27.17％；2002 年和

2005 年占 8.43％。員工人數在「50~249 人」，以 2007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29.04

％；其次為 2005 年占 19.20％；2002 年占 14.29％。員工人數在「250~499 人」，

以 2002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19.20％；其次為 2005 年占 14.29％；2007 年占 11.94

％。員工人數在「500 人以上」，以 2002 年所占的比例最高，占 48.95％；其次為

2005 年占 48.83％；2007 年占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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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比較表 

2002 2005 2007 

19 人以下 9.13% 9.13% 17.80% 

20~49 人 8.43% 8.43% 27.17% 

50~249 人 14.29% 19.20% 29.04% 

250~499 人 19.20% 14.29% 11.94% 

500 人以上 48.95% 48.83% 14.05%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圖四-36  三次創新調查相同廠商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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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創新追蹤調查 

 

第一節  調查設計 

 

一、調查對象：依照 2007 年產業創新調查，10,017 筆完訪家數中，抽出 3,575 家

有成功技術創新家數，作創新追蹤調查。 

二、調查方式：電話調查訪問。 

調查期間：98 年 3 月 30 日 ~ 98 年 4 月 10 日。 

訪問結果：1,053 家企業完成訪問。  

調查流程圖如下： 

 

 
 

圖五-1  創新追蹤調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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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敘述統計 

 

在過去半年間，請問貴公司是否曾進行下列的創新活動(複選題) 

表五-2-1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的創新活動 

 

圖五-2-1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的創新活動之長條圖 

在過去半年間，貴公司是否曾進行下列活動來取得技術?(可複選) 

表五-2-2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下列活動來取得技術 

問項 次數 百分比(%)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 483 45.9%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207 19.7%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 277 26.3% 

取得外部知識 347 33.0% 

以上皆否 352 33.4% 

總和 1,666 158.3% 

問項 次數 百分比(%) 

產品創新 365 34.7% 

製程創新 327 31.1% 

行銷創新 347 33.0% 

組織創新 382 36.3% 

總和 1,768 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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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2  貴公司是否曾進行下列活動來取得技術之長條圖 

 

在過去半年間，金融風暴對貴公司持續進行創新活動有何影響？ 

表五-2-3  金融風暴對貴公司持續進行創新活動有何影響 

問項 次數 百分比(%) 

停止所有研發及創新活動 43 4.1% 

保留馬上可看到成果的製程改良與創新以降低成本 205 19.5% 

保留馬上可應用到市場上的新產品開發項目 182 17.3% 

保留攸關長期競爭力的技術研發計畫 211 20.0% 

延續原有的創新活動，但預算規模縮小 304 28.9% 

延續原有的創新活動，不受影響 375 35.6% 

加快原有的創新活動，以因應市場的變化 273 25.9% 

積極擴展創新的規模及範圍，以趁此機會改變產業

競爭態勢 
307 29.2% 

其他 15 1.4% 

沒有進行任何創新活動 255 24.2% 

總和 2,170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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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3  金融風暴對貴公司持續進行創新活動有何影響之長條圖 

 

表五-2-5-1  金融風暴對貴公司持續進行創新活動有何影響，開放題之次數分配表 

 

 

 

 

 

 

 

 

 

 

 

 

 

 

 次數 

加強研發創新 1 

持續原有創新活動，但效果不佳 1 

沒有這些困擾 1 

沒有影響 4 

所有項目不適合，只有裁員減薪 1 

品質要求提升，附加價值 1 

產品種類只範圍縮小 1 

創新是針對客戶訂單 1 

創新活動更成長 1 

提升競爭力製理改善設計更好的產品 1 

視資金狀況做調整 1 

跟公司型態上不適用，說不上影響 1 

總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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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半年間，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

（含減稅、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可複選) 

表五-2-4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 

 問項 次數 百分比(%) 

地方政府（直轄市及省縣市政府） 15 8.5% 

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 140 79.1% 

其他 23 13.0% 

總和 178 100.6% 

 

 
圖五-2-4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之長條圖 

 

表五-2-5-1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是否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外界(金錢)的資助，開放題之次數分配表 

 次數 

工研院 3 

不知道 1 

不清楚 6 

中國技術服務社 1 

公會資助 1 

日本交流協會 1 

民間貸款 1 

有(但不清楚來自地方或中央補助) 1 

紡拓會 1 

紡研所 1 

國科會及工研院 1 

國稅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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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半年間，貴公司的創新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這些創新活動會如何進行？

(可複選) 

表五-2-5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這些創新活動會如何進行 

問項 次數 百分比(%) 

沒有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 11 6% 

沒有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

來進行 
47 25.50% 

沒有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75 40.80% 

沒有政府資助，仍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104 56.50% 

 

 

圖五-2-5  貴公司的創新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這些創新活動會如何進行之長條圖 

 

 

國稅局 5 年免稅專案 1 

產學合作 1 

銀行 1 

銀行貸款 1 

獎勵投資五年免稅 1 

總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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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半年間，貴公司是否曾終止進行或拖延任何的創新活動?(可複選) 

表五-2-6  貴公司是否曾終止進行或拖延任何的創新活動 

  次數 百分比

(%) 

有些在提出構想的階段就終止 135 17.0% 

有些在開始進行創新一段時間後才終止 144 18.0% 

有些創新過程嚴重拖延 110 13.7% 

以上皆否 547 68.3% 

 

 
圖五-2-6  貴公司是否曾終止進行或拖延任何的創新活動之長條圖 

 

請評估過去半年間，貴公司之創新活動遇到阻礙之原因：(可複選) 

表五-2-7  貴公司之創新活動遇到阻礙之原因 

  次數 百分比

(%) 

成本因素：公司用於創新的預算不足 74 26.9% 

成本因素：公司財務困難，難以從外部籌措資金 47 17.1% 

成本因素：創新成本過高 123 44.7% 

知識因素：不確定創新是否能完成（技術風險） 80 29.1% 

知識因素：缺乏適當人力 67 24.4% 

知識因素：缺乏技術資訊 50 18.2% 

知識因素：缺乏市場資訊 4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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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因素：難以找到創新的合作伙伴 57 20.7% 

市場因素：市場已被其他公司壟斷掌控（競爭風險） 62 22.5% 

市場因素：消費者對創新產品或服務的需求不確定（需求風

險） 
151 54.9% 

市場因素：國內市場需求不足，難以直接到國外市場競爭 85 30.9% 

其他因素：缺乏銜接國際市場的基礎設施（例如認證） 26 9.5% 

其他因素：缺乏支持我國創新的基礎設施 22 8.0% 

其他因素：難以符合我國政府的法規 12 4.4% 

其他因素：難以符合其他國家政府的法規(如歐盟、大陸、美

國或日本等) 
20 7.3% 

總和 918 333.9%

 

 

圖五-2-7  貴公司之創新活動遇到阻礙原因之長條圖 

表五-2-7-1  貴公司之創新活動遇到阻礙之原因，其他(開放題) 

 

 

 

 

 

 

次數 

成本因素:精簡支出 1 

其他因素:市場萎縮 1 

客戶信用額度減少 1 

總和 3 



5‐9 
 

展望未來，以下政府哪些政策協助對貴公司之創新活動最有幫助？(可複選) 

表五-2-8  展望未來，以下政府哪些政策協助對貴公司之創新活動最有幫助 

  次數 百分比(%)

金錢資助（含減稅、抵稅、貸款、補助款等） 825 78.3% 

維持研發人力（以補貼就業方案或按比例補貼研發人員薪水） 430 40.8% 

以國防役留住研發人力 145 13.8% 

和研發機構（例如工研院）合作研發 339 32.2% 

和大專院校進行產學合作及研發 280 26.6% 

從研發機構（例如工研院）取得最新的技術資訊 402 38.2% 

從大專院校取得最新的技術資訊 263 25.0% 

政府的策略性採購 302 28.7% 

協助成立產業技術研發合作聯盟 340 32.3% 

協助成立產業技術交易平台 371 35.2% 

其他 111 10.5% 

總和 3,808 

 

 

圖五-2-8  展望未來，以下政府哪些政策協助對貴公司之創新活動最有幫助之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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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8  展望未來，以下政府哪些政策協助對貴公司之創新活動最有幫助，開放題之次數分配

表 

 次數 

夕陽工業，用不上 1 

大陸瓷磚相關產品開放務度放慢 1 

小公司已停擺，以上十項也都沒有幫助 1 

工業使用材料原油及電要儘量優惠減稅 

(中油的油價要維持平穩) 
1 

工廠已收沒有在生產 1 

不需要 4 

不需要，沒幫助 1 

不需要研發(麻繩的傳統產業) 1 

不適用 1 

中小企業開發技術資金行銷 1 

公司是租賃業這些都沒幫助也幾乎不營業了 1 

以上皆不要，是大環境經濟因素 1 

加強市場內需回溫 1 

半成品、零件關稅比成品還高 1 

只需刺激內需 1 

創新研發都在日本的公司進行，所以政府的政策對公司運用不

到 
1 

民間研究機構研發合作，主動性 1 

用不上 1 

全不適用 1 

同產業做一個聯合性的結合，加強研發改進 1 

多開些沖床的課程 1 

希望政府將自行車產業的相關法規明確定立即寬鬆法條，以利

市場競爭 
1 

技術資料(外文)取得 1 

沒有管道去推廣已不研發的產品(本身是工廠沒有行銷的管道)

和工研院學校合作研發產品滯銷 
1 

沒有幫助 4 

沒需要 1 

沒憲法令限制 1 

沒幫助 3 

協助產業升級 1 

放寬投資抵減以降低稅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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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政策透明，鬆綁 1 

促進出口，讓大環境好才有幫助 1 

政策穩定合理 1 

皆沒幫助，只要經濟好有訂單 1 

皆沒幫助，只要經濟好即可 1 

皆無幫助，只有外務才可生存已生去，競爭力 1 

皆無幫助，只希望經濟好轉即可 1 

相關法令鬆綁，查核不要太緊 1 

限制鋼鐵建材進口 1 

原物料供應穩定國際技術交流 1 

原物料價錢穩定 1 

原料供應價格長期 1 

振興經濟景氣 1 

能源的單價要越低越好(減少消費者的負擔) 1 

國內要有大型紡織方面的參展活動協助中小企業參與(不一定要

加入政府的工會)每家都應可參展 
1 

國家標準訂定跟上企業 1 

國際新技術展覽 1 

國際新技術展覽推廣 1 

執行快點(時間)以建設公司來說公文往返太長 1 

設備，零組件，原物料關稅降低 1 

設備採購協助(補助) 1 

都不需要 33 

都不需要，因為上游廠商都拿走案子，下游廠商沒單子 1 

都不需要，沒訂單根本沒用 1 

都不需要，提升經濟房子蓋得多才有幫助 1 

都不適用 1 

都不適合 3 

都沒有(不用) 1 

都沒有幫助 1 

提升經濟才有幫助 1 

提高創新補助款 1 

無 4 

無幫助 2 

稅率訂定，專利權審核應先諮詢業者意見 1 

新、舊產品的法律認定(for 抵稅) 1 

禁止進口，加入東協體制方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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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在過去半年的營業額相較去年同期比較之次數分配表 

表五-2-9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的營業額相較去年同期比較之次數分配表 

 

 
圖五-2-9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的營業額相較去年同期比較圖 

 

 

 

 

經常舉辦光電展覽，及延長至 7-10 日(展期)，及相關座談，中

南部廠商至北部參展不致於太趕 
1 

審核 SBIR(中小企業新產品研發)作業流程~>可否請職業工會來

會勘，不要只請學術界會勘 
1 

標準中心規範取得更方便 1 

擴大內需 1 

總和 116 

 次數 百分比(%) 

上升 124 11.8% 

持平 183 17.4% 

下降 746 70.8% 

總和 1,0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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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在過去半年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相較去年同期之次數分配表 

表五-2-10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相較去年同期比較之次數分配表 

 

 
圖五-2-10  貴公司在過去半年台灣地區的員工人數相較去年同期比較圖 

 

第三節 金融海嘯後的創新情況 

 

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情況比較 

表五-3-1  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情況比較表 

  
2009 年 

產品創新 

2009 年

製程創新

2009 年

行銷創新

2009 年

組織創新

2009 年 

技術創新 

製造業 37.80% 33.60% 31.30% 36.40% 32.50% 

服務業 24.50% 22.90% 38.20% 35.70% 46.20% 

 

 次數 百分比(%) 

上升 103 9.8% 

持平 493 46.8% 

下降 457 43.4% 

總和 1,0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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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3-1  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情況比較圖 

 

員工人數─創新情況比較 

 

表五-3-2  員工人數創新情況比較表 

  
2009 年 

產品創新 

2009 年 

製程創新 

2009 年 

行銷創新 

2009 年 

組織創新 

2009 年 

技術創新 

19 人以下 27.5% 22.5% 27.5% 25.0% 34.8% 

20~49 人 34.1% 32.4% 33.5% 37.6% 45.9% 

50~99 人 32.9% 31.1% 34.1% 37.8% 46.3% 

100~249 人 35.4% 32.3% 37.8% 44.1% 48.8% 

250~499 人 47.5% 35.0% 33.8% 42.5% 62.5% 

500 人以上 45.9% 42.9% 35.7% 41.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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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3-2  員工人數創新情況比較表 

 

2007 年與 2009 年─創新情況比較 

 

表五-3-3  2007 年與 2009 年創新情況比較表 

2007 2009 

產品創新 68.8% 34.7% 

製程創新 69.1% 31.1% 

行銷創新 48.0% 33.0% 

組織創新 65.0% 36.3% 

技術創新 100.0%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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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3-3  2007 年與 2009 年創新情況比較圖 

 

(四) 創新情況比較─依營業額分層 

將營業額切成三等份，營業額 225278.821 千元以上為產業規模高、35375.001

千元~225.278.820 千元為產業規模中、35375.000 千元以下者為產業規模低。 

表五-3-4  創新情況比較─依營業額分層比較表 

低 中 高 

2007 年產品創新 68.7% 68.9% 68.7% 

2009 年產品創新 71.2% 65.0% 58.9% 

2007 年製程創新 64.1% 68.9% 74.4% 

2009 年製程創新 75.8% 67.0% 64.1% 

2007 年行銷創新 40.7% 50.1% 53.0% 

2009 年行銷創新 70.4% 65.8% 65.0% 

2007 年組織創新 38.5% 74.9% 81.5% 

2009 年組織創新 68.9% 62.4% 59.8% 

2007 年技術創新 100.0% 100.0% 100.0% 

2009 年技術創新 62.4% 52.1%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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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創新情況比較─依員工人數分層  

將員工人數切成三等份，員工人數 49 人以下、50-249 人、250 人以上三層。 

 

表五-3-5  創新情況比較─依員工人數分層比較表 

49 人以下 50-249 人 250 人以上 

2007 年產品創新 63.7% 70.1% 83.1% 

2009 年產品創新 31.3% 34.0% 34.7% 

2007 年製程創新 66.6% 71.5% 73.6% 

2009 年製程創新 28.3% 31.6% 39.3% 

2007 年行銷創新 43.0% 49.5% 61.8% 

2009 年行銷創新 31.0% 35.7% 34.8% 

2007 年組織創新 47.9% 83.2% 91.0% 

2009 年組織創新 32.4% 40.5% 42.1% 

2007 年技術創新 100.0% 100.0% 100.0% 

2009 年技術創新 41.3% 47.4% 60.7% 

 

(六) 創新情況比較─依營業額*員工人數分群 

將營業額與員工人數兩變數做集群，分為三群，以下為其創新情況。 

表五-3-6  創新情況比較─依營業額*員工人數分群比較表 

群 1 群 2 群 3 

2007 年產品創新 55.3% 80.6% 67.8% 

2009 年產品創新 65.9% 65.8% 64.1% 

2007 年製程創新 72.1% 65.8% 70.4% 

2009 年製程創新 67.6% 69.9% 69.1% 

2007 年行銷創新 47.1% 49.5% 46.8% 

2009 年行銷創新 66.5% 66.5% 68.4% 

2007 年組織創新 57.9% 65.0% 72.8% 

2009 年組織創新 62.4% 65.5% 62.8% 

2007 年技術創新 100.0% 100.0% 100.0% 

2009 年技術創新 54.1% 54.4%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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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分析樣本結構 

 

第一節  樣本資料結構 

 

由於調查期間適逢 2006 年主計處工商業普查且與前次 2001 年調查行業分類

有所異動，故本調查為配合與主計處分類同步，利用原有廠商的統一編號與主計

處工商業普查資料相互結合、調整修正，重新將樣本按主計處最新分類標準重新

分類(我國標準行業分類/第八次修訂)，並將舊有員工人數及營業額與主計處給的

差距按占該行業別的總數比例作加權，最後獲得新製造業 4563 家、新服務業 5454

家樣本，共 10017 家樣本。 

 

            

圖六-1  台灣地區第二次技術創新調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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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調查及完成家數，包含前述第一階段電話篩選調查與第二階段派員面

訪，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六-1 有效樣本之訪問概況 

訪問結果 
製造、服務前五千大(普查)

製造業 服務業 
製造業 服務業 

訪問成功 1,439 1,121 3,124 4,333 

受訪者中途拒訪

(資料填答不完整，事

後追蹤時拒答) 

  53 146 

受訪者拒訪   2,980 3,507 

空號   494 486 

傳真機   133 75 

歇業/電話有誤   148 61 

總計   6,932 8,608 

 

依 2006 年工商普查調整前後各行業別抽樣完訪數分佈： 

製造業/調整前： 

表六-2  製造業調整前行業別抽樣分佈 

編碼 行業別 預計完成樣本數 
調整前 

完訪數 

 前五千大  1,501 

01 食品飲料菸草 193 193 

02 紡織成衣毛皮皮革 476 476 

03 木工造紙印刷出版 467 466 

04 焦炭石油核燃料化學產品橡膠塑膠 476 474 

05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39 41 

06 基本金屬製造業 116 116 

07 金屬製品製造業 829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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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機械設備儀器運輸工具 761 757 

09 傢俱批發及其他 145 145 

 總計 3,502 4,996 

 

製造業/調整後： 

表六-3  製造業調整後行業別抽樣分佈 

編碼 行業別 
調整後 

完訪數 

 前五千大 1,439 

6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2 

8 食品製造業 151 

9 飲料製造業 16 

11 紡織業 245 

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29 

1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61 

14 木竹製品製造業 21 

15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90 

16 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218 

1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8 

18 化學材料製造業 106 

19 化學製品製造業 121 

20 藥品製造業 36 

21 橡膠製品製造業 47 

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154 

23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91 

24 基本金屬製造業 144 

25 金屬製品製造業 550 

26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440 

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313 

28 電力設備製造業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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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346 

30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34 

31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79 

32 家具製造業 58 

33 其他製造業 128 

34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28 

35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14 

37 廢（污）水處理業 6 

38 廢棄物清除、處理及資源回收業 24 

39 污染整治業 5 

41 建築工程業 150 

42 土木工程業 101 

43 專門營造業 318 

 總計 4,563 

服務業/調整前： 

表六-4  服務業調整前行業別抽樣分佈 

編碼 行業別 預計完成樣本數 
調整前 

完訪數 

 前五千大  1,500 

10 水電燃氣供應業 10 10 

1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52 53 

12 營造業 642 643 

51 批發零售貿易汽車修理 1,460 1,471 

52 餐飲旅館 209 211 

53 運輸倉儲停車場 67 70 

54 通信 100 101 

55 金融證券期貨保險 121 122 

56 不動產工商服務學術研究及服務業 777 778 

57 社會個人服務業 62 62 

 總計 3,500 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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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調整後： 

表六-5  服務業調整後行業別抽樣分佈 

編碼 行業別 
調整後 

完訪數 

 前五千大 1,121 

47 批發業 2579 

48 零售業 828 

49 陸上運輸業 82 

50 水上運輸業 10 

51 航空運輸業 7 

52 運輸輔助業 97 

53 倉儲業 18 

54 郵政及快遞業 6 

55 住宿服務業 57 

56 餐飲業 154 

58 出版業 32 

59 影片服務、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 42 

60 傳播及節目播送業 50 

61 電信業 13 

62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104 

63 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26 

64 金融中介業 160 

65 保險業 111 

66 證券期貨及其他金融業 127 

67 不動產開發業 225 

68 不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131 

69 法律及會計服務業 7 

70 企業總管理機構及管理顧問業 82 

71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 51 

73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93 

74 專門設計服務業 34 

76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5 

77 租賃業 31 

78 就業服務業 17 

79 旅行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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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保全及私家偵探服務業 14 

81 建築物及綠化服務業 23 

82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 35 

85 教育服務業 5 

86 醫療保健服務業 4 

88 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 1 

90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7 

92 博弈業 2 

93 運動、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23 

95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84 

96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36 

 總計 5,454 

 

本研究最後調查全部有效樣本為 10,017 家企業(圖六-2、TT 資料庫)，其中製

造業有 4563 家(圖六-2、MM 資料庫)與服務業 5454 家(圖六-2、SS 資料庫)。 

另外，由於工商業普查的分類與廠商自行認知的分類有所差異，故可從製造

業(MM 資料庫)與服務業(SS 資料庫)中再細分成如下四個資料庫： 

(1) mm 資料庫(圖六-2、mm 資料庫)：本研究用三個條件來定義這個狹義的

製造業資料庫。廠商必須是：(i)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製造業，(ii)且調查廠商亦認

為自己為製造業的廠商，(iii)並且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製

造零組件或原料、組裝大量生產之產品、或建構訂製的系統之一選項者。 

(2) ms 資料庫(圖六-2、ms 資料庫)：為由工商業普查分類為製造業，但調查

廠商卻認為自己為服務業的廠商，或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

為提供套裝的服務、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或提供銷售的管道或交易平台之一選項

者。 

(3)ss 資料庫 (圖六-2、ss 資料庫)：本研究用三個條件來定義這個狹義的服務

業資料庫。廠商必須是：(i)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服務業，(ii)且調查廠商亦認為自

己為服務業的廠商，(iii)並且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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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的服務、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或提供銷售的管道或交易平台之一選項者。 

(4) sm 資料庫(圖六-2、sm 資料庫)：為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服務業，但調查

廠商卻認為自己為製造業的廠商，或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

為製造零組件或原料、組裝大量生產之產品、或建構訂製的系統之一選項者。 

 

 

圖六-2  資料庫分類 

 

 

第二節  變數說明 

 

    本節「變數說明」將變數分類成「公司基本資料類」、「非技術創新類」、「技

術創新類」、「產品創新類」、「製程創新類」、「創新類型」、「技術創新活動」、「政

策變數」、「創新保護措施」等類別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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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節  所有廠商皆有的變數 

 

 公司基本資料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HO：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 為 A 卷問項 Q1。 

MULTIN：跨國企業(為子公

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 

為 A 卷問項 Q1 填答是下，填答母企業所在地在台灣地

區以外的廠商。 

MARLOC：主要市場是否包

含公司所在縣市 

為 A 卷問項 Q2，填答該公司主要市場為「該公司所在

縣市」者。 

MARNAT：主要市場是否包

含全台灣地區 

為 A 卷問項 Q2，填答該公司主要市場為「全台灣地區」

者。 

INTL：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

場範圍(未包含台灣) 

為 A 卷問項 Q2，填答該公司主要市場為「中國大陸、

日本或韓國、美國或加拿大、歐盟國家、或其他國家」

之一者。 

MARCN：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為 A 卷問項 Q2，填答該公司主要市場為「中國大陸」

者。 

CUSGRO：主要客戶是否包

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 

為 A 卷問項 Q3，填答該公司主要客戶為「母企業集團

之其他公司」者。 

CUSB2B：主要客戶是否包

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 

為 A 卷問項 Q3，填答該公司主要客戶為「非母企業集

團之其他公司」者。 

CUSGMT：主要客戶是否包

含政府部門 

為 A 卷問項 Q3，填答該公司主要客戶為「政府部門」

者。 

CUSB2C：主要客戶是否包

含一般消費者 

為 A 卷問項 Q3，填答該公司主要客戶為「一般消費者」

者。 

ESTABL：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 

為 A 卷問項 Q4，該公司是否成立於民國 93 年 1 月 1 日

以後者。 

CORCN：與大陸機構合作創

新 

為 B(C)卷問項 Q18，該公司是否曾和其他公司或機構有

共同進行創新活動，填答所在地大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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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技術創新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Q6)與有組織創新(Q9)至少一項的廠商。

M_INNOV：行銷創新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

O_INNOV：組織創新 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且也有組織創新者。 

 

 技術創新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TECH_INNVO：廣義技術創新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或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

一項的廠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指有廣義產品創新且也有廣義製程創新者。 

  

 產品創新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D_INNOV：狹義產品創新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

新的產品)。 

DNEW_WIDE：廣義產品

創新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

一項的廠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

同或相似的產品)。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

新的產品)。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

為創新的廠商。 

RD_產品 imit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

為創新的廠商。 

pure adoptor：產品沒有自

己進行 RD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

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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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為創新的廠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

司而言為創新的廠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

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 

D_IMITA：產品貨物模仿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

 

 製程創新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P_INNOV：狹義製程創新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

過的製程(生產製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

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 

PNEW_WIDE：廣義製程創新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

的製程(生產製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

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

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

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

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

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

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

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

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 

pure adoptor：製程沒有自己進

行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

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

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

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

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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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

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 

P_IMITA：製程模仿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

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

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 

 

以上變數基於 A 卷及 B(C)卷 Q1~Q10 的答案來定義的，10,017 家廠商都會填

答這些問題。但是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指有廣義產品創新或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

廠商)的 3575 家廠商才會填答 Q11~Q22 題。無技術創新的廠商 6442 家在答完 Q10

後會直接跳答 Q23，所以所有的廠商都會填答 Q23 至 Q25 的問項。 

 

以下變數是基於 Q23 至 Q25 問項： 

 

變數名稱 說明 

營業額 為依據民國 95 年營業額(B、C 卷問項 Q23-2)資料取對數後的數值。 

Size：員工人數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的數值。 

BRANCHCN：在大

陸設有分支機構 

為 B(C)卷問項 Q25，填答該公司大專以上人員佔當地總員工人數，有

無分支機構者。 

 

 

第二小節  有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有的變數 

在 TT 資料庫 10,017 家廠商中有技術創新的廠商有 3575 家，其中 MM 資料

庫有 1806 家，mm 資料庫中有 831 家，ms 資料庫中有 975 家；而在 SS 資料庫中

有 1769 家，ss 資料庫中有 1206 家，sm 資料庫中有 56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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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3  有技術創新廠商 

 

以下變數是基於問項 Q.11 至 Q.22 的答案來定義 

 

 創新類型變數(B(C)卷 Q11) 

 

變數名稱 說明 

OEM： 

製造商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

產新的產品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

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ODM： 

設計製造商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

程及設備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

OB： 

有自有品牌者 

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

製造生產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

OBNM：無製造活

動的品牌商(不代工

且外包給別人)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

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 

OBMED：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

品牌商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

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

OBNED：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

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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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品牌商 

OBED： 

製造活動也有代工

的品牌商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

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OEMG： 

純代工製造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 

ODMG： 

純設計無製造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 

OBG：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 

ODNE： 

代工設計無製造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 

ODE：同時做設計

代工和製造代工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 

 

 技術創新活動變數(B(C)卷 Q13) 

 

變數名稱 說明 

RRDINENG：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

的在增進知識累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

新。 

RRDEX：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 

RMAC：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

技術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

幅改良的產品、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 

ROEX： 

取得外部知識 

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

術、及任何形式的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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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FUNGMT：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指 B(C)卷問項 Q15-2，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

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抵

稅、貸款、補助款等)。 

PUBISP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公開資訊來源的重要程度 

為 B(C)卷選項 Q17 中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

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誌或

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

文件的重要程度之平均值。 

SUNI：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 

為 B(C)卷選項 Q17，該公司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填答來源為「大專院校」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

度：高-3，中-2，低-1，無-0。 

SGMT：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

構 

為 B(C)卷選項 Q17，該公司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

填答來源為「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者的重要程

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COUNI：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

進行創新活動 

為 B(C)卷選項 Q18，該公司是否曾和其他公司或

機構有共同進行創新活動，填答合作單位為「大

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者。 

COGMT：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

行創新活動 

為 B(C)卷選項 Q18，該公司是否曾和其他公司或

機構有共同進行創新活動，填答合作單位為「政

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者。 

 

 無中央政府資助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INAB：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

不會進行創新 

為 B(C)卷選項 Q16，填答「大部分不會進行」

者。 

INRISK：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

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 

為 B(C)卷選項 Q16，填答「會選擇原訂計畫中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者。 

INLOW：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

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

算規模來進行 

為 B(C)卷選項 Q16，填答「原訂畫各部分都會

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者。 

INSAME：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為 B(C)卷選項 Q16，填答「會按照原訂計畫進

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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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保護措施變數 

 

變數名稱 說明 

PROPAT：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申請新發明、新型專

利權」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DSG： 

申請新式樣專利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申請新式樣專利」者

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TM： 

申請註冊商標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申請註冊商標」者的

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CP： 

申請著作權/版權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申請著作權/版權」者

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SEC： 

保密措施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保密措施(營業秘密)」

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DES： 

增加設計複雜性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增加設計複雜性」者

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TIM：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場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

品快速進入市場(掌握先佔優勢)」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

度：高-3，中-2，低-1，無-0。 

PROMAT：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COM：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

品」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ROUPD：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

仿者窮於追趕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快速更新產品技術，

讓模仿者窮於追趕」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

低-1，無-0。 

PROEXP：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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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

專家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

術專家」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

-0。 

PROLIC：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

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

占率 

為 B(C)卷選項 Q19，該公司採用保種措施來保護創新成果

及這種保護措施，填答保護措施為「推動連鎖加盟，廣泛

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者的重要程度。重要

程度：高-3，中-2，低-1，無-0。 

 

 曾申請專利變數 

 

在 TT 資料庫有技術創新的 3575 家廠商中，曾申請專利的有 1678 家廠商，

其中 MM 資料庫有 1011 家、mm 資料庫中有 465 家、ms 資料庫中有 546 家；而

在 SS 資料庫中有 667 家、ss 資料庫中有 394 家、sm 資料庫中有 273 家。 

 

 

圖六-四  曾申請專利廠商 

 

變數名稱 說明 

PUIMITAT：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

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

除他人模仿」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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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1，無-0。 

PUDELAY：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

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

展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

遲滯對手發展」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

低-1，無-0。 

PUEXG：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

換協商基礎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者的

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UPRO：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

權的保護措施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者

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UORDER：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

客訂單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用以取得顧客訂單」者的重要

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USWITCH：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

易轉單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者的重要

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UEVA：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

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

依據」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

無-0。 

PUREP：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

以提高公司股價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UPRO：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

才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吸引專業人才」者的重要程度。

重要程度：高-3，中-2，低-1，無-0。 

PULIC：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

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 

為 B(C)卷選項 Q20，該公司曾申請專利之目的或運用

專利的方式，填答為「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

權金」者的重要程度。重要程度：高-3，中-2，低-1，

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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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庫敘述統計 

 

本節針對 TT、MM、SS、mm、ms、ss、sm 六個資料庫探討其各變數的樣本

數、樣本平均數、樣本標準差、全距、樣本極大值、極小值、是(1)、否(0)以及

遺漏值等統計量的敘述。 

 

第 4-1 節  TT 總資料庫敘述統計 

 

TT 資料庫為全部調查有效樣本 10,017 筆資料。 

 

 基本資料 

表六-6、 TT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準

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員工人數(Size) 10017 2.3827 9.66959 354.99 355.00 .01 0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

市場範圍(未包含台

灣)(INTL) 

10017 .7263 1.20814 5 5 0 0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

公司(HO) 
10017 1568 8449 .16 .363 0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

且母公司不在台

灣)(MULTIN) 

1568 454 1114 .2895 .45369 8449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

公司所在縣市

(MARLOC) 

10017 2096 7921 .21 .407 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

全台灣地區
10017 6695 3322 .67 .4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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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NAT)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

母企業之其他公司

(CUSGRO) 

10017 888 9129 .09 .284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

非母企業之其他公

司(CUSB2B) 

10017 6851 3166 .68 .465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

政府部門(CUSGMT)
10017 1613 8404 .16 .368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

一般消費者

(CUSB2C) 

10017 3913 6104 .39 .488 0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

(ESTABL) 

10017 808 9209 .08 .272 0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MARCN) 
10017 1825 8192 .18 .386 0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

(BRANCHCN) 
9486 904 8582 .0953 .29364 531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

新(CORCN) 
3575 489 3086 .1368 .34367 0 

 

 員工人數(Size)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

的數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HO)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填答為子公司的廠商有 1568 筆，為否的有 8449

筆。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MULTIN) 

：在調查該公司為子公司的總樣本 1568 家，回答為是有 454 家，其餘遺漏

值(樣本數：8449)為非母企業子公司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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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在縣市(MARLOC)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主要市場是在公司所在縣市的有 2096 筆，否

有 7921 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地區(MARNAT)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答是有 6695 筆，否 3322 筆。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圍(未包含台灣)(INTL)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3597 筆有包含，6420 筆無包含。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GRO)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是的有 888 筆，否的有 9129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是的有 6851 筆，否的有 3166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門(CUSGMT)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是的有 1613 筆，否的有 8404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是的有 3913 筆，否的有 6104 筆。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是的有 808 筆，否的有 9209 筆。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MARCN)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的有 1825 筆，沒有的有 8192 筆。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BRANCHCN) 

：在調查該公司在 95 年在大陸地區有無分支機構，總樣本數 10017 筆中有

904 筆有分支機構，8582 筆無分支機構，其餘 531 筆為漏填、未答。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CORCN)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是的有 489 筆，否的有 308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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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技術創新 

表六-7、 TT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均

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管理創新 10017 4165 5852 .4158 .49288 0 

行銷創新

(M_INNOV) 
10017 2427 7590 .24 .428 0 

組織創新 

(O_INNOV) 
10017 3455 6562 .34 .475 0 

同時有行

銷創新及

組織創新 

10017 1717 8300 .1714 .37688 0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與有組織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

有管理創新的有 4165 筆，無者有 5852 筆。 

 行銷創新(M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行銷創新的有 2427 筆，無者有 7590 筆。 

 組織創新(O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

中，有組織創新的有 3455 筆，無者有 6562 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同時有行銷和組織創新的有 1717 筆，無者有

830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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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創新 

表六-8 TT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廣義技術創新

(TECH_INNVO) 
10017 3575 6442 .36 .479 0 

同時廣義產品

創新及製程創

新 

10017 1299 8718 .1297 .33597 0 

 

 廣義技術創新(TECH_INNVO)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與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技術創新的有 3575 筆，無的有 6442 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同時廣義產品及製程創新的有 1299 筆。 

 

 產品創新 

表六-9、 TT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產品創新

(D_INNOV) 
10017 1607 8410 .1604 .36702 0 

廣義產品創新

(DNEW_WIDE) 
10017 2522 7495 .2518 .43405 0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10017 915 9102 .0913 .28811 0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10017 1607 8410 .1604 .36702 0 

RD_產品 innovator 10017 1307 8710 .1305 .33685 0 

RD_產品 imitator 10017 700 9317 .0699 .25496 0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10017 515 9502 .0514 .220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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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10017 300 9717 .0299 .17046 0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10017 215 9802 .0215 .14493 0 

有廣義產品創新_

自己 RD 
10017 2007 8010 .2004 .40029 0 

產品貨物模仿

(D_IMITA) 
10017 915 9102 .0913 .28811 0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狹義產品創新的有 1607 筆。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的有 2522 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產品為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915 筆。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產品為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1607

筆。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nnovator

的有 1307 筆。 

 RD_產品 imi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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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mitator

的有 700 筆。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

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

行 RD 的有 515 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

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300 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

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215 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

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

自己 RD 的有 2007 筆。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在全部總

樣本 10017 筆中，有產品貨物模仿的有 91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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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創新 

表六-10、 TT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10017 1324 8693 .1322 .33870 0 

廣義製程創新 

(PNEW_WID E) 
10017 2352 7665 .2348 .42390 0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10017 1035 8982 .1033 .30440 0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10017 1317 8700 .1315 .33794 0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10017 1813 8204 .1810 .38503 0 

RD_製程 innovator 10017 1057 8960 .1055 .30724 0 

RD_製程 imitator 10017 756 9261 .0755 .26416 0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10017 539 9478 .0538 .22565 0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10017 260 9757 .0260 .15901 0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10017 279 9738 .0279 .16456 0 

製程模仿(P_IMITA) 10017 1035 8982 .1033 .30440 0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

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

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狹義製程創新的有 1324 筆。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程、

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部總

樣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的有 2352 筆。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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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1035 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1317 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

新且自己 RD 的有 1813 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1057 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10017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756 筆。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

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製程沒有自

己進行 RD 的有 539 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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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0017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260 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10017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279 筆。 

 製程模仿(P_IMITA)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

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製程模仿的有 1035 筆。 

 創新類型 

表六-11、 TT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均

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製造商(OEM) 3575 1803 1772 0.5043 0.50005 0 

設計製造商(ODM) 3575 1628 1947 0.4554 0.49808 0 

有自有品牌者(OB) 3575 1225 2350 0.3427 0.47466 0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

(不代工且外包給別

人)(OBNM) 

3575 126 3449 0.0352 0.18442 0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

牌商(OBMED) 
3575 342 3233 0.0957 0.29417 0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

的品牌商(OBNED) 
3575 429 3146 0.12 0.32501 0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

的品牌商(OBED) 
3575 574 3001 0.1606 0.36718 0 

純代工製造(OEMG) 3575 923 2652 0.2582 0.4377 0 

純設計無製造(ODMG) 3575 1036 2539 0.2898 0.45373 0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

(OBG) 
3575 530 3045 0.1483 0.3554 0 

代工設計無製造 3575 625 2950 0.1748 0.379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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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NE)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

造代工(ODE) 
3575 411 3164 0.115 0.31902 0 

 製造商(OEM)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產新的產品

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

及設備。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製造商的有 1803 筆，

1772 筆無 OEM。 

 設計製造商(ODM)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設計製造商的有 1628 筆，1947 筆無 ODM。 

 有自有品牌者(OB) 

：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自有品牌者的有 1225 筆，2350 筆無 OB。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

及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

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的有 126

筆，3449 筆無 OBNM。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OBMED)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

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342 筆，3233

筆非 OBMED。 



6‐29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OBNED)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

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429 筆，3146 筆無 OBNED。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OBED)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

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

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574 筆，3001 筆無 OBED。 

 純代工製造(OEMG)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純代工製造的有 923 筆，2652 筆無 OEMG。 

 純設計無製造(ODMG)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純設計無製造的有 1036 筆，2539 筆無 ODMG。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

類型為有品牌沒幫人代工的有 530 筆，3045 筆無 OBG。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

創新活動類型為代工設計無製造的有 625 筆，2950 筆無 ODNE。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ODE)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的有 411 筆，3164 筆無 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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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創新活動 

表六-12、 TT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間斷地

(2) 

持續地

(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RDINENG) 
3575 460 2269 846 .89 .595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構研發(RRDEX) 
3575 1002 2573 0.28 0.449 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RMAC) 
3575 1933 1642 0.54 0.498 0 

取得外部知識

(ROEX) 
3575 1844 1731 0.52 0.5 0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 

：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的在增進知識累

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

持續地研發有 2269 筆，間斷地研發有 460 筆，無的有 846 筆。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委託其

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有 1002 筆，無的有 2573 筆。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幅改良的產品、

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的有 1933 筆，無的有 1642 筆。 

 取得外部知識(ROEX) 

：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術、及任何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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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在全部總樣本 10017 筆中，有取得外部

知識的有 1844 筆，無的有 1731 筆。 

 政策變數 

表六-13、 TT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FUNGMT) 
2074 457 1617 0.22 0.415 7943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大部分不會進行

創新(INAB) 

457 13 444 0.03 0.166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選擇原計畫中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

行(INRISK) 

457 148 309 0.32 0.468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原訂計畫各部分

都會做，但會以較小

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 

457 140 317 0.31 0.461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按照原訂計畫

進行(INSAME) 

457 295 162 0.65 0.479 0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

校(SUNI) 
3575 1160 2415 0.74 1.158 0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

公眾研究機構(SGMT)
3575 1250 2325 0.76 1.133 0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

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COUNI) 

3575 446 3129 0.24 0.698 0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

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COGMT) 

3575 407 3168 0.21 0.64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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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ISP 3575 .9138 .95076 3 3 0 0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FUNGMT) 

：指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在有技術創新的廠商 3575 家中，曾有獲中央政府

資助創新的有 457 筆，無的有 1617 筆，其餘 7943 筆為無獲資助或無創新的

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指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

誌或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的平均值。在有技

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有從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資訊來源的有 2157 筆，

無的有 1418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457 筆中，如沒有

中央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的有 13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444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457 筆中，如沒有

中央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有 148 筆，選擇其

他方式的 309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INLOW)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457 筆中，如沒有

中央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有

140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317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457 筆中，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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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資助，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有 295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162 筆。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SUNI)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的有 1160 筆，無的

有 2415 筆。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有 1250

筆，無的有 2325 筆。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的有 446 筆，無的有 3129 筆。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的有 407 筆，無的有 3168 筆。 

 

 創新保護措施 

表六-14、 TT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 
3575 1610 1965 .66 .865 0 

申請新式樣專利

(PRODSG) 
3575 1474 2101 .64 .898 0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3575 1368 2207 .63 .930 0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3575 874 2701 .43 .856 0 

保密措施(PROSEC) 3575 1718 1857 .73 .893 0 

增加設計複雜性

(PRODES) 
3575 1229 2346 .62 .971 0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

速進入市場(PROTIM) 
3575 1617 1958 .75 .9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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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PROMAT) 
3575 1422 2153 .69 .981 0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PROCOM) 
3575 1486 2089 .74 1.005 0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

(PROUPD) 
3575 1447 2128 .72 1.002 0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

家(PROEXP) 
3575 1581 1994 .74 .972 0 

推動連鎖加盟(PROLIC) 3575 829 2746 .47 .941 0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

件，排除他人模仿

(PUIMITAT) 

1678 1292 386 1.01 .753 1897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保護措施的

有 1610 筆，無此措施的有 1965 筆。 

 申請新式樣專利(PRDSG)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新式樣專利保護措施的有 1474

筆，無此措施的有 2101 筆。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註冊商標保護措施的有 1368 筆，

無此措施的有 2207 筆。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保護措施的有 874 筆，

無此措施的有 2701 筆。 

 保密措施(PROSEC)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保密措施保護措施的有 1718 筆，無此

措施的有 1857 筆。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6‐35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保護措施的有 1229 筆，

無此措施的有 2346 筆。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保護措施的有 1617 筆，無此措施的有 1958 筆。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保護措施的有 1422

筆，無此措施的有 2153 筆。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PROCOM)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保護措施的有

1486 筆，無此措施的有 2089 筆。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PROUPD)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

趕保護措施的有 1447 筆，無此措施的有 2128 筆。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保護措施

的有 1581 筆，無此措施的有 1994 筆。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PROLIC)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採用推動連鎖加盟保護措施的有 829 筆，

無此措施的有 2746 筆。 

 

 申請專利目的 

表六-15、 TT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均

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 1678 949 729 .85 .912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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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PUDELAY)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

(PUEXG) 
1678 515 1163 .58 .988 1897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

施(PUPRO) 
1678 1095 583 .88 .806 1897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

(PUOPDER) 
1678 978 700 .87 .907 1897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PUSWITCH) 
1678 907 771 .81 .905 1897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

的客觀依據(PUEVA) 
1678 744 934 .82 1.061 1897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

價(PUREP) 
1678 774 904 .77 .982 1897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1678 748 930 .80 1.027 1897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

得授權金(PULIC) 
1678 372 1306 .50 1.003 1897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MITAT)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的有 1292 筆，無的有 386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有 949 筆，無的有 729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的有 515 筆，無的有 1163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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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的有 1095 筆，無的有 583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

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的有 978 筆，無的有 700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的有 907 筆，無的有 771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PUEVA)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有 744 筆，無的有 934 筆，1897 筆遺漏

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的有 774 筆，無的有 904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才(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吸引專業人才的有 748 筆，無的有 930 筆，1897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6‐38 
 

：在有技術創新 35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678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有 372 筆，無的有 1306 筆，1897 筆遺

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第 4-2 節  MM 製造業資料庫敘述統計 

 

MM 資料庫泛指所有總製造業，其包括製造業中業者亦認定為製造業(mm 資

料庫)、及製造業中業者認定為服務業(ms 資料庫)二大部分。本次調查總樣本數

為 4563 筆。 

 

 基本資料 

表六-16、 MM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員工人數(Size) 
4563 2.7108

10.355

12 
354.99 355.00 .01 0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

範圍(未包含台

灣)(INTL) 

4563 .9934
1.3298

4 
5 5 0 0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

(HO) 
4563 585 3978 0.13 .334 0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

母公司不在台

灣)(MULTIN) 

585 194 391 .3316 .47120 3978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

所在縣市(MARLOC) 
4563 625 3938 .14 .344 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 4563 3082 1481 .68 .4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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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MARNAT)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

業之其他公司

(CUSGRO) 

4563 438 4125 .10 .295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

企業之其他公司

(CUSB2B) 

4563 3499 1064 .77 .423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

部門(CUSGMT) 
4563 574 3989 .13 .332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

消費者(CUSB2C) 
4563 1224 3339 .27 .443 0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4563 309 4254 .07 .251 0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MARCN) 
4563 1160 3403 .25 .435 0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

(BRANCHCN) 
4330 604 3726 .1395 .34650 233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

(CORCN) 
4563 331 4232 .0725 .25941 0 

 

 員工人數(Size)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

的數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HO)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填答為子公司的廠商有 582 筆，為否的有 3978

筆。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MULTIN) 

：在調查該公司是否為子公司，回答為是 194 筆，否 391 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在縣市(MARLOC)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主要市場是在公司所在縣市的有 625 筆，否有

393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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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地區(MARNAT)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答是有 3082 筆，否 1481 筆。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圍(未包含台灣)(INTL)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2163 筆有包含，2400 筆無包含。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GRO)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是的有 438 筆，否的有 4125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是的有 3499 筆，否的有 1064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門(CUSGMT)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是的有 574 筆，否的有 3989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是的有 1224，否的有 3339 筆。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是的有 309 筆，否的有 4254 筆。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MARCN)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的有 1160 筆，沒有的有 3403 筆。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BRANCHCN) 

：在調查該公司在 95 年在大陸地區有無分支機構，總樣本數 4563 筆中有 604

筆有分支機構，3726 筆無分支機構，而其餘 233 筆為漏填、未答。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CORCN)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是的有 331 筆，否的有 423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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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技術創新 

表六-17、  MM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均

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管理創新 4563 1918 2645 .4203 .49367 0 

行銷創新 

(M_INNOV) 
4563 1095 3468 .24 .427 0 

組織創新 

(O_INNOV) 
4563 1621 2942 .36 .479 0 

同時有行銷創

新及組織創新 
4563 798 3765 .1749 .37991 0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與有組織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

有管理創新的有 1918 筆，無者有 2645 筆。 

 行銷創新(M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行銷創新的有 1095 筆，無者有 3468 筆。 

 組織創新(O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

中，有組織創新的有 1621 筆，無者有 2942 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同時有行銷和組織創新的有 798 筆，無者有 376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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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創新 

表六-18、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廣義技術創新

(TECH_INNVO)  
4563 1806 2757 .40 .489 0 

同時廣義產品創

新及製程創新 
4563 692 3871 .1517 .35873 0 

 

 廣義技術創新(TECH_INNVO)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與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廣義技術創新的有 1806 筆，無的有 2757 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同時廣義產品及製程創新的有 692 筆。 

 

 產品創新 

表六-19、 MM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狹義產品創新

(D_INNOV) 
4563 818 3745 .1793 .38362 0 

廣義產品創新

(DNEW_WIDE) 
4563 1259 3304 .2759 .44702 0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4563 441 4122 .0966 .29551 0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4563 818 3745 .1793 .38362 0 

RD_產品 innovator 4563 713 3850 .1563 .36314 0 

RD_產品 imitator 4563 361 4202 .0791 .26995 0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4563 185 4378 .0405 .197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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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pure adoptor)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4563 105 4458 .0230 .14996 0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4563 80 4483 .0175 .13126 0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

己 RD 
4563 1074 3489 .2354 .42428 0 

產品貨物模仿

(D_IMITA) 
4563 441 4122 .0966 .29551 0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狹義產品創新的有 818 筆。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的有 1259 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產品為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441 筆。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產品為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818 筆。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nnovator

的有 713 筆。 

 RD_產品 imit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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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mitator

的有 361 筆。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

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

行 RD 的有 185 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

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105 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

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80 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

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

自己 RD 的有 1074 筆。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在全部總

樣本 4563 筆中，有產品貨物模仿的有 441 筆。 

 

 製程創新 

表六-20、 MM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是(1) 否(0) 樣本平 樣本標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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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數 均數 準差 

狹義製程創新 

(P_INNOV)  
4563 712 3851 .1560 .36293 0 

廣義製程創新 

(PNEW_WID E) 
4563 1239 3324 .2715 .44480 0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4563 533 4030 .1168 .32123 0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4563 706 3857 .1547 .36168 0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4563 1025 3538 .2246 .41739 0 

RD_製程 innovator 4563 595 3968 .1304 .33678 0 

RD_製程 imitator 4563 430 4133 .0942 .29219 0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pure adoptor) 
4563 214 4349 .0469 .21145 0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4563 111 4452 .0243 .15408 0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4563 103 4460 .0226 .14855 0 

製程模仿(P_IMITA) 4563 533 4030 .1168 .32123 0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

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

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狹義製程創新的有 712 筆。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程、

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部總

樣本 456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的有 1239 筆。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533 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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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706 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

且自己 RD 的有 1025 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456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595 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456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430 筆。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

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

進行 RD 的有 214 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4563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111 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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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4563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103 筆。 

 製程模仿(P_IMITA)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

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製程模仿的有 533 筆。 

 

 創新類型 

表六-21、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均

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製造商(OEM) 1806 992 814 .5493 .49770 0 

設計製造商

(ODM) 
1806 915 891 .5066 .50009 0 

有自有品牌者

(OB) 
1806 616 1190 .3411 .47421 0 

無製造活動的品

牌商(不代工且外

包給別人) 

(OBNM) 

1806 57 1749 .0316 .17488 0 

有外包又有代工

的品牌商

(OBMED) 

1806 161 1645 .0891 .28504 0 

有製造活動但不

代工的品牌商

(OBNED) 

1806 210 1604 .1163 .32065 0 

有製造活動也有

代工的品牌商

(OBED) 

1806 320 1486 .1772 .38193 0 

純代工製造

(OEMG) 
1806 467 1339 .2586 .437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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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設計無製造

(ODMG) 
1806 601 1205 .3328 .47134 0 

有品牌沒幫人代

工(OBG) 
1806 242 1564 .1340 .34074 0 

代工設計無製造

(ODNE) 
1806 332 1474 .1838 .38745 0 

同時做設計代工

和製造代工

(ODE) 

1806 269 1537 .1489 .35614 0 

 

 製造商(OEM)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產新的產品

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

及設備。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製造商的有 992 筆。 

 設計製造商(ODM)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設計製造商的有 915 筆。 

 有自有品牌者(OB) 

：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自有品牌者的有 616 筆。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

及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

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的有 57 筆。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OBMED)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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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61 筆。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OBNED)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

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210 筆。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OBED)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

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

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320 筆。 

 純代工製造(OEMG)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純代工製造的有 467 筆。 

 純設計無製造(ODMG)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純設計無製造的有 601 筆。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

類型為有品牌沒幫人代工的有 242 筆。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

創新活動類型為代工設計無製造的有 332 筆。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ODE)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的有 269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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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創新活動 

表六-22、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間斷地

(2) 

持續地

(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RDINENG) 
1806 229 1253 324 .95 .551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

發(RRDEX) 
1806 538 1268 0.3 0.457 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

的技術(RMAC) 
1806 1031 775 0.57 0.495 0 

取得外部知識(ROEX) 1806 962 844 0.53 0.499 0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 

：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的在增進知識累

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

持續地研發有 1253 筆，間斷地研發有 229 筆，無的有 324 筆。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委託其

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有 538 筆，無的有 1268 筆。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幅改良的產品、

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的有 1031 筆，無的有 775 筆。 

 取得外部知識(RO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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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術、及任何形式的

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在全部總樣本 4563 筆中，有取得外部

知識的有 962 筆，無的有 844 筆。 

 政策變數 

表六-23、  MM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FUNGMT) 
1575 365 1210 0.23 0.422 231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大部分不會進行

創新(INAB) 

365 11 354 0.03 0.171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選擇原計畫中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

行(INRISK) 

365 125 240 0.34 0.475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原訂計畫各部分

都會做，但會以較小

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 

365 119 246 0.33 0.469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按照原訂計畫

進行(INSAME) 

365 229 136 0.63 0.484 0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

校(SUNI) 
1806 645 1161 0.79 1.16 0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

公眾研究機構(SGMT)
1806 681 1125 0.78 1.12 0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

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COUNI) 

1806 244 1562 0.26 0.721 0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

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COGMT) 

1806 198 1607 0.2 0.6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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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 樣本

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PUBISP 1806 .9089 .90187 3 3 0 0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FUNGMT) 

：指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在有技術創新的廠商 1806 家中，曾有獲中央政府

資助創新的有 365 筆，無的有 1210 筆，其餘 231 筆為漏答、遺漏的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指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

誌或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的平均值。在有技

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有從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資訊來源的有 1139 筆，

無的有 667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365 筆中，如沒有

中央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的有 11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354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365 筆中，如沒有

中央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有 125 筆，選擇其

他方式的 240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INLOW)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365 筆中，如沒有

中央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有

119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246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365 筆中，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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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資助，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有 229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136 筆。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SUNI)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的有 645 筆，無的

有 1161 筆。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有 681

筆，無的有 1125 筆。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的有 244 筆，無的有 1562 筆。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的有 198 筆，無的有 1607 筆。 

 

 創新保護措施 

表六-24、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 
1806 819 987 .60 .762 0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1806 740 1066 .58 .811 0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1806 657 1149 .53 .819 0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1806 345 1461 .30 .711 0 

保密措施(PROSEC) 1806 851 955 .67 .833 0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1806 572 1234 .56 .933 0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

速進入市場(PROTIM) 
1806 793 1013 .69 .904 0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1806 650 1156 .60 .9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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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AT)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PROCOM) 
1806 698 1108 .66 .944 0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

(PROUPD) 
1806 682 1124 .65 .951 0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

家(PROEXP) 
1806 798 1008 .70 .921 0 

推動連鎖加盟(PROLIC) 1806 272 1534 .31 .804 0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保護措施的

有 819 筆，無此措施的有 987 筆。 

 申請新式樣專利(PRDSG)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新式樣專利保護措施的有 740

筆，無此措施的有 1066 筆。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註冊商標保護措施的有 657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149 筆。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保護措施的有 345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461 筆。 

 保密措施(PROSEC)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保密措施保護措施的有 851 筆，無此

措施的有 955 筆。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保護措施的有 572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23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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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保護措施的有 793 筆，無此措施的有 1013 筆。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保護措施的有 650

筆，無此措施的有 1156 筆。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PROCOM)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保護措施的有

698 筆，無此措施的有 1108 筆。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PROUPD)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

趕保護措施的有 682 筆，無此措施的有 1124 筆。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保護措施

的有 798 筆，無此措施的有 1008 筆。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PROLIC)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採用推動連鎖加盟保護措施的有 272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534 筆。 

 

 申請專利目的 

表六-25、  MM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

除他人模仿(PUIMITAT) 
1011 811 200 1.05 .734 795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

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1011 588 423 .88 .924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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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

(PUEXG) 
1011 315 696 .59 1.002 795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 
1011 670 341 .93 .835 795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

(PUOPDER) 
1011 582 429 .88 .934 795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PUSWITCH) 
1011 560 451 .86 .930 795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

觀依據(PUEVA) 
1011 456 555 .83 1.050 795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PUREP) 
1011 438 573 .76 1.013 795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1011 448 563 .81 1.039 795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

權金(PULIC) 
1011 222 789 .49 .994 795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MITAT)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的有 811 筆，無的有 200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有 588 筆，無的有 423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的有 315 筆，無的有 696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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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的有 670 筆，無的有 341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的有 582 筆，無的有 429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的有 560 筆，無的有 451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PUEVA)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有 456 筆，無的有 555 筆，795 筆遺漏

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的有 438 筆，無的有 573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才(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吸引專業人才的有 448 筆，無的有 563 筆，795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在有技術創新 18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1011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有 222 筆，無的有 789 筆，795 筆遺漏

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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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節  SS 服務業資料庫敘述統計 

 

SS 資料庫泛指所有總服務業，其包括服務業中業者亦認定為服務業(ss 資料

庫)、及服務業中業者認定為製造業(sm 資料庫)二大部分。本次調查總樣本數為

5454 筆。 

 

 基本資料 

表六-26  SS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員工人數 

(Size) 
5454 2.1082 9.04810 268.98 268.99 .01 0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

場範圍(未包含台

灣)(INTL) 

5454 .5028 1.04488 5 5 0 0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

司(HO) 
5454 983 4471 .18 .384 0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

母公司不在台

灣)(MULTIN) 

983 260 723 .2645 .44129 4471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

司所在縣市

(MARLOC) 

5454 1471 3983 .27 .444 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

台灣地區(MARNAT) 
5454 3613 1841 .66 .473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

企業之其他公司

(CUSGRO) 

5454 450 5004 .08 .2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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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

母企業之其他公司

(CUSB2B) 

5454 3352 2102 .61 .487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

府部門(CUSGMT) 
5454 1039 4415 .19 .393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

般消費者(CUSB2C) 
5454 2689 2765 .49 .500 0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

(ESTABL) 

5454 499 4955 .09 .288 0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MARCN) 
5454 738 4716 .14 .342 0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

(BRANCHCN) 
5156 300 4856 .0582 .23411 298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

(CORCN) 
5454 158 5296 .0290 .16774 0 

 

 員工人數(Size)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

的數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HO)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填答為子公司的廠商有 983 筆，為否的有 4471

筆。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MULTIN) 

：在調查該公司是否為子公司，回答為是為跨國企業的廠商有 260 家，否有

723 家。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在縣市(MARLOC)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主要市場是在公司所在縣市的有 1471 筆，否有

3983 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地區(MAR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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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答是有 3613 筆，否 1841 筆。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圍(未包含台灣)(INTL)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1434 筆有包含，4020 筆無包含。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GRO)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是的有 450 筆，否的有 5004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是的有 3352 筆，否的有 2102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門(CUSGMT)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是的有 1039 筆，否的有 4415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是的有 2689 筆，否的有 2765 筆。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是的有 499 筆，否的有 4955 筆。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MARCN)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的有 738 筆，沒有的有 4716 筆。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BRANCHCN) 

：在調查該公司在 95 年在大陸地區有無分支機構，總樣本數 5454 筆中有 300

筆有分支機構，4856 筆無分支機構，而其餘 298 筆為漏填、未答。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CORCN)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是的有 158 筆，否的有 529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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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技術創新 

表六-27  SS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管理創新 5454 2247 3207 .4120 .49224 0 

行銷創新(M_INNOV) 5454 1332 4122 .24 .430 0 

組織創新(O_INNOV) 5454 1834 3620 .34 .472 0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5454 919 4535 .1685 .37434 0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與有組織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

有管理創新的有 2247 筆，無者有 3207 筆。 

 行銷創新(M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行銷創新的有 1332 筆，無者有 4122 筆。 

 組織創新(O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

中，有組織創新的有 1834 筆，無者有 3620 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同時有行銷和組織創新的有 919 筆，無者有 4535

筆。 

 

 技術創新 

表六-28、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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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技術創新  5454 1769 3685 .32 .468 0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

程創新 
5454 607 4847 .1113 .31453 0 

 廣義技術創新(TECH_INNVO)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與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廣義技術創新的有 1769 筆，無的有 3685 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同時廣義產品及製程創新的有 607 筆。 

 

 產品創新 

表六-29、 SS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個

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產品創新

(D_INNOV) 
5454 789 4665 .1447 .35179 0 

廣義產品創新

(DNEW_WIDE) 
5454 1263 4191 .2316 .42188 0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5454 474 4980 .0869 .28173 0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5454 789 4665 .1447 .35179 0 

RD_產品 innovator 5454 594 4860 .1089 .31156 0 

RD_產品 imitator 5454 339 5115 .0622 .24146 0 

產品沒有自己進

行 RD 

(pure adoptor) 

5454 330 5124 .0605 .23844 0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5454 195 5259 .0358 .18569 0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5454 135 5319 .0248 .15538 0 

有廣義產品創新_

自己 RD 
5454 933 4521 .1711 .37660 0 

產品貨物模仿 5454 474 4980 .0869 .28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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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IMITA)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狹義產品創新的有 789 筆。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的有 1263 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產品為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474 筆。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產品為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789 筆。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nnovator

的有 594 筆。 

 RD_產品 imit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mitator

的有 339 筆。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

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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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RD 的有 330 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

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195 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

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135 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

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

自己 RD 的有 933 筆。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在全部總

樣本 5454 筆中，有產品貨物模仿的有 474 筆。 

 

 製程創新 

表六-30、SS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5454 612 4842 .1122 .31566 0 

廣義製程創新 

(PNEW_WIDE) 
5454 1113 4341 .2041 .40306 0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5454 502 4952 .0920 .28911 0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5454 611 4843 .1120 .315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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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5454 788 4666 .1445 .35161 0 

RD_製程 innovator 5454 462 4992 .0847 .27847 0 

RD_製程 imitator 5454 326 5128 .0598 .23709 0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pure adoptor) 
5454 325 5129 .0596 .23675 0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5454 149 5305 .0273 .16303 0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5454 176 5278 .0323 .17673 0 

製程模仿(P_IMITA) 5454 502 4952 .0920 .28911 0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

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

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狹義製程創新的有 612 筆。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程、

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部總

樣本 545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的有 1113 筆。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502 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611 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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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

且自己 RD 的有 788 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545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462 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545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326 筆。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

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

進行 RD 的有 325 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5454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149 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5454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176 筆。 

 製程模仿(P_IMITA)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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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製程模仿的有 502 筆。 

 創新類型 

表六-31、SS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製造商(OEM) 1769 811 958 .4585 .49841 0 

設計製造商(ODM) 1769 713 1056 .4031 .49065 0 

有自有品牌者(OB) 1769 609 1160 .3443 .47526 0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 

(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 

(OBNM) 

1769 69 1700 .0390 .19366 0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

(OBMED) 
1769 181 1588 .1023 .30315 0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

商(OBNED) 
1769 219 1550 .1238 .32944 0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

商(OBED) 
1769 254 1515 .1436 .35077 0 

純代工製造(OEMG) 1769 456 1313 .2578 .43753 0 

純設計無製造(ODMG) 1769 435 1334 .2459 .43074 0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1769 288 1481 .1628 .36929 0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1769 293 1476 .1656 .37185 0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

(ODE) 
1769 142 1627 .0803 .27179 0 

 

 製造商(OEM)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產新的產品

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

及設備。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製造商的有 811 筆。 

 設計製造商(ODM)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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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設計製造商的有 713 筆。 

 有自有品牌者(OB) 

：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自有品牌者的有 609 筆。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

及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

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的有 69 筆。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OBMED)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

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81 筆。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OBNED)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

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219 筆。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OBED)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

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

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254 筆。 

 純代工製造(OEMG)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純代工製造的有 45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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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設計無製造(ODMG)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純設計無製造的有 435 筆。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

類型為有品牌沒幫人代工的有 288 筆。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

創新活動類型為代工設計無製造的有 293 筆。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ODE)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的有 142 筆。 

 

 技術創新活動 

表六-32、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間斷地

(2) 

持續地

(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RDINENG) 
1769 231 1016 522 .84 .632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構研發(RRDEX) 
1769 464 1305 0.26 0.44 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RMAC) 
1769 902 867 0.51 0.5 0 

取得外部知識

(ROEX) 
1769 882 887 0.5 0.5 0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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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的在增進知識累

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

持續地研發有 1016 筆，間斷地研發有 231 筆，無的有 522 筆。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委託其

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有 464 筆，無的有 1305 筆。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幅改良的產品、

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的有 902 筆，無的有 867 筆。 

 取得外部知識(ROEX) 

：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術、及任何形式的

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在全部總樣本 5454 筆中，有取得外部

知識的有 882 筆，無的有 887 筆。 

 

 政策變數 

表六-33、  SS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FUNGMT) 
498 92 406 0.18 0.388 1271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大部分不會進行

創新(INAB) 

92 2 90 0.02 0.147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選擇原計畫中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

行(INRISK) 

92 23 69 0.25 0.435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92 21 71 0.23 0.4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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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訂計畫各部分

都會做，但會以較小

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按照原訂計畫

進行(INSAME) 

92 66 26 0.72 0.453 0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

校(SUNI) 
1769 515 1254 0.69 1.154 0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

公眾研究機構(SGMT)
1769 569 1200 0.73 1.146 0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

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COUNI) 

1769 202 1567 0.22 0.674 0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

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COGMT) 

1769 208 1561 0.22 0.664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1769 .9189 .99844 3 3 0 0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FUNGMT) 

：指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在有技術創新的廠商 1769 家中，曾有獲中央政府

資助創新的有 92 筆，無的有 406 筆。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指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

誌或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的平均值。在有技

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有從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資訊來源的有 1018 筆，

無的有 75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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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92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的有 2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90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92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有 23 筆，選擇其他

方式的 69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INLOW)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92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有

21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71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92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有 66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26 筆。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SUNI)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的有 515 筆，無的

有 1254 筆。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有 569

筆，無的有 1200 筆。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的有 202 筆，無的有 1567 筆。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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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的有 208 筆，無的有 1561 筆。 

 創新保護措施 

表六-34、  SS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措施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 
1769 791 978 .73 .954 0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1769 734 1035 .70 .975 0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1769 711 1058 .72 1.023 0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1769 529 1240 .56 .965 0 

保密措施(PROSEC) 1769 867 902 .78 .948 0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1769 657 1112 .68 1.005 0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PROTIM) 
1769 824 945 .82 1.034 0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PROMAT) 
1769 772 997 .78 1.038 0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PROCOM) 
1769 788 981 .82 1.059 0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1769 765 1004 .79 1.047 0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

(PROEXP) 
1769 783 986 .77 1.020 0 

推動連鎖加盟(PROLIC) 1769 557 1212 .63 1.039 0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保護措施的

有 791 筆，無此措施的有 978 筆。 

 申請新式樣專利(PRDSG)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新式樣專利保護措施的有 734

筆，無此措施的有 1035 筆。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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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註冊商標保護措施的有 711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058 筆。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保護措施的有 529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240 筆。 

 保密措施(PROSEC)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保密措施保護措施的有 867 筆，無此

措施的有 902 筆。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保護措施的有 657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112 筆。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保護措施的有 824 筆，無此措施的有 945 筆。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保護措施的有 772

筆，無此措施的有 997 筆。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PROCOM)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保護措施的有

788 筆，無此措施的有 981 筆。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PROUPD)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

趕保護措施的有 765 筆，無此措施的有 1004 筆。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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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783 筆，無此措施的有 986 筆。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PROLIC)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採用推動連鎖加盟保護措施的有 557 筆，

無此措施的有 1212 筆。 

 

 申請專利目的 

表六-35、  SS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

(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

他人模仿(PUIMITAT) 
667 481 186 .95 .778 1102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

滯對手發展(PUDELAY) 
667 361 306 .81 .892 1102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667 200 467 .55 .966 1102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 
667 425 242 .82 .755 1102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PDER) 667 396 271 .84 .865 1102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667 347 320 .74 .861 1102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

據(PUEVA) 
667 288 379 .82 1.078 1102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PUREP) 
667 336 331 .77 .934 1102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667 300 367 .79 1.009 1102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

金(PULIC) 
667 150 517 .51 1.017 1102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MITAT)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的有 481 筆，無的有 186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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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有 361 筆，無的有 306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的有 200 筆，無的有 467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的有 425 筆，無的有 242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的有 396 筆，無的有 271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的有 347 筆，無的有 320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PUEVA)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有 288 筆，無的有 379 筆，1102 筆遺漏

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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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的有 336 筆，無的有 331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才(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吸引專業人才的有 300 筆，無的有 367 筆，110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在有技術創新 1769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667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有 150 筆，無的有 517 筆，1102 筆遺漏

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第 4-4 節  mm 製造業資料庫敘述統計 

 

mm 資料庫指廠商必須是：(i)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製造業，(ii)且調查廠商亦

認為自己為製造業的廠商，(iii)並且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

製造零組件或原料、組裝大量生產之產品、或建構訂製的系統之一選項者。本次

調查總樣本數為 2240 筆。 

 

 基本資料 

 

表六-36、  mm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準

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

值 

員工人數 

(Size) 
2240 2.1837 10.51853 354.99 355.00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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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

範圍(未包含台灣) 

(INTL) 

2240 1.0482 1.32668 5 5 0 0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

(HO) 
2240 237 2003 0.11 0.308 0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

母公司不在台

灣)(MULTIN) 

237 83 154 0.3502 0.47805 2003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

所在縣市(MARLOC) 
2240 166 2074 0.07 0.262 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

灣地區(MARNAT) 
2240 1549 691 0.69 0.462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

業之其他公司

(CUSGRO) 

2240 188 2052 0.08 0.277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

企業之其他公司

(CUSB2B) 

2240 1871 369 0.84 0.371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

部門(CUSGMT) 
2240 169 2071 0.08 0.264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

消費者(CUSB2C) 
2240 460 1780 0.21 0.404 0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2240 150 2090 0.07 0.25 0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MARCN) 
2240 623 1617 0.28 0.448 0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

(BRANCHCN) 
2240 271 1969 0.121 0.32618 0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

(CORCN) 
2240 152 2088 .0679 .25156 0 

 

 員工人數(Size)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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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數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HO)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填答為子公司的廠商有 237 筆，為否的有 2003

筆。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MULTIN) 

：在調查該公司是否為子公司，回答為是(樣本數：237)的樣本下，且為跨國

企業的廠商有 83 家，其產生的遺漏值(樣本數：2003)為非母企業子公司的

廠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在縣市(MARLOC)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主要市場是在公司所在縣市的有 166 筆，否有

2074 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地區(MARNAT)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答是有 1549 筆，否 691 筆。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圍(未包含台灣)(INTL)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1153 筆有包含，1087 筆無包含。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GRO)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是的有 188 筆，否的有 2052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是的有 1871 筆，否的有 369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門(CUSGMT)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是的有 169 筆，否的有 2071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是的有 460 筆，否的有 1780 筆。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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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是的有 150 筆，否的有 2090 筆。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MARCN)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的有 623 筆，沒有的有 1617 筆。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BRANCHCN) 

：在調查該公司在 95 年在大陸地區有無分支機構，總樣本數 2240 筆中有 271

筆有分支機構，1969 筆無分支機構。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CORCN)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是的有 152 筆，否的有 2088 筆。 

 

 非技術創新 

表六-37、  mm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管理創新 2240 778 1462 0.3473 0.47623 0 

行銷創新 

(M_INNOV) 
2240 454 1786 0.2 0.402 0 

組織創新 

(O_INNOV) 
2240 639 1601 0.29 0.452 0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2240 315 1925 0.1406 0.34771 0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與有組織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

有管理創新的有 778 筆，無者有 1462 筆。 

 行銷創新(M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行銷創新的有 454 筆，無者有 1786 筆。 

 組織創新(O_IN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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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

中，有組織創新的有 639 筆，無者有 1601 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同時有行銷和組織創新的有 315 筆，無者有 1925

筆。 

 

 技術創新 

表六-38、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廣義技術創新

(TECH_INNVO)  
2240 831 1409 0.37 0.483 0 

同時廣義產品創

新及製程創新 
2240 270 1970 0.1205 0.32566 0 

 

 廣義技術創新(TECH_INNVO)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與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廣義技術創新的有 831 筆，無的有 1409 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同時廣義產品及製程創新的有 270 筆。 

 

 產品創新 

表六-39、  mm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2240 364 1876 0.1625 0.36899 0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2240 555 1685 0.2478 0.43181 0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2240 191 2049 0.0853 0.27934 0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2240 364 1876 0.1625 0.368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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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_產品 innovator 2240 308 1932 0.1375 0.34445 0 

RD_產品 imitator 2240 157 2083 0.0701 0.25535 0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2240 90 2150 0.0402 0.19642 0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2240 56 2184 0.025 0.15616 0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2240 34 2206 0.0152 0.12229 0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2240 465 1775 0.2076 0.40567 0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2240 191 2049 0.0853 0.27934 0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狹義產品創新的有 364 筆。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的有 555 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產品為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191 筆。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產品為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364 筆。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nnovator

的有 308 筆。 

 RD_產品 imit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mi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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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157 筆。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

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

行 RD 的有 90 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

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56 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

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34 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

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

自己 RD 的有 465 筆。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在全部總

樣本 2240 筆中，有產品貨物模仿的有 191 筆。 

 

 製程創新 

表六-40、  mm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是(1) 否(0) 樣本平 樣本標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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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數 均數 準差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2240 317 1923 0.1415 0.34863 0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2240 546 1694 0.2438 0.42944 0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2240 230 2010 0.1027 0.30361 0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2240 316 1924 0.1411 0.34817 0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2240 444 1796 0.1982 0.39874 0 

RD_製程 innovator 2240 259 1981 0.1156 0.31985 0 

RD_製程 imitator 2240 185 2055 0.0826 0.27532 0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2240 102 2138 0.0455 0.20852 0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2240 57 2183 0.0254 0.15751 0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2240 45 2195 0.0201 0.14034 0 

製程模仿(P_IMITA) 2240 230 2010 0.1027 0.30361 0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

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

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狹義製程創新的有 317 筆。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程、

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部總

樣本 224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的有 546 筆。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230 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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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的有 316 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

且自己 RD 的有 444 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224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259 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224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185 筆。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

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

進行 RD 的有 102 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2240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57 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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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2240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45 筆。 

 製程模仿(P_IMITA)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

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製程模仿的有 230 筆。 

 

 創新類型 

表六-41、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製造商(OEM) 831 482 349 0.58 0.49385 0 

設計製造商(ODM) 831 435 396 0.5235 0.49975 0 

有自有品牌者(OB) 831 275 556 0.3309 0.47083 0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

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831 19 812 0.0229 0.14956 0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

(OBMED) 
831 71 760 0.0854 0.2797 0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

商(OBNED) 
831 93 738 0.1119 0.31545 0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

商(OBED) 
831 151 680 0.1817 0.38584 0 

純代工製造(OEMG) 831 223 608 0.2684 0.44337 0 

純設計無製造(ODMG) 831 289 542 0.3478 0.47655 0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831 101 730 0.1215 0.32695 0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831 146 685 0.1757 0.38079 0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

(ODE) 
831 143 688 0.1721 0.37768 0 

 

 製造商(OEM)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產新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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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

及設備。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製造商的有 482 筆。 

 設計製造商(ODM)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

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設計製造商的有 435 筆。 

 有自有品牌者(OB) 

：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自有品牌者的有 275 筆。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

及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

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的有 19

筆。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OBMED)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

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

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71 筆。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OBNED)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

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93 筆。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OBED)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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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

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51 筆。 

 純代工製造(OEMG)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

動類型為純代工製造的有 223 筆。 

 純設計無製造(ODMG)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純設計無製造的有 289 筆。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有品牌沒幫人代工的有 101 筆。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

新活動類型為代工設計無製造的有 146 筆。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ODE)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的有 143 筆。 

 

 技術創新活動 

表六-42、  m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變數 樣本個數 間斷地(2) 持續地(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公司內的研

發活動

(RRDINENG) 

831 123 550 158 .96 .580 0 

變數 樣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6‐89 
 

委託其他公

司或機構研

發(RRDEX) 

831 245 586 0.29 0.456 0 

取得機器、設

備與軟體的

技術(RMAC) 

831 457 374 0.55 0.498 0 

取得外部知

識(ROEX) 
831 415 416 0.5 0.5 0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 

：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的在增進知識累

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

持續地研發有 550 筆，間斷地研發有 123 筆，無的有 158 筆。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委託其

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有 245 筆，無的有 586 筆。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幅改良的產品、

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的有 457 筆，無的有 374 筆。 

 取得外部知識(ROEX) 

：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術、及任何形式的

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在全部總樣本 2240 筆中，有取得外部

知識的有 415 筆，無的有 416 筆。 

 

 政策變數 

表六-43、  mm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變數 樣本 是(1) 否(0) 樣本平 樣本標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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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數 均數 準差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FUNGMT) 
831 186 645 0.22 0.417 1409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

部分不會進行創新

(INAB) 

186 6 180 0.03 0.177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

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

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186 63 123 0.34 0.475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

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

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

進行(INLOW) 

186 60 126 0.32 0.469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INSAME) 

186 116 70 0.62 0.486 0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

(SUNI) 
831 249 582 0.67 1.101 0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

眾研究機構(SGMT) 
831 253 578 0.62 1.04 0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

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COUNI) 

831 103 728 0.24 0.7 0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

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COGMT) 

831 75 756 0.16 0.557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831 3.3249

3.7304

1 
3 3 0 0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FUNGMT) 

：指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在有技術創新的廠商 831 家中，曾有獲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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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創新的有 186 筆，無的有 645 筆，其餘有 1409 筆遺漏值為無技術創新

的部分。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指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

誌或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的平均值。在有技

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有從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資訊來源的有 472 筆，無

的有 359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86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的有 6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180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86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有 63 筆，選擇其他

方式的 123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INLOW)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86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有

60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126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86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有 116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70 筆。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SUNI)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的有 249 筆，無的有

58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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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有 253

筆，無的有 578 筆。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的有 103 筆，無的有 728 筆。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的有 75 筆，無的有 756 筆。 

 

 創新保護措施 

表六-44、  mm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均

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申請新發明、新

型專利權

(PROPAT) 

831 377 454 .55 .690 0 

申請新式樣專

利(PRODSG) 
831 318 513 .50 .728 0 

申請註冊商標

(PROTM) 
831 288 543 .48 .766 0 

申請著作權/版

權(PROCP) 
831 132 699 .24 .621 0 

保密措施

(PROSEC) 
831 368 463 .59 .751 0 

增加設計複雜

性(PRODES) 
831 243 588 .49 .864 0 

比競爭者搶先

推出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

(PROTIM) 

831 343 488 .63 .8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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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關鍵原料

或原件

(PROMAT) 

831 255 576 .50 .859 0 

提供配套的服

務或原料

(PROCOM) 

831 291 540 .58 .891 0 

快速更新產品

技術(PROUPD) 
831 294 537 .58 .900 0 

設法留住關鍵

性的技術專家

(PROEXP) 

831 341 490 .62 .857 0 

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 
831 90 741 .23 .729 0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保護措施的有

377 筆，無此措施的有 454 筆。 

 申請新式樣專利(PRDSG)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新式樣專利保護措施的有 318 筆，

無此措施的有 513 筆。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註冊商標保護措施的有 288 筆，無

此措施的有 543 筆。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保護措施的有 132 筆，

無此措施的有 699 筆。 

 保密措施(PROSEC)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保密措施保護措施的有 368 筆，無此措

施的有 46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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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保護措施的有 243 筆，

無此措施的有 588 筆。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保

護措施的有 343 筆，無此措施的有 488 筆。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保護措施的有 255

筆，無此措施的有 576 筆。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PROCOM)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保護措施的有

291 筆，無此措施的有 540 筆。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PROUPD)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

保護措施的有 294 筆，無此措施的有 537 筆。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保護措施的

有 341 筆，無此措施的有 490 筆。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PROLIC)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採用推動連鎖加盟保護措施的有 90 筆，無

此措施的有 741 筆。 

 

 申請專利目的 

表六-45、  mm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變數 樣本 是(1) 否(0) 樣本平均數 樣本標準差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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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數 

用來生產獨特

設備或組件，排

除他人模仿

(PUIMITAT) 

465 365 100 1.03 .734 366 

知道無法排除

模仿，但可阻礙

遲滯對手發展

(PUDELAY) 

465 264 201 .85 .913 366 

作為技術交換

協商基礎

(PUEXG) 

465 142 323 .61 1.045 366 

避免被控侵權

的保護措施

(PUPRO) 

465 298 167 .92 .858 366 

用以取得顧客

訂單(PUOPDER)
465 258 207 .85 .927 366 

使顧客不容易

轉單

(PUSWITCH) 

465 250 215 .85 .942 366 

做為內部研發

人員考評的客

觀依據(PUEVA)

465 193 272 .77 1.047 366 

增加商譽，以提

高公司股價

(PUREP) 

465 194 271 .73 .999 366 

吸引專業人才

(PUPRO) 
465 199 266 .77 1.033 366 

用來授權給其

他廠商，取得授

權金(PULIC) 

465 92 373 .45 .971 366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MITAT)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的有 365 筆，無的有 100 筆，36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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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知

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有 264 筆，無的有 201 筆，366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作

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的有 142 筆，無的有 323 筆，366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

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避

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的有 298 筆，無的有 167 筆，366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以取得顧客訂單的有 258 筆，無的有 207 筆，366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

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使

顧客不容易轉單的有 250 筆，無的有 215 筆，366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

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PUEVA)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做

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有 193 筆，無的有 272 筆，366 筆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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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增

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的有 194 筆，無的有 271 筆，366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才(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吸

引專業人才的有 199 筆，無的有 266 筆，366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在有技術創新 831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465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有 92 筆，無的有 373 筆，366 筆遺漏值為

未曾申請專利者。 

 

 

第 4-5 節  ss 服務業資料庫敘述統計 

 

ss 資料庫指廠商必須是：(i)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服務業，(ii)且調查廠商亦認

為自己為服務業的廠商，(iii)並且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為

提供套裝的服務、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或提供銷售的管道或交易平台之一選項

者。本次調查服務業樣本數為 3850 筆。 

 

 基本資料 

表六-46、  ss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變數 有效樣 樣本平 樣本標準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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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個數 均數 差 

員工人數(Size) 3850 2.5753 10.40799 268.98 268.99 .01 0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

場範圍(未包含台灣) 

(INTL) 

3850 .3995 .96275 5 5 0 0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

司(HO) 
3850 819 3031 .21 .409 0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

且母公司不在台

灣)(MULTIN) 

819 209 610 .2552 .43623 3031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

司所在縣市

(MARLOC) 

3850 1243 2607 .32 .468 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

台灣地區(MARNAT)
3850 2496 1354 .65 .478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

企業之其他公司

(CUSGRO) 

3850 357 3492 .09 .290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

母企業之其他公司

(CUSB2B) 

3850 2132 1718 .55 .497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

府部門(CUSGMT) 
3850 838 3012 .22 .413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

般消費者(CUSB2C) 
3850 2150 1700 .56 .497 0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

(ESTABL) 

3850 339 3511 .09 .283 0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MARCN) 
3850 349 3501 .09 .287 0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

(BRANCHCN) 
3653 147 3506 .0402 .19655 197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

(CORCN) 
3850 92 3758 .0239 .152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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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數(Size)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

的數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HO)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填答為子公司的廠商有 819 筆，為否的有 3031

筆。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MULTIN) 

：在調查該公司是否為子公司，回答為是(樣本數：819)的樣本下，且為跨國

企業的廠商有 209 家，其產生的遺漏值(樣本數：3031)為非母企業子公司

的廠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在縣市(MARLOC)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主要市場是在公司所在縣市的有 1243 筆，否有

2607 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地區(MARNAT)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答是有 2496 筆，否 1354 筆。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圍(未包含台灣)(INTL)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800 筆有包含，3050 筆無包含。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GRO)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是的有 357 筆，否的有 3493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是的有 2132 筆，否的有 1718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門(CUSGMT)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是的有 838 筆，否的有 301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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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是的有 2150 筆，否的有 1700 筆。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是的有 339 筆，否的有 3511 筆。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MARCN)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的有 349 筆，沒有的有 3501 筆。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BRANCHCN) 

：在調查該公司在 95 年在大陸地區有無分支機構，總樣本數 3850 筆中有 147

筆有分支機構，3506 筆無分支機構，而其餘 197 筆為漏填、未答。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CORCN)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是的有 92 筆，否的有 3758 筆。 

 

 非技術創新 

表六-47、 ss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均

數 

樣本標準

差 

遺漏值 

管理創新 3850 1664 2186 .4322 .49545 0 

行銷創新 

(M_INNOV) 
3850 961 2889 .25 .433 0 

組織創新 

(O_INNOV) 
3850 1397 2453 .36 .481 0 

同時有行

銷創新及

組織創新 

3850 694 3156 .1803 .38445 0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與有組織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

有管理創新的有 1664 筆，無者有 218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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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創新(M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行銷創新的有 961 筆，無者有 2889 筆。 

 組織創新(O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

中，有組織創新的有 1397 筆，無者有 2453 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同時有行銷和組織創新的有 694 筆，無者有 3156

筆。 

 

 技術創新 

表六-48、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廣義技術創新

(TECH_INNVO)  
3850 1206 2644 .31 .464 0 

同時廣義產品創

新及製程創新 
3850 424 3426 .1101 .31309 0 

 

 廣義技術創新(TECH_INNVO)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與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技術創新的有 1206 筆，無的有 2644 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同時廣義產品及製程創新的有 424 筆。 

 

 產品創新 

表六-49、 ss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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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3850 543 3307 .1410 .34811 0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3850 860 2990 .2234 .41656 0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3850 317 3533 .0823 .27491 0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3850 543 3307 .1410 .34811 0 

RD_產品 innovator 3850 401 3449 .1042 .30550 0 

RD_產品 imitator 3850 221 3629 .0574 .23264 0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pure adoptor) 
3850 238 3612 .0618 .24086 0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3850 142 3708 .0369 .18850 0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3850 96 3754 .0249 .15595 0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3850 622 3228 .1616 .36809 0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3850 317 3533 .0823 .27491 0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狹義產品創新的有 543 筆。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的有 860 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產品為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317 筆。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產品為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543 筆。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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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nnovator

的有 401 筆。 

 RD_產品 imit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mitator

的有 221 筆。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

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

行 RD 的有 238 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

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142 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

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96 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

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

自己 RD 的有 622 筆。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在全部總

樣本 3850 筆中，有產品貨物模仿的有 317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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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創新 

表六-50、 ss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3850 398 3452 .1034 .30449 0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3850 770 3080 .2000 .40005 0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3850 372 3478 .0966 .29548 0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3850 398 3452 .1034 .30449 0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3850 520 3330 .1351 .34184 0 

RD_製程 innovator 3850 293 3557 .0761 .26520 0 

RD_製程 imitator 3850 227 3623 .0590 .23558 0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pure adoptor) 
3850 250 3600 .0649 .24644 0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3850 105 3745 .0273 .16290 0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3850 145 3705 .0377 .19040 0 

製程模仿(P_IMITA) 3850 372 3478 .0966 .29548 0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

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

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狹義製程創新的有 398 筆。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程、

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部總

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的有 770 筆。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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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372 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398 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

且自己 RD 的有 520 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293 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227 筆。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

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

進行 RD 的有 250 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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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3850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105 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3850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145 筆。 

 製程模仿(P_IMITA)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

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製程模仿的有 372 筆。 

 

 創新類型 

表六-51、 ss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製造商(OEM) 1206 492 714 0.408 0.49166 0 

設計製造商(ODM) 1206 465 741 0.3856 0.48693 0 

有自有品牌者(OB) 1206 430 776 0.3566 0.47918 0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 

(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 

(OBNM) 

1206 58 1148 0.0481 0.21405 0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

(OBMED) 
1206 139 1067 0.1153 0.31946 0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

(OBNED) 
1206 148 1058 0.1227 0.32825 0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

(OBED) 
1206 171 1035 0.1418 0.34898 0 

純代工製造(OEMG) 1206 277 929 0.2297 0.4208 0 

純設計無製造(ODMG) 1206 267 939 0.2214 0.41536 0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1206 206 1000 0.1708 0.3765 0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1206 198 1008 0.1642 0.370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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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

(ODE) 
1206 69 1137 0.0572 0.23235 0 

 製造商(OEM)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產新的產品

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

及設備。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製造商的有 492 筆。 

 設計製造商(ODM)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設計製造商的有 465 筆。 

 有自有品牌者(OB) 

：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自有品牌者的有 430 筆。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

及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

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的有 58 筆。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OBMED)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

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39 筆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OBNED)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

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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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48 筆。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OBED)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

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

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71 筆。 

 純代工製造(OEMG)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純代工製造的有 277 筆。 

 純設計無製造(ODMG)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純設計無製造的有 267 筆。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

類型為有品牌沒幫人代工的有 206 筆。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

新活動類型為代工設計無製造的有 198 筆。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ODE)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樣本裡，創新

活動類型為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的有 69 筆。 

 

 技術創新活動 

表六-52、 s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變數 樣本 間斷地 持續地 否(0) 樣本平 樣本標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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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數 (2) (1) 均數 準差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RDINENG) 
1206 151 672 383 .81 .637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

研發(RRDEX) 
1206 328 878 0.27 0.445 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RMAC) 
1206 584 622 0.48 0.5 0 

取得外部知識(ROEX) 1206 622 584 0.52 0.5 0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 

：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的在增進知識累

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

持續地研發有 672 筆，間斷地研發有 151 筆，無的有 383 筆。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委託其

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有 328 筆，無的有 878 筆。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幅改良的產品、

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取得機器、設備與軟

體的技術的有 584 筆，無的有 622 筆。 

 取得外部知識(ROEX) 

：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術、及任何形式的

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在全部總樣本 3850 筆中，有取得外部

知識的有 622 筆，無的有 58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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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變數 

表六-53、 ss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FUNGMT) 
25 5 20 0.2 0.408 1181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

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5 1 4 0.2 0.447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

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

來進行(INRISK) 

5 2 3 0.4 0.548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

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 

5 1 4 0.2 0.447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

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5 1 4 0.2 0.447 0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

(SUNI) 
1206 389 817 0.8 1.222 0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

究機構(SGMT) 
1206 437 769 0.85 1.208 0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1206 164 1042 0.26 0.739 0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

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1206 169 1037 0.27 0.727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

值 

遺漏

值 

PUBISP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1206 4.3126 4.15939 12 12 0 0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FUN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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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在有技術創新的廠商 1206 家中，曾有獲中央政府

資助創新的有 5 筆，無的有 20 筆，其餘 1181 筆為漏答、無技術創新的廠商

的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指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

誌或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的平均值。在有技

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有從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資訊來源的有 763 筆，

無的有 443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5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的有 1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4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5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有 2 筆，選擇其他方

式的 3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INLOW)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5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有 1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4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5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有 1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4 筆。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S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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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的有 389 筆，無的

有 817 筆。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有 437

筆，無的有 769 筆。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

活動的有 164 筆，無的有 1042 筆。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的有 169 筆，無的有 1037 筆。 

 

 創新保護措施 

表六-54、 ss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 
1206 575 631 .82 1.017 0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1206 526 680 .79 1.041 0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1206 556 650 .86 1.092 0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1206 448 758 .71 1.054 0 

保密措施(PROSEC) 1206 666 540 .92 .997 0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1206 526 680 .82 1.064 0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PROTIM) 
1206 651 555 .98 1.093 0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PROMAT) 
1206 643 563 .98 1.096 0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PROCOM) 
1206 639 567 .99 1.103 0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1206 613 593 .94 1.0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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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

(PROEXP) 
1206 611 595 .91 1.073 0 

推動連鎖加盟(PROLIC) 1206 499 707 .84 1.132 0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保護措施的

有 575 筆，無此措施的有 631 筆。 

 申請新式樣專利(PRDSG)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新式樣專利保護措施的有 526

筆，無此措施的有 680 筆。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註冊商標保護措施的有 556 筆，

無此措施的有 650 筆。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保護措施的有 448 筆，

無此措施的有 758 筆。 

 保密措施(PROSEC)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保密措施保護措施的有 666 筆，無此

措施的有 540 筆。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保護措施的有 526 筆，

無此措施的有 680 筆。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保護措施的有 651 筆，無此措施的有 555 筆。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保護措施的有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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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無此措施的有 563 筆。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PROCOM)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保護措施的有

639 筆，無此措施的有 567 筆。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PROUPD)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

趕保護措施的有 613 筆，無此措施的有 593 筆。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保護措施

的有 611 筆，無此措施的有 595 筆。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PROLIC)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採用推動連鎖加盟保護措施的有 499 筆，

無此措施的有 707 筆。 

 

 申請專利目的 

表六-55、 ss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

排除他人模仿(PUIMITAT) 
394 286 108 .98 .802 812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

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394 242 152 .95 .926 812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

(PUEXG) 
394 144 250 .69 1.056 812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 
394 284 110 .94 .756 812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

(PUOPDER) 
394 259 135 .96 .893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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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PUSWITCH) 
394 228 166 .80 .858 812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

觀依據(PUEVA) 
394 205 189 1.01 1.123 812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PUREP) 
394 220 174 .87 .954 812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394 212 182 .97 1.048 812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

授權金(PULIC) 
394 107 287 .67 1.160 812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MITAT)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的有 286 筆，無的有 108 筆，812 筆遺

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有 242 筆，無的有 152 筆，81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的有 144 筆，無的有 250 筆，81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的有 284 筆，無的有 110 筆，812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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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取得顧客訂單的有 259 筆，無的有 135 筆，81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的有 228 筆，無的有 166 筆，81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PUEVA)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有 205 筆，無的有 189 筆，812 筆遺漏

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的有 220 筆，無的有 174 筆，812 筆遺漏值為未曾

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才(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吸引專業人才的有 212 筆，無的有 182 筆，812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在有技術創新 1206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394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有 107 筆，無的有 287 筆，812 筆遺漏

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第 4-6 節  ms 資料庫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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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資料庫為由工商業普查分類為製造業，但調查廠商卻認為自己為服務業

的廠商，或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為提供套裝的服務、提供

客製化的服務、或提供銷售的管道或交易平台之一選項者。本次調查總樣本數為

2323 筆。 

 

 基本資料 

表六-56、 ms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

值 

員工人數(Size) 2323 3.2191 10.171 211.90 211.91 .01 0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

圍(未包含台灣)(INTL) 
2323 .9406

1.3310

4 
5 5 0 0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

(HO) 
2323 348 1975 .15 .357 0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

司不在台灣)(MULTIN) 
348 111 237 .3190 .46675 1975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

在縣市(MARLOC) 
2323 459 1864 .20 .398 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

地區(MARNAT) 
2323 1533 790 .66 .474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

之其他公司(CUSGRO) 
2323 250 2073 .11 .310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

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2323 1628 695 .70 .458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

門(CUSGMT) 
2323 405 1918 .17 .379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

費者(CUSB2C) 
2323 764 1559 .33 .470 0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2323 159 2164 .07 .2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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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MARCN) 
2323 537 1786 .23 .422 0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

(BRANCHCN) 
2230 333 1897 .1493 .35649 93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

(CORCN) 
2323 179 2144 .0771 .26674 0 

 

 員工人數(Size)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

的數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HO)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填答為子公司的廠商有 348 筆，為否的有 1975

筆。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MULTIN) 

：在調查該公司是否為子公司，回答為是有 348 筆樣本下，且為跨國企業的

廠商有 111 家。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在縣市(MARLOC)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主要市場是在公司所在縣市的有 459 筆，否有

1864 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地區(MARNAT)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答是有 1533 筆，否 790 筆。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圍(未包含台灣)(INTL)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1010 筆有包含，1313 筆無包含。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GRO)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是的有 250 筆，否的有 2073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是的有 1628 筆，否的有 69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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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門(CUSGMT)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是的有 405 筆，否的有 1918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是的有 764 筆，否的有 1559 筆。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是的有 159 筆，否的有 2164 筆。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MARCN)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的有 537 筆，沒有的有 1786 筆。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BRANCHCN) 

：在調查該公司在 95 年在大陸地區有無分支機構，總樣本數 2323 筆中有 333

筆有分支機構，1897 筆無分支機構，而其餘 93 筆為漏填、未答。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CORCN)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是的有 179 筆，否的有 2144 筆。 

 

 非技術創新 

表六-57、 ms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管理創新 2323 1140 1183 .4907 .50002 0 

行銷創新 

(M_INNOV) 
2323 641 1682 .28 .447 0 

組織創新 

(O_INNOV) 
2323 982 1341 .42 .494 0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

織創新 
2323 483 1840 .2079 .40591 0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與有組織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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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理創新的有 1140 筆，無者有 1183 筆。 

 

 行銷創新(M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行銷創新的有 641 筆，無者有 1682 筆。 

 組織創新(O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

中，有組織創新的有 982 筆，無者有 1341 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同時有行銷和組織創新的有 483 筆，無者有 1840

筆。 

 

 技術創新 

表六-58、 m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個

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廣義技術創新

(TECH_INNVO) 
2323 975 1348 .42 .494 0 

同時廣義產品創

新及製程創新 
2323 422 1901 .1817 .38565 0 

 

 廣義技術創新(TECH_INNVO)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與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技術創新的有 975 筆，無的有 1348 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同時廣義產品及製程創新的有 42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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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創新 

表六-59、 ms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產品創新

(D_INNOV) 
2323 454 1869 .1954 .39662 0 

廣義產品創新

(DNEW_WIDE) 
2323 704 1619 .3031 .45968 0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2323 250 2073 .1076 .30997 0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2323 454 1869 .1954 .39662 0 

RD_產品 innovator 2323 405 1918 .1743 .37949 0 

RD_產品 imitator 2323 204 2119 .0878 .28309 0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2323 95 2228 .0409 .19809 0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2323 49 2274 .0211 .14373 0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2323 46 2277 .0198 .13935 0 

有廣義產品創新_

自己 RD 
2323 609 1714 .2622 .43990 0 

產品貨物模仿

(D_IMITA) 
2323 250 2073 .1076 .30997 0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狹義產品創新的有 454 筆。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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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的有 704 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產品為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250 筆。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產品為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454 筆。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nnovator 的

有 405 筆。 

 RD_產品 imit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mitator 的

有 204 筆。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

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的有 95 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

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49 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6‐123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

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46 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

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

己 RD 的有 609 筆。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在全部總

樣本 2323 筆中，有產品貨物模仿的有 250 筆。 

 

 製程創新 

表六-60、 ms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製程創新

(P_INNOV)  
2323 395 1928 .1700 .37575 0 

廣義製程創新

(PNEW_WIDE) 
2323 693 1630 .2983 .45762 0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2323 303 2020 .1304 .33685 0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2323 390 1933 .1679 .37385 0 

有廣義製程創新_

自己 RD 
2323 581 1742 .2501 .43317 0 

RD_製程 innovator 2323 336 1987 .1446 .35181 0 

RD_製程 imitator 2323 245 2078 .1055 .30722 0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2323 112 2211 .0482 .21426 0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2323 54 2269 .0232 .150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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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2323 58 2265 .0250 .15606 0 

製程模仿(P_IMITA) 2323 302 2021 .1300 .33638 0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

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

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狹義製程創新的有 395 筆。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程、

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部總

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的有 693 筆。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303 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390 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

且自己 RD 的有 581 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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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336 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245 筆。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

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

進行 RD 的有 112 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2323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54 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2323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58 筆。 

 製程模仿(P_IMITA)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

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在全部總樣本 2323 筆

中，有製程模仿的有 302 筆。 

 

 創新類型 

表六-61、 ms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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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 樣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製造商(OEM) 975 510 465 0.5231 0.49972 0 

設計製造商(ODM) 975 480 495 0.4923 0.5002 0 

有自有品牌者(OB) 975 341 634 0.3497 0.47713 0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

(不代工且外包給別

人)(OBNM) 

975 38 937 0.039 0.19363 0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

商(OBMED) 
975 90 885 0.0923 0.28961 0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

品牌商(OBNED) 
975 117 858 0.12 0.32513 0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

品牌商(OBED) 
975 169 806 0.1733 0.37873 0 

純代工製造(OEMG) 975 244 731 0.2503 0.43338 0 

純設計無製造(ODMG) 975 312 663 0.32 0.46672 0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

(OBG) 
975 141 834 0.1446 0.35189 0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975 186 789 0.1908 0.39311 0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

代工(ODE) 
975 126 849 0.1292 0.33563 0 

 

 製造商(OEM)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產新的產品

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

及設備。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製造商的有 510 筆。 

 設計製造商(ODM)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

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設計製造商的有 480 筆。 

 有自有品牌者(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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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自有品牌者的有 341 筆。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

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

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的有 38 筆。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OBMED)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

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

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90 筆。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OBNED)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

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

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17 筆。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OBED)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

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製

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169 筆。 

 純代工製造(OEMG)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

動類型為純代工製造的有 244 筆。 

 純設計無製造(ODMG)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

為純設計無製造的有 31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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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有品牌沒幫人代工的有 141 筆。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

新活動類型為代工設計無製造的有 186 筆。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ODE)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樣本裡，創新活

動類型為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的有 126 筆。 

 

 技術創新活動 

表六-62、 ms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間斷地

(2) 

持續地

(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RDINENG) 
975 106 703 166 .94 .525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

發(RRDEX) 
975 293 682 0.3 0.459 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

的技術(RMAC) 
975 574 401 0.59 0.492 0 

取得外部知識(ROEX) 975 547 428 0.56 0.497 0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 

：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的在增進知識累

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在全部總樣本 975 筆中，有持

續地研發有 703 筆，間斷地研發有 106 筆，無的有 16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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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在全部總樣本 975 筆中，有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構研發的有 293 筆，無的有 682 筆。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幅改良的產品、

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在全部總樣本 975 筆中，有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

的技術的有 574 筆，無的有 401 筆。 

 取得外部知識(ROEX) 

：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術、及任何形式的

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在全部總樣本 975 筆中，有取得外部知

識的有 547 筆，無的有 428 筆。 

 

 政策變數 

表六-63、 ms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FUNGMT) 
744 179 565 0.24 0.428 231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

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

(INAB) 

179 5 174 0.03 0.165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

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

小的部分來進行

(INRISK) 

179 62 117 0.35 0.477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

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

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INLOW) 

179 59 120 0.33 0.4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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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

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INSAME) 

179 113 66 0.63 0.486 0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

(SUNI) 
975 396 579 0.9 1.199 0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

眾研究機構(SGMT) 
975 428 547 0.92 1.168 0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

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COUNI) 

975 141 834 0.28 0.739 0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

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COGMT) 

975 124 851 0.23 0.66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PUBISP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975 3.9005 3.4793 12 12 0 0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FUNGMT) 

：指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在有技術創新的廠商 975 家中，曾有獲中央政府

資助創新的有 179 筆，無的有 565 筆，其餘 231 筆為漏答、遺漏的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指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

誌或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的平均值。在有技

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有從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資訊來源的有 667 筆，無

的有 308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79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的有 5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17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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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79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有 62 筆，選擇其他

方式的 117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INLOW)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79 中，如沒有中央

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有 59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120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179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有 113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66 筆。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SUNI)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的有 396 筆，無的有

579 筆。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有 428

筆，無的有 547 筆。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的有 141 筆，無的有 834 筆。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的有 124 筆，無的有 85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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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保護措施 

表六-64、 ms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 
975 442 533 .64 .817 0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975 422 553 .65 .870 0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975 369 606 .58 .860 0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975 213 762 .36 .775 0 

保密措施(PROSEC) 975 483 492 .75 .891 0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975 329 646 .62 .984 0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

速進入市場(PROTIM) 
975 450 525 .74 .937 0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PROMAT) 
975 395 580 .68 .949 0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PROCOM) 
975 407 568 .73 .982 0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

(PROUPD) 
975 388 587 .70 .990 0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

家(PROEXP) 
975 457 518 .78 .967 0 

推動連鎖加盟(PROLIC) 975 182 793 .37 .858 0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保護措施的有

442 筆，無此措施的有 533 筆。 

 申請新式樣專利(PRDSG)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新式樣專利保護措施的有 422 筆，

無此措施的有 553 筆。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註冊商標保護措施的有 369 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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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措施的有 606 筆。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保護措施的有 213 筆，

無此措施的有 762 筆。 

 保密措施(PROSEC)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保密措施保護措施的有 483 筆，無此措

施的有 492 筆。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保護措施的有 329 筆，

無此措施的有 646 筆。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保

護措施的有 450 筆，無此措施的有 525 筆。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保護措施的有 395

筆，無此措施的有 580 筆。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PROCOM)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保護措施的有

407 筆，無此措施的有 568 筆。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PROUPD)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

保護措施的有 388 筆，無此措施的有 587 筆。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保護措施的

有 457 筆，無此措施的有 51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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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PROLIC)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採用推動連鎖加盟保護措施的有 182 筆，無

此措施的有 793 筆。 

 

 申請專利目的 

表六-65、 ms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

值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

他人模仿(PUIMITAT) 
546 446 100 1.08 .734 429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

滯對手發展(PUDELAY) 
546 324 222 .91 .933 429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546 173 373 .58 .965 429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 
546 372 174 .94 .816 429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PDER) 546 324 222 .91 .940 429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546 236 429 .87 .919 429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

依據(PUEVA) 
546 263 283 .88 1.051 429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PUREP) 
546 244 302 .78 1.025 429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546 249 297 .84 1.044 429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

金(PULIC) 
546 130 416 .52 1.014 429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MITAT)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的有 446 筆，無的有 100 筆，429 筆

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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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有 324 筆，無的有 222 筆，429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作

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的有 173 筆，無的有 373 筆，429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

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避

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的有 372 筆，無的有 174 筆，429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以取得顧客訂單的有 324 筆，無的有 222 筆，429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

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使

顧客不容易轉單的有 310 筆，無的有 236 筆，429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

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PUEVA)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做

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有 263 筆，無的有 283 筆，429 筆遺漏值

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增

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的有 244 筆，無的有 302 筆，429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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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才(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吸

引專業人才的有 249 筆，無的有 297 筆，429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在有技術創新 975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546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有 130 筆，無的有 416 筆，429 筆遺漏值

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第 4-7 節  sm 資料庫敘述統計 

 

sm 資料庫為從工商業普查分類為服務業，但調查廠商卻認為自己為製造業

的廠商，或該公司主要的業務型態(問卷 A 第五題)勾選為製造零組件或原料、組

裝大量生產之產品、或建構訂製的系統之一選項者。本次調查總樣本數為 1604

筆。 

 

 基本資料 

表六-66、 sm 資料庫廠商基本資料統計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員工人數(Size) 1604 .9872 4.0752 81.01 81.02 .01 0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

圍(未包含台灣)(INTL) 
1604 .7506 1.1837 5.00 5.00 0 0 

變數 有效樣

本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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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

(HO) 
1604 164 1440 .10 .303 0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

司不在台灣)(MULTIN) 
164 51 113 .3110 .46431 144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

在縣市(MARLOC) 
1604 228 1376 .14 .349 0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

地區(MARNAT) 
1604 1117 487 .70 .460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

之其他公司(CUSGRO) 
1604 93 1511 .06 .234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

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1604 1220 384 .76 .427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

門(CUSGMT) 
1604 201 1403 .13 .331 0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

費者(CUSB2C) 
1604 539 1065 .34 .472 0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1604 160 1444 .10 .300 0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

(MARCN) 
1604 316 1288 .20 .398 0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

(BRANCHCN) 
1503 153 1350 .1018 .30248 101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

(CORCN) 
1604 66 1538 .0411 .19869 0 

 

 員工人數(Size) 

：員工人數為依據民國 95 年員工人數(B、C 卷問項 Q24-2)資料除以 100 後

的數值。 

 是否為母企業的子公司(HO)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填答為子公司的廠商有 164 筆，為否的有 1440

筆。 

 跨國企業(為子公司且母公司不在台灣)(MUL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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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該公司是否為子公司，回答為是(樣本數：164)的樣本下，且為跨國

企業的廠商有 51 家，其產生的遺漏值(樣本數：1440)為非母企業子公司的

廠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公司所在縣市(MARLOC)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主要市場是在公司所在縣市的有 228 筆，否有

1376 筆。 

 主要市場是否包含全台灣地區(MARNAT)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答是有 1117 筆，否 487 筆。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範圍(未包含台灣)(INTL)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634 筆有包含，970 筆無包含。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GRO)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是的有 93 筆，否的有 1511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CUSB2B)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是的有 1220 筆，否的有 384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政府部門(CUSGMT)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是的有 201 筆，否的有 1403 筆。 

 主要客戶是否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是的有 539 筆，否的有 1065 筆。 

 公司是否成立於 93 年 1 月 1 日以後(ESTABL)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是的有 160 筆，否的有 1444 筆。 

 有銷售到大陸市場(MARCN)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的有 316 筆，沒有的有 1288 筆。 

 在大陸有公司員工(BRANCHCN) 

：在調查該公司在 95 年在大陸地區有無分支機構，總樣本數 1503 筆中有 153

筆有分支機構，1350 筆無分支機構，而其餘 101 筆為漏填、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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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CORCN)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是的有 66 筆，否的有 1538 筆。 

 

 

 

 非技術創新 

表六-67、 sm 資料庫廠商非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 本 平

均數 

樣 本 標

準差 

遺漏值 

管理創新 1604 583 1021 .3635 .48115 0 

行銷創新 

(M_INNOV) 
1604 371 1233 .23 .422 0 

組織創新 

(O_INNOV) 
1604 437 1167 .27 .445 0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

織創新 
1604 225 1379 .1403 .34738 0 

 

 管理創新 

：指有行銷創新與有組織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

有管理創新的有 583 筆，無者有 1021 筆。 

 行銷創新(M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6 行銷的創新裡有填答新方式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行銷創新的有 371 筆，無者有 1233 筆。 

 組織創新(O_INNOV) 

：指在 A 卷問項 Q9 組織的創新裡有填答有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

中，有組織創新的有 437 筆，無者有 1167 筆。 

 同時有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同時有行銷和組織創新的有 22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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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創新 

表六-68、 s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廣義技術創新

(TECH_INNVO)  
1604 563 1041 .35 .477 0 

同時廣義產品創

新及製程創新 
1604 183 1421 .1141 .31802 0 

 

 廣義技術創新(TECH_INNVO)  

：指在有廣義產品創新與有廣義製程創新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技術創新的有 563 筆，無的有 1041 筆。 

 同時廣義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同時廣義產品及製程創新的有 183 筆。 

 產品創新 

表六-69、sm 資料庫廠商產品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產品創新

(D_INNOV) 
1604 246 1358 .1534 .36045 0 

廣義產品創新

(DNEW_WIDE) 
1604 403 1201 .2512 .43387 0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1604 157 1447 .0979 .29725 0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1604 246 1358 .1534 .36045 0 

RD_產品 innovator 1604 193 1411 .1203 .32544 0 

RD_產品 imitator 1604 118 1486 .0736 .26114 0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1604 92 1512 .0574 .23260 0 

產品 innovative 1604 53 1551 .0330 .178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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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r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1604 39 1565 .0243 .15407 0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

己 RD 
1604 311 1293 .1939 .39547 0 

產品貨物模仿

(D_IMITA) 
1604 157 1447 .0979 .29725 0 

 

 狹義產品創新(D_INNOV)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狹義產品創新的有 246 筆。 

 廣義產品創新(DNEW_WIDE)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的有 403 筆。 

 產品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在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產品為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157 筆。 

 產品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在競爭公司前先推出新的產

品)。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產品為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246 筆。 

 RD_產品 innov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nnovator 的

有 193 筆。 

 RD_產品 imitator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的廠

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己 RD 的產品 imitator 的

有 11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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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

而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

行 RD 的有 92 筆。 

 

 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而言為創新

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53 筆。 

 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指沒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只對於該公司而言為創

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產品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產品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39 筆。 

 有廣義產品創新_自己 RD 

：指有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產品的新穎程度，對於市場或對該公司而

言為創新之至少一項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產品創新且自

己 RD 的有 311 筆。 

 產品貨物模仿(D_IMITA) 

：指產品的新穎程度對市場而言無創新，但對該公司而言為創新。在全部總

樣本 1604 筆中，有產品貨物模仿的有 157 筆。 

 

 製程創新 

表六-70、 sm 資料庫廠商製程創新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狹義製程創新 1604 214 1390 .1334 .340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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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_INNOV)  

廣義製程創新

(PNEW_WID E) 
1604 343 1261 .2138 .41014 0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1604 130 1474 .0810 .27299 0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1604 213 1391 .1328 .33946 0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

己 RD 
1604 268 1336 .1671 .37317 0 

RD_製程 innovator 1604 169 1435 .1054 .30711 0 

RD_製程 imitator 1604 99 1505 .0617 .24072 0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1604 75 1529 .0468 .21119 0 

製程innovative adopter 1604 44 1560 .0274 .16339 0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1604 31 1573 .0193 .13771 0 

製程模仿(P_IMITA) 1604 124 1480 .0773 .26716 0 

 

 狹義製程創新(P_INNOV)  

：指曾引進對該產業而言有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

程、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

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狹義製程創新的有 214 筆。 

 廣義製程創新(PNEW_WIDE) 

：指曾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生產製程、

運籌配送或補給維修、財務會計、資訊管理方法其有之一有者)。在全部總

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的有 343 筆。 

 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製程 Only new to the firm

的有 130 筆。 

 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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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

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製程 New to the firm and 

market 的有 213 筆。 

 有廣義製程創新_自己 RD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且公司曾進行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

且自己 RD 的有 268 筆。 

 RD_製程 innov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169 筆。 

 RD_製程 imitator 

：指公司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且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

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有廣義製程創新且自己 RD 的製程 innovator 有 99 筆。 

 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pure adoptor) 

：指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但公司未曾進

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的廠商。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

進行 RD 的有 75 筆。 

 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且曾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1604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nnovative adopter 的有 44 筆。 

 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指公司未曾進行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D)但曾有引進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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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創新而無對產業而言有創新的廠商。在全部總樣

本 1604 筆中，製程沒有自己進行 RD 且有製程 imitative adopter 的有 31 筆。 

 製程模仿(P_IMITA) 

：指公司未曾引進對產業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的製程但曾引進

對公司而言在技術上是全新的或大幅改良過的製程的。在全部總樣本 1604 筆

中，有製程模仿的有 124 筆。 

 

 創新類型 

表六-71、 sm 資料庫廠商創新類型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製造商(OEM) 563 319 244 0.5666 0.49598 0 

設計製造商(ODM) 563 248 315 0.4405 0.49689 0 

有自有品牌者(OB) 563 179 384 0.3179 0.46609 0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

(不代工且外包給別

人)(OBNM) 

563 11 552 0.0195 0.13853 0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

牌商(OBMED) 
563 42 521 0.0746 0.26298 0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

的品牌商(OBNED) 
563 71 492 0.1261 0.33227 0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

的品牌商(OBED) 
563 83 480 0.1474 0.35484 0 

純代工製造(OEMG) 563 179 384 0.3179 0.46609 0 

純設計無製造

(ODMG) 
563 168 395 0.2984 0.45796 0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

(OBG) 
563 82 481 0.1456 0.35307 0 

代工設計無製造

(ODNE) 
563 95 468 0.1687 0.37485 0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

造代工(ODE) 
563 73 490 0.1297 0.336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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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商(OEM) 

：指依據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及所提供的生產流程與設備來生產新的產品

或依顧客所設計的產品規格來生產新的產品；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

及設備。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製造商的有 319 筆。 

 設計製造商(ODM) 

：指與顧客協力設計各項產品的規格；公司可自行研發改善生產流程及設備

以降低成本或自行設計各項產品規格供顧客挑選下單。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

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設計製造商的有 248 筆。 

 有自有品牌者(OB) 

：指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

或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自有品牌者的有 179 筆。 

 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不代工且外包給別人)(OBNM) 

：指無 OEM 及 ODM、OBM 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

生產流程，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

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無製造活動的品牌商的有 11 筆。 

 有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OBMED) 

：指為 OEM 或 ODM 且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流程，

但外包給 OEM 生產或挑選、外包給 ODM 設計、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

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外包又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42 筆。 

  有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OBNED) 

：指無 OEM、ODM 活動但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

產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

製造活動但不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7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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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製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OBED) 

：指為有 OEM、ODM 且有依據自有品牌的定位，自行研發產品規格及生產

流程，並自行製造生產。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為有製

造活動也有代工的品牌商的有 83 筆。 

 

 純代工製造(OEMG) 

：指為 OEM 且無 OB 及 ODM 的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

動類型為純代工製造的有 179 筆。 

 純設計無製造(ODMG) 

：指有 ODM 活動但無 OB 活動。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型

為純設計無製造的有 168 筆。 

 有品牌沒幫人代工(OBG) 

：指有 OBNM 或 OBNED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動類

型為有品牌沒幫人代工的有 82 筆。 

 代工設計無製造(ODNE) 

：指有 ODM 活動且無 OB 及 OEM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

新活動類型為代工設計無製造的有 95 筆。 

 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ODE) 

：指有 ODMG 活動且無 ODNE 活動者。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樣本裡，創新活

動類型為同時做設計代工和製造代工的有 73 筆。 

 技術創新活動 

表六-72、 sm 資料庫廠商技術創新活動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間斷地

(2) 

持續地

(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RRDINENG) 
563 80 344 139 .90 .6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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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

發(RRDEX) 
563 136 427 0.24 0.428 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

的技術(RMAC) 
563 318 245 0.56 0.496 0 

取得外部知識(ROEX) 563 260 303 0.46 0.499 0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 

：指在公司內部以系統方法為依據所作的創造性工作，其目的在增進知識累

積，並能夠利用此知識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在全部樣本 563 筆中，有持續

地研發有 344 筆，間斷地研發有 80 筆，無的有 139 筆。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指研發活動委託其他單位代為進行。在全部總樣本 563 筆中，有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構研發的有 136 筆，無的有 427 筆。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指取得先進的機器、設備與電腦軟硬體，以開發新的或大幅改良的產品、

製程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在全部總樣本 563 筆中，有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

的技術的有 318 筆，無的有 245 筆。 

 取得外部知識(ROEX) 

：指向其他單位取得授權或購買專利或非專利的發明、技術、及任何形式的

知，以開發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製程。在全部總樣本 563 筆中，有取得外部知

識的有 260 筆，無的有 303 筆。 

 

 政策變數 

表六-73、 sm 資料庫廠商政策變數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 473 87 386 0.18 0.38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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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MT)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大部分不會進行

創新(INAB) 

87 1 86 0.01 0.107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選擇原計畫中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

進行(INRISK) 

87 21 66 0.24 0.43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原訂計畫各部分

都會做，但會以較小

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 

87 20 67 0.23 0.423 0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

下，會按照原訂計畫

進行(INSAME) 

87 65 22 0.75 0.437 0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

院校(SUNI) 
563 126 437 0.47 0.953 0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

或公眾研究機構

(SGMT) 

563 132 431 0.48 0.951 0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

教育機構共同進行

創新活動(COUNI) 

563 38 525 0.12 0.494 0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

究機構共同進行創

新活動(COGMT) 

563 39 524 0.12 0.491 0 

變數 樣本

個數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全距 極大值 極小值 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563 2.3108 3.21656 12 12 0 0 

 

 曾獲中央政府資助(FUNGMT) 

：指在 93-95 年間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包括政府各部會)的資助(含減稅、

抵稅、貸款、補助款等)。在有技術創新的廠商 563 家中，曾有獲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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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創新的有 87 筆，無的有 386 筆，其餘 90 筆為漏答、遺漏的遺漏值。 

 PUBISP(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指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自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科學或商業期刊、雜

誌或專業與產業學會、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的平均值。在有技

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有從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 資訊來源的有 255 筆，無

的有 308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INAB)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87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大部分不會進行創新的有 1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86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INRISK)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87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選擇原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有 21 筆，選擇其他

方式的 66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INLOW)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87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原訂計畫各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有

20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67 筆。 

 沒有中央政府資助下，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受中央政府創新資助 87 筆中，如沒有中

央政府資助，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有 65 筆，選擇其他方式的 22 筆。 

 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SUNI)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大專院校的有 126 筆，無的有

437 筆。 

 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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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創新資訊來自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的有 132

筆，無的有 431 筆。 

 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UNI)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

動的有 38 筆，無的有 525 筆。 

 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COGMT)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的有 39 筆，無的有 524 筆。 

 

 創新保護措施 

表六-74、 sm 資料庫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值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 
563 216 347 .52 .767 0 

申請新式樣專利

(PRODSG) 
563 208 355 .52 .785 0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563 155 408 .41 .774 0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563 81 482 .23 .621 0 

保密措施(PROSEC) 563 201 362 .49 .758 0 

增加設計複雜性

(PRODES) 
563 131 432 .39 .791 0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563 173 390 .47 .785 0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

(PROMAT) 
563 129 434 .36 .745 0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PROCOM) 
563 149 414 .45 .852 0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

(PROUPD) 
563 152 411 .45 .833 0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

專家(PROEXP) 
563 172 391 .48 .8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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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連鎖加盟(PROLIC) 563 58 505 .18 .596 0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保護措施的有

216 筆，無此措施的有 347 筆。 

 申請新式樣專利(PRDSG)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新新式樣專利保護措施的有 208 筆，

無此措施的有 355 筆。 

 申請註冊商標(PROTM)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註冊商標保護措施的有 155 筆，無

此措施的有 408 筆。 

 申請著作權/版權(PROCP)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申請著作權/版權保護措施的有 81 筆，

無此措施的有 482 筆。 

 保密措施(PROSEC)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保密措施保護措施的有 201 筆，無此措

施的有 362 筆。 

 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增加設計複雜性保護措施的有 131 筆，

無此措施的有 432 筆。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保

護措施的有 173 筆，無此措施的有 390 筆。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保護措施的有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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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無此措施的有 434 筆。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PROCOM)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保護措施的有

149 筆，無此措施的有 414 筆。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PROUPD)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

保護措施的有 152 筆，無此措施的有 411 筆。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保護措施的

有 172 筆，無此措施的有 391 筆。 

 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PROLIC)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採用推動連鎖加盟保護措施的有 58 筆，無

此措施的有 505 筆。 

 

 申請專利目的 

表六-75、 sm 資料庫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統計 

變數 樣本

個數 

是(1) 否(0) 樣本平

均數 

樣本標

準差 

遺漏

值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

人模仿(PUIMITAT) 
273 195 78 .90 .740 290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

對手發展(PUDELAY) 
273 119 154 .59 .795 290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273 56 217 .35 .777 290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273 141 132 .65 .722 290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PDER) 273 137 136 .67 .795 290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273 119 154 .64 .859 290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

(PUEVA) 
273 83 190 .55 .947 290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273 116 157 .64 .88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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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專業人才(PUPRO) 273 88 185 .53 .887 290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

(PULIC) 
273 43 230 .27 .701 290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MITAT)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的有 195 筆，無的有 78 筆，290 筆遺

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PUDELAY)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知

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有 119 筆，無的有 154 筆，290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作

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的有 56 筆，無的有 217 筆，290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

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避

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的有 141 筆，無的有 132 筆，290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以取得顧客訂單的有 137 筆，無的有 136 筆，290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

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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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使

顧客不容易轉單的有 119 筆，無的有 154 筆，290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

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PUEVA)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做

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有 83 筆，無的有 190 筆，290 筆遺漏值為

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增

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的有 116 筆，無的有 157 筆，290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

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吸引專業人才(PUPRO)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吸

引專業人才的有 88 筆，無的有 185 筆，290 筆遺漏值為未曾申請專利者。 

 申請專利的目的，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在有技術創新 563 筆廠商裡，曾申請專利 273 筆中，申請專利的目的在用

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有 43 筆，無的有 230 筆，290 筆遺漏值為

未曾申請專利者。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本章節將綜合前幾章敘述統計，包括主要客戶來源、營運模式、創新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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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來源、創新政策影響、補貼政策的附加性、創新保護措施、申請專利目

的、廠商在大陸的佈局及廠商合作創新的大陸機構等方面，按照各個資料庫樣本

總數來求算百分比，再分別從橫向面及縱向面綜合分析比較。但因下列各題分析

是複選題的關係，因此縱向加總的百分比並不是 100%。 

 

表六-76、 廠商主要客戶來源綜合統計 

主要客戶

來源 

TT 

(10017)
1 

MM SS 

mm(2240)
1 ms(2323)

1 sm(1604)
1 ss(3850)

1 

個數 百分比
2
 個數 百分比

2 
個數 百分比

2 
個數 百分比

2 
個數 百分比

2 

CUSGRO 

(母企業之其

他公司) 

888 8.86% 188 8.39% 250 10.76% 93 5.80% 357 9.27% 

CUSB2B 

(非母企業之

其他公司) 

6851 68.39% 1871 83.53% 1628 70.08% 1220 76.06% 2132 55.38%

CUSGMT 

(政府部門) 
1613 16.10% 169 7.54% 405 17.43% 201 12.53% 838 21.77%

CUSB2C 

(一般消費者) 
3913 39.06% 460 20.54% 764 32.89% 539 33.60% 2150 55.84%

 

由上表可知，從整體廠商看來，各廠商的主要客戶來源集中在「非母企業的

其他公司」。而分別觀察製造業及服務業的話，製造業主要客戶來源集中在「非

母企業之其他公司」，其次是「一般消費者」；服務業主要客戶來源則集中在「一

般消費者」，其次是「非母企業之其他公司」。從橫向面看來，廠商由製造業類型

到服務業類型，在廠商主要客戶來源為「一般消費者」，明顯有遞增趨勢。亦即

越趨向為服務業的廠商，其主要客戶來源越趨向為自「一般消費者」。 

 

 

                                                       
1  ◎指該資料庫總樣本數。 
2  ◎百分比：(各資料庫個數/各資料庫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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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77、 營運模式(OEM/ODM/OB)綜合統計 

營運模式 

TT 

(3575)
3 

MM SS 

mm(831)
3 ms(975)

3 sm(563)
3 ss(1206)

3 

個數 百分比
4
 個數 百分比

4
個數 百分比

4
個數 百分比

4 
個數 百分比

4 

OEM 

(製造商) 
1803 50.43% 482 58.00% 510 52.31% 319 56.66% 492 40.80%

ODM 

(設計製造商) 
1628 45.54% 435 52.35% 480 49.23% 248 44.05% 465 38.56%

OB 

(有自有品牌

者) 

1225 34.27% 275 33.09% 341 34.97% 179 31.79% 430 35.66%

 

由上表比較廠商的營運模式，在整體的廠商裡以「製造商(OEM)」占絕大部

分，其次是「設計製造商(ODM)」。而從製造業看來，營運模式屬於「製造商(OEM)」

的在有創新的廠商中所佔比例相對於 ODM、OB 的比例為高，服務業看來它趨勢

亦是如此。從橫向面看來，廠商由製造業類型到服務業類型，在廠商營運模式為

「設計製造商(ODM)」，明顯有遞減趨勢。亦即越趨向為製造業的廠商，其廠商

營運模式越趨向為「設計製造商(ODM)」。 

 

表六-78、 廠商創新類型綜合統計 

創新類型 
TT 

(10017)
5 

MM SS 

mm(2240)
5 ms(2323)

5 sm(1604)
5 ss(3850)

5 

                                                       
3  ◎指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 
4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100%。 

5
 ◎指該資料庫的總樣本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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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數 百分比
6
 個數 百分比

6 
個數 百分比

6 
個數 百分比

6 
個數 百分比

6 

D_INNOV 

(產品創新) 
1607 16.04% 364 16.25% 454 19.54% 246 15.34% 543 14.10% 

P_INNOV 

(製程創新) 
1324 13.22% 317 14.15% 395 17.00% 214 13.34% 398 10.34% 

M_INNOV 

(行銷創新) 
2411 24.23% 454 20.27% 641 27.59% 371 23.13% 961 24.96% 

O_INNOV 

(組織創新) 
3455 34.49% 639 28.53% 982 42.27% 437 27.24% 1397 36.29% 

D_IMITA 

(產品模仿) 
915 9.13% 191 8.53% 250 10.76% 157 9.79% 317 8.23% 

P_IMITA 

(製程模仿) 
1035 10.33% 230 10.27% 302 13.00% 124 7.73% 372 9.66% 

 

由上表比較六種廠商的創新類型，在整體的廠商裡比較「管理創新」上，以

進行「組織創新」的比例較進行「行銷創新」來得高；比較「非管理創新」上，

則以進行「產品創新」的比例較進行「製程創新」來得高；在「模仿方面」，進

行「製程模仿」則較進行「產品模仿」來的多。細分地，從製造業或服務業看來

亦跟整體的情況相同。 

 

表六-79、 廠商創新技術來源綜合統計 

創新技術

來源 

TT 

(3575)
7 

MM SS 

mm(831)
7 ms(975)

7 sm(563)
7 ss(1206)

7 

個數 百分比
8
 個數 百分比

8 
個數 百分比

8 
個數 百分比

8 
個數 百分比

8 

RRDINENG 

(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 

2729 76.34% 673 80.99% 809 82.97% 424 75.31% 823 68.24% 

RRDEX 

(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 

1002 28.03% 245 29.48% 293 30.05% 136 24.16% 328 27.20% 

                                                       
6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的總樣本數)*100%。 

7  ◎指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 
8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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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C 

(取得機器、設備

與軟體的技術) 

1933 54.07% 457 54.99% 574 58.87% 318 56.48% 584 48.42% 

ROEX 

(取得外部知識) 

1844 51.58% 415 49.94% 547 56.10% 260 46.18% 622 51.58% 

 

由上表廠商創新技術來源比較，從整體的廠商看來，以來自「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的比例為最高，其次是「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個別地，觀察製造業

的創新技術來源情形亦跟整體廠商的情形相同；但觀察服務業的創新來源，以集

中自「公司內的研發活動」最高，其次則是自「取得外部知識」來源。 

 

表六-80、 廠商創新政策影響綜合統計 

創新政策

影響 

TT 

(3575)
9 

MM SS 

mm(831)
9 ms(975)

9 sm(563)
9 ss(1206)

9 

個數 百分比
10
 個數 百分比

10 
個數 百分比

10 
個數 百分比

10 
個數 百分比

10 

FUNGMT 

(曾獲中央政

府資助) 

457 12.16% 186 22.38% 179 18.36% 87 15.45% 5 0.41% 

SUNI 

(資訊來自大

專院校) 

1160 30.88% 249 29.96% 396 40.62% 126 22.38% 389 32.26% 

SGMT 

(資訊來自政

府或公眾研

究機構) 

1250 33.27% 253 30.45% 428 43.90% 132 23.45% 437 36.24% 

COUNI 

(與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育

機構共同創

新) 

446 11.87% 103 12.39% 141 14.46% 38 6.75% 164 13.60% 

COGMT 407 10.83% 75 9.03% 124 12.72% 39 6.93% 169 14.01% 

                                                       
9
  ◎指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 

10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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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機

構共同創新) 

 

由上表知，從整體調查廠商看來，廠商創新政策的影響，以「創新資訊來自

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較來自「大專院校」多；「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共同創新較「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合作多。從製造業看來，創新政策的影

響亦與整體情形相同一致；從服務業看來，與整體情形較不同的是「與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機構」合作創新較「與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來得多。另外，比較

製造業與服務業曾獲中央政府資助的情形，明顯地製造業比服務業來得多。從橫

向面看來，廠商由製造業類型到服務業類型，在曾獲中央政府資助上，明顯有遞

減趨勢。亦即越趨向為製造業的廠商，其廠商創新政策越會向政府申請補助。 

 

表六-81、 廠商補貼政策的附加性綜合統計 

補貼政策的附

加性 

TT 

(457)
11 

MM SS 

mm(186)
11 ms(179)

11 sm(87)
11 ss(5)

11 

個數 百分比
12
 個數 百分比

12 
個數 百分比

12 
個數 百分比

12 
個數 百分比

12 

INAB 

(大部分不會進行) 
13 2.84% 6 3.23% 5 2.79% 1 1.15% 1 20% 

INRISK 

(選擇風險較小的

來進行) 

148 32.39% 63 33.87% 62 34.64% 21 24.14% 2 40% 

INLOW 

(以較小的預算規

模進行) 

140 30.63% 60 32.26% 59 32.96% 20 22.99% 1 20% 

INSAME 

(按照計畫進行) 
295 64.55% 116 62.37% 113 63.13% 65 74.71% 1 20% 

 

由上表比較廠商補貼政策的附加性，在整體的廠商裡有接受政府補貼的廠

                                                       
11
 ◎指該資料庫廠商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資助的總樣本數。 

12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資助的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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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沒有補貼時對原創新活動計畫的處置，以「按照原訂計畫進行」的比例較

高，其次是「選擇風險較小的來進行」。在製造業裡有接受政府補貼的廠商，在

沒有補貼時對原創新活動計畫的處置較趨向選擇「按照原訂計畫進行」創新；而

服務業裡則「選擇風險較小的來進行」。 

 

表六-82、 廠商創新保護措施綜合統計 

創新保護

措施 

TT 

(3575)
13 

MM SS 

mm(831)
13 ms(975)

13 sm(563)
13 ss(1206)

13 

個數 百分比
14
 個數 百分比

14 
個數 百分比

14 
個數 百分比

14 
個數 百分比

14 

PROPAT 

(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利

權) 

1610 45.03% 377 45.37% 442 45.33% 216 38.37% 575 47.68% 

PROTM 

(申請註冊商

標) 

1368 38.27% 288 34.66% 369 37.85% 155 27.53% 556 46.10% 

PROSEC 

(保密措施) 
1718 48.06% 368 44.28% 483 49.54% 201 35.70% 666 55.22% 

PROTIM 

(比競爭者搶先

推出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 

1617 45.23% 343 41.28% 450 46.15% 173 30.73% 651 53.98% 

PROCOM 

(提供配套的

服務或原料) 

1486 41.57% 291 35.02% 407 41.74% 149 26.47% 639 52.99% 

 

由上表比較廠商創新保護指施知，在整體廠商而言，以採取「保密措施」為

最多，其次是「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及「申請新發明、新型專

利權」。而就製造業而言，保護創新的措施較選擇「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的方式，而服務業則較多選擇「保密措施」。 

                                                       
13
 ◎指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 

14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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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83、 廠商曾申請專利的綜合統計 

 

TT 

(3575)
15 

MM SS 

mm(831)
15 ms(975)

15 sm(563)
15 ss(1206)

15 

個數 百分比
16
 個數 百分比

16 
個數 百分比

16 
個數 百分比

16 
個數 百分比

16 

曾申請專

利廠商 
1678 46.94% 465 55.96% 546 56.00% 273 48.49% 394 32.67% 

 

由上表知，比較製造業與服務業曾申請專利情形，製造業申請專利的比例顯

然高於服務業。 

 

表六-84  廠商申請專利目的綜合統計 

申請專利

目的 

TT 

(1678)
17 

MM SS 

mm(465)
17 ms(546)

17 sm(273)
17 ss(394)

17 

個數 百分比
18
 個數 百分比

18 
個數 百分比

18 
個數 百分比

18 
個數 百分比

18 

PUIMITA 

(用來生產

獨特設備或

組件，排除

他人模仿) 

1292 77.00% 365 78.49% 446 81.68% 195 71.43% 286 72.59% 

PUDELAY 

(遲滯對手

發展) 

949 56.56% 264 56.77% 324 59.34% 119 43.59% 242 61.42% 

PUEXG 515 30.69% 142 30.54% 173 31.68% 56 20.51% 144 36.55% 

                                                       
15
 ◎指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 

16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100%。 

17
 ◎指該資料庫廠商有技術創新的總樣本數。 

18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有技術創新的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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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技術交

換協商基礎) 

PUPRO 

(避免被控

侵權) 

1095 65.26% 298 64.09% 372 68.13% 141 51.65% 284 72.08% 

PUORDER 

(取得顧客

訂單) 

978 58.28% 258 55.48% 324 59.34% 137 50.18% 259 65.74% 

PUSWITCH 

(使顧客不

容易轉單) 

907 54.05% 250 53.76% 310 56.78% 119 43.59% 228 57.87% 

PUEVA 

(做為內部研

發人員考評

的客觀依據) 

744 44.34% 193 41.51% 263 48.17% 83 30.40% 205 52.03% 

PUREP 

(增加商

譽，以提高

公司股價) 

774 46.13% 194 41.72% 244 44.69% 116 42.49% 220 55.84% 

PUPRO 

(吸引專業

人才) 

748 44.58% 199 42.80% 249 45.60% 88 32.23% 212 53.81% 

PULIC 

(用來授權給

其他廠商，取

得授權金) 

372 22.17% 92 19.78% 130 23.81% 43 15.75% 107 27.16% 

 

由上表比較廠商申請專利的目的可看出，就整體廠商而言，申請專利的目的

以「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為最多，其次是「避免被控侵權」。

而就製造業而言，申請專利的目的較多是「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

模仿」；服務業而言，則是較多「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及

「避免被控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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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85、 廠商與大陸合作關係綜合統計 

廠商在大

陸的佈局 

TT 

(10017)
19 

MM SS 

mm(2240)
19 ms(2323)

19 sm(1604)
19 ss(3850)

19 

個數 百分比
20
 個數 百分比

20 
個數 百分比

20 
個數 百分比

20 
個數 百分比

20 

MARCN 

(主要市場於

中國大陸) 

1825 18.22% 623 27.81% 537 23.12% 316 19.70% 349 9.06% 

BRANCN 

(在大陸有

公司員工) 

904 9.02% 271 12.10% 333 14.33% 153 9.54% 147 3.82% 

CORCN 

(跟大陸單機構

進行合作研發) 

489 4.88% 152 6.79% 179 7.71% 66 4.11% 92 2.39% 

 

由上表比較廠商在大陸的佈局，製造業主要市場於中國大陸的比例明顯高於

服務業。與大陸單機構進行合作研發方面，製造業亦高於服務業。由此可知，製

造業在與大陸合作關係上相較服務業頻繁。從橫向面看來，廠商由製造業類型到

服務業類型，其主要市場於中國大陸者，有明顯遞減趨勢。亦即越趨向為製造業

的廠商，其廠商主要市場越多於中國大陸。 

 

表六-86、 廠商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綜合統計 

合作創新的 TT MM SS 

                                                       
19  ◎指該資料庫廠商有進行創新的總樣本數。 
20  ◎百分比：(各資料庫個數/各資料庫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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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489)
21 mm(152)

21 ms(179)
21 sm(66)

21 ss(92)
21 

個數 百分比
22
 個數 百分比

22
個數 百分比

22
個數 百分比

22 
個數 百分比

22

母企業之下的其

他子公司 
187 38.24% 58 38.16% 67 37.43% 23 34.85% 39 42.39%

設備、材料或軟

體供應商 
133 27.20% 40 26.32% 37 20.67% 15 22.73% 41 44.57%

客戶或消費者 188 38.45% 63 41.45% 74 41.34% 25 37.88% 26 28.26%

競爭者 89 18.20% 29 19.08% 47 26.26% 7 10.61% 6 6.52%

顧問、私人營利

實驗室或研發機

構 

35 7.16% 9 5.92% 15 8.38% 4 6.06% 7 7.61%

異業公司之研發

單位或實驗室 
27 5.52% 10 6.58% 4 2.23% 4 6.06% 9 9.78%

大學或其他高等

教育機構 
6 1.23% 6 3.95% 0 0.00% 0 0.00% 0 0.00%

政府或非營利研

究機構 
10 2.04% 2 1.32% 4 2.23% 0 0.00% 4 4.35%

 

由上表比較與大陸機構合作創新的對象知，就整體廠商而言，創新合作的對

象以「客戶或消費者」為多，其次是「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就製造業而

言，以「客戶或消費者」居多，其次是「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而服務業

則以「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居多，其次是「母企業之下的其他子公司」。

從橫向面看來，廠商由製造業類型到服務業類型，其合作創新的對象為「客戶或

消費者」，有遞減趨勢，亦即越趨向為製造業的廠商，其廠商合作創新的對象越

趨向為客戶或消費者。 

                                                       
21  ◎指該資料庫廠商跟大陸機構合作研發的總樣本數。 
22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資料庫廠商跟大陸機構合作研發的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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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灣廠商創新概論 

 

第一節 整體分析 

 

1-1 創新及模仿模型（一）：廠商是否會進行創新？ 

  TT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10,017 筆，創新模仿模型（一）即針對此 10,017 筆

資料進行分析。表七‐1、表七‐2 為各項創新及模仿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

有創新/模仿行為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之百分比。 

 

表七-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TT / 10,017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有創新/模仿

之個數 
1,607  915  1,324  1,035  2,427  3,455 

所佔比重  16%  9.1%  13.2%  10.3%  24.2%  34.5% 

 

表七-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TT / 10,017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產品創新 1607 

百分比 16.04% 

產品模仿 0 915 

百分比 0.00% 9.13% 

製程創新 648 186 1324 

百分比 6.47% 1.86% 13.22% 

製程模仿 273 199 0 1035 

百分比 2.73% 1.99% 0.00% 10.33% 

行銷創新 876 439 726 447 2427 

百分比 8.75% 4.38% 7.25% 4.46% 24.23% 

組織創新 1053 559 906 705 1717 3455 

百分比 10.51% 5.58% 9.04% 7.04% 17.14%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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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六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

（M_INNOV）、組織創新（O_INNOV）。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

（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屬於跨國企業（MULTIN）；主要市場變

數：MARLOC、MARNAT、INTL；主要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

CUSB2C；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和大陸之關係：MARCN、

BRANCHCN。分析結果如表七‐3 所示，而表七‐4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七-3 TT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Size 0.0215334*** 0.0186567*** 0.0201985*** 0.0148649*** 0.0217477*** 0.0465948***

Size_R -.0000781*** -.000079*** -.0000659*** -.0000428*** -.0000729*** -.0001428***

HO 0.2089308*** 0.1168102** 0.2227961*** 0.1763434*** 0.2856636*** 0.5493678***

MULTINN -0.0482338 -0.1419632 -.1957693** -0.1436743 -0.0162315 -.1771238**

MARLOC -.2362719*** -.0983776* -.3146701*** -.1156228** -.2610865*** -.3123724***

MARNAT 0.0716871* 0.0518997 0.0086187 0.0756412* 0.1791313*** 0.1536018***

INTL 0.1329823*** 0.0752704*** 0.1209714*** 0.0949768*** 0.1450997*** 0.1517899***

CUSGRO 0.1656306*** 0.1143167* 0.1099693** 0.3043782*** 0.1610118*** 0.2915488***

CUSB2B 0.0444981 0.0872716* 0.0566214 0.0451421 0.1151943*** -0.0296153 

CUSGMT 0.0501439 -.090865* -.156786*** 0.0531933 -0.0187916 0.0552527 

CUSB2C 0.1422192*** 0.1128969** 0.18133*** -.0913593** 0.5339146*** 0.1752266***

ESTABL 0.0344687 -.1427473** -0.0510348 -0.0917686 -0.0076412 -.1468547***

MARCN 0.0266719 -0.0098459 -0.0426441 -0.0197187 -.0864894* 0.0367504 

BRANCHCN 0.4250133*** 0.2614996*** 0.309936*** 0.3796833*** 0.525447*** 0.6444276***

_cons -1.379428*** -1.5971*** -1.378956*** -1.519841*** -1.351833*** -0.8996587***

 

表七-4 TT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4 Rho5 

Rho/2 -0.226751***         

Rho/3 0.5050333*** 0.0731183***       

Rho/4 0.1133931*** 0.1705611*** -0.208594***     

Rho/5 0.4113247*** 0.2048047*** 0.4170579*** 0.2059497***   

Rho/6 0.3531543*** 0.1933838*** 0.379864*** 0.2816882*** 0.5498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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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10017         

Log likelihood -22705.452         

Wald χ2 (84) 2593.52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6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62 = 

rho43 = rho53 = rho63 = rho54 = rho64 = rho65 = 0: χ2 (15) =3882.51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 & Size_R） 

如果公司規模愈大，則較易進行產品創新(0.0215)、產品模仿(0.0186)、製程   

創新(0.0201)、製程模仿(0.0148)、行銷創新(0.0217)、組織創新(0.0465)。若

將公司規模的平方項一併考慮進來，可以發現這些達到顯著之公司，如果規

模愈大，愈會從事創新／模仿活動，但是隨著規模的增加，邊際效果則會遞

減。 

 為母公司集團之子公司（HO） 

屬於此種類型之公司，較會進行產品創新(0.2089)、產品模仿(0.1168)、製程     

創新(0.2227)、製程模仿(0.1763)、行銷創新(0.2856)及組織創新(0.5493)。 

 跨國公司（MULTIN） 

  屬於此種類型的公司，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957)、組織創新(‐0.1771)。 

 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MARLOC） 

  這類型的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2362)、產品模仿(‐0.0983)、製程創新

(‐0.3146)、製程模仿(‐0.1156)、行銷創新(‐0.2610)及組織創新(‐0.3123)。 

 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MARNAT） 

屬於此類型的公司，較會進行產品創新(0.0716)、製程模仿(0.0756)、行銷創  新

(0.1791)、組織創新(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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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公司市場範圍愈廣，較會進行產品創新(0.1329)、產品模仿(0.0752)、製程創   

新(0.1209)、製程模仿(0.0949)、行銷創新(0.1450)、組織創新(0.1517)。 

 主要顧客包含母集團企業之其他子公司（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656）、產品模仿（0.1143）、製程創新

（0.1099）、製程模仿（0.3043）、行銷創新（0.1610）、組織創新（0.2915）。 

 主要顧客包含其他企業（CUSB2B） 

  這類型的廠商較會進行產品模仿(0.0872)、行銷創新(0.1151)。 

 主要顧客包含政府單位（CUSGMT） 

  這類型的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0908）製程創新(‐0.1567)。 

 主要顧客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這類型的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422)、產品模仿(0.1128)、製程創新

(0.1813)、行銷創新(0.5339)、組織創新(0.1752)。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

(‐0.0913)。 

 公司在近幾年成立（ESTABL） 

  這類型的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1427）、組織創新(‐0.1468) 

 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行銷創新（‐0.0864）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這類型的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4250)、產品模仿(0.2614)、製程創新 

(0.3099)、製程模仿(0.3796)、行銷創新(0.5254)以及組織創新(0.6444)。 

 

小結 

 產品創新 

  會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具有以下的特徵：在公司基本性質方面：規模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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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會進行產品創新，但是增加的幅度是遞減的（倒 U 型）；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

公司。主要市場方面：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不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而國

際市場範圍愈大的廠商愈會進行產品創新。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企業內之

其他子企業、一般消費大眾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產品模仿 

  從事產品模仿的廠商，具有以下特徵。公司基本性質方面：規模愈大，愈會

進行產品模仿，但是增加的幅度是遞減的（倒 U 型）、為母集團之子企業。市場

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產品模仿，較不會以當地市場坐為主要市

場；主要顧客包含母集團內之其他子企業、一般企業、一般消費大眾。不為近幾

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創新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規模愈大，愈會進行產品模仿，

但是增加的幅度是遞減的（倒 U 型）、為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不為跨國公司；

主要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製程創新，而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

主要市場。主要顧客包含母集團之其他子企業、一般消費大眾，而較不會以政府

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模仿 

  從事製程模仿的廠商，具有以下特徵：規模愈大，愈會進行產品模仿，但是

增加的幅度是遞減的（倒 U 型）、為母集團之子企業；主要市場方面，會以全國

為主要市場，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製程創新，而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

要市場。主要顧客包含同一母集團之其他子公司，較不包含一般消費大眾。在大

陸設有分支機構。 

 行銷創新 

  從事行銷創新的廠商，具有以下特徵：公司基本性質方面：規模愈大，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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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產品模仿，但是增加的幅度是遞減的（倒 U 型）、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

主要市場：包括全國市場，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行銷創新，而較不會以

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包含母集團企業內的其他廠商、一般廠商和一

般消費者；不以大陸為主要市場，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組織創新 

從事組織創新的廠商，具有以下特徵：規模愈大，愈會進行組織創新，但是 

增加的幅度是遞減的（倒 U 型）、為母集團之子企業、不屬於跨國公司；不為新

創公司；主要市場：包括全國市場，而國際市場範圍愈大之廠商，愈會進行組織

創新，而較不包含當地市場。主要顧客：包含同一母集團下之其他子企業、一般

消費大眾。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4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2267），和製程創新

（0.5050）、製程模仿（0.1133）、行銷創新（0.4113）、組織創新（0.3531）之間

為正相關。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4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0.0731）、製程模仿（0.1705）、行銷

創新（0.2048）、組織創新（0.1933）之間的殘差項為正相關。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4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2085），和行銷創新

（0.4170）、組織創新（0.3798）之間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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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模仿（P_IMITA） 

  從表七‐4 得知，製程模仿和行銷創新（0.2059）、組織創新（0.2816）之間

為正相關。 

 行銷創新（M_INNOV） 

  從表七‐4 得知，行銷創新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5498）。 

 

1-2 創新及模仿模型（二）： 

－創新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 

  TT 資料庫可以用「是否有進行技術創新」這項變數，將資料庫中的廠商分

為兩類：第一類為「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以及第二類「完全無技術創

新之廠商」。在創新模仿模型（二）中，對「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進行

分析，以了解這些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模仿。表七‐5、表七‐6 列出「至

少有一項創新」的 3,575 家廠商中，進行的創新／模仿活動的次數分配及比例。 

 

表七-5 TT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TT / 3,575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有創新/模仿之個數  1,607  915  1,324  1,035 

所佔比重  44.9%  25.5%  13.2%  28.9% 

 

表七-6 TT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 

TT / 3,575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產品創新 1607 

百分比 44.95% 

產品模仿 0 915 

百分比 0.00% 25.59% 

製程創新  648 186 1324 

百分比 18.13% 5.20% 37.03% 

製程模仿  273 199 0 1035 

百分比 7.64% 5.57% 0.00%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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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四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X 變數的部

分，除了創新模仿模型（一）所放入的變數之外，尚包括與大陸合作研發

（CORCN）；營運價值鏈：OEM、ODM、OB；創新來源：RRDINENG、RRDEX、RMAC、

ROEX；資訊及政策變數：SUNI、SGMT、PUBISP、FUNGMT；合作研發對象：COUNI、

COGMT；廠商獲利機制：PROPAT、PRODSG、PROTM、PROCP、PROSEC、PRODES、

PROTIM、PROMAT、PROCOM、PROUPD、PROEXP、PROLIC。分析結果如表七‐7

所示，而表七‐8 則列出了 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因為分析之需要，本模型

之 X 變數並未放入「是否為跨國企業」（MULTIN）。 

 

表七-7 TT 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Size 0.0050769* 0.0044315 0.0070302** 0.0016554 

Size_R -0.0000261* -0.0000111 -0.0000301** 2.65E-07 

HO 0.0735017 -0.0933028 0.0785334 -0.0334759 

MARLOC 0.0535114 0.1121779 -0.0904751 0.1367484* 

MARNAT 0.027703 0.0059662 -0.0283912 -0.0130178 

INTL 0.0038952 -0.0205849 -0.0062469 -0.0072241 

CUSGRO -0.0945357 -0.0099846 -0.1499991** 0.1892991*** 

CUSB2B -0.0280812 0.0523208 -0.0446546 -0.0028576 

CUSGMT 0.1372326** -0.1176784* -0.197597*** 0.1275213** 

CUSB2C 0.0665684 0.0559511 0.1495317*** -0.2794786*** 

ESTABL 0.1312507 -0.1421428 -0.0478406 -0.039805 

MARCN 0.062003 0.009498 -0.0305552 0.0190135 

BRANCHCN 0.0300637 0.0207736 -0.0944227 0.1296124** 

CORCN 0.0172727 -0.0933249 0.2954296*** -0.026572 

OEM -0.0525444 0.0122556 -0.0534519 0.0935942** 

ODM 0.0662794 -0.0996539** 0.2021392*** -0.086392** 

OB -0.0707898 0.1275119*** 0.0402206 0.0863902* 

RRDINENG 0.2516581*** 0.0529268 0.1356928** -0.2239014*** 

RRDEX 0.0377312 -0.0373716 0.0780678 -0.001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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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C -0.1467046*** 0.1058597** 0.016306 0.0306502 

ROEX 0.1856007*** -0.088651* 0.1068861** 0.0395905 

FUNGMT -0.0172022 0.0538942 0.0241941 -0.0061285 

SUNI 0.1562776** -0.0504151 -0.0254985 -0.0544047 

SGMT -0.0091659 -0.1814393*** 0.0539601 0.1093311* 

PUBISP -0.0728584** 0.0655008** -0.0347541 0.0196597 

COUNI 0.156459** -0.2540362*** 0.1917569*** -0.0929804 

COGMT 0.3370442*** -0.0861878 0.2684687*** -0.315678*** 

PROPAT 0.0357993 0.0165114 -0.054156 -0.0081169 

PRODSG 0.108138** -0.0740253 -0.0607794 -0.0651879 

PROTM 0.0289107 -0.0745503 -0.0236534 0.0975172* 

PROCP -0.1413638** 0.0809402 0.0276516 0.0929345 

PROSEC -0.0472808 -0.0287793 -0.1016422* 0.1580254*** 

PRODES 0.0226524 0.0141505 -0.0213318 -0.096353* 

PROTIM 0.0129543 -0.0411507 0.1151747** -0.0157529 

PROMAT 0.0086485 0.0519773 -0.0139747 -0.0877259 

PROCOM -0.0268016 0.0909857 -0.0236968 -0.0873891 

PROUPD 0.194289*** -0.0941537 0.0360961 0.0993433* 

PROEXP -0.0041047 0.06679 -0.1028573* 0.0586788 

PROLIC -0.0119327 -0.0608228 -0.1358617** 0.1430206** 

_cons -0.5454875*** -0.6403842*** -0.4875978*** -0.4932015*** 

 

表七-8 TT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2 -0.7554258***     

Rho/3 0.0853739*** -0.1991799***   

Rho/4 -0.2872026*** 0.0193939 -0.7609395*** 

Observations 3575     

Log likelihood -7494.7236     

Wald χ2 (156) 524.96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32 = rho42 = rho43 = 0: χ2 (6) =2442.6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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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Size_R） 

  公司規模愈大的廠商，較會從事產品創新(0.0050)、製程創新(0.0070)。若將 

規模之平方項考慮進來，發現這些達到顯著水準之公司，雖然規模愈大，

愈會從事產品創新和製程創新，但是隨著規模的增加，邊際效果則會遞減。 

 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MARLOC） 

  此類型公司較會進行製程模仿（0.1367）。 

 以母集團之子企業為主要顧客（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892），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499）。 

 以中央政府為主要顧客（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372）、製程模仿（0.1275），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0.1176）製程創新（‐0.1975）。 

 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1495），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2794）。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296）。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2954）。 

 OE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0935）。 

 OD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2021），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0996）、

製程模仿（‐0.0863）。 

 OB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275）、製程模仿（0.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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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516）、製程創新（0.1356），較不會 

進行製程模仿（‐0.2239）。 

 創新來源－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058），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467）。 

 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類型廠商較會進行產品創新（0.1856）、製程創新（0.1068），較不會進行

產品模仿（‐0.0886）。 

 資訊來源為大學（SUNI） 

  此類型廠商較會進行產品創新（0.1562）。 

 資訊來源為政府（S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093），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1814）。 

 資訊來源為其他公共管道（PUBISP）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0655），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0728）。 

 和大學合作研發（COUNI） 

  此類型廠商較會進行產品創新（0.1564）、製程創新（0.1917），較不會進行

產品模仿（‐0.2540）。 

 和政府單位合作研發（COGMT） 

此類型廠商較會進行產品創新（0.3370）、製程創新（0.2684），較不會進行

製程模仿（‐0.3156）。 

 獲利機制－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081）。 

 獲利機制－申請商標以保護創新成果（PROT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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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申請著作權／版權以保護創新成果（PROCP）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413）。 

 獲利機制－用營業秘密保護創新成果（PROSE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580），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016）。 

 獲利機制－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0963）。 

 獲利機制－比競爭者搶先推出服務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1151） 

 獲利機制－快速更新產品技術，以保護創新成果（PROUPD） 

  此類型的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942），製程模仿（0.0993）。 

 獲利機制－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028）。 

 獲利機制－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藉以保護創新成果（PROLI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430），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358）。 

 

小結 

 產品創新 

  會進行產品創新的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大，而隨著規模的增

加，創新的邊際效果遞減；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創新來源方面，

會採取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而較不會採取購買機器設備的方式；重要資訊

來源方面，大學是資訊來源的重要管道，較不會是從公共管道取得資訊；合作研

發對象方面，會以大學、政府作為合作研發對象；創新成果的保護方式，通常會

以申請新式樣專利、快速更新產品技術的方式來保護，較不會以著作權的方式來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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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模仿 

  會進行產品模仿的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較不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屬

於 OB 廠商，而較不會是 ODM 廠商；創新來源方面，會選擇「購買機器設備」

來進行創新，較不會「從外部取得知識」；重要資訊來源方面，會以公開資訊為

重要資訊來源，而較不會以政府作為資訊來源；合作研發對象方面，較不會以大

學為合作研發對象。 

 製程創新 

  會進行製程創新的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進行製程

創新，而隨著規模的增加，製程創新的邊際效果遞減；主要顧客方面，會以「一

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較不會以「母集團內之其他企業」、「政府單位」為主要

顧客；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通常屬於 ODM 廠商；創新來源方面，通常為「自

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合作研發對象方面，會以大學、政府為合作對象；

創新成果的保護方式，會以「比競爭者搶先推出服務快速進入市場」之方式，而

較不會以「營業秘密」、「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

為保護方式。 

 製程模仿 

  會進行製程模仿的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市場方面，會以當地市場

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包含母集團之其他子企業、政府單位，而不包含

一般消費者；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為 OEM、OB 廠商，較不會是 ODM 廠商；

創新來源方面，較不會「自行研發」；重要資訊來源方面，會以政府作為重要資

訊來源；合作研發對象方面，通常不會以政府為合作對象；創新成果的保護方式，

會以「申請註冊商標」、「營業秘密」、「快速更新產品技術」、「推動連鎖加盟，廣

泛授權」的方式，較不會以「增加設計複雜度」之方式來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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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7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7554），和製程創新

為正相關（0.0853）、和製程模仿為負相關（‐0.2872）。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7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為負相關（‐0.1991），和製程模仿為正

相關（0.0193）。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7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2085），和行銷創新

（0.4170）、組織創新（0.3798）之間為正相關。 

 

1-3 創新模仿模型（一）（二）之對照比較 

 

 公司規模（Size & Size_R） 

  模型（一）（二）皆顯示若公司規模愈大，則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製

程創新，而且隨著規模擴大，有邊際傾向遞減之現象。該自變數在模型（一）對

於產品模仿、製程模仿呈正向顯著，在模型（二）則未達顯著，表示該自變數無

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哪些會進行何種產品模仿、製程模仿。 

 為母集團之子企業（HO）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廠商若為子企業，愈有可能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對以上四項應變數皆未達顯著，表示「是

否為母集團之子企業」這項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

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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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則愈不會進行產

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產品創

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皆未達顯著，表示「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這項變數，

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在模型

（二）中，該自變數對於製程模仿為顯著，且係數為正，表示在「至少有一項創

新之廠商」中，如果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則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 

 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MARNAT）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則較可能進行產

品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產品創新、製程模仿皆未達顯

著，表示「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這項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

廠商」，會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有可能進行產品

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於以上四

項應變數皆未達顯著，表示該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

會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則愈有可

能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

除了對製程模仿仍然呈現正向顯著之外，對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皆未達顯著。此

外，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於製程創新顯著，且係數為負。 

 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CUSB2B）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則較可能進行產

品模仿。而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產品模仿並未達顯著，表示該自變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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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政府」，則較不會進行

產品模仿、製程創新。因此該自變數對於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而言，是獨特之解

釋變數。另外，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於產品創新、製程模仿呈現正向顯

著，表示該自變數可以區辨出在「至少有一項創新之廠商」中，哪些廠商會進行

產品創新、製程模仿。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則較可能會進

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而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

該自變數對製程創新仍呈現正向顯著，對製程模仿仍呈現負向顯著，對產品創

新、產品模仿則未達顯著，表示該自變數可以區辨出，在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

中，哪些會進行製程創新，哪些不會進行製程模仿。 

 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模型（一）（二）皆顯示出若廠商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則較不會進行產

品模仿，表示該自變數在模型（一）（二）中，對於哪些廠商會進行產品模仿皆

具有區辨力。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則較可能會進行產

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僅僅對製

程模仿仍然呈現正向顯著，對其餘應變數皆未達顯著，表示該自變數對於製程模

仿而言，在模型（一）（二）中皆具有區辨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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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 

 

2-1 廣義製造業（MM）資料庫 

2-1-1、MM_創新及模仿模型（一）：廠商是否會進行創新？ 

  MM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4,563 筆，創新模仿模型（一）即針對此 4,563 筆

資料進行分析。表七‐9、表七‐10 為各項創新及模仿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

具有創新/模仿行為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之百分比。 

 

表七-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MM / 4,563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有創新/模仿

之個數 
818  441  712  533  1095  1621 

所佔比重  17.9%  9.7%  15.6%  11.7%  24%  35.5% 

 

表七-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 / 4,563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產品創新 818 

百分比 17.93% 

產品模仿  0 441 

百分比 0.00% 9.66% 

製程創新  330 108 712 

百分比 7.23% 2.37% 15.60% 

製程模仿  158 102 0 533 

百分比 3.46% 2.24% 0.00% 11.68% 

行銷創新  420 206 368 244 1059 

百分比 9.20% 4.51% 8.06% 5.35% 23.21% 

組織創新  538 267 485 374 798 1621 

百分比 11.79% 5.85% 10.63% 8.20% 17.49% 35.52%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六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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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

（M_INNOV）、組織創新（O_INNOV）。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

（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屬於跨國企業（MULTIN）；主要市場變

數：MARLOC、MARNAT、INTL；主要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

CUSB2C；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和大陸之關係：MARCN、

BRANCHCN。分析結果如表七‐11 所述，而表七‐12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七-11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Size 0.021169*** 0.0162847*** 0.0249696*** 0.009629*** 0.0127424*** 0.0454552***

Size_R -0.0000978*** -0.0000881* -0.0001244*** -2.2E-05 -0.0000373*** -0.0001297***

HO 0.1387881* 0.130242 0.1303005* 0.215794*** 0.2122603*** 0.5262337***

MULTINN 0.14661 -0.21595 0.008535 -0.477354*** 0.020579 -0.17385 

MARLOC -0.2315929*** -0.08681 -0.1939712** -0.2312245** -0.2030171*** -0.1578845**

MARNAT -0.06699 0.07395 -0.07231 -0.00315 0.076679 0.0884471*

INTL 0.1650183*** 0.1150961*** 0.1035294*** 0.1155046*** 0.1871316*** 0.1821195***

CUSGRO 0.003367 0.2014578** -0.07243 0.2929324*** 0.1961843*** 0.2498963***

CUSB2B -0.01377 0.026222 -0.0252 0.10991 0.081315 -0.1174902**

CUSGMT 0.05866 -0.1707254* -0.1081 0.023855 -0.03806 -0.03803 

CUSB2C 0.140617** 0.077188 0.1343523** 0.00189 0.5120275*** 0.074556 

ESTABL 0.067114 -0.01901 -0.07643 -0.07624 0.092816 -0.190473**

MARCN -0.03875 -0.01053 -0.0018 -0.08354 -0.07738 0.025406 

BRANCHCN 0.4172912*** 0.1721655** 0.351007*** 0.3304416*** 0.5571356*** 0.719757***

_cons -1.22524*** -1.60126*** -1.19355*** -1.4832*** -1.32252*** -0.8396*** 

 

表七-12 MM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4 Rho5 

Rho/2 -0.2923491***         

Rho/3 0.4219861*** 0.0715649**       

Rho/4 0.1816568*** 0.1897411*** -0.2454311***     

Rho/5 0.3748879*** 0.2217655*** 0.4026988*** 0.2524729***   

Rho/6 0.3576627*** 0.2042523*** 0.3860946*** 0.3237182*** 0.5611753***

Observations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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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ikelihood -10701.03         

Wald χ2 (84) 1304.82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6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62 

= rho43 = rho53 = rho63 = rho54 = rho64 = rho65 = 0: χ2 (15) =  1933.86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 & Size_R) 

  公司規模愈大，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0211）、產品模仿（0.0162）、製程

創新（0.0249）、製程模仿（0.0096）、行銷創新（0.0127）及組織創新（0.0454）。

若將公司規模的平方項考慮進來，則發現隨著公司規模的增加，進行產品創

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之邊際效果則會遞減。 

 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HO） 

此類型廠商較容易進行產品創新（0.1387）、製程創新（0.1303）、製程模仿

（0.2157）、行銷創新（0.2122）及組織創新（0.5262）。 

 跨國公司（MULTIN）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4773）。 

 主要市場包含當地市場（MARLOC）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2315）、製程創新（‐0.1939）、製程模仿

（‐0.2312）、行銷創新（‐0.2030）及組織創新（‐0.1578）。 

 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MARN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組織創新（0.0884）。 

 主要市場涵蓋國際市場（INTL） 

  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650）、產品模仿（0.1150）、 

製程創新（0.1035）、製程模仿（0.1155）、行銷創新（0.1871）及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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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1）。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之子公司（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2014）、製程模仿（0.2929）、行銷創新

（0.1961）及組織創新（0.2948）。 

 主要顧客為其他廠商（CUSB2B）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組織創新（0.1174）。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1707）。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406）、製程創新（0.1343）、行銷創新

（0.5120）。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從事組織創新（‐0.1904）。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從事產品創新（0.4172）、產品模仿（0.1721）、製程創新

（0.3510）、製程模仿（0.3304）、行銷創新（0.5571）及組織創新（0.7197）。 

 

小結 

 產品創新（D_INNOV）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為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主要市

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從事產品創新，但是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

市場；主要顧客方面包含一般消費者；會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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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模仿（D_IMITA）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模仿，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主要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

廣，愈會進行產品模仿；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企業之其他子企業為顧客，

較不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創新（P_INNOV）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製程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主要

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進行製程創新，而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

市場；主要顧客包含一般消費者；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模仿（P_IMITA） 

  會進行製程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製程

模仿；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較不屬於跨國公司；主要市場方面，國際市場

範圍愈廣，愈會進行製程模仿，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

會以母集團企業之其他子企業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行銷創新（M_INNOV） 

  會進行行銷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進行行銷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主要

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進行行銷創新，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

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企業之其他子企業、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在

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組織創新（O_INNOV） 

  會進行組織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進行組織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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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進行組織創新，會以全國為主要市場，較不

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企業之其他子企業為主要

顧客，較不會以一般廠商為主要顧客；不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

分支機構。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11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2923），和製程創

新為正相關（0.4219）、和製程模仿為正相關（0.1816）、和行銷創新為正相關

（0.3748），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3576）。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11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為正相關（0.0715），和製程模仿為正

相關（0.1897），和行銷創新為正相關（0.2217），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2042）。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11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2454），和行銷創

新為正相關（0.4026），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3860）。 

 製程模仿（P_IMITA） 

  從表七‐11 得知，製程模仿和行銷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2524），和行銷創新

為正相關（0.3237）。 

 行銷創新（M_INNOV） 

從表七‐11 得知，行銷創新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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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MM_創新及模仿模型（二） 

－創新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 

  MM 資料庫可以用「是否有進行技術創新」這項變數，將資料庫中的廠商分

為兩類：第一類為「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以及第二類「完全無技術創

新之廠商」。在創新模仿模型（二）中，對「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進行

分析，以了解這些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模仿。表七‐13、表七‐14 列出「至

少有一項創新」的 1,806 家廠商中，進行的創新／模仿活動的次數分配及比例。 

 

表七-13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MM / 1,806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有創新/模仿之個數  818  441  712  533 

所佔比重  45.2%  24.4%  39.4%  29.5% 

 

表七‐14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 

MM / 1,806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產品創新  818 

百分比 45.29% 

產品模仿  0 441 

百分比 0.00% 24.42% 

製程創新  330 108 712 

百分比 18.27% 5.98% 39.42% 

製程模仿  158 102 0 533 

百分比 8.75% 5.65% 0.00% 29.51%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四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X 變數的部

分，除了創新模仿模型（一）所放入的變數之外，尚包括與大陸合作研發

（CORCN）；營運價值鏈：OEM、ODM、OB；創新來源：RRDINENG、RRDEX、RMAC、

ROEX；資訊及政策變數：SUNI、SGMT、PUBISP、FUNGMT；合作研發對象：CO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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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MT；廠商獲利機制：PROPAT、PRODSG、PROTM、PROCP、PROSEC、PRODES、

PROTIM、PROMAT、PROCOM、PROUPD、PROEXP、PROLIC。分析結果如表七‐15

所述，而表七‐16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因為分析之需要，本模型之 X

變數並未放入「是否為跨國企業」（MULTIN）。 

 

表七-15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Size 0.006467 0.003262 0.0121773*** -0.00081 

Size_R -3.8E-05 -1.1E-05 -5.7E-05 2.55E-05 

HO 0.116929 -0.08401 0.041416 -0.08663 

MARLOC 0.023265 0.128919 0.035351 -0.06227 

MARNAT -0.05425 0.111838 -0.06248 -0.01777 

INTL 0.015705 0.008262 -0.04314 -0.0081 

CUSGRO -0.202093** 0.166413 -0.3293198*** 0.2746111*** 

CUSB2B -0.09516 0.042444 -0.14629 0.1533435* 

CUSGMT 0.1452 -0.201272* -0.09527 0.151053 

CUSB2C 0.075671 0.042206 0.048505 -0.12296 

ESTABL 0.18064 -0.00511 -0.13349 0.026728 

MARCN 0.01539 0.007093 -0.01597 -0.05651 

BRANCHCN 0.038635 -0.08609 0.045955 0.075758 

CORCN 0.031804 -0.11172 0.2116391** -0.06391 

OEM 0.020016 -0.10764 -0.05648 0.1316839** 

ODM 0.06062 -0.09634 0.1664013*** -0.01791 

OB -0.07729 0.020384 0.088174 0.088879 

RRDINENG 0.2895457*** 0.053432 0.100432 -0.10257 

RRDEX 0.100338 -0.05414 0.088073 -0.0378 

RMAC -0.1622732** 0.109931 0.055323 0.053446 

ROEX 0.1731597*** 0.004791 0.015744 0.015939 

FUNGMT -0.03679 0.078033 0.061016 -0.02077 

SUNI 0.057532 -0.0833 -0.02294 -0.01172 

SGMT -0.0673 -0.214098** 0.02768 0.127617 

PUBISP -0.06368 0.085407* -0.00935 -0.01014 

COUNI 0.065418 -0.13555 0.058248 0.035755 

COGMT 0.2894867*** -0.1894129* 0.3612743*** -0.3307856*** 

PROPAT 0.2100535*** -0.0458 -0.186973** 0.01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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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SG 0.064341 0.02049 -0.00227 -0.1445064** 

PROTM 0.06914 -0.13245 0.040693 0.1722569** 

PROCP -0.1831645* 0.100463 0.113169 -0.01218 

PROSEC -0.1797332** 0.1483317* -0.1589255** 0.2130258*** 

PRODES 0.1711987** -0.0933 0.062959 -0.2178993*** 

PROTIM 0.026665 -0.11178 0.086056 -0.02804 

PROMAT 0.1543218* 0.049458 0.015344 -0.05637 

PROCOM -0.09474 0.103863 -0.13816 -0.00212 

PROUPD 0.132393 0.030153 0.011379 0.055124 

PROEXP -0.05338 0.076831 -0.09157 -0.04978 

PROLIC 0.114932 -0.11561 -0.03999 0.133308 

_cons -0.50741*** -0.78078*** -0.22109 -0.67913*** 

 

表七-16 MM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2 -0.7883468***     

Rho/3 0.0479287 -0.1563308***   

Rho/4 -0.2265905*** 0.0296337 -0.806367*** 

Observations 1806     

Log likelihood -3750.2985     

Wald χ2 (156) 297.32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32 = rho42 = rho43 = 0: χ2 (6) =  1290.19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 

  公司規模愈大的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0121）。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之其他子公司（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746），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2020）、

製程創新（‐0.3293）。 



7‐26 
 

 主要廠商包含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012）。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2116）。 

 OE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316）。 

 OD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1664）。 

 創新來源為自行研發（RRDINENG）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895）。 

 創新來源為購買機器設備（RMAC）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622）。 

 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731）。 

 重要資訊來源－政府（SGMT）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140）。 

 重要資訊來源－公共管道（PUBISP）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0854）。 

 和政府合作研發（CO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894）、製程創新（0.3612），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0.1894）、製程模仿（‐0.3307）。 

 獲利機制－以專利保護（PROP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100），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869）。 

 獲利機制－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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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申請商標（PROT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722）。 

 獲利機制－以著作權保護（PROCP）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831）。 

 獲利機制－以營業祕密保護（PROSE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483）、製程模仿（0.2130），較不會進

行產品創新（‐0.1797）、製程創新（‐0.1589）。 

 獲利機制－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711），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2178）。 

 獲利機制－掌握關鍵原料或元件（PROM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543）。 

 

小結 

 產品創新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顧客方面，較不包含母集

團內之其他子公司。創新來源方面，會採取「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較

不會購買機器設備；合作研發對象方面，會以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獲利機制方

面，會採取「申請專利」、「增加設計複雜性」、「掌握關鍵原料或元件」，較不會

採取「用營業祕密保護」、「以著作權保護」之方式。 

 產品模仿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顧客方面，較不會以政府

為主要顧客；會從公共管道取得重要資訊，而較不會從政府取得；合作研發對象

方面，較不會以政府為合作對象；獲利機制方面，會採取「營業秘密」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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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創新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製程

創新；主要顧客方面，不以「母集團內其他子企業」為主要顧客；會和大陸進行

合作研發；屬於 ODM 廠商；合作研發對象方面，會以政府為合作對象；獲利機

制方面，較不會採取「用專利保護」、「以營業祕密保護」之方式。 

 製程模仿 

  會進行製程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

企業之其他子公司」為主要顧客；屬於 OEM 廠商，合作研發對象方面，不以政

府為合作對象；獲利機制方面，會採取「申請商標」、「以營業祕密保護」，而不

採取「申請新式樣專利」、「增加設計複雜性」的方式。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15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7883），和製程創

新為正相關（0.0479），和製程模仿為負相關（‐0.2265）。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15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為負相關（‐0.1563），和製程模仿為

正相關（0.0296）。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15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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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M_創新模仿模型（一）（二）之對照比較 

  本小節將分析 MM 資料庫所有廠商及「至少有進行一項創新」之廠商，在

公司基本性質、主要顧客、主要市場等變數上，是否有相同或相異之處，藉以找

出影響廠商進行產品創新／模仿或製程創新／模仿之關鍵因素。 

 

 公司規模（Size、Size_R）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廠商規模愈大，愈有可能進行產品創新、製程創新、

產品模仿、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只有對製程創新仍然呈正向顯著，表示

若要進行製程創新，需要有更大的公司規模支撐。 

 是否為子企業（HO）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廠商若為子企業，愈有可能進行產品創新、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對以上三項應變數皆未達顯著，表示「是否為子企

業」這項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進行何種創新／模

仿活動。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則愈不會進行產

品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以上三項應變數皆

未達顯著，表示「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這項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

創新的廠商」，會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有可能進行產品

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以上四項

應變數皆不顯著，表示該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進

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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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則愈有可

能進行產品模仿、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除了對製程模仿呈正向

顯著之外，對產品創新和製程創新呈負向顯著。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政府」，則較不會進行

產品模仿。因此該自變數在模型（一）（二）中，對於廠商是否會進行產品模仿

具有區辨力。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則較可能會進

行產品創新、製程創新。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以上兩項應變數皆未達顯

著，表示「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這項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

的廠商」，會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在模型（一）中顯示出若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則較可能會進行產

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以上四

項應變數皆未達顯著，表示「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這項變數，無法區辨「至少

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進行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2‐2 狹義製造業（mm）資料庫 

2-2-1 mm_創新及模仿模型（一）：廠商是否會進行創新？ 

  mm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2,240 筆，創新模仿模型（一）即針對此 2,240 筆

資料進行分析。表七‐17、表七‐18 為各項創新及模仿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

具有創新/模仿行為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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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7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mm / 2,240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有創新/模仿

之個數 
364  191  317  230  463  652 

所佔比重  16.2%  8.5%  14.2%  10.3%  20.7%  29.1% 

 

表七‐18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 / 2,240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產品創新  364 

百分比 16.25% 

產品模仿  0 191 

百分比 0.00% 8.53% 

製程創新  121 43 317 

百分比 5.40% 1.92% 14.15% 

製程模仿  69 38 0 230 

百分比 3.08% 1.70% 0.00% 10.27% 

行銷創新  155 76 136 96 454 

百分比 6.92% 3.39% 6.07% 4.29% 20.27% 

組織創新  206 99 197 135 315 639 

百分比 9.20% 4.42% 8.79% 6.03% 14.06% 28.53%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六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

（M_INNOV）、組織創新（O_INNOV）。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

（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屬於跨國企業（MULTIN）；主要市場變

數：MARLOC、MARNAT、INTL；主要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

CUSB2C；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和大陸之關係：MARCN、

BRANCHCN。分析結果如表七‐19 述，而表七‐20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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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9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Size 0.03077*** 0.023711** 0.0372234*** 0.008731 0.0111246** 0.047665***

Size_R -0.0002079** -3.08E-04 -0.000245** -7.37E-06 -1.88E-05 -0.0001245***

HO 0.130543 0.058522 0.1676657 0.117616 0.075631 0.4128257***

MULTIN 0.169797 -0.17878 -0.143102 -0.4286853* -0.104888 -0.3303329*

MARLOC -0.189127 0.128195 0.0587506 -0.14914 -0.127417 0.185113 

MARNAT -0.092641 -0.0275 -0.048817 0.01578 -0.04411 0.052991 

INTL 0.1725758*** 0.1170346*** 0.1097076*** 0.1217282*** 0.1759947*** 0.1538824***

CUSGRO -0.105999 0.2668463* -0.144443 0.3680096*** 0.2020639* 0.2922311***

CUSB2B -0.087738 0.2581211* -0.118797 0.2604287** -0.031984 -0.115339 

CUSGMT 0.3679514*** -0.12767 -0.025259 0.18167 0.1910552* 0.116858 

CUSB2C -0.082085 0.2372677* -0.10907 0.084274 0.3748798*** 0.024387 

ESTABL -0.04483 0.20314 0.0717587 -0.12699 0.110317 -0.2043749*

MARCN -0.11344 0.145414 0.0043923 -0.14055 -0.132673 0.095723 

BRANCHCN 0.4430103*** 0.007552 0.3348521*** 0.3571406*** 0.5377877*** 0.7837721***

_cons -1.177603*** -1.893882*** -1.187994*** -1.741099*** -1.166349*** -0.971524***

 

表七-20 mm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4 Rho5 

Rho/2 -0.3301066***         

Rho/3 0.2907163*** 0.0703902       

Rho/4 0.1882911*** 0.0815543 -0.2476849***     

Rho/5 0.3217528*** 0.1504077*** 0.3397754*** 0.2661587***   

Rho/6 0.3050319*** 0.1533802*** 0.4021302*** 0.2679321*** 0.6203446***

Observations 2240         

Log likelihood -4944.3532         

Wald χ2 (84) 584.3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6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62 

= rho43 = rho53 = rho63 = rho54 = rho64 = rho65 = 0: χ2 (15) =  784.803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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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Size_R） 

公司規模愈大，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0307）、產品模仿（0.0237）、製程

創新（0.0372）、行銷創新（0.0111）及組織創新（0.0476）。若將公司規模

的平方項考慮進來，則發現隨著公司規模的增加，進行產品創新、製程創

新及組織創新之邊際效果則會遞減。 

 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H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組織創新（0.4128）。 

 跨國公司（MULTINN） 

  此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4286）、組織創新（‐0.3303）。 

 國際市場範圍（INTL） 

  有經營國際市場之廠商，當其市場範圍愈廣，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

（0.1725）、產品模仿（0.1170）、製程創新（0.1097）、製程模仿（0.1217）、

行銷創新（0.1759）及組織創新（0.1538）。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之子公司（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2668）、製程模仿（0.3680）、行銷創新

（0.2020）及組織創新（0.2922）。 

 主要顧客為其他廠商（CUSB2B）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2581）、製程模仿（0.2604）。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3679）、行銷創新（0.1910）。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2372）、行銷創新（0.3748）。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組織創新（‐0.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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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從事產品創新（0.4430）、製程創新（0.3348）、製程模仿

（0.3571）、行銷創新（0.5377）及組織創新（0.7837）。 

 

小結 

 產品創新（D_INNOV）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產品創新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主要市場方面，

有經營國際市場之廠商，當其市場範圍愈廣，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主要顧客方

面，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產品模仿（D_IMITA）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模仿；主要市場方面，有經營國際市場之廠商，當其市場範圍愈廣，愈可能進行

產品模仿；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之內的其他子企業」、「一般廠商」、「一

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 

 製程創新（P_INNOV）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製程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製程創新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國際市場範圍愈

大之廠商，愈會進行製程創新；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模仿（P_IMITA） 

  會進行製程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母集團較不屬於跨國公司；主

要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大之廠商，愈可能進行製程模仿；主要顧客方面，

會以「母集團之其他子公司」、「一般廠商」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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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創新（M_INNOV） 

  會進行行銷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行銷

創新；主要市場方面，有經營國際市場之廠商，當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

行銷創新；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內之其他子公司」、「政府單位」及「一

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組織創新（O_INNOV） 

  會進行組織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組織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組織創新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

之子公司；較不屬於跨國公司；主要市場方面，有經營國際市場之廠商，當國際

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行銷創新；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內之子企業」

為主要顧客；較不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20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3301），和製程創

新為正相關（0.2907），和製程模仿為正相關（0.1882）、和行銷創新為正相關

（0.3217），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3050）。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20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製程模仿未達顯著相關，和行銷創

新為正相關（0.1504），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1533）。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20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2476），和行銷創

新為正相關（0.3397），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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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模仿（P_IMITA） 

  從表七‐20 得知，製程模仿和行銷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2661），和行銷創新

為正相關（0.2679）。 

 行銷創新（M_INNOV） 

從表七‐20 得知，行銷創新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6203）。 

 

2-2-2 mm_創新及模仿模型（二） 

－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 

  mm 資料庫可以用「是否有進行技術創新」這項變數，將資料庫中的廠商分

為兩類：第一類為「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以及第二類「完全無技術創

新之廠商」。在創新模仿模型（二）中，對「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進行

分析，以了解這些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模仿。表七‐21、表七‐22 列出「至

少有一項創新」的 831 家廠商中，進行的創新／模仿活動的次數分配及比例。 

 

表七-21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mm / 831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有創新/模仿之個數  364  191  317  230 

所佔比重  43.8%  22.9%  38.1%  27.6% 

 

表七‐22    mm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 

mm / 831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產品創新  364 

百分比 43.80% 

產品模仿  0 191 

百分比 0.00% 22.98% 

製程創新  121 43 317 

百分比 14.56% 5.17% 38.15% 

製程模仿  69 38 0 230 

百分比 8.30% 4.57% 0.00% 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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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分析之需要，這部分的分析改為單個 Y 變數之 probit 分析。Y 變數為四

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

（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X 變數的部分，除了創新模仿模型（一）所

放入的變數之外，尚包括與大陸合作研發（CORCN）；營運價值鏈：OEM、ODM、

OB；創新來源：RRDINENG、RRDEX、RMAC、ROEX；資訊及政策變數：SUNI、SGMT、

PUBISP、FUNGMT；合作研發對象：COUNI、COGMT；廠商獲利機制：PROPAT、

PRODSG、PROTM、PROCP、PROSEC、PRODES、PROTIM、PROMAT、PROCOM、

PROUPD、PROEXP、PROLIC。結果如表七‐23 所示。 

 

表七-23 mm_創新模仿 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Size 8.28E-03 -0.00112 0.0243164** -0.00197 

Size_R -5.4E-05 -4.8E-05 -0.00013 2.57E-05 

HO 0.068548 -0.06 0.092538 0.013611 

MULTIN 0.6135823** -0.20029 -0.02016 -0.5703195* 

MARLOC -0.25472 0.153856 0.195684 -0.06844 

MARNAT -0.07462 0.079679 0.010026 0.070085 

INTL -0.00419 0.013001 -0.04724 -0.00281 

CUSGRO -0.3869322** 0.276363 -0.3466807* 0.4625063*** 

CUSB2B -0.2618 0.281627 -0.2993877* 0.254215 

CUSGMT 0.3751182** -0.3919952* -0.2282 0.150518 

CUSB2C -0.2499553* 0.3435343** -0.2770968* -0.00067 

ESTABL -0.1023 0.203618 0.061573 -0.26371 

MARCN -0.05179 0.149051 0.032711 -0.11199 

BRANCHCN 0.138269 -0.22166 0.113721 0.146262 

CORCN -0.18648 -0.07095 0.3623782*** -0.12561 

OEM 0.082912 -0.03587 -0.1452 0.149274 

ODM 0.08967 -0.09893 0.008273 0.072006 

OB -0.00479 -0.06705 0.09838 0.07112 

RRDINENG 0.156538 0.053752 0.025151 -0.06718 

RRDEX 0.118403 -0.05082 0.053595 -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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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C -0.1995483** 0.095085 0.042173 0.05382 

ROEX 0.1930873* 0.117842 0.03777 -0.04264 

FUNGMT 0.009044 -0.02843 -0.11823 0.273824** 

SUNI 0.2991932** -0.2981104** 0.101142 -0.05781 

SGMT -0.14449 -0.14168 0.137521 0.031779 

PUBISP -0.01972 0.114465 -0.10844 -0.02335 

CO_UNI 0.099488 -0.07799 0.073665 -0.0214 

CO_GMT 0.3304075* -0.0888 0.254198 -0.6452147*** 

PROPAT 0.1928897* 0.097443 -0.15346 -0.1183 

PRODSG 0.049779 -0.09878 0.042892 -0.06808 

PROTM 0.054304 -0.14738 0.061019 0.15595 

PROCP -0.1749 0.200851 0.040755 -0.0695 

PROSEC -0.1965941* 0.069384 -0.13407 0.2077054* 

PRODES 0.2423442** -0.18668 0.059083 0.05008 

PROTIM 0.017138 0.001998 -0.09847 0.158844 

PROMAT 0.2434165* -0.09859 0.154895 -0.12573 

PROCOM -0.13373 0.140085 -0.15898 -0.10416 

PROUPD -0.00545 0.051133 0.090356 -0.02062 

PROEXP -0.02733 0.22833 -0.0486 -0.15443 

PROLIC 0.264988 -0.25556 -0.09814 0.3575111** 

_cons -0.29449 -1.18953*** 0.037265 -0.9628452*** 

 

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 

  公司規模愈大的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0243）。 

 跨國公司（MULTIN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從事產品創新（0.6135），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5703）。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之其他子公司（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4625），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3869）、

製程創新（‐0.3466）。 

 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CUSB2B）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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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廠商包含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3751），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3919）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會進行產品模仿（0.3435），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

（‐0.2499）、製程創新（‐0.2770）。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3623）。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995）。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930）。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738）。 

 重要資訊來源－大學（SUNI）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991），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981）。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_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3304），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6452）。 

 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產品創新（0.1928）。 

 獲利機制－以營業秘密保護（PROSE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077），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965）。 

 獲利機制－增加設計複雜度（PRODES）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423）。 

 獲利機制－掌握關鍵原料或元件（PROM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品創新（0.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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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PROLI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3575）。 

 

小結 

 產品創新（D_INNOV）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為跨國企業；主要顧客方面，

包含政府單位，較不包含「母集團內之其他子企業」、一般消費者。創新來源方

面，會採取「取得外部知識」，較不會「購買機器設備」；重要資訊來源方面，會

從大學取得；合作研發對象方面，會以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獲利機制方面，會

採取「用專利保護」、「增加設計複雜度」、「掌握關鍵原料或元件」，較不會採取

「用營業祕密保護」。 

 產品模仿（D_IMITA）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顧客方面，會以一般消費

者為主要顧客，較不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資訊來源方面，較不會從「大學」取

得重要資訊。 

 製程創新（P_INNOV）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進行製程

創新；主要顧客方面，較不會以「母集團之子企業」、「一般廠商」、「一般消費者」

為主要顧客；較可能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 

 製程模仿（P_IMITA） 

  會進行製程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較不屬於跨國公司；主要顧客

方面，會以「母集團之子企業」為主要顧客；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合作研發對

象方面，較不會和政府進行合作研發；獲利機制方面，會以「營業秘密」、「推動

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作為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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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mm_創新模仿模型（一）（二）之對照比較 

  本小節將分析 mm 資料庫所有廠商及「至少有進行一項創新」之廠商，在公

司基本性質、主要顧客、主要市場等變數上，是否有相同或相異之處，藉以找出

影響廠商進行產品創新／模仿或製程創新／模仿之關鍵因素。 

 

 公司規模（Size & Size_R） 

  在模型（一）中，「公司規模」愈大之廠商，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

仿、製程創新，並且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有邊際傾向遞減之現象，而在模型（二）

中只有對「製程創新」仍呈現正向顯著，代表該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

術創新的廠商」中，哪些會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 

 跨國公司（MULTIN）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若廠商為「跨國公司」，則較不會進行製程模

仿。表示該自變數對於「製程模仿來說」，是獨特之解釋變數。而在模型（二）

中，若廠商為跨國公司，則愈會進行產品創新，代表對於「至少有進行一項創新」

的廠商來說，可以用此自變數區辨出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在模型（一）中，「國際市場範圍」愈廣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產

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則皆未達顯著，代表對於「至

少有進行一項創新」的廠商來說，無法利用「國際市場範圍」這項自變數來區辨

哪些廠商會進行各式創新或模仿活動。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公司」對於廠商進行

製程模仿呈正向顯著。而在模型（二）中顯示，若是「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

業」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製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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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CUSB2B） 

  在模型（一）中，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

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皆未達顯著，代表此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

技術創新的廠商」，哪些廠商會進行產品模仿、製程模仿。在模型（二）中顯示，

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模型（一）（二）皆顯示出若廠商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則較可能進行產品創

新，表示在模型（一）（二）中，可用此自變數來區辦哪些廠商會進行產品創新。

此外，在模型（二）則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政府，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

（‐0.3919）。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較可

能進行產品模仿。而在模型（二）中則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

者」，則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製程創新。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NCHCN） 

  在模型（一）中顯示，若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則較可能進行產品

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皆則未達顯著水準，代表「在大

陸設分支機構」這項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進行

何種創新／模仿活動。 

 

 

2-3 製造業總結： 

－MM 及 mm 資料庫創新模仿模型（二）之比較 

  從廣義的製造業 MM 以及更狹義定義的製造業 mm，之間比較對照，以下列

出兩個資料庫所共通的自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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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創新（D_INNOV）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

愈不會進行產品創新。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利用「購買機器設備以進行創新」，

愈不會進行產品創新。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取得外部知識以進行創新」，愈

可能進行產品創新。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GMT）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愈可能

進行產品創新。 

 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為獲利機

制」，愈可能會進行產品創新。 

 獲利機制－以營業祕密保護（PROSEC）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營業秘密為獲利機制」，愈不會

進行產品創新。 

 獲利機制－增加設計複雜度（PRODES）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增加設計複雜度為獲利機制」，

愈可能會進行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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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掌握關鍵之零件與元件（PROMAT）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藉由「掌握關鍵之零件與元件為獲利

機制」，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D_IMITA）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政府」，愈不會進行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P_INNOV） 

 公司規模（Size）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公司規模愈大」，愈可能進行製程

創新。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

愈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則較可能進行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P_IMITA）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

愈可能進行製程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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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合作對象－政府（COGMT）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愈不會

進行製程模仿。 

 獲利機制－以營業祕密保護（PROSEC）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營業秘密為獲利機制」，愈可能

進行製程模仿。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 

 

3-1 廣義服務業（SS）資料庫 

3-1-1、SS_創新及模仿模型（一）：廠商是否會進行創新？ 

  SS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5,454 筆，創新模仿模型（一）即針對此 5,454 筆資 

料進行分析。表七‐24、表七‐25 為各項創新及模仿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

有創新/模仿行為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之百分比。 

 

表七-2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SS / 5,454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有創新/模仿

之個數 
789  474  612  502  1332  1834 

所佔比重  14.5%  8.7%  11.2%  9.2%  24.4%  33.6% 

 

表七‐25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 / 5,454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產品創新  789 

百分比 14.47% 

產品模仿  0 474 

百分比 0.00%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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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創新  318 78 612 

百分比 5.83% 1.43% 11.22% 

製程模仿  115 97 0 502 

百分比 2.11% 1.78% 0.00% 9.20% 

行銷創新  456 233 358 203 1332 

百分比 8.36% 4.27% 6.56% 3.72% 24.42% 

組織創新  515 292 421 331 919 1834 

百分比 9.44% 5.35% 7.72% 6.07% 16.85% 33.63%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六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

（M_INNOV）、組織創新（O_INNOV）。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

（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屬於跨國企業（MULTIN）；主要市場變

數：MARLOC、MARNAT、INTL；主要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

CUSB2C；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和大陸之關係：MARCN、

BRANCHCN。分析結果如表七‐26 所示，而表七‐27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七-26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Size 0.0239694*** 0.0215657*** 0.0173691*** 0.0261418*** 0.0402387*** 0.0538419*** 

Size_R -0.0000913*** -0.0000863*** -4.3E-05 -0.0001408*** -0.000217*** -0.0002112***

HO 0.236671*** 0.089446 0.2867254*** 0.1479255** 0.3111421*** 0.5363164*** 

MULTINN -0.1461 -0.0777 -0.30435*** 0.090346 -0.00136 -0.11327 

MARLOC -0.1374287** -0.1554161** -0.3242887*** 0.021491 -0.2602854*** -0.3687871***

MARNAT 0.2658743*** -0.00953 0.1347556** 0.2045153*** 0.2991598*** 0.2492653*** 

INTL 0.0802718*** 0.008888 0.1331581*** 0.0563261* 0.1089263*** 0.1264022*** 

CUSGRO 0.2778715*** 0.049995 0.2437933*** 0.3190533*** 0.086006 0.2892986*** 

CUSB2B 0.049943 0.1436644** 0.07609 -0.00425 0.1356318*** 0.010701 

CUSGMT 0.014752 -0.04426 -0.2285392*** 0.046344 -0.0853793* 0.044687 

CUSB2C 0.123581** 0.1270944** 0.233102*** -0.1514976** 0.5223694*** 0.2088952*** 

ESTABL 0.03126 -0.2488997*** -0.00209 -0.10385 -0.05645 -0.1089757* 

MARCN 0.1400964* 0.03708 -0.07595 0.106635 -0.0327 0.093283 

BRANCHCN 0.4058793*** 0.3797071*** 0.1674241* 0.4356978*** 0.4387911*** 0.538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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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ns -1.546202*** -1.55396*** -1.557861*** -1.620483*** -1.406298*** -0.9538569***

 

表七-27 SS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4 Rho5 

Rho/2 -0.1832811***         

Rho/3 0.54805*** 0.0871961***       

Rho/4 0.0598355** 0.1900096*** -0.190383***     

Rho/5 0.4160312*** 0.2551805*** 0.3945116*** 0.1522332***   

Rho/6 0.3403253*** 0.2456192*** 0.3580236*** 0.2503838*** 0.5252589***

Observations 5454         

Log likelihood -11851.882         

Wald χ2 (84) 1474.25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6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62 

= rho43 = rho53 = rho63 = rho54 = rho64 = rho65 = 0    χ2 (15) =    1943.05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Size_R） 

  公司規模愈大，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0239）、產品模仿（0.0215）、製程

創新（0.0173）、製程模仿（0.0261）、行銷創新（0.0402）及組織創新（0.0538）。

若將公司規模的平方項考慮進來，則發現隨著公司規模的增加，進行產品創

新、產品模仿、製程模仿、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之邊際效果則會遞減。 

 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H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366）、製程創新（0.2867）、製程模仿

（0.1479）、行銷創新（0.3111）及組織創新（0.5363）。 

 跨國公司（MULTINN）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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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374）、產品模仿（‐0.1554）、製程創新

（‐0.3242）、行銷創新（‐0.2602）及組織創新（‐0.3678）。 

 主要市場為台灣市場（MARN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658）、製程創新（0.1347）、製程模仿

（0.2045）、行銷創新（0.2991）及組織創新（0.2492）。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0802）、製程創新（0.1331）、

製程模仿（0.0563）、行銷創新（0.1089）及組織創新（0.1264）。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之子公司（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778）、製程創新（0.2437）、製程模仿

（0.3190）及組織創新（0.2892）。 

 主要顧客為其他廠商（CUSB2B）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436）、行銷創新（0.1356）。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從事製程創新（‐0.2285）、行銷創新（‐0.0853）。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235）、產品模仿（0.1270）、製程創新

（0.2331）、行銷創新（0.5223）及組織創新（0.2088），較不會進行製程模

仿（‐0.1514）。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488）、組織創新（‐0.1089）。 

 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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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從事產品創新（0.4058）、產品模仿（0.3797）、製程創新

（0.1674）、製程模仿（0.4356）、行銷創新（0.4387）及組織創新（0.5389）。 

 

小結 

 產品創新（D_INNOV）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為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主要市

場方面，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從事產品創新，但是

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包含母集團內之其他子公司、一般

消費者；會以大陸為主要市場，會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產品模仿（D_IMITA）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模仿，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主要市場方面，較不會以當地為

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其他廠商、一般消費者為顧客；不屬於近幾年成

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創新（P_INNOV）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製程

創新；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母集團不為跨國公司；主要市場方面，包含全

國市場，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進行製程創新，而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

場；主要顧客包含母集團之其他子公司、一般消費者，不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在

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模仿（P_IMITA） 

  會進行製程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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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為母集團之子企業；主要市場方

面，包含全國市場，而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進行製程模仿；主要顧客方面，

會以母集團企業之其他子公司為主要顧客，較不會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在

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行銷創新（M_INNOV） 

  會進行行銷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進行行銷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主要

市場方面，包含台灣市場，而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進行行銷創新，較不會以

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一般廠商及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

較不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組織創新（O_INNOV） 

  會進行組織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進行組織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擴大，增加之效果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母集

團不為跨國公司；主要市場方面，包含台灣市場，而國際市場範圍愈廣，愈會進

行組織創新，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企業之

其他子公司、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不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

分支機構。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25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1832），和製程創

新為正相關（0.5480）、和製程模仿為正相關（0.0598）、和行銷創新為正相關

（0.4160），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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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27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為正相關（0.0871），和製程模仿為正

相關（0.1900），和行銷創新為正相關（0.2551），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2456）。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27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1903），和行銷創

新為正相關（0.3945），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3580）。 

 製程模仿（P_IMITA） 

  從表七‐27 得知，製程模仿和行銷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1522），和行銷創新

為正相關（0.2503）。 

 行銷創新（M_INNOV） 

從表七‐27 得知，行銷創新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5252）。 

 

3-1-2 SS_創新及模仿模型（二） 

－創新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 

  SS 資料庫可以用「是否有進行技術創新」這項變數，將資料庫中的廠商分

為兩類：第一類為「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以及第二類「完全無技術創

新之廠商」。在創新模仿模型（二）中，對「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進行

分析，以了解這些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模仿。表七‐28、表七‐29 列出「至

少有一項創新」的 1,769 家廠商中，進行的創新／模仿活動的次數分配及比例。 

 

表七-28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SS / 1,769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有創新/模仿之個數  789 474 612 502 

所佔比重  44.6% 26.7% 34.5%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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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29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 

SS / 1,769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產品創新  789 

百分比 44.60% 

產品模仿  0 474 

百分比 0.00% 26.79% 

製程創新  318 78 612 

百分比 17.98% 4.41% 34.60% 

製程模仿  115 97 0 502 

百分比 6.50% 5.48% 0.00% 28.38%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四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X 變數的部

分，除了創新模仿模型（一）所放入的變數之外，尚包括與大陸合作研發

（CORCN）；營運價值鏈：OEM、ODM、OB；創新來源：RRDINENG、RRDEX、RMAC、

ROEX；資訊及政策變數：SUNI、SGMT、PUBISP、FUNGMT；合作研發對象：COUNI、

COGMT；廠商獲利機制：PROPAT、PRODSG、PROTM、PROCP、PROSEC、PRODES、

PROTIM、PROMAT、PROCOM、PROUPD、PROEXP、PROLIC。結果如表七‐30 所示。

而表七‐31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七-30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Size 0.003659 0.003915 0.001154 0.004117 

Size_R -1.5E-05 -9.29E-06 2.05E-05 -0.00003 

HO 0.046566 -0.14466 0.127759 0.057834 

MULTINN -0.00044 0.06997 -0.18968 0.112391 

MARLOC 0.136532 0.012534 -0.13208 0.22883** 

MARNAT 0.142838 -0.12671 0.016791 0.006354 

INTL -0.02595 -0.0683069* 0.0618449* -7.2E-05 

CUSGRO 0.006748 -0.15877 -0.03628 0.078717 

CUSB2B -0.00392 0.082487 0.027369 -0.09422 

CUSGMT 0.067116 0.00434 -0.2891123*** 0.172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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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B2C 0.051452 0.050534 0.2353433*** -0.3350176*** 

ESTABL 0.118817 -0.2561653** -0.03272 0.092769 

MARCN 0.159072 0.024311 -0.12551 0.027761 

BRANCHCN -0.02902 0.127847 -0.3307353*** 0.293584*** 

CORCN -0.01051 -0.09943 0.4686506*** -0.02466 

OEM -0.1280566* 0.076211 -0.02761 0.033231 

ODM 0.095586 -0.09032 0.2641864*** -0.1466804** 

OB -0.06389 0.1655265** -0.00474 0.082802 

RRDINENG 0.2374252*** 0.040845 0.1538017** -0.2602457*** 

RRDEX -0.00455 -0.01659 0.018375 0.008102 

RMAC -0.151896** 0.1595703** -0.03101 0.024394 

ROEX 0.1919234*** -0.1959495*** 0.1955471*** 0.052936 

FUNGMT 0.16176 -0.1225 -0.00524 -0.16235 

SUNI 0.2796617*** -0.09963 0.003684 -0.11105 

SGMT 0.086519 -0.15726 0.097105 0.032754 

PUBISP -0.1055135** 0.075395 -0.06518 0.044933 

COUNI 0.2863806** -0.3633517*** 0.3347653*** -0.3005135*** 

COGMT 0.3152042*** -0.06705 0.166922 -0.1993766* 

PROPAT -0.1367378* 0.090293 0.030536 -0.07448 

PRODSG 0.104491 -0.1436614* -0.07908 0.04399 

PROTM 0.013432 -0.0141 -0.05945 0.052084 

PROCP -0.13156 -0.01731 -0.08393 0.131041 

PROSEC 0.040109 -0.1790233** -0.06719 0.1251216* 

PRODES -0.0649 0.067242 -0.11753 0.063353 

PROTIM -0.0277 0.008278 0.170536** -0.08926 

PROMAT -0.05453 0.091259 0.001108 0.029362 

PROCOM 0.012659 0.2037419** 0.028615 -0.12432 

PROUPD 0.2555591*** -0.3521125*** 0.13655 0.07897 

PROEXP 0.035449 0.125635 -0.1655396** 0.092016 

PROLIC -0.0587 -0.00296 -0.10515 0.052365 

_cons -0.5796595*** -0.4580148*** -0.7498843*** -0.4588649*** 

 

表七-31 SS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2 -0.7528647***     

Rho/3 0.17584*** -0.2442066***   

Rho/4 -0.3559747*** 0.0197693 -0.704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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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1769     

Log likelihood -3618.3667     

Wald χ2 (160) 374.72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32 = rho42 = rho43 = 0:  χ2 (6) = 1160.51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以當地為主要市場（MARLO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288）。 

 國際市場之範圍（INTL） 

  國際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0618），較不會進行產

品模仿（‐0.0683）。 

 主要顧客包含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727），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2891）。 

 主要顧客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2353），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3350）。 

 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561）。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935），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3307）。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4686）。 

 OEM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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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2641），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1466）。 

 OB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655）。 

 創新來源為自行研發（RRDINENG）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374）、製程創新（0.1538），較不會進

行製程模仿（‐0.2602）。 

 創新來源為購買機器設備（RMA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595），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518）。 

 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919）、製程創新（0.1955），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0.1959）。 

 重要資訊來源－大學（SUNI）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796）。 

 重要資訊來源－公共管道（PUBISP）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055）。 

 和大學合作研發（COUNI）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863）、製程創新（0.3347），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0.3633）、製程模仿（‐0.3005）。 

 和政府合作研發（CO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3152），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1993）。 

 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367）。 

 獲利機制－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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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以營業秘密保護（PROSE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251），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1790）。 

 獲利機制－比競爭者搶先推出服務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1705）。 

 獲利機制－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PROCO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2037）。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從事產品創新（0.2555），較不會從事產品模仿（‐0.3521）。 

 獲利機制－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655）。 

 

小結 

 產品創新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不屬於 OEM 廠商；創新來源

方面，會採取「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較不會採取「購買機器設

備」；資訊來源方面，會以大學作為重要的管道，而不以公共來源為主要管道；

合作研發對象方面，會以大學、政府作為合作對象；獲利機制方面，會採取「快

速更新產品技術」的方式，較不會採用「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之方式。 

 產品模仿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

涵蓋愈廣，愈不會進行產品模仿；通常不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屬於 OB 廠商; 

創新來源方面，會採取「購買機器設備」的方式，較不會採取「取得外部知識」

的方式。重要資訊來源方面，會以公開資訊為主；合作研發對象方面，較不會以

大學作為合作對象；獲利機制方面，較可能採取「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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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採取「申請新式樣專利」、「以營業祕密保護」、「快速更新產品技術」的方式。 

 製程創新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顧客包含一般消費者，不

包含政府單位；不在大陸設分支機構；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屬於 ODM 廠商；

創新來源方面，會採取「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合作研發對象方

面，會以大學為合作對象；獲利機制方面，會採取「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而較

不會採取「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人才」的方式。 

 製程模仿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市場方面，會以當地市場

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較不會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

顧客；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較不屬於 ODM 廠商；創新來源方面，較不會採取

「自行研發」的方式；合作研發對象方面，較不會以大學、政府單位為合作對象；

獲利機制方面，會採取「以營業祕密保護」之方式。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31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7528），和製程創

新為正相關（0.1758），和製程模仿為負相關（‐0.3559）。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31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為負相關（‐0.2442），和製程模仿則

未達顯著相關。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31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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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SS_創新模型（一）（二）之比較分析 

  本小節將分析 SS 資料庫之「所有廠商」及「至少有進行一項創新」之廠商，

在公司基本性質、主要顧客、主要市場等變數上，是否有相同或相異之處，藉以

找出影響廠商進行產品創新／模仿或製程創新／模仿之關鍵因素。 

 

 公司規模（Size & Size_R） 

  在模型（一）中，「公司規模」愈大之廠商，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

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並且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模仿有邊際傾向遞減

之現象，而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於以上 Y 變數皆未達顯著，代表該自變

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中，哪些會進行創新／模仿活動。 

 屬於母集團之子企業（HO） 

  在模型（一）中，若廠商屬於「母集團之子企業」，則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

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於以上 Y 變數皆未達顯著，

代表該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中，哪些會進行創新／模

仿活動。 

 跨國公司（MULTIN） 

在模型（一）中皆顯示，若廠商為「跨國公司」，則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而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製程創新則未達顯著，表示在模型（二）中，該

自變數無法區辨出會哪些廠商會進行產品／模仿活動。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在模型（一）中，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則較不會進行產品創

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而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於以上 Y 變數皆未達

顯著，代表該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中，哪些會進行產

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而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製程模仿達顯著，

且係數為正，表示在模型（二）中，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較可能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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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製程模仿。 

 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MARNAT） 

  在模型（一）中，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則較可能會進行產品

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於以上 Y 變數皆未

達顯著，代表該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會進行哪一種創

新活動。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在模型（一）中，「國際市場範圍」愈廣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製

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則對產品模仿顯著，係數為負，對於製程

創新則為正向顯著，代表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可以區辨哪些廠商會進行製

程創新，哪些不會進行產品模仿。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公司」對於廠商進行

產品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仿呈正向顯著。而在模型（二）中則皆未達顯著，

代表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無法區辨哪些廠商會進行創新／模仿活動。 

 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CUSB2B） 

  在模型（一）中，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

而在模型（二）中則未達顯著，代表此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

廠商」，哪些廠商會進行產品模仿。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模型（一）（二）皆顯示出若廠商以政府為主要顧客，則較不會進行製程創

新，表示在模型（一）（二）中，可用此自變數來區辦哪些廠商不會進行製程創

新。此外，在模型（二）則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政府，較可能會進行製程

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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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較可

能進行製程創新，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因此該自變數在所有廠商跟至少有一項

創新的廠商，皆可以區辨出哪些廠商會進行製程創新，哪些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 

 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在模型（一）（二）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較不

會進行產品模仿。因此該自變數對於「所有廠商」跟「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

皆可以區辨出哪些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MARCN） 

  在模型（一）中，若廠商「以大陸市場為主要市場」，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

而在模型（二）中則未達顯著，代表此自變數無法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

廠商」，哪些廠商會進行產品創新。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在模型（一）中皆顯示，若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則較可能進行產

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若廠商在大陸設

有分支機構，則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代表「在大陸設分

支機構」這項自變數，可以用來區辨「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是否會進

行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無法區辨這些廠商是否會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 

 

 

3‐2 狹義服務業（ss）資料庫 

3-2-1 ss_創新及模仿模型（一）：廠商是否會進行創新？ 

  ss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3,850 筆，創新模仿模型（一）即針對此 3,850 筆資 

料進行分析。表七‐32、表七‐33 為各項創新及模仿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

有創新/模仿行為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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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32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ss / 3,850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有創新/模仿

之個數 
543  317  398  372  961  1397 

所佔比重  14.1%  8.2%  10.3%  9.7%  25.0%  36.3% 

 

表七‐3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 / 3,850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組織創新

產品創新  543 

百分比 14.10% 

產品模仿  0 317 

百分比 0.00% 8.23% 

製程創新  230 46 398 

百分比 5.97% 1.19% 10.34% 

製程模仿  80 68 0 372 

百分比 2.08% 1.77% 0.00% 9.66% 

行銷創新  327 164 243 153 961 

百分比 8.49% 4.26% 6.31% 3.97% 24.96% 

組織創新  382 217 296 257 694 1397 

百分比 9.92% 5.64% 7.69% 6.68% 18.03% 36.29%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六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

（M_INNOV）、組織創新（O_INNOV）。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

（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屬於跨國企業（MULTIN）；主要市場變

數：MARLOC、MARNAT、INTL；主要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

CUSB2C；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和大陸之關係：MARCN、

BRANCHCN。分析結果如表七‐34 所述，而表七‐35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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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34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Size 0.0231448*** 0.0206753*** 0.0190712*** 0.0243432*** 0.0453194*** 0.0469025***

Size_R -0.0000877*** -0.00008** -5E-05 -0.0001281*** -0.0002566*** -0.0001848***

HO 0.2420453*** 0.109761 0.2370197*** 0.1722283** 0.3107103*** 0.4957157***

MULTIN -0.08356 0.061749 -0.18073 0.056004 -0.00673 -0.1896432*

MARLOC -0.12591 -0.13926 -0.3340706*** 0.13503 -0.2662095*** -0.4912367***

MARNAT 0.3269076*** 0.042024 0.1456741* 0.3892542*** 0.3273947*** 0.2565602***

INTL 0.055913 -0.1023181** 0.1834482*** 0.0941034** 0.0668573** 0.1632893***

CUSGRO 0.2749786*** 0.089581 0.3151861*** 0.2121972** 0.029366 0.2555047***

CUSB2B 0.042855 0.1410534* 0.002262 0.004348 0.154278*** 0.019206 

CUSGMT -0.02765 -0.04268 -0.1447458** -0.04108 -0.1208192** 0.011458 

CUSB2C 0.135341** 0.1762332** 0.2941694*** -0.2083375*** 0.5780343*** 0.2164541***

ESTABL 0.11693 -0.3079362** 0.095714 -0.2323507** -0.1460595* -0.12066 

MARCN 0.1975973* 0.154566 -0.2513494** 0.140523 0.138488 0.017662 

BRANCHCN 0.3934431*** 0.5819217*** -0.13867 0.5804798*** 0.3915892*** 0.4779726***

_cons -1.615921*** -1.639101*** -1.629468*** -1.732457*** -1.46596*** -0.8345748***

 

表七-35 ss_創新模仿模型（一）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4 Rho5 

Rho/2 -0.184588***         

Rho/3 0.6107806*** 0.099067**       

Rho/4 0.0734694* 0.1668722*** -0.1527933***     

Rho/5 0.3978002*** 0.2248522*** 0.4263821*** 0.1421891***   

Rho/6 0.3570139*** 0.2412376*** 0.382425*** 0.2399896*** 0.5292738***

Observations 3850         

Log likelihood -8169.2101         

Wald χ2 (84) 1251.78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6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62 

= rho43 = rho53 = rho63 = rho54 = rho64 = rho65 = 0: χ2 (15) =  1403.01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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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Size_R） 

公司規模愈大，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0231）、產品模仿（0.0206）、製程

創新（0.0190）、製程模仿（0.0243）、行銷創新（0.0453）及組織創新（0.0469）。

若將公司規模的平方項考慮進來，則發現隨著公司規模的增加，進行產品創

新、產品模仿、製程模仿、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之邊際效果則會遞減。 

 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H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420）、製程創新（0.2370）、製程模仿

（0.1722）、行銷創新（0.3107）及組織創新（0.4957）。 

 跨國公司（MULTINN） 

  此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組織創新（‐0.1896）。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3340）、行銷創新（‐0.2662）及組織創

新（‐0.4912）。 

 主要市場為台灣市場（MARN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3269）、製程創新（0.1456）、製程模仿

（0.3892）、行銷創新（0.3273）及組織創新（0.2565）。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1834）、製程模仿（0.0941）、

行銷創新（0.0668）及組織創新（0.1632），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1023）。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之子公司（CUSGRO）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749）、製程創新（0.3151）、製程模仿

（0.2121）、及組織創新（0.2555）。 

 主要顧客為其他廠商（CUSB2B）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410）、行銷創新（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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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447）、行銷創新（‐0.1208）。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353）、產品模仿（0.1762）、製程創新

（0.2941）、製程模仿（0.1842）、行銷創新（0.5780）及組織創新（0.2164），

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2083）。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3079）、製程模仿（‐0.2323）、行銷創新

（‐0.1460）。 

 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975），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2513）。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3934）、產品模仿（0.5819）、製程模仿

（0.5804）、行銷創新（0.3915）及組織創新（0.4779）。 

 

小結 

 產品創新（D_INNOV）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產品創新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

之子公司；主要市場方面，以全國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之內

的其他子公司、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以大陸為主要市場，在大陸設有分支機

構。 

 產品模仿（D_IMITA）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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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產品模仿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

之子公司；主要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愈大者，愈不會進行產品模仿；主要顧

客方面，會以其他一般廠商、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不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製程創新（P_INNOV）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可能從事製

程創新；屬於母集團企業之子公司；主要市場方面，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而

國際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愈會進行製程創新，而較不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

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之內的其他子公司、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不以政

府為主要顧客；不以大陸為主要市場。 

 製程模仿（P_IMITA） 

  會進行製程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製程

模仿，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製程模仿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主要市場方面，

國際市場範圍愈大者，愈可能進行製程模仿，會以全國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

面，會以母集團之其他子企業為主要顧客，較不會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不

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行銷創新（M_INNOV） 

  會進行行銷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行銷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行銷創新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

之子公司；主要市場方面，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有經營國際市場之廠商，當

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行銷創新，而較不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

客方面，會以「一般消費者」、「一般廠商」為主要顧客，較不會以政府為主要顧

客；不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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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創新（O_INNOV） 

  會進行組織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從事組織

創新，但是隨著規模增加，進行組織創新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屬於母集團企業

之子公司；較不屬於跨國公司；主要市場方面，以全國為主要市場，有經營國際

市場之廠商，當國際市場範圍愈大，愈會進行組織創新，而較不以當地市場為主

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母集團內之子企業」、「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35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1845），和製程創

新為正相關（0.6107）、和製程模仿為正相關（0.0734）、和行銷創新為正相關

（0.3978），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3570）。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35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為正相關（0.0990），和製程模仿為正

相關（0.1668），和行銷創新為正相關（0.2248），和組織創新為正相關（0.2412）。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35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1527），和行銷創

新為正相關（0.4263），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3824）。 

 製程模仿（P_IMITA） 

  從表七‐35 得知，製程模仿和行銷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1421），和行銷創新

為正相關（0.2399）。 

 行銷創新（M_INNOV） 

從表七‐35 得知，行銷創新和組織創新之間為正相關（0.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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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ss_創新及模仿模型（二） 

－創新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 

  ss 資料庫可以用「是否有進行技術創新」這項變數，將資料庫中的廠商分為

兩類：第一類為「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以及第二類「完全無技術創新

之廠商」。在創新模仿模型（二）中，對「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進行分

析，以了解這些廠商會進行哪一種技術創新／模仿。表七‐36、表七‐37 列出「至

少有一項創新」的 1,206 家廠商中，進行的創新／模仿活動的次數分配及比例。 

 

表七-36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敘述統計表 

ss / 1,206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有創新/模仿之個數  543  317  398  372 

所佔比重  45.0%  26.2%  33.0%  30.8% 

 

表七‐37    ss 資料庫_創新廠商 Y 變數之交叉表 

ss / 1,206 筆  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 

產品創新  543 

百分比 45.02% 

產品模仿  0 317 

百分比 0.00% 26.29% 

製程創新  230 46 398 

百分比 19.07% 3.81% 33.00% 

製程模仿  80 68 0 372 

百分比 6.63% 5.64% 0.00% 30.85%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四項創新／模仿變數：產品創新（D_INNOV）、 

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新（P_INNOV）、製程模仿（P_IMITA）。X 變數的部

分，除了創新模仿模型（一）所放入的變數之外，尚包括與大陸合作研發

（CORCN）；營運價值鏈：OEM、ODM、OB；創新來源：RRDINENG、RRDEX、R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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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X；資訊及政策變數：SUNI、SGMT、PUBISP、FUNGMT；合作研發對象：COUNI、

COGMT；廠商獲利機制：PROPAT、PRODSG、PROTM、PROCP、PROSEC、PRODES、

PROTIM、PROMAT、PROCOM、PROUPD、PROEXP、PROLIC。結果如表七‐38 所示。

表七‐39 則列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七-38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Size 0.003579 0.00317 -0.00022 -0.00054 

Size_R -1.5E-05 -1.1E-05 0.000061 -3.48E-06 

HO 0.024859 -0.10661 0.062919 0.073966 

MULTIN 0.021084 0.175682 -0.15241 -0.18992 

MARLOC 0.136702 -0.10261 -0.16892 0.2874267** 

MARNAT 0.1707 -0.2150772* -0.05395 0.2315837** 

INTL -0.03047 -0.2161691*** 0.155911*** 0.05175 

CUSGRO -0.04323 -0.09317 -0.00782 0.08541 

CUSB2B 0.021536 0.085158 -0.02782 -0.06853 

CUSGMT 0.031285 -0.00947 -0.13484 0.083198 

CUSB2C 0.039931 0.06922 0.3383082*** -0.4565357*** 

ESTABL 0.3056944** -0.4144723** 0.147041 -0.3928701*** 

MARCN 0.180322 0.074224 -0.3433356** -0.03186 

BRANCHCN -0.12802 0.5430268*** -0.8890682*** 0.3618469*** 

CORCN 0.090451 -0.2977064* 0.6718826*** 0.11825 

OEM -0.1356552* 0.1435792* -0.07267 0.040406 

ODM 0.107136 -0.11927 0.3031743*** -0.1704138** 

OB -0.04266 0.18381** 0.031197 0.1499319* 

RRDINENG 0.2375615*** 0.082127 0.091136 -0.4451414*** 

RRDEX -0.08056 0.064268 -0.04804 0.2932872*** 

RMAC -0.11243 0.1836294** -0.1800098** 0.1344093* 

ROEX 0.1886922** -0.361412*** 0.3126648*** 0.052311 

FUNGMT 0.250995 -0.11011 0.082791 0.405047 

SUNI 0.360954*** 0.03649 0.016927 -0.4000554*** 

SGMT 0.056454 -0.21059 0.17456 0.119019 

PUBISP -0.1185113** 0.083583 -0.08843 0.0797009* 

COUNI 0.179281 -0.4885544*** 0.5564033*** -0.2304273* 

COGMT 0.5066901*** -0.00432 0.031416 -0.442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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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T -0.1630107* 0.073505 -0.02747 0.009903 

PRODSG 0.043942 -0.2365598** -0.10104 0.069333 

PROTM -0.05681 -0.02791 -0.0537 0.027326 

PROCP -0.0877 -0.01377 -0.03916 0.1671798* 

PROSEC 0.1902415** -0.288907*** -0.15069 0.2297405*** 

PRODES -0.0137 -0.00429 -0.1997066* -0.08453 

PROTIM -0.00565 0.013994 0.1925269* -0.05727 

PROMAT -0.01396 0.11373 0.05584 -0.0501 

PROCOM 0.033427 0.2267437** -0.02043 -0.1146 

PROUPD 0.2522842** -0.3542354*** 0.1888848* 0.1661688* 

PROEXP -0.08283 0.2301792** -0.05219 -0.01718 

PROLIC -0.06906 0.093035 -0.0379 -0.04317 

_cons -0.66945 -0.3502 -0.7654 -0.4681 

 

表七-39 ss_創新模仿模型（二）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2 -0.7545596***     

Rho/3 0.2239321*** -0.2403495***   

Rho/4 -0.3770028*** -0.0039182 -0.7644201*** 

Observations 1206     

Log likelihood -2354.504     

Wald χ2 (160) 440.61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32 = rho42 = rho43 = 0: χ2 (6) =    800.435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874）。 

 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MARNA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315），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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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市場範圍（INTL） 

  若廠商之國際市場範圍愈廣，則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1559），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0.2161）。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3383），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4565）。 

 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3056），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4144）、

製程模仿（‐0.3928）。 

 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3433）。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5430）、製程模仿（0.3618），較不會進

行製程創新（‐0.8890）。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977）。 

 屬於 OEM 廠商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435），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356）。 

 屬於 ODM 廠商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3031），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1704）。 

 屬於 OB 廠商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838）、製程模仿（0.1499）。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375），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4451）。 

 創新來源－委託外部機構研發（RRDEX）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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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1836），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800）。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886）、製程創新（0.3126），較不會進行

產品模仿（-0.3614）。 

 重要資訊來源－大學（SUNI）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3609），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4000）。 

 重要資訊來源－公共資訊（PUBISP）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0797），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185）。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5564），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4885）、

製程模仿（-0.2304）。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GMT）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5066），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0.4424）。 

 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0.1630）。 

 獲利機制－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2365）。 

 獲利機制－以著作權保護（PROCP） 

  此類型廠商較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1671）。 

 獲利機制－以營業秘密保護（PROSEC）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1902）、製程模仿（0.2297），較不會進行

產品模仿（-0.2889）。 

 獲利機制－增加設計複雜度（PRODES） 

  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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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比競爭者搶先推出服務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0.1925）。 

 獲利機制－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PROCOM）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2267）。 

 獲利機制－快速更新服務技術（PROUPD）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0.2522）、製程創新（0.1888）、製程模仿

（0.1661），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0.3542）。 

 獲利機制－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人才（PROEXP）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0.2301）。 

 

小結 

 產品創新（D_INNOV） 

  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屬於近幾年成立之子公司；較

不為 OEM 廠商；創新來源方面，會採取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重要資訊來

源方面，會以大學作為重要資訊來源，而較不會以公開資訊作為重要資訊來源；

合作研發對象方面，會和政府進行合作研發；獲利機制方面，較可能會採取「利

用營業祕密保護」、「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而較不會採取「申請新發明，新型專

利權」。 

 產品模仿（D_IMITA） 

  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市場方面，較不會以全國

市場為主要市場，而國際市場範圍愈大者，愈不會進行產品模仿；較不屬於近幾

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較不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較可能為

OEM、OB 廠商；創新來源方面，會採取「購買機器設備」、而較不會以「取得外

部知識」的方式；較不會和大學進行合作研發；獲利機制方面，較可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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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的服務或產品」、「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而較不會「申請新式樣專

利」、「以營業祕密保護」、「快速更新產品技術」。 

 製程創新（P_INNOV）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市場方面，國際市場範圍

愈廣的廠商，愈會進行製程創新，而較不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

會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較不會以大陸為主要市場，不會在大陸設分支機

構，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屬於 ODM 廠商；創新來源方面，創新來源方面，

會採取「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而較不會「購買機器設備」；合作研發對象方

面，會以大學為合作對象；獲利機制方面，會採取「比競爭者搶先推出服務快速

進入市場」、「快速更新服務技術」，而較不會採取「增加設計的複雜度」的方式。 

 製程模仿（P_IMITA） 

  會進行製程創新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市場方面，會以當地市場、

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主要顧客方面，較不會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較不為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屬於 OB 廠商，較不屬於 ODM 廠

商；創新來源方面，較可能會「委託外部組織或機構研發」、「購買機器設備」，

而較不會採取「自行研發」的方式；重要資訊來源方面，會以公開資訊為重要資

訊來源，較不會以大學作為重要資訊來源；合作研發對象方面，較不會以大學、

政府單位為合作研發對象；獲利機制方面，會採取「以著作權保護」、「以營業祕

密保護」、「快速更新服務技術」之方式。 

 創新及模仿活動之間的關係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產品創新（D_INNOV） 

  從表七‐39 得知，產品創新和產品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7545），和製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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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為正相關（0.2239），和製程模仿為負相關（‐0.3770）。 

 

 產品模仿（D_IMITA） 

  從表七‐39 得知，產品模仿和製程創新為負相關（‐0.2403），和製程模仿未

達顯著相關。 

 製程創新（P_INNOV） 

  從表七‐39 得知，製程創新和製程模仿之間為負相關（‐0.7644）。 

 

3-2-3 ss_創新及模仿模型（一）（二）之比較 

  本小節將分析 ss 資料庫之「所有廠商」及「至少有進行一項創新」之廠商，

在公司基本性質、主要顧客、主要市場等變數上，是否有相同或相異之處，藉以

找出影響廠商進行產品創新／模仿或製程創新／模仿之關鍵因素。 

 

 公司規模（Size 、Size_R） 

  模型（一）顯示若廠商之公司規模愈大，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且隨著規模擴大，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模仿

之邊際傾向會遞減，而在模型（二）中，公司規模對以上 Y 變數皆未達顯著，

表示該自變數在模型（二）中，無法區辨哪些廠商會進行創新／模仿活動。 

 母集團之子企業（HO） 

  模型（一）顯示若廠商屬於「母集團之子企業」，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製

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皆未達顯著，代表該自變數在模型（二）

中，無法區辨哪些廠商會進行創新／模仿活動。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模型（一）顯示，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在模型（二）中則未達顯著。而在模型（二）中顯示，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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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 

 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MARNAT） 

  模型（一）（二）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則較可能進行製

程模仿。在模型（一）中，該自變數對產品創新、製程創新為正向顯著，在模型

（二）中則不顯著。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產品模仿為負向顯著，而在模

型（一）中則不顯著。 

 國際市場範圍（INTL） 

  模型（一）（二）皆顯示若廠商之「國際市場範圍愈廣」，則較可能進行製程

創新，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另外，在模型（一）中，該自變數對製程模仿為正

向顯著，但在模型（二）中則不顯著，表示該自變數在模型（二）中，可以區辨

出哪些廠商會進行製程創新、產品模仿。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GRO） 

  模型（一）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較可能進行產品

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而在模型（二）中皆未達顯著，代表該自變數在模

型（二）中無法區辨哪些廠商會進行創新／模仿活動。。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CUSB2B） 

  模型（一）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

在模型（二）中則未達顯著，代表該自變數在模型（二）中無法區辨廠商是否會

進行產品模仿。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在模型（一）中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政府」，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而在模型（二）中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模型（二）中無法藉由該自變數區辨

出哪些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模型（一）（二）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較可能進行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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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創新，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表示該自變數在模型（一）（二）中皆可以區辨

哪些廠商會進行製程創新、哪些不會進行製程模仿。此外，在模型（一）中，該

自變數對產品創新、產品模仿呈正向顯著，在模型（二）中則未達顯著水準。 

 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模型（一）（二）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較不會進行產

品模仿、製程模仿，表示該自變數在模型（一）（二）中皆可以區辨哪些廠商不

會進行產品模仿、製程模仿。另外，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產品創新呈正

向顯著，在模型（一）則未達顯著水準。 

 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 

  模型（一）（二）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大陸」，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表示該自變數在模型（一）（二）中皆可以區辨哪些廠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此外，在模型（一）中，該自變數對產品創新為正向顯著。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模型（一）（二）皆顯示若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較可能進行產品模

仿、製程模仿，表示該自變數在模型（一）（二）中皆可以區辨哪些廠商較不會

進行產品模仿、製程模仿。另外，在模型（一）中，該自變數對產品創新呈正向

顯著，在模型（二）中則未達顯著水準。在模型（二）中，該自變數對製程創新

呈負向顯著，在模型（一）中則未達顯著水準。 

 

 

 

 

 

 

 



7‐77 
 

3-3 服務業總結： 

－SS 及 ss 資料庫創新模仿模型（二）之比較 

 

 產品創新（D_INNOV） 

 屬於 OEM 廠商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屬於 OEM 廠商，則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創新來源為自行研發」，愈可能進行

產品創新。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愈可能

進行產品創新。 

 重要資訊來源－大學（SUNI）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大學為重要資訊來源」，愈可能進行

產品創新。 

 重要資訊來源－公開資訊（PUBISP）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公開資訊作為重要資訊」，則較不會

進行產品創新。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GMT）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愈可能進行

產品創新。 

 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為獲利機

制」，則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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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快速更新產品技術作為獲利機制」，

愈可能進行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D_IMITA）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國際市場範圍愈廣，則較不會進行產

品模仿。 

 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屬於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則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 

 屬於品牌廠商（OB）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屬於「品牌廠商」，則愈可能進行產品模

仿。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創新來源為買機器設備」，則愈可能

進行產品模仿。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則較不

會進行產品模仿。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則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 

 獲利機制－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獲利機制為申請新式樣專利」，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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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進行產品模仿。 

 獲利機制－以營業祕密保護（PROSEC）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獲利機制為營業秘密」，則較不會進

行產品模仿。 

 獲利機制－提供配套的服務與產品（PROCOM）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獲利機制為提供配套的服務與產品」，

則愈可能進行產品模仿。 

 獲利機制－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獲利機制為快速更新產品技術」，則

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P_INNOV）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國際市場範圍愈廣，則較可能進行製

程創新。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愈可能進

行製程創新。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愈不會進行製

程創新。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則較可能進行

製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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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 ODM 廠商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屬於 ODM 廠商，愈可能進行製程創新。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創新來源為自行研發」，愈可能進行

製程創新。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愈可能

進行製程創新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愈可能進行

製程創新。 

 獲利機制－比競爭者搶先推出服務快速進入市場（PROTIM）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獲利機制為「比競爭者先推出服務快

速進入市場」，則較可能進行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P_IMITA）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愈可能進行製

程模仿。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較不會進行

製程模仿。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愈可能進行製

程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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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 ODM 廠商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屬於 ODM 廠商，則較不會進行製程模仿。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創新來源為自行研發」，則較不會進

行製程模仿。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則較不會進

行製程模仿。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GMT）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則較不會進

行製程模仿。 

 獲利機制－以營業祕密保護（PROSEC） 

  在 SS、ss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機制，則較可

能進行製程模仿。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1、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比較分析 

  經過前三節的探討之後，對於總體資料庫、製造業及服務業資料庫的廠商特

性已經有了概略性的了解，接下來將綜合比較製造業與服務業中，有哪些相同或

相異的因素會影響其在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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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創新（D_INNOV） 

 

相同點：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和政府進行合作研發，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其他子企業的廠商，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負向

關係。創新來源為購買機器設備，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負向關係。「申請新

發明，新型專利權」作為獲利機制的廠商，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獲利機制為「以營業祕密保護」的廠商，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負向關係。獲

利機制為「增加設計之複雜度」，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正向關係。獲利機制

為「掌握關鍵的原料或部件」的廠商，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負向關係。 

 服務業：OEM 廠商，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負向關係。創新來源為「自行研

發」的廠商，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正向關係。以大學為重要資訊來源的廠商，

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正向關係。以公開資訊作為重要資訊來源的廠商，進行

產品創新呈現負向關係。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為獲利機制之廠商，

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負向關係。以「快速更新產品技術」作為獲利機制的廠

商，與進行產品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產品模仿（D_IMITA） 

 

相異點： 

 

 製造業：主要顧客為政府，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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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國際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向關係。近幾年

成立之新公司，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向關係。自有品牌廠商與進行產品模

仿呈現正向關係。創新來源為「購買機器設備」的廠商，與進行產品模仿呈

現正向關係。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的廠商，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

向關係。「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的廠商，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向關係。

獲利機制為「申請新式樣專利」的廠商，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向關係。獲

利機制為「以營業秘密保護」的廠商，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向關係。獲利

機制為「提供配套的服務與產品」，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正向關係。獲利機

制為「快速更新產品技術」的廠商，與進行產品模仿呈現負向關係。 

 

 製程創新（P_INNOV） 

 

相同點：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公司規模愈大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主要顧客為

母集團之子企業，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負向關係。 

 服務業：國際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主要顧

客為一般消費者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在大陸設有分支機

構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負向關係。ODM 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

現正向關係。創新來源為自行研發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來源為「取得外部知識」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以大

學為合作研發對象，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獲利機制為「比競爭者

先推出服務快速進入市場」，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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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模仿（P_IMITA） 

 

相同點：會和政府進行合作研發的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負向關係。以「營

業秘密」作為獲利機制的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的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的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正向關係。主要

顧客為一般消費者，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負向關係。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

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正向關係。ODM 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負向

關係。創新來源為自行研發的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負向關係。以大學

為合作研發對象的廠商，與進行製程模仿呈現負向關係。 

 

 

2、相關文獻之比較分析 

 文獻回顧 

在製造業方面，關於創新與公司特性關係之研究，較常探討的公司特性包含

企業規模、出口、公司年齡、外部擁有權等。Meisel and Lin(1983)以美國公司資

料實證企業規模及出口與產品及製程創新正相關。Kraft(1990)以西德金屬製造業

公司資料實證企業規模與製程創新正相關，出口與製程創新負相關及外部(管理

階層以外)擁有權與產品創新負相關，產品創新對製程創新有正面影響等。

Martineze-Ros(2000)以西班牙公司資料實證企業規模與產品及製程創新正相關，出

口與服務及產品創新正相關，外部(國外)擁有權與製程創新負相關。Baldwin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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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則以加拿大公司資料實證企業規模與研發與產品及製程創新正相關，外部

(國外)擁有權與創新並不顯著相關。Lee(2004)以馬來西亞公司資料實證企業規模

與創新正相關，出口比例大小與創新負相關等，有限股份公司比單一所有權公司

會進行創新，但公司年齡、外部(國外)擁有權與創新無顯著相關。 

 

1980 年代開始，服務業的創新開始被研究，Gershunny and Miles(1983)首先提

出，因為大部分服務的資訊化成分，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可以改變服務的成本與品質。Barras(1986,1990)續專注於服務的

ICT 創新，提出服務業使用 ICTs 時期的觀念模型，指出隨著服務的資訊密集程

度，創新促成逆向產品週期，亦即雖然在初期，ICTs 應用是為改進效率，但後

續的學習過程造成服務品質的改善，進而產生了新服務(產品)。受到 Barras 觀念

的影響，Pavitt 及 Robson 等人(1989)修正 Pavitt(1984)對製造業有名的四種產業分

類:供應商主導型、規模密集型、專業供應商型及以科學為基礎型等，刪除供應

商主導型，但加入特別與零售、金融服務業有關之資訊密集型。 

 

Soete and Miozzo(1990)進而採用 Pavitt 的準則提出服務業特有的分類，將其分

成三種產業:(1)供應商主導型(由機器、設備及技術系統供應商而來的創新)；(2)

資訊與實體網路型，整合主要以系統化資訊處理 (如金融業與通訊業)及服務傳

送(如批發業與運輸業)為基礎之服務；(3)專業供應與科技產業型(如軟體業)。

Evangelista and Savona(1998)亦採用義大利 CIS 的調查資料，將服務業公司區分為

技術使用者、科技服務、互動服務與技術諮詢等四種。Evangelista and Sirilli(1998)

亦採用義大利 CIS 的調查資料，實證 1/3 的義大利服務業公司進行技術創新，大

部分公司可區分服務與製程創新，其中金融、電腦及軟體、工程及電信服務業被

驗證為最創新服務部門，其並實證企業規模與創新比例正相關。 

 

Hollenstein(2003)採用瑞士 1999 年 CIS 資料，區分了服務業 5 種創新模式公

司：全網路整合科技公司、IT 導向網路整合發展公司、弱外部連結之市場導向

漸進創新公司、價值鏈強外部連結之成本導向製程創新公司、幾乎無外部連結之

低調創新公司。Hipp and Grupp(2005)以德國 CIS 資料，實證既有由製造業導出之

衡量服務業創新的觀念與方法，並無法對服務業之創新有效衡量與分類。Cama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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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odriguez(2005)以西班牙 CIS-3 資料為基礎，採用整合法觀點，將西班牙服務

業分成高度創新、中度創新與低度創新三種類型。 

 

 本研究貢獻 

既有文獻在製造業方面，有許多創新與公司特性關係、創新間互補關係之實

證研究，但比較偏重於產品與製程創新。在服務業方面，主要針對服務業創新行

為與程度作研究與分類，然而，對於服務業個別公司特性(例如是否為集團企業、

主要市場、主要客戶、企業規模等)與各類型創新行為間有何關連，以及各類型

創新間的互補替代關係，尚無完整理論與實證之研究分析。 

故本研究擬以台灣地區第二次產業創新活動調查結果，在文獻基礎上，再加

入廠商營運價值鏈、合作研發對象、獲利機制以及台灣廠商特有的變項（例如是

否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是否和大陸合作研發），以對於台灣製造業及服務業廠

商，進行創新或模仿活動，能有更透徹的瞭解。 

  研究發現，在製造業廠商中，公司規模與「進行製程創新」具有正向關係。

在服務業廠商中，「和大學合作研發」與「進行產品／製程創新呈現正向關係」，

而與「進行產品／製程模仿」呈現負向關係。代表服務業廠商和大學合作研發，

能夠獲得較具前瞻性、新穎性的創新成果。「和大陸合作研發」則與「進行製程

創新」呈現正向關係。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與進行製程創新呈現負向關

係。因此，廠商「在大陸設分支機構」與「和大陸合作研發」，對於廠商進行創

新或模仿活動，有不同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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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台灣創新系統全觀─產官學研的合作

研發體系 

 

第一節    整體分析 

 

        TT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10,017 筆，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有 3575 家。

合作創新模型即針對此 3575 筆資料進行分析。表八‐1、表八‐2 為各項合作創新

單位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有合作創新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整體至少

有一次技術創新之百分比。 

表八‐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合作創新

單位 

設備、材料

或軟體供

應商

(COCUP) 

客戶或消

費者

(COCUS) 

競爭者

(COCOM)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COUNI)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COGMT) 

個數  953  1028  425  446  407 

百分比 

(個數/3575) 
26.66%  28.88%  11.89%  12.48%  11.38% 

 

表八‐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TT/3575 

設備、材

料或軟體

供應商

客戶或

消費者
競爭者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 953 

百分比 26.66% 

客戶或消費者 465 1028 

百分比 13.01% 28.76%

競爭者 234 287 425 

百分比 6.55% 8.03% 11.89%

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213 221 134 446 

百分比 5.96% 6.18% 3.75% 12.48% 

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 223 210 139 177 407 

百分比 6.24% 5.87% 3.89% 4.95%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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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五項合作創新變數：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

商(COCUP)、客戶或消費者(COCUS)、競爭者(COCOM)、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

構(COUNI)、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COGMT)。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

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主要市場變數：INTL；主要

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CUSB2C；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

商 (OEM)、設計製造商 (ODM)、有自有品牌者 (OB)；兩岸互動：MARCN、

BRANCHCN；創新類型：產品創新(D_INNOV)、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

新 (P_INNOV) 、 製 造 模 仿 (P_IMITA) 、 行 銷 創 新 (M_INNOV) 、 組 織 創 新

(O_INNOV)；創新投入：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

創新資訊來源：內部來源(SENTG)、供應商(SSUP)、客戶或消費者(SCLI)、競爭

對手或其他公司(SCOM)、大專院校(SUNI)、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其他

來源(PUBISP)；創新阻礙：提出構想階段終止(HCON)、進行一段時間後終止

(HBEG) 、 過 程 嚴 重 拖 延 (HDLAY) ； 獲 利 機 制 ： 申 請 新 發 明 、 新 型 專 利 權

(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申請著作權

(PROCP)、保密措施 (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 (PRODES)、掌握先佔優勢

(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新產

品技術 (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 (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分析結果如下表八-3 所示，而表八-4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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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3    TT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Multivariate probit (MSL, #draws=5) Number of obs=3575

Log likelihood = -6692.1168 
Wald chi2(225)=1586.95

Prob > chi2=0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size -0.1797295*** -0.0286512 -0.0282533 -0.0462627 -0.0815419

size_R 0.0187722*** -0.0000908 0.0014954 0.0080318 0.0100501

HO 0.0082667 -0.0114286 -0.1261476 -0.1205228 -0.0577089

INTL 0.0046755 0.0289023 -0.0084324 0.0313611 0.0257556

CUSGRO 0.1101699 0.2192193*** 0.1791009** -0.0565641 0.0981488

CUSB2B -0.0092481 -0.0326698 -0.0800852 -0.0785819 -0.2645159***

CUSGMT -0.0698891 -0.225343*** -0.0700156 0.1348919 0.1407399

CUSB2C 0.0039187 -0.1015433 0.0681439 -0.0591023 -0.0654875

MARCN 0.0129828 0.0285678 0.1944534** 0.1280693 0.1715128** 

BRANCHCN 0.0023305 -0.1184359* 0.0472827 0.0517244 -0.0681861

OEM -0.1214987** 0.1288361*** 0.1020247* 0.1467261** -0.0307229

ODM 0.0656149 0.1881915*** 0.0013392 -0.0212771 0.0450999

OB 0.186987*** 0.1840103*** 0.0463375 0.2355548*** 0.2729525*** 

D_INNOV 0.1293708** -0.0006347 0.2069546*** 0.0618217 0.2394531*** 

D_IMITA 0.0588416 -0.0922664 0.0321417 -0.1116112 0.1520719

P_INNOV 0.3915458*** 0.2159396*** 0.344302*** 0.1002 0.1425459* 

P_IMITA 0.1013458 0.0247462 0.0748815 -0.0303979 -0.1594974* 

M_INNOV 0.0785832 0.2010453*** -0.012232 0.1162821* 0.0180536

O_INNOV 0.0981865* 0.0678126 0.0672552 0.0177438 0.2683621*** 

RRDINENG -0.0890172* -0.0050423 -0.1382552** 0.2359729*** 0.1271597* 

RRDEX 0.4006913*** 0.1887244*** 0.1361509** 0.3485995*** 0.3730728*** 

RMAC 0.1843654*** 0.1473312*** -0.0253659 0.0243967 0.1503727** 

ROEX 0.0097815 0.0593963 0.3107812*** -0.0124097 -0.0392503

SENTG 0.0117763 0.1752237*** -0.1577954** -0.1990355*** -0.1953195***

SSUP 0.3052188*** 0.0274536 0.0609581 0.0876482 -0.0459921

SCLI -0.0269287 0.2423687*** 0.0778623 0.1835113** 0.0853689

SCOM -0.0064824 0.0593621 0.167696** 0.1130132 -0.073282

SUNI -0.0593396 -0.0053106 0.0950264 0.7337169*** -0.0230477

SGMT -0.0776106 0.1411501** 0.0947636 0.0353288 0.7584617*** 

PUBISP 0.0871527** 0.0520417 -0.0044825 -0.0306934 0.0632202

HRISK -0.0317096 0.1169891** 0.0992907* 0.0871946 0.1013304

HORG -0.0288485 -0.005163 0.0095229 -0.094959* 0.0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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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ST 0.1141655** 0.0143754 0.0094873 0.1619791*** 0.005716

PROPAT -0.0903828 0.0715842 -0.1400708* 0.0737092 0.039218

PRODSG -0.0025233 -0.0398933 0.0224927 -0.0602679 -0.0714933

PROTM -0.142671** -0.0992976* -0.1822674** -0.0398312 -0.0390711

PROCP 0.1104303 0.0732952 0.131738 0.2124494*** 0.1007482

PROSEC 0.1244303** 0.0659562 0.3048397*** 0.3014951*** 0.13533* 

PRODES 0.0288255 -0.0051881 0.0956807 -0.0428529 0.0646022

PROTIM -0.0564575 0.0783564 -0.1332639* -0.0748681 0.1314963* 

PROMAT 0.1266175** 0.0739712 0.0082753 -0.0521711 -0.0902723

PROCOM 0.0288211 0.0742979 0.2809512*** 0.1803455** -0.0963222

PROUPD 0.0905377 0.0645413 0.1573267* 0.0106296 -0.0337036

PROEXP 0.0189423 -0.087457 -0.1717939** 0.0907359 0.1422478* 

PROLIC 0.0894411 0.0164051 0.0832275 0.057489 0.1228456

_cons -1.146628*** -1.598658*** -2.035528*** -2.527895*** -2.264112*** 

 

表八‐4    TT 資料庫_殘差相關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CO_SUP 

CO_CUS 0.3123744*** 

CO_COM 0.2764813*** 0.4334672***

CO_UNI 0.1833656*** 0.1546621*** 0.2078712*** 

CO_GMT 0.2930121*** 0.1850044*** 0.2147191*** 0.3856271***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  (size & size_R)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中，規模顯著影響合作創新的可能，然而，在其他類型

的合作（客戶、競爭者、大學及政府）中，規模無一致及顯著的影響。從估計的

系數來看，規模的影響是負的，而規模平方的影響為正，這意味著廠商規模必須

大於一定的門檻值，始有可能考量與供應商合作創新。 

雖然在其他模型中，規模對合作創新並無顯著影響，但從系數來看，我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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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可以看出會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可能屬於規模較小的廠商，至於會競爭合

作的廠商則偏向於規模較大的廠商。 

 

 集團企業子公司  (HO) 

集團企業子公司在各模型中對合作創新皆無顯著的影響，但從估計系數可以

看出，集團企業子公司較不可能與台灣當地的競爭者、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 

 

 銷售地理範圍  (INTL) 

銷售地理範圍在各模型中合作創新皆無顯著的影響，但從估計系數可以看

出，銷售地理範圍越廣的廠商，越不可能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當銷售地理範圍越

大時，競爭者間彼此競爭的區位重覆性越高，因此，彼此合作創新的可能性也越

低。 

 

主要客戶 

 母企業集團之公司 (CUSGRO) 

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傾向與其客戶共同合作創新（系

數為正且顯著），這意味著集團內部資源可能有利於集團內部的子公司彼此進行

合作創新。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也傾向與競爭者合作創新，

這意味著在市場得到確保的情況下，廠商願意與競爭者合作，以促進集團的整體

利益。 

 

 非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公司 (CUSB2B) 

以非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較不願對外進行合作創新

（所有系為皆為負），尤其是與研究構機合作的系數不但是 5 個模型中最高

（-0.27），其顯著水準也低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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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 (CUSGMT) 

以政府部門為主要客戶的廠商，較不可能與客戶從事合作創新，其系數是 5

個模型中最高者（0.23），其顯著水準也低於 0.01。值得注意的是，以政府部門為

主要客戶的廠商較傾向於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雖然其顯著水準皆未達 0.1。 

 

 一般消費者 (CUSB2C) 

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在 5 個模型中皆未達顯著水準，所有系數也

都小於 0.1，這意味著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對合作創新傾向較不明確。 

 

兩岸互動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  (MARCN)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的廠商與競爭者及研究機構進行合作創新有正向的影

響，但其顯著水準僅達 0.5 以下。意外的是，此類型的廠商反而較不願意與其供

應商及客戶合作創新（未達顯著水準），我們猜想，這可能是因為當地的供應商

與客戶並無法提供廠商需要的創新來源，因此此類型的廠商必須轉向與當地的競

爭者、或是研究構機合作。 

 

 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 

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廠商，在與客戶合作創新的模型中有顯著（顯著水準

低於 0. 1）且負向的影響，在其他模型則呈現有正有負，但其影響並不明顯（系

數皆小於 0.1）。我們認為，台灣在大陸設分、子公司的廠商，主要仍以加工出口

業務為主，因此平均而言，並不需要與客戶進行合作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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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業務型態 

 製造商  (OEM) 

主要從事 OEM 業務的廠商較有可能與客戶與大學合作創新，顯著水準皆在

0.05 以下，但 OEM 廠反而不會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顯著水準 0.05）。我們認為，

對 OEM 廠而言，其供應商大多由客戶所指定，甚至是由客戶供料，這將導致 OEM

廠商反而不可能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此外，OEM 廠商對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

影響達 0.1 顯著水準，我們猜測，當 OEM 廠商無力獨自承接技術水準較高的訂

單，或共同面對授權廠商的壓力時，會選擇共同研發。 

 

 設計製造商  (ODM) 

主要從事 ODM 業務的廠商卻僅可能與其客戶有合作創新的關係。我們認

為，對 ODM 廠商而言，其資訊、技術來源及產品規格皆來自於客戶，因此導致

ODM 廠僅需與其客戶互動。 

 

 有自有品牌者  (OB) 

自有品牌的廠商，其合作創新的對象就很廣，包括供應商、客戶、大學及研究機

構，顯著水準達到 0.01 以下。我們猜測，自有品牌的廠商往往需要透過與其互

補廠商合作來創造價值，因此其將會儘可能地對外尋求合作創新的機會（不包括

競爭者）。 

 

創新類型 

 產品創新  (D_INNOV)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可能合作創新的對象包括了供應商、競爭者及研究

機構，除了對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影響顯著水準為 0.05，其對與競爭者及研究機

構合作創新的影響顯著水準為 0.01，也就是說，平均而言，台灣廠商所生產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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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其創新來源很少來自於客戶或大學，這意味著兩種可能：一、台灣廠商創造

的新產品可能大多不是原創，而是在現有市場下尋求創新（由代工轉自有品牌），

因此昨日的客戶就成了今日的競爭者，或是，二、台灣廠商的創新著重於引進國

外先進技術進行商業化。 

 

 產品模仿  (D_IMITA) 

進行產品模仿的廠商並不會對外合作創新，這顯示模仿的難度低於創新，大

多數廠商可獨立完成。 

 

 製程創新  (P_INNOV)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主要與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合作。由於製程創新對廠

商而言是一種與供應商或客戶合作的專屬性投資，因此可以想見與供應商或客戶

的共同創新是非常重要的，而與研究機構的合作，也能促進上述的合作關係（系

數 0.14，顯著水準 0.1）。較讓我們意外的是其對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顯著影響（系

數為 0.34，顯著水準 0.01），我們猜想的可能是，當廠商無力獨自引進高科技製

程，或是當廠商無力獨立承擔技術，但這個猜測必須經過個案訪談才能確認。 

 

 製程模仿  (P_IMITA) 

進行製程模仿的廠商，其情況類似於從事產品模仿的廠商，我們猜測製程模

仿的難度甚至低於產品模仿，因為從事製程模仿的廠商在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

中，呈現負向且顯著的關係（顯著水準為 0.1）。 

 

 行銷創新  (M_INNOV) 

進行行銷創新的廠商傾向於與顧客合作創新（系數 0.20，顯著水準 0.01），

這符合我們的猜想，行銷端的活動與顧客需求通常是緊密連結的。比較特殊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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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與大學合作的影響也達 0.1 的顯著水準，這代表台灣在產學合作已有一定程

度屬於非技術創新。 

 

 組織流程創新  (O_INNOV) 

從事組織流程創新廠商在供應商及研究機構的模型中呈現正向且顯著的影

響（系數分別為 0.1 及 0.26；顯著水準分別為 0.1 及 0.01）。由於組織創新包括了，

公司與供應商及顧客的外包關係改變，以及與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策略聯盟，這明

顯會提高此變數對供應商、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模型的影響。不過，此變數在大

學合作模型中並未達顯著水準，其系數也僅有 0.018，因此，我們猜想另一個可

能是，政府對技術聯盟政策的推廣會使得參與的廠商認為這是一種與政府合作創

新的形式。最後一種可能是，台灣政府會透過研究機構輔導廠商，這也是一種與

政府合作進行組織創新的模式。 

 

創新投入 

 公司內部的研發活動  (RRDINENG) 

會從事內部研發的廠商，不會選擇與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合作創新（系數

為負，供應商與競爭者分別達到顯著水準 0.1 及 0.05），反之，此類廠商會選擇

與大學（系數為 0.24、達 0.01 顯著水準）及研究機構合作（系數為正，但達 0.1

顯著水準），  這意味著台灣廠商的內部研發會透過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協助來完

成，台灣廠商也認為與同業的合作可能洩露其研發成果。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 

當創新來源源自於委託研發時，所有可能的合作對象都是創新的來源，這顯

示，相對於內部研發，委託研發的內容對廠商而言是非專屬的，因此廠商願意委

託各類合作對象進行研發。 



8‐1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  (RMAC) 

透過取得機器設備來創新的方式，可能的合作對象包括供應商、客戶及研究

機構。在與供應商及客戶的合作模式中，機器設備的投入通常是專屬於供應商或

客戶的需求，因此取得機器設備會促進廠商與供應商與客戶的合作創新。但對於

與研究機構的合作而言，卻可能是政策因素的影響，當政策鼓勵廠商引進新技術

及設備時，廠商需要透過研究機構的協助及輔導，如工研院本身就背負著商品化

先進科技的任務，因此，透過取得機器設備創新的模式跟廠商與研究機構間的合

作關係之間，本身就存在高度的關聯性。 

 

 取得外部知識  (ROEX) 

相對於取得委託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僅在競爭者合作模型中存在顯著的影響

（係數 0.31，顯著水準 0.01）。我們認為，當廠商缺乏關鍵技術時，才會選擇向

外購買，而且，這個前提是，這個技術必須是外顯知識交易才可能成立，因為透

過授權的方式，降低了合作的不確定性，取得外部知識也成了與競爭者合作創新

的入門票，這使得與競爭者的合作變得較為可能，因此當取得外部知識為主要創

新來源，這會促進廠商與競爭者合作創新。 

 

 創新資訊來源   

整體而言，創新資訊來源與合作對象是密切相關的，從分析資料來看，也是

如此，各種不同的創新資訊來源剛好促進不同的合作模式。如當來自於供應商的

創新來源很重要時，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而且在 5 個模型中，此變數皆為

正向影響，且都大部分都達 0.01 的顯著水準（競爭者模型達顯著水準 0.05）。只

是，廠商也可能同時選擇不同的合作夥伴，如當客戶為重要的創新資訊來源時，

也會促進廠商與大學合作；當研究機構為重要創新資訊來源時，廠商也同時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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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作，這代表廠商願意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達成創新的目的。 

此外，當集團內部資訊是重要的創新來源時，廠商僅會選擇與客戶合作創

新，此資訊來源反而阻礙廠商與競爭者、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合作。我們認為，廠

商為了避免內部資訊洩漏，選擇不與競爭者合作是非常合理的，至於不與大學及

研究機構合作，則可能是無此需求。最後，公開資訊來源反而促進了廠商與供應

商之間的合作，雖然達到 0.05 的顯著水準，但系數並不高（0.09），因此其影響

並不大，這意味著，當資訊可公開取得時，合作與否就不再重要了。 

 

 創新阻礙（風險） 

風險大時，廠商會選擇與客戶、及競爭者合作，其達到的顯著水準分別為

0.05、0.1，我們認為，與客戶合作可降低需求風險，與競爭者合作則可降低競爭

風險。 

成本過高時，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及大學合作。我們認為與大學合作能以較

低成本獲得創新的成果，因此在資源不足，或是資金短缺時，與大學合作創新是

不錯的方法。至於成本對與供應商合作的影響，可能的原因是雙方能彼此分擔研

發的費用。 

較意外的是，組織能力的限制並不會促成廠商間的合作關係，在 5 個模型

中，此變數的系數皆為負，不過其值皆小於 0.07，而且只有在大學合作的模型中

達到 0.1 的顯著水準。這可能是因為，與大學合作並無法補足組織能力不足的問

題。 

 

 獲利機制 

我們認為，擁有專屬性資產的廠商會選擇與無專屬性資產的廠商合作，如此

一來，就不用擔心合作創新的利益被佔走了。獲利機制意味著廠商的獲利來源，

這也隱含廠商擁有的專屬性資產，如以關鍵原料或原件為主要獲利來源的廠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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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供應商合作。而有些專屬資產的擁有者，不需要透過合作創新來創造價

值，如發明及新型專利、新式樣專利，商標、設計的複雜性及先佔優勢。這類專

屬性資產由於僅專屬擁有所有權的廠商，因此擁有獨立創新能力的廠商無需透過

合作創造潤。 

擁有營業祕密及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的廠商則較願意與各類不同的對象

合作創新，兩者的差異僅在於擁有營業祕密的廠商會多選擇大學為合作創新的對

象，但兩者皆不會與客戶合作創新，雖然這些合作對象未達顯著水準，但其系數

皆為正。我們認為，這兩項專屬性資源具有「共同專屬性」，可透過增加合作對

象來創造利潤，因此其合作對象的範圍甚廣。 

擁有著作權的廠商會選擇與大學合作，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的廠商會傾向與

競爭者或大學合作創新，以技術專家為獲利來源的廠商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

而不會與競爭者合作，我們認為這類的專屬性資產本身的價值較為有限，因此需

要透過產學合作來增加附加價值，因此會選擇與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創新。最

後，快速更新產品的廠商不會選擇與競爭者合作，這個影響也是可預期的，因為

當更新速度是競爭優勢的唯一來源時，廠商必須盡量避免新產品的資訊外洩。 

 

小結 

 

 與供應商合作 

如前所述，對 OEM 廠而言，其供應商常常是客戶指定，甚至是由客戶供料，

因此，OEM 廠商會與供應商的合作創新。同時，供應商擁有關鍵零件或原料，

因此除非廠商具有獨特的專屬性資產（如營業祕密或關鍵原料或零件）以確保獲

利，不會選擇與供應合作創新。此外，從創新的類型來看也可得到類似的結論。

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廠商通常擁有市場全新的產品或製程創新，且以廣泛授權以

快速佔據市場做為主要獲利來源，這表示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廠商，其獲利來源



8‐13 
 

主要來自於下游客戶。由此可知，同時具有對供應商及客戶談判力的廠商才有可

能與供應商合作。 

 

 與客戶合作 

會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通常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但這裡所指的子公司並

不包括大陸子公司。當廠商的主要客戶是集團內的子公司時，交易的標的會著重

於半成品，因而不再需要產品創新，重要的反而是製程創新，創新的來源也會以

機器或委託研發為主，而委託研發的對象主要應會來自於集團內其他的子公司。

我們猜測，由於台灣廠商的客戶通常也是技術來源，因此若無合作創新的空間，

剩下的合作對象就只有集團內的客戶了，而且在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

中，以集團內部資訊為重要創新來源的廠商不會與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這也意

味著台灣集團企業內部合作的效益高於市場交易，同時也高於產學合作的效益。 

 

 與競爭者合作 

相對於其他的合作對象，與競爭者的合作較為少見的。廠商非到不得以不會

選擇與競爭者合作，就算合作，也會盡量選擇能避免資訊外洩的方式，因此當快

速更新及專家為廠商的競爭優勢來源，重要創新資訊來自於母企業集團，以及當

企業從事內部研發活動時，都會避免與競爭者合作。 

促使競爭者間的合作的因素，主要有兩項：一、取得共同市場。從分析結果

可知，當廠商為了避免風險，為了取得大陸市場會與競爭者合作。；二、擁有專

屬性資產。廠商若以營業祕密為主要獲利時，可透過委外研發、取得外部知識等

方式來創新，而不會有所損失，這表示委外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可能是廠商與競

爭者合作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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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學合作 

與大學合作的廠商通常有心從事內部研發活動，礙於內部資金不足而選擇與

大學合作創新。這裡面，有一些是自有品牌的廠商，因此會從事行銷創新，也認

為顧客的資訊來源很重要；也有一些是屬於 OEM 廠商，此類廠商通常擁有關鍵

性零件及原料，並透過營業祕密獲利。由於廠商類型（OEM、ODM 或 OB）是複

選題，因此我們推測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可能同時從事 OEM 及 OB 業務，可能是

一些從 OEM 轉向自有品牌的廠商。 

 

 與研究機構合作 

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則屬於較純粹的自有品牌廠商，利用研發機構的資

訊，自行研發、開發新產品。其主要市場在大陸，並擁有自己的產品，以留住技

術專家及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為主要獲利手段。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 

 

2-1 廣義製造業（MM）資料庫 

MM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4563 筆，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有 1806 家，

合作創新模型即針對此 1806 筆資料進行分析。表八‐5、表八‐6 為各項合作創新

單位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有合作創新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整體至少

有一次技術創新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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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合作創新單

位 

設備、材料

或軟體供

應商

(COCUP) 

客戶或消

費者

(COCUS) 

競爭者

(COCOM)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COUNI)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COGMT) 

個數  465  558  222  244  199 

百分比 

(個數/1806) 
25.75%  30.90%  12.29%  13.51%  11.02% 

 

表八‐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1806 

設備、材料

或軟體供

應商 

客戶或

消費者
競爭者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 465 

百分比 25.75% 

客戶或消費者 232 558 

百分比 12.85% 30.90%

競爭者 113 140 222 

百分比 6.26% 7.75% 12.29% 

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108 115 70 244 

百分比 5.98% 6.37% 3.88% 13.51% 

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 88 95 58 74 199 

百分比 4.87% 5.26% 3.21% 4.10% 11.02%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五項合作創新變數：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

商(COCUP)、客戶或消費者(COCUS)、競爭者(COCOM)、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

構(COUNI)、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COGMT)。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

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主要市場變數：INTL；主要

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CUSB2C；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

商 (OEM)、設計製造商 (ODM)、有自有品牌者 (OB)；兩岸互動：MARCN、

BRANCHCN；創新類型：產品創新(D_INNOV)、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

新 (P_INNOV) 、 製 造 模 仿 (P_IMITA) 、 行 銷 創 新 (M_INNOV) 、 組 織 創 新

(O_INNOV)；創新投入：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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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

創新資訊來源：內部來源(SENTG)、供應商(SSUP)、客戶或消費者(SCLI)、競爭

對手或其他公司(SCOM)、大專院校(SUNI)、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其他

來源(PUBISP)；創新阻礙：提出構想階段終止(HCON)、進行一段時間後終止

(HBEG) 、 過 程 嚴 重 拖 延 (HDLAY) ； 獲 利 機 制 ： 申 請 新 發 明 、 新 型 專 利 權

(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申請著作權

(PROCP)、保密措施 (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 (PRODES)、掌握先佔優勢

(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新產

品技術 (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 (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分析結果如下表八-7 所示，而表八-8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八‐7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Multivariate probit (MSL, #draws=5) Number of obs=1806

Log likelihood = -3541.9104 
Wald chi2(225)=751.94

Prob > chi2=0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size -0.1770339* -0.002158 -0.1609103 -0.2220976* -0.2653552* 

size_R 0.0172044* -0.0017794 0.0106962 0.0238759** 0.028177** 

HO -0.1239359 -0.0090547 -0.0975501 -0.3272107** -0.2149031* 

INTL 0.0335031 0.0205051 -0.0186044 0.0203505 0.0220182

CUSGRO 0.2845868*** 0.2609164** 0.4133492*** -0.006739 0.1661599

CUSB2B 0.1776393* 0.0687776 0.1713843 0.0510846 -0.1639265

CUSGMT -0.0411128 -0.0875169 0.0618343 -0.0172795 0.1134125

CUSB2C 0.0211439 -0.095319 0.1521168 0.1164476 -0.0945925

MARCN 0.0140936 0.0665021 0.3425642*** 0.1739697* 0.2443935** 

BRANCHC 0.0626753 -0.0768941 0.1479026 0.0366578 -0.059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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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EM -0.0892542 0.2112814*** 0.2293777*** 0.1310374 -0.1464666

ODM 0.0289094 0.1988025*** 0.0562679 0.0718343 -0.0046089

OB 0.1385331* 0.2470765*** 0.1507889* 0.1909151** 0.1467275

D_INNOV 0.1914942** 0.0767428 0.2656119** 0.0081524 0.2025034* 

D_IMITA 0.258965** -0.069933 0.1410176 -0.0882752 0.0540781

P_INNOV 0.4994794*** 0.1868234** 0.3809756*** 0.0704212 0.1819865

P_IMITA 0.2326666** 0.0999174 0.1761051 0.0960764 -0.1343767

M_INNOV 0.0901056 0.1808875** -0.012677 0.0345982 0.0178568

O_INNOV 0.0588963 0.025406 0.0271876 -0.0194643 0.2437844** 

RRDINENG -0.1847989** 0.0441405 -0.0969086 0.2260651** 0.150077

RRDEX 0.3317656*** 0.1473694** 0.0340425 0.5211816*** 0.3320677***

RMAC 0.212964*** 0.3065557*** 0.0234214 0.0803504 0.133292

ROEX 0.0090964 -0.0194145 0.2335122*** 0.0360541 0.0099818

SENTG 0.0851196 0.1182835* -0.1442282 -0.1008674 -0.0861825

SSUP 0.1597406** 0.0234514 0.0635494 0.1024866 -0.0792851

SCLI 0.0164675 0.1901904** -0.0271231 0.1880378* 0.1539561

SCOM 0.0210671 0.0250095 0.123646 0.0651176 -0.0339491

SUNI 0.0125476 -0.0088035 -0.0290335 0.5607561*** 0.0293862

SGMT -0.0720348 -0.0477864 -0.0129961 -0.189524* 0.4844409***

PUBISP 0.0820724 0.1007754** 0.0464702 0.0596184 0.0465148

HRISK -0.0434765 0.0938999 0.0430686 0.145429* 0.1624842** 

HORG -0.0459928 -0.0245515 0.0567779 -0.074531 -0.0054023

HCOST -0.0118859 -0.0080398 0.0514889 0.0551994 -0.0582376

PROPAT -0.1062906 0.0765803 -0.0920482 -0.0527901 0.029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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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SG -0.0344209 -0.0472108 0.0356932 0.0540097 -0.1128792

PROTM -0.1640718* -0.1860966** -0.3397526*** 0.0816231 -0.1134306

PROCP 0.2019948** 0.169405* 0.2699015** 0.1041924 0.176688

PROSEC 0.1434094* 0.0941072 0.3979547*** 0.2659886*** 0.1253627

PRODES 0.0166423 0.027768 0.0215639 0.1145532 0.112027

PROTIM -0.0539245 0.109322 -0.2021168* -0.097879 0.1305539

PROMAT 0.1913573** 0.1381509 -0.0443546 -0.1716281 -0.13489

PROCOM 0.1197448 0.0760086 0.1423001 0.0818602 -0.0380221

PROUPD 0.0288895 0.1753554* 0.1650787 0.1025682 -0.009973

PROEXP -0.0933047 -0.2506509*** -0.0830533 0.0808354 0.0810288

PROLIC 0.1691895 -0.0746406 0.2997651** 0.066104 0.2253162* 

_cons -1.363744*** -1.768712*** -1.99786*** -2.175774*** -1.774093*** 

 

表八‐8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CO_SUP 

CO_CUS 0.2733217*** 

CO_COM 0.2452739*** 0.3976733***

CO_UNI 0.1971358*** 0.1160379** 0.2209627*** 

CO_GMT 0.1172522** 0.1426785*** 0.1516324** 0.2808028***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  (SIZE & SIZE_R) 

與供應商、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合作關係中，規模顯著影響合作創新的可能，

然而，在其他類型的合作（客戶及競爭者）中，規模無一致及顯著的影響。從估

計的系數來看，規模的影響是負的，而規模平方的影響為正，這意味著，規模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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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廠商才可能與供應商合作。 

 

 集團企業子公司  (H0) 

雖然製造業中，集團企業子公司在各模型中對合作創新的影響並非全部顯

著，但從系數來看所有模型中此變數的值皆為負，也就是說，製造業中集團企業

子公司不需要與其他單位合作創新，這表示製造業中集團企業的資源已足夠子企

業發展創新，或意味著台灣製造業中中集團企業沒有從事創新活動。不過在 5

類模型中只有大學及研究機構分別達到 0.05 及 0.1 的顯著水準。 

 

 銷售地理範圍  (INTL) 

銷售地理範圍在各模型中合作創新皆無顯著的影響，但從估計系數可以看

出，銷售地理範圍越廣的廠商，越不可能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當銷售地理範圍越

大時，競爭者間彼此競爭的區位重覆性越高，因此，彼此合作創新的可能性也越

低。 

 

主要客戶 

 母企業集團之公司 (CUSGRO) 

在製造業中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傾向與其客戶共同合作創新

（系數為正且顯著），這意味著集團內部資源可能有利於集團內部的子公司彼此進行

合作創新，加上，在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模型中，此變數也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

達到顯著水準 0.01。這意味著台灣製造業中，企業集團的上下游整合程度高，且彼

此間有很高的合作創新的機率（估計系數分別為 0.28 及 0.26）。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

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也傾向與競爭者合作創新，這意味著在市場得到確保的情況

下，廠商願意與競爭者合作，以促進集團的整體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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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公司 (CUSB2B) 

製造業中以非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僅在供應商模型中有正向

且顯著的關係，這代表上下游廠商合作創新的機會較高。此外，僅在研究機構模型中，

此變數的影響為負，雖然未達顯著水準，但這隱含的意思是，在製造業中，當上下游的

關係密切的廠商，不需要與研究機構合作創新。 

 

 政府部門 (CUSGMT) 

在製造業中，以政府部門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在 5 個模型中皆未達顯著水準，所有系

數也都小於 0.1，這意味著政府部門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對外合作創新的傾向較不明確。 

 

 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製造業中，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在 5 個模型中皆未達顯著水準，所有

系數也都小於 0.1，這意味著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對外合作創新的傾向較不明

確。 

 

兩岸互動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  (MARCN)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的廠商與競爭者、大學及研究機構進行合作創新有正向的

影響，其顯著水準分別為 0.01、0.1 及 0.05 以下。意外的是，此類型的廠商反而

較不願意與其供應商及客戶合作創新（未達顯著水準），我們猜想，這可能是因

為當地的供應商與客戶並無法提供廠商需要的創新來源，因此此類型的廠商必須

轉向與當地的競爭者、或是研究構機合作。 

 

 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  (BRANCHCN) 

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廠商，在 5 個模型中皆未達顯著水準，所有系數也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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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1，這意味著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廠商對外合作創新的傾向較不明確。。 

 

廠商業務型態 

 製造商  (OEM) 

製造業中，主要從事 OEM 業務的廠商較有可能與客戶合作創新，顯著水準

皆在 0.01 以下，但 OEM 廠反而不會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顯著水準未達 0.1）。

我們認為，對 OEM 廠而言，其供應商大多由客戶所指定，甚至是由客戶供料，

這將導致 OEM 廠商反而不可能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此外，OEM 廠商對與競爭

者合作創新的影響達 0.01 顯著水準，我們猜測，當 OEM 廠商無力獨自承接技術

水準較高的訂單，或共同面對授權廠商的壓力時，會選擇共同研發。 

 

 設計製造商  (ODM) 

主要從事 ODM 業務的廠商卻僅可能與其客戶有合作創新的關係，估計系數

0.2、達 0.01 顯著水準。我們認為，對 ODM 廠商而言，其資訊、技術來源及產

品規格皆來自於客戶，因此導致 ODM 廠僅需與其客戶互動。 

 

 有自有牌品者  (OB) 

製造業中，自有品牌的廠商的合作創新的對象就很廣，包括供應商、客戶、

競爭者及大學。我們猜測，自有品牌的廠商往往需要透過與其互補廠商合作來創

造價值，因此其將會儘可能地對外尋求合作創新的機會。但與競爭者合作創新則

較難解釋，我們猜測唯一的可能是，台灣為出口型國家，當彼此競爭的品牌共同

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時，會導致為了生存合作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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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類型 

 產品創新  (D_INNOV)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可能合作創新的對象包括了供應商、競爭者及研究

機構，除了對與研究機構合作創新的影響顯著水準為 0.1，其對與供應商及競爭

者合作創新的影響顯著水準為 0.05，也就是說，平均而言，台灣廠商所生產的新

產品其創新來源很少來自於客戶或大學，這意味著兩種可能：一、台灣廠商創造

的新產品可能大多不是原創，而是在現有市場下尋求創新（由代工轉自有品牌），

因此昨日的客戶就成了今日的競爭者，或是，二、台灣廠商的創新著重於引進國

外先進技術進行商業化。 

 

 產品模仿  (D_IMITA) 

製造業中，進行產品模仿的廠商僅會與供應商合作創新，這顯示製造業中供

應商在技術突破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認為，供應商能接觸到較為上游的資

訊，並能提供相關技術，這些均能幫助廠商進行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P_INNOV)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主要與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合作。由於製程創新對廠

商而言是一種與供應商或客戶合作的專屬性投資，因此可以想見與供應商或客戶

的共同創新是非常重要的。較讓我們意外的是其對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顯著影響

（系數為 0.29，顯著水準 0.01），我們猜想的可能是，當廠商無力獨自引進高科

技製程，或是當廠商無力獨立承擔技術，但這個猜測必須經過個案訪談才能確認。 

 

 製程模仿  (P_IMITA) 

與產品模仿的影響相同，進行製程模仿的廠商僅會與供應商合作創新，這顯

示製造業中供應商在技術突破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認為，供應商能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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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上游的資訊，並能提供相關技術，這些均能幫助廠商進行製程模仿。 

 

 行銷創新  (M_INNOV) 

進行行銷創新的廠商傾向於與顧客合作創新（系數 0.19，顯著水準 0.01），

這符合我們的猜想，行銷端的活動與顧客需求通常是緊密連結的。 

 

 組織流程創新  (O_INNOV) 

從事組織流程創新廠商在研究機構的模型中呈現正向且顯著的影響（系數

0.26；顯著水準 0.01）。由於組織創新包括了，公司與供應商及顧客的外包關係改變，

以及與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策略聯盟，這明顯會提高此變數對供應商、大學及研

究機構合作模型的影響。不過，此變數在供應商及大學合作模型中並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我們猜想另一個可能是，政府對技術聯盟政策的推廣會使得參與的廠

商認為這是一種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形式；或者是台灣政府會透過研究機構輔導廠

商，這也是一種與政府合作進行組織創新的模式。 

 

創新投入 

 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  (RRDINENG) 

會從事內部研發的廠商，不會選擇與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合作創新（系數

為負，但僅在供應商模型中達顯著水準 0.05），反之，此類廠商會選擇與大學（系

數為 0.23、達 0.05 顯著水準）及研究機構合作（系數為正，但未達 0.1 顯著水準）， 

這意味著台灣廠商的內部研發會透過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協助來完成，台灣廠商也

認為與同業的合作可能洩露其研發成果。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 

當創新來源源自於委託研發時，除了競爭者，所有可能的合作對象都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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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來源，這顯示，相對於內部研發，委託研發的內容對廠商而言是非專屬的，因

此廠商願意委託各類合作對象進行研發，但在製造業中，廠商為了避免資訊洩露

還是會避免委託競爭者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RMAC)) 

製造業中，透過取得機器設備來創新的方式，可能的合作對象包括供應商及

客戶。在與供應商及客戶的合作模式中，機器設備的投入通常是專屬於供應商或

客戶的需求，因此取得機器設備會促進廠商與供應商與客戶間的合作創新。 

 

 取得外部知識  (ROEX) 

相對於取得委託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僅在競爭者合作模型中存在顯著的影響

（係數 0.34，顯著水準 0.01）。我們認為，當廠商缺乏關鍵技術時，才會選擇向

外購買，而且，這個前提是，這個技術必須是外顯知識交易才可能成立，因為透

過授權的方式，降低了合作的不確定性，取得外部知識也成了與競爭者合作創新

的入門票，這使得與競爭者的合作變得較為可能，因此當取得外部知識為主要創

新來源，這會促進廠商與競爭者合作創新。 

 

 創新資訊來源 

整體而言，創新資訊來源與合作對象是密切相關的，從分析資料來看，也是

如此，除了與競爭者合作的模型之外，各種不同的創新資訊來源剛好促進不同的

合作模式。這代表在製造業中，與競爭者的合作是相對困難的。如當來自於供應

商的創新來源很重要時，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而且在 4 個模型中，此變數

皆為正向顯著影響（供應商及客戶模型的顯著水準為 0.05；大學及研究機構的顯

著水準為 0.01。只是，廠商也可能同時選擇不同的合作夥伴，如當客戶為重要的

創新資訊來源時，也會促進廠商與大學合作，這代表廠商願意透過產學合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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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達成創新的目的。 

此外，當集團內部資訊是重要的創新來源時，廠商僅會選擇與客戶合作創

新，此資訊來源反而阻礙廠商與競爭者、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合作（負向影響，但

未達顯著水準）。我們認為，廠商為了避免內部資訊洩漏，選擇不與競爭者合作

是非常合理的，至於不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則可能是無此需求。最後，公開

資訊來源反而促進了廠商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雖然達到 0.05 的顯著水準，但系

數並不高（0.1），因此其影響並不大，這意味著，當資訊可公開取得時，合作與

否就不再重要了。 

 

 創新阻礙（風險） 

製造業中，風險大時廠商會選擇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其達到的顯著水準

分別為 0.1、0.05，我們認為，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可降低技術風險，這顯示

對製造業而言，技術風險是合作創新最大的考量。除此之外，成本及組織能力的

限制並不會促成廠商間的合作關係，我們猜測，對製造業而言技術的突破是最大

的困難，因此需要借助大學與研究機構的力量。 

 

 獲利機制 

獲利機制意味著廠商的獲利來源，這也是廠商所擁有的專屬性資產。我們認

為，擁有專屬性資產的廠商會選擇與無專屬性資產的廠商合作，如此一來，就不

用擔心合作創新的利益被佔走了，這是合作創新時一個主要的考量。從分析結果

來看，以關鍵原料或原件為主要獲利來源的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擁有營業

祕密的廠商會選擇供應商、競爭者及大學為合作創新的對象，而擁有著作權的廠

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合作，這些結果均顯示，擁有專屬性資產的廠

商才有能力確保創新成果。 

而有些專屬資產的擁有者，不需要透過合作創新來創造價值，如發明及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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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新式樣專利，商標、設計的複雜性及先佔優勢。這類專屬性資產由於僅專

屬擁有所有權的廠商，因此擁有獨立創新能力的廠商無需透過合作創造潤。 

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的廠商則較願意與各類不同的對象合作創新。廣泛授

權以快速佔據市場廠商會選擇與競爭者及研究機構合作創新，但不會與客戶合作

創新。我們認為，這項專屬性資源具有「共同專屬性」，可透過增加合作對象來

創造利潤，因此其合作對象的範圍較廣。 

以技術專家為獲利來源的廠商不會與客戶合作，我們認為這類的專屬性資產

本身的就能創造價值因此不需要與上下游合作，但有可能透過產學合作來增加附

加價值（對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創新的影響為正，但未達 0.1 顯著水準）。最後，

快速更新產品的廠商選擇與客戶合作，這個影響也是可預期的，因為當更新速度

是競爭優勢的唯一來源時，廠商必須盡量符合客戶需求。 

 

小結 

 

 與供應商合作 

 

在台灣製造業廠商會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包括兩個部分，一是 B2B 的廠

商，二是具有自有品牌的廠商。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與供應商有從事合作創新

的廠商多以集團內的子企業，或是非集團的其他企業為主要顧客。這些廠商會同

時進行產品、製程的創新及模仿，此外，此類型的廠商並不會自行研發，而是透

過託委研發，或是購買機器設備的方式來創新。我們認為，近年來台灣有許多代

工廠開始發展自有品牌，這些廠商同時從事代工及品牌業務，這些廠商非常重視

供應商所提供的資訊，因此也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創新。 

從創新機制來看，會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廠商，其保護創新的方式包括著作

權、營業祕密及關鍵原料或原件，如前所述，合作創新的前提是必須要能確保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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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的可能性，透過著作權、營業祕密及關鍵原料或原件等專屬性互補資源的保

護，能加強廠商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可能性。同時，這三種獲利機制，也符合從

事代工及品牌業務此類廠商確保獲利的作為。 

 

 與客戶合作 

 

會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有兩類，一類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第二類則是直

接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商，對這些廠商而言，來自客戶的資訊來源是最重要的，不

過，對集團內的客戶而言，這指的資訊來源應為集團內的資訊，而對直接面對消

費者的品牌商而言，反而會較注意公開資訊。但這裡所指的子公司並不包括大陸

子公司。當廠商的主要客戶是集團內的子公司時，交易的標的會著重於半成品，

因而不再需要產品創新，重要的反而是製程創新，因此創新的來源也以機器研發

為主或委託研發為主，而委託研發的對象主要應會來自於集團內其他的子公司。

另一方面，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商，在合作創新上，會注重行銷創新。 

在獲利機制上，以著作權及快速更新產品為主要獲利保護的廠商，會與客戶

合作創新，而以商標及專家知識為主要獲利保護的廠商則不會與客戶合作創新，

我們認為，這意味著擁有商標及專家知識的廠商並不需要透過合作創新來增加價

值，甚至這類廠商會害怕其專家知識在合作過程外洩，但對需要持續更新產品的

廠商，與客戶合作，保持對市場的敏感度是相對重要的。 

 

 與競爭者合作 

 

相對於其他的合作對象，與競爭者的合作較為少見的。廠商非到不得以不會

選擇與競爭者合作，就算合作，也會盡量選擇能避免資訊外洩的方式，因此當快

速更新為廠商的競爭優勢來源時，廠商會避免與競爭者合作。另一個負向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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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為以商標作為廠商獲利的保護機制，從分析結果來看，除了大學合作的模型

中，其系數為正，此變數對其他四個模型的影響皆為負，雖然在與研究機構的模

型中未達 0.1 的顯著水準，而且，在大學合作的模型中，其估計係數也甚低

（0.08），我們猜測，擁有自有商標的廠商，產品多屬產品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

產品，因此缺乏對外合作創新的動機。 

促使競爭者間的合作的因素，主要有兩項：一、取得共同市場。從分析結果

可知，當廠商為了避免風險，為了取得大陸市場會與競爭者合作。；二、擁有專

屬性資產。廠商若以營業祕密、著作權為主要獲利時，可透過委外研發方式來創

新，而不會有所損失，這表示委外研發及授權可能是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的主要方

式。 

 

 與大學合作 

 

與大學合作的廠商通常為以大陸為主要市場的自有品牌的廠商，有心從事內

部研發活動，也會透過委外研發方式創新，由於這類廠商需要從事不確定性較高

的技術開發，因此會因技術風險而選擇與大學合作創新，其透過吸收大學資訊來

創新，並以營業祕密做為其獲利的主要保護機制。由此，我們認為在製造業中，

會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應屬直接面對客戶的自有品牌廠商。另外，研究機構的

資訊來源對此類廠商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影響是負向的。 

 

 與研究機構合作 

 

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則可分為兩類，一類屬於研發型廠商，另一類則屬於

面對市場的廠商。研發型廠商會透過吸收研究機構的資訊自行從事研發活動，其

創新類型為較困難的產品創新，因此在遇到技術風險時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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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為主要創新保護的機制。面對市場的廠商則以大陸地

區為主要市場，因應市場上的風險，也應會選擇以技術授權做為主要創新保護的

方法。 

 

 

2-2 狹義製造業（mm）資料庫 

 

        mm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2240 筆，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有 831 家，

合作創新模型即針對此 831 筆資料進行分析。表八‐9、表八‐10 為各項合作創新

單位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有合作創新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整體至少

有一次技術創新之百分比。 

 

表八‐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合作創新

單位 

設備、材料

或軟體供

應商

(COCUP) 

客戶或消

費者

(COCUS) 

競爭者

(COCOM)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COUNI)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COGMT) 

個數  216  248  87  103  75 

百分比 

(個數/831) 
25.60%  29.84%  10.47%  12.39%  9.03% 

 

表八‐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831 

設備、材

料或軟體

供應商

客戶或消

費者 
競爭者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 216 

百分比 25.99% 

客戶或消費者 103 248 

百分比 12.39% 29.84% 

競爭者 41 56 87 

百分比 4.93% 6.74%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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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43 50 21 103 34 

百分比 5.17% 6.02% 2.53% 12.39% 

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 31 34 18 34 

百分比 3.73% 4.09% 2.17% 4.09% 9.03%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五項合作創新變數：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

商(COCUP)、客戶或消費者(COCUS)、競爭者(COCOM)、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

構(COUNI)、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COGMT)。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

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主要市場變數：INTL；主要

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CUSB2C；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

商(OEM)、設計製造商(ODM)、有自有品牌者(OB)；兩岸互動：MARCN、

BRANCHCN；創新類型：產品創新(D_INNOV)、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

新(P_INNOV)、製造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M_INNOV)、組織創新

(O_INNOV)；創新投入：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

創新資訊來源：內部來源(SENTG)、供應商(SSUP)、客戶或消費者(SCLI)、競爭

對手或其他公司(SCOM)、大專院校(SUNI)、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其他

來源(PUBISP)；創新阻礙：提出構想階段終止(HCON)、進行一段時間後終止

(HBEG)、過程嚴重拖延(HDLAY)；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申請著作權

(PROCP)、保密措施(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掌握先佔優勢

(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新產

品技術(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分析結果如下表八-11 所示，而表八-12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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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11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Multivariate probit (MSL, #draws=5) Number of obs=831

Log likelihood = -1519.0784 
Wald chi2(225)=381.66

Prob > chi2=0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size -0.1244854 -0.2222022 -0.1330262 -0.2870096 -0.3951325* 

size_R 0.0148439 0.0167761 0.0102531 0.0297816 0.040031** 

HO -0.2227694 0.1659166 -0.0690067 -0.1784993 -0.376163

INTL 0.0306066 0.0044838 0.0371334 -0.0104337 -0.0022286

CUSGRO 0.2602527 0.4521282** 0.4690859** 0.2356286 0.3101202

CUSB2B 0.0102896 0.214091 0.1748426 0.2607666 -0.1874303

CUSGMT 0.1682641 0.0409438 -0.3052271 -0.2672466 0.2922705

CUSB2C -0.0223149 -0.1059045 0.3769105* 0.0574396 -0.3076935

MARCN -0.1215058 -0.0117034 -0.0106412 0.0668716 0.134487

BRANCHCN 0.0659159 0.0293706 0.1798392 0.0057605 -0.2111985

OEM -0.0782118 0.1360685 0.195619 -0.0569594 -0.1773824

ODM -0.0614347 0.1226111 0.0857776 0.0873182 -0.1160246

OB 0.0705282 0.2060522* 0.1304979 0.1549789 0.2117824

D_INNOV 0.1306787 -0.0362127 -0.0218522 -0.0444105 0.0258603

D_IMITA 0.2972159* -0.2016746 0.0903089 -0.1623823 -0.2114603

P_INNOV 0.5739032*** 0.0328541 0.5131581*** -0.065859 -0.0957343

P_IMITA 0.289234* -0.0304778 0.2599169 -0.1143536 -0.4710347**

M_INNOV 0.1540731 0.3710521*** -0.1976831 0.1205789 -0.1115985

O_INNOV -0.0750647 -0.026426 0.0200769 0.0229887 0.4949676** 

RRDINENG -0.0761797 0.1181429 -0.048302 0.3453544** 0.2530039

RRDEX 0.3695622*** 0.00986 -0.0782947 0.4006805*** 0.3685285** 

RMAC 0.0695067 0.3958764*** -0.0670081 0.1749492 0.1748457

ROEX 0.0050648 -0.0063598 0.338374** -0.029087 -0.2942839* 

SENTG 0.1411702 0.0273917 -0.0684858 -0.2966015** 0.0827018

SSUP 0.0787787 0.0814516 0.0973381 0.2107852 0.1093986

SCLI 0.0547486 0.2716547** -0.1277495 0.1219609 0.2760121

SCOM 0.1322002 -0.0156475 0.0429261 0.1042952 0.0914602

SUNI -0.0021569 -0.0176734 0.0821253 0.7184247*** 0.0276654

SGMT -0.0845243 -0.1404572 -0.2875433 -0.0209005 0.4788966** 

PUBISP 0.0783588 0.140594* 0.1852015** 0.0199708 0.1027609

HRISK 0.009069 -0.1152796 0.0461654 0.0920783 0.363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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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G -0.0159442 0.0980369 0.0481025 0.003774 -0.0818788

HCOST -0.0401238 0.1566883 0.0234513 0.0249491 -0.1483122

PROPAT -0.1294778 0.0807401 0.058022 0.0568268 -0.0921746

PRODSG 0.00272 -0.0375911 0.0442451 0.0590817 -0.3030901

PROTM -0.1410409 -0.1318994 -0.2268869 0.0730199 -0.0237099

PROCP 0.1814146 0.0650447 0.2714926 -0.070325 0.2793276

PROSEC 0.0851796 -0.0388768 0.4030884** 0.3397639** 0.304665* 

PRODES 0.1290776 0.1027931 -0.2243787 0.0719222 -0.1255891

PROTIM -0.1063245 0.0069494 0.0004173 0.0014785 0.1408054

PROMAT 0.2448716 0.2869326* 0.0753166 -0.0595273 -0.1228994

PROCOM -0.0798245 -0.1183234 -0.1143618 -0.1949444 -0.3967483* 

PROUPD 0.1079519 0.2534388* 0.2659534 0.1808389 0.305318

PROEXP -0.1178602 -0.1276528 -0.050739 0.2174026 0.1853834

PROLIC 0.1954458 -0.0742737 0.481452** -0.1806903 0.2199752

_cons -1.272076*** -1.216896*** -2.185192*** -2.067385*** -1.51697** 

 

表八‐12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CO_SUP 

CO_CUS 0.2771593*** 

CO_COM 0.1666153** 0.4346671***

CO_UNI 0.1122116 0.099947 0.156917* 

CO_GMT -0.0177822 0.1835556** 0.1414017 0.4493307***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規模及規模平方  (SIZE & SIZE_R) 

廠商規模對於合作創新的影響，在所有的模型中皆呈現正向影響，一次項為

負但二次項為正，不過，僅在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分別達到顯著水準 0.1 及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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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 

 母企業集團之公司 (CUSGRO) 

在製造業中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傾向與其客戶共同合作創新

（系數為正且顯著），這意味著集團內部資源可能有利於集團內部的子公司彼此進行合

作創新。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也傾向與競爭者合作創新，這意味著

在市場得到確保的情況下，廠商願意與競爭者合作，以促進集團的整體利益。 

 

 一般消費者 (CUSB2C) 

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在與競爭者合作的模型中達 0.1 顯著水準。 

 

廠商業務型態 

 製造商  (OB) 

自有品牌的廠商的合作創新的對象僅有競爭者，我們猜測唯一的可能是，台

灣為出口型國家，當彼此競爭的品牌共同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時，會導致為了生

存合作創新。 

 

創新類型 

 產品模仿  (D_IMITA) 

製造業中，進行產品模仿的廠商僅會與供應商合作創新，這顯示製造業中供

應商在技術突破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認為，供應商能接觸到較為上游的資

訊，並能提供相關技術，這些均能幫助廠商進行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  (P_INNOV)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主要與供應商及競爭者合作。由於製程創新對廠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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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與供應商合作的專屬性投資，因此可以想見與供應商的共同創新是非常重

要的。較讓我們意外的是其對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顯著影響（系數為 0.29，顯著

水準 0.01），我們猜想的可能是，當廠商無力獨自引進高科技製程，或是當廠商

無力獨立承擔技術，但這個猜測必須經過個案訪談才能確認。 

 

 製程模仿  (P_IMITA) 

與產品模仿的影響相同，進行製程模仿的廠商僅會與供應商合作創新，這顯

示製造業中供應商在技術突破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認為，供應商能接觸到

較為上游的資訊，並能提供相關技術，這些均能幫助廠商進行製程模仿。此外，

製程模仿對與研究機構合作創新的影響為負向顯著，這意味著對製造業而言，從

事製程模仿的廠商不願意與研究機構合作。 

 

 行銷創新  (M_INNOV) 

進行行銷創新的廠商傾向於與顧客合作創新（系數 0.19，顯著水準 0.01），

這符合我們的猜想，行銷端的活動與顧客需求通常是緊密連結的。 

 

 組織流程創新  (O_INNOV) 

從事組織流程創新廠商在研究機構的模型中呈現正向且顯著的影響（系數

0.26；顯著水準 0.01）。由於組織創新包括了，公司與供應商及顧客的外包關係改變，

以及與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策略聯盟，這明顯會提高此變數對供應商、大學及研

究機構合作模型的影響。不過，此變數在供應商及大學合作模型中並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我們猜想另一個可能是，政府對技術聯盟政策的推廣會使得參與的廠

商認為這是一種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形式；或者是台灣政府會透過研究機構輔導廠

商，這也是一種與政府合作進行組織創新的模式。 

 



8‐35 
 

創新投入 

 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  (RRDINENG) 

此類廠商會選擇與大學（系數為 0.23、達 0.05 顯著水準）及研究機構合作

（系數為正，但未達 0.1 顯著水準），  這意味著台灣廠商的內部研發會透過大學

或研究機構的協助來完成，台灣廠商也認為與同業（供應商及競爭者模型中，系

數皆為負）的合作可能洩露其研發成果。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 

當創新來源源自於委託研發時，除了競爭者，所有可能的合作對象都是創新

的來源（雖然在與客戶合作創新的模型中未達 0.1 顯著水準），這顯示，相對於

內部研發，委託研發的內容對廠商而言是非專屬的，因此廠商願意委託各類合作

對象進行研發。但在製造業中，廠商為了避免資訊洩露還是會避免委託競爭者研

發。 

 

 取得機器設備  (RMAC) 

製造業中，透過取得機器設備來創新的方式，可能的合作對象僅剩客戶。在

與客戶的合作模式中，機器設備的投入通常是專屬於客戶的需求，因此取得機器

設備會促進廠商與客戶間的合作創新。 

 

 取得外部知識  (ROEX) 

取得外部知識僅在競爭者合作模型中存在正向顯著的影響，而且在與研究機

構合作的模型中呈現負向顯著的影響。我們認為，當廠商缺乏關鍵技術時，才會

選擇向外購買，而且，這個前提是，這個技術必須是外顯知識交易才可能成立，

因為透過授權的方式，降低了合作的不確定性，取得外部知識也成了與競爭者合

作創新的入門票，這使得與競爭者的合作變得較為可能，因此當取得外部知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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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創新來源，這會促進廠商與競爭者合作創新。 

 

 創新資訊來源 

整體而言，創新資訊來源與合作對象是密切相關的，從分析資料來看，也是

如此，除了與競爭者及供應商合作的模型之外，各種不同的創新資訊來源剛好促

進不同的合作模式。這代表在純製造業中，與供應商及競爭者的合作是相對困難

的。除此之外，集團資訊對與大學合作的模型為負向顯著的影響，這表示當集團

為重要的創新資訊來源時，廠商不需要與大學進行產學合作。 

最後，公開資訊來源反而促進了廠商與客戶、及競爭者之間的合作。這意味

著，當資訊可公開取得時，製造商還是可以透過與客戶、競爭者合作取得額外的

資訊，這表示符合客戶的需求非常重要。此外，公開資訊也促進與競爭者之間的

合作，這意味著，公開資訊的不足，亦或是廠商能力不足，需要透過與競爭者合

作以吸收此公開資訊。 

 

 創新阻礙（風險） 

製造業中，風險大時廠商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其達到的顯著水準為

0.05。我們認為，與研究機構合作可降低技術風險，這顯示對製造業而言，技術

風險是合作創新最大的考量。除此之外，成本及組織能力的限制並不會促成廠商

間的合作關係，我們猜測，對製造業而言技術的突破是最大的困難，因此需要借

助研究機構的力量。 

 

 獲利機制 

獲利機制意味著廠商的獲利來源，這也是廠商所擁有的專屬性資產。我們認

為，擁有專屬性資產的廠商會選擇與無專屬性資產的廠商合作，如此一來，就不

用擔心合作創新的利益被佔走了，這是合作創新時一個主要的考量。從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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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擁有營業祕密及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的廠商的廠商會選擇與競爭者合作

創新。 

另一方面，製造業可透過互補性資源來創新，如擁有營業祕密的廠商會選擇

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創新，而擁有關鍵原料的廠商會選擇與客戶合作，這些結

果均顯示，廠商會傾向利用外部資源創造更大的價值。 

快速更新產品的廠商選擇與客戶合作，這個影響也是可預期的，因為當更新

速度是競爭優勢的唯一來源時，廠商必須盡量符合客戶需求。 

 

小結 

 

 與供應商合作 

 

相對於其他類型的合作創新，製造業廠商會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屬於創新程

度較低，主要研發委外的廠商。我們認為，對於純製造業而言，有的是接單生產，

有的則是透過產品模仿生產產品，對這類廠商而言，基本上並不具有與供應商合

作創新的條件，僅能單方面的接受供應商的規格。 

 

 與客戶合作 

 

會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有兩類，一類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第二類則是直

接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商，對這些廠商而言，來自客戶的資訊來源是最重要的，不

過，對集團內的客戶而言，這指的資訊來源應為集團內的資訊，而對直接面對消

費者的品牌商而言，反而會較注意公開資訊。當廠商的主要客戶是集團內的子公

司時，交易的標的會著重於半成品，因而不再需要產品創新，重要的反而是製程

創新（不顯著），因此創新的來源也以機器研發為主或委託研發為主，並透過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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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關鍵原料或原件來保護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商，在合作創新上，會注重行銷創新。這

類廠商在獲利機制上，會以快速更新產品為主要獲利保護，因此藉由來自顧客的

資訊來源就顯得很重要，這類廠商與顧客合作的主要目的在於，保持市場的敏感

度。 

 

 與競爭者合作 

 

相對於其他的合作對象，與競爭者的合作較為少見的。廠商非到不得以不會

選擇與競爭者合作，就算合作，也會盡量選擇能避免資訊外洩的方式。 

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也傾向與競爭者合作創新，這意味

著在市場得到確保的情況下，廠商願意與競爭者合作，以促進集團的整體利益，

這類型的廠商也可能透過製程創新、營業祕密來保護合作創新的成果。除此之

外，以服務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的廠商，若是以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做為主

要保護創新成果的工具，或是以公開資訊做為主要創新來源的廠商，也能確保委

外研發的過程資訊不會外洩給競爭者，或佔有市佔率，而願意與競爭者合作。 

 

 與大學合作 

 

與大學合作的廠商通常有心從事內部研發活動，也會透過委外研發方式創

新，其透過吸收大學資訊來創新，並以營業祕密做為其獲利的主要保護機制。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集團的資訊來源對此類廠商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影響是負向的

（不顯著），這意味著以集團內部資源來創新的集團成員，透過內部支援可取得

足夠的資源創新，或是僅需符合集團需求，因此並不需要透過大學取得額外技術

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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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研究機構合作 

 

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主要屬於研發型廠商。研發型廠商會透過吸收研究機

構的資訊自行從事研發活動，其創新類型為較困難的產品創新，因此在遇到技術

風險時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甚至會與研究機構策略聯盟。反之，從事製程模

仿為主、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的廠商，因技術層次較低，並不需要與研究機構合

作創新，其委外研發對象也不會是研究機構，其反而較可能與供應商合作。 

 

 

2-3  製造業總結－MM 及 mm 資料庫之比較 

 

集團及 B2B 變數對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影響變不顯著，B2C 對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

影響變顯著。以大陸為主要市場的廠商與競爭者、大學及研究機構進行合作創新

的影響不見了，而且在與競爭者合作模型中，大陸為主要市場的廠商的影響變為

負（不顯著） 

 

主要從事 OEM 業務的廠商較有可能與客戶、競爭者合作創新的效果不見

了，主要從事 ODM 業務的廠商較有可能與客戶合作創新的效果不見了。主要從

事 OB 業務的廠商較有可能與供應商、競爭者合作創新的效果不見了，只留下與

客戶合作的效果。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可能合作創新的對象包括了供應商、競爭者及研究

機構，這些影響都消失了。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的影響在與客戶合作創新模型中

消失了，從事製程模仿的廠商對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影響效果由負向不顯著變為負

向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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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研發對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影響減弱了，不過系數仍為負。委外研發在

與客戶合作創新的模型中，顯著性降低了。買入機器進行創新對與供應商合作創

新的影響減弱了，這意味著越純粹的製造業，其創新的目的越著重於符合顧客的

需求；從外部取得知識進行創新的影響由正轉負，並達到 0.1 的顯著水準，這意

味著，對純製造業而言，若能從取得外部知識獲得創新所需的知識，它就不會想

要跟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公開資訊也促進與競爭者之間的合作，這意味著，公開

資訊的不足，亦或是廠商能力不足，需要透過與競爭者合作以吸收此公開資訊。 

對純製造業而言，面對技術風險時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但反而不會與大

學合作，這表示，台灣的純製造業需要的是符合顧客需求的應用型創新，因此當

樣本侷限至純製造業時，此系數從 0.16 提高至 0.36。 

 

 與供應商合作 

 

近年來台灣有許多代工廠開始發展自有品牌，這些廠商同時從事代工及品牌

業務，這些廠商非常重視供應商所提供的資訊，因此也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創

新。然而，對純製造業而言，不是接單生產，就是透過產品模仿生產產品，對這

類廠商而言，基本上並不具有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條件，僅能單方面的接受供應

商的規格。 

 

 與客戶合作 

 

當樣本侷限於純製造業時，與集團因素對於與客戶合作的影響增大了，系數

從 0.26 增加為 0.45，相反的，自有品牌的因素則從 0.25 降為 0.21，因此，我們

認為，純製造業中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以集團企業為主，這類創新應屬於集團

內的合作創新，因此，此類廠商的創新行為多為透過購買機器設備進行創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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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另一方面，行銷創新的影響也從 0.18 增加至 0.37。由此結果可以看出，會

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有兩類，一類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第二類則是直接面對

消費者的品牌商，而此兩類廠商很少有自行創新的行為。 

 

 與競爭者合作 

 

從純製造業的樣本，我們可以更明顯的看出，會與競爭者合作的廠商，必會

在確保合作過程能避免資訊外洩。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類型，主要為製程創新，

而且廠商多已保有營業祕密或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而且，此合作模型應屬委

外研發，而不具有實質的互動。較難解釋的是，純製造業中，直接面對消費者的

廠商會選擇與競爭者合作。 

 

 與大學合作 

 

在純製造業中，大陸市場及自有品牌的影響消失了，研究機構資訊的影響雖

然仍為負，但已變得不顯著，同時，風險因素的影響也下降。較為明顯的是集團

企業的影響移轉至集團資訊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純製造業中的集團企業，因

自身能提供創新資訊給子公司，因此不需要與對外合作，甚至我們認為，客戶模

型中集團資訊來源的正向顯著影響，指的也是集團內的資訊來源。除此之外，我

們也可以更明顯的看出，雖然製造業會與大學合作進行研發，但這裡所指的研發

應不是技術難度高的關鍵技術，因為除了風險的影響下降，廠商保護創新的方法

仍以營業祕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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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研究機構合作 

 

在純製造業中，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僅剩研發型廠商。研發型廠商

會透過吸收研究機構的資訊自行從事研發活動，其創新類型為較困難的產品創

新，因此在遇到技術風險時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甚至會與研究機構策略聯盟。

反之，從事製程模仿為主、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的廠商，因技術層次較低，並不

需要與研究機構合作創新，其委外研發對象也不會是研究機構。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 

 

3-1 廣義服務業（SS）資料庫 

SS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5454 筆，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有 1769 家，

合作創新模型即針對此 1769 筆資料進行分析。表八‐13、表八‐14 為各項合作創

新單位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有合作創新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整體至

少有一次技術創新之百分比。 

 

表八‐1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合作創新

單位 

設備、材料

或軟體供

應商

(COCUP) 

客戶或消

費者

(COCUS) 

競爭者

(COCOM)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COUNI)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COGMT) 

個數  488  470  203  202  208 

百分比 

(個數/1769) 
27.59%  26.57%  11.48%  11.42%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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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1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1769 

設備、材

料或軟體

供應商

客戶或消

費者 
競爭者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 488 

百分比 27.59% 

客戶或消費者 233 470 

百分比 13.17% 26.57% 

競爭者 121 147 203 

百分比 6.84% 8.31% 11.48% 

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105 106 64 202 

百分比 5.94% 5.99% 3.62% 11.42% 

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 135 115 81 103 208 

百分比 7.63% 6.50% 4.58% 5.82% 11.76%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五項合作創新變數：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

商(COCUP)、客戶或消費者(COCUS)、競爭者(COCOM)、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

構(COUNI)、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COGMT)。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

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主要市場變數：INTL；主要

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CUSB2C；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

商(OEM)、設計製造商(ODM)、有自有品牌者(OB)；兩岸互動：MARCN、

BRANCHCN；創新類型：產品創新(D_INNOV)、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

新(P_INNOV)、製造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M_INNOV)、組織創新

(O_INNOV)；創新投入：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

創新資訊來源：內部來源(SENTG)、供應商(SSUP)、客戶或消費者(SCLI)、競爭

對手或其他公司(SCOM)、大專院校(SUNI)、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其他

來源(PUBISP)；創新阻礙：提出構想階段終止(HCON)、進行一段時間後終止

(HBEG)、過程嚴重拖延(HDLAY)；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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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申請著作權

(PROCP)、保密措施(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掌握先佔優勢

(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新產

品技術(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分析結果如下表八-15 所示，而表八-16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

性。 

 

表八‐15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Multivariate probit (MSL, #draws=5) Number of obs=1622

Log likelihood = -2674.8671 
Wald chi2(225)=918.89

Prob > chi2=0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size 0.0061751 -0.0125862** -0.0024669 0.010706 -0.0039487

size_R -0.0000257 0.0000494 0.0000191 -0.0001904 0.0000161

HO 0.0831862 0.0541151 -0.1597656 -0.0336069 0.0812754

INTL -0.042066 -0.0102459 0.00225 0.1122723** 0.0979666* 

CUSGRO -0.1089646 0.2642979** 0.160249 -0.1140395 -0.1864676

CUSB2B -0.2475174*** -0.0915396 -0.2060955* -0.1403757 -0.2574646** 

CUSGMT -0.0362123 -0.2312637** -0.0707157 -0.02785 0.1406894

CUSB2C -0.1061874 -0.0676316 0.1077267 -0.1437923 -0.0488639

MARCN 0.1762707 0.0148379 0.0160224 -0.0493806 -0.1182464

BRANCHCN -0.0734983 -0.1643504 -0.2458934 0.1006922 -0.0278318

OEM -0.162324** 0.0145894 -0.0441404 0.218689* 0.1257754

ODM 0.0424946 0.1575639** -0.0847429 -0.1882775* 0.0409435

OB 0.173747** 0.1741908** -0.0959815 0.3991999*** 0.4810688***

D_INNOV 0.0842455 -0.088226 0.1145148 0.0905925 0.2331807

D_IMITA -0.1188077 -0.0651791 0.0160516 -0.0922902 0.2337272

P_INNOV 0.3112133*** 0.3318804*** 0.3295762*** 0.0782787 0.0419235

P_IMITA -0.0150097 -0.0220024 -0.0005694 -0.0715008 -0.199541

M_INNOV 0.0253631 0.1764178** -0.0341371 0.1295081 0.0426951

O_INNOV 0.1536512* 0.1316857 0.1750613 0.0362563 0.313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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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DINENG 0.0812653 -0.0393381 -0.127401 0.2289086* 0.0064134

RRDEX 0.4430896*** 0.3110958*** 0.294775*** 0.2354774** 0.514358*** 

RMAC 0.1821539** 0.0522123 -0.0626426 -0.0409709 0.1399553

ROEX -0.0600169 0.1650666** 0.4242336*** -0.2622447** -0.2833273** 

SENTG -0.0279861 0.2477661*** -0.1632532 -0.5880743*** -0.3285886***

SSUP 0.470664*** -0.0340309 0.0522418 0.1297325 -0.057022

SCLI -0.0917951 0.2286527** 0.1898914 0.1533668 -0.0896053

SCOM 0.0203968 0.1023587 0.2011945* 0.2964074** -0.0340058

SUNI -0.1006356 0.0657533 0.2660641** 0.9466827*** -0.1271125

SGMT -0.1034321 0.3715937*** 0.2101407 0.4112626*** 1.135569*** 

PUBISP 0.0707365 -0.0335999 -0.0487528 -0.1173521 0.0827849

HRISK -0.0834641 0.255835*** 0.3195923*** 0.092542 -0.0118522

HORG 0.027399 -0.1230927 -0.1649479* -0.1885293* 0.1064918

HCOST 0.2183948*** 0.066951 -0.0530415 0.318859*** 0.0285584

PROPAT -0.0799825 0.0050876 -0.2463621** 0.2750957** 0.0366238

PRODSG 0.0372571 0.039337 0.0295562 -0.1815555 -0.0111887

PROTM -0.0997883 -0.1227447 -0.0833045 -0.2614967** -0.0350801

PROCP 0.0424688 0.0586797 0.0486349 0.3328807** 0.1404697

PROSEC 0.0667636 0.0366667 0.2299887** 0.4123434*** 0.1774491

PRODES 0.019049 -0.0675257 0.178373 -0.3092367** 0.0468909

PROTIM -0.0798917 -0.004191 -0.1450841 -0.01134 0.2152207* 

PROMAT 0.1289814 0.0054736 0.0699072 0.1507255 -0.1396737

PROCOM -0.0199733 0.1002711 0.3449944*** 0.3751905*** -0.1291593

PROUPD 0.1220276 -0.0387599 0.1770447 -0.1268174 -0.0744889

PROEXP 0.117631 0.0567836 -0.2253822** 0.0478035 0.1492123

PROLIC -0.0094575 0.1083626 -0.0166055 0.1575603 0.1356289

_cons -1.23104*** -1.718105*** -2.083136*** -2.639338*** -2.399583*** 

 

表八‐16    SS 資料庫_殘差相關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CO_SUP 

CO_CUS 0.3708798*** 

CO_COM 0.2570358*** 0.5318307*** 

CO_UNI 0.2454347*** 0.1845845*** 0.2669764*** 

CO_GMT 0.3539161*** 0.3196613*** 0.470498*** 0.478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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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  (SIZE & SIZE_R)： 

在服務業中，廠商規模在各模型中並無顯著一致的影響。顯著的情況僅有在

客戶模型中的一次項變數，此模型中，二次項為正，因此我們推估，會與客戶合

作的廠商應屬規模較大的廠商，但二次項的影響並未達顯著水準 0.1。也許，在

服務業中，廠商規模對於廠商是否對外進行合作創新是沒有解釋力的。 

 

 銷售地理範圍  (INTL)： 

銷售地理範圍分別在與大學合作創新及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中有正向顯

著的影響，顯著水準分別為 0.05 及 0.1，這意味著銷售地理範圍越廣的廠商，需

要進行產學合作。我們認為，這可能是服務業者在面對國外競爭者時，需要借助

大學或研究機構的力量，提升自身的研發能力。 

 

主要客戶 

 母企業集團之公司 (CUSGRO) 

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傾向與其客戶共同合作創新（系數為正

且顯著），這意味著集團內部資源可能有利於集團內部的子公司彼此進行合作創新。 

 

 政府部門 (CUSGMT) 

以政府部門為主要客戶的廠商，較不可能與客戶從事合作創新，其系數是 5 個模型

中最高者（0.23），其顯著水準也低於 0.05。值得注意的是，以政府部門為主要客戶的廠

商較傾向於與研究機構合作，雖然其顯著水準皆未達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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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業務型態 

 製造商  (OEM) 

主要從事 OEM 業務的廠商較有可能與大學合作創新，顯著水準在 0.1 以下，

但 OEM 廠反而不會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顯著水準 0.05）。我們認為，對 OEM

廠而言，其供應商大多由客戶所指定，甚至是由客戶供料，這將導致 OEM 廠商

反而不可能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 

 

 設計製造商  (ODM) 

主要從事 ODM 業務的廠商卻僅可能與其客戶有合作創新的關係。我們認

為，對 ODM 廠商而言，其資訊、技術來源及產品規格皆來自於客戶，因此導致

ODM 廠僅需與其客戶互動。 

 

 有自有品牌者  (OB) 

自有品牌的廠商，其合作創新的對象就很廣，包括供應商、客戶、大學及研

究機構，顯著水準達到 0.05 以下。我們猜測，自有品牌的廠商往往需要透過與

其互補廠商合作來創造價值，因此其將會儘可能地對外尋求合作創新的機會（不

包括競爭者）。 

 

創新類型 

 製程創新  (P_INNOV)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主要與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合作。由於製程創新對廠

商而言是一種與供應商或客戶合作的專屬性投資，因此可以想見與供應商或客戶

的共同創新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相對於製程創新，產品創新及產品模仿變

數對於合作創新的影響皆未達 0.1 顯著水準，這顯示服務業中的創新著重於製程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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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創新  (M_INNOV) 

進行行銷創新的廠商傾向於與顧客合作創新（系數 0.18，顯著水準 0.05），

這符合我們的猜想，行銷端的活動與顧客需求通常是緊密連結的，尤其對於服務

業而言，產銷同時的特性，會使服務業者更重視與客戶合作進行行銷創新。 

 

 組織流程創新  (O_INNOV) 

從事組織流程創新廠商在供應商及研究機構的模型中呈現正向且顯著的影

響（系數分別為 0.15 及 0.31；顯著水準分別為 0.1 及 0.05）。由於組織創新包括

了，公司與供應商及顧客的外包關係改變，以及與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策略聯盟，

這明顯會提高此變數對供應商、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模型的影響。不過，此變數

在大學合作模型中並未達顯著水準，其系數也僅有 0.04，因此，我們猜想另一個

可能是，政府對技術聯盟政策的推廣會使得參與的廠商認為這是一種與政府合作

創新的形式。最後一種可能是，台灣政府會透過研究機構輔導廠商，這也是一種

與政府合作進行組織創新的模式。 

 

創新投入 

 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  (RRDINENG) 

會從事內部研發的廠商，不會選擇與客戶及競爭者合作創新（系數為負但未

達到顯著水準 0.1），反之，此類廠商會選擇與大學（系數為 0.24、達 0.01 顯著

水準）合作，  這意味著台灣廠商的內部研發會透過大學的協助來完成，台灣廠

商也認為與同業的合作可能洩露其研發成果。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 

當創新來源源自於委託研發時，所有可能的合作對象都是創新的來源，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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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相對於內部研發，委託研發的內容對廠商而言是非專屬的，因此廠商願意委

託各類合作對象進行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RMAC) 

透過取得機器設備來創新的方式，可能的合作對象只有供應商。在與供應商

的合作模式中，機器設備的投入通常必須有供應商的配合，因此取得機器設備創

新會促進廠商與供應商的合作創新。 

 

 

 取得外部知識  (ROEX) 

取得外部知識創新的廠商在與客戶、競爭者合作兩個模型中存在正向顯著的

影響。我們認為，當廠商缺乏關鍵技術時，才會選擇向外購買，而且，這個前提

是，這個技術必須是外顯知識交易才可能成立，因為透過授權的方式，降低了合

作的不確定性，取得外部知識也成了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入門票，這使得與競爭

者的合作變得較為可能，因此當取得外部知識為主要創新來源，這會促進廠商與

競爭者合作創新。取得外部知識創新也促進廠商與客戶的合作，我們認為與客戶

共同創新主要指的是集團內的合作創新，因此內部研發及取得外部資訊同時會促

進廠商與集團內的客戶共同創新。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務業，取得外部知識

對於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兩者的影響皆為負，且達到 0.01 顯著水準。我們猜

測，當主要創新的知識可透過外部知識取得時，就沒有必要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

作創新。 

 

 創新資訊來源 

整體而言，創新資訊來源與合作對象是密切相關的，從分析資料來看，也是

如此，各種不同的創新資訊來源剛好促進不同的合作模式。如當來自於供應商的



8‐50 
 

創新來源很重要時，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而且在 5 個模型中，此變數皆為

正向影響，且都大部分都達 0.01 的顯著水準（客戶模型達顯著水準 0.05.,  競爭

者模型達顯著水準 0.1）。只是，廠商也可能同時選擇不同的合作夥伴，如當競爭

者為重要的創新資訊來源時，會促進廠商與大學合作；同樣地，當大學為重要資

訊來源時，也會促進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當研究機構為重要創新資訊來源時，廠

商也同時會與客戶及大學合作，這代表廠商願意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達成創新的

目的。 

 

此外，當集團內部資訊是重要的創新來源時，廠商僅會選擇與客戶合作創

新，此資訊來源反而阻礙廠商與競爭者（負向但不顯著）、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合

作。我們認為，廠商為了避免內部資訊洩漏，選擇不與競爭者合作是非常合理的，

至於不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則可能是無此需求。 

 

 創新阻礙（風險） 

風險大時，廠商會選擇與客戶、及競爭者合作，其達到的顯著水準分別為

0.05、0.1，我們認為，與客戶合作可降低需求風險，與競爭者合作則可降低競爭

風險。但若是組織能力不足，如缺乏人力或技術、市場資訊時，廠商不願意與競

爭者或大學合作，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與競爭者或大學合作並無法補足組織

能力不足的問題。 

成本過高時，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及大學合作。我們認為與大學合作能以較

低成本獲得創新的成果，因此在資源不足，或是資金短缺時，與大學合作創新是

不錯的方法。至於成本對與供應商合作的影響，可能的原因是雙方能彼此分擔研

發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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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利機制 

獲利機制意味著廠商的獲利來源，這也隱含廠商擁有的專屬性資產，如以關

鍵原料或原件為主要獲利來源的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客戶、競爭者及大學合

作，但在這些模型中，此變數的正向影響皆不顯著。而有些專屬資產的擁有者，

不需要透過合作創新來創造價值，如發明及新型專利、新式樣專利，商標、設計

的複雜性及先佔優勢。這類專屬性資產由於僅專屬擁有所有權的廠商，因此擁有

獨立創新能力的廠商無需透過合作創造潤。唯一的例外是，擁有新型專利的廠商

願意與大學合作創新，這意味著大學可能是服務業廠商專利的來源。 

擁有營業祕密的廠商則較願意與各類不同的對象合作創新。此變數雖然在與

供應商合作及與客戶合作的模型中不顯著，但系數為正，而且在與競爭者及大學

合作的模型中各達 0.05 及 0.01 顯著水準。我們認為，這兩項專屬性資源具有「共

同專屬性」，可透過增加合作對象來創造利潤，因此其合作對象的範圍甚廣。 

擁有著作權的廠商會選擇與大學合作，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的廠商會傾向與

競爭者或大學合作創新，以技術專家為獲利來源的廠商不會與競爭者合作，我們

認為這類的專屬性資產本身的價值較為有限，因此需要透過產學合作來增加附加

價值，因此會選擇與大學合作創新。最後，快速更新產品的廠商會選擇與研究機

構合作，這個影響也是可預期的，因為當更新速度是競爭優勢的唯一來源時，廠

商必須與研究機構合作持續創新。 

 

小結 

 

 與供應商合作 

 

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服務業者為擁有自有品牌的廠商，其主要考量在於成本

因素，並著重於製程及組織流程的創新，合作的方式主要透過購買機器或委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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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等方式來達成。 

 

 與客戶合作 

 

會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通常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當廠商的主要客戶是集

團內的子公司時，交易的標的會著重於半成品，因而不再需要產品創新，重要的

反而是製程創新，創新的來源也會以委託研發為主，而委託研發的對象主要應會

來自於集團內其他的子公司。除此之外，這些廠商有一部分擁有自有品牌，因此

它們會從事行銷創新，而避免風險則是合作的主要因素。較特別的是，這些廠商

同時會利用政府提供的資訊來創新。 

 

 與競爭者合作 

 

相對於其他的合作對象，與競爭者的合作較為少見的。廠商非到不得以不會

選擇與競爭者合作，就算合作，也會盡量選擇能避免資訊外洩的方式。廠商以營

業祕密為主要獲利時，可透過委外研發、取得外部知識等方式來創新，而不會有

所損失，這表示委外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可能是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的主要方式。

此外，與競爭者合作也可取得競爭者資訊，降低競爭風險。 

我們認為，擁有專屬性資產的廠商會選擇與無專屬性資產的廠商合作，如此

一來，就不用擔心合作創新的利益被佔走了，這件事在與競爭者的合作可能更明

顯。當廠商依賴營業祕密及關鍵原料或原件來保護創新成果時，正向影響廠商與

競爭廠商合作。不過，當廠商依賴專利或技術專家來保護創新成果時，反而負向

影響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的可能性，我們認為，對服務業而言，這兩種方式無法確

保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的過程，反而容易導致創新成果被模仿或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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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學合作 

 

與大學合作的廠商通常有心從事內部研發活動，礙於內部資金不足或為了增

強自身的創新能力以面對國外競爭者而選擇與大學合作創新。這裡面，有一些是

自有品牌的廠商，其認為競爭者的資訊來源很重要；也有一些是屬於 OEM 廠商，

此類廠商通常擁有關鍵性零件及原料，並透過營業祕密獲利。由於廠商類型

（OEM、ODM 或 OB）是複選題，因此我們推測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可能同時從事

OEM 及 OB 業務，可能是一些從 OEM 轉向自有品牌的廠商。 

以商標及複雜設計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不會考慮與大學合作創新；反之，透

過營業祕密、著作權及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的廠商會與大學合作創新。由此，我

們推斷與大學合作創新的目的則在於創造新價值，當原本的獲利機制足以獲利

時，廠商不會選擇與大學合作。 

 

 與研究機構合作 

 

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則屬於較純粹的自有品牌廠商，並擁有廣大的銷售範

圍，利用研發機構的資訊，自行研發、開發新產品。這些廠商也會與研究機構策

略聯盟，取得研究機構資訊，透過快速更新產品技術，避免競爭者模仿，並做到

持續創新。 

 

 

3-2 狹義服務業（ss）資料庫 

 

ss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3850 筆，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有 1206 家，合

作創新模型即針對此 1206 筆資料進行分析。表八‐17、表八‐18 為各項合作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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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包含具有合作創新之廠商個數，以及其所占整體至少

有一次技術創新之百分比。 

 

表八‐1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合作創新

單位 

設備、材料

或軟體供

應商

(COCUP) 

客戶或消

費者

(COCUS) 

競爭者

(COCOM)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COUNI)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COGMT) 

個數  378  333  168  164  169 

百分比 

(個數

/1206) 

31.34%  27.61%  13.93%  13.60%  14.01% 

 

表八‐1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1206 

設備、材

料或軟體

供應商

客戶或消

費者 
競爭者

大學或其

他高等教

育機構 

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

機構 

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商 378 

百分比 31.34% 

客戶或消費者 194 333 

百分比 16.09% 27.61% 

競爭者 109 126 168 

百分比 9.04% 10.45% 13.93% 

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93 90 58 164 

百分比 7.71% 7.46% 4.81% 13.60% 

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 122 100 72 93 169 

百分比 10.12% 8.29% 5.97% 7.71% 14.01%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五項合作創新變數：設備、材料或軟體供應

商(COCUP)、客戶或消費者(COCUS)、競爭者(COCOM)、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

構(COUNI)、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COGMT)。X 變數為廠商基本特性，包括廠

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主要市場變數：INTL；主要

顧客變數：CUSGRO、CUSB2B、CUSGMT、CUSB2C；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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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OEM)、設計製造商(ODM)、有自有品牌者(OB)；兩岸互動：MARCN、

BRANCHCN；創新類型：產品創新(D_INNOV)、產品模仿(D_IMITA)、製程創

新(P_INNOV)、製造模仿(P_IMITA)、行銷創新(M_INNOV)、組織創新

(O_INNOV)；創新投入：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

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

創新資訊來源：內部來源(SENTG)、供應商(SSUP)、客戶或消費者(SCLI)、競爭

對手或其他公司(SCOM)、大專院校(SUNI)、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SGMT)、其他

來源(PUBISP)；創新阻礙：提出構想階段終止(HCON)、進行一段時間後終止

(HBEG)、過程嚴重拖延(HDLAY)；獲利機制：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申請著作權

(PROCP)、保密措施(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掌握先佔優勢

(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新產

品技術(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分析結果如下表八-19 所示，而表八-20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

性。 

 

表八‐19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Multivariate probit (MSL, #draws=5) Number of obs=1206

Log likelihood = -1849.7296 
Wald chi2(225)=925.55

Prob > chi2=0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size 0.0051937 -0.0203945*** -0.0120368* -0.0008524 -0.0066705

size_R -0.0000317 0.000089** 0.0000536 -0.0000148 0.0000211

HO 0.0158562 -0.0022419 -0.188618 0.2913019** 0.026442

INTL -0.014939 -0.015782 -0.0308679 0.0307419 -0.0044566

CUSGRO -0.1052519 0.3462751*** 0.0754771 -0.3810269** -0.0367778

CUSB2B -0.0415409 -0.1994877* -0.098544 -0.3303588** -0.4539245***

CUSGMT -0.1863487 -0.2952672** -0.1774158 0.1551453 0.189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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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B2C 0.0582455 -0.0478409 0.1058677 -0.5401567*** -0.0178721

MARCN 0.0583161 0.1135539 -0.0298661 0.1018545 0.3715973* 

BRANCHCN 0.2036435 -0.4452298** -0.3316991 0.3492911 -0.132758

OEM -0.3109758*** 0.1059233 0.1363979 0.2512127* 0.1743847

ODM 0.1955649** 0.1278582 -0.1277725 -0.4415556*** -0.1406206

OB 0.3817069*** 0.1849312* -0.0831272 0.7198018*** 0.7967146***

D_INNOV 0.1666779 -0.1746369 0.2433117* -0.0506013 0.720686*** 

D_IMITA -0.050223 -0.0757057 0.1236239 -0.3485484* -0.1478239

P_INNOV 0.4080732*** 0.3865759*** 0.4504677*** 0.1064371 0.0272114

P_IMITA -0.3737819*** -0.3256621** -0.0993378 -0.2003358 0.631367*** 

M_INNOV 0.1168108 0.311994*** -0.05408 0.2314437 -0.3870204***

O_INNOV 0.1840611* 0.1481675 0.1903512 0.3999293** 0.3923145** 

RRDINENG -0.0192328 -0.0831218 -0.2545463** 0.3129687** -0.0165782

RRDEX 0.4889852*** 0.4830384*** 0.2025654* 0.4063171*** 0.4420179***

RMAC 0.2249128** 0.0127301 0.0318701 -0.0053633 0.3106475** 

ROEX 0.002882 0.1163096 0.3896347*** -0.4580067*** 0.0716391

SENTG -0.1769677* 0.4556843*** -0.1738588 -0.9168428*** -0.7903074***

SSUP 0.9421425*** 0.1366059 0.0989419 0.4675293** 0.0926445

SCLI -0.3561804*** 0.6066853*** 0.5630659*** 0.047751 -0.161723

SCOM 0.0146694 0.0360464 0.4656609*** 0.3743686 -0.0724946

SUNI -0.2649087** -0.1423186 0.1692009 1.473814*** -0.3985304**

SGMT -0.1895399 0.4136354*** 0.2911995* 0.2920436* 1.697332*** 

PUBISP 0.0834262 -0.0427159 -0.0868516 -0.1731479* 0.2013498** 

HRISK 0.3945719*** 0.035728 -0.1233466 0.5694587*** 0.2232603** 

HORG -0.0696392 0.1694558 0.2456528** 0.1015203 0.185535

HCOST -0.0137134 -0.0832155 -0.0546695 -0.3433503*** -0.1960684* 

PROPAT 0.0845819 0.0755138 -0.3137587** 0.2442175 0.1958933

PRODSG 0.15307 -0.0537246 -0.0330231 -0.3549854** 0.0297635

PROTM -0.1695908 -0.1433849 -0.1754309 -0.4172567*** -0.0450172

PROCP -0.0775269 0.0078315 0.0506279 0.6450107*** 0.2151584

PROSEC -0.0678458 -0.0449173 0.024831 0.2886742* -0.1055814

PRODES -0.1524517 -0.075097 0.1112887 -0.2936598** -0.1182795

PROTIM 0.0217518 -0.0549604 -0.2162202* -0.0905284 0.1449278

PROMAT 0.1907304* -0.0180719 0.1181251 -0.0457402 -0.0669723

PROCOM 0.0118574 0.0855491 0.4654568*** 0.6101824*** -0.067964

PROUPD 0.0458767 0.0351548 0.2779084** -0.0645949 -0.0897603

PROEXP 0.0662516 0.1015346 -0.1871509 0.1527826 0.4675245***



8‐57 
 

PROLIC -0.1230381 0.2937669*** 0.0666631 0.1115046 0.0375766

_cons -1.442978*** -2.070874*** -2.558638*** -2.807348*** -3.088019***

 

表八‐20    ss 資料庫_殘差相關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CO_SUP 

CO_CUS 0.3886429*** 

CO_COM 0.3774368*** 0.6232929***

CO_UNI 0.273715*** 0.2290282*** 0.3171044*** 

CO_GMT 0.6089232*** 0.4085772*** 0.4990528*** 0.7766028***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  (SIZE & SIZE_R)： 

當樣本縮減為純服務業時，廠商規模在各模型中仍無顯著一致的影響，但顯

著的情況在客戶模型中的一次項變數及二次項皆為正向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

越是純粹提供服務的廠商，其廠商規模越大越有可能與客戶合作。同樣的，規模

對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的影響也有類似的情況，不過，在此模型中，雖然規模的一

次項達到 0.1 的顯著水準，規模的二次項卻無。 

集團企業子公司：在所有的資料庫中，唯有純服務業中，集團企業變數會對

與大學合作創新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在其他資料庫中，此變數對與大學合作創新

的影響則皆為負向，因此我們推斷，集團企業所能提供的資源協助，在面對市場

的純服務業中是無作用的。 

 

主要客戶 

 母企業集團之公司 (CUSGRO) 

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傾向與其客戶共同合作創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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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為正且顯著），這意味著集團內部資源可能有利於集團內部的子公司彼此進行

合作創新。不過，以此變數在與大學合作的模型中，呈現負向顯著的影響，由此，

我們判斷，若集團企業是以集團內的廠商為主要客戶，則不會從事產學合作。 

 

 非母企業集團之其他公司 (CUSB2B) 

而以一般企業為主要客戶的廠商，在所有的模型中都呈負向的影響，在客

戶、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模型中，也分別達到 0.1、0.05 及 0.01 的顯著水準，這突

顯著出以一般企業為主要客戶的服務業者，不會對外合作從事研發創新。 

 

 政府部門 (CUSGMT) 

以政府部門為主要客戶的廠商，較不可能與客戶從事合作創新，其系數是 5

個模型中最高者（0.30），其顯著水準也低於 0.05。值得注意的是，以政府部門為

主要客戶的廠商較傾向於與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雖然其顯著水準皆未達 0.1。 

 

 一般消費者（CUSB2C） 

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客戶的廠商有可能與供應商或大學進行合作創新，雖然

其顯著性都未達 0.1，而且此變數在與大學合作的模型中，呈現負向顯著的影響，

比較不同主要客戶的其他變數，我們判斷僅有以政府為主要客戶的廠商有可能進

行產學合作。 

 

兩岸互動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  (MARCN)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的廠商與研究機構進行合作創新有正向的影響，但其顯著

水準僅達 0.5 以下。意外的是，此類型的廠商反而較不願意與其供應商及客戶合

作創新（未達顯著水準），我們猜想，這可能是因為當地的供應商與客戶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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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廠商需要的創新來源，因此此類型的廠商必須轉向與當地的研究構機合作。 

 

 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  (BRANCHCN) 

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廠商，在與客戶合作創新的模型中有顯著（顯著水準

低於 0. 05）且負向的影響，在其他模型則呈現有正有負，但其影響並未達 0.1

的顯著水準。我們認為，台灣在大陸設分、子公司的廠商，主要仍以加工出口業

務為主，因此平均而言，並不需要與客戶進行合作創新。 

 

 

廠商業務型態 

 製造商  (OEM) 

主要從事 OEM 業務的廠商較有可能與大學合作創新，顯著水準在 0.1 以下，

但 OEM 廠反而不會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顯著水準 0.01）。我們認為，對 OEM

廠而言，其供應商大多由客戶所指定，甚至是由客戶供料，這將導致 OEM 廠商

反而不可能與其供應商合作創新。 

 

 設計製造商  (ODM) 

主要從事 ODM 業務的廠商卻可能與其供應商及客戶有合作創新的關係。我

們認為，對 ODM 廠商而言，其資訊、技術來源及產品規格皆來自於客戶，因此

導致 ODM 廠需其客戶互動，不過此變數的影響未達 0.1 的顯著水準。相對來說，

反而在與供應商合作的模型中達到 0.05 顯著水準，而在與大學合作的模型中呈

負向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從事 ODM 的服務業，其創新來源主要來自其供應

商，因此沒有必要從事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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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有品牌者  (OB) 

自有品牌的廠商，其合作創新的對象就很廣，包括供應商、客戶、大學及研

究機構，與客戶合作的模型顯著水準達到 0.1，其他顯著水準達到 0.01。我們猜

測，自有品牌的廠商往往需要透過與其互補廠商合作來創造價值，因此其將會儘

可能地對外尋求合作創新的機會（不包括競爭者）。 

 

創新類型 

 產品創新  (D_INNOV)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可能合作創新的對象包括了競爭者及研究機構，除

了對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影響不顯著，其對與競爭者及研究機構合作創新的影響

顯著水準為分別為 0.1 及 0.01，也就是說，平均而言，台灣廠商所生產的新產品

其創新來源很少來自於客戶或大學，這意味著兩種可能：一、台灣廠商創造的新

產品可能大多不是原創，而是在現有市場下尋求創新（由代工轉自有品牌），因

此昨日的客戶就成了今日的競爭者，或是，二、台灣廠商的創新著重於引進國外

先進技術進行商業化。 

 

 產品模仿  (D_IMITA) 

進行產品模仿的廠商並不會對外合作創新，雖然只在在與大學合作的模型中

達 0.1 顯著水準，不過這隱含著模仿的難度低於創新，大多數廠商可獨立完成，

因此不需要對外進行合作創新。 

 

 製程創新  (P_INNOV)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主要與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合作。由於製程創新對廠

商而言是一種與供應商或客戶合作的專屬性投資，因此可以想見與供應商或客戶

的共同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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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模仿  (P_IMITA) 

相對於製程創新的影響，製程模仿為主要創新的純服務業廠商反而較有可能

與研究機構合作創新，而且在與供應商及客戶的模型中，製程模仿的影響為負向

顯著。 

 

 行銷創新  (M_INNOV) 

進行行銷創新的廠商傾向於與顧客合作創新，這符合我們的猜想，行銷端的

活動與顧客需求通常是緊密連結的，尤其對於服務業而言，產銷同時的特性，會

使服務業者更重視與客戶合作進行行銷創新。不過在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中，

其影響為負向顯著，而在與大學合作的模型中有正向影響（不顯著），這似乎意

味著以行銷創新為主的服務業廠商，也同時會與大學合作研發新產品。 

 

 組織流程創新  (O_INNOV) 

從事組織流程創新廠商在供應商、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模型中呈現正向且顯著

的影響（系數分別為 0.18、0.40 及 0.39；顯著水準分別為 0.1、  0.05 及 0.05）。

由於組織創新包括了，公司與供應商及顧客的外包關係改變，以及與大專院校或研

究機構策略聯盟，這明顯會提高此變數對供應商、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模型的影

響。 

 

創新投入 

 公司的內部研發活動  (RRDINENG) 

會從事內部研發的廠商，不會選擇與供應商與客戶合作創新（系數為負但未

達到顯著水準 0.1），反之，此類廠商會選擇與大學（系數為 0.31、達 0.05 顯著

水準）合作，  這意味著台灣廠商的內部研發會透過大學的協助來完成，台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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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也認為與同業的合作可能洩露其研發成果，在競爭者模型中此變數為負向顯著

的影響。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 

當創新來源源自於委託研發時，所有可能的合作對象都是創新的來源，這顯

示，相對於內部研發，委託研發的內容對廠商而言是非專屬的，因此廠商願意委

託各類合作對象進行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RMAC) 

透過取得機器設備來創新的方式，可能的合作對象有供應商及研究機構。在

與供應商的合作模式中，機器設備的投入通常必須有供應商的配合，因此取得機

器設備創新會促進廠商與供應商的合作創新。在純服務業中，廠商透過研究機構

的協助及輔導，廠商會引進新技術及設備。 

 

 取得外部知識  (ROEX) 

取得外部知識創新的廠商僅在與競爭者合作模型中存在正向顯著的影響。我

們認為，當廠商缺乏關鍵技術時，才會選擇向外購買，而且，這個前提是，這個

技術必須是外顯知識交易才可能成立，因此跟競爭者購買知識是比較可行的合作

方式。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務業，取得外部知識對於與大學合作的影響為負，

且達到 0.01 顯著水準。我們猜測，當主要創新的知識可透過外部知識取得時，

就沒有必要與大學合作創新。 

 

 創新資訊來源 

整體而言，創新資訊來源與合作對象是密切相關的，從分析資料來看，也是

如此，各種不同的創新資訊來源剛好促進不同的合作模式。如當來自於供應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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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來源很重要時，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而且在 5 個模型中，此變數皆為

正向影響，且都大部分都達 0.01 的顯著水準（客戶模型達顯著水準 0.05.,  競爭

者模型達顯著水準 0.1）。只是，廠商也可能同時選擇不同的合作夥伴，如當供應

商為重要的創新資訊來源時，會促進廠商與大學合作；客戶資訊為主要創新來源

時，會促進廠商與競爭者合作，卻負向影響廠商與供應商合作；反之，當大學為

重要資訊來源時，則會負向影響廠商與供應商及研究機構合作；當研究機構為重

要創新資訊來源時，廠商也同時會與客戶、競爭者及大學合作，這代表純服務業

廠商願意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達成創新的目的。 

此外，當集團內部資訊是重要的創新來源時，廠商僅會選擇與客戶合作創

新，此資訊來源反而阻礙廠商與競爭者（負向但不顯著）、供應商、大學及研究

機構的合作。我們認為，廠商為了避免內部資訊洩漏，選擇不與競爭者合作是非

常合理的，至於不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則可能是無此需求。而公開資訊來源

反而會阻礙廠商與大學合作，而促進廠商與研究機構的合作，這意味著以公開資

訊來源創新的服務業者，較需要研究機構的協助進行創新。 

 

 創新阻礙（風險） 

風險大時，廠商會選擇與客戶、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其達到的顯著水準分

別為 0.01、0.01 及 0.05，我們認為，與客戶合作可降低需求風險，與大學及研究

機構合作則可降低競爭風險。當廠商面臨組織能力不足時，如缺乏研究人力或相

關資訊時，只能與競爭者合作。但若是創新成本過高，廠商則不願意與大學或研

究機構合作，除此之外，在其他三個模型中，此變數的影響皆為負向，這意味著

純服務業在創新上可能較無成本上的阻礙。 

 

 獲利機制 

獲利機制意味著廠商的獲利來源，這也隱含廠商擁有的專屬性資產，如以關



8‐64 
 

鍵原料或原件為主要獲利來源的廠商會選擇與供應商、競爭者及大學合作，但在

這些模型中，此變數的只有在供應商模型顯著。而有些專屬資產的擁有者，不需

要透過合作創新來創造價值，如發明及新型專利、新式樣專利，商標、設計的複

雜性及先佔優勢。這類專屬性資產由於僅專屬擁有所有權的廠商，因此擁有獨立

創新能力的廠商無需透過合作創造利潤。 

擁有著作權的廠商會選擇與大學合作，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的廠商會傾向與

競爭者或大學合作創新，我們認為專屬性資產擁有者，因可佔有部分的創新利

並，因此願意與競爭者合作，不過，由於此類資產本身無法直接提供消費者所需

的服務，因此需要透過產學合作來增加附加價值。擁有營業祕密的廠商也有類似

的情況，其僅可能與大學合作創新。以技術專家為獲利來源的廠商不會與競爭者

合作（不顯著），但會與研究機構合作，此合作可能是以專家間的交流合作為主。

掌握先佔優勢的廠商不願意與競爭者合作，但有些許可能與供應商或研究機構合

作（正向但皆不顯著），以加速推出新產品的時間。最後，快速更新產品的廠商

會選擇與競爭者合作，而以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為主的廠商則會與客戶合作創

新。 

 

小結 

 

 與供應商合作 

 

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服務業者為 ODM 或擁有自有品牌的廠商，其合作創新

的主要考量在於風險因素，並著重於製程及組織流程的創新，合作的方式主要透

過購買機器或委外研發等方式來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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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客戶合作 

 

會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通常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當廠商的主要客戶是集

團內的子公司時，交易的標的會著重於半成品，因而不再需要產品創新，重要的

反而是製程創新，創新的來源也會以委託研發為主，而委託研發的對象主要應會

來自於集團內其他的子公司。除此之外，這些廠商有一部分擁有自有品牌，因此

它們會從事行銷創新，並透過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

較特別的是，這些廠商同時會利用政府提供的資訊來創新。 

 

 與競爭者合作 

 

相對於其他的合作對象，與競爭者的合作較為少見的。廠商非到不得以不會

選擇與競爭者合作，就算合作，也會盡量選擇能避免資訊外洩的方式。廠商以掌

握關鍵原料或原件為主要獲利時，可透過委外研發、取得外部知識等方式來創

新，而不會有所損失，這表示委外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可能是廠商與競爭者合作

的主要方式。此外，與競爭者合作的廠商也會注重客戶資訊、競爭者資訊及研究

機構資訊的取得。 

我們認為，擁有專屬性資產的廠商會選擇與無專屬性資產的廠商合作，如此

一來，就不用擔心合作創新的利益被佔走了，這件事在與競爭者的合作可能更明

顯。當廠商依賴快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或關鍵原料或原件來保護創

新成果時，會正向影響廠商與競爭廠商合作。不過，當廠商依賴專利或掌握先佔

優勢來保護創新成果時，反而負向影響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的可能性，我們認為，

對服務業而言，這兩種方式無法確保廠商與競爭者合作的過程，反而容易導致創

新成果被模仿或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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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學合作 

 

與大學合作的廠商通常有心從事內部研發活動，礙於內部資金不足或為了增

強自身的創新能力以面對國外競爭者而選擇與大學合作創新。這裡面，有一些是

自有品牌的廠商，其認為大學及研究機構的資訊來源很重要，並擁有自己的著作

權；也有一些是屬於 OEM 廠商，其認為供應商來源很重要，此類廠商通常擁有

關鍵性零件及原料，並透過營業祕密獲利。由於廠商類型（OEM、ODM 或 OB）

是複選題，因此我們推測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可能同時從事 OEM 及 OB 業務，可

能是一些從 OEM 轉向自有品牌的廠商。 

以商標、複雜設計及掌握先佔優勢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不會考慮與大學合作

創新；反之，透過營業祕密、著作權及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的廠商會與大學合作

創新。由此，我們推斷與大學合作創新的目的則在於創造新價值，當原本的獲利

機制足以獲利時，廠商不會選擇與大學合作。 

除此之外，在所有的資料庫中，唯有純服務業中，集團企業變數會對與大學

合作創新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在其他資料庫中，此變數對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影響

則皆為負向，因此我們推斷，集團企業所能提供的資源協助，在面對市場的純服

務業中是無作用的。 

 

 與研究機構合作 

 

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則屬於較純粹的自有品牌廠商，委外或購買機器設備

創新從事產品或製程創新，並以大陸為主要市場。這些廠商也會與研究機構策略

聯盟，取得研究機構資訊及公開知識，技術人員為主要創新獲利的來源，而技術

風險則為其合作創新的主要考量。我們認為，此類廠商的技術來源為研究機構，

並吸收技術人員從事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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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務業總結－SS 及 ss 資料庫之比較 

 

在規模的影響，大型服務業廠商較有可能與客戶進行合作創新，尤其是越純

粹提供服務的廠商，傾向越明顯。在所有的資料庫中，唯有純服務業中，集團企

業變數會對與大學合作創新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在其他資料庫中，此變數對與大

學合作創新的影響則皆為負向，因此我們推斷，集團企業所能提供的資源協助，

在面對市場的純服務業中是無作用的。 

在純服務業中，以母企業集團之子公司為主要客戶的廠商，以此變數在與大學合作

的模型中，呈現負向顯著的影響，原本此變數即為負向影響，但樣本集中於純服務時，

其顯著性增加。以一般企業為主要客戶的廠商，與供應商及競爭者合作的顯著性消失

了，而其對於與客戶、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的影響則都增加了，其影響在所有模型中皆

為負向。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客戶的廠商顯著性增加了。 

純服務業中，以大陸為主要市場的影響在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中，由負轉正，且

達到 0.1 的顯著水準。在大陸有設分支機構的廠商在與客戶合作創新的模型中，從不顯

著變為 0.05 的顯著水準，系數也從 0.16 增加為 0.45。 

純服務業中的 OEM 廠商對外合作創新的情況與一般服務業大致相同（除了在競爭

者模型中系數由負轉正），而且系數都增加了；OB 的影響在純服務業中也更為明顯，ODM

廠商則較傾向與供應商合作，而不願與其客戶及研究機構合作。由此我們可以看出，OEM

廠商相對較願意從事產學合作，而 ODM 廠商則較願意與業界合作。 

對純服務業而言，產品創新的困難度增加，這會增加廠商與競爭者及研究機

構合作的可能性，從分析結果來看，不論在顯著性或是系數皆有所增加。產品模

仿中與大學合作的顯著性增加，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影響雖然不顯著，但由原本的

正向關係變為負向關係。製程模仿在與供應商與客戶的合作上皆為負向顯著的影

響，而在與研究機構的合作中，則是由負向影響變為正向影響。行銷創新中，在

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中，其影響由正轉為負向，且達 0.01 顯著水準，而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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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合作創新的顯著性也提高。而組織創新的影響，在純服務業中變得非常顯著，

我們猜測其影響來源是純服務業廠商與大學合作的比例提高了。 

純服務業廠商，有自行研發的更不願與競爭者合作，從外部取得知識來創新

在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型中，其影響由負轉正，雖然未達顯著水準，但這表非純

服務業反而可能在取得外部知識後，與研究機構共同開發新技術，因此，我們推

論服務業取得知識後要商業化反而是較為困難的，因此需要借助研究機構的力

量。 

純服務業面對風險時會選擇與供應商、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這與一般服務

業的情況完全相反，一般服務業面對風險時反而會與客戶及競爭者合作。在組織

能力不足時，純服務業會選擇與競爭者合作，而一般服務業則不會與競爭者合

作。面對成本問題時，一般服務業會選擇與供應商或大學合作，但純服務業則不

會與任何一方合作創新。 

純服務業中，擁有新型專利對於與大學合作的影響變弱了，新型專利對與客

戶、競爭者合作的影響由正轉負，對於與大學合作的負向影響由不顯著變顯著，

但在與供應商合作上效果增強，且在與研究機構合作上由負轉正。這顯示擁有專

利的純服務業廠商較重視商品的商業化以及與供應商的合作。營業祕密的影響情

況則正好相反，其變得僅可能與大學合作，我們認為純服務業在使用營業祕密上

反而會透過與大學合作研發強化營業祕密的價值。純服務業也可能與競爭者合

作，快速更新產品阻礙模仿者，而在專家知識方面，則是增強了與大學的交流，

推動連鎖加盟的廠商則以加盟主為主要合作創新的對象。 

 

 與供應商合作 

 

相對於一般服務業，純服務業與供應商合作上，主要的差距在於受到創新阻

礙的影響不同。一般服務業是基於成本因素與供應商合作創新，而純服務業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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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風險因素而與供應商合作創新，這顯示純服務業的創新在資本投入上是相對

較小的。 

 

 與客戶合作 

 

相對於一般服務業，純服務業與客戶合作上，主要的差距在於一般服務業較

偏重於 ODM 業務，而純服務業則較偏重於自有品牌業務，也因此純服務業會透

過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而一般服務業則是風險考量

而與客戶合作創新。 

 

 與競爭者合作 

 

純服務業較重視產品創新，但純服務業與一般服務業皆重視製程創新，一般

服務業重視大學資訊來源，而純服務業則重視客戶資訊來源，一般服務業與競爭

者合作創新的理由則是風險對創新的阻礙，而純服務業與競爭者合作創新的理由

是組織對創新的阻礙。一般服務業透過營業祕密保護創新成果，純服務業透過快

速更新產品技術，讓模仿者窮於追趕保護創新成果，總結來說，與競爭者合作的純服務

業廠商較重視產品面的創新，而一般服務業僅重視製程上的創新。 

 

 與大學合作 

 

在所有的資料庫中，唯有純服務業中，集團企業變數會對與大學合作創新有

正向顯著的影響，在其他資料庫中，此變數對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影響則皆為負

向，因此我們推斷，集團企業所能提供的資源協助，在面對市場的純服務業中是

無作用的。此外，純服務業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其服務範圍較小，重視組織創新與



8‐70 
 

供應商、大學資訊來源，並以風險為合作創新的主要考量，由此，我們推定純服

務業較一般服務業更重視技術的發展與當地市場的開發。 

 

 與研究機構合作 

 

在純服務業中，較一般服務業更可看出，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以台灣為研

發中心，以大陸為主要市場的特性。此類廠商則屬於較純粹的自有品牌廠商，委

外或購買機器設備創新從事產品或製程創新，並以大陸為主要市場。這些廠商也

會與研究機構策略聯盟，取得研究機構資訊及公開知識，技術人員為主要創新獲

利的來源，而技術風險則為其合作創新的主要考量。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1、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比較分析 

 與供應商合作 

廠商同時從事代工及品牌業務，這些廠商非常重視供應商所提供的資訊，因

此也會選擇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然而，對純台灣製造業而言，不是接單生產，就

是透過產品模仿生產產品，對這類廠商而言，基本上並不具有與供應商合作創新

的條件，僅能單方面接受供應商的規格。 

相對來說與供應商合作創新的服務業者為 ODM 或擁有自有品牌的廠商，並

著重於製程及組織流程的創新，合作的方式主要透過購買機器或委外研發等方式

來達成。除此之外，純服務業會基於風險因素而非成本因素與供應商合作創新，

這顯示純服務業的創新在資本投入上是相對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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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客戶合作 

 

製造業會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有兩類，一類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第二類

則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商，而此兩類廠商很少有自行創新的行為。純製造業

中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以集團企業為主，這類創新應屬於集團內的合作創新，

此類廠商的創新行為多為透過購買機器設備進行創新活動。而直接面對消費者的

品牌商，在合作創新上，會注重行銷創新。 

會與客戶合作創新的廠商通常是同一集團內的客戶。當廠商的主要客戶是集

團內的子公司時，交易的標的會著重於半成品，因而不再需要產品創新，重要的

反而是製程創新，創新的來源也會以委託研發為主，而委託研發的對象主要應會

來自於集團內其他的子公司。除此之外，這些廠商有一部分擁有自有品牌，因此

它們會從事行銷創新，而避免風險則是合作的主要因素。較特別的是，這些廠商

同時會利用政府提供的資訊來創新。而純服務業則較偏重於自有品牌業務，也因

此純服務業會透過推動連鎖加盟，廣泛授權以快速佔據市場，提高市占率 

 

 與競爭者合作 

 

會與競爭者合作的廠商，必會在確保合作過程能避免資訊外洩。製造業與競

爭者合作創新的類型，主要為製程創新，而且廠商多已保有營業祕密或廣泛授權

以快速佔據市場。而且，此合作模型應屬委外研發，而不具有實質的互動。而服

務業廠商則以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及快速更新產品為主要獲利來源。我們認為，

有如此的差異，主因可能在於服務業較重視產品創新，而製造業較重視製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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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學合作 

 

純製造業中的集團企業，因自身能提供創新資訊給子公司，因此不需要與對

外合作，除此之外，雖然製造業會與大學合作進行研發，但這裡所指的研發應不

是技術難度高的關鍵技術，因為在純製造業的樣本分析中，風險的影響下降了，

但廠商保護創新的方法仍以營業祕密為主。 

服務業的特性在純服務業中更明顯。在所有的資料庫中，唯有純服務業中，

集團企業變數會對與大學合作創新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因此我們推斷，集團企業

所能提供的資源協助，在面對市場的純服務業中是無作用的。此外，純服務業與

大學合作的廠商其服務範圍較小，重視組織創新與供應商、大學資訊來源，並以

風險為合作創新的主要考量。 

 

 與研究機構合作 

 

製造業中，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屬研發型廠商。研發型廠商會透過

吸收研究機構的資訊自行從事研發活動，其創新類型為較困難的產品創新，因此

在遇到技術風險時會選擇與研究機構合作，甚至會與研究機構策略聯盟。反之，

從事製程模仿為主、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的廠商，因技術層次較低，並不需要與

研究機構合作創新。 

服務業與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主要以台灣為研發中心，以大陸為主要市場。

此類廠商則屬於較純粹的自有品牌廠商，委外或購買機器設備創新從事產品或製

程創新，並以大陸為主要市場。這些廠商也會與研究機構策略聯盟，取得研究機

構資訊及公開知識，技術人員為主要創新獲利的來源，而技術風險則為其合作創

新的主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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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文獻之比較分析 

 文獻回顧 

當廠商面對不同市場，或是廠商生產互補性產品時，其合作創新的機會較

大。lead customer 則有助於定義產品，減少廠商的市場風險，因此廠商發展新產

品時，會傾向與顧客合作。廠商與其供應商垂直合作的目的在於降低成本；當廠

商企圖專注於核心能耐時，將部分作業外包∕與供應商簽定緊密的合作協定將有

助於廠商降低成本。與大學或產業科學連結則有助於廠商獲取新知，因此有助於

廠商發展突破性的新產品或製程，此外，若此類合作案能取得政府助補，其將被

廠商視為一種便宜的專業知識來源。在使用上，這種以科學為基礎的合作創新通

較少面臨取利議題（appropriate issue），反而是與顧客、供應商，或是競爭者合

作，因涉及商業化的內容，反而容易發生利益分配的問題。 

 

產業中知識的流動有助於創新的產生。對廠商而言，知識的流出在不同環境

中有不同的影響，雖然廠商可透過授權的方式來獲取創新的利益，但在取利制度

（appropriate regime）不健全的情況下，知識的流出對廠商而言就是損失。另一

方面，知識內溢的刺激則有助於廠商創新。一般而言，特定的知識來源有助於廠

商與不同的合作對象進行合作創新活動。如 Belderbos, Carree, Diederen, Lokshin & 

Veugelers（2004）實證結果發現，競爭者、顧客及供應商的知識來源分別對不同

的合作對象有顯著影響，而機構的知識來源則對廠商與競爭者、顧客、供應商及

機構的合作皆有顯著影響，這說明了產業知識對合作創新有普遍性的影響。 

 

許多實證研究指出，合作創新的目的在於成本與風險的分擔，特別是當廠商

能力有限時，此種情形更容易發生。Das and Teng（2000）主張，當廠商資源缺

乏移動性、不可模仿性及不可替代性時，廠商較有可能建立聯盟。從風險及選擇

權理論的觀點來看，Tyler and Steensma（1995）指出研發風險及成本分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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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了合作的機會。從交易成本來看，Robertson & Gatignon（1998）指出，

技術不確定性越大，廠商越傾向建立技術聯盟而非內部發展。同時，Bayona 等

人（2001）及 Miyata（1996）也指出，與其他廠商合作研發也能解決成本分擔及

取得資金等問題。 

 

 本研究貢獻 

政府的補助也會促進廠商間的合作創新。從過去的文獻來看，歐洲國家政策

贊助的合作計畫，促使廠商間的合作關係（Miotti and Sachwald, 2003; Arranz and 

de Arroyabe, 2008）。不過，Veugelers  （1997）的觀點有點不同，他認為政府補

助會正向影響廠商的研發費用，並間接地影響廠商合作研發的傾向。 

 

本研究試圖提供一個國家創新系統中各類合作研發連結的全貌。透過分析最

新的（2004‐2006）台灣創新動態調查的資料，我們探索了創新廠商投入 5 種類

型的合作研發–競爭者、供應商、顧客、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決定因素，並區辨

了 5 種合作研發類型間的相關性（互補性）。透過分析各類合作研發連結，我們

確定了台灣國家創新系統的全貌。 

 

我們發現，台灣的國家創新系統是由兩大核心所組成，兩個核心間存在弱連

結的關係。第一個核心為與大學∕研究機構的研發合作；第二個核心為產業間（競

爭者、供應商及顧客）的研發合作。這指出了台灣產業網絡的活躍性，然而其中

卻只有少部分的業者（特別是大型廠商）與大學及研究機構有緊密的連結。如此

一來，本研究同時也示範了一個方法，可從 CIS 資料來了解國家創新系統中研發

合作連結的實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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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創新廠商的技術取得策略 

 

第一節   整體分析 

 

本研究將分析 TT 資料庫中「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

與廣義服務業廠商）共有 3575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主要四種技術取

得方式為公司內的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

其中在 3575 個樣本中，選擇公司內的研發活動比例為 76.34%、委託其它公司或

機構研發比例為 28.03%、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比例為 54.07%、取得外部知識比

例為 51.58%。如表九-1、表九-2 所示： 

 

表九- 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TT/3575 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 

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與軟體技術 

取得外部知識

有做此項活動

之個數 
2729 1002 1933 1844 

所佔比重 76.34% 28.03% 54.07% 51.58% 

 

表九-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TT/3575 
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

構研發

取得機器

設備與軟

體技術

取得外部

知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2729 

百分比 76.34%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874 1002 

百分比 24.45% 28.03%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1545 664 1933 

百分比 43.22% 18.57% 54.07% 

取得外部知識 1501 675 1255 1844 

百分比 41.99% 18.88% 35.10% 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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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九-3 TT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表九-4 TT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九-3  TT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size_0_01  0.0015772 -0.0052982 0.0102263*** 0.0016441 

size_0_01_R  0.0000186 0.0000353 -0.0000275* 0.00000482 

HO  -0.0267715 -0.0544325 0.0312501 0.0242229 

MULTIN  -0.3378318*** -0.4256766*** 0.16889 0.1054891 

MARLOC  0.0507588 0.1060826 -0.0936644 -0.3265868*** 

MARNAT  -0.3032312*** -0.0326999 -0.0080882 -0.1576298*** 

INTL  0.063333*** 0.05725*** 0.0443915** -0.002414 

CUSGRO  0.1823591** 0.2005611*** -0.1086879 -0.0275631 

CUSB2B  0.0953488 0.1628236*** -0.0742961 -0.1668586*** 

CUSGMT  -0.1075445 -0.1914701*** -0.0638283 -0.0516301 

CUSB2C  -0.0759845 0.1112805* -0.1135385** -0.1719459*** 

ESTABL  0.1418594 0.1715704* 0.0189876 0.024297 

MARCN  -0.1459974* -0.1896721*** -0.0058036 0.0883001 

BRANCHCN  0.3526758*** 0.1196959* 0.2243178*** 0.0148346 

CORCN  0.3283732*** 0.1860793*** 0.1768663*** -0.009765 

OEM  0.2709039*** 0.14302*** 0.0976851** 0.2263744*** 

ODM  0.3339274*** 0.1450129*** 0.0878612** 0.1458046*** 

OB  0.3189724*** 0.0805472 -0.1133657** 0.1029052** 

D_INNOV  0.4814442*** 0.1725649*** 0.0034442 0.32588*** 

D_IMITA  0.3805571*** 0.1426559** 0.1328437** 0.2239558*** 

P_INNOV  0.2409484*** 0.1403074** 0.1428314** 0.267346*** 

P_IMITA  0.1155177 0.1290883* 0.1229019* 0.2966634*** 

M_INNOV  -0.0419591 0.0379419 -0.0450661 -0.0309891 

O_INNOV  0.1238594** 0.0663455 0.13545*** 0.193001*** 

FUNGMT  0.1891226** 0.0117789 0.1631665** 0.0034529 

SUNI  -0.0065378 0.0629975** 0.0720321*** 0.0795329*** 

SGMT  0.0369249 0.0150667 -0.0834868*** -0.0214477 

PUBISP  0.0795993** 0.0329866 0.0343795 0.079717*** 

CO_UNI  0.1632718* 0.3656722*** 0.1058993 0.1257375* 

CO_GMT  0.1337876 0.3774103*** 0.2356038*** 0.1462541* 

_cons  -0.1943181 -1.392178*** -0.2406435** -0.5103906*** 

 

表九-4  TT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2 Rho3 

Rho2 0.1714324***     

Rho3 0.0647157** 0.1918139***   

Rho4 0.1051222*** 0.2574613*** 0.3766807*** 

Observations 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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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ikelihood -8228     

Wald χ2 (120) 942.11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RRDINENG; 02:RRDEX; 03: RMAC; 04: ROEX 

 

廠商特性的影響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創新

活動。主要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

客、有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 & Size_0_01_R：廠商規模與購買機器此創新活動，呈現倒 U 型。

另外在自行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等方法呈現指數形式。  

 

 HO：廠商如果是集團內子企業與內部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

但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內部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創新 

活動來源，呈現負向關係。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   

顯著。 

 

 MARLOC：市場以縣市為主的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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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NAT：市場以全國為主的廠商，與內部研發活動、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

相關係。其他兩項也是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INTL：市場範圍越廣，廠商與使用內部研發、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呈現

正向關係，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RO：客戶為集團企業的廠商，廠商與使用內部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 

      現正向關係。其它兩項則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B： 客戶為 B2B 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取

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 

 

 CUSGMT： 客戶為政府的廠商，廠商與各種方式皆呈現負向關係，但只有用

委託外部研發有顯著。 

 

 CUSB2C：客戶為終端客戶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 

     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 

 

 ESTABL：新進入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三種方式 

，雖不顯著，但也呈現正向關係。 

 

 MARCN：市場在中國的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 

係，但與外部取得知識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BARNCHCN：在中國有設立分之機構的廠商，與各種方式皆呈現正向關係 

。但在取得外部知識方法是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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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CN：與中國有共同合作創新的公司，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 

、購買機器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取的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接著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創 

新活動。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會有較高的可能性採用內部研

發活動來支持創新活動，其次為取得外部知識。可能性較低的為委託外部研

發與購買外部機器，我們可以得知 OEM 類型的廠商會試圖用各種創新活動

來支持創新。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會有較高可能性使用內部研發

的創新活動。其次為委託外部機構與取得外部知識，最後則為購買機設備。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會有較高可能性使用內部研發的創 

新活動。其次會有較低可能性使用取得外部知識得創新活動。此外，此類型的

廠商會與購買機器的創新活動呈現負向關係。 

 

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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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產品創新：廠商有狹義產品創新的特性，有很大機率會選擇內部自行研

發。同時也會選擇以取得外部知識的方法與委託外部機構作為創新活動來

源。 

 

 狹義產品模仿：廠商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廠商會使用各種創新活動來支

持廠商的產品模仿。其中又以內部自行研發機率最高，其次為取得外部知

識。 

 

 狹義製程創新：廠商有狹義製程創新的特性，廠商會使用各種創新活動來支 

持廠商的製程創新。 其中採用內部自行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的機率是比較 

高。另外委託外部研發與購買機器方式的機率大約有百分之十五的比例。 

 

 狹義製程模仿： 廠商有狹義製程模仿的特性，廠商有較高的傾向採用取得

外部授權。其次有一部分比例採用委託外部研發與購買機器來支持製程模

仿。 

 

 行銷創新：廠商有行銷創新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活動呈現正向

關係，而與其它方法呈現負向關係。（全部不顯著） 

 

 組織創新： 廠商有組織創新的特性，廠商會有較高機率使用取得外部知

識， 

另外也會使用內部研發、購買機器的方式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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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大學

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有較高的機率使用內部自行研

發與購買機器的方式來執行創新活動。另外兩種方法也呈現正向關係，但

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廠商與採用委託

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外部授權來支持創新活動，呈現正向關係。而與內

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廠商，廠商與購買外部 

機器的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在內部研發與委託外部研發的方式是呈現正向

關係（不顯著） 

 

 公開資訊 PUBISP：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獲得的廠商，與使用內部研發與取 

得外部知識的創新活動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另外兩種方式也呈現正相關

係，但不顯著。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廠商使用委 

       託外部研發、內部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的創新活動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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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廠商與使

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外部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小結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會以內部自行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指數 

型的型態。如果是外國企業的子公司較無可能採取此方式。市場範圍越廣，越

會使用此種方式。另外顧客是自己的集團企業，也呈有較高的機會採用此方

式。市場以中國為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中方式。創新活動與中國合作的廠

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此種方式。

創新類型方面，除了行銷創新之外，公司有做創新的公司，都會使用此種方

式。創新資訊來自於公開資訊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與大學合作創新的

廠商 

，也會傾向使用此種方式。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會以委託外部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如果是外國企業的子公司的有很大的機會不採去此方式。顧客類型方

面，除了以政府為客戶的廠商外，公司都會使用此方式。新進入的廠商，也與

使用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此種方

式。公司無論何種創新，都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新資訊來自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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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同時與大學、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

此種方式。 

 

   購買機器 

  

 公司會以購買機器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倒 U 型的型 

態。如果公司顧客是以終端消費者為主，較不會採用此方式。在廠商型態方面 

，如果是品牌廠商，公司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但如果是 OEM、ODM 公司則

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類型方面，除了行銷創新之外，公司有做創新的公司，

都會使用此種方式。公司創新資訊來源是從政府單位，較不會使用此方式。如

果與政府共同創新的廠商，同時也接受政府補助的廠商，有較高的機會使用此

方式。可能的推測，與政府合作可以申請補助購買機器，有這樣的情況，廠商

會較有機會採用此方式。 

 

   取得外部知識 

 

公司會以取的外部知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 公司在規模上呈現指數 

的型態。無論是以縣市、國內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方式。顧客是以 B2B、終

端消費者，都與此項目呈現負向關係。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

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從大學或是公開資訊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同時

與大學、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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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技術取得的相關性 

 

        藉由表九-4 TT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各項技術取得策略彼

此的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取得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得較多創新知

識。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採取自行研發時，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採取委託外部研發時，與使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25%，顯見當廠商使用委

託外部研發方式時，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購買機器 

        公司採取購買機器時，與使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37%。顯見當廠商使用購

買機器方式時，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我們可以看出，公司使用各種方式時，有很高的機率同時搭配取得外部知

識方式，作為技術取得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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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 

 

2-1   MM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MM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廠

商）共有 1806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主要四種技術取得方式為公司內

的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

設備與軟體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其中在 1806 個樣本

中，選擇公司內的研發活動比例為 82.06%、委託其它公司或機構研發比例為

29.79%、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比例為 57.07%、取得外部知識比例為 53.27%。 如

表九-5、表九-6 所示： 

 

表九-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MM/1806 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 

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與軟體技術 

取得外部知識

有做此項活動

之個數 
1482 538 1031 962 

所佔比重 82.06% 29.79% 57.07% 53.27% 

 

表九-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1806 
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

構研發

取得機器

設備與軟

體技術

取得外部

知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1482 

百分比 82.06%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479 538 

百分比 26.52% 29.79%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853 348 1031 

百分比 47.23% 19.27% 57.09% 

取得外部知識 823 357 690 962 

百分比 45.57% 19.77% 38.21% 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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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九-7 MM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九-8 MM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九- 7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size_0_01  0.0158148*** -0.0061223 0.0119514*** 0.0088843** 

size_0_01_R  -0.000053** 0.0000228 -0.000035* -0.0000267 

HO -0.0285768 -0.0370685 0.0292628 0.1863126* 

MULTIN -0.1174011 -0.3972066** 0.1202136 -0.1693076 

MARLOC 0.2021686 0.1637349 -0.1184496 -0.2762109** 

MARNAT -0.2879621*** -0.006727 0.0354314 -0.1527235** 

INTL 0.0541134* 0.097214*** 0.0263742 0.0349571 

CUSGRO 0.2901** 0.2249479** -0.1500166 -0.1344665 

CUSB2B 0.1107383 0.0224156 -0.1972238** -0.3356112*** 

CUSGMT -0.2743761** -0.0118427 -0.1237437 0.1568929 

CUSB2C -0.0066312 -0.0598203 -0.2764572*** -0.3525054*** 

ESTABL 0.2745715* 0.2584527** 0.0940416 -0.1729852 

MARCN -0.1147126 -0.2591952*** 0.0080584 0.1192878 

BRANCHCN 0.3252597*** 0.0748406 0.1833434** -0.0682208 

CORCN 0.1712174 0.18327** 0.264306*** -0.0005974 

OEM 0.2342054*** 0.04206 0.1162023* 0.1514078** 

ODM 0.2477388*** 0.0057132 -0.0388127 0.1147385* 

OB 0.2925137*** -0.0498535 -0.1403791** 0.0132879 

D_INNOV 0.6075977*** 0.1940243** -0.0433063 0.3146481*** 

D_IMITA 0.4220057*** 0.0981788 0.1222517 0.2603818*** 

P_INNOV 0.2733735*** 0.1401969 0.1490966* 0.1770278** 

P_IMITA 0.2060545* 0.1263443 0.1291966 0.2104089** 

M_INNOV -0.1068912 0.1559073** 0.0433 -0.0056456 

O_INNOV 0.1261975 0.0732974 0.1672695** 0.2302517*** 

FUNGMT 0.1515469 0.0107667 0.1611411** 0.0615698 

SUNI -0.0221698 0.2222119*** 0.0785143 0.0794267 

SGMT 0.1243453 0.1330942 0.0625376 0.1349873* 

PUBISP 0.025245 -0.100489** -0.0542983 -0.0350787 

COUNI 0.2603527* 0.559114*** 0.1362783 0.1413372 

COGMT 0.1722525 0.3069012*** 0.2041551* 0.1634997 

_cons -0.1570248 -1.158732*** -0.0668005 -0.2853677* 

 

表九-8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2 Rho3 

Rho2 0.1714324***     

Rho3 0.0647157** 0.1918139***   

Rho4 0.1051222*** 0.2574613*** 0.3766807*** 

Observations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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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ikelihood -4032.5924     

Wald χ2 

(120) 516.11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RRDINENG; 02:RRDEX; 03: RMAC; 04: ROEX 

 

廠商特性的影響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創新活

動。主要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客、

有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 & Size_0_01_R：廠商規模與自行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

此創新活動，呈現倒 U 型。 

 

 廠商如果是集團內子企業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但與自行研發、

委託外部機構研發呈現負向關係。（全部不顯著）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委託外部研發創新活動來源，

呈現負向關係。與內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MARLOC：市場以縣市為主的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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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NAT：市場以全國為主的廠商，與內部研發活動、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負相關係。但在購買機器此方法上，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INTL：市場範圍越廣，廠商使用內部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

係，其它兩項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RO：客戶為集團企業的廠商，廠商與使用內部研發、委託外部研發

呈現正向關係。其它兩項則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B： 客戶為 B2B 的廠商，廠商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

關係。但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MT： 客戶為政府的廠商，廠商與內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另外在委

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也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C：客戶為終端客戶的廠商，廠商與各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但都不

顯著。 

 

 ESTABL：新進入廠商，廠商與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

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MARCN：市場在中國的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但與購買機

器、向外取得知識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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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NCHCN：在中國有設立分之機構的廠商，與自行研發、購買機器方式

皆呈現正向關係。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ORCN：與中國有共同合作創新的公司，與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呈現

正向關係。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接著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創 

新活動。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

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

知識呈現正向關係。與購買機器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

與購買機器設備呈現負向關係。 

 

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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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產品創新：廠商有狹義產品創新的特性，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

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與購買機器設備，呈現負向關係，但

不顯著。 

 

 狹義產品模仿：廠商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各種方式都呈現正向

關係，但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設備是不顯著的。 

 

 狹義製程創新：廠商有狹義製程創新的特性，廠商會使用各種創新活動來

支持廠商的製程創新。其中委託外部研發是不顯著。 

 

 狹義製程模仿： 廠商有狹義製程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

外部知識 ，呈現正向關係。其它兩項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行銷創新：廠商有行銷創新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活動呈現正

向關係，而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全部不顯

著） 

 

 組織創新： 廠商有組織創新的特性，廠商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正向關係。其它兩項雖不顯著，也呈現正向關係。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 

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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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與購買機器呈現正向關係，其

他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廠商與採用委託

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而與內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廠商，廠商與購買外

部機器的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在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

等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公開資訊 PUBISP：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獲得的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的 

創新活動方式，呈現負向關係。但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

著。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廠商使用內

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的創新活動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廠商與使

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外部機器，呈現正向關係。 

 

小結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會以內部自行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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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型態。廠商市場是以縣市為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方式。市場範圍越

廣，越會使用此種方式。另外顧客是自己的集團企業，也呈有較高的機會採用

此方式。如果顧客是以政府為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方式。如果是新廠商，

廠商也會使用此方式。如果有在中國設分之機構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

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產品、製程的創新與

模仿，廠商都會使用此種方式。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傾向使用此種方

式。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會以委託外部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如果是外國企業的子公司的有很大的機會不採去此方式。顧客類型是

以集團內的器，公司也會使用此方式。新進入的廠商，也與使用此方式呈現正

向關係。市場是以中國為主的廠商，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有產品創新與

行銷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廠

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自於公開資訊的公司，較不會使用此種方

式。同時與大學、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購買機器 

  

 公司會以購買機器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倒 U 型的型 

態。如果公司顧客是以 B2B 與終端消費者為主，較不會採用此方式。如果有在

中國設分之機構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與中國廠商合作創新的公司，也

會使用此種方式。廠商型態方面，如果是品牌廠商，公司較不會使用此種方

式，但如果是 OEM 公司則會使用此種方式。公司如果有製程創新與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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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公司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如果與政府共同創新的廠商，同時也接受政

府補助的廠商，有較高的機會使用此方式。可能的推測，與政府合作可以申請

補助購買機器，有這樣的情況，廠商會較有機會採用此方式。 

 

  取得外部知識 

 

公司會以取得外部知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 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公司是集團內的子企業，較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是以縣市、國內

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方式。顧客是以 B2B、終端消費者，都與此項目呈現負

向關係。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此種方式。除了行銷創新之

外，凡是公司有做其它創新的公司，都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從政府來的

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 

 

 廠商技術取得的相關性 

 

        藉由表九-8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各項技術取得策略此

的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取得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得較多創新知識。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採取自行研發時，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但是與委託外部研發殘差係數高達 17%，與 TT 資料庫

的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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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採取委託外部研發時，與使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25%，顯見當廠商使用委

託外部研發方式時，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購買機器 

        公司採取購買機器時，與使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37%。顯見當廠商使用購

買機器方式時，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我們可以看出，公司使用各種方式時，有很高的機率同時搭配取得外部知

識方式，作為技術取得的策略 

 

 

2-2    mm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mm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廠

商）共有 831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主要四種技術取得方式為公司內

的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

設備與軟體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其中在 831 個樣本中，

選擇公司內的研發活動比例為 82.97%、委託其它公司或機構研發比例為

30.05%、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比例為 58.87%、取得外部知識比例為 56.10%。 如

表九-9、表九-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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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mm/831 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 

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與軟體技術 

取得外部知識

有做此項活動

之個數 
673 245 457 415 

所佔比重 82.97% 30.05% 58.87% 56.10% 

 
表九-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831 
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

構研發

取得機器

設備與軟

體技術

取得外部

知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673 

百分比 80.99%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216 245 

百分比 25.99% 29.48%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376 152 457 

百分比 45.25% 18.29% 54.99% 

取得外部知識 351 147 294 415 

百分比 42.24% 17.69% 35.38% 49.94% 

 

這四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九-11 

mm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九-12  mm 資料庫 –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九- 11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size_0_01  0.0114164 -0.0106719 0.0115567 0.0033054 

size_0_01_R  -0.000038 0.0001194 0.00000413 0.0000332 

HO 0.1060624 -0.0724474 0.0743264 0.1704441 

MULTIN -0.0320202 -0.2325332 0.0273527 0.2780533 

MARLOC 0.1825772 0.7073544*** 0.2437222 0.1341295 

MARNAT -0.1536271 0.0669626 0.0124725 -0.1612134 

INTL 0.0528982 0.1377423*** 0.0200598 0.0648029 

CUSGRO 0.4942745** 0.2410572 -0.2884477* -0.1520579 

CUSB2B 0.0494145 -0.1363101 -0.2700224* -0.3688449** 

CUSGMT -0.2232997 0.0237979 0.0453095 0.1548627 

CUSB2C 0.0238331 0.021646 -0.1311123 -0.3078231** 

ESTABL -0.0265778 0.3417686* -0.2948128 -0.4351546** 

MARCN -0.087311 -0.2736829** 0.0139449 0.1413962 

BRANCHCN 0.1783132 0.2799053** 0.3672872*** -0.1239405 

CORCN -0.0558366 0.1495296 0.2266911* -0.078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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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 0.2955417*** 0.0413701 0.0747329 0.225824** 

ODM 0.2413372** -0.1001014 0.0313419 0.1979921** 

OB 0.3499556*** 0.0927964 -0.2588516*** 0.028288 

D_INNOV 0.4194925*** 0.2243185* -0.0670812 0.3829367*** 

D_IMITA 0.3578186** 0.1277509 0.11947 0.4243184*** 

P_INNOV 0.2008056 0.0821203 0.0876149 0.255556** 

P_IMITA 0.1772536 0.024707 0.088095 0.2493512* 

M_INNOV -0.1509215 0.2609461** -0.0012792 -0.0826114 

O_INNOV 0.0951361 -0.0914556 0.2328755** 0.1659622 

FUNGMT 0.1354473 0.032751 0.2199133* 0.2320431** 

SUNI -0.0449597 0.0576015 0.0072356 0.0819742 

SGMT -0.0015604 0.005521 0.0257215 0.0376348 

PUBISP 0.0402723* -0.0086452 -0.0081248 -0.0309992* 

COUNI 0.163462 0.4556637*** 0.2627668* 0.1355226 

COGMT 0.3835808 0.2646344 0.1301694 -0.1861741 

_cons -0.1172222 -1.079087*** -0.0214598 -0.4206127* 

 

表九- 12  mm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2 Rho3 

Rho2 0.1302173**     

Rho3 0.0497473 0.1162793**   

Rho4 0.0335492 0.1788159*** 0.4612444*** 

Observations 831     

Log likelihood -1856.3758     

Wald χ2 (120) 255.61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RRDINENG; 02:RRDEX; 03: RMAC; 04: ROEX 

 

廠商特性的影響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創新活

動。主要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客、

有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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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_0_01 & Size_0_01_R：廠商規模與各種方式皆不顯著。與內部自行研發 

呈現倒 U 型。 

 

 HO：廠商如果是集團內子企業與委託外部機構呈現負向關係。但與自行研

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全部不顯著）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

創新活動來源，呈現負向關係。其它兩種，則呈現正向關係，但所有的方

式都不顯著。 

  

 MARLOC：市場以縣市為主的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相關係。其它

方式都不顯著。 

 

 MARNAT：市場以全國為主的廠商，與內部研發活動、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負相關係。與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此方法上，呈現正向關係（全部不

顯著） 

 

 INTL：市場範圍越廣，廠商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三

項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RO：客戶為集團企業的廠商，廠商與使用內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

與購買機器呈現負向關係。 

 

 CUSB2B： 客戶為 B2B 的廠商，廠商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

關係。但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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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GMT： 客戶為政府的廠商，廠商與內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另外與其

它三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所有方法都不顯著。 

  

 CUSB2C：客戶為終端客戶的廠商，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方式呈現負向關

係。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ESTABL：新進入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取得外部

知識呈現負向關係。 

 

 MARCN：市場在中國的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但與購買機

器、向外取得知識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BARNCHCN：在中國有設立分之機構的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

方式皆呈現正向關係。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ORCN：與中國有共同合作創新的公司，與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呈現

正向關係。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接著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創 

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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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

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

知識呈現正向關係。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

與購買機器設備呈現負向關係。 

  

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狹義產品創新：廠商有狹義產品創新的特性，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

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與購買機器設備，呈現負向關係，但

不顯著。 

 

 狹義產品模仿：廠商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各種方式都呈現正向

關係，但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設備是不顯著的。 

 

 狹義製程創新：廠商有狹義製程創新的特性，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

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狹義製程模仿： 廠商有狹義製程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

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9-26 
 

 行銷創新：廠商有行銷創新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活動呈現正

向關係，而與內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

係。（全部不顯著） 

 

 組織創新： 廠商有組織創新的特性，廠商與購買機器呈現正向關係。與委

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 

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

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廠商與內部研發

呈現負向關係，其它則為正向關係，但都不顯著。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廠商，廠商與內部研

發呈現負向關係，其它則為正想關係，但都不顯著。 

 

 公開資訊 PUBISP：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獲得的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的創

新活動方式，呈現負向關係。但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

微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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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廠商使用委

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設備的創新活動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廠商與使

用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購買外部機器，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

著。 

 

小結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會以內部自行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顧客是自己的集團企業，也呈有較高的機會採用此方式。無論廠商

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產品、製程的創新與模仿，廠

商都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自於公開資訊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會以委託外部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市場是以縣市為主的廠商，有很高的機會使用此種方式。市場範圍越

大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新進入的廠商，也與使用此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市場是以中國為主的廠商，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如果有在中國設分

之機構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有產品創新與行銷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

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同時

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9-28 
 

   購買機器 

  

 公司會以購買機器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指數的型態 

。如果公司顧客是以集團內的企業與 B2B 為主，較不會採用此方式。如果有在

中國設分之機構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與中國廠商合作創新的公司，也

會使用此種方式。廠商型態方面，如果是品牌廠商，公司較不會使用此種方

式 。如果有組織創新的公司，公司較會使用此種方式。接受政府補助的公司，

也會使用此種方式。與大學共同合作創新的公司，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取得外部知識 

 

 公司會以取得外部知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指數 

的型態。顧客是以 B2B、終端消費者，都與此項目呈現負向關係。新進廠商較

不會選擇此種方式，作為創新活動。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

此種方式。除了行銷創新之外，凡是公司有做其它創新的公司，都會使用此種

方式。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獲得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 

 

 廠商技術取得策略相關性 

 

       藉由表九-12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創各取得策略彼此

的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取得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得較多創新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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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採取自行研發時，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購買

機器、取的外部知識方式則為不顯著。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採取委託外部研發時，與使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17%，顯見當廠商使用委

託外部研發方式時，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購買機器 

        公司採取購買機器時，與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都呈現正向關係且

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46%。顯見當廠商使用購買機器方式時，

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我們可以看出，公司使用各種方式時，有很高的機率同時搭配取得外部知

識方式，作為技術取得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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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結 MM 資料庫與 mm 資料庫 

 

   內部自行研發 

 

相同點：顧客是集團企業的公司都與使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營運模

式，無論是 OEM、OB、OD 都與使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 

 

   委託外部研發 

 

相同點：市場範圍越大，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新進入 的廠

商，也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以中國大陸為市場的公司，公司較

不會使用此種方式。有做產品創新與行銷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

呈現正向關係。 

 

   購買機器 

 

相同點：公司顧客是以 B2B 的公司，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

公司有在大陸設分支機構，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營運

模式是 OB，與使用此種模式呈現負向關係。有做行銷創新的公司，與使用

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有政府補助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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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外部知識 

 

相同點：顧客是 B2B 與終端消費者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

係。 公司廠商型態為 OEM 與 ODM 的廠商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

向關係。公司有做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製程模仿的公司，都

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第三節     服務業 

 

3-1   SS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SS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廠

商）共有 1769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先四種技術取得方式為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設

備與軟體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其中在 1769 個樣本中，

選擇公司內的研發活動比例為 70.49%、委託其它公司或機構研發比例為

26.23%、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比例為 50.99%、取得外部知識比例為 49.86%。 如

表九-13、表九-14 所示： 

 

表九- 1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SS/1769 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 

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與軟體技術 

取得外部知識

有做此項活動

之個數 
1247 464 902 882 

所佔比重 70.49% 26.23% 50.99% 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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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1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1769 
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

構研發

取得機器

設備與軟

體技術

取得外部

知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1247 

百分比 70.49%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395 464 

百分比 22.33% 26.23%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692 316 902 

百分比 39.12% 17.86% 50.99% 

取得外部知識 678 318 565 882 

百分比 38.33% 17.98% 31.94% 49.86% 

 

這四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九-15 

MM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九-16  MM 資料庫 – 殘差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九-15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size_0_01  -0.0180255*** -0.0066127 0.0055086 -0.0142022** 

size_0_01_R  0.0001918** 0.0000547 0.00000273 0.0001135** 

HO -0.0194056 -0.0643343 0.0079726 -0.126473 

MULTIN -0.5223273*** -0.4156966** 0.2704289* 0.3425868** 

MARLOC -0.017143 0.0472681 -0.1299189 -0.4145044*** 

MARNAT -0.3184005*** -0.0748436 -0.0840488 -0.2169551** 

INTL 0.0535348 -0.0099292 0.0672414** -0.0603253* 

CUSGRO 0.1685061 0.1636727 -0.0999117 0.0354022 

CUSB2B 0.080402 0.2712835*** -0.0185613 -0.0604815 

CUSGMT 0.0317034 -0.2926496*** -0.0048207 -0.1337612 

CUSB2C -0.0926946 0.2048795** -0.0187979 -0.0631514 

ESTABL 0.1193498 0.1189487 -0.0324765 0.1725184 

MARCN -0.1963068* -0.0170907 -0.077963 0.0454443 

BRANCHCN 0.3857599*** 0.1650641 0.2729271** 0.194205* 

OEM 0.273024*** 0.2393974*** 0.0856747 0.2978179*** 

ODM 0.388786*** 0.2926846*** 0.2189134*** 0.1935101*** 

OB 0.3574156*** 0.1549002** -0.1182448* 0.165667** 

D_INNOV 0.349281*** 0.1439088 0.0714841 0.3361039*** 

D_IMITA 0.2988638*** 0.1770759* 0.1698368* 0.1526106 

P_INNOV 0.2074292** 0.1629982* 0.135135* 0.3194806*** 

P_IMITA 0.0151779 0.1187062 0.1265074 0.346674*** 

M_INNOV 0.0341031 -0.0776865 -0.097149 -0.020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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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_INNOV 0.123763 0.0742234 0.1237176* 0.2205335*** 

FUNGMT 0.06937 0.0548691 0.2551549* -0.0678276 

SUNI -0.0158834 0.1463893 0.3870384*** 0.2208572** 

SGMT 0.0383145 0.0440479 -0.4702489*** -0.1067121 

PUBISP 0.1599269*** 0.1327275*** 0.0929407** 0.1871272*** 

COUNI 0.0958335 0.1009291 0.0098998 0.1053892 

COGMT 0.1110367 0.4893692*** 0.337438*** 0.094993 

_cons -0.1547696 -1.581204*** -0.3316813** -0.6522185*** 

 

表九-16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2 Rho3 

Rho2 0.1808137***     

Rho3 0.137637*** 0.2689192***   

Rho4 0.0956311** 0.2361364*** 0.3441184*** 

Observations 1769     

Log likelihood -4097.2821     

Wald χ2 (120) 559.14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RRDINENG; 02:RRDEX; 03: RMAC; 04: ROEX 

 

廠商特性的影響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創新活

動。先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客、有

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 & Size_0_01_R：廠商規模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U

型的型態。與購買機器呈現指數型的型態，但不顯著。 

 

 HO：廠商如果是集團內子企業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機構、取得外部

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與購買機器呈現正向關係 。（全部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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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

創新活動來源，呈現負向關係。其它兩種，則呈現正向關係，所有的方式

都顯著。 

 

 MARLOC：市場以縣市為主的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相關係。其它

方式都不顯著。 

 

 MARNAT：市場以全國為主的廠商，與內部研發活動、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負相關係。與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設備等方法，呈現負向關係，但不

顯著。 

 

 INTL：市場範圍越廣，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取得外

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RO：客戶為集團企業的廠商，廠商與使用內部研發 、呈現正向關

係。另外與購買機器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B： 客戶為 B2B 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與內

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MT： 客戶為政府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與購

買機器設備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C：客戶為終端客戶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與

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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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BL：新進入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

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MARCN：市場在中國的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

係，但與向外取得知識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BARNCHCN：在中國有設立分之機構的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

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接著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創 

新活動。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

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所有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

且顯著 。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除了與購買機器設備之外，廠商與其

它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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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狹義產品創新：廠商有狹義產品創新的特性，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

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狹義產品模仿：廠商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購買

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狹義製程創新：廠商有狹義製程創新的特性，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取得

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狹義製程模仿： 廠商有狹義製程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

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

顯著。 

 

 行銷創新：廠商有行銷創新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

研發，呈現正向關係，而與購買機器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

（全部不顯著） 

 

 組織創新：廠商有組織創新的特性，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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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 

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

係。與取它方式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廠商與委託外

部研發、購買機器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廠商，廠商與購買

機器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

發則為正向關係，但都不顯著。 

 

 公開資訊 PUBISP：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獲得的廠商，與各種方式都呈現

正向關係。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廠商與

各種方式都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除了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

係。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廠商與

使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外部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其

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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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會以內部自行研發作為創新來源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比較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如果公司市場是以國內

為主的廠商，公司較不會選擇此種方式。以中國市場為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

此種方式。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產品、製

程的創新與模仿，廠商都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自於公開資訊的廠商，

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會以委託外部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比較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顧客以 B2B 與終端消費

者為煮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反之，顧客以政府為煮的廠商，較不使用

此種方式。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有產品模仿與製程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與政府合

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購買機器 

        

公司會以購買機器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指數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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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比較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市場範圍越大，廠商越會使用此

種方式。如果有在中國設分之機構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廠商型態方

面，如果是品牌廠商，公司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反之，ODM 的廠商較會使用

此種方式。。如果有產品創新、製程創新、組織創新的公司，公司較會使用此

種方式。接受政府補助的公司，也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源先有大學獲

得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反之，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較不會使

用此種方式。與政府共同合作創新的公司，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取得外部知識 

  

 公司會以取得外部知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 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市場是以縣市、國內為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市場範圍越

大，廠商越不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與使用此種

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公司有做產品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仿、組織創新的

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源從大學獲得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

式。 

 

 廠商技術取得的相關性 

 

       藉由表九-16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創各取得策略彼此的

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取得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得較多創新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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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採取自行研發時，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但是與委託外部研發殘差係數高達 18%，與 TT 資料庫

的結果相同。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採取委託外部研發時，與使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購買機器殘差係數高達 26%，顯見當廠商使用委託外

部研發方式時，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搭配購買機器方式。 

 

 購買機器 

        公司採取購買機器時，與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都呈現正向關係且

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34%。顯見當廠商使用購買機器方式時，

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3-2   ss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ss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廠

商）共有 1206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先四種技術取得方式為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RRDINENG）、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取得機器設

備與軟體技術（RMAC）、取得外部知識（ROEX）。其中在 1206 個樣本中，

選擇公司內的研發活動比例為 68.24%、委託其它公司或機構研發比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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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比例為 48.42%、取得外部知識比例為 51.58%。 如

表九-17、表九-18 所示： 

 

表九-1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ss/1206 公司內的研發

活動 

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與軟體技術 

取得外部知識

有做此項活動

之個數 
1247 464 902 882 

所佔比重 68.24% 29.20% 48.42% 51.58% 

 

表九-1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1206 
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

構研發

取得機器

設備與軟

體技術

取得外部

知識 

公司內的研發活動 823 

百分比 68.24%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284 328 

百分比 23.55% 27.20% 

取得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449 222 584 

百分比 37.23% 18.41% 48.42% 

取得外部知識 477 242 373 622 

百分比 39.55% 20.07% 30.93% 51.58% 

 

這四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九-19  ss

資料庫 -mvprobit 模型、表九-20  ss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九-19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size_0_01  -0.0224425*** -0.0076291 0.0067125 -0.0166975** 

size_0_01_R  0.0002306*** 0.0000549 -0.00000181 0.0001374** 

HO 0.0705603 -0.0230044 0.0961513 -0.1528429 

MULTIN -0.717975*** -0.4428692** 0.3355255** 0.3288926** 

MARLOC -0.1165078 0.0187756 -0.098017 -0.4610618*** 

MARNAT -0.4509373*** -0.0844236 -0.0534153 -0.251085** 

INTL 0.170957*** 0.071509 0.0422445 -0.07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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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GRO 0.3406832*** 0.0337958 -0.1140169 0.0536451 

CUSB2B -0.0484655 0.3154164*** 0.0238162 -0.0583877 

CUSGMT 0.0579533 -0.331549*** 0.0332636 -0.1550072 

CUSB2C -0.1032117 0.2542251** 0.0215806 -0.1530413 

ESTABL 0.0361739 0.3981561*** 0.0115557 0.2640773* 

MARCN -0.3039069* -0.3386011** 0.0101412 -0.0687432 

BRANCHCN 0.5245707*** 0.204646 0.0914789 0.6006877*** 

OEM 0.3272219*** 0.2816143*** 0.1107915 0.3477419*** 

ODM 0.4832743*** 0.3753875*** 0.2543192*** 0.2175729*** 

OB 0.451596*** 0.1556933* -0.1667476* 0.2238533** 

D_INNOV 0.296562** 0.1537816 0.1552271 0.333205*** 

D_IMITA -0.1757171 0.2854183** 0.1943174* 0.4181378*** 

P_INNOV 0.0445547 0.2315913** 0.0569976 0.4344206*** 

P_IMITA 0.2299669* 0.2905411** 0.2427936** 0.0403289 

M_INNOV 0.0479115 0.0010963 -0.0829514 -0.0280998 

O_INNOV 0.1279481 -0.0470762 0.1066249 0.1938014** 

FUNGMT -0.1678051 -0.2678355 -4.925486 0.3913262 

SUNI -0.0329636 0.1016557** 0.2067087*** 0.1949832*** 

SGMT 0.0201367 -0.0147437 -0.3062741*** -0.1654521*** 

PUBISP 0.0502697*** 0.0414307*** 0.0360208*** 0.0600828*** 

COUNI 0.0130647 -0.0046202 -0.0612243 -0.2100896 

COGMT 0.1119645 0.6675888*** 0.5540173*** 0.3493894** 

_cons -0.0003099 -1.770878*** -0.5648392*** -0.595611*** 

 

表九-20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2 Rho3 

Rho2 0.2440936***     

Rho3 0.2640451*** 0.2409655***   

Rho4 0.1654924*** 0.2871445*** 0.3248459*** 

Observations 1206     

Log likelihood -2685.5885     

Wald χ2 (120) 547.42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RRDINENG; 02:RRDEX; 03: RMAC; 04: RO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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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的影響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創新活

動。先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客、有

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 & Size_0_01_R：廠商規模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U

型的型態。與購買機器呈現倒 U 型的型態，但不顯著。 

 

 HO：廠商如果是集團內子企業與內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設備、呈現正向

關係，但與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全部不顯著）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

創新活動來源，呈現負向關係。其它兩種，則呈現正向關係，所有的方式

都顯著。 

  

 MARLOC：市場以縣市為主的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相關係。其它

方式都不顯著。 

 

 MARNAT：市場以全國為主的廠商，與內部研發活動、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負相關係。與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設備等方法，呈現正向關係，但不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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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L：市場範圍越廣，廠商與使用購買機器，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取得外

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 

 

 CUSGRO：客戶為集團企業的廠商，廠商與使用內部研發、委託外部研

發、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另外與購買機器呈現負向關係。（全部

不顯著） 

 

 CUSB2B： 客戶為 B2B 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與購

買機器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MT： 客戶為政府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負向關係。與購

買機器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C：客戶為終端客戶的廠商，廠商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與

購買機器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ESTABL：新進入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

識呈現正向關係。但與購買機器呈現負向關係。（全部不顯著） 

 

 MARCN：市場在中國的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負向關係，但與向外取

的知識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BARNCHCN：在中國有設立分之機構的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購買機

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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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接著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創 

新活動。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

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所有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

且顯著 。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 廠商與所有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

著 。 

 

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狹義產品創新：廠商有狹義產品創新的特性，與內部自行研發、取得外部

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阿。 

 

 狹義產品模仿：廠商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

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呈現正向關係。 

 



9-46 
 

 狹義製程創新：廠商有狹義製程創新的特性，廠商與所有的方式都呈現正

向關係。 

 

 狹義製程模仿： 廠商有狹義製程模仿的特性，廠商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

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行銷創新：廠商有行銷創新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

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而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負向關係。

（全部不顯著） 

 

 組織創新：廠商有組織創新的特性，廠商與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 

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與購買機器呈現正向關係。與

取的外部知識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廠商與購買機器

設備、取得外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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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廠商，廠商與購買機

器設備呈現負向關係。與內部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則為正向關係，但

都不顯著。 

 

 公開資訊 PUBISP：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獲得的廠商，與各種方式都呈現正

向關係。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廠商與各種

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廠商與使

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外部機器，呈現正向關係。其它方式也呈現正向關

係，但不顯著。 

 

小結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會以內部自行研發作為創新來源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比較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如果公司市場是以國內

為主的廠商，公司較不會選擇此種方式。以中國市場為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

此種方式。在中國設分之機構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廠商營運類型

為何種形式，都會使用此種方式。有產品創新、製程模仿的廠商，廠商會使用

此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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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會以委託外部研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比較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顧客以 B2B 與終端消費

者為煮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反之，顧客以政府為主的廠商，較不使用

此種方式。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都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有產品模仿與製程創新與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

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

使用此種方式。 

 

   購買機器 

  

 公司會以購買機器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倒 U 型的型態 

。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比較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廠商型態方面，如果是品牌廠

商，公司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反之，ODM 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如果有

產品模仿、製程模仿的公司，公司較會使用此種方式。接受政府補助的公司，

也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源先由大學獲得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

反之，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與政府共同合作創

新的公司，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取得外部知識 

 

 公司會以取得外部知識作為創新資訊活動的方式， 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跨國企業的子公司，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市場是以縣市、國內為

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新進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有在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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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機構的的廠商，公司較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廠商營運類型為何種形式，

都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公司有做產品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

仿、組織創新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源從大學獲得的廠商，

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反之，從政府獲得的廠商澤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 與政府

共同合作創新的公司，也會使用此種方式。 

 

 廠商技術取得的相關性 

 

        藉由表九-20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創各取得策略彼此的

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取得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得較多創新知識。 

 

 內部自行研發 

       公司採取自行研發時，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但是與購買機器設備殘差係數高達 26%，與製造要的結

果相當不同，製造業使與委託外部研發呈現較高的相關性。 

  

 委託外部研發 

        公司採取委託外部研發時，與使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取得外部知識都

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差係數高達 28%，顯見當廠商使用委託

外部研發方式時，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搭配購買機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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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機器 

        公司採取購買機器時，與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都呈現正向關係且

顯著。與取得外部知識殘差係數高達 32%。顯見當廠商使用購買機器方式時，

通常有較高的機會同時使用取得外部知識。 

 

 

3-3    小結 SS 資料庫與 ss 資料庫 

 

   內部自行研發 

 

相同點： 公司會以內部自行研發作為創新來源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   

模上呈現 U 型的型態。公司是跨國集團的子企業，與使用此種方式呈     

現正向關係。市場是以國內或中國為主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 

負向關係。在中國設分支機構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

商營運類型，無論是 OEM、OB、OD 都與使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公

司有做產品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委託外部研發 

 

相同點：顧客以 B2B 與終端消費者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反之，顧客是以政府的廠商， 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廠商營

運類型，無論是 OEM、OB、OD 都與使用委託外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有

做產品模仿與製程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與政

府共同合作創新，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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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機器 

 

相同點： 廠商營運類型是 OB，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反之，廠商

是 ODM， 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做產品模仿的公司，與使用此種

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新資訊來源從大學獲得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

正向關係。反之， 創新資訊來源從政府獲得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

負向關係。有政府補助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取得外部知識 

 

相同點： 公司會以取得外部知識作為創新來源活動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

呈現 U 型的型態。市場是以縣市、國內為主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

負向關係。廠商有在大陸設分支機構，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無

論是 OEM、OB、OD 都與使用自行研發呈現正向關係。公司有做產品創

新、製程創新、組織創新的公司，都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

資訊來源從大學獲得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1、 製造業與服務業比較分析 

      此節先分析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廠商的技術取得方式的異同，比較分析相

同的取得方式，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創新廠商的特性有何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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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自行研發 

 

相同點：廠商營運類型，無論是 OEM、OB、OD 都與使用自行研發呈現正

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顧客是集團企業的公司都與使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公司以內部自行研發作為技術取得策略的方式，公司規

模與內部自行研發呈現 U 型的型態。公司是跨國企業 公司是跨國

集團的子企業，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市場是以國內或

中國為主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在中國設分支

機構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公司有做產品創新

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從上面的相異點可得出，服務業的創新廠商，如果市場是以中國或台灣本

地，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 

 

   委託外部研發 

 

      相異點： 

 

 製造業：市場範圍越大，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新

進入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以中國大陸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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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有做產品創新與行銷創

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顧客以 B2B 與終端消費者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

正向關係。反之，顧客是以政府的廠商， 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

向關係。 廠商營運類型，無論是 OEM、OB、OD 都與使用委託外

部研發呈現正向關係。有做產品模仿與製程創新的公司，與使用

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創新，與使用此種

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我們得知製造業與服務業在運用委託外部研發的方法上，廠商沒有共同的特    

點。 

 

   購買機器 

 

相同點：廠商營運類型是 OB，與使用此種模式呈現負向關係。獲的政府補  

助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 公司顧客是以 B2B 的公司，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

關係。公司有在大陸設分支機構，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 有做行銷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廠商是 ODM，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做產品模仿

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新資訊來源從大學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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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反之， 創新資訊來源從政府

獲得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 

 

從相同點來看，我們可以看出創新廠商會向政府申請補助，來購買 

機器設備，例如：投資抵減。顯見政府政策對於創新廠商購買機器設備用於技

術的取得是有正面的影響。從相異點來看，製造業在有購買機器設備時，可能

會搭配行銷創新來提身公司的形象。 

 

   取得外部知識 

 

相同點： 公司廠商型態為 OEM 與 ODM 的廠商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

呈現正向關係。公司有做產品創新、製程創新的公司，都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

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 顧客是 B2B 與終端消費者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

向關係。 公司有做產品模仿、製程模仿的公司，都與使用此種方式

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 公司會以取得外部知識作為創新來源活動的方式，公司在

規模與取得外部知識呈現 U 型的型態。市場是以縣市、國內為主的

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廠商有在大陸設分支機構，與

使用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型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取得外

部知識呈現正向關係。公司有做組織創新的公司，與使用此種方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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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向關係。創新資訊來源從大學獲得的廠商，與使用此種方式呈現

正向關係。 

 

 

2、 相關文獻之比較分析 

 文獻回顧 

 

創新技術來源 

         廠商能探索、運用及整合不同的專業知識–包括了內部研發及外部技術來

源，來取得競爭優勢（Grant, 1996）。內部研發的製造商在技術發展上是路徑相

依的（path-dependent），但同時也能建立核心技術能力，而執行外部技術來卻

能擴展既有的技術領域、趕上前緣技術，以及保持廠商的彈性。其中，內部技

術來源包括了內部研發實驗室及設備建置；外部技術來源包括了技術外包、技

術授權及合作開發。 

 

        從上世紀至今，產業間的研發實驗室仍為主要的創新來源。其為大型製造

業廠商功能專業化過程中的一部分（Mowery, 1995），研發實驗室的出現主要是

能夠實現經濟規模與速度（Chandler, 1977）。除此之外，研發實驗室也可做為廠

商的技術觀測站以便取得外部技術。Mowery 認為，在產出具有不確定性及特殊

性時，交易技術的雙方簽定完全的合約有其困難，因此內部研發有其運作上的

優勢，如廠商可能無法找到適合技術、或無法辨識技術整合的可行性時，將會

嚴重拖延研發進度（Helleloid and Simonin, 1994）。在此情況下，重要的是能有效

地整合組織內部跨功能別的專業及隱性知識能創造競爭優勢，以及累積廠商專

屬經驗。 

 

        隨著技術的進展，製程創新的重要性也逐漸浮現。雖然機器生產作業是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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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技藝為基礎的（craft-based），但其產出卻能符碼化及標準化。因此，當

通用製程技術的需求大到足以維持機器設備商的成長時，大型製造商將會選擇

購買最新改良的設備（Rosenberg, 1976）。Lundvall（1988）指出，大型製造商與

專業設備供應商之間，需要大量資訊交換及人員間的溝通以維持作業面的順

暢，因此兩者間的往往採取關係性（relational）契約，然而，當廠商需要管理許

多不同的零件商時，溝通及交易成本往往大幅提升，此時，管理人員必須決定

那些關鍵性投入活動需要自製那些需要外包。技術外包與技術移轉能降低廠商

的官僚程度，也能讓廠商避免高成本的技術開發（Venkatesan, 1992; Zahra et al., 

2005），因此，在某些情況下，這兩種策略能讓廠商在保有其核心能力時增加彈

性以對付競爭者的先佔優勢。 

 

        在創新策略的實證研究，Veugelers & Cassiman（1999）分析比利時的 CIS 資

料發現，對製造業而言，小廠商比較可能採取單一的買或賣創新策略，而大型

廠商較有可能同時結合不同的買或賣創新策略（包括內部來源及外部來源），但

控制了規模大小的影響之後發現，以內部資訊為主要創新來源的廠商，較不可

能採取單一策略，而會結合內、外部的技術來源。此外，法律規範的強度，以

及組織內部阻礙改變的強度，會負向影響廠商只採取外包技術的決定。 

 

 本研究貢獻 

       從前述研究可看出探討創新來源主要包含內部研發與取得外部技術，廠商

透過這兩種的技術內外部得結合，建立自己的核心能耐。另外文獻中也指出過

去的創新來源主要以研發實驗室，透過研發實驗室的建立，建立公司內部的核

心能耐，也指出研發實驗室可作為廠商的技術觀測站，以便取得外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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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文獻中也指出隨著技術的進展，製程的重要性也越來越高，於是廠商

向專業的機器設備商購買機器，使廠商可以獲得製程創新的來源。另外也提到

這類的大型廠商往往需要與設備供應商有良好的溝通才能維持作業的順暢。 

 

        從台灣 GIS 實證研究中，我們發現台灣廠商執行產品創新時，創新資訊的

來源主要有兩種。第一個來源為自行研發；第二個取得外部知識（license-

in），這兩種的技術來源又呈現互補關係，無論是製造業或服務業來看，都呈

現上述的情況，看見台灣廠商在產品創新上比較不會只透過內部研發，而是會

結合外部技術來開發 。從製程創新來看，目前台灣廠商普遍都以取得外部技術

為主，卻不是透過購買機器為主要的來源，可見台灣廠商在製程創新上，主要

的創新來源是其他廠商內隱的知識。本研究同時也示範了一個方法，我們可以

從 CIS 資料中來了解國家創新系統中廠商創新來源的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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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 

 

第一節   整體分析 

 

本研究將分析 TT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與

廣義服務業廠商）共有 3575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方式為

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申請註冊商標(PROTM)、保密

措施(PROSEC)、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提供配套的服

務或原料(PROCOM)等五種，其中在 3575 個樣本中，選擇 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

方式為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例為 45.03%、申請註冊商標比例

為 38.27%、保密措施比例為 48.06%、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比例

為 45.23%、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比例為 41.57%。如表十-1、表十-2 所示： 

 

表十- 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TT/3575 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

利 

申請註冊商

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搶

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

場 

提供配套的

服務或原料

獲利方式之

廠商個數 
1610 1378 1718 1617 1486 

所佔比重 45.03% 38.27% 48.06% 45.23% 41.57% 

 

表十-2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TT/3575 

申請新發

明、新型

專利 

申請註冊

商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

搶先推出

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 

提供配套

的服務或

原料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 1610 

百分比 45.03% 

申請註冊商標 988 1368 

百分比 27.64% 38.27% 

保密措施 1053 955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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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9.45% 26.71% 48.06%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場 
986 858 1081 1617 

 

百分比 27.58% 24.00% 30.24% 45.23%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876 791 1016 1102 1486 

百分比 24.50% 22.13% 28.42% 30.83% 41.57% 

 

這五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十-3 TT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十-4 TT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十-3 TT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size_0_01  0.0097684*** 0.009308*** 0.0091561*** 0.0031157 0.0059788** 

size_0_01_R  -0.0000339** -0.0000348*** -0.0000397*** -0.000000616 -0.0000214* 

HO 0.0579676 -0.0468558 0.0596552 0.1158122* 0.1282553** 

MULTIN -0.0907989 0.0050616 0.1830211* 0.1073985 0.1243854 

MARLOC -0.2843797*** -0.2640246*** -0.3427736*** -0.2036018*** -0.126553 

MARNAT -0.0640836 0.0174621 -0.0129041 -0.0029927 -0.0095406 

INTL 0.0299814 -0.0029547 -0.043556** 0.0047208 -0.0093082 

CUSGRO -0.0454112 0.0053829 -0.1142524 0.0013687 0.1356867** 

CUSB2B -0.0683636 -0.0973271 -0.0776604 -0.0706878 -0.0732595 

CUSGMT 0.0818743 0.0052567 -0.0672398 -0.0382884 -0.0942869 

CUSB2C -0.1459852** 0.0352098 0.0049311 -0.0081555 0.1134082* 

ESTABL 0.0461195 -0.252458*** -0.3711917*** -0.1553459* -0.1719913* 

MARCN -0.0611383 0.0057684 0.0987635 -0.009413 0.0610518 

BRANCHCN 0.0888358 -0.0473401 0.0868429 0.0728659 -0.0208039 

CORCN 0.1303413** 0.1089894* 0.1987297*** 0.2039171*** 0.1903423*** 

OEM 0.0802595* 0.0327428 -0.0094218 0.0659693 0.0416798 

ODM 0.0648356 0.0620136 0.1431657*** 0.0715718 0.2368182*** 

OB 0.1683744*** 0.1690417*** 0.1801674*** 0.2305386*** 0.1964183*** 

D_INNOV 0.0182495 0.0162192 -0.0177813 0.1102985* 0.1548248** 

D_IMITA -0.0871768 -0.0701351 -0.0769326 0.034753 0.1534533** 

P_INNOV -0.1956814*** -0.0883136 -0.1690796*** 0.0024251 -0.0981769 

P_IMITA -0.0727072 0.0956449 0.0340238 0.0541827 -0.006453 

M_INNOV 0.0887032* 0.2021602*** -0.0044238 0.0897587* 0.0308909 

O_INNOV 0.1909755*** 0.187146*** 0.3155639*** 0.2127928*** 0.3358958*** 

RRDINENG 0.1499629*** -0.0050302 0.0013276 0.0969089* -0.1240695** 

RRDEX 0.1070673** 0.0688553 -0.0009756 0.0658039 0.1687305*** 

RMAC -0.0170501 0.0303459 0.0601146 -0.0216716 -0.0152251 

ROEX 0.0811669* 0.0675457 0.1594426*** 0.0318194 0.1602608*** 

FUNGMT -0.0198501 -0.139798** 0.0394459 -0.0203569 -0.1005197 

SUNI -0.0012434 0.040644* -0.0043676 0.0190812 -0.0146501 

SGMT 0.0466142* 0.0166837 0.0246337 0.0424973* 0.05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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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ISP 0.1814846*** 0.2165029*** 0.2603393*** 0.265114*** 0.2640303*** 

COUNI 0.2319685*** 0.1732317** 0.376103*** 0.1368101* 0.3471542*** 

COGMT 0.1113671 0.0998222 0.1257092 0.1987625*** -0.0193113 

_cons -0.6562848*** -0.8891421*** -0.6532631*** -0.9469517*** -1.105983*** 

 

表十-4  TT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02  Rho03  Rho04  

Rho02  0.5190459***       

Rho03  0.321007*** 0.3872048***     

Rho04  0.3135679*** 0.2850494*** 0.3521107***   

Rho05 0.2189161*** 0.2543687*** 0.3633776*** 0.5904906*** 

Observations 3575       

Log likelihood -10137.171       

Wald χ2 (170) 1409.92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rho53 = rho54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PROPAT; 02:PROTM; 03: PROSEC; 04: PROTIM; 05: PROCOM 

 

廠商基本特性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獲利方

式。先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客、有

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 & Size_0_01_R：廠商的規模與各種保護獲利方式呈現倒 U 型的情

況。 

 

 HO：廠商如果是集團企業的子公司，公司使用快速進入市場與互補性產品

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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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N： 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

係。此外，與專利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MARLOC：廠商市場是以縣、市為主，在各項目中皆呈現負向關係。   

 

 MARNAT：廠商市場以整個台灣市場為主，在各個項目皆不顯著，但與使

用品牌呈現正向關係。 

 

 INTL：廠商市場範圍越大，越不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保護創新。但是與使用

專利、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CUSGRO：顧客以集團企業為主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的方法，呈現

正向關係。 

 

 CUSB2B：顧客是 B2B 為主的廠商，在各方法上皆呈現負向關係。可能需在

各詳細的分類，才能判斷差距。  

 

 CUSGMT：顧客是以政府為主的廠商，在各方法上皆不顯著。但在專利、

品牌方法上，呈現正向關係。 

 

 CUSB2C：顧客是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廠商，與使用專利方法呈現負向關

係。另外與使用互補性產品的方法來獲利呈現正向關係。 

 

 ESTABL：新進廠商與使用專利來保護創新，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與

其他方法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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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N：如果市場是以中國為主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快速進入市場呈現

負向關係。（不顯著） 

 

 BRANCHCN：如果廠商有在中國設立分之機構，與所有的方法皆不顯著。 

   同時與使用品牌、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 

 

 CORCN：如果廠商有與大陸合作創新，與所有的方法皆呈現正向關係。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接著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保護創新成果。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會有些微的可能性使用專利來

保護創新成果。此外，OEM 類型的廠商與採用營業秘密的方式，呈現負向

關係（不顯著）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會有較高可能性使用互補性

產品來保護創新成果。其次為營業秘密，其餘的方式也都呈現正向關係。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會有較高的可能性使用快速進入

市場的方式來保護創新成果。但在其它方式中也都呈現正向關係，我們可

推測以 OB 為營業類型的廠商，會使用各種方式來保護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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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狹義產品創新：公司如果有產品創新的特性，我們從模型結果看知道， 公

司會以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來保護他的創新成果，同時可以看出使

用專利、品牌等方法也呈現正向，但此類公司較不會選擇營業秘密來保護

他的創新成果。 

 

 狹義產品模仿：公司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公司與使用互補性產品來獲

利呈現正向關係。 

 

 狹義製程創新：創新方式以製程創新的公司，公司與使用專利、營業秘密

呈現負向關係。另外與文獻較有衝突的地方，在使用營業秘密來保護製程

創新上，呈現負向關係，這部份可能必須從更細的分類來討論。 

 

 狹義製程模仿：創新方式以製程模仿的公司，會與專利或互補性產品作為

保護創新的方式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但在其他方法上也都呈現正向

關係， 

 

 行銷創新：創新方式以行銷創新的公司，公司與專利、品牌、快速進入市

場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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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創新：創新方式以組織創新的公司，對於使用專利、品牌、營業秘

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等五種保護創新成果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

著 。顯見有組織創新的公司，可能用各種方式來保護創新成果。 

 

創新活動 

       本研究先考慮四種創新活動，1. 內部自行研發 RRDINENG 、2.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3.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ROEX、4. 取得外 

部知識 RMAC。 

 

 內部自行研發：公司創新活動中有自行研發的特性，公司有較高的機會使

用專利（0.1408）與快速進入市場（0.0969）來保護創新利潤。但較不會使

用互補性產品來保護創新利潤。另外也與品牌呈現負向關係。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公司創新活動中有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

方式，公司有較高的機會使用專利（0.1118）與互補性產品（0.176）來保護

創新利潤。但與使用營業秘密的方式呈現負向關係。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公司創新活動中有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

術的方式，公司將不會使用專利、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等方式來保

獲創新利潤（不顯著）。同時與使用品牌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取得外部知識：公司創新活動中有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公司與使用專利

（0.0807）、營業秘密（0.159）、互補性資產（0.164）等保護創新呈現正

向關係。同時與品牌、快速進入市場也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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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如果創新活動的性質是比較開放的方式，廠商會盡量使用各種方式來保

護創新利潤。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大學

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較不會使用品牌來保護創新成

果。同時在使用專利、快速進入的方式、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不顯

著）。僅在營業秘密使用上，呈現正向關係。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會使用品牌來保

護創新成果。但在專利、營業秘密、互補性產品方法上都呈現負向關係。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公司，會盡可能使用

各種的方法去保護創新成果。 

 

 公開資訊 PUBISP ：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的廠商，會使用各種方法去保護創

新成果。同時此五種方法全部都顯著。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會使用各種

方法去保護創新成果。同時此五種方法全部都顯著。同時使用營業秘密與

互補性產品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可能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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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會使用快

速進入市場來保護創新成果。同時較不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保護（不顯

著）。  

 

小結 

 

 專利 

       

        廠商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 

。如果顧客是終端消費者，廠商較不會使用專利來獲利。廠商有製程創新的產

品，也與此項目呈現負向關係，這可能需要再進一步確認。廠商自己以內部研

發、委託外部研發、取的外部知識為主，也較會使用專利來保護。另外與大學

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專利來保護。 

 

 品牌 

 

 廠商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規模呈現倒 U 型態。新進廠 

商較不會使用此方式來作為獲利機制。另外品牌廠商、具有組織創新、行銷創

新的廠商，皆與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此種廠商通常不會獲得政府補助。 

  

 營業秘密 

 

        廠商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 

型態。公司的顧客為集團企業，較不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廠商型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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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M 與 OB 的公司較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公司有組織創新的特性，也會使用

此方式來保護獲利方式。公司的創新活動以獲取外部知識且需要公開資訊， 這

可 

能使用營業秘密的方式，需要很多資訊的累積。 

 

 快速進入市場 

       

        廠商會使用來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廠商如果是集團的子企業，與使用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型態

為 OB 的廠商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有產品創新的公司，也會利用此種方式來

作為獲利的方式。與政府機關共同創新的廠商也會採取此種方式。另外與政府

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方式。 

 

 互補性產品 

 

        廠商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 

的型態。顧客是以集團內的企業為主的公司，也會採用此種獲利方式。廠商型

態方面，ODM 與 OB 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活動以自行研發為主的公

司，較不會採行此種方式。相對的來說，公司會用委託外部研發、取的外部知

識來做為創新活動的公司，較會採用互補省產品來保護獲利。 

 

 廠商獲利方式的相關性 

 

        藉由表五-4 TT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各項獲利機制彼此的

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獲利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取較多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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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 

                公司採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與搭配商標（0.51）、營業秘密

（0.32）、快速進入市場（0.31）、互補產品（0.21）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顯見，公司使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商標 

        公司採用商標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營業秘密（0.38）、 快速進入市

場（0.28）、互補產品（0.25）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商標作

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營業秘密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快速進入市場（0.35）、

互補產品（0.36）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

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快速進入市場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互補產品（0.59）都呈現正向

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

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總結以上，公司無論使用何種方式，都會同時搭配其它種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最大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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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 

 

2-1   MM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MM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與

廣義服務業廠商）共有 1806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方式為

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申請註冊商標(PROTM)、保密

措施(PROSEC)、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提供配套的服

務或原料(PROCOM)等五種，其中在 1806 個樣本中，選擇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

方式為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例為 45.35%、申請註冊商標比例

為 36.38%、保密措施比例為 47.12%、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比例

為 43.91%、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比例為 38.65%。如表十-5、表十-6 所示： 

 

表十-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MM/1806 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

利 

申請註冊商

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搶

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

場 

提供配套的

服務或原料

獲利方式之

廠商個數 
819 657 851 793 698 

所佔比重 45.35% 36.38% 47.12% 43.91% 38.65% 

 

表十-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1806 

申請新發

明、新型

專利 

申請註冊

商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

搶先推出

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 

提供配套

的服務或

原料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

利 
819 

    

百分比 45.35% 

申請註冊商標 477 657 

百分比 26.41%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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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措施 527 461 851 

百分比 29.18% 25.53% 47.12%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

品快速進入市場 
464 390 523 793 

 

百分比 25.69% 21.59% 28.96% 43.91%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

料 
388 334 458 521 698 

百分比 21.48% 18.49% 25.36% 28.85% 38.65% 

 

這五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十-7 MM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十-8 MM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十-7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size_0_01  0.0101462** 0.0018931 0.002378 -0.0032872 0.0025386 

size_0_01_R  -0.0000222 0.0000222 -0.0000149 0.0000197 -0.00000691 

HO -0.1075176 -0.0516738 -0.0803675 -0.0778852 0.0709386 

MULTIN -0.0252235 -0.0598407 0.4592082*** 0.4589913*** 0.4027812** 

MARLOC -0.3132151** -0.3873023*** -0.4843946*** -0.2727563** -0.14664 

MARNAT -0.1112488 0.0701596 -0.0647097 0.0122394 -0.0030605 

INTL 0.0609847** 0.0165158 -0.033692 0.0586516** 0.0353294 

CUSGRO -0.1692784 -0.0181923 -0.081004 -0.0791866 -0.061687 

CUSB2B -0.0835647 -0.1217637 0.044873 -0.0834061 -0.2017552** 

CUSGMT 0.2266261** 0.0688741 -0.1941255* 0.0402204 -0.0856397 

CUSB2C -0.3014626*** 0.0226191 -0.0614617 -0.1837557** -0.0560524 

ESTABL 0.0267806 -0.2158678 -0.2656605** -0.0542704 0.020568 

MARCN -0.1047052 -0.0122381 0.1021584 -0.0770475 0.0014656 

BRANCHCN 0.1322307* 0.0540246 0.2009679** 0.1353981* 0.0554298 

CORCN 0.1850964** 0.0593875 0.2546565*** 0.2550318*** 0.214201*** 

OEM 0.1206352* 0.0965191 0.0661939 0.1891336*** 0.1419247** 

ODM 0.1031613 0.1080776* 0.2283699*** 0.2051547*** 0.3055654*** 

OB 0.1504345** 0.1625826** 0.1442732** 0.263744*** 0.2299848*** 

D_INNOV 0.2381523*** 0.1715222** 0.0210186 0.1253715 0.054247 

D_IMITA 0.0676267 0.025963 0.10056 0.0470579 0.0988886 

P_INNOV -0.2195437*** 0.0564641 -0.1484996* -0.0820931 -0.2483527***

P_IMITA -0.0527645 0.231119** 0.1043902 -0.0073967 -0.1117677 

M_INNOV 0.1672136** 0.2220869*** 0.0645913 0.1947258*** 0.1452468** 

O_INNOV 0.0299737 0.0541607 0.3235926*** 0.1446556** 0.2812725*** 

RRDINENG 0.1344045 0.0600029 -0.0083872 0.2441978*** 0.103274 

RRDEX 0.1446695** 0.0088427 0.0102606 0.0273214 0.0939523 

RMAC 0.0756917 0.0469049 -0.0047572 -0.0469124 -0.0681935 

ROEX -0.0722048 0.0452437 0.1396106** -0.0717967 0.0709646 

FUNGMT 0.0288623 -0.056384 0.0891345 0.0560779 0.008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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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 0.0052624 0.0661593 0.0836542 0.0701229 -0.0434089 

SGMT 0.2272586*** 0.0181707 0.1044626 0.1065045 0.1766601** 

PUBISP 0.1644005*** 0.1947324*** 0.2102729*** 0.2555379*** 0.2329198*** 

COUNI 0.1465343 0.2743197*** 0.3661788*** 0.1083438 0.2396069** 

COGMT 0.0856966 0.0596353 0.2167926** 0.2374837** 0.0659967 

_cons -0.7422198*** -1.142713*** -0.9234382*** -1.169142*** -1.157369*** 

 

表十-8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02  Rho03  Rho04  

Rho02  0.5250572***       

Rho03  0.3337015*** 0.4089269***     

Rho04  0.2095585*** 0.2211335*** 0.3597038***   

Rho05 0.1046505*** 0.1435493*** 0.311556*** 0.5969687*** 

Observations 1806       

Log likelihood -5085.049       

Wald χ2 (170) 778.7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rho53 = rho54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PROPAT; 02:PROTM; 03: PROSEC; 04: PROTIM; 05: PROCOM 

 

廠商基本特性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獲利

方式。先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客、

有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 & Size_0_01_R：廠商的規模與專利、營業秘密、互補性產品呈現

倒 U 型。另外在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 U 型，是較為奇怪的地方。 

  

 HO：廠商如果是集團企業的子公司，公司除了與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

係，剩下均為正向關係，但全都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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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使用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

場、互補性產品呈現高度正向關係。此外，與專利、品牌呈現負向關係

（不顯著）。 

 

 MARLOC：廠商市場是以縣、市為主，在各項目中皆呈現高度負向關係。   

 

 MARNAT：廠商市場以整個台灣市場為主，在各個項目皆不顯著，但與使

用品牌、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INTL：廠商市場範圍越大，越不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保護創新。但是與使用

專利、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顯著） 

  

 CUSGRO：顧客以集團企業為主的廠商，與所有的方法，呈現負向關係。 

 

 CUSB2B：顧客是 B2B 為主的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其他三個也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CUSGMT：顧客是以政府為主的廠商，與使用專利方法上，呈現正向關

係。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 

 

 CUSB2C：顧客是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快速進入市場呈

現高度負向關係。另外與使用品牌的方法來獲利呈現正向關係。（不顯

著） 

 

 ESTABL：新進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來保護創新，呈現負向關係（顯著）。

但與專利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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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N：如果市場是以中國為主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快速進入市

場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BRANCHCN：如果廠商有在中國設立分之機構，會使用各種獲利機制來保

護創新。 

  

 CORCN：如果廠商有與大陸合作創新，與所有的方法皆呈現正向關係。 

 

小節：製造業在中國地區，不論是在合作創新或是設有分之機構，都會用各種

獲利機制。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接著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保護創新成果。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都呈現正向關

係。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都呈現正向

關係。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都呈現正向關

係。 

 

小結：顯見營運類型的不同，對於使用何種獲利機制沒有明顯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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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狹義產品創新：公司如果有產品創新的特性，公司與使用專利、品牌呈現

正向關係，其他方法雖不顯著，但也呈現正向關係。 

 

 狹義產品模仿：公司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公司與各種獲利機制都呈現

正向關係（全部不顯著） 

 

 狹義製程創新：創新方式以製程創新的公司，公司與使用專利、營業秘

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另外與文獻較有衝突的地

方，在使用營業秘密來保護製程創新上，呈現負向關係，這部份可能必須

從更細的分類來討論。 

 

 狹義製程模仿：創新方式以製程模仿的公司，會使用品牌或營業秘密作為

保護創新的方式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行銷創新：創新方式以行銷創新的公司，公司與各種獲利機制都呈現正向

關係。 

 

 組織創新：創新方式以組織創新的公司，對於使用專利、品牌、營業秘

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等五種保護創新成果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

著 。顯見有組織創新的公司，可能用各種方式來保護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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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活動 

       本研究先考慮四種創新活動，1. 內部自行研發 RRDINENG 、2.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3.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ROEX、4. 取得外 

部知識 RMAC。 

 

 內部自行研發：公司創新活動中以自行研發，公司較不會使用營業秘密來

作為獲利的方式。而是與快速進入市場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公司創新活動中有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

方式，公司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 。其餘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不顯

著）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公司創新活動中有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

術的方式，公司將不會使用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等方式

來保獲創新利潤（不顯著）。同時與使用專利、品牌呈現正向關係。（不

顯著） 

  

 取得外部知識：公司創新活動中有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公司與使用營業

秘密呈現正向關係。另外與專利、快速進入市場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大學

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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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較不會使用品牌來保護創新成

果。同時在使用專利、營業秘密、快速進入的方式、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

關係（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與使用互補性產

品來保護創新成果，呈現負向關係。其他方式皆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公司，會盡可能使用

各種的方法去保護創新成果。 

 

 公開資訊 PUBISP ：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的廠商，會使用各種方法去保護創

新成果。同時此五種方法全部都顯著。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會使用各種

方法去保護創新成果。同時此五種方法全部都顯著。同時使用品牌、營業

秘密、互補性產品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可能性最高。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與使用營

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來保護創新成果，呈現正向關係。其他方式也呈現

正向關係（不顯著） 

小結 

 

 專利 

       

        廠商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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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場是以縣、市為主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獲利機制。營運範圍越大，

廠商越會使用專利，作為獲利的方法。如果顧客是政府機關，廠商較會使用此

種方式。如果顧客是終端消費者，廠商較不會使用專利來獲利。廠商有產品創

新的產品，也與此項目呈現正向關係。反之如果是製程創新的廠商，較不會使

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方式。廠商自己委託外部研發、，也較會使用專利來保護。 

  

 品牌 

 

 廠商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規模呈現指數型態。有產品 

創新、製程創新、行銷創新的公司，會傾向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的方式。但此

種廠商通常不會獲得政府補助。 

  

 營業秘密 

 

        廠商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 

型態。公司為跨國公司的子企業，有很高的機會使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機制。 

公司的顧客為政府機構，較不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廠商型態方面，ODM 與

OB 的公司較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公司有製程創新的特性，不會使用此方式來

保護獲利方式。公司的創新活動以購買機器，會使用此方式。另外與大學、政

府合作創新的廠商，較會使用此方式。 

 

 快速進入市場 

       

        廠商會使用來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 公司為跨國公司的子企業，有很高的機會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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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營運範圍越大，廠商越會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的方法。廠商顧

客是終端消費者，與使用此方式呈現負向關係。無論廠商型態為何種廠商都會

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公司創新活動有自行研發的廠商，會使用此種方式。另外

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方式。 

 

 互補性產品 

 

        廠商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 

的型態。公司為跨國公司的子企業，有很高的機會使用互補性產品作為獲利 

機制。顧客是以 B2B 為主的公司，較不會採用此種獲利方式。無論廠商型態為

何種廠商都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公司以製程創新的方式，較不會使用此種方

式。與大學共通合作創新的公司，較會使用此方式。 

 

 廠商獲利方式的相關性 

 

        藉由表五-8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各項獲利機制彼此的

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獲利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取較多的利潤。 

 

 專利 

                公司採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與搭配商標（0.52）、營業秘密

（0.33）、快速進入市場（0.20）、互補產品（0.10）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顯見，公司使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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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 

        公司採用商標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營業秘密（0.40）、 快速進入市

場（0.22）、互補產品（0.14）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商標作

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營業秘密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快速進入市場（0.35）、

互補產品（0.31）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

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快速進入市場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互補產品（0.59）都呈現正向

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

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總結以上，公司無論使用何種方式，都會同時搭配其它種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最大利潤。 

 

2-2   mm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mm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與

廣義服務業廠商）共有 831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方式為

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申請註冊商標(PROTM)、保密

措施(PROSEC)、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提供配套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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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原料(PROCOM)等五種，其中在 1806 個樣本中，選擇 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

方式為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例為 45.37%、申請註冊商標比例

為 34.66%、保密措施比例為 44.28%、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比例

為 41.28%、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比例為 35.02%。如表十-9、表十-10 所示： 

表十-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mm/831 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

利 

申請註冊商

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搶

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

場 

提供配套的

服務或原料

獲利方式之

廠商個數 
377 288 368 343 255 

所佔比重 45.37% 44.28% 44.28% 41.28% 35.02% 

表十-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831 

申請新發

明、新型

專利 

申請註冊

商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

搶先推出

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 

提供配套

的服務或

原料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 377 

百分比 45.37% 

申請註冊商標 208 288 

百分比 25.03% 34.66% 

保密措施 228 192 368 

百分比 27.44% 23.10% 44.28%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場 
205 165 221 343 

 

百分比 24.67% 19.86% 26.59% 41.28%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165 135 191 222 291 

百分比 19.86% 16.25% 22.98% 26.71% 35.02% 

 

這五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十-11 

mm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十-12  mm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10-24 
 

表十-11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size_0_01  0.0195663*** 0.0054546 -0.003045 -0.0062879 -0.0002815 

size_0_01_R  -0.0000457 -0.000000299 0.00000922 0.0000266 0.00000825 

HO -0.3956277** -0.3074643* -0.2433307 -0.1702952 -0.0432518 

MULTIN 0.2770286 0.0518564 0.4553551* 0.1215577 0.4836907* 

MARLOC 0.1234361 -0.2030984 -0.1923814 -0.2713999 0.1370418 

MARNAT 0.0032043 0.1426024 0.00865 0.052344 -0.0056439 

INTL 0.0603276 0.0425214 0.0059122 0.0845496** 0.0765258* 

CUSGRO -0.0015654 0.0148264 0.1009533 -0.2005083 -0.1217064 

CUSB2B -0.2537121 -0.246153 -0.0298654 -0.2581191 -0.2784866* 

CUSGMT 0.2740823 0.093975 -0.115154 -0.0865276 0.0639983 

CUSB2C -0.2858267** -0.033204 -0.1405698 -0.3250066** -0.113292 

ESTABL 0.1035564 0.0392815 -0.1637579 -0.1985182 -0.2529597 

MARCN -0.2624397** -0.170556 0.0110449 0.0630004 -0.0602947 

BRANCHCN 0.2444589* 0.1382211 0.3642488*** 0.1417537 0.1197233 

CORCN 0.1420085 -0.0889464 0.2135123 0.2334074* 0.2900117** 

OEM 0.0416804 -0.002159 0.1269376 0.2494343** 0.054694 

ODM 0.1387973 0.147655 0.184231* 0.3220319*** 0.3170588*** 

OB 0.137071 0.1194837 0.1117277 0.3343034*** 0.2430693** 

D_INNOV 0.2293208* 0.1344048 0.0294846 0.27885** 0.0796458 

D_IMITA 0.1580214 0.0015049 0.051217 0.2651323* 0.1535763 

P_INNOV -0.1107842 0.0606362 -0.1110587 -0.0124998 -0.2346762* 

P_IMITA -0.0628743 0.1439485 0.1281348 0.1289736 -0.2079258 

M_INNOV 0.0606774 0.2375927** 0.0516886 0.0102715 -0.0609273 

O_INNOV -0.0391353 0.0409396 0.3889623*** 0.2412887** 0.4137285*** 

RRDINENG 0.12938 0.1575651 0.0808591 0.2381998* 0.1739257 

RRDEX 0.2523883** 0.000333 -0.0525871 -0.0703412 0.094416 

RMAC 0.0801513 0.0745357 0.1191143 0.0221564 -0.0606924 

ROEX -0.2213959** -0.1352308 0.107213 -0.1260801 -0.071717 

FUNGMT 0.0943651 0.0200482 0.19017* 0.0477829 0.0629435 

SUNI 0.037924 0.100393** 0.0311239 -0.0435424 -0.0023415 

SGMT 0.064306 -0.062188 -0.002505 0.0768879 0.1503064*** 

PUBISP 0.0333334** 0.0440781*** 0.0606449*** 0.0600992*** 0.0499503*** 

COUNI 0.2787008* 0.2776781* 0.4045317*** 0.1608439 0.1537743 

COGMT -0.0072388 -0.0784915 0.0918945 0.1795619 -0.1033442 

_cons -0.5510052** -0.9663755*** -1.112296*** -1.257281*** -1.117306*** 

 
表十-12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02  Rho03  Rho04  

Rho02  0.5479684***       

Rho03  0.3875263*** 0.4084702***     

Rho04  0.2464654*** 0.3050302*** 0.3971354***   

Rho05 0.1186769** 0.2157527*** 0.342837*** 0.6627727*** 

Observations 831       

Log likelihood -2264.8713       

Wald χ2 (170) 395.74       

 



10-25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rho53 = rho54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PROPAT; 02:PROTM; 03: PROSEC; 04: PROTIM; 05: PROCOM 

 

廠商基本特性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獲利

方式。先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公司、市場區域、顧客、

有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Size_0_01_R：廠商的規模與專利、品牌呈現倒 U 型。另外在營

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 U 型，是較為奇怪的地方。 

  

 HO：廠商如果是集團企業的子公司，公司與所有的方法都呈現負相關。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公司，與使用營業秘密、互補性產品呈

現高度正向關係。此外，與專利、品牌、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不

顯著）。 

 

 MARLOC：廠商市場是以縣、市為主，所有項目都為不顯著。但在專利、

互補性產品方面呈現正向關係。 

  

 MARNAT：廠商市場以整個台灣市場為主，在各個項目皆不顯著，但與互

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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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L：廠商市場範圍越大， 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

係。（顯著）其他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GRO：顧客以集團企業為主的廠商，與專利、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

產品，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CUSB2B：顧客是 B2B 為主的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其餘方式

也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CUSGMT：顧客是以政府為主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快速進入市場、互補

性產品方法上，呈現正向關係。但所有方法呈現不顯著。 

 

 CUSB2C：顧客是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廠商，與所有得方式都呈現負向關

係。但只有專利、快速進入市場顯著。 

  

 ESTABL：新進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MARCN：如果市場是以中國為主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負向關係。 

 

 BRANCHCN：如果廠商有在中國設立分之機構，會使用各種獲利機制來保

護創新。尤其是專利、營業秘密此兩種方式 

  

 CORCN：如果廠商有與大陸合作創新，會與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

現正向關係。但不會使用品牌來獲利（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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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先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保護創新成果。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快速進入市場獲利方式呈現

正向關係。但與品牌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都呈現正向

關係。除了專利、品牌（不顯著）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都呈現正向關

係。 

 

但在品牌、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這三項都顯著。 

 

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狹義產品創新：公司如果有產品創新的特性，公司與使用專利、快速進入

市場呈現正向關係，其他方法雖不顯著，但也呈現正向關係。 

 

 狹義產品模仿：公司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公司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

現正向關係，其他方法雖不顯著，但也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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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製程創新：創新方式以製程創新的公司，公司與使用專利、營業秘

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另外與文獻較有衝突的地

方，在使用營業秘密來保護製程創新上，呈現負向關係，這部份可能必須

從更細的分類來討論。 

 

 狹義製程模仿：創新方式以製程模仿的公司，會使用品牌或營業秘密作為

保護創新的方式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行銷創新：廠商與品牌獲利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與互補產品呈現負向關

係（不顯著），其他方式都呈現負向關係。 

 

 組織創新：創新方式以組織創新的公司，對於使用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

場、互補性產品等三種保護創新成果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但與使用專

利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創新活動 

       本研究先考慮四種創新活動，1. 內部自行研發 RRDINENG 、2. 委託其他 

公司或機構研發 RRDEX、3.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ROEX、4. 取得外 

部知識 RMAC。 

 

 內部自行研發：公司創新活動中以自行研發，廠商與快速進入市場獲利方

式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其它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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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公司創新活動中有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的

方式，公司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與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方式呈

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公司創新活動中有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

術的方式，公司與各項獲利機制都不顯著，與互不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 

  

 取得外部知識：公司創新活動中有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公司與專利呈現

負向關係。另外與品牌、快速進入市場、互不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不顯

著）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大學

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公司，公司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

係。但與其他方式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公司，與使用專利 來保

護創新成果，呈現正向關係。與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方式皆呈現負

向關係（不顯著）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公司，與互不性產品

呈現負向關係。但與專利、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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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資訊 PUBISP ：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的廠商，會使用各種方法去保護

創新成果。同時此五種方法全部都顯著。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會使用各種

方法去保護創新成果。同時使用專利、品牌、營業秘密來保護創新成果的

可能性最高。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與使用營

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來保護創新成果，呈現正向關係。其他方式也呈現

負向關係（全都不顯著） 

 

小結 

 

 專利 

       

        廠商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 

。廠商如果是集團子企業，較不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如果顧客是終端

消費者，廠商較不會使用專利來獲利。如果市場是在中國，廠商較不會使用此

種方式。但有設分之機構在中國得廠商，則會選擇此種方式。廠商有產品創新

的產品，也與此項目呈現正向關係。廠商委託外部研發，也較會使用專利來保

護。但向外購買機器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另外與大學共同研發創新

的公司，也會使用專利來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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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 

 

 廠商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規模呈現指數型態。廠商如 

果是集團子企業，較不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有行銷創新的公司，會傾

向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的方式。認為大學的資訊與共同研發創新是很重要的廠

商，也會使用此方式。 

  

 營業秘密 

 

        廠商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的型 

態。公司為跨國公司的子企業，有很高的機會使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機制。公

司如果有在中國設立分之機構，也會使用營業秘密。廠商型態方面，OB 的公司

較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公司有組織創新的特性，會使用此方式來保護獲利方

式。受到政府補助的廠商，也會使用此方式來保護獲利方式。另外與大學合作

創新的廠商，較會使用此方式。 

 

 快速進入市場 

       

        廠商會使用來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 

的型態。營運範圍越大，廠商越會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的方法。廠商

如果是終端消費者，與使用此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廠商與中國合作創新的廠

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廠商型態為何種廠商都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有

組織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公司創新活動有自行研發的廠商，會使

用此種方式。另外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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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補性產品 

 

        廠商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在規模上呈現 U 型的 

型態。公司為跨國公司的子企業，有很高的機會使用互補性產品作為獲利機

制。 營運範圍越大，廠商越會使用互補性產品，作為獲利的方法。顧客是以

B2B 

為主的公司，較不會採用此種獲利方式。廠商與中國合作創新的廠商，較會使

用此種方式。無論廠商型態為何種廠商都會使用此方式來獲利。公司以製程創

新的方式，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有組織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種方式。與

大學共通合作創新的公司，較會使用此方式。 

 

 廠商獲利方式的相關性 

 

        藉由表五-12 mm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各項獲利機制彼此

的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獲利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取較多的利潤。 

 

 專利 

         公司採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與搭配商標（0.54）、營業秘密

（0.38）、快速進入市場（0.24）、互補產品（0.11）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顯見，公司使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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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 

        公司採用商標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營業秘密（0.40）、 快速進入市

場（0.30）、互補產品（0.21）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商標作

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營業秘密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快速進入市場（0.39）、互

補產品（0.34）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

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快速進入市場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互補產品（0.66）都呈現正向

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

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總結以上，公司無論使用何種方式，都會同時搭配其它種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最大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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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結 MM 資料庫與 mm 資料庫 

 

 專利 

       

相同點：廠商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公司規模與專利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如果顧客是終端消費者，廠商較不會使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在中

國設分支機構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有產品創新的廠商，與使用

專利呈現正向關係。反之，如果是製程創新的廠商，較不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

利方式。廠商技術獲取方式以委託外部研發，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從公

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 

  

 品牌 

  

        相同點： 有行銷創新的廠商，會傾向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的方式。 從

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正向關係。與大學共同研發創

新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正向關係。 

 

 營業秘密 

      

        相同點：廠商為跨國廠商的子企業，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在中

國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與使用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營運模式為 ODM 的廠

商，與使用此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

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與大學共同研發創新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

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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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進入市場 

       

相同點：營運範圍越大，廠商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

商顧客是終端消費者，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負向關係。無論廠商營運模式

為 OEM、ODM、OB，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有行銷創新的廠

商， 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廠商獲取技術以自行研發的廠商， 與

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快

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互補性產品 

  

    相同點：廠商為跨國廠商的子企業， 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顧客是以 B2B 為主的廠商， 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負向關係。與中國

合作創新的廠商， 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營運模式為

ODM 和 OB 的廠商， 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正向關係。有做製程創新的廠

商， 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負向關係。 從政府機構或公開資訊獲得創新資

訊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與大學共通合作創新的廠商， 與

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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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 

 

3-1   SS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SS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與廣

義服務業廠商）共有 1769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方式為本

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申請註冊商標(PROTM)、保密措

施(PROSEC)、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提供配套的服務

或原料(PROCOM)等五種，其中在 1769 個樣本中，選擇 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方

式為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例為 45.37%、申請註冊商標比例為

34.66%、保密措施比例為 44.28%、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比例為

41.28%、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比例為 35.02%。如表十-13、表十-14 所示： 

 

表十-13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SS/1769 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

利 

申請註冊商

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搶

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

場 

提供配套的

服務或原料

獲利方式之

廠商個數 
791 711 867 824 788 

所佔比重 45.37% 34.66% 44.28% 41.28% 35.02% 

 

表十-14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1769 

申請新發

明、新型

專利 

申請註冊

商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

搶先推出

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 

提供配套

的服務或

原料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 791 

百分比 44.71% 

申請註冊商標 511 711 

百分比 28.89% 40.19% 

保密措施 526 494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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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9.73% 27.93% 49.01%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場 
522 468 558 824 

 

百分比 29.51% 26.46% 31.54% 46.58%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488 457 558 581 788 

百分比 27.59% 25.83% 31.54% 32.84% 44.54% 

 

這五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十-15 SS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十-16 SS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表十- 15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size_0_01 0.0146625*** 0.0256506*** 0.0185311*** 0.009737** 0.0130838*** 

size_0_01_R -0.000086** -0.000178*** -0.0000948*** -0.0000392 -0.0000795** 

HO 0.1519826* -0.0789241 0.1129036 0.2075273** 0.0917191 

MULTIN -0.0548975 0.0841341 0.0175276 -0.0976434 -0.0441663 

MARLOC -0.2793905*** -0.2278467** -0.2646066** -0.2152667** -0.1563051 

MARNAT -0.0142443 -0.0597356 0.0951007 -0.0325501 -0.0381417 

INTL -0.0341895 0.0102571 -0.0425018 -0.0641568* -0.0661111* 

CUSGRO 0.0449684 0.0196208 -0.1761992* 0.0396746 0.2458732** 

CUSB2B -0.1117927 -0.0699744 -0.1822239** -0.1079691 -0.0318873 

CUSGMT -0.0204206 -0.0599398 0.0081554 -0.0527301 -0.0699537 

CUSB2C -0.0802359 -0.0072361 -0.0061444 0.0453869 0.1484992* 

ESTABL 0.0184199 -0.3040081** -0.4443673*** -0.2090648* -0.3607621***

MARCN 0.1124787 0.016431 0.1128252 0.136095 0.1952702* 

BRANCHCN 0.0234104 -0.2758916** -0.1444215 0.007468 -0.1554871 

OEM 0.0602117 0.0226103 -0.0412941 -0.0368458 -0.0809629 

ODM 0.052459 0.056979 0.0877736 -0.0379308 0.2519208*** 

OB 0.2157084*** 0.1967317*** 0.2598836*** 0.1990316*** 0.1533487** 

D_INNOV -0.2067934** -0.1259427 -0.0532291 0.0515723 0.1816414** 

D_IMITA -0.2179921** -0.1771829* -0.2634764*** 0.0228201 0.2057889** 

P_INNOV -0.1601887* -0.1928408** -0.1820816** 0.11606 0.0603191 

P_IMITA -0.1208764 0.0131453 -0.0029747 0.136097 0.1189417 

M_INNOV 0.0097283 0.1702799** -0.0994587 -0.0018406 -0.0245146 

O_INNOV 0.3556687*** 0.3200936*** 0.3107537*** 0.2887735*** 0.3877114*** 

RRDINENG 0.2416138*** -0.0276046 0.0296312 0.0352452 -0.2806194***

RRDEX 0.0617334 0.1250385 -0.0620504 0.0722067 0.2272182*** 

RMAC -0.1095559 0.004127 0.1181962* 0.0329796 0.0643113 

ROEX 0.2256021*** 0.1311455* 0.2332794*** 0.1617169** 0.284613*** 

FUNGMT -0.0033433 -0.190086 0.0524858 -0.0421669 -0.1027439 

SUNI 0.0929954 0.2046862** 0.0341484 0.159965* -0.0088973 

SGMT 0.032471 0.0574374 0.0006742 0.0820568 0.1190331 

PUBISP 0.1284937*** 0.1970702*** 0.2567873*** 0.1989029*** 0.2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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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I 0.2912246** 0.0079465 0.386964*** 0.1948721* 0.618252*** 

COGMT 0.1065912 0.1568485 -0.0045859 0.1520532 -0.2137088* 

_cons -0.6343036*** -0.7292969*** -0.5176799*** -0.8018447*** -1.049179*** 

 

表十- 16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2  Rho3  Rho4  

Rho2  0.5308824***       

Rho3  0.3012633*** 0.3513422***     

Rho4  0.3682406*** 0.3080633*** 0.3366976***   

Rho5 0.3276958*** 0.3451573*** 0.402198*** 0.579317*** 

Observations 1769       

Log likelihood -4864.585       

Wald χ2 (170) 876.6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rho53 = rho54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PROPAT; 02:PROTM; 03: PROSEC; 04: PROTIM; 05: PROCOM 

 

廠商基本特性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獲利

方式。先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廠商、市場區域、顧客、

有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Size_0_01_R：廠商的規模與專利、品牌、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

場、互補性產品呈現倒 U 型。 

  

 HO：廠商如果是集團企業的子廠商，廠商與專利、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

關係。此種廠商與品牌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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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廠商，與使用品牌、營業秘密，呈現高

度負向關係。此外，與專利、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

（全部不顯著）。 

 

 MARLOC：廠商市場是以縣、市為主，只有互補性產品都為不顯著。但與

所有方法都呈現負向關係。 

  

 MARNAT：廠商市場以整個台灣市場為主，在各個項目皆不顯著，但與營

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其餘則為負向關係。 

 

 INTL：廠商市場範圍越大， 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

係。（顯著）專利、營業秘密等方式也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除了品

牌呈現正向關係。 

  

 CUSGRO：顧客以集團企業為主的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與互

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CUSB2B：顧客是 B2B 為主的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其餘方式也

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CUSGMT：顧客是以政府為主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快速進入市

場、互補性產品方法上，呈現正向關係。但所有方法呈現不顯著。 

 

 CUSB2C：顧客是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

係。同時也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其餘方式則呈現負

向關係。（可以與製造業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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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BL：新進廠商與使用品牌、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

呈現負向關係。但與專利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MARCN：如果市場是以中國為主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 

係。其他方式也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BRANCHCN：如果廠商有在中國設立分之機構，與使用品牌呈現負向關

係。但與專利、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先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保護創新成果。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專利、品牌等獲利方式呈現

正向關係。但與其他方式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

係。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都呈現正向關

係，都顯著。 

 

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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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產品創新：廠商如果有產品創新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負向關

係。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可以與製造業比較） 

 

 狹義產品模仿：廠商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

現正向關係，但與使用專利、品牌、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可以與製

造業比較）顯見互補性產品與時間是很重要。 

 

 狹義製程創新：創新方式以製程創新的廠商，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營

業秘密、快呈現負向關係。但與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不顯著）。 

 

 狹義製程模仿：創新方式以製程模仿的廠商，與使用品牌、營業秘密、互

補性產品作為保護創新的方式呈現正向關係（不顯著）。 

  

 行銷創新：廠商與品牌獲利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與營業秘密、快速進入

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組織創新：創新方式以組織創新的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活動 

本研究先考慮四種創新活動，1. 內部自行研發 RRDINENG 、2. 委託其他 

廠商或機構研發 RRDEX、3.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ROEX、4. 取得外 

部知識 RMAC。 

 

 內部自行研發：廠商創新活動中以自行研發，廠商與專利獲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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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正向關係。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 

  

 委託其他廠商或機構研發：廠商創新活動中有委託其他廠商或機構研發的

方式，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與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

但不顯著。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廠商創新活動中有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

術的方式，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專利呈現負向關係（不顯

著） 

  

 取得外部知識：廠商創新活動中以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廠商與各種獲利

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 。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大學

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廠商，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

係。但與其他方式皆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廠商，與使用快速進入

市場來保護創新成果，呈現正向關係。與互補性產品方式皆呈現負向關係

（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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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廠商，與各種方式都

呈現正向關係，但都不顯著。  

 

 公開資訊 PUBISP ：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的廠商，會使用各種方法去保護創

新成果。同時此五種方法全部都顯著。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會使用各種

方法去保護創新成果。除了品牌沒有顯著。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與使用快

速進入市場來保護創新成果，呈現負向關係。但在專利、品牌都呈現正向

關係，但不顯著。 

  

小結 

 

 專利 

       

        廠商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 

。廠商如果是集團子企業，較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不論顧客類型為

何，廠商都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不論何種產品、製程創新（模仿），廠商都

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內部研發的廠商、取得外部知識的廠商，較會使用專利

來保護 。另外與大學共同研發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專利來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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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 

 

 廠商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規模呈現倒 U 型。如果廠商 

有在中國設有分之機構，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無論廠商是 OEM、ODM、OB

都與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有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的廠商，都

與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有行銷創新的廠商，會傾向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的

方式。 

  

 營業秘密 

       

        廠商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 

型態。廠商顧客為集團內企業與 B2B 的廠商，較不會使此種方式。不論何種產

品、製程創新（模仿），廠商都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創新活動來源是以購買

機器、取得外部知識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另外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

較會使用此方式。 

 

 快速進入市場 

       

     廠商會使用來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 

的型態。如果廠商是集團的子企業，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廠商營運範圍越大，

廠商越不會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的方法。廠商如果是終端消費者，與使

用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新資訊來源來自大學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

另外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此方式。所以大學關係較密切的廠商，會

使用此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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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補性產品 

 

        廠商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 

的型態。廠商營運範圍越大，廠商越不會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的方法。 

顧客是以集團內企業、終端消費者為主的廠商，較會採用此種獲利方式。市場

以中國為主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廠商型態 OEM、OB 廠商會使用此方

式來獲利。廠商以製程創新的方式，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不論何種產品、製

程創新（模仿），廠商都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創新活動以內部研發的廠商，

較不會使用此方法來保護。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的廠商，較會使用此

方法來保護。與大學共通合作創新的廠商，較會使用此方式。但與政府合作創

新的廠商，則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 

 

 廠商獲利方式的相關性 

 

        藉由表五-16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各項獲利機制彼此的

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獲利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取較多的利潤。 

 

 專利 

         公司採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與搭配商標（0.53）、營業秘密

（0.30）、快速進入市場（0.36）、互補產品（0.32）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顯見，公司使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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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 

        公司採用商標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營業秘密（0.35）、 快速進入市

場（0.30）、互補產品（0.34）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商標作

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營業秘密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快速進入市場（0.33）、互補

產品（0.40）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

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快速進入市場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互補產品（0.57）都呈現正

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

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總結以上，公司無論使用何種方式，都會同時搭配其它種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最大利潤。 

 

3-2   ss 資料庫結果  

 

本研究將分析 ss 資料庫「至少有一項創新的廠商」（包含廣義製造業與廣

義服務業廠商）共有 1206 個樣本。文獻歸納出，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方式為本

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PROPAT)、 申請註冊商標(PROTM)、保密措

施(PROSEC)、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PROTIM)、提供配套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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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原料(PROCOM)等五種，其中在 1806 個樣本中，選擇 創新廠商先五種獲利方

式為本研究先以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比例為 47.68%、申請註冊商標比例為

46.10%、保密措施比例為 55.22%、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比例為

53.98%、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比例為 52.99%。 如表十-17、表十-18 所示： 

表十-1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ss/1206 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

利 

申請註冊商

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搶

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

場 

提供配套的

服務或原料

獲利方式之

廠商個數 
575 556 666 651 639 

所佔比重 47.68% 46.10% 55.22% 53.98% 52.99% 

表十-1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Ss/1206 

申請新發

明、新型

專利 

申請註冊

商標 

保密措施 比競爭者

搶先推出

產品快速

進入市場 

提供配套

的服務或

原料 

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 575 

百分比 47.68% 

申請註冊商標 410 556 

百分比 34.00% 46.10% 

保密措施 404 407 666 

百分比 33.50% 33.75% 55.22% 

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

快速進入市場 
425 404 458 651 

 

百分比 35.24% 33.50% 37.98% 53.98% 

提供配套的服務或原料 408 403 479 481 639 

百分比 33.83% 33.42% 39.72% 39.88% 52.99% 

 

這五種方法不為互斥，所以上述比例為廠商複選之結果，故本研究挑選出

30 個具代表性的 X 變數，使用 MVPROBIT 迴歸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十-19 ss

資料庫 – mvprobit 模型、表十-20  ss 資料庫 – 殘差相關係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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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19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size_0_01 0.0119913** 0.0257933*** 0.0170505*** 0.0099058** 0.0126972** 

size_0_01_R -0.0000739** -0.0001797*** -0.0000932*** -0.0000446 -0.0000829** 

HO 0.1566883 -0.0339835 0.1218723 0.1723218* 0.0527959 

MULTIN -0.0066355 0.1156734 -0.0288213 -0.1457787 -0.0762663 

MARLOC -0.4400296*** -0.3999256*** -0.4679808*** -0.4456636*** -0.2705023** 

MARNAT -0.0605042 -0.1854724 -0.1276114 -0.1740514 -0.0007619 

INTL -0.0262219 0.0594296 -0.0516461 -0.037984 0.0061941 

CUSGRO 0.1039828 0.0214588 -0.1391135 -0.0265774 0.3145928*** 

CUSB2B -0.0939715 -0.1346953 -0.203534** -0.146169 -0.0714063 

CUSGMT -0.0891041 -0.1089466 0.001656 -0.1414728 -0.1385843 

CUSB2C -0.01291 0.0792758 0.0533557 0.0556798 0.1338377 

ESTABL -0.2702103* -0.4958392*** -0.7488663*** -0.0963169 -0.5174442***

MARCN 0.1208448 0.0358065 0.23352 0.17029 0.1890269 

BRANCHCN 0.1605699 0.0547341 -0.1698939 -0.0950235 -0.4099073***

OEM 0.0867904 -0.012028 -0.0780555 0.1179245 -0.0318939 

ODM 0.0743739 0.1295201 0.0492829 -0.0780577 0.3100816*** 

OB 0.2984723*** 0.276716*** 0.3204376*** 0.2292581*** 0.0753758 

D_INNOV -0.2380572** -0.2521591** 0.1636228 0.1035165 0.2482874** 

D_IMITA -0.0941945 0.0291835 0.1284354 0.2169665* 0.1002062 

P_INNOV -0.1663234 -0.1701965 -0.1540502 0.187663* 0.0314156 

P_IMITA -0.222233* -0.2593141** -0.1490168 0.088833 0.290843** 

M_INNOV 0.0199698 0.2063231** -0.0833131 -0.0507105 -0.0549101 

O_INNOV 0.529901*** 0.3597177*** 0.3459033*** 0.4552958*** 0.4249114*** 

RRDINENG 0.174777* -0.1836589** -0.0181783 0.0817832 -0.2387497***

RRDEX 0.1032566 0.1012222 0.00755 0.125536 0.3402295*** 

RMAC -0.0423416 0.134054 0.2182101** 0.0463414 0.1182338 

ROEX 0.2146019** 0.139068 0.34973*** 0.161833* 0.4605816*** 

FUNGMT -0.0367928 -0.0695038 0.1360253 -0.3987286 -0.3430745 

SUNI 0.0530256 0.1753764*** -0.062943 0.1851453*** -0.0169712 

SGMT -0.0736884 -0.0158078 0.0393903 -0.0135091 0.022397 

PUBISP 0.0347757*** 0.0343225*** 0.0575453*** 0.0335293*** 0.043726*** 

COUNI 0.1824761 -0.1400507 0.4856672*** -0.0109434 0.6303496*** 

COGMT 0.2281218* 0.2777458** -0.2739978* 0.1739286 -0.2876976** 

_cons -0.7121018*** -0.5469307*** -0.4597834** -0.759343*** -1.059204*** 

 

表十-20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 

  Rho01 Rho2 Rho3 Rho4 

Rho2 0.5741011***       

Rho3 0.2773553*** 0.3267153***     

Rho4 0.3972084*** 0.3362067*** 0.30372***   

Rho5 0.3822509*** 0.3721038*** 0.4472918*** 0.5200822*** 

Observations 1206       

Log likelihood -3237.7837       

Wald χ2 (170) 7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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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rho53 = rho54 = 

0 

Prob > chi2 =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01: PROPAT; 02:PROTM; 03: PROSEC; 04: PROTIM; 05: PROCOM 

 

廠商基本特性 

 

基本特性      

      本研究先針對廠商的基本特性，去描述何種特性的廠商，會採用何種獲利方

式。先的特性廠商規模大小、是否為母企業團下的廠商、市場區域、顧客、有

無在大陸地區設立分子機構等。 

 

 Size_0_01&Size_0_01_R：廠商的規模與專利、品牌、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

場、互補性產品皆呈現倒 U 型。 

  

 HO：廠商如果是集團企業的子廠商，廠商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此種廠商與品牌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MULTIN：廠商如果是跨國企業的子廠商，除了與品牌為正向關係，其餘皆

為負向關係（全部不顯著） 

  

 MARLOC：廠商市場是以縣、市為主，與所有方法都呈現負向關係且都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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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NAT：廠商市場以整個台灣市場為主，與所有方法都呈現負向關係且

都不顯著。  

 

 INTL：廠商市場範圍越大，與使用專利、營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呈現負

向關係。品牌、互補性產品等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全部不顯著。 

  

 CUSGRO：顧客以集團企業為主的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同

時也與專利、品牌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B：顧客是 B2B 為主的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其餘方式也

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CUSGMT：顧客是以政府為主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快速進入市

場、互補性產品方法上，呈現正向關係。但所有方法呈現不顯著。只有與

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但不顯著。 

 

 CUSB2C：顧客是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廠商，與使用專利產品呈現負向關 

           係。與其它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所有方法全都不顯著。 

 

 ESTABL：新進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營業秘密、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

係。但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MARCN：如果市場是以中國為主的廠商，與所有方法都為正向關係，但都

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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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CN：如果廠商有在中國設立分之機構，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負

向關係。另外與專利、品牌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營運類型─價值鏈區段 

本研究先考慮三種營運類型，1. OEM 代工製造、2. ODM 代工設計、3. OB 

自有品牌。藉由三種不同類型，分析廠商會採用何種保護創新成果。 

 

 OEM：營運類型是以 OE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專利、快速進入市場等獲利

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其他方式呈現負向關係（但不顯著） 

  

 ODM：營運類型是以 ODM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顯著）。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 

 

 OB：營運類型是以 OB 為主的廠商，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

且顯著，除了互補性產品此方法不顯著。 

 

創新行為 

本研究將創新分成六種形式，1.狹義產品創新、2.狹義產品模仿、3. 狹義製

程創新、4. 狹義製程模仿、5.行銷創新、6.組織創新。 

 

 狹義產品創新：廠商如果有產品創新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呈現

負向關係。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可以與製造業比較） 

 

 狹義產品模仿：廠商有狹義產品模仿的特性，廠商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

現正向關係，但與使用專利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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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製程創新：創新方式以製程創新的廠商，廠商與使用專利、品牌、營

業秘密、快呈現負向關係。但與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不顯著）。 

 

 狹義製程模仿：創新方式以製程模仿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

關係 。另外與專利、品牌呈現負向關係。 

  

 行銷創新：廠商與品牌獲利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但與營業秘密、快速進入

市場、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不顯著） 

 

 組織創新：創新方式以組織創新的廠商，與各種獲利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活動 

本研究先考慮四種創新活動，1. 內部自行研發 RRDINENG 、2. 委託其他 

廠商或機構研發 RRDEX、3.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 ROEX、4. 取得外 

部知識 RMAC。 

 

 內部自行研發：廠商創新活動中以自行研發，廠商與專利獲利方式呈現正

向關係。但與品牌、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 

  

 委託其他廠商或機構研發：廠商創新活動中有委託其他廠商或機構研發的

方式，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其他方式也都呈現正向關係

（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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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術：廠商創新活動中有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技

術的方式，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但與專利呈現負向關係（不顯

著） 

  

 取得外部知識：廠商創新活動中以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廠商與各種獲利

方式都呈現正向關係 ，除了品牌此獲利方式沒有顯著。 

 

政策變數 

本研究，放入六個有關政策變數分別為，1. 政府補助 FUNGMT、2.從大學

獲得創新資訊 SUNI、3.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4. 公開資訊 PUBISP 、5.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 、6.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 

 

 政府補助 FUNGMT：獲得政府補助的廠商，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

係。但與其他方式皆呈現負向關係（全都不顯著） 

 

 從大學獲得創新資訊 SUNI：創新資訊來自於大學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快

速進入市場來保護創新成果，呈現正向關係。與其他方式皆呈現負向關係

（不顯著）。 

  

 從政府獲得創新資訊 SGMT：創新資訊來自於政府的廠商，與營業秘密、

互補性產品等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其餘皆為正向關係，但全都不顯著。  

 

 公開資訊 PUBISP ：創新資訊從公開資訊的廠商，會使用各種方法去保護創

新成果。同時此五種方法全部都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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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與大學共同合作 CO_UNI：創新活動會與大學合作的廠商，會使用營業

秘密、互補性產品等方法去保護創新成果。 

 

 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 CO_GMT：創新活動會與政府合作的廠商，與使用營

業秘密、快速進入市場來保護創新成果，呈現負向關係。但在專利、品牌

都呈現正向關係。 

 

小結 

 

 專利 

       

        廠商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 

。不論顧客類型為何，廠商都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除了顧客為集團內的企

業。不論廠商類型為何，廠商都會傾向使用此方式。不論何種產品、製程創新

（模仿），廠商都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內部研發的廠商、取得外部知識的廠

商，較會使用專利來保護 。另外與政府共同研發創新的廠商，也會使用專利來

保護。 

  

 品牌 

 

 廠商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規模呈現倒 U 型。廠商類型

是 ODM、OB 都與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廠商有產品創新 、製程創新、製程模

仿的廠商，都與此種方式呈現負向關係。有行銷創新的廠商，會傾向使用品牌

來作為獲利的方式。 有內部研發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另外創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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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於大學的廠商，也會傾向使用此種方式。 與政府共同研發創新的廠商，也

會使用品牌來保護。 

  

 營業秘密 

       

        廠商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 

型態。廠商顧客為集團內企業與 B2B 的廠商，較不會使此種方式。 廠商類型是 

ODM、OB 都與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創新活動來源是以購買機器、取得外部

知識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另外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較會使用此方

式。相反地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較不會選擇此種方式。 

 

 快速進入市場 

       

       廠商會使用來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如果廠商是集團的子企業，較會使用此種方式。不論顧客類型為

何，廠商都不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廠商。 廠商有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製程創

新、製程模仿的廠商，都與此種方式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活動來源是以購買機

器、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方式。創新資訊來源來自大學的廠商，較會使用此種

方式。 

 

 互補性產品 

 

        廠商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在規模上呈現倒 U 型 

的型態。顧客是以集團內企業的廠商 ，較會採用此種獲利方式。有在中國有設

分之機構的廠商，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廠商型態 ODM 廠商會使用此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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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利。廠商以製程創新的方式，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不論何種產品、製程創

新（模仿），廠商都傾向使用此種方式。創新活動以內部研發的廠商，較不會

使用此方法來保護。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知識的廠商，較會使用此方法來

保護。與大學共通合作創新的廠商，較會使用此方式。但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廠

商，則較不會使用此種方式。 

 

 廠商獲利方式的相關性 

 

        藉由表五-20  ss 資料庫-殘差相關係數表，將分析廠商各項獲利機制彼此的

關係。分析廠商會同時搭配何種獲利方式，使廠商可以獲取較多的利潤。 

 

 專利 

        公司採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與搭配商標（0.57）、營業秘密

（0.27）、快速進入市場（0.39）、互補產品（0.38）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

顯見，公司使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商標 

        公司採用商標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營業秘密（0.32）、 快速進入市

場（0.33）、互補產品（0.37）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商標作

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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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秘密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快速進入市場（0.30）、互補

產品（0.44）都呈現正向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

時，會同時搭配各種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快速進入市場 

       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作為獲利方式時，同時搭配互補產品（0.52）都呈現正向

關係且顯著。顯見，公司使用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方式時，會同時搭配各種

不同的獲利方式，使公司獲取更多的利潤。 

 

        總結以上，公司無論使用何種方式，都會同時搭配其它種獲利方式，使公

司獲取最大利潤。 

 

3-3   小結 SS 資料庫與 ss 資料庫 

 

 專利 

       

 相同點：廠商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規模與專利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市場以縣、市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負向關係。經營類型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不論何種產品、製程創新（模仿）， 與使

用專利呈現負向關係。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自行內部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方式 

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

正向關係。與政府共同研發創新的廠商， 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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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 

 

  廠商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 廠商規模與品牌呈現倒 U 型的

型態。市場以縣、市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負向關係。新進廠商，與使用品

牌呈現負向關係。廠商類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正向關係。 有行銷

創新與組織創新的廠商， 與品牌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自行內部

研發方式， 與品牌呈現負向關係。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品

牌呈現正向關係。 

  

 營業秘密 

       

  相同點：廠商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 廠商規模與營業秘

密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市場以縣、市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 

新進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廠商顧客為 B2B 的廠商，與使用營

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 廠商類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

係。有組織創新的廠商，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取得

外部知識方式，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

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另外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

呈現正向關係。 

 

 快速進入市場 

       

        相同點：廠商會使用快速進入市場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規模與快

速進入市場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如果廠商是集團的子企業， 與使用快速進入市

場呈現正向關係。廠商類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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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有組織創新的廠商，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

取得外部知識方式，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自大學或公開資訊獲取創

新資訊的廠商， 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互補性產品 

 

        相同點：廠商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 廠商規模與互補

性產品呈現倒 U 型的型態。顧客為集團企業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

向關係。新進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廠商類型為 ODM 的廠

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有產品創新與組織創新的廠商，與使用

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取得委託外部研發和取得外部

知識，與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但以內部自行研發獲取技術的廠商，與互

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

呈現正向關係。與大學共通合作創新的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但

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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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1、 製造業與服務業比較分析 

        此節先分析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方式的異同，比較分析

相同的獲利策略，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創新廠商的特性有何異同。 

 

 專利 

       

 相同點：廠商會使用專利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廠商規模與專利呈現倒 

 U 型的型態。有製程創新的廠商， 與使用專利呈現負向關係。從公眾資訊   

 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顧客是終端消費者，廠商較不會使用專利作為獲利方式。 

在中國設分支機構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有產品創新的

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廠商技術獲取方式以委託外部研

發，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市場以縣、市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負向關係。廠商類型

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有產品創新、產品模仿、

製程模仿的廠商， 與使用專利呈現負向關係。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

自行內部研發與取得外部知識方式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 與政

府共同研發創新的廠商， 與使用專利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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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 

 

 相同點：有行銷創新的廠商，與品牌呈現正向關係。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 

 資訊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 與大學共同研發創新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 廠商會使用品牌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 廠商規模與品牌

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市場以縣、市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負向關

係。新進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負向關係。新進廠商，與使用品牌

呈現負向關係。廠商類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品牌呈現正向關係 

。 有組織創新的廠商，與品牌呈現正向關係。創新廠商獲取技術 

以自行內部研發方式，與品牌呈現負向關係。 

 

 營業秘密 

       

 相同點：從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

係。 另外與大學合作創新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廠商為跨國廠商的子企業，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

係。在中國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與使用此方式呈現正向關係。營

運類型為 ODM 的廠商，與使用此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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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廠商會使用營業秘密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 廠商規模與

營業秘密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市場以縣、市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

密呈現負向關係。 新進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廠商

顧客為 B2B 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負向關係。 廠商類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有組織創新的廠商，與

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取得外部知識方式，

與營業秘密呈現正向關係。 

 

 快速進入市場 

       

相同點： 廠商類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自   

公開資訊獲取創新資訊的廠商， 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營運範圍越大，廠商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廠商顧客是終端消費者，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負向關係。 

廠商營運類型為 OEM、ODM，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有行銷創新的廠商， 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獲取技術

以自行研發的廠商 

 服務業：廠商會使用快速進入市場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 廠商規

模與快速進入市場呈現倒 U 型的型態。如果廠商是集團的子企業， 

與使用快速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有組織創新的廠商，與快速進入

市場呈現正向關係。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取得外部知識方式，與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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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市場呈現正向關係。自大學獲取創新資訊的廠商， 與快速進入

市場呈現正向關係。 

 

 互補性產品 

 

        相同點：廠商類型為 ODM 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從  

  公眾資訊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與大學   

  共通合作創新的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 廠商為跨國廠商的子企業，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正

向關係。顧客是以 B2B 為主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負

向關係。與中國合作創新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廠商營運類型為 OB 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正向關

係。有做製程創新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方式呈現負向關係。從

政府機構獲得創新資訊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廠商會使用互補性產品來作為獲利機制的方式， 廠商規模

與互補性產品呈現倒 U 型的型態。顧客為集團企業的廠商，與使用

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新進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關

係。 有產品創新與組織創新的廠商，與使用互補性產品呈現正向關

係。創新廠商獲取技術以取得委託外部研發和取得外部知識，與互補

性產品呈現正向關係，但以內部自行研發獲取技術的廠商，與互補性

產品呈現負向關係。與政府合作創新的廠商，與互補性產品呈現負向

關係。 



10-64 
 

2、 相關文獻之比較分析 

 文獻回顧 

       Teece（1986）主張，一件創新成果的創新者能從此創新價值中分到的利潤

大小，決定於三個條件，獲利制度（appropriability regime）、互補性資產

（complementary assets）及主流設計典範（dominant design paradigm）。這就是著

名的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PFI)模型。獲利條件決定了創新廠商是否能從創

新中獲取利潤。根據 PFI 架構，專利只是廠商可以運用來保護其創新的許多工

具之一。在耶魯調查（Yale Survey）中，Levin 等人（1987）檢驗了獲利機制與

創新類型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其他保護創新的工具提供了額外的保護，而

且平均而言，這些其他保護創新的工具比專利更重要。此外，Cohen 等人

（2000）也指出，除了專利系統之外，其他保護創新工具的使用也會影響創新

者為創新成果（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申請專利的傾向。因此，他們猜測這些

保護創新的工具之間，似乎存在著替代或互補的關係。 

 

        Mansfield（1986）在美國的實證調查指出，專利保護的重要性僅限於製藥

業及化學業。這意味著廠商會使用一些其他的工具來保護其創新成果以確保獲

利。在 Mansfield 的研究之後，許多學者也往開始探索多種不同的創新保護工具

的效力。耶魯調查（Yale Survey）顯示，前置時間（lead time）是保護製程創新

最有效的工具，而相關銷售及服務的努力（sales or service efforts）則是保護產

品創新最有效的工具。在這個調查中，Levin 等人也使用了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及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si）來說明這些創新保護工具間的互補性。

同樣地，卡內基美濃調查（The Carnegie-Mellon Survey , CMS）也支持了不同的

創新保護工具的有效性。相較於耶魯調查，當廠商擔心專利申請會洩露資訊

時，營業祕密的重要性顯著地增加了。除此之外，瑞士的證據也顯示，影響創

新保護的成功與否，很大部分的程度是來自於技術特性，而非起因於國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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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bi, 1995）。 

 

        在特定產業的研究中，John E. Tilton（1971）的研究指出對半導體業而言，

獲得較短的前置時間及運用（exploiting）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是獲利的

主要方法，接續了 Tilton 的研究 Levin, R. C., Klevorick, A. K., Nelson, R.R. and 

Winter（1987）展開的大規模調查中發現，企業認為相對於產品創新，製程創

新更適合採用營業祕密（Secrecy）來保護，他們認為可能的原因是為了避免申

請專利後反而揭露了過多的資訊，這意味著作者們認為製程創新相對於產品創

新是較容易被模仿的。 

          Flaherty（1984）認為，半導體產業行銷、製造及顧客服務等傳統商業資

源（conventional business resources）與技術的互動是決定廠商的成敗關鍵，這

些互補性的商業資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行銷、製造及工程技術等資源

只能逐步累積；二、而對高層管理者而言，運用這些資源才能有效節省資訊處

理過程並獲致專業化效益（economies of specialization）。 

        半導體業是較為特殊的產業，其元件的發展及製造包括了晶圓代工、封

裝、測試，晶圓製造更是半導體業的核心製程，其需要長期的經驗累積始能有

所突破。相對於產品創新，雖然同樣地重視研發投入，但其相對較不重視創

新；相對於製造業，雖然同樣地重視製造經驗的積累，但其更重視製程技術的

發展。 

 

 本研究貢獻 

從過去文獻中，有創新者如何運用獲利制度、互補性資產、主流設計典範

（Teece 1986）來獲利。另外，從製造業中也分析出有製程創新的公司比較傾

向使用營業秘密來保護創新成果。更有提出，其他的獲利機制（品牌、營業

秘密、）比專利更能提供廠商保護創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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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文獻中，舉出專利保護的重要性僅限於製藥業與化學業。故很多學

者開始探討其他的工具來保護創新成果的效力。有學者說到， 前置時間（lead 

time）是保護製程創新最有效的工具，而相關銷售及服務的努力（sales or 

service efforts）則是保護產品創新最有效的工具。也有人說， 企業認為相對於

產品創新，製程創新更適合採用營業祕密（Secrecy）來保護，但是這些研究

並沒有提出各種保護創新工具的相互關係。 

 

 透過台灣創新調查實證結果發現，台灣廣義製造業有做產品創新的廠商

會以專利與品牌作為獲利方式。在狹義製造業的廠商有做產品創新的廠商則

或以專利或快速進入市場作為獲利方式。在服務業有做產品創新的廠商則會

以提供互補性產品作為獲利方式，看以清楚的看出台灣廠商有產品創新在製

造業與服務業所使用的獲利方式是相當不同。本研究同時也示範了一個方

式，可從 CIS 資料來了解台灣廠商的創新獲利方式與產品創新的實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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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創新的廠商運用專利方式 

 

第一節  整體分析 

 

1-1  TT_專利申請之 probit 分析 

TT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10,017 筆，至少有申請過一次專利的廠商有 1,678

家。其佔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3575 家）中的 46.94%。分析結果如下表

十一-2 所示。 

 

表十一-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變數 個數 
百分比 

(個數/3575) 

APPAT 1678 46.94% 

 

表十一-2 TT 資料庫_probit 模型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3575

   

LR chi2(24) = 1024.82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1958.8793 Pseudo R2 = 0.2073

APPA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084004 0.002901 2.9 0.004 0.002715 0.0140862

size_R -0.0000327 1.35E-05 -2.42 0.016 -5.9E-05 -6.16E-06

HO -0.3851046 0.066407 -5.8 0 -0.51526 -0.2549486

MULTIN 0.1448056 0.117182 1.24 0.217 -0.08487 0.3744774

INTL 0.1336504 0.016922 7.9 0 0.100484 0.1668172

ESTABL 0.1451428 0.090805 1.6 0.11 -0.03283 0.3231163

OEM 0.195566 0.047523 4.12 0 0.102423 0.2887091

ODM 0.127328 0.047204 2.7 0.007 0.034811 0.219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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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 0.0904058 0.051096 1.77 0.077 -0.00974 0.1905519

RRDINENG 0.5393585 0.04979 10.83 0 0.441772 0.6369447

D_Innov_W 0.1078277 0.058806 1.83 0.067 -0.00743 0.2230854

P_Innov_W 0.1540793 0.056296 2.74 0.006 0.043741 0.2644178

PROPAT 0.9313612 0.056925 16.36 0 0.81979 1.042932

PRODSG 0.5000706 0.056561 8.84 0 0.389213 0.6109281

PROTM -0.0196538 0.058389 -0.34 0.736 -0.13409 0.0947872

PROCP -0.2730545 0.06886 -3.97 0 -0.40802 -0.1380908

PROSEC 0.0386772 0.054954 0.7 0.482 -0.06903 0.146385

PRODES -0.1361057 0.060135 -2.26 0.024 -0.25397 -0.0182436

PROTIM -0.0610956 0.060077 -1.02 0.309 -0.17884 0.0566525

PROMAT 0.1553179 0.063153 2.46 0.014 0.03154 0.2790954

PROCOM -0.0575206 0.064182 -0.9 0.37 -0.18332 0.0682739

PROUPD 0.0242513 0.065472 0.37 0.711 -0.10407 0.1525746

PROEXP 0.0829479 0.061755 1.34 0.179 -0.03809 0.2039848

PROLIC -0.4229192 0.068167 -6.2 0 -0.55652 -0.2893152

_cons -1.390123 0.087196 -15.94 0 -1.56102 -1.219222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廠商規模及規模平方 (size & size_R) 

會申請專利的廠商仍以大型公司為主，廠商規模越大越有可能申請專利，二

次項為負，但系數極小為-0.0000327，因此廠商規模對是否申請專利的影響，

會隨規模增加而有些微遞減的情況。 

 母集團之子企業（HO） 

集團內的子企業不會申請專利。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國際市場越廣的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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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93 年 1 月 1 日之後成立的公司較有可能申請專利。 

 OEM 廠商 

OEM 廠商會申請專利。 

 ODM 廠商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 

 OB 廠商 

自有品牌的廠商會申請專利。雖然 OEM、ODM 及 OB 三類型的廠商對申請

專利的影響皆為正向顯著，但 OB 的影響最大，其系數為 0.54。 

 是否有持續投入研發（RRDINENG） 

有持續研發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產製程創新的廠商會申請專利，而且系數比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大，其

估計系數為 0.93。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以新發明、新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會申請專利，這也代表，許多

廠商雖然擁有專利，但並非以專利做為保護創新的工具。 

 商標（PROTM） 

擁有商標的廠商，並以商標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營業祕密（PROSEC） 

擁有營業祕密的廠商，並以營業祕密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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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先佔優勢（PROTIM） 

以掌握先佔優勢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會申請專利。由此可知，申請專利

可以阻礙對手研發的速度。 

 留住關鍵技術專家（PROEXP） 

以留住關鍵技術專家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1-2  TT_專利申請目的之 mvprobit 分析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十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用來生產獨特設備

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IMITAT)、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

展(PUDELAY)、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做為

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PUEVA)、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吸引

專業人才(PUPRO)、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X 變數為廠商基

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是否為跨國企業

(MULTIN)、是否為民國 93 年之後成新之新公司(ESTABL)；主要市場變數：銷售

地理範圍(INTL)；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商(OEM)、設計製造商(ODM)、有自

有品牌者(OB)；創新投入：持續性的公司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創新類型：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獲利機制：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利權(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

申請著作權(PROCP)、保密措施(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掌握先佔

優勢(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

新產品技術(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表十一-3、表十一-4 為各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分析

結果如下表十一-5 所示，而表十一-6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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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3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個數 

百分比 

(個數/有專利 1678 家)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

(PUIMITAT) 
1292 77.0%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PUDELAY) 
949 56.56%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515 30.69%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1095 65.26%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978 58.28%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907 54.05%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PUEVA) 744 44.43%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774 46.13%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748 44.58%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372 22.17% 

表十一-4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TT/1678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PRO PULIC 

PUIMITAT 1292 

百分比 77.00% 

PUDELAY 804 949 

百分比 47.91% 56.56% 

PUEXG 445 418 515 

百分比 26.52% 24.91% 30.69% 

PUPRO 869 744 475 1095 

百分比 51.79% 44.34% 28.31% 65.26%

PUORDER 823 692 474 784 978 

百分比 49.05% 41.24% 28.25% 46.72% 58.28%

PUSWITCH 750 619 393 709 707 907 

百分比 44.70% 36.89% 23.42% 42.25% 42.13% 54.05%

PUEVA 618 519 345 584 572 618 744 

百分比 36.83% 30.93% 20.56% 34.80% 34.09% 36.83% 44.34%

PUREP 610 506 341 595 571 557 491 774 

百分比 36.35% 30.15% 20.32% 35.46% 34.03% 33.19% 29.26% 46.13% 

PUPRO 599 529 346 587 561 607 570 559 748 

百分比 35.70% 31.53% 20.62% 34.98% 33.43% 36.17% 33.97% 33.31% 44.58%

PULIC 307 276 220 304 303 325 305 317 312 372 

百分比 18.30% 16.45% 13.11% 18.12% 18.06% 19.37% 18.18% 18.89% 18.59%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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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5 TT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PRO PULIC 

size -0.002012 0.0065099* 0.0011221 -0.0016178 0.0010352 0.0024134 0.0020284 0.0030624 0.0048001 -0.0015263

size_R 0.00000761 -0.0000238 -0.00000542 0.00000828 -0.00000334 -0.0000115 -0.000014 -0.0000272 -0.0000161 0.00000888

HO -0.2873367*** -0.252817** -0.1835786* -0.3970472*** -0.1603344 -0.0569496 -0.122998 0.0112236 -0.1050424 0.1175236

MULTIN 0.3744832* 0.0871712 0.3554515* 0.8893167*** 0.4201464** 0.082121 0.2363561 -0.0208539 0.1898975 -0.0952114

INTL 0.0477012* 0.036208 0.0766653*** 0.0107682 0.0058817 0.0477215** 0.0639234*** -0.0065581 0.0575805*** 0.0504498**

ESTABL -0.0945244 -0.0869807 0.0075212 -0.1036356 0.0466125 -0.1474984 0.0715595 -0.032329 -0.1396347 0.0271044

OEM 0.2211262*** 0.2450815*** 0.2052722*** 0.3150255*** 0.1977466*** 0.2109602*** 0.1358204** 0.1256442* 0.0410485 0.1321042* 

ODM 0.0207967 0.2108096*** 0.0141565 0.1952753*** 0.0582488 0.2950544*** 0.0072389 0.2321595*** 0.0063275 -0.0125843

OB 0.0675877 0.2637122*** 0.0030774 0.0887761 0.0773147 0.0715901 0.1212777* 0.0289239 0.1477099** -0.1686088**

RRDINENG -0.1707079** -0.0119871 -0.2125783*** 0.0129957 0.0463235 -0.0933144 0.1832918** -0.0152905 0.0385398 0.0691769

D_Innov_W 0.2411173*** 0.068993 0.2889586*** 0.2718909*** 0.1459897* 0.1370439* 0.0247607 0.0025264 0.0882581 -0.0130454

P_Innov_W 0.1423984* -0.0080229 -0.0310927 0.3199461*** -0.0437675 0.0908197 0.1031058 -0.0157436 0.0893904 0.060743

PROPAT 0.1056542 0.1000119 0.1192925 0.1593707** 0.1587459** -0.0094746 0.0235155 0.0519242 0.0964778 0.0348051

PRODSG 0.0800255 0.1755869** 0.098783 0.0647979 0.1472217** 0.0292743 -0.0659399 0.0592883 0.0222808 0.001643

PROTM 0.1645795** -0.0874436 -0.0752313 0.1239168 0.0473104 0.0516784 0.0756682 0.2116593*** 0.0566023 0.0494372

PROCP 0.0637756 0.1469731* 0.1230845 0.0895792 -0.0554731 0.2186358** 0.1093427 -0.0016506 -0.0056559 0.1125044

PROSEC -0.0948346 0.1928878** 0.2673517*** 0.1580788** 0.0907832 0.1415906* 0.34039*** 0.1315219* 0.2445205*** 0.2060245**

PRODES -0.0211259 -0.0259579 0.1688261** 0.1884783** 0.221639*** 0.2739821*** 0.1671536** 0.0433647 0.0704576 -0.0456129

PROTIM 0.0202921 0.1658053** 0.1022075 -0.043549 -0.0471084 -0.09259 -0.0374932 -0.1356411 -0.0110022 -0.0230758

PROMAT 0.1545709 0.1496933* -0.0116282 0.2615524*** 0.1425645 0.0785855 0.2066516** 0.2092146** 0.2453179*** 0.2310707**

PROCOM 0.152936 0.0782707 0.1466574 0.2451667*** 0.0764725 0.1569148* 0.0632023 0.0578146 0.0996764 -0.0147535

PROUPD -0.0141611 0.1798316** 0.2159021** 0.0464177 0.3389522*** 0.1742548** 0.2336098*** 0.1619432* 0.1103433 0.1835587* 

PROEXP -0.1543633 0.0600545 -0.1389711 0.1246479 0.0582349 0.3667181*** 0.2300503*** 0.1894114** 0.2241355*** 0.0107903

PROLIC -0.0562997 0.0715838 0.5246144*** 0.2480967** 0.4402969*** 0.1968476** 0.3086086*** 0.2365341*** 0.3802438*** 0.4854977***

_cons 0.2472753* -0.7772828*** -1.388549*** -0.9445693*** -0.6881417*** -0.9371009*** -1.281504*** -0.7817895*** -1.096994*** -1.42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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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6 TT 資料庫_殘差相關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EXP PULIC

PUIMITAT 

PUDELAY 0.2850575*** 

PUEXG 0.1977897*** 0.3605276*** 

PUPRO 0.1014141** 0.3115338*** 0.4981682*** 

PUORDER 0.2858852*** 0.3914195*** 0.6123823*** 0.4491031***

PUSWITCH 0.1976801*** 0.2236628*** 0.3438724*** 0.2871864*** 0.5001683***

PUEVA 0.1705297*** 0.1908538*** 0.3280672*** 0.2380283*** 0.382417*** 0.6025339***

PUREP 0.0094654 0.141407*** 0.2848974*** 0.2203612*** 0.3279946*** 0.3890764*** 0.4141132*** 

PUEXP 0.0904122** 0.239516*** 0.3168581*** 0.2158835*** 0.330329*** 0.5736215*** 0.6888128*** 0.6506202***

PULIC 0.0828229* 0.2020682*** 0.3808941*** 0.2536192*** 0.3664968*** 0.4942376*** 0.5247059*** 0.6094507*** 0.6068375***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size & size_R）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廠商規模對於不同專利使用目的並無顯著一致的影

響。 

 集團企業子公司（HO）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集團企業的影響在大部分的模型中皆呈現負向的影

響，只有在增加商譽及取得授權金兩個模型中系數為正，但皆不顯著。集團

企業變數的影響在避免模仿、遲滯對手、技術交換及避免訴訟 4 個模型中至

少有達到 0.1 的顯著水準。 

 國際企業子公司（MULTIN） 

國際企業申請專利的主要目的有，排除他人模仿、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避

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及用以取得顧客訂單。其中此變數對避免被控的影響最大，

系數為 0.89，次之為取得訂單，系數為 0.42，再次之為避免模仿，係數為 0.37，最

後才是作為技術交換，系數為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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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區域範圍（INTL） 

銷售區域範圍在排除他人模仿、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

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吸引專業人才、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

金等六個模型中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不過系數皆小於 0.1，影響不大。 

 OEM 

OEM 在所有的模型中皆有正向的影響，且除了在吸引專業人才模型中未達顯

著水準 0.1，其他九個模型中分別有 0.01 至 0.1 不等的顯著性。其中影響最大者為

取得訂單，係數為 0.32；次之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係數為 0.25；再次之為排除他

人模仿的 0.22。 

 ODM 

ODM 的影響則僅在於阻礙遲滯對手發展、避免被控侵權、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增加商譽提高公司股價等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使顧客不容

易轉單，係數為 0.30；次之為增加商譽提高公司股價，係數為 0.23；再次之為阻礙

遲滯對手發展的 0.21。相對於 OEM 的影響，我們發現 OEM 廠商申請專利的目的較

為多元。 

 OB 

OB 在阻礙遲滯對手發展、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及吸引專業人才等

三個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係數分別為 0.26、0.12 及 0.15，但在取得授權金方面

則是負向顯著的影響（-0.17）。 

 持續性內部研發（RRDINENG） 

內部有持續研發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不是為了排除他人模仿（-0.17）或

作為技術交換的協商基礎（-0.21），在這兩個模型中此變數皆為負向顯著的影響，

持續研發的廠商反而以專利申請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系數為 0.18，

達到 0.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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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用來排除他人模仿、作為技術交

換協商基礎、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取得顧客訂單，或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其中影響最大的為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系數為 0.29，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次之，系數為 0.27，再次之為用來排除他人模仿的 0.24。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用來排除他人模仿、或避免被控侵

權的保護措施。其中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為 0.32，高於產品創新對此模型的影

響。由此可知，避免被控侵權為製程創新廠商申請專利的主要目的。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會依賴申請發明或新型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其申請

專利的目的主要是做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0.16）及取得訂單（0.16）。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會依賴申請新式樣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其申請專利

的目的主要有阻礙遲滯對手發展（0.18）及取得訂單（0.15）。 

 註冊商標（PROTM） 

擁有商標保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主要有用來排除他人模仿或是增加商

譽，係數分別為 0.16 及 0.21。 

 著作權/版權（PROCP）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在於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或是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營業祕密（PROSEC）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非常廣，除了排除他人

模仿及取得訂單未達顯著水準外，此變數對於其他模型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中

影響最大的是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34；次之為作為技術

交換協商基礎，系數為 0.26；再次之為吸引專業人才的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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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複雜性（PRODES） 

以設計複雜性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作為技術交換協商

基礎、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使顧客不容易轉單或做為內

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系數為 0.27，

次之為取得顧客訂單，系數為 0.22，再次之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系數為

0.19。 

 掌握先佔優勢（PROTIM） 

掌握先佔優勢作為保護創新成果僅在阻礙遲滯對手發展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

響，系數為 0.17。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對於阻礙遲滯對手發展、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做為內

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增加商譽、吸引專業人才、或用來取得授權金等申請

專利目的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影響最大的是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係數為

0.26；次之為吸引專業人才，係數為 0.25；再次之為取得授權金，係數為 0.23。 

 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PROCOM） 

以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

在於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或是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系數分別為 0.25 及 0.16。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以快速更新產品技術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也

非常廣，包括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用以取得顧客訂單、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增加商譽、或用來授權給

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其中，影響最大者為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係數為 0.34；影

響次之的是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23；影響再次之者為作為

技術交換協商基礎，係數為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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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留住關鍵技術專家（PROEXP） 

以留住關鍵技術專家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包

括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增加商譽、或用

來吸引專業人才。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為 0.37；次之為做為

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23；再次之為用來吸引專業人才，係數為

0.22。 

 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PROLIC） 

以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

的也非常廣，除了排除他人模仿及阻礙遲滯對手發展外，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係數為 0.52；影響次之的是取得授權

金，係數為 0.49；影響再次之者為取得訂單，係數為 0.44。 

 

小結 

 

 避免模仿（PUIMITAT）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避免模仿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銷售地理範圍較廣

的跨國企業，主要從事 OEM 事務，其創新行為較偏重於產品創新，但也有些廠

商是從事製程創新，不過這類廠商並不會自行研發。此外，此類廠商透過商標保

護其創新成果，由此我們推論擁有商標的廠商，會委外研發取得專利，從而避免

競爭對手的模仿。 

 

 遲滯對手（PUDELAY） 

 

大部分的廠商都會希望透過專利的申請來阻礙遲滯競爭對手的發展。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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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來看，不論是 OEM、ODM 或是自有品牌廠商，皆以遲滯對手的發展為目的，

而且，除了以快速更新產品及需要掌握先佔優勢的廠商之外，擁有商標、營業祕

密及關鍵原料或零件的廠商，也會選擇使用專利做為遲滯對手的工具。由於新式

樣專利的影響達 0.05 的顯著水準，而新發明專利則否，因此我們猜測，遲滯對

手的專利可能是主要屬於新式樣專利。 

 

 技術交換（PUEXG）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技術交換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銷售地理範圍較廣

的跨國企業，其主要從事 OEM 事務，其創新行為較偏重於產品創新，不過這類

廠商並不會自行研發。以營業祕密、設計複雜性及快速更新產品為保護創新主要

工具的廠商，其委外研發取得專利是為了交換。除此之外，收取授權金的廠商，

許多也是會利用專利來達成技術交換。 

 

 避免訴訟（PUPRO）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避免訴訟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從事 OEM 或 ODM

的跨國企業，其中，ODM 的影響較大（係數為 0.31），其同時從事產品及製程創

新，並以專利為主要保護創新的工具。除此之外，從獲利機制來看，以營業祕密、

設計複雜性、掌握關鍵原料原件、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快速更新產品及收取

授權金的保護創新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來避免訴訟。  

 

 取得訂單（PUORDER）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避免訴訟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從事 OEM 的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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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其創新活動著重於產品創新。從創新機制來看，新發明或新式樣專利、設

計複雜性、快速更新產品及收取授權金。 

 

 防止客戶轉單（PUSWITCH） 

 

銷售地理範圍越大的 OEM 及 ODM 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來防止客戶轉

單。除此之外，這些廠商同時會利用著作權、營業祕密、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

新產品、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及收取授權金等方式來保護其創新成果。 

 

 考核的依據（PUEVA） 

 

銷售地理範圍越大的 OEM 或自有品牌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來作為人員

考核的依據。這些廠商會以從事內部研發行為，以營業祕密、設計複雜性、掌握

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新產品、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及收取授權金等方式來

保護創新成果。 

 

 增加商譽（PUREP） 

 

OEM 或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來增加公司商譽，其中 ODM 的影響較大，係

數為 0.23。以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快速更新產品、設法留住關鍵性

的技術專家及收取權利金等方式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方式的廠商，會申請專利來

增加公司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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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人才（PUPRO） 

 

銷售地理範圍越廣、擁有自有品牌的廠商會申請專利來吸引人才。從創新機

制來看，以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原件、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或收取授權

金為主要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會選擇申請專利來吸引人才。 

 

 取得授權金（PULIC） 

 

銷售地理範圍越廣、以 OEM 為主要業務的廠商會申請專利來收取授權金。

從創新機制來看，以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新產品或收取授權金為

主要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會選擇申請專利來收取授權金。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 

 

2-1  廣義製造業（MM） 

 

2-1-1  MM_專利申請之 probit 分析 

MM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4,563 筆，至少有申請過一次專利的廠商有 1,011

家。其佔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1806 家）中的 55.98%。分析結果如下表

十一-8 所示。 

 

表十一-7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變數 個數 
百分比 

(個數/1806) 

APPAT 1011 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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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8 MM 資料庫_probit 模型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1806

LR chi2(24) = 508.81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984.47252 Pseudo R2 = 0.2054

APPA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312299 0.005749 5.43 0 0.019962 0.042498

size_R -0.0000838 2.34E-05 -3.58 0 -0.00013 -3.8E-05

HO -0.3232579 0.105368 -3.07 0.002 -0.52978 -0.11674

MULTIN 0.0521248 0.174792 0.3 0.766 -0.29046 0.394711

INTL 0.0976826 0.023531 4.15 0 0.051563 0.143803

ESTABL 0.4969276 0.140888 3.53 0 0.220793 0.773062

OEM 0.0265763 0.068208 0.39 0.697 -0.10711 0.160262

ODM 0.0070069 0.066802 0.1 0.916 -0.12392 0.137937

OB 0.0920049 0.072899 1.26 0.207 -0.05087 0.234884

RRDINENG 0.4878685 0.072049 6.77 0 0.346654 0.629083

D_Innov_W 0.1839756 0.081519 2.26 0.024 0.024202 0.343749

P_Innov_W 0.2019971 0.080959 2.5 0.013 0.04332 0.360674

PROPAT 0.8708376 0.080014 10.88 0 0.714013 1.027662

PRODSG 0.4194477 0.081245 5.16 0 0.26021 0.578685

PROTM 0.0244737 0.083794 0.29 0.77 -0.13976 0.188707

PROCP -0.2198097 0.10708 -2.05 0.04 -0.42968 -0.00994

PROSEC 0.0594778 0.078837 0.75 0.451 -0.09504 0.213996

PRODES -0.0829521 0.086022 -0.96 0.335 -0.25155 0.085649

PROTIM -0.0757286 0.08523 -0.89 0.374 -0.24278 0.091319

PROMAT 0.1753124 0.096513 1.82 0.069 -0.01385 0.364473

PROCOM -0.026968 0.096484 -0.28 0.78 -0.21607 0.162137

PROUPD 0.0158391 0.097829 0.16 0.871 -0.1759 0.20758

PROEXP 0.079272 0.090987 0.87 0.384 -0.09906 0.257603

PROLIC -0.2446232 0.108245 -2.26 0.024 -0.45678 -0.03247

_cons -1.245231 0.125188 -9.95 0 -1.49059 -0.9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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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廠商規模及規模平方 (size & size_R) 

會申請專利的廠商仍以大型公司為主，廠商規模越大越有可能申請專利，二

次項為負，但系數極小為-0.0000838，因此廠商規模對是否申請專利的影響，

會隨規模增加而有些微遞減的情況。 

 母集團之子企業（HO） 

集團內的子企業不會申請專利。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國際市場越廣的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93 年 1 月 1 日之後成立的公司較有可能申請專利。 

 是否有持續投入研發（RRDINENG） 

有持續研發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產製程創新的廠商會申請專利，而且系數與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相差不

大，其估計系數為 0.20，而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的影響系數則為 0.18。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以新發明、新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會申請專利，這也代表，許多

廠商雖然擁有專利，但並非以專利做為保護創新的工具。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以申請新式樣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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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版權（PROCP） 

擁有商標的廠商，並以商標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擁有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的廠商，並以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做為創新保護工

具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PROLIC） 

以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2-1-2   MM_專利申請目的之 mvprobit 分析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十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用來生產獨特設備

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IMITAT)、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

展(PUDELAY)、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做為

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PUEVA)、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吸引

專業人才(PUPRO)、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X 變數為廠商基

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是否為跨國企業

(MULTIN)、是否為民國 93 年之後成新之新公司(ESTABL)；主要市場變數：銷售

地理範圍(INTL)；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商(OEM)、設計製造商(ODM)、有自

有品牌者(OB)；創新投入：持續性的公司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創新類型：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獲利機制：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利權(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

申請著作權(PROCP)、保密措施(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掌握先佔

優勢(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

新產品技術(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表十一-9、表十一-10 為各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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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如下表十一-11 所示，而表十一-12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十一-9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個數 

百分比 

(個數/有專利 1011 家)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

人模仿(PUIMITAT) 
811 80.02%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

對手發展(PUDELAY) 
588 58.16%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315 31.16%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670 66.27%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582 57.57%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560 55.39%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

(PUEVA) 
456 45.10%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PUREP) 
438 43.32%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448 44.31%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

(PULIC) 
222 21.96% 

 

表十一-10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1011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PRO PULIC 

PUIMITAT 811 

百分比 80.22% 

PUDELAY 513 588 

百分比 50.74% 58.16% 

PUEXG 283 264 315 

百分比 27.99% 26.11% 31.16% 

PUPRO 553 465 291 670 

百分比 54.70% 45.99% 28.78% 66.27%

PUORDER 509 426 287 467 582 

百分比 50.35% 42.14% 28.39% 46.19% 57.57%

PUSWITCH 463 384 233 427 414 560 

百分比 45.80% 37.98% 23.05% 42.24% 40.95% 55.39%

PUEVA 392 322 203 353 334 381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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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38.77% 31.85% 20.08% 34.92% 33.04% 37.69% 45.10%

PUREP 365 299 194 343 321 330 299 438 

百分比 36.10% 29.57% 19.19% 33.93% 31.75% 32.64% 29.57% 43.32% 

PUPRO 386 317 205 349 327 374 353 329 448 

百分比 38.18% 31.36% 20.28% 34.52% 32.34% 36.99% 34.92% 32.54% 44.31%

PULIC 190 170 127 175 171 200 188 185 189 222 

百分比 18.79% 16.82% 12.56% 17.31% 16.91% 19.78% 18.60% 18.30% 18.69% 21.96%

 

表十一-11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EXP PULIC 

size -0.003356 0.0029666 0.0026569 0.0005164 0.0096882** 0.0029012 0.0051946 0.0051903 0.0063736 -0.0010319

size_R 0.0000156 -0.0000125 -0.0000105 -0.00000245 -0.0000317 0.000000587 -0.0000213 -0.0000421 -0.0000236 0.00000634

HO 0.0781339 -0.1323725 -0.0545328 -0.0856437 0.1383205 0.2963625* -0.0313016 0.0871897 0.0653575 0.1695958

MULTIN 0.0295645 0.1117799 -0.2062973 0.4323404* -0.1493104 -0.2443175 0.1399898 -0.2078278 0.1700914 -0.0644509

INTL 0.0155467 0.0238134 0.071271** 0.0347763 0.0276854 0.0099268 0.0263009 0.0217854 0.0229768 0.0309483

ESTABL -0.0283494 -0.1612726 -0.0884322 -0.1853571 -0.0148696 -0.3199387** -0.0958098 -0.1097027 -0.2375499 0.0072079

OEM 0.2224449** 0.226428*** 0.2458089*** 0.2880312*** 0.1970878** 0.2244917** 0.1177887 0.0667906 -0.0584933 0.0636919

ODM 0.0397507 0.1487702* 0.0262381 0.2403115*** 0.0762879 0.2453767*** 0.119108 0.2076573** 0.0144445 -0.0683495

OB 0.0839834 0.1254847 0.0316031 0.0387864 -0.0033314 0.1099175 0.1476742* 0.0169535 0.1396477 -0.1093805

RRDINENG -0.0997871 -0.0520073 -0.2778864** -0.0206153 0.0265544 0.0061489 0.1849639* -0.0130614 0.010783 -0.0771072

D_Innov_W 0.2746138** 0.0569291 0.2359824** 0.0648867 -0.0063274 0.1029619 0.0004022 -0.0610789 0.1639619 0.0493873

P_Innov_W 0.187981 0.0427715 -0.0403247 0.0896852 -0.1863776* 0.0449076 0.0268419 -0.0858771 0.0867068 0.0268974

PROPAT 0.2615786** 0.1229057 0.0337009 0.1868111* 0.0293547 -0.1351725 -0.002783 -0.1030161 0.1842022* -0.065369

PRODSG 0.0640408 0.092575 0.1535266 -0.0526106 0.1203691 -0.06524 -0.115637 0.1935376** -0.0459198 0.0218994

PROTM 0.055446 -0.0979392 -0.1263229 0.0774662 -0.030313 0.0156515 0.0258881 0.1812884* -0.055987 0.117482

PROCP -0.0051138 0.1778765 0.1881437 0.2531614* -0.0455769 0.2406591** 0.2205778* 0.0786985 0.055572 0.2996289**

PROSEC 0.014662 0.1562292 0.2988611*** 0.2256459** 0.1824305* 0.1433993 0.2596601*** -0.0292781 0.1236551 0.1837735

PRODES -0.1633625 0.0642581 0.2288329** 0.237045** 0.3530273*** 0.3735333*** 0.1565429 0.2237062** 0.2025465** -0.0278497

PROTIM 0.3276178*** 0.2317942** 0.0962224 0.0803588 0.0898729 0.021441 0.0434939 -0.1658153 0.0129641 0.1073548

PROMAT 0.2884062** -0.0234418 0.0048705 0.2541698** 0.1129976 0.1636196 0.2896892** 0.1353201 0.2076827* 0.0488411

PROCOM 0.0674644 0.0863124 0.0402129 0.1180619 0.155444 0.131235 -0.068354 0.1051598 0.1022171 0.1348662

PROUPD -0.0478546 0.4079208*** 0.2265505* 0.067804 0.2225812* 0.1599059 0.201431* 0.2221564* 0.1946053* 0.1860482

PROEXP -0.3088427** -0.0531833 -0.1713809 0.0719051 -0.044206 0.3221806*** 0.2060294* 0.1054698 0.1377648 0.0779074

PROLIC 0.0477124 0.2290318* 0.6992493*** 0.2687673* 0.4591252*** 0.1134289 0.2728092** 0.2854906** 0.380483*** 0.4098111***

_cons 0.1346592 -0.6112266*** -1.264083*** -0.6406808*** -0.478827*** -0.8143069*** -1.082375*** -0.6708885*** -0.9884226*** -1.36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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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12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EXP PULIC 

PUIMITAT 

PUDELAY 0.2690268*** 

PUEXG 0.2323935*** 0.4026759*** 

PUPRO 0.0907546* 0.3437978*** 0.4782017*** 

PUORDER 0.2951792*** 0.4053806*** 0.5655685*** 0.406004***

PUSWITCH 0.0729137 0.2258797*** 0.2469662*** 0.2083832*** 0.4228386***

PUEVA 0.1666308*** 0.2044194*** 0.2322569*** 0.148818*** 0.3153083*** 0.6087138***

PUREP 0.0761858 0.1937097*** 0.2600369*** 0.2073193*** 0.327489*** 0.4289128*** 0.507448*** 

PUEXP 0.2026*** 0.223891*** 0.2675189*** 0.2091219*** 0.3323344*** 0.6438818*** 0.7350751*** 0.6900924*** 

PULIC 0.0463362 0.2635185*** 0.3096176*** 0.1192823** 0.2800176*** 0.5158763*** 0.5726007*** 0.5869499*** 0.6268578***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size & size_R）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廠商規模對於不同專利使用目的並無顯著一致的影

響。 

 集團企業子公司（HO）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集團企業的影響只有在技術交換模型中有正向顯著

的影響，係數為 0.30。 

 國際企業子公司（MULTIN） 

國際企業申請專利的主要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系數為 0.43。 

 銷售區域範圍（INTL） 

銷售區域範圍在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系數為

0.07。 

 OEM 

除了吸引人才的係數為負之外，OEM 在所有的模型中皆有正向的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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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用來排除他人模仿、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避免被控

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及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

評的客觀依據等模型中皆達 0.05 以下顯著水準。其中影響最大的為避免被控侵權

的保護措施，系數為 0.29，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次之，系數為 0.25。其他模型中

系數皆在 0.2 上下。 

 ODM 

ODM 的影響則僅在於阻礙遲滯對手發展、避免被控侵權、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增加商譽提高公司股價等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使顧客不容

易轉單，係數為 0.25；次之為避免被控侵權，係數為 0.24；再次之為增加商譽提高

公司股價的 0.21。相對於 OEM 的影響，我們發現 OEM 廠商申請專利的目的較為多

元。 

 OB 

OB 僅在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係數為

0.15。 

 持續性內部研發（RRDINENG） 

內部有持續研發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不是為了作為技術交換的協商基

礎，此變數皆為負向顯著的影響（-0.28），持續研發的廠商反而以專利申請做為內

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系數為 0.18，達到 0.1 顯著水準。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 

製造業中，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用來排除他人模仿或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系數分別為 0.27 及 0.24。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不會透過申請專利來取得訂單，係數為-0.19，達 0.1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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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會依賴發明或新型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其申請專利

的目的主要包括了排除他人模仿、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及吸引專業人才，

系數分別為 0.26、0.19 及 0.18。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會依賴申請新式樣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其申請專利

的目的主要為增加商譽提高公司股價，系數為 0.19。 

 註冊商標（PROTM） 

擁有商標保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主要為增加商譽提高公司股價，系數

為 0.18。 

 著作權/版權（PROCP）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在於避免被控侵權的保

護措施、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或用來取得授權

金。其中影響最大者為用來取得授權金，係數為 0.30，次之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

措施係數為 0.25，再次之為避免顧客轉單，係數為 0.24。最後才是做為內部研發人

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22。 

 營業祕密（PROSEC）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包括了，作為技術交換

協商基礎、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取得顧客訂單、或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

評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係數為 0.30；次之為做

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系數為 0.26；再次之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

施，0.23，最後才是取得顧客訂單，係數為 0.18。 

 設計複雜性（PRODES） 

以設計複雜性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作為技術交換協商

基礎、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使顧客不容易轉單或做為內

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系數為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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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為取得顧客訂單，系數為 0.22，再次之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系數為

0.19。 

 掌握先佔優勢（PROTIM） 

掌握先佔優勢作為保護創新成果僅在於排除他人模仿，或是知道無法排除模

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係數分別為 0.33 及 0.23。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對於排除他人模仿、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做為內部研

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吸引專業人才等申請專利目的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影響最

大的是吸引專業人才，係數為 0.29；次之為排除他人模仿，係數為 0.288；再次之

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係數為 0.25；最後才是吸引專業人才，係數為 0.21。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以快速更新產品技術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也

非常廣，包括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用以取得顧客訂單、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增加商譽、或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

金。其中，影響最大者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係數為 0.41；在其他模型中，係數也

大致在 0.2 上下。 

 留住關鍵技術專家（PROEXP） 

以留住關鍵技術專家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包

括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

者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為 0.32；次之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

數為 0.21。除此之外，以留住關鍵技術專家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

不會為了排除他人模仿的目的申請專利，係數為-0.31。 

 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PROLIC） 

以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

的也非常廣，除了排除他人模仿外，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為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係數為 0.70；影響次之的是取訂單，係數為 0.46；影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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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者為取得授權金，係數為 0.41。 

 

小結 

 

 避免模仿（PUIMITAT） 

 

以產品創新為主的 OEM 廠商會申請專利作為避免模仿之用。此類廠商保護

創新的方法包括了申請新發明專利、掌握先佔優勢、掌握關鍵原料原件等。但以

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來避免競爭對手的模

仿。 

 

 遲滯對手（PUDELAY） 

 

OEM 或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以作為遲滯對手之用，其中 ODM 的影響大於

OEM，係數為 0.23。此類廠商保護創新的方式主要有掌握先佔優勢、快速更新產

品或收取授權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快速更新產品，係數為 0.40。 

 

 技術交換（PUEXG） 

 

銷售地理範圍越廣的 OEM 廠商會申請專利作為技術交換的基礎，這些廠商

從事的是產品創新，但它們並不會持續性地投入內部研發。這些廠商保護創新的

方法包括了營業祕密、設計複雜性、快速更新產品或收取授權金。其中影響最大

的是收取授權金，係數為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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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訴訟（PUPRO） 

 

跨國 OEM 或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以避免訴訟。此類廠商保護創新的方式

包括了發明專利、商標、營業祕密、設計複雜性、掌握關鍵原料產件或收取權利

金。這意味著跨國企業重視權利金的來源及專利的保護。 

 

 取得訂單（PUORDER） 

 

OEM 廠商會申請專利以取得訂單，但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並不會申請專利

以取得訂單。從獲利機制來看，這類廠商主要透過營業祕密、設計複雜性、快速

更新產品及收取授權金等方式來保護創新的成果。 

 

 防止客戶轉單（PUSWITCH） 

 

成立較早的集團企業會申請專利以防止客戶轉單。其主要從事 OEM 或 ODM

業務。這類廠商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包括了著作權、設計複雜性及設法留住關鍵

性的技術專家。 

 

 考核的依據（PUEVA） 

 

擁有自有品牌、會自行研發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之一就是作為人員考

核的依據。這類廠商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有著作權、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原

件、快速更新產品、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或取得授權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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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商譽（PUREP） 

 

ODM 廠商申請專利的目的在於增加商譽。這類廠商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有

新式樣專利、商標、設計複雜性、快速更新產品或收取授權金。 

 

 吸引人才（PUPRO） 

 

申請專利以吸引人才的廠商，其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有申請新發明專利、設

計複雜性、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新產品或收取授權金。 

 

 取得授權金（PULIC） 

 

申請專利以取得授權金的廠商，其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包括了著作權或收取

授權金，其係數分別為 0.30 及 0.41。 

 

 

2-2  狹義製造業（mm） 

2-2-1  mm_專利申請之 probit 分析 

mm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2,240 筆，至少有申請過一次專利的廠商有 465 家。

其佔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831 家）中的 55.96%。分析結果如下表十一-14

所示。 

 

表十一-13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變數 個數 
百分比 

(個數/831) 

APPAT 465 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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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14 mm 資料庫_probit 模型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831

LR chi2(24) = 221.59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459.30159 Pseudo R2 = 0.1943

APPA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309201 0.008635 3.58 0 0.013995 0.047845

size_R -0.0000841 3.04E-05 -2.77 0.006 -0.00014 -2.5E-05

HO -0.2718692 0.176576 -1.54 0.124 -0.61795 0.074213

MULTINATION 0.2727626 0.28591 0.95 0.34 -0.28761 0.833136

INTL 0.0820475 0.034574 2.37 0.018 0.014285 0.149811

ESTABL 0.6394627 0.202601 3.16 0.002 0.242372 1.036554

OEM -0.0574204 0.101886 -0.56 0.573 -0.25711 0.142273

ODM -0.1148118 0.098262 -1.17 0.243 -0.3074 0.077778

OB 0.0411125 0.109151 0.38 0.706 -0.17282 0.255044

RRDINENG 0.6225651 0.103011 6.04 0 0.420667 0.824464

D_Innov_W 0.2390498 0.122169 1.96 0.05 -0.0004 0.478497

P_Innov_W 0.3264956 0.121824 2.68 0.007 0.087726 0.565266

PROPAT 0.8595948 0.116048 7.41 0 0.632144 1.087045

PRODSG 0.2284392 0.119549 1.91 0.056 -0.00587 0.46275

PROTM -0.0283358 0.120768 -0.23 0.814 -0.26504 0.208364

PROCP 0.207672 0.171932 1.21 0.227 -0.12931 0.544653

PROSEC -0.0363218 0.116667 -0.31 0.756 -0.26499 0.192342

PRODES -0.0124145 0.127965 -0.1 0.923 -0.26322 0.238393

PROTIM -0.085823 0.127672 -0.67 0.501 -0.33605 0.164409

PROMAT 0.3033124 0.153537 1.98 0.048 0.002385 0.60424

PROCOM 0.1124719 0.152348 0.74 0.46 -0.18612 0.411068

PROUPD -0.0972054 0.147328 -0.66 0.509 -0.38596 0.191552

PROEXP -0.0967288 0.139527 -0.69 0.488 -0.3702 0.176739

PROLIC -0.1691657 0.18566 -0.91 0.362 -0.53305 0.194722

_cons -1.217777 0.187666 -6.49 0 -1.5856 -0.8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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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廠商規模及規模平方(size & size_R) 

會申請專利的廠商仍以大型公司為主，廠商規模越大越有可能申請專利，二

次項為負，但系數極小為-0.0000841，因此廠商規模對是否申請專利的影響，

會隨規模增加而有些微遞減的情況。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國際市場越廣的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93 年 1 月 1 日之後成立的公司較有可能申請專利。 

 是否有持續投入研發（RRDINENG） 

有持續研發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產製程創新的廠商會申請專利，而且系數與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相差不

大，其估計系數為 0.20，而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的影響系數則為 0.18。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以新發明、新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會申請專利，這也代表，許多

廠商雖然擁有專利，但並非以專利做為保護創新的工具。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以申請新式樣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擁有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的廠商，並以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做為創新保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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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2-2-2   mm_專利申請目的之 mvprobit 分析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十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用來生產獨特設備

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IMITAT)、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

展(PUDELAY)、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做為

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PUEVA)、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吸引

專業人才(PUPRO)、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X 變數為廠商基

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是否為跨國企業

(MULTIN)、是否為民國 93 年之後成新之新公司(ESTABL)；主要市場變數：銷售

地理範圍(INTL)；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商(OEM)、設計製造商(ODM)、有自

有品牌者(OB)；創新投入：持續性的公司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創新類型：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獲利機制：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利權(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

申請著作權(PROCP)、保密措施(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掌握先佔

優勢(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

新產品技術(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表十一-15、表十一-16 為各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分

析結果如下表十一-17 所示，而表十一-18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表十一-15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個數 

百分比 

(個數/有專利 465 家)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

人模仿(PUIMITAT) 
365 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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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

對手發展(PUDELAY) 
264 56.77%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142 30.54%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298 64.09%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258 55.48%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250 53.76%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

(PUEVA) 
193 41.51%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PUREP) 
194 41.72%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199 42.80%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

(PULIC) 
92 19.78% 

 

表十一-16 mm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mm/465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PRO PULIC 

PUIMITAT 365 

百分比 78.49% 

PUDELAY 229 264 

百分比 49.25% 56.77% 

PUEXG 129 115 142 

百分比 27.74% 24.73% 30.54% 

PUPRO 242 202 127 298 

百分比 52.04% 43.44% 27.31% 64.09%

PUORDER 225 185 130 201 258 

百分比 48.39% 39.78% 27.96% 43.23% 55.48%

PUSWITCH 197 164 101 186 178 250 

百分比 42.37% 35.27% 21.72% 40.00% 38.28% 53.76%

PUEVA 162 133 85 147 141 165 193 

百分比 34.84% 28.60% 18.28% 31.61% 30.32% 35.48% 41.51%

PUREP 156 132 78 150 138 143 127 194 

百分比 33.55% 28.39% 16.77% 32.26% 29.68% 30.75% 27.31% 41.72% 

PUPRO 167 140 90 150 141 162 153 142 199 

百分比 35.91% 30.11% 19.35% 32.26% 30.32% 34.84% 32.90% 30.54% 42.80%

PULIC 76 69 50 69 66 84 77 75 79 92 

百分比 16.34% 14.84% 10.75% 14.84% 14.19% 18.06% 16.56% 16.13% 16.99%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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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17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EXP PULIC 

size -0.0217874 0.0137001* 0.0025239 -0.0148599 0.0051684 -0.0080547 0.0087508 0.0045506 0.0020858 -0.0049718

size_R 0.0005265 -0.0000344 0.0000584 0.0001961 0.0000628 0.0001962 -0.000016 -0.0000356 0.0000979 0.000194

HO -0.1919051 -0.4661714** -0.0941165 -0.1745747 0.1843977 0.2050781 -0.0930147 -0.0034259 -0.0006975 0.1166635

MULTIN -0.0746855 0.360386 -0.3103433 0.7844468** -0.5336582 -0.16721 0.3490746 0.0686005 0.1149196 -0.1457232

INTL -0.0250194 -0.0321703 0.0269252 0.0437345 0.0247231 -0.0159537 0.0111892 0.0477764 0.0290038 0.0410151

ESTABL 0.1430454 -0.0309129 0.2507819 -0.238234 0.1097596 -0.4901362** -0.208849 -0.1170475 -0.4058503* 0.0000496

OEM 0.1388337 0.2108257 0.2384069* 0.2141177 0.1818865 0.1383405 0.0203718 -0.0661358 -0.0960569 0.0544953

ODM 0.1924007 0.0512138 0.0488427 0.2499019* 0.1481908 0.2292514* 0.1432345 0.1348369 -0.0180529 -0.2034808

OB 0.0589659 0.3310009** 0.0031639 0.0293433 0.1239299 0.2376126* 0.3141338** 0.1810958 0.3472853*** 0.0454579

RRDINENG -0.1795364 0.2029248 -0.1045879 -0.0074774 -0.2105126* 0.0767626 -0.0140776 0.0440858 0.184913 0.1526053

D_Innov_W 0.4488065*** -0.1384245 0.2446179 -0.0090486 0.0088639 0.0577999 0.0293861 -0.0008479 0.2026339 -0.0975328

P_Innov_W 0.1428321 -0.0220848 -0.0897464 -0.0288586 -0.2624523* 0.0729198 -0.0064398 -0.1480845 0.1052205 -0.0434093

PROPAT 0.2310113 0.0995131 0.096298 0.2718579* 0.0762807 0.101339 0.0721748 0.0366907 0.2839769** 0.0996356

PRODSG 0.0702095 -0.0190192 0.1264823 -0.1931163 0.1801813 -0.2328093 -0.2133855 0.1018802 -0.0655756 -0.2114638

PROTM 0.1374836 0.0151176 -0.1174261 0.1599986 -0.011699 -0.06456 -0.035266 -0.039065 -0.1447807 0.2240882

PROCP 0.2165 0.1547403 0.2966138 0.3343412* 0.0943335 0.153466 0.2213757 0.1520134 0.0312716 0.3206* 

PROSEC 0.0586941 -0.0211511 0.4560815*** 0.1781802 0.2206704 0.083133 0.4207841*** 0.0783087 0.213111 0.2195213

PRODES -0.0737484 0.0258753 0.0568542 0.1438778 0.4476279*** 0.4827018*** 0.3187885** 0.0620923 0.1837778 -0.2192127

PROTIM 0.098953 0.2326628 -0.214652 -0.072924 -0.0336661 0.0185213 -0.1744436 -0.0486373 -0.1905557 0.2559135

PROMAT 0.5096484** -0.2319212 -0.0397436 0.2422179 0.1122247 0.0646933 -0.0199155 0.2100645 0.3472032* 0.0400282

PROCOM 0.0546305 0.0470637 0.0814237 0.0250353 -0.0176901 0.1400698 -0.1505021 0.0051504 0.0164973 -0.1809801

PROUPD 0.0134049 0.6041846*** 0.3049305 0.266399 0.4555466** 0.1791661 0.5157437*** 0.21838 0.1334065 0.1802154

PROEXP -0.3723565* 0.1055995 0.0030693 0.2614865 -0.0004465 0.6822849*** 0.6571864*** 0.1289074 0.2808108* 0.3207022

PROLIC -0.0241995 0.0550138 0.6891809*** -0.157674 0.3519125 0.0179364 0.1540102 0.2295031 0.2452281 0.6913405***

_cons 0.1519279 -0.5547884** -1.302108*** -0.4665223* -0.3866398 -0.8956282*** -1.160556*** -0.716209*** -1.191041*** -1.540714***

 

表十一-18  mm 資料庫_殘差相關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EXP PULIC

PUIMITAT 

PUDELAY 0.2843246*** 

PUEXG 0.1928683** 0.3615722*** 

PUPRO 0.0931619 0.3244513*** 0.475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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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ORDER 0.2963546*** 0.3482715*** 0.6018972*** 0.3718559***

PUSWITCH -0.0415339 0.1360824* 0.2886046*** 0.1531202** 0.3567393***

PUEVA 0.1104154 0.1634944** 0.2395084*** 0.099724 0.3074749*** 0.5918596***

PUREP 0.0052191 0.1752096** 0.1530029** 0.2590635*** 0.3103997*** 0.3282382*** 0.4358372*** 

PUEXP 0.1751894** 0.289823*** 0.3187339*** 0.2162781*** 0.3444463*** 0.5625809*** 0.7338885*** 0.6681711***

PULIC -0.0594346 0.2319117*** 0.2996425*** -0.0070495 0.2233847*** 0.5836091*** 0.6023309*** 0.5847577*** 0.6784344***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size & size_R）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廠商規模對於不同專利使用目的並無顯著一致的影

響。 

 集團企業子公司（HO）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集團企業的影響只有在阻礙遲滯對手發展模型中有

負向顯著的影響，係數為-0.47。 

 國際企業子公司（MULTIN） 

國際企業申請專利的主要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系數為 0.78。 

 是否為新公司（ESTABL）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集團企業的影響只有在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及吸引

專業人才模型中有負向顯著的影響，係數分別為-0.49 及-0.41。 

 OEM 

OEM 僅有在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模型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系數為 0.24。 

 ODM 

ODM 的影響則僅在於避免被控侵權，及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等模型中有正向顯著

的影響。係數分別為 0.25 及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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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 

OB 在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

及吸引專業人才等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為吸引專業人才係

數為 0.35；次之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係數為 0.33；再次之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

評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31。 

 持續性內部研發（RRDINENG） 

內部有持續研發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不是為了取得訂單，此變數皆為

負向顯著的影響，係數為-0.21。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 

製造業中，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用來排除他人模仿，

系數分別為 0.45。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不會透過申請專利來取得訂單，係數為-0.26，達 0.1

顯著水準。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會依賴發明或新型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其申請專利

的目的主要包括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及吸引專業人才，系數分別為 0.27、

0.28。 

 著作權/版權（PROCP）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在於避免被控侵權的保

護措施或用來取得授權金。其係數分別為 0.33 及 0.32。 

 營業祕密（PROSEC）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包括了，作為技術交換

協商基礎或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係數分別為 0.46 及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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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複雜性（PRODES） 

以設計複雜性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用以取得顧客訂

單，使顧客不容易轉單或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使

顧客不容易轉單，系數為 0.48，次之為取得顧客訂單，系數為 0.45，再次之為避免

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系數為 0.32。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對於排除他人模仿及吸引專業人才等申請專利目的有正向

顯著的影響。影響最大的是吸引專業人才，係數為 0.51；次之為吸引專業人才，係

數為 0.35。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以快速更新產品技術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也

非常廣，包括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用以取得顧客訂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

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者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係數為 0.60；次之為做為內

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52；再次之為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係數為

0.46。 

 留住關鍵技術專家（PROEXP） 

以留住關鍵技術專家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包

括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及吸引專業人才。

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為 0.68；次之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

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66。除此之外，以留住關鍵技術專家為主要創新成果保

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為了排除他人模仿的目的申請專利，係數為-0.37。 

 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PROLIC） 

以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

的主要為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及取得授權金，係數分別為 0.689 及 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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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避免模仿（PUIMITAT） 

 

以產品創新為主的廠商會申請專利作為避免模仿之用。此類廠商保護創新的

方法主要為掌握關鍵原料原件。但以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來保護創新成果的

廠商，不會申請專利來避免競爭對手的模仿。 

 

 遲滯對手（PUDELAY） 

 

集團企業不會申請專利以作為遲滯對手之用，反而是自有品牌廠商會申請專

利以作為遲滯對手之用。此類廠商保護創新的方式主要是快速更新產品。影響係

數為 0.60。 

 

 技術交換（PUEXG） 

 

OEM 廠商會申請專利作為技術交換的基礎，這些廠商從事的是產品創新。

這些廠商保護創新的方法包括了營業祕密或收取授權金，係數分別為 0.46 及

0.69。 

 

 避免訴訟（PUPRO） 

 

跨國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以避免訴訟。此類廠商保護創新的方式包括了

發明專利或商標，影響係數分別為 0.27 及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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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訂單（PUORDER）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並不會申請專利以取得訂單，這些廠商也不從事內部研

發活動。從獲利機制來看，這類廠商主要設計複雜性或快速更新產品等方式來保

護創新的成果，影響係數分別為 0.45 及 0.46。 

 

 防止客戶轉單（PUSWITCH） 

 

成立較早的企業會申請專利以防止客戶轉單。其主要從事 OEM 或自有品牌

業務。這類廠商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包括了設計複雜性及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

專家，係數分別為 0.48 及 0.68。 

 

 考核的依據（PUEVA） 

 

擁有自有品牌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之一就是作為人員考核的依據。這

類廠商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有營業祕密、設計複雜性、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快速

更新產品、或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其中影響最大者為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

專家，係數為 0.66；次之為快速更新產品，係數為 0.52。 

 

 增加商譽（PUREP） 

 

在純製造業中，所有的解釋變數在此模型中皆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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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人才（PUPRO） 

 

成立較早的自有品牌廠商會申請專利以吸引人才。其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有

申請新發明專利、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及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係數分別為

0.28、0.35 及 0.28。 

 

 取得授權金（PULIC） 

 

申請專利以取得授權金的廠商，其保護創新成果的方式包括了著作權或收取

授權金，係數分別為 0.32 及 0.69。 

 

 

2-3  綜合分析 

2-3-1  MM 及 mm 資料庫_ APPAT 模型之比較 

 

在申請專利的廠商中，純製造業屬跨國企業的廠商對於是否申請專利有較大

的影響，此變數的系數從 0.05 增加至 0.27，不過仍未達到 0.1 的顯著水準。而企

業集團因素的影響也降低了，從原本的負向顯著變為不顯著。從創新活動來看，

會申請專利的製造業廠商，更重視內部研發，並偏向從事製程創新（系數 0.33，

正向顯著）。在保護創新的方法上，純製造業較為單純，雖然都是使用新型專利、

新式樣專利及關鍵原料原件來保護，但一般製造業較偏重使用專利（一般製造業

系數為 0.42 高於純製造業的 0.23），而純製造業則較重視關鍵原料原件的保護（純

製造業的系數為 0.30 高於一般製造業的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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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MM 及 mm 資料庫_專利申請目的之 mvprobit 分析比較 

 

 避免模仿（PUIMITAT） 

 

在純製造業中，OEM 的影響，以及發明專利保護和取得先佔優勢的影響效

果皆降低了，從原本的顯著變為不顯著。而產品創新及透過掌握關鍵原料及原件

的影響皆增加了，係數從原本的 0.27、0.29 增加為 0.45、0.51。這意味著申請專

利的製造業廠商重視避免競爭對手模仿者，多從事產品創新，並透過關鍵原料的

掌握來獲利，而不是使用專利來獲利。 

 

 遲滯對手（PUDELAY） 

 

在純製造業中，會使用專利來遲滯對手的廠商，主要是自有品牌廠商，其獲

利來源為快速更新產品。由此可知，製造業使用專利來遲滯對手同時，也強化了

其保護獲利的能力。 

 

 技術交換（PUEXG） 

 

純製造業中，OEM 廠商在透過營業祕密保護其創新成果的同時，它也透過

專利的申請，取得額外授權獲利的可能性。這種用來交換的技術，並不是自行研

發來的。雖然從一般製造業到純製造業時，顯著性消失了，但系數仍為負。 

 

 避免訴訟（PUPRO） 

 

製造業中，跨國 ODM 廠商更為重視專利的保護。這類廠商主要透過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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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發明專利來獲利，同時，也透過專利來避免訴訟。 

 

 取得訂單（PUORDER） 

 

利用專利取得訂單的製造業廠商，不會自行從事內部研發。其獲利來源也著

重於設計的複雜性及產品的快速更新。由此可知，專利可以做為一種工業行銷的

工具，用以強調廠商本身的技術能力以取得訂單，但此種專利並非廠商的獲利來

源。 

 

 防止客戶轉單（PUSWITCH） 

 

相對於一般製造業中，OEM 廠商會利用營業祕密來獲利，並申請專利防止

客戶轉單，純製造業中，廠商更注重於留住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來獲利（係

數為 0.68），在業務上也偏重於 ODM 或自有品牌。因此，我們認為使用專利來防止客

戶轉單的廠商，其較偏重於自身的設計能力及品牌優勢。 

 

 考核的依據（PUEVA） 

 

自有品牌商會使用專利作為人員考核的依據。這類廠商保護創新的方法主要

著重於營業祕密、設計的複雜性及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不過這類廠商不見

得要自行從事內部研發，這意味著，自有品牌商重視技術專家對廠商獲利能力的幫助，

但為了衡量專家的貢獻才會以專利的申請數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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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商譽（PUREP） 

 

對純製造業而言，透過專利的申請來增加商譽可能是較為困難的。在此模型

中，所有的解釋變數皆未達顯著水準。 

 

 吸引人才（PUPRO） 

 

透過專利申請來吸引人才的廠商，大部分是成立有一段時間的品牌商，專利

對其本身就是保護獲利的工具之一，從純製造業的分析結果更可明顯看出，技術

專家對廠商獲利能力的幫助。 

 

 取得授權金（PULIC） 

 

透過專利取得授權金的廠商，主要是利用其本身擁有的著作權之授權，取得

權利金。 

 

 

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 

 

3-1  廣義服務業（SS） 

 

3-1-1  SS_專利申請之 probit 分析 

SS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5,454 筆，至少有申請過一次專利的廠商有 667 家。

其佔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1,769 家）中的 37.70%。分析結果如下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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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所示。 

 

表十一-19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變數 個數 
百分比 

(個數/1769) 

APPAT 667 37.70% 

 

表十一-20 SS 資料庫_probit 模型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1769

LR chi2(24) = 500.2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922.04156 Pseudo R2 = 0.2134

APPA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034608 0.006312 0.55 0.583 -0.00891 0.015831

size_R -0.0000652 5.64E-05 -1.15 0.248 -0.00018 4.54E-05

HO -0.3892859 0.088892 -4.38 0 -0.56351 -0.21506

MULTIN 0.1514448 0.163826 0.92 0.355 -0.16965 0.472538

INTL 0.122152 0.026383 4.63 0 0.070442 0.173863

ESTABL -0.1041029 0.126618 -0.82 0.411 -0.35227 0.144063

OEM 0.2971934 0.068845 4.32 0 0.16226 0.432127

ODM 0.2097699 0.069711 3.01 0.003 0.07314 0.3464

OB 0.0954034 0.074505 1.28 0.2 -0.05062 0.24143

RRDINENG 0.5184643 0.071454 7.26 0 0.378416 0.658512

D_Innov_W 0.020678 0.087738 0.24 0.814 -0.15129 0.192642

P_Innov_W 0.0669493 0.081167 0.82 0.409 -0.09214 0.226034

PROPAT 1.057353 0.085597 12.35 0 0.889586 1.225119

PRODSG 0.5720417 0.081813 6.99 0 0.411692 0.732392

PROTM -0.0554032 0.083859 -0.66 0.509 -0.21976 0.108957

PROCP -0.2960234 0.093509 -3.17 0.002 -0.4793 -0.11275

PROSEC 0.0185401 0.079629 0.23 0.816 -0.13753 0.17461

PRODES -0.1841282 0.087419 -2.11 0.035 -0.35547 -0.01279

PROTIM -0.0241594 0.087074 -0.28 0.781 -0.19482 0.146502

PROMAT 0.133951 0.087359 1.53 0.125 -0.03727 0.305171

PROCOM -0.0967027 0.089271 -1.08 0.279 -0.27167 0.07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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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PD 0.0056006 0.091255 0.06 0.951 -0.17326 0.184457

PROEXP 0.0771177 0.087298 0.88 0.377 -0.09398 0.248219

PROLIC -0.4422466 0.093717 -4.72 0 -0.62593 -0.25857

_cons -1.430928 0.12608 -11.35 0 -1.67804 -1.18382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母集團之子企業（HO） 

集團內的子企業不會申請專利。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國際市場越廣的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93 年 1 月 1 日之後成立的公司較有可能申請專利。 

 OEM 廠商 

OEM 廠商會申請專利。 

 ODM 廠商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 

 是否有持續投入研發（RRDINENG） 

有持續研發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以新發明、新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會申請專利，這也代表，許多

廠商雖然擁有專利，但並非以專利做為保護創新的工具。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以申請新式樣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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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版權（PROCP） 

擁有商標的廠商，並以商標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設計複雜性（PRODES） 

以設計複雜性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掌握先佔優勢（PROLIC） 

以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3-1-2  SS_專利申請目的之 mvprobit 分析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Y 變數為十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用來生產獨特設備

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PUIMITAT)、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

展(PUDELAY)、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做為

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PUEVA)、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吸引

專業人才(PUPRO)、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X 變數為廠商基

本特性，包括廠商規模(SIZE、SIZE_R)、是否為子企業(HO）、是否為跨國企業

(MULTIN)、是否為民國 93 年之後成新之新公司(ESTABL)；主要市場變數：銷售

地理範圍(INTL)；廠商業務型態變數：製造商(OEM)、設計製造商(ODM)、有自

有品牌者(OB)；創新投入：持續性的公司內部研發活動(RRDINENG)；創新類型：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獲利機制：申請新發

明、新型專利權(PROPAT)、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申請註冊商標(PROTM)、

申請著作權(PROCP)、保密措施(PROSEC)、增加設計複雜性(PRODES)、掌握先佔

優勢(PROTIM)、掌握關鍵原料(PROMAT)、提供配套的服務(PROCOM)、快速更

新產品技術(PROUPD)、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PROEXP)、推動連鎖加盟

(PROLIC)。表十一-21、表十一-22 為各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分

析結果如下表十一-23 所示，而表十一-24 則列出了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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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1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個數 

百分比 

(個數/有專利 667 家)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

(PUIMITAT) 

481 72.11%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PUDELAY) 

361 54.12%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200 29.99%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425 63.72%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396 59.37%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347 52.02%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PUEVA) 288 43.18%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336 50.38%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300 44.98%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150 22.49% 

表十一-22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667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PRO PULIC 

PUIMITAT 481 

百分比 72.11% 

PUDELAY 291 361 

百分比 43.63% 54.12% 

PUEXG 162 154 200 

百分比 24.29% 23.09% 29.99% 

PUPRO 316 279 184 425 

百分比 47.38% 41.83% 27.59% 63.72%

PUORDER 314 266 187 317 396 

百分比 47.08% 39.88% 28.04% 47.53% 59.37%

PUSWITCH 287 235 160 282 293 347 

百分比 43.03% 35.23% 23.99% 42.28% 43.93% 52.02%

PUEVA 226 197 142 231 238 237 288 

百分比 33.88% 29.54% 21.29% 34.63% 35.68% 35.53% 43.18%

PUREP 245 207 147 252 250 227 192 336 

百分比 36.73% 31.03% 22.04% 37.78% 37.48% 34.03% 28.79% 50.37% 

PUPRO 213 212 141 238 234 233 217 230 300 

百分比 31.93% 31.78% 21.14% 35.68% 35.08% 34.93% 32.53% 34.48% 44.98%

PULIC 117 106 93 129 132 125 117 132 123 150 

百分比 17.54% 15.89% 13.94% 19.34% 19.79% 18.74% 17.54% 19.79% 18.44%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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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3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EXP PULIC 

size 0.0037779 0.0106036 0.0072059 0.0030286 0.0008987 0.0151731 0.0230241 0.0037498 0.0036508 0.0104932

size_R -0.0000735 -0.0000582 -0.0001135 -0.0000103 -0.0002993 -0.0002375 -0.0005427* 0.00000877 0.0000249 -0.0001993

HO -0.5226618*** -0.3805174*** -0.4165254*** -0.5889061*** -0.4665987*** -0.4164981*** -0.2397142 -0.2197549 -0.3300758** -0.0188366

MULTIN 0.7283175** 0.0662001 1.286063*** 1.572015*** 1.398164*** 0.5834523** 0.4840579* 0.4257788 0.2630019 -0.0848782

INTL 0.0137002 0.0415814 0.0758282* -0.0523031 -0.0397453 0.079839** 0.0860104** -0.027489 0.1016676*** 0.0541612

ESTABL -0.1316199 0.041531 0.1790085 0.1769391 0.2178879 0.0432293 0.2190953 -0.0147588 -0.0634994 0.0023306

OEM 0.1555717 0.2377151** 0.1369533 0.3148782*** 0.1453779 0.1742716* 0.1932032* 0.1287129 0.1378461 0.14684

ODM -0.0155149 0.2853015*** 0.0368769 0.1553462 0.0943808 0.3766405*** -0.1137379 0.3221363*** 0.0553978 0.1035121

OB 0.0409375 0.4222804*** -0.1005255 0.1060427 0.1904905* -0.0234685 0.1154285 -0.0516925 0.1569919 -0.3141779***

RRDINENG -0.3100617** 0.0059152 -0.137169 -0.0021391 -0.017355 -0.3048769** 0.1112095 -0.0704768 0.0170206 0.0886173

D_Innov_W 0.2377609* 0.1672616 0.443867*** 0.6199046*** 0.5413052*** 0.3729621*** 0.2375472* 0.2050468 0.1155839 0.0703985

P_Innov_W 0.1510777 -0.0107588 -0.0540972 0.6443268*** 0.1367591 0.2127385* 0.3265341** 0.1141205 0.1634008 0.1132135

PROPAT 0.0109462 0.1801866 0.251557* 0.1597299 0.4521723*** 0.3693539*** 0.1216581 0.28117** 0.1042916 0.2689117* 

PRODSG 0.0364721 0.3112828*** 0.0923066 0.1825244 0.243744** 0.2468059** 0.0870856 -0.0543272 0.14049 -0.0576296

PROTM 0.2347804* -0.0981164 -0.024539 0.1887719 0.2712602** 0.1113806 0.1003269 0.2875995** 0.1387758 -0.0560151

PROCP 0.2041944 0.1427309 0.0391777 -0.0649855 -0.1049224 0.3164466** 0.1177276 -0.0593823 -0.0143132 0.0222992

PROSEC -0.2072106 0.2364639* 0.1888319 0.0861844 -0.0589994 0.1442035 0.4559451*** 0.3256491*** 0.3728974*** 0.239609* 

PRODES 0.2067941 -0.2088033 0.0085595 0.1105865 -0.0492182 0.0885885 0.1110834 -0.2061941 -0.1333878 -0.2478735* 

PROTIM -0.3318192** 0.0749153 0.124925 -0.2556598* -0.1491364 -0.2228158* -0.1312449 -0.0808738 -0.0059446 -0.151713

PROMAT 0.0424516 0.4274662*** 0.0724055 0.343591** 0.2938427** -0.00829 0.0914998 0.3244424** 0.2903509** 0.3152829**

PROCOM 0.2914453** 0.0756744 0.3634629** 0.4645459*** -0.0239628 0.1899912 0.3116854** -0.027864 0.1335593 -0.129623

PROUPD -0.0305827 -0.0847913 0.1323706 0.0449741 0.4555846*** 0.1331492 0.2534144* -0.0139166 0.0775343 0.1902351

PROEXP -0.0044204 0.2805027** -0.0842513 0.1279285 0.1160355 0.3963765*** 0.118266 0.2637075** 0.2693442** -0.1024402

PROLIC -0.1223612 -0.0673521 0.3553334** 0.3204181** 0.415561*** 0.1860581 0.2886154** 0.1934471 0.3602994*** 0.6836301***

_cons 0.445762** -1.109003*** -1.616888*** -1.413376*** -1.207641*** -1.326542*** -1.772114*** -0.9518332*** -1.394659*** -1.49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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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4 SS 資料庫_殘差相關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EXP PULIC 

PUIMITAT 

PUDELAY 0.3104001*** 

PUEXG 0.1590723** 0.364774*** 

PUPRO 0.1166201* 0.3545661*** 0.5270314*** 

PUORDER 0.2737953*** 0.4403886*** 0.6850248*** 0.4916979***

PUSWITCH 0.3262049*** 0.2462469*** 0.4887185*** 0.4364124*** 0.6960602***

PUEVA 0.1930214*** 0.1966637*** 0.4229821*** 0.236871*** 0.5289285*** 0.6056841***

PUREP 0.0206997 0.0968738 0.3625589*** 0.2752999*** 0.3675574*** 0.3351519*** 0.2741844*** 

PUEXP -0.1094856* 0.2169961*** 0.3757449*** 0.2470846*** 0.4083975*** 0.5324384*** 0.553861*** 0.5820089*** 

PULIC 0.1501762** 0.1771295** 0.5042259*** 0.4311944*** 0.5249526*** 0.5446619*** 0.4865629*** 0.5979988*** 0.5340273***

 

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規模及規模平方（size & size_R）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廠商規模對於不同專利使用目的並無顯著一致的影

響。 

 集團企業子公司（HO） 

在已申請專利的廠商中，集團企業的影響在所有的模型中皆呈現負向的影

響，只有在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增加商譽及取得授權金等模型

中不顯著。集團企業變數的影響在其他模型中皆至少有達到 0.05 的顯著水

準。 

 國際企業子公司（MULTIN） 

國際企業申請專利的主要目的有：排除他人模仿、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避

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及做為內部研發

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此變數對避免被控的影響最大，系數為 1.57；次之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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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訂單，系數為 1.40；再次之為技術交換，係數為 1.29。 

 銷售區域範圍（INTL） 

銷售區域範圍在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

考評的客觀依據、及吸引專業人才等四個模型中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不過系

數上除了吸引專業人才外，皆小於 0.1，影響不大。 

 OEM 

OEM 在所有的模型中皆有正向的影響，但僅有在阻礙遲滯對手發展、被控侵

權的保護措施、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及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等模型中

顯著。其中影響最大者為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係數為 0.31；次之為阻礙遲滯對手

發展，係數為 0.24；再次之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的 0.19。 

 ODM 

ODM 的影響則僅在於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增加商譽提高公

司股價等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為

0.38；次之為增加商譽提高公司股價，係數為 0.32；再次之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的

0.29。 

 OB 

OB 在阻礙遲滯對手發展及取得訂單兩個模型中有正向顯著的影響係數分別為 0.42

及 0.19，但在取得授權金方面則是負向顯著的影響（-0.31）。 

 持續性內部研發（RRDINENG） 

內部有持續研發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不是為了排除他人模仿（-0.31）或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0.30），在這兩個模型中此變數皆為負向顯著的影響。 

 廣義產品創新（D_Innov_W） 

從事產品創新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用來排除他人模仿、作為技術交

換協商基礎、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使顧客不容易轉單，

及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的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

施，系數為 0.62，次之為取得訂單，系數為 0.54，再次之為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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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製程創新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有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使顧客

不容易轉單，及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為 0.64，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為 0.33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為 0.21。由此

可知，避免被控侵權為製程創新廠商申請專利的主要目的。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會依賴申請發明或新型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其申請

專利的目的主要是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使顧客不容易轉

單、增加商譽、或取得授權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係數為

0.45；次之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為 0.37；再次之為增加商譽，係數為 0.28。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會依賴申請新式樣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其申請專利

的目的主要有阻礙遲滯對手發展、用以取得顧客訂單、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

分別為 0.31、0.24 及 0.25。 

 註冊商標（PROTM） 

擁有商標保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主要有用來排除他人模仿、取得訂單或

是增加商譽，係數分別為 0.23、0.27 及 0.29。 

 著作權/版權（PROCP）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在於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或是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為 0.32。 

 營業祕密（PROSEC） 

以著作權/版權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增加商譽、吸引專業人才、或取得授權金。影

響最大者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 0.46；次之為吸引專業人才，

係數為 0.37；再次之為增加商譽，係數為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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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複雜性（PRODES） 

以設計複雜性保護創新成果對於有申請專利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為用

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的影響為負向顯著，係數為-0.25。 

 掌握先佔優勢（PROTIM） 

掌握先佔優勢作為保護創新成果僅在阻礙遲滯對手發展及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

礎兩個模型中，其影響為正，但未達顯著水準。而在排除他人模仿、避免被控侵權

的保護措施、及使顧客不容易轉單等三個模型中，有負向顯著的影響，係數分別為

-0.33、-0.26 及-0.22。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對於阻礙遲滯對手發展、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取得訂

單、增加商譽、吸引專業人才、或用來取得授權金等申請專利目的有正向顯著的影

響。影響最大的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係數為 0.43；次之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

施，係數為 0.34；再次之為增加商譽，係數為 0.32。 

 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PROCOM） 

以提供配套服務或產品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

在於排除他人模仿、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及做為

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其中，影響最大者為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係

數為 0.46；次之為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係數為 0.36；再次之為做為內部研發人員

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為 0.31。 

 快速更新產品技術（PROUPD） 

以快速更新產品技術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也

非常廣，包括了用以取得顧客訂單，或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係數

分別為 0.46 及 0.25。 

 留住關鍵技術專家（PROEXP） 

以留住關鍵技術專家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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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使顧客不容易轉單、增加商譽、吸引專業人才。其中，

影響最大者為使顧客不容易轉單係數為 0.40；次之為阻礙遲滯對手發展，係數為

0.28；再次之為用來吸引專業人才，係數為 0.27；最後才是增加商譽，係數為 0.26。 

 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PROLIC） 

以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為主要創新成果保護工具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

的也非常廣，包括了：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用以

取得顧客訂單、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的客觀依據、吸引專業人才，及取得授權金。

其中，影響最大者為取得授權金，係數為 0.68；影響次之的是取得訂單，係數為

0.42；影響再次之者吸引專業人才，係數為 0.36。 

 

小結 

 

 避免模仿（PUIMITAT）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避免模仿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非集團的跨國企

業，其創新行為較偏重於產品創新，不過這類廠商並不會自行研發。此外，此類

廠商透過商標及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保護其創新成果，係數分別為 0.23 及 0.29，

反而是掌握先佔優勢來保護創新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來避免競爭對手的模仿（係

數-0.33）。 

 

 遲滯對手（PUDELAY） 

 

大部分的非集團企業廠商都會希望透過專利的申請來阻礙遲滯競爭對手的

發展。從分析結果來看，不論是 OEM、ODM 或是自有品牌廠商，皆以遲滯對手

的發展為目的。此外，擁有新式樣專利、營業祕密、關鍵原料或零件的廠商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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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也會選擇使用專利做為遲滯對手的工具。由於新式樣專

利的影響達 0.01 的顯著水準，而新發明專利則否，因此我們猜測，遲滯對手的

專利可能是主要屬於新式樣專利。 

 

 技術交換（PUEXG）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技術交換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非集團的跨國企

業，其銷售地理範圍較廣。這類廠商其創新行為較偏重於產品創新，並以新發明

專利、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及收取授權金為保護創新主要工具的廠商，其委外

研發取得專利是為了交換，影響係數分別為 0.25、0.36 及 0.36。 

 

 避免訴訟（PUPRO）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避免訴訟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從事 OEM 的非集

團跨國企業，其同時從事產品及製程創新。除此之外，從獲利機制來看，以掌握

關鍵原料原件、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及收取授權金的保護創新的廠商，也會申

請專利來避免訴訟，其影響係數分別為 0.34、0.46 及 0.32；反之，以掌握先佔優

勢獲利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來避免訴訟，其係數為-0.26。 

 

 取得訂單（PUORDER） 

 

申請專利的廠商中，以避免訴訟為主要目的廠商，主要為擁有自有品牌的非

集團跨國企業，其創新活動著重於產品創新。從創新機制來看，使用新發明或新

式樣專利、商標、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新產品及收取授權金等工具的廠商

會申請專利以取得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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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客戶轉單（PUSWITCH） 

 

銷售地理範圍越大的跨國企業，越有可能申請專利來防止客戶轉單，這些廠

商以 OEM 及 ODM 廠商為主，其中 ODM 的影響較大，係數為 0.38。但這類廠商

有從事產品創新或製程創新，但並不會自行研發。除此之外，這些廠商同時會利

用新發明、新式樣專利，著作、營業祕密、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新產品、設法

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及收取授權金等方式來保護其創新成果。 

 

 考核的依據（PUEVA） 

 

銷售地理範圍越大的跨國 OEM 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來作為人員考核的

依據。這些廠商從事產品、製程創新，以營業祕密、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快速

更新產品及收取授權金等方式來保護創新成果，其中影響最大者為營業祕密，係

數為 0.46。 

 

 增加商譽（PUREP）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來增加公司商譽，係數為 0.32。以新發明專利、商標、

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或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等方式為主要創新

成果保護方式的廠商，會申請專利來增加公司商譽，其中影響最大者為營業祕

密，係數為 0.33；次之為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係數為 0.32。 

 

 吸引人才（PUPRO） 

 

銷售地理範圍越廣的非集團企業廠商會申請專利來吸引人才。從創新機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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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原件、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或收取授權金為

主要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會選擇申請專利來吸引人才，其影響最大者為營業祕密，係

數為 0.37；次之為收取權利金，係數為 0.36。 

 

 取得授權金（PULIC） 

 

以自有品牌為主要業務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來收取授權金。從創新機制來

看，以新發明專利、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新產品或收取授權金為

主要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會選擇申請專利來收取授權金，其中影響最大者即為收取授

權金，係數為 0.68。反之，以設計複雜性來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來獲利授

權金，係數為-0.25。 

 

 

3-2  狹義服務業（ss） 

3-2-1  ss_專利申請之 probit 分析 

 

    ss 資料庫之總樣本數共 3,850 筆，至少有申請過一次專利的廠商有 394 家。

其佔至少有一次技術創新的廠商（1,206 家）中的 32.67%。分析結果如表十一-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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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5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變數 個數 
百分比 

(個數/1206) 

APPAT 394 32.67% 

 

表十一-26 ss 資料庫_probit 模型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1206

LR chi2(24) = 464.14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529.90116 Pseudo R2 = 0.3046

APPA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486409 0.125822 0.39 0.699 -0.19797 0.295248

size_R -0.0025663 0.011894 -0.22 0.829 -0.02588 0.020746

HO -0.5189086 0.109316 -4.75 0 -0.73316 -0.30465

MULTIN 0.179888 0.19609 0.92 0.359 -0.20444 0.564217

INTL 0.2004042 0.038249 5.24 0 0.125438 0.27537

ESTABL -0.3142128 0.184649 -1.7 0.089 -0.67612 0.047693

OEM 0.5189411 0.09161 5.66 0 0.339388 0.698494

ODM 0.3103859 0.093664 3.31 0.001 0.126808 0.493964

OB 0.0262287 0.098223 0.27 0.789 -0.16629 0.218743

RRDINENG 0.557417 0.095746 5.82 0 0.369758 0.745076

D_Innov_W -0.1684865 0.116317 -1.45 0.147 -0.39646 0.059491

P_Innov_W -0.2126051 0.110026 -1.93 0.053 -0.42825 0.003041

PROPAT 1.28733 0.115968 11.1 0 1.060037 1.514624

PRODSG 0.7318679 0.109852 6.66 0 0.516563 0.947173

PROTM -0.0305073 0.108913 -0.28 0.779 -0.24397 0.182958

PROCP -0.274357 0.111649 -2.46 0.014 -0.49319 -0.05553

PROSEC 0.1505977 0.105087 1.43 0.152 -0.05537 0.356564

PRODES -0.2601768 0.108942 -2.39 0.017 -0.4737 -0.04665

PROTIM -0.1700556 0.112656 -1.51 0.131 -0.39086 0.050745

PROMAT 0.2057933 0.107528 1.91 0.056 -0.00496 0.416544

PROCOM -0.0657823 0.108817 -0.6 0.545 -0.27906 0.147494

PROUPD 0.0491245 0.112346 0.44 0.662 -0.17107 0.269318

PROEXP 0.1440208 0.10887 1.32 0.186 -0.06936 0.357403

PROLIC -0.5181301 0.113015 -4.58 0 -0.73964 -0.29662

_cons -1.779318 0.332175 -5.36 0 -2.43037 -1.1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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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基本特性 

 母集團之子企業（HO） 

集團內的子企業不會申請專利。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國際市場越廣的廠商越有可能申請專利。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93 年 1 月 1 日之後成立的公司較有可能申請專利。 

 OEM 廠商 

OEM 廠商會申請專利。 

 ODM 廠商 

ODM 廠商會申請專利。 

 是否有持續投入研發（RRDINENG） 

有持續研發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廣義製程創新（P_Innov_W） 

從事產製程創新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申請發明、新型專利（PROPAT） 

以新發明、新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會申請專利，這也代表，許多

廠商雖然擁有專利，但並非以專利做為保護創新的工具。 

 申請新式樣專利（PRODSG） 

以申請新式樣專利為主要創新保護機制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 

 著作權/版權（PROCP） 

擁有商標的廠商，並以商標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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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複雜性（PRODES） 

以設計複雜性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PROMAT） 

擁有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的廠商，並以掌握關鍵原料或原件做為創新保護工

具的廠商會申請專利。 

 掌握先佔優勢（PROLIC） 

以加盟授權，提高市佔率做為創新保護工具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 

 

3-2-2  ss_專利申請目的之 mvprobit 分析 

由於我們採用多模型的 probit 分析，除了模型中的應變數有 10 個外，更同

時考量模型間的互動。如上表所示，在某些樣本數少於 100 的情況下，加上廠商

在某些模型中不會同時選擇兩種目的，這都將使得 mvprobit 的分析有所困難，

導致計算結果無法收斂。由於本研究無法分析 ss 資料庫，因此，在比較製造業

及服務業的差異時，我們只能參考 SS 資料庫的分析結果。表十一-27、表十一-28

為各項申請專利目的變數之敘述統計資料。 

表十一-27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個數 

百分比 

(個數/有專利 394 家)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

(PUIMITAT) 

286 72.59%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滯對手發展

(PUDELAY) 

242 61.42%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PUEXG) 144 36.55%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PUPRO) 284 72.08%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259 65.74%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228 57.87%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PUEVA) 205 52.03%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PUREP) 220 55.84%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212 53.81%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金(PULIC) 107 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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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8  ss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交叉表 

394 PUIMITAT PUDELAY PUEXG PUPRO PUORDER PUSWITCH PUEVA PUREP PUPRO PULIC 

PUIMITAT 286 

百分比 72.59% 

PUDELAY 198 242 

百分比 50.25% 61.42% 

PUEXG 118 117 144 

百分比 29.95% 29.70% 36.55% 

PUPRO 220 205 144 284 

百分比 55.84% 52.03% 36.55% 72.08%

PUORDER 204 191 141 229 259 

百分比 51.78% 48.48% 35.79% 58.12% 65.74%

PUSWITCH 195 176 130 212 210 228 

百分比 49.49% 44.67% 32.99% 53.81% 53.30% 57.87% 

PUEVA 164 152 116 178 185 174 205 

百分比 41.62% 38.58% 29.44% 45.18% 46.95% 44.16% 52.03% 

PUREP 158 151 116 180 177 158 137 220 

百分比 40.10% 38.32% 29.44% 45.69% 44.92% 40.10% 34.77% 55.84% 

PUPRO 151 164 116 177 179 168 157 167 212 

百分比 38.32% 41.62% 29.44% 44.92% 45.43% 42.64% 39.85% 42.39% 53.81%

PULIC 83 81 79 101 101 91 90 100 96 107 

百分比 21.07% 20.56% 20.05% 25.63% 25.63% 23.10% 22.84% 25.38% 24.37% 27.16%

 

 

3-3  綜合分析 

 

3-3-1  SS 及 ss 資料庫_ APPAT 模型之比較 

服務業中，集團企業或 93 年 1 月 1 日後成立的新企業不會申請專利，會申

請專利的廠商為銷售地理範圍較廣的廠商，其本身有進行內部研發，雖然 OEM

及 ODM 變數對於廠商是否申請專利的影響皆為正向顯著，但從系數來看，在純

製造業中，OEM 的影響大於 ODM，系數分別為 0.52 及 0.31。從創新獲利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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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來看，已申請專利的純製造業廠商更重視專利及關鍵原料或原件的保護。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1、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比較分析 

4-1 專利申請模型之比較 

會申請專利的製造業廠商屬跨國企業，其重視內部研發，並偏向從事製程創

新。在保護創新的方法上，主要採用新型專利、新式樣專利及關鍵原料原件來保

護，但一般製造業較偏重使用專利（一般製造業系數為 0.42 高於純製造業的

0.23），而純製造業則較重視關鍵原料原件的保護（純製造業的系數為 0.30 高於

一般製造業的 0.18） 

服務業中，集團企業或 93 年 1 月 1 日後成立的新企業不會申請專利，會申

請專利的廠商為銷售地理範圍較廣的廠商，其本身有進行內部研發，雖然 OEM

及 ODM 變數對於廠商是否申請專利的影響皆為正向顯著，但從系數來看，在純

製造業中，OEM 的影響大於 ODM，系數分別為 0.52 及 0.31。從創新獲利的保護

機制來看，已申請專利的純製造業廠商更重視專利及關鍵原料或原件的保護。 

製造業與服務業最大的差距在於是否為新設立公司的影響，製造業中新成立

的企業會傾向申請專利，而在服務業中新成立的企業卻不會申請專利。以企業類

型來看，服務業中 OEM 及 ODM 會對廠商是否申請專利有影響，但在製造業中

其影響並不顯著。在創新行為上，更可明顯看出，製造業的創新，不論產品或製

程創新都會影響廠商申請專利，相反的，服務業的創新反而不見得要申請專利（ss

資料庫分析結果顯示兩類創新的影響皆為負，且在製程創新達 0.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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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專利申請目的模型之比較 

 

 避免模仿（PUIMITAT） 

 

會使用專利來避免模仿的廠商，不論在服務業或製造業，皆以產品創新為主

要創新活動。不過服務務較製造業重視專利能避免模仿的功能，除此之外，服務

業重視商標及配套的服務或產品的保護，而製造業則重視關鍵原料原件的掌握。 

 

 遲滯對手（PUDELAY） 

 

會使用專利來遲滯對手的廠商，不論在製造業或服務業，都不會是集團子企

業。從業務型態來看，雖然各類服務業都會使用專利來遲滯對手（不論 OEM、

ODM 或 OB），但從各別的影響係數來看，仍以自有品牌的影響最大，而對於純

製造業而言，也是自有品牌廠商較重視專利能用來遲滯對手的功能。此外，從獲

利模式來看，服務業較重視新式樣專利、營業祕密、關鍵原料原件及關鍵性技術

專家等方法，而製造業則較重視產品的更新。 

 

 技術交換（PUEXG） 

 

會使用專利來作為技術交換基礎的廠商，在服務業中屬於銷售地理範圍較廣

的跨國企業，主要從事產品創新，並以專利、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或授權做為獲

利的主要來源。但在純製造業中，OEM 廠商在透過營業祕密保護其創新成果的同

時，它也透過專利的申請，取得額外授權獲利的可能性。這種用來交換的技術，

並不是自行研發來的。雖然從一般製造業到純製造業時，顯著性消失了，但系數

仍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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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訴訟（PUPRO） 

 

會使用專利來避免訴訟的廠商，不論在服務業或製造業皆為跨國企業。此類

服務業廠商同時會進行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但在製造業中卻無此影響，除此之

外，服務業中，此類廠商主要從事 OEM 業務，而製造業中則以從事 ODM 業務

為主。在創新獲利的保護上，服務業主要利用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及提供配套的服

務或產品，但製造業較重視發明專利及著作權的保護。 

 

 取得訂單（PUORDER） 

 

會使用專利來取得訂單的廠商中，服務業的廠商特性為自有品牌的跨國企

業，其主要從事產品創新，而製造業廠商特性則為 OEM 廠商。由此可知，服務

業的主要客戶應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而製造業廠商的客戶則較有可能偏向於其上

下游廠商。對這兩類廠商而言，快速更新產品都是重要的獲利來源，但服務業廠

商較重視專利、關鍵原料及授權金，而製造業較重視營業祕密及設計複雜性。 

 

 防止客戶轉單（PUSWITCH） 

 

會使用專利來防止客戶轉單的廠商中，服務業屬銷售地理區域較廣的非集團

企業，並以 ODM 為主要業務，但對製造業而言，這類廠商可能是集團企業，但

以 ODM 及自有品牌為主要業務。製造業中此類廠商保護創新的方法有設計複雜

性及專家技術，但在服務業中，此類廠商則是透過專利及著作權來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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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的依據（PUEVA） 

 

服務業從事 OEM 業務的跨國廠商，其銷售範圍越廣的，越有可能會申請專

利作為員工考核的依據，但在製造業中，則是自有品牌商才會以專利作為員工考

核的依據。兩者皆以著作權、營業祕密及快速更新產品做為主要的獲利來源。除

此之外，服務業廠商較重視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而製造業較重視產品設計的複雜

性。 

 

 增加商譽（PUREP） 

 

不論服務業或製造業，以 ODM 業務為主的廠商，或以商標為主要獲利來源

的廠商，會透過專利的申請增加本身的商譽。不過，服務業中，此類廠商較重視

新發明專利、營業祕密、關鍵原料原件及專家技術；對製造業而言，此類廠商則

較重視新式樣專利、設計的複雜性及授權。 

 

 吸引人才（PUPRO） 

 

在服務業中，以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原件、設法留住關鍵性的技術專家或

收取授權金為主要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但在製造業，會選擇申請專利來吸引人才製造

業中透過專利申請來吸引人才的廠商，大部分是成立有一段時間的品牌商，專利

對其本身就是保護獲利的工具之一，從純製造業的分析結果更可明顯看出，技術

專家對廠商獲利能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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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授權金（PULIC） 

 

服務業中，以自有品牌為主要業務的廠商不會申請專利來收取授權金。從創

新機制來看，以新發明專利、營業祕密、掌握關鍵原料原件、快速更新產品或收

取授權金為主要保護創新成果的廠商，會選擇申請專利來收取授權金。而在製造業，透

過專利取得授權金的廠商，主要是利用其本身擁有的著作權之授權，取得權利金。 

 

 

2、相關文獻之比較分析 

 文獻回顧 

        對創新者而言，能從創新成果中確保一定利潤的取得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如

此，創新者才有動機投入研發活動（Arrow, 1962）。但從另一方面來看，若創新

成果被獨佔了，社會大眾就得不到創新的好處，只有透過創新成果的擴散，始能

促進整體社會福利的增加。專利系統就是被設計來平衡創新成果所帶來的個體利

益與整體利益之間。專利法授與創新者一段有限時間內，能完全獨佔其創新成果

所帶來的利潤，但同時卻也要求在專利過期時必須完全開放以確保最大可能的擴

散。一個最適的專利期限涉及增加投資動機與獨佔創新的社會成本兩者之間的取

捨（Nordhaus, 1969）。實務上對於如何訂出最適的專利保護期限卻一直沒有定論。 

 

        除此之外，專利法並不完全。其無法完全保障已申請專利的創新成果能避開

合法的模仿（如逆向工程、迂迴創新），而且，申請專利時必要的資訊揭露也可

能提供了競爭者過多的資訊。此外，也有其他的原因會導致廠商不願意申請專

利。Cohen 等人的研究（2000）顯示，申請專利的主要阻礙為「容易被迂迴創新」，

其次為「證明創新新穎性的困難」，第三則是「揭露過多資訊」，此外，申請專利

的高額費用也使創新者對於申請專利有所卻步，最後則是申請專利之後可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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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禦訴訟的費用。 

 

專利實證研究 

 

        如果專利不是一種完美的保護工具，那為什麼還有許多廠商持續地申請專

利？下面的研究為這個矛盾的問題提出部分解答。Harabi（1995）指出，專利持

有者能藉由持有專利來獲得談判上的有利地位。此外，Cohen、Nelson 及 Walsh 

（2000）也提出了一些理由說明為什麼廠商會申請專利。他們發現，最重要的三

個理由是避免被模仿、阻絕對手（blocking）及避免被訴。在之後接續的研究中，

Cohen 等人（2002）比較了日本及美國，在專利使用策略上的差異。他們發現，

日本廠商比美國廠商較常使用專利做為談判的籌碼。這不只是因為專利系統設計

的差異，也起因於兩個國家產品技術特性的差異––日本採用先申請主義

（first-to-file rule），而美國採用先發明主義（first-to-invent rule）；日本的產品絕大

部分都是複雜性的（complex），而美國產品則大部分屬於單一型的（discrete）。

此外，Hall and Ziedonis（2001）也以美國半導體產業為樣本研究專利申請的議題。

最後，他們驗證的他們的策略回應假說（“strategic response” hypothesis）––在累

積性創新（cumulative innovation）的情況下，強化專利權會促進資本密集型廠商

去累積大量的專利組合做為談判的籌碼，並導致廠商間的專利競賽。 

 

 本研究貢獻 

    過去對專利使用的文獻，均集中於先進國家的觀點，探討發明者如何使用專

利保護其創新成果，然而，對於新興工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而言，廠商多數為技

術輸入者，透過國外大廠的技術移轉或授權生產製造，從傳統的觀點，這些廠商

申請了大量的專利，卻無法作為技術輸出、授權之用，意味著這類專利缺乏價值，

但我們認為，對於處於全球生產價值鏈中段的 OEM、ODM 廠商而言，其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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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應與價值鏈兩端的廠商（研發及行銷）有所不同。 

 

    此外，我們認為廠商採行的獲利模式也會影響廠商使用專利的方式。過去已

有學者研究獲利模式對於廠商申請專利的影響，並透過後續調查了解廠商使用專

利的不同目的。因此，我們認為，以不同的獲利模式刻畫廠商申請專利的目的是

可行的。專利是一種獲利模式，若其他的獲利模式與專利同時置於同一模型時，

仍有額外的解釋力，這表示採行其他獲利模式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但此研究受

限於被解釋變數僅為「是否有申請產品∕製程專利」，而無法看出廠商申請專利

的目的是否有所不同，於是本研究決定納入了十種不同的專利用途，藉此可以看

出採行不同獲利模式的廠商，其申請專利的目的是否有所不同。 

 

    如上所述，本研究著重於了解新興工業國家的專利運用方式，以及不同的獲

利模式下，廠商運用專利的差異。除此之外，由於本研究採用 mult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 分析，因此可以分析廠商申請專利的各種用途之間，是否存在著互補、

或互斥的關係，如從整體廠商資料來看，十種專利目的之間皆為正向互補的關

係，不過若單從服務業來看，「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他人模仿」及「吸

引專業人才」這兩個目的則為互斥的關係，我們相信此分析能幫助我們更了解廠

商運用專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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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府的資助對廠商創新的影響 

 

第一節 整體分析 

 

1-1 中央政府補助之 probit 分析 

  在總體資料庫（TT）中，「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樣本數為 3,575 筆，

而「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屬於「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才會填

答的題目，因此這部分之分析總樣本數即為 3,575 筆。在 3575 家廠商中，共有

457 家廠商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比率為 12.7%。 

  此 probit 分析所使用的 X 變數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基本特性變數，

包含 Size、Size_R、HO、MULTIN、MARLOC、MARNAT、INTL、CUSGRO、CUSB2B、

CUSGMT、CUSB2C、ESTABL、MARCN、BRANCHCN。第二部分為「至少有一

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答的變數，包含 CORCN、OEM、ODM、OB、D_INNOV、

D_IMITA、P_INNOV、P_IMITA、M_INNOV、O_INNOV、RRDINENG、RRDEX、

RMAC、ROEX、SUNI、SGMT、PUBISP、COUNI、COGMT。分析結果如表十二

-1 所示。 

 

表十二-1 TT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3575

  LR chi2(33) = 223.83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1254.6096   Pseudo R2 = 0.0819

FUNGM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026837 0.003266 0.82 0.411 -0.00372 0.009085

Size_R -3.07E-06 1.55E-05 -0.2 0.842 -3.3E-05 2.72E-05

HO -0.3010333*** 0.091111 -3.3 0.001 -0.47961 -0.1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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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 -0.0023477 0.154371 -0.02 0.988 -0.30491 0.300213

MARLOC -0.35027*** 0.115093 -3.04 0.002 -0.57585 -0.12469

MARNAT 0.0098153 0.067781 0.14 0.885 -0.12303 0.142664

INTL 0.1384037*** 0.024845 5.57 0 0.089709 0.187098

CUSGRO 0.0817354 0.089553 0.91 0.361 -0.09378 0.257255

CUSB2B 0.1640155** 0.083472 1.96 0.049 0.000413 0.327618

CUSGMT -0.2077754** 0.094356 -2.2 0.028 -0.39271 -0.02284

CUSB2C -0.0715086 0.079385 -0.9 0.368 -0.2271 0.084083

ESTABL -0.0030352 0.113719 -0.03 0.979 -0.22592 0.219849

MARCN -0.2453422*** 0.078887 -3.11 0.002 -0.39996 -0.09073

BRANCHCN 0.0950612 0.074034 1.28 0.199 -0.05004 0.240164

CORCN 0.0815746 0.077543 1.05 0.293 -0.07041 0.233556

OEM 0.1547711*** 0.058311 2.65 0.008 0.040484 0.269059

ODM 0.1190053** 0.057343 2.08 0.038 0.006614 0.231396

OB 0.055573 0.061027 0.91 0.362 -0.06404 0.175184

D_INNOV 0.0483169 0.077289 0.63 0.532 -0.10317 0.199801

D_IMITA 0.079958 0.087605 0.91 0.361 -0.09175 0.251661

P_INNOV 0.0529625 0.076097 0.7 0.486 -0.09618 0.20211

P_IMITA 0.0238537 0.082879 0.29 0.773 -0.13859 0.186294

M_INNOV -0.1107035* 0.061653 -1.8 0.073 -0.23154 0.010135

O_INNOV -0.0584478 0.065897 -0.89 0.375 -0.1876 0.070708

RRDINENG 0.1450777* 0.076391 1.9 0.058 -0.00465 0.2948

RRDEX -0.0006968 0.064539 -0.01 0.991 -0.12719 0.125798

RMAC 0.1423064** 0.060865 2.34 0.019 0.023012 0.2616

ROEX -0.0262258 0.061017 -0.43 0.667 -0.14582 0.093365

SUNI 0.0340233 0.074594 0.46 0.648 -0.11218 0.180225

SGMT 0.0806416 0.07516 1.07 0.283 -0.06667 0.227953

PUBISP 0.0361534 0.038461 0.94 0.347 -0.03923 0.111536

COUNI 0.3040165*** 0.083567 3.64 0 0.140229 0.467804

COGMT 0.0978528 0.09079 1.08 0.281 -0.08009 0.275799

_cons -1.757884 0.145419 -12.09 0 -2.0429 -1.47287

 

廠商特性分析 

  TT 資料庫中，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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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集團之子企業（HO）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通常不為母集團之子企業（-0.3010）。 

 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MARLOC）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0.3502）。 

 國際市場範圍（INTL）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若有經營國際市場，則其國際市場範圍較廣，

愈可能接受中央政府補助（I0.1384）。 

 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CUSB2B）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其主要顧客較可能為一般廠商（0.1640）。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0.2077）。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MARCN）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大陸為主要市場（-0.2453）。 

 OEM 廠商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為 OEM 廠商（0.1547）。 

 ODM 廠商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為 ODM 廠商（0.1190）。 

 行銷創新（M_INNOV）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進行行銷創新（-0.1107）。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採取自行研發（0.1450）。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以購買機器設備進行創新（0.1423）。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以大學作為合作研發對象（0.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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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T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模型分析 

  接下來將進一步分析「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如果面臨「沒有政府

補助」的情況，對於原本要進行的創新活動，可能採取的應變措施。廠商共有四

種選擇：大部分不會進行現有創新活動（INAB）、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INRISK）、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本研究關注之對象為「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的廠商，當面對「無中央政府

補助」的情況下，對於創新活動可能採取之方式，因此分析之樣本為「有接受中

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資料，共計為 457 筆。而這 457 家廠商若是在無政府補助之

情形下，可能採取的因應方式之敘述統計如表十二-2、表十二-3 所示。 

表十二-2 TT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 

TT / 457 筆 大部分不

會進行現

有創新活

動(INAB)

風險較小

的部分來

進行

(INRISK)

以較小的

預算規模

來進行

(INLOW) 

會按照原

訂計畫進

行

(INSAME) 

選擇此方式

之廠商家數 
13 148 140 295 

所佔比重 2.8% 32.3% 30.6% 64.5% 

 

表十二-3 TT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 

TT/457 

大部分不會

進行現有創

新活動 

風險較小

的部分來

進行 

以較小的

預算規模

來進行 

會按照原

訂計畫進

行 

大部分不會進行 13 

百分比 2.84% 

風險較小的部分進行 5 148 

百分比 1.09% 32.39% 

較小的預算規模進行 4 80 140 

百分比 0.88% 17.51% 30.63%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3 57 60 295 

百分比 0.66% 12.47% 13.13% 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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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X 變數包含廠商基本特性變數：Size、Size_R、HO、

MULTIN、MARLOC、MARNAT、INTL、CUSGRO、CUSB2B、CUSGMT、CUSB2C、

ESTABL、MARCN、BRANCHCN，以及「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

答的變數，包含 CORCN；營運價值鏈：OEM、ODM、OB；創新類型：D_INNOV、

D_IMITA、P_INNOV、P_IMITA、M_INNOV、O_INNOV；創新來源：RRDINENG、

RRDEX、RMAC、ROEX；資訊變數：SUNI、SGMT、PUBISP；合作研發對象：

COUNI、COGMT。Mvprobit 之分析結果如表十二-4 所示。 

 

表十二-4 TT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INAB INRISK INLOW INSAME 

Size 0.149884 0.0123 0.009548 -0.00537 

Size_R -0.00703 -0.00014 -7.3E-05 0.000044 

HO 2.834529** -0.38551 -0.29853 0.161843 

MULTIN -1.21268 0.215829 -0.26664 0.616158 

MARLOC 1.497429 0.275859 0.5931945** -0.36053 

MARNAT 0.747801 0.4588962*** 0.4321254*** -0.3830406*** 

INTL -0.00074 0.056261 0.066211 -0.04904 

CUSGRO 0.432603 0.148227 0.189648 -0.09512 

CUSB2B 1.873573 -0.27136 -0.35291 0.276263 

CUSGMT -6.52541 -0.11115 0.4659768* 0.139943 

CUSB2C 1.768404 -0.23595 -0.6134398*** 0.325377 

ESTABL 1.243819 -0.22001 -0.08487 0.00395 

MARCN -0.45159 -0.22617 -0.18559 0.136179 

BRANCHCN 1.083563 -0.14393 0.058286 0.179672 

CORCN -1.870043* 0.014163 -0.3361182* 0.235081 

OEM -1.27628 -0.03871 -0.01198 0.155019 

ODM 0.521505 -0.00697 -0.03687 0.205216 

OB -0.2367 0.052115 0.093368 0.029152 

D_INNOV -2.012939** -0.06641 -0.2679 -0.06702 

D_IMITA -2.399364** -0.00961 -0.5539003*** -0.00851 

P_INNOV -0.10701 0.132334 -0.20408 -0.23222 

P_IMITA -1.18252 0.234075 -0.402066** 0.004428 

M_INNOV -0.7499 -0.11062 -0.2512079* 0.0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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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_INNOV 3.1955** 0.212791 0.378523** -0.1558 

RRDINENG 2.642352** -0.12898 -0.0158 -0.14556 

RRDEX -0.50692 -0.05057 -0.00508 -0.06475 

RMAC -3.267395** -0.09184 0.193067 0.143507 

ROEX 3.462083** 0.092404 -0.06772 0.168329 

SUNI 1.418541* 0.000986 0.128162 0.080688 

SGMT -1.24595 0.318274** -0.14898 0.086504 

PUBISP -1.07797 0.071319 0.142057 -0.03332 

COUNI -1.465 0.4994924*** 0.101333 0.220874 

COGMT 1.077196 -0.15046 -0.02113 -0.353209** 

_cons -8.65966 -0.86458 -0.41564 0.22353 

 

表十二-5 TT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2 -0.00712   

Rho/3 0.064166 0.5053108***  

Rho/4 -0.4363239*** -0.5661785*** -0.4820893*** 

Observations 457     

Log likelihood -748.516     

Wald χ2 (132) 143.99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32 = rho42 = rho43 = 0:  χ2 (6) =  132.158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屬於母集團之下的子公司（HO） 

此類型公司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之方式 

(0.8345)。 

 公司主要市場包含當地市場（MARLOC）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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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市場包含全國市場（MARNA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 

來進行」(0.4588)、「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0.4321)，而較不會採取「照原訂計畫進行」(-0.3830)。 

 顧客包含其他廠商（CUSGM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4659)。 

 主要顧客包含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6134）。 

 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 

（-1.8700）、「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0.3316)。 

 產品創新（D_INNOV） 

有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

(-2.0129)。 

 產品模仿（D_IMITA） 

  有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創新活動大部分不會進

行」（-2.3993）、「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0.5539）。 

 製程模仿（P_IMITA） 

有進行製程模仿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

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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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創新（M_INNOV） 

  有進行行銷創新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

（3.1955），以及「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0.3785）。 

 組織創新（O_INNOV） 

有進行組織創新之廠商，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0.2512）的機會較低。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會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之方式 

(2.6423)。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之方式（-3.2679）。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會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之方式 

(3.4620)。 

 重要資訊來源－大學（SUNI）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的方式（1.4185）。 

 主要資訊來源包含政府（SGM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份 

來進行」（0.3182）。 

 和大學合作研發（COUNI）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

來進行」(0.4994)。 

 和政府合作研發（COGM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按照原訂計畫進行」(-0.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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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放棄原訂之創新活動（INAB） 

  會選擇此種方式的廠商，通常具有下列特徵：為母集團下之子公司；較不會

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會進行組織創新，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創新

來源方面，會自行研發、取得外部知識，而較不會購買機器設備。資訊來源：重

要的資訊來源為大學。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會選擇此種方式的廠商，通常具有下列特徵：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重要

的資訊來源為政府；會和大學合作研發。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會選擇此方式的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會以當地市場、全國市場為主要

市場；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政府為主要顧客，而較不會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

較不會和大陸合作研發；較可能進行組織創新，而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製程模

仿、行銷創新。 

 

 按照原定之創新活動進行(INSAME) 

  會選擇此方式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市場方面，較不會以全國市場為

主要市場；較不會和政府合作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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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政府資助，廠商選擇方式之間的相關性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創新活動大部分不會進行（INAB） 

  從表十二-5 可知，INAB 和 INRISK、INLOW 之間無顯著之相關性，而和

INSAME 之間則呈負相關（-0.4363）。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從表十二-5 可知，INRISK 和 INLOW 呈現正向相關性（0.5053），和 INSAME 

則呈現負相關（-0.5661）。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從表十二-5 可知，INLOW 和 INSAME 呈現負相關（-0.4820）。 

 

 

第二節 製造業分析 

 

2-1 廣義製造業（MM） 

2-1-1 MM_政府資助之 probit 分析 

  在廣義製造業資料庫（MM）中，「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樣本數為

1,806 筆，而「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屬於「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

商才會填答的題目，因此這部分之分析總樣本數即為 1,806 筆。在 1,806 家廠商

中，共有 365 家廠商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比率為 20.2%。 

  此 probit 分析所使用的 X 變數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基本特性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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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Size、Size_R、HO、MULTIN、MARLOC、MARNAT、INTL、CUSGRO、CUSB2B、

CUSGMT、CUSB2C、ESTABL、MARCN、BRANCHCN。第二部分為「至少有一

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答的變數，包含 CORCN、OEM、ODM、OB、D_INNOV、

D_IMITA、P_INNOV、P_IMITA、M_INNOV、O_INNOV、RRDINENG、RRDEX、

RMAC、ROEX、SUNI、SGMT、PUBISP、COUNI、COGMT。分析結果如表十二

-6 所示。 

 

 表十二-6 MM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1806

  LR chi2(33) = 136.73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840.60293   Pseudo R2 = 0.0752

FUNGM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037811 0.004153 0.91 0.363 -0.00436 0.011921

Size_R -2.47E-06 1.97E-05 -0.13 0.9 -4.1E-05 3.61E-05

HO -0.1914821 0.117675 -1.63 0.104 -0.42212 0.039156

MULTINN 0.0323823 0.194973 0.17 0.868 -0.34976 0.414523

MARLOC -0.2913167* 0.155118 -1.88 0.06 -0.59534 0.012709

MARNAT 0.0818812 0.080741 1.01 0.311 -0.07637 0.240131

INTL 0.1011505*** 0.030024 3.37 0.001 0.042304 0.159997

CUSGRO 0.2850705** 0.112735 2.53 0.011 0.064114 0.506027

CUSB2B 0.2064357* 0.113357 1.82 0.069 -0.01574 0.428611

CUSGMT -0.1230848 0.130184 -0.95 0.344 -0.37824 0.13207

CUSB2C 0.0412225 0.106275 0.39 0.698 -0.16707 0.249518

ESTABL -0.0421259 0.153898 -0.27 0.784 -0.34376 0.259508

MARCN -0.2927018*** 0.093114 -3.14 0.002 -0.4752 -0.1102

BRANCHCN -0.0157575 0.087153 -0.18 0.857 -0.18657 0.15506

CORCN -0.0935763 0.092289 -1.01 0.311 -0.27446 0.087306

OEM 0.1065834 0.073181 1.46 0.145 -0.03685 0.250016

ODM 0.1135689 0.071482 1.59 0.112 -0.02653 0.253671

OB 0.0636367 0.075968 0.84 0.402 -0.08526 0.212531

D_INNOV 0.0519183 0.094422 0.55 0.582 -0.13314 0.23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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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IMITA 0.1066305 0.107588 0.99 0.322 -0.10424 0.317499

P_INNOV 0.0808826 0.09588 0.84 0.399 -0.10704 0.268804

P_IMITA 0.083379 0.102968 0.81 0.418 -0.11844 0.285193

M_INNOV -0.1346418* 0.07752 -1.74 0.082 -0.28658 0.017295

O_INNOV -0.0121398 0.082572 -0.15 0.883 -0.17398 0.149698

RRDINENG 0.1369355 0.102226 1.34 0.18 -0.06342 0.337294

RRDEX 0.0007927 0.080235 0.01 0.992 -0.15647 0.158051

RMAC 0.1431156* 0.076901 1.86 0.063 -0.00761 0.293839

ROEX 0.0287069 0.076521 0.38 0.708 -0.12127 0.178685

SUNI 0.0721578 0.089376 0.81 0.419 -0.10302 0.247332

SGMT 0.022375 0.090808 0.25 0.805 -0.1556 0.200355

PUBISP 0.1238184*** 0.048371 2.56 0.01 0.029013 0.218624

COUNI 0.3996031*** 0.101193 3.95 0 0.201269 0.597937

COGMT 0.277681** 0.110569 2.51 0.012 0.060969 0.494393

_cons -1.755746 0.190903 -9.2 0 -2.12991 -1.38158

 

廠商特性分析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幾點特徵： 

 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MARLOC）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0.2913）。 

 國際市場範圍（INTL）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若其有經營國際市場，則市場範圍愈廣的廠

商，愈容易得到政府補助（0.1011）。 

 以母集團之其他子企業為主要顧客（CUSGRO）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以母集團企業之其他子企業為主要顧

客(（0.2850）。 

 以一般廠商為主要顧客（CUSB2B）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以一般廠商為主要顧客（0.2064）。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MARCN）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大陸為主要市場（-0.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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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創新（M_INNOV）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進行行銷創新（-0.1346）。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通常會採取購買機器設備之方式來進行創新

（0.1431）。 

 重要資訊來源－公共資訊（PUBISP）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會將公共資訊視為重要資訊來源（0.1238）。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0.3996）。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GMT）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以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COGMT；

0.2776）。 

 

2-1-2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接下來將進一步分析「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如果面臨「沒有政府

補助」的情況，對於原本要進行的創新活動，可能採取的應變措施。廠商共有四

種選擇：大部分不會進行現有創新活動（INAB）、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INRISK）、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本研究關注之對象為「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的廠商，當面對「無中央政府

補助」的情況下，對於創新活動可能採取之方式，因此分析之樣本為「有接受中

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資料，共計為 365 筆。而這 365 家廠商若是在無政府補助之

情形下，可能採取的因應方式之敘述統計如表十二-7、表十二-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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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7 MM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 

MM / 365 筆 大部分不會

進行(INAB)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INRISK) 

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

(INLOW) 

按照原訂

計畫進行

(INSAME) 

選擇此方式

之廠商家數 
11 125 119 229 

所佔比重 3.0% 34.2% 32.6% 62.7% 

 

表十二-8 MM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 

MM/365 
大部分不

會進行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 

按照原訂

計畫進行 

大部分不會進行 11 

百分比 3.01%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 4 125 

百分比 1.10% 34.25%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4 71 119 

百分比 1.10% 19.45% 32.60%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3 48 49 229 

百分比 0.82% 13.15% 13.42% 62.74%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X 變數包含廠商基本特性變數：Size、Size_R、HO、

CUSGRO、CUSB2B、CUSGMT、CUSB2C、ESTABL、BRANCHCN，以及「至少

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答的變數，包含營運價值鏈：OEM、ODM、OB；

創新類型：D_INNOV、D_IMITA、P_INNOV、P_IMITA、M_INNOV、O_INNOV；

創新來源：RRDINENG、RRDEX、RMAC、ROEX；資訊變數：SUNI、SGMT、

PUBISP；合作研發對象：COUNI、COGMT。Mvprobit 之分析結果如表十二-9 所

示。 

 

表十二-9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INAB INRISK INLOW INSAME 

Size 0.048335 0.020871 0.019347 -0.00845 

Size_R -0.00457 -0.0002 -0.00013 0.0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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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4.404579* -0.3143 -0.28901 0.211073 

CUSGRO -1.27661 0.177514 0.094375 -0.04476 

CUSB2B 2.411095 -0.248 -0.4072502* 0.237463 

CUSGMT -8.88169 0.059866 0.6146965** 0.379073 

CUSB2C 3.889076 -0.3213 -0.5995502** 0.298624 

ESTABL 2.10721 -0.18175 -0.08658 0.004485 

BRANCHCN 2.360685 -0.25071 -0.0616 0.3045491* 

OEM -3.90556 0.021484 -0.01997 0.162225 

ODM 1.823381 0.056682 -0.0899 0.21098 

OB 0.546137 0.062855 0.172259 -0.09636 

D_INNOV -2.20871 -0.1569 -0.3622213* 0.143929 

D_IMITA -11.1476 0.027936 -0.3911009* 0.046085 

P_INNOV -1.18832 -0.00419 -0.16841 -0.12082 

P_IMITA -2.37158 0.189141 -0.23659 0.010472 

M_INNOV 0.259499 -0.0434 -0.21301 0.001029 

O_INNOV 4.001972 0.3771388** 0.3919507** -0.26838 

RRDINENG -0.32915 0.117735 0.031211 -0.02447 

RRDEX 0.598652 -0.1673 0.027589 -0.13726 

RMAC -2.77546 -0.10538 0.16171 0.15914 

ROEX 4.005261* 0.0589 -0.12299 0.3211809** 

SUNI -0.04097 -0.00913 -0.09196 0.3266909** 

SGMT -3.69629 0.436033*** 0.159327 -0.04003 

COUNI -2.44231 0.5669517*** 0.222709 0.051661 

COGMT 0.091128 -0.24885 -0.04468 -0.19991 

_cons -7.89638 -0.78091 -0.0368 -0.34114 

 

表十二-10 MM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2 0.199813   

Rho/3 0.047124 0.5901046***  

Rho/4 -0.413685*** -0.6275258*** -0.5033945*** 

Observations 365     

Log likelihood -604.983     

Wald χ2 (104) 109.16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32 = rho42 = rho43 = 0:   

χ2 (6) =  119.681   Prob >χ2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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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為母集團之子企業（HO）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4.4045）。 

 主要顧客為一般廠商（CUSB2B）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4072）的方式。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此類型的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6146）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的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5995）。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按照原訂計畫進行」（0.3045）。 

 產品創新（D_INNOV）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3622）。 

 產品模仿（D_IMITA）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3911） 

 組織創新（O_INNOV）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3771）、「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12‐17 
 

（0.3919）。  

 從外部取得知識以進行創新（ROEX）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大部分不會進行」（4.0052）、「照原

訂計畫進行」（0.3211）。 

 重要資訊來自大學（SUNI）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照原訂計畫進行」（0.3266）。 

 重要資訊來源－政府（SGM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0.4360）

之方式。 

 和大學合作研發（COUNI）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0.5669）。 

 

小結 

 大部分不會進行（INAB） 

  會選擇此種方式之廠商，歸納出以下特徵：屬於母集團之子企業；創新 

來源方面，會採用「取得外部知識」之方式。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會選擇此種方式之廠商，歸納出以下特徵：會進行組織創新；資訊來源方面，

會以政府作為重要資訊來源；合作研發方面，會和大學進行合作研發。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會選擇此種方式之廠商，歸納出以下特徵：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政府為主要

顧客，較不會以「一般廠商」、「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

產品模仿，而會進行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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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會選擇此種方式之廠商，歸納出以下特徵：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創新來源

方面，會「取得外部知識」以進行創新；重要資訊來源的管道為大學。 

 無政府資助，廠商選擇方式之間的相關性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創新活動大部分不會進行（INAB） 

  從表十二-10 可知，INAB 和 INRISK、INLOW 之間無顯著之相關性，而和

INSAME 之間則呈負相關（-0.4363）。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從表十二-10 可知，INRISK 和 INLOW 呈現正向相關性（0.5901），和 INSAME 

則呈現負相關（-0.6275）。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從表十二-10 可知，INLOW 和 INSAME 呈現負相關（-0.5033）。 

 

 

2-2 狹義製造業（mm） 

2-2-1 mm_政府資助之 probit 分析 

  在狹義製造業資料庫（mm）中，「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樣本數為

831 筆，而「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屬於「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

商才會填答的題目，因此這部分之分析總樣本數即為 831 筆。在 831 家廠商中，

共有 186 家廠商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比率為 22.4%。 

  此 probit 分析所使用的 X 變數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基本特性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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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Size、Size_R、HO、MULTIN、MARLOC、MARNAT、INTL、CUSGRO、CUSB2B、

CUSGMT、CUSB2C、ESTABL、MARCN、BRANCHCN。第二部分為「至少有一

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答的變數，包含 CORCN、OEM、ODM、OB、D_INNOV、

D_IMITA、P_INNOV、P_IMITA、M_INNOV、O_INNOV、RRDINENG、RRDEX、

RMAC、ROEX、SUNI、SGMT、PUBISP、COUNI、COGMT。分析結果如表十二

-11 所示。 

 

表十二-11 mm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831

  LR chi2(33) = 89.62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397.0422     Pseudo R2 = 0.1014

FUNGM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069726 0.007068 0.99 0.324 -0.00688 0.020825

Size_R -3.64E-06 4.49E-05 -0.08 0.935 -9.2E-05 8.44E-05

HO -0.1085425 0.189846 -0.57 0.567 -0.48063 0.263548

MULTIN -0.1429178 0.320407 -0.45 0.656 -0.7709 0.485068

MARLOC -0.8317513*** 0.320672 -2.59 0.009 -1.46026 -0.20325

MARNAT 0.0481142 0.11782 0.41 0.683 -0.18281 0.279036

INTL 0.0483815 0.045097 1.07 0.283 -0.04001 0.13677

CUSGRO 0.2730804 0.185805 1.47 0.142 -0.09109 0.637252

CUSB2B 0.1631188 0.182492 0.89 0.371 -0.19456 0.520797

CUSGMT 0.0482206 0.194203 0.25 0.804 -0.33241 0.428851

CUSB2C 0.0644571 0.163146 0.4 0.693 -0.2553 0.384217

ESTABL -0.1788759 0.236754 -0.76 0.45 -0.6429 0.285153

MARCN -0.1676926 0.1363 -1.23 0.219 -0.43483 0.09945

BRANCHCN -0.1524371 0.138533 -1.1 0.271 -0.42396 0.119083

CORCN 0.0138976 0.150237 0.09 0.926 -0.28056 0.308356

OEM -0.0080138 0.108918 -0.07 0.941 -0.22149 0.205461

ODM 0.0827876 0.105002 0.79 0.43 -0.12301 0.288587

OB 0.1003119 0.113039 0.89 0.375 -0.12124 0.321864

D_INNOV 0.0835804 0.139302 0.6 0.549 -0.18945 0.35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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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IMITA 0.0697016 0.161071 0.43 0.665 -0.24599 0.385395

P_INNOV 0.0451275 0.144178 0.31 0.754 -0.23746 0.327711

P_IMITA 0.2875241* 0.149362 1.93 0.054 -0.00522 0.580268

M_INNOV -0.0176396 0.116759 -0.15 0.88 -0.24648 0.211203

O_INNOV -0.0406919 0.122009 -0.33 0.739 -0.27983 0.198442

RRDINENG 0.0691669 0.142101 0.49 0.626 -0.20935 0.34768

RRDEX -0.0131934 0.119161 -0.11 0.912 -0.24674 0.220357

RMAC 0.1247518 0.112233 1.11 0.266 -0.09522 0.344724

ROEX 0.204252* 0.112637 1.81 0.07 -0.01651 0.425017

SUNI 0.0689147 0.141857 0.49 0.627 -0.20912 0.346949

SGMT 0.0545552 0.143771 0.38 0.704 -0.22723 0.336341

PUBISP 0.1735907** 0.070657 2.46 0.014 0.035105 0.312076

COUNI 0.2901346* 0.160016 1.81 0.07 -0.02349 0.60376

COGMT 0.5396681*** 0.178923 3.02 0.003 0.188986 0.89035

_cons -1.666714 0.284449 -5.86 0 -2.22422 -1.1092

 

廠商特性分析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幾點特徵： 

 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MARLOC）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0.8317）。 

 製程模仿（P_IMITA）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進行製程模仿（0.2875）。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採取「取得外部知識」0.2042）的方

式。 

 重要資訊來源－公開資訊（PUBISP）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以公開資訊作為重要資訊來源

（0.1735）。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和大學進行合作研發（0.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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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GMT）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和政府合作研發（0.5396）。 

 

2-2-2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接下來將進一步分析「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如果面臨「沒有政府

補助」的情況，對於原本要進行的創新活動，可能採取的應變措施。廠商共有四

種選擇：大部分不會進行現有創新活動（INAB）、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INRISK）、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本分析關注之對象為「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的廠商，當面對「無中央政府

補助」的情況下，對於創新活動可能採取之方式，因此分析之樣本為「有接受中

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資料，共計為 186 筆。而這 186 家廠商若是在無政府補助之

情形下，可能採取的因應方式之敘述統計如表十二-12、表十二-13 所示。 

 

表十二-12 mm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 

mm / 186 筆 大部分不

會進行

(INAB)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INRISK) 

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

(INLOW) 

按照原訂

計畫進行

(INSAME) 

選擇此方式

之廠商家數 
6 63 60 116 

所佔比重 3.2% 33.8% 32.2% 62.3% 

 

表十二-13 mm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 

mm/186 
大部分不

會進行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 

按照原訂

計畫進行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6 

百分比 3.23%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 3 63 

百分比 1.61% 33.87%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3 3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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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61% 18.82% 32.26%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2 23 25 116 

百分比 1.08% 12.37% 13.44% 62.37%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X 變數包含廠商基本特性變數：Size、Size_R、HO、

CUSGRO、CUSB2B、CUSGMT、CUSB2C、ESTABL、BRANCHCN，以及「至少

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答的變數，包含 CORCN；營運價值鏈：OEM、

ODM、OB；創新模仿類型：D_INNOV、D_IMITA、P_INNOV、P_IMITA、M_INNOV、

O_INNOV；創新來源：RRDINENG、RRDEX、RMAC、ROEX；資訊變數：SUNI、

SGMT、PUBISP；合作研發對象：COUNI、COGMT。Mvprobit 之分析結果如表十

二-14 所示。 

 

表十二-14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表格整理 

  INAB INRISK INLOW INSAME 

Size -0.48706 0.0402043** 0.0473369** -0.01246 

Size_R 0.001565 -0.0003465* -0.0004354** 5.12E-05 

HO 12.75317 -0.7347795** -0.32455 0.23475 

CUSGRO -3.54128 0.165309 0.263627 0.015501 

CUSB2B -3.28673 -0.11856 -0.37499 -0.28445 

CUSGMT -3.35211 -0.12555 0.9993349** 0.034658 

CUSB2C -1.19841 -0.38449 -1.057381*** 0.6135493* 

ESTABL -1.47385 0.065439 0.171055 -0.56507 

BRANCHCN 1.588332 -0.456545* -0.34984 0.06414 

OEM -1.07816 0.307649 0.032367 0.132181 

ODM 0.783503 -0.05665 0.011296 0.3742506* 

OB -2.90833 0.306686 0.308044 0.3999669* 

D_INNOV -4.5572 -0.49406 -0.7080796** 0.337519 

D_IMITA -4.2676 -0.7828845** -1.016143*** 0.387509 

P_INNOV 2.255882 -0.25781 -0.39107 0.066253 

P_IMITA -8.42284 -0.05071 -0.7128374** 0.237605 

M_INNOV 4.043391 -0.00253 0.054334 -0.24434 

O_INNOV 4.699977 0.6932139** 0.313668 -0.5245306** 

RRDINENG -2.14849 0.480077 0.0789 -0.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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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DEX -8.16343 -0.35741 -0.478821* 0.298642 

RMAC 1.533924 0.00077 0.6518503** 0.031025 

ROEX 2.293875 -0.4990933** -0.31654 0.267504 

SUNI 6.712443 0.7127161** 0.343168 0.4834711* 

SGMT -11.7104 0.4651608* -0.00977 -0.38067 

COUNI 5.788471 0.024998 0.01849 -0.40574 

COGMT -13.6883 -0.14331 -0.01053 0.013831 

_cons -5.40222 -0.99186 0.10833 0.225524 

 

表十二-15 mm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3 

Rho/2 0.4328039**   

Rho/3 0.2884199* 0.6047675***  

Rho/4 0.062202 -0.729099*** -0.5219941*** 

Observations 186     

Log likelihood -273.864     

Wald χ2 (104) 98.37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32 = rho42 = rho43 = 0:  χ2
 (6) =  66.7017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Size_R） 

公司規模愈大，則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以「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

動」（0.0402）、「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0.0473）的方式。若將公司規模之平方項一併考慮進來，可發現隨著公司

規模的增加，選擇 INRISK、INLOW 之邊際傾向會遞減。 

 為母集團之子企業（HO）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7347）。 



12‐24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9993）的方式。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類型顧客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按照原訂計畫進行」（0.6135），而

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1.0573）。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4565）。 

 ODM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選擇「照原訂計畫進行」（0.3742）。 

 OB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照原訂計畫進行」（0.3999）。 

 產品創新（D_INNOV）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7080）。 

 產品模仿（D_IMITA）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7828）、「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1.0161）。 

 製程模仿（P_IMITA）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7128）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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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創新（O_INNOV）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6932），而較不會採取「按照原訂計畫進行」（-0.5245）。 

 創新來源－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RRDEX）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4788）。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6518）之方式。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4990）。 

 重要資訊來源－大學（SUNI）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7127），「按照原訂計畫進行」（0.4834）。 

 重要資訊來源－政府（SGM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4651）。 

 

小結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會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來進行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

模愈大，愈會選擇此方式，且隨著規模愈大，其邊際傾向遞減；不為母集團之子

企業；較不會在大陸設分支機構；創新及模仿類型方面，會進行組織創新，較不

會進行產品模仿；創新來源方面，較不會以「取得外部知識」之方式；資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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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會將大學、政府視為重要資訊來源。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會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的方式來

因應的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模愈大，愈會選擇此方式，但是隨著規

模的增加，選擇此方式之邊際傾向則會遞減；主要顧客方面，會以政府為主要顧

客，較不會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顧客；創新及模仿類型方面，較不會進行產品創

新、產品模仿、製程模仿；創新來源方面，會採取「購買機器設備」，而較不會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會選擇「照原訂計畫進行」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主要顧客為一般消

費者；屬於 ODM、OB 廠商；不會進行組織創新；重要資訊來源方面，會將大學

視為重要資訊來源。 

 無政府資助，廠商選擇方式之間的相關性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創新活動大部分不會進行（INAB） 

  從表十二-15 可知，INAB 和 INRISK 之間為正相關（0.4328），和 INSAME 之

間為正相關（0.2884），和 INSAME 則未達顯著之相關性。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從表十二-15 可知，INRISK 和 INLOW 呈現正向相關性（0.6047），和 INSAME 

則呈現負相關（-0.7290）。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從表十二-15 可知，INLOW 和 INSAME 呈現負相關（-0.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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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結 

2-3-1、MM 及 mm 資料庫_FUNGMT 模型之比較 

  以下將比較 MM 及 mm 資料庫，對於以 FUNGMT 為 Y 變數之 probit 分析結

果，有何相同之處。 

 

 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MARLOC）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之「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愈不會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 

 重要資訊來源－公開資訊（PUBISP）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會將公開資訊視為重要資訊來源」，

則愈可能獲得中央政府補助。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則愈可

能獲得中央政府補助。 

 合作研發對象－政府（COGMT） 

  在 MM、mm 資料庫中皆顯示出若廠商「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則愈可

能獲得中央政府補助。 

 

2-3-2 MM 及 mm 資料庫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比較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組織創新（O_INNOV） 

  在 MM 及 mm 資料庫中皆顯示若廠商有進行組織創新，愈可能採取此方式。 

 

 



12‐28 
 

 重要資訊來源－政府（SGMT） 

  在 MM 及 mm 資料庫中皆顯示若廠商會以政府作為重要資訊來源，則愈可

能採取此方式。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主要顧客為政府（CUSGMT） 

  在 MM 及 mm 資料庫中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政府，愈可能採取此方

式。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在 MM 及 mm 資料庫中皆顯示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則較不會

採取此方式。 

 產品創新（D_INNOV） 

  在 MM 及 mm 資料庫中皆顯示會進行產品創新之廠商，愈不會採取此方式。 

 產品模仿（D_IMITA） 

  在 MM 及 mm 資料庫中皆顯示會進行產品模仿之廠商，愈不會採取此方式。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重要資訊來源－大學（SUNI） 

  在 MM 及 mm 資料庫中皆顯示若廠商會以大學作為重要資訊來源，則愈可

能採取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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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服務業分析 

 

3-1 廣義服務業（SS） 

3-1-1 SS_中央政府補助之 probit 分析 

  在廣義服務業資料庫（SS）中，「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樣本數為 1,769

筆，而「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屬於「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才

會填答的題目，因此這部分之分析總樣本數即為 1,769 筆。在 1,769 家廠商中，

共有 92 家廠商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比率為 5.2%。 

  此 probit 分析所使用的 X 變數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基本特性變數，

包含 Size、Size_R、HO、MULTIN、MARLOC、MARNAT、INTL、CUSGRO、CUSB2B、

CUSGMT、CUSB2C、ESTABL、MARCN、BRANCHCN。第二部分為「至少有一

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答的變數，包含 CORCN、OEM、ODM、OB、D_INNOV、

D_IMITA、P_INNOV、P_IMITA、M_INNOV、O_INNOV、RRDINENG、RRDEX、

RMAC、ROEX、SUNI、SGMT、PUBISP、COUNI、COGMT。分析結果如表十二

-16 所示。 

 

表十二-16 SS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 

Probit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1769

  LR chi2(33) = 61.68

  Prob > chi2 = 0.0018

Log likelihood = -330.71014   Pseudo R2 = 0.0853

FUNGM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ize 0.0002158 0.011048 0.02 0.984 -0.02144 0.02187

Size_R -0.0000242 0.000112 -0.22 0.829 -0.00024 0.000196

HO -0.2192863 0.165927 -1.32 0.186 -0.5445 0.105925

MULTINN -0.2644879 0.326901 -0.81 0.418 -0.9052 0.37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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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OC -0.3523722* 0.201956 -1.74 0.081 -0.7482 0.043454

MARNAT -0.06154 0.142289 -0.43 0.665 -0.34042 0.217341

INTL 0.0921454* 0.054267 1.7 0.09 -0.01422 0.198506

CUSGRO -0.3586615* 0.204805 -1.75 0.08 -0.76007 0.04275

CUSB2B 0.1319472 0.144139 0.92 0.36 -0.15056 0.414455

CUSGMT -0.1258693 0.154584 -0.81 0.416 -0.42885 0.17711

CUSB2C 0.0295492 0.138229 0.21 0.831 -0.24137 0.300473

ESTABL 0.1172158 0.179614 0.65 0.514 -0.23482 0.469252

MARCN -0.0727288 0.168113 -0.43 0.665 -0.40222 0.256767

BRANCHCN 0.2387663 0.161498 1.48 0.139 -0.07776 0.555297

CORCN 0.3930098** 0.161493 2.43 0.015 0.07649 0.70953

OEM 0.2157352* 0.112216 1.92 0.055 -0.0042 0.435675

ODM -0.0076957 0.110679 -0.07 0.945 -0.22462 0.209231

OB 0.152365 0.119224 1.28 0.201 -0.08131 0.38604

D_INNOV 0.0771543 0.153596 0.5 0.615 -0.22389 0.378197

D_IMITA -0.0605391 0.174681 -0.35 0.729 -0.40291 0.281829

P_INNOV -0.1055753 0.142359 -0.74 0.458 -0.38459 0.173443

P_IMITA -0.1769207 0.162934 -1.09 0.278 -0.49627 0.142424

M_INNOV -0.0481907 0.115771 -0.42 0.677 -0.2751 0.178717

O_INNOV -0.168324 0.121538 -1.38 0.166 -0.40653 0.069886

RRDINENG 0.0236563 0.126805 0.19 0.852 -0.22488 0.27219

RRDEX 0.0431763 0.125699 0.34 0.731 -0.20319 0.289541

RMAC 0.1608208 0.113742 1.41 0.157 -0.06211 0.383752

ROEX -0.0921546 0.115565 -0.8 0.425 -0.31866 0.134349

SUNI -0.2576993 0.160146 -1.61 0.108 -0.57158 0.056181

SGMT 0.1132184 0.152594 0.74 0.458 -0.18586 0.412296

PUBISP -0.0030238 0.076325 -0.04 0.968 -0.15262 0.14657

COUNI 0.1746756 0.188209 0.93 0.353 -0.19421 0.543558

COGMT -0.1221951 0.198676 -0.62 0.539 -0.51159 0.267202

_cons -1.695089 0.268169 -6.32 0 -2.22069 -1.16949

 

廠商特性分析 

  SS 資料庫中，接受中央政府補助（FUNGMT）之廠商，具有以下幾點特徵： 

 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MARLOC）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當地市場為主要市場（-0.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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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市場範圍（INTL）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若其有經營國際市場，則國際市場範圍愈廣的

廠商，愈容易得到政府補助（0.0921） 

 主要顧客為母集團內之其他子企業（CUSGRO）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不會以母集團之其他子公司為主要顧客

（-0.3586）。 

 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CORCN）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會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0.3930）。 

 OEM 

  會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較可能為 OEM 廠商（0.2157）。 

 

3-1-2 SS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接下來將進一步分析「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如果面臨「沒有政府

補助」的情況，對於原本要進行的創新活動，可能採取的應變措施。廠商共有四

種選擇：大部分不會進行現有創新活動（INAB）、會選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INRISK）、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INLOW）、會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本分析關注之對象為「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的廠商，當面對「無中央政府

補助」的情況下，對於創新活動可能採取之方式，因此分析之樣本為「有接受中

央政府補助」之廠商資料，共計為 92 筆。而這 92 家廠商若是在無政府補助之情

形下，可能採取的因應方式之敘述統計如表十二-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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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17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 

SS / 92 筆 部分不會

進行 

(INAB)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INRISK) 

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

(INLOW) 

按照原訂計

畫進行

(INSAME) 

選擇此方式

之廠商家數 
2 23 21 66 

所佔比重 3.2% 25.0% 22.8% 71.7% 

 

表十二-18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 

SS/92 
部分不會

進行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 

按照原訂

計畫進行 

部分不會進行 2 

百分比 2.17%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 1 23 

百分比 1.09% 25.00%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0 9 21 

百分比 0.00% 9.78% 22.83%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0 9 11 66 

百分比 0.00% 9.78% 11.96% 71.74% 

 

  Mvprobit 分析的部分，X 變數包含廠商基本特性變數：Size、Size_R、HO、

MULTIN、MARLOC、MARNAT、INTL、CUSGRO、CUSB2B、CUSGMT、CUSB2C、

ESTABL、MARCN、BRANCHCN，以及「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的廠商」才會填

答的變數，包含營運價值鏈：OEM、ODM、OB；創新模仿類型：D_INNOV、

D_IMITA、P_INNOV、P_IMITA、O_INNOV；資訊變數：SGMT；合作研發對象：

COUNI。Mvprobit 之分析結果如表十二－15 所示。至於 Y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則

如表十二-19 所示。 

 

表十二-19 SS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INRISK INLOW INSAME 

Size -0.1525251* 0.145004 0.050039 

Size_R 0.001588 -0.01451 -0.00042 

HO 0.855394 -0.33332 -0.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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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N -2.92454 -2.5527 1.991975 

MARLOC -2.27422 0.941827 -1.13598 

MARNAT 1.599955** 0.564716 -0.94598 

INTL 0.3958628* -0.08232 -0.27021 

CUSGRO 0.204224 0.178334 0.215054 

CUSB2B -0.60085 -0.17715 0.139122 

CUSGMT -0.20489 -0.27419 0.035498 

CUSB2C 0.004451 -0.16263 -0.37271 

ESTABL -0.47061 -0.43049 0.571021 

MARCN -1.122244* 0.482141 0.671668 

BRANCHCN 0.80938 0.339854 -0.22691 

OEM -1.4769** -0.11443 0.364372 

ODM -0.53428 0.22178 0.479784 

OB -0.10309 -0.32628 0.224239 

D_INNOV -0.07097 -0.41043 -1.479866*** 

D_IMITA -0.29237 -0.7066 -1.240952** 

P_INNOV 0.9554125* -0.8004141* -1.282993** 

P_IMITA 0.955193 -1.522348*** -0.27025 

O_INNOV -0.52132 0.7360572* 0.451785 

SGMT 0.635201 -0.3095 -0.05583 

COUNI 1.875859** 0.122759 -0.064 

_cons -1.24592 -0.51647 2.495953 

 

表十二-20 SS_無政府資助模型 Y 變數殘差相關性 

  Rho1 Rho2 

Rho/2 0.500451**   

Rho/3 -0.76906*** -0.84265***

Observations 92   

Log likelihood -108.916   

Wald χ2 (72) 58.89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32 = 0: χ2
 (3) =  24.2096   Prob >χ2

 = 0.0000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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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特性分析 

 公司規模（Size） 

  公司規模愈大的廠商，對於創新活動，愈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

動」（-0.1525）。 

 主要市場為全國市場（MARNAT）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8239）。 

 國際市場範圍（INTL） 

國際市場範圍愈廣的廠商，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3958）。 

 以大陸為主要市場（MARCN）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1.1122）。 

 OEM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1.4769）。 

 產品創新（D_INNOV）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按照原訂計畫進行」（-1.4798）的

方式。 

 產品模仿（D_IMITA）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按照原訂計畫進行」（-1.2409）的

方式。 

 製程創新（P_INNIV）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

（0.9554），而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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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進行」（-0.8004）、以及「照原訂計畫進行」（-1.2829）。 

 製程模仿（P_IMITA）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之方式（-1.5223）。 

 組織創新（O_INNOV） 

此類型廠商對於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

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0.7360）。 

 合作研發對象－大學（COUNI）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會以「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的方式來進行（1.8758）。 

 

小結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會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來進行之廠商，通常具有以下特徵：公司規

模愈大，愈不會選擇此方式；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的廠商，較可能選擇此方式；

有經營國際市場之廠商，國際市場愈大，愈可能選擇此方式；較不會以大陸為市

場；較不為 OEM 廠商；會進行製程創新；會和大學進行合作研發。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會選擇「原訂計畫個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之廠商，

通常具有以下特徵：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製程模仿，較可能會進行組織創新。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會選擇「原訂計畫個部分都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之廠商，

通常具有以下特徵：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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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政府資助，廠商選擇方式之間的相關性 

  以下利用 mvprobit 分析中，Y 變數殘差項之間的相關性，藉此判斷 Y 變數之

間的關係。 

 

 選擇風險較小的創新活動進行（INRISK） 

從表十二-20 可知，INRISK 和 INLOW 呈現正向相關性（0.5004），和 INSAME 

則呈現負相關（-0.7690）。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從表十二-20 可知，INLOW 和 INSAME 呈現負相關（-0.8426）。 

 

 

3-2 狹義服務業（ss）_政府資助之分析 

  ss 資料庫中，總有效樣本為 3850 筆，其中「至少有一項創新之廠商」樣本

數為 1206 筆。在這 1206 筆廠商資料中，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廠商僅 5 筆，因

此無法進行以「接受中央政府補助」為 Y 變數之 Probit 分析，此節改以敘述統計

之方式，對於這五家廠商在公司基本性質、創新類型及來源等變數作描繪如表十

二-21、表十二-22。 

 

表十二-21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 

ss / 5 筆 

部分不會

進行 

(INAB)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INRISK) 

較小的預算規

模來進行

(INLOW) 

按照原訂計

畫進行

(INSAME) 

選擇此方式之廠

商家數 
1 2 1 1 

所佔比重 20% 4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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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22 ss 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交叉表 

Ss/5 
部分不會

進行 

風險較小的

部分來進行

較小的預算

規模來進行

按照原訂

計畫進行 

部分不會進行 1 

百分比 20.00% 

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

行 
1 2 

  

百分比 20.00% 40.00% 

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 
0 0 1 

 

百分比 0.00% 0.00% 20.00%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0 0 0 1 

百分比 0.00% 0.00% 0.00% 20.00% 

 

廠商基本特性 

 母集團之子企業（HO） 

  此 5 家廠商中，只有 1 家屬於母集團之子企業。 

 跨國公司（MULTIN） 

  這 5 家廠商皆不屬於跨國公司。 

 以全國市場為主要市場（MARNAT） 

  此 5 家廠商皆以「全國市場」作為主要市場。 

 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CUSB2C） 

  此 5 家廠商中有 4 家是以一般消費者作為主要顧客。 

 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ESTABL） 

    此 5 家廠商皆不為近幾年成立之新公司。 

 

 

 

 



12‐38 
 

與大陸之關係 

 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之（BRANCHCN） 

  此 5 家廠商皆沒有在大陸設分支機構。 

 和大陸方面合作研發（CORCN） 

  此 5 家廠商皆無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 

創新類型及來源 

 行銷創新（M_INNOV） 

  此 5 家廠商中有 4 家會進行行銷創新。 

 創新來源－購買機器設備（RMAC） 

  此 5 家廠商皆會採取購買機器設備的方式來進行行銷創新。 

 創新來源－自行研發（RRDINENG） 

  此 5 家廠商中有 3 家會選擇自行研發之方式以進行創新。 

 創新來源－取得外部知識（ROEX） 

  此 5 家廠商中有 3 家會採取「取得外部知識」之方式進行創新。 

 

若是沒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可能之因應措施 

 創新活動大部分不會進行（INAB） 

  5 家廠商中有 1 家會選擇此方式。 

 選擇風險較小之創新活動（INRISK） 

  5 家廠商中有 2 家會選擇此方式。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5 家廠商中有 1 家會選擇此方式。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5 家廠商中有 1 家會選擇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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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1、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比較分析 

4-1 中央政府資助模型之比較 

  經過前三節的探討之後，對於總體資料庫、製造業及服務業資料庫的廠商特

性已經有了相當程度的了解，接下來將綜合比較製造業與服務業中，有哪些相同

或相異的因素會影響其接受中央政府補助之表現。 

 

相同點：主要市場為當地市場，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呈現負向關係。廠商之國際

市場範圍愈大，與獲得政府補助呈現正向關係。 

 

相異點： 

 

 製造業：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的廠商，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呈現正向

關係。重要資訊來源為公開資訊的廠商，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呈現負向關

係。以大學為合作研發對象的廠商，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呈現負向關係。以

政府為合作研發對象的廠商，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呈現負向關係。 

 服務業：若廠商之主要顧客為母集團之子企業的廠商，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

呈現負向關係。和大陸進行合作研發，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呈現正向關係。

OEM 廠商與獲得中央政府補助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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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無中央政府資助分析之比較 

 

 選擇風險低的創新活動 

 

相異點： 

 

 製造業：進行組織創新的廠商與「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正向關係。

重要資訊來源為政府的廠商，與「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正向關係。 

 服務業：公司規模與「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負向關係。主要市場

為全國市場的廠商，與「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正向關係。廠商之

國際市場範圍，與「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正向關係。以大陸為主

要市場的廠商，與「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負向關係。OEM 廠商

與「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負向關係。進行製程創新的廠商，與「選

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正向關係。與大學合作研發對象的廠商，與「選

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呈現正向關係。 

 

 縮小創新活動的資金規模 

 

相異點： 

 

 製造業：主要顧客為一般企業的廠商，與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

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之方式呈現正向關係。主要顧客為一般消費者

的廠商，與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呈現負向關係。進行產品創新的廠商，與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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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呈現負向關係。進行產品模仿，則對於創新活

動，與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呈現

負向關係。 

 服務業：進行製程創新的廠商與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

的預算規模來進行」呈現負向關係。進行製程模仿的廠商，與選擇「原訂計

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呈現負向關係。進行組織

創新的廠商，與選擇「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

行」呈現正向關係。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 

 

相異點： 

 

 製造業：重要資訊來源為大學的廠商，與選擇「按照原訂計畫進行」呈現正

向關係。 

 服務業：進行產品創新的廠商，與選擇「按照原訂計畫進行」呈現負向關係。

進行產品模仿的廠商，與選擇「按照原訂計畫進行」呈現負向關係。進行製

程創新的廠商，與選擇「按照原訂計畫進行」呈現負向關係。 

 

 

2、相關文獻之比較分析 

 文獻回顧 

關於政府資助廠商進行研發、創新等活動的基本原理，一般皆參考 Arrow 的 

相關研究。Arrow(1962)主張，研究發展具有「公共財」特性：資訊的公共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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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ness）特性，包括非排斥性(non-excludable)及非敵對性（non-rivalrous）等

屬性，不同於一般私人投資。這些特性使得技術資訊生產者無法完全掌有應得利

益，可能投注過少研發資源，而無法達到最適社會生產規模。Spence（1984）及

Romer（1990）等主張政府是公共財或準公共財的重要供給者。為確切維持公共

財品質、數量及成本水準，必須適切給與公共財生產所需的支援，精確核定成本

結構。政府以公共財供給者的立場，更應試圖掌握需求結構(尤以民間需求為

重)。（2）高度不確定：研發活動有其最低成本要求，成功與否及完成時間等具

備高度不確定性（3）不可分割性：研發活動具有不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它存在著最小的最適規模要求。Arrow（1962）以整體社會角度出發，說明 R&D

活動的資源分配仍低於最適水準，因此。政府有必要協助、支持業界之 R&D 活

動。 

由社會報酬理論的觀點觀之，Arrow（1962）主張當社會收益率超過民 

間部門收益率時，政府必須支援其研究發展活動。其後，Cohen& Levin（1989）、

Griliches（1979 and 1991）、Mohnen（1989 and 1990）和 Nadiri（1980 and 1993）

等學者，承襲“投資報酬率＂的觀點進行實證研究，發現研發支出的社會投資報

酬率可數倍於私人的投資報酬率。 

  Rothwell & Zegveld（1981）認為政府推動產業進行創新的創新政策，可分為

三類：（1）供給面(supply)政策：影響技術供給因素之政策，如財務、人力、技

術支援、公共服務等。（2）需求面(demand)政策：針對技術的需求，創造技術之

市場，從而影響科技發展之政策，如科技產品的採購、合約研究等。（3）環境

面(Environmental)政策：間接影響科技發展環境之政策，如專利、租稅、及各項

法規。 

  過去的研究，把評估政策成效的重點放在「政府資助」與「廠商研發費用」

之間，是否有互補或替代之關係存在。Blank & Stigler（1957）開始研究有關政府

所籌資進行的研發活動是否能夠刺激或替代私部門的研發支出的問題，而後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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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議題所進行的研究大多都以公司或產業橫斷面資料進行單一方程式架構下

的分析，結果都得到兩者為互補關係之結論。 

  亦有研究結果顯示兩者之間為替代關係，例如Wallsten(1999)以1990年至1992

年，81 家廠商資料做為基礎，以廠商之公司存續時間、資本規模大小、專利數、

1990 年之研發支出及其他虛擬變數做為控制變數，並利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做

迴歸分析，發現政府的經費補助將顯著地降低廠商的自行研發經費支出。Busom 

(2000)發現研究樣本中，有 30%的廠商，其政府資助的經費會完全排擠廠商的研

發費用。 

  Lerner（1999）研究 1983 年至 1997 年間接受政府創投基金及申請 SBIR 之廠

商資料，隨機抽取 300 家廠商，結果顯示政府創投性基金之影響卻是有限，而

SBIR 之專案經費補助主要是鼓勵創新性質為主，對提昇自行籌措之經費卻無太

大幫助。 

  另一種評估政策成效的方法，則是使用附加性的概念。附加性（additionality）

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評估英國政府在 1983-1989 年推行的阿爾維計畫（Alvey 

programme）之成效。（Quintas & Guy，1995）。附加性係用以衡量「由於政府資助，

而使廠商多投入研發的部分」。後續的一些實證及理論研究都使用了附加性的觀

念來評估政府資助的計畫，包含 Buisseret（1995）、Davenport（1998）、Luukkonen

（2000）、Georghiou（2004）以及 OECD（2006）。 

  使用附加性的優點在於能夠從行為面、投入面與產出面，分析政府資助對於

廠商的附加性程度，既有文獻對於產出面及行為面的探討較多，投入面則相對較

少，且大部分以敘述統計的方式呈現。 

 

 

 

 



12‐44 
 

 本研究貢獻 

  就學術上而言，過去有關政府補助與廠商研發活動之相關文獻，主要議題在

探討補助經費與廠商研發費用之間的關係，以及各種資助措施如租稅優惠與直接

補貼等，何者的互補、替代效果較強，鮮少從附加性的角度，來探討政府資助政

策對於廠商研發創新的重要性。本研究嘗試廠商特性（規模、廠齡、主要顧客、

市場範圍）、創新及模仿活動、技術來源及合作研發對對象等面向切入，藉由兩

階段的分析法，先找出獲得政府資助的廠商會有哪些特徵，再利用與事實對立的

情境假設，評估政府資助對於廠商進行創新活動的附加性程度。將廠商之可能選

擇，依照附加性高低進行排序，「放棄創新活動」屬於高度附加性，「按照原訂計

畫進行」屬於低度附加性，「選擇風險低的創新活動」及「縮小創新活動的資金

規模」，其附加性則介於中間。以彌補產業與科技政策相關文獻之不足。 

 

  就實務上而言，提供政府於設計、規劃與執行各種形式資助政策時，一個篩

選資助對象的機制，以及後續評估廠商因為此資助而帶來的附加效果。將資源使

用在能發揮最大效益的地方，提升台灣產業的創新能力，達成產業升級。 

 

 

參考文獻 

 

1. Arrow, K.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s'" In R. 

Nelson, ed.,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Spence, M., 1984, Cost-reduction,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 performance, 



12‐45 
 

Econometrica 52, no.1, 101-121. 

3. Romer, P., 1990. Are nonconvexitie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no. 2, 97-103. 

4. Cohen. W.M. and R.C. Levin. 1989, Empirical studies of innov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R. Scmalenses and R.D. Willin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Ⅱ (North Holland, New York). 

5. Griliches, Z., 1979, 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er.a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no. I, 92-116. 

6. Griliches, Z., 1991 The search for R&D spillover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Supplement, 94, 29-47. 

7. Mohnen, P., 1989, New technologies and inter-industries spillovers, CERPE, 

Working Paper No. 8. University of Montreal. 

8. Mohnen, P., 1990,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and productivity in Canada and other 

maj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Report of the Economic Council of Canada. 

9. Nadiri, M.I., 1980, Contributions and determinants of R&D expenditures in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M- Furstenherg, ed, Capital efficiency and growth 

(Ballinger.Cambridge, MA). 

10. Nadiri, M.I., 1993,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NBER Working Paper 

4423. 

11. Rothwell, R. & Zegveld, W. (1982), “The General Proble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Main Forms of Government Influence on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Rothwell R. & Zegveld W.,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Frances Printer, London, pp. 46-54. 

12. Blank, D. M. and Stigler,G. J.（1957）“The Demend and Supply of Scientific 

personnel.＂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s Research. 



12‐46 
 

13. Wallsten, S. J. （2000）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ndustry R&D 

Programs on Private R&D: 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pp.82-100. 

14. Busom, I. (2000),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R&D Subsidies＂.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Vol. 9, p. 111-148. 

15. Lerner, J. (1999), “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SBIR program＂.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72, No.3, p. 285-318. 

16. Quintas, P.,Guy,K.,1995.Collaborative,pre-competitiveR&Dandthe firm. 

ResearchPolicy24,325–348. 

17. Buisseret, T.J., Cameron, H., Georghiou, L., 1995.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Additionality in the public support of R&D in large firms. 

18. Davenport, S., Grimes, C., Davies, J., 1998.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behavioural 

additionality: a New Zealand case study. Technological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10 (1), 55–67. 

19. Luukkonen, T., 2000. Additionality of EU framework programmes. Research Policy 

29, 711–724. 

20. Georghiou, L., Clarysse, B., Steurs, G., Bilsen, V., Larosse, J., 2004. Making the 

difference—the evaluation of behavioural additionality of R&D subsidies. 

IWT-STUDIES 48, June, pp. 7–20 

21. OECD, 2006. Government R&D Funding and Company Behaviour— Measuring 

Behavioural Additionalit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13‐1 
 

第十三章  廠商的兩岸佈局對創新的影響 

 

第一節 佈局兩岸的廠商會進行哪些創新？ 

 

1-1  創新及模仿模型（一）_MM 

從六種創新及模仿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

場(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觀察其在六種創新及

模仿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11。 

 

表七-11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MARCN -0.03875 -0.01053 -0.0018 -0.08354 -0.07738 0.025406 

BRANCHCN 0.4172912*** 0.1721655** 0.351007*** 0.3304416*** 0.5571356*** 0.719757***

 

由表七-11 知，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六個模型中皆與

六種創新及模仿變數有顯著性的影響，且係數皆為正。即意味台灣廣義的製造業

廠商有在大陸設罝分支機構者，較有可能從事作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創新、

製程模仿、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的創新活動。相對地，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

雖在創新模型而言皆不顯著，但其係數為負，代表主要市場在大陸較不會從事創

新活動。 

 

1-2  創新及模仿模型（二）_MM 

從四種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及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這四種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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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表七-15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ARCN 0.01539 0.007093 -0.01597 -0.05651 

BRANCHCN 0.038635 -0.08609 0.045955 0.075758 

CORCN 0.031804 -0.11172 0.2116391** -0.06391 

 

由表七-15 知，只有在製程創新模型中和大陸合作研發的變數有顯著性的影

響，且係數皆為正。即代表台灣廣義的製造業有與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較有可能

會進行製程創新的創新活動。 

 

1-3  創新及模仿模型（一）_mm 

從六種創新及模仿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

場(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觀察其在六種創新及

模仿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19。 

 

表七-19 mm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MARCN -0.11344 0.145414 0.0043923 -0.14055 -0.132673 0.095723 

BRANCHCN 0.4430103*** 0.007552 0.3348521*** 0.3571406*** 0.5377877*** 0.7837721***

 

由表七-19 知，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六個模型中，只

有在產品模仿(D_IMITA)模型中不顯著外，其餘五種創新及模仿模型皆有顯著性

的影響，且係數皆為正。即意味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有在大陸設罝分支機構

的，其皆較有可能從事作產品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仿、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的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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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創新及模仿模型（二）_mm 

從四種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及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這四種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

17。 

 

表七－17 mm_創新模仿 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ARCN -0.05179 0.149051 0.032711 -0.11199 

BRANCHCN 0.138269 -0.22166 0.113721 0.146262 

CORCN -0.18648 -0.07095 0.3623782*** -0.12561 

 

由表七－17 知，只有在製程創新模型中和大陸合作研發的變數有顯著性的

影響，且係數皆為正。即代表台灣狹義的製造業有與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較有可

能會進行製程創新的創新活動。 

 

1-5  創新及模仿模型（一）_SS 

從六種創新及模仿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

場(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觀察其在六種創新及

模仿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26。 

 

表七-26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MARCN 0.1400964* 0.03708 -0.07595 0.106635 -0.0327 0.093283 

BRANCHCN 0.4058793*** 0.3797071*** 0.1674241* 0.4356978*** 0.4387911*** 0.5389304***

 

由表七-26 知，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六個模型中皆與

六種創新及模仿變數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皆為正。即意味台灣廣義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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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廠商有在大陸設罝分支機構的，其皆較有可能從事作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

程創新、製程模仿、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的創新活動。另外，在廠商主要市場為

大陸此變數只有在產品創新(D_INNOV)模型中有較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

正。即代表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主要市場為大陸的較有可能會進行產品創新的

創新活動。 

 

1-6  創新及模仿模型（二）_SS 

從四種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及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這四種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

-30。 

 

表七-30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ARCN 0.159072 0.024311 -0.12551 0.027761 

BRANCHCN -0.02902 0.127847 -0.3307353*** 0.293584*** 

CORCN -0.01051 -0.09943 0.4686506*** -0.02466 

 

由表七-30 知，只有在製程創新模型中和大陸合作研發的變數有顯著性的影

響，且係數皆為正。即代表台灣廣義的服務業有與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較有可能

會進行製程創新的創新活動。另外，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變數分別

有在製程創新及製程模仿模型裡具都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在製程創新模型裡係裡

為負，而在製程模仿模型裡為正。即表示有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此類型的廠商有

可能會進行製程模仿，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13‐5 
 

1-7  創新及模仿模型（一）_ss 

從六種創新及模仿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

場(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觀察其在六種創新及

模仿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34。 

 

表七-34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一）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_INNOV O_INNOV 

MARCN 0.1975973* 0.154566 -0.2513494** 0.140523 0.138488 0.017662 

BRANCHCN 0.3934431*** 0.5819217*** -0.13867 0.5804798*** 0.3915892*** 0.4779726***

 

由表七-34 知，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六個模型中，只

有在製程創新(P_INNOV)模型中不顯著外，其餘五種創新及模仿模型皆有顯著性

的影響，且係數皆為正。即意味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有在大陸設罝分支機構

的，其皆較有可能從事作產品創新、產品模仿、製程模仿、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

的創新活動。另外，在廠商主要市場為大陸變數分別在產品創新(D_INNOV)與製

程創新(P_INNOV)模型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在產品創新模型係數為正、在製

程創新模型係數為負。即代表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其主要市場在大陸此類型的

廠商較有可能會進行產品創新，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 

 

1-8  創新及模仿模型（二）_ss 

從四種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及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這四種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七章表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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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38 ss_創新模仿 mvprobit 模型（二） 

  D_INNOV D_IMITA P_INNOV P_IMITA 

MARCN 0.180322 0.074224 -0.3433356** -0.03186 

BRANCHCN -0.12802 0.5430268*** -0.8890682*** 0.3618469*** 

CORCN 0.090451 -0.2977064* 0.6718826*** 0.11825 

由表七-38 知，廠商主要市場為大陸變數只有在製程創新模型中具有顯著性

的影響，且係數皆為負。即代表台灣狹義的服務業主要市場在大陸的廠商較不會

進行製程創新的創新活動。廠商在大陸設有支分機構變數在產品模仿、製程創

新、製程模仿模型裡都為顯著性的影響，且其在產品模仿、製程模仿模型係數皆

為正、在製程創新模型係數為負。其意謂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此類型廠商較可能進行產品模仿、製程模仿，但較不會進行製程創新。至於，廠

商有和大陸合作研發變數分別在產品模仿及製程創新模型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

其在產品模仿模型係數為負、在製程創新模型係數為正。這代表台灣狹義的服務

業有和大陸合作研發此類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的創新活動。 

 

1-9  小結 

綜觀製造業而言，即綜合廣義製造業(MM)與狹義製造業(mm)情形，發現台

灣製造業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比較會進行產品創新、製程創新、製程模

仿、行銷創新及組織創新等創新活動。另外還有，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比較會

進行製程創新。 

至於服務業而言，發現台灣服務業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比較會進行產

品模仿及製程模仿的創新活動；而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則比較會進行製程創

新；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比較會進行製程創新，且特別在狹義服務業的廠商亦

會進行產品模仿的創新活動。 

如綜合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整體行業，可發現台灣廠商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

比較會從事產品模仿的創新活動。而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比較會從事製程創新

的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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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官學研的合作研發體系 

 

2-1  廣義製造業_MM 

從合作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合作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八章表八-7。 

 

表八-7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MARCN 0.0140936 0.0665021 0.3425642*** 0.1739697* 0.2443935**

BRANCHCN 0.0626753 -0.0768941 0.1479026 0.0366578 -0.0590761 

 

由表八-7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此變數在競爭者模型、大學機構模型、及政府

機構模型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皆為正，這代表台灣廣義的製造業主要市

場為大陸的此類型廠商較有可能與競者者、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政府或非

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2-2  狹義製造業_mm 

從合作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合作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八章表八-11。 

 

表八-11  mm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MARCN -0.1215058 -0.0117034 -0.0106412 0.0668716 0.134487

BRANCHCN 0.0659159 0.0293706 0.1798392 0.0057605 -0.21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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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八-11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及在大陸有設分支機構變數皆在合作創新模

型中並無顯著的影響。 

 

2-3  廣義服務業_SS 

從合作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合作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八章表八-15。 

 

表八-15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MARCN 0.1762707 0.0148379 0.0160224 -0.0493806 -0.1182464

BRANCHCN -0.0734983 -0.1643504 -0.2458934 0.1006922 -0.0278318

 

由表八-15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及在大陸有設分支機構變數皆在合作創新模

型中並無顯著的影響。 

 

2-4  狹義服務業_ss 

從合作創新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合作創新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八章表八-19。 

 

表八-19   ss 資料庫_mvprobit 模型 

CO_SUP CO_CUS CO_COM CO_UNI CO_GMT 

MARCN 0.0583161 0.1135539 -0.0298661 0.1018545 0.3715973*

BRANCHCN 0.2036435 -0.4452298** -0.3316991 0.3492911 -0.132758 

 

由表八-19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政府機構模型有顯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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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且其係數為正，這代表台灣狹義的服務業主要市場為大陸的此類型廠商較

有可能與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而在大陸有設分支機構

(BRANCHCN)此變數在客戶或消費者模型中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負，這

代表在大陸有設分支機構的廠商較不會與客戶或消費者進行共同創新活動。 

 

2-5  小結 

    就製造業而言，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合作研發對象較有可能為競爭者、大

學或其他教育機構。就服務業而言，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合作研發對象較有可

能為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但有在大陸設分支機構的廠商合作研發的對象則較

不可能為客戶或消費者。 

 

 

第三節  創新廠商的技術取得策略 

 

3-1  廣義製造業_MM 

從技術取得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技術取得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九章表九-7。 

 

表九-7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MARCN -0.1147126 -0.2591952*** 0.0080584 0.1192878 

BRANCHCN 0.3252597*** 0.0748406 0.1833434** -0.0682208 

CORCN 0.1712174 0.18327** 0.264306*** -0.0005974 

 

由表九-7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委託研發模型中有顯著性的



13‐10 
 

影響，且係數皆為負，意味台灣廣義的製造業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較不會透過

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來取得技術。而在大陸有設立分支機構(BRANCHCN)

此變數在公司內部研發與購買機器、設備軟體研發模型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

係數皆為正，這代表有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此類型廠商較有可能透過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及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方式來獲得技術創新。另外，與大陸合作研

發(CORCN)此變數在委外研發與購買機器、設備軟體技術模型皆有顯著的影響，

且其係數皆為正，也就是說和大陸合作研發此類廠商比較會透過委託其他公司或

機構研發以及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方式來取得技術上的創新。 

 

3-2  狹義製造業_mm 

從技術取得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技術取得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九章表九-11。 

 

表九-11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MARCN -0.087311 -0.2736829** 0.0139449 0.1413962 

BRANCHCN 0.1783132 0.2799053** 0.3672872*** -0.1239405 

CORCN -0.0558366 0.1495296 0.2266911* -0.0787482 

 

由表九-11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委託研發模型中有顯著性

的影響，且係數皆為負，意味台灣狹義的製造業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較不會透

過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來取得技術。而在大陸有設立分支機構(BRANCHCN)

此變數在委託研發與購買機器、設備軟體研發模型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

皆為正，這代表有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此類型廠商較有可能透過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及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方式來獲得技術創新。另外，與大陸合作

研發(CORCN)此變數在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模型中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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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正，也就是說和大陸合作研發此類廠商比較會透過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的

方式來取得技術上的創新。 

 

3-3  廣義服務業_SS 

從技術取得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技術取得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九章表九-15。 

 

表九-15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MARCN -0.1963068* -0.0170907 -0.077963 0.0454443 

BRANCHCN 0.3857599*** 0.1650641 0.2729271** 0.194205* 

 

由表九-15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自行研發模型中有顯著性

的影響，且係數皆為負，意味台灣廣義的服務業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較不會透

過公司內的研發活動來取得技術。而在大陸有設立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

在自行研發、購買機器、設備軟體研發、取得外部知識模型皆有顯著性的影響，

且其係數皆為正，這代表有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此類型廠商較有可能透過公司

內的研發活動、向外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的方式、及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來獲

得技術創新。 

 

3-4  狹義服務業_ss 

從技術取得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技術取得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九章表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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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19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RRDINENG RRDEX RMAC ROEX 

MARCN -0.3039069* -0.3386011** 0.0101412 -0.0687432 

BRANCHCN 0.5245707*** 0.204646 0.0914789 0.6006877*** 

 

由表九-19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自行研發模型及委外研發

模型中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係數皆為負，意味台灣狹義的服務業主要市場為大

陸的廠商較不會透過公司內的研發活動及委託其他公司或機構研發來取得技

術。而在大陸有設立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自行研發模型與取得外部知

識模型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皆為正，這代表有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此

類型廠商較有可能透過公司內的研發活動及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來獲得技術創

新。 

 

3-5  小結 

綜觀製造業而言，即綜合廣義製造業(MM)與狹義製造業(mm)情形，發現台

灣製造業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其技術取得策略比較會透過購買機器、設備

與軟體方式來進行技術上的創新。而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技術取得策略方式比

較不會透過委外研發的方式來進行技術創新。另外，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技術

取得策略方式比較會透過購買機器、設備與軟體方式來進行技術上的創新。 

至於服務業而言，發現台灣服務業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技術取得的策

略比較會透過公司內的研發活動以及取得外部知識的方式來進行技術上創新。而

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則比較不會透過公司內的研發活動來進行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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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 

 

4-1  廣義製造業_MM 

從獲利機制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獲利機制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六章表十-7。 

 

表十-7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MARCN -0.1047052 -0.0122381 0.1021584 -0.0770475 0.0014656 

BRANCHCN 0.1322307* 0.0540246 0.2009679** 0.1353981* 0.0554298 

CORCN 0.1850964** 0.0593875 0.2546565*** 0.2550318*** 0.214201*** 

 

由表十-7 知，在大陸有設立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申請新專利模

型、保密措施模型、及掌握先佔優勢模型皆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皆為正，

這代表台灣廣義的製造業有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此類型廠商較有可能透過申

請新發明、新專利權、保密措施、及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的方式

來獲利。另外，與大陸合作研發(CORCN)此變數在申請新專利模型、保密措施模

型、掌握先佔優勢模型、及提供配套服務模型上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皆

為正，也就是說和大陸合作研發此類廠商比較會透過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

保密措施、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及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的策

略方式來獲利。 

 

4-2  狹義製造業_mm 

    從獲利機制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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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CN)，觀察其在獲利機制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六章表十-10。 

 

表十-10  mm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MARCN -0.2624397** -0.170556 0.0110449 0.0630004 -0.0602947 

BRANCHCN 0.2444589* 0.1382211 0.3642488*** 0.1417537 0.1197233 

CORCN 0.1420085 -0.0889464 0.2135123 0.2334074* 0.2900117** 

 

由表十-10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申請新專利模型具有顯著

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負，這代表台灣狹義的製造業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其

較不會透過申請新發明、新型專利權的策略方式來獲利。而在大陸有設立分支機

構(BRANCHCN)此變數在申請新專利模型及保密措施模型皆具有顯著性的影

響，且其係數皆為正，這代表台灣狹義的製造業有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此類型

廠商較有可能透過申請新發明、新專利權、保密措施的策略方式來獲利。另外，

與大陸合作研發(CORCN)此變數在提供配套服務模型上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

數為正，也就是說和大陸合作研發此類廠商比較會透過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的

策略方式來獲利。 

 

4-3  廣義服務業_SS 

從獲利機制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獲利機制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六章表十-15。 

 

表十-15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MARCN 0.1124787 0.016431 0.1128252 0.136095 0.1952702* 

BRANCHCN 0.0234104 -0.2758916** -0.1444215 0.007468 -0.155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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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十-15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提供配套的服務模型具有

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正，這代表台灣廣義的服務業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

商，較可能會透過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策略方式來獲利。而在大陸有設立分支

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申請註冊商標模型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皆為

負，這代表台灣廣義的服務業有在大陸設立分支機構的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透過申

請註冊商標的策略方式來獲利。 

 

4-4  狹義服務業_ss 

從獲利機制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獲利機制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六章表十-19。 

 

表十-19  ss 資料庫—mvprobit 模型 

 PROPAT PROTM PROSEC PROTIM PROCOM 

MARCN 0.1208448 0.0358065 0.23352 0.17029 0.1890269 

BRANCHCN 0.1605699 0.0547341 -0.1698939 -0.0950235 -0.4099073***

 

由表十-19 知，在大陸有設立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提供配套的服

務模型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皆為負，這代表台灣狹義的服務業有在大陸

設立分支機構的此類型廠商較不會透過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品策略方式來獲利。 

 

4-5  小結 

綜觀製造業而言，即綜合廣義製造業(MM)與狹義製造業(mm)情形，發現台

灣製造業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的廠商其獲利策略方式比較會透過申請新發明、新

型專利權、保密措施方式來進行創新上的獲利。而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獲利策

略方式比較會透過比競爭者搶先推出產品快速進入市場及提供配套的服務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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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方式來進行創新獲利。 

至於服務業而言，較無共同顯著的獲利策略。 

 

 

第五節   政府的資助對廠商創新的影響 

 

5-1  政府資助模型_MM 

從政府資助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政府資助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十二章表十二

-6。 

 

表十二-6 MM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 

FUNGM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MARCN -0.2927018*** 0.093114 -3.14 0.002 -0.4752 -0.1102

BRANCHCN -0.0157575 0.087153 -0.18 0.857 -0.18657 0.15506

CORCN -0.0935763 0.092289 -1.01 0.311 -0.27446 0.087306

 

由表十二-6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政府資助模型具有顯著性

的影響，且其係數為負，這代表台灣廣義的製造業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較不

會向中央政府單位申請創新計畫資助。 

 

5-2 無政府資助模型_MM 

從無政府資助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無政府資助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十二章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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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表十二-9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INAB INRISK INLOW INSAME 

BRANCHCN 2.360685 -0.25071 -0.0616 0.3045491* 

 

由表十二-9 知，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無政府資助下會

按原訂計畫進行模型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正，這代表台灣廣義的製造業

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創新活動雖在無中央政府資助下，但還是較有可能會繼

續按照原訂創新計畫進行創新。 

 

5-3  政府資助模型_mm 

從政府資助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政府資助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十二章表十二

-11。 

 

表十二-11 mm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 

FUNGM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MARCN -0.1676926 0.1363 -1.23 0.219 -0.43483 0.09945

BRANCHCN -0.1524371 0.138533 -1.1 0.271 -0.42396 0.119083

CORCN 0.0138976 0.150237 0.09 0.926 -0.28056 0.308356

 

由表十二-11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

(BRANCHCN)、和大陸合作研發此類變數在政府資助模型皆不具有顯著性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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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無政府資助模型_mm 

從無政府資助模型中針對台灣狹義的製造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政府資助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十二章表十二

-14。 

 

表十二-14 mm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表格整理 

  INAB INRISK INLOW INSAME 

BRANCHCN 1.588332 -0.456545* -0.34984 0.06414 

 

由表十二-14 知，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此變數在無政府資助下

會選擇風險較小模型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正，這代表台灣狹義的製造業

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商，創新活動雖在無中央政府資助下，但還是較有可能會選

擇原訂計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創新。 

 

5-5  政府資助模型_SS 

從政府資助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政府資助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十二章表十二

-16。 

 

表十二-16 SS_FUNGMT 之 Probit 分析 

FUNGMT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MARCN -0.0727288 0.168113 -0.43 0.665 -0.40222 0.256767

BRANCHCN 0.2387663 0.161498 1.48 0.139 -0.07776 0.555297

CORCN 0.3930098** 0.161493 2.43 0.015 0.07649 0.7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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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十二-16 知，和大陸合作研發(CORCN)此變數在政府資助模型下具有顯

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正，這代表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較有可能會向中央政府單位申請創新計畫資助。 

 

5-6  無政府資助模型_SS 

從無政府資助模型中針對台灣廣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政府資助模型中表現的顯著情形。如下栽錄第十二章表十二

-19。 

 

表十二-19 SS_無政府資助之 mvprobit 分析 

  INRISK INLOW INSAME 

MARCN -1.122244* 0.482141 0.671668 

BRANCHCN 0.80938 0.339854 -0.22691 

 

由表十二-19 知，主要市場為大陸(MARCN)此變數在無政府資助下會選擇風

險較小的模型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其係數為負，這代表台灣廣義的服務業主要市

場為大陸的廠商，創新活動在無中央政府資助下，較不會採取選擇風險較小進行

創新。 

 

5-7  無政府資助模型_ss 

在無政府資助下，針對台灣狹義的服務業廠商裡主要市場為大陸市場

(MARCN)以及在大陸設有分支機構(BRANCHCN)的廠商、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商

(CORCN)，觀察其在無政府資助中創新活動策略表現情形。如下栽錄第二章表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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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81、 廠商補貼政策的附加性綜合統計 

補貼政策的

附加性 

TT 

(457)
1 

MM SS 

mm(186)
11 ms(179)

11 sm(87)
11 ss(5)

11 

個數 百分比
2
 個數 百分比

12 
個數 百分比

12 
個數 百分比

12 
個數 百分比

12 

INAB 

(大部分不會

進行) 

13 2.84% 6 3.23% 5 2.79% 1 1.15% 1 20% 

INRISK 

(選擇風險較

小的來進行) 

148 32.39% 63 33.87% 62 34.64% 21 24.14% 2 40% 

INLOW 

(以較小的預

算規模進行) 

140 30.63% 60 32.26% 59 32.96% 20 22.99% 1 20% 

INSAME 

(按照計畫進

行) 

295 64.55% 116 62.37% 113 63.13% 65 74.71% 1 20% 

 

從上表二-81 知，若是沒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可能之因應措施： 

 

 創新活動大部分不會進行（INAB） 

  5 家廠商中有 1 家會選擇此方式。 

 選擇風險較小之創新活動（INRISK） 

  5 家廠商中有 2 家會選擇此方式。 

 原訂計畫各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INLOW） 

  5 家廠商中有 1 家會選擇此方式。 

 按照原訂計畫進行（INSAME） 

  5 家廠商中有 1 家會選擇此方式。 

 

 

                                                       
1
 ◎指該資料庫廠商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資助的總樣本數。 

2
 ◎百分比：(該資料庫的個數/該資料庫廠商創新活動曾獲中央政府資助的總樣本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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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小結 

  

    在創新活動上比較曾獲政府補助的廠商，就製造業而言主要市場為大陸的廠

商較不會向中央政府申請創新的資助；而對服務業來講，會和大陸合作研發的廠

商較有可能向中央政府申請創新資助。且進而觀察，在服務業中主要市場為大陸

且曾獲政府補助的廠商，若無政府補助的話，其創新活動較可能採取選擇原訂計

畫中風險較小的部分來進行的策略。 

 

 

第六節  綜合比較分析 

     

廠商的兩岸佈局對創新的影響從行銷方面看來，合作研發的對象較會與競爭

者或政府機構進行合作，技術服取得方式則較不會透過公司自行研發或委外方式

進行創新，另外在獲得政府資助方面，主要市場在大陸的廠商則也較不會向政府

申請創新補助。 

    就組織方面看來，公司跨足兩岸的廠商皆較可能從事產品創新、產品模仿、

製程創新、製程模仿、行銷創新、組織創新等創新活動，在合作研發方面則較不

會與顧客進行合作，技術取得方式則較可能透過公司內研發、委外研發或購買機

器設備等方式來進行創新。 

    就研發方面看來，發現服務業較會從事製程創新，而技術取得方式較會透過

公司內研發、委外研發或購買機器設備方式獲得新技術，獲利策略方式則較會利

用申請專利、品牌、營業祕密、快速進入市場、互補性產品方式來創新獲利，至

於曾獲政府資助的廠商，如無政府資助的話其創新策略則較不會採取原訂計畫各

部分都會做，但會以較小的預算規模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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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總結 

 

總結本研究的發現，本章將針對每一個研究問題做一簡要的結論，並申論其

政策意涵。 

 

第一節 結論 

 

1、台灣廠商創新概論 

 

台灣廠商整體而言，有 251％會進行產品創新（16％的創新是市場上最先推

出的，9.1％是模仿他人推出的），23.5％會進行製程創新（13.2％的創新是市場上

最先推出的，10.3％是模仿他人推出的），24.2％會進行行銷創新，34.5％會進行

組織創新。製造業進行各項技術創新的比例都要高於服務業，而服務業只在行銷

創新方面略高於製造業。 

 

表六-78  廠商創新類型綜合統計 

TT / 10,017 筆 
產品 

創新 

產品 

模仿 

製程 

創新 

製程 

模仿 

行銷 

創新 

組織 

創新 

有創新/模仿之

個數 
1,607 915 1,324 1,035 2,427 3,455 

所佔比重 16% 9.1% 13.2% 10.3% 24.2% 34.5% 

MM / 4,563 
產品 

創新 

產品 

模仿 

製程 

創新 

製程 

模仿 

行銷 

創新 

組織 

創新 

有創新/模仿之

個數 
818 441 712 533 1095 1621 

所佔比重 17.9% 9.7% 15.6% 11.7% 2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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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 5,454 
產品 

創新 

產品 

模仿 

製程 

創新 

製程 

模仿 

行銷 

創新 

組織 

創新 

有創新/模仿之

個數 
789 474 612 502 1332 1834 

所佔比重 14.5% 8.7% 11.2% 9.2% 24.4% 33.6% 

 

本研究也發現，具備下列特性的廠商較會進行各類創新：  

 公司規模愈大進行各類創新的傾向越高，但是增加的幅度會遞減，呈現

倒 U 型的函數關係。 

 國際市場範圍愈廣越會進行各類創新。 

 集團子公司有其他公司的奧援較會進行各類創新，但是在製造業中，這

個因素只會增加產品模仿的傾向。 

 B2C 要面對終端消費者較會進行各類創新，但是在製造業中，這個因素

只會增加行銷創新的傾向。 

 在大陸設分支機構 做跨國經營運籌者較會進行各類創新 

 

但是具有下列特性的廠商，則較不會進行各類創新： 

 只是以大陸為市場者，除了服務業者會做些產品創新外，一般而言較不

會創新。 

 以政府為顧客者，作法相對保守，一般而言較不會創新。 

 跨國公司的子公司，許多決策權在國外母公司，也較不會創新。 

 新設立的企業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與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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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創新系統全觀 

 

廠商不只會自行研發創新，也會和其他單位合作創新。本研究發現有成功推

出技術創新的 3575 家廠商中 28.88％曾與它的客戶合作創新， 比例最高；其次

是跟供應商合作創新。會運用大學及研究機構來一起進行研發的比例只有 12％

左右。 

 

表八-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合作創

新單位 

設備、材料或

軟體供應商

COSUP 

客戶或消

費者

COCUS 

競爭者

COCOM 

大學或其他

高等教育機

構 COUNI 

政府或非營利

研究機構

COGMT 

個數 953 1028 425 446 407 

百分比 

個數

/3575 

26.66% 28.88% 11.89% 12.48% 11.38% 

 

不過，廠商與其他單位進行合作創新的各種方式之間存在著互補而非替代的

關係。事實上，台灣產業界和大學及研究機構之間的創新體系有兩個子系統： 

 企業集團與上下游的合作創新子系統 

 大學/研究機構子系統 

這兩個子系統之間是以大型同業（競爭者）廠商之研發策略聯盟相聯繫。政

府對創新的補貼有助於產業與學研兩個子系統的連結。也就是說，台灣政府透過

政策性補貼，鼓勵產業界籌組研發策略聯盟並運用大學及研究機構的相關資源。

這些政策使得台灣的產學研創新體系得以建立，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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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1 台灣的產學研合作創新體系 

 

3、創新廠商的技術取得策略 

 

台灣廠商創新的技術來源主要仍是自行研發（76.34％）,其次是藉著購買設

備來取的賦形（embodied）在設備的技術，約佔 54％。 

本研究發現，促成廠商採用「自行研發」的方式來取的技術的正面因素包括： 

市場範圍愈廣， 在大陸設廠或合作研發，有推出技術創新，有產學/研合作經

驗 。而負面因素則有：跨國公司子企業，以台灣本地或大陸為市場 等。 

促成廠商採用「外部研發」的方式來取的技術的正面因素包括： 

市場範圍愈廣， 在大陸設廠或合作研發，有推出技術創新，有接受政府補貼。

而負面因素則有：跨國公司子企業，以政府為顧客，以大陸為市場  

促成廠商採用「購買設備」的方式來取的技術的正面因素包括： 

公司規模，市場範圍愈廣，OEM/ODM，在大陸設廠或合作研發 。而負面因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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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B2C, 自創品牌，產學資訊  

促成廠商採用「技術授權」的方式來取的技術的正面因素包括：  

市場範圍愈廣， 在大陸設廠或合作研發，有推出技術創新，有產學/研合作經驗。 

而負面因素則有：B2B,B2C，以台灣/地方為市場。 

 

表九-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TT/3575 
公司內的 

研發活動 

委託其他公司 

或機構研發 

取得機器設備 

與軟體技術 

取得外部

知識 

有做此項活動

之個數 
2729 1002 1933 1844 

所佔比重 76.34% 28.03% 54.07% 51.58% 

 

4、創新廠商的獲利策略 

 

專利仍是 45％台灣廠商從創新獲利的重要方式，但卻不是最主要的方式。

最重要的方式是營業秘密， 其次是快速進入市場。 

 

表六- 1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TT/3575 專利 商標 營業秘密 
快速進入

市場 

配套的服

務或原料 

獲利方式之廠

商個數 
1610 1378 1718 1617 1486 

所佔比重 45.03% 38.27% 48.06% 45.23% 41.57% 

 

有自行研發，委託外部研發，取得外部技術，與大學合作創新 的廠商比較

會運用專利來保護它的創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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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利運用方式 

 

在 3575 家有創新的廠商裡，曾申請過專利者有 1678 家，當中以「排除他人

模仿」為目的來運用專利的廠商最多， 佔 77％.但是不同類型的廠商，運用專利

的方式是大不相同的。 

 

表十一-3  TT 資料庫中 Y 變數之敘述統計 

曾申請專利 1678 家 個數 百分比 

用來生產獨特設備或組件，排除

他人模仿(PUIMITAT) 
1292 77.0% 

知道無法排除模仿，但可阻礙遲

滯對手發展(PUDELAY) 
949 56.56 

作為技術交換協商基礎

(PUEXG) 
515 30.69% 

避免被控侵權的保護措施

(PUPRO) 
1095 65.26% 

用以取得顧客訂單(PUORDER) 978 58.28% 

使顧客不容易轉單(PUSWITCH) 907 54.05% 

做為內部研發人員考評觀依據

(PUEVA) 
744 44.43% 

增加商譽，以提高公司股價

(PUREP) 
774 46.13% 

吸引專業人才(PUPRO) 748 44.58% 

用來授權給其他廠商，取得授權

金(PULIC) 
372 22.17% 

 

例如，OEM 廠商會運用專利以「取得訂單」。 OEM 及 ODM 廠商會運用專

利以「防止客戶轉單」 。市場範圍越廣者，越會用專利來做「交互授權」、 「防

止客戶轉單」以及「收取授權金」。 OB 自有品牌商會以專利來遲滯對手且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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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 以「著作權」為主要獲利機制者，也會運用專利以「防止客戶轉單」。  

以「品牌」為主要獲利機制者，也會運用專利以「防止模仿」以及「提昇公司信

譽」。 因此，廠商申請專利有多重的目的，不只是收授權金。台灣廠商申請專利

大都不是為了收取權利金，而是將專利作為取得訂單的工具，難怪台灣專利數量

多但是授權金收入低， 這並不表示台灣專利的品質不好，只是運用方式不同而

已。  

 

6、政府的補助對廠商創新的影響 

 

在 3575 家廠商中，共有 457 家廠商（365 家製造業，92 服務業）曾接受中

央政府補助，比率為 12.7%。如果沒有政府這筆補助，這 457 家廠商只有少部分

（2.8%)的廠商會停止推出創新。由此可見，政府補助的附加性（Additivity）並

不高。 

 

表十二-2 TT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 

TT 

457 筆 

停止創新 

STOP 

選風險小的做

LESS risk 

選成本小的做 

LESS cost 

照原計畫做 

SAME 

選擇此方式 

之廠商家數 
13 148 140 295 

所佔比重 2.8% 32.3% 30.6% 64.5% 

 

較可能得到政府補助廠商有以下的特性：市場範圍愈廣，是 B2B, OEM, 

ODM，有做 RD，購買設備，以及跟大學合作研發的經驗等。而集團子公司，以

政府為顧客者，或只是以大陸為市場者較不可能得到補助。 

如果沒有政府補助，有下特性的廠商會停止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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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團子公司, 這表示所資助的創新並非必要。 

2、 組織有變動，有 RD 及技術授權者，這表示資助對 RD 有附加性。 

而有推出產品創新，兩岸研發佈局，及購買設備來創新都較不可能停止創新，表

示資助對買設備沒有附加性。 

另外，有產學合作創新或產學資訊諮詢的廠商會傾向選風險小的做。而會照

原計畫做 的廠商市場通常不侷限在台灣，也沒有產學合作經驗。 

 

7、廠商在兩岸的創新佈局 

 

有以上分析可知，台灣廠商若是到大陸發展只是要擴展市場，則其各項創新

的作為不會增加；反之，如果是要利用大陸的勞力或智力，而在大陸設廠或與大

陸的單位合作創新，則其創新傾向會大許多。政府應該鼓勵廠商「力用中國」，

因為著些廠商也是最有創新能力及競爭力的企業。 

 

 

第二節   政策意涵 

 

政府政策的種類 

本研究總共探討了 12 種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可分為補貼獎助、政府採購、

資訊諮詢、合作研發、智財權等 5 大類。茲分述如下： 

 

(一)補助政策 

1.  FUNGMT：中央政府的補助 

補助政策以中央政府的補助為主， 依據 CIS4 的格式是包含減稅、抵稅、貸

款及補助款等方式。問卷中的問題是問廠商「是否曾接受中央政府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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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並無法分辨廠商是以什麼方式受到補助。由於這項政策影響的範圍最

廣，本研究以第八章專章討論這個政策議題，並且多加入一個問題，來探討這項

政策是否具有附加性（Additionality）。 

 

（二）採購政策 

2.  CUSGMT：政府採購 

    問卷中問題的意思是問廠商「廠商的主要客戶是否包括政府？」， 因此並不

涉及採購種類與金額等細節。由於以下各個政策變數也都是由這種「是否」的問

題產生，本研究將直接列出問卷中相應的問題。 

 

（三）資訊政策 

     包含 SUNI 產學諮詢、SGMT 產研諮詢以及 PUBISP 公共資訊等 3 種政策。 

3.  SUNI：產學諮詢 

  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是否包括大專院校。 

 

4. SGMT：產研諮詢 

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是否包括政府或公眾研究機構（例如工研院、資策會…

等）。 

 

5.  PUBISP：公共資訊 

廠商創新活動的資訊來源是否包括以下四個來源： 

（1） 專業研討會、商品展覽會 

（2） 科學或商業期刊、雜誌 

（3） 專業與產業學會 

（4） 技術或服務的標準規範機構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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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研發政策 

       包含 COUNI 產學合作研發及 COGMT 產研合作研發等 2 種政策。 

 

6.  COUNI：產學合作研發 

     廠商是否曾和「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7.  COGMT：產研合作研發 

     廠商是否曾和「政府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共同進行創新活動。 

 

（五）智財權政策 

包含 PROPAT 發明或新型專利， PRODSG 新式樣專利， PROTM 商標， 

PROCP 著作權， PROSEC 營業秘密等 5 種政策。 

 

8.  PROPAT：發明或新型專利 

    廠商是否曾用「發明或新型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 

 

9.  PRODSG：新式樣專利 

    廠商是否曾用「新式樣專利」來保護創新成果。 

 

10.  PROTM：商標 

    廠商是否曾用「商標」來保護創新成果。 

 

11.  PROCP：著作權 

    廠商是否曾用「著作權」來保護創新成果。 

12.  PROSEC：營業秘密 

    廠商是否曾用「營業秘密」來保護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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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的政策描述可知，本研究所能分析的資料僅僅是廠商「是否」曾運用

到該項政府政策，所以在討論與解讀各項統計結果的政策意涵時，需要注意到這

項限制。 

本節將逐一探討 12 種政府政策與台灣產業創新實況的關聯。由於創新調查

的問卷主要是用來發現實際發生的現象（實然），而不是廠商對政府政策的期待

或建議（應然）；實證調查所得的資料中也不包括客觀的績效指標可據以判別最

適的政策，因此本研究並不能建議政策的最佳作法或執行程度，而只能探討這些

現象可能隱涵的政策意涵。 

 

一、補助政策 

1.  FUNGMT：中央政府的補助 

在 3575 家「至少有一項技術創新」之廠商中，共有 457 家廠商（365 家製造

業，92 服務業）曾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比率為 12.7%。在廣義製造業資料庫（MM）

的 1,806 筆廠商樣本中，共有 365 家廠商有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比率為 20.2%。

在廣義服務業資料庫（SS）的 1,769 筆廠商樣本中，共有 92 家廠商有接受中央政

府補助，比率為 5.2%。狹義服務業 ss 資料庫中總有效樣本為 3850 筆，其中「至

少有一項創新之廠商」樣本數為 1206 筆。在這 1206 筆廠商資料中，有接受中央

政府補助之廠商僅 5 筆，只有 0.4％。由此可見，中央政府的創新補助還是以製

造業為主，純服務業接受政府補助的比率很低。本研究無法回答最適當的比例應

該是多少，但是我們可以探討這個現象兩個可能的原因及其政策意涵。 

第一，這可能是因為目前研發創新的概念還是以製造業的案例與模型來定

義，相關的法令也以此定義來認定，因此服務業的創新行為不容易辨認也難以符

合目前的補助規定。第二，這個現象可能是因為服務業通常是製造業設備的採用

者，藉由設備的採用來推行服務的創新。例如，狹義服務業中接受補貼的 5 家廠

商皆會採取購買機器設備的方式來進行創新。表九-15 也顯示廣義服務業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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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貼者較傾向是以購買設備來創新。由於服務業有製造業科技使用者的形

象，其服務創新推動者的形象就較難被接受。目前，政府已經補助設立商業發展

研究院，這是正確的一步。 

政策意涵 1：對於商業、服務業特有的創新特性，商發院應該結合學術界的

力量儘快加以釐清並提出商業、服務業研發創新的範例與定義，成為政府修改相

關補助規定的依據。 

較可能得到政府補助廠商有以下的特性：國際市場範圍較廣，是 B2B, OEM, 

ODM，有做 RD、購買設備以及跟大學合作研發的經驗等。而集團子公司，以政

府為顧客者，或只是以大陸為市場者較不可能得到補助。這些特性有些是直接跟

審查的條件有關（例如：做 RD、購買設備），有些是有助於審查通過（例如廠商

藉著跟大學合作研發而得到產學合作案的獎勵），其他則是間接呈現了會來申請

補助的廠商特質。台灣的創新廠商還是在微笑曲線的中間偏左（B2B, OEM, 

ODM），右半部做 B2C 及品牌 OB 的廠商較少。表十-3 也顯示，接受政府補貼的

廠商比較不會以品牌來做為獲利的基礎。 

政策意涵 2：在鼓勵廠商研究消費者生活脈絡與建立國際品牌等政策上，政

府需要特別加強推動的力道。 

 

本研究也發現，如果沒有政府這筆補助，這 457 家廠商只有少部分（2.8%)

的廠商會停止推出創新，64.5％的廠商會照原計畫來進行。由此可見，政府補

助的附加性（Additionality）並不高。 

 

表十二-2 TT_接受政府補助廠商之選擇分配表 

TT / 457 筆 停止創新 選風險小的做 選成本小的做 照原計畫做

選擇此方式之廠商家數 13 148 140 295 

所佔比重 2.8% 32.3% 30.6% 64.5% 

 

這可能是因為政府所挑選出來補助的廠商都是一些較優質的廠商，以避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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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款浪費在一些扶不起的阿斗身上。所以，創新計畫的可行性與必要性越高，就

越容易得到補助。而過去受補助的計畫廠商若能成功地完成，未來的創新計畫就

更容易通過補助。為了建立信譽，廠商很可能就將已經或接近完成的創新計畫來

提出補助申請。這就難怪沒有這份補助，大部分的廠商還是會按原計畫繼續進

行。慎選有信譽的廠商來執行可行性高的創新計畫並沒有錯，但過渡謹慎的結果

是讓政府補助只能錦上添花而不能雪中送炭。不過，如果政府不補助廠商就不

做，那表示這個創新計畫的必要性有問題，風險不應該完全由送炭者來承擔。表

十二－2 最好的結果是兩端的比例低而中間兩種情況的比例高，讓政府補助廠商

去多承擔一些創新風險或擴大創新規模。表十二－4 也顯示當沒有政府補助時，

選擇按原計畫進行者就不會同時進行其他三種行動，但是選擇風險小的計畫來做

的廠商卻會同時選擇成本小的做。 

政策意涵 3：政府不應該要求所補助的創新計畫百分之百成功，而是要接受

一定比例的失敗率。創新補助的申請書中可要求廠商說明在有或無補助兩種情況

下的創新計畫，其風險與成本有何差異。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如果沒有政府補助，集團子公司、有 RD 及技術

授權者較容易停止創新，而以購買設備來創新的廠商較不可能停止創新。前面提

到企業集團的子公司是較不會申請補助的，因為有其他集團企業的支持。而申請

到補助的子公司卻相對而言較容易停止創新者，可見政府所資助的創新對於集團

子公司並非必要。政府補助對於自行研發活動較有附加性，而對於買設備較沒有

附加性。這可能是因為設備該買就需要買，買了之後還有可能去抵押借錢或轉

賣，廠商能權衡的空間小，風險也小，沒有政府的補貼還是會買。而廠商進行研

發的裁量空間大；研發投入是沈沒成本，研發的結果又是無形的，不容易質押或

轉賣，風險較大，所以沒有政府的補貼，就不會貿然進行。 

政策意涵 4：政府的補助對沒有集團奧援的企業附加性較高。政府應該持續

補助研發活動；但是設備抵減的政策附加性不高，應該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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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購政策 

2.  CUSGMT：政府採購 

    由表七-3 及表七-7 可知，以政府為顧客的廠商比較不可能進行產品模仿以及

製程創新。對製造業而言，政府市場較可能促進產品創新而抑制產品模仿；這可

能是因為政府會採購一些特殊規格的訂製品或是示範性採購先進的產品以扶持

本國的企業，例如採購 LED 燈泡做的交通號誌燈或是太陽能發電的路燈。對服

務業而言，政府市場較能接受製程模仿而排斥製程創新，甚至連行銷創新也不鼓

勵。這可能是因為服務業的產出不易衡量，政府為了防止廠商偷工減料，對於製

程總是會根據既有的流程來設定執行的規範，對於買賣行銷的方式更是忌諱有創

新的作法。 

政策意涵 5：政府的示範性採購對製造業已經能發揮促進產品創新的效果。

為了能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的創新，政府應該努力訂定具體、可衡量的產出功效指

標，但是放手讓企業去做。藉著要求更嚴苛的效果，引導廠商去進行製程的創新。 

 

    表八-3 顯示以政府為顧客的廠商比較不可能直接和政府進行合作創新，但是

有可能和政府支持的研發機構一起進行合作創新。表九-3 及表九-15,表九-19 也顯

示，政府採購並不鼓勵服務業藉著和其他外部單位合作研發來取得技術。這是因

為政府單位通常不具有創新研發能力，能夠破除公務員吃大鍋飯的心態而把單位

的需求界定清楚並嚴格去要求就很不容易了，遑論去管理複雜的合作研發過程。

但是為了能讓政府採購對於產業創新發揮更大的效果，政府至少要能接納它所支

持的研發機構來協助廠商以創新方式來滿足政府的需求。 

政策意涵 6：政府的示範性採購除了要把政府的需求界定清楚並嚴格去把關

外，也可以請具有創新研發能力的研發機構來參與，共同和廠商合作來推動創新。 

 

    由表十二-4, 表十二-9 可以發現，以政府為顧客的製造業廠商如果沒有政府



14-15 
 

的創新補貼並不會停止創新，而是會傾向縮小規模以較少的成本來創新。 

政策意涵 7：政府的示範性採購可以增進補助的附加性，使接受創新補助的

廠商願意擴大創新規模、投入較多的成本來創新。 

 

三、資訊政策 

3.  SUNI：產學諮詢 

表七-7 及表八-3 顯示顯示會進行產學諮詢的廠商，不管是製造業還是服務

業，都比較可能進行產品創新；而且也比較可能會進一步進行產學的合作研發。 

表九-3 顯示這些會尋求大學學術資訊的廠商不是靠著自己的研發來創新，製造業

會傾向與外部單位合作研發，而服務業則是藉著購買設備及技術授權來創新。表

十-3 顯示這樣的廠商比較注重品牌的形象， 想藉著與大學諮詢與合作來提高企

業形象、增加品牌價值。所以，就算沒有政府的創新補助，會做產業諮詢的製造

業廠商還是會按造原訂計畫進行創新。 

政策意涵 8：產學諮詢並不會增進廠商的自主研發能力，但是卻能提高產學

合作的機會，並藉著提高廠商的品牌形象而有助於產品創新。這樣的廠商（特別

是製造業），政府的創新補助並不是必要的（沒有附加性）。 

 

4.  SGMT：產研諮詢 

會進行產研諮詢的廠商比較不會進行產品模仿。而且不管是製造業還是服務

業，都比較可能會進一步進行產研的合作研發。對於服務業廠商，進行產研諮詢

也有助於廠商跟顧客或大學進行合作研發。跟產學諮詢不同的是，進行產研諮詢

的服務業會進行自主研發，而不會只是靠購買設備及技術授權來進行創新。這樣

的廠商會運用專利及互補性資產來保護創新的成果，他們進行諮詢不是為了增進

表面的品牌形象而是為了能加快創新上市的時間。由表十二-4 可知，沒有政府的

創新，這樣的廠商會選擇風險較小的計畫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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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意涵 9：產研諮詢會增進廠商的自主研發能力，也能提高產研合作的機

會。廠商主要是藉著與研發機構的諮詢與合作來加快創新上市的時間。這樣的廠

商，政府的創新補助有附加性，能夠鼓勵廠商嘗試風險較大的創新計畫。 

 

5.  PUBISP：公共資訊 

    學術期刊、研討會、專利等公開的資訊有助於廠商進行產品與製程的模仿，

但是對於產品與製程創新沒有幫助。這些公共資訊會引導廠商找到合適的供應商

來進行合作創新，也有助於製造業廠商跟顧客和競爭者合作研發；服務業則較傾

向與研發機構合作。這些資訊能增進製造業廠商的自主研發，而對於服務業則是

全面性地提升各種技術取得的機會。由表十-3 可知，善於利用這些公開資訊的廠

商都是較主動積極的，所以也都能善加利用每一種創新獲利的機制。雖然，在學

理上由政府提供這些具外部性的公開資訊是非常有正當性的，但是這樣的政策效

果卻不容易衡量。本研究的量化資訊提供了一個具體的證據，證明資訊的碁盤結

構對於創新擴散（innovation diffusion）及產業創新的動態發展非常的重要。 

政策意涵 10：學術期刊、研討會、專利等公開的資訊有助於創新的擴散，

對於廠商的自主研發的能力及合作研發、採購設備、技術授權的機會也都大有幫

助。政府應該繼續擴大、鞏固這種科技資訊的碁盤結構，諸如國際期刊、國際專

利的線上搜尋，研討會的資料與影音內容的線上觀賞或下載都能減少廠商資訊取

得的成本，而進一步擴大這些公開資訊對產業創新的助益。 

 

四、合作研發政策 

6.  COUNI：產學合作研發 

由表七-7 可知，產學合作研發有助於廠商進行產品與製程創新，而較不會做

產品與製程的模仿；這種情形在服務業更是明顯。可見大學是一個推動創新而不

是擴散創新的地方。跟大學合作研發都需具備自主研發的能力。合作創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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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以營業秘密的方式來保護，佐以專利及互補性資產等其他獲利機制。製造

業比較會藉此來提升品牌價值。由表十二-4 可知，沒有政府的創新，這樣的廠商

會選擇風險較小的計畫來創新。 

政策意涵 11：具備自主研發能力的廠商，較有可能進行產學合作研發以進

行產品或製程創新。台灣的大學已經成功扮演了推動創新的角色，而不是擴散創

新。廠商也懂得運用各種機制來保障創新的獲利，包括藉此提升企業品牌的形

象。對於這些會進行產學合作研發的廠商而言，政府的創新補助是有附加性因為

能夠鼓勵它們嘗試風險較大的創新計畫。 

 

7.  COGMT：產研合作研發 

產研合作研發有助於廠商進行產品與製程創新，而較不會做產品與製程的模

仿；這種情形比產學合作研發更加明顯。可見政府設立的研發機構的確能幫助產

業推動創新，而不是協助廠商做 Me too。不過，儘管來找研究機構合作的廠商也

都有自主研發的能力，產研合作研發卻有代替自主研發的傾向；特別是服務業，

合作研發及購買設備成了這些產研合作廠商最主要的技術來源。對產業而言，表

十-3 顯示產研合作研發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大幅縮短創新上市的時間，掌握市場的

先機。但是，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廠商卻不會按原計畫去進行創新，而是傾向

（統計上並不顯著）放棄這項計畫，連縮小規模或風險的意願也不高。這就不禁

讓人懷疑這項產研合作的創新計畫對於廠商的必要性有多大。廠商有可能是貪圖

政府的補助款而來找研發機構共同提出產研合作的科專計畫。 

政策意涵 12：產研合作研發有助於廠商進行產品或製程創新而不是模仿，

顯然政府所支持的研發機構確實有達到推動創新的政策目標，能夠幫助廠商縮短

創新上市的時間。不過，要注意的是，如果研發機構僅僅是替代廠商自己可以做

的技術研發而加快上市的腳步，這種研發代工對產業的貢獻有限。政府相關單位

也需要根據廠商長期的技術創新發展軌跡，從嚴審查這些產研合作研發的計畫對

於廠商的必要性，以免該計畫淪為廠商為了合作補助款而勉強合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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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財權政策 

8.  PROPAT：發明或新型專利 

發明或新型專利能促進製造業廠商進行產品創新，但是對製程創新就沒有這

個效果，因為製程專利會把原本不必公開的製程知識公開出去。對於服務業而

言，連有關產出的服務流程也不願因著申請專利而公開；專利也會阻礙競爭者之

間的合作研發。製造業廠商申請專利主要是為了「避免被控侵權」， 這是一種消

極防守的專利策略，所以專利也被用來防止別人模仿以及吸引人才來歸附。服務

業廠商（特別是 OEM 及 ODM）申請專利的目的主要是為了取得訂單以及防止顧

客轉單， 其次是增加品牌的信譽，收取授權金以及作為交互授權的籌碼。近年

來有一種似是而非的論點認為台灣的專利雖然數量很多但是品質不佳，以致於技

術貿易（技術授權金）的收支仍然是赤字。其實台灣的專利如果真是那麼無用，

廠商為什麼還是前仆後繼地擴大申請呢？由本研究的數據可知，收取權利金只是

廠商運用專利的一種方式，台灣的廠商，特別是做製造代工這個加值階段的廠

商，通常都是用專利來取得訂單及防止顧客轉單，專利的價值就顯現在公司整體

銷售額及利潤的成長。 

政策意涵 13：發明與新型專利的保護對台灣廠商的產品創新很重要。作為

技術後進國，台灣廠商運用專利的方式十分活潑多元，乃是以避免被控侵權以及

取的訂單為主。政府與學術界在解讀專利的相關資訊以擬定政策時，要避免以美

日等先進大國的觀點來看台灣，而是要認識到台灣在國際分工體系下的角色以及

廠商靈活的專利運用策略。 

 

9.  PRODSG：新式樣專利 

    會申請新式樣專利的廠商比較不會去模仿別人的產品。雖然新式樣專利的保

護範圍小、保護期間也不長，廠商仍然是會運用這種專利遲滯對手以及來取得訂

單。由於新式樣專利已經是用名目審查，有異議才進入實質審查，所以審查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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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快，反而能作為遲滯對手的工具。相對的，發明及新型專利的保護範圍較廣，

但是審查時間較長；雖然也可用來遲滯對手（統計上不顯著），但是不像新式樣

專利這麼顯著。 

政策意涵 14：新式樣專利的保護能防止廠商進行產品模仿，並作為廠商用

來遲滯對手及取得訂單的手段。因此，新式樣專利的審查速度一定要快，才能協

助廠商遲滯對手的創新腳步。 

 

10.  PROTM：商標 

    以商標品牌為主要獲利機制的廠商較不會進行各樣的合作創新，製造業廠商

與大學合作研發來提升品牌形象是唯一的例外。這樣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不過

專利的主要用途是增進企業形象，提高商標品牌的價值。 

政策意涵 15：商標品牌主要是保護廠商的信譽，並不是要促進創新。但是

廠商仍然會選擇合作創新的對象以及運用創新的成果（專利）來提升企業形象，

對於創新還是有間接促進的效果。政府努力抓仿冒，就會鼓勵廠商投資在品牌

上，努力做眾人皆以為美（如品質及創新）的事。 

 

11.  PROCP：著作權 

以著作權為主要獲利機制的廠商較不會進行產品創新，製造業比較可能跟產

業內的上中下游合作研發，因為需要將軟體與硬體做結合才能製造出產品；而 服

務業則傾向與學術界合作研發，可能是因為資訊服務可以運用大學的硬體網路資

源以及在學理上的最新發展。有趣的是，這類廠商運用專利（軟體專利大多是有

關資訊的演算法）的目的主要是為了套牢客戶，防止客戶轉單。  

政策意涵 16：著作權主要是保護廠商知識內容的表達（例如版權）而不是

內容本身，因此知識內容需要其他智財權（專利或營業秘密）來保障。台灣如果

要發展軟體產業、數位內容產業及文創產業這些主要以著作權來保護創新的產

業， 政府必須思考如何協助廠商妥善運用各樣的智財權來保護創新的各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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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ROSEC：營業秘密 

    模仿別人製程技術的廠商，由於也經無法取得專利的保護，主要是用營業秘

密來保障自己摸索出來的製程。這是因為營業秘密本質上是一種權益（interest, 不

被侵犯的權利 ）而不是產權（right, 有權排除他人來使用）。雖然不能排除他人、

獨佔該技術，只要技術知識不要洩露出去，別人也不能隨意侵犯廠商的權益。對

製造業廠商而言， 產品會流通各地，所以產品創新不容易用營業秘密來保護。

相對的，服務業的前枱服務流程（產品）仍然是鑲嵌廠商的組織中，所以服務業

廠商依然會用營業秘密來保護其產品創新。以營業秘密為主要獲利機制的廠商會

主動跟各種技術來源進行合作創新（和以品牌為主的廠商完全相反），因為唯有

透過合作的過程才有可能取得相關的秘密技藝，特別是與競爭者之間的合作。這

樣的廠商也會申請專利，藉由專利明文寫下的部分技術內容，廠商可以用來談判

交互授權的合約，也可以用來評估內部員工的研發績效（秘密就無從評估了）。

服務業廠商特別會用可以公開的專利來增進企業形象以及吸引人才來歸附，核心

的技術還是用營業秘密來保護。 

政策意涵 17：營業秘密是廠商保護創新技術最直接、也最主要的方法。政

府若能有效保護廠商這項權益，廠商（甚至是競爭者）自然樂意彼此合作創新主

要，彼此學習交換經驗。政府只要落實各類智財權的保護，廠商自然會綜合運用

各樣的智財權來保護技術創新。 所以，確認及保障產權是政府最基本也最重要

的科技政策。政府不應該疏忽這項基本功，而一味注意其他直接介入的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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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察缘起與目的 

民國九十一年九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創新調查團隊赴 OECD/DSTI、歐盟

DGXII、EUROSTAT 等調查統計單位考察研究發展統計與技術創新調查之發展

趨勢，提出考察建議研發及創新統計資料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從此我國致力於

讓我國調查資料能與國際接軌，而今我國研究發展統計資料（ R＆D Statistics）

已正式納入 OECD/MSTI 資料庫 (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對於

我國科技統計在國際比較研究上已跨出極重要的一步。 

民國九十二年元月召開的第六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在第一議題「國家科技

發展總目標、策略與資源規劃」與第三議題「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上，與會學

者專家同時提出技術創新對國家未來科技發展的必要性。國際間技術創新調查於

1990 年由歐盟首先發起（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CIS），目前歐盟已進行

了三次創新調查，且正著手規劃第四次創新調查（CIS4）。OECD 也依據歐盟實

施經驗，合作制訂了奧斯陸手冊（OSLO Manual）作為創新調查的參考與規範。

有鑑於我國過去未有創新相關調查的經驗，以及統計資料與國際接軌之重要性，

國科會曾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進行小規模先期研究，以蒐集國際調查經驗、瞭

解產業界之反應以及規劃實施方式。民國九十年七月國科會遂依據此一研究成

果，與經濟部共同出資實施「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試辦計劃」，期程兩年

（90.08-92.07），第一年規劃與實施調查，第二年進行資料分析。 

企業創新活動從製程與產品改善、開發新市場、新原料的取得、行銷策略

調整、組織管理變革以及包裝設計的變化等，可謂包羅萬象，因此廣泛的「創新」

包含了技術創新、管理創新（含組織創新、行銷創新）等。由於管理、組織、行

銷等創新較難量化， OECD 與歐盟先以可量化的技術創新做為創新調查的範

圍，並出版 OSLO Manual 做為創新調查規範，明確地將創新調查的範圍界定於

技術性創新（產品與製程的改善），主要的考量是基於可量測性，以及技術性創

新與研究發展之所具有的密切關連性。至於其他非技術性活動，如組織調整、產

品包裝材質與美工設計、行銷手法翻新等創新活動，仍然有助於增加企業之營

收，所以 CIS4問卷在技術創新調查的範圍之外，另外用兩個模組（組織，行銷）

來加以調查。 



 4

本計畫所完成之調查主要是依據 CIS4 的問卷，調查 2004-2006 年間台灣地

區廠商的創新行為。目的是藉由創新調查之實施，結合現有研究發展統計資料並

帶動相關研究，以建立國內相關研究之資料基礎。同時與國際指標接軌，能進一

步瞭解我國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作為國內科技及產業政策之參考依據。本

次調查結果也將與前次調查結果進行比較，並進行跨產業趨勢分析。 

為了將初步調查的結果與國際的學者專家交流，本次考察團首先參加在丹

麥哥本哈根舉行 DRUID 創新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為歐洲最大的創新學術研討

會，許牧彥教授會中發表論文並擔任評論人，期間將邀請大會主席 Peter Maskell

訪台，參與今年(2008)政大所舉辦創新調查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novation Survey)，分享創新研究發展趨勢。本次考察團隊並赴法國訪問 OECD

中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拜訪任職 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的主管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及 Dr. Martin Schaaper。

本次考察團隊也訪問到任職芬蘭統計局（Statistics Finland）的資深顧問 Mikael 

Åkerblom。分享其創新調查心得並邀請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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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行程 

本次歐盟訪問行程共安排一場國際研討會及兩場討論會議，分別為： 

日期 地點 拜訪人員及單位 討論主題 
6/16-6/20 丹麥哥本哈根 

（許牧彥負責） 
Peter Maskell (DRUID) 創新研究趨勢 

6/18 法國巴黎 
（黃文璋、鄭宇

庭、徐怡負責） 

Mikael Åkerblom 創新調查相關議

題及建議 

6/19 法國巴黎 
（黃文璋、鄭宇

庭、徐怡負責） 

Vladimir López-Bassols 
Martin Schaaper 

創新調查相關議

題及經濟分析內

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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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察紀錄 

一、 丹麥 DRUID 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A.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六日至六月二十日 

B. 地點：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C. 會議特色：歐洲最大規模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D. 參與人員：許牧彥、黃文璋、鄭宇庭、徐怡 

E. 會議內容： 

              由於 DRUID(http://www.druid.dk/)在正式會議（6/18-20）之前，

就已經開始進行多項的基礎議題研討（Fundamentals），我們在 616 中午到達哥

本哈根， 6/17 就開始參與相關的研討會。我們的目標就是參與和 CIS 資料相關

的論文研討，並與其作者進行交流。其中一篇論文的作者以 9 個國家的 CIS 資料

為基礎，以因素分析法來提取每個國家的主要因素，並比較其差異。許牧彥老師

認為運用因素分析法並不妥當，因為因素的解釋有太多模糊的空間。但是，認識

作者並帶回這份文件的價值在於掌握到這 9 個國家的 CIS 資料來源及專家。 

              6/18 會議正式開始，由 Steven Klepper 發表主題演說。 Klepper

在產業動態（Industrial Dynamics）方面有許多實證與理論的重要貢獻。產業動

態會跟產業的生命週期，產業的演化，創新的趨勢，創業的傾向等議題息息相關，

這也是 DRUID 一直以來關注的主題。許牧彥老師在 6/19 晚上的晚宴與 Klepper

同桌鄰座，他們對於產業政策與創新政策如何納入產業動態的學術研究成果有許

多的討論。他們的共識是「確實瞭解產業動態發展的規律、生命週期以及相關的

影響因素才能讓政策落實到產業的發展」。Klepper 對於現在的政策當局受限於靜

態分析的產業經濟模型或說故事型的顧問偏方感到相當無奈。 

       大會今年的主題是「創業與創新」，在這個大主題下安排許多的大堂研

討，選擇較重要的主題（例如技術市場、創業，區域經濟等），邀請一流的專家，

集中所有人共聚一堂來研討。另外，也針對與創新相關的重要研究工具及概念如

「專利資料庫」、「網絡分析」及「賽局模型」舉行辯論，都相當有啟發性。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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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又舉行了 58 場論文研討（Parallel sessions）。6/18 下午，許牧彥老師擔任第

4 個 session 的評論人。這一個場次的三篇論文都是用電腦模擬的方法，以 NK 模

型來探討組織與創新發明的搜尋與調適（search and adaptation）過程。本計畫的

初步研究成果（如附件一）原先預計要投稿到DRUID，但因為趕不及截稿日（2/29）,

所以許牧彥老師先將一篇理論性的論文（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Learning 

Capability）投稿來爭取參與 DRUID 的機會，這篇論文被安排在 6/20 發表。儘

管附件一的論文無法在DRUID發表（預計9月在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發表），許牧彥老師還是設法將它帶給一

些未來可能進行合作研究的創新學者，分述如下： 

1、Peter Maskell 

Peter 是 DRUID 的大會主席，在 CBS 的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擔任教授及主任，是區域創新方面的專家。由於許牧彥

老師事先以 EMAIL 跟他聯繫過，雖然在大會期間他十分忙碌，但是他們還是找

時間溝通，Peter 欣然允諾 12 月 11 日來台灣參加本計畫將舉辦的創新調查國際

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novation Survey），並發表演講─The industrial 

dynamics of national (or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我們未來跟他的系（CBS，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將建立較經常性及制度性

的合作關係。 

2、Keld Laursen  

Keld Laursen 也是該系的教授，他最近利用 CIS 的資料在 SMJ 上發表文章，

驗證了 Open innovation 的開放程度跟創新的績效是呈現倒 U 型的關係。開放程

度要適中，而不是一味地開放就是好。Keld 在這次的研討會上發表了一篇文章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n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in the UK」，以英國的 CIS4 資料（8,692 筆資料）來驗證大學與企業的距離對於

產學合作的影響。合作創新、開放式創新與產學合作關係都是未來進行共同研究

的主題。如果經費許可，這次國際研討會也可邀請他一起來台灣。 

3、Charles Ediquist 

 Charles 是 Innovation system 方面的重要學者，目前在瑞典的 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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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負責一個創新的重要研究單位 CIRCLE (Centre for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Competence in the Learning Economy, www.circle.lu.se)。他在 5 年前

曾領導歐洲與亞洲 10 個國家的研究團隊（包含亞洲四小龍、北歐四天鵝，以及

荷蘭、愛爾蘭）進行一個有關小型經濟體之創新體系的跨國研究。台灣由國科會

的科資中心領軍，含許牧彥老師有 6 位教授參與。研究的成果最近剛由 Edward 

Elgar 公司出版 Ediquist, C. & Hommen, L. ed. （2008） Small Country Innovation 

Systems: Glabalization, Change and Policy in Asia and Europe. 我們台灣創新系

統的個案是擺在第一章。基於這樣的研究基礎以及人脈網絡，我們在附件一的文

章中以合作研發所架構出來的國家創新系統分析架構將可成為跨國比較研究的

基礎。這次許牧彥老師原訂和 Charles 要在 DRUID 碰頭，討論合作的細節，但

他因為有事未能成行。不過，進行這項研究已有共識，目前正在尋求經費支持的

來源。 

4、Bart Verspagen 

Bart 是許牧彥老師在 Charles 領導的 Innovation system 研究計畫中認識的伙

伴，他負責荷蘭國家創新系統那一章。這次研討會他發表了一篇文章「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in innovation systems land—explorations on sectors,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d selection」，利用 13 個國家的 CIS3 資料探討各國在各個產業創

新過程的異質性。他發現主要的差異來自廠商層次的差異，這對產業演化過程中

廠商優勝劣敗的選擇過程提出清楚的依據。Bart 目前轉往荷蘭的 UNU─MERIT

任教，由於 UNU 是聯合國連結的大學，要建立制度性的合作有政治上的攔阻，

但是個別論文的合作應該沒問題。 

      這次在研討會上也看到多組人馬在運用 CIS 資料，進行與我們極為相關的

研究。荷蘭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 Cees Van Beers 與 Fardad Zand 在

「R&D co-operation diversity and innovateion」這篇論文中，以 1996, 2000 及 2004

年荷蘭的 CIS 資料探討各式各樣的合作研發對於創新績效的影響。由於有跨時間

的縱斷面資料，他們能夠進行因果關係的推論。這是我們亟待克服的難題，也顯

示持續進行創新調查的必要。 

    法國 BETA 的 Stephane Robin 及 Jacques Mairesse 發表「Innovation and 

productiveity: A firm-level analysis for Frenc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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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3 and CIS4 data (1998-2000 and 2002-2004)」一文來探討創新對法國勞動生產

力的影響。這篇論文運用 3 階段的計量經濟模型， 先用 Generalized Tobit model 

(Hechman –type procedure) 來分析影響研發密極度的因素並控制選擇性的誤差

（selection bias）。其次用二維 Tobit model 來估計知識生產函數，然後再用這個

生產函數來估計創新對勞動生產力的影響。本論文在選擇性的誤差（Selection 

bias）上的處理以及 3 階段的分析模型都值得我們學習，跨時資料的運用也再次

點出持續進行創新調查的重要。 

法國巴黎大學的 Pascale Roux 及 Emilie-Pauline Gallie 發表「Forms and 

Determinants of R&D collaborations- new evidence on French data」，資料來自法國

在 2003 年所做的 CIS 調查，有 7,611 筆資料，其中 4,175 家是製造業，1,845 家

服務業，659 家研發服務公司。問卷中有許多特有的問題（法國人喜歡有自己的

一套），可以作為以後我們研擬台灣特有問題的參考。但在分析架構及統計方法

上，這篇論文和我們完全不同，是先採用 MCA(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再用 AHC (Ascendant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來分類。值得參考來進行相關的

後續研究。 

 德國的 Tobias Schmidt 與葡萄牙的 Pedro Faria 一起發表「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German and Portuguese firms」，

分析的架構相對簡單，但他們是運用兩國 CIS3（1998-2000）資料來建構分析變

數，這對於我們日後進行跨國比較研究時，如何統整資料有很好的示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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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發展暨合作組織 OECD/DSTI（1） 

A.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八日 

B. 地點：經濟發展暨合作組織 OECD/DSTI，法國巴黎 

C. 拜訪單位：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D. 討論主題：抽樣技術與調查結果 

E. 參與人員： 

a. OECD：Mikael Åkerblom 

Senior Advisor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Statistics Finland 

b. 我方：黃文璋、鄭宇庭、徐怡 

F. 組織介紹：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成立於

1961 年，其前身是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目前共有三十個會員國。OECD

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分析和預測世界經濟的發展走向、協調會員國關係與促進會員

國合作。 

OECD 的權力機構為理事會（Council），理事會下設委員會（Committee），

委員會為 OECD 會員國舉行會議和交換資訊的機構，由會員國以及國際組織如

聯合國、歐盟代表組成，委員會設專家組及工作組，另外針對不同領域和議題，

OECD 設有多個委員會、工作組及專家組。 

OECD 的日常庶務機構是秘書處（Secretariat），設在巴黎 OECD 總部內，秘

書處下設各局（Directorate）或部（Department）。 

OECD 的科技統計和科技指標主要由科技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STP）和秘書處的科技工業局（Directora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DSTI）負責。CSTP 是 OECD 的常設委員會，由會員國

以及觀察員的非會員國與國際組織代表組成，主要職責在於協調會員國的科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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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促進科技領域內之合作。CSTP 所需的科技統計資料、科技指標以及其他資

訊和分析資料由 DSTI 提供。DSTI 下設經濟分析和統計處（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EAS），主要負責科技統計和科技指標，本次訪問對象 Dr. 

Mikael Åkerblom 在此單位服務。 

CSTP 下設科技指標國家專家組（National Experts on S&T Indicators, NESTI）

由各會員國以及聯合國和觀察員國家的代表組成，對科技統計和科技指標進行監

督、檢查、審核、建議和協調的機構。NESTI 主要工作之一是對 EAS 的有關科

技統計和科技指標工作計畫、各項工作結果提交給科技政策委員會進行分析，並

且檢查及審核各項科技指標及科技統計的標準。 

 

G. 討論紀錄： 

1. 本次問卷設計特色 

Dr. Mikael Åkerblom 問及本次調查內容是否有不同於 OECD 的部份。本團隊

報告本次創新調查所增加台灣特色部份，包括：政府資助活動、OEM 及 ODM

等創新活動、非技術創新中之組織創新及行銷創新的影響等。 

2. 本次調查結果發表 

Dr. Mikael Åkerblom 也詢問本次調查結果是否有發表於期刊或研討會。本團

隊報告，本次調查剛結束目前有一些 working paper 正進行中，完成後將發表於

國內外期刊研討會。但是上次結果已發表於 Journal of Data Analysis 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alue Chain Management 等國際期刊，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3. 本次調查結果與歐盟比較 

Dr. Mikael Åkerblom 建議本次調查結果可與 OECD 結果比較並可以進行各國

間不同結果之差異分析。本研究團隊感謝 Dr. Mikael Åkerblom 的建議並將於未

來分析中加入國際比較部份，探討其經濟意涵。 



 12

4. 兩岸創新比較 

Dr. Mikael Åkerblom 提及中國大陸創新的現況，並建議台灣可與中國大陸進

行比較。本研究團隊感謝 Dr. Mikael Åkerblom 的建議並將於未來分析中加入兩

岸創新比較部份，探討其經濟意涵。 

5. 2008 台灣創新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究團隊報告台灣創新調查並邀請 Dr. Mikael Åkerblom 參加十二月份本團隊

在國立政治大學所主辦的台灣創新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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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發展暨合作組織 OECD/DSTI（2） 

A.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九日 

B. 地點：經濟發展暨合作組織 OECD/DSTI，法國巴黎 

C. 拜訪單位：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D. 討論主題：調查結果與經濟分析 

E. 參與人員： 

a. OECD： 
Vladimir López-Bassols 
Administrator 
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ECD 

 
Martin Schaaper 
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ECD 

 

b. 我方：黃文璋、鄭宇庭、徐怡 

F. 組織介紹：同前所述。 

G. 討論紀錄： 

1.  服務業創新定義 

Dr. Martin Schaaper 問及服務業創新定義。本研究團隊回覆問卷內容定義均

依 OECD 定義執行。 

2.  分類標準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問及如何進行產業分類。本研究團隊回覆產業分

類標準均依 OECD 分類方式並參照台灣主計處之產業分類標準執行，個別公司

依主要營業項目為歸類其歸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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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國分析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建議研究報告應進行跨國分析，釐清台灣創新在

全球的定位，並將跨國比較結果分析台灣主要利基。 

4.  跨期比較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建議研究報告應進行跨期分析，與前次台灣創新

調查比較，分析各指標或項目成長及衰退原因，並剖析其經濟意涵。 

5.  指標訂定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提及 OECD 目前正致力於新的指標建構，剛完成

新的計劃，結案報告尚近期內會放在網路上，而且新的創新指標可提供各國創新

政策參考的依據。 

6.  產業分類分析 

  Dr. Martin Schaaper 建議可以進行跨產業比較分析，了解各產業創新特色，

及目前在創新上所面臨的問題與困境。 

7.  本次調查問卷設計特色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問及本次調查有別於 OECD 的地方。本團隊報告本

次創新調查所增加台灣特色部份，包括：政府資助活動、OEM 及 ODM 等創新

活動、非技術創新中組織創新及行銷創新的影響等。 

8.  本次調查結果 

  本研究團隊建議將調查結果除與歐盟接軌外，爭取加入 Global Innovation 

Scoreboard，加入與全球比較，目前許多亞洲國家及區域均已加入。但此業務是

由其他單位負責，兩位專家無法給予答覆。 

9.  兩岸創新比較 

  由於 Dr. Mikael Åkerblom 曾提及中國大陸創新的現況，並建議台灣可與中

國大陸進行比較。本研究團隊向兩位專家報告將於未來分析中加入兩岸創新比較

部份，探討其經濟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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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8 台灣產業創新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究團隊報告台灣創新調查並邀請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及 Dr. Martin 

Schaaper 參加十二月份本團隊在國立政治大學所主辦的台灣創新調查國際學術

研討會。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欣然同意，Dr. Martin Schaaper 確認行程後再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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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結果與建議 

一、分析報告需進行跨國、跨期及跨產業並探討其經濟意涵 

  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建議研究報告應進行跨國分析，釐清台灣創新在

全球的定位，並將跨國比較結果分析其經濟意涵。Dr. Vladimir López-Bassols 建

議研究報告應進行跨期分析，與前次台灣創新調查比較，分析各指標或項目成長

及衰退原因，並剖析其經濟意涵。Dr. Martin Schaaper 建議可以進行跨產業比較

分析，了解各產業創新特色，及目前在創新上所面臨的問題與困境。 

 

二、 研究成果發表的重要性 

Dr. Mikael Åkerblom 詢問本次調查結果是否有發表於期刊或研討會。本團隊

報告，本次調查剛結束目前有一些 working paper 正進行中，完成後將發表於國

內外期刊研討會。但是上次結果已發表於 Journal of Data Analysis 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alue Chain Management 等國際期刊，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本次創新調查成果應發表於科技管理相關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目前正在撰寫

中的文章應以此為目標。 

三、 爭取加入 Global Innovation Scoreboard 成為國際創新社群的一員 

增加台灣創新表現的能見度，讓台灣能借鏡於領先國家學習成長，並將成功

經驗分享給經濟成長中或較落後的國家，善盡國際社群成員的責任。 

 

四、 兩岸創新比較 

Dr. Mikael Åkerblom 提及中國大陸創新的現況，並建議台灣可與中國大陸進

行比較。本研究團隊感謝 Dr. Mikael Åkerblom 的建議並將於未來分析中加入兩

岸創新比較部份，探討其經濟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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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一預計在國際學術研討會（IEEE，ICMIT）發表的文章 

  

Abstract - R&D Cooperations among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central part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newly collected data (2004-2006) from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in Taiwan, we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for innovative firm to engage in R&D cooperation with five 

types of partners: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dentify the 

correlations (or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se five types of R&D cooperation. We find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determinant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all cooperation types – imply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D cooperation. We also find the inversed-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D intensity and the propensity to cooperate with suppliers, customers and institutions. 

Therefore, only big firms with modest R&D intensity will vertically cooperate in R&D. The NIS of Taiwan 

consists of two cores with weakly connections. The first core is R&D cooperations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the second core is the R&D cooperations within industry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This may indicate the vitality of industrial network of Taiwanese firms, and only part of the industry has 

close linkages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Keywords - R&D Cooperation,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CI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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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R&D cooperations among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central 
part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6]. However, as in [11], most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n NIS only provides case1 studies to describe various kinds of R&D 
cooperations, but lacks the comprehensive evidences to pin down the total picture of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within a NIS.  This is the gap we try to fill 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newly collected data (2004-2006) from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in Taiwan, we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for innovative firm to engage in R&D 
cooperation with five types of partners: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dentify the correlations (or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se five types of R&D cooperation. We find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determinant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all cooperation types – imply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D cooperation, as in [3]. R&D subsidy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increase the cooperation with competitors and institutions. 
We also find the inversed-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D intensity and the 
propensity to cooperate with suppliers, customers and institutions. Therefore, only big 
firms with modest R&D intensity will vertically cooperate in R&D.  The R&D 
cooperations within industry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are closely related, 
but weakly related to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owever, those firms who 
cooperate with universities usually have R&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with 
institutions. This may indicate the vitality of industrial network of Taiwanese firms, 
and only part of the industry has close linkages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II describes the methodology, including 
the CIS data, variable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will be 
presented in section III and discussed in section IV. Section V concludes the paper. 
 

II.  METHODOLOGY 

      This paper is aimed to set up a framework (or provide lens) to discover the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from CIS data of Taiwan. We 
will describe the CIS data, introduce the variables constructed from the data, and 
develop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he following. 

A.  The CIS data 

In 2007,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National 

                                                 
1 In Chapter 12 of [11],  C.M. Hou and S. Gee had literally provided a detailed cas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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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chi University was entrust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of Taiwan to 
coordinate a national survey of firm-level data on innovation. In order to do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questionnaire and sampling procedures are similar to the 
fourth edition of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CIS-IV). There are 4996 firms 
randomly sampled from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2033 firms have launched at least 
one innovation2 within the period of 2004-2006. 1276 firms have engaged in at least 
one type of R&D cooperation. 221firms have engaged in R&D cooperation with their 
competitors (CO_COM), within which 103 firms also cooperate with their 
suppliers(CO_SUP), 136 firms with their customer (CO_CUS), 60 firms with 
universities (CO_UNI), and 50 firms with research institute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CO_GMT), as shown in Table I.  

 
Table I 

Sample number of R&D cooperations  
 

The diagonal axis of Table I show 
the number of firms that engaged in 
each kind of R&D cooperation. The 
intersectional cells indicate the 
number of cases with two kinds of 
R&D cooperations. The determinants 

and linkages of these R&D cooperations are the main interest of our research. 
 
B. The variables 

 From the questionnaire of CIS-IV, we define 5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29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 follow. 

 1) Dependent variables :  
We focus on 5 types of R&D cooperations [3] [10]: 

CO_COM: = 1, if the firm cooperated with its competitors in R&D within the period 
of 2004-2006. 

                   = 0, otherwise. 
CO_SUP:   as above, with its suppliers. 
CO_CUS:  as above, with its customers 
CO_UNI:   as above, with the universities 
CO_GMT: as above, with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2) Independent variables : 
                                                 
2 We define innovation broadly (new to the firm, rather than new to the market), including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rocess 
innovation.  

 CO_COM CO_SUP CO_CUS CO_UNI CO_GMT

CO_COM 221 103 136 60 50

CO_SUP 103 498 233 102 77

CO_CUS 136 233 625 114 88

CO_UNI 60 102 114 252 67

CO_GMT 50 77 88 67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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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group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s about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innovation [3], [5], [8], [13], [14]. 
SCOM: the score of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information from competitor  

           Very important = 3, Important = 2 
               Less important = 1, None = 0. 
SSUP:  the score of the importance of suppliers 
SCUS:  the sco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s. 
SUNI:   the score of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ities 
SGMT: the sco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PUBISP: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s - The average of scores of the importance of 

fairs/conferences, Journals, academy and industrial standard.  
The second group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s about the difficulties that hamper 

innovation [2], [3], [7]. 
HCOST: Cost constraint – An average of ranked scores of  
the bottlenecks caused by lack of financial resources or 
high costs of new innovation projects  

HRISK: Risk constraint - An average of ranked scores of 
the bottlenecks caused by technology uncertainty, the 
lack of market position or uncertain market conditions  

HORG: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constraint - An  
average of ranked scores of the bottlenecks that relate to  
the firm’s shortage of (R&D) personnel and lack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knowledge. 

The third group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m 
[3], [9], [10], [15]. 
RRDINX: R&D intensity = the R&D expenditure over  

total expenditure in innovative activities  

RRDINX_R: R&D intensity squared 

EMP06(LN): Firm size - The logarithm of the firm’s employees in 2006 
HO: Part of a domestic group or not (dummy) 

MULTINATIO: Multinational firm or not (dummy) 

FUNGMT: Accept R&D subsidy from Taiwan  
government or not (dummy) 

CUSGRO: Main customer is the firm within the same 
business group or not (dummy) 

CUSB2B: Main customer is business or not (dummy) 
CUSGMT: Main customer is government or not (d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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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B2C:Main customer is final consumer or not (dummy) 
The fourth group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s also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m. However, these questions do not appear in the CIS-IV questionnaire but come 
from the added part of our survey. All of these variables are dummy variables. 
INOEM: Customers provide the product design and 

production method.  
INOEMP: Customers provide the product design and the 

firm can develop and modify production method. 
INODM: The firm can co-design the product with its  

customers and develop production method by itself. 
INODMP: The firm can design the products for its  

customers to pick and develop production method. 
INOBM: The firm can design the products, develop 

production method, and has its own brand name. 
INOBOEM: The firm is OBM but outsource production  

to OEM suppliers. 
INOBODM: The firm is OBM but outsource production  

to ODM suppliers. 
INSEC: The firm’s innovation strategy is fast second. 
INFOCUS: The firm’s innovation strategy is focus. 
INDIS: The firm is trying to launch disruptive innovation. 
 
C.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ur model consist five binary choice equations for the five dependent 
variables: 1.CO_COM, 2.CO_SUP, 3.CO_CUS, 4.CO_UNI, 5.CO_GMT.  Becaus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dummy and interrelated, we employ the multivariate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as in [3], to captur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various kinds of R&D cooperations. 
 

III.  RESULTS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of our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are shown in TABLE II-a 

and TABLE I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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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I-a 

Mult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 of R&D Cooperation 

 1. CO_COM 2. CO_SUP 3. CO_CUS 

SCOM -0.000091 

(0.999) 

0.0407272 

(0.314) 

0.0543713 

(0.153) 

SSUP -0.0404829 

(0.467) 

0.0862504** 

(0.038)  

-0.0261966 

(0.506) 

SCUS 0.0094909 

(0.85) 

0.0554159 

(0.152) 

0.0626647* 

 (0.086) 

SUNI -0.0260691 

(0.688) 

-0.0515088 

(0.336) 

-0.0100227 

(0.842) 

SGMT 0.0111703 

(0.86) 

-0.0441389 

(0.402) 

0.0093118 

(0.848) 

PUBISP 0.2405596*** 

(0.005) 

0.0963382 

(0.174) 

0.1248374* 

(0.06) 

HCOST 0.0920679 

(0.248) 

0.003317 

(0.96) 

-0.0164294 

(0.792) 

HRISK 0.1453789* 

(0.092) 

-0.0821582 

(0.255) 

0.093758 

(0.163) 

HORG 0.1530689* 

(0.055) 

0.0128028 

(0.841) 

-0.0407947 

(0.499) 

RRDINX -0.1428401 

(0.851) 

1.295556** 

(0.024) 

0.8577646 

(0.111) 

RRDINX_R -0.5404302 

(0.537) 

-1.494428** 

(0.016) 

-0.9529038* 

(0.098) 

EMP06_LN 0.0249691 

(0.549) 

0.060536* 

(0.068) 

0.0827745*** 

(0.008) 

HO -0.1246236 

(0.561) 

0.1232573 

(0.444) 

-0.140613 

(0.378) 

MULTINATIO 0.166686 

(0.607) 

-0.8192799*** 

(0.005) 

-0.3752306 

(0.147) 

FUNGMT 0.3561206*** 

(0.008) 

-0.0247073 

(0.828) 

0.1587529 

(0.135) 

CUSGRO 0.6150817*** 

(0) 

0.266189* 

(0.086) 

0.3261333** 

(0.028) 

CUSB2B 0.2816628 

(0.153) 

0.0770749 

(0.635) 

0.3316286**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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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in parentheses,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TABLE II-b 

    Mult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 of R&D Cooperation 

CUSGMT -0.2218608 

(0.389) 

0.0163029 

(0.931) 

0.0086783 

(0.961) 

CUSB2C 0.3247584* 

(0.071) 

-0.2047807 

(0.163) 

0.0402535 

(0.77) 

INOEM 0.0451608 

(0.725) 

-0.2163835** 

(0.033) 

-0.0002426 

(0.998) 

INOEMP 0.2289264* 

(0.08) 

0.2116695** 

(0.038) 

0.2039307** 

(0.037) 

INODM 0.0988604 

(0.444) 

-0.0321488 

(0.751) 

0.1340755 

(0.159) 

INODMP -0.022115 

(0.869) 

-0.0623886 

(0.552) 

0.1435514 

(0.147) 

INOBM -0.0370515 

(0.799) 

-0.0797745 

(0.476) 

0.1980233* 

(0.06) 

INOBOEM 

 

-0.032644 

(0.887) 

-0.3130437 

(0.106) 

-0.0838056 

(0.638) 

INOBODM 0.4411074* 

(0.059) 

0.0840589 

(0.688) 

-0.1706053 

(0.401) 

INSEC 0.0449456 

(0.807) 

0.1859352 

(0.193) 

-0.1874665 

(0.184) 

INFOCUS -0.3462286* 

(0.061) 

0.2131128 

(0.115) 

0.1449998 

(0.269) 

INDIS 0.0573491 

(0.767) 

-0.1127296 

(0.474) 

-0.0078461 

(0.958) 

_CONS -2.423021*** 

(0) 

-1.272583*** 

(0) 

-1.659632*** 

(0) 

 4. CO_UNI 5. CO_GMT 

SCOM 0.012397 

(0.801) 

0.0349552 

(0.501) 

SSUP -0.0211396 

(0.674) 

0.0456203 

(0.383) 

SCUS 0.0697491 0.0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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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 (0.194) 

SUNI 0.1696249*** 

(0.004) 

0.0275584 

(0.666) 

SGMT 0.0192868 

(0.749) 

0.2390487*** 

(0) 

PUBISP 0.0599771 

(0.468) 

0.0220575 

(0.797) 

HCOST 0.0645409 

(0.39) 

-0.0668938 

(0.41) 

HRISK 0.0947577 

(0.25) 

0.0945732 

(0.275) 

HORG 0.05517 

(0.467) 

0.0379131 

(0.626) 

RRDINX 0.2366528 

(0.735) 

2.271804*** 

(0.002) 

RRDINX_R -0.332229 

(0.657) 

-1.871596** 

(0.018) 

EMP06_LN 0.1400087*** 

(0) 

0.1207468*** 

(0.003) 

HO -0.1363946 

(0.481) 

0.0296707 

(0.88) 

MULTINATIO XXXX 

 

-1.253547** 

(0.017) 

FUNGMT 0.4878594*** 

(0) 

0.4738135*** 

(0) 

CUSGRO 0.1882253 

(0.291) 

0.0251713 

(0.893) 

CUSB2B -0.1595901 

(0.379) 

-0.0197327 

(0.922) 

CUSGMT 0.6215571*** 

(0.003) 

0.2888069 

(0.222) 

CUSB2C -0.0314786 

(0.852) 

0.0390684 

(0.834) 

INOEM 0.1783576 

(0.14) 

-0.095945 

(0.459) 

INOEMP 0.2929066** 

(0.017) 

0.0037334 

(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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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chi2(145) = 344.41, Prob > chi2 = 0 
Log likelihood = -1877.9998, Observations = 889 

The results come from the complete sample of 889 observations. In our model, the 
five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explained by the same se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All 
five equations are significant but the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are different.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firms will engage in different R&D cooperations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error terms of the five equations represent the un-explained parts of the 

INODM -0.0244803 

(0.843) 

-0.0537174 

(0.677) 

INODMP 0.1486648 

(0.234) 

-0.1075759 

(0.424) 

INOBM 0.3655365*** 

(0.005) 

0.0058015 

(0.967) 

INOBOEM -0.2460711 

(0.263) 

-0.2493754 

(0.29) 

INOBODM 0.0240057 

(0.919) 

0.5251626** 

(0.029) 

INSEC 0.2833538* 

(0.086) 

-0.226044 

(0.222) 

INFOCUS -0.2645223 

(0.131) 

0.0782778 

(0.639) 

INDIS -0.3068271 

(0.119) 

0.1591253 

(0.405) 

_CONS -2.515848*** 

(0) 

-2.7425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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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variables. The correlation ratios of these error terms in our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indicate the linkages (or interdependences) of various kinds of R&D 
cooperations and are shown in TABLE III.  
 

TABLE III 
Correlation ratio of error terms 

 

 
 
 
 
 
 
 
 
 
 
 
 

1.competitors, 2.suppliers, 3.customers, 4.universities, 5.institutions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21 = rho31 = rho41 = rho51 = rho32 = rho42 = rho52 = 
rho43 = rho53 = rho54 = 0:   
             chi2(10) =  76.2166   Prob > chi2 = 0.0000 
 

These linkages (or interdependences) may be due to complementary of R&D 
cooperation strategies but also to omitted factors that affect all types of cooperation 
[3]. TABLE III clearly shows that all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atios are positive, which 
means most of R&D cooperations are complementarity to each other. However, the 
R&D cooperations within industry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are closely 
related but weakly related (lower correlation ratio and less significant) to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rho41  and rho51 are positive but insignificant. This implie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cooperation with competitor and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or institutions). Mayb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m 
have been explained by our independent variables, or the openness of research 
environ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may be unsafe for cooperation with 
competitor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statistics 
further in the next section. 

 Correlation ratio P-value 

rho21 0.184901*** 0.006 

rho31 0.355806*** 0 

rho41 0.021706 0.786 

rho51 0.017991 0.836 

rho32 0.233249*** 0 

rho42 0.143697** 0.037 

rho52 0.160455** 0.022 

rho43 0.149558** 0.024 

rho53 -0.01075 0.882 

rho54 0.25338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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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DISCUSSION 
 
A.  Determinants of R&D Cooperation 

 1) Innovation information :  
There are symmetr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likelihood of R&D cooperation except for competitors. In other 
words, if the partner (supplier, customer, university or institu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innovation information, firm is more likely to do the R&D cooperation 
with this partner. This finding is reasonable but different from the observations of [3], 
which argued that the information spillovers from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all kinds of R&D operations. This may reveal the some difference 
of innovation system between Taiwan and Netherlands. However, the most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the only significant source of the innovation information for 
competitors is the public incoming spillovers. The competitor may not be the direct 
source of innovation information, but through industrial fairs/conferences, Journals, 
and academy, competitors may find the cutting-edge information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refore, only those competitors who treasure this kind of public 
information can find some R&D topic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se R&D 
projects may be used to explore the technology frontier and full of risk. This may 
explain why the difficulties of innovation will only induce R&D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2) Innovation difficulties:     

We fi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of innovation neither hamper nor encourage any R&D 
cooperation with supplier, customer, university or institution. This is not true for 
competitors. Facing high uncertainty of innovation, competitors with limite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re compelled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Our finding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14], which emphasized that sharing cost rather than risk is the 
main reason for competitor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3) R&D intensity, firm size and multinationality:  

We also find the inversed-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D intensity and 
the propensity to cooperate with suppliers, customers and institutions, as in [3]. Firms 
with higher R&D intensity may do R&D by themselves; firms with less R&D 
intensity may not have the necessary capacit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Therefore, 
only firms with modest R&D intensity will cooperate with R&D institutes.  

Large scale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cooperate with suppliers, customer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rgued [8],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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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ational firms are less likely (with negative coefficients) to cooperate with local 
suppliers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sponsored by local government. In fact, Taiwan 
government still prohibits the outflow of technology from local institutes to the 
abroad. 

 
4) Government funding and market:  
The government funding or subsidy may encourage competitors to form R&D 

strategic alliance, and can effectively induce the industry to cooperate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This is true especially for those firms whose main customer 
is government. They are apt to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 apply funding, and endure 
the bureaucracy withi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As for the firms whose main 
customer is in the same business group, they are more confident to cooperate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in R&D. 

 
5) Production type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OEM firms with the capability to develop production process are more likely to 

do R&D cooperation, especially with supplier and customer. OBM firms with design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y are more eager to cooperate with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OBM firms who outsource to ODM 
suppliers may face more technology uncertainty and are more likely to cooperate with 
competit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f firms try to be fast second, they need the help of universities to learn and catch 
the innovation pioneered by the first mover. Firms with focus strategy of innov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cooperate with competitors in R&D. These firm characteristics have 
not been tested in the literatur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y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and can bring us deep insights. 
 
B.  Linkages of R&D Cooperation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bove, we bring together the important insights from 
TABLE II and TABLE III and depict the linkages of R&D cooperation in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As Fig. 1 shows, there are two cores of R&D cooperation in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The first core is based on the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with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second core is formed by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within industries. These two cores are weakly connected by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5CO_GMT and 2CO_SUP , between 4CO_UNI and 2CO_SUP , 
and between 4CO_UNI and 3CO_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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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ore usually attracts the firms subsidized by government or the firms 
whose main customer is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rms within a business 
group are more likely to joint the type of R&D cooperation in the second core. Large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both cores, i.e. establish all types of R&D 
cooperations.  The research institute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is more likely to help 
the firms with middle R&D intensity. Therefore, large firms with middle R&D 
intensity become the connection of these two cores.   

Because all the linkages on the figure are positive, all the connected R&D 
cooperation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is is the total picture of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in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Fig. 1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of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C.  Limitations  

Although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holistic view of the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it 
is still far from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system operation. Therefore, we are very 
cautious to infer any policy suggestions. Our main limitation stems from the 
simultaneity bias. Because we just employ one cross-section survey data in a period 
(2004-2006), the econometric model can only reveal the correlation, rather than 
caus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For example, although we follow the literature to set government funding (FUNGMT) 

as “independent (or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R&D cooperation with institute 
(CO_GMT)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explain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s “The 

government funding can effectively induce the industry to cooperate with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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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ty may b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R&D cooperation with institute enables the 
firm to apply government funding. Furthermore, FUNGMT may be neither cause nor 
effect of CO_GMT, but both correlate with the other factor, such as high-tech industry.  
High-tech companies are promoted by government and much easier to apply 
government funding. The fast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may drive 
these companies to seek the R&D help from research institutes. Theref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UNGMT and CO_GMT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more cautious way. 
     This limitation can be relieved by employing the panel data, as in [3].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lso can help us identify the causality between variables. 
We leave these research programs to the studies in the future.   

 
V.  CONCLUSION 

 
 This paper is aime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within a NIS. By analyzing the newly collected data (2004-2006) from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in Taiwan, we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for innovative 
firm to engage in R&D cooperation with five types of partners: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dentify the correlations (or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se five types of R&D cooperation. We bring together 
all these information and pin down the total picture of R&D cooperation in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We find that the NIS of Taiwan consists of two cores with weak connections. The 
first core is R&D cooperations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the second core is 
the R&D cooperations within industry (competitors, suppliers, customers). This may 
indicate the vitality of industrial network of Taiwanese firms, but only part of the 
industry (especially large firms) has close linkages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Taiwan Innovation System. By doing so, 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a methodology 
to discover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D cooperation linkages in a NIS from its 
CIS data, and sets up a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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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二本次創新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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