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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產學合作制度是各國政府、企業與大學，在面對全球環境與科技快速變遷下，

能有效運用的創新體制。此體制能活絡國家人才與研發成果，進而在知識與技術

上進行互補，同時也促進雙方順應環境的變遷，提升學術與應用的層次，帶動國

家整體競爭力。台灣產學合作實施的情形與日本類似，但推動時間相對較晚。根

據雁型理論對於亞太國家發展的詮釋，日本在科技管理與技術創新的排名上，總

是亞太各國跟隨與學習的標竿，因此日本的產學合作制度相當值得台灣學習。 

由於產學合作的範疇相當廣泛，本研究將以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個別產業

發展的影響做為探討，選擇電動車產業的主因是全球各界在面對全球暖化與能源

危機的困境下，電動車產業是能有效解決這兩大困境的新興產業之一。在各先進

國家中，日本是最早投入電動車產業的國家之一，而目前電動車的車用電池核心

技術也掌握在日本手上。近年日本官方進一步整合學產學界，從技術面等面向制

定相關政策，並全面推動與普及電動車及其他環保車款。 

本研究目的在於釐清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的關鍵影響因素及優

勢。一旦釐清這些問題，將有助於電動車相關廠商與學界雙方，對於產學合作是

否有執行的必要性，做為參考與判斷依據，而本文也以 SIM-Drive有限公司與慶應

義塾大學在電動車產學合作的個案研究上作深入的分析。寄望此研究結果能給台

灣產官學研各界未來在投資佈局電動車產業的規劃與合作上作為參考借鏡。 

 
關鍵字：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日本新創企業、電動車產業、SIM-Drive 有限公司、

慶應義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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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ystems are used by government,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to adapt to a changing world environment spurred on b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se systems can promote a nation’s human resources as a 

resul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ventures. They also 

complement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connection of academi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push the nation’s competitive power forward. Taiwan’s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ystem is similar, but younger than Japan’s. Based on 

the Flying-Geese Model, a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in Asia, Japan has always held the 

top ranking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Therefore it would be 

worthwhile for Taiwan to imitate Japan’s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ystem. 

 The range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ystem is fairly wid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paper will study the effects of Japan’s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The Electric Vehicle (EV) industry offers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global warming and rapid energy depletion.  Among advanced 

countries, Japan has been the most serious in developing an EV industry and has 

developed advanced technology. Japan’s government has started to combine research 

and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lso tried to make policy that is based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es the EV and eco-friendly car.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main links between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ystem and the EV industry, including the extent of effectiveness and 

superiority. This thesis is an analysis of a case study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IM-Drive Corporation and Keio University. By understanding Japan’s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ystem, Taiwan’s EV industry circles will be more able  

 

 



v 
 

to connect with academic circles and gain EV development experience by learning from 

Japan.  

 

Keywords：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ystem of Japan, New Venture of 

Japan, Electric Vehicles Industry, SIM-Drive Corporation, Kei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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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國內對於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相關研究報告與專書不少，但大都著墨於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沿革、成效與大學在產學合作中的定位較多，而針對日本產

學合作制度對個別產業後續影響的相關研究報告卻寥寥無幾，因此這也促成本研

究對於此一範疇探討的起因。因為在全球知識與科技快速變遷的世代裡，產學合

作制度是否為政府、企業與大學在政策創新與經營變革該採用的因應之道，相當

值得探討驗證。 

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競爭與科學技術快速變遷的情況下，各國政府、企業與

一流大學需不斷面對政策創新與經營變革的衝擊。因此各國政府、企業與大學之

間要如何有效的應用與結合彼此的優勢，來應對世界的變遷是非常重要的。產學

合作制度的實施就是各國政府、企業與大學能解決此一問題的有效體制，並可同

時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雙方共同合作，活絡國家人才與研發成果，或是進一步衍

生策略聯盟或新創公司，在知識技術上進行互補，並降低雙方之間的研發成本與

風險，同時還能夠促使雙方順應環境的變遷，提升學術與技術應用的層次，進而

帶動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以達到社會對於國家的期待。 

台灣在產學合作的情形與日本類似，但推動的時間相對於日本較晚，另外根

據雁型理論對於亞太國家發展的詮釋下，日本在亞太地區科技管理與技術創新的

排名上總是名列前茅，因此在產學合作制度的執行上有許多部分都很值得台灣借

鏡，而台灣產學研各界對於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相關的研究不少，但研究的範圍大

部分都侷限在產學合作制度的形成過程與實施現況，或著是產學合作中大學角色

的定位與績效等，而針對產學合作對於個別產業的後續影響卻沒有相關的研究報

告。1因此本文將藉由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發展之影響，深入探討驗證產

                                                      
1 雁型理論： 指東亞或亞太區域國家在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興盛衰退的變遷型態，而此變遷型態

首先是以日本為雁頭，其次在轉移給亞洲四小龍，最後在移轉到中國與東南亞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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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制度對於個別產業發展重要性，會選擇電動車產業的原因主要是在面對全

球暖化與能源危機的影響之下，各國政府無不開始尋求各種解決方案，而電動車

產業是能同時有效解決這兩大困境的新興產業之一。2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統計，目前全球的交通運輸工具中，陸上運輸工具所排放的

溫室氣體比率佔的最高，而在 2020 年以前陸上運輸工具也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

消耗者。所以在此一背景下，未來耗能又不環保的傳統汽車產業，將逐漸被環保

又節能的電動車產業所取代。3 

在各先進國家中，日本是最早投入電動車產業的國家，而目前電動車的核心

技術-車用電池也掌握在日本手上，近年日本官方進一步整合學界與產業，從技術

等層面制定相關政策，全面推動電動車及其他環保車款的普及。因此此研究將藉

由該論點來探討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發展之影響，寄望其研究結果能給

台灣產官學研各界未來再投資佈局電動車產業的規劃與合作上作出貢獻。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之影響，探討的目的在

於釐清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的關鍵影響因素與優勢等，一旦釐清這

些問題，將有助於電動車相關廠商與學術界雙方對於產學合作是否有執行的必要

性，做為參考與判斷依據。 

據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了解： 

(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發展現況； 

(二) 日本產學合作應用於電動車產業發展概況； 

(三) 日本產學合作應用於電動車產業發展之影響； 

(四) SIM-Drive 有限公司與慶應義塾大學在產學合作下對於整體電動車產業發展

之影響。 

  

                                                      
2 本文將以純電動車(Electric Vehicle, EV)為研究對象，因為純電動車是次世代自動車之中面對全

球暖化與能源危機的最終替代方案。 
3 Metz B. & Davidson O.R. & Bosch P.R. & Dave R. & Meyer L.A.,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http：
//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3/en/ch5s5-2-2.html>.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3/en/ch5s5-2-2.html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3/en/ch5s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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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範圍 

本文的研究流程首先將會針對研究主題蒐集與彙整具有可信度的相關文獻，並

將所蒐集的相關文獻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回顧，以建構本文的理念與架構。另外，

筆者將會運用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個案研究法來針對各章節的內容安排，

進行探討分析(圖 1-1)。 

 

圖 1-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主文部分，首先就第參章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形成背景、運作機制、發展現況

做官方文獻上的分析探討，藉以了解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整體發展概況。第四章

則會探討產學合作制度應用於電動車產業的沿革、現況還有後期對於整體電動車



4 
 

產業的影響。第五章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分析驗證慶應義塾大學所衍生的新創

企業 SIM-Drive 有限公司，藉以深度了解驗證雙方在透過產學合作制度後，其研發

成果對於整體電動車產業發展趨勢會有何種程度的影響。第六章則是以第二章、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分析與驗證結果做為總結。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研究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之影響，但礙於能力上的限

制，無法赴日本做相關調查與訪談，所以本文資料來源將以台灣相關文獻與日本

政府、大學、企業、智庫等相關單位的官方網站資料為主，因此將採內容分析法

與歷史分析法來探究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之影響。但由於此研究範

疇的範圍相當的大，因此本文最後的部分將會縮限範圍，以個案分析法的方式來

驗證 SIM-Drive 有限公司與慶應義塾大學在產學合作上對於電動車產業的影響，以

達到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主要是透過與研究主體相關資料的收集，在確認其相關資料來源

與內容的真實性後，將相關資料中推論的、蘊含的及潛在的意義歸納在一起之研

究方法。首先，將蒐集與日本產學合作運作機制與產學合作運用於電動車產業發

展之相關資料，並針對其相關資料做深入的探討。其次，資料來源將以日本政府

相關單位、各相關法人機構、相關協會組織、各大學技術移轉中心(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TLO)、新創企業等所公布的相關資料為主。最後，再針對國內外與

研究主題相關之專書、期刊、論文為輔，以更寬廣的視角檢視日本產學合作制度

對於電動車產業發展的影響。 

(二)、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提供我們了解當時事件與問題的來源是如何形成發生的，並在經過

一段時間之後又是如何進展的，而在檢視的期間也能確認過去採用過或是沒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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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解決之道與問題。因此本文將透過歷史研究法來深入了解當時日本產學合作

制度的形成背景與歷程；還有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應用於電動車產業發展的起源與

現況，以進一步了解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沿革與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

業發展的整體概況。 

(三)、個案分析法 

個案分析法主要是針對單一主體做相關的多重資料蒐集，並針對資料內容將所

可能發展的各種現像與變化做廣泛、詳細審視的陳述。由於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

電動車產業發展影響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本文將以近年在日本電動車產業中

相當活躍的新創公司 SIM-Drive 與協助該企業成立之慶應義塾大學為研究案例，藉

由此案例的探討來驗證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整體電動車產業發展之影響。 

第四節 研究限制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對研究標的所描述的研究價值，加上採取個案分析法的方

式，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將會縮限只針對單一國家(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個別產業

(電動車產業)的影響做為驗證分析，對於日本以外的國家與電動車產業以外的個別

產業，將無法加以探討產學合作對其影響，此為本研究第一項研究限制。第二項

研究限制是本研究雖是個案研究，但作者無法遠赴日本對慶應義塾大學與

SIM-Drive 有限公司雙方進行相關訪談，為第二項限制，因此在資料的蒐集上，本

文會以慶應義塾大學與 SIM-Drive 有限公司的官方資料為主，並以其相關二手資料

為輔。第三項限制是語言上的限制，作者並非精通日語，雖然在閱讀上有中山大

學日本研究中心的助理能夠提供協助，但在日文資料的閱讀上還是稍加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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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在全球化競爭與科技日新月異的影響下，各國若想要邁進或繼續保持先進國家

之列，政府在現有國家體制的運用上就顯得相當重要，因此本節將先以國家競爭

力與國家創新系統的角度來檢視日本政府、大學與企業究竟要如何運作，才能不

斷追求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其次，將利用日本國家競爭力與國家創新系統下

的觀點，來探討日本技術移轉制度與產學合作制度的沿革，還有對於其國家發展

之重要性，同時本章將檢視台灣目前對於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相關研究是否有不

足之處。接著將會進一步探討大學新創公司的發展概況，最後回顧目前日本電動

車產業發展現況，以在本文後續章節的部分，對相關大學新創企業的研究產出做

深入的驗證分析(圖 2-1)。 

 

圖 2-1 文獻回顧流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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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競爭力 

競爭力大師Michael E. Porter(以下簡稱 Porter)在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一書中，提及「國家競爭力」唯一的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國家生產力

指的就是生產力的持續成長會促使國家經濟的升級，因此「國家競爭力」等同於

「國家生產力」還有「國家經濟水準」，而國家生產力的提升則必須藉由「企業」

對於產品、創新、技術、效率等各層面的不斷提升。但是窺看各國的經濟發展模

式不盡相同，Peter 只從企業的個體面向來檢視個別國家的競爭力似乎過於籠統。4 

Porter 對於日本國家競爭力的分析，可從 Can Japan Compete 一書中看出作者

在 1990 年代，針對日本企業進行一系列的調查之後，Porter 認為日本企業是影響

日本競爭力最主要的關鍵因素，而對於政府、大學院校與國家研究機構等單位的

看法是，它們對於日本國家競爭力的影響是相當有限的。5首先他認為日本政府模

式，對於具競爭力的產業通常起不了什麼作用，6而且很少看見卡特爾(Cartel)或是

雙方合作研發計畫運用在其中；7而缺乏競爭力的產業，8日本的政府模式卻利用各

種行政指導與干預，讓卡特爾與合作研發計畫無所不在。因此 Porter 認定日本政

府模式是日本企業失敗的根由，而不是締造日本經濟奇蹟的功臣，意思就是日本

政府對於市場自由競爭的不信任所進行的干預是導致日本經濟實力與產業競爭力

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也是 Porter 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各大學與國家研究機構的

研究能力相當有限。尤其是大學相關領域的實力太差，而其中理工領域的狀況特

別明顯，更糟糕的是日本的大學與企業之間沒甚麼連繫。在美國，大學研究能力

實力堅強，學術界和企業界又密切合作，使科技知識的研發和散布非常迅速，所

                                                      
4 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1990). 
5 Michael E.Porter, Can Japan Compete (La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6 機械、電子、光學、材料、運輸、休閒等產業。 
7 卡特爾是生產類似產品的企業或國家所組成的聯合壟斷組織，該組織的最大的功用就是透過協議

來控制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數量、技術專利與銷售條件等，以達到整體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8 軟體、食品、時裝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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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於日本來說，產學合作研發並不是最好的政策選擇，而是迫於現實的替代做

法。但 Porter 卻表示，未來不論是先進國家或是後進國家，大學對於企業競爭力

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Porter 認為大學研究是國家基礎研究的基石，也是國家創新

的根本。另外，Porter 還指出大學對一個國家創新系統的貢獻，遠不只限於研究方

面。首先他認為大學從事的研究是公開的，研究成果如果能迅速傳播，將遠勝於

企業或是國家實驗室的研究效率；其次，大學的研究工作對於培育科學家與工程

師極為重要；第三，大學研究對促成新創企業的成立，能夠發揮重大的作用。由

此可見大學也能當作是鑑定國家競爭力的重點要素之一，尤其是以「科技立國」

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日本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大學對於國家發展如此重要，但是過去日本各大學的研發成果卻在種種法規

的限制下難以被活用，此時日本政府對於相關政策的推動就顯得相當重要，尤其

是對於相當依賴產業政策發展的日本更是如此。根據「日本發展模式概念之父」

之稱的 Chalmers Johnson (以下簡稱 Johnson) 在推動日本的奇蹟之手：通產省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一書中表示，9日本的文官體制所提出的產業政策，

是影響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尤其是日本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以下簡稱“MITI”)對其日本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最大。10但

Johnson 並不否認 Porter 所強調日本企業對於日本經濟發展的的重要性，也不排斥

日本文化因素以及戰後美國對日本經濟復甦時期的貢獻，Johnson 主要是認為如果

沒有這些日本官僚來推行產業政策，就沒有所謂的日本經濟奇蹟。 

Johnson 表示對於了解政府政策用意且又聽話的企業，在資金籌措、稅金、以

及技術移轉與合作的審核上，都可以有不少特殊的便利。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對於

企業組織在技術移轉與合作上，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力存在，而日本政府確實也在

1980 年代便開始針對國立大學與民間企業對共同研究課題成立共同研發中心。

                                                      
9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y Policy, 1925-1975 

(Tokyo：Charles E. Tuttle Co., 1982). 
10 2001 年 1 月日本中央省廳再編之後，通商產業省已改制為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METI) ，而目前日本的產業政策、通商政策、產業技術、貿易等都是歸經

濟產業省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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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之後則陸續針對學術界與產業界實施相關教育與科技法規的大肆改革，雙

方相互合作至今也歷經將近 16 年，而日本各大學院校對於日本產業發展與國家競

爭力是否還是像 Porter 所形容的 “能力是相當有限的” 值得驗證。 

總結 Porter 與 Johnson 的論點來看，企業、大學、政府對於日本的國家競爭

力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雖然許多學者專家認為日本的企業文化是推動日本

經濟發展相當必要的要素，但是要是沒有大學的基礎研究和人才培育、還有日本

政府的行政指導，日本企業還能夠獨自帶動日本整體經濟發展嗎?而基於以上因素，

本文也將會以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來探討與驗證產學合作對於電動車產業之影響。 

第二節 國家創新系統 

本節將先探究「創新」這個詞彙的根源與意義究竟為何，再進一步的探討國

家創新系統的範疇與日本的國家創新系統。首先，「創新」這個詞彙在過去一世紀

以來不斷的被各界學者、專家、業界人士等人所提出，我們甚至常常再報章雜誌

上看到創新這個詞彙，但究竟創新的意義為何?創新對於國家與社會的發展究竟有

何重要?又是從何時開始有此一概念的形成? 

「創新」一詞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 1912 年，由「現代企業思想家之父」之

稱的 Joseph A. Schumpeter(以下簡稱 Schumpeter)的名著 -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出現，他提出「創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創新」等同於「發

展」與「新的生產要素組合」的構想。11簡單形容創新一詞就是將各種內部的生產

要素加以「新的組合」，在這些各個生產要素不同的排列組合下，能夠得到更多的

產出而促使經濟發展。而創新的概念包含下列五種情況：一、新產品的開發或對

原有產品在性質上作程度上的改進；二、新生產方法的提出；三、新市場的開發；

四、創造新原料或半製成品的新供應來源；五、新產業組織的形成。12另外，

Schumpeter 在內文中提到對於新組合的實現是透過使用閒置的生產手段來進行。

                                                      
11 Joseph A. Schumpeter 著，何胃等合譯，《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臺

北市：左岸文化，2005 年)，頁 8。 
12 當時「生產要素」一詞指的就是所謂的「生產函數」，而生產函數指的是以當時社會的知識水準，

每一生產單位所能使用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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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失業的工人、沒有出售的原料、或沒有利用的生產能力等。13對於新組合的

出現，將會出現一個有所幫助的環境、一個有利的條件、甚至是一種刺激，因此

在當前的經濟體制中，新組合必須在某些舊組合獲得必要的生產手段，並對其生

產手段的供應做不同程度上的使用。而從「國家創新系統」一詞來看，國家的創

新是否就是對於國家現有的生產體制進行新的排列組合，或著是由國家來創造新

的生產體制呢？ 

國家創新系統最早是在 1987 年由英國經濟學家 Christopher Freeman(以下簡稱

Freeman)所提出，當時此概念主要是 Freeman 用來描述與解釋日本戰後的經濟奇蹟

現象。當時 Freeman 將國家創新系統定義為：「國家創新系統是一種宏觀體制，是

由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各種組織所形成的網絡，網絡中的組織透過各種活動來

創造、引導、修改和傳播新的科學技術。」而 Freeman 表示政府、企業、社會與

教育是體制中最關鍵的影響因素。14但隨著世代的變遷、日本的經濟泡沫化、還有

各界學者專家對於各國國家創新系統的比較研究下發現，歐美的國家創新系統更

為完整，此後 Freeman 在先前所提出的國家創新系統概念，也備受考驗不斷的再

進行修正，現在各界對於國家創新系統的的定義也不盡相同。 

徐作聖教授在國家創新系統與競爭力一書中對於國家創新系統一詞的定義為：

「國家的組織或制度，其功能在於加速技術的發展與擴散，其構面包括政府政策

工具、科技系統與國家環境三部分。」15另外，作者在書中提到國家創新系統的形

成是由下列六項層面所組成，包括：一、教育與訓練：教育與訓練是經濟發展的

基本構成要素；二、科技與技術能力：各國投入研究發展及其他相關活動的資源，

代表國家創新系統的基本特性；三、產業結構：企業是技術創新動力的來源；四、

科學與技術的長處與弱點：各國國家在不同的科學與技術領域都有資深的長處與

弱點；五、創新系統間的互動：各國在協調各機構、參予者的互動關係上，存在

                                                      
13 同前註 12，頁 92。 
14 Dora Marinova, “Japan：A Case Study in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Murdoch University - 

Institute for Social Sustainability, 1999, < http：//www.istp.murdoch.edu.au/ISTP/casestudies/Case 
_Studies_Asia/japan/japan.html>. 

15 徐作聖，《國家創新系統與競爭力》(臺北市：聯經，1999 年)，頁 60。 

http://www.istp.murdoch.edu.au/ISTP/casestudies/Case_Studies_Asia/japan/japan.html
http://www.istp.murdoch.edu.au/ISTP/casestudies/Case_Studies_Asia/japan/jap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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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六、海外技術能力之吸收及合作：在國家創新系統不同層面的運作中，

也要將國際環境列入考量。16而從這些層面中也可看出產學合作對於國家創新系統

中的構成要素都有一定的影響力，例如產學合作可培養專業人才、進行科學技術

研發、成立新創企業、與企業共同研究開發、國際企業的合作交流等。 

羅美華在學術論文中，將國家創新系統此一概念解釋為由公、私部門機構所

共同組成的網絡，其主要作為與互動關係在於創造、引進、形塑與發揚新的技術，

其概念亦強調經由不同組織或組織內部的連結，促成一國國家的創新，同時有能

力組織、吸收它國的技術，特別是對於小型與開發中國家；一個國家中產業或其

他組織的連結，對於增進一個國家吸收國外技術，並採行、普及、散播與改進技

術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即這些組織的連結的焦點在於知識的擴散，而非產生新

的知識。17 

本文將國家創新系統簡單的定義為：「以個別國家為單位的網絡組織，透過一

系列的活動來達到技術創新。」而這一系列的活動就包括下列幾項形式，例如：

技術移轉、產研合作、策略聯盟、產業群聚、產學合作、新創企業等。而拓墣產

業研究所(Topology Research Institute)。在美、日、台國家創新體系之探討的產業專

題報告中，指出日本國家創新體系是以政府相關之科研單位為主軸，制定與研擬

具可行性之政策與措施，以結合產業、大學及研究機構共同發展創新活動。18所以

針對本文主題，本章接著會以日本技術移轉制度、產學合作制度、新創企業做深

入的探討分析。 

  

                                                      
16 同前註 16，頁 58-60。 
17 羅美華，《日本產學合作政策中大學之角色與定位研究-以技術先進首都圈產業聚集為例》(南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頁 37-40。 
18 李修慧，《美、日、台國家創新體系之探討》(台北：拓墣科技出版，2007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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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技術移轉制度 

在談論日本技術移轉制度之前，本節將先探討技術移轉制度的定義、形式與

產學界執行技術移轉的動機，藉以能更深入了解日本為何要實施技術移轉。根據

王偉霖在國際技術移轉制度理論與實務一書中以學術的觀點，將技術移轉界定為

「學術機構、產業界和第三人之間的知識和技能分享。」而作者以學術技術移轉

做型式上的分類，可分為下列六項：一、授權：此為技術移轉中最普遍的型式，

在一般情況下大學與私人企業簽訂契約賦予其使用智慧財產權之權利，而權利所

有人則為該大學；二、企業資助大學研發：此型式可彌補研究型大學缺乏實務經

驗的不足，同時又可提供有價值之服務予私人企業；三、新創公司：此型式能促

成研究人員與私人企業能擁有更加密切的合作關係，另外研究人員能在擁有公司

股權的情況下，而更加關注技術成果與商品化的開發；四、創意實驗室：此型式

下，私人企業資助大學之研究並非為了具體的技術成果，而是為了將來有機會以

較低的授權金取得大學正進行研究的研發成果授權；五、創新育成中心：此型式

主要是由學術機構移轉技術至私人企業之重要組織，該組織主要以相對市場較低

的價格，提供草創階段之企業一些基本服務；六、研究材料交換：此型式並非為

了牟利或商品化研究成果，而主要是為了便利及促進彼此的研究所進行的材料移

轉。19 

最後，王偉霖針對大學與私人企業進行技術移轉的動機因素作劃分，首先是

私人企業進行進行技術移轉之動機包括下列四項：一、降低研發成本；二、更新

現有的生產線或拓展業務至新的生產線；三、與學術機構保持密切關係，以獲取

技術知識；四、增加市場影響力。而大學型技術移轉之動機則是下列四項：一、

權利金之收入；二、可吸引優秀教師與研究生；三、建立學校聲譽；四、提升大

學研究能力與實務經驗。20 

技術移轉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尤其是戰後欲快速重振國家經濟

                                                      
19 王偉霖等合著，《國際技術移轉制度理論與實務》(臺北市：華泰出版，2010 年)，頁 7-17。 
20 同註 20，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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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的日本，更是不可或缺。如果當時日本端以依賴先進國家之技術移轉、很

難有當時經濟奇蹟的榮景。因此要如何強化研發單位與企業之間的自主研發與合

作來使國家經濟蓬勃發展，成為日本政府相當重視的首要課題。 

戰後日本的科技政策主要是以引進國外技術為主，但由於日本的歷史與地域

關係，科技相關的技術與資源過度依賴其它先進國家，會對日本的未來發展產生

阻礙，於是當時日本了有感於國有研發成果活用於私人企業的重要性，因此在 1969

年成立了產業技術振興協會(Jap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JITA)(以下簡

稱“JITA”)，而這也是日本技術移轉制度的開始。此機構做為當時 MITI 與之後在

1980 年成立的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NEDO)(以下簡稱 “NEDO”)所屬的成果推廣專門機構。

21 

另外，1996 年日本政府將日本科學技術中心(Japan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CST)(以下簡稱“JICST”)與日本研究發展機構(Researc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Japan, JRDC)(以下簡稱“JRDC”)組合而成的科學技術振

興事業團(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JST)(以下簡稱“JST”)，22為文部科

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以下簡

稱“MEXT”)所管轄，主要負責的業務項目有基礎研究、研究交流、科學技術情報

的流通、新技術開發、研究支援等，其中新技術開發是針對大學、研究機構等的

研究成果進一步的實用化，並將其技術移轉給產業界來使用。23 

直到 1990 年代日本面臨前所未有之困境，當時在傳統產業飽和亟需新興產業

創造之際，加上過去日本大學及研究單位之研發技術，原本分別透過 JST 及 JITA

移轉之，但為提高研發效率與成果的活用，日本政府開始針對產學合作來擬訂與

修正相關科技法規。1998 年日本政府以新的技術移轉制度-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

                                                      
21 李雅萍等合著，《全方位技術移轉》(臺北市：書泉出版，2001 年)，頁 107,121。 
22 1996 年由日本科學技術中心(JICST)與日本新技術事業團(JRDC)合併而成的機構，隸屬於文部

科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23 游啟聰等合著，《科技管理》(臺北市：東華出版，2008 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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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技術移轉的焦點移轉至大學研發成果，並同時以此法來推動大學技術移轉組織

之設立，24以促進大學研究成果能被活用於產業界。在此之前附屬於各省廳的研究

單位，所進行的各項委託計畫成果，凡是由政府獨自出資的，一律歸屬國有，並

且由日本特許廳統籌負責管理。 

第四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 

本節將先探討何為產學合作制度，在探討國內學者專家對於日本產學合作制度

的相關研究成果，以分析國內對於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相關研究，是否還有不足

的地方以加以探討驗證。 

羅美華在學術論文中定義產學合作是「一種以創新為基礎的夥伴關係，並由產

學雙方共同提供財務、研究、人力、基礎設施等資源，以利形成資源互補與共用，

並增進研發和效應最大化。」另外，產學合作的運作模式若從產學兩部門之間的

互動來探討可分為研究互動、教學互動、提供服務三種。25研究互動指的是產業委

託學界進行研究、共同研究、或學界從事研發成果的技術移轉皆屬之；教學互動

則是產業採購學界所提供之教育訓練、學界諮詢業者相關領域之教學規劃，或產

學雙方行使各類型的建教合作皆屬之；就服務提供而言，學界可提供業界創業育

成服務、研發設備出租、或其他專門技術服務等皆屬之。 

陳義玉在學術論文中提到產學合作的目的在於主題主導的企業之技術合作戰

略、知識財產的創造、活用、累積、繼承、經濟活化性和社會的存在，以大學中

的教育研究的發展，作為形成知識社會的基礎和文化；而知識社會終將知識價值

化而成為財產；知識財產產出的個人和組織的創造性活動，促進知識財產的活用，

大學的改革，才能使產學合作更加的圓滿。26 

從以上的觀點可看出產學合作制度對於一國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如果沒

                                                      
24 同註 24，頁 67。 
25 羅美華，《日本產學合作政策中大學之角色與定位研究-以技術先進首都圈產業聚集為例》(南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頁 13。 
26 陳義玉，《日本的產學合作政策-以東京大學為例》，(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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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產學合作制度，大學的研發成果、知識還有人才將難以被活用，這將造成國家

資源上的浪費。另外，企業的研發能力、資金與人力都相當有限，如果是面對投

資風險相當高的產業，中小企業更將難以存活。因此成功的產學合作將促成大學

的研發成果與產業需求相結合，同時大學還可獲得企業所提供的研究經費來充實

設備資源，以達到產學雙方互惠互利，創造雙贏的好處。 

王偉霖等人在國際技術移轉制度理論與實務一書中對於日本產學合作歷年相

關的科技法規做了系統式的整理與介紹，例如：科學技術基本法(1995 年)、大學等

技術移轉促進法(1998 年)、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置法(1999 年)、知的財產基本法

(2003 年)、國立大學法人法(2004 年)、技術研究組合法(2009 年)等。同時作者針對

日本產學合作的發展現況、合作績效、運作模式、區域育成、超級技術移轉機構

(Super 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Super TLO”)做了詳細的分析

分析。27最後則以日本各大學中的先驅-東京大學在產學合作機制上作為個案研究

來分析。28 

王偉霖認為從日本政府產學合作相關的立法當中，可看出日本政府對於產學

合作非常重視，並且有著相當多的創新作法，如手續費減免、債務保證、發行公

司債等相關程序，這也是日本不同於其他國家在執行產學合作上的一大特色。其

中作者還提到日本 Super TLO 制度非常值得台灣借鏡，並且認為台灣可效法日本，

在北、中、南、東四個區域各別成立 Super TLO，如此就可輔導規模較小的技術移

轉中心，並促進資源多元化，並有效達到機構之間互補互惠的作用。另外，在回

顧日本整體產學合作制度的沿革時發現，日本政府對於產學合作的實施措施其實

從 1980 年代就開始推行了，29故本文將會針對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沿革做較為完

整的分析，以了解日本推行產學合作制度的整體脈絡。 

羅美華在學術論文中，以日本產學合作政策、產業群聚與技術先進首都圈地

                                                      
27 Super TLO 是經由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所核准具有優良表現之 TLO，指定成為「特定領域重

點技術移轉事業者」。Super TLO 主要是協助各大學進行技術移轉活動的支援及人才培育，用以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為目的。目前在日本被承認有 Super TLO 資格的大學則有七所。 
28 王偉霖等合著，《國際技術移轉制度理論與實務》(臺北市：華泰出版，2010 年)，頁 40-50。 
29 1983 年實施共同研究機制、1987 年設立共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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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Technology Advanced Metropolitan Area, TAMA)來分析大學在產學合作中的角

色與定位。其中作者在技術先進首都圈地區之產業發展與產學合作的未來中，指

出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將成為大學產學合作的新動能，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的重

振與崛起將被視為日本下一波產業發展的核心要角，主因是日本政府過去一直視

大企業為發展要角，而許多新興產業與具有發展淺力的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卻被

漠視。雖然之後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推進，但當時相關配套措施不足，導

致政府要推進技術事業化的美意大打折扣，例如創業家的育成、設備與育成設施、

中小企業診斷制度稅務等相關法規支援。30另外，在 21 世紀之後日本對於產學合

作的推行逐漸成熟，因此由產學合作技術衍生的新創企業，將是未來影響日本產

業發展與創新的關鍵體制，但是目前國內對於此一範疇的研究報告卻相當缺乏。 

陳義玉在學術論文中以東京大學為代表來探討的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其中內

容包括東京大學的產學合作體制、經營成效與利益衝突處理原則；另外，內文還

有分析國立大學法人化對於東京大學在產學合作執行上的影響；最後，作者是以

東京大學與國內的清華大學作技術移轉機構(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以

下簡稱“TLO”)、授權收入分配、專利申請維護費用、育成中心、創投基金、利益

衝突處理上作比較性的分析與探討。31雖然陳義玉以日本的第一首府東京大學來作

為探討對象，但東京大學不論在經費與人才等資源上並非日本其它大學可以比擬，

加上東京大學為國立大學，因此在探討日本整體大學的角色定位上欠缺周延是美

中不足的地方。 

羅德權在學術論文中則是探討慶應義塾大學、東京工業大學、京都大學的產

學合作體制、業務流程與經營成效，並且作相互性的比較分析。不同的大學在產

學合作體制、業務流程與經營成效上也會有所不同。因此羅德權除了分析日本的

國立大學代表外，也探討了日本私立大學在產學合作上的發展，而這在探討日本

                                                      
30 羅美華，《日本產學合作政策中大學之角色與定位研究-以技術先進首都圈產業聚集為例》，(南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頁 162。 
31 陳義玉，《日本的產學合作政策-以東京大學為例》，(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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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產學合作制度上的發展也較為客觀。另外，羅德權在論文結論中也提到，目

前東京大學 TLO 營業活動中，60%都是花費在市場行銷，而權利化的申請行政費

用支出竟然不到 20%，因此羅德權認為大學 TLO 組織要達到永續發展，本身必須

要兼具瞭解組織技術本質、熟悉專利合約法律、整合行銷市場、規劃專利至事業

提案與執行的能力。因此產學合作中技術移轉不只是申請專利事務的內容，重點

在於了解專利的本質之後，要如何做好行銷，並且達到經營管理專利的最佳化才

是羅德權認為 TLO 最重要的目的。32 

目前台灣對於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研究報告與專書並不是非常充足，而現有

的研究報告中，範疇也大都集中在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沿革、成效與大學在產學

合作的體制、定位與角色等。對於產學合作制度與產學合作技術所衍生的新創企

業對於個別產業後續影響的相關研究報告更是寥寥無幾，因此這也促成本研究對

於此一研究範疇探討的動機，而下一節也將針對此一範疇做相關文獻的回顧。 

  

                                                      
32 羅德權，《日本創新體系中 TLO 的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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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新創公司 

根據王偉霖在國際技術移轉制度理論與實務一書中指出，新創企業是大學與

企業間經由技術移轉的型式之一。33過去研究人員所研發之技術，雖具有實用性與

商業前景，但仍須透過研究人員與私人企業的合作，才能將其研發成果轉化成在

商業上可行之形式。但如果運用新創公司的模式，其優點在於研究人員和私人企

業能擁有更加密切的合作關係；其次是研究人員將更加注重商品化之研究，因為

研究人員在擁有公司股權的情況下，也將關注商品化的收益，因此此模式的技術

移轉也創造了不少成功的新創企業與研發成果。34但由於不同的大學在技術移轉體

制、業務流程與經營成效等制度上的不同，因此不同的大學對於新創公司所採取

的策略也會有不同之處。 

日本在在 20 世紀 60 年代之後一直被視為世界先進國家之列，但在 90 年代的

經濟泡沫化下，日本開始進入了長期景氣低迷，也就是所謂「失落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與此同時，日本還必須面對世界各先進國與後進國在技術上，不斷的創

新與跳躍式的追趕，這也使過去許多外資對於日本的投資開始減緩，而許多日本

企業也開始外移至中國與東南亞等新興國家，造成日本長期的產業空洞化，這對

於日本國家發展勢必是一大威脅。因此為了要提升日本的國家競爭力，要如何活

用大學基礎研究、創新知識及產學合作，來成立新創公司並活化國家重點產業的

發展，成為日本非常重要的課題。 

1999 年 12 月 17 日，大阪大學的森下龍一助教授等研究員在日本大阪的某處

公寓裡，成立基因治療藥物公司- AnGes MG, Inc.；2002 年 9 月 25 日，該公司在

東京證劵交易所 MOTHER 掛牌上市，An Ges MG 成為日本第一家出自大學的新創

上市公司，森下龍一助教授也成為該公司的董事長，而此一事跡在當時日本也喧

騰一時35。出自大學各項技術所衍生成立的新創公司，能將大學的基礎研究與創新

                                                      
33 王偉霖等合著，《國際技術移轉制度理論與實務》(臺北市：華泰出版，2010 年)，頁 13。 
34 同註 34。 
35 尾身幸次著，蕭仁志譯，《科技維新-日本再起》(科学技術で日本を創る)(臺北市：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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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作實用性的利用與發展，並打造出新興產業來活絡其它相關產業與回饋社會，

同時能夠帶給國內人民更多的就業機會，在日本國立大學法人法實施之後，日本

的國立大學與研究所也能容許研究人員在新創企業裡兼職，此法除了能促進大學

研發技術被有效利用外，更能達到產學界在知識與技術上密切的合作交流，這對

於國家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助益。但是過去日本企業再成立初期，也會面臨創業資

金難以籌措，政府若不放寬稅金、法規限制，許多新創事業將難以存活。因此前

日本財務大臣尾身幸次曾向日本自民黨新創事業委員會提議，引進「Angel 稅制」、

擴充店頭市場、股票選擇權的自由化等，而當時這些提議也獲得當時委員會的認

同並付諸執行；36同時，尾身幸次還在總合科學技術會議(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STP)(以下簡稱“CSTP”)下設置「研發型新創事業專案小組」，

以透過與新創事業研究人員的互動，藉以了解研究人員的需求，進而擬訂相關輔

助措施與支援。37 

  

                                                                                                                                                            
2006 年)，頁 137。 

36 Angel 稅制指的是對於個人投資之租稅減免，而 Angel 指的就是個人投資者。 
37 尾身幸次著，蕭仁志譯，《科技維新-日本再起》(科学技術で日本を創る)(臺北市：時報文化，

2006 年)，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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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日本電動車產業的發展與現況 

由於本文要分析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影響，因此本節將對日本電動

車產業的發展歷程、現況做深入的探討，探討的對象將以日本各整車大廠對於純

電動車(Electric vehicle, EV)(以下簡稱 “EV”)的推行策略與已上市與即將上市的車

型為主。以利之後進行產學合作制度對於日本電動車產業做個案比較性的分析。 

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復甦初期就將 EV 作為替代能源汽車並開始在日本上市

(表 2-2)，在 1949 年當時日本國內擁有 EV 產量已達到 3299 輛，但隨著自動車產

業的技術改進以及加油站的快速普及，使得當時的日本自動車產業開始蓬勃發展，

於是日本對於 EV 的需求也逐漸開始式微。一直到 60 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對於電動

車產業又開始有了動作，1965 年日本開始將電動車產業正式列入國家發展項目；

1967 年日本成立了日本電動車協會，主旨為促進電動車產業進一步的發展；1971

年日本MITI制定了電動車開發計劃，並將電動車產業列為 12大型課題項目之一，

這開啟了日本電動車產業的發展浪潮。38日本政府甚至在 1971-1976 年撥款 56 億

日圓，整合產學研各界研究員、與技術專家來開發 EV，其中還對購買電動車的用

戶制定了優惠補貼措施。39與此同時日本還成立了環境廳，以應對當時空氣與光學

煙霧等環境污染演變成的社會問題，這也促使 EV 被認為是在經濟高度成長時期的

空氣污染對策，但礙於當時車用電池技術尚未突破等問題，續航距離與實用性大

受限制，40加上 1980 年以後汽車廢氣凈化技術的進步，使得 EV 的推行再次消失

蹤影，這也導致 EV 在日本市場上遲遲無法普及。1990 年美國加州制定了零排放

車輛法規「ZEV 法案」，41但由於當時沒有任何一種汽車能夠配合此一法規，因此

全球各大車廠對電動車的開發熱潮再次被啟動。 

                                                      
38 EZ ZONE，〈百年電動車〉，最後查看日期：2011 年 11 月 1 日，《EZ ZONE》，<http：//www.evzone 

china.com/en/electromobile/century.aspx?year=1971#agotohere>。 
39 經濟產業省，〈次世代自動車用電池の将来に向けた提言〉，2006 年 8 月，頁 18，《経済産業省》，

< http://www.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g60824b01j.pdf >。 
40 劉文海，〈日本電動汽車產業回顧與展望〉《機械工業雜誌》，第 306 期，2008 年 9 月，頁 87。 
41 ZEV(Zero-Emissions Vehicle)法案，指的是藉由此法案讓零污染排放的新能源汽車在加州當地市

場上有一定的佔有率，第一期的實施時間為 1998 年。目前該發案已經進行了 7 次的修訂，而

美國有九個州願意參與此項法案。目前該法案最新的目標是要在 2018 年將新能源汽車的銷售

http://www.evzonechina.com/en/electromobile/century.aspx?year=1971#agotohere
http://www.evzonechina.com/en/electromobile/century.aspx?year=1971#agotohere
http://www.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g60824b01j.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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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過去一直將自動車產業視為國家的支柱產業，因此自動車產業的發展

局勢也牽動著日本經濟發展的興衰。根據日經 Business 在 2010 年做的統計報告表

示：日本 2010 年的總就業人口為 6,412 萬人，其中自動車產業相關就業人口就占

515 萬人(占整體 8%)；另外，日本 2010 年的總出口金額為 81 兆日圓，自動車相

關出口金額就佔了 17.5 兆日圓(占整體 21.6%)。42未來在次世代自動車產業的典範

移轉之下，自動車產業汰舊換新的趨勢，勢必影響著未來日本經濟發展的走向，

這也促使日本產官學研各界在未來國家發展上，不得不開始重視次世代自動車產

業發展這項課題。43 

日本目前主要有在推展次世代自動車的整車大廠包括：豐田、本田、日產、馬

自達、富士重工、三菱，大發、鈴木。而各大車廠針對次世代自動車產業的發展

都有各自不同的策略，首先是日產、三菱、馬自達、富士重工等都是先以發展 EV

為主；而日本第一大與第二大的整車大廠豐田與本田，則是短期內會以發展油電

混合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 HEV)(以下簡稱 “HEV”)為主，而未來在以插電式油

電混合動力車(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PHEV)(以下簡稱 “PHEV”)與 EV 為輔；

大發與鈴木目前的市場策略則尚未明朗，唯一確定的是兩家廠商會在 2011 年 11

月 30 日前展出自家次世代自動車的概念車款。 

目前導致日本各家車廠會採取不同的策略主要有下列兩項原因：首先是以發

展EV為主要策略的車廠，它們認為EV才是次世代自動車產業中最終的替代方案，

目前要先掌握先驅關鍵技術，未來就將有可能掌握市場。而以 HEV 推進到 PHEV

再到 EV 的車廠則認為，在 EV 的發展上目前有許多障礙待突破，而這些障礙短期

內對於一般大眾來說接納度可能不高，所以這兩家企業現階段才以發展 HEV 為

主。 

  

                                                                                                                                                            
比例提升至佔新車總銷售量的 5.5%，而 2025 年更要達到佔新車總銷售量 14%的水準。 

42 張鳳，〈日本汽車業用電池賭明天〉《商業週刊》，第 1199 期，2010 年 11 月，頁 167。 
43

 次世代自動車指的是加入各種先進科技、先進材料、環保驅動裝置等設備的未來車輛。這其中

包含了油電混合車、插電式油電混合車、純電動車、氫氣自動車等先進環保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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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本歷年車輛產業相關事跡與日本歷年電動車產業事跡 

日本歷年車輛產業相關事跡 年份 日本歷年電動車產業發展事跡 
1950 韓戰日本汽車業起死回生  

1949 
 日本電動車產量已達 3299 輛,但隨

著汽車技術與加油站的普及，電動

車開始逐漸式微 
1960 日本汽車生產量突破 530
萬輛，汽車產業喻為 60 年代日

本經濟快速成長的三神器之一 
1965 

 將電動車產業利入國家發展項目  
 

 
1967 

 政府為促進電動車產業的發展，成

立了日本電動車協會  
1970 日本汽車生產量突破 1100
萬輛  
 

1971 
 通產省(MITI)制定《電動車的開發

計畫》，並將電動車產業列為 12 大

型課題項目之一  
1973 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9 第二次石油危機  

1980 
 汽車廢氣淨化技術進步，使得電動

車再次消失蹤影  
1990 第三次石油危機 
1990 日本汽車生產量達到最高

峰 1347 萬輛，隨後逐年下降 
1990 美國制定 ZEV 法案 

1990 

 

1997 京都議定書簽定 1997  豐田發表第一部 HEV - Prius  
 

2008 

 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

(NEDO)在2008年6月提出「NEDO
次世代自動車用蓄電池技術開発 
ロードマップ 2008」 報告書 

2008 全球金融危機原油價格下

跌 2/3 
2009 

 三菱發表第一部 EV - i MiEV；日

本電動車市場突破 1,000 輛  
 

2010 

 3 月日產、三菱、富士重工、豐田

聯合東京電力一同為充電設施的

配置與規範成立 CHAdeMO。 
 4 月經產省發佈「次世代自動車戰

略 2010。」 
 12 月日產上市 EV - LEAF；發售

前全球訂單已超過 25,000 輛。 
2011 311 東日本大地震，日本更

加注重綠能產業  
2011 

 豐田、本田分別表示將在 2012 年

開始投產 EV 車型  
資料來源：劉文海，〈日本電動汽車產業回顧與展望〉《機械工業雜誌》，第 306 期，2008 年 9 月，

頁 87-94。筆者自行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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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對於次世代自動車的推行策略是採以 HEV 到 PHEV 再到 EV 的開發順序

來推動次世代自動車的大眾化。2011 年 4 月豐田汽車宣佈將與美國風險公司

WiTricity，44針對 PHEV 與 EV 的非接觸充電系統展開共同的技術合作。45豐田汽

車未來的第一部電動車 - RAV4 EV 預計也將在 2012 年上市，RAV4 EV 是 Tesla

提供的電池、電控系統等技術，配合著豐田式生產流程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充滿

電後的行駛距離約為 160 公里。豐田汽車還會有一部 EV - iQ EV 會在 2012 年在歐

洲正式發表，目前此車也正在歐洲進行道路測試，在充滿電下的行駛距離約為 105

公里，但此車未來只會以租用計劃的方式在歐洲市場發表，之後再將其歸入旗下 

Scion 品牌之中於北美市場上市 。 

本田電動車的推行方式主要也是跟豐田汽車一樣，是以 HEV 到 PHEV 再到 EV

的開發順序來推動。本田在 2010 洛杉機車展發表自家第一部 EV - Fit EV，當時本

田預告該車將於 2012 年導入美國與日本市場，而同時亮相的還有本田的 Plug-in 

Hybrid 平台，預計也將於 2012 年之後開始投產使用。Honda 目前是將 Fit EV 定位

為一般都會通勤用的 EV，在電量充滿的狀態下能行駛 160 公里，已經足敷一般市

區交通使用，而再透過 120 伏特插座在 12 小時內能夠完成充電，如果是利用 240

伏特插座則能在半小時內充飽行駛 ，而本田可是對於 Fit EV 這部都會小車寄以厚

望，畢竟 Fit 是 2010 年日本銷售量第二名的車款(第一名為豐田 Prius)。 

日產汽車在 1992 年開始投入鋰電池的開發，在歷經 18 年後，於 2010 年 12

月20日正式在日本與美國同時推出自家所研發的EV - Leaf，但早在正式上市之前，

Leaf在美國與日本市場累積接單量已經超過兩萬五千部。日產Leaf銷售量的突破，

也開啟全球 EV 產業的「元年」與 EV 產業之間的戰爭。日產目前也已經花費 56

億美元在神奈川縣建設 EV 廠房，並預計在 2012 年以前要在美國以及歐洲等地開

                                                      
44 WiTricity 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人員在 2007 年所成立的風險企業，主要研究開發

非接觸充電技術。 
45 久米秀尚，〈豐田與 WiTricity 合作計劃實現 EV/PHEV 的非接觸充電系統〉，《日經技術在線》，

2011 年 5 月 3 日，<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6248-20110429.html>。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6248-20110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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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量產。46最後，日產汽車在 2011 年 10 月所舉行的「先進技術說明會＆試駕會」

上，日產展示了配備無線供電系統的 Leaf，這項技術未來如果成功應用在一般道

路上，就能解決 EV 電池蓄電量、充電規格與行駛距離的問題，並將 EV 帶到一般

民眾更能接受的的層次47。 

馬自達在 2011 年宣佈，將會以 Mazda 2 車款為基礎，導入 MAZDA 積極研

發的SKYACTIV新世代動力科技發展全新的EV，預計於2012年在日本正式推出，

初期將配合租賃服務提供這款 New Mazda2 全新 EV。導入全新 MAZDA 

SKYACTIV 節能技術後，這款 EV 續航力可達 200 公里，足敷日常通勤使用甚至

短程出遊使用。48 

富士重工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就投入 HEV 的開發，2003 年在東京車展中

發表與東京電力(TECPO)合作研發的「R1e」概念車，但由於周邊的充電配套措施、

量產程序、市場規劃等尚未抵定，所以此車款遲遲沒有量產上市，而隨著時間的

推移，富士重工也再 2011 年 11 月 30 日的東京車展上發表接替 R1e 的次世代車款

G4e Concept。 

三菱在 2009 年 7 月在日本上市 i-MiEV 這部四人座的小型 EV，並於 2010 年

4 月對於一般大眾開始販售，i-MiEV 每輛售價約四百萬日圓。 i-MiEV 可在半小

時內充滿八成以上的電力，充滿電一次的行駛距離約 160 公里。由於車用電池技

術的進步，加上充電站設置的推展與政府的輔助，使日本電動車的整體市占率終

於在 2009 年突破一千七百輛，其中 i-MiEV 占了一千四百萬輛，而 i-MiEV 2010

年的整體銷量則已達到四千輛左右的水準。 

目前市場上各方面評比表現較佳的 EV 是日產的 Leaf (表 2-3)，以 Leaf 的車

身尺碼來說，Leaf 較三菱的 i-MiEV 與富士重工的 STELLA EV 大上一號，車室空

                                                      
46 同註 43。 
47 久米秀尚，〈日產首次公開配備無線供電系統的 EV「LEAF」〉，《日經技術在線》，2011 年 10

月 17 日，<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8304-20111014.html，2011/10/17>。 
48 MAZDA Taiwan，〈New Mazda2 美規車型獲 IIHS 撞擊測試高安全評價〉，最後查看日期

2011/11/20，《MAZDA Taiwan》，<http：//www.mazda.com.tw/news_view.asp?lmenuid=3&newscat 
e=1&infoid=37>。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8304-20111014.html，2011/10/17
http://www.mazda.com.tw/news_view.asp?lmenuid=3&newscate=1&infoid=37
http://www.mazda.com.tw/news_view.asp?lmenuid=3&newscate=1&info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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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較為寬廣，乘坐人數則與一般市售汽車一樣為五人。但以性能方面來說，Leaf

在充滿電後的行駛距離卻與 i-MiEV 一樣是 160 公里，且扭力與極速數據都較

i-MiEV 來的高；其次是售價，i-MiEV 和 STELLA EV 這兩部「迷你車」剛推出的

價格高達 400 萬日圓以上(尚未扣除輔助金)，而 Leaf 在日本每台售價則約為 376

萬日圓(尚未扣除輔助金)，在美國售價甚至降到 268 萬日圓(尚未扣除輔助金)49。

這些原因也是促使 Leaf 能夠在還沒上市時就能接獲大量訂單的原因，Leaf 甚至獲

得歐洲 2011 年度風雲車首獎，當時得獎原因也是 Leaf 在完全零排廢的環保設定之

餘、也沒有忽略一般自動車所需要的性能以及設計等面向，而它也是史上第一部

拿下歐洲年度風雲車的 EV。 

表 2-2 日本已上市 EV 的規格 

 

 
STELLA EV 

 
i-MiEV 

 

Nissan Leaf 

日本售價(萬日圓) 472 459 376 
座位數 4 4 5 

軸距(mm) 2,360 2,550 2,700 
車重(Kg) 1,010 1,080 1,590 

電池容量(kWh) 9 16 24 
馬達功率(kW) 47 47 80 

馬力(hp) 64 64 107 
扭力(kgm) 17.3 18.3 28.6 

最高續航距離(km) 90 160 160 
最高極速(km/h) 100 130 140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49 小川計介，〈在美實現「166 萬日元的實際價格」〉，《技術在線》，2011 年 3 月 7 日，<http：

//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5284-20110218.html?limitstart=0 >。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5284-20110218.html?limitstart=0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5284-20110218.html?limitstar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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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節 

本章首先以國家競爭力與國家創新系統的觀點提出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的重

要性。在國家競爭力的部分，本文結合了 Porter 與 Johnson 的觀點，認為日本政府、

企業與大學對於日本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競爭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國家

創新系統的部分，則是先以有「現代企業思想家之父」之名的 Schumpeter 提出「創

新」等同於「發展」與「新的生產要素組合」的構想來定義何謂創新；接著探討

英國經濟學家 Freeman 為何再 1980 年代提出國家創新系統此一概念，並以目前國

內學者對於國家創新系統一詞的觀點作以探討整理；最後本文將國家創新系統一

詞，簡單的定義為：「個別國家為單位的網絡組織，透過一系列的活動來達到技術

創新。」而一系列的創新活動就包括下列幾項形式，包括技術移轉、產學合作、

策略聯盟等。而從拓墣產業研究所在產業專題報告中，指出日本的國家創新體系

是以政府相關之科研單位為主軸，制定與研擬具可行性之政策與措施，以結合產

業、大學及研究機構共同發展創新活動。 

本章後文部分也將以國內學者對於日本技術移轉制度、日本產學合作制度以

及新創企業相關的研究報告、專書及譯本做深入的探討分析，以找出國內在研究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上，還有哪些內容尚未不足，以作為本文主題探討的對象。而

在整理完相關文獻的回顧之後，發現國內對於日本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制度的沿

革、成效都有相當精闢的研究，但產學合作對於個別產業的後續影響的相關研究

報告卻幾乎沒有，因此本章最後以日本電動車產業的發展現況做相關的探討分析，

以最後在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發展之影響，做為個別產業在個案上的驗

證分析。而目前日本 EV 市場上各方面評比表現較佳的 EV 是日產的 Leaf，但該車

款目期的技術規格，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而日本第一大廠與第二大廠的豐田

與本田，也相繼表示 2012 年要投入 EV 的量產，依這些情況來看，雖然日本在 EV

上的投入已經歷經將近半個世紀，但要等到真正開花結果，還需要一段時間，而

產學合作對於 EV 產業的發展是否有所助益，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27 
 

第參章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形成與發展現況 

本章將分析探討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形成背景、運作機制及產學合作近年的實

施概況。首先，第一節將探討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形成背景，並針對日本政府歷

年所實施的產學合作相關法規做詳細的分析。其次，第二節的部分將針對日本產

學合作相關運作機構作分析與探討，而其中所指的相關機構包括政府、法人社團

與法人化後的國立大學。第三節的部分將探討分析 2005 年至 2010 年日本產學合

作的實施概況，其中包括歷年各大學共同研究與委託研究的件數與對象、各研究

領域所占比率、國內外專利申請數量等。最後的部分，會將前三節的部分做總結，

以體現日本現階段的產學合作實施的整體概況。 

第一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形成背景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最初的雛型源自於 1946 年的日本國憲法。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日本在盟軍的佔領下於 1946 年撰寫了日本國憲法，並在同年 11 月公布，

1947 年 5 月開始執行。此憲法主要以民主自由的思想模式，取代二戰前原有的大

日本帝國政治體制，其中第 23 條規定的內文是 「學問加以保障之」，而此一法規

的制定主要是用來確立與保障大學在學術自治上的自由，而避免受到侵害。主要

原因在於學問研究經常會批判過去的學術想法來產生新的知識見解，因此此條法

規的建立將特別強調學術上的自由，而這也開啟了日本學術研究自由發展的先例。

50 

日本政府在戰後復甦時期為了支援民間企業，提升國家與社會科學技術的研發

合作，從 1948 年開始由 MITI 在日本各地開始設立工業技術廳。511950 年代初期

韓戰爆發，日本經濟藉此而受益發展，這也促使日本對於專業人才開始產生了大

量需求。因此日本政府也越來越重視技職教育的發展，並推動產學合作共同教育

                                                      
50 中村睦男，〈日本憲法學問自由與大學自治的現代課題〉，發表於「2011 第二屆日臺專門家講座」

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11 年 11 月 28 日)，頁 9-11。 
51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産総研沿革〉，最後查看日期：2011 年 1 月 17 日，《獨立行政法人產業

技術總合研究所》，<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 
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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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1951 年 6 月時還因此頒布了「產業教育振興法」。52 

日本在進入經濟高度發展初期時，日本政府就在 1955 年 12 月提出了「經濟自

立五年計劃」，執行時間為 1956 年至 1960 年，實施的主要目的是要促進國民充分

就業、社會經濟穩定與國家經濟獨立，進而減少對於西方國家的依賴。53因此日本

政府在執行上就得將過去在財政、企業、家庭經濟、國際收支等面向的赤字壓縮，

同時還必須將所壓縮省下的經費，移轉到新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領域，以擺

脫對於美國等先進國家的依賴，但早期的產學合作受到法規上的限制，屎的日本

各大學與民間企業在合作上顯得困難重重。 

隨著世代與國內外環境的變遷，日本政府在面對上述情況的影響下，經濟產業

省(METI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以下簡稱“METI”)、MEXT

等相關機構針對產學合作相關合作事宜不斷的進行思索與檢討，並隨著國家未來

發展的需求，制訂了各項產學合作相關法規(表 3-1)，而制訂的原由與法規的內容，

將會在本節後半段進行說明。 

  

                                                      
52 文部科學省，〈産業教育振興法の制度〉，最後查看日期：2011 年 1 月 17 日，《文部科学省》，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773.htm>。 
53 國立會議圖書館，〈経済自立 5 ケ年計画について〉，2010 年 11 月 25 日，《国立国会図書館》，

< http：//rnavi.ndl.go.jp/politics/entry/bib01231.php>。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773.htm
http://rnavi.ndl.go.jp/politics/entry/bib012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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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際政經事件與日本產學合作的沿革 

國際政經事件 年代 日本產學合作的沿革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50 朝鮮戰爭 
1956 日本加入聯合國 1945 

1946 日本國憲法制定，其中第 23   
     條規定「學問加以保障之」 
1948 通產省設立工業技術廳 
1951 頒布產業教育振興法 
1955 提出經濟自立五年計劃 

1964 日本舉辦東京奧運會 
1968 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1960 

1959 頒布日本特許法 

1973 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4 第一次戰後經濟負成長 
1979 第二次石油危機 

1970 
 

1985 廣場協議 
1980 

1983 實施共同研究機制 
1987 成立共同研究中心 

1990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 
1990 第三次石油危機 
1997 亞洲金融危機 
1997 京都議定書 

1990 

1995 頒布科學技術基本法 
1998 頒布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 
1999 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制法 
     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 

2007 全球金融危機 
2009 民主黨執政 

2000 

2000 產業技術力強化法 
2001 平沼計畫指出三年內將增加 
     1000 家大學新創企業 
2002 頒布知的財產基本法 
2004 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 
     實施 Super TLO 
2009 技術研究組合法 

2010 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1 東日本大地震 2010 

2011 特許法進行修正 
     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法發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日本特許法－1959 年 

日本特許法(特許在台灣譯為“專利”)(特許以下簡稱“專利”)在 1959 年頒布實施，

內容具體定義了「發明」的定義、54行為與期限的計算等，而此法的形成也將對未

來日本社會在專利的創作上帶來更好的保障。55而此法成立的目的在於保護、鼓勵

與活用各項專利發明、並同時資助各項專利發明，進而促進與帶動日本產業蓬勃

發展。 
                                                      
54 日本特許法指出特許權的發明是“利用自然規律作出具有高水平技術思想的創作”。 
55 特許廳，〈産業財産権制度 関連年表〉，2010 年 9 月 30 日，《特許庁》，<http：//www.jpo. 

go.jp/cgi/link.cgi?url=/seido/rekishi/rekisi.htm>。 

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seido/rekishi/rekisi.htm
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seido/rekishi/rekis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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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不同世代對於技術研發與合作方式上的不斷演變，參與產學合作的研究者、

大學、企業等在各種立場上會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對於計劃所產生的高附加價值

的成果也經常發生糾紛，因此專利法的實施對於共同研究計劃的保障是不可或缺

的要素。另外，在技術與產品開發數量越來越多與層次相漸複雜的情況下，METI

在 2011 年 6 月也針對專利法進行相關的修正，其中修正的內容主要有下列四項，

包括：一、為了確保企業發展的穩定性與技術在企業以外的地方能夠被活用，必

須強化專利契約的保護；二、針對企業與大學的共同研究與開發，做適當性的保

護；三、為了減輕中小企業等機構的負擔，須建構知識財產制度的便利性；四、

為了減低知識財產相關問題所引起的紛爭與花費，必須有效率的解決上述兩項困

境(表 3-2)。56 

表 3-2 2011 年日本專利法的主要修改項目與內容概要 

主要修改項目 內容概要 

強化專利契約的保護 
(導入必須制衡的制度) 

 在實行上有困難的專利，即使不登錄

也可以有效的制衡來自第三方的請

求。 

對共同研究、共同開發成果 
作適當的保護 

 在發明者能夠取得一部分專利權的

情況下，導入發明者能夠自主將專利

權保留與歸還之制度。 

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 

 修正中小企業專利權費用中的減免

制度與適用期間。 

 即使在學會發表或公開發明成果的

情況，也被視為專利發表的一種。 

迅速解決紛爭的審判制度  當訴訟出現後，必須做有效的審判制

度，並且防止此一問題重複出現。 

資料來源：特許廳，〈特許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について〉，法律第 63 号，2011 年 6 月 8 日，

頁 3，《特許庁》，<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torikumi/kaisei/kaisei2/tok 
kyohoutou_kaiei_230608.htm>。 

                                                      
56 特許廳，〈特許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について〉，法律第 63 号，2011 年 6 月 8 日，頁 3，

《特許庁》，<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torikumi/kaisei/kaisei2/tokkyohout 
ou_kaiei_230608.htm>。 

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torikumi/kaisei/kaisei2/tokkyohoutou_kaiei_230608.htm
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torikumi/kaisei/kaisei2/tokkyohoutou_kaiei_230608.htm
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torikumi/kaisei/kaisei2/tokkyohoutou_kaiei_230608.htm
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torikumi/kaisei/kaisei2/tokkyohoutou_kaiei_230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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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研究機制與共同研究中心的設立－1983 年、1987 年 

1983 年日本開始設立大學、民間共同研究機制。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和民間

企業的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可以就共同課題展開研究上的合作，這將促使國立大

學的研究能力和企業的技術能力結合起來，創造出優秀的研發成果。1987 年日本

為了推動與地方產業的合作，開始相繼成立起了“共同研究中心”，共同研究中心主

要是作為國立大學與民間企業雙方聯繫合作、研究開發與提供資訊的窗口，同時

也是學術界與產業界對於人才技術的培訓場所。57 

(三)、科學技術基本法－1995 年 

1990 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發展逐漸開始走下坡，日本也進入所

謂的「平成大蕭條」時期，此時日本的金融體系需從新整頓，企業體系創新能力

有待提升，大學體系研究成果未被活用、研究經費也遭到大幅刪減。因此當時的

日本面臨著戰後前所未有的困境，亟思突破之道。當時的日本認為科技發展與創

新將是重振國家未來的不二法門，因此 1995 年由國會議員主動提案制訂「科學技

術基本法」，此法在同年 11 月通過後，內文就以「科學技術立國」為目標，做為

往後日本科技政策的最高指導方針。58 

MEXT 為了要活化當時大學的研發成果至產業界，於是在 1996 年 2 月設置「有

關產學合作、協助應有做法之調查研究協助會議」；並在同年 7 月依據科學技術基

本法制定以五年為一期的「科學技術基本計畫」。591997 年 3 月以「邁向建立新產

學協助活動」為題，彙整有關產學合作具體推行政策；同年 8 月所修訂的「教育

改革計畫」中，明確表示「為使各大學所創造的研究成果，能順利向產業界進行

技術移轉，應針對研究成果取得專利權，以及為了促進流通的政策進行檢討，並

以 1998 年度為目標，採取必要的措施」。60 

                                                      
57 Kotobank.jp，〈共同研究センター〉，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 日，《産学連携キーワード

辞典》，<http：//kotobank.jp/word/%E5%85%B1%E5%90%8C%E7%A0%94%E7%A9%B6%E 
3%82%BB%E3%83%B3%E3%82%BF%E3%83%BC>。 

58 內閣府，〈科学技術基本法〉，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1 月 20 日，《科学技術政策》，<http：
//www8.cao.go.jp/cstp/cst/kihonhou/mokuji.html>。 

59 楊鴻儒、黃嘉韻、胡淑玲，《日本建立新技術移轉體系的產學合作政策與措施》(台北：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民國 88 年)，頁 2。 
60 同註 59。 

http://kotobank.jp/word/%E5%85%B1%E5%90%8C%E7%A0%94%E7%A9%B6%E3%82%BB%E3%83%B3%E3%82%BF%E3%83%BC
http://kotobank.jp/word/%E5%85%B1%E5%90%8C%E7%A0%94%E7%A9%B6%E3%82%BB%E3%83%B3%E3%82%BF%E3%83%BC
http://www8.cao.go.jp/cstp/cst/kihonhou/mokuji.html
http://www8.cao.go.jp/cstp/cst/kihonhou/mokuj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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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以下簡稱“第四期”)原訂於 2011年 3月發

佈，但突然受到 311 東日本大地震對於日本所帶來的衝擊與危機，顯露出日本在

國家與社會層面中存在許多問題。CSTP 也因此延後了第四期的發佈日期，並針對

目標、政策內容與各項措施進行了相關的檢討與修正，直到同年 7 月 29 日的第 98

回總合科學技術會議上，才正式發佈了「科學技術相關基本政策之概要」，內容詳

細公布未來第四期的基本理念，而由第四期的基本理念所衍生之重大政策概要有

下列四項，包括：一、未來能持續成長的社會；二、因應國家所面臨之課題；三、

強化基礎研究、人才培育；四、展開與社會同步並進之政策。其中這四項政策內

容都有產學合作相關的推動策略項目(表 3-3)。61 

表 3-3 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重大政策概要與產學合作相關推動策略 

重大政策概要 推動策略 

未來能持續成長 
的社會 

 政府應檢討如何以受災區為中心，與地方公共團體、大

學、公有研究機關、產業界等合作，活用地區制度，於地

區設立再生能源、醫療、看護、資訊通訊、先進材料、環

境技術等，無論是何種研究，只要是具有世界性競爭力領

域的國際性據點，都需集結公私立研究組織所累積的創新

研究開發能量。 

 政府應在受災地區，集結大學、公有研究機關、產業界、

金融機關等相關人員成立活用大學等研發成果、知識而新

創之產業，以建立一個能以整體性推動研究開發、研發事

業化等制度的場所。 

 政府應與大學、公有研究機關、產業界共同合作培育、確

保與受災地區產業復興、再生相關或從事相關研究開發以

及新創產業的各式人才。 

 政府應與地方公共團體、大學、公有研究機關、產業界合

作，活用各地區特色建立智能社區等新社會系統，進而支

援研究開發、技術實證、普及、開展等各項策略。 

 設立「科學技術創新戰略協議會（暫稱）」。此會議是為了

整體性地推動科學技術創新，因應重要課題而設置，由相

                                                      
61 總合科學技術會議，〈第 4 期科学技術基本計画について〉，2011 年 8 月 11 日，《総合科学技術

会議》，< http：//www8.cao.go.jp/cstp/siryo/haihu98/haihu-si98.html>。 

http://www8.cao.go.jp/cstp/siryo/haihu98/haihu-si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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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部會或資金分配組織、大學、公立研究機關、產業界、

非營利組織等多樣性的相關人員組成，是一個參與研究主

體共同合作的會議。 

 政府應重視與大學、金融機構等相關組織的聯繫，並建立

產官學合作網絡。政府應整頓大學及公立研究機關迅速提

供優秀研究成果及其權利調整等相關機制，並加強相關機

能以促使產官學合作更加順利。另外，大學應編列具有多

樣性機能的 TLO、促進產官學合作本部與 TLO 的整合、

聯繫，以充分發揮產官學合作的機能。 

 政府應加強支援大學取得國內外的專利。另外，政府也需

提供支援，以免發生特定領域中的重要技術遭到國外侵

權，進而損失國家利益。另外，政府需整頓知識財產保護

等相關合作條例、培育及確保專業人才、研究管理體制

等，以提高大學、公立研究機關對於國外大學或企業進行

共同研究或接受委託之比例。 

因應國家所面臨 
之課題 

 政府在大學、公立研究機關、產業界之間的合作下，創立

戰略協議會來處理專門重要課題、促進產官學合作、強化

事業化支援、改革規定與制度、振興地方科學技術、並且

推動包含國際標準化戰略的知識財產戰略。 

強化基礎研究 
及人才培育 

 政府應該以培育橫跨產官學界、並且可活躍於國際的人才

為目標。在國際網絡以及產業界的合作下，促進建立一個

「領導性的研究所」，並實施一貫性的博士課程教育。 

 關於人才培育方面，政府為了取得共通的理解，應創立產

官學三方可以對話的場所 - 「人才育成協議會(暫稱)」。
產業界不僅可以透過該機構明確的向研究所、畢業生徵

才，更可以因應提高畢業生的素質水準等需求，而替大學

設計其相關課程。 

展開與社會同步

並進之政策 

 政府在產官學廣泛的參與下，針對國家訂定的每個重要課

題來創立戰略協議會，並且將會議所得的檢討結果列入考

量，訂定相應於各個重要課題的戰略。另外，戰略協議會

也必須根據所擬定之戰略進行相關措施的施行。 

資料來源：総合科学技術会議，〈第 4 期科学技術基本計画について〉，2011 年 8 月 11 日，《総合

科学技術会議》，< http：//www8.cao.go.jp/cstp/siryo/haihu98/haihu-si98.html>。筆者自行

整理。 

  

http://www8.cao.go.jp/cstp/siryo/haihu98/haihu-si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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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1998 

1990 年代日本在面對生產與能源需求不斷的擴增與經濟泡沫破裂的情況下，

MEXT 與 MITI 共同倡議提出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國有合作移轉制度，也就是所謂

的「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此法在 1998 年 2 月在日本國會通過後，於同年 5

月發布，並在 8 月開始實行，全文共 20 條。過去日本各大學的研究成果移轉機制

原本是透過 JITA 與 JST 來運作，但在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實施後，能促進各大

學將研究成果移轉給民間企業的自由度提高。另外，此法更能促進各大學與民間

企業在緊密的合作交流下，有效提升科學技術與創新能力的水平，同時能將國家

研究機構和各大學研究機構的研發成果能被有效利用，並在新事業的拓展與產業

結構的轉換下，促進國家經濟健全發展62。 

(五)、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制法－1999 年 

「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制法」是在 1999 年 10 月開始施行，此後在 2003 年、

2007 年、2011 年也進行了三次的修正。該法主要是讓企業將經營資源由低部門轉

移至層級較高的部門，並且促進企業事業的再建構。63企業若是符合「事業再建構

計畫」中的併購或是報廢設備等條件，再向主要負責人提出認可後，則可得到相

關的支援，例如：稅制上的優惠，或是商業程序的簡化以及政府體系金融機構所

發放的低利息融資。64此法擬訂的目的主要有下列三項，首先在面對世界經濟環境

不斷惡化的情況下，日本應集中資源，選擇投資在重點產業上；其次是日本應加

強對新創企業及中小企業在事業開拓上的支援，並同時活用相關技術及人才等經

營資源，朝向重點產業發展；最後是仿效美國杜拜法(1980 年)對於產業界自大學取

得之技術移轉與結合，對於國家競爭力有非常大的促進效果。 

在 1999 年實行的法律中，主要是以提升全體個別企業的生產力為「事業在建

構計畫」的支援項目，但針對企業聯盟所伴隨的再生計畫，卻沒有充分的對應；

2003 年修正後增加了新的認定制度，所以支援的項目也大幅的增加；在舊的法律

中所被認定的 204 件計畫當中，大企業佔了 7 成以上的比例，但在此次修法中對

                                                      
62 文部科學省，〈大学等における技術に関する研究成果の民間事業者への移転の促進に関する

法律〉，法律第 88 號，2004 年 6 月 9 日，《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 
/sangaku/sangakuc/04090202.htm>。 

63 中央事業振興研究所，〈産業活力再生特別措置法（産活法）について〉，2011 年 7 月 15 日，

《事業再生のセントラル総合研究所》，< http：//www.sodan.info/knowhow/measure 
/measure1/law1.html>。 

64 同上註 63。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sangakuc/04090202.htm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sangakuc/04090202.htm
http://www.sodan.info/knowhow/measure/measure1/law1.html
http://www.sodan.info/knowhow/measure/measure1/law1.html


35 
 

於中小企業的支援已被強化，除了支援對象的大幅增加外，在稅制及商業法上的

特例也變多；2007 年的修正、則增加了下列四項支援措施，包括：一、有計畫性

的判定，以提升生產力為目標的企業；二、支援中小企業的資金周轉；三、事業

再生的便利化；四、知識財產權的靈活運用。65 

2011 年 METI 為了強化國家產業發展在全球市場的國際競爭力，針對產業活力

再造與產業活動的創新特別措施法做了一部分的修正，並於同年 7 月開始實施此

一措施(表 3-4)。另外，在海外市場則主要針對新興國家的佈局為主，為因應這些

國家在需求上對品質、銷售、機械與服務的整合做快速的對策，並給予資金周轉

等相關支援，促進一般民眾主導的海外戰略產業再造。METI希望藉由此次的修正，

能對於類似新創企業、中小企業的事業發展性質做強化與改善。66 

表 3-4 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置法 2011 年主要修改項目與內容概要 

主要修改項目 內容概要 

將主要體制重點放在事業再造 
及資金周轉等支援 

 為了使事業統合能夠更加迅速、強化

與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的關係。 

 將公司法的特別規定程序簡化，並同

時將特別規定的項目多樣化。 

 針對執行事業再造的企業，設立提供

低率利與長期資金的機制(雙貸款)。 

支援新創企業與地區中小企業 

 設立對新創企業與地區中小企業等成

長企業的融資債務保證。 

 透過事業發展來有效靈活運用當地技

術與人才的支援(整合與支援發展目

標一致的企業)。 

資料來源：事業再生のセントラル総合研究所，〈産業活力再生特別措置法（産活法）について〉，

2011 年 7 月 15 日，《事業再生のセントラル総合研究所》，< http：//www.sodan.info/knowh 
ow/measure/measure1/law1.html>。 

  

                                                      
65 同上註 63。 
66 同上註 63。 

http://www.sodan.info/knowhow
http://www.sodan.info/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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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業技術力強化法－2000 年 

MEXT 在 2000 年 4 月施行產業技術強化法，制訂的目的主要是強化國家的產

業技術，明訂強化產業技術的相關基本政策事項，同時清楚劃分政府、大學、企

業、法人機構與地方公共團體等機構的同時，強化產業技術合併的措施，以永續

國家產業的發展，來提高國民生活的穩定性與國民經濟健全的安定性。產業技術

立強化法主要的措施有下列，包括：一、各大學教師、研究人員的專利申請可獲

得減免；二、國立大學受託研究資金申辦的手續簡便化；三、國立大學教師能夠

到民間企業兼職或擔任該公司董事、股東等；四、被日本政府所承認之大學 TLO，

能夠無償使用國立大學設施。67在產業技術力強化法實施後，大學、企業、法人機

構與地方公共團體之間的合作能夠更加密切，而大學在接受政府與外部機構委託

研究時，程序上也變得較為簡便，此法對於日本產業與經濟的發展是功不可沒。 

(七)、知的財產基本法－2003 年 

2002 年 2 月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出未來國家必須戰

略性的活用與保護知的財產(以下簡稱“知識財產”)，因此同時也成立了「知識財產

戰略會議」；同年 7 月公布「知識財產戰略大綱」，內容表明日本未來要以知識財

產立國；同年 12 月公布知識財產基本法，並於 2003 年 3 月開始施行，內文除了

對於知識財產基本法的定義、目的、基本政策與推進計劃之外，其中的第 24 條法

規明確表示，未來將會有系統的集中促進知識財產的創造、保護與開發實施。因

此將會在內閣秘書室底下，設知識財產戰略本部來掌握相關的事務68。知識財產戰

略本部從 2004 年開始，每年都會發布「知識財產推進計畫」，內文主要是針對每

年國內外環境的變遷，擬訂適當的知識財產戰略來應對相關的需求，並針對前一

期的戰略計畫達成狀況進行調查、並將結果公布後進行檢討，以達到戰略計畫能

有效的實施與運作，而最新一期的戰略計畫是在 2011 年 6 月發布的「知識財產推

進計畫 2011」，在國家面對全性化網絡無國界的世代，擬訂出四項知的產權戰略，

包括：一、國際標準化戰略；二、知識產權創新競爭戰略；三、先端數位內容戰

略；四、「酷日本」戰略(表 3-5)。69  

                                                      
67 文部科學省，〈産業技術力強化法等の施行について〉，2000 年 5 月 11 日，《文部科学省》，<http：

//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sangakuc/sangakuc11_1.htm>。 
68 內閣秘書室，〈知的財産基本法〉，法律第 122 號，最後查看日期：2012 月 2 月 3 日，《首相官

邸》，<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hourei/kihon.html>。 
69 酷日本(クールジャパン)：指的是日本文化被國際認可的現象，例如日本製品、日本漫畫、日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sangakuc/sangakuc11_1.htm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sangakuc/sangakuc11_1.htm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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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知識財產推進計畫 2011 四大知的產權戰略 

主要策略 策略內容 

國際標準化戰略 

 對各企業進行知識財產策略管理，並

且能與國際標準化做對應。 

 持續推展執行 2010 年計畫中的 7 項

重點產業的國際標準化作業70。 

 促進國際標準化策略的執行，並增加

與擴大基本措施。 

知識財產創新競爭戰略 

 國家知識產學制度已面臨激烈的國

際競爭，所以必須加強國家知識財產

制度的調整，並利用環境優勢你擬訂

更符合世界與亞洲的全球知識產權

制度。 

先端數位內容戰略 

 推進數位內容與網絡的全球化。 

 推進先端數位內容社會，促使日本經

濟成長。 

「酷日本」戰略 
 推進國外對於日本在流行、時尚、產

品、設計、食品、傳統文化等「軟實

力」，促使日本經濟成長。 

資料來源：知的財產戰略本部，〈知的財產推進計畫 2011〉，2011 年 6 月，《首相官邸》， <http：
//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kettei/chizaikeikaku2011_gaiyou.pdf>。 

                                                                                                                                                            
本料理、日本武道等傳統文化。 

70 知的財產推進計畫 2010 的 7 項重點產業推進程序依序為： 一、先端醫療產業；二、水資源技

術產業；三、次世代自動車產業；四、鐵路產業；五、能源管理產業；六、媒體內容產業；七、

機械人產業。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kettei/chizaikeikaku2011_gaiyou.pdf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kettei/chizaikeikaku2011_gaiyo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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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立大學法人化法－2004 年 

21 世紀被稱為知識經濟的時代，在知識的創造與傳承上，大學佔了非常重要

的地位，但是過去的日本國立大學隸屬於 MEXT，且是公家機關身份的關係，在

組織與制度上的運作非常的僵化，這也導致許多創新知識與技術，並未能夠靈活

運用，這對於強調技術立國的日本形同是一大阻礙。71國立大學法人化是日本第二

期科學技術基本法的實施重點之一，因此在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法執行期間，也

是日本開始執行「國立大學法人法」的實施時間，而對於國立大學法人化的討論，

最早始於行政改革會議在 1999 年所制訂的「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內文主要表

示日本的國立博物館、國立美術館、國立研究所、印刷局、造幣局等機構將成為

獨立行政法人，而國立大學的獨立行政法人化機制，則因為大學在法人化之後，

將會在短時間內面對次數頻繁的績效評鑑，而此一形式的評鑑，並不適合以長期

觀點來進行教育研究的大學，因此這在當時遭到各國立大學的反對，而成為日本

將來需要檢討的課題。72日本MEXT在 2000年 7月設置調查檢討會議來進行檢討，

而身為主角的國立大學也參與其中，調查檢討會議的最終報告於2002年3月提出，

報告提案則制訂與早期獨立行法人通則下之「獨立行政法人」不同的「國立大學

法人法」; 2003 年 7 月該法制定完成，2004 年 4 月 1 日起國立大學正式法人化。73

國立大學法人化後主要的實施項目有下列五項，包括：一、各國立大學法人化後

能確保營運的自律性；二、導人「民間構想」管理手法；三、「校外人員參與」制

度化之運作系統；四、以「非公務員型」的形式來使人事系統較有彈性；五、檢

討事務方式逐漸轉向由「第三者評估」的方式來運作(表 3-6)。74 

  

                                                      
71 文部科學省，〈国立大学の法人化をめぐる 10 の疑問にお答えします〉，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 日，《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2.htm>。 
72 同前註 50，頁 18-19。 
73 同前註 50，頁 18-19。 
74 文部科學省，〈国立大学法人法の概要〉，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2 日，《文部科學省》，

<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4.htm>。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2.htm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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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國立大學法人法主要實施項目 

主要實施項目 內容概要 

各大學法人化後能 
確保營運的自律性 

 從原本國家體系的一部分組織，轉變

為賦予各大學獨立的法人人格。 

 預算、組織等規模大幅縮小，並由大

學所主導。 

導入「民間構想」管理手法 

 藉著「幹部會議」制的導入而實現高

層管理。 

 設置「經營協議會」，並從民間的觀

點來靈活運用大學資源的經營模式。 

「校外人員參與」制度化 
之運作系統 

 校外職員(專家、職員)制度的導入。 

 校外人士可參與「經營協議會」，並

進行有關經營事項的審議。 

 校外人士可參與「校長選出會議」。 

以「非公務員型」的形式來使 
人事系統較有彈性 

 各大學以責任制的方式導入因應不

同能力及業績的供應系統。 

 透過廢止兼職的規定與產學合作的

研究結果來回饋社會。 

 實現大學全體事務職的任命權，包括

校長。 

檢討事務方式逐漸轉向 
由「第三者評估」的方式 

 由第三者機關來評估、確認大學教育

研究的實際情況。 

 第三者評價的結果來反映大學資源

的確實分配。 

 對外公開評估結果、財務內容、教育

研究等情報。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国立大学法人法の概要〉，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文部科

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4.htm>。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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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Super TLO－2004 年 

METI 在 2004 年實施「特定重點領域技術移轉事業者」(特定分野重点技術移

転事業)，簡稱 Super TLO，Super TLO 主要的職責有下列四項，包括：一、當 Super 

TLO 將技術移轉至其它機關時，也會替該機關培育相關技術人才；二、不論該大

學的 TLO 是否有被 METI 和 MEXT 所承認，Super TLO 都會提供技術移轉的相關

指導人才；三、Super TLO 可接受其它大學 TLO 所受託的案件；四、Super TLO

內部負責技術移轉相關新進人才的培育。而 METI 對於 Super TLO 提供在產學合

作上的相關補助，主要是針對技術移轉活動與技術移轉指導、簽訂專利合作條約

等經費的支出，而支出的經費為該活動費用的 2/3，而經費補助以五年為一輪，並

分別在每年進行發放，在第三年時進行期中績效評估。75 

目前 METI 選定了 7 個技術移轉績效卓越的 TLO，分別是：一、東京大學 TLO 

- CAST(東京都文京區)；二、日本大學產官學合作知識財產中心 - NUBIC(東京都

千代田區)；三、東北大學 tenchno arch(仙台市)；四、名古屋大學產業科學研究所(名

古屋市)；五、京都大學、立命館大學-關西 TLO(京都市)；六、山口大學 TLO(宇

部市)；七、東京工業大學產學合作推進本部(東京都目黑區)。76 

(十)、技術研究組織法－2009 年 

技術研究組織法是在 2009 年由日本政府將 1961 年所制訂的「礦工業技術研究

組織法」修訂而來的，礦工業技術研究組織法是日本政府原本為了要解決相關中

小企業研究經費不足與企業之間技術水準參差不齊等問題，在參考英國「研究聯

盟」(Research Association)機制之後所擬訂的法規。而當時的研究組織型態則可分

為三種：一、企業自行籌組型：會員以中小企業為主，政府提供該研究組織在租

稅上可享有優惠；二、任務導向型：其成員以大企業為主，政府輔助百分之五十

的研究經費給研究組合；三、政策導向型：係由產官學各界共同參予的大型計畫，

                                                      
75 丸山正明，〈経産省、2005 年度から技術移転の人材を育成するスーパーTLO 事業を実施〉，《創

新日本 2004》，2004 年 7 月 27 日，<http：//expo.nikkeibp.co.jp/innovation/2004/news/news 
13.html>。 

76 經濟產業省，〈産学連携の現状〉，2008 年 8 月 22 日，《経済産業省》，<http：//www.tokugikon 
.jp/gikonshi/250toku2-3-1.pdf>。 

http://expo.nikkeibp.co.jp/innovation/2004/news/news13.html
http://expo.nikkeibp.co.jp/innovation/2004/news/news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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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成員多以大企業為主，並由政府資助全部的研發經費。77在 2009 年此法修

正後，該技術研究組織主要是將有關產業活動所利用的技術，進行共同研究與交

流的一個組織(非營利互利公司)。在組織中能提供研究者、研究費、設備共同研究

的成果，且組員能夠互相靈活運用資源。另外此法修正後對於研究成果事業化也

有相當良好的協助制度，而此一制度在大企業、中小企業、新創企業、大學、公

立研究機關之間，也能夠被靈活的運用實施(圖 3-1)。修改後的項目主要有下列五

項：一、研究對象從「礦工業的生產技術」發展至「工業所需生產技術」；二、大

學與實驗研究所等成員的資格更加明確；三、可進行股份有限公司、策略聯盟的

組織變更與研究成果的劃分；四、兩人以上便可設立研究組合；五、創立總會被

廢止、設立手續簡便化。78  

  

                                                      
77 李雅萍等合著，《科技產業革命》(臺北：書泉出版，2001 年)，頁 65-69。 
78 經濟產業省，〈技術研究組合とは〉，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2 日，《経済産業省》，<http：

//www.meti.go.jp/policy/tech_promotion/kenkyuu/01.html>。 

http://www.meti.go.jp/policy/tech_promotion/kenkyuu/01.html
http://www.meti.go.jp/policy/tech_promotion/kenkyuu/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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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技術研究組織制度概要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技術研究組合とは〉，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2 日，《経済産業省》，

<http：//www.meti.go.jp/policy/tech_promotion/kenkyuu/01.html>。筆者自行整理。 

  

http://www.meti.go.jp/policy/tech_promotion/kenkyuu/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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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運作機制 

本節將從大學 TLO、MEXT、METI、各相關法人機構、社團與國立法人大學

的角度，來探討目前日本整體的產學合作運作機制是如何運作，並分析出各相關

機關單位在產學合作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而主要探討的目的是為了要以不

同的角度來看產學合作制度對於 EV 產業的影響。 

(一)、大學 TLO 運作機制 

1998 年 8 月「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在日本開始實施行後，各國、公、私

立大學就透過 METI 與 MEXT 的推動相繼成立 TLO。TLO 主要負責事務就是將大

學與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與應用，透過專利代理人將研發成果向專利廳申請專利後，

再將此技術透過網路、雜誌、專刊等管道提供給相關民間企業，而需要該技術的

民間企業將會提出需求，此時 TLO 就會將此一專利技術移轉給該企業，而該民間

企業也將透過 TLO 回饋一部份的權利金給提供該技術成果的大學與研究者，而大

學與研究者之間的分配比率則視不同大學有不同的分配制度。除此之外，研究者

與大學 TLO 甚至可將具有市場前景的技術，轉化衍生成大學新創企業，而新創企

業在運作有成後，甚至能夠上市股票來獲取研究經費，這樣的運作方式更能夠加

強產學合作之間的網絡連繫與發展。 

在政府機構中，METI 與 MEXT 是產學合作中提供大學 TLO 相關法規制定與

推進措施等協助非常關鍵的角色。首先就 METI 除了能提供大學 TLO 成立的相關

支援與技術移轉相關資訊服務外，當企業與大學共同執行研究計畫時，METI 還會

補助 2/3 的研究經費，如果研究人員與大學 TLO 藉由研究成果的創新技術來創立

新創公司，METI 也會協助辦理，並派駐專利代理人、金融業務人員等財經法理等

管理專才進行協助，而目前有許多協助產學合作的獨立法人機構也隸屬於 METI

底下，並提供相關的協助業務。79 

MEXT 則是負責協助研究人員與大學 TLO 將研究成果移轉至民間企業，或是

協助各大學與研究員來成立大學新創企業，而大學新創企業在成立之後如有進行

                                                      
79 李修瑩、傅清萍，《美、日、台國家創新體系之探討》(台北市 ： 拓墣產業研究所，2007 年)，

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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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究案，甚至還能針對此一專案補助 1/2~2/3 的研究經費；其次，MEXT 對於

產官學研之間的合作，也會派遣與配置和共同研究計畫相關的專門人才；另外也

會藉由專門人才的派遣與配置，來培養訓練知的財產與科技管理人才，來降低各

研究領域的專利衝突與糾紛。80由此可見 METI 與 MEXT 在產學合作整體運作中

的影響份量。 

日本政府為了促進產學官之間的合作，自 2001 年開始，由內閣府、METI、

MEXT、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聯合日本學術

振興會(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以下簡稱“JSPS”)與經濟團

體聯合會(Keidanren)(以下簡稱“經團聯”)等機構來共同主辦產官學合作推進會議，

而該會議至今已舉辦至第十屆(2011 年 9 月)。81該會議的舉辦主要是提供政府、大

學、企業之間在產官學合作、技術移轉、訊息交流等具體議題上來進行彼此之間

的討論與協商，以利於日本未來新產業、新技術的創造與推進。82 

  

                                                      
80 李修瑩、傅清萍，《美、日、台國家創新體系之探討》(台北市 ： 拓墣產業研究所，2007 年)，

頁 47-49。 
81 產官學合作推進會議過去主要是由內閣府、經濟產業省、文部科學省、總務省聯合日本學術振

興會與機經濟團體連合會共同主辦，而從第 9 屆開始參與的主辦單位開始陸續增加。 
82 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事務局，〈第 10 回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第 10 回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inde 
x.html> 。 

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index.html
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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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日本產學合作組織運作架構圖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産学連携の現状〉，2008 年 8 月 22 日，《経済産業省》，<http：//www.tokugik 

on.jp/gikonshi/250toku2-3-1.pdf>。筆者自行整理。 

  

http://www.tokugikon.jp/gikonshi/250toku2-3-1.pdf
http://www.tokugikon.jp/gikonshi/250toku2-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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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機構與社團在產學合作中的運作機制 

日本的法人機構與社團在產學合作的運作上，是不可或缺的協助角色。在日本

產學合作的推展中，除了有日本政府機關、各大學機構、企業的參與之外，還有

參與與協助整體產學合作推展與貢獻相當大的法人機構與社團。如果現階段的產

學合作機制只有日本政府機關來進行相關法規上的更進與人力資金的協助，而缺

少各法人機構在產學合作上的專利情報、人力培養、知識管理等協助，那對於現

今日本產學合作的發展將是一大阻礙。以下內文部分，將個別針對日本產學合作

推進與協助較有影響的法人機構與社團做詳細的介紹(圖 3-4)。 

獨立行政法人中小企業機盤整備機構 (Organization for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JAPAN, SMRJ)(以下簡稱 SMRJ)是 METI 所管

轄的法人機構。SMRJ 的成立主要是在 2004 年時整合了中小企業總合事業團、地

域振興整備團體以及産業基本整備基金業務所成立的法人機構，而 SMRJ 主要負

責的是日本中小企業施策的所有相關事務。83SMRJ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振興中小

企業在日本的發展，該機構除了提供中小企業一般人力、資金、情報、設施等措

施外，也提供欲創業者與再創事業者相關的協助。其中包括：中小企業創業開發、

經營基礎的強化、經營環境變化的協助、產業用地的取得等。在產學合作上 SMRJ

能協助大學與研究者利用研發成果的延伸，來成立新創企業，並且在新創企業成

立之後提供人力、資金與設備等資源上的協助。84 

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以下簡稱“AIST”)是 2001 年由 METI 整合 15 間研究

所，所成立的獨立法人總合研究所，85AIST 目前主要負責的研究領域有六大項目，

包括：環境能源領域、生命科學領域、電子資訊科技領域、奈密技術與材料製造

領域、計量標準領域與地質學領域。86另外，AIST 主要也針對這六項領域設立 20

                                                      
83 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中小機構とは〉，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0 日，《独立行政法人

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http：//www.smrj.go.jp/about/index.html>。 
84 同上註 83。 
85 產業技術融合領域研究所、計量研究所、機械技術研究所、物質工學工業技術研究所、生命工

學工業技術研究所、地質調查所、電子技術總合研究所、資訊環境技術總合研究所、大阪工業

技術研究所、名古屋工業技術研究所、北海道工業技術研究所、九州工業技術研究所、四國工

業技術研究所、東北工業技術研究所、中國工業技術研究所。 
86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研究ユニット設立改廃一覧〉，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0 日，《独

立行政法人産業技術総合研究所》，<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_kaihen.html>。 

http://www.smrj.go.jp/about/index.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kaihen.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kaih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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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專屬研究部門、21 間專屬研究中心與 2 間專屬實驗室來進行相關研究的執行。

從這也可看出 AIST 在研究進程上的分工實施非常的詳細，而關於產學合作的相關

業務，則主要是由 AIST 企劃本部下所設立的創新推進本部所負責。創新推進本部

主要協助強化各大學、企業、地方團體之間的合作，並提供技術研究與技術移轉、

人力支援、知識產權化等相關協助與諮詢。87而關於創新推進本部對於產學合作所

提供的服務細項，主要是由創新推進本部底下設立的專屬單位來執行。88 

社團法人研究產業‧產業技術振興協會(Japan Research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JRIA)(以下簡稱“JRIA”)主要是在 2011 年 6 月所成立，當時

是將已成立 40 年的 JITA 與 1991 年所設立的社團法人研究產業研究協會所整併而

成，而原本這兩間機構所負責的業務職掌也由 JRIA 一手包辦。JITA 在過去主要是

將 AIST、NEDO 的知識財產與 METI 所掌控的國有知識財產活用於產業界；而社

團發人研究產業協會除了負責民間企業研究、技術開發活動研究、情報蒐集、人

力資源開發與培養、產官學合作等業務外，最主要是針對各產業之間做跨部門與

跨領域交流的相關研究。目前 JRIA 除了負責上述兩間機構的業務外，還提供產學

合作人力資源的情報蒐集，並針對國內外在發展上較受矚目的企業做相關調查與

訪問，以利未來產學合作進化的推進與媒合。89 

獨立行政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NEDO)是METI將1980年所設立的新能源開

發組織經過兩次的組織改造，所設立的獨立行政法人。NEDO 現階段主要負責的

業務是針對新能源產業與節能技術來提供相關的研究開發與服務。90而關於產學合

作上的協助，NEDO 則是自 2006 年後開始提供各機關相關研究性質的協助。此一

業務主要是選擇在產學合作表現上較為優秀與符合資格的大學與頂尖研究機構，

來設立基礎研究、人才交流、人才育成的相關實施場所，並促進產學合作中年輕

研究人員、主力研究人員、資深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並在技術與人才的交流上，

                                                      
87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産総研組織図〉，2011 年 4 月 1 日，《独立行政法人産業技術総合研究

所》，<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html>。 
88 創新促進企劃部、知識財產部、產學官連攜推進部、國際部、風險投資發展部、國際標準推進

部、筑波創新場所推進部。 
89 研究產業‧產業技術振興協會，〈研究產業‧產業技術振興協會〉，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0 日，《社団法人研究産業・産業技術振興協会》，<http：//www.jria.or.jp/HP/pdf/brochure 
.pdf>。 

90 新能源總合開發機構，〈機構概要〉，2011 年 8 月 8 日，《独立行政法人新エネルギー・産業技

術総合開発機構》，< http：//www.nedo.go.jp/introducing/kihon.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html
http://www.jria.or.jp/HP/pdf/brochure.pdf
http://www.jria.or.jp/HP/pdf/brochure.pdf
http://www.nedo.go.jp/introducing/kih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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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全面」的推進與擴展。此一制度對於日本產學合作在人才培育與支援的發

展有相當大的幫助。91 

另外，NEDO 與 JST 每年都會聯合主辦創新日本-大學博覽會(イノベーショ

ン・ジャパン‐大学見本市)，此大學博覽會主要是展覽日本國內各產學業界之間的

合作研發成果，是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產學合作成果博覽會92。最近一次的舉辦是

在 2011 年 9 月 21 日所舉辦，而該會議的設計主要是以研究領域來劃分展示區域，

有別於台灣許多大學研發成果展覽會是以學校個體來劃分展示區域。在 NEDO 藉

由此展覽會的舉辦，能讓各大學、企業與社會能夠更加了解現階段科學技術的發

展外，也促進各界對於技術與知識合作上的互相交流。而此次創新日本 2011 所展

示的研究領域類別共有 10 項 300 多種頂尖研發成果。93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JST)是由 MEXT

所管轄的獨立法人機構。JST 的誕生是由原本的「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在 2003

年進行組織改造而成的。當時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的組成是依據 1996 年「科學技

術振興事業團法」將原本負責實施科學技術情報流通業務在的日本科學技術情報

中心(Japan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CST)及負責實施基礎研

究、新技術開發及研究交流促進等業務的日本研究發展機構  (Researc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Japan, JRDC)合併而成。這些原本被併購機構所屬的業

務職掌，在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成立之後完全被保留外，在機制運作上也更加的

完善。94而目前 JST 的主要業務內容有五項：一、創造新技術的基礎研究；二、新

技術的產業化開發；三、促進科學技術信息的流通；四、國際研究交流與支援；

五、增進對科學技術的了解。95 

JST 成立的宗旨主要是要將科學與技術推廣於國家與社會來創造新的生活價

值，因此 JST 會針對國家與社會當前的需要，來制訂為期五年的中期計畫與中期

                                                      
91 新能源產業技術總合開發機構，〈産学連携・人材育成〉，2011 年 7 月 20 日，《独立行政法人新

エネルギー・産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 http：//www.nedo.go.jp/activities/AN_00011.html>。 
92 2011 創新日本運営事務局，〈イノベーション・ジャパン 2011〉，最後查看日期 2012 年 2 月

11 日，《2011 イノベーション・ジャパン》，< http：//www.innovation-japan.jp/>。 
93 創新日本 2011 所展示的十項領域別，分別包括：一、資訊科技；二、生命科學；三、醫療；

四、設備裝置；五、奈米技術；六、環境保護與淨化；七、低碳能源；八、材料回收：九、高

齡社會；十、防災。 
94 科學技術振興機構，〈事業の内容〉，最後查看日期：2011 年 2 月 11 日，《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

術振興機構》，<http：//www.jst.go.jp/pr/intro/jigyou.html>。 
95 科學技術振興機構，〈About JST〉，最後查看日期：2011 年 2 月 11 日，《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

術振興機構》，<http：//www.jst.go.jp/EN/about/index.html>。 

http://www.nedo.go.jp/activities/AN_00011.html
http://www.innovation-japan.jp/
http://www.jst.go.jp/pr/intro/jigyou.html
http://www.jst.go.jp/EN/abou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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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目前該計畫的進程已進行到第二期(2007 年 4 月至 2012 年 3 月)。96在產

學合作上的貢獻上，JST 除了提供大學研發經費相關業務外，最重要的就是創立了

J-STORE 系統。此系統主要是提供現階段重點領域、大學專利資訊等相關細節與

建議，供大學、企業等機構參考。97對於企業與投資機關而言，J-STORE 可提供現

階段各大學研發成果的公開專利、未公開專利、科技無償專利等整體專利資訊地

圖，供企業等機構作為參考，而此一系統同時能針對企業對於特殊領域專利，提

供相關情報資訊與諮商服務。98對於大學而言，該系統能保護各大學的研發專利，

並針對國家、社會與產業各界的需求與反應，給予重點領域的建議與經費支援。 

JSPS 是在 2002 年 12 月所成立，前身可追溯到 1932 年所設立的財團法人日本

學術振興會，該法人機構在經過無數次的組織再編後，才形成今日的 JSPS。99JSPS

與 JST 一樣隸屬於 MEXT，但主要負責學術研究的推廣、研究人才的培育、學與

研究資金的輔助、學術研究的國際交流等相關業務。JSPS 為了將學術研究強化於

產學合作中，設立了產學協力總和研究連絡會議，而在產學協力總和研究連絡會

議底下又設有產學協力研究委員會、研究開發專門委員會、先導研究開發委員會。

100其中以產學協力研究委員會所負責的業務性質與產學合作較有關係，該委員會

主要負責的業務內容有四項，包括：一、產學合作研究會、講習會的舉辦；二、

產學合作研究國際研討會的舉辦；三、新一代技術專才的培養；四、研發技術的

媒合、共同研究、調查研究等支援的推進101。另外，該委員會可讓大學與企業第

一線的研究員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向制訂與實施產學合作制度相關的機構發表意

見外，也可提供第一線的研究員針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及開發研究進行非正式

的研究發表與情報交換。 

                                                      
96 此次中期計畫主要有五項實施項目：一、先進技術創造；二、促進企業採用先進技術；三、促

進科學技術資訊的交流與分佈；四、研究開發與技術交流的支援；五、促進公眾理解科學技術

的發展。 
97 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産学連携や技術移転の支援を利用したい方〉，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術振興機構》，<http：//www.jst.go.jp/quick_search/index.html? 
page=b0_0>。 

98 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ORE〉，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術

振興機構》，< http：//jstore.jst.go.jp/>。 
99 日本學術振興會，〈日本学術振興会について〉，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独立行政

法人日本学術振興会》，< http：//www.jsps.go.jp/aboutus/index2.html>。 
100 日本學術振興會，〈学術の社会的協力・連携の推進〉，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独

立行政法人日本学術振興会》，< http：//www.jsps.go.jp/renkei_suishin/index.html#sangakul>。 
101 同前註 100。 

http://www.jst.go.jp/quick_search/index.html?page=b0_0
http://www.jst.go.jp/quick_search/index.html?page=b0_0
http://jstore.jst.go.jp/
http://www.jsps.go.jp/aboutus/index2.html
http://www.jsps.go.jp/renkei_suishin/index.html#sangaku
http://www.jsps.go.jp/aboutus/index2.html
http://www.jsps.go.jp/aboutus/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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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團聯成立於 1946 年 8 月，最初是由大企業經濟團體與中小企業經濟團體聯

合組成。在 1952 年時，代表中小企業利益的日本商工會議所退出後，經團聯逐漸

變成以大企業為中心的經濟團體。經團連的會長、副會長、理事均為大財團的主

要負責人，他們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產業團體和企業組織，而經團聯現階段的成員

也幾乎是以東京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寡頭企業為中心所構成。另外，經團聯與日本

的官僚、政客有非常緊密的關係，三者之間還會定期舉行會議，對於日本整體經

濟發展影響力非常大。102然而日本在面對全球化的同時，經團聯開始逐漸分裂，

此後分為兩種派系：競爭型產業和保護型產業，此後該組織的運作也開始走下坡。

經團聯在過去除了與政府、工會與社會做廣泛的交流外，經團聯自 2001 年開始，

會與日本學術振興會與部分政府機關一起主辦產學合作會議，以替大企業與會員

機構在產學合作上爭取利益。103 

對於大學而言，大企業所代表的經團聯在人力與資金上等資源都較為豐富，這

對於大學在研究經費的支援上非常有助益，但大企業的階層與制度較為複雜，所

以在與中小企業合作相比下，大企業在技術上的合作與資訊的交流上也較沒彈性，

因此經團聯可藉由主辦產學官合作推進會議的機會，來替大企業爭取必要的利

益。 

  

                                                      
102 經濟團體連合會，〈経団連の概要〉，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

経済団体連合会》，<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rofile/index.html>。 
103 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事務局，〈第 10 回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第 10 回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 
index.html>。 

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rofile/index.html
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index.html
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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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日本各法人機構在產學合作中的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事務局，〈第 10 回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第 10 回産学官連携推進会議》，<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 
rd/index.html>；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中小機構とは〉，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0 日，<http：//www.smrj.go.jp/about/index.html>；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産総研組

織図〉，2011 年 4 月 1 日，《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http：//www. 
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html>；研究產業‧產業技術振

興協會，〈研究產業‧產業技術振興協會〉，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0 日，《社団

法人研究産業・産業技術振興協会》，<http：//www.jria.or.jp/HP/pdf/brochure.pdf>；新

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産学連携・人材育成〉，2011 年 7 月 20 日，《独立行政

法人新エネルギー・産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 http：//www.nedo.go.jp/activities/AN_ 
00011.html>；2011 イノベーション・ジャパン 2011 運営事務局，〈イノベーション・

ジャパン 2011〉最後查看日期 2012 年 2 月 11 日，《2011 イノベーション・ジャパン》，

< http：//www.innovation-japan.jp/>；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産学連携や技術移転の支援

を利用したい方〉，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術振興機

構》，<http：//www.jst.go.jp/quick_search/index.html?page=b0_0>；日本學術振興會，〈学

術の社会的協力・連携の推進〉，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独立行政法人日

本学術振興会》，< http：//www.jsps.go.jp/renkei_suishin/index.html#sangakul>。筆者自行

整理。 

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index.html
http://www.sendenkaigi.com/sangakukan/award/index.html
http://www.smrj.go.jp/about/index.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information/organization/organization_main.html
http://www.jria.or.jp/HP/pdf/brochure.pdf
http://www.nedo.go.jp/activities/AN_00011.html
http://www.nedo.go.jp/activities/AN_00011.html
http://www.innovation-japan.jp/
http://www.jst.go.jp/quick_search/index.html?page=b0_0
http://www.jsps.go.jp/renkei_suishin/index.html#sangak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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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大學法人化後的運作機制 

國立大學法人化法主要是使日本各國立大學在產學合作運作上，能更加靈活運

作的一種機制。日本政府再 2004 年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法後，日本的國立大學不

再是國家行政組織的一部份，在整體運作機制大幅改革後，國立大學開始能夠自

行自主經營於本體的各項發展，同時還能夠透過大學內部的董事會、經營協議會

與教育研究評議會來發展各項教育與行政目標，這不同於一般法人機構的行政目

標與負責人是由相關政府部門所決定，但唯一相同的是政府仍然會透過提供資金

補助、監督執行業務與考核績效，來確保國立大學各項目標的達成。 

關於國立大學的評鑑，日本政府另設有專門的「大學評估、授予學位組織」(大

学評価・学位授与機構)來進行審核，而文部科學大臣還會指派兩名「監事」負責

監督、指導各國立大學校的運作。這與一般由日本政府直屬機構改制的獨立行政

法人機構是由評鑑委員會來進行監督大相逕庭。主要會有這樣的區別是因為大學

在學術研究與機制的運作發展上，並非短期內就能顯現成果，如果依照一般法人

機構的規定進行評鑑，會有失大學法人化後的美意。104因此，國立大學法人化法

主要是將行政法人化的框架依照大學的職責、特性，去作全面修正的一種制度。

而為了要實現社會的參與與共進，大學的經營單位對於理事的任職、校長的遴選、

經營協議會的審議，都必須有專業校外人士來參與，而校內的教職員身份也改採

非公務員的型式，讓人事系統能夠更加彈性，而業務內容則採中期目標、中期計

畫的方式來規劃進行(圖 3-5)。105 

在組織與人事方面，校長的遴選在法人化之前只有校內人士參與，而在法人化

之後校長一職是由經營協議會與教員研究評議會的校內外專家代表所遴選出來，

在由文部科學大臣任命產生。106另外，原本國立大學的副校長職位與營運諮詢會

議則改由董事會取代之，而部分擔任校內的董事則將會被該選出的校長指派而擔

                                                      
104 文部科學省，〈国立大学法人法の骨子〉，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2 日，《文部科学省》，<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5.htm>。 
105 同前註 104。 
106 同前註 104。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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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校長 (例如：東京大學共有七位理事，其中有五位理事擔任副校長一職)。107董

事會成立的目的是在於校長在決議中期目標、中期計畫、預算的編列與執行、年

度計畫或是重點研究相關計畫事項時，都必須經過董事會的討論，而董事會內部

的理事則由校長任命選出。校長的任期長度則由該校的校長遴選會議中所決定，

任期時間一般為兩年到六年的時間。108 

經營協議會則是國立大學在規劃與經營管理相關事項的重要組織，主要負責中

期目標相關事項、薪資與預算編列、校規(經營管理範疇)的制訂與廢除、會計規程、

離職手續、自我評鑑與經營相關等重要事項。而在人事方面的組成則由校長、各

理事、校長任命之校內主管、職員與校外人士所組成，而校長任命之校內、校外

人士所占比例則依各校經營協議會規則所規定。109 

教育研究評議會主要負責規劃與審議有關該大學教學與學術研究等相關事項、

主要負責審議該校中期目標、年度計畫、教育研究、校規(教育研究範疇)的制訂與

廢除、人事系統編排、教育課程的編排、自我評鑑、學生獎懲制度、入學與學位

授與等教育研究相關事項。人事方面的組成則由校長、理事(校內人士)、校長指定

的院長、所長、教授等校內職員，教育研究評議會的組成人員不同於經營協議會，

是只由校內職員參與所組成。110 

                                                      
107 東京大學，〈役員・部課長・研究科長等名簿〉，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2 日，《東京大

学》，<http：//www.u-tokyo.ac.jp/per01/b02_02_j.html>。 
108 同前註 104。 
109 同前註 104。 
110 同前註 104。 

http://www.u-tokyo.ac.jp/per01/b02_02_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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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國立大學法人化法實施前後之變化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国立大学の運営組織〉，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4 日，《文部科学省》，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0/01/22/ 

03090201.pdf>。筆者自行整理。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0/01/22/03090201.pdf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0/01/22/03090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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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發展現況 

日本的 MEXT 每年年中都會發布日本大學產學合作的實施報告(大学等におけ

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以檢視日本當年產學合作的運作績效。此份報

告主要是針對日本各大學與相關合作的民間企業、政府單位、行政機構、地方公

共團體做為主要調查對象。目的是要檢視每年度產學合作制度實施概況，以做相

關措施的檢討與更進。而此次報告所公布的調查時間為 2005 年至 2010 年。另外，

參與調查的對象，除了國、私、公立大學外，還加上了國立大學的共同研究機關

與國、私、公立大學的高專院校。111而在此次參與調查的配合上，只有兩成的私

立大學不便做相關的配合與答覆，而私立大學歷年的配合情況也是如此(表 3-7)。 

表 3-7 調查各大學參與與回答數量 

大學 

類別 

各大學機關參與數量 各大學機關回答數量 

答覆率 

大學 高專 
共同研

究機關 
合計 大學 高專 

共同研

究機關 
合計 

國立 

大學 
86 51 4 141 86 51 4 141 100.0% 

私立 

大學 
851 3  854 687 3  690 80.8% 

公立 

大學 
95 3  98 95 3  98 100.0% 

合計 1,032 57 4 1,093 868 57 4 929 85.0% 

 答覆率  84.1% 100.0% 100.0% 85.0%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4，《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111 日本的國立大學是國家所直接設置的大學，經費由國家全額出資；公立大學是地方公共機構

所設置的大學，部分公立大學可能由兩個以上的地方公共機構所成立；私立大學則是由學校

法人或是株式會社所設立的大學。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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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大學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實施概況 

日本各大學中參與民間共同研究實施機關數最多的是私立大學(表3-8、表3-9、

表 3-10、表 3-11、圖 3-5、圖 3-6)，但與往年一樣，參與民間共同研究實施件數最

多的卻是國立大學。在 2010 年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參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的實施

件數，相差了將近六倍之多。在 2004 年國立大學法人化法實施後，對於私立大學

在產學合作上的績效與表現上有了不小的衝擊，但私立大學參與民間機構共同研

究實施的件數卻不減反增；另外，在國立大學共同研究實施件數逐年上升的同時，

國立大學的共同研究費用卻逐年下降，推測是近年日本政府積極對各大學推動一

連串產業合作措施所成的效果。例如像是日本政府對於重點領域的輔助。另外，

在 2003 年至 2010 年所接受調查的大學中，雖在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件數的數量

上有接近持平的現象，但整體研究經費卻有明顯的提升。 

表 3-8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參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數量 

類別 大學 高專 
大學共同研究

機關 
合計 

國立大學等 81 51 4 136 

私立大學等 181 2  183 

公立大學等 46 2  48 

合計 308 55 4 367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5，《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 

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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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2003 年至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參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的實施件數 

類別 
國立大學等 私立大學等 公立大學等 合計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2003 年 6,411  538  299  7,248  

2004 年 7,774 1.21 倍 743 1.38 倍 347 1.16 倍 8,846 1.22 倍 

2005 年 9,658 1.24 倍 964 1.30 倍 432 1.24 倍 11,054 1.25 倍 

2006 年 10,563 1.09 倍 1,341 1.39 倍 585 1.35 倍 12,489 1.13 倍 

2007 年 11,681 1.11 倍 1,470 1.10 倍 639 1.09 倍 13,790 1.10 倍 

2008 年 12,286 1.05 倍 1,774 1.21 倍 914 1.43 倍 14,794 1.09 倍 

2009 年 11,922 0.97 倍 1,845 1.04 倍 1,012 1.11 倍 14,779 0.99 倍 

2010 年 12,361 1.04 倍 2,062 1.12 倍 1,121 1.11 倍 15,544 1.05 倍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5，《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 

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表 3-10 2003 年至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參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費用(日圓) 

類別 
國立大學等 私立大學等 公立大學等 合計 

百萬元 前年比 百萬元 前年比 百萬元 前年比 百萬元 前年比 

2003 年 12,562  2,195  416  15,173  

2004 年 16,230 1.29 倍 2,758 1.26 倍 613 1,47 倍 19,601 1,29 倍 

2005 年 20,927 1.29 倍 3,402 1.10 倍 888 1,45 倍 24,857 1,27 倍 

2006 年 23,226 1.11 倍 4,051 1.33 倍 1,309 1.47 倍 28,585 1.15 倍 

2007 年 25,561 1.10 倍 4,290 1.06 倍 1,137 0.87 倍 31,077 1.09 倍 

2008 年 27,857 1.09 倍 4,464 1.04 倍 1,585 1.39 倍 33,907 1.09 倍 

2009 年 24,070 0.86 倍 3,998 0.90 倍 1,383 0.87 倍 29,451 0.87 倍 

2010 年 25,468 1.06 倍 4,493 1.12 倍 1,446 1.05 倍 31,407 1.07 倍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5，《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 

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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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2005 年至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參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實施概況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5，《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各大學參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究個別領域所構成的比例(圖 3-6)，以生命科學領

域所占的比例最多，其中約占整體比例的 3 成。日本大學與民間機構會如此注重

生命科學領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生命科學研究主要是應用在醫療、環境、糧食

等關乎人類生存的重要領域。此範疇對於人民健康、經濟建設與社會的永續發展

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也是當今全球最受關注的基礎自然科學。 

在此份報告中，科技領域會以生命科學、資訊科技、環境科技、奈米科技材料

所占的比例最多，主要是受到科學技術基本計畫實施的影響。當初第一期科學技

術基本計畫(1996 年-2000 年)的主要目標是要提升日本國家整體的研發水準；第二

期科學基本計畫(2001 年-2005 年)則是策略性的選擇重點領域，並針對重點領域追

求尖端研發成果，而其中所確立的重點領域有四項，分別是生命科學、資訊科技、

環境保護、奈米科技及材料。112因此日本在第二期科學基本計畫實施之後，日本

                                                      
112 尾身幸次著，蕭仁志譯，《科技維新-日本再起》(科学技術で日本を創る)(臺北市：時報文化，

2006 年)，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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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學與企業等機構在整體科技研發所投入的經費與人力，在這四大領域中

的比重就不斷增加，故這四大領域所占的比率，相較於其他研究領域也來的多。 

在 2011 年 8 月 CSTP 所發布的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也指出，未來日本的

重點科技將會朝生命科學與綠能科技領域去發展，因此未來各大學與民間企業的

共同研究個別領域比例中，生命科學領域和環境領域所占的比例推估會持續的增

加。 

 

圖 3-6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參與民間機構共同研究個別領域構成比例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6，《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2005 年至 2010 年參與各大學產學合作的共同研究機構中，民間企業與獨立行

政法人在共同研究件數與受入金額都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其中以民間企業所占的

比例最多，而地方公共團體則在共同合作上呈獻均勢的狀態(表 3-11)。 

  

生命科學 29.01% 

資訊科技 8.50% 

 環境保護 7.00% 

奈米科技材料

16.40% 

其它 39.00% 

共同研究個別領域構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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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2005 年至 2010 年日本產學合作中共同研究合作對象概況 

件數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民間企業 11,054 12,489 13,790 14,974 14,779 15,544 

獨立行政法人 1,353 1,534 1,618 1,800 1,876 2,001 

地方公共團體 344 368 454 365 307 319 

其他 269 366 454 499 624 731 

合計 13,020 14,757 16,211 17,638 17,586 18,595 

研究金額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民間企業 24,857 28,585 31,077 33,907 29,451 31,407 

獨立行政法人 6,160 6,844 7,122 7,494 9,958 9,476 

地方公共團體 512 575 605 553 497 517 

其它 815 840 1,321 1,870 2,111 3,214 

合計 32,343 36,843 40,126 43,824 42,016 44,614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6，《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二)、各大學受託研究實施概況 

各大學在受託研究實施數量和各大學在民間機關共同研究機關數相比(表 3-12、

表 3-13、表 3-14、表 3-15、圖 3-7、圖 3-8)，參與的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在受託研

究實施數量都有明顯的增加，尤其是私立大學部份增加了 119 所的數量，而私立

大學在受託研究實施件數相較於與民間機關共同研究實施件數的數量也多出許多，

甚至還是國立大學的 2 倍之多，由此可見私立大學在受託研究上較受青睞。但私

立大學在受託研究的實施件數與費用的部分，卻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反而國立大

學卻逐年上升，推估也是日本政府近年在產學合作相關措施的大力實施下，國立

大學在人力、經費、設備等資源都較為充沛，由其是國立大學法人法實施後，國

立大學在經營上的自主性大幅提高，這也降低過去私立大學在產學合作上較為彈

性的優勢，因此更能吸引外部機構委託相關研究。 

2003 年至 2010 年日本各大學整體受託研究的件數呈現下降的狀態，而相關研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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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費用也同時逐年減少，推估是近年日本政府在產學合作制度上，大力推進共同

研究相關的宣導與輔助，使外部機構受託大學研究件數的數量逐漸減少，相關的

影響法規例如大學法人化法、技術研究組合法對於日本各大學整體受託研究都有

不小的影響力存在。 

表 3-12 2005 年至 2010 年各大學受託研究實施數量 

類別 大學 高專 
大學共同研究

機關 
合計 

國立大學等 84 48 4 136 

私立大學等 300 2  302 

公立大學等 60 2  62 

合計 444 52 4 500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8，《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 

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表 3-13 2003 年至 2010 年各大學受託研究實施件數 

類別 
國立大學等 私立大學等 公立大學等 合計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2003 年 1,194  3,796  467  5,457  

2004 年 1,563 1.31 倍 4,175 1.10 倍 621 1.33 倍 6,359 1.17 倍 

2005 年 1,548 0.99 倍 4,249 1.02 倍 495 0.80 倍 6,292 0.99 倍 

2006 年 1,562 1.01 倍 4,158 0.98 倍 459 0.93 倍 6,179 0.98 倍 

2007 年 1,683 1.08 倍 3,917 0.94 倍 405 0.88 倍 6,005 0.97 倍 

2008 年 1,650 0.98 倍 3,872 0.99 倍 423 1.04 倍 5,945 0.99 倍 

2009 年 1,881 1.14 倍 3,847 0.99 倍 457 1.08 倍 6,185 1.04 倍 

2010 年 1,848 0.98 倍 3,757 0.98 倍 451 0.99 倍 6,056 0.98 倍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8，《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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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2003 年至 2010 年各大學受託研究費用(日圓) 

類別 
國立大學等 私立大學等 公立大學等 合計 

百萬元 前年比 百萬元 前年比 百萬元 前年比 百萬元 前年比 

2003 年 2,737  7,438  870  11,046  

2004 年 4,954 1.81 倍 7,054 0.95 倍 702 0.81 倍 12,710 1.15 倍 

2005 年 3,970 0.80 倍 7,570 1.07 倍 749 1.07 倍 12,289 0.97 倍 

2006 年 3,857 0.97 倍 7,030 0,93 倍 819 1.09 倍 11,706 0.95 倍 

2007 年 4,291 1.11 倍 6,651 0.95 倍 586 0.72 倍 11,528 0.98 倍 

2008 年 4,299 1.00 倍 6,338 0.95 倍 692 1.18 倍 11,329 0.98 倍 

2009 年 4,623 1.08 倍 5,719 0.90 倍 885 1.28 倍 11,227 0.99 倍 

2010 年 3,793 0.82 倍 5,346 0.94 倍 622 0.70 倍 9,765 0.87 倍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8，《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圖 3-7 2005 年至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受託研究實施概況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8，《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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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受託研究的個別領域構成比例跟參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究個

別領域所構成的比例相比，環境保護領域較資訊科技領域來得多，而受託研究的

個別領域中，依然是生命科學所占的比例最多(圖 3-8)。而如前面所提到的，受到

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的影響，未來各大學所受託研究在生命科學領域與環境

保護領域的比例也將會逐年提升。 

 

圖 3-8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共同研究個別領域構成比例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9，《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 

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各大學受託研究件數的合作對象以獨立行政法人機構所受託就的件數最多，但

是受託研究的受入費用卻是政府單位所占的金額最高，而政府單位的受託件數卻

只有獨立行政法人受託件數的 1/2 到 1/3，主要是政府單位受到法規的限制不能與

大學進行共同研究，而相關研究資金就投入受託研究中，而政府單位大部分的受

託研究跟國家發展幾乎都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對於投入的經費也水漲船高(表 3-15)。

而民間企業在受託研究件數與受入費用的部份則是呈現持平的狀態，這與前面所

推估也是受到日本政府大力推進產學合作共同研究相關法規影響所致。 

生命科學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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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2005 年至 2010 年日本各大學受託研究合作對象概況 

件數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民間企業 6,292 6,179 6,005 5,945 6,185 6,056 

政府單位 2,756 2,666 2,841 3,147 2,768 2,614 

獨立行政法人 6,137 7,266 7,610 7,866 9,155 8,056 

地方公共團體 1,202 1,426 1,537 1,554 1,597 1,686 

其他 573 548 532 689 894 861 

合計 16,690 18,045 18,525 19,201 20,599 19,723 

研究金額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民間企業 12,289 11,706 11,528 11,329 11,227 9,765 

政府單位 63,629 65,656 71,955 71,425 53,189 52,578 

獨立行政法人 45,873 59,480 72,151 81,896 94,804 94,522 

地方公共團體 2,847 3,397 3,368 3,400 3,862 4,434 

其它 1,842 1,797 1,744 1,971 2,420 2,015 

合計 126,480 142,035 160,745 170,019 165,503 163,313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9，《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 

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三)、各大學發明與與專利申請概況 

2005年至2010年各大學的發明揭露件數上，國立大學部分從 2006年達至7,796

的發明件數之後就開始呈現下滑的趨勢；私立大學的部分則在 2005 年達至 1,860

件的高峰後也開始呈現下降的趨勢，反而是公立大學整體在發明迎揭露件數的部

分有微幅的成長。而在 MEXT 有統計以來，發明揭露件數總體部分的最高峰是 2005

年，達到 10,20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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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2005 年至 2010 年各大學發明揭露件數 

類別 
國立大學等 私立大學等 公立大學等 合計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件數 前年比 

2005 年 7,748  1,860  594  10,202  

2006 年 7,796 1.01 倍 1,680 0.90 倍 572 0.96 倍 10,048 0.98 倍 

2007 年 7,304 0.94 倍 1,567 0.93 倍 567 0.99 倍 9,438 0.94 倍 

2008 年 7,117 0.97 倍 1,754 1.12 倍 658 1.16 倍 9,529 1.01 倍 

2009 年 6,883 0.97 倍 1,728 0.99 倍 655 1.00 倍 9,266 0.97 倍 

2010 年 6,482 0.94 倍 1,669 0.97 倍 716 1.09 倍 8,867 0.96 倍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11，《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 

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各大學在總體發明揭露件數字 2005 年起不斷的持續滑落，連帶國內外的專利

申請數量也受到影響，國內專利申請數量的最高峰為 2006 年的 7,282 件，國外專

利申請數量的最高峰則是在 2008 年的 2,987 件，國內外整體專利申請數量的最高

峰則是在 2007 年，達到 98,692 件的件數，這樣的件數主要受惠於國外專利申請數

量的大幅提升。雖然大學共同研發的件數與參與的企業機構數量逐年上升，但大

學發明揭露件數卻逐年下將，而國內外專利申請量的數量則回復到 5 年前的水準，

這一點 MEXT 在相關調查報告中卻沒有詳細解說，但從共同研究件數的提升與委

託件數的下降中可觀察到，大學與企業共同研究的研究件數逐漸提升，而由企業

委託大學自主研究的件數卻下降了，可能是使大學發明揭露件數與國內外專利申

請數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共同研究的研究成果並非大學自主完成與擁有，在共

同研究件數的逐漸提升和委託研究件數的下降，大學自行揭露件數受到此一效應

就會減少，而且在專利的申請複雜性也隨之增加，這也是國內外專利申請數量停

滯或下降的原因。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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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5 年至 2010 年各大學國內外專利申請數量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11，《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 

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最後，從 1994 年至 2010 年日本各大學所衍生的新創企業數量來看，至 2004

年與 2005 年達至新創企業設立的最高峰 252 間後，新創企業新增的數量就快速下

降，2010 年新增的新創企業數量只剩下 47 間(圖 3-11)。MEXT 表示對於此一情況

很難去明確說明大學新創企業的設立數量為何會減少，但部分大學則表示為受到

全球景氣惡化、以及伴隨而來的資金調度與市場拓展上遇上不少困境，加上近期

日本大學衍生新創企業成功的案例逐漸減少，創業風險變大，國家與大學支援不

足、大學教職員又專注於教育、研究業務而過於忙碌等問題，可能是促使大學新

創企業新增數量快速下跌的原因。113 

  

  

                                                      
113 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16，《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 
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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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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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94 年至 2010 年各大學衍生新創企業數量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平成 22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2011 年

11 年 30 日，頁 16，《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 

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最後，此份報告所公布的調查期間雖為 2005 至 2010 年，但可預見 2011 年受

到 311 東日本大地震重創的影響，各政府單位與大學等相關機構都忙於重建、救

災等相關協助。因此推估此次地震對於 2011 年產學合作運作的績效與發展方向將

會有莫大的影響，這一點從此次最新版的大學產學合作的實施報告與第四期科學

技術基本計畫的發布時間延遲就可看出。114 

  

                                                      
114 大學產學合作的實施報告原本預計在 2011 年 7 月底發布，但受到 311 大地震影響，延至同年

11 月 30 日才發布；而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原本要在 2011 年 3 月發布，而受 311 大地震影

響，延至同年 7 月才發表相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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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1/11/30/1313463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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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節 

隨著全球環境與科學技術的快速變遷，各國都在思索要如何讓“知識創新”達到

有效的運作，讓國家更具競爭力，此時產學合作制度就是一套相當完善的國家創

新系統，它能有效結合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的知識與研究能量，並在政府與法人

機構的支援下，大幅減少人力資源、設備、資金等資源上的負擔，讓研究結果得

以產出，來回饋社會與國家。 

日本的政府與法人機構在產學合作的推動上顯得非常積極，不論是針對相關法

規的修改、制度的實施、措施的協助，日本政府與法人機構都做的相當完善。例

如 METI 與 MEXT 等政府機構就針對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研發需求與研究交流，擬

訂相關法規與協助措施來促進與鼓勵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的合作能順利進行，像

是大學法人化法的制訂與實施，對於日本產學合作的發展就有相當大的貢獻。此

法除了能使大學在自主經營下與產業界合作更密切外，也能將產學合作的研究成

果活用於社會。 

法人機構在人力培育、專利情報與資金等資源上的協助下，使學術界與產業界

在執行產業合作上減輕了不少負擔，也使雙方在合作上能更加密合。例如以 JST

開發的 J-STORE 系統為例，J-STORE 能提供各大學目前產業趨勢的發展方向等建

議外，也能提供產業界對於各大學所擁有的公開與未公開專利資訊，使雙方之間

能夠尋求共同合作與技術移轉等需求；而NEDO則是藉由人力培養與交流的實施，

減輕大學、企業與研究機構之間的成本負擔。而 JST 與 NEDO 甚至會共同主辦關

於展示產學合作各項研究成果的大型博覽會來促進學術界、產業界與社會之間的

交流，而藉由研究成果的展示，除了能使大學與企業之間尋求需要合作的對象之

外，也能使一般社會大眾更加了解產學合作的益處，使民眾對於產學合作的推動

與發展能夠更加支持。 

在日本政府與相關法人機構對於產學合作積極的推動上，也可看到近年產學合

作實施的共同研究件數、受入金額、與參與機構的數量都有逐年提升的趨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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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受託研究件數與研究費用卻不斷下降，可見日本政府與相關法人機構的推動上

有了明顯的成效與影響。但在共同研究件數提升、受託件數下降的情況發生時，

影響的是大學發明揭露數量與國內外專利申請數量的流失。另外，大學衍生新創

企業受到景氣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創立的數量從 2005 年開始大幅下滑，而未來要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考驗的是日本政府與產學合作相關單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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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應用於電動車產業發展 

本章要探討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應用於 EV 產業的發展、起源與現況。從第一節

開始將先探討日本產學合作制度與 EV 產業之間的歷史起源，以了解日本早期為何

要利用產學合作制度的方式來推展 EV 的發展；第二節，將探討日本政府現階段針

對次世代自動車所擬定的產學合作具體方針，以了解制訂的目的是要達成哪些成

效；第三節將探討日本現有的 EV 大學新創企業，以分析目前日本產學合作制度運

用於 EV 產業的發展現況。第四節，將總結前四章所探討的內容，以分析出日本產

學合作制度對於未來 EV 產業發展的六大影響因素。 

第一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應用於電動車產業發展之起源 

本節將先探討日本首次針對 EV 開發所組成的產官學共同研究體制，並探討當

初投入多少資源、人力，以及所得出的成果產出；其次，本節將探討目前在日本

各大學中，首次運用產學合作體制來開發 EV 的慶應義塾大學(以下簡稱“慶大”)，

在歷年有哪些研發成果，並探討慶大是如何利用產學合作體制來開發 EV，並對

EV 產業與社會有何貢獻。115 

(一)、日本產官學共同研究運用於電動車開發之起源 

1971 年 MITI 針對 EV 的開發，首次招集產官學各界專家進行合作。由上一章

的內文中，可分析出日本產學合作體制的應用是從 1980 年代左右才開始，但早在

1970 年代就有日本政府以產官學合作模式來開發 EV 的案例，但當時的研究成果

僅是試驗階段，並沒有被有效活用於業界與社會。1971 年至 1976 年期間，MITI

集結了一千名以上的產官學專家來針對 EV 的開發進行技術上的合作，當時此一計

畫的研究經費約 57 億日圓，而這六年期間所開發出的 EV 有輕量電動車(EV1H、

EV1N)、小型電動車(EV2H、EV2P)(圖 4-1)、路線巴士(EV5)、輕量電動卡車(EV3P)、

                                                      
115 慶應義塾大學是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日本所創建的第一所私立大學，仿照英式教育風格，

以學術自由著名，本部位於東京都港區。二戰前有所謂的「三田的理財、早稻田的政治、駿

河台的法學、白山的哲學」之稱，故位於「三田」的慶應義塾大學在傳統上是以經濟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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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電動卡車(EV4H、EV4P)。116但由於當時所開發的 EV 所使用的車用電池是相

當不環保的鉛蓄電池，加上當時三元觸媒轉化器的開發，淡化了一般自動車排放

廢氣的汙染問題，於是 EV 的推進與發展開始銷聲匿跡，直到 90 年代第二波的 EV

開發浪潮開啟。 

 

圖 6 1970 年代產官學合作所開發出的小型電動車 EV-2P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次世代自動車用電池の将来に向けた提言〉，2006 年 8 月，頁 11，《経済

産業省》，< http://www.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g60824b01j.pdf >。 

(二)、日本各大學透過產學合作研發電動車之起源 

慶大是日本眾多大專院校中，最先與民間企業共同進行 EV 開發的大學。1998

年日本政府實施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慶大在 1999 年就設立知識產權中心，以

保護慶應義塾大學的研究產出，而在知識產權中心成立兩年後，該校環境情報學

系的清水浩教授運用慶大資源所開發出的首輛 EV 在 2001 年所誕生。117當時 JST

以慶大為中心，聯合國內 13 家相關企業來共同開發 EV，在 2001 年時成功研發出

慶大在產學合作制度實施後的第一輛 EV- KAZ(Keio Advanced Zero-Emission 

Vehicle)(以下簡稱“KAZ”)。118KAZ 是慶大清水浩教授結合過去六台 EV 開發技術與

經驗，所研發出的第七台 EV，但清水浩教授則表示所研發的 KAZ，並沒有要量產

                                                      
116 經濟產業省，〈次世代自動車用電池の将来に向けた提言〉，2006 年 8 月，頁 11，《経済産業

省》，< http：//www.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g60824b01j.pdf >。 
117 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慶應義塾大学》。< http：

//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 
118 慶應義塾大學環境情報學部，〈高性能多目的電氣自動車 KAZ〉，2002 年 9 月 20 日，《慶應義

塾大学電気自動車研究室》，<http：//web.sfckeio.ac.jp/~hiros/kaz/PressKit.pdf>。 

http://www.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g60824b01j.pdf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http://web.sfckeio.ac.jp/~hiros/kaz/PressK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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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而主要原因是因為 KAZ 在技術上還有許多待突破處，例如：驅動裝置需

面對路面衝擊與環境的負荷、輪胎內部機件的配置與散熱、電池技術與成本等問

題。但由於 KAZ 的開發經驗與技術對於日本 EV 產業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因

此 KAZ 目前被安置於日本科學未來館做展示用途。 

 

圖 4-2 KAZ 車型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電氣自動車研究室，〈Eliica までのクルマ作り〉，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4 日，< http：//www.eliica.com/staff/history.html>。 

此後，慶大的清水浩教授及其研究團隊與 30 家以上的民間企業共同合作，在

2004 年開發出行駛距離突破 300 公里的四人座電動車 Eliica (Electric Lithium-Ion 

Car)。119當時日本與國外媒體也大篇幅的報導 Eliica 的誕生，甚至在 2005 年 12 月

時，日本的首相小泉純一朗還試乘了這輛能令性能跑車汗顏的綠能科技至國會開

會，可見 Eliica 的出現在當時日本甚至全球車壇上，創造了不小的話題，而從中也

可看見產學合作對於創新科技所帶來的龐大效應。120 

                                                      
119 慶應義塾大學電氣自動車研究室，〈電気自動車実例 ： Eliica - スペック〉，最後查看日期：

2012 年 2 月 14 日，《慶應義塾大学電気自動車研究室》，< http：//www.eliica.com/project 
/eliica/spec.html>。 

120 慶應義塾大學電氣自動車研究室，〈電気自動車実 ： Eliica〜三つの価値の実現のために 0
から設計〉，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4 日，《慶應義塾大学電気自動車研究室》，<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html >。 

http://www.eliica.com/staff/history.html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spec.html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spec.html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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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Eliica 車型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電氣自動車研究室，〈電気自動車 Eliica〉，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4 日，《慶應義塾大学電気自動車研究室》，< http：//www.eliica.com/pro 

ject/eliica.html>。 

雖然 Eliica 在性能數據上的表現相當亮眼，但一台造價高達 3000 萬日圓的

Eliica 離大量普及卻還有一段距離，而當時日本政府對於充電設施的配置也尚未有

完善的計畫，而這也促使清水浩教授與民間企業集結，在 2009 年 8 月共同創立

SIM-Drive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SIM-Drive”)，期望未來能打造 150 日圓以下的電動

車。121而也因為 Eliica 的開發與 SIM-Drive 的創立案例，在日本政府與法人機構的

推動下，許多大學與企業也開始藉由產學合作的制度來推展 EV 等相關技術的開發。

122 

  

                                                      
121 清水直茂，〈慶應大學、Gulliver 及倍樂生等聯合成立輪轂電機式電動汽車公司〉，《日經技術

在線》，2009 年 8 月 27 日，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47650-20090826.html>。 
122 SIM-Drive 指的是「Shimizu(清水) In wheel Motor-Drive」的簡稱。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html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html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47650-200908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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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運用於電動車產業之相關政策 

(一)、MEXT 的相關政策 

早期日本產學雙方對於技術上的認知，並沒有一個彼此間的共識，因此導致

過去雙方在 EV 研發的合作交流上並不順利。從日本產學合作應用於 EV 開發的先

例中，可觀察到不論是產官學共同研究開發，還是由大學所主導的共同研究開發，

所研發出的 EV 產品都是以試驗品的定位來發表，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學

所重視的是技術上的研發，而企業所重視的是技術上的商品化，也由於產學雙方

之間對於技術的看法不一，加上產品商品化之前融資不易等問題，導致這些 EV 在

正式量產之前都有難以跨越的鴻溝，這也是產學合作常見的困境之一，而此一困

境在產學界就稱為「死亡之谷」。123 

雖然日本產官學各界在面對此一情況，也藉由大學衍生新創企業或是實施策

略聯盟的方式來進行突破，但由於新創企業在基礎研究轉化至應用研究及產品開

發時，需面臨研究資金不足等不同障礙，尤其是在 EV 產業上，投資者必需花費長

時間與高成本的風險，這對於已投入或是欲投入該產業的大學、企業都是不小的

負擔。另外，EV 在實際販售後也需要面臨相關維修與售後服務據點的設置，但是

這對於中小型的新創企業來說，快速擴張維修據點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所

以這也是導致過去產學合作應用於 EV 研發上，難有事業化產出的原因之一。 

近年日本政府針對 EV 的研發與上述相關產學合作的發展困境，積極推出多項

產學合作相關政策與措施。日本政府為了讓 EV 普及的社會得以實現，對於 EV 的

導入與推進上是相當積極的，而產業界對於 EV 的投入也是非常熱絡，但一窺日本

學術界在此一領域的著墨卻相當稀少，連相關資料都寥寥無幾。因此 MEXT 為了

活化學術界對於 EV 研發的應用，提出兩項產學合作運用於 EV 開發的補助措施，

而這兩項措施的執行期限都設定在 2020 年以前執行。 

第一項補助措施是針對太陽能電池、車用電池、燃料電池等新規格電池技術，

                                                      
123 沈弘偉，《日本大學風險企業研究》，(發表地：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9 年)，

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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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各地設立產官學合作研究開發據點，總經費為八千七百萬日圓；第二項補

助措施則是為了快速推進產學合作在蓄電池、燃料電池等相關電池技術的新創企

業設立，總經費為一億七千五百萬日圓。124從這兩項產學合作補助措施的對象可

觀察到，日本將 EV 的研發核心擺在車用電池的研發上，主要原因也是車用電池是

影響 EV 能否普及最關鍵的因素，因此該措施就是要借助學術界的研發能量，來拉

近 EV 普及的時程。 

日本未來將以中部地區作為 EV 產業群聚與產學合作的首要投資據點。MEXT

除了藉由產學合作的補助措施來提升 EV 的研發能量外，MEXT 還在 2010 年時委

託名古屋大學針對「MEXT 創新系統整備事業(大學等產官學合作自立計劃)」來進

行次世代自動車產學合作的相關研究調查與政策擬訂，而主要調查的對象除了日

本之外，還有中國、北美與歐洲部份國家。此一研究報告指出，未來日本必須要

提升大學在次世代自動車的研發能量，而目標是協助這些大學在擁有次世代自動

車尖端技術的情況下，使國際大廠能主動來與日本的大學進行次世代自動車相關

業務的合作。為了使上述情況得以實現，日本政府必須從各大學中選擇特定大學，

來進行次世代自動車技術開發重點式的資源投入。125例如日本中部地區是製造業

的中心，同時也是自動車產業的集中地，所以選擇中部地區大學做為產學合作首

要的投資據點，來推動次世代自動車的研發將是首要的任務。 

日本在 EV 的技術研發上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但未來還是必須藉由產學合

作來加快 EV 的研發進程。日本自 1997 年由豐田汽車發表 HEV - Prius 以來，HEV

的數量就在日本與全球各地開始大量普及，而各國際自動車大廠為了搶先掌握次

世代自動車的先進技術，之後也相繼投入 PHEV 市場的研發，而在 2009 年時各日

                                                      
124 總合科學技術會議，〈アクション・プラン施策パッケージの概算要求のとりまとめについ

て〉，2010 年 9 月 2 日，《総合科学技術会議》，<http：//www8.cao.go.jp/cstp/budget/ 
saisyu/honbun1.pdf>。 

125 名古屋大學，〈次世代自動車研究開発における、大学と産業界との連携のありかたについて

の提言〉，2011 年 3 月，頁 1-2，《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 
4.pdf>。 

http://www8.cao.go.jp/cstp/budget/saisyu/honbun1.pdf
http://www8.cao.go.jp/cstp/budget/saisyu/honbun1.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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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動車大廠也大動作投入 EV 的量產。從這些現象可觀察到日本在各先進國之中，

對於次世代自動車領域的投入與技術是相當尖端的。 

另外，未來能讓次世代自動車大量普及的關鍵技術就在於車用電池的開發，而

日本所開發的車用電池，在全球的市占率已超過 50%。未來為了要有效降低車輛

二氧化碳的排放，對於車用電池的研發投入與普及勢必要以 EV 為主要對象。而關

於 EV 的車用電池與馬達等個核心技術的研究開發，過去各大日本車廠、企業與

NEDO 等相關研究機構，也投入相當多的資金與人力進行相關研究，其中包括車

用電池的主要構成材料 - 稀土的替代品研發、循環利用等研究技術的開發。但由

於 EV 的開發需花費大量的時間、經費、人力、材料等成本，這對於一般大企業來

說是相當大的投資負荷，更別說是一般的中小企業，所以對於未來這些次世代自

動車的研究開發、人才培育，就必須藉由產官學的合作能量來推展實現。 

中部地區是日本目前在次世代自動車研究、開發與生產上的重要核心地帶。中

部地區不論是在引擎、馬達裝置、驅動傳導、操縱等相關零件的生產比例，在全

國都佔有非常高的份量(圖 4-4)，因此中部地區自動車相關產業的發展與走向，對

於日本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有相當大的連動關係，而日本官方也將中部地區設為

未來日本次世代自動車群聚據點的典範。126因此基於以上因素，本節將以中部地

區的產學合作發展動向做為探討的對象。 

  

                                                      
126 中部經濟產業局，〈次世代自動車地域産学官フォーラム〉，2011 年 6 月 29 日，《中部経済産業

局》，<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_01_01.pdf>。 

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_01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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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2009 年全日本自動車產業生產總值部分圖 

資料來源：中部經濟產業局，〈次世代自動車地域産学官フォーラム〉，2011 年 6 月 29 日，頁 2，《中

部経済産業局》，<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 

_01_01.pdf>。 

日本中部地區是日本自動車研發與生產的核心地帶，因此當地許多大學對於相

關領域的投入都是相當積極的。日本未來在面對次世代自動車的產業結構變革與

相關產學合作的推進下，日本中部地區的車輛研發廠商與大學，也勢必要將開發

重點移轉至馬達、車用電池、充電設施等相關技術的創新與國際標準化上，以使

中部地區達到全球次世代自動車產業中的領導重鎮。目前中部地區在自動車的基

本材料、引擎、零件與自動車組裝等跨領域的廠商連結與整合都相當完整，在目

前全球自動車的生產比率上也位居第一，最重要的是擁有許多次世代自動車相關

技術的豐田汽車，其全球營運總部就座落於日本中部地區愛知縣豐田市內，這對

於未來中部地區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將是一大助益。而目前日本中部地區與次世

代自動車研發較有關聯的大學有：名古屋大學、豐橋技術科學大學、名古屋工業

大學、崎阜大學、三重大學這五間國立法人大學。而這五間國立法人大學在次世

代自動車的研發上，也各自擁有次世代自動車的專業領域技術(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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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_01_01.pdf
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_01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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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日本中部國立大學對於次世代自動車的推進概況 

 次世代自動車推進概況 

名古屋大學 

名古屋大學在 2011 年於校內設立綠能運輸合作研究中心。該

中心主要透過集結校內外環境能源、控制系統、機械人等相關

領域的優秀工程師，來成立研究團隊與執行研究。名古屋大學

長期以來都是以工學、環境、情報科學等相關系所，來與自動

車相關企業進行共同合作。而未來該大學也將更進一步導入外

部研究資金來成立相關研究機構，並以教育與開發為施行重

點，來拓展該大學全方位的發展。 
(1)教育研究：活用各單位教育潛力。 
 製造業、商業、資訊科技產業人才培育。 
 國際優秀人才培育。 
 企業人才在職進修。 
 自動車工學國際課程與暑期課程的設立 
(2)研究開發：大型專案推進。 
 綠能技術領域。 
 高機能技術領域。 
 安心安全智能社區。 

名古屋工業大學 

名古屋工業大學目前在校內設有國際自動工業研究中心與製

造技術中心。這兩個中心主要負責培育超級工程師、工業設

計、工業管理等人才外，在研究技術的推進上，則以下列幾項

領域為主： 
電力電子領域(電力變頻、動態控制、次世代馬達控制技術) 
電源供應器領域(鋰電池、燃料電池) 
電子設備領域(矽半導體、GaN 電子設備) 
情報技術領域(數位信號處理、道路交通系統、電信系統) 
生產技術領域(切削雷射加工、低成本與節能技術開發) 

豐橋技術科學大學 

豐橋技術科學大學目前針對次世代自動車相關的推動計畫是

要打造一座低碳與安心安全的車輛城市。目前該校與豐橋市的

地方政府、當地企業也開始針對此一部份，來進行相關措施的

研究與整合。而從 2010 年開始該活動成果也已經進入第二階

段，以下為已施行的項目： 
 實行電動巴士的導入 
 運輸部門再生燃料的分析研究 
 豐橋市電動巴士運行模式研究 
 交通情報可視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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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輪胎循環利用研究-超臨界流體 (supercritical fluid) 
 三河灣航路的水質惡化研究 
 未來汽車城的模擬研究 
 豐橋市可持續發展(綠色能源與智能技術)都市典範的建立 

崎阜大學 

自動車零件的製造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是金屬模型技術的開

發，因此崎阜大學在 2006 年 7 月設立金屬模型創成技術研究

中心。此中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與崎阜縣、大垣市為主的地方

政府及相關企業進行合作，並培育年輕技術員以推進金屬塑膠

技術的發展。 

三重大學 

三重大學在次世代自動車領域中的研發強項主要是以車用電

池的開發為主。三重大學主要透過固體聚合物的變形來開發平

板電池。固體聚合物有 300 度以上的耐熱性與高離子傳導性，

因此可塑造出輕量、薄型、價格便宜的鋰電池，而此一領域技

術還可運用在手機、電子書、平板電腦的開發上。 

資料來源：名古屋大學，〈次世代自動車研究開発における、大学と産業界との連携のありかたに

ついての提言〉，2011 年 3 月，頁 18-19，《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2006 

0828001/press4.pdf>。 

日本目前除了中部地區是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重鎮外，目前還有三遠南信地區、

東北地區、中國地區、九州地區對於次世代電動車的開發與支援有一定程度的投

入。其中，九州地區是次世代電動車產官學合作相當興盛的地方，尤其在專業人

才的培育上。另外，相對於中部地區，這四個地區的相關廠商在自動車的開發支

援上都屬於單向領域，例如東北地區主要是以車用電子相關部品的開發為主(表

4-2)。127 

 

                                                      
127 同註 125，頁 16。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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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日本三遠南信、東北、中國、九州地區次世代自動車的產學合作概況 

 駐點企業 願景與目標 

三遠南信地區 

 本田 
 三葉 
 濱松光學 
 福斯日本 

(願景) 
設置三遠南信地區合作架構 
設置光電技術創新據點 

(目標) 
強化地方基礎製造技術，並往次世代自動車、航空

宇宙航業、機器人產業、鐵道產業等「次式帶輸送

機器技術產業」的核心技術邁進，並同時推進「醫

療產業」、「新農業」、「光電產業」三大領域。 

東北地區 

 電子部品 
 電氣設備 
 電子回路製造 
 情報通信機械

器具製造 

(願景) 
設立東北自動車產業群聚合作會議 

(目標) 
舉辦網絡建構、販賣通路的技術展示會 
學生、企業人才與管理人才的技術培育 

中國地區 

 馬自達 
 電子機械產業 

(願景) 
舉辦鳥取縣次世代自動車部品機能構造研討會 
舉辦岡山縣次世代自動車關聯技術研討會 
設立戰略產業活化研究會 
設立山口技術研究會 
設立中國次世代自動車廣域合作營運委員會 
(目標) 
設立網絡建構、販賣通路技術展示會 
學生、企業人才與管理人才的技術培育 

九州地區 

 日產九州 
 豐田九州 
 大發九州 

(願景) 
設立北九州自動車的大量生產據點 
設立車輛開發中心與生產製造據點 

(目標) 
舉辦技術開發、販賣通路拓展、人才培育研討會與

研究會 
因應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做地域性的配合 

資料來源：名古屋大學，〈次世代自動車研究開発における、大学と産業界との連携のありかたに

ついての提言〉，2011 年 3 月，頁 16，《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 

828001/press4.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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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ETI 的相關政策 

在日本負責擬訂產業政策、技術相關業務的 METI，未來也將透過產學合作的

方式，來加速 EV 的發展與普及速度。在 2009 年 METI 聯合產官學研各界專家與

學者來招開「次世代自動車戰略研究會」，該會議的舉行主要針對日本次世代自

動車產業的發展來擬訂出相關政策與策略的施行，而該會議在進行多次的研討審

議後，於 2010 年 4 月正式提出「2010 次世代自動車戰略」的成果報告。128 

依據 2010 次世代自動車戰略的報告內容指出，日本的 EV 產業現階段面對的

是國際汽車市場的變動、油價歷年持續高漲、地球氣候暖化變遷、日本自動車技

術待突破這些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在這些影響因素下，2010 次世代自動車的戰略

架構主要可分為下列六大面向，分別是：一、整體戰略：設定日本將成為全球次

世代汽車開發及生產之典範；二、電池戰略：強化與確保日本成為世界最先端的

電池研究開發與技術據點；三；資源戰略：在開發上確保稀有金屬與建構資源循

環系統，以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四、基礎設施建構戰略：在日本建構車用充

電器兩百萬萬座、快速充電器五千座，以增加 EV 使用者的便利性；五、系統戰略：

採用與產業價值鏈相關的附加價值服務，以提供 EV 使用者在生活上的便利性與娛

樂性；六、國際標準戰略：目標是由日本來主導電池與充電系統的國際標準化，

以使日本成為 EV 相關技術的指標國家。129 

在這六項戰略架構中，METI 表示未來將以產學合作的運作方式來推動電池戰

略的發展項目。在次世代自動車戰略中的電池戰略項目中，明確指出日本未來車

用電池技術發將分為三個階段來進行，而每一階段將會針對續航性能的提升、成

本的降低以及開發體制的合作，來設為未來電池戰略開發的技術指標，同時在以

此資目標的設定上，將讓日本成為世界電池技術開發的指標國家。130電池戰略項

目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設定 2015 年所使用的一般通勤 EV、PHEV、燃料電池車，所

                                                      
128 次世代自動車戰略研究委員會，〈次世代自動車戰略 2010〉，2010 年 4 月 12 日，頁 2-4，《経

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20100412002/20100412002-3.pdf>。 
129 同註 128，頁 2-6。 
130 同註 128，頁 19-24。 

http://www.meti.go.jp/press/20100412002/201004120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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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車用電池將由產官學體制來共同合作開發，目標是將電池性能提升 1.5 倍，

電池價格降至現有的 1/7；2030 年則由大學或研究機關來負責開發 EV 車用電池，

目標是將電池性能提升至目前的 7 倍，電池價格降低至現有的 1/40(表 4-3)。 

表 4-3 日本車用電池性能、價格與開發體制的推進表 

 
現況 

(2006 年) 
改良型電池 

(2010 年) 
先進行電池 

(2015 年) 
創新電池 
(2030 年) 

適用對象 
電力公司專用

小型 EV 
高性能 HV 
短程通勤 EV 

HEV 
一般通勤 EV 

高性能 EV 

性能 1 1 1.5 倍 7 倍 
價格 1 1/2 倍 1/7 倍 1/40 倍 

開發體制 民間企業主導 民間企業主導 產官學合作 大學、研究機關 

資料來源：次世代自動車戰略研究委員會，〈次世代自動車戰略 2010〉，2010 年 4 月 12 日，頁 19，

《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20100412002/20100412002-3.pdf>。 

中部經濟產業局(METI 位於日本中部地區的分支)則將中部次世代自動車產業

設為一種結合產業結構創新與都市生活轉型的創新群聚模式。中部經濟產業局為

了集結日本中部產官學群聚的力量，以及達到世界級次世代自動車產業群聚的形

成，在 2010 年 10 月協同企業、大學、法人機構與地方團體共同舉辦 「次世代自

動車地區產官學論壇」。131在此一論壇的產出報告中，主要提到目前日本中部地區

不只是豐田汽車總部與組裝工廠的所在地，也是本田、三菱汽車的生產據點，另

外當地還進駐許多基本材料與零件製造商，因此中部地區可謂日本自動車產業的

標竿區域。從 2008 年中部地區在日本國內自動車與相關部件的生產交易總額來觀

察，在自動車與輸送機器項目上，中部地區就占了日本整體生產量的 44%，而自

動車零件則是占了日本整體生產量的 55%，可見中部地區對於日本自動車產業未

來發展的重要性。而未來日本為了要解決能源供應、溫室效應等問題，對於 EV 的

積極推進，勢必將改變中部地區在自動車產業型態與生產結構上的變化，而中部

                                                      
131 中部經濟產業局，〈次世代自動車地域産学官フォーラム〉，2011 年 6 月 29 日，頁 3，《中部

経済産業局》，<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_01_01. 
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100412002/20100412002-3.pdf
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_01_01.pdf
http://www.chubu.meti.go.jp/jisedai_jidoushiya/forum/pdf/110629data_01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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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產業局將它視為一種產業轉型的新契機，而所謂的新契機指的就是創新群聚

模式。132 

未來中部經濟產業局在創新群聚模式的推進中，將培育跨領域人才與結合新型

產業的誕生。目前日本自動車產業在產學合作的整體發展運作上，是呈現特定領

域研究者與特地企業一對一的共同研究交流為主流，這種個別領域的交流方式像

是燃料電池車的開發是由研究化學領域的研究者所獨佔，而 EV 的開發則是由專門

研究電池材料領域的研究者所獨佔，如果這樣情況持續下去，除了將造成研究資

源與輔助資金的分散流失外，也喪失了對於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機會。因此日本未

來在自動車產業的轉型中，除了要改善此一狀況外，還必須結合新世代產業的發

展來推動次世代自動車的普及。由於自動車電動化與資訊化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關係，未來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ITS)與資訊

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也將得以受惠，這些連鎖效應不但能促進新創企業與大學新創企業的成長，更能

推進新興產業的誕生，以讓日本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能夠更加周延。 

次世代自動車地區產官學論壇的舉辦，除了將促進創新群聚模式的運作，也是

推動相關產學合作的媒介之一。此次中部經濟產業局舉辦次世代自動車地區產官

學論壇的目的，除了解決與協助上述可能發生與該面對的事項外，也希望藉由該

論壇的舉辦能使未來日本次世代自動車的相關廠商、大學與研究機構能夠互相交

流，進而促進機構之間由競爭到合作，並呈現整體成長的趨勢。另外，也由於車

用電池、電力控制系統等技術的複雜性，政府未來也必須在短時間內促成企業與

企業或是企業對大學、法人機構，來進行垂直與平行跨領域整合的合作，才能在

各先進國家中快速推進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尤其是在 EV 此一領域中。 

  

                                                      
132 同註 13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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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此一論壇所產出的報告中也表示，未來日本將設立次世代自動車推進

會議來擬訂相關基本方針。次世代自動車推進會議的成員主要以中部地區的企業、

大學、法人研究機構、地方團體等代表來共同決定未來次世代自動車的基本方針。

而除了基本方針的擬訂，中部經濟產業局也將招攬上述機構與次世代自動車產業

相關的新創企業與資訊服務產業，來推進與實施日本中部次世代自動車的情報交

流制度。另外，當地的名古屋產業科學研究所也將推進次世代自動車相關廠商與

廠商之間的協調服務業務，並為中部特定大學與法人研究機構，提供次世代自動

車研究專案的合作配對。最後，報告總結了三項次世代自動車中部地區專案戰略

的實施項目，分別是開發與生產力的強化、新事業的創建、市場試驗的推進(表4-4)。

133  

  

                                                      
133 同註 12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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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日本中部地區三大專案戰略項目與項目實施內容 

三大專案戰略項目 具體目標 目標實施細節 

開發與生產力的強化 
(以創造技術與 
人才培育為中心) 

 技術開發與人材

培育的強化。 
 次世代自動車開

發與生產據點的

設置。 

 人才培育的強化 
- 次世代自動車講座的實施 
- 大學間相互合作開設相關課程 
- EV 製造講座 
- 舉辦自動車嵌入式系統產業論壇 

 技術開發的強化 
- 提案型協調技術開發專案化 
- 支援中小企業對於次世代自動車

領域的投入 
 次世代自動車產學合作據點化： 

- 將大學研發成果與產業界商品化

進行媒合 
- 綠色運輸合作研究中心的設立與

合作 

新事業的創建 
(以服務為中心) 

 創造自動車電動

化、IT 化以及提供

新服務為目標。 

 產官學核心地區服務典範的開拓 
- 活用小型 EV 共享服務典範 
- 智慧型運輸系統(ITS)服務的提

供 
- EV 轉換服務的實證 
- 國內外相關情報的提供 

市場試驗的推進 
(以智能社區 
形成為中心) 

 都市交通、智能社

區的設計檢討。 
 透過實證實驗來

回應社會需求。 

 「家庭、社區型」低碳都市建構專

案 
 中部充電基礎設施的設置 
 中部燃料電池車補給基礎設施的設

置。 

資料來源：名古屋大學，〈次世代自動車研究開発における、大学と産業界との連携のありかたに

ついての提言〉，2011 年 3 月，頁 17，《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 

/20060828001/press4.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http://www.meti.go.jp/press/20060828001/press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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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電動車相關大學衍生新創企業 

目前日本國內與 EV 開發相關的大學新創企業共有兩間。第一間為慶大所創

立的 SIM-Drive；第二間則是京都大學所創立的 Green Lord Motors(以下簡稱

“GLM”)。這兩家新創企業分別是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各別創立的，而這兩間新創

企業在經營的運作模式上也不盡相同，因此透過本節的探討正好可以從不同層面

與角度，來分析這兩家 EV 新創企業對於未來 EV 產業的影響。 

(一)、SIM-Drive 有限公司 

SIM-Drive是由慶大與Benesse 股份有限公司、Gulliver International有限公司、

NANO Optonics Energy 股份有限公司、Clean Craft 有限公司、Marubeni 股份有限

公司針對 EV 的共同開發與技術的分享而合資成立的新創公司，成立時間為 2009

年 8 月，資本為 4,400 萬日元，公司則座落於神奈川縣川崎市的川崎新產業創新中

心 (Kawasaki Business Incubation Center, KBIC)。134  

SIM-Drive 創立的主要原由是要解決目前自動車所導致的全球氣候暖化與能源

供需不足等問題。SIM-Drive 最初成立的背景是因為導致全球氣候異常的二氧化碳

中，有 20%是由自動車所排放；另外在全球能源逐漸耗竭的情況下，石油的消耗

有 50%源自於自動車，而要同時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法，就是促進 EV 的發展，

而這個想法也是 SIM-Drive 創辦人清水浩與福武總一郎，在當初創辦 SIM-Drive 的

共同理念之一。135雖然促進 EV 的發展能有效解決全球環境課題，但 EV 所需的核

心技術 - 車用電池，在性能的技術與成本的開發上，使終無法做大幅度的突破，

這也是導致各先進國家在長期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於 EV 研發時，始終無法大量普

及的最大原因，而這也是清水浩教授在成立 SIM-Drive 之前所遭遇的問題之一。 

SIM-Drive 創立的目標就是要在未來打造出一台一百五十萬日圓以下的五人座

EV。慶大的清水浩教授，從 1978 年就開始投入 EV 的研發，至今已經邁入第 34

年，在 SIM-Drive 還沒創立之前，所研發並且有對外發表的 EV 共有 8 台，其中

                                                      
134 株式会社 SIM-Drive，〈SIM-Drive 会社概要〉，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3 月 30 日，《SIM-Drive》，

<http：//www.sim-drive.com/company/index.html>。 
135 株式会社 SIM-Drive，，〈株式会社 SIM-Drive 設立の趣旨のご説明〉，2009 年 8 月 24 日，頁

2，《SIM-Drive》，<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okkasenryaku/image/20091217_seichohear_2_ 
fukutake_2.pdf>。 

http://www.sim-drive.com/company/index.html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okkasenryaku/image/20091217_seichohear_2_fukutake_2.pdf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okkasenryaku/image/20091217_seichohear_2_fukutake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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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就包含了機車、迷你車、轎車、高空作業車四種。136而共同參與研發的官僚

機構、民間企業與法人智庫的數量，也是隨著各研發計畫的進行而不斷的增加。 

在清水浩教授在創立 SIM-Drive 前所發表的最後一款 EV-Elliva，所能行駛的最

高距離，已突破三百公里。137從數據上來看，Eliica 在行駛距離的數據上表現的相

當亮眼，但一台 Eliica 的造價卻高達三千萬日圓，依這種情況別說大量生產，連正

式量產上市都非常困難。而也由於這個原因促使慶大的清水浩教授與 Benesse 股

份有限公司的會長福武總一郎，決定將藉由產學合作的模式來成立 EV 新創公司，

以突破以往 EV 產業的經營模式，來加速推進 EV 的發展。138而上述原因也是促成

當初這五間企業集結成立 SIM-Drive 的最大關鍵。2009 年 8 月 SIM-Drive 正式成

立，目標是在未來打造一台一百五十萬日圓以下的五人座 EV 車款，但這其中並不

包含車用電池的售價。139而現階段也因為 Eliica 的開發與 SIM-Drive 的成功創立與

經營案例，許多大學與企業也開始在日本政府與法人機關等相關機構的推助下，

藉由產學合作制度的運作方式來開發 EV 等相關技術的產出。 

SIM-Drive 目前的董事長是由 Benesse 股份有限公司的執行長福武總一郎所擔

任，執行長則是由慶大的教授清水浩來擔任，他同時兼任 SIM-Drive 的董事代表，

而其於董事，就由共同創辦 SIM-Drive 的民間企業高層所擔任。140另外，SIM-Drive

除了清水浩教授源自於學術界，目前慶大也有兩名教授參與其中，並擔任

SIM-Drive 的技術顧問，這兩位教授分別是政策媒體研究所的高野正教授與環境情

報學系的村井純教授，而也因為慶大教授的多方參與，使得產學合作的運作模式

運用於 SIM-Drive 這家新創企業上來得更加周延。141 

SIM-Drive 是一家採用販賣 EV 專利與收取會員會費來維持公司營運的新創公

司。SIM-Drive 初創時期的資金來源，除了源自於當初創辦的慶大與五家民間企業

外，還包含了董事長福武總一郎與執行長清水浩的個人出資，而關於平時營運的

                                                      
136 慶應義塾大学-政策・メディア研究科，〈地球環境を守る産学連携プロジェクト〉，2006 年 9

月 8 日，頁 5，《慶應義塾大学》，<http：//www.starc.jp/download/sympo2006/04_yoshida.pdf 
#search='Ellica 吉田博一 PDF'>。 

137 慶應義塾大學電氣自動車研究室，〈電気自動車 Eliica〉，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4 日，《慶

應義塾大学電気自動車研究室》，<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spec.html>。 
138 同註 135，頁 2-3。 
139 同註 135，頁 9。 
140 同註 135，頁 2-4。 
141 株式会社 SIM-Drive，〈プレスリリースを行いました〉，2009 年 8 月 24 日，頁 2，《SIM-Drive》，

< http：//www.sim-drive.com/press/20090824/SIM-Drive_Jpn.pdf>。 

http://www.starc.jp/download/sympo2006/04_yoshida.pdf#search='Ellica 吉田博一 PDF'
http://www.starc.jp/download/sympo2006/04_yoshida.pdf#search='Ellica 吉田博一 PDF'
http://www.eliica.com/project/eliica/spec.html
http://www.sim-drive.com/press/20090824/SIM-Drive_Jp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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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則採用「先行開發業務」的方式，向會員企業收取會員會費與專利權利

金等費用來維持 SIM-Drive 的運作，而詳細細節待第五章個案分析的部分在進行詳

細說明。142由於 SIM-Drive 本身並不製造 EV，但負責的業務項目包含下列六項：

一、各類型 EV 的研究與開發(包含二手車改造)；二、EV 相關零件與部品的研究

與開發；三、EV 推進與發展上的諮詢；四、EV 生產基地的支援；五、EV 技術標

準化；六、提供 EV 相關教育服務。143 

SIM-Drive 成立以來除了專注於 EV 技術的開發外，現階段也投入對於一般自

動車進行電氣化的改裝業務。2011 年 7 月 21 日 SIM-Drive 與擁有專門研發與改造

各式車輛 30 年以上歷史的東京研發有限公司(株式会社東京アールアンドデー)，

共同針對各式自動車的電動化改裝成立了 stEVe 有限公司(スティーヴ)，其 stEVe

公司的總部就座落於東京研發有限公司內部，而當時創辦時的資本金約 1000 萬日

圓，費用則由這兩間創辦公司共同平均分擔。144stEVe 目前主要負責的服務項目就

是改裝一般EV來使用 SIM-Drive所研發的驅動裝置，也就是所謂的輪毂電機系統，

而該公司在此一過程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了相關技術上的開發、製造、販售

與知識財產的管理。145由於 stEVe 有限公司的成立，也開拓了 SIM-Drive 在 EV 領

域的新市場，該公司除了能增加 SIM-Drive 先期開發計畫以外的收益外，在與擁有

30 多年車輛研發經驗的東京研發有限公司合作下，對於 SIM-Drive 本身或是日本

整體 EV 相關產業的發展都有相當大的助益。 

由於 SIM-Drive 特殊的經營模式與對 EV 產業的貢獻，清水浩教授被日本發

行量最大的經營商務雜誌-日經 Business，遴選為 2011 年日本百大影響人物之一，

在內文中清水浩教授被譽為電動車技術的「解放者」，因此從中也可看出清水浩本

身或是所引領的 SIM-Drive 以及大學新創企業對於 EV 產界的影響力。146 

  

                                                      
142 鶴原吉郎，〈電動汽車開發商 SIM-Drive 公佈加盟首輛試製車開發的企業及團體〉，《日經技術

在線》，2010 月 1 月 26 日，<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49820-20100125.html>。 
143 株式会社 SIM-Drive，〈プレスリリースを行いました〉，2009 年 8 月 24 日，頁 2，《SIM-Drive》，

< http：//www.sim-drive.com/press/20090824/SIM-Drive_Jpn.pdf>。 
144 株式会社 SIM-Drive，〈SIM-Drive と東京アールアンドデーが合弁会社「(株)stEVe」を設立し

ましたプレスリリースを行いました〉，2011 年 8 月 4 日，頁 1-2，《SIM-Drive》，< http：
//www.sim-drive.com/news/2011/0804steve.html>。 

145 同註 144，頁 1-2。 
146 張鳳，〈日本最注目百大人物出爐〉《商業週刊》，第 1251 期，2011 年 11 月，頁 126。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49820-20100125.html
http://www.sim-drive.com/press/20090824/SIM-Drive_Jpn.pdf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1/0804steve.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1/0804ste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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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LM 有限公司 

在GLM成立以前，京都大學就在 2007年藉由京都電氣自動車專案(Kyoto-Car 

Project) 開始推展 EV 領域的相關活動。這其中包括 EV 的試乘會、展覽會與論壇

的舉辦、EV 試驗的開發、產學合作體制的建立等，由此可見京都大學對於 EV 發

展的重視程度。147在 2010 年 4 月 1 日京都大學在校內成立 GLM，其公司總部就

座落於京都大學校內的新創企業研究室裡，而社長是由當時還在就讀京都大學經

營管理教育部的小間裕康所擔任。 

GLM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藉由「無生產線」與各家民間企業共同合作的經營模

式(圖 4-5)，來開發、販售與提供 EV 等相關服務項目。GLM 主要的特色就是藉由

學生創業與經營的模式來讓企業運作，在該一企業的運作過程中，主要藉由 30 名

以上的學生，展開各種實證實驗、行銷分析及市場調查，來驗證 EV 性能、銷售管

道、服務等會影響普及率的數據與因素，並將其數據及調查結果反應於自家產品

的開發設計上，以達到未來“零碳社會”的實現。 

GLM 現階段的專案團隊提出了利用社會服務網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SNS)來推動自動車的開發與行銷計畫。此計畫主要以京都大學與 GLM 為中心，協

同同志社大學、京都工藝纖維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明治大學等大學的學生以個

人名義投稿參加 GLM-EV 的研發、製造、行銷、設計、代理等概念的構想，而 GLM

將這些學生的概念構想做了謹慎的詳細評估後，在進行產品的實體化。在 GLM 透

過這個計畫的執行時，除了本身能無償得到許多概念的構想外，又能提供一個資

訊平台，供已投入與欲投入 EV 研發的相關企業與大學做為參考。重要的是藉由此

活動的的舉辦，能聚集與促進不同企業與技術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並將新的概

念運用於 ZZ 車體上來開發出新的產品。 

 

                                                      
147 京都大學，〈京都電気自動車プロジェクト〉，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9 日，《京都電気

自動車》，< http：//www.kyoto-car.jp/index.html>。 

http://www.kyoto-car.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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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GLM 運作體制 

資料來源：小間裕康，〈日本 EV 創投現況〉，發表於「2011 年台日產學合作」研討會(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交流協會、台日商務交流協進會、台日經濟貿易發展基金會，2011 年 3 月 7

日)，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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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舉辦以來，GLM在Twitter所設立的專頁則是受到眾多社會大眾的支持，

而相關新創企業與校外大學生參與的情況也是相當熱烈，而參與的對像中以欲創

業的大學生參與居多，而這群大學生都想嘗試運用社會服務網絡的功能，來作為

收集各種研發資訊的方法之一，而對於無法從大廠採購電池或只做小量生產 EV 的

下包廠商而言，GLM 的運作模式也可促成雙方之間進行技術共同研發與資訊交流

合作的關係來推進 EV 的發展。148 GLM 特殊的經營模式也被日本中小企業廳在

2010 年度的中小企業白皮書裡作為成功新創企業來加以標記，而由 GLM 所開發

出來的日本第一台 EV 跑車 - ZZ-EV 則在日經新聞、產經新聞、朝日新聞等日本

各大媒體都有相關詳細的報導。149 

GLM 自 2010 年創立以來主要有三大業務方向，其中包括：一、使用最新技

術與傳統技術開發出自家 EV 跑車，並接受買賣預訂；二、針對宅配市場業者來開

發客製化 EV，並以不同區域環境來開發各式車用電池；三、推展新的自動車文化，

並讓卡車等特殊車種也可以進行電動化的改裝。150 

2010 年 12 月 6 日 GLM 的第一台 EV - ZZ-EV 開始以 680 萬日圓的價格開放

預購(圖 4-5)，並在 2011 年 6 月 1 日開始出售，全年的銷量目標為 100 輛。ZZ-EV

充滿電需花費 4 小時，最高行駛距離為 100 公里。GLM ZZ-EV 的售價雖與慶大所

開發出的 Eliica 相較下便宜不少，但性能數據上卻也大打折扣，但 GLM 也不甘示

弱，積極的募集外來資金投入不同車型的開發，目前也已經發表售價約 20 至 30

萬日圓的三輪電動機車 TRIKE 與 2500 萬日圓的超級電動跑車 EV-ZZII。 

TRIKE 的最高續航距離為 40 公里，每小時最高時速則為 45 公里，TRIKE 的

                                                      
148 Green Lord Motors Co.,Ltd.，〈京都大学発ベンチャー・グリーンロードモータース、世界初、

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を活用した参加型自動車開発・マーケティングプロジェクトを開始〉，

2011 年 1 月 18 日，《Green Lord Motors》，<http：//www.greenlordmotors.co.jp/news/20110118 
.pdf>。  

149 小間裕康，〈日本 EV 創投現況〉，發表於「2011 年台日產學合作」研討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交流協會、台日商務交流協進會、台日經濟貿易發展基金會，2011 年 3 月 7 日)，頁 50、53、
66。 

150 京都大學，〈電気自動車を対象とする京大発ベンチャー「グリーンロードモータース株式会

社」の記者発表会を開催しました〉，2010 年 4 月 14 日，《京都大学ベンチャー・ビジネス・

ラボラトリー》，< http：//www.vbl.kyoto-u.ac.jp/index.php>。 

http://www.greenlordmotors.co.jp/news/20110118.pdf
http://www.greenlordmotors.co.jp/news/20110118.pdf
http://www.vbl.kyoto-u.ac.jp/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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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電池為可拆式，所以即使停車場沒有充電插頭，也可以帶進室內進行充電，

而 TRIKE的電池則有鉛電池(整車售價格 20 萬日圓)與鋰電池(整車售價 30萬日圓)

兩種選擇，至於 TRIKE 何時開始量產 GLM 目前還沒有表示；而已投入 13 億日圓

開發的 ZZII EV，GLM 官方則已表示試作車的開發階段已經結束，也可接受訂單

量產，但詳細的規格數據卻還沒有公佈，而 GLM 官方則宣稱 ZZII EV 在 2012 年

的時候會開始量產。151至於 GLM 的下個目標，將是研發售價 100 萬日圓以下的小

型迷你 EV，此車的重量將降至 200Kg，可續行目標距離則設定在 50Km 以上。152 

 

圖 4-6 ZZ EV(左圖)與 TRIKE 電動摩托車(右圖) 

資料來源：Green Lord Motors Co.,Ltd.，〈Products〉，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2 月 18 日，《Green Lord 

Motors》，<http：//www.greenlordmotors.co.jp/news/20110118.pdf>。 

  

                                                      
151 同註 149，頁 53-60。 
152 同註 149，頁 60。 

http://www.greenlordmotors.co.jp/news/20110118.pdf


93 
 

第四節 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應用於電動車產業發展之影響 

本章將總結前三章與本章所探討的內容，分析出五項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

EV 產業的影響。本章從日本產學合作應用於 EV 開發的起源、政策面、以及相關

EV 新創企業的運作方式，來分析對於 EV 產業的影響，雖然日本產學合作制度活

用於 EV 產業的發展至今才十餘年，但影響程度已經不容小覷，而本節主要將介紹

的影響要素有下列六項，包括：  

第一項為產業結構的改變。由於自動車過去就一直是高門檻產業，一般自動車

的整車生產都是由大企業或大集團所把持，在技術研發上通常也是對內不對外，

而世界各國政府對於自動車在節能、安全、排氣等相關法規的限制下，使得世界

各家車廠在開發一輛自動車所需的技術與資金不斷的高漲，加上自動車產業的競

爭相當激烈，一般中小企業或新興企業想要進入此一領域來進行投資、開發與生

產是相當困難的，更別說是要創立品牌一事(可參閱本文第貳章第六節日本電動車

產業的發展與現況)。近年由於全球資源耗竭與地球暖化加重的情況下，各先進國

家開始積極推進 EV 產業的發展，其中以日本最為積極。由於 EV 所需零件與馬達

技術，不像一般自動車那樣的繁雜，因此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想要進入此一領域

相對來說較為容易，由其是在產學合作與大學衍生新創企業的推助下，大學與中

小企業、新創企業等欲投資者之間也能互相進行合作，藉由各種交流與技術專利

的授權等，來製造 EV 販售。而目前日本較為活躍的 EV 新興品牌，也都是大學新

創企業所設立，例如慶應大學與京都大學各別所衍生的 SIM-Drive 與 GLM 都是相

當成功的 EV 新創企業，而這兩家新創企業也打破過去自動車產業的經營與運作模

式，再藉由各別創新經營方式的運作下，對於欲投入 EV 產業的中小企業也能一起

共同參與研發與生產，有別於過去大企業閉門造車，中小企業難以涉入的情景，

而這也證明了產學合作對日本 EV 產業結構的運作是有相當一定的影響力。 

第二項為人才資源與研究資金的支援。日本與世界各先進國家投入 EV 產業的

推進已超過半個世紀，但 EV 的產量開始有了明顯的成長幅度，卻是在 2010 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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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汽車發售自家 EV-LEAF 之後的事。這其中導致 EV 延遲普及的原因有很多，包

括政府配套措施不足、自動車節能與排氣技術的進步等因素。但其中一點是使 EV

始終無法普及的最大因素，那就是車用電池的性能與價格。過去日本各界再投入

電動車的研發都相當積極，不過礙於 EV 開發所需的技術與成本都相當高，所以日

本的 EV 產業也是經歷過三次革命才有今天的成就，就連次世代自動車的過渡產品

HEV 後來大賣也是豐田研發十幾年後的事。因此各界在投入 EV 產業，外部人才

資源與研究資金的支援就顯得相當重要，畢竟 EV 產業是高風險產業。而人才資源

與研究資金的支援正好是產業界與大學進行產學合作的一大優勢，例如企業可藉

由產學合作的方式，由大學派駐學生、研究員或與教授進行 EV 的共同研究，除了

能大幅增進開發上的支援與降低人力成本外，如果投入的領域是日本政府目前施

策的重點領域，在研究進程上也會有較多的資金補助，例如 EV 產業就是第二期科

學技術基本計畫所發布重點領域中的環境領域項目，而 MEXT 也針對產學合作的

開發據點與投資據點給予相關補助。另外，企業也能派駐企業內部員工、主管進

駐大學進修、交流，以增進企業內部整體員工的附加價值，以上這些人才資源與

研究資金支援的優勢，都能促進 EV 產業的快速發展。而由次世代自動車戰略研究

會所發布的《次世代自動車戰略 2010》中的電池戰略也表示，未來 2015 年之後的

電池開發體制，也將以產官學共同合作來進行開發，可見日本政府相當看重產學

合作對於 EV 發展的重要性。 

第三項為開放式平台的資訊分享與交流。由於大學的經營非以營利為目的，而

是以教學與研究發展為主，所以大部分大學的教學與研發成果都會對外公布，其

中再經由大學 TLO 與法人研究機構等機關，來洽談專利授權與共同合作等事宜。

例如 JST 所創立的 J-STORE 系統，能提供各大學與企業各領域的專利資訊、科技

發展趨勢等細節，來促進雙方進行交流與互作。153另外，在雙方資訊對外公布後，

                                                      
153

 例如在 JST 的 J-STORE 中搜尋 SIM-Drive 執行長清水浩教授的姓名(或搜尋相關專利技術的名稱、

關鍵字)，就會產生相關 EV 專利技術的資訊與細節供外界參考，期間相關專利技術如有更新，

J-STORE 的相關資訊內容也會一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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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吸引更多外來的合作對象與人才來參與 EV 專案的合作，例如 GLM 的專案團

隊透過社會服務網絡來推動 EV 開發與行銷的計畫，就吸引許多大學生、研究人員

與企業參與研發、製造、行銷等概念的構想，而且彼此之間也能有個公開平台進

行交流合作。雖然公開相關資訊對於個別企業或民間新創企業的競爭或許會更加

激烈，但是對於整體 EV 產業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對於那些想要投入 EV

產業的中小企業更是一定程度的幫助。 

第四項為客製化與小型市場的開發。自動車產業是進入門檻相當高的複合型產

業，加上每一台自動車的設計都需花費高成本與高技術來開發，因為這樣才能製

造出達到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車輛產品，也因為這些原因，這些自動車大廠所開

發出來的產品主要都是以一般大眾為考量。此時，中小企業就具有就能針對小型

市場來進行客製化的開發優勢，而 EV 車輛的開發也是其中之一，例如員工人數未

達 40 人的 ZERO SPORTS 公司，就生產 1000 台 EV 車輛讓日本郵政事業公司所採

購。154另外，ZERO SPORT 還針對不同領域的需求生產飲品、餐飲、高爾夫、商

務等 EV 相關車款。155但主要以研發為主要目的大學新創企業，更適合投入特殊領

域或是小型市場的車輛開發，主要是大學新創企業比較沒有營運上的壓力，加上

人力資源相當豐富，也沒有一般業界那般的競爭激烈等因素。因此更適合投入此

一範疇的開發，像是跑車、機車、公車、郵政、宅配、移動餐廳等自用與營業 EV

都是相當適合的。例如 GLM 就針對宅配市場開發出特殊領域的三輪電動機車

TRIKE，另外 GLM 也採用 TOMMY KAIRA 的車體，開發出 EV-ZZ、EV-ZZII 兩

款電動跑車，以滿足對於跑車有興趣的客戶。 

第五項為 EV 教育活動的推展。SIM-Drive 與 GLM 都是由大學所衍生的新創

企業。首先是 SIM-Drive 本身所負責的業務項目就有 EV 相關教育活動的推廣，例

如同時身為慶大教授與 SIM-Drive 的執行長清水浩教授就經常到各機關與電視台

                                                      
154 綾尾慎治，〈日本產學合作之電動車發展現況〉，發表於「2011 年台日產學合作」研討會(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交流協會、台日商務交流協進會、台日經濟貿易發展基金會，2011 年 3 月 7
日)，頁 12-13。 

155 ZERO SPORT，〈特別車両〉，最後查看日期：2011 年 3 月 7 日，《Eco-cart》，< http：//www.ecocart. 
jp/>。 

http://www.ecocart.jp/
http://www.ecocart.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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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EV 產業發展的重要性；而 GLM 則是在創立之前，京都大學就藉由京都電氣

自動車專案開始推展 EV 領域的相關業務，而在 GLM 正式成立以後，GLM 也透

過線上網絡平台的運作方式與學生、社會人士來交流。 藉由這些教育活動的舉辦，

不僅能拉近該校學生對於 EV 在技術上、發展上的了解外，也能促進一般社會大眾

與業界人士對於 EV 發展的了解與認同。畢竟能將研究成果回饋、造福於社會，並

得到社會的認同，這才是技術研發產出的可貴之處。 

第六項為加快 EV 的普及。由於大學衍生新創企業較沒有營運上的壓力，因此

在主力研發上，較不會考慮市占率的問題而投入過渡產品 HEV 與 PHEV 的開發，

而是直接投入 EV 的開發。慶大的 SIM-Drive 與京都大學的 GLM 都是如此，由其

是慶大在 1980 年代，就開始投入 EV 的研發就是個非常好的例子，因為在未來次

世代自動車的開發中，EV 才是解決全球暖化與能源危機的最終替代方案。在大學

衍生新創企業的投入與大學產學合作的協力下，將會加快 EV 在次世代自動車產業

中的普及，對於整體次世代自動車的運作方向是非常有助益的體制。 

總結以上六項影響因素來看，產學合作運用在 EV 產業上，確實有相當大的助

益。在整體 EV 產業結構的改變上，不論是中小企業的參與模式、特殊市場的開發、

開放式平台的資訊分享等運作的開發與變化，對於促進 EV 的普及上，都是相當正

面的，甚至在此一運作模式下，連一般大學生與社會、業界等人士都能參與 EV 設

計、生產的構想，這是過去在自動車業界中非常少見的，而藉此也能提高一般社

會大眾對於 EV 的了解與興趣，以凝聚整體社會對於綠能環保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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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節 

1970 年代 MITI 就針對 EV 的開發，協同各界產官學專家來進行共同開發，雖

然當時開發出多款 EV 車型都屬於試驗階段，並礙於當時電池技術限無法突破等因

素，使首波針對 EV 運行的產官學共同合作體制也產生了中斷，直到慶大首次與產

業界進行 EV 的共同開發，而慶大也是第一間獨立與產業界共同開發 EV 的大學。

從 2001 年開始，慶大環境情報學部的清水浩教授就陸續與各界機構、企業合作開

發各種 EV 車輛至今，而目前清水浩教授也創立 SIM-Drive 持續推進 EV 的研發。

而從日經 Business 中觀察清水浩教授被譽為電動車技術的「解放者」，可見清水浩

所引領的 SIM-Drive 對於電動車業界的影響力與貢獻。 

未來日本將以中部地區做為次世代自動車發展的核心區域。目前位於東京由

慶大所衍生的新創企業 SIM-Drive 在 EV 的推進上雖小有名聲，但在次世代電動車

產業的整體推進上，日本 MEXT 則將中部地區的大學設為未來日本在佈局與投入

次世代自動車的合作對象，而這些中部的國立法人大學，也都相當積極的投入次

世代自動車產業的佈局；另一方面，中部經濟產業部也針對所在地區提出 EV 相關

三大專案戰略，來促進中部地區在日本甚至全球的EV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此外，

除了中部地區是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重鎮，日本目前還有三遠南信地區、東北地

區、中國地區、九州地區對於次世代電動車的開發與支援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投入，

但在各自的研發領域上都屬於單向領域，但這四個地區的地方政府、大學與相關

機構都相當積極的推進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其中包括次世代自動車相關複合型

產業的設置、相關專業人才與學生的培育，群聚合作會議與研究會的設立等，這

對於日本整體次世代自動車產業的支援與產學合作的發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最後本章以新創企業 SIM-Drive 與 GLM 做為研究案例，並綜合前三章所探討

的內容，分析出六項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的影響

因六項：一、產業結構的改變；二、人才資源與研究資金的支援；三、開放式平

台的資訊分享與交流；四、客製化與小型市場的開發；五、EV 教育活動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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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快 EV 的普及。以上這些影響因素對於未來日本 EV 產業的發展是相當有助

益的，該體制除了能加快 EV 未來的普及速度，對於中小企業與一般小眾市場或是

特殊領域的消費者也是一大福音，由此可見產學合作對於未來 EV 產業的龐大效應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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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個案研究：SIM-Drive 有限公司與慶應義塾大學產學合作 

本章要分析的是SIM-Drive與慶大在產學合作上對EV產業的整體影響。首先，

在前兩節的部分將個別探討慶大產學合作制度的形成與發展現況；其次，在第三、

四節的部分，將整合前文的部分，分析出 SIM-Drive 與慶大之間的運作機制與產出

成效；最後，在第六節的部分，將總結前五節的內容，分析出七大項 SIM-Drive

與慶大在產學合作下，對於日本整體 EV 產業的影響。 

第一節 慶應義塾大學產學合作的形成 

慶大自 1998 年在校內設立知識產權中心後，就陸續推動各項產學合作制度來

活化自身的研發成果。日本政府為了促進大學將研究成果移轉至產業界，因此從

1998 年 8 月開始實施 「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而當時慶大為了活化與推進各

項研究成果至產業界，同年就在校內籌備知識產權中心，而該中心在 1999 年也成

為日本官方核准承認的 TLO。156此後，慶大為了促進校內技術移轉制度能夠更加

完善，陸續制訂了技術移轉報酬收入分配的詳細規則與著作權條例，以利知識產

權中心的運作更加完整。2003年慶大甚至大動作的在校內設立總合研究推進機構、

研究推廣中心、育成中心、研究倫理委員會、知識產權調解委員會。157設置的目

的主要是強化校內在專利取得與技術移轉機制上的活化，並促進各項研究領域之

間的合作與新創企業的成立。而總合研究推進機構的設置，除了針對各相關組織

提供支援外，另外還提供科學研究費補助說明會的舉辦、外部研究資金的申請、

受託資金管理、研究成果報告發佈等相關支援。 

慶大在面對國立大學法人化後的優勢上，依然運用各項策略維持自身在產學合

作的績效與地位。在 2004 年國立大學法人化法實施後，日本的私立大學受到國立

大學在資源豐富又能自主經營的威脅下，整體合作件數開始逐漸下滑，尤其是受

託研究件數的部分。雖然慶大也受到國立大學法人化法的影響，但慶大也相繼開

始擬訂對策。首先在 2004 年慶大開始針對校內衍生新創企業提供企業家支援資金，

                                                      
156 文部科學省，〈法律に基づいて承認を受けた技術移転機関（承認 TLO）〉，2011 年 4 月 1

日，《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sangakub/sangakub5.htm>。 
157 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3，《慶應義塾大学》，<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sangakub/sangakub5.htm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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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金主要是促進校內學生與教職員在新創事業的育成上更加順利，並將既有的

知識產權與學術研究活動邁向更高的層次。158 

其次，慶大在 2005 年制訂了產官學合作策略、2007 年與 2008 年又分別成立

先進研究中心與制訂國際產官學合作策略的方向推進，這不僅只是強化校內的先

端研發能量，更是藉由國際合作交流來提升慶大的研發水準，也由於慶大對於產

學合作的推展相當積極，因此在研究績效上，慶大一直是私校產學合作中的資優

生，而其中多項績效評比表現甚至不輸日本的國立大學。159 

2011 年慶大在產學合作相關業務與日俱增的情況下，進行了校內相關體系的

改組。在隨著歷年慶大產學合作相關部門積極的努力下，慶大歷年的技術移轉件

數、權利金收入、新創企業數量、政府支援資金等等也不斷的擴增，這也使慶大

在技術移轉作業、知識產權運作等機制開始日漸複雜化，加上慶大目前校內的產

學合作推進相關組織之間的交流聯繫相當薄弱，於是慶大在 2010 年大動作的進行

校內產學合作與研究相關組織的改編，除了將原本有在運作的育成中心、知識產

權中心、研究推廣中心等相關組織進行合併與個別的廢止外，並將支援各組織研

究活動的總合研究推進機構改編為研究合作推進本部，並在研究推進本部底下，

還設有企劃戰略中心、研究推進中心與知識產權中心，以讓整體產學合作與研究

的層次能夠提升，並且更加密合(表 5-1)。160 

  

                                                      
158 慶應義塾大學，〈アントレプレナー支援資金規程〉，2011 年 2 月 17 日，頁 1-3，《慶應義塾大

学》，<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html>。 
159 同註 156，頁 3。 
160 同註 156，頁 3。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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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慶應義塾大學歷年產學合作相關組織、法規的成立時間 

年份 設立組織 

1998  設置知識產權中心 
1999  制訂技術移轉報酬收入分配詳細規則 
2000  制定著作權條例 

2003 

 設置總合研究推進機構 
 設置研究推廣中心 
 設置育成中心 
 設置研究倫理委員會 
 設置知識產權調解委員會 
 制訂企業家支援資金規程 
 制訂外部資金財源資助大學教職員的規則 

2005 

 制訂產官學合作策略 
 建立衝突管理政策 
 制訂發明處理規程 
 制訂知識產權處理準則 
 制訂研究成果處理規程 

2007  成立先進研究中心 

2008 
 制訂國際產官學合作策略 
 制訂大學受託研究規程 

2009  制訂研究倫理守則 

2010 

 研究倫理守則編制完成 
 制訂研究活動相關之指導方針(例如運作窗口與調查程序等) 
 制訂研究成果處理詳細規則 
 組織結構調整，育成中心廢除 

2011 
 總合研究推進機構更名為研究合作推進本部，知識產權中心與研究

推廣中心廢除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3，《慶應義塾大

学》，<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筆者自行整理。 

2011 年 4 月慶大的研究合作推進本部開始運作。研究合作推進本部主要負責

推進慶大校內各項研究活動、產學合作、知識產權管理與教育、人才培育、企業

育成、部門聯繫等機制的運作與支援。而在部門聯繫此一部分，研究合作推進本

部主要是負責維繫企劃戰略中心、研究推進中心、知識產權中心這三個部門之間

的關係，以讓慶大在產學合作體制上的運作能夠更加完善(圖 5-1)。企劃戰略中心

主要是負責研究推進本部的活動事項規劃、資訊情報的蒐集與各項研發成果評鑑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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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事項；研究推進中心則是負責產官學研究與合作活動的推廣；知識產權中

心則是負責技術移轉相關事項與創造與維護知識產權的商業利用(表 5-2)。161  

 

圖 5-1 2011 年研究連攜推進本部成立後的組織概況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2，《慶應義塾大

学》，<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筆者自行整理。 

  

                                                      
161 同註 156，頁 5。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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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慶應義塾大學產學合作推進相關部門職掌 

 主要負責事項 

研究合作推進本部 

1. 各研究活動的推進與支援。 
2. 產官學合作相關研究支援。 
3. 知識財產權的支援、保護、維持與管理。 
4. 培育新一代研究者。 
5. 新創事業的支援與知識財產權的活用。 
6. 知識財產權的相關教育。 
7. 定期評估以上六項，並進行檢討。 

研究推進本部 負責研究活動合作上的推進與產官學合作上的支援。 

企劃戰略部門 企劃與評估研究活動上的合作、推進與支援。 

知識財產部門 負責知識財產權的創造、保護、維持、管理、活用與

新創事業及技術移轉的支援。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学研究連携推進本部規程〉，2011 月 4 月 26，頁 1，《慶應 
義塾大学》，<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rcp_kitei.pdf>。 

慶大在 2010 年進行組織改組後，部分產學合做業務開始需要兩個部門來共同

合作執行。目前研究合作推進本部底下這三個部門，雖然各自都有需要負責的業

務項目，但在組織結構調整後，在產學合作推進中的部分業務支援上，則需要兩

個中心合作來共同完成。例如知識產權中心與研究推進中心雙方，在推進研發成

果專利化與支援產業界的共同、受託研究上是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企劃戰略中心

與知識產權中心主要是負責新創事業的成立、產學合作爭議的對應等相關業務的

角色。162而過去慶大所成立的研究倫理委員會與知識財產調停委員會，則為了確

保委員會的中立性，而將組織的位置獨立出來運作。慶大平時透過與產官界的合

作、來達成技術移轉與新創事業的產出外，慶大也希望透過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的精神，將校內教育與研發回饋於社會大眾，以扮演日本大學的最佳典範。 

慶大在技術移轉的運作流程上，主要是由知識財產部門所負責。當一個校內

的發明者提出技術的研究成果時，該研究成果就會進入鑑定審核程序，在這些程

序通過後，該研究成果就能申請專利化，此後就開始進入所謂的商業化及技術移

                                                      
162 同註 156，頁 5。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rcp_kite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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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階段，此時知識財產部門就會指派一名負責人負責進行該專利的轉讓及交涉

等活動事項，以讓該研發成果能夠被活用於產業界(圖 5-2)。163 

 

 

圖 5-2 慶大知識財產部門的技術移轉流程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知的資産部門の技術移転活動〉，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4 月 13 日，

《慶應義塾大学》，<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technology.html>。  
  

                                                      
163 慶應義塾大學，〈知的資産部門の技術移転活動〉，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4 月 13 日，《慶應義

塾大学》，<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technology.html>。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technology.html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technolo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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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慶應義塾大學產學合作的發展現況 

慶大是 2010 年日本產學合作研究件數排名第 10 名的大學。日本政府在 1998

年開始實施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後，日本各大學不論是在共同研究，或是受託

研究件數上都有明顯的提升，尤其是在 2004 年國立大學法人化法實施後，國立大

學在產學共同研究件數上的表現上，更是呈現跳躍式的成長，而原本在產學合作

上較不受法規限制的各私立大學，就相對少了以往自主經營的優勢。因此相較於

資源豐富的國立法人大學，私立大學在整體共同研究件數上的表現，就相差六到

十倍左右，而委託研究件數也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因此日本各私立大學無不積

極加強各自校內的產學合作機制，其中主要加強的部分就包括校內相關組織的改

造、相關法規的更進、強化國際產官學合作等機制，而慶大就是日本私立大學中

相當積極執行這些機制的一間學校。雖然受到國立大學法人化影響，私立大學少

了過去自主經營的優勢，但根據慶大 2010 年的研究活動年報，日本的慶大是 2010

年唯一進入總體研究件數前十名的私立大學。另外，從 2003 年開始慶大不論在全

國研究件數名次、研究件數總量、研究金額都有明顯的提升，由此可見慶大在產

學合作推進上的積極程度(表 5-3)。164 

慶大目前最大的研究資金來源，主要源自於各界的補助資金。目前外界對於慶

大所提供的研究補助資金，約占了慶大每年總體平均研究資金來源 30%以上，而

其中 MEXT 自 2004 年所給予的研究資金也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 其次為受託研究

收入，約佔慶大每年總體平均研究資金來源 25%以上 ; 第三為指定捐款，約佔慶

大每年總體平均研究資金來源 10%以上；第四為共同研究資金，約占慶大每年總

體平均研究資金 5%以上；其餘研究資金來源則占慶大每年總體平均研究資進來源

10%以下，其中包括大學本身的研究經費、受予經費等。165
 

 

  

                                                      
164 同註 156，頁 34。 
165 同註 15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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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10 年度各研究機關與歷年慶大科學研究補助件數與金額 

順位 機關名 件數 金額(百萬日元) 

1 東京大學 3,168 22,704 
2 京都大學 2,508 13,491 
3 大阪大學 2,182 10,866 
4 東北大學 2,060 10,336 
5 九州大學 1,536 6,132 
6 北海道大學 1,466 5,931 
7 名古屋大學 1,397 6,221 
8 筑波大學 1,025 3,247 
9 廣島大學 928 2,439 
10 慶應義塾大學 872 3,048 
11 神戶大學 814 2,521 
12 東京工業大學 770 5,001 
13 岡山大學 685 2,171 
14 早稻田大學 684 2,232 
15 獨立行政法人理化學研究所 674 4,409 
16 千葉大學 672 1,872 
17 金沢大學 605 1,508 
18 新瀉大學 536 1,195 
19 熊本大學 518 1,597 
20 東京醫療齒科大學 471 1,958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学研究連携推進本部規程〉，2011 月 4 月 26，頁 34，《慶

應義塾大学》，<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rcp_kitei.pdf>。 

慶大近年所發展的專利技術已逐漸走向國際化。慶大在 2001 年當時的國內外

專利與專利合約申請的部分，全數加總只有 101 件，到了 2005 年時慶大所研發可

應用的專利數量已經增加至兩倍，來到 300 多件的高峰，可見慶大對於研究成果

的產出，是相當積極重視的。另外，在國內外的專利註冊項目上，2006 年之前都

是以國內註冊為主，但從 2009 年開始，對於國外註冊的數量開始有明顯的提升，

甚至不輸國內的註冊數量，可見慶大在研究成果的質與量，已逐漸邁向國際化(圖

5-3、圖 5-4)。166 

                                                      
166 同註 156，頁 5。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rcp_kite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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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慶大歷年國內外專利與專利合約申請數量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39，《慶應義塾

大学》，<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筆者自行整理。 
(“PCT”是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的縮寫)。 

 

圖 5-4 慶大歷年專利註冊數量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39，《慶應義塾

大学》，<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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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大的專利授權件數，在 2005 年以前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在 2005 年之後，

授權的件數便開始下降，最高峰是 2007 年總共有 63 件的專利授權件數，但所回

饋的授權收入，卻與往年有明顯的落差，因此未來慶大要如何將研究方向朝向重

點領域發展，還有將研發成果的應用能發揮最大的價值，都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圖

5-5)。 

 

圖 5-5 慶大專利授權件數與所產生的收入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39，《慶應義塾

大学》，<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筆者自行整理。 

慶大在各研究領域所投入的比重，以電訊通信、生物醫學所占的比例最高，其

次是化學材料與控制測量(圖 5-6)，而清水浩教授所屬的環境情報學系是屬於情報

通訊這項類別。另外，從中也可觀察出慶大再研究領域的投入比重和日本 CSTP

所發布的第四期發展重點是以生命科學與綠能科技為目標是一致的。因此未來日

本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慶大在研究資金上的補助也將呈現有利的趨勢。167 

 

                                                      
167 同註 156，頁 39。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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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2010 年日本國內各領域專利申請比重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39，《慶應義塾

大学》，<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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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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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大在歷年授權許可契約數量自 2006 年開始有逐年下降的趨勢，2010 年的數

量甚至低於近十年的平均值。推測可能是受到大學法人化的影響，使企業慢慢轉

向於找國立大學合作。另外，由慶大知識產權中心衍生成立的新創公司，截至 2010

年為止，成立的數量共有 18 家，而其中一家大學新創企業就是 2009 年成立的

SIM-Drive (表 5-4)。168從 2006 年開始慶大所衍生的新創企業數量有明顯的下降趨

勢，這與第三章第三節所探討的日本整體大學新創企業的數量有下降的趨勢也是

一致的。 

表 5-4 慶大歷年授權許可契約數量與知識產權中心合資成立的新創公司數量 

年度 慶大授權許可契約數量 新創企業成立數量 

2001 20 2 
2002 26 1 
2003 44 2 
2004 34 3 
2005 41 5 
2006 43 1 
2007 37 1 
2008 31 1 
2009 25 2 
2010 17 0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39，《慶應義塾

大学》，<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筆者自行整理。 

慶大目前在全日本共有七個校區，而每個校區主要針對的研究領域都不盡相同

(表 5-5)。三田校區是針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日吉校區主要針對文學、經濟、法

學、商學、醫學、理學、藥學六大研究領域；信濃町校區主要是針對綜合醫學領

域，而該校區則設有慶應義塾大學醫院；矢上校區主要是針對理工學科領域為研

究對象；湘南藤沢校區則是以綜合政策、環境情報與看護醫療這三大領域為主，

而本文欲探討的 SIM-Drive，其社長清水浩就任職於該校區的環境情報系；芝共立

校區則是以藥學開發領域為主，此校區並設有藥用植物園；新川崎校區則是慶大

                                                      
168 慶應義塾大學，〈知財から生まれたベンチャー〉，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4 月 20 日，《慶應

義塾大学》，<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_list.html>。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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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川崎市政府協議設立的產官學合作研究開發據點，而設置的重點主要是針對先

端研究推進、新產業與新事業的創造、貢獻與回饋社會三大領域為主；鶴岡校區

則是慶大與山形縣政府共同合作，針對先端生命科學領域研究所設立的校區。169 

  

                                                      
169 同註 156，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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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慶大各校區研究領域與部門 

校區 研究領域 部門 

三田校區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藝術與藝術管理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中心 
東亞研究中心 
福澤研究中心 
產業研究所 
東方古典研究所 
媒體與通訊研究所 
語言文化研究所 

日吉校區 
文、經、法、商、醫、

理、藥相關科學領域 

文、經、法、商、醫、理、藥，七大學系 
系統設計研究所 
媒體設計研究所 
經營管理研究所 
自然科學研究教育中心 
教養研究中心 
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 
保健管理中心 
運動醫學研究中心 
體育教育研究所 

信濃町校

區 
總合醫學領域 

綜合學研究中心 
臨床研究中心 
慶應義塾大學醫院 

矢上校區 理工科學領域 慶應義塾先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 

湘南藤沢

校區 
政策情報、醫療領域 

總合政策學系 
環境情報學系 
看護醫療學系 
政策媒體研究所 
健康管理研究所 

芝共立校

區 
藥品開發領域 

分子目標創藥研究開發中心 
藥用植物園 

新川崎校

區 

先端研究領域 
新產業、新事業的創造 

回饋與貢獻社會 

- 

鶴岡校區 生命科學領域 先端生命科學研究所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活動年報 2010〉，2011 年 6 月，頁 8-14，《慶應義

塾大学》，<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筆者自行整理。  

http://www.rcp.keio.ac.jp/planning/annual_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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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SIM-Drive有限公司與慶應義塾大學產學合作之運作機制 

慶大對於所成立的新創企業，主要是以本身所持有的知識產權來推進該新創

企業的成立，而在資金上，慶大也會提供企業家支援資金(アントレプレナー支援

資金)給需要的新創企業。170因此在 SIM-Drive 持有慶大支援資金的情況下，

SIM-Drive 的部分運作機制，也必須依照慶大的支援資金規程去運作。171 

首先，在資金的上申辦上，該企業的創辦人必須是由慶大校內的專任教職員

與在學生所擔任，而做為創辦者也必須同時出資讓企業運作順利，而創辦人不能

只以股東名義來創辦企業，必須從事發明者與創辦人雙重身份來執行，所以

SIM-Drive也是由該校的環境情報學系教授清水浩所成立，他在SIM-Drive成立時，

同時以創辦人與發明者的名義出資讓 SIM-Drive 來進行運作。其次、所成立的新創

企業必須是屬於收益型的研究開發型企業，而該企業原有的知識產權，還是要歸

於慶大所有；第三，該企業每年至少要對該校的營運委員會作一次以上的營運概

況等相關報告。172 

新創企業對於支援資金的申請，主要是由創辦人向慶大的研究合作推進本部

申請，並由慶大的營運委員會來核銷該企業是否能取得該支援資金的資格。目前

慶大在企業家支援資金上所支援的金額，最多以 100 萬日圓為上限，而慶大對於

該企業所出資的比例，不得超過該企業設立時總資金的 30%與第一順位的出資比

例。由以上得知慶大對於新創企業所提供的企業家支援資金不多，推估是一般大

學衍生新創企業的創立，大學已經提供人力與知識產權的部分，資金的部分可能

就由一般參與投資的民間企業來負責提供。173 

新創企業在收益資金上的分配，主要以貢獻度多寡來區分。在慶大所衍生的

新創企業在正式營運賺取收益後，慶大會與該新創企業以及當初進行投資的民間

企業，進行研發貢獻程度多寡的方式，來進行收益上的分配，而這種分配方式是

屬於柔性的。首先，慶大會考慮到新創企業與參與的各民間投資企業在共同合作

上，各自所付出的人力、經費等投入成本與貢獻，在做出最佳化的柔性分配，以

                                                      
170 慶應義塾大學，〈知財から生まれたベンチャー〉，最後查看日期：2011 年 4 月 29 日，《慶應

義塾大学》，<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_list.html>。 
171 同註 135，頁 4。 
172 同註 157，頁 1-2。 
173 同註 157，頁 1-3。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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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彼此在受益分配上發生不必要的糾紛。其次，在慶大獲取本身應該收取的收

益資金後，主要的處理方式則分為兩種，第一是當該企業有特定發明者時，發明

者能分配慶大在該企業所持股總額中，扣除管理費 15%後的整體 50%，而其餘就

歸慶大所有；反之該企業如沒有特定的發明者，慶大的持股部分就全數歸於慶大(表

5-6)。174  

表 5-6 慶大衍生新創企業的持股分配率 

該新創企業有特定發明者 

分配對像 分配率 
本部 

扣除
15% 

15% 
地區(大學、研究所) 15% 
知識產權中心 15% 
獎學金 5% 
發明者 50% 

該新創企業無特定發明者 

分配對象 分配率 
本部 15% 
地區(大學、研究所) 15% 
知識產權中心 15% 
獎學金 5% 
戰略教育研究資金 50% 

資料來源：慶應義塾大學，〈インキュベーションの成果によって得られたエクイティの取扱〉，最

後查看日期：2012 年 4 月 13 日，頁 1-2，《慶應義塾大学》，<http://www.rcp.keio 
.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equity_toriatsukai.pdf >。 

  

                                                      
174 慶應義塾大學，〈インキュベーションの成果によって得られたエクイティの取扱〉，最後查

看日期：2012 年 4 月 13 日，頁 1-2，《慶應義塾大学》，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equity_toriatsukai.pdf >。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equity_toriatsukai.pdf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equity_toriatsukai.pdf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equity_toriatsuka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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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Drive 的創立，主要提供各參與會員在付出最低成本後，能使用該公司

內部 EV 高核心技術與相關訊息平台的一家新創企業。SIM-Drive 主要是針對 EV

做技術上的研發測試與市場測試，但 SIM-Drive 本身是不生產 EV 與相關零件，而

是利用「先行開發業務」來招集各會員參與 EV 的共同合作開發，而目前參與的會

員，包括國內外的企業團體、製造商、貿易公司、經銷商或是地方政府等機構組

織。目前該先行開發業務已進行至第三期，而加入的企業只需繳交 2000 萬日圓的

加盟會費，期間可向 SIM-Drive 學習技術、或是提出方案等。好處是開發出來的產

品可供國內外的企業會員量產並且製造，但每一項專利的使用都需要支付授權費

用。175而未參加先行開發業務的企業團體也可在支付 2000 萬日圓之後獲得相關產

品的設計圖，以 SIM-Drive 這樣的運作方式來分析，此法是最能讓欲投入 EV 產業

的企業，做有效的發展與推進。176  

SIM-Drive 除了提供先期開發計畫團隊的會員在技術上的指導外，也針對各自

動車的改裝而設立 stEVe 有限公司來進行相關事業的執行。這種運作方式除了能開

拓 SIM-Drive 的事業範圍外，也能使一般市面上的舊型自動車被重複利用，以減少

資源開發上的浪費，這也合乎 SIM-Drive 當初成立，是為了對地球環保貢獻一份心

力的的理念。 

    雖然 SIM-Drive 是朝多方角度去經營，但 SIM-Drive 本身與慶大的電動車研究

室並沒有合作關係。雖然 SIM-Drive 是由慶大的知識產權所衍生的新創企業，但雙

方之間卻存在著利益衝突問題，而導致雙方無法進行合作。177主要原因是清水浩

教授本身是清大環境情報學系與電動車研究室的專任教授，但清水浩教授同時也

是 SIM-Drive 的執行長，因此這就產生雙方利益衝突與兼職上的問題。對於此一問

題的處理，主要是由慶大校內的研究倫理委員會來負責處理，研究倫理委員會主

要會提供雙方客觀與合理結果，並在必要時提供雙方最大的協助，而該委員會最

後的處理狀況還需向研究合作推進本部與常任董事會報告，以進行相關評定(圖

5-6)。178 

                                                      
175 計價方式為：輪內馬達為 1 億日元+3％銷售額，底盤為 2 億日元+2％銷售額，整台車則為 3

億日元+1％銷售額。 
176 鶴原吉郎，〈電動汽車開發商 SIM-Drive 公佈加盟首輛試製車開發的企業及團體〉，《日經技術

在線》，2010 月 1 月 26 日， <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49820-20100125.html>。 
177 指個人與組織涉及不同層面的利益時，在向自身與相關人士作出偏袒或優待的不當行為。 
178 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利益相反マネジメント･ポリシー〉，2011 年 3 月 25 日，頁 1-3，《慶

應義塾大学》，<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riekisouhanpolicy.pdf>。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49820-20100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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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慶應義塾大學與 SIM-Drive 有限公司的運作架構 

資料來源：株式会社 SIM-Drive，〈Business Operations〉，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4 月 13 日，

《SIM-Drive》，< http：//www.sim-drive.com/english/business/index.html>； 慶應義塾大

学，〈アントレプレナー支援資金規程〉，2011 年 2 月 17 日，頁 1-3，《慶應義塾大学》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html>；慶應義塾大學，〈イン

キュベーションの成果によって得られたエクイティの取扱〉，最後查看日期：2012 年

4 月 13 日，頁 1-2，《慶應義塾大学》，<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 
equity_toriatsukai.pdf>；慶應義塾大學電氣自動車研究室，〈電気自動車 Eliica〉，最後查

看日期：2012 年 4 月 14 日，<主な研究室の教員・研究員等>；株式会社 SIM-Drive，
〈SIM-Drive と東京アールアンドデーが合弁会社「(株)stEVe」を設立しましたプレス

リリースを行いました〉，2011 年 8 月 4 日，頁 1-3，《SIM-Drive》，< http：//www.sim 
-drive.com/news/2011/0804steve.html>。筆者自行整理。  

http://www.sim-drive.com/english/business/index.html
http://www.rcp.keio.ac.jp/sip/activities/incubation/venture.html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equity_toriatsukai.pdf
http://www.rcp.keio.ac.jp/guideline/doc/incubation_equity_toriatsukai.pdf
http://www.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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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SIM-Drive有限公司成效產出 

SIM-Drive 至 2009 年 8 月成立以來，先期開發業務以邁入成立後的第三時期。

目前 SIM-Drive 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先期開發計畫成果已對外公佈，而每一期的開發

業務主要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產品的開發；第二階段則為針對企業會員在量

產車的開發上提供相關支援；第三階段就為該產品的正式量產(圖 5-7)。179由於一

般 EV 所需的車用電池，在開發成本上非常的高，需大量投入人力與資本，因此在

車用電池的部分 SIM-Drive 並非自行開發，而是採用與松下(Panasonic)或東芝

(Toshiba)所研發出的鋰電池，以減少車用電池開發所需的龐大成本。另外，在快速

充電規格方面是採用東京電力、日產、三菱、豐田等日本國內知名汽車廠商所主

導成立的 CHAdeMO 協會。180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第一期 

開發業務 
先行開發 量產車開發支援 量產 

第二期 

開發業務 
- 先行開發 量產車開發支援 量產 

第三期 

開發業務 
- 先行開發 量產車開發支援 

圖 5-8 SIM-Drive 的商業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株式会社 SIM-Drive，〈電気自動車の先行開発車事業第 1 号についての記者発表会を

行いました〉，2010 年 1 月 22 日，《SIM-Drive》，<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 
22_press-release.html>。 

  

                                                      
179 株式会社 SIM-Drive，〈電気自動車の先行開発車事業第 1 号についての記者発表会を行いま

した〉，2010 年 1 月 22 日，《SIM-Drive》，<http：
//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press-release.html>。 

180 小川計介，〈電動汽車篇：憑藉車身、電池及充電規格標準化爭奪主導權〉，《日經技術在線》，

2010 年 12 月 24 日，<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4451-20101213.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press-release.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press-release.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press-release.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press-release.html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4451-20101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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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先行開發業務已在 2010 年 1 月開始啟動，參與的廠商總共有 34 家。

181SIM-drive 當時將第一期先期開發業務所設定的目標是要在 2013 年量產十萬台

價格約在 150 萬日圓以下(不含車用電池價格)的 EV，目前第一期的開發業務已經

在 2011 年 3 月結束，試製車輛 SIM-LEI 也已經在 2011 年 3 月底發表，SIM-LEI

的電池容量(24.9kWh)與日產 Leaf(24kw)相當，但最高行駛距離多了兩倍，達到 333

公里，以 100k/m 行駛時，最高行駛距離仍可達到 305km。182另外，首次的先行開

發業務也針對輪內馬達進行了改進，特點是主要採用了外轉子構造，取代了原來

主流的內轉子構造，雖然外轉子構造比內轉子構造複雜，但具有容易輸出較大扭

矩的特點。183最後在車用電池的部分，是採用東芝的「SCiB」鋰電池，SIM-Drive

採用此款電池的原因是因為該電池內部電阻較低、再生效率較高的優點。184 

SIM-Drive 目前第二期的開發業務也已經告一段落，第二期開發業務的執行期

間是在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3 月。目前 SIM-Drive 也在 2012 年 3 月 28 日於官方

網站上發佈此次所研發的車輛 - SIM-WIL，而此次參與的研究單位與第一期一樣

共有 34 家。185SIM-WIL 的量產時間則設定為 2014 年量產，大量生產時間則設定

為 2015 年。186SIM-WLI 與第一期所研發的 SIM-LEI 相比，主要新增了三大特性，

包括：一、充電一次的行駛距離增加至 351Km ; 二、小型車的外觀，大型車的空

間，由四人座轉變為五人座；三、0 至 100Km 只需 5.4 秒。另外，相較於第一期

                                                      
181 第一期已公開公司名稱的 27 家企業為：IHI、五十鈴汽車、井上製作所、Iriso、岡山縣、奧林

巴斯、三電、SERIO、Dynax、田中貴金屬集團、帝國活塞環、THK、東京電力、東元電機、

東特塗料、鳥取縣、Nano-Optonics Energy、西三河開發、Nikkan、日本航空電子工業、先鋒、

東日本電信電話、Benesse Holdings、三井物產、Mitsuiwa、三菱汽車工業、三菱商事。轉至

日經技術在線。 
182 株式会社 SIM-Drive，〈一充電航続距離 351km 達成、今までにない車内空間-先行開発車第 2

号〉，2012 年 3 月 28 日，頁 1-3，《SIM-Drive》，<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2/0328 
release2.html>。 

183 鶴原吉郎，〈SIM-Drive 試製出新型電動汽車，續航距離可達 333km〉，《日經技術在線》，2011
年 6 月 1 日，<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6587-20110530.html>。 

184 同註 182。 
185 第二期已公開公司名稱的 27 家企業為：旭化成、Advantest、Oiles 工業、川崎工業、Kuraray、

Sunstar、索密克石川、高田、達梭系統、千代田化工建設、TRAD、TBK、杜邦、東麗、東北

電力、東京 MK、凸版印刷、豐田通商、Parkerizing、標緻雪鐵龍集團、日立 Advanced Digital、
日立化成工業、Polyplastics、博世、MIKUNI、三井杜邦聚合化學、Mitsuuroko。轉至日經技

術在線。 
186 株式会社 SIM-Drive，〈電気自動車の先行開発車事業第 1 号についての記者発表会を行いま

した〉，2010 年 1 月 22 日，《SIM-Drive》，<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 
press-release.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2/0328release2.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2/0328release2.html
http://big5.nikkeibp.com.cn/news/auto/56587-20110530.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press-release.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0/0122_press-rele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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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發的 SIM-LEI，第二期開發業務的合作單位，也針對 SIM-WIL 置入了 47 項新

科技。 

在第二期先期開發業務還在進行時，SIM-Drive 就在 2011 年 9 月 11 日開始針

對第三期先期開發業務開始招募會員。目前公開參與的機關共有 26 家，而此次會

員參與的費用與開發時間與前兩期一樣是 2000 萬日圓與一年的時間，而此次開發

的 EV 將會朝向結合智能城市、智能住宅及智能電網的模式，去加強車上軟體與硬

體設施的開發，SIM-Drive 並預計該次開發業務結果預計會在 2013 年 3 月公佈。187 

表 5-7 SIM-Drive 第一期開與第二期開發成品對照表 

車型 

第一期開發成品 

 

SIM-LEI 

第二期開發成品 

 

SIM-WLI 

研發期間 2010.1-2011.3 (共 13 個月) 2011.1-2012.3 (共 13 個月) 
參與企業數 34 34 

車長/車寬/車高 4700mm/1600mm/1550mm 4150mm/1715mm/1550mm 
車重 1650kg 1580kg 
成座數 4 5 
驅動方式 外轉子直流四輪驅動 外轉子直流四輪驅動 
行駛距離 333Km 351Km 
能源消耗量 77Wh/Km 99.7Wh/Km 
電池容量 24.9kWh 35.1kWh 
充電時間 - 3hr (CHAdeMO)、12hr (200V) 
電池廠商 東芝 - 

資料來源：株式会社 SIM-Drive，〈先行開発車で一充電航続距離 333km 達成〉，2011 年 3 月 29 日，                                                                             
頁 1-3，《SIM-Drive》，<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1/0329press-release.html>；
株式会社 SIM-Drive，〈先行開発車第 2 号 351km の航続距離と今までにない車内空間

を実現〉，2012 年 3 月 28 日，頁 1-5，《SIM-Drive》，< http：//www.sim-drive.com/news 
/2012/0328release2.html>。筆者自行整理。 

  

                                                      
187 株式会社 SIM-Drive，〈先行開発車事業第 3 号：26 の参加機関を集めて始動〉，2012 年 3 月

28 日，《SIM-Drive》，<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2/0328release1.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1/0329press-release.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2/0328release2.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2/0328release2.html
http://www.sim-drive.com/news/2012/0328release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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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SIM-Drive最新研發的 SIM-WLI與日本大廠所研發出規格最好的EV-Leaf

相比，SIM-WLI 的最高續航距離為 351 公里，這比 Leaf 的最高續航距離 160 公里

多出了一倍之多，但 SIM-WLI 要到 2014 年才會量產，因此影響一般大眾能否接

受 EV 的關鍵因素之一 -實際價格，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前兩期先期開發業務的

部份會員企業都已表示，未來將針對研究成果 SIM-WLI 的技術基礎進行 EV 技術

量產的可能，而其中台灣的東元電機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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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SIM-Drive有限公司對於電動車產業之影響 
本節將分析出六項 SIM-Drive 與慶應義塾大學產學合作對於 EV 產業的影響，

其中有四項影響因素是在第四章第三節中有提到，而這前面有提到的部分，本節

將會以 SIM-Drive 的案例做更詳細的說明，而這四項包括：一、EV 產業結構的改

變；二、平台的資訊分享與交流；三、EV 教育活動的拓展；四、加快 EV 的普及。

另外的兩項影響因素則是在 SIM-Drive 本身的運作體制下所產生的因素，而此一部

分在本節內容也會作進一步的詳細說明，而這四項影響因素則包括：一、自動車

電動化市場的開發；二、專利的國際化。而以下內文就針對這六項影響因素進行

說明： 

第一項為 EV 產業結構的改變。從 SIM-Drive 的運作模式中可觀察到先期開發

業務的特殊運作模式，使得一般已投資或欲投資 EV 的大型、中小型企業等公司，

不需要在花費龐大的開發經費與人力成本就能投入 EV 的研究開發，而各家參與企

業甚至能在研發過程中和負責不同研究領域的公司進行技術上的交流與合作，以

拓展公司本身的業務範圍。在 SIM-Drive 前兩期的開發業務名單中，也可看到參與

的企業來自國內外不同研究領域的公司，其中這些公司所涉及的領域就包括：自

動車產業、化學工業、航太電子產業、電信產業、物流產業、能源產業、工業設

計等領域。 

雖然自動車原本就屬於工業產業中的典型複合型產品，自動車的產生原本就需

要來自不同領域廠商的支援才得以量產，但是過去在大型自動車企業這種由上對

下有系統的指導與整合下，使得一般中小型企業與工廠難以拓展其它業務範圍，

更別說是整車製造。而 SIM-Drive 的先期開發業務模式就突破此一困境，給予參與

的會員企業能夠全程參與各種研發過程，並將其技術帶回公司授權製造，這對於

EV 產業結構的改變的確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 SIM-Drive 的創辦人清

水浩教授會被日本的指標型經營雜誌-日經 Business 譽為電動車技術的「解放者」

與 2011 年日本最受矚目的百大人物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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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為平台的資訊分享與交流。SIM-Drive 在每一期的先期開發業務要執行

前，都會針對該業務的進行，而招集共同研發的民間企業、地方政府等相關機構，

來參與該次 EV 的研發。相較於 GLM 利用社會服務網絡來進行免費且完全開放式

的討論，SIM-Drive 的分享方式就顯得較為侷限，畢竟每一家加入先期開發業務的

企業機構都必須繳交兩千萬日圓的會費，而未參加的企業機構也可在支付兩千萬

日圓之後獲得相關產品的設計圖，雖然這對於一般民間企業與社會參與的自由度

降低了，但相較於過去大型企業封閉及壟斷式的經營方式，這種運作模式還是能

讓更多的企業投入對 EV 的參與。 

第三項為 EV 教育活動的推展。SIM-Drive 是由慶大所培育出的 EV 新創企業，

目前提供 SIM-Driv相關支援工作的是 2011年 4月才開始運作的研究合作推進機構，

研究合作推進機構本身除了對新創企業提供此一服務外，也提供各研究活動的推

進與支援，這也包含了 SIM-Drive 本身就有提供 EV 相關教育活動的推展，這些

EV 相關教育活動的舉辦內容包括：EV 相關主題講座、EV 研發成果發表會、EV

體驗營、EV 技術研討會等活動的舉辦。而藉由這些教育活動的舉辦，不僅能拉近

該校學生對於 EV 在技術上、發展上能夠更加了解外，也能促進一般社會大眾與業

界人士對於 EV 發展的了解與認同，畢竟能將研究成果產出來回饋、造福於社會，

並得到社會的認同對於大學、企業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 

第四項為加快 EV 的普及。由於此一部分在第四章第三節的部分已經以

SIM-Drive 作為例舉，所以為了避免內容重覆，此一部分就簡單概述。首先，大學

新創企業相較於一般中小企業較沒有營運上的壓力，因此在次世代自動車的主力

研發上，SIM-Drive 就不會考慮市占率的問題而投入過渡產品 HEV 與 PHEV 的開

發，而是會直接投入次世代自動車最終方案 EV 的開發。其次，隨著 SIM-Drive 先

期開發業務的運作模式，參與的中小型企業，甚至是大型企業也必須依照

SIM-Drive 的業務內容而投入 EV 的研發，而在這種業務分支的快速拓展下，將能

增加各界對於 EV 研發的參與程度，並縮短 EV 在普及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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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為自動車電動化市場的開發。SIM-Drive 與東京研發有限公司在 2011

年 7 月針對各式自動車電動化的開發，而成立了 stEVe 有限公司後，該公司就專門

負責使用 SIM-Drive 所研發的驅動裝置-輪毂電機系統，裝置在各式需要改裝的自

動車輛上，而此種運作方式也成功開拓了 SIM-Drive 在 EV 領域以外的新市場。這

除了能增加 SIM-Drive 的資金收益與研發技術的提升外，也能藉由回收各式舊有車

輛進行上述改裝後再繼續使用，這不但減少了大量資源的浪費，更是促進地球環

保的一部分。畢竟在地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每輛車在生產的過程所需開發運用

的資源、物料長期下來也是非常可觀的，如果能減少這些資源的浪費，並將車輛

變得更加環保，何樂而不為。 

第六項為專利的國際化。在前面的部分已提到 SIM-Drive 的先期開發業務運作

方式有許多特點相當值得學習，但還有一項特別之處就是藉由先期開發業務的方

式，能招集日本國內與“國外的企業”來進行 EV 相關技術的研發，雖然在開發過程

中，會員企業能全程參與，但其研發成果是歸屬於 SIM-Drive 與慶大所有，如某家

會員企業需要使用相關技術來製造量產 EV，就必須付給 SIM-Drive 相關取得技術

的權利金等費用，而此一方式能增加參與的國外會員企業對於 SIM-Drive 在技術上

的依賴，這些國外會員企業包括來自台灣的東元電機、法國的標緻雪鐵龍集團等。

此種模式對於日本在 EV 相關技術的國際化是相當好的策略，畢竟將現代自動車全

數汰換成 EV 來看，這場產業革命所帶來的龐大市場是非常可觀的，因此能掌握

EV 相關技術的發展方向，不論是對於該企業或是對於一國的經濟發展都是有相當

大的助益。 

綜合這六項 SIM-Drive 對於 EV 產業的影響是相當強大的，SIM-Drive 不僅影

響了日本國內的EV產業生態，改變了以往中小企業難以進入自動車在設計、製造、

量產等運作模式的參與。另外，SIM-Drive 也增加了國外相關企業對於日本 EV 技

術的依賴，這些參與先期開發計畫的企業，甚至還包括了歐洲國家的自動車大廠

商，可見 SIM-Drive 的魅力。而在 SIM-Drive 有產學合作背景的運作模式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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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相關人才培育、教育事項、概念宣導等活動的推廣也是非常有助益的，上述以

上因素也是為何 SIM-Drive 的運作，能縮短 EV 的普及時程。所以 SIM-Drive 不論

是在新創企業的成立或運作模式上，都對有意投入 EV 領域的大學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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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本文從國家競爭力與國家創新系統的觀點，指出產學合作制度對於日本發展的

重要性，再以日本產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的影響作為探討驗證。日本雖然

從 1980 年代就開始為日本的產學合作模式作佈局，但日本產學合作制度的真正運

作卻是在 1998 年大學等技術移轉促進法實施後才開始，此後日本政府與各法人機

構與社團也開始相繼推展各種促進法與支援來活化產學合作的運作與研究成果。

而從各個產學合作實施的機制中，也可看出日本政府組織與法人機構、社團對於

產學合作運作的積極與重視態度，而這些機構就包括了 CSTP、METI、MEXT、內

務省、總務省、SMRJ、AIST、JST、JSPS、NEDO、JRIA、經團連等機構。這些

機構對於產學合作再經費上的支援、資訊的提供、人力的培訓、知識的產權化、

技術的媒合與諮詢、新創企業的成立等機制都有提供相當程度的援助，以供各大

學與企業在產學合作上能夠順利運作與進行。 

從 MEXT 每年所發佈的日本大學產學合作實施報告中，可得知自日本自 1998

年正式實施大學等技術移轉法與歷年產官學各界的積極推進下，產學合作績效與

成果都有相當不錯的表現與成長幅度，這再歷年產學共同研究件數的表現有明顯

的提升就可窺知一二，尤其再 2008 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件數成長幅度最為明顯。另

外，在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發佈後，未來日本也將更注重五大領域中的生命

科學領域與環境科學領域，因此預估未來次世代自動車的開發與合作也將此受惠，

這對於已投入與欲投入次世代自動車產業的大學與廠商等機構，也將得到政府與

法人機構更多的支援。 

日本推動 EV 產業的發展已將近半世紀以上，但許多技術與措施還是有相當大

的進步空間。1997 年豐田開始量產 HEV-PRIUS，而該車不僅在全球自動車市場大

賣，也為次世代自動車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但 HEV 畢竟是過渡產品，而解決

全球暖化與能源危機的最終替代運輸工具 EV，則是由日產在 2010 年開始發售的

LEAF 來打開了全球 EV 市場的大門。雖然 LEAF 在技術與性能上大幅提升，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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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指標也是目前 EV 市場中最被看好，但與一般自動車相比售價依然偏高，續航

力太短、充電時間太長等也都是問題。因此目前 EV 在性能上還是有相當大的進步

空間，由其是最關鍵的車用電池技術與價格，是影響 EV 能否普及的關鍵原因。因

此未來日本是否能藉由產學合作來快速推進車用電池與 EV 的開發，將是日本在次

世代自動車領域上的一大課題。 

日本各大學中第一次與產業界進行 EV 的共同開發，是慶大從 1998 年設立知

識產學中心後才開始。當時慶大環境情報學部的清水浩教授就陸續與各界機構、

企業合作開發各種 EV 車輛至今，而目前清水浩教授也藉由慶大與各大企業的資源

共同創立了 SIM-Drive 來持續推進 EV 的研發。另外，從日本發行量最大的經營商

務雜誌-日經 Business 將清水浩教授譽為電動車技術的「解放者」與 2011 年日本百

大影響人物之一可觀察到，清水浩所引領的 SIM-Drive 對於次世代自動車業界的影

響力與貢獻是非同小可。 

雖然 SIM-Drive 對於 EV 產業的推進是相當有貢獻的，但在次世代自動車產業

的推進上，日本中部地區才是日本在布局與投入次世代自動車最完善的群聚區域，

而中部地區的國立大學與地方政府也都相當積極的投入次世代自動車產業的佈局。

另外，除了中部地區是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重鎮，日本目前還有三遠南信地區、

東北地區、中國地區、九州地區對於次世代電動車的開發與支援也有一定程度的

投入，但在這些區域在 EV 相關領域上都屬於單向領域，不過這四個區域的地方政

府、大學與相關機構都相當積極的推進次世代自動車的發展，其中包括次世代自

動車相關複合型產業的設置、相關專業人才與學生的培育，群聚合作會議與研究

會的設立等，這對於日本整體次世代自動車產業的支援與產學合作的推進都有相

當程度的助益。 

在 EV 新創企業的部分，則以 SIM-Drive 與 GLM 這兩家大學新創企業的案例

來作為探討，並分析出這兩家新創企業對於 EV 產業的投入以及運作上的差異程度，

雖然這兩家新創企業的運作模式不盡相同，但總結前四章所談論的部分，日本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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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制度對於電動車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包括下列四項：一、產業結構的改

變：EV 產業投入的投入，並非只是大企業的專利，中小企業與大學衍生新創企業

透過產學合作的關係，在未來也可以佈局 EV 產業；二、人才資源與研究資金的支

援：企業藉由產學合作的方式，可以大幅降低研發所需的成本與人力資源、其中

還可與合作的大學進行交流，讓研發人員、主管獲得更多技術開發上的經驗；三、

開放式平台的資訊分享與交流：企業可透過大學 TLO 與法人研究機構等洽談專利

授權與共同、委託合作等事宜。如此可降低企業自身投入高風險與高成本的技術

研發。四、客製化與小型市場的開發：大學新創企業具有針對小型市場與特殊領

域 EV 進行開發的優勢，而大學新創企業相較於一般中小企業也沒有營運上的壓力

與人力資源上的問題，因此像是跑車、機車、公車、郵政、宅配、移動餐廳等自

用與營業 EV 的開發，都是相當適合大學新創企業的投入。五、加快 EV 的普及：

由於大學與大學新創企業相較一般民營企業較沒有營運上的壓力，因此在主力研

發上，較不會考慮市占率的問題而投入過渡商品 HEV 與 PHEV 的開發，而是直接

投 EV 的開發，這將會加快 EV 在市場上的普及。而這些影響因素對於未來日本

EV 產業的發展是相當有助益的，除了能加快 EV 未來的普及速度，對於中小企業

與一般小眾市場或是特殊領域的消費者也是一大福音，由此可見產學合作對於 EV

產業的龐大效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最後，在個案研究的部分，則可從內文看出慶大對於產學合作的重視程度，而

目前慶大在 2010 年產學合作研究件數上排名日本第十位，而由慶大所衍生的

SIM-Drive 在 EV 產業中的運作上也是首屈一指，畢竟像 SIM-Drive 這種中小型新

創企業每年都要產出一台新型 EV 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過去一般自動車大廠對於

全新自動車的研發與汰換時間需要三年到五年左右的時間來準備，因此像

SIM-Drive 在如此短暫密集的時間裡發表新型車輛，在過去的日本也是史無前例，

更何況它是一家大學衍生新創公司。而 SIM-Drive 對於 EV 產業的主要影響主要有

六大項目，而最後兩大項是其它 EV 新創企業不具備，而 SIM-Drive 所具備的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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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項目。 

第一項為 EV 產業結構的改變：在過去大型自動車企業由上對下的指導與整合

下，使得一般中小型企業與工廠難以拓展其它業務範圍，而 SIM-Drive 的先期開發

業務模式就突破此一困境，給予參與的會員企業能夠全程參與各種研發過程，並

在授權後可將其技術帶回公司應用，這對於 EV 產業結構的運作是相當大的影響。 

第二項為平台的資訊分享與交流：SIM-Drive 的資訊分享方式相較於 GLM 顯

得較為侷限，畢竟加入先期開發業務的機構都必須繳交兩千萬日圓的會費，而未

參加的機構也可在支付兩千萬日圓後獲得相關產品的設計圖。雖然這對於一般民

間企業與社會參與的自由度降低了，但相較於過去大型企業封閉及壟斷式的經營

方式，這種運作模式還是能提供更多的機會讓相關民間企業投入對 EV 的研發。 

第三項為 EV 教育活動的推展：SIM-Drive 本身就有提供 EV 相關教育活動的

推展，這些 EV 相關教育活動的舉辦內容包括：EV 相關主題講座、技職教育訓練、

EV 體驗營、EV 技術研討會等活動的舉辦。SIM-Drive 藉由這些教育活動的舉辦，

不僅能拉近該校學生對於 EV 在技術上、發展上能夠更加了解外，也能促進一般社

會大眾與業界人士對於 EV 發展的了解與認同。 

第四項為加快 EV 的普及：隨著 SIM-Drive 先期開發業務的運作模式，參與的

中小型企業必須依照 SIM-Drive 的業務內容而投入 EV 的相關研發，而在這種業務

分支的快速拓展下，將能增進各界對於 EV 研發的參與程度，並縮短 EV 的普及時

程。 

第五項為自動車電動化市場的開發：SIM-Drive 與東京研發有限公司在 2011

年 7 月針對各式自動車電動化的開發而成立了 stEVe 有限公司後，其 stEV 有限公

司就專門負責使用 SIM-Drive 所研發的驅動裝置 - 輪毂電機系統，裝置在各式需

要改裝的自動車輛上，而此種運作方式也成功開拓了 SIM-Drive 在 EV 領域以外的

新市場。 

第六項為專利的國際化：SIM-Drive 先期開發業務的方式，能招集日本國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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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企業”來進行 EV 相關技術的研發，在開發過程中，會員企業能全程參與，

但其研發成果是歸屬於 SIM-Drive 所有，如某家會員企業需要使用相關技術來製造

量產 EV，就必須付給 SIM-Drive 相關取得技術的權利金等費用，而此一方式能增

加參與的國外會員企業對於 SIM-Drive 在技術上的依賴。這對於日本在 EV 相關技

術的國際化是相當好的策略。 

綜合前述章節可看出產學合作對於 EV 產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論是慶大的

SIM-Drive 與京都大學的 GLM，都影響了日本 EV 產業的運作生態，SIM-Drive 甚

至還吸引國外相關企業來參與日本 EV 技術的開發，例如台灣的東元電機就是一個

例子。另外，加上 METI 與 MEXT 對於 EV 產學合作的積極推進，日本的 EV 產

業更能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而被快速推行，並縮短 EV 普及的時程。由此可見，將

來日本的 EV 產業將逐漸透過與依賴產學合作的方式來發展，而在日本產官學界共

同的合作下，日本未來的 EV 產業也將更蓬勃發展，而這種運作模式對於其它有意

投入 EV 產業的國家值得參考，畢竟透過本文的探討與分析，能了解日本產學合作

制度與 EV 相關技術相較於其它國家來說已經相當成熟，更何況是將產學合作模式

套用在本身技術就已相當成熟的 EV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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