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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的風險 

陳嘉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生 

 

壹、前言 

企業為進入及占領市場而致力於科技研發，因為科技研發是企業與其他競爭

者形成差異化的主要關鍵，科技研發是針對現實問題，研究找出最佳解決方案，

測試其可行性，並研究如何縮短製程、降低成本、增進品質、以及再發展出最適

合的商品化型態，以便把所創造的新科技產品,新科技製程,或新的服務，推入市

場，而謀取獲得最大收益。 

但是任何一項投資都相應的會帶有風險。越尖端的科技研發，越有突破性的

新科技研發，所必須投入研發資金越大,研發所需時間也越長，同時無法掌握(及

難以克服)的不確定因素也越多或越大，其結果所帶來的失敗風險也越高。譬如：

在醫藥科技方面，輝瑞藥廠（Pfizer）所研發的吸入式胰島素（商品名：Exubera），

由於市場銷售欠佳，不得不停止一切有關吸入式胰島素的研究，而原所投入的研

發資金28億美元就完全損失了（健康報,2007）。在運輸科技方面，上海磁懸浮運

營不到四年已累計虧損四十四億台幣、負債總額高達三百多億（大陸新聞中

心,2008），另外前朝扁政府花五億美元投資研發華揚史威靈新航機更是血本無

歸（王莫昀等,2008）。 

如何正視這種科技研發的風險，並進而積極減少與規避科技研發時所面臨錯

綜複雜的不確定性狀況，並預做妥善的系統分析(Systems Analysis research)及規劃

管理，以降低風險乃是科技研發時的首要任務。 

為了深入探討「科技研發的風險」，本文將從「風險的意義及分析」討論起，

然後討論「風險的管理(Risk Management)」，最後提出「科技研發風險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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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對科技教育學者，在從事「科技研發」之方法研究時，能具有參考的價值。 

 

貳、風險的意義及分析 

一、風險的定義 

段開齡（1981）則將風險定義為一定情況下之不確定性，則此不確定性係指： 

1.發生與否不確定。 

2.發生之時間不確定。 

3.發生之狀況不確定。 

4.發生之後果嚴重程度不確定。 

鄭燦堂（1995）認為風險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兩種： 

1. 風險就是事故發生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一定是負面的，亦有充滿希望的

一面。 

2. 風險就是不利事件發生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會造成損失的意外事件成為不

利事件，不利事件發生的機會越高，風險就越高。 

鄧家駒（1998）則將是風險界定為：風險乃是由於其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

而可能造成人身或者財務方面的、非預期的利益或損失。其所界定的風險基本上

為可衡量的風險，此類風險大小取決於兩個因素： 

1. 未來結果不確定性高低。 

2. 可能帶給人身或者財務損益與利弊之大小。 

二、風險之類型 

根據上述我們知道風險是指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但並非是具體科技研發影響

損失發生的原因，依照最常見風險分類，其分述如下： 

1. 純粹風險（pure risk）：係指「僅有發生損失，而無得利機會的風險」，例

如：汽車因碰撞而受到損失的風險，而保險所處理的風險，主要是純粹風險。 

2. 投機風險（speculative risk）：係指「損失、得利之機會同時兼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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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股票價格變動所產生的風險，若股價下跌則損失發生、但若股價上漲

則可能獲利。 

3. 靜態風險（static risk）：係指發生原因導致於自然界不正常的變動或人為錯

誤與不當所引起的風險，例如：地震、火災、車禍、颱風、水災等天災人禍。 

4. 動態風險（dynamic risk）：指政治、經濟、社會或科技因素使社會環境變遷，

因而產生的風險，非個人能力所能操控的，常與經濟及社會變動有密切關

係，例如生產技術之改進。 

5. 財產風險：指個人財產發生各種直接或間接損失的風險，例如：廠房遭遇火

災、設備與存貨等有形資產的損失，造成直接的損失，因廠房毀損而不能繼

續生產所導致的收入減少即為間接損失。 

6. 人身風險:科技研發的過程中，最可能遭遇到的人身風險，係指因員工傷殘、

疾病、辭職、退休以及死亡，對企業所造成損失的危險，這些危險不但影響

員工本身繼續生活的能力，也造成企業在科技研發經費在人力資源以及生產

力上額外的費用支出。 

7. 責任風險:指對他人的財產或身體造成損害時，依法對他人應負賠償責任。

例如企業責任風險則是指企業在生產以及行銷等經營過程中，對第三人造成

身體或財產上之損害，而使企業在法律上應負的民事賠償責任之風險。 

8. 政治風險：係指因有不可預期的政治事件而造成企業收益或獲利能力的可能

性，例如：徵收、內戰、國際戰爭、貿易限制等等，而一般的商業性保險業

者不予承保此類風險。 

9. 財務風險:財務風險，一般又可稱為金融危險、金融風險，係指企業在資金

融通過程中，因事先無法預測之不確定因素影響，導致經濟主體之實際收益

與預期收益發生偏差，而蒙受損失或獲得利益之可能性。 

10. 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則係指因流行的變更、消費者嗜好的改變、季節性循

環的價格變動而導致損失或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之風險，亦有論者稱市場風險

為價格風險（pric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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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產風險:當企業生產所用之物料來源缺乏或足夠、關鍵技術無法提升或適

時提升、或機器設備效能不足夠或足夠有效使用等因素而導致企業損失或獲

得利益之情況者，即屬於生產風險。 

12. 創新風險:所謂創新風險，指因新技術、新材料、新式樣、新商品等因素而

導致企業蒙受損失或獲得利益之可能性的風險。 

參、風險的管理 

在科技研發過程中，要能夠完全掌握產品的特性，必且能達到科技研發所預

期的預算、品質與目標，所以在執行科技研發前，必須要能有一套完善的計畫，

而其中最難掌握是無法提早發現潛在的風險，導致科技研發時遭遇挫折，所以在

科技研發前一套良好的風險管理是必須的，風險管理之建立，是開始於1931年美

國企業管理協會的保險部門首先提倡，1957 年美國保險管理協會才開始重視風

險管理的觀念，並成立教育委員會協助美國各大學推廣風險管理教育，到現在，

風險管理已成為當今世界風險的專有名詞。 

風險管理係指經濟個體如何整合運用有限資源（Resources）使風險所導致之

損失對個體之不利衝擊降至最低的一種管理過程（宋明哲，1998）。其內容可分

為風險辨認、風險衡量、風險處理、經濟評估與風險控制及風險稽核等五大項，

由於經濟評估與風險控制及風險稽核兩項目，與本文較無直接的關聯，因此，以

下僅針對前三項內容進行說明。 

一、風險辦認（Risk Identification） 

所謂「辨認風險」係指認識損失發生之可能性。認識損失發生之可能性是在

確認損失根源之所在、性質及範圍。同時亦包括確認導致損失之有效、積極及真

接之原因。前者謂之危險因素之辨認，後者則屬於危險事故之分析（宋明哲，

1998）。辨識風險必須有系統且持續進行，更需嚴格分類且恰如其分地評估其嚴

重程度（雷勝強，1999），風險辨識程序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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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風險辨識程序圖 

資料來源：（雷勝強，1999） 

 

因人們無法察覺風險的存在，因此，風險的確認在風險管理的程序中最為重

要。 

 

二、風險衡量（Risk Measurement） 

風險辨認後，下一個步驟即對風險作適當衡量。企業風險管理人員在認知企

業所面臨之各種風險後，應即對各種風險可能引起之損失加以衡量，以決定其相

對重要性，進而選擇適當風險管理工具（王志文，1998）。 

三、風險處理（Risk Treatment） 

風險管理的第三步驟為風險處理，風險處理有五種對策：風險規避(risk 

avoidance)、損失之預防(Loss Prevention)、損失抑制(Loss Reduction)、風險單位之

割離(Segregation)、風險轉移(Risk Transfer)（宋明哲，1998），各類風險對抗策略

整理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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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類風險對抗策略 

對策名稱 性質 適用情形 備 註 

規避 企圖使損失頻率

等於零之行動。 

損失頻率及幅度

均極高時。 

在特定範圍內有 

效，不但個別經濟

單位免除了風險

且整個社會亦可

免除。 

預防 降低損失頻率。 損失頻率高且損

失幅度低時。 

與規避不同。規避

有使損失頻率等

於零之企圖。 

抑制 縮小損失幅度。 損失幅度高且損

失頻率低時。 

有時與預防甚難

嚴格區分。 

割離 增加風險單位使

損失易於測度。 

原有風險單位極

少或失其原有功

能時。 

可分為分離及儲 

備。 

轉移 轉移法律責任予

非保險人之他人。

需要由非保險之

他人承擔某一行

動時。 

與風險理財型之

非保險轉移不同。

資料來源：（宋明哲，1998） 

 

肆、科技研發風險的對策 

在不同時空環境背景下，科技研發的進行，常常會遭遇到許多不同型態的資

源、法規和技術能力以及技術經驗的限制，而在科技研發的進行過程中，應該對

其科技研發的風險進行相當的規劃，透過良好的風險管理可以有效且適當地進行

資源分配以及配置，降低潛在研發的風險，使科技研發如期進行，以達到其原有

的目標，當我們考慮環境中許多不確定因素對科技研發的干擾，則科技研發的風

險管理的安排與執行將會變得非常複雜。為了能掌握科技研發的進度，必須考量

科技研發的不確定因素發生機率與風險產生後造成對科技研發的衝擊程度，可見

在科技研發時風險管理之重要性。以下本文提出科技研發時對抗風險應有之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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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在科技研發上應以替代性較低的產品作為研發的目標 

由於科技研發的速度相當的快速，往往一項科技產品的問世到沒落時間相當

短暫，而導致企業在科技研發所投入的資金，遠遠的超過其利益，造成企業相當

大的金錢損失，例如DRAM，有較常電腦使用經歷的人都大概知道DRAM規格和

容量是一直在變由於新替代產品推陳出新 價格也是長期看跌的趨勢，甚至有可

能在幾年後DRAM已經完全消失，或者甚至被整合在主機板或其他綜合晶片上，

並不像稻米、茶葉的自然產物的被替代性較低，所以企業在科技研發上應以替代

性較低的產品作為研發的目標，以減少金錢損失的風險。 

2. 科技研發時應當以訂定長遠的目標,並促進成果的落實應用 

在科技研發時應當以訂定長遠的目標,並促進成果的落實應用,以減少科技研

發的損失，舉例來說在民國86年國內爆發豬口蹄疫疫情，估計整體損失超過新台

幣1,700億元以上，在動植物防檢疫科技研發馬上以控制口蹄疫疫情作為長遠的

目標，經歷七年科技研發相關監測、防疫評估等技術，單獨或是同時使用混合口

蹄疫疫苗與豬瘟疫苗，使我國自92年5月起成為「使用疫苗之口蹄疫非疫國」，估

計每年約減少新台幣6千8百萬元成本支出。 

3. 企業進行科技研發時，應進行多方面的投資 

科技研發時所投入的金錢是一筆相當大的預算，不見得在科技研發成功以後

可以回本，甚至是獲得收益，所以企業進行科技研發時，應進行多方面的投資，

不要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造成風險的提高，像是相當成功的企業台塑

集團，就把這一點做到相當的透徹，台塑集團本身的轉投資事業眾多，且採用多

角化經營的方式，以規避風險。 

4. 科技研發時可以適時的將風險轉移給第三者 

在科技研發過程中的風險相當高，而適時將風險轉移或分擔給第三者，典型

做法是外包，由於接受外包的企業在相關事務上有專長，能讓風險發生的機率大

為降低，企業也可集中精力處理其他風險，透過這樣適時的風險轉移，可以大大

的將科技研發的風險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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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綜合以上之論述，我們知道科技研發跟風險是密不可分的，科技的研發應該

進行適當的控制，才能避免其所可能發生的風險及災害，如果企業在進行科技研

發時可以夠審慎的評估風險，做好風險的管理，以及建立一套良好的對抗風險策

略，就較能因應科技之風險衝擊，當面對複雜的科技研發風險時，也較能明智的

做決策而降低風險。 

而在調查顯示科技企業在進行研發時在設計責任、研發設備損失、以及關鍵

技術人員的健康，意外傷害等保險產品方面有比較大的需求，如果這些商業性的

保險業者，能夠提供更完整的科技研發時的保險產品，如此一來我國在科技研發

的過程也會因此比較無後顧之憂，我國的科技研發也可能更因此而凌駕於別國之

上，成為更高科技的國家，使我國能變得更加經濟繁榮，希望以及期盼能看到這

一天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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