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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討論城市這個議題時，由文獻可知許多學者大多從城市競爭力的角度來看城市

目前的現況及未來的發展，尤其近幾年全球化的發展，許多學者對競爭力的討論更形

熱烈，但較少的學者去探討城市的智慧資本的內涵，主要原因是探討城市的領域的學

者大都是在研發城市規劃的社會學家，而研究智慧資本的學者大都比較關心企業或產

業的無形資產，近十幾年來才漸漸發展到國家層級或城市層級的智慧資本。因此，本

研究希望結合這兩個不同領域學者的理論，以智慧資本的概念探討城市智慧資本的內

涵，並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係。 

但首先先探討智慧資本與競爭力間的關係。Rajaram Veliyath & Shaker A. 
Zahra(2000)指出，全球化的發展是透過 2 股力量來演變的，一是透過科技的發展，快

速累積科技技術及產生智慧資本，而其中智慧資本有部分原因是受到科技的進步，使

得知識可以快速傳播，進而增加競爭力。另一方面，較不受科技影響的另一股力量是

企業家精神，這位學者所指的企業家精神意謂著去發現新商品、新系統或創造新的產

業。就企業層級來看，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透過創新來改善公司的能力。因此，透過技

術累積、智慧資本及企業家精神將全球化的影響表現在競爭力上。所以，智慧資本是

產生競爭力的一種過程，而競爭力是最後結果的呈現，如圖 2-1 所示。因此本研究希

望能深入瞭解城市智慧資本累積及運用，來膫解城市的競爭力。 

圖 2-1：全球化影響競爭力的過程 

 
 

資料來源：Rajaram Veliyath & Shaker A. Zahra,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he Growing Debate about Globalization”, 2000 

在瞭解智慧資本與競爭力的關係後，本章後續小節將會討論到競爭力與智慧資本

的兩個觀念，第一部分先探討競爭力的觀點並分析其理論基礎，第二部分再談以智慧

資本的角度影響競爭力的理論建立，第三部分再整理城市競爭力及城市智慧資本的關

係。藉由理論的建立及探討中，發展臺灣城市的智慧資本及其競爭力的內涵。 

 

第一節 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是近十年來討論無形資產相當廣泛的議題，從智慧資本的內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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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評價及實證案例，逐漸成為研究無形資產領域相當重要的顯學。而智慧資本發展

的初期是研究企業內部的無形資產，其主體是企業，研究企業內無形資產的創造、累

積及評價，瞭解企業除了資產負債表上所顯示的價值外，在無形資產方面有那些內涵

可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而且有長期且穩定的獲利。後來的學者(詹文男，2002)進而

研究整體產業在智慧資本投入方面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其產業遍及資訊軟體、通訊製

造、紡織、化工…等十項產業。 

然而，隨著全球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的競爭是跨疆界的，企業是否要到某個國

家投資或進行商業活動的決策，也就日益複雜及重要。以企業的角度來看，國家環境

是否值得投資，有沒有潛在的風險為考量；以國家的角度來看，國家的環境是否利於

經濟發展，是否能為國民帶來財富，有高品質的生活水準。因而將智慧資本的研究層

級發展到以國家為主體。因此，有愈來愈多的學者投入國家智慧資本的研究，甚至擴

及城市智慧資本的研究，希望藉由城市智慧資本的創造及累積，加強國家競爭力的發

展。本小節會由智慧資本、國家智慧資本及城市智慧資本的發展逐一的探討。 

一、智慧資本 

(一) 定義 

Galbraith(1969)提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最簡單的定義是腦力運用的行

為。它是一種「價值創造的形式」的過程，不單是知識和純粹的智力所表現出來的結

果。此意味著智慧資本是「價值創造」的來源。此定義可用來解釋公司帳面上價值與

市值上的差異是公司價值創造後的結果。之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有越來越多

的學者投入「智慧資本」的研究領域之中，有一派學者的認為智慧資本是「競爭優勢」

的本質。如 Edvinsson & Malone(1997)提出智慧資本是一種對知識、實際經驗、組織

技術、顧客關係和專業技能的掌握，讓組織在市場上享有競爭優勢。而 Stewart(1994)
又再詳細描述智慧資本真正內涵，如：Stewart(1994)認為智慧資本是指每個人與團隊

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與「能力」的總和，包含可用來創造財富的知

識、資訊、技術、智慧財產、經驗、組織學習能力、團隊溝通機制、顧客關係、品牌

等。但因智慧資本之範疇極大，不同學者對於智慧資本也都有不同的定義，但智慧資

本不外乎是一種無形資產，表現在價值創造或競爭優勢的結果上。 

(二) 構面 

僅管智慧資本難以具體化描述，但依學者的定義仍可大致被分為三個不同的構

面，包括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與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 (Edvinsson & Malone, 1997; Johnson, 1999; Stewart, 1997)。然而，智慧資本並

不是可以從人力、結構、顧客這三構面的界線畫得一清二楚。智慧資本是從三者的互

動產生的。因此，本研究整理文獻中學者對智慧資本的分類、定義及內涵如表 2-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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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智慧資本的構面及內涵 
智慧資本的構面 

學者 人力 
資本 

結構 
資本 

顧客 
資本 

智慧資本的定義及內涵 

Stewart (1994)    
人力資本是員工為顧客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組織創

新能力的來源；結構資本是知識管理的機制；顧客

資本為組織與顧客所建構的往來關係。 

Edvinsson & 
Malone (1997) 

   

人力資本包括公司所有員工及管理者的個人能

力、知識、技術與經驗的總和；結構資本是人力資

本具體化及支援性的基礎結構，其中結構資本包括

組織資本(如：加速知識流量的系統、工具等等)及
顧客資本(組織和關鍵顧客的關係，如：廠商上下

游關係、顧客忠誠度等等) 

Brooking (1998)    

智慧資本由市場資產、人力中心資產、智慧財產資

產及基礎設施資產所組成。 
(註：將市場資產歸類為顧客資本，基礎設施資產

視為結構資本) 

Roos. et al. 
(1998) 

   
人力資本是指員工專業能力、態度及智慧敏捷度；

結構資本是指與外部的關係、組織化及創新與發

展。 

Lynn (1998)    

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關係資本及組織資本。人

力資本包括組織成員可使用的知識存量、技巧和能

力；關係資本則來自組織外部且能為組織創造價值

的無形資本；組織資本為上述之外的其餘形式的智

慧資本。 
(註：將關係資本歸類為顧客資本；組織資本歸類

為結構資本) 
Bontis (1998)    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 

Johnson (1999)    

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關係資本及結構資本。人

力資本包括理念資本(以知識為基礎的勞動力、員

工資質及態度)和領導資本(專家、管理能力)；關係

資本則是顧客關係、供應商關係和關係網絡；結構

資本為創新資本(專利、商標權及版權)和流程資本

(工作流程、商業機密)。 
(註：將關係資本歸類為顧客資本) 

Joia (2000)    

依是否買賣區分為人力資本及結構資本。人力資本

為無法買賣且不為組織所擁有；結構資本區分為流

程資本(組織內的內部作業流程及組織和其他關係

人之間的一切外部作業流程)、創新資本(組織文化

的成果)及關係資本(組織與外部利害關係人之間的

互動)。 
Sullivan (2000)    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顧客資本及結構資本。 

吳思華(2000)    
針對軟體及網際網路業的特性，綜合文獻及個案結

果，發展出人力、流程、創新、及關係資本四個主

構面，並細分成 18 個構面的指標來衡量企業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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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資本的構面 
學者 人力 

資本 
結構 
資本 

顧客 
資本 

智慧資本的定義及內涵 

慧資本。 
(註：將流程、創新視為結構資本；關係資本歸類

為顧客資本) 

McElroy (2002)    
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結構資本。社

會資本包括內部社會資本、相互社會資本和社會創

新資本；結構資本包括創新資本和流程資本。 

資策會資訊市場

情報中心 
(MIC, 2002) 

   

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流程資本、創新資本及顧

客資本。人力資本之外，資訊科技應用資本、決策

與策略資本、生產力與品質資本等三項可歸類為流

程資本。研究發展資本、創新與創造力資本可歸類

為創新資本。顧客關係資本、企業網路關係資本則

可歸類為關係資本。 
(註：將流程資本歸類為結構資本) 

George Tovstiga 
(2007) 

   
小型創新企業(Small Innovative Enterprises, SIE)最
重要的智慧資本在於人力資本及結構資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由上表可知，隨著不同的學者強調重點的不同，智慧資本組成要素大致可分

類為三類到五類之間，其中結構資本可以再細分為流程資本與創新資本。本研究採用

Edvinsson & Malone（1997）以 Skandia Assurance & Financial Services(Skandia AFS)
的市場價值架構分為五類，包括財務資本、人力資本、流程資本、顧客資本、創新資

本。而後續的國家智慧資本及城市智慧資本都用相同的構面內涵分析探討。以下說明

智慧資本不同構面及涵意： 

圖 2-2：Edvinsson & Malone（1997）之 Skandia 市場價值架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Edvinsson, L. ＆ M. Malone.1997. Intellectual Capital Realiz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Root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 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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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資產負債表上之股東權益增殖的部分。 
2.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人力資本是個人能為顧客解決問題的才能。是公司全體員工與管理者的知識、技

能與經驗，代表組織透過他們的能力、態度與智慧，以創新的方式解決企業面臨

的問題，而能力包括技能與教育，態度則涵蓋工作的所有行為面，而智慧則表現

在變革及思考問題的解決上。 
3.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 

顧客資本是一個組織和他們來往的人或組織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會一直和我們作

生意的可能性。例如：商標權便是一種顧客資本，即顧客買有品牌的商品和沒有

品牌商品間的價差，這個價差是屬於公司的獲利能力來源。又或者是一種與顧客

和供應商間的對外關係，如果關係愈好，買方(顧客)就愈可能和購買自己的產

品；賣方(供應商)分享他的計劃和專門技術給自己，因而也愈可能從自己的顧客

和供應商那裏學到新的東西。分享知識是顧客資本推到極致而會產生的形式。 
4. 流程資本(process capital) 

流程資本是屬於整個組織所有，可以複製，也可以分享。像：科技、發明、資料、

出版、製程。另外還包括：策略和文化、構造和體系、組織的日常業務和程序。 
5. 創新資本(renewal capital) 

表示能持續為未來創造財富的資產，如研發能力、專利、著作權…等。 

二、國家智慧資本 

大部分研究智慧資本的學者大都從會計或財務的觀點來分析或衡量企業層級的

智慧資本(Bontis et al., 1999, 2000, 2002)，後來有部分的學者將智慧資本的概念擴展至

國家層級。Malhotra (2001)提出衡量知識資產(knowledge asset)可以協助政府更瞭解無

形資產決定經濟發展的成功關鍵要素，而這些成功關鍵要素就是智慧資本內涵中，元

素間的關係和彼此是如何產生綜效。因此從知識的觀點來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可以去

推動一些政策，增加國家智慧財富，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人民的收入(World Bank, 
1998)。另外，學者林月雲教授(2005)認為「無形資產已成為國家財富與未來進步的主

要基礎來源之ㄧ」。因此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國家，會更著力無形資產(尤其是智慧資本)
來創造價值，提升國家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國家智慧資本是做為國家經濟成長和發展

的基礎(Seon, 2006)。 

由上述可以瞭解研究國家智慧資本的目的之後，接著探討國家智慧資本的定義及

其衡量指標。 

(一) 定義 

Bontis(2004)認為國家智慧資本是隱藏在個人、企業、機構、社群和地區的價值，

做為目前或潛在財富創造的來源。這隱藏的價值就是國家將來福祉的來源。另外，Seon 
J. Kim(2006)認為國家智慧資本是國家經濟成長和發展的有支撐基礎的資產，他以國

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 GDP)做為生產力表現指標，而影響 GDP 的因素

有土地、勞動、國家。綜合 2 位學者的看法，國家智慧資本是國家經濟發展和國家社

會福祉的支撐力量，其內涵就是隱藏各層面的價值，而外顯的指標是 GDP。然而，

國家智慧資本的架構是什麼呢？依 Bontis(2004)所架構的國家智慧資本仍承襲組織層

級智慧資本的架構(Edvinsson & Malone 1997)而來，以下為國家智慧資本的架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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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其主要內涵： 

圖 2-3：國家智慧資本的架構圖 

  

資料來源：Nick Bontis, “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Index- A United Nations initiative 
for the Arab region”, 2004 

(1) 國家財務資本(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 

指國家經濟實力的表現，具體的指標是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的成長率。能夠創造國內生產毛額的生產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前是土地、勞工

和資本；但現在知識經濟時代，指的是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和網際

網路相關的專門技術(Internet-related expertise)。 

(2) 國家人力資本(National Human Capital) 

指能夠實現國家任務和目標的個人所擁有的知識、教育和能力。一個國家的人力

資本開始於它的國民的智慧財富。而這個財富是多面向的，包含一些論述、法律、

原則和特殊知識、團隊工作和溝通技巧。 

(3) 國家流程資本(National Process Capital) 

指無法存在人身上或帶走的知識，它隱含在技術、資訊和溝通系統中，表現在國

家軟硬體設施、資料庫、實驗室和組織架構中，也就是讓人力資本的產出可以具

體化和維護的一種資本。 

(4) 國家市場資本(National Market Capital) 

以企業的觀點，此一部分是屬於顧客資本，但分析的主體為國家時，以「市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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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詞較「顧客資本」更能反應國家對外關係的連結。因此，以「市場資本」

一詞取代「顧客資本」。一國的市場資本是表現在這個國家的能力和資源上，這

些資源和能力是比其他國家更能提供較具吸引力和競爭力，以滿足那些國際上的

顧客。其主要包含的項目，如：國際貿易、進出口比例。它也是類似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也就是說透過法律、市場機構和社會網絡創造社會智慧(social 
intelligence)。 

(5) 國家更新資本(National Renewal Capital) 

指國家未來智慧的財富。也就是為了維持國家的競爭優勢和經濟成長，而投資於

研發(R&D)或自己目前能力的表現。其表現在國家的財政體系完備和投資研發單

位的效率上。除了 R&D 外，更新資本也包括：專利權(patent)和科學上的發表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二) 衡量指標 

在上述國家智慧資本定義及理論架構下，還沒有太多國家實際真正去探討國家的

智慧資本，不過仍有些國家在還未真正發展國家智慧資本的定義時，就已經有 2 個國

家依智慧資本架構，研究國家智慧資本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它們是瑞士和以色

列。這 2 個國家發表了國家智慧資本發展報告，並在報告內提供國家政策促成經濟發

展的優勢，如：瑞士(Rembe, 1999)發表外國人在國內投資的政策；和以色列(Pasher, 
1999)發表政府基金配置，對它們經濟發展的影響。 

另外，有較少的文獻上將國家智慧資本內的各項子資本的衡量指標明確訂定出

來，本研究以現有資料中整理了以下三位學者對國家智慧資本的各項衡量指標，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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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國家智慧資本衡量指標 
 財務資本 人力資本 流程資本 市場資本 更新資本 

Bontis 
(2004) 

1. 人均之 GDP 1. 識字率 
2. 人均之高等教育學校數 
3. 平均每所小學教師數 
4. 人均之高等教育學生數 
5. 高等教育畢業學生累積數 
6. 中小學淨招收新生男生比

例 

1. 人均之電話線路長度 
2. 人均之擁有個人電腦台數 
3. 人均之擁有網路主機台數 
4. 人均之擁有網路使用者人
數 

5. 人均之擁有行動電話數 
6. 人均之廣播收聽人次 
7. 人均之電視收看人次 
8. 人均之報紙流通次數 

1. 高科技出口占 GDP 比率 
2. 人均之擁有由美國核發專

利權數 
3. 人均之主辦國際會議次數 

1. 書籍進口占 GDP 比率 
2. 定期進口占 GDP 比率 
3. 總 R&D 支出占 GDP 比率 
4. 人均之政府官員在R&D單

位的員工數 
5. 人均之大學教職員在 R&D

單位的員工數 
6. 高等教育支出占公共教育

基金之比率 

林月雲 
(2005) 

1. 每人之 GDP 1. 技術性勞工* 
2. 在職訓練程度* 
3. 識字率 
4. 高等教育入學率 
5. 師生比 
6. 上網人數 
7. 公共教育支出 

1. 商業競爭環境* 
2. 政府效能* 
3. 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 
4. 資金可用度* 
5. 每人可用電腦數 
6. 新創企業容易度* 
7. 行動電話數 

1. 商業稅* 
2. 跨國合資* 
3. 文化開放性* 
4. 全球性* 
5. 企業經營環境透明度* 
6. 外籍人士對本國印象* 
7. 服務業之進出口金額出口

金額 

1. 企業研發支出 
2. 基礎研究適合度* 
3. 研發支出佔 GDP 比例 
4. 研發人數* 
5. 產學合作程度* 
6. 科學著作數量* 
7. 每人專利權數(含美國及歐
洲) 

Jose´ Luis 
Hervas-Oliver
(2007) 

人均之 GDP 1. 高等教育佔總人口比率 
2. 科學和工程學位比率 

1. 新設企業家數 
2. 生活品質* 
3. 無性別岐視* 
4. 企業成熟度* 
5. 公司創新成果* 
6. 出口或生產製造集中程度 

1. 產學合作進行知識轉移機
制* 

2. 高科技產品出口值 

1. 政府對研發支出佔 GDP 比
率 

2. 專利權數 

註：*為質性指標 
資料來源：Bontis(2004), “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Index-A United Nations initivate for the Arab region”; 林月雲(2005), “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Jose´ Luis Hervas-Oliver(2007), “Which IC components explain national IC stocks?”;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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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表中值得一提的是學者 Jose´ Luis Hervas-Oliver(2007)認為整個國家智

慧資本的內涵必須再擴大才有整體性輪廓，他認為國家知識平台的元素有：基本知

識、企業運作程序、科技、政府活動、社會因素和生活水準、對外連結和財務體系視

為整個國家智慧體系，稱之為地方性的智慧資本(reg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regional 
IC)。而這個地方智慧資本是涵蓋企業和國家間的整體互動，不單純只指國家整體智

慧資本來看，而是國家與企業之間的互動，才能創造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和財富。所以，

本研究為明確分辨企業層級及國家層級的智慧資本，採取 Bontis 或 Edvinsson 所定義

的架構做為本研究的主軸。 

另外，由上表可知，在財務資本上，每位學者都有共識是以人均 GDP 做為指標；

而人力資本大都以高等教育的比率為主，流程資本大都與資訊科技相關做為指標，如

前章所述知識經濟時代的興起，主要的推手是資通訊科技的發展；而市場資本指標每

位學者的看法比較分岐，Bontis 和 Jose´ Luis Hervas-Oliver 均認為高科技的出口值，

而林月雲教授是認為合作和開放性為主軸；最後是更新資本每位學者都以研究發展

(R&D)和專利權做為主要指標的概念而推展。 

(三) 現況 

在一些學者提出國家智慧資本指標時，陸陸續續有許多國家藉用國家智慧架構來

分析國家的無形資產，其中學者 Seon J. Kim(2006)的一份針對韓國的國家智慧資本和

資訊資本對經濟成長影響的研究報告指出：國家智慧資本是知識經濟下，知識轉換為

國家的智慧財產或智慧資產的過程。最終研究顯示：韓國在 1971~2003 間經濟的成長

主要在於國智慧資本及資訊資本的投入為最主要的關鍵因素。尤其是研發的投入是促

成了智慧資本的累積和創造財富。此研究給韓國政府 5 項建議：(1)建立以知識為基

礎的產業結構；(2)讓市場功能更具有效率；(3)穩定影響經濟的外部因素，如：匯率

的調整；(4)發展適合 IT 相關產業，如：半導體、數位家庭設備、通訊、電子商務…
等；(5)激勵人才參與和擴展新領域。而這些建議是有助於發展臺灣智慧資本一項參

考依據。 

因此研究國家智慧資本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瞭解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來源是從

何處而來。二是找出衡量指標及其影響的因素，做為將來改善的基礎。而隨著這些文

獻中的發表，再加上像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每年固定發表國家

競爭力的刋物的互相影響之下，國家智慧資本及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也逐漸被突顯出

來。 

三、城市智慧資本 

國家智慧資本是以國家為主體來考量的，屬於整體性的，而各城市因有它當地化

的資源及能耐，創造當地的差異化，產生更具有價值的資產。而這些創造價值的過程

就是智慧資本的累積。因此，城市智慧資本的多樣化所創造出來價值，更能反饋於國

家，累積國家競爭力及國家智慧資本，並增加城市及國家的財富，也是整體國家及城

市進步的原動力。 

(一)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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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個有競爭力的城市究竟應具備哪些要素？依據 Edvinsson(2006)的看法：

城市可視為一種知識工具(knowledge tool)，它是一個結合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和
關係資本(Relational Capital)內涵的來動態創造價值(value creation dynamics)的一種結

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而城市的競爭力是由這些隱含的智慧資本所表現出來的。 

城市智慧資本承襲了國家智慧資本的架構，本研究採用了在文獻探討之城市智慧

資料中 Jose´ Marı´a Viedma(2004)對城市智慧資本的定義，而這個定義是根據 Skandia 
AFS 的市場價值架構發展出來的： 

(1) 城市財務資本(City Financial Capital) 

財務資本反映城市的歷史和過去經營的成果。如：家計單位可支配所得。 

(2) 城市人力資本(City Human Capital) 

人力資本包括知識、智慧、專門技術、洞察力和個人的能力來實現城市的工作任

務及目標，也包括了城市的文化及其價值觀。人力資本是屬於個人的財產，不屬

於城市。如：高中及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數、習慣性上網的人數、高知識工作

者的比例、活動力和基尼指數。(註：基尼指數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標) 

(3) 城市流程資本(City Process Capital) 

協同合作和知識流動所需要的結構性智慧資產，例如資訊系統、硬體、軟體、資

料庫、實驗室、組織結構和管理焦點，上述這些資產可維持和增進人力資本的產

出。這類的結構資本是員工下班回家後仍留在城市內的資本。如：服務部門的發

展、在高知識部門服務的受薪員工比例、使用網路的公司比例。 

(4) 城市市場資本(City Market Capital) 

以企業的觀點，此一部分是屬於顧客資本，但分析的主體為城市時，以市場資本

較顧客資本更能反應對外關係的連結。因此，市場資本是包括這個城市和其他國

家和國際間的連繫，它反映了城市和國際間的關係，包括：城市的忠誠度、策略

性顧客(strategic customers)對城市的滿意程度、品牌的價值…等等，如：城市自

己自足的程度、進出口比例。 

(5) 城市更新資本(City Renewal Capital) 

此資本反映了透過運用城市自身之競爭優勢而開發出的未來市場創新能力及對

城市未來發展實際的投資，包括：研發的投資、專利、商標和新創公司數等。如：

年輕比、登記繳稅的新創公司數。 

由上述的定義將城市智慧資本的內涵整理如下表，該表可做為分析臺灣城市智慧

資本指標說明的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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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城市智慧資本文獻內涵 
構面 文獻內涵 

城市財務資本  反映城市的歷史和過去經營的成果 
城市人力資本  高中及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數 

 習慣性上網的人數 
 高知識工作者的比例 
 活動力 
 基尼指數 

城市流程資本  城市生活安全的保障 
 城市居住品質的提升 
 維持和增進人力資本的產出 
 城市基礎建設的完備 

城市市場資本  城市的忠誠度 
 策略性顧客對城市的滿意程度 
 城市自己自足的程度 
 進出口比例 

城市更新資本  城市未來市場創新能力 
 城市未來發展實際投資 

(二) 衡量指標 

由於城市智慧資本的概念的是這近幾年來才提出的，而且是由國家智慧資本發展

而來的，僅有一些指標架構的探討，鮮少有實證性的文獻，因此本研究從不同學派的

學者，找出研究城市衡量指標的文獻，而不限定於城市智慧資本，因此有些文獻會有

實證的指標，有些文獻則僅是架構上的探討。本研究大致整理出衡量城市的指標及其

分析的範圍，下表的整理有助於本研究分析城市智慧資本一項重要的發展基礎。 

表 2-4：過去學者所提出之城市智慧資本衡量方式 

作者／組織 調查 
年度 國家／城市 分析範圍 衡量指標 

的本質 
Boris A. Portnov; 
David Pearlmutter 

1992~ 
1994 

Israel  人力資本 
 流程資本 
 市場資本 
 創新資本 
 財務資本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Nick Bontis 1950~ 
2000 

Arab countries  國家人力資本 
 國家流程資本 
 國家市場資本 
 國家創新資本 
 國家財務資本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Jose´ Marı´a Viedma 
Martı´ 

-- No practical 
evidence 

 城市人力資本 
 城市流程資本 
 城市市場資本 
 城市創新資本 
 城市財務資本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Jack Wood 1999~ 
2000 

Australia 等 13 國

(source:OEDC) 
 國家知識的投資 
 國家固定資產的投資

 知識網絡的測量 
 人力資本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描述性指標 

M. Fehr;  2000~ Brazil  人口統計的發展  財務性指標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6 ~ 

作者／組織 調查 
年度 國家／城市 分析範圍 衡量指標 

的本質 
K.A. Sousa;  
A.F.N. Pereira;  
L.C. Pelizer 

2002  公共交通建設 
 環保 
 教育 
 健康醫療 
 文化 
 能源供應 
 土地使用及保育 

 無形性指標 
 描述性指標 

Jose Luis Hervas Oliver; 
Juan Ignacio Dalmau Porta 

2002 Italy-Carpi, Prato 
UK-Cambridge 
(均為 industrial 
cluster) 

 人力資源 
 制度和技術的基礎建

設 
 輔助性產業 
 企業策略 
 連結關係 
 績效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描述性指標 

Antonio Lerro; 
Daniela Carlucci; 
Giovanni Schiuma 

2002 Italian regions- 
Pieonte 等 20 個 

 國民生產毛額 
(GDP) 

 生產力 
 貧窮指數 
 就業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Blanca Martins Rodriguez; 
Jose´ Marı´a Viedma 
Martı´ 

-- No practical 
evidence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描述性指標 

Scott Tiffin; 
Gonzalo Jimenez 

2002 Latin America- 
Santiago 

 知識 
 創新 
 企業家精神 
 企業基礎建設 
 文化架構 
 創造力吸引 
 企業的管理制度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描述性指標 
 創新指標 

Chih-Kai Chen(陳智凱) 2002 207 countries 
(source: OEDC) 

 企業環境 
 創新系統 
 人力資源 
 資訊基礎建設 
 績效指標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創新指標 

陳冠位 2002 臺北市、高雄市 
臺中市、臺南市 

 生產要素 
 需求條件 
 相關及支援產業 
 文化休閒與生活照顧

 企業策略、結構與同

業競爭 
 政府 
 機會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張學聖、黃惠愉 -- No practical 
evidence 

 知識能力 
 經濟結構創新能力 
 技術創新能力 
 制度創新能力 
 城市宏觀發展水平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創新指標 

張學聖、廖紫蘭 -- No practical 
evidence 

 土地使用 
 人力素質 
 交通運輸 
 市場規模 

 財務性指標 
 無形性指標 
 創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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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組織 調查 
年度 國家／城市 分析範圍 衡量指標 

的本質 
 市場性質 
 教育文化 
 地區安全 
 醫療衞生 
 投資環境 
 開發效益 
 社會福利 
 地方財政 
 行政效能 
 城市國際化程度 
 新機會創造 

天下雜誌編輯部 2004~ 
2007 

臺灣所有縣市  經濟力 
 環境力 
 廉能力 
 教育力 
 社福力 

 無形性指標 
 描述性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管是那一個層級智慧資本的發展大都是沿著一開始智慧資本的架構發展而

來，隨著研究主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衡量指標，即使研究主體相同也會因每位學者的

定義而有差異。然而，就城市智慧資本是近幾年來才開始發展出的新領域，這部分的

文獻資料非常有限，真正有城市依智慧資本架構發展其衡量指標也不多，而即使分析

出城市智慧資本指標，也必須要能解釋城市智慧資本的現況存量，否則也只是數據上

的表達。而比較好的解釋方式是要可以與城市競爭力有所關連，用智慧資本的角度解

釋城市競爭力，以下小節來探討競爭力的真正內涵。 

 

第二節 競爭力 

本小節將說明競爭力的本質及其內涵，包括競爭力的層級及衡量因素，因探討競

爭力的層級很廣，本研究僅以競爭力、國家競爭力及城市競爭力等三個相關議題探討

之。 

一、競爭力 

(一) 競爭力與競爭優勢 

競爭力(competitiveness)的概念源自於競爭（Competitive），最早是在達爾文「物

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中說明。之後競爭的概念被運用於描述個體、群體與組織

之間為了生存或發展而進行的各種活動。美國「產業競爭力評議委員會」(1985)將競

爭力定義為：在自由公平的市場環境下，國家可以生產符合國際市場的產品及服務，

並同時維持或擴大其國民實質收入。在這個定義下的競爭力比較是站在能夠創造公平

市場的第三者(如：國家)的觀念，創造優勢並產生財富，比較接近本研究所欲探討的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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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是何種競爭，要在競爭過程中取得有利的結果，則需擁有一定程度的優

勢，此類優勢觀點被運用於管理與經濟領域中，即是所謂的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或核心能力(core compentence)(許書銘，2000)。而具有上述優勢的競爭力

來源，有些學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可區分為二：一為外部環境的競爭定位（competitive 
positioning）觀點，另一為對企業內部優劣勢分析之資源基礎（resource-based）。本

研究整理學者所提出的觀點如下表所示： 

表 2-5：競爭優勢來源 
作者 竸爭來源 內容 

Ansoff 
(1965) 

資源基礎 
（resource-based） 

競爭優勢是個別產品或市場獨特資產所

帶企業一種強勢競爭地位。 
Hofer & Schendel 
(1978) 

資源基礎 
（resource-based） 

競爭優勢是組織透過其活動領城與資源

展開之決策，發展出相對於競爭者的獨

特地位 
Michael E. Porter 
(1986) 

競爭定位 
（competitive positioning） 

主張企業應選擇一個好的產業位置，使

其所受到的競爭壓力最小，或採取一些

行動來影響競爭力因素，使其位於最有

利之處 
Prahalad＆Hamel 
(1994) 

資源基礎 
（resource-based） 

強調資源本位觀點，主張企業競爭優勢

來自於本身所擁有獨特之能力，是別人

無法難以替代模仿的 
Kluyver 
(2000) 

資源基礎 
（resource-based） 

指出資源包括了實質（指的是最新工廠

或機器、靠近重要客戶或市場地點等）、

財務、人力資源和組織資產等四個部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競爭力是延續竸爭優勢而來的，競爭力與競爭優勢兩者在概念是相當

接近的，然而競爭優勢比較專注於企業優勢的探討；而競爭力所探討的層級較廣。文

獻上通常將競爭力分為企業、產業和國家競爭力等三個層級(Francis & Tharakan, 1989; 
Nelson,1992)。本段先概略瞭解競爭力的層級，本節下一、二段再深入探討本研究所

欲瞭解的國家和城市層級的競爭力。 

(二) 競爭力層級 

雖然文獻上將競爭力大略區分為三個層級，主要目的是在分析時比較能聚焦在其

相關的議題上，然而這三個層級的競爭力是互相影響的。另外，也因為全球化的發展，

城市透過經濟活動的發展，其重要性也日趨重要，甚至影響國家的競爭力。因此，近

來有許多學者(Edward J. Blakely, 2001)也開始探討城市的競爭力，以下先說明文獻對

企業競爭力、產業競爭力及國家爭力的本質，依此為出發再分別探討國家競爭力與城

市競爭力。 

1. 企業競爭力 

就企業層級而言，公司在與產業內廠商競爭力的過程中，若能擁有獨特的資源能

力，形成相對的競爭優勢，就可以使產品在價格或品質上優於競爭對手，進而有

較佳的銷售額或市場佔有率，公司的整體獲利也會提昇。這就是所謂的企業競爭

力。而企業競爭力的衡量主要常用獲利率、市場佔有率或每股盈餘來衡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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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企業本身的因素外，也包括來自產業和國

家層級的各種影響因素(Porter, 1990; Grant, 1991)。 

2. 產業競爭力 

而產業層級的競爭力關注的是一個國家某個產業在全球市場上是否具有優勢，競

爭的對象是其他國家的產業。產業是由企業組成，又存在國家之中，因此影響產

業的競爭力也同時包含了企業、產業和國家層級等各項因素的影響。由於產業的

競爭是以全球為市場，因此產業競爭力大多聚焦在國際貿易上的表現(Balassa, 
1966; 朱正中，1996 等)，而衡量的標準也大都在探討產業在進出口的價格、數

量與品質等方面的表現。 

3. 國家競爭力 

第三個層級是國家競爭力，國家競爭力的意涵，因不同的學者所持的立場及態度

而有不同的看法，Porter(1990)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個國家在某一個產業國際競

爭過程中，是否能創造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使得該國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能

力」，其定義是近似於產業競爭優勢；而 IMD 則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個國家創

造附加價值，進而增進國民財富的能力」。因此，一般在探討國家競爭力，關注

的焦點主要是經濟成長及整體社會福利的提昇，其衡量較為複雜，會有不同的構

面的指標加以整合。對於國家競爭力在下一個部分再詳細探討之。 

以下略為整理上述不同競爭力所要衡量的指標，如下表： 

表 2-6：各層級競爭力衡量指標 
企業競爭力 產業競爭力 國家競爭力 

 獲利率 
 市場佔有率 
 每股盈餘 

 商品進出口價格 
 商品進出口數量 
 商品品質 

 經濟成長相關指標 
 整體社會福利的提昇相關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觀點可以發現，競爭力在不同層級有不同意義，但由於競爭本質是相同

的，都是希望透過競爭優勢的建立，在競爭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而無論是那一層級的

競爭力，都是強調持久性的優勢，它是要經過長時間的努力累積經驗與技術，才能加

以建立與維持(Dunning, 1993)。不過，由於企業、產業、國家三者的競爭力是環環相

扣且互相影響的，所以在探討任何層級的競爭力時，不能忽略其他層級因素的影響，

這更加深探討競爭力的複雜度。 

二、國家競爭力 

從國家層面考量時，Porter(1990)認為競爭力是一個國家生產力，而生產力是由國

民平均所得來衡量。另外，高希均、石滋宜(1996)也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個國家在世

界市場上能創造出每人平均財富的能力。綜合許多學者的說法，國家競爭力包括了經

濟性的生產力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例如：Garelli(1996)也認為國家競爭力還應包括

社會價值觀與心態，他也更強調教育對競爭力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對於國家競爭

力是從加強國家生產力，創造國民的財富為出發點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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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前所述國家競爭力與企業及產業競爭力是互相影響，但若更充份瞭解國

家競爭力時，可從影響國家競爭力的因素或組成內涵加以探討。例如： IMD 及 WEF
在討論國家競爭力時，都是強調從影響國家競競爭力的因素而加以分析。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影響國家競爭力的內涵及因素是什麼？也訧是說影響國家的

生產力及國民財富是什麼？所以，以下藉由 Porter 的鑽石理論體系帶出影響國家競爭

力的因素，並以 IMD 的競爭力因素(Competitiveness Factors)及 WEF 的全球競爭指標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做為衡量指標，分別加以說明之。 

(二) Porter-鑽石理論體系 

1. 定義 

Porter(1990)將國家競爭力定義為：國家為其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成長環境，進而

使該國企業具備競爭優勢，產業亦擁有國際競爭力之能力。他在「國家競爭優勢」一

書中所提出之鑽石理論模型，認為國家是企業最基本的競爭優勢，因為國家能創造並

持續企業的競爭條件，政府不但影響企業所做的決策，也是創造並延續生產與技術發

展的核心。因此，國家的重點在於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與投資誘因，促進本國產

業競爭力的提昇，及吸引他國企業投資，創造本國的財富，所應建立的一切制度，下

圖為 Porter 鑽石理論體系。 

圖 2-4：Porter 鑽石理論體系 

  

資料來源：Porter(1990), 國家競爭優勢 

然而，依 Porter 的鑽石理論體系，仍是站在產業的觀點來看國家優勢對產業的影

響，國家環境確實扮演了產業競爭力關鍵的角色。但是依據林向愷(1997)認為一個國

家特定產業具備有國際競爭力，並不表示這個國家具備有國際競爭力，但一個國家有

卓越之國家競爭力，則表示，該國多項主要的產業具備有競爭力優勢。 

2. 批判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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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鑽石理論體系在 1990 年代提出對國家競爭力的分析架構，大多從產業的實

證結果而建立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個缺憾是 Hodgetts(1993)與 Van Den Bosch(1994)認
為鑽石模式中的政府構面未能清楚的建構出來，政府對產業和企業的影響力究竟為正

向或為負向，以及對開發中國家的解釋力不夠。其次是 Cartwright(1993)認為鑽石理

論體系是由結果反推原因的模式，缺乏演繹上的假設性。最後是 Van Den Bosch, Van 
Prooijen, and Porter(1992)在實證於歐洲市場時忽略「產業文化」的構面。 

雖然鑽石理論體系仍有一些理論上及實證上的不足，但有些學者仍然提出一些看

法修正其不足，Dunning(1993, 1995)他提出： 

 1990年代後，受到全球化趨勢影響，特別強調多國籍企業的活動（不論是在本國國

內或在國外之活動），對於該國國家競爭力都是主要的決定因素之一。 
 為了提高國家競爭力，吸引外資並善於管理與應用，就如同是該國資源擴大，故有

助於國家競爭力之提昇。 
 全球經濟面變動最大的是，傳統的自然資源(如人力、資本等)不足以讓一個國家維

持其競爭優勢，因為低技術層次的資源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很容易擴散至世界各地。 
 獨特的基礎設施、高科技人才與經營管理能力等所謂被創造出來的資源(created 

resources) 才是今後建立國家競爭力之憑藉，Porter所強調的國家競爭力是可以創造

出來的。 
 政府在提昇國家競爭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傳統的總體經濟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 創造出來吸引多國籍企業的有利環境外，政府更應對這些多國籍企業之活

動有所規範，並提供國內廠商持續創造有利資源(created resources)之誘因，即所謂

的總體組織策略(macro-organization strategy)。一國透過總體組織策略之運用，有助

於其國際競爭力提昇。 

經由一些學者的修正及補充，對於國家競爭力的最重要的主體－國家，它要在

適時地扮演好它的角色，管理好外資並持續創造有利本國企業的環境，提昇其生產

力，亦有助於國家國際競爭力的提昇。 

隨著全球化的興起，一些學者認為，國家的競爭力更可以幫助企業競爭力有加

值的作用，因此有些機構，如： IMD 及 WEF 建立世界競爭力排名指標，並負責

執行調查，且呈現評比結果，每年公布一次，周知世界。具體內容如下所示。 

(三) IMD-競爭力因素(Competitiveness Factors) 

1. 定義 

IMD 結合許多經濟與管理學者的意見後，將國家競爭力之定義為：一個國家創

造資源附加價值，並增進全體國民財富的能力(IMD，1996)。其衡量競爭力的主要架

構包括： 

 資產(asset)：一國所擁有可用於創造國民財富的資源。 
 資產創造過程(processes)：指該國創造附加價值的方式或轉化能力。 
 吸引力(attractiveness)：指本國市場對於外資的吸引力。 
 積極性(aggressiveness)：指本國企業投資於國外進而佔國際市場的積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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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globality)：指該國產品相對於他國被外國人接受的程度。 
 地區性(proximity)：指該國國產品相對於進口品國被本國人接受的程度。 

IMD 認為將以上的架構融合成該國特有的社會經濟模式之中，即產生了國家競

爭力，一方面可以幫助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國家創造財富的

能力。(許書銘，2000) 

2. 衡量指標 

因此，在每年編制世界競爭力評比以衡量各國國家競爭力時，IMD 區分 4 項總

體競爭力指標：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在 4 項總體要素之下，

又針對五大個體經濟要素進行評比，這些要素的評比採用了 314 項評量基準，其中有

201 項為各國統計數據資料(hard data)，而有 113 項為問卷調查資料(soft data)，再根

據這些指標進行評比。 

表 2-7：IMD-競爭力因素 
競爭力因素(Competitiveness Factors) 

經濟表現 政府效能 企業效率 基礎建設 
 國內經濟 
 對外貿易 
 國際投資 
 就業 
 物價 

 財政收支 
 財政政策 
 制度結構 
 商業法規 
 教育 

 生產力 
 勞動市場 
 金融市場 
 管理能力 
 全球化衝擊 

 基礎設施 
 技術設施 
 科學設施 
 健康及環境 
 價值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WEF-全球競爭指標(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1. 定義 

針對「國家競爭力」的內容及定義，WEF 所提出之定義為：「一個快速而持續改

善生活水準的能力，亦即達成永續經濟成長、高國民所得成長的能力」(WEF，1996)。
國家競爭力報告中包括了 3 個構面，構面下的指標特別重視經濟成長因素，其國家競

爭力的目的在於能表現 5~10 年經濟成長的潛力。WEF 綜合過去經濟成長的文獻後發

現，經濟開放程度、稅率、儲蓄率、研究發展、人力資源與法律制度是影響經濟成長

的重要因素。 

2. 衡量指標 

WEF 則在原有的「企業競爭力指標」（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Index, BCI）與「成

長競爭力指標」（The 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I）基礎上，整合成立「全球競

爭指標」（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表 2-8：WEF-全球競爭指標 
全球競爭指標(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基本因素 效率加強 創新經濟因素 
 制度架構(公／私)  良好市場運作  企業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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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設施 
 總體濟經濟穩定度 
 人身安全 
 人力資本(基本與先進人力) 

 勞動市場效率 
 金融市場效率 
 科技素養 
 市場規模與開放 

 創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按哈佛大學教授 Sachs(2000)所言，國家與國家間之競爭，並非是你輸我贏的零

和遊戲，而是一種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而所謂正和遊戲的賽局，是指各國

在追求自身國家目標時，由於(1)企業策略、企業結構、及同業競爭(2)需求條件，(3)
生產因素，(4)相關支援產業的互動，而生產出互補非互斥的經濟活動，此種經濟活

動，在國家競爭力的指導下，有利於各國的永續成長及發展。所以國家競爭力指標之

建立，在使各國瞭解在其國家中，何種制度及經濟政策是有利於經濟成長，使各國朝

向高成長目標邁進。 

然而，國家為因應國際競爭環境的劇變，也產生治理上的變革。首先是八○年代

以後的小政府主義促成國家權力的下放，而城市作為地方治理的基本單位，則成為國

家競爭架構下的重要環節。因為在全球化風潮下，中央將權力一把抓的治理方式，不

僅容易忽略地方間的細微差異，並且對於地方資源的掌握與地方產業脈動的敏感度，

勢必無法與深耕地方事務的地方政府相比。 

此外，學者(江啟臣等，2006)在「全球化城市競爭力指標探討」中一文指：晚近

「全球治理」觀念的興起，城市也被視為是其主要的執行單位。隨著國際趨勢的變革，

研究文獻對於城市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也產生了新的詮釋。其主要論述在探究近 20
餘年來，新產業分工模式（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下國際競爭力的重塑，

而城市化（urbanization）的發展促成資源集中，亦成就了城市作為國家競爭軸心的角

色。因此下一段探討一個有競爭力的城市應具備哪些要素？而城市競爭力又該如何衡

量？ 

三、城市競爭力 

(二) 定義 

誠如 Porter(1996)所言：「當競爭愈來愈國際化時，真正的競爭實力通常取決於地

方」。所以，依 Porter 所言的區位因素也是競爭力的重點，而區位除了實體位置之外，

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和知識創新與應用等因素來強化城市網絡以建立優勢位置亦是競

爭力的關鍵。 

在全球化下，城市得以透過資本流通、勞動與商品市場、資訊、原物料和管理等

日常經濟層面的多功能運作，維持與區域內、外其它城市的互動(Castells, 1992)。在

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與訊息的快速創造、流通與轉換，帶來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促

成城市互動的重要性，進而形塑新的城市網絡，而建立以城市為軸心，以及其網絡位

置而來之新全球層級體系（hierarchy）(江啟臣等，2006)。 

研究城市競爭力的文獻相當多，然而城市是否存在著競爭？Krugman（1996）認

為城市間並非在競爭，而只是為企業提供競爭的場所而已，而「地方」的屬性視為企

業競爭成功的基本或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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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2005)在「全球舞台大未來」中強調城市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比傳統「主

權國家」更重要，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區域國家」(Regional States)將成為國家經濟發

展單元。由此可見，城市將是未來人類生活的中心，而城市之間彼此也互相競爭資源、

吸引人才、產業和居民的聚集，因此關於都市吸引不同要素的競爭力研究在近年來日

益增多。以下為本研究整理各作者對城市競爭力的看法及定義： 

表 2-9：城市競爭力的定義 
作者 城市競爭力的定義 

Kresl(1995) 都市競爭力不僅是經濟的成長，而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

中，能創造出令人滿意的特質。 

Jensen-Butler(1997) 認為都市競爭的成功來自於創造所得成長的能力。 

Lever(1999) 指城市製造財貨與勞務，並分配於廣大區域、國家與國際

市場的等級能力，同時增加實質收入、改善民眾生活品

質，並以永續經營方式促進發展。 

Lever & Turok(1999) 指都市可生產出適合區域、國家或國際市場的產品或服

務，同時增加實質所得、提高市民生活品質及永續不斷地

成長。 
Begg(1999) 都市競爭力即是指都市經濟績效（urban performance）以

及保持市場佔有率。 

黃文櫻(2000) 指城市在經濟競爭的環境中，本身具有能吸引人口、廠商

及經濟活動聚集的特性。 

Iain Deas, Benito Giordano(2001) 將都市競爭力概念化的說明，包括城市資產（經濟環境、

政策與機制環境、實質環境、社會環境）與競爭績效（企

業運作績效、區域發展績效）。 

陳冠位(2002) 包含生活、生產、生態等三向度，為產業經營與城市整體

發展成果。 
倪鵬飛(2003) 世界各城市在發展競爭中，與其他城市比較而來之財富與

收益創造的能力，並強調「人力資本」是城市競爭力的關

鍵。因為人才匯集的地方能創造一個創新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許多學者對於城市競爭力所持的看法不同，然而提倡城市競爭力的目的也類

似國家競爭力是以經濟成長、創造財富的理念大致相同，但尤有甚者是要對地方發展

具有地方特色的差異化，才能輔助競爭力的提昇。 

然而，對於城市競爭優勢是否能以絕對的數值去衡量至今仍處於爭議中，尤以

Kotler等（2002）指出每個經濟體都有不同的產業結構，因此城市競爭優勢是一種相

對的概念，指城市間整體發展條件的差異，所涉及層面包含城市裡的硬體及軟體環

境，而城市競爭力則是城市整體發展條件差異的表現結果。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充分

發揮城市競爭優勢才能累積競爭力，整體競爭力為各種競爭優勢的總體呈現，然而除

了城市硬體環境發展績效之外，也應結合城市使用者的態度與軟體環境的水準。 

對於城市競爭力的衡量方式，在實務上有英國「產業貿易部」及加拿大溫哥華的

「經濟發展委員會」提出來是較具有公信力的，而最近幾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也相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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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看法，以下說明這些單位所提出的衡量指標。 

(三) 衡量指標- 

1. 英國「產業貿易部」 

英國「產業貿易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認為，競爭力主要仰賴長

期形成的城市結構特徵（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關鍵特徵應包含：在各經濟領域

的創新優勢、勞動技術、在通向關鍵市場的交通連結上，具有效益優勢、設計與執行

長程發展策略的能力。英國針對歐洲城市進行的研究指稱，創新與經濟發展存在強烈

的關連性。創新速度與其應用能力，將決定城市的經濟表現，而其中人是創造的主體。

而且，城市在地方經濟具有高度創新能力下，愈能刺激地方商務與企業的紮根，以展

現出經濟的乘數效果。而知識應用的系統化呈現，是有助於經濟發展。此外，如交通

這種傳統要素，仍舊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性。因此，以英國「產業貿易部」所發展的

概念以創新、知識應用及交通方便性成為城市競爭力最主要的評估要素。 

2. 加拿大溫哥華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加拿大溫哥華的「經濟發展委員會」（Vancou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在探討溫哥華的城市競爭力時，則將溫哥華的競爭優勢定位於多元文

化、經濟條件與經濟成長、高科技與娛樂產業、勞動素質、物價水準與匯率、地域優

勢、基礎建設、商務成本（稅務、能源供需與消費）、生活成本（房地產、所得）與

生活品質等因素。因此，對於溫哥華「經濟發展委員會」所發展出來的指標比較偏向基礎

建設是否完備及經濟發展成果做為衡量城市競爭力的標準。 

3.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在 2003 年起，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和美國巴克內爾大學共同提出的「全球城

市競爭力報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倪鵬飛先生主持。該報告利用人力資本、

企業主體、產業競爭力、公部門競爭力、生活環境、商務環境、創新環境與社會環境

等 75 個綜合指標，對全球 110 個城市進行評比。 

4. 陳冠位先生 

陳冠位(2002)先生的「城市競爭優勢評量系統之研究」博士論文中以生活環境、

生產環璄及生態環境之三個構面建立城市競爭力的評量指標，並以臺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為其研究標的。而在這三個構面下又細分 12 項的指標群，最後產生

89 項細部指標。 

以下整理這三個機構及一位學者對城市競爭力的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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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城市競爭力指標 
英國產業貿易部 溫哥華經濟發展委員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 陳冠位 

 公私的知識機構數量 
 知識創造與移轉的活力

與環境 
 商務策略與金融服務 
 吸引高價值商務運作的

關連性 
 高薪資的工作以吸引區

域內的通勤族 
 文化、娛樂與運動的集中 
 交通的樞紐 
 經濟基礎建設 
 多樣的城鄉住宅選擇 
 多元勞動力與技術基礎 

 多元文化 
 經濟條件與經濟成長

(經濟多元化、人口成

長、就業成長) 
 支持成長因素 
 勞動素質 
 物質水準與匯率 
 地域優勢 
 基礎建設 
 商務成本 (稅務、能源

與消費) 
 生活成本 (房地價

格、所得) 
 生活品質 

 人力資本 
 企業主體 
 產業競爭力 
 公部門競爭力

 生活環境 
 商務環境 
 創新環境 
 社會環境 

 生活環境向度 
 安全環境指標群 
 健康生活指標群 
 便利交通指標群 
 安定居住指標群 
 文化休閒指標群 

 生產環境向度 
 理想投資環境指標群 
 完善法令體制指標群 
 健全生產體系指標群 

 生態環境向度 
 永續自然環境指標群 
 永續社會發展指標群 
 永續經濟結構指標群 
 永續環境管理指標群 

資料來源：參閱 DTI, Cities, Reg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London, UK, 2003；Vancou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 Defining Vancouver's Competitive Advantage, Vancou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 Nov. 2001；Shipra Narang, The Urban Governance 
Index, UN-HABITAT, Jan. 24, 2006. ,陳冠位，2002，城市競爭優勢評量系統之研究 

除此之外，在區域的衡量指標方面，有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與遠見雜誌的「大中

華地區：臺灣、港、澳、中國兩岸四地城市競爭力調查研究」評比（以下簡稱「兩岸

四地城市競爭力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以及歐洲商

會委託 TNS 市調公司的「亞洲城市居住品質報告」；在國內，則有天下雜誌的「幸福

縣市調查」、遠見雜誌的「25 縣市總體競爭力評比」等等。因為這些單位的調查報告

皆屬區域性或地方性，不再在本研究內詳細說明。 

綜合上述不同單位或學者所提出的城市競爭力衡量指標涵蓋許多層面，但本研究

依據(江啟臣等，2006)提出的城市競爭力要素做為歸納城市競爭力衡量的構面，該城

市競爭力的要表有：服務產業、資訊科技、企業動能、基礎建、法規制度、人力資本、

生活環境、知識創新應用、網絡關係等 9 項，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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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城市競爭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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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江啟臣、黃富娟，全球化下城市競爭力指標之探討，2006 

歸納其城市競爭力指標，可將城市競爭要素區分為「基本要素」與「優勢要素」

2 種。基本要素是指競爭的必要條件，如基礎設施是否完善、法規架構的環境整備等

缺一不可的發展要件。因為這些基礎要件的不足，將造成追求發展與財富累積上的障

礙。而在這些基礎之上，其它要件就呈現出選擇上的相對比較優勢。然而，對於「基

本要素」與「優勢要素」經常難以絕對地二分法加以區分。因為城市的特殊性卻可能

造就該城市擁有難以取代的競爭地位。舉例來說，人力資本是城市發展的基本因素，

但若該城市擁有高素質的科技與創新人才，則對該城市而言又屬於相對優勢要素。因

此，人力資本對該城市來說同時具備了「基本要素」與「優勢要素」2 種。而且這個

指標的比重，不應當以等量來處理，而是要經過加權後，才能真正反應該城市的競爭

力。 

因此，從這些要素來看，要素本身並非可以單獨成立，要素與要素之間存在關連

性、甚至是層次性。例如：城市競爭力在社會基礎建設、法規制度等公共政策與產業

經濟等因素之上，更應深化對於人力資本（尤其是技術性勞工）、資訊科技應用、創

新能力、知識資本等要素，以建立無可取代的節點位置。因為，全球化下，城市間的

互動與連結網絡攸關競爭力形塑，而除了傳統上商務貿易之外，金融服務、知識創新

與交流中心成為主導，而這與人力資本、資訊科技和知識資本等因素，息息相關。尤

其是城市若不具備傳統交通樞紐特徵時，則可透過虛擬網絡來補強。 

所以，城市競爭要素要視城市的獨特性而予以加權上的評估，但難免會因主觀因

素而有失偏頗。因此，在公開及正式的報告中仍以等量的方法加以評估，輔以兼顧深

度的質化研究來呈現城市間的差異，而加以說明。 

在個別探討智慧資本及競爭力相關的議題後，而下一個小節將聚焦在城市智慧資

本及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做為本研究欲發展或分析臺灣城市智慧資本指標的一個

理論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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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城市競爭力與城市智慧資本 

在瞭解智慧資本和競爭力的內涵後，本研究在本章之首以 Rajaram Veliyath & 
Shaker A. Zahra(2000)學者提出的「全球化影響競爭力的過程」的觀點，試圖以智慧

資本角度描述城市的競爭力。並依據(江啟臣等，2006)提出城市競爭力要素的內涵，

對應到智慧資本的五個資本構面如下表所示。 

表 2-11：競爭力與智慧資本對照表 
智慧資本構面 城市競爭力要素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 
市場資本 網絡關係、服務產業、企業動能 
流程資本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法規制度、生活環境 
更新資本 知識創新應用 
財務資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表是本研究試圖彙整並連結由兩個不同理論角度出發的學者所建構的指標，這

些指標大都不謀而同的描繪城市的競爭力及城市智慧資本，該表對應的方式是依其定

義或本質來做相對應。該表中的財務資本沒有對應到城市競爭力要要素，主要是財務

資本是前面四個資本所累積的最後結果表現，也就是競爭力最後量化結果。因此，財

務資本並不是城市競爭力要素之一，而是城市競爭力的最後外顯衡量的結果。 

另外，市場資本因為含有顧客資本及對外關係的本質，因此對應到城市競爭力要

素的網絡關係、服務產業及企業動能；而流程資本主要是要能使城市運作可以更順

暢，較屬於基礎設施等相關的軟硬體設計，所以對應到城市競爭力要素的資訊科技、

基礎建設、法規制度、生活環境；而更新資本主要是倡導創新概念，將之對應到城市

競爭力要素的知識創新應用。 

在本章文獻探討中，瞭解到倡導競爭力主要目的是要創造價值、累積財富，不論

是從企業層級、國家層級再到城市層級基本概念都是一致的。而現在的競爭無法只從

個別層級單獨討論之，而是每個層級的競爭都是互相影響的。因此，在面臨科技進步、

知識經濟時代，如何提升每個層級的競爭力是相當重要的，而智慧資本是影響競爭力

這個結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臺灣是一個島國，位在泛太平洋一個重

要地理位，或許政治上的因素壓抑國家的競爭力，但可由城市的發展來提升城市競爭

力，有助於加強國家的競爭力，如同在本研究的研究背景中提到的首爾就是一個可借

鏡學習的典範城市，南韓也和我們一樣面臨類似的政治因素，但是南韓這幾年加強首

爾的城市建設發展，提升該市的競爭力，尤其在 2000 年後經濟貿易的發達，造就了

不一樣的南韓奇蹟。 

因此，在後續的章節，本研究將發展一套城市智慧資本指標，藉由城市智慧資本

指標建立，衡量臺灣城市的智慧資本，並探討城市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