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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中，結合應用創新管理與智慧資本之理論，並以 IC 設計公司作為研究之

對象，探討創新管理與智慧資本間之關連性，以及建構 IC 設計公司在創新活動

下之智慧資本衡量系統，最後，將研究之結論整理於下述。 

 

一、 創新管理與智慧資本關連性探討 

本研究中，以 IC 設計領導廠商進行個案深度研究，探討創新管理與智慧資本間

之關連性。亦即 IC 設計公司在創新活動中，於創新投入階段需何項智慧資本作

為投入資源，於創新過程中需何項智慧資本之支援，創新之產出生成物對於各項

智慧資本影響，以及創新效益階段創造價值對各項智慧資本之影響。 

茲將本研究中對領導廠商深度訪談之結果，整理如下： 

1、 IC 設計公司於創新投入階段所須投入之資源，主要是人力資本、創新資

本，其次為顧客資本、關係資本，最後是組織文化資本及 IT 資本 

1、 人力資本 

在 IC 設計公司，最主要的資產就是「人」，而人力資本，係創新活動中最主要的

「投入性資源」，也由於 IC 產品之生命週期短，所面對之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快

速，加上 3C 整合風氣的帶動下，所需之技術能力層次不斷地升高，因此，IC 設

計業之創新活動，創新投入的資源，無論是人員素質、專業能力及工作態度都相

當地重要。 

2、 創新資本 

對於 IC 設計業者而言，當投入新市場或新技術之發展後，其投入資源具高度不

可回復性（irreversible），所以一旦無法掌握市場脈動時，半年以上（甚至一

年以上更多）的心血，就此白費。因此，對 IC 設計業者，最重要的是「相準市

場」、「看準市場」後，衡量公司自身之技術能耐，再作投入。而此時正有賴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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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於先前開發遇程中所累積之關鍵技術知識、研發之能耐，以對於產品開發之時

程、項目之人員編置進行規劃。因此創新資本在投入階段，亦是重要之資源。 

3、 顧客資本 

公司在創新之初，即須了解市場需要何種產品？產品之市場在哪？市場何時需要

該產品？市場中所存在之競爭對手為何？供應商有哪些？如果公司不了解，則無

法從事產品之設計。因此，須隨時對於顧客及市場之資訊有所掌握，此更有賴於

公司顧客資本之投入。 

4、 關係資本 

在現今專業化之時代，各廠商莫不專注（focus）於特定之領域發展，而若公司

在供應端（如晶圓廠）、研發端、製造端、行銷端等價值鏈（value chain）任何

一處都建立好的合作關係時，則可達到資源共享、技術共享、市場了解共享、客

戶共享，因此，關係資本係現今專業化的時代中創新投入時重要的資源。 

5、 組織文化資本 

IC 產業環境非常地動態，因為有時公司須從外界，獲得不斷地、多元地刺激，

而公司也因保持接受新思維及創新點子（source），除此之外，公司之領導風格

以及文化，都會影響未來新產品或新技術的發展，及開發的過程，因此及組織文

化資本亦係重要之創新投入資源， 

6、 IT 資本 

許多公司中都會有市場或技術之資料庫並且隨時更新，此將有助公司掌握市場及

技術之發展，而獲得新的創新靈感及思維，故 IT 資本亦可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 

2、 IC 設計公司於創新過程中所需之公司支援中，主要是組織文化資本及人

力資本，其次為 IT 資本、流程資本及創新資本 

1、 組織文化資本 

在 IC 設計公司中，組織扁平化、專案團隊高度授權化已成趨勢；且研發活動之

進行，未如一般產業或製造業，可按部就班並有一定之規章可尋；再者，在 IC

開發的過程，雖不同之員工專責於不同元件或技術之完成，但因為若有部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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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元件在開發的過程中延遲（delay），則將會造成整個計劃的落後。因此，組織

員工或是團隊成員能自動自發地相互支援並且團隊合作的文化，在新產品或新技

術開發地過程，相當地重要。 

且因台灣大部份的產業都是「做中學」（on job training）。員工是在任職的期

間，逐案（by project）地訓練，因此在接不同案子的時候，都是由資深人員或

專案經理之帶領下，接受不同的內部或外部的訓練（training）。因此在創新的

過程中，員工須擁有不斷學習的文化。另也因，公司不斷地學習、不斷地接受內

部和外部的資訊，而可激發組織內部創意、創新的文化，此技術的發展和突破，

亦相當的重要。 

最後，組織文化亦包含領導，而在創新之動態過程中，由於仍充滿許多不確定性，

公司的策略可能隨時須調整，開發時程也可能隨時修正，因此管理者領導能力在

創新之過程中仍相當最重要。故，在創新過程中，組織文化文化資本扮演著相當

重要的支援（support）性角色。 

2、 人力資本 

在創新的過程非常地動態，無論是在顧客市場或是競爭對手的動態上，充滿著許

多變動，因此雖然在投入之人力資源，但在創新之過程中，仍應保持投入之人力

中，具有認真負責的精神及強烈的工作動機，以符公司及市場之腳步。而另也因

為，技術之發展與突破情況，能否達到市場之需求或是與競爭廠商匹敵，並非於

創新之投入階段即可預料，因此在創新過程階段，對於員工專業能力能否適任所

此之工作，以產生技術上以及應用上之突破，須有所注意。此外，無論是 IC 設

計產業或 IC 設計公司之創新活動中，「人力」是最重要的關鍵，因此在創新的過

程中，也應以避免資深員工流動造成公司在產品之發展上，無法銜接或是無法趕

上產品上市之時程，更是產品創新或是技術創新發展上之關鍵。 

3、 IT 資本 

公司中擁有許多市場產業情報之資料庫、公司人員自行對市場所做之研究分析報

告、科技期刊資料庫、專利資料庫、公司過去技術開發過程所做之模擬及測試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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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產品規格書。而此都可作為公司員工在開發過程中，參考之依據，若能善用

此工具及資料，將可節省開發的時間及上市之時程。 

此外，IT 設備亦扮演著「溝通工具」之角色。一個 IC 產品之開發，其不同之元

件係由各個不同之團隊所共同開發，且專案團隊內亦有不同之分工，因此不論是

團隊與團隊間，或是團隊內成員與成員間，皆須溝通；在公司中，有時須與行銷

部門，或是與公司中對外聯絡晶圓廠、封裝測試廠的窗口進行溝通。因此，在公

司 IT 之建置上，若員工可透過科技緊密連結組織內部的工作流程，將有助益於

創新之過程。此外許多公司，都會到世界各地招募優秀的人才，以進行技術之共

同開發。而當創新的過程，公司的員工係在不同的地點、時區工作時，公司需有

足夠之 IT 設備，讓不同地域的人員，能彼此串聯工作內容及分享，以增進創新

的效率。 

4、 流程資本 

當公司一開始投入新產品或新技術的開發時，會擬定其上市之時間以及所包括之

功能，而策略及規劃是否能徹底執行，流程資本在此影響重大，公司開發時程之

規劃須為順暢（smooth），並根據內部或外部的狀況隨時作調整、即刻作回應，

否則恐將造成上市時間的延後，或是產出物之功能有所欠缺。故流程資本會影響

公司創新過程之進行。 

5、 創新資本 

在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之過程中，由 IC 設計業中之智慧財產訴訟相當地頻繁且

金額相當地龐大，因此智慧財產管理更是受到業者之重視。而不只在技術開發之

過程中，對現有特定領域之技術進行檢索及分析，以進行迴避設計（design 

around）外，在申請專利進行專利佈署時，應加入技術的發明人以外之資深技術、

行銷、法務人員，考慮產業結構、市場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以共同決定

專利說明書之內容及地域之佈署。故，創新資本亦應作為，創新活動之支援

（support）。 

3、 創新之產出，主要係對 IC 設計公司之創新資本及流程資本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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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資本 

在研發技術之突破上，無論是在產品之改良、技術之突破，IC 設計業者多以專

利來進行評斷。研發技術所申請之專利，其品質及數量上之衡量，可確保產品之

銷售狀況、公司營運，並鞏固公司之技術地位。不論是專利之申請核發，以及

know-how 關鍵技術知識之累積，都也代表著公司技術層次及研發能耐之提昇，

而對公司創新資本有所影響。 

2、 流程資本 

公司為達到在產出階段公司產品之良率或品質之提昇，會不斷地查核公司生產流

程之良窳，並以此改善公司之生產流程，因此在產出階段，也會因在創新過程中，

實巳不斷地調整及修正開發流程、生產流程，而此結果亦多以 IC 產品之良率、

品質及開發時程來斷定。 

4、 創新收益階段對 IC 設計公司顧客資本產生影響，其次係創新資本，最後

是人力資本 

1、 顧客資本 

在 IC 市場中「80/20 市場競爭法則」亦適用，即 80%的市場通常被 20%的競爭者

佔有，而有時候會更極端，90%的市場會被少數排名在前 10%的廠商占有，而成

為「90/10 法則」。在此「大者恆大，小者沒機會」的激烈競爭情形下，當公司

完成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而將創新產出推至市場後，公司能夠掌握之夠多之客

戶群（customer base），並在市場上建立企業之形象及聲譽，是非常地重要，因

為，此即代表著公司在其獲利以及未來發展之可看性。而此（獲利）目的，正也

是公司於創新時，所欲達到之目標。 

2、 創新資本 

創新之收益，也會使公司在同業中成為技術的領先者、建立領導地位，並成為「指

標公司」（benchmark）。如前所述，在激烈的競爭環境下，設計 IC 產品的公司僅

只有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廠商的存在，排名在後公司根本沒有競爭力，因此若

公司無法成為技術之領先者時，在市場上將無法生存。且公司若能成為「指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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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創新活動下之智慧資本衡量系統（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司」（benchmark），將可掌握產品之走向、引起其他系統廠商之注意，以及在國

際市場中制定技術標準。 

3、 人力資本 

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所累積的 know-how 及專業技能，主要還是在公司的員工身

上，因此公司之員工，會因為參加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而提高其技術層次、

專業能力以及產業中所受到之評價。故人力資本亦會因創新之收益而增加。 

 

二、創新活動下之智慧資本衡量系統 

本研究中，對 15 家公司中之 30 位業者進行問卷調查分析，以建構 IC 設計公司

於創新活動下之智慧資本衡量系統，研究之結果，如【圖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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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IC 設計公司於創新活動各階段重要之智慧資本衡量指標，如下所述： 

1. 創新投入（input） 

(1)人力資本衡量指標：員工盡責的程度、員工工作動機的強烈程度、員工專業

技能的良窳、員工工作勝任程度、公司擁有吸引具潛力員工的能力，共 5 項； 

(2)創新資本衡量指標：產品設計與開發平均時間、公司掌握新機會的能力、公

司回應市場的能力、新產品研發能力，共 4項； 

(3)組織文化資本衡量指標：組織擁有創新文化、經營團隊的領導力，共 2項； 

(4)顧客資本：對客戶需求的了解程度、市場成長性、對目標市場的瞭解，共 3

項； 

(5)關係資本：擁有許多堅強的策略夥伴、與策略夥伴的關係、與上中下游體系

的關係，共 3項。 

其中最重要者係，公司擁有吸引具潛力員工的能力、對客戶需求的了解程度、

員工專業技能的良窳、公司掌握新機會的能力、擁有許多堅強的策略夥伴、

與策略夥伴的關係、與上中下游體系的關係。 

2. 創新流程（process） 

(1)人力資本衡量指標：員工盡責的程度、員工工作動機的強烈程度、每年核心

員工平均流動率、員工專業技能的良窳、員工工作勝任程度，共 5項； 

(2)創新資本衡量指標：公司智慧財產管理制度，1項； 

(3)組織文化資本衡量指標：組織擁有學習文化、組織員工擁有互相支援的氣氛、

組織擁有創新文化、組織成員團隊合作的程度、經營團隊的領導力，共 5 項； 

(4)流程資本衡量指標：策略執行程度，1項； 

(5)IT 資本衡量指標：公司資訊系統存取的容易度、員工透過科技緊密連結組織

內部的工作流程，共 2項。 

   其中最重要者為，員工透過科技緊密連結組織內部的工作流程、組織員工擁

有互相支援的氣氛、組織成員團隊合作的程度。 

3. 創新產出（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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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創新智本衡量指標：產品設計與開發平均時間、智慧財產數量、智慧財產品質，

共 3項，其中最重要者為智慧財產品質。 

4. 創新效益（outcome） 

(1)創新資本衡量指標：研發領導地位，1項； 

(2)顧客資本衡量指標：客戶滿意度、客戶忠誠度、市場佔有率，共 3項 

其中最重要者為市場佔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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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中，以 IC 設計公司作為研究之對象，分別對領導廠商及業者進行深度訪

談以及問卷調查分析，以探討創新管理與智慧資本間之關連性，並以此建構 IC

設計公司於創新活動下之智慧資本衡量系統，承續上述之結論，建議如下： 

1. 人力資本仍係 IC 設計公司創新活動成功與否、礎爭力之關鍵 

「人」是 IC 設計公司唯一的資產，也是所有創新活動發展之始點。IC 設計公司

需於創新投入階段，擁有高人力素質、良好工作態度、傑出專業能力之員工，是

公司最重要之資源，如此，始能使創新之產出及效益更具競爭力；反觀之，若公

司之人力資本（源）不佳，即令擁有再好的 IT 資本、關係資本、顧客資本等其

他各項智慧資本，創新之產出及其效益之僳值，恐極其有限。 

且於研究之結果，可知人力資本除係創新投入階段重要之資源外，由於 IC 設計

創新之過程歷時許久，至少須耗時半年以上之時間，因此公司人力中，人員之工

作態度、積極程度（如：盡責程度、工作動機、工作勝任程度），在創新之過程

中，亦為重要，更也會對創新之產出及效益造成影響。 

且若廣泛地對人力資本進行認定，亦可將部份組織文化資本中之項目（如：經營

團隊領導力、組織學習文化、員工合作程度）、部份創新資本中之項目（如：公

司回應市場的能力、新產品研發能力）、部份顧客資本之項目（如：對目標市場

之了解）等，認為係屬公司領導階層或公司員工之領導能力、工作態度及

know-how，而與公司之人力資本有關。 

因此，在 IC 設計公司之創新活動成功與否以及競爭力之關鍵，仍繫諸公司之人

力資本。 

2. 面對市場急速變化及專業分工化之產業環境中，以顧客資本、關係資本為投

入資源，可助於公司創新活動之進行 

對於 IC 設計公司而言，必須能掌握產品之脈動，始能在市場以及技術上建立領

導地位。而 IC 產品不斷推陳出新，並強調不同功能間之整合，使得 IC 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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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能趕上產品及技術發展之浪潮，否則將淪為「一代拳王」；且在專業分工之

環境下，各 IC 公司莫不專注（focus）於核心技術（core technology）之發展，

其他資源則更有賴於系統元件業者、晶圓廠、國外廠商的提供。 

因此，當 IC 公司擁有良好的顧客資本時，在經常與顧客接觸並維繫良好關係，

以及對市場有深入研究及追蹤時，則可對於（潛在）顧客之需求有所了解，並更

能掌握（潛在）市場之發展；且當公司擁有良好的關係資本時，與策略夥伴、上

中下游廠商建立良好的關係，彼此資源共享、利害共存時，策略夥伴及上中下游

廠商將會主動地或容易地，分享公司在產品或技術發展之資訊，以達資源整合、

發揮綜效之目標。 

因此對於 IC 設計公司創新活動之發展而言，除需公司內部本身之人力資本外，

更也需公司外部之顧客資本、關係資本作為投入資源，以助於公司創新活動之進

行。 

3. 公司之組織文化，在創新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 

在 IC 設計公司之創新活動中，若將公司之人力資本、關係資本、顧客資本等資

源投入後，各項資源能否有效地整合，有待於創新過程中，組織文化之作用。 

在新產品及新技術開發的過程中，IC 設計公司會將產品或技術分為不同之元件

或部份，分由不同之團隊或個人負責，而各不同團隊及個人間之開發時程，須符

合計劃（schedule），以免因為部份產品或計劃開發之計劃未完成，而延誤到整

體之開發時程；且不同團隊及個人間所開發之項目，須能整合、相容，以達產品

規劃之功能。因此在創新之過程，公司須建立員工互相支援合作之文化，以提昇

創新之效率及品質。 

此外，產品或技術之開發，須面對許多的不確定性待突破，並須能掌握市場及技

術之變化。因此投入創新之資源後，公司應鼓勵員工之學習文化、創新文化，以

使原投入之資源，發揮更高之效益。 

4. 公司創新能耐、創新能量，應係對於創新效益之評估 

在知識經濟之時代，對於創新之議題日益重視，因此許多的研究者或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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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對於「創新能耐」、「創新能量」之主題進行探討，藉以判斷公司之技術深度

以及技術實力。尤其，以「創新」為首要發展方向之 IC 設計公司更是如此。 

但國內目前對於創新能耐及創新能量研究之焦點，多侷限於專利數量及品質之評

比，此恐有所不足。原因在於專利之數量，僅屬量之問題，實無法代表公司之技

術深度及技術實力；再者，專利之品質，或許可代表公司之技術深度及技術實力，

但專利品質評斷，目前仍無定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依本研究之結

果，無論是專利之數量或品質，僅係屬於 IC 設計公司於創新產出階段衡量之項

目，此雖然可以確保產品之銷售狀況，鞏固公司營運及地位，但對於公司創新能

耐及創新能量之評斷，實應以創新之效益為標的，藉由創新所帶來研發領導地

位、客戶滿意度、客戶忠誠度、市場佔有率之價值，來評估公司之技術深度及技

術實力。 

因此，無論是創新過程中之公司智慧財產管理制度、創新產出中之專利數量及品

質或是創新效益之中研發領導地位、客戶滿意度、客戶忠誠度、市場佔有率，都

應以產業上中下游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營收結構之產業基礎事實為基礎，

如此始能評斷以建立公司之創新能耐及創新能量。 

5. 智慧財產策略之整體規劃 

近年來，IC 設計產業之專利訴訟頻繁且金額龐大，因此 IC 設計業者對於智慧財

產之議題，莫不嚴正以對，而於創新產出階段以智慧財產保護公司之發明，但

IC 設計業者，似可再對智慧財產整體之運用策略進行規劃。 

有別於本研究中，IC 設計公司多僅係將智慧財產作為防守的保護傘之用。IC 設

計業者可將公司於創新產生階段所生成之專利，進一步積極、有效地運用，不但

進行佈署、產品侵權搜證外，可以定期地向（潛在）競爭對手提出侵權訴訟並收

取授權金，如此始能積極有效地運用智慧財產以發揮其價值，更能建立公司在技

術上之領導地位。 

此外，由於 IC 產品之 3C 整合已為必然趨勢，且今 IC 產品生命週期相當的短，

市場的變動也相當快速，因此，IC 設計業者為達到 time to market 的目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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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競爭市場中 NO.1 或 NO.2 領導者，須不斷壓縮開發之時程。 

本研究中，IC 設計公司逐漸地將智慧財產策略進行規劃，以加速產品上市之時

程。公司之創新型態可由原本內部開發之形式，轉為吸收外部資源的方式，如：

購買專利、技術移轉、技術授權、併購公司（事業部）等。而此將智慧財產作為

創新投入或過程所需之資源，加速公司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之時程，亦屬智慧財

產策略之規劃。 

因此，在今日智慧財產保護制度成熟之商業社會中，若 IC 設計公司能成熟地操

作智慧財產，並有效地進行智慧財產在創新活動（投入、過程、產出、效益）整

體之規劃，將有助於公司創新能力及競爭能力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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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之建議 

1. 各衡量指標間重要性之決定 

本研究中，已對於創新各階段重要之衡量指標有所探討並進行整理，但各該衡量

指標間之重要性及權重為何，實應以本研究作為基礎，對於 IC 設計業者續為調

查及探討。 

例如，在創新投入階段之衡量指標，包含員工盡責的程度、員工工作動機的強烈

程度、員工專業技能的良窳、員工工作勝任程度、公司擁有吸引具潛力員工的能

力、產品設計與開發平均時間、公司掌握新機會的能力等 17 項。 

但此 17 項衡量指標之重要性及權重若能決定，將可更助於創新活動之衡量及管

理，以及幫助判斷創新活動各階段與智慧資本互動之實際情形及程度區別。 

2. 各衡量指標之後續發展 

本研究中，雖已對創新各階段重要之衡量指標進行探討及整理，但各該衡量指標

之後續發展以及計算公式之擬定，仍有再一步探討之必要。 

例如，在創新產出之衡量指標，為產品設計與開發平均時間、智慧財產數量、智

慧財產品質、創新效益之衡量指標、成為研發領導地位、客戶滿意度、客戶忠誠

度、市場佔有率。 

其中，無論產出階段之智慧財產品質評定，或是效益階段之客戶滿意度、研發領

導地位之評估，都係重大議題。因此，為使本研究中之創新衡量系統續為發展，

宜對各階段中各指標之衡量方式，再進行深入之研究。 

3. 對產業之情況作實際之配合應用 

本研究建議，將研究中所建構之創新衡量系統，於產業中進行實際之配合應用，

以豐富該創新衡量系統之內容。 

例如，可以數位電視或 Wimax 產業為例，探討業者於開發數位電視晶片或 Wimax

晶片時，中游之製造商、下游之系統廠商、市場與顧客之所在及成長性、競爭對

手之技術分佈、現有技術人力之分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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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能對此產業情形有深入研究並與該創新衡量系結合時，將可使該創新衡量系統

於產業實務之運用上，更能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