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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做中學、學中做」的教學
• 從美、日、英、中看「產學合作」
• 創新力與創造力的培養



「做中學、學中做」
的教學



緣起

• 美國home school相當普遍，實際生活面
的運用，可抵部分的學習時數，例如：
– 協助/參與教會summer school的課程

– 協助父母建造有機番茄園
– 有機番茄園建造完成之後的維護與經營

• 如何解決通風、灑水、日照、…等問題
• 如何解決little black bugs的問題

• 如何讓番茄賣像好、何時需採收、…等問題



這些實際「動手做」的學習，
往往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



另一方面，由於網路的興起，
學習的方法已經悄悄地改變



如何能快速地找到答案、應用
答案、進而以創造(新)力改善
舊有答案，才是日後致勝關鍵



問題的確定、解決、及改善

• 確定問題 (知識的收集/吸收)
– 確定問題 ->快速搜尋 ->找到答案

• 解決問題 (知識的內化)
– 找到答案 ->應用於問題中 ->根據問題修正解
答 ->解決問題

– 一般人在完成此部分後就以為結束了
• 改善答案 (知識的外顯)

– 根據問提修正解答 -> 應用創造(新)力 ->改善
答案

– 此部份就是競爭力的泉源



但我們仍需注意的是…



需注意事項

• 在網路搜尋答案，容易讓學生養成copy and
paste的習慣，如此時間一久，反而抹殺了
學生的創新能力。

• 在搜尋問題前，應培養學生對問題背後基
礎的認知。例如：問題的解決能帶來什麼
好處?此問題與課程內容有何關聯性?
– 此部分是培養學生對問題的思考能力，進而能
找到對的問題。

• 小組的討論是相當重要，但需要老師及助
教的帶領。



例子

• 寒暑假的internship對於「做中學、學中做
」的教學是很好的方法，目前也相當流行
並且教育部及科學園區都積極地大力推廣
中。

• 然而有些較不易於intern中學到的觀念，例
如：管理方面的實務知識及解決方法，則
需要較是在課堂中以較務實的方法，協助
學生學習。



逢甲大學共同科目之授課方式

• 管理、經濟、統計、以及會計科目，採大
班共同授課，小組案例討論的方式進行。

• 每年由商學院編列預算，邀請教師製作五
則案例及教學指引，除了在課堂中講解案
例之外，並安排小組到個案教室進行個案
討論。

• 教師對個案教學的落實是相當重要的。



學生特色與現階段的問題

• 自信心不足
– 以往的觀念往往是一流的人才必須唸國立的普
通大學，但現在已有改變的趨勢。

• 對未來工作的定位感到徬徨
– 純基礎及研究的工作少之又少，相對的應用性
工作佔絕大部分。

• 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
– 國立 vs.私立

– 能力較高 vs.能力較低

– 強勢 vs.弱勢



務實致用之教學觀

• 依據教育部技職司的定義：
– 務實：實務(理論)兼重、實習(教學)兼顧

– 致用：所學的技能能在產企業上使用
• 產學合作是讓學生所學能「務實致用」的
重要手段，對於學校提供的課程及師資，
會有重大的正面引導作用(杜正勝，2006)。



產學合作

• 產學合作是技術創新的重要環節之一，如
何將大學的研發結果轉化成產業科技，進
而生成有價值的產品，是達成創新的重要
步驟。

• Belderbos, Carree and Lokshin (2004)也提出
，企業的研發除了競爭者、供應商、與顧
客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外，與大學的產學合
作也是企業研發合作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美、日、英、中看「產學合作」



時間 法案 內容

1862 Mo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

「授田大學法」(Mo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確
立了農業教育基本方針，也明白規定受.頒土地的大
學，有義務要教育從事農業及機械業有關的就業員
工相關的知識。

1887-
1914

Hatch Act

Smith Lever Act

「赫爾法案」（Hatch Act），建立農業研究思維；
「史密斯、李沃法案」（Smith-Lever Act），訂立
完整農業推廣制度。

1970前
後

None (黑暗期)
認為純科學之基礎研究能改善社會福祉(MIT,
Vannevar Bush提出)，故積極推廣基礎科學，對產
學合作造成衝擊。

1980 Bayh-Dole Act (拜杜法案)
修定專利及商標法，使政府贊助之研發成果可歸屬
於執行單位。

1980
The 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為了促進聯邦政府所擁有的技術能夠順利的移轉至
各州、地方政府以及民間機構。

1982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ct
政府補助有商業化潛力的小型高科技產業且可與學
校進行研究發明。

1984 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允許大學可和產業界組成技術移轉聯盟，以促進研
發創新及貿易發展。

美國產學合作相關法規之發展歷程



時間 法案 內容

1986
聯邦科技移轉法(The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修正Stevenson - Wydler法，對於國立研究機構、州
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發行為給予合法化。

1988
綜合貿易和競爭力法案（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設立競爭力政策評議會，以提出強化產業競爭力之
建言為目的。

1989
國家競爭力技術移轉法（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再次修正Stevenson - Wydler法，允許政府委託民間
或是大學營運的政府研究機構可以與民間共同研
發。

1992
The Small Business Research &
Development Enhancement Act

延續改進小企業創新法

1996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mprovement and Advancement Act

允許非聯邦政府合作夥伴可選擇專屬或非專屬專利
許可。

2000
Technology Transfer
Commercialization Act

技術移轉商業化法，進一步的強化拜杜法案的機制

美國產學合作相關法規之發展歷程



美國技術移轉概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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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對產學合作的政策

• 以法規導引制度，形成合作環境。
• 以公共建設投資，間接支援產學合作。
• 建立大學間策略聯盟，與企業實驗室合作。
• 重視創新，建構崇尚創意的文化。
• 由下而上，由大學提報計畫，爭取政府支持。
• 視公立大學為公共資產，支持從事民生福祉研究。
• 僅為經費資助，不介入研發活動。



日本技術移轉法相關法案
年別 技術移轉相關法案 備註

1961 礦工業技術研究組合法 對為求礦工業技術之進步而共同研究的組織之規範

1983 民間共同合作研究制度 導源於1961年制定的「礦工業技術研究協會制度」

1995 科學技術基準法

日本大學與產業間之合作關係雖始於1980年代，但是
科學技術基本計畫是在1995年的「科學技術基本法」
制定一年後擬定，產學間之合作制度才逐漸建立起
來。

1998
大學及研究機構技術移轉促進
法(TLO法)

TLO的目的首先就是將大學之研究成果回饋給社會，
也就是說大學除了教育學生之外，回饋社會也是社會
責任之一。

1999 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
國立大學研究成果與專利係以各大學的發明規定為基
準。

2000 產業技術力強化法
教職員發明的專利原則歸於發明者，享有專利權並得
自行授權。

2002 智慧財產權基本法
策定大學等體制的改制推動計畫、大學衍生企業許可
使用國立大學設施、承認TLO的創業支援措施

2004 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制度等
大學取得法人資格、大學取得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並
負責研發成果之推廣活用、大學職員非公務人員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資料來源: “日本政府協助業界開發技術之做法”
http://www.moea.gov.tw/~meco/cord/books/book_03/bk003_main5-5.htm



TLO (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

• TLO的目的就是將大學的研發成果移轉給企
業界，如此不但可以促使大學之研究活動
更具意義與更加興盛，而且也可以促使創
新企業之出現。就TLO的內容來說包括：
– 發掘和評估大學內可以企業化之研發成果，
– 促進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權，
– 企業可以取得專利使用權，
– 企業所償付的代價充實大學之研究設施。



日本TLO分佈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



• 目前早稻田TLO的專利收入平分標準:
– 專利收入如果在200萬日圓以下，則70%歸發明
人，30%歸大學

– 200萬~500萬則60%歸發明人，40%歸大學

– 500萬~1000萬則對半分

– 1000萬日圓以上之專利使用權收入則40%歸發
明人，60%歸大學



日本產學合作主要類型
• 共同研究－

– 企業與大學共同分擔研究人員及研究費用，執行共同研究。
• 委託研究－

– 企業委託大學執行研究計畫。
• 技術移轉－

– 大學研究成果移轉至企業界，進行實用化。
• 大學衍生創業－

– 以大學研發成果為基礎，設立新創事業
• 獎學奬助金－

– 大學利用企業捐獻的奬助學金，進行研究
• 技術指導－

– 大學教授對企業的研究開發，進行技術指導
• 大學設備利用－

– 大學之研究設備及設施，開放企業進行研究活動
資料來源:<<李蕙瑩 日本產學合作概況與學術研發成果管理策略介紹>>



時間 法案 內容

1975
教學公司計畫 (Teaching Company
Scheme, TCS)

以產學共同指導方式聘用畢業生兩年以從事企業所需研
發，發展學界與產業間積極合作關係，參與企業聯合招
募大學研究生從事特定專案研究。

1980s
科學與工程合作獎勵 (Co-operative
Award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ASE)

鼓勵博士生從事與產業相關研究，提供學界與產界聯合
督導學生之研究經費。

1986 連結方案 (LINK initiative)
產官學研合作研發的主要官方機制，具有科技政策執行
的策略性角色功能、吸引國際研發人才、整合研發各項
資源、研發成果順利市場化等效果。

1992
法拉第夥伴計畫 (Faraday
Partnership)

推動產、學、研三界科技人員之相互流定，自1999年起
增加對創業活動與研究商業化的支援，鼓勵學術界與中
小企業建立合作關係，激發產學之間資訊流動與連結。

1994
技術前瞻計畫 (Technology Foresight
program)

以競標方式給予優勝者資金補助其進行共同研發，建立
產學合作夥伴關係及公共科技經費補助的參考依據，建
立專家網絡，包含技術研發、行銷、財務與商業規劃。

1996
共同研究設備方案 (Joint Research
Equipment Initiative, JREI)

促進高等教育機構與外部贊助者夥伴關係，協助前瞻科
技計劃領域所需的研究設備。

英國產學合作相關法規之發展歷程



產-學合作

• 自1986起，各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uncils)和高等教育補
助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Funding Councils)對大
學的補助研究專案，其研發成果的商品化，全面授予各大
專院校自行管理。

• 補助策略朝科技前瞻計畫Technology Foresight Programme
所定的關鍵科技的優先順序補助，再者朝產業所需的科技
及人力予以補助。

• 研究評鑑RA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分七個等級:1
、2、3B、3A、4、5、5A(1為最差，5A為優異)
– 3B的系所給一個單位經費補助，3A的補助為3B的1.25倍，以此類
推

– 等級4有1.5625個單位，等級5有1.953125個單位，等級5A有2.44個
單位的補助。



產-官合作

• 英國的白廳(Whitehall)正面臨兩個政治力量的夾擠，一者
為地方解放(regional devolution)的潮流，二者為歐盟化
(Europeanalizataion)的趨勢。於是英國產-官合作交織著區
域性政府、中央政府、及歐盟政府錯綜複雜之關係。

• 中央部會的產業的技術創新輔導，主要由貿工部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 )主導，DTI實施的
技術研發方案包括五大類：
– 技術研發:如SMART, SPU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等
– 研究合作:如LINK, General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Programmes等
– 技術轉移:如技術轉移中心、Demonstrator projects, Teaching

Company Scheme等
– 海外技術轉移：如Overseas Technology Promotors, EC Relay

Centres, Overseas secondments and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s等.
– 管理咨詢：Managing into 90s, Benchmarking Services and Clubs等.



產-研合作

• 全世界最早成立研究協會Research Associations
(RAs)的國家要算是英國，只是被日本拿去發揚光
大而已。現在這些RAs與Technology Research
Organizations主要賴產業界或政府所委託的研究為
生。

• 由於RAs彼此功能越來越重疊，於是共同組成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AIRTO)，AIRTO的目前會員超過60
家，其技術領域涵括機械、電子、電機、資訊、
航太、生物科技、及製藥等。



產-仲介單位

• 由於技術複雜度越來高，高科技廠商的成
立及新產品的商品化也越來越複雜，於是
技術仲介單位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 技術仲介單位包括：創新環境的提供者、
技術轉移與顧問機構、利益團體組織、貿
易促進機構、品保認證單位、環保機構、
專利機構、創投機構、非營利及慈善機構
等。



技術仲介單位
名稱 單位

科學園區管理單位 UK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 (UKSPA)，英國的大約有51個科學園
區。

技術轉移機構: British Technology Group及AIRTO等

管理顧問機構 KMPG, Ernst&Young等

產業工會/商會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BioIndustry Association, British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

貿易促進機構 Invest Britain Board(IBB), Locate in Scotland

品保認證單位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National Weights and Measures
Laboratory

環保機構 Environment Agency for England and Wales (EA), the Scott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EPA),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Service in Northern Ireland.

專利機構 The United Kingdom Patent office, DTI

創投機構 3i, Morgan Stanley UK, J. P. Morgan UK, etc.

非營利及慈善機構 Wellcome Trust, Cancer Research Campaign, etc.



時間 法案 內容

1985 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
積極鼓勵集體或個人建立科學研究和研究機
構，創辦民辦企業機構。

1987
近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
干規定

持續支持創辦民辦企業機構，允許技術入股
分紅等。

1992
鼓勵民辦科技機構實行技工
貿、技農貿一體化經營

試行股份制，以期形成大型科技企業與團
體。

1993
大力發展民營科技型企業若干
問題的決定

民辦的概念轉為民營，促使國有科研機構轉
型企業化發展。

1996
國務院關於“九五”期間深化科
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

發展科技風險投資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轉
化。

2006 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 大陸現今科技政策之發展藍圖。

大陸產學合作相關法規之發展歷程



產學合作概念圖

高新技術開發區大學科技園

高等學府

國家技術轉移中心

中國政府積極將大學科技園之管轄範疇列入高新技術開發區，使大學科技園的
企業也能享有與高薪技術開發區相同的賦稅優惠。其關係如下圖示：



• 大陸大學成立科技型企業主要有以下幾種分類：
– 以學校為單位
– 以系所為單位
– 以課題研究小組為單位
– 以個別教授或人員為單位

• 學校以「校名名稱非排他性授權使用權」之方式
享有股權，一般以持有該公司25%股權為基準，
但也視實際情形與權利和資源使用等包裹的範圍
而有所調整；科技研發比重較高之公司由原科研
處或產業處主要負責人擔任總經理，固定資產比
重較高之公司由原國有資產管理處或產業處主要
負責人擔任總經理。



資料來源：Lai and Tsai (2010)



The Intermediary Model of IUC

資料來源：Lai and Tsai (2010)



然而，除了務實致用之教學觀
與產學合作之外，還需要注意
學生創新力與創造力的培養



創新力與創造力的培養



創新 vs.創造

• 創新力是指將既有的事務(或科技)利用新的
方法重新呈現。

• 創造力就像是發明一樣，讓事務(或科技)從
無到有。

• 應該先訓練學生養成創新的習慣，假以時
日之後，學生創造的能力自然能提升。



創新力與創造力

• 創新力與創造力宛如種子一般，而校園文
化及學校資源就像土壤一樣，好的種子要
種在沃土裡才有機會發芽茁壯。

• 好的創新與創造點子難尋，擅長種活創新
力與創造力種子的推手更難尋，如何打造
培育創新與創造種子的沃土，是創新與創
造執行時的成敗關鍵。



創新思維

創新思維

科技創新力 人文創新力



科技創新力

• 技術利基：產業價值鏈上開發出獨特且不
易被模仿或取代的技術。

• 產品加值：協助市場上現有產品增加高度
附加價值。

• 市場價值：滿足客戶群潛在的需求與價值
以創造全新的市場或區隔。

• 關鍵程序：針對人流、物流、金流及資訊
流等流動過程中缺乏或不足的環節提出解
決方案。



科技創新力的例子

複製羊 幹細胞 奈米碳管場發射顯示器

網際網路 3D技術 機器人管家



人文創新力

• 知識傳承：將傳統文化的知識或技術適度
融入現代人文產業，而產生獨特或全新概
念的產品或服務。

• 創意設計：在產品的造型或功能上，增加
更符合人性在感官或使用上的價值。

• 生活價值：滿足消費群潛在的需求與價值
以創造全新的生活型態與方式。

• 社會責任：對於社區、地方、國家或國際
上產生正面且深遠的影響力。



人文創新力的例子

創意餐廳 創意商品 創意設計

創意經營 創意廣告 創意生活



創新思維

創新思維

科技創新力 人文創新力

突破式
創新

漸進式
創新

生活型
創新

在地型
創新

彼此間相互整合及交叉使用



突破式創新

• 因重大的科學新發現，造成產業改變，或
新產業的誕生。

• 例如:
– 電腦 (Computer)、網際網路 (Internet)、搜尋引
擎 (Search Engine)、手機

– 半導體技術、半導體製程、…
– 多點觸控面板、奈米碳管的發現、…
– 幹細胞技術、複製細胞、…
– 生質能源、再生能源、…



漸進式創新

• 各方面的持續改善或擴充應用，使現有事
業或產品服務能進一步的發展。

• 例如:
– Microsoft, Google, …
– Motorola, Nokia, …
– Apple, HTC, …
– 台積電、聯發科技、…
– 宏碁、華碩、…



漸進式創新

• 漸進式創新也包含了產品、製程、組織、
策略的創新。

• 例如:
– 7-11、951租屋網、揪團團購、…
– 王品集團的醒獅團策略計畫

• 以利潤中心方式營運，多品牌方式經營，讓個別品
牌獨立發展。

– 愛爾蘭的瑞安航空公司、日本全日空的超低價
機票



生活型創新

• 從生活出發，活用科技元素，涵蓋食衣住
行育樂各領域，讓人們感到安全、尊嚴、
便利、歡樂、幸福的創意經營。

• 例如:
– 天仁喫茶趣

• 「新茶文化」為概念，將現代簡潔明亮的設計與中
國細緻優雅的質感融合

– 先麥芋頭酥
• 將芋頭酥定位為大甲的特產，形成一種大甲的地方
文化 –紫色玫瑰的傳奇。



– GIANT (巨大)品牌經營
• 在台鐵太原站設置休閒服務站，提供自行車租賃及
維修服務。

– 臺灣各地方的民宿
• 休閒產業中商業活動對於自然資源、休閒服務與文
化資源之利用。

– 網路購物
• 消費者透過瀏覽行為，瀏覽賣方的網站，並且同時
在網站上完成交易的過程。

– 未來生活



在地型創新

• 結合當地的自然、傳統、人文、歷史與社
會等脈絡、凸顯在地特色，創造共生共榮
的創新生態系統。

• 例如:
– 桂林陽朔的山水實景「印象．劉三姐」
– 宜蘭傳藝中心的童玩節、親水公園、…等
– 恆春、墾丁地區「國境之南」的旅遊聖地



– 米釀荔香麵包
• 吳寶春的米釀荔香麵包，特色在融合台灣在地生產
的荔枝、小米酒加上有機玫瑰。

– 埔里廣興紙寮
• 融合埔里紙特色讓遊客親身參與DIY造紙的樂趣。

– 水里蛇窯
• 藉由傳統文化的持續，與水里地方特色融合，賦予
臺灣窯業新生命，並提供一份鄉土的純樸與知性。



創新力與創造力都需要有源源
不絕的創意來源



異場域碰撞 -梅迪奇效應

• 不同領域交會的地方叫做異場域碰撞點
(Intersection)，而異場域碰撞所爆發出來的驚
人創新，稱為梅迪奇效應(Medici Effect)。

• 當你踏進不同領域、科目或文化的異場域碰撞
時，可以把現有的觀念結合起來，形成大量傑
出的新構想。



異場域碰撞出曠世好點子

•人人能創造異場域碰撞
-科學、企管、法律、…等

•處處有異場域碰撞

•什麼是創新？
-新奇不等於創新
-創新必需是獨一無二的創舉、有價
值、能讓他人利用(不一定是發明)



Example
• 模仿自然過程，開創建築設計新領域

– 建築師皮爾斯（Mick Pearce）接下了一個有趣的
挑戰，要為保險與不動產集團老共同公司(Old
Mutual)，建造一棟不裝空調設備，卻又漂亮、合
用的辦公大樓，問題是這棟大廈要蓋在辛巴威首
都哈拉雷(Harare)

– 大樓溫度維持在20-24度之間

– 省下了350萬美元的空調費用及每年約50萬的電費









• 思考的技術與成就的高度
– 低聯想障礙，較輕鬆結合不同領域
– 大膽用心，找出奇怪卻美妙的組合
– 深具創意，打破傳統
– 何謂聯想障礙？

創造梅迪奇效應



聯想障礙

• 人在腦中會將一系列聯想分解，只要聽到一個
字或形象，就會分解成一整串彼此相關的聯
想。

• 這些聯想通常圍繞著與我們經驗有關的領域。
• 人腦樂意尋找事務的秩序，集合不同的觀念找
到週遭環境結構。高聯想障礙的人碰到問題會
快速得出結論。

• 尋找異場域碰創時，較低的聯想障礙構成優
勢。



• 如何掌握構想爆炸
– 積極產生很多構想：腦力激盪，想出最多、最
新奇、互補構想，避免做出判斷。

– 撥出時間評估構想：抓住構想的好方法是慢慢
來，延遲判斷，加強評估

– 在深度與廣度之間求取平衡：專業知識與不同
領域的結合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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