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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以智慧財產權為主的無形資產已成為衡量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智

慧財產權中的專利權更是現代企業實踐創新能力與維持競爭優勢的手段。近年來，產業界對於專利策

略的運用越顯積極，從高科技產業的專利侵權訴訟層出不窮可看出，專利戰已是現代商戰中的最主要

戰場。透過專利分析暸解技術現況，掌握技術研發趨勢是企業制定發展策略的重要參考依據；然而，

回顧過去的文獻卻發現，專利分析大多著重在高科技產業上，對於全球市佔率高達八成的台灣高爾夫

球具產業，卻鮮少見到具有完整性的研究發表。 

因此，本研究即是以專利分析的方式，探討台灣高爾夫球具產業的技術發展現況，透過專利管理

圖及專利技術圖來掌握產業技術發展趨勢。研究結果顯示，近十年獲准的高爾夫球具發明專利主要集

中在球具結構及製造技術兩個技術分類上，並且以提升品質、提高操控性及提高強度為前三大主要功

效。從台灣發明專利產出現況來看，本產業的技術生命週期已處於衰退期；因此，建議國內業者可以

朝向提升音感、打感、附加價值等幾個目前較少被著墨有關於產品功效的區塊尋找利基點，在等待產

業復甦前的黑夜，即早進行專利佈局建立市場區隔，藉此確保企業競爭優勢以取得未來領先地位。 

關鍵字：技術發展趨勢、高爾夫球具、專利分析、專利地圖 

ABSTRACT 
Along with knowledge economy era approaching, the intangible assets based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come the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and patent right has been the 
method which the modern companies use to practice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applications of patent strategies recently are more constructive in the industry. We can observe that patent 
controversy has been a major battlefield of commercial war from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s which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in high-tech industry. Using patent analysis which could help the enterprises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situation and hold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the important referable base of making 
strategies. However, it’s found by reviewing the past references that patent analysis mostly focus on high-tech 
industry, but there are rarely complete researches on domestic gol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have 80% 
global market share rate.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patent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domestic gol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holds the trend by analyzing the patent management charts and technical charts.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in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golf club 
structure”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 over the last decade, and the top three main effectiveness are 
“improve quality”, “controlling promotion” and “advance strength”. The status of invention patent output 
shows that this industry enters the decline stage of the industrial tech life cycle in Taiwan. We suggest that 
domestic manufacturers could work their niche in the product effects, such as “improve tone or swing” and 
“value-added” and setting up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n overall patent arrangement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act as a leade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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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高爾夫球具產業是台灣產業發展過程最重要

的外銷產業之一，台灣的高爾夫球具產業歷經了

三十年的發展已形成一個上下游完整的製造體

系，近四年，高爾夫球運動相關用品出口值約為

新台幣 100~130 億之間，其中，又以高爾夫球桿

頭為最大宗，佔總出口值約 70~80%之間，若以

目前全球高爾夫球運動人口約 5,000 萬人來計

算，國內高爾夫球頭包括海外市場之產能（主要

以中國大陸為主）在全球市佔率高達 80%，仍位

居全球領導地位。台灣高爾夫球具產業雖然開發

能力與製造技術均已達世界一流水準，但仍以球

頭及碳纖維製球桿為主，並多屬為國外著名品牌

之廠商作 OEM 或 ODM 的代工生產，大都採承

接代工訂單為主，而最大市場是美國，其次為日

本。隨著產業外移及生產人力成本漸高的影響，

台灣的高爾夫球具產業已將後段的加工、磨光及

美工等後段製程移往大陸或越南生產，而接單、

研發、開模、打樣則根留台灣（曾婉如，2009）。 

然而，隨著近幾年大陸的高爾夫球具製造業

者崛起，已有不少品牌業者因大陸人力資本便宜

而轉單至大陸，使得台灣高爾夫球具製造業者的

家數銳減，已從十多年前的百餘家逐漸整合成十

家左右，桿頭代工四大天王「明安」、「復盛」、「大

田」、「鉅明」雖然仍維持產業領導者的角色，但

是面臨環境改變及對岸競爭對手的衝擊下，若想

讓成長趨緩的台灣高爾夫球具產業持續邁向另一

個光輝十年，參考現今高科技產業透過研發創新

保有領先技術並提前申請專利進行佈局的商業策

略，利用專利所賦予「排他性」的法律保障來創

造競爭優勢，藉此阻隔競爭者進入市場或提高進

入障礙，應是目前台灣高爾夫球具產業所必須重

視的關鍵課題。 

本研究即是以專利分析的觀點，從現有公告

的發明專利資料中，解析台灣高爾夫球產業的佈

局現況與技術發展趨勢，其能使本技術領域之研

發人員迅速的掌握相關專利資訊，作為訂定研發

策略與進行專利佈局的參考依據。 

2.文獻探討 

2.1. 台灣高爾夫球具產業 
台灣第一家球頭廠商是源起於民國 60 年代

成立在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的大宇精密，大宇早

年靠著日本的 OEM 訂單，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

高爾夫球代工廠商（安芷嫻，2008）。高爾夫球具

三主件分別為球頭、桿身及握把，請參照表 1 所

示，球頭係屬精密鑄造業、球桿屬於鋼鐵或碳纖

業，握把屬於橡膠業…等，其中球頭因為製造技

術複雜，係屬於球具中最具附加價值的產品，球

頭大致可分為木桿頭、鐵頭及推桿三類。

表 1：高爾夫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列表 

上游產業 鋼鐵冶煉業、金屬製造業、碳纖維製造業 
（包含各材料之供應商） 

中游產業 高爾夫球頭、球桿、球具製造業 
（包含各種不同的生產製程領域，如精密鑄造、鍛造、射出成型、複合材成

型、加工、研磨、塗裝、組立、製桿…等） 
下游產業 高爾夫球用品大廠 

如：Bridgestone、Callaway、Cleveland、Cobra(PUMA)、Dunlop、Golf Planner、
Honma、Kasco、Macgregor、Maruman、Mizuno、Nike、Ping、S-Yard、Taylor 
Made、Titleist、Touredge、Tsuruya、Wilson、Yokohama…等。 

資料來源：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民國 70 年代之後，大宇開始逐漸開枝散葉，

民國 88 年到 93 年算是台灣在高爾夫球頭製造大

幅成長的時期。在全盛時期，光是高雄地區就有

1 百多家高爾夫球具製造廠，但是後來隨著產能

過剩及大環境的不景氣，僅剩約 7 到 8 家廠商存

活，目前台灣的高爾夫球具的領導製造廠商是以

「復盛」、「明安」、「大田」及「鉅明」為主，彼

此扮演著競爭又相互砥礪成長的角色（安芷嫻，

2008）。 

雖然台灣的高爾夫球具產業發展已有一段時

間，但真正的大起飛則是從 2000 年開始。當時美

國前三大的高球品牌，在降低成本擴大市場佔有

率的考量下，紛紛將高階訂單由墨西哥移轉到台

灣來，包括 CALLAWAY、Taylor Made、COBRA、
TITLEIST、NIKE、Cleveland 等美系大品牌，均

已在台下單生產，連原本訴求量身打造，只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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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生產的 Ping，從 2004 年起也開始在台灣下單

了（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2004）。根據外貿協會

的統計，現今台灣在高爾夫球頭的製造方面，無

論是產值或者產量都是世界第一，佔有八成的全

球市佔率，諸如 Tiger Woods 等世界知名球星，

手中使用的球具大多數都是「Made in Taiwan」（安

芷嫻，2008）。 

2.2. 專利權概述 
專利權係指政府給予申請人在一定期間享有

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之要約、

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或該方法

直接製成物品之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2） 

2.2.1. 專利檢索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統計報導，研發人

員若能善用專利資訊，將可減少約 60%的技術研

發時間與 40%的研發經費。根據歐洲專利局

（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的報導，技術資

訊有 80%刊載於專利文獻中但是卻沒有在其他地

方被揭露，而全球每年約有一百萬篇專利被公

開，其中約二十萬篇在歐洲。儘管每年都有大量

的專利文獻被公開，但是仍有許多歐洲企業因為

未善用專利文獻造成重複研發、產品重覆產出的

現象發生，更造成了歐洲產業界每年約二百億美

金的浪費。專利文獻屬於公開資訊，具有容易取

得的特性，且又可顯示法律所賦予之專屬權利範

圍，因此欲得知各領域相關技術的發展狀況，專

利檢索可說是最具效益之途徑（陳達仁與黃慕

萱，2004）。利用專利檢索監控對手專利，了解競

爭對手的技術水準（賴榮哲，2002）。由此充分說

明了專利文獻的檢索與分析對企業研發佈局工作

至為重要，完善而精確的專利檢索與分析可達到

以下目標：1.協助企業管理內部流程；2.規劃研發

項目加強技術商品化；3.提升企業技術競爭力；

4.評估與預測技術發展；5.尋找授權、移轉或技術

聯盟對象（陳達仁，2007）。專利檢索在於確認檢

索目的、界定檢索範圍、善用檢索工具，客觀的

採用檢索方法，以呈現檢索結果（周延鵬，2006）。 

2.2.2. 專利分析 
專利分析可視為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研究，其

工作在於透過專利檢索，辨識特定技術內容與該

項技術專利之擁有者。其工作要求不外乎完整與

精確。所謂完整，意指必須提供足夠之資訊，以

免遺漏；所謂精確，意指必須篩選資訊，以避免

泛濫（賴榮哲，2002）。專利分析，日本人稱之為

專利地圖（Patent Map），主要係針對特定之技術

特徵或技術主題，採取系統化之方法，進行專利

檢索後之彙整、分析，最後產出具有關聯性資訊

圖表，進而讓研發人員可如同閱讀地圖般，透過

清晰簡單的圖表即可瞭解包含技術分布概況、發

展趨勢及技術功效分析等關鍵資訊內涵（陳達

仁，2007）。專利分析是利用統計方法將取自於專

利說明書和專利公報的大量零散的資訊，進行分

析、處理或組織後形成對大局現況有效的情報與

預測，可提供企業在技術、產品和服務發展上的

決策參考（Wu, F., 2010）。 

專利分析可分為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兩種。

定量分析又稱統計分析，即對專利文獻的外部特

徵（專利文獻的各種著錄項目）按照一定的指標

項目（如申請日期、申請人、分類類別、申請國

家、專利數量等）進行統計，然後將這些專利文

獻按有關指標如專利數量、同族專利數量、專利

引文數量等來進行統計分析，並從技術和經濟的

角度對有關統計數據的變化進行解釋，以取得動

態發展趨勢方面的情報。定性分析也稱技術分

析，是以專利說明書、權利要求、圖式等技術內

容為對象或專利的質來識別專利，按技術特徵歸

併有關專利，使之有序化的分析過程。一般用來

獲得技術動向、企業動向、特定權利狀況等方面

的情報。通常情況下，在進行專利分析時，需要

將二者結合才能達到較好的效果。（黨倩娜，2005） 

2.2.3. 專利地圖 
專利地圖的概念源自日本，國內最早是由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大力提倡，簡單的說，它

是把專利資訊予以地圖化，也就是以一種系統化

的方式整理專利資料，以地圖性視覺化的效果展

現其結果，讓我們可以一目了然的掌握專利資訊

（魯明德，2010）。專利地圖即為針對既定之技術

課題及特徵，採取系統化方法進行專利資料檢索

彙整分析，所產生具有關連性資訊之圖表（賴榮

哲，2002）。專利地圖的功用為整理專利權相關資

訊，發現技術進程上的盲點，掌握技術動向，瞭

解企業與其他企業間的技術差異性，發現其他企

業研究策略（謝明華，1996）。 

專利地圖係指將一次、二次、三次等專利資

訊，及各種與專利相關之資料訊息，以統計分析

之方法，加以縝密及精細之剖析整理製成各種可

分析、解讀之圖表訊息；其中，一次資訊是指將

專利說明書及圖式，原本的複製其內容者；二次

資訊是將一次資訊加工，依說明書歸納、摘錄，

或利用申請人、發明人等專例分類等書目事項，

或為目錄化的文件者；三次資訊則是將一次、二

次資訊就某一項目予以綜合整理出管理圖或技術

圖，成為專利資訊解析文件。（黨倩娜，2005；王

偉宇，2009）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四期  101.09 

 86 

專利地圖一般包括專利管理圖（Management 
Charts）及專利技術圖（Technical Charts），其中：

(1)專利管理圖（Management Charts）：主要顯示

了技術的發展趨勢，進行競爭企業的實力剖析和

動向預測，用以提供管理階層訂定管理決策之參

考。其圖表種類包括歷年專利動向圖、各國專利

件數比例圖、競爭專利權人分析圖、公司專利平

均年齡圖、公司專利件數分佈圖、公司專利件數

消長圖、發明人專利件數分佈圖等。(2)專利技術

圖（Technical Charts）：鎖定某項技術或公司進行

地毯式搜索，主要顯示技術演變、擴散狀況、研

發策略、迴避設計、挖洞技術的可行性。其圖表

種類包括國際分類分析圖、技術生命週期圖、專

利技術功效矩陣圖、專利技術分佈圖、專利技術

領域累計圖、專利多種觀點解析圖等。（車慧中，

2012；黨倩娜，2005）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高爾夫球具」做為研究標的，

透過設定 IPC 國際分類號、關鍵字及指定時間區

間等專利檢索條件，搜尋中華民國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TIPO）

建置的專利資訊檢索系統，將檢索取得的初始專

利資料，透過專利分析工具「PatentGuider」建構

成專利管理圖，接著從專利管理圖中篩選出具有

代表性的專利文獻，以人工閱讀的方式進行分

類，再運用專利分析工具「PatentTech」將其繪製

成專利技術圖，藉以掌握產業的發展趨勢，俾利

產業做為未來專利佈局決策時的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方式分為下列三種： 

(1)文獻探討：廣泛的蒐集專利法及產業的

相關資料及文獻，透過整理、閱讀及回顧

對專利檢索、專利分析、產業演進及產業

技術特徵進行全盤性的研究及理解。 

(2)定量分析：即是指專利管理圖分析，係

按照專利文獻上固有的項目如申請日

期、國際分類號等外部特徵，透過檢索取

得相關專利文獻，然後將這些專利文獻依

照專利數量、國家別、公司別等相關指標

進行統計分析，並對統計數據的變化進行

解釋，以取得發展趨勢方面的情報。 

(3)技術分析：即是指專利技術圖分析，是

以專利說明書、權利要求、圖式等技術內

容為對象或專利的”質”來識別專利，並依

照技術特徵歸併有關專利使其有序化，繪

製成專利技術圖，以獲得技術的發展狀

況、發展趨勢與企業動向等方面的情報。 

4.高爾夫球具產業技術發展實證分析 

4.1. 檢索條件 
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揭露的國際專利

分類（2011.01 版）內容顯示（如表 2），「高爾夫

球具」是被分類於「A 部-人類生活必需」，主類

類號為「A63 運動；遊戲；娛樂活動」，次類類號

為「A63B 體育鍛鍊、體操、游泳、爬山或擊劍

用之器械；球類；運動設備」；因此，本研究所設

定的檢索範圍為，國際專利分類中的主目

「A63B53/00 高爾夫球桿」，其次目包含有「53/02
桿頭與桿身間之接合結構；53/04 桿頭；53/06 可

調節者；53/08 具有用於獲得不同衝擊力之特殊結

構；53/10 非金屬桿身；53/12 金屬桿身；53/14
球桿之把手；53/16 可調節者」。至於下列兩項主

目「A63B55/00 高爾夫球桿袋；玩高爾夫球時之

球桿支架」與「A63B57/00 高爾夫遊戲設備；如

高爾夫球洞，高爾夫發球時用之球座」以及高爾

夫球歸屬的主目「A63B37/00 實芯球；大理石

球」，則排除於本研究之篩選範圍外。

表 2：高爾夫球具台灣專利所屬國際專利分類 

國際專利分類 內容 是否採用 
A63B53 高爾夫球桿 

53/02 桿頭與桿身間之接合結構；53/04 桿頭；53/06 可調節

者；53/08 具有用於獲得不同衝擊力之特殊結構；53/10 非

金屬桿身；53/12 金屬桿身；53/14 球桿之把手；53/16 可調

節者 

是 

A63B55 高爾夫球桿袋；玩高爾夫球時之球桿支 否 
A63B57 高爾夫遊戲設備；如高爾夫球洞，高爾夫發球時用之球座 否 
A63B37 實芯球；大理石球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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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國際專利分類「A63B53/」及關鍵字

「高爾夫」進行檢索，檢索日期為「公告日至 2012
年 3 月 1 日止」，得到已核准的發明專利件數為

413 件，經由專利分析工具「PatentGuider」進行

專利件數分析顯示如圖 1 所示，經過檢視發現，

在 1993 年之前，無論是申請件數或公告件數都只

有個位數／年，1994 年申請件數突破十位數，但

公告件數卻掛零，到了 1995 之後才逐步攀升；有

鑒於發明專利權年限為申請日起算 20 年止，超過

專利權止日即被視為公開技術，且發明專利審查

期間約需要 3 至 4 年，因此，為了提高分析的效

率，本研究排除公告日在 1994 年之前的專利案，

將檢索結果透過人工檢閱後，篩除非屬球桿之專

利，最終得到 385 件發明專利，為本研究製作專

利管理圖的初始樣本，詳細檢索條件設定如表 3
所示，

 
圖 1：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具歷年專利件數分析（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本研究整理） 

表 3：檢索條件設定表 

檢索資料庫 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檢索日期 公告日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

日止 
IPC 國際專利分類號 「A63B53/」 
關鍵字（不限欄位） 高爾夫 
檢索語法 ID=19950301:20120301 AND ((A63B053)@IC 

and 高爾夫) AND (IX=CI) AND (IX=AG) 
人工篩選 排除非屬球桿之專利案 
最後得到發明專利件數 385 件發明專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專利管理圖分析 
4.2.1. 專利件數分析 

依照圖 2 所顯示之近 20 年專利件數趨勢分

析，可看出我國高爾夫球具發明專利在 2000 年以

前的年申請量都在 20 件以下，從 2001 年起才逐

步攀升，2004 至 2005 年達到高峰後又逐年下降，

2007 年落回 13 件，到 2008 年僅剩 2 件。以核准

件數來看，從 2009 年到 2011 年的發明專利年核

准件數衰減為 10 件上下，已回落至 10 餘年前的

水平；其可能原因有二，一是申請案仍在審查中

尚未核准，另一則是技術發展遇到瓶頸或進入技

術衰退期。對照時勢可發現，2008 年發生的國際

金融風暴對我國高爾夫球具產業的技術發展應造

成相當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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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具近 20 年專利件數趨勢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具近 20 年技術生命週期分析-申請權人（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圖 3 技術生命週期分析，可看出專利件數

與申請權人成正比，值得一提的是，2004 年與

2005 年這兩年的專利件數／申請權人比相對於

其他年份大幅度的提昇，為 20 年來的高峰期，但

其後數年的比值又銳減至平均值；進一步檢視發

現，在 2004 年及 2005 年兩年間取得專利權之專

利案件，其申請日大多是在 2001 年至 2004 年之

間申請，以申請日及公告日的週期來看，可推測

高爾夫球具發明專利的平均審查期間約為 2 至 3
年左右。 

此外，將圖 3 與圖 4 專利技術生命週期圖相

互比對後發現，以高爾夫球具產業的台灣發明專

利獲准現況來看，專利件數及專利權人數呈現逐

年下滑的情形，顯示目前本產業已處於第(4)及第

(5)階段之間，已落入技術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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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階段 萌芽期 廠商投入意願低，專利申請件數與專利權人數皆少。 
第(2)階段 成長期 產業技術有突破廠商對於市場價值有了認知，競相投入發

展，專利申請量與專利權人數急遽上升。 
第(3)階段 成熟期 廠商投資於研發的資源不再擴張，只剩少數繼續發展此一類

技術。 
第(4)、(5)階段 衰退期 產業技術研發遇到瓶頸難以突破或此類產業已過於成熟。 

 

圖 4：專利技術生命週期圖（資料來源：許博爾等，2005；黃毓瑩，2009） 

4.2.2. 國家別分析 
表 4 顯示在我國申請高爾夫球具發明專利的

國家有台灣、日本、美國、百慕達、南韓及瑞典

六個國家，可看出各國獲准的專利件數具有相當

明顯的差距。本技術領域的專利主要掌握在我

國、日本及美國手中，其比率分別為 68.6%、16.9%
及 13.6%，至於百慕達、南韓、瑞典三國加起來

僅佔不到 1%的比率。接著，進一步將各國專利

數除以專利權人數取得平均件數，仍以我國的平

均件數最高，平均每位專利權人取得 3.88 件，其

次則為日本的 2.17 件及美國的 1.93 件，這表示我

國在本技術領域的專利權人相對於日本及美國來

的集中，這部份在後續的公司別分析可得到更清

晰的解讀。

表 4：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具各國專利數及專利權人數統計表 

國家 專利數(％)(A) 專利權人數(％)(B) 平均件數(A/B) 
台灣（TW） 264（68.6%） 68（53.1%） 3.88 
日本（JP） 65（16.9%） 30（23.4%） 2.17 
美國（US） 52（13.6%） 27（21.1%） 1.93 

百慕達（BM） 2 1 2 
南韓（KR） 1 1 1 
瑞典（SE） 1 1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圖 5 顯示的各國專利件數歷年趨勢分析

（公告日）來看，台灣在 2004 年至 2007 年的專

利件數相對於其他年份大幅的增加，但是在 2004
年 49 件及 2005 年 52 件達到最高峰值之後，專利

獲准量就逐年的下滑，2011 年甚至只有取得 3
件，這對於本產業的技術發展是一則警訊。而日

本及美國因年獲准量多為個位數，所以趨勢線較

為平緩，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與美國在 2006
年以後的年平均專利件數均衰退至 3 件以下，此

數值相對於 2005 年以前有相當幅度的下滑，扣除

掉約 2 至 3 年的審查期可發現，日本及美國大約

在 2003 年之後，於我國高爾夫球具技術領域的專

利佈局步調就已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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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具各國國家件數趨勢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3. 公司別分析 
表 5 為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具前十大專利權人

統計表，由表 5 可得知，在我國取得高爾夫球具

發明專利的前十大主要申請人，其中以明安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49 件專利最多，發明人數

高達 64 人，相較於其他主要申請人有二至三倍之

差距，顯示出明安公司在高爾夫球具技術研發上

具有相當強的企圖心及競爭潛力，在 17 年間有 9
年有專利產出，平均專利年齡係指各專利權年齡

總合除以專利件數，由於發明專利的有效期限是

從申請日起算二十年，明安的專利年齡 7 年，這

表示其仍享有相當長的技術優勢，在本技術領域

中深具產業威脅性。 

而位居二、三名的復盛股份有限公司與楠盛

股份有限公司係屬母、子公司，分別取得 46 件及

37 件專利，其中有 1 件為共同申請，復盛股份有

限公司的發明人數為 29 人，楠盛股份有限公司則

為 15 人，這代表出復盛公司與楠盛公司對技術投

入的人力較明安公司少，但若將專利件數除以發

明人數得到「平均每人專利數」，可發現其數值分

別為明安 0.77、復盛 1.57、楠盛 2.47，這反映楠

盛與復盛的發明人研發技術的產出率較高，反觀

明安公司擁有較龐大的研發團隊，但投入產出效

率卻比較低。 

第四名是取得 17 件專利的克力威高爾夫公

司（Callaway Golf，中譯亦稱：卡拉威），克力威

公司是創立於 1982 年的美商，是目前世界最大的

高爾夫球品牌及球具製造商，其雖然在 17 年間有

8 年有專利產出，但由於克力威公司在十大主要

申請人中的平均專利年齡最長，經由活動年期表

的分佈期間可得知，從 2005 年之後，克力威公司

就未再取得任何台灣發明專利，這表示克立威公

司在我國高爾夫球具領域的專利技術並不具有獨

占性的優勢。 

第五名的美津濃股份有限公司及第八名的山

葉股份有限公司都是知名的日商，雖然美津濃的

平均活動年期有 5 年有產出專利，山葉公司則有

8 年有產出專利，但其平均專利年齡卻分別高達 9
年及 10 年，進一步檢視後發現，其在近幾年的專

利產出都相對往年降低，甚至連續數年件數掛

零，這顯示前述三家美、日廠商對台灣專利的技

術研發投資變得消極，可能受投資或行銷策略的

影響，變得較不重視台灣市場，進而使得專利活

躍性與產業威脅性都降低。 

此外，台灣知名高爾夫製造廠，在前面有提

到四大天王之一的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

發明專利件數位居第七名；然而，由於第六、第

九及第十名都是以個人名義申請，因此進一步檢

索後發現，位居第六名的陳晴祺乃是寶豐精密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其股票雖然尚未上市

櫃，但根據今週刊的報導（陳翊中，2006）：「寶

豐以研發各項複合材料見長，近幾年每年以三至

四成的速度成長，躥起的速度非常快，是高爾夫

球頭界不可忽視的後起之秀。高爾夫球業界流傳

一句話，「有任何疑難雜症，找寶豐就對了！」這

句話說明了寶豐的研發實力，美國第一大廠

Callaway，日本第一大廠 Dunlop 都是它的客戶，

像目前最頂級、一支要價新台幣兩萬多元的

Dunlop XX10 球道木桿，就是由寶豐所生產。」。

而依照發明專利件數排名、平均專利年齡及活動

年期的分佈高居第一的數據來看，寶豐的研發實

力的確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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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及第十名的李孔文及曾文正，其專利件

數、平均專利年齡及活動年期完全相同，經檢視

後發現該 15 件專利乃是共同申請之共有專利，所

以才會有數據相同的情形。

表 5：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具前十大專利權人統計表 

申請權人 專利件數 發明人數 平均專利年齡 活動年期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9 64 7 9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46 29 7 9 
楠盛股份有限公司 37 15 7 6 
克力威高爾夫公司 17 37 11 8 
美津濃股份有限公司 16 30 9 5 
陳晴祺 27 1 10 11 
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6 6 9 
山葉股份有限公司 10 14 10 8 
李孔文 15 2 7 3 
曾文正 15 2 7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專利技術圖分析 
4.3.1 專利技術圖專利樣本檢索 

本研究所繪製的專利技術圖是以專利技術功

效矩陣圖為主，專利技術功效矩陣圖是一種對專

利技術內容進行深層次分析的有效方法，透過逐

一閱讀專利說明書後，將每篇專利歸納入技術手

段和功能效果分類中，形成二維矩陣圖，以實現

專利的重新分類。而藉由專利技術功效圖的分

析，可一目了然的掌握技術聚焦點（專利雷區）

和專利空白區的分佈情況，進而協助企業瞭解技

術現狀及競爭者的佈局，對於企業在規避專利壁

壘、制訂技術發展策略及專利佈局上都具有重要

的指引意義。 

本研究在專利技術圖部份，係針對台灣近二

十年的 385 件發明專利中，挑選出具代表性的重

要專利。而為了使分析與預測具有參考價值，本

研究選擇了專利獲准量達到 65 件最高峰值的

2004 年作為採樣的起點，以台灣前十大專利權人

從 20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 日止這段

期間內合計取得的 171 件台灣發明專利作為專利

技術圖的專利樣本。 

4.3.2. 高爾夫球具專利技術功效分類 
本研究係以文獻探討的方式暸解產業技術，

閱讀的文獻包括有台灣高爾夫球具產業四大天

王：復盛、明安、大田、鉅明四家公司的年報以

及前述檢索取得的重要專利樣本。請參照表 6 及

表 7 所示，本研究根據年報及重要專利樣本所揭

露的研發重點及技術方法，將高爾夫球具的主要

技術分為「材料技術」及「製程技術」兩種，「材

料技術」進一步可區分為金屬材料及非金屬材料

兩種；「製程技術」進一步可區分為球頭形狀、球

頭結構、配重設計、模具結構、製造技術、接合

技術及表面處理七種；並依據年報中提及之研發

計畫與重要專利樣本所揭露的功效，將高爾夫球

具的功效分為「提高強度」、「提升品質」、「降低

成本」、「提升擊球距離」、「輕量化」、「提高操縱

性」、「提升打感」、「提高音感」及「提高附加價

值」等九項。

表 6：高爾夫球具技術分類表 

技術分類 說  明 
第一階 第二階  

材料技術 
金屬材料 不鏽鋼系、鈦合金系、高比重金屬如鎢鎳鐵合金及

輕量金屬如鋁鎂合金等 
非金屬材料 如碳纖維等高分子材料及減震用的矽膠、塑膠等 

製程技術 
球頭形狀 如符合空氣動力學、流體力學的球頭設計。 

球具結構 包含擊球面板、角度、重心、吸震等球頭或球桿構

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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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重設計 包含配重件及配重調整方式等。 
模具結構 以模具技術為主。 
製造技術 包括有鍛造、鑄造及熱處理等前段製程技術。 
接合技術 包括焊接技術及異材質接合技術等。 

表面處理 包括雕刻、研磨、烤漆、電鍍、蝕刻技術等後段製

程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高爾夫球具功效分類表 

功效分類 說  明 
提高強度 維持結構強度，減緩金屬疲勞的問題，延長使用壽命。 
提升品質 使產品維持良好的品質、可靠度及製程良率等。 
降低成本 運用提高良率、改善製程等方式降低製造成本。 

提升擊球距離 增加使用者揮桿後，球的飛行距離。 
輕量化 增加桿頭體積或打擊甜蜜區的範圍。 

提高操控性 提高易打性、操縱穩定性與擊球一致性，減少不必要的旋轉

等。 

提升打感 如具有吸震或減震效果，回饋給使用者舒適的握持或擊球

感。 
提高音感 擊球時打擊面與球接觸產生的清脆共鳴聲響。 

提高附加價值 
如可調整重量、可換桿或可調整角度等多功能價直，以及球

具外觀美感、質感等觀賞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3. 專利技術功效矩陣圖分析 
逐件的閱讀及分析 171 件專利樣本，並依照

前述技術與功效分類進行統計繪製成為如表 8 之

中華民國技術功效矩陣圖；由於同一件專利可能

同時採用不同技術並產生多重功效，所以在製作

專利技術功效矩陣圖時，每一件專利可能不只一

次的出現在同一橫軸（功效）或是縱軸（技術）

上。 

參照表 8 分析結果所示，表內兩種數字，前

面數字代表的是公告年期，後面括弧內數字代表

的則是專利件數；以左邊第一個欄位為例說明，

該欄位表示在材料技術領域以金屬材料技術達到

提高強度功效的專利從2004年至今有3個年期合

計獲准 9 件發明專利。 

從表中可看出，本產業的主要技術聚集區塊

集中在「球具結構」及「製造技術」兩部分，球

具結構係指球頭的擊球面板、低重心、吸震等構

造創新或改良為主，其目的主要為了達到「提高

操控性」、「提高品質」及「提高強度」這幾項功

效，如表內上排粗框標示的三個區塊，其中，提

高操控性佔了 41 件涵蓋了 6 個公告年期，提高品

質有 30 件 6 個公告年期，提高強度則有 22 件 6
個公告年期。 

至於在製造技術部分，製造技術包括有鍛

造、鑄造及熱處理等前段製程技術，其達成功效

以提升品質佔了 39 件 6 個公告年期最為集中，表

內的四個粗框區塊明顯形成專利地雷區，這也顯

示這些區塊乃是本產業最重視的技術研發重點；

由於其已核准的專利件數眾多，因此國內業者在

投入研發前必須先解析該些專利技術，可依據專

利侵權鑑定及專利迴避設計來了解並突破競爭對

手的專利申請範圍，以免侵犯他人之專利權；倘

若難以進行專利迴避，則可思考是否能從其他的

技術手段來達到同等功效，或是直接與掌握關鍵

技術的專利權人進行專利技術授權，亦為提昇研

發效能及技術水平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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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中華民國技術功效矩陣圖 

         功效 
  技術 

提高 
強度 

提升 
品質 

降低 
成本 

提升擊球 
距離 輕量化 提高 

操控性 
提升 
打感 

提高 
音感 

提高附加 
價值 

材料

技術 

金屬材料 ● ● ● ● ● ● ● 
 

● 

3 (9) 3 (5) 3 (3) 2 (5) 4 (4) 5 (8) 3 (3) 2 (4) 
非金屬 
材料 

● ● ● ● ● ● ● 
 

● 
2 (3) 2 (3) 1 (1) 1 (5) 2 (3) 2 (6) 1 (1) 1 (1) 

製程

技術 

球頭形狀       
● 

  
● 

     
2 (2) 3 (4) 

球具結構 ● ● ● ● ● ● ● ● ● 

6 (22) 5 (30) 2 (5) 3 (16) 5 (10) 6 (41) 4 (22) 4 (9) 4 (6) 

配重設計 ● ● 
  

● 
  

● ● ● ● 
2 (6) 2 (7) 1 (1) 4 (9) 4 (7) 2 (2) 4 (8) 

模具結構   ● ● 
    

● 
      

4 (9) 5 (6) 1 (1) 

製造技術 ● ● ● ● ● ● ● ● ● 

4 (11) 6 (39) 5 (13) 1 (2) 3 (3) 4 (10) 3 (5) 1 (3) 2 (3) 

接合技術 ● ● ● 
      

● 
  

● 

4 (7) 6 (21) 1 (2) 1 (1) 1 (1) 

表面處理 ● ● ● ● 
  

● ● ● ● 
5 (6) 5 (12) 1 (1) 1 (1) 2 (2) 2 (3) 1 (1) 4 (7) 

註：表中的 a(b)符號，a 代表公告年期，b 代表專利件數；表中圓形大小則代表技術功效的集中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結論與建議 
台灣的高爾夫球具產業係以代工為主，全球

市佔率高達八成，本研究是運用專利分析的觀點

來探討高爾夫球具技術在台灣的專利佈局現況與

技術發展趨勢，期能提供國內產業作為技術研發

或經營決策的參考。 

本研究係針對高爾夫球具技術在中華民國獲

准之發明專利，透過中華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建置的專利資訊檢索系統進行檢索與分析，藉由

專利管理圖包括專利件數分析、國家別分析及公

司別分析，以及專利技術圖之技術功效矩陣分

析，可觀察出本產業在台灣的發展趨勢，其中專

利核准件數從 2001 年起逐步攀升到 2004 至 2005
年達到高峰後又逐步衰減至今，若單純從台灣發

明專利核准現況來看，本產業已處於專利技術生

命週期的衰退期。本產業相關發明專利的主要申

請國集中在台灣（佔全體專利件數的 68.6%），

美國及日本分別僅佔 16.9%及 13.6%。重要競爭公

司包括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復盛股份有

限公司與楠盛股份有限公司。從技術功效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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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顯示，主要技術集中於「球具結構」及「製

造技術」兩部分，主要功效則為「提高操控性」、

「提高品質」及「提高強度」這三種功效。 

由於高爾夫球頭屬於高爾夫球具中最具有技

術性及附加價值的產品，因此位處專利地雷區的

結構改良及製造技術這兩項技術分類仍是本產業

在技術發展上難以避開的研發方向；有鑒於此，

建議相關業者在後續欲擬定研發策略前，必須先

參考與分析該兩項技術分類的專利前案，可透過

如專利權利範圍等其他專利技術分析方法分析各

競爭對手的專利佈局，事先評估是否有創新改良

或進行專利迴避的機會，以避免重覆研發或完全

落入競爭對手的專利範圍產生侵權行為，造成研

發資源或訴訟成本的浪費與負擔，進而影響企業

未來發展。 

此外，亦可循市場趨勢，從相對專利數量較

少的功效如提升打感、提升音感、輕量化及提升

附加價值等專利空白區進行反思，並與技術相互

結合，利用「專利挖洞」找出可切入的利基點進

行專利迴避或專利佈局，搶佔具有技術可行性的

待開發區；在非顯而易見或非能輕易完成的前提

下進行技術改良，若能增進無法預期的功效亦能

取得專利，其有助於作出市場區隔，有利於維持

與鞏固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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