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第    期 100.1134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自民國 96 年起辦理大

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調查作業，彙集專

家學者意見，建立產學合作評量構面之基本

架構，經每年度的調查執行，持續精進評量

作業品質，今年度已邁入第五年。99 年度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結果分別公布產

學合作政策三項指標分析、產學合作整體表

現分析、產學合作各體系概況分析、產學合

作校際評量結果，並針對國立高教、私立高

教、國立技職與私立技職四類體系，擇優公

布各體系重要指標之頂標校院與進步校院。

調整數據收集方式  

減少重複填表作業

在高教體系部分，因應今年度教育部高等

教育校務資料庫（高教資料庫）首度採納本評

量歷年之高教體系調查表，因此與其合作取

得高教體系 71 校之產學資料。評鑑中心並於

100年5月24日行文至71所高教體系校院，

說明不另重複填表作業之相關事宜。

在技職體系部分，持續與全國技專校院校

務基本資料庫（技專資料庫）合作，進行資

料收集之規劃。評鑑中心亦於 100 年 5 月

24 日發函 92 所技職校院進行資料確認與填

表作業，於 6 月底回收。技職體系調查表分

成Ａ、Ｂ兩表，其中 A 表的 18 項欄位資料

是從技專資料庫篩選取得，並配合技專資料

庫開放申請修正期程，請學校於調查期間同

步確認Ａ表數據是否需進行修正作業，以維

持資料庫數據之一致性；Ｂ表的 18 項資料

欄位則由學校自行填寫。

有鑑於去年度以線上回收調查表單的方式

有效提升資料收集之效率，電子表單亦同步

提供驗證功能，大大改善資料的完整性與正

確性，因此今年度維持相同之回收模式。調

查期間即時公告最新消息並提供歷年 Q&A

查詢，使學校有效掌握填表最新資訊。所有

調查資料均須由各校校長簽名後，以紙本回

函評鑑中心，以示對評量資料之正確性負

責。

績效評量結果
▌文／陳達仁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與工業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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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訂定檢覈原則  

務求資料正確性

在資料檢覈方面，由於今年度首次與高教

資料庫合作取得高教體系之產學資料，因此

參照技專資料庫開放學校修正Ａ表數據之機

制，與高教資料庫協調高教體系修正數據之

程序，請需要修正數據的學校於期限內進行

資料修正，確保資料庫數據之正確性。而技

職體系於填表期間已同步確認Ａ表數據，另

由學校自行填寫之Ｂ表數據亦採相同之資料

檢覈原則（如後所述），篩選出各校填表資

料有疑義之項目，個別以信件通知校方再次

確認相關數據是否需要進行修正，未於回收

期限內回覆之學校，另行電話二次通知，直

到確認各校無需提出數據修正為止。

資料檢覈向來為本評量作業最重視的

環節，為求資料之正確性，今年度更擴

大訂定檢覈原則，逐一檢視各校所有欄

位數值，篩選出有疑義的項目，原則如

下：

1. 檢覈各校各欄位數值，將 99 年與

98 年之數值差距進行排序；2. 取差距

正值50%以及差距負值50%的數據（意

即較去年數據正負差距最大的欄位數據

視為有疑義之資料）；3. 且該數據與

98 年之數據相較，成長或衰退達 50%

以上。

然調查數據本身之正確性即存在各面

向之限制，本評量團隊透過各項溝通管

道的努力，希望填表期間即與各校澄清

調查表各欄位之定義，在盡量不打擾學

校進行二次確認的原則下，致力尋找最

佳之檢覈原則；但經由上述檢覈原則篩

選出各校有疑義之項目，仍有多數學校

統計績效

圖一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政策三項指標分析

（a）第一項指標：大專校院研發經費來自企業比例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95    99    

5.19%
(23.26 億元 /
448.49 億元 )

5.64%
(26.61 億元 /
472.04 億元 )

6.88%
(31.87 億元 /
463.09 億元 )

6.25%
(34.20 億元 /
547.51 億元 )

8.05%
(40.68 億元 /
505.07 億元 )

（b）第二項指標：大專校院開創智財收入比例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95    99    

0.5%
(2.04 億元 /
404.8 億元 )

0.66%
(2.78 億元 /
421.72 億元 )

1.12%
(4.56 億元 /
405.75 億元 )

0.98%
(4.74 億元 /
484.74 億元 )

1.54%
(6.76 億元 /
439.61 億元 )

（c）第三項指標：大專校院孕育新創企業家數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95    99    

446 家
（存量）

633 家
（存量）

712 家
（存量）

840 家
（存量）

1066 家
（存量）

必須進行數據修正。高教體系共計 71 校，

普查後有疑慮校數共 64 校，實際進行數據

修改為 30 校；技職體系共計 92 校，普查

後有疑慮校數共 84 校，實際進行數據修改

為 30 校。

相關評量構面、指標定義以及權重計算

等細部資料，請詳見評鑑中心網站（http://

www.heeact.edu.tw）。

99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政策  

三項指標分析

評鑑中心同時接受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委

託，採用相同之調查數據，完成民國 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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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布實施之「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

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產業人力套案 – 加

值產學研合作連結創新」，以三項指標追蹤

大專校院整體產學合作之成果，作為未來政

府增修各項產學合作政策之依據，如圖一所

示。

依據該政策擬定之三項指標，期望以 95

年為基準，在 99 年有目標成長表現。第一

項指標為大專校院研發經費來自於企業之比

例，期望由 95 年的 5.19%，於 99 年成長至

10%。本指標自 95 年至 97 年均呈現成長，

其中企業資助大專校院之經費逐年增長，無

論是 97 年政府資助研發經費減少，亦或 98

年因應全球金融海嘯政府推動若干搶救失業

及振興經濟等方案，上述因素均導致資助經

費大幅提高。98 年底政府資助研發經費預

算大幅度提高，即使企業資助經費仍持續成

長，但由於本指標統計分母項基底大幅度增

長，相較之下指標比例以小幅度減縮，由

97 年的 6.88% 下降至 6.25%。而自 98 年至

99 年期間，可看出在政府前一年度所投入

的各項振興經濟補助之後，同時帶動企業大

幅提升其資助經費之投入；99 年景氣回溫

後政府之研發經費投入相對降低，但企業之

研發經費比例仍持續上揚，彼此消長之間導

致分母之數據微幅減少，雖未能達到預期目

標，但確實強力抬升回到成長之趨勢。

第二項指標為大專校院開創智財收入比

例，政策期望在 99 年達到政府資助研發經

費的 1%。自 95 年智財收入 2.04 億元至 97

年的 4.56 億，已呈現倍數的成長，績效指

標亦自 95年的 0.5%成長至 97年的 1.12%，

業已達到 99 年預定的 1% 倍增目標。截至

98 年智財收入為 4.74 億元，仍呈現小幅度

成長。大專校院智財收入的成長趨勢可能與

各校大量將以往未授權的研發成果，在 96

與 97 年快速授權有關，但由於 98 年政府

在大環境因素的趨使下，大幅度資助大專校

院經費，而智財收入總金額以小幅度成長，

驅使智財收入占政府資助研發經費之比例反

而下降到 0.98% 的水準。99 年各校研發產

能之表現，回應了 98 年金融海嘯時政府大

量投入研發經費之補助，由於政府對各校輸

入大量研發人力與經費因而擴增其研發產

能，可能為學校加速研發成果之授權速度與

智財收入之原因，因此 99 年智財收入大幅

提升，配合政府補助研發經費回歸正常步調

而相對減少，指標公式之分子分母一增一減

當中，智財收入大幅提升至 1.54% 並達到預

期目標。

第三項指標為大專校院孕育新創企業家

數，是以當年度大專校院培育新創企業家數

為計算標準（由原 10 年培育 707 家，倍增

為 4年培育 800家），期望以 95年為基準，

在 99 年達到培育 1,507 家的倍增目標。依

據大專校院產學績效評量的調查數據顯示，

本項逐年表現較為穩定，自 95 年至今皆維

持逐步成長的趨勢，在 98 年達到 840 家，

99 年緩慢增加至 1,066 家，但距離政策期

望的 1,507 家，仍少 441 家。新創企業家數

雖然增加，但是比例卻呈現下降的趨勢，由

97 年的 18.54% 下降至 98 年的 15.24%，

99 年更下降到 14.82%。由於技術移轉須先

歷經研發成果的漫長過程，因此須將遞延效

果納入考量。

99年度產學合作整體表現分析

經歷 97 年度下半年之全球金融風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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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適時推動短期促進就業等方案，於 98 年

度調查顯示有關補助短期人事研發經費、積

極推動產學合作之政策，以及加強宣導研發

成果之智財管理與運用等各項措施，皆有效

穩定產官學研之間的合作效益。而隨著 99

年度景氣回溫後之整體發展以及調查數據來

看，大專校院產學合作整體表現可歸納為以

下三點：

1. 與 98 年數據比較，因 99 年度各項短

期促進就業方案結束，政府對各項產學合作

與委訓計畫經費之投入相對減少，但與 97

年度之補助金額相比仍有上升之趨勢，摒除

大環境經濟因素之影響，顯示政府補助大專

校院研發經費之步調已回歸正常，呈現逐年

上升之趨勢。各體系受補助的金額不同，各

項評量結果仍受外因影響而變動。（請參照

表一）

2. 97 年金融海嘯衝擊過後，在爭取非政

府產學合作經費方面，除企業委訓經費微幅

下降之外，整體而言各體系爭取企業產學經

費皆呈現增加趨勢，獲取之經費以國立高教

最多，而私立技職表現則較私立大學和國立

技職為佳，反映出除國立高教體系外，私立

技職與企業之連結較為緊密，研發依存度也

較高。然於 99 年景氣回溫後的調查顯示，

除私立大學爭取非政府產學經費為負成長之

外，其他體系仍維持逐年成長之樣貌，可說

明政府積極推動產學合作政策，有效維繫產

業與學術間之良性互動。（請參照表二）

3. 99 年度在研發成果與運用面，顯示有

實體審查之專利與新品種數及進駐學校育成

中心之新創公司家數均有成長，反映出學校

對研發成果之智財管理與運用的高度重視，

除如何迅速擴展合作廠商之進駐，以及智財

權利歸屬之考量外，後續的研發成果可能發

酵出的更大效益，以及如何為校方與廠商帶

來雙贏局面，此乃各校發展產學合作特色時

更須重視的議題。（請參照表三、表四）

99年度產學合作各體系概況分析

評鑑中心依據今年度的調查資料進行

96、97、98 與 99 年度各體系校院之產學

資助經費、專利數、各種智財衍生收益金

額，以及孕育新創公司家數進行分析與比

較。

爭取政府產學經費減少約22%，爭取

政府委訓經費增加約20%

表一為政府產學與政府委訓經費之歷年

比較，99 年度在爭取政府產學經費的部分

減少了 22.14%，而在爭取政府委訓經費的

部分則增加了 20.37%。整體而言，99 年度

衰退了 17.68%，僅私立技職體系微幅上升

7.15%，其餘各體系均呈現負成長，特別是

國立高教體系減少了 24.16%。

爭取非政府產學經費增加約4%

表二列出各體系爭取非政府產學經費之歷

年比較。非政府產學經費分為爭取企業產學

經費、爭取企業委訓經費、爭取其他單位產

學經費，與爭取其他單位委訓經費。整體而

言，99 年度爭取非政府產學經費來源小幅

度增加 4.05%，已連續三年呈現成長趨勢，

其中公私立技職體系連續三年均呈現成長趨

勢。以計畫類型來看，99 年度企業產學與

其他單位委訓經費整體皆有成長，其中在企

業產學經費部分，各體系更連續三年均呈現

成長，然而在企業委訓與其他單位產學計畫

資助經費整體則呈現下降現象。

智權產出與授權收益成長約43%

統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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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呈現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之歷

年比較。在有實體審查專利與品種數部分，

99 年度各體系校院均呈現成長，整體上升

26.00%；而智權授權收益部分各體系同樣

皆為成長，特別是私立高教體系大幅度增加

67.54%，而在智財授權收益總金額部分也

大幅成長 42.67%。

新創公司比例增加約27%，有技轉新

創公司比例減少約15%

表四呈現大專校院孕育新創公司比例與

有技轉新創公司比例之歷年比較，整體而

言，孕育新創公司總家數逐年增加，99 年

度增加了 26.90%。然而有技術移轉之新創

公司比例（14.82%）則較去年下降 0.42%，

除了私立高教與私立技職比例下降之外，其

他體系之比例均較前一年度增加。

99年度產學合作校際評量結果

99 年度評量結果依據歷年篩選原則，就

不同體系分別於「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

「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智權產出成

果與應用效益」三個構面進行排名。各構面

入榜校院，其標準化數據皆大於該體系所有

學校之中位數，且於「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

費與效率」及「智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

兩項重要指標下也大於該體系所有學校之

中位數。評量結果僅公布符合篩選原則之前

10 校，若校數少於 10 校，只公布滿足評量

結果之校院。表五至表八羅列 99 年度產學

合作三大構面各體系前 10 名校院，並以粗

體標示 99 年度新進榜之校院。

「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與「智

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為兩項重要政策性

指標，每年度均篩選出各體系在該兩項指標

表現優良（頂標）校院與進步校院。上述兩

項重要指標之進步校院每年均有大量新進

表一  爭取政府產學與政府委訓經費比較 （經費單位：千元）

校類別 年度 政府產學 政府委訓 合計

國立高教體系

99 3,844,982 ▼-29.84% 704,686 ▲35.73% 4,549,668 ▼-24.16%
98 5,480,165 ▲49.79% 519,194 ▲88.01% 5,999,359 ▲52.48%
97 3,658,452 ▼-15.21% 276,156 ▼-68.02% 3,934,608 ▼-24.02%
96 4,314,859 863,455 5,178,314

私立高教體系

99 1,495,248 ▼-18.31% 394,226 ▲9.39% 1,889,474 ▼-13.76%
98 1,830,441 ▲57.56% 360,402 ▲34.89% 2,190,843 ▲53.32%
97 1,161,779 ▲5.57% 267,175 ▲14.86% 1,428,954 ▲7.19%
96 1,100,521 232,601 1,333,122

國立技職體系

99 1,000,744 ▼-11.43% 81,255 ▼-31.50% 1,081,999 ▼-13.34%
98 1,129,952 ▲93.06% 118,612 ▲77.58% 1,248,564 ▲91.47%
97 585,286 ▼-38.02% 66,795 ▼-30.22% 652,081 ▼-37.30%
96 944,272 95,727 1,039,999

私立技職體系

99 935,050 ▲3.37% 137,680 ▲42.48% 1,072,730 ▲7.15%
98 904,545 ▲76.96% 96,629 ▼-32.08% 1,001,174 ▲53.22%
97 511,149 ▼-16.82% 142,272 ▼-37.25% 653,421 ▼-22.32%
96 614,488 226,732 841,220

合計

99 7,276,024 ▼-22.14% 1,317,847 ▲20.37% 8,593,871 ▼-17.68%
98 9,345,103 ▲57.95% 1,094,837 ▲45.51% 10,439,940 ▲56.54%
97 5,916,666 ▼-15.16% 752,398 ▼-46.96% 6,669,064 ▼-20.54%
96 6,974,140 1,418,515 8,39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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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爭取非政府產學經費比較 （經費單位：千元）

校類別 年度 企業產學 企業委訓 其他單位產學 其他單位委訓 合計

國立高教

體系

99 1,542,875 ▲13.78% 8,758 ▼-42.11% 1,504,605 ▲21.23% 71,627 ▲170.44% 3,127,865 ▲18.54%
98 1,355,979 ▲3.38% 15,128 ▼-51.78% 1,241,073 ▼-9.53% 26,485 ▼-31.57% 2,638,665 ▼-4.17%
97 1,311,681 ▲17.17% 31,376 ▲24.81% 1,371,854 ▲3.57% 38,702 ▼-25.20% 2,753,613 ▲9.23%
96 1,119,492 25,140 1,324,595 51,740 2,520,967

私立高教

體系

99 917,834 ▲23.38% 33,076 ▼-18.60% 635,308 ▼-52.72% 29,283 ▲47.00% 1,615,501 ▼-24.79%
98 743,883 ▲3.92% 40,635 ▲24.24% 1,343,676 ▲61.72% 19,921 ▲10.33% 2,148,115 ▲34.47%
97 715,813 ▲34.67% 32,707 ▲98.73% 830,856 ▲7.30% 18,056 ▼-3.76% 1,597,432 ▲19.12%
96 531,524 16,458 774,297 18,761 1,341,040

國立技職

體系

99 586,770 ▲25.16% 45,292 ▲3.89% 169,330 ▲7.63% 23,936 ▲80.39% 825,328 ▲20.83%
98 468,833 ▲18.12% 43,596 ▲15.43% 157,331 ▼-13.85% 13,269 ▼-24.94% 683,029 ▲7.57%
97 396,907 ▲12.58% 37,767 ▼-23.18% 182,627 ▲45.45% 17,679 ▼-18.80% 634,980 ▲15.65%
96 352,543 49,164 125,562 21,771 549,040

私立技職

體系

99 1,020,952 ▲19.90% 15,680 ▲63.90% 169,160 ▼-4.15% 11,339 ▼-20.22%  1,217,131 ▲15.72%
98 851,511 ▲11.70% 9,567 ▼-37.71% 176,481 ▲8.87% 14,212 ▲7.28% 1,051,771 ▲10.36%
97 762,343 ▲15.95% 15,359 ▲127.07% 162,108 ▲10.20% 13,247 ▼-40.82% 953,057 ▲14.32%
96 657,455 6,764 147,102 22,384 833,705

合計

99 4,068,431 ▲18.95% 102,806 ▼-5.62% 2,478,403 ▼-15.08% 136,185 ▲84.32% 6,785,825 ▲4.05%
98 3,420,206 ▲7.33% 108,926 ▼-7.07% 2,918,561 ▲14.57% 73,887 ▼-15.73% 6,521,580 ▲9.81%
97 3,186,744 ▲19.76% 117,209 ▲20.18% 2,547,445 ▲7.42% 87,684 ▼-23.52% 5,939,082 ▲13.24%
96 2,661,014 97,526 2,371,556 114,656 5,244,752

榜的學校，顯示出各校對於爭取企業產學經

費與創造智慧財產衍生效益之高度重視，也

代表這些年在推動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的過程

中，透過持續和學校釐清與溝通產學合作之

定義與內涵，確實讓校方了解產學合作之運

作與管理的重要性。

企業資助經費頂標校院與

進步校院

「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頂

標校院

「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子構

面及「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經費」達到頂

標，且經費大於 4,000 萬元之校院請見表

九。（與 98 年度比較，表九至表十二標示

粗體者為 99 年度新進榜之校院。）

「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進

步校院

「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之子指

標均達中位數，且「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

總額」較前一年度有明顯成長之前 3 名校院

列於表十。與 98 年度比較，入榜之 12 校

有 11 校皆為新進榜之校院。

智權衍生收入頂標校院與

進步校院

「智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頂標校

院

「智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子構面及

「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達到頂

標，且經費大於 1,000 萬元之校院請見表十

一。

「智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進步校

院

「智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之子指標

均達中位數，且「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

總金額」較前一年度有明顯成長之前 3 名校

院列於表十二。與 98 年度比較，入榜之 12

校同樣有 11 校皆為新進榜之校院。

統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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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爭取非政府產學經費比較 （經費單位：千元）

表三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比較

表四  新創公司與其技轉比例比較

校類別 年度 有實體審查專利與品種數 智權授權收益（千元）

國立高教體系

99 538 ▲13.50% 434,538 ▲44.95%
98 474 ▲18.80% 299,779 ▼-17.61%
97 399 ▼-33.94% 363,833 ▲98.06%
96 604 183,702

私立高教體系

99 261 ▲47.46% 119,206 ▲67.54%
98 177 ▲18.00% 71,149 ▲111.34%
97 150 ▲33.93% 33,665 ▼-3.21%
96 112 34,781

國立技職體系

99 221 ▲45.39% 80,685 ▲19.73%
98 152 ▲39.45% 67,388 ▲66.69%
97 109 ▼-22.70% 40,428 ▲4.62%
96 141 38,643

私立技職體系

99 172 ▲20.28% 41,852 ▲17.20%
98 143 ▲52.13% 35,711 ▲95.47%
97 94 ▼-20.34% 18,269 ▼-11.20%
96 118 20,573

合計

99 1,192 ▲26.00% 676,281 ▲42.67%
98 946 ▲25.80% 474,027 ▲3.91%
97 752 ▼-22.87% 456,195 ▲64.28%
96 975 277,699

校類別 年度

進駐育成中心 未進駐育成中心
孕育新創公司總家

數及成長率

有技轉新創

公司比例
有技術移轉新

創公司家數

無技術移轉新

創公司家數

有技術移轉

新創公司家數

國立高教體系

99 24 317 34 375 ▲15.38% ▲15.47%
98 17 286 22 325 ▲2.20% ▼12.00%
97 41 244 33 318 ▲25.20% ▼23.27%
96 17 194 43 254 23.62%

私立高教體系

99 22 246 13 281 ▲33.81% ▼12.46%
98 25 174 11 210 ▲18.64% ▲17.14%
97 13 151 13 177 ▲40.48% ▼14.69%
96 14 103 9 126 18.25%

國立技職體系

99 12 151 13 176 ▲70.87% ▲14.20%
98 5 95 3 103 ▲5.10% ▼7.77%
97 17 81 0 98 ▲19.51% ▼17.35%
96 22 57 3 82 30.49%

私立技職體系

99 27 194 13 234 ▲15.84% ▼17.09%
98 15 157 30 202 ▲69.75% ▲22.28%
97 10 104 5 119 ▼-30.41% ▼12.61%
96 19 123 29 171 28.07%

合計

99 85 908 73 1,066 ▲26.90% ▼14.82%
98 62 712 66 840 ▲17.98% ▼15.24%
97 81 580 51 712 ▲12.48% ▼18.54%
96 72 477 84 633 24.64%

結語與建議

從 97 年度金融風暴走來，在 98 年度政

府推動各項短期促進就業方案的推波助瀾

下，雖無法抑制大環境走下坡所帶來的衝

擊，但對於穩固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的連結

仍存有正面效益。而隨著 99年度景氣回溫，

各項短期方案陸續結束，顯示政府挹注研發

經費較 98 年度驟減，但仍高於 98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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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99年度國立高教體系校際評量結果

表六  99年度私立高教體系校際評量結果

表七  99年度國立技職體系校際評量結果

表八  99年度私立技職體系校際評量結果

排名 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 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

1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2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3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4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5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7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8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9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10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排名 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 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

1 臺北醫學大學 長庚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2 逢甲大學 中原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3 中國醫藥大學 逢甲大學 中原大學

4 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大同大學

5 高雄醫學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6 元智大學 世新大學 長庚大學

7 世新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元智大學

8 大同大學 大同大學 中華大學

9 中原大學 義守大學 淡江大學

10 淡江大學 元智大學 大葉大學

排名 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 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排名 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 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

1 正修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2 樹德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3 南台科技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4 崑山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

5 遠東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6 明志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7 建國科技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8 景文科技大學 南亞技術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

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中州技術學院 建國科技大學

10 亞東技術學院 亞東技術學院 樹德科技大學

*國立技職體系於三構面下符合篩選原則之校院均未滿10校。

統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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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準，表示政府對於補助產學合作之各項政策回復到逐

年遞增的腳步。

本文呈現產學合作績效評量計畫執行五年以來，大專校

院在產學合作的推動成效有相當程度的成長，就本評量執

行多年的調查研究與實務觀察之經驗，對大專校院於產學

合作的推廣與制度面的管理運用提出以下建議：

1. 涉及產學合作的法規與政策眾多，欲發展有利於資源

取得與更佳的評量結果，首要了解法規與政策的真實內涵。

2. 建構有利於經營管理的研發成果資料庫，並重視研發

成果管理專才之培育，減少產學合作與智財管理人員的異

動。

3. 對於校內產學合作相關活動，能夠訂定公平與效益的

政策，並在管理制度中予以貫徹。

4. 可集中由區產中心及研發能量較大的學校處理研發成

果產業價值分析、技術作價與評估、合約擬定與協商等，

交由單一學校處理不具有規模效益之相關作業。

表九  99年度「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頂標校院

表十  99年度「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進步校院

表十二  99年度「智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進步校院

表十一  99年度「智慧財產授權收益與效率」頂標校院

國立高教體系 私立高教體系 國立技職體系 私立技職體系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

國立高教體系 私立高教體系 國立技職體系 私立技職體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義守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東方設計學院

遠東科技大學

國立高教體系 私立高教體系 國立技職體系 私立技職體系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仁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大同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國立高教體系 私立高教體系 國立技職體系 私立技職體系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私立技職體系均未達篩選指標1,000萬元，因而從缺。

▲遠東科技大學研發的「美麗一點靈」，

具智慧型個人化彩妝與衣著裝置功能，透

過電腦幫使用者搭配一天的適合妝容，貼

心設計獲得專利。（張明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