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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交易新趨勢 
—淺談台海兩岸技術交易中心發展現況 

 

賴文智*．楊擴舉* 

 

壹、前言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超越傳統生產要素—「土地」、「勞力」、「資本」，

成為二十一世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知識落實於產業應用，則是許多受智慧

財產權法律保護的技術（包含：專利權、營業秘密及相關文件、人力資源等）。

而技術交易興盛與否，則是決定產業競爭力能否持續向上提昇的主要原因。 

 為何筆者如此肯定？從技術的性質而言，技術乃是無體財產權，並不像有體

物一樣，使用、收益受到物理性質的限制，在一定限制範圍內，愈多人利用該技

術，該技術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則愈大，因此，若該技術被交易得愈頻繁，則某程

度可反映出該產業的活動力興盛；由經濟面而言，在正常情形下的技術交易，代

表交易雙方均由該交易中獲取利益，例如：專利權人擁有很好的技術，但沒有工

廠可以實施，被授權人則有適當工廠，但產品良率不佳，專利權留在專利權人身

上而不授權他人利用，只是一張花數十萬換來的壁紙，被授權人不設法取得新技

術，則勢必遭到市場的淘汰。因此，技術交易的產生即屬對該技術經濟價值的肯

定，該產業的技術交易愈興盛，自然對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有所幫助。 

 在這種思考脈絡下，促成技術交易的活絡，自然成為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方

向之一，而中國大陸政府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對於技術交易市場的推動，與國內在

二○○一年推動的 TWTM台灣技術交易市場，其目的即在於此。有鑑於技術交

易市場的重要性，筆者擬由技術交易的特色所產生的「高交易成本」、傳統一對

一技術交易模式的風險，論述技術交易中心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昇技術交易意

願，再就目前台海兩岸技術交易中心發展現況加以介紹，最後則提出對於國內發

展技術交易市場的建議，以供讀者們參考。 

 

壹、技術交易之特殊性與傳統技術交易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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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交易之特殊性 

技術交易，與一般之買賣、租賃不同，因為技術本身為一無體財產，不同於房屋

或車子的買賣，並沒有一個具體的物可以接觸或觀察，因此技術交易與一般的交

易相較即有其特殊性。例如在技術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間，係處於一長期性之關

係，不同於一般物之買賣，出賣人將物之所有權移轉給買受人並將物交付與買受

人之後，雙方之交易行為便告一段落。但技術交易則不同，技術被授權人之所以

要透過技術交易取得技術授權，即是要藉技術之實施以獲取利益，因此在技術授

權契約中，多有約定相當期間以上之實施期限約定。另外，技術交易在某程度上

具有資訊之不完全性、不對稱性，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技術本身也可說是資訊的

一種，然而，正如前所述，技術交易不同於一般物之買賣，沒有一項具體的物可

以接觸或觀察，而是透過一連串資訊的揭露，作為是否進行交易的判斷依據。資

訊應如何揭露，應揭露到何種程度而可以判斷一項技術是否有交易之價值，其實

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資訊的揭露，有可能會造成該項技術之商業價值降低，但

完全不揭露或揭露不足，卻又有可能發生想要取得技術之相對人，發生技術實用

性或技術移轉成效評估之錯誤，如何讓技術能夠被妥適地揭露，使交易的風險降

到最低，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於此也可以觀察到，技術交易所涉及資訊不完

全之問題1。 

 

二、傳統技術交易之模式 

傳統的技術交易，是採「點對點2」的運作模式，在最單純的運作模式下，一項

技術之所有者，可能本身並沒有足夠之資金使該項技術能夠被大量運用，創造其

商業上之價值與利潤。因此其必須去尋得資金提供者，透過與該資金提供者之合

作，例如技術入股，或者使資金提供者取得技術授權，而技術所有者可請求權利

金或是技術作價等方式，使該項技術能夠透過交易而被大量地、有效率地被加以

運用。亦即，個別的技術所有者與資金所有者，係獨立地進行權利金之計算與支

付、技術實施移轉等細節性之談判與磋商，而無中介團體之介入。另外一方面，

除了技術所有者與資金所有者所生的交易關係之外，另有所謂技術供給者與技術

需求者二者間所生之問題。申言之，除了技術所有人為使其技術能夠創造更高之

                                                 
1 關於技術授權契約之特性，可參考賴文智、劉承愚著，技術授權契約入門，頁 20~26。概言之，
授權契約之特性主要有雙務性、長期性、類似物權性、屬人性、資訊不完性與競爭性等。 
2 在此所說的「點對點」是指技術所有者、資金所有者或技術需求者各自為其所需而獨立去尋找
交易之對象，這樣的說法是為了凸顯技術交易中心在技術交易過程中所扮演中介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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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而尋求資金之援助外，產業本身為了促使其更具競爭力，而有尋其產品改

良之技術或提高產能之技術的需求，此一方面也是透過技術交易來解決。總括而

言，在技術交易中心此種機制建立之前，傳統的技術交易形態大多仍維持在技術

所有者對資金所有者或技術所有者對技術需求者彼此尋找的「點對點」之運作模

式。 

 

貳、技術交易中心對技術交易之影響 

 

一、增加資訊流通之管道 

傳統點對點的技術交易運作模式，最常發生技術所有者無法尋得資金所有者，或

者資金所有者無法尋得理想中可以投資之技術，抑或是技術需求者無法尋得其所

需求之技術。其問題是出於資訊流通的管道不夠健全與多元化。技術交易中心便

扮演起紅娘、牽線的角色，透過一個網路形態的技術資訊交流平台，使得技術所

有者與技術需求者、資金所有者之間，對彼此的需求有所瞭解與認識。並且，如

此之技術資訊交流平台，亦可提供需求者搜尋其所需要的技術、專利以及市場資

訊等等。因此，技術交易中心之建置，實增加技術交易當事人雙方資訊流通的管

道，提高雙方接觸之可能性。 

 

二、縮短交易之時間與降低交易之成本 

技術交易中心提供不論是技術所有者或技術需求者一個資訊流通的管道，除了上

開所述提高交易雙方有接觸之可能性外，另一方面也縮短交易之時間與降低交易

之成本。申言之，技術交易中心不僅是提供一個平台供技術需求與所有二方作為

資訊交流，並且其也提供了技術交易過程中所需要的各項服務，例如技術交易雙

方實體技術媒合、諮詢之服務或技術鑑價服務等，這些原本都需要交易雙方自行

尋找提供服務者，技術交易中心均可提供這樣的服務。如此，除了縮短交易之時

間之外，相對地也使交易之成本能夠降低，對於提昇產業之競爭力，其實是有所

助益的。 

 

參、中國大陸技術交易中心發展現況與運作模式 

 

一、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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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大陸技術交易平台正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根據 2001 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科學技術部（MOST）之統計，中國技術市場之合同數目雖非每年增加，但交

易合同金額卻連年遽增3，也因此著眼於技術交易市場發展之潛力，在技術交易

中心的建置上，中國大陸不論是在成立之數目或速度，均超越歐美等先進國家。

尤其在面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產業變遷的壓力，更使得專利技術方面的相

關活動，變得更為活絡。目前較大的技術交易中心有、北京市政府設立之中關村

技術交易中心、以及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與天津市政府所聯合建設之北方技

術交易市場及上海技術產權交易所等。連寧夏自治區都有技術交易中心之蹤跡

4，據統計，目前中國大陸技術交易所總數可達數萬家以上，其熱衷於技術交易

之盛況，可見一斑。以下即對北京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北方技術交易市場與上

海技術產權交易所為一扼要之簡介與說明。 

 

二、北京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5 

（一）成立目的與功能 

北京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是由北京市政府在中關村地區，所建立之面向海內外進

行科技成果與產權投資交易之固定場所。目前中關村地區有以中國科學院為代表

的各級各類科研機構 213家，每年產生約一萬二千件之科技成果，而北京的專利

申請與授權量均居全國首位。中關村本身就是其實就是類似台灣新竹科學園區之

科技產業之聚集地，不同的是其開始發展是由民間自發而起，不同於竹科是由台

灣政府所直接建立之高科技園區。在這樣的環境下，為使技術與資金等資源能獲

得充分的整合，因此成立了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期許為科技成果轉化創造一個

                                                 
3 新世紀技術移轉的核心－選擇權專利計價理論與技術交易市集之探討，李嘉孟、陳威霖，

http://www.iptec.com.tw/product/pvnews-1.htm。 
4
 新華網寧夏頻道 10 月 31 日電 我區第一家技術交易中心昨日正式掛牌。目前全區已有技術貿

易機構 130 多家，技術交易從業人數超過 3000人。為提升科技成果技術轉移速度，擴大技術交

易活動空間，國家科技部、自治區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寧夏星火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中小企業服務

中心、科技培訓中心、技術交易中心等多家單位組成的非營利性技術仲介服務交易中心。其宗旨

是背靠政府，面向企業，競爭市場，組織社會科技力量為企業提供服務，提高全區社會生產力的

整體水平。主要任務是承擔國家和自治區政府下達的星火、火炬項目、中小型科技企業仲介服務

和培訓。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nx.xinhua.org/news/jjxw/01103104.htm。 
5 參「北京中關村建立技術交易中心」，
http://www.chinanews.com/cgi-bin/shownews.pl?filename=lec51001.txt&date=20000510&type=ET&dir=l_d

ir/LP_dir/l_dir；「風風火火辦園區 大陸科技好漢匯聚中關村」，
http://www.chinabiz.org.tw/maz/InvCina/200008-078/200008-0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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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運行機制。該中心主要功能有以下幾種： 

1. 提供技術項目資訊、技術需求資訊和資金資訊。 

2. 發佈政府採購和科技招標之資訊。 

3. 提供技術交易完整、多方面之服務。 

其最終之目標在於集成北京在科技、資訊、人才、資金等方面之優勢，建構一個

規範化操作，網絡化服務之技術交易平台。 

（二）市場參與者與運作 

目前技術交易中心之市場參與者包括海內外科技成果持有人和有融資需求的高

新技術企業與個人、尋求技術項目之機構與風險投資者、中介服務機構等。技術

交易中心本身是屬非營利之機構，著眼於將技術與技術所需之資金結合，例如過

去企業融資時，需要想盡辦法透過管道去取得，但技術交易中心使企業可以出資

權之方式進行融資，例如企業可拿出百分之二十之出資權轉讓給另一家希望進來

的投資者，而投資者進入到企業當中也可用其出資，取得相應比例之股份。反之，

若已經進入企業之投資者，若想撤出投資，也可透過交易中心來實現目的。另外，

技術所有者亦可透過技術交易中心將技術轉讓出去，若業者一方面希望佔有技

術，一方面又希望在某企業中佔有股份，可用「高新技術投資入股」之方式來實

現。實體交易項目所實行的是「推薦人制」和「掛牌交易制6」。而技術交易中心

目前係採會員制，會員分成三級： 

1. 第一級會員： 

稱「席位會員」，有五十八個席位，會員需要付費購買席位，並加上交易保證金

與一定之年費，其所享有之權利為「雙方向之四功能」---買賣自己之產權或技術、

代理他人買賣其產權或技術。換言之，即進行自營交易與受託交易。 

2. 第二級會員： 

稱「推薦會員」，不能於中心進行資金投入，但可推薦項目，推薦項目時也可代

理出讓方進行賣產權與技術。 

3. 第三級會員： 

稱「服務會員」，其功能是為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提供各類仲介諮詢服務，如

                                                 
6 這裡所講的掛牌交易制，簡單來說，一項技術進入交易所並取得掛牌之資格，得以公開競標進
行交易。其程序為：技術須先經過該交易所以鑑價的方式鑑定其之價格，經鑑價後若有技術交易

之價值，便可以「掛牌」。鑑定價格會成為正式掛牌的交易技術之「參考價」，掛牌後便提供公開

競價之機會，而參考價提供技術需求者一個可以對於技術價值之參考標準，並且更進一步進行競

價，最後可以得到一項技術交易雙方均滿意之價格，有可能高於參考價，也有可能低於參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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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策劃、市場調查評估等。 

 

三、北方技術交易市場7 

（一）成立背景 

北方技術交易市場是由原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與天津市人民政府於 1995 年

聯合建設的區域性常設技術交易市場，其建立全國之技術供方網路，技術需方網

路和資訊網路。由近三百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業組成的技術供方網

路分佈在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是該交易市場之強大的技術後盾；分佈在

國內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近百家聯絡站所聯繫的數萬家企業組成的技術需方網

路，爲科研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由全國百餘家各類資訊機構組成的資訊

網路，利用各種形式的資訊服務手段，傳播擴散北方技術交易市場提供的科技成

果資訊、先進適用技術資訊和技術需求資訊。 

（二）提供之服務 

北方技術交易市場與國內外近百家各類仲介組織建立了合作關係。合作的業務活

動包括金融、法律、會計事務、資産評估、市場調查，技術經紀、專案諮詢論證，

技術合同保險，資訊服務等多個領域，這種合作使其服務功能愈加完善，服務領

域不斷擴大。北方技術交易市場建立了以資訊服務、對接服務、仲介服務爲中心

內容的技術轉移服務體系。且常年組織各種形式的技術對接洽談活動，以技術對

接洽談活動爲載體，爲科研機構和廣大技術需求企業提供交流和接觸的環境條

件，活動形式多，是科技成果轉化和先進適用技術轉移的重要渠道。此外，北方

技術交易市場接受科研機構和企業委託，開展科技成果專案的推介服務，服務內

容包括專案諮詢論證，無形資産評估，市場潛力調查，技術合同保險，企業難題

招標，企業技術診斷，創業資本組織等。 

（三）收費 

北方技術交易市場是非盈利性事業單位，向社會提供的服務實行優質有償的原

則，適當合理的服務收費用於支付服務成本和發展完善服務能力。 

（四）會員制 

會員分以下三種： 

1. 駐場會員：通過北方市場進行技術交易，並在北方市場內設有固定辦 

公場所的會員。 

                                                 
7 資料來源：http://www.ntem.com.cn/fwzn/j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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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會員：通過北方市場進行技術交易的會員。 

3. 聯繫會員：通過北方市場進行技術交易，但不在場內進行結算的會員。 

駐場會員及普通會員在北方市場內必須按北方市場的業務規則從事技術交易活

動，並按規定交納交易手續費或仲介手續費。而駐場會員和普通會員單位可簽發

授權委託書，委託交易員三人，其中首席交易員一人，代表會員單位在北方市場

進行技術交易。同時，會員單位還可授權某部門（或機構）對外以該部門（或機

構）的名義參與技術交易的談判、簽約，由此産生的各種權利、義務關係由會員

單位承擔。8 

 

四、上海技術產權交易所9 

（一）簡介 

上海技術産權交易所是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組建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綜合

性産權交易所，目的是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專業化權益性資本市場，爲科技專

案、科技企業和成長型企業等提供産權交易和股權融資等服務。以技術産權爲交

易手段，爲各類企業提供靈活、便利的融資服務；以構築支援技術創新的多元化

資本市場爲內容，實現高新技術與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優良資産與優秀人才的

優化組合的目標，並且採行會員制。 

（二）經營範圍與方式 

交易所主要從事科技成果（産權）轉讓和交易以及企業産權的轉讓及交易。而其

經營方式有以下數種： 

1. 爲技術産權交易提供場所、資訊、諮詢等服務。 

2. 進行科技成果産權的轉化與交易，公司型企業的産權的轉讓與交易。 

3. 通過發揮市場功能，爲尋求資本的專案（賣方）和尋求專案的資本（買方）

提供融通服務並促成交易。 

4. 爲待售專案提供資格審核，掛牌上市服務爲待購資本提供投資的進入與退出 

通道。 

5. 爲交易的買賣雙方提供鑒證服務。 

（三）組織架構與資訊系統 

關於上海技術產權交易所之組織架構如圖表一，其資訊系統則可以圖表二表示： 

                                                 
8 參考北方技術交易市場會員條例第三條、十七條、十八條，
http://www.ntem.com.cn/wszt/hyzc/hy/sczc.htm#2。 
9 資料來源：中國技術產權交易網，http://www.savia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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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圖表二 

 

 

資料來源：中國技術產權交易網 

 

五、小結 

上 海 技 術 產 權 交 易 所 利 用 其 網 站 「 中 國 技 術 產 權 交 易 網 」

（http://www.saviaq.com/），將技術商品的供需資訊透過該網站得以流通，例如技

術特性、內容與價格等。並且其也如同大陸多數的技術交易中心一樣，提供各種

多元化之服務。其他如上海技術交易網、中國科技投資服務網等，在中國大陸有

許許多多的技術交易平台可以利用，可見一股技術交易熱，已經席捲了整個中國

大陸。透過技術交易資訊平台與技術交易中心之提供服務，技術資訊之流動顯得

更暢通無阻，但中國大陸這股技術交易中心建置的熱潮，其成效如何，值得我們

更進一步之觀察。 

 

伍、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之建置及運作 

一、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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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之成立，係為「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機制發展計畫」

之一部，由於台灣產業為因應國際競爭因素之變革與全球化競爭之壓力，生產活

動及經營模式朝向開發高附加價值活動並衍生新興領域等提高營運效率之方向

開展，因此對於進行創新活動所需要之技術需求相當殷切。然技術創新是一系列

活動相繼展開並不斷回饋之動態過程，也是將實驗室階段的科技成果與技術發明

轉化為商品而實現商業價值的過程；更由於現世代科學與技術之界限日益模糊，

研究開發與生產愈來愈一體化與同步化，因此加速科技成果與技術發明的轉化，

提高科技技術產業化及事業化，已成為舉世推動技術創新的捷徑與基礎，也是全

球經濟體由工業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的顯著特徵。有鑑於此，「知識經濟發展會議」

已達成加速技術移轉與商品化之共識，並責成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台灣技術交易

市場機制發展計畫」，協助產業界快速獲取技術，並順利完成技術交易活動，期

望提高產業技術擴散速度與商品化效率，落實知識產業化，以支援產業高附加價

值生產活動及營運轉型的創新，加速提升進入WTO後台灣之產業競爭能量。10 

 

二、台灣技術交易市場資訊網 

台灣技術交易整合服務中心成立之目的，在於提供國內產業，特別是傳統及中小

企業，有關技術市場資訊、交易規範與鑑價服務等協助，該中心也建立「台灣技

術市場資訊網」（TWTM，Taiwan Technology Marketplace），透過該網站，以集

中管理之方式，將全國之專利與相關技術透過網際網路及實體媒合的定點技術交

易服務中心之方式，縮短交易流程，並加強技術供給者與需求者之互動，以促進

國內產業技術升級或轉型11。初期之技術來源主要來自經濟部科專計畫成果，如

工研院、生醫中心及生技中心等所分別提出光通訊、無線通訊、低溫共燒陶瓷、

ＴＰＵ導管製程及高分子醫用產品、生物晶片、高速發酵資源化微生物製劑、Ｄ

ＶＤ－Ｒ染料及光電用抗反射薄膜等八項具潛力的技術項目，即屬適例12。 

 

三、提供服務與運作模式 

（一）提供之服務 

TWTM 除了提供技術所有者與技術需求者一個網路形態之技術資訊交流中心，

使技術所有者與技術需求者可以利用網站搜尋其所需之市場、專利與技術交易等

                                                 
10 啟動台灣技術交易新紀元 ─「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機制發展計畫」，

http://idbpark.moeaidb.gov.tw/top/news/moeaidb-news/moeaidb-news-011025.asp。 
11 www.twtm.com.tw。 
12 http://ctnews.yam.com.tw/news/200110/26/196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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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外，另一方面，如同前述中國大陸之技術交易中心，也提供其他有助於促進

技術交易之服務： 

1. 技術交易咨詢服務 

提供技術交易雙方實體技術媒合、咨詢服務。 

2. 技術鑑價服務 

專業性技術交易鑑價模式與交易規範，協助技術雙方進行技術交易。 

3. 咨詢服務 

整合技術交易相關服務業體系，提供專業咨詢服務。 

 

（二）運作模式 

TWTM之運作模式，係當技術需求者或資金所有者與網站上搜尋或發現有興趣的

技術項目時，透過與 TWTM 的聯繫，技術整合服務中心會告知將技術所有人姓

名及聯絡方式，再進一步與技術所有人取得聯繫。而在與技術所有者聯繫時，

TWTM建議最好請對方提出所有權證明文件或授權文件，然後再進一步了解內容

及討論其他交易相關條件。在談判過程中，若有遇到交易相關課題需要解決時，

例如需要作專利分析、市場分析、技術鑑價或協助撰寫營運計畫書等時，則可尋

找在TWTM登錄之服務業會員協助，但委辦條件須由雙方自行處理，TWTM並

得補助不超過總需求費用一半之經費（有上限限制），以加速技術交易成交之機

會及時效。並且由於 TWTM 是由政府所推動成立，因此目前之服務並不收取費

用。上述的運作模式，可以下圖表示之： 

圖表 三 

       資料來源：台灣技術交易市場資訊網 

 

此外，TWTM 採行會員制，其會員享有優先參加技術交易人才培訓課程、免費

張貼技術或資金需求公告、參與技術成果說明會等權利，但會員須無欠稅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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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且承諾技術或專利項目無侵權疑慮。技術交易服務業會員負交易保密義務。 

服務中心則提供技轉法務、智權、技術行銷、政府輔導資源之諮詢服務並協助引

介創投及技術交易服務業會員，技術交易服務業會員須輪流從駐服務中心提供諮

詢服務，技術供方須確認技術資料正確性、合法性、完整性及無侵權疑慮。會員

須定期彙整技術交易成果資訊送交整合服務中心統計分析，並依統計分析結果檢

討改進運用機制、法規及措施。關於會員入會方式與權利義務，可圖示如下： 

圖表 四 

      
資料來源：台灣技術交易市場資訊網 

 
 
陸、對 TWTM的一些想法（代結論） 

以上對中國大陸各主要技術交易中心發展之現況與運作模式，及台灣技術交易整

合服務中心暨台灣技術交易市場資訊網之建置與發展，作一簡要之說明與介紹。

台灣技術交易中心目前屬起步階段，並且僅止於資訊交流平台。如何透過對外的

觀察，使技術交易中心能夠發揮更大的功能，並提供更多的誘因，使得技術所有

者、技術需求者或資金所有者樂於使用該機制，是筆者所欲思考的一個問題。換

言之，從使用者的角度來思考技術交易中心所可以發揮的功能與現有機制可以改

進的空間。而對 TWTM之運作，本文於結論部分想嘗試透過對證券交易市場的

觀察，從中抽離出一些可以供技術交易中心在未來發展上可以參考的資訊，希望

對我國技術交易中心之發展，能有一些幫助。 

一、證券交易市場所具有之公信力 

台灣目前的技術交易中心是由政府所成立之機構，如同證券交易市場一般，是由

政府所架構起來的一種機制。因此，技術交易中心在技術交易的過程中，應該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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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地可以讓使用者認為，透過該中心之交易，可以獲得保障，有其公信力，得

以吸引使用者使用技術交易中心來進行交易。這一點，證券交易市場的運作可以

提供技術交易中心發展上，一個可以思考的面向。 

 

二、集中交易 

目前 TWTM所提供之服務僅止於成立一個資訊流通的平台，但並沒有所謂的「集

中交易」，絕大部分之技術交易完成還是由雙方當事人自行磋商、談判與締結契

約，TWTM 介入的層面實其有限與不足，因此若是可以參考證券交易市場之集

中交易的特性，使技術交易中心能夠成為交易平台，而非僅止於資訊平台之功

能，如此可以促使技術交易中心在技術交易之過程中能有更大發揮之空間。 

 

三、上市上櫃規則與對從業人員的規範 

證券交易市場於法規範方面，除了證券交易法以外，並且有上市上櫃規則與對從

業人員之規範，我國技術交易中心所發展成如同證券交易市場般之集中交易市

集，則上市上櫃之規則與對從業人員之規範，值得技術交易中心參考與學習。就

法規範層面，也是技術交易中心目前發展上所較欠缺之一環。 

 

四、提供稅率優惠 

另外，若是於技術交易中心所完成之交易，政府能提供較低之稅率，降低企業之

交易成本，如此必定能吸引更多技術買賣或技術授權，透過技術交易中心來完

成，也就能更進一步建構集中交易市集。 

其實，證券交易市場採集中交易的目的，最主要降低交易成本與投資風險，技術

交易就某個層面而言，亦是如此。並且兩者均有資訊不對稱情形之存在，因此在

未來技術交易中心的發展與建置上，證券交易市場的運作、規範等等，或許能提

供技術交易中心一個可以參考的對象。當然，這方面的理論架構，還需要拓深與

加強，也成為未來建置完整的技術交易中心所要面臨的新課題。至於技術交易中

心建構的其他相關問題，則有待更進一步之探討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