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工業電腦產業 

一、工業電腦產業定義 

工業電腦(Industrial PC，簡稱 IPC)最早期是用於工廠生產中各種設備控制、

監視以及測試之用，隨 PC 廣泛應用，以 PC 為基礎的控制設備亦蓬勃發展。在

3C 高度發展下，工業電腦運用由工業自動化擴及至辦公室自動化，更邁入家庭

自動化時代，因此工業電腦已進入人類生活的每一部份，如銀行 ATM、POS3、

KIOSK4、通訊產品、視訊產品、監控系統、自動販賣機、網路設備以及電腦電

信整合(CTI)等5。 

 

廣義的工業電腦指的是個人電腦、伺服器以外的電腦。而狹義的工業電腦則

是指應用於垂直產業的電腦，應用領域包括工廠自動化、保全監控、醫療體系等。

台北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將工業電腦列為電腦硬體下的「特用型電腦」，之下再

細分為工業用系統、POS、安全/保全系統與虛擬實境，請見下頁【圖 2-01】說

明。目前，在其台灣會員名錄中，列為工業電腦的廠商約有 53 家。 

                                                 

3 POS(Point Of Sales/收銀系統)：對大型零售百貨業而言，傳統收銀機已無法滿足快速掌握商品

銷售資訊精確管理的需求，因具備及時處理分析大量多樣銷售、庫存、客戶資料的功能，POS
的使用將成為普遍趨勢。目前 POS 應用版圖已延伸至零售百貨業、流通業、餐飲業、連鎖店、

金融業、彩券娛樂業、以及其他服務業種。 
4 KIOSK(互動式多媒體資訊站或資訊服務系統)：則是 POS 的延伸產品，結合廣告、購物、銷

售與服務，應用範圍包括資訊導覽查詢、多媒體廣告、餐飲旅館、百貨賣場、自動售票等，產品

種類亦多元化，包括多媒體資訊站、多媒體試聽播放機、自助式相片沖洗機、指紋辨識機、快速

點餐機、售票系統、價格查詢機等。 
5 鍾慶宇(2005), 富邦投資年報－2006 年工業電腦產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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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資訊產業服務網之硬體分類 

 

＜資源來源＞台北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二、工業電腦的演進 

工業電腦的演進，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最早是「自動化核心控制時

間」，再來是「PC-Based 工業電腦時期」，現在是將電腦延伸入人類各個生活的

「產業與生活自動化」時間，請見【表 2-01】之詳細說明。 

【表 2-01】工業電腦演進6 

工業電腦時期 演進說明 

自動化核心控

制時期 
工業電腦最早用於工廠自動化中作為 CNC 控制器、CNC 車
床或銑床等機器設備的控制核心，提供製造流程中機器或儀器

設備的控制、監視、測試…等功能。工業電腦早期主要用途為

工廠自動化，例如工廠內生產製造流程中，機器或儀器設備之

控制、監視與測試等。 

PC-Based 工業

電腦時期 
隨著個人電腦 PC 的演進及電腦平台的標準化及普及化，以

PC-Based 架構為主的工業電腦價格也相對低廉可以節省廠商

大量的成本。因此個人電腦架構逐漸在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盛

                                                 

6 黃哲宏(2004)，碩士論文「高科技公司組織學習之實證研究－以研華科技為例」，第 45~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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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促使工業電腦產業積極從事以個人電腦為基礎（PC-Based）
之應用。也因為如此，工業電腦供應廠商便轉而利用個人電腦

充沛的軟硬體資源，再針對各式不同的空間需求及作業 

需求配不同主機板、晶片、外殼、連接槽與作業系統等，以滿

足特殊作業環境的需求。 

產業與生活自

動化時期 
近年來，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產業整合之趨勢更進一步擴

大工業電腦的運用，帶動工業電腦延伸至人類生活中。工業電

腦具有少量多樣、功能強大的作用，使其邁向多種產業及生活

的應用。目前除了製造業外，舉凡：金融業、電信網路業乃至

於公共環境中所需應用的各式電腦自動化控制器與伺服器、如

捷運讀卡機、電腦教學、電腦遊戲機、自動售票機、ATM、POS、
KTV 點歌機、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高速公路上的跑馬燈、

電腦電話整合系統、國防及導航系統、通訊產品、視訊產品、

智慧型大樓之自動化監控、自動販賣機、醫療保健設備及各種

語言查詢系統、KIOSK 資訊服務系統…等等都是工業電腦應

用領域。 

＜資源來源＞黃哲宏(2004)，「高科技公司組織學習之實證研究」與本研究整理 

 

三、工業電腦產業特性 

據莊永順(2002)之研究7，工業電腦(IPC)與一般 PC 之主要五項差異如下： 

1、IPC 應用於嚴苛的、特殊的外在環境，例如：高溫、低溫、高壓、潮濕、

震動；PC 則應用於辦公室、家庭等一般的、良好的環境。 

2、IPC 為因應特定用途，在產品上整合較多功能；PC 除了共通性需求外，多

半以使用者另加 Add-on Card 的方式，滿足特定功能。 

3、IPC 多半須在惡劣環境中運作，或須在無人操作/監控的條件下，長時間不

                                                 

7 莊永順(2002)，台大 EMBA 碩士論文「企業國際化策略之研究以台灣工業電腦產業為例」，第

4 頁。該作者是工業電腦廠商研揚科技之董事長，亦是研華公司之創業團隊成員之一。 



 

 
7

間斷的運作。因此在品質上需要極高的穩定性。 

4、IPC 針對特定需要而設計，因此具有少量多樣的特性；PC 則依一般消費者

的共同需要來開發，而具備大量生產的經濟規模。 

5、IPC 及其下游系統產品的最終客戶，對產品的認證、採用非常嚴格，通常

費時半年以上甚至一年以上。因此一旦選定規格、產品、供應商，最終客戶不

希望有所更動，而要求供應商簽訂長期供應的合約。相對於 PC 而言，IPC 的

生命週期較為持久。 

 

據翟大銓(2004)之研究整理8，不同於一般的 PC，工業電腦產業有七大特性： 

1、產品少量多樣； 

2、重視產品的穩定性、擴充性及相容性； 

3、較長的產品生命週期，客戶忠誠度高； 

4、產品客製化； 

5、具備產品研發及設計的良好能力； 

6、客戶重視產品售後服務； 

7、透過經銷商或子公司銷售商品。 

 

據黃哲宏(2004)之研究整理9，工業電腦有六個主要特性： 

1、穩定性、可靠性； 

2、維修簡易10； 

                                                 

8 翟大銓(2004)，碩士論文「工業電腦產業之資源能力與國際化動機，對其國際化策略影響之研

究」，第 15~17 頁。 
9 黃哲宏(2004)，碩士論文「高科技公司組織學習之實證研究－以研華科技為例」，第 46~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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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調系統之間的相容性； 

4、強調擴充性； 

5、較不重視硬體等級； 

6、強調與應用軟體之間的相容性。 

另外，由於工業電腦必須考慮系統整合及搭配問題，一般而言開發客戶需要

3~6 個月的時間，但一旦通過認證，該客戶訂單通常可成為未來 2~3 年穩定的

獲利來源。而且工業電腦客製化程度高，因此訂單多呈現少量多樣的狀態。 

 

四、工業電腦的主要零組件與產品分類 

(一)、工業電腦的零組件大致可分為：單版電腦、顯示器、機殼、背板等等，

以下逐一簡介: 

【表 2-02】工業電腦零組件說明11 

零組件名稱 說明 

單版電腦

（Single Board 
Computer 

單板電腦是工業電腦的核心組件，相當於一般個人電腦的主

機板。由於工業電腦的特色在於是以介面卡的形式來建立系

統，因此單板電腦上載有 CPU、RAM 等與 PC 主機板相同

的元件。一般單板電腦可分為長卡與短卡兩種規格12。長卡

                                                                                                                                            

10 維修簡易就是要降低 MTTR（Mean Time To Repair）以及增加 MTBF（Mean Time Before 
Failure）。為了達到 MTTR 的目的，工業電腦多設計成介面卡型式，並採用工業標準的 ISA / PCI 
/ PCI-Express /PC-104 等介面，並裝在機箱內。由於目前工業電腦所需的各項功能已經可以模組

化、縮小化到一個介面卡上，再將各種功能的介面卡插在被動式背板（Passive Backplane）上，

如此一來，當系統故障時僅需將故障的板子單獨取出更換即可，如此可減少停機所帶來的損失。

另外，為了達到增加 MTBF 的目的，工業電腦所採用的零組件較一般個人電腦來的嚴格，採用

較多 Disk on Chip 的零件，降低震動對於系統的影響，以及使用 Redundancy 的風扇及電源來減

少其故障的機率。 
11 黃哲宏(2004)，碩士論文「高科技公司組織學習之實證研究－以研華科技為例」，第 48~49 頁。 
12 CPU 長卡(Full Size)的尺吋為 33.8x12.2 公分，而短卡(Half Size)尺吋則是 18.5x12.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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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 主要的特徵是具有 ISA13、PCI14 兩種規格的介面卡，短卡則

只有 ISA 或 PCI 兩種介面其中一種而已。 

顯示器 

(Display) 

主要是以 LCD 為主，另外比較特殊的是在工業電腦的應用

當中，有些場合會採用觸控式的螢幕來讓使用者方便操作、

增加互動性以及節省掉鍵盤、滑鼠等輸入設備。例如在

ATM、POS、KIOSK 等等場合，觸控式面版的應用就變得

相當重要。 

機殼15 機殼的主要形式分為三種：積架式、面版式以及支柱式。 

積架式：將許多的工業電腦堆疊在一起，利用專用的支架支

撐，形成一個完整的電腦系統，由於其保護性高、擴充性強，

因此積架式工業電腦機殼是目前工業電腦機殼主流。 

面版式：為了因應內建顯示器的工業電腦而設計的，市場上

的比例僅次於積架式。 

支柱式：常見於公共場合、監控中心等場合，作為資訊展示

的用途。 

背板 

(Backplane) 

背板的主功能為各介面卡之間的橋樑，也決定了系統的擴充

性。背板可分為被動式及主動式兩種。主動式背板16內建有

CPU、RAM、晶片組等基本功能，類似個人電腦中的主機板。

而被動式背板17則純粹作為各界面卡之間的溝通橋樑，本身

不具有任何運算處理元件，必須搭配單板電腦使用。工業電

腦市場中，著重在於系統維修的及時性與方便性，因此一般

工業電腦用戶在背板的選擇上，以被動式背板為主。 

＜資源來源＞黃哲宏(2004)，「高科技公司組織學習之實證研究」與本研究整理 

                                                                                                                                            

13 ISA 是 Industry System Architecture(工業系統架構)的簡稱，是早期電腦與介面卡的一種連接介

面。 
14 PCI 是 Ph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周邊元件互連介面)的簡稱，是由 Intel 設計的 32 位

元匯排流介面。 
15 由於工業電腦使用環境的關係，使得工業電腦的機殼必須具備良好的耐衝撞性、散熱性以及

電磁防護性等等。除此之外，也必須具備良好的擴充性，以便於未來設備上的擴充需要。 
16 主動式背板的優點是成本較低，但若 CPU、RAM、晶片組等元件故障時，維修置換成本以及

時間成本則較為昂貴。 
17 被動式背板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較主動式背板來的高，但相對來說，若是 CPU、RAM、晶片

組等元件故障時，只需將故障的介面卡抽除，置換新的介面卡，系統即可繼續運作，維修成本及

時間成本較為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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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電腦的主要產品分類 

工業電腦大致可分為工業用電腦（IPC）、工業級工作站（Industrial WorkStation 

/IWS）、單板電腦（Single Board Computer/SBC）、嵌入式電腦（Embedded PC）

以及平板電腦（Panel PC）等產品主軸。 

【表 2-03】工業電腦產品分類說明18 

工業電腦分類 說 明 

一般工業用電腦

（IPC） 
大部分採用的是 Wintel(Windows＋Intel)的架構，類似個人

電腦的硬體設備，但是在設計上是以工業用途為主。較一

般個人電腦來的耐震、耐熱、防水、防電磁干擾等，以達

到長時間穩定運作的工作特性。 

工業級工作站

（Industrial 
WorkStation 

/IWS） 

用在自動化需求量較大的場合，利用工業級工作站將各個

工業用電腦連結起來，監控管理各電腦系統之間的運作。

單板電腦（Single 
Board Computer 

/SBC） 

將各種運算處理功能彙整於單一介面卡，在透過 ISA、PCI 
等介面，利用背板來組成一個電腦系統。適用於各種工業

控制系統、自動化系統上。 

嵌入式電腦

（Embedded PC） 
比單板電腦的尺寸來的更小，強調可以應用在更多的場

合，更深入一般日常生活所見到的設備上。例如：自動販

賣機、自動提款機、影像電話等等。 

平板電腦 

（Panel PC） 

內建液晶螢幕以及觸控式面版，將主機、螢幕、輸入設備

結合成輕薄短小的電腦，再加上防水、體積小、無線通訊、

電池的高續航力等優勢，使得平板電腦可以應用在各種場

                                                 

18 黃哲宏(2004)，碩士論文「高科技公司組織學習之實證研究－以研華科技為例」，第 49~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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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除了工業用途之外，也可以作為一般的商業用途，

例如可以應用在 KIOSK 資訊服務站、大型賣場的產品資

訊查詢系統、車站售票系統、旅遊景點導覽系統等需要高

度互動性的場合。 

＜資源來源＞黃哲宏(2004)，「高科技公司組織學習之實證研究」與本研究整理。 

 

五、工業電腦的市場區隔 

工業電腦的市場，除了最早應用的工業自動化控制之外，還有電腦電話整合

市場、結合網際網路應用的市場，以及產業與生活自動化的市場，【表 2-04】彙

整了這四個市場的區隔說明。 

【表 2-04】工業電腦的市場區隔 

工業電腦的市場區隔 市場區隔說明 

工業自動化控制市場 工廠及生產自動化控制是工業電腦最早運用的地方，舉

凡 CNC19控制器、CNC 車床或銑床等機器設備的控制

核心，或製造流程中機器或儀器設備的控制、監視、測

試等設備皆是。 

電腦電話整合系統

(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CTI) 

電腦電話整合系統(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CTI) 是以電腦取代傳統的交換機，利用電腦來控制電

話的使用，以及透過網際網路資訊交換的共同平台，達

到電話通報服務自動化的功能。隨著電腦通訊設備整合

與網際網路的整合發展，全球通訊需求量大增，電腦電

信整合市場在資訊、通訊相互整合下有逐漸擴大的趨

勢，業者開始以開放式電腦架構取代傳統封閉式交換

機，以電腦控制電話系統，達到增強電話功能並取代大

量人力，目前電信及金融業者在強調客戶服務品質的提

                                                 

19 CNC：電腦數值控制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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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下，已大量將 CTI 應用於客服中心。因此無論是 CTI 
的伺服器端設備、用戶端設備、ISP 及 ASP、無人話務

服務中心、銀行語音查詢系統、醫院語音預約掛號等皆

屬 CTI 的應用領域。 

網際網路應用 工業電腦在網際網路市場上應用的範圍包括資料即時

儲存設備、網路安全產品等。資料即時儲存設備又分為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網路附加儲存裝置)、
SAN(Storage Area Network，儲存區域網路) 與
DAS(Direct Attached Storage，直接連接儲存裝置)三類

型。近年來企業提高對於資料安全儲存的重視，紛紛採

購具有控管功能且擴充性佳之網路儲存設備，帶動了

NAS 與 SAN 的技術的發展以及產值的成長。而另一

應用為網路安全產品，其主要產品有：網站內容過濾、

入侵偵測(IDS)與安全評估、公共金鑰架構(PKI)、資料

加密軟體、認證軟體、授權與安全管理軟體、防毒軟體、

儲存、防火牆(Firewall)/虛擬私有網路(VPN)等。 

產業與生活自動化 除了上述的市場應用之外，工業電腦亦可應用在教育、

娛樂、日常生活及商業等可提升生活機能的各種自動化

產品，也可應用在一般日常生活之中，為人類帶來便利

以及效率。在輕薄短小的趨勢下，應用在產業及生活自

動化的市場仍極具潛力。例如：POS 收銀系統、KIOSK
資訊服務站、自動收銀機、自動販賣機、售票機、網路

點唱機、醫療、保全系統、車用電腦(Car PC)等應用亦

屬於工業電腦的範疇。 

＜資源來源＞本研究整理 

另外，除了以應用領域來分之外，也可由產業的價值鏈來區分工業電腦的市

場。工業電腦發展可分為垂直及水平兩方向，垂直發展是以 Platform 為基礎，往

上發展為第二層具附加價值的產品，如：DVR、Capture card 等，再往上是加入

軟體功能的第三層，其中牽涉到軟體研發能力，最後是第四層整體系統組裝。而

水平的應用面發展，舉凡網路通訊、工業自動化、Panel PC、POS 等等均屬於水

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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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的工業電腦產業為例，大部分的廠商均屬於提供硬體平台(Platform)

的水平式應用為主。若在系統整合階段，因為國內工業電腦公司較為擅長製造，

在軟體能力普遍不及系統廠商，因此不容易進入。 

 

第二節 智慧資本 

1969 年 Galbraith 寫信至 Economist，倡導智慧資本為一種需要運用腦力的

行為，而非只有知識與純粹的智力。1991 年 Stewart 發表在 Fortune 500 的文章

中明確定義智慧資本。1993 年 Hudson 為智慧資本著書並明確定義智慧資本。

1996 年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認同斯堪地亞公司 Edvinsson 的做法，提出智

慧資本的年度報表，強調智慧資本為價值創造的過程。1997 年 Stewart 著書「組

織的新財富：智慧資本」，列舉眾多的實務個案，說明智慧資本的三大要素：人

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1997 年 Edvinsson & Malone 著書，「智慧資本：

發現隱藏的根源，還原公司真實的價值」，說明斯堪地亞公司智慧資本的實施過

程與衡量指標。 

一、智慧資本的演進觀點 

(一)、知識管理的觀點：Roos (1997)20認為智慧資本是從「知識管理」的領域

發展出來，企業的智慧資本就是所有員工知識的總和，其理論基礎分為兩種思

想流派：策略流派(Strategic Stream)與評量流派(Measurement Stream)，前者的

觀點為研究如何創造與運用知識，以及討論知識與價值創造的關係。後者的觀

點經由資訊系統分析與統計非財務資料，以補充財務報表，其發展架構請見圖

                                                 

20 Roos, G. and Roos, J. “Measuring your company’s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 Long Range Planning, 
Vol.30, No. 3, 1997, pp. 41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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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說明。個人認為智慧資本的發展，因其涉及不同的構面，例如人力

資本、組織資本、關係資本等，且因應公司業務的拓展或營運需求，其發展是

不同構面同時發展且各有其階段性目標。 

 

【圖 2-02】「智慧資本觀念的樹狀圖」 

 

<資料來源>Roos, G. and Roos, J. “Measuring your company’s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 

 

(二)、管理會計的觀點21：Roslender (2000)22從現代管理會計的觀點探討智慧資

本，最早於 1960 年代中期由 Hermanson 發現企業人力的評估在資產負債表

                                                 

21 陳美純(2001)，「資訊科技投資與智慧資本對企業績效影響之研究」，中央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論文，第 2-4 頁。 
22 Roslender, R. “Accounting for intellectual capital: A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accounting 
perspective＂, Management accounting, Vol. 78, No. 3, Mar 2000, pp.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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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sheet)中明顯被遺漏，因此嘗試將人力部份帶入正式的財務報表中，

連結人力資產問題與會計處理方式，此階段稱為人力資產會計(Human Asset 

Accounting)。人力不同於其他類別的資產，它並不屬於公司擁有，其困難之處

是必須有專屬適當的模式評價該資產，但仍缺乏健全的方法。直至第二階段，

發展出人力資源會計(Human Resources Accounting)的觀念，Flamholtz 與同事

在公司實務上採用該名稱，從此開始人力資源會計的目的在提供更多潛在的管

理資訊，專注於人力資源供應的成本與收益的資訊，以供決策、規劃與控制的

需要，強調管理面更勝於會計面，如經理人視為組織中重要的資源。到了 1970 

年代末期，企業逐漸覺醒員工的知識、技能與創意是維持競爭優勢的關鍵，

Roslender & Dyson 提議人力價值會計(Human Worth Accounting)，為一種衡量

員工會計制度的新方法。它相當倚賴員工價值主觀的評估，與結合軟性測量的

標準，如持續價值(retention values)。而智慧資本中非常重要的人力資本，對員

工的重視與評估原則，並將人力視為是組織中最具價值資產的原則，具異曲同

工之妙。 

 

(三)、資源基礎理論的觀點：Wright(1996)23的資源基礎理論(Resource-based 

Theory)的觀點，認為公司之獨特資源是發展並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公

司資源包括所有有形與無形的資產。而資源運用在持久性的競爭優勢上，必須

要有價值、稀少性、無法完全被模仿，且無任何與策略相關的替代品。該理論

強化企業能夠先發制人的選擇，雖然環境的機會與威脅是策略決策之重要考

量，但自我獨特資源的發展與運用，更是把持企業經營存活的動脈，分析上著

重於個別公司資源，而非產業競爭環境。Hitt (1997)24則認為資源基礎模式是

                                                 

23 Wright, P. L., Koll, M. J. and Parnell, J. A. 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Prentice Hall, 
1996. 
24 Hitt, M. A., Ireland, R. D., and Hoskisso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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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每個組織為獨特資源與能力的組合，而這些資源與能力正是制定與執行策

略的基礎，同時也是報酬的主要來源。 

Barsky & Marchant(2000)25從資源基礎的觀點，探討智慧資本的測量與管

理，強調員工、程序、科技、財務、與顧客等資源的整合與互動。事實上，企業

的無形資產是智慧資本討論的重心，它也是眾多資源中最難管理與衡量的部份，

但卻與企業的營運息息相關，甚至對一些產業而言，是最重要、最根本、不可或

缺的資源，因而從此角度探討智慧資本。 

 

二、智慧資本的定義與概念 

Edvinsson(1997)26提出智慧資本的三個基本性質： 

1、智慧資本是財務報告的補充，而非附屬； 

2、智慧資本是非財務資本，代表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間隱藏的縫隙； 

3、智慧資本是負債的一種，而非資產，亦即像股東權益(equity)，乃是從持股

人借取，亦就是從顧客、員工等等借得。 

本研究彙整主要學者從 1996 年以來對智慧資本的定義如【表 2-05】所示： 

【表 2-05】智慧資本定義的內容彙整 

作者(年代)27 智慧資本定義 評估準則 

                                                                                                                                            

Glob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25 Barsky, N. and Marchant, G.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measuring and 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Strategic Finance, Vol. 81, No. 8, Feb 2000, pp. 58-62. 
26 Edvinsson, L.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t Skandia＂,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30, No. 3, 
1997, pp. 366-373. 
27 資料彙整次序以年代排列為主，字母順序排列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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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tis 
(1996)28 

◎人力資本：從員工知識擷取最佳解的總合能力 

◎結構資本：企業解決市場需求的組織能力 

◎關係資本：組織關係或網路的結合，對公司滿

意與忠誠 

產業衡量指

標、員工學習

目標 

Hubert 
(1996)29 

◎人力資本：指員工個人的心態，包括對事情的

假設、傾向、價值與信念 

◎顧客資本：個人與顧客心態的集合，經由提供

產品或服務，形成價值的認知 

◎結構資本：組織成員心態的集合，形成組織文

化，包含規範與價值 

結構資本的

組成要素，包

括策略、結

構、系統、文

化 

Agor(1997)30 技能、知識與資訊等無形的資產 學習能力 

Edvinsson 

& Malone 
(1997)31 

◎人力資本：公司所有員工與管理者的個人能

力、知識、技術，以及經驗，並包括組織的創造

力與創新能力 

◎結構資本：能夠將人力資本加以具體化、權力

化，以及支援性的基礎架構，為一種組織化的能

力，包括用來傳達和儲存智慧材料的有形系統 

◎顧客資本：顧客滿意度、持久性、價格敏感度、

長期顧客的財務狀況 

以財務焦

點、顧客焦

點、流程焦

點、更新與開

發焦點、人力

焦點作為智

慧資本衡量

模式 

Grantham & 
Nichols 
(1997)32 

◎人力資本：公司運用其員工的知識解決企業問

題的能力 

◎結構資本：公司回應環境變化的能力 

將智慧資本

切分為水平

與垂直的維

                                                 

28 Bontis, N. “There＇s a price on your head: 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strategically＂, Ivey 
Business Quarterly, Vol.60, No. 4, Summer 1996, pp.40-47. 
29 Hubert, Saint-Onge “Tacit knowledge: The key to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Strategy & Leadership, Vol. 24, No. 2, Mar/ Apr 1996, pp. 10-14. 
30 Agor, W. H. “The measurement, use,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increase public 
sector productivity＂,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Vol. 27, No.2, Summer 1997, pp. 175-186. 
31 Edvinsson, L.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t Skandia＂,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30, No. 3, 
1997, pp. 366-373. 
32 Grantham, C. E. and Nichols, L. D. “A framework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the 
health care industry＂,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inance, Vol. 23, No. 3, Spring 1997, p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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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資本：顧客的忠誠度 度，構成一圓

椎體探討 

Roos (1997)33 ◎人力資本：競爭能力、工作態度、機敏的反應

力。 

◎結構資本：與外界關係、組織、更新與發展。 

以智慧資本

指數方法

(IC-Index) 評
估 

Stewart 
(1997) 

◎人力資本：包括創新、員工心態、年資、流動

率、經驗、學習 

◎結構資本：以高效率方法，將既有的知識蒐集、

測試、組織、整合，並去蕪存菁，而後傳播 

◎顧客資本：一家組織與他們來往的人之間的關

係，如顧客滿意度、顧客留滯率、顧客忠誠度 

市價/ 帳面

比、托賓 Q
值、無形資產

計算值 

Booth 
(1998)34 

◎人力資產：技能與訓練、態度 

◎市場資產：顧客關係、公司聲譽 

◎知識資產：隱性與顯性知識 

◎基礎建設資產：程序、資料庫 

◎所有權：專利、商標 

應發展公司

的平衡計分

卡 

Brooking 
(1998)35 

◎市場資產：公司在市場上的能力，如品牌、定

位、… 

◎智慧財產權：屬於公司且受法律保護的資產，

如專利、著作權、設計權、貿易機密、商標 

◎基礎建設資產：屬於公司且能提供有效地作

用，如管理哲學、公司文化、管理程序、企業流

程、資訊科技 

列出四者的

衡量指標，以

兩個個案分

析 

                                                 

33 Roos, G. and Roos, J. “Measuring your company’s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 Long Range Planning, 

Vol.30, No. 3, 1997, pp. 413-426. 
34 Booth, 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Vol. 76, No. 10, 
Nov 1998, pp. 26-28. 
35 Brooking, A., Board, P. and Jones, S. “The predictive potenti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6, No. 1/2/3, 1998, pp.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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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中心資產：屬於員工及約聘者，以銷售及

佣金回饋給公司者 

Lynn, B. E. 
(1998)36 

◎人力資本：組織成員擁有的有用知識、技能與

獨特能力的存量 

◎結構資本：組織運作系統、製造程序、組織文

化、組織所擁有各式的智慧資產 

◎關係資本：可信賴、品質驅動的供應商、具忠

誠度與滿意的顧客，創造出組織價值 

人力資本與

關係資本必

須轉換為固

定的結構資

本後，才能使

用、複製 

Masoulas 
(1998)37 

智慧資本是無形資產的結合，能提供組織附加價

值，並致力達到卓越的目標，了解無形資產如員

工的技術、經驗、態度、與資訊，使之能於工作

中附加價值。 

提出智慧資

本的管理程

序步驟 

Molyneux 
(1998)38 

◎人力資本：存在組織內部成員與幕僚集體性的

知識、技能、專業技術、與人際網路，即競爭能

力 

◎結構資本：可稱組織資本，為資訊系統、政策、

文化與傳播通路，如智慧財產權、版權、知識資

料庫與系統 

◎關係資本：與供應商、顧客的外部關係 

提供外部具

吸引力資訊

分享，提供內

部更多的互

動與機會 

Sveiby 
(1998)39 

◎個人勝任能力：指員工在各種情境下的行動能

力，包括外顯知識、技能、經驗、價值判斷、社

會網路 

◎內部結構：指專利、概念、模式、電腦與管理

系統 

無形資產監

測系統，含各

項評估指標 

                                                 

36 Lynn, B. 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the new economy: Bringing 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to the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contro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6, No. 1/2/3, 1998, pp. 162-176. 
37 Masoulas, V. “Organizational requirements definition for intellectual capit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6, No. 1/2/3, 1998, pp. 126-143. 
38 Molyneux, A. “IC and the ASCPA: Seek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ustralian CAP, Vol. 68, No. 
5, June 1998, pp. 27-28. 
39 Sveiby, K-E. “Intellectual capital: Thinking ahead＂, Australian CPA, Vol. 68, No. 5, Jun 1998, pp.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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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結構：指與顧客及供應商的關係，如品牌、

聲譽、商標 

Bassi & 

Van Buren 

(1999)40 

◎人力資本：公司員工與管理者的知識、技能與

經驗 

◎結構資本：資訊科技、公司形象、所有權資料

庫、組織思維、專利、商標、著作權 

◎顧客資本：顧客關係 

◎組織資本：系統、工具、經營哲學以加速知識

的流動 

◎創新資本：革新能力、創新成果、建立新產品

與服務的潛力 

◎程序資本：工作流程、技術與員工程序設計 

最佳學習分

享、接續性規

劃、知識網

路、電子式資

料庫、全面品

質管理、行

銷、訓練、篩

選與徵募新

人 

Bontis(1999)41 ◎人力資本：嵌入員工心中的隱性知識 

◎結構資本：組織運作的程序 

◎關係資本：嵌入於與外界環境建立關係的知識 

信任與文化

為智慧資本

的驅動者 

Johnson 
(1999)42 

◎人力資本：包括構想資本(知識基礎的工作人

力、員工才能與態度)與領導資本(專家與經理人

特質) 

◎結構資本：包括創新資本(專利、商標、版權、

知識資料庫)與程序資本(工作程序、貿易機密) 

◎關係資本：包括與顧客關係、供應商關係、網

路成員關係 

以軟體業為

例，分別列舉

其衡量指標 

                                                 

40 Bassi, L. J. and Van Buren, M. E. “Valuing investment in intellectu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8, No. 5/6/7/8, 1999, pp. 414-432. 
41 Bontis, N.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by diagnos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Framing and 
advancing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8, No. 
5/6/7/8, 1999, pp. 433-462. 
42 Johnson, W. H. A. “An integrative taxonomy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measuring the stock and flow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omponents in the fi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8, No. 5/6/7/8, 1999, pp. 56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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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 
(1999)43 

◎人力資本：員工流動率、員工滿意度、新產品

想法的數量、建議提交/接受的數量 

◎結構資本：營運資本週轉率、銷售員與一般及

行政人員的比率、新產品上市的時間 

◎外部資本：顧客持續度、顧客滿意度、最有獲

利的顧客名單、供應商品質/可靠度指標 

◎財務績效：經濟附加價值(EVA)、90 天內應收

帳款的數目、每位員工的附加價值 

市場價值=帳
面價值+智慧

資本

(MV=BV+IC)

Lynn, B. E. 

(1999)44 

◎人力資本：組織內部人員的部份 

◎結構資本：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系統，為組織運

作有效率與效能的基礎 

◎關係資本：組織與外部機構的聯繫，如供應商、

顧客 

文化因素重

大影響智慧

資本的管理 

Dzinkowski 

(2000)45 

◎人力資本：知識、教育、職業認證、工作相關

知識、工作評估、精神評估、企業家雄心、創新、

積極與回應能力、變動能力 

◎顧客(關係)資本：品牌、顧客、顧客忠誠度、

公司名稱、存貨訂購、配銷通路、企業合作夥伴、

許可認定、良好契約、特權認定 

◎組織(結構)資本： 

1.智慧財產：專利、版權、設計權、貿易機密、

商標服務標誌 

2.基礎建設資產：管理哲學、公司文化、管理程

序、資訊系統、網路系統、財務關係 

分別定出各

維度的衡量

指標，人力資

本有 7 個衡

量指標、顧客

與關係資本

有8個衡量指

標、組織資本

有 20 個衡量

指標 

<資料來源>陳美純(2001)，「資訊科技投資與智慧資本對企業績效影響之研究」與本

                                                 

43 Knight, D. J. “Performance measure for increas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Strategy & Leadership, Vol. 
27, No. 2, Mar/ Apr 1999, pp. 22-27. 
44 Lynn, B. E. “Culture and intellect capital management: A key factor in successful IC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8, No. 5/6/7/8, 1999, pp. 590-603. 
45 Dzinkowski, R. “The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 introducti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Vol. 78, No. 2, Feb 2000, pp.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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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整理。 

前鴻海法務長周延鵬律師更是以企業全球經營的角度，提出智慧資本與企業營運

機能的關係，如【圖 2-03】是以一間房子的架構來表達企業的資本，包含傳統的

財務資本與智慧資本，再拉到企業的各項營運機能，以及企業全球經營的目標，

可以協助我們清楚的了解智慧資本的內容，以及和企業經營之間的關係。 

【圖 2-03】智慧資本與企業營運機能的關係 

 

<資料來源>周延鵬(2006)，「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資源規劃 9 把金鑰」 

 

綜整以上各家學者對智慧資本定義，本研究將「智慧資本」的內涵定義為：

「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的總合。而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

係資本之各別內涵，將於下面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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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力資本 

新經濟時代，企業價值是由專業智慧所創造的，如何開創、善用、衡量人力資本，

更是產業界與學術界所關注的焦點。人力資本是智慧資本的根基，因為結構資本

與關係資本，都有賴人力資本去創造與維持。【表 2-06】彙整了智慧資本各專家

學者對人力資本的探討文獻，有助於我們對人力資本做一個全盤性的了解。 

 

 

【表 2-06】人力資本文獻分析彙整 

探討構面 作者(年代) 內容說明 

企業工作族群的分

析與分類 
Edvinsson & 
Malone(1997) 

上班族、電傳通勤族、街頭戰士、企業吉

普賽人。 

企業工作族群的分

析與分類 
Sveiby (1998) 領導人、經理、專業人員、支援員工 

人力資本的定義與

範例指標 
Roos (1997) 競爭能力、工作態度、機敏的反應力，範

例指標見內文 

員工工作內容的分

析 
Stewart (1997) (1)例行事務型、(2)技術幕僚型、(3)特殊

專長型、(4)專業創意型 

員工技能的分析 Stewart (1997) (1)商品型技能、(2)槓桿型技能、(3)專屬

型技能 

知識的螺旋模式及

知識產生的方法 
Nonaka (1991) 產生的方法：(1)從隱性到隱性、(2)從顯性

到顯性、(3)從隱性到顯性、(4)從顯性到隱

性 

知識的轉換與管理

實務建議 
Roos (1997) (1)知識和學習是優勢來源、(2)改變員工的

態度、(3)知識發展和轉換為相輔、(4)須廣

泛運用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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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性及隱性知識的

分野 
Hubert (1996) 顯性知識：透過話語、文字、書籍、報告

等方式 

隱性知識：經驗累積、直覺、認知、信仰、

價值觀 

隱性知識轉為顯性

知識的過程 
Nonaka (1991) 組織經過(1)隱喻→(2)類比→(3)模型等三

個階段 

員工擁有知識的類

型 
Stewart (1997) (1)自知的知識、(2)自知的落差、(3)不自

知的知識、(4)不自知的落差 

組織知識的型態 Carayannis & 
Alexander 
(1999) 

(1)隱性知識、(2)規則基礎知識、(3)背景

知識 

組織專業智慧的分

類 
Quinn (1996) (1)認知性知識、(2)先進技能、(3)系統的

了解、(4)自發性創意 

教育員工學習的類

型 
Grantham & 
Nichols (1997) 

(1)分析性思考、(2)實做(或實驗)、(3)系統

性整合、(4)共同合作 

累積人力資本的實

務做法 
Stewart (1997) (1)成立數個實務社群、(2)提倡員工配股

制、「虛擬員工擁有權」的觀念 

<資料來源>陳美純(2001)，「資訊科技投資與智慧資本對企業績效影響之研究」與本

研究整理。 

綜整以上各專家學者對人力資本的探討構面，本文在本研究中將「人力資本」

定義為「公司全體員工與管理者的知識、技能與經驗」。 

 

四、結構資本 

結構資本可視為一種能將人力資本轉化成結構性資產的知識與能力，隸屬於

整個企業組織所擁有，它可以被被製與分享，諸如創新科技、發明、資訊、著作、

製程、營業祕密、經營 Know-how 等皆包括在內，除此之外，還融合了企業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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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構造與體系、組織的日常業務與程序等。茲將各智慧資本之學者專家所

探討之結構資本文獻，彙整如【表 2-07】所示。 

【表 2-07】結構資本文獻分析彙整 

探討構面 作者(年代) 內容說明 

結構資本的組成要

素 
Edvinsson & 
Malone (1997) 

(1)組織化資本、(2)創新資本、(3)流程資

本，三者構成完整的結構資本 

結構資本的組成要

素 
Hubert (1996) (1)策略、(2)系統、(3)結構、(4)文化，四

者互相影響與交流 

結構資本的組成與

範例指標 
Roos (1997) (1)與外界關係、(2)組織、(3)更新與發展，

範例指標見內文 

結構資本的目的 Stewart (1997) (1)知識快速分享、(2)集體性知識成長、(3)
縮短學習的前置時間、(4)增加人力資本的

生產力 

結構資本的功能 Stewart (1997) (1)將轉化後的知識加以集成，避免時間推

移而流失。 

(2)將員工與資料、專家、技術、知識體，

即時連接。 

結構資本運作的元

素 
Bontis (1999) (1)科技性元素：「區域型能力與知識」 

(2)建構性元素：「企業能夠整合各種獨特

條件的能力，以全新與彈性的方式去發展

一種新專才」 

結構資本中資訊系

統的應用 
Bontis (1999) (1)能夠迅速轉化員工的技能成為群體的

重要財產 

(2)支援員工達到成本最小化與利潤最大

化的目標 

結構資本的實務做

法 
Stewart (1997) 建立知識資料庫，包括企業內部黃皮書、

前事之師資料庫、競爭者情報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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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流程、更新與

開發的探討焦點 
Edvinsson & 
Malone (1997) 

(1)流程的重心：科技對企業整體作業支

援、創造價值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資訊

科技對營運上的貢獻 

(2)更新與開發的重心：決定未來的發展機

會與方向 

<資料來源>陳美純(2001)，「資訊科技投資與智慧資本對企業績效影響之研究」與本

研究整理。 

 

綜整以上各家之說，本研究中將「結構資本」的範疇定義為「企業組織為了

解決問題與創造價值的各項系統、程序與流程。」 

五、關係資本 

企業組織對外的關係聯絡，除了主要獲利來源「顧客」之外，還有供應商、

策略夥伴等。許多的文獻探討，將「顧客資本」列為獨立的無形資本，本研究中，

將「顧客資本」包含在「關係資本」以內來探討。如【表 2-08】，本文彙整了智

慧資本各專家學者對「關係資本」的文獻探討如下： 

【表 2-08】關係資本文獻分析彙整 

探討構面 作者(年代) 內容說明 

顧客資本的發展關

鍵 
Edvinsson & 
Malone (1997) 

(1)了解顧客型態、(2)維繫顧客持續性、(3)
強化顧客角色、(4)提供顧客支援、(5)追蹤

顧客動向 

顧客資本分析的維

度 
Hubert (1996) (1)市場深度、(2)市場寬度、(3)顧客穩定

度 

關係資本的主要內

涵 
Bontis (1999) 企業與市場通路、顧客、供應商的良好關

係，與對政府及產業的健全了解 

關係資本的組成要 Johnson (1999) (1)社會利害關係人、(2)顧客關係、(3)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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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應商關係 

資訊科技在關係資

本的運用 
Stewart (1997) (1)網路提供雙向互動、快速瀏覽、方便擷

取的空間 

(2)資訊系統提供企業與上中下游關係的

建立與維持 

顧客資本的來源與

成功 
Edvinsson & 
Malone (1997) 

(1)持久關係的維繫 

(2)與顧客共同創造價值與利潤 

顧客資本的實務做

法 
Stewart (1997) (1)企業與顧客聯盟、(2)鞏固經濟交易的價

值中最重要的成分—知識、(3)提高對顧客

服務的能力、(4) 提高無形價值鏈，創造

附加價值的來源 

<資料來源>陳美純(2001)，「資訊科技投資與智慧資本對企業績效影響之研究」與本

研究整理。 

綜整以上各專家學者之意見，本研究中，將「關係資本」的主要範疇定義為

「建立、開發、組織與維護企業對外關係的能力與系統，對象包括顧客、供應商、

合作夥伴與一般的社會大眾」。 

 

六、小結 

綜整以上各家之智慧資本定義，本研究對「智慧資本」的定義為：「涵蓋公

司整體所呈現的知識、技能、資訊、經驗、解決問題的能力及智慧，並融合於人

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之中」。而「人力資本」為「公司全體員工與管理

者的知識、技能與經驗」，探討的項目將鎖定在學歷、經歷、專業分工、教育訓

練等；「結構資本」為「企業組織解決問題與創造價值的各項系統、程序與流程」，

探討的項目將鎖定在作業流程、電子化程度、系統整合性等；「關係資本」為「建

立、開發、組織與維護企業對外關係的能力與系統，對象包括顧客、供應商、合

作夥伴與一般的社會大眾」，探討的項目將鎖定在與外界的互動網絡、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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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率、相關活動等。 

    每一個企業除了從傳統的財務報表來檢視其營運績效之外，也都可以從智慧

資本的構面，來檢視其非量化、非財務的營運績效，而智慧資本是一個統稱的說

明，更進一步地，我們可以從企業的「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

來檢視其智慧資本各層面的表現。 

第三節 智慧財產 

一、智慧財產權 

(一)、智慧財產權定義 

依照 1967 年 7 月 14 日於斯德哥爾摩簽定，1970 年生效之「成立世界智

慧財產權組織公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第 2 條第 8 款所訂之內容，智慧財產權包括以下之各項權利： 

1、文學、藝術及科學之著作 

2、演藝人員之演出、錄音物以及廣播 

3、人類之任何發明 

4、科學上之發現 

5、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 

6、製造標章、商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記 

7、不正競爭之防止 

8、其他由人類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領域內一切智慧創作所生之權利 

 

而在 1994 年 4 月於摩洛哥簽署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協

定，其中之「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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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簡稱 TRIPs)將「智慧財產權」包括以下之範圍46： 

1、著作權及相關權利 

2、商標 

3、產地標示47 

4、工業設計48 

5、專利 

6、積體電腦之電路布局 

7、未公開資訊之保護49(營業祕密) 

8、對授權契約中違反競爭行為之管理(公平交易) 

 

現今社會已從傳統勞力密集，重視土地、廠房、原料簡有形資源逐漸轉為

知識密集，著重於將智慧的結晶分別以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及

積體電路布局法加以保護50。智慧財產權運用之廣泛已到人類難以想像之地

步，舉凡人類生活上之研究、設計、開發，甚至到行銷、廣告、製造、組裝、

                                                 

46 烏拉圭回合協定法案(URAA)係美國為符合 WTO 協定所制定的綜合立法，於 1968 年開始，於

1993 年 12 月 15 日達成最終協議，並於 1994 年 4 月於摩洛哥簽署最終協議文件。 
47 TRIPs 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為識別某一項商品標示系產自一會員之領域，或其領域內之

某一地區或地點，且該商品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性質，基本上係來自於原產地者。」其包括

禁止他人就原產地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或禁止使公眾誤信商品產地之註冊商標(商標法)第 37 條第 6 款)，以免造成消費者混淆。就此我

國貿易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定，進出口不得有未依規定標示產地或標示不實之行為，貿易局並訂

有「進口貨品產地標示不實案件處理原則」。 
48 關於「工業設計」之保護，台灣並未單獨立法保護，而係分別在「專利法」、「著作權法」中

給以不同程度之保護。在「工業設計」之專利權保護方面，如符合「專利法」對物品之形狀、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要件，而非屬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者，得以「新式

樣專利」申請專利權而受保護；在「工業設計」之著作權保護方面，不管是否純藝術創作或美術

工藝品，均得依著「著作權法」之「美術創作」或「圖形著作」分別予以保護。 
49 TRIPs 協定第 39 條第 2 項對「未公開資訊」定義為：「a. 具有秘密性質，其形體及成分之組

盒，並非一般處理同類資料之業者所知悉或易於取得者；b.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商業價值；c. 經
資料合法持有人以合理步驟保持其秘密性。」 
50 陳長文(1995)認為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對工商社會之正面意義：1. 鼓勵研究發展及創作；2. 加
強投資人對新產品投資之興趣；3. 增進工商業技術水準以達到工商業發展之目的；4. 使智慧財

產權成為貿易標的物；5. 防止不公平競爭。資源來源：

http://www.apipa.org.tw/apipa/b5/papers/ip/snady7.htm 



 

 
30

使用等均可利用智慧財產權發揮出無限擴張力表現雕塑其產品在市場行銷51 

其概念所涵蓋之範圍相當廣，不僅包括法律對於「人類運用精神力量所創作之

成果」所為之保護，尚及於對「產業之正當競爭秩序」所予以之保障52 資料

來源：李茂堂(1997)，「智慧財產權實務」，第 13~16 頁。 

 

(二)、智慧財產權特性 

不同的專家學者對智慧財產權之特性，均提出許多不同的看法，李茂堂

(1997)提出智慧財產權主要有四項特點： 

1、智財權的法律效力，在空間(地域)方面有一定的範圍。 

2、智財權的法律效力，有時間上的限制。 

3、智財權所保護的成果，通常需要耗費大量的時間、資金、人力，亦即需要

高成本的投資才能產生的結晶，但是要侵害它，卻是輕而易舉。 

4、智財權的成立，一般而言需要申請、登記或審查。 

 

【表 2-09】智慧財產權的特色 

學者 智慧財產權的特色 

孫遠釗 (2002)53 1、無體性 
2、法定性54 
3、排它性55  

                                                 

51 喻幸圓(2000)，「智慧財產權之策略與管理」 
52 謝銘洋(2001)，「智慧財產權之理論基礎」，第 10 頁。 
53 孫遠釗(2003)，「科技法律與智慧財產」課堂講義。 
54 法定性：權利的取得(Acquisition)、防禦與執行(Defense and Enforcement)、運用與喪失等，一

概嚴格依法辦理。 
55 排它性：即是負面性的專屬權益 
56 一次性：一次性銷售原則(First Sale Doctrine)，又稱為權利耗盡原則(Exhaustion) 
57 正義性：指其創作之成果必須不違背國家之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否則將不給予保護，例如

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與商標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均以違反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為不許專利與商

標保護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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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屬地性 
5、一次性56 
6、時效性 
7、正義性57 

劉江彬 (2003)58 1、專業性 
2、地域性與文化性 
3、國際性 
4、策略性 
5、經營管理性 
6、整合性 

馮浩庭 (2004)59 1、無體性與綜合性 
2、共享性與非耗竭性 
3、法定性 
4、排他性 
5、屬地性 
6、國際性 
7、一次性 
8、時效性 
9、正義性 

(三)、智慧財產權之法律 

智慧財產權之主要相關法律有專利權法、商標權商、著作權法、積體電路

電路布局保護法、營業祕密保護法等，茲列表整理如下頁【表 2-10】所示： 

                                                 

58 劉江彬(2003)，「智慧財產權法」課堂講義。 
59 馮浩庭(2004)，「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論文，第二章第二

節。 



 

 
32

【表 2-10】智慧財產權法之比較 

 專利權法 商標權法 著作權法 
積體電路電路布局 
保護法 

營業祕密保護法 

法律內涵 鼓勵、保護、利用發明

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

展 

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

利益，維護市場公平競

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

發展 

保障著作人著作權

益，調和社會公共利

益，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保障積體電路電路布

局，並調和社會公共利

益，以促進國家科技及

經濟之健全發展 

保障營業秘密，維護產

業倫理與競爭秩序，調

和社會公共利益 

保護標的 發明、創作、外觀設計

應用於： 
1、方法、製程 
2、機器 
3、製品、產品 
4、物的組合 

商標、服務標章、聯合

標章、証明標章，由文

字、圖形、記號、顏色、

聲音、立體形狀或其聯

合組成。 

文學、科學、藝術或其

他著作等內容形式，衍

生作品、編輯作品、鄰

接作品。 

積體電路電路布局 方法、技術、製程、配

方、程式、設計或其他

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

營之資訊 

權利要件 1、新穎性、非顯著性、

實用性 
2、揭露性 
3、非法律所排除者 

顯著性、可區別性、 
非法律所排除者 

原創性、附著性、表達

性、非法律所排除者 
原創性、非顯著性 非顯著性、機密性、具

潛在經濟價值、已採取

適當保密措施 

權利期間 發明：申請日起 20 年

新型：申請日起 10 年

新式樣：申請日起 12
年 

註冊日起 10 年，期滿

得無限次數延長，每次

延長 10 年。 

著作人格權：永久 
著作財產權：自然人生

存期間及死亡後 50
年，法人公開發表後

申請日或首次商業利用

日起十年 
無期限，至機密性喪失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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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年。 
取得方式 發明：18 個月早期公

開與 3 年內申請實體

審查 
新型：形式審查 
新式樣：實體審查 

1、須經登記註冊始生

效 
2、例外：著名或馳名

商標 

著作完成時自動取得

著作權 
登記註冊後始生效 自行研發、收集或購

買，不需註冊登記 

權利標記 專利號碼、專利申請中
™, ® ©  

機密/Confidential 
/Classified 

權利內容 排除他人製造、販賣、

使用、進口 
1、使用權 
2、可買賣、經營 
3、可設定質權 
4、排除他人使用 

1、著作人格權：指公

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

及同一性保持權 
2、著作財產權：指重

製權、公開口述權、公

開播送權、公開上映

權、公開演出權、公開

展示權、改作權、編輯

權及出租權。 

禁止他人： 
一、複製電路布局之一

部或全部。 
二、為商業目的輸入、

散布電路布局或含該電

路布局之積體電路。 

1、使用； 
2、禁止他人非法取得

營業祕密。 
3、不能設定質權、不

能擔保。 
4、可全部或部分「讓

與」或「共有」。 

權利限制 合理使用原則、屬地主

義 
合理使用原則、屬地主

義 
合理使用原則 1、合理使用原則。 

2、商業利用後逾二年

者，不得申請登記。 

未有專屬排他權 

<資料來源>劉江彬「智慧財產權法」、周延鵬「虎與狐的智慧力」、與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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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財產之管理 

劉博文(2002)60認為智慧財產權的管理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智財權稽核(IP 

Audit)、智財權策略(IP Strategy)制定及智財權維護(IP Maintenance)，且其最終

目的為充分利用企業所有的智慧財權來創造企業最大之利潤。 

 

劉江彬、黃俊英(2003)認為智慧財產權管理制度之建立，取決於下列因素： 

1、正確的智慧財產權觀念。 

2、健全的財產權制度、法律與執行辦法 

3、智慧財產權利益的合理歸屬與分配 

4、自行研發創造的技術創新能力 

5、良好的管理機構與人才 

6、完整的國內外資訊系統 

 

馮浩庭(2004)61歸納整理智慧財產權運用策略與模式分為 4 大類型，羅列

如下： 

1、防禦型：單純防禦、成本控制 

2、創造收益型：對外授權、直接銷售、公益捐贈 

3、融資型：融資擔保、証券化 

4、企業活動型：合資企業、策略聯盟 

經歸納整理，本研究整理智慧財產可能的運用策略與模式，可以分類為 6 大

                                                 

60 劉博文(2002)，「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管理」。 
61 馮浩庭(2004)，「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論文，第二章第四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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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及 13 項，如【圖 2-04】所示。 

【圖 2-04】智慧財產的運用策略與模式 

 

<資料來源>參考馮浩庭(2004)「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研究」與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重新整理的模式與馮浩庭(2004)所提出之智慧財產運用策略與模

式，主要的異差說明如下： 

1、 將「防禦型」中的「單純防禦」更改為「被動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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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創造收益型」中的「公益捐贈」分類為「財務運作型」，主要考量其

運作並未為企業帶來實質收益。 

3、 將「融資型」更名「財務運作型」，以廣大其適用範圍，並增列「公益捐

贈」項目。 

4、 增加「行銷型」，包含有「智財標示」與「策略性行銷」兩項目，以突顯

智慧財產在企業行銷方面的應用。 

5、 增加「訴訟型」，包含有「侵權除排授權」與「競爭排除」兩項目，以突

顯未有實質技術移轉的專利授權，及市場獨佔性的專利屬性。 

 

本研究整理智慧財產可能的運用策略與模式，在此就各別項目進一步說明

如下： 

 

1、防禦型 

(1)被動防禦：當競爭者對我方提起侵權訴訟時，若公司所佈建的智財權組合，

達到某種數量規模與權利品質良好的情況下，常可以運用組合中的幾項智財權

（對方可能構成侵權者），提起反訴（counter suit）的威脅與壓力來迫使對方

打消訴訟或進行交互授權，使公司免於訴訟之威脅，但台灣一般的中小企業並

未有專責的智財管理部門，相關與智財權的事務，例如專利與商標的申請、員

工保密協定合同，同法律事務一樣，均採外包制度。而企業內部與員工相關的

智財規範，除了員工保密協定之外，再來就提專利申請獎勵制度。中小企業的

專利制度的建立，一般只是為了鼓勵與獎勵員工創新，在成本的考量之下，對

外所申請獲得之專利也都以台灣的專利為主，而獎勵的金額，從提出申請約是

1 仟至 3 仟元新台幣左右，獲得台灣的專利時，視其所獲之專利類別而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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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金約是 5 仟元至一萬伍仟元左右62。在專利申請與否的考量因素，取決於單

位主管的個人經驗判斷，通常不會涉及產品未來的規劃與策略布局，而專利撰

寫的品質把關，也全盤委由專利事務所代為處理，實難獲得優良品質之專利。

加上專利的國際布局，又都以本地為主，在國際市場上，若遭遇競爭對手的專

利訴訟攻擊，要拿出企業所自身擁有的智財權來做為被動防禦，也是相當不容

易的一件事情。 

防禦主要用於由權利人所擁有的專利組合，但就其不利用之專利而言，還

有兩個防禦功能，第一是透過取得專利而公開揭露該發明，使得他人無法再就

該發明取得專利權。二為取得與其主要產品有替代或競爭關係之專利，以避免

他人在市場上推出競爭產品。 

 

(2)成本控制：佈建企業防禦性良好的智財產組合成本龐大，維持費用會因資

產組合增長而快速增加。企業的智財布局，更要考量所投資的人力與資金，加

入成本控制的觀念。可將維持智財權之成本分配給從原申請或從中獲益的事業

單位，因為當這些成本費用算進各事業單位的損益表後，就會引起事業主管的

注意，進而對其需要分擔成本的智財權效益作評估，如此一來，就可以發現不

符合經濟效益的智財權，並將其廢棄以節省開銷，只留下有用的智財權組合。

例如，企業的專利與商標的申請，主要考量其生產製造地與行銷的主要市場，

對於其他次要的市場，需考量是否有其申請之必要。另外，各項專利的保護年

限由 10 至 20 年，在產品的生命週期與市場變化越來越大的趨勢下，企業的經

營策略也隨之改變，若已經確定不在經營該產品或市場，就應立即反在智財權

的維護上面，適時的放棄已無潛在價值的專利或商標。 

 

                                                 

62 此處所提出的專利獎金制度，為個人之前在中小企業的的任職時經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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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行銷型 

(1)智財標示：智慧財產權的權益的運用與發揮，不單單是被動的防禦或積極

的授權而已，更是可以拿來做為產品或服務的行銷。例如將已獲得的專利號碼

標示在產品上，除了可做為未來侵權損害賠償的參考依據，以及警告潛在的競

爭者勿輕易仿冒之外，更能夠造成一般的顧客認知到該產品有其獨特創新之印

象，增加企業創新與正面的形象，也增加顧客願意給付的價金。 

 

(2)策略性行銷：除了在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上，進行智財標示之外，更可以

對可能的侵權的競爭對手，提起專利或商標的侵權訴訟。此處所提起之訴訟，

並不以獲得對方的侵權賠償或逐競爭對手出場為目的，而是透過訴訟的提出與

公眾媒體的報導，造成消費者將提出訴訟的一方定位為創新與智財權的擁有者

的印象，而將競爭對方定位為模仿者與跟隨者的角色，達到策略性行銷之目的。 

 

3、企業活動型 

(1)合資企業63：今日土地、廠房與設備之取得已非困難，加上產品與技術日趨

複雜，難由一家企業獨力完成，所以智財權之取得常常成為合資與策略聯盟的

驅動因素，這在生技與製藥產業十分常見，在複雜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也不例

外。例如 Sony 和三星電子出資各半在南韓忠清南道牙山市湯井成立的 S-LCD 

公司，以期合作生產使用第七代與第八代大型玻璃基板液晶面板，就是以智財

權與技術驅動的合資明例。此層次的運用已涉及企業的策略性決策，必須將智

財權與企業的整體策略目標作整合，透過智財權之投入與其他企業進行合作關

係，或為成立合資企業，由雙方共享報酬、風險與控制權，或由雙方成立策略

                                                 

63 馮浩庭(2004)，「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論文，第二章第四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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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互補性運用他方之優勢，如技術、智財權、製造能力與配銷通路等等，

此時，權利人將能獲得股利（合資企業之股權報酬）及其他營運上的收益。 

 

(2)策略聯盟：若一群企業所各自擁有的專利，合起來的專利組合(Patent Pool)

足以制定一個技術或產業的規格，這一群企業彼此策略聯盟，更是可以形成一

個跨不過的技術屏障，創造智財的最大價值。例如由 Sony、Philips 與 Pioneer

所組成 DVD 3C 專利聯盟，後來 LG 再加入，成為的 4C 聯盟。另外還有由日

立、松下、JVC、三菱、東芝、時代華納、IBM 組成的 DVD 6C 專利聯盟。這

些例子，說明了策略聯盟的情況下，智財權利的執行(Enforcement)也相對容

易，而提升了智財權的價值。 

 

4、財務運作型 

(1)融資擔保64：智財權除了可以作為經營資產外，也可以向其他有形資產一

般，作為財務工具，成為融資貸款之擔保品。以不動產抵押權或動產質權作為

融資擔保在現代社會中幾已成為常識，但投資人與金融機構也開始逐漸重視擁

有品質優良的智財權組合與善於智財管理的企業，看重其創造收益之能力，而

願意提供資金，並以其智財權為擔保，雖然債權人在設定智財權擔保利益上仍

面臨許多新的困難與議題65，此問題即使在歐美等先進國家也不例外，但以智

財權進行融資擔保已成為明確的未來趨勢，值得權利人透過良好的智財管理機

                                                 

64 馮浩庭(2004)，「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論文，第二章第四

節。 
65 根據學者劉江彬研究，在我國進行智財權融資擔保雖有法源依據（民法權利質權與銀行法第

十二條），但仍因智財權鑑價機制不健全、智財權交易市場不健全（此嚴重影響智財權之流動性

與換價清償之機能）及銀行本身保守的經營特性（貸款要求明確的十足擔保），使得我國在智財

權之融資擔保活動仍有不小的障礙。參考劉江彬、顏瑞全、金天煜、施傑峰，智慧財產權融資擔

保可行性探討，收錄於《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與運用》，劉江彬、陳美章主編，元照，2002 年 7
月，第 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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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創造與確認出適合擔保的智財權，以期善加運用此種新的融資工具，為企

業引進新的營運資金66。國內的案例如 2004 年浩瀚國際公司單純以其『水龍

頭給水開關』專利權為擔保，成功向銀行取得融資之首例67。 

 

(2)証券化：組合與包裝能產生穩定且可預估現金流量（如授權金收入）之智

財權作為證券化資產，藉此發行證券向投資人募集資金。例如美國的 Pullman 

Group（創辦人為 David Pullman）即透過包裝知名歌手之音樂、歌曲或其他娛

樂權利金收入，進行證券化之融資業務，於 2000 年其所進行的交易金額已經

超過十億美金，其中最為著名的首例就是以知名歌手 David Bowie 所擁有音樂

著作權為證券化資產的 Bowie Bonds，該項交易為其募集了五千五百萬美金。

雖然目前因為市場有限，智財權支持證券（IP-backed Securities）之發行數量

很小，但隨著智財權能產生愈多的現金流量，其證券化的機會與潛力也就愈大

68。 

 

(3)公益捐贈69：我國所得稅法第三十六條之規定70，企業捐贈智財權給公益機

                                                 

66周延鵬認為要將智財權實際運用於融資擔保上，除須建立與完善鑑價機制及專業化的 
鑑價機構外，尚須使金融機構、執行法院及拍賣市場對智財權的相關業務產生熟悉度後，才有可 
能將智財權的經濟效益發揮至如同動產及不動產一樣。資料來源：周延鵬，智慧資本投資保障的

完整性，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一卷第一期，2003 年 10 月，第 39 頁。 
67 資料來源：經濟日報，2004 年 8 月 6 日 C6 版「智財權融資首例 浩瀚獲貸款」：浩瀚國際有

限公司係由中華徵信所針對該項專利出具價值評估報告，並協助浩瀚公司完成相關設質及融資作

業，成功地以其「水龍頭給水開關專利權」向台北銀行完成核貸。其水龍頭給水開關專利應用在

旗下 One Touch 水龍頭系列，此項發明除獲得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瑞士特別獎外，更獲得 
2004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金牌及韓國國家特別獎。One Touch 水龍頭系列最大功能在於環保

及省水，其只需在一般水龍頭出水前裝上，就可利用觸碰裝置操控流水時間，打破一般舊式產品

關不緊的窘境，達到省水效果，且其與紅外線感應式產品相同，不會有病菌殘留的問題，卻可控

制出水時間以達到環保省水的功效。目前該項專利產品由向尚興業總代理，將在今年 10 月份起

開始在國內外各通路，包括全省家樂福、B&Q、COSTCO 等正式上架鋪貨，並可在台北市貿展

覽館、台北市立動物園、台北市政府、臺大醫院、高速公路休息站等場所看到 One Touch 產品。 
68 參考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Business, at 17. 
69 馮浩庭(2004)，「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論文，第二章第四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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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也可以將其列為費用作為營利事業所得之減項，進而獲得一定的稅捐優

惠。做為公益捐贈的著名例子為 P&G 將其 PHAST （Prototype Hard And Soft 

Tooling）技術之專利權捐贈給 Milwaukee School of Engineering（MSOE），以

獲得所得稅上扣減（Deduction）的好處71。專利公益捐贈不但可以獲得減稅的

好處，也能增加社會公益知名度，更可以與受贈機構建立新的重要關係，有利

於日後的進一步合作。 

 

5、創造收益型 

(1)對外授權：智財授權也可以是一門獨立的事業，有些企業就把授權當成主

要業務活動，專門從事技術研發創新及取得智財權，並將專利技術授權給其他

廠商使用，而本身並不參與產品的製造與銷售。知名的例子就是 Rambus，其

主要技術是晶片之間的通訊技術開發，專精於動態隨機記憶體（DRAM）與邏

輯元件的連接溝通，使晶片能大幅提昇資料傳輸速度，配合新一代處理器

（CPU）效能，其透過授權將技術提供記憶體製造公司使用，並藉此收取授權

金而不從事產品生產與銷售。其他的例子如 IBM 每年可從其專利授權中獲得

十億美元之授權金，Texas Instruments（TI）也從其授權活動中賺取約八億美

元之收入，如此可以看出智財權授權創造新收益之潛力。且對透過授權賺取高

報酬的這些企業來說，這不只是副業，其會配置專責全職人員來處理授權業

                                                                                                                                            

70 參考所得稅法第三十六條規定：『營利事業之捐贈，得依左列規定，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

一 為協助國防建設、慰勞軍隊、對各級政府之捐贈，以及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不受金額

限制。二 除前款規定之捐贈外，凡對合於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機關、團體之捐贈，以不超過

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本法稱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

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益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令，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成立者

為限。』；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益額為所得額。』。 
71 參見美國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IRS）26 USCS §170 (2004) Charitable, etc., 
contributions and gifts. ：『(a) Allowance of deduction. (1) General rule. There shall be allowed as a 
deduction any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as defined in subsection (c)) payment of which is made within 
the taxable year. A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shall be allowable as a deduction only if verified under 
regulations prescribed by the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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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由其他部門協助（例如法務、行銷、研發及行銷等部門），將其當作獨

立事業來運作。 

 

(2)直接銷售：大部分的智財權的營利模式，是透過非專屬授權或非賣斷性的

授權。但是，在企業或研究機構對於所屬的技術領域，若已選擇性的放棄或可

以授權的對象不多的情況下，可能採取直接銷售賣斷的情況，來將所擁有的智

財權(商標或專利)，進行拍賣或賣斷，以獲取該智財權的殘餘價值。例如工研

院 2003 年舉辦「專利拍賣」活動，將專利歸檔分類後，拿出 380 件專利試著

用公開方式標售，最後賣出約一半件數，收益約 3,000 多萬元，更於 2004 年

集合台科大、遠東技術學院和工研院合計約 500 件專利擴大辦理，專利成為工

研院的收入來源之一72。 

 

6、訴訟型 

(1)侵權排除授權：企業要將智財授權獨立成為一個事業部門，除了需要強而

有力的專利或智財組合做為授權基礎之外，更需要以「訴訟」作為必要之手段，

強迫「潛在的授權對象」接受智財授權，必竟很多情況下，縱使未獲專利授權，

別人一樣可以使用專利保護的技術。強迫訴訟型的侵權排除授權，並不需要涉

入真正的技術移轉，而是透過訴訟為手段，強迫潛在的被告者接受「免於被告」

為基礎的智財授權。積極授權的最佳範例是兩個獨立發明人 Jerome H. 

Lemelson 與 Ronald A. Katz。在過去 15 年裡，大約有 1000 家的企業接受

Lemelson 的專利授權，這些企業包含了底特律的三大車廠-GM, Ford, Chrysler

及日本、歐洲的車廠，還有 Dell, Sony, Toshiba, Intel 等等，而累計權利金總額

高達約 15 億美金，Lemelson 主要是運用 10 個條碼(Bar-code & machine-vision)

                                                 

72 2004 年 8 月 9 日，經濟日報，C5 版-電子、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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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潛水艇專利」73創下此一驚人的記錄。 

Katz 擁有一家 14 個人的小公司「Ronald A. Katz Technology Licensing, 

L.P.」，主要業務是積極開發與授權他的 55 個關於電話與電腦介面之專利74，

目前已接受其授權者有 American Express, AT&T, First Data Corp, IBM, 

Microsoft, Bank of America, Compaq, Merck, HSBC…等，至 2004 年 1 月止大約

已超過 100 家企業，預計其累計權利金收益至 2009 年時將高達 20 億美金，將

是首度能超越 Lemelson 權利金收益的獨立發明人。 

 

(2)競爭排除：運用此策略之最主要目的不在於取得智財授權為收入，而是以

保護企業市場佔有率與利潤為主，以強力的智財組合為基礎，藉由訴訟的手

段，建立起技術或產品進入障礙，將競爭對手阻隔於市場之外。此工作主要是

透過研發部門產生優質發明，並透過法務部門與專利代理機構申請優質專利，

並善加維持，等到競爭對手跨進企業所處的市場後，透過侵權訴訟之威脅將其

逼退市場。 

                                                 

73 潛水艇專利(Submarine Patent) 源自美國之專利制度中的延續案(CA) 、部分延續案(CIP) 與
分割案(DA) 所混合使用之手段，可透過申請期間的延長使得該專利申請一直於潛伏申請中

（Patent Pending）未核准與保密的狀態下，卻已取得優先權日(Priority Date) 的先機，而原專

利申請母案之專利請求範圍(claims)則是廣泛且語意模糊，隨著時間與技術的發展，再將專利請

求項限縮與進一步地具體化成含蓋產業標準技術，等到產業已普偏使用該項專利技術時，再讓專

利核准，使得所有正進行製造或使用其該技術者，侵害到其所量身訂作之專利請求範圍

(Claims)。為了杜防潛水艇專利的發生，美國專利商標局已於 1995 年 6 月 8 日起針對專利之有

效期限 計算方式修改成專利申請日起算 20 年，此外美國國會已於 1999 年修改專利權法，增訂

專利申請案 18 個月之早期公開制度，這兩項新措施大大地降低了潛水艇專利之發生情況。 
74 Katz 的 55 個專利，其專利權利請求項 (claims)高達 2950 項，其中有 331 個獨立請求項，平

均每個專利擁有 53 個專利權利請求項。這些請求項所主張的不只是裝置與系統，也包含了子系

統、組成步驟、使用方法等，並針對可能的發展態樣都提出申請，因此其中有的請求項範圍很廣

且模糊，有些則是很狹窄，有些權利請求項彼此之間的差異很小且煩雜，讓進入這個技術領域的

廠商或使用者，難以逃離其縝密規劃、精心設計的專利天羅地網。潛在的侵權者，若要將這些專

利請求項整理與分析，將會花去很多的時間，而請專利律師寫非侵權意見書的工作也將變得十分

困難。當專利律師涉入時，「時間」就是金錢。與其花很多的時間與金錢去請專利律師分析這極

度複雜的專利及進行高風險的專利訴訟，且訴訟時有禁制令的威脅；縱使勝訴了，幾百萬的律師

費與專家証人費等還是要支付；假如敗訴了，除了律師費外，更有高昂的權利金，甚至有可能是

惡意侵權的三倍賠償金。在成本、時間、風險綜合考量下，多數的廠商只能乖乖就範，付錢了事。 



 

 
44

例如日亞化學工業株式會社（Nichia）藍光 LED 與 LD 之專利訴訟案75：【圖

2-05】是藍光 LED 與藍光 LD 的專利訴訟關係圖，每一條實線代表一件訴訟

案，箭頭所指示被告，發出箭頭是原告，虛現代表合作或專利授權。由圖中可

看出，以日亞化學工業為中心，遭受來自豐田合成與「Cree 聯盟」兩大勢力

攻擊，而豐田合成與「Cree 聯盟」卻和平相處。所謂的「Cree 聯盟」，意指

Cree、住友商事、NCSU 與 ROHM 之總稱，因為在相關訴訟案發展裡，明顯

看出 Cree 是用「合縱」其他公司或大學，取得專利授權或技術合作，對付如

「秦國」般強大的日亞化學工業。 

【圖 2-05】日亞化學工業的藍光 LED 專利戰爭圖 

 

<資料來源>李達為，2001 年 3 月份 Photonics Industry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之技術動態報導。 

在日亞化學與豐田合成之間的專利戰爭，源自 1996 年 8 月日亞控告豐田

合成侵犯其藍光 LED 專利權，其後雙方控訴你來我往，截至 2000 年底，總計

日亞控告豐田合成七次，豐田合成回訴日亞兩次，雙方的你來我往，十分激烈。

這個案例裡，日亞化學對其他從事藍光 LED 的競爭者所提出的專利訴訟，其

                                                 

75 李達為，2001 年 3 月份 Photonics Industry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之技術動態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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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不是為了權利金的收入，而是著眼於競爭者的排除與市場寡佔利益的

保障。 

 

三、小結 

智慧財產管理，在許多的智慧資本的文獻探討中，將其歸類屬於「結構資

本」中的一環。本研究，為了深入探討個案公司的智慧財產經營現況，特將「智

慧財產」經營：專利、積體電路布局保護、營業祕密、競業禁止、商標、著作

權等，獨立探討。並以智慧財產的運用策略與模式來檢視個案公司的智慧財產

經營績效。 

 

第四節 新產品開發 

一、新產品的定義 

新產品發展皆含其背後之市場目的，可能是為了維持既有之市場佔有率，或

是為了新市場之開拓、成長或增加市場佔有率。而關於新產品的定義76，過去學

者依不同的觀點來進行分類。如下所述： 

(一)、Booz, A. J., Allen B. C and Hamilton, P. J. (1982)，根據產品對公司及市場

的新穎程度，將產品分成為六類77，包含： 

1、新問世產品(New-to-the-World Products)：創造一個市場上全新的產品或服

                                                 

76 林建國(2004)，碩士論文「企業運用階段關卡流程法對新產品發展績效之影響-以工業電腦產

業為例」，第 7~8 頁。 
77 Booz, A. J. & Allen, B.C. & Hamilton, P. J. , New Products Management for The 1980s , New 
York-Booz , Allen and Hamilton Inc ,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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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2、新產品線(New-Product Line)：使公司能首次進入某現有市場的新產品。 

3、現有產品線所增加的產品(Additions to Existing Product Lines)：補充公司現

有產品線的產品。 

4、現有產品的改良更新(Improvements in Revision to Existing Products)：能提

供改進性能或較大認知價值及取代現有產品的新產品。 

5、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將現有的產品導入至新市場或新市場區隔。 

6、降低成本(Cost Reductions)：提供性能相同但成本較低的新產品。 

 

(二)、Kuczmarski (1992)認為要將新產品分類必須同時考慮三個構面：「技術新

穎程度」、「市場認知的新穎程度」及「公司認知的新穎程度」78。他將新產品

的創新類型分為七類。 

1、世界性的新產品。 

2、公司的新產品。 

3、產品線的延伸。 

4、現有產品的改良。 

5、降低成本。 

6、產品新定位。 

7、藉由授權或合資來獲得新產品。 

 

二、新產品開發流程 

                                                 

78 Kuczmarski,T.D , Managing New Product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 2nd , ed., Prentice-Hall , 
Englewood Cliffs , N.J. , PP33-36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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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ooper & Klenschmidt(1986)的研究79將新產品發展活動細分為：初期篩

選、初步市場評估、初步技術評估、詳細市場調查/市場研究、事業/財務分析、

產品開發、內部產品測試、顧客測試、市場測試、市場試銷、試產、商業化前

事業分析開始量產、上市。 

 

雖然將新產品發展階段劃分較細可以顯現更多的資訊、但卻也可能因為劃

分過細，而使重要資訊不夠顯著，所以 Cooper & Klenschmidt(1988)80又將 13

階段整合為三個階段，以進行詳細分析與比較。此三階段為： 

1、產品發展前(Pre-development)活動：包括創意產生、篩選至產品觀念發展與

設計之各項活動、以及評估創意或概念時所需進行的市場分析、技術分析、財

務分析等市場研究活動。 

2、產品發展與產品測試：包括產品原型(Prototype)的設計與發展、內部測試及

顧客端測試等活動。 

3、商品化：從實驗室移轉至製造部門相關活動，包括模具製作、設備購置至

線上量試、新製程之作業規範及有關試銷、試產、投產及上市之活動。 

 

(二)、Kuczmarski(1992)將新產品發展過程分為二、四、七、十個步驟程序81，

如此整理有助於企業依不同產業別，在發展新產品發展流程之彈性選擇，茲整

理如下表所示： 

【表 2-11】Kuczmarski 新產品開發步驟分類說明 

                                                 

79 Cooper R.G. & Kleinschmidt E.J. ,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ew process :Step , Deficiencies and 
Impac ,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 Vol. 3 , No2 , P.71-85 , 1986. 
80 Cooper R.G. & E.J. Kleinschmidt ,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new product proc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 Vol.17 , PP.249-262 , 1988. 
81 Kuczmarski,T.D , Managing New Product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 2nd , ed., Prentice-Hall , 
Englewood Cliffs , N.J. , PP33-36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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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步驟說明 

二步驟 1、確認並評估新產品概念 

2、開發原形與上市規劃 

四步驟 1、創意發展與觀念規劃 

2、篩選與商業分析 

3、原型開發與產品測試 

4、市場測試與商業化 

七步驟 1、創意發展 

2、觀念發展 

3、商業分析 

4、篩選 

5、原型開發 

6、市場測試 

7、商業化 

十步驟 1、發掘需要與需求 

2、創意產生 

3、觀念發展 

4、商業分析 

5、觀念篩選與順位排定 

6、原型開發 

7、產品績效與接受度的測試 

8、市場測試 

9、商業化 

10、上市後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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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產品開發之階段─關卡(Stage-Gate)流程法 

「階段─關卡」是一項新產品發展過程之流程法，由 Robert G. Cooper 學者

2000 年82於所提出，此法為新產品發展過程中的一項基礎程序和產品創新過程管

理工具，將新產品發展活動與實際操作的模式，已成為新產品發展過程，以促進

效率與效果，同時皆為一連串的管理、監控和傳達，使每個產品在各個階段要注

意執行內容，且能順利上市其實是經過層層的關卡，萃取再修正，修正再精練的

過程，如【圖 2-06】所示，有五個關卡，透過嚴密的程序過程，時常檢視是否達

成各階段的目標與符合所設立關卡要件。企業在進行新產品發展時，首先企業應

該對流程、階段要求成果、標準等等有極深入的認識，必須從瞭解顧客需求與市

場動向開始，而後才能夠順利完成新產品發展各個階段的工作與任務，來達成新

產品發展的目標。 

 

一個典型的階段─關卡(Stage-Gate)流程模型之說明如下： 

階段一：初步調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在短時間內很快地檢視篩選許多具

有潛力的專案，花費不應太高，且多半基於過去的經驗與現有的資料做決策。此

階段提供不需要花太高資金的資訊，主要目的在於進入第二階段(細部調查階段)

前先排除一些潛力較低的產品專案。 

階段二：細部調查(Detailed Investigation)：比第一階段詳細，且前先排除決定方

案是否具市場性。許多重要的前置作業都發生在這個階段，大部份的市場調查也

在此階段實行。第二階段的產出包括產品定義、專案調整與專案計劃。 

階段三：發展(Development)：成本較高的階段。此階段中，進行實際的產品設計

與發展，並且加上一些產品測試。第三階段的成果是產品通過公司內部的測試。

                                                 

82 Cooper R.G. , Doing it right :winning with new products , Ivey Business Journal , PP.1-1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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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可能極為漫長的階段中，同時開始發展全面生產與行銷計劃。 

階段四：測試與確定(Testing & Validation)：目的為再度確定新產品與專案的市場

性，檢視新產品及其行銷與生產計劃，包括產品測試、試用、認證安規測試及製

造生產中的機器試產。 

階段五：上市(Launch)：即全面商業化階段，為全面生產、行銷及正式銷售的開

始。行銷、製造/ 生產、品管與上市後檢視計劃全部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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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6】階段─關卡(Stage-Gate)流程法 

 

<資料來源>：Cooper(2000)，Doing it right - Winning with new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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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品牌經營(Branding) 

一、品牌的定議 

品牌最早出現於古埃及，那時的造磚人將某一特定符號放在他們的產品上，

以資辨別。到了中世紀，歐洲人運用「商標（Trademarks）」於產品上，以向消

費者確保其產品品質的一致性，及保障生產者在市場上的法律權益。而品牌名稱

（Brand Names）則是首見於 16 世紀初，威士忌酒商在以船運載一桶桶酒時，

在大木桶上烙印著，生產者的名字以資識別，之後一直到 19 世紀，品牌的相關

概念才為人們廣泛利用於行銷用途之上。品牌起源只為做辨識之用，辨識產品是

由何生產者生產(Biel,1992)。根據 Keller (1998)所述，「品牌」一詞源自於北歐文

字＂brandr＂，係為加以「烙印」之意，因為品牌曾經是牲畜主人用來交際與識

別動物的方式。今日，品牌的概念已經被廣泛地延伸，擴充至其他研究領域甚至

已用至服務業，面對現今品牌充斥市場的局勢，品牌已蔚然成為生活中不可或缺

的一部份。 

美國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AMA)對於品牌則有一較完

整的定義：「品牌係指一個名稱(name)、語詞(term)、標誌(sign)、象徵(symbol)、

以及設計(design)，或是上述各項的組合，以藉此辨識出一個或一群銷售者的產

品或服務，進而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別」。 

Aaker (1996)83則認為品牌除了提供產品的功能性利益外，還包括了如品牌使用者

( Brand Users )、來源國形象( Country of Origin )、與組織的關聯( Organizational 

Associations )、品牌性格( BrandPersonality )、象徵( Symbols )、品牌與顧客的關

係( Brand-Customer Relationships )、情感性利益( Emotional Benefits )以及自我表

                                                 

83 Aaker, D.A. (1996), Building Strong Brands, N.Y.: The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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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利益( Self-Expressive Benefits )。 

【圖 2-07】品牌定義 

 

<資料來源> Aaker, D.A. (1996), Building Strong Brands, N.Y.: The Free Press. 

Kotler (1997)則認為品牌為廠商的一種傳遞特色、利益和服務集合予買者的

承諾，並將品牌分為六個等級的意義，該六個等級分別為：屬性( Attributes )、利

益( Benefits )、價值( Values )、文化( Culture )、個性( Personality )、使用者( User )。 

【表 2-12】品牌定義彙整表  

學者 品牌之定義 

美國行銷學會 品牌係指一個名稱、語詞、標誌、象徵、以及設計，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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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上述各項的組合，藉此辨識出一個或一群銷售者的產品或

服務，進而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別 

Chernatory & 
McWilliam(1989) 

品牌是一種識別的圖案，使其與競爭者有所差異品牌是一

致性品質承諾的保證品牌可作為自我形象投射的工具品牌

可作為決策輔助的工具 

Farquhar(1990) 品牌是一個能使產品超過其功能而增加價值的名稱、符

號、設計或標誌 

Doyle(1990) 品牌是名稱、符號、設計或其組合的運用，使得產品或是

特定的組織能具有持續性的差異化優勢 

Aaker(1991) 品牌是用來確認銷售者之產品或服務的名稱/或象徵(如標

誌、商標或包裝設計)，並可使該產品或服務與競爭者之產

品或服務有所區別 

Aaker(1996) 品牌是一種符號，同時也代表著產品、代表著企業組織、

代表著個人 

Leventhal(1996) 品牌除了是由產品及服務所提供的有形及無形利益外，它

還包括了完整的消費者經驗以及傳達此經驗有關的資產 

Al Ries & Raura 
Ries (1998) 

所謂品牌無非就是在消費者心目中佔據一個字眼，一個具

有特別意義的字眼。品牌是一個名詞，一個專有名詞；而

所有的專有名詞都是一種品牌，不管它是屬於個人、企業，

還是一個團體 

McCarthy & 
Perreault (1999) 

品牌係指利用一個名字、一句話、一個符號或象徵、一項

設計，或是以上的綜合體來代表一個產品 

Kotler(2000) 品牌是銷售者對於「一致地提供購買者一組明確的特徵、

利益與服務」所做的承諾，其可傳送屬性、利益、價值、

文化、個性、與使用者等六種不同層次的意義給購買者 

Stephen King 
(WPP Group) 

產品是工廠所做出來的東西；品牌是顧客所買的東西。產

品可被競爭者所複製；品牌則是獨特的。產品會迅速地落

伍；而成功的品牌則是永久的。 

<資料來源> 張純銘，2002，中原企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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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權益84 

Aaker(1991)提出的品牌權益概念最完整，其認為「品牌權益是連結某品牌的

一組品牌資產及負債，它的名稱及符號會增減一產品及服務提供給企業及企業的

顧客之價值」。其主要分成五類： 

1.品牌忠誠：顧客知覺某品牌不同於另外的競爭品牌，即使競爭品牌有較好的

特性、價格及便利性，但顧客仍會購買原品牌，是企業無法取代的競爭優勢。 

2.品牌知曉：即潛在購買者能識別及回憶某品牌是某一特定產品類的成員之能

力。其包含的範圍是一連續帶，從識別、回憶到在消費者心中佔有一席之地。 

3.知覺品質：顧客知覺整體品質或產品/服務的優越。 

4.品牌聯想：記憶中和品牌『連結』的任何事情。而一組的品牌聯想則合成品

牌形象，通常以有意義的方式組合起來，成為品牌聯想的價值。 

5.其他的專利品牌資產：例如專利權、商標、通路的關係等。 

Aaker(1991)認為品牌權益主要包含 5 個構面，分別為品牌忠誠、品牌知曉、

知覺品質、品牌聯想以及其他的專利品牌資產等，這五個構面是品牌權益的基

礎，並進一步說明品牌權益為顧客及企業帶來價值，如【圖 2-08】所示。 

                                                 

84 李東松(2003)，「服務品牌權益、關係行銷和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與行為意向的關聯性研究--
以資訊產品流通業為例」，南華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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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8】品牌權益構面圖 

 

<資料來源>Aaker, David. A. (1991), Management Brand Equity 

品牌權益提供給顧客的價值為： 

1.品牌權益有助於顧客解釋、處理及儲存大量的產品及品牌的資訊。 

2.過去的使用經驗或者對品牌的熟悉影響顧客購買決策的信心。 

3.知覺品質及品牌聯想有增強顧客對使用經驗的滿意。 



 

 
57

品牌權益提供給企業的價值為： 

1.增加行銷方案去吸引新的顧客或再獲得舊的顧客。 

2.除了品牌忠誠外的四個構面有助於品牌忠誠的提升，知覺品質、聯想、高的

知名度提供顧客購買的理由及影響顧客使用的滿意。 

3.可收取較高的利潤，應該可以收取較高的價格及減少促銷的費用。 

4.品牌權益有助於品牌的延伸。 

5.品牌權益能提供配銷通路中的影響力，商標有助於減少購買的不確定性，顧

客能藉由品牌的名稱來辨認之。 

6.品牌權益資產提供一個競爭優勢，形成一個真正阻止競爭者進入的障礙，例

如一個獨一無二的聯想，將很難為競爭者模仿。 

 

三、品牌行銷85 

Urde（1994）86基於達成公司長期目標的品牌願景（Brand Vision），進而發

展品牌導向的結構，認為品牌願景是代表著品牌策略本質，也是與目標顧客傳達

一致性訊息溝通時的指導方針；其中公司名稱與企業識別須強烈關聯；與市場進

行溝通時產品包裝、設計、品質優劣與功能價值連結，而品牌也常與情感價值聯

想；另外，公司名稱、企業識別體系、品牌/商標、產品及定位此五種訊息必須

密切溝通協調，以共同針對目標顧客傳送相關具吸引力的企業形象，如【圖 2-09】

所示。 

                                                 

85 謝杏敏(2003)，「高科技產業品牌策略之研究」，南台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碩士論文，第 18 頁。 
86 Urde, M.（1994）, “Brand Orientation-A Strategy for Survival,＂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Vol. 11, No. 3, pp.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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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9】品牌導向公司 

 

<資料來源> Urde, M.（1994）,「Brand Orientation-A Strategy for Survival」 

 

四、品牌資產 

Doyle(1990)87認為成功品牌價值於未來能為企業帶來許多有利益的無形資

產，具有八點特性： 

（一）品牌、市場佔有率及利潤：成功品牌的價值能讓顧客想要購買而零售商

急於上架，意味著將擁有高市場佔有率，此高市場佔有率隨之而來的是高利益。 

                                                 

87 Doyle, P. (1990), "Building Successful Brands: The Strategic Options,"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spring,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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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基品牌市場：許多實證研究顯示，利基市場的品牌所帶來的利益還大

於高市場佔有率的品牌。 

（三）價格：成功的品牌擁有差異化優勢，相較於弱勢品牌更能獲得高價格，

優勢品牌價值能有效嚇阻折扣交易的產生，而獲得更多價格溢酬。 

（四）品牌忠誠度及信念：成功品牌價值能獲得顧客高忠誠度，不成功或新品

牌需努力吸引顧客的注意，換言之，必須花費昂貴廣告、促銷、推銷以保有現

存顧客的滿意度；同時，在企業遭受緊急事件或災害時，也能獲得顧客的信任。 

（五）共通性產品與獨特性品牌：共通性的產品競爭者可以快速複製，但獨特

性品牌卻無法複製品牌個性，顯示企業優勢策略是著力於品牌價值的獨特性以

獲得利益及成長。 

（六）品牌成長趨勢：良好的品牌成長規劃，可為企業帶來新的機會及提供持

續性優勢機制。 

（七）具競爭性定位：領導品牌價值可以在強而有力的定位中避開攻擊。 

（八）促使誘因：強大品牌價值相較於其他公司則易於徵募優秀員工，成功品

牌也易取得權威人士及政府支持。 

 

在為顧客解決問題的前提之下，Schwartz（1999）引述 Y＆R 傳播公司所提

的四項建立強勢網路品牌要素： 

1.品牌差異化（Brand Differentiation）：創造企業與競爭者所提供產品/服務認

知差別性（Perceived Distinctiveness）。 

2.品牌關聯性（Brand Relevance）：品牌可使顧客分辨出所代表的涵意，清楚得

知此品牌是為某特定族群量身定做；當品牌關聯性越高時，所包含族群也越廣

泛，相對品牌差異性將減低。 

3.品牌價值（Brand Esteem）：指顧客對品牌評價水準高低的指標程度，並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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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認知和品牌熟悉程度相關，當品牌價值越高時，代表品質水準獲得顧客高度

認同且為眾人接受。 

4.品牌知識（Brand Knowledge）：用來衡量顧客對於品牌內部相關熟悉度，高

度品牌知識表示顧客對該品牌產生極高的偏好，或曾參與實際品牌使用經驗。 

 

第六節 行銷通路 

一、行銷通路的意義與功能 

美國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AMA，1960）對行銷通路的定

義：「由公司內部組織單位與公司外在代理商（Agent）、經紀商（Dealer）、所構

成的組織，使得商品或服務在市場中銷售」；而 Stern＆El-Ansary（1992）的觀點

認為，行銷通路可視為由一群相互關連的組織組成，而這些組織將促使產品或服

務，順利地被使用或消費；Kotler（1994）指出在產品傳送過程中，須透過一系

列中間機構遞送至使用者或顧客手中，此一系列傳送過程稱為「行銷通路」

（Marketing Channel）或稱為配銷通路（Channal of Distribution），就功能面而言，

Montgeny＆ Urban（1969）以廣義行銷通路系統觀點，提出四種功能： 

1、實體分配功能：由廠商與顧客間，存在空間、時間與佔有距離，而行銷通

路的功能是使產品適時、適地、適量安全送達顧客手中，以創造地點、時間、

及佔有效用。 

2、情報功能：交易是雙向情報溝通過程，廠商將相關情報傳達給顧客，藉以

引發消費者對產品瞭解及興趣；亦從顧客處獲知潛在市場、產品設計和競爭活

動情報。 

3、推廣功能：國際行銷上整體推廣作業，為廣告、人員推銷與銷售促進的「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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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交叉」整體作業的展現。 

4、資金融通功能：在國際交易市場中，買賣商方皆存在著信用風險，必須藉

助資金融通功能使交易得以順利進行。 

 

二、行銷通路型態類別 

從廠商至顧客之間的通路型態相當複雜，組合方式亦十分多元，故學者於此

予以區分、歸納成較為簡單明確的型態以【表 2-13】： 

【表 2-13】通路型態類別表 

學者 通路型態 

Linelin（1979） 專有通路（Captive channel）：公司自有行銷體系銷售人員

或分支機構，與顧客直接接觸。 

中間機構（Intermaediary）：經由配銷商或中間商執行配銷

任務。 

Franklin（1984） 間接通路（Indirect channel）：利用本國中間商從事外銷事

務。 

直接代理／ 經銷商通路（ Direct Agent/Distributor 
channel）：利用國外代理商或經銷商進行銷售。 

分支機構／ 子公司通路（ Direct Branch/Subsidiary 
Channel）：由公司自有行銷通路進行銷售。 

許士軍（1984） 直接外銷：廠商將產品直接銷售至國外，不考慮客戶是最

終使用者或中間機構。 

間接外銷：廠商經由國內中間商對外銷售。 

Anderson ＆ 

Coughlan（1987）

整合式通路（Intergrated channel）：藉由公司專有的銷售機

構，直接銷售給使用者。 

獨立式通路（Independent chanel）：由獨立的中間機構來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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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Klein、Frazier ＆ 
Roth（1990） 

市場交易式通路（Market Exchange）：經銷商擁有產品的所

有權並進行銷售，亦從事執行國外市場的必要行銷功能。

中介交易式通路（Intermediate Exchange）：產品原供應商仍

保有必要的行銷功能，而產品是經獨立的組織機構進行銷

售。 

層級交易式通路（Hierarchical Exchange）：第一種透過國外

分支機構或子公司銷售，第二種是廠商將產品直接銷售給

國外顧客，此兩者差別主要在於銷售人員安排及海外倉儲

設備設置。 

Cateora＆Graham 

（1999） 

依商品名稱所有權區分： 

代理中間商（Agent middlemen）：協助製造商將產品銷售予

顧客，主要利潤來自佣金，須配合製造商行銷與定價策略

及其品牌銷售，收集目前銷售記錄及市場資訊的義務。 

商品中間商 Merchant middlemen）：從製造商取商品所有權

並承擔交易風險，以中間商自己品牌名稱從事進口、出口、

批發及各國進行銷售業務並自負營虧。 

<資料來源> 謝杏敏(2003)，「高科技產業品牌策略之研究」，分類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