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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 

 

智慧資源規劃提供企業或非營利組織105有效規劃其無形資產之方

法，其中以智慧資本化、產業結構化以及資訊網絡化最為重要，透過這些

方法，能將無形資產提升為智慧資本，並使其價值極大化。智慧資源規劃

的客體為智慧資本，誠如先前所述，包括人力資本、關係資本、結構資本，

人力資本為以知識為基礎之勞動力；關係資本包括供應關係、客戶關係等

關係網絡；結構資本包括創新及流程資本，其中又包含專利權、商標權、

著作權、營業秘密、工作流程等。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產業結構化產業結構化產業結構化產業結構化 

 

智慧資源規劃於決策過程即考量智慧資本的影響因素(參考【圖 18】)。

產業結構化以宏觀的角度分析，使組織能夠更精確決策，並使資產有效配

置發揮最大經濟效益。主要內容包括：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及

產值結構。該方法是以某特定產業之產業結構為背景，透過產業結構、價

值鏈、技術結構、產品組合以及營收結構加以觀察並配合智慧資本分析以

輔助決策，進而考量資源配置。企業藉由上述分析進行決策，評估是否自

行投入某領域市場或透過與他人合作進入等議題。有關外部資源整合，依

照經營權參與程度、資本投入多寡以及決策自主權的不同而有差異106(參考

【表 17】)。 

 
                                            
105 現在大部分人聽到「管理」這個字眼，還是會把他想作「商業管理」的意思。目前的管理的確是在大企業最先出現的。…無論是商業性或非商業性的，所有的現代組織都需要管理。事實上，我們很快就會瞭解到，非商業性組織─不論是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或是政府組織，甚至比商業性組織更需要管理。這些非商業組織之所以最需要管理，正因為他們缺乏像商業組織那種「盈虧底線」的監督。參考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1993.(彼得.杜拉克，杜拉克談未來企業，頁 65，臺北市：時報文化，2003)。又，探討智慧資源規劃管理之前，必須先界定管理智慧資本主體之種類。因為該主體可能為個人或組織，而組織又可概分為營利組織以及非營利組織。本文以營利組織為主要探討對象，至於非營利組織，則須依照其成立之宗旨，「類推適用」本文營利組織之管理方式，至於個人，在合法的範圍內，管理方式主要以當事人意思為依歸。 
106 參考吳青松，國際企業管理─理論與實務，頁 14及頁 228，臺北：智勝文化，2002。此處雖是討論國際市場進入策略，然而在企業決定範疇及整合內外資源之程度，可於此處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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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構想研發構想研發構想研發構想

產業鏈產業鏈產業鏈產業鏈

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

供應鏈供應鏈供應鏈供應鏈

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

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

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態樣態樣態樣態樣、、、、群集群集群集群集、、、、組合組合組合組合、、、、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區域區域區域區域、、、、家族家族家族家族))))
決定並執行營運決定並執行營運決定並執行營運決定並執行營運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研發構想研發構想研發構想研發構想

產業鏈產業鏈產業鏈產業鏈

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

供應鏈供應鏈供應鏈供應鏈

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

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決定並執行研發項目

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決定並執行智慧財產佈署((((態樣態樣態樣態樣、、、、群集群集群集群集、、、、組合組合組合組合、、、、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區域區域區域區域、、、、家族家族家族家族))))
決定並執行營運決定並執行營運決定並執行營運決定並執行營運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產業上中下游結構

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產品結構產品結構產品結構

營收獲利結構營收獲利結構營收獲利結構營收獲利結構

智慧財產分析智慧財產分析智慧財產分析智慧財產分析

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產業上中下游結構

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產品結構產品結構產品結構

營收獲利結構營收獲利結構營收獲利結構營收獲利結構

智慧財產分析智慧財產分析智慧財產分析智慧財產分析

 

【圖 18】智慧資源規劃的執行步驟 

        (資料來源：周延鵬老師上課資料) 

 
 

契約方式 策略聯盟 直接投資方式 

授權 共同生產 獨資建立新企業 

特許製造 聯合行銷 合併收購既有企

業 

技術契約 技術互換 合資建立新企業 

服務契約 產能互換  

管理契約 聯合產銷  
整廠輸出契約 間接投資  
契約製造   

【表 16】外部資源整合方式 

(資料來源：吳青松，國際企業管理─理論與實務，2002) 

 

內部資源也要隨同企業發展方向而作調整，除了有形資產的配置之

外，無形資產亦同。企業處於不同的產業，有其側重之智慧資本，此時應

配合企業發展而調整，例如利用產業結構所分析之市場產品需求、營收比

重、價值較高之環節、現存供應關係、客戶關係、相關廠商所擁有的技術，

以此決定應該加強的關係，以及應該調整的研發方向、製造環節、專利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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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等。例如是否要針對某領域透過智慧財產組合撒下天羅地網以利其後

市場佔有，退而求其次可以透過訴訟以戰逼合或收取權利金？是否申請某

些專利混淆競爭者視聽或箝制競爭者於某地理區域的研究發展？或形成

其他決策。就企業所有之智慧財產則進一步考量採何種型態，權能如何運

用，是否就某些專利或某一專利之獨立項、附屬項組合，於哪些區域進行

佈署，並就智慧財產作更有效的動態運用。 

 

換句話說，也就是將智慧資本包括智慧財產的態樣(專利、商標、著作

等)、權能(例如專利權之製造、販賣、使用、進口等)、組合(例如專利獨立

項之組合)、佈署配合產業結構、價值鏈、供應鏈、產品組合、技術結構進

行決策，如此智慧財產各類業務在資本、技術、生產、行銷、財務、會計、

租稅、人力、資訊網絡、商業模式、交易結構等經營構面才有相當的經濟

利益和商業效能，也才不會單獨的從財務會計觀點處理智慧財產權評價、

損害賠償評估和有關的融資擔保、股份數額轉換、智慧財產證券化等金融

業務，而淪為空泛的數字。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智慧資本化智慧資本化智慧資本化智慧資本化 

 

「智慧資本化」試圖將智慧財產提升為智慧資本，換言之，將智慧財

產提升為更具經濟效益且可評量之智慧資本。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的精髓

是由「會計入賬」開始，在會計入賬後，將這些拿來做財務上的用途，如：

作價投資轉換成股票，或是作為融資的擔保，甚至將其賣掉，利用這些方

式，令智慧財產產生它的財務意義。有了這些財務和會計上的動態資訊(侵

權、損害及賠償)，進而產生了租稅的問題。智慧財產權的智慧資本化具體

措施，包括：（1）適切於智慧財產權性質和特徵的會計、財務和租稅配

套法制應盡速完整建立，以及其積極配套的作價投資和融資擔保等運作機

制也應加速發展落實；（2）智慧財產權經營管理應並行同步於企業的研

究開發、生產製造、市場行銷、人力資源、財會租稅、授權移轉、投資工

具、資訊網絡和商業模式等機能；（3）智慧財產權應經由跨國或全球營

運來增加經濟利潤，發揮其邊際效益無限的本質，並相應降低其研究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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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單位邊際成本；（4）智慧財產權的價值評量和損害賠償評估機制應

速連結到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和市場結構，才能深化，才能信賴，而勿過

度侷限於財務會計公式和方法；（5）智慧財產權有關的法律或商業拍賣

退場機制也應健全發展及活絡。若智慧財產權進化到智慧資本，那才是知

識經濟的具體實踐，也才是全球經濟的全面參與。 

 

 

【圖 19】智慧財產、智慧資本、企業營運機能與全球經營之關係 

(資料來源：周延鵬老師上課資料) 

 

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關係資本以及結構資本，若能融入企業營運

機能，包括研究開發、生產製造、市場行銷、侵權訴訟、授權技轉、財務

會計、人力資源、租稅環境、投資業務、商業模式，方能提升為智慧資本

帶來更大經濟效益。而要將智慧財產有效融入企業營運機能，即需透過產

業結構化分析，更進一步各企業營運機能相互配合，形成企業總體決策(參

考【圖 19】)。 

 

誠如波特解構企業價值活動為價值鏈，智慧資本化事實上就是帶入此

一概念探討無形資產之運用如何與企業各價值活動配合已成為智慧資本

市場價值市場價值財務資本財務資本 智慧資本智慧資本實體資本實體資本有形資本=資産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有形資本=資産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貨幣資本貨幣資本 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無形資産無形資産以知識爲基礎之勞動力(態度倫理專業)以知識爲基礎之勞動力(態度倫理專業) 無形資産無形資産客戶關係、供應商關係、關係網絡客戶關係、供應商關係、關係網絡 創新資本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流程資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知識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知識庫 工作流程、商業秘密工作流程、商業秘密研究開發 市場行銷 生產製造 授權移轉 財務會計 人力資源 租稅環境 投資業務 商業模式 資訊網絡
企 業 全 球 經 營企 業 全 球 經 營

市場價值市場價值財務資本財務資本 智慧資本智慧資本實體資本實體資本有形資本=資産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有形資本=資産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貨幣資本貨幣資本 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無形資産無形資産以知識爲基礎之勞動力(態度倫理專業)以知識爲基礎之勞動力(態度倫理專業) 無形資産無形資産客戶關係、供應商關係、關係網絡客戶關係、供應商關係、關係網絡 創新資本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流程資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知識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知識庫 工作流程、商業秘密工作流程、商業秘密研究開發 市場行銷 生產製造 授權移轉 財務會計 人力資源 租稅環境 投資業務 商業模式 資訊網絡
企 業 全 球 經 營企 業 全 球 經 營

 



 59 

並創造企業最大價值。波特以價值鏈之觀念檢視企業內之活動及活動間的

相互關係，藉以分析企業如何發展競爭優勢並創造股東價值。他將企業價

值活動分為主要活動及支援活動(參考【圖 20】)，而每個活動又可依照產

業及企業策略再細分為各種不同的活動(參考【表 18】)，每種活動隨著產

業不同對企業競爭優勢之重要性也互異。個別價值活動、內部價值活動間

之鏈結、與供應商、銷售通路、客戶價值鏈之鏈結，都是企業獲得競爭優

勢的來源107。而無形資產則存在於企業各價值活動當中。 

 

 

【圖 20】一般價值鏈 

        (資料來源：Michael E. Porter(李明軒 邱如美 合譯)，競爭優勢，1999)   

 
 

  內容 

進料後勤 採購項目之分配、接收、儲存，例如物料處理、

倉儲、庫存控制、車輛調度、退貨等。 
主

要

活

動 
生產作業 原料轉化為最終產品，例如機械加工、包裝、裝

配、設備維修、測試、印刷、廠房作業等。 

                                            
107 See 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e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中譯本：李明軒、邱如美合譯，競爭優勢，頁
44-80，臺北：天下遠見，1999)。 Also see NetMBA Business Knowledge Center, The Value 
Chain, http://www.netm ba.com/strategy/value-chain/ 

企業基本設施 

人力資源管理 

技術發展 

採購 

進料後勤 生產作業 出貨後勤 行銷與銷售  

主要活動 
輔

助
活

動
 

 
利 

潤 

 

 

 

   
利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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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貨後勤 產品收集、儲存、將實體運送給客戶，例如成品

倉儲、物料處理、送貨車輛調度、訂貨作業、進

度安排等。 

市場行銷 提供客戶購買產品之理由、吸引客戶購買，例如

廣告、促銷、業務人員、報價、選擇銷售通路、

建立通路關係、定價等。 

 

服務 提供服務以增進或維持產品價值，例如安裝、修

護、訓練、零件供應、產品修正等。 

採購 審核供應商、購買不同組合之採購項目等。 

技術發展 技術選擇、零件設計、功能設計、現場測試等。 

人力資源管理 人員招募、雇用、培訓、發展、各種員工福利津
貼等。 

輔

助

活

動 

企業基本設施 一般管理、企劃、財務、會計、法務、政府關係、
品質管理等。與其他輔助活動不同之處在於他通

常支援整個價值鏈，而非支援個別價值活動。 

【表 17】活動之內容 

(資料來源：Michael E. Porter(李明軒 邱如美 合譯)，競爭優勢，1999；本研究整理)   

 

    以智慧財產融入研究開發為例，首先是透過產業結構化，配合市場行

銷、生產製造、財務會計等企業營運機能於研究開發前評估該標的是否值

得投入？若要投入應採取何種方式？自行研發、合作開發或透過授權移轉

取得？若發現技術擁有者區域佈署錯誤或智慧財產態樣佈屬有誤，則可基

於智慧財產之區域性以或權利人無法證明侵權而加以利用。若自行研發則

進一步考慮智慧財產的態樣、權能、組合以及佈署，如果需要經過申請，

則以最短的時間於計畫佈署的區域取得智慧財產權。除此之外，於研究開

發前之評估可以預先規劃將來取得智慧財產後可能對哪些競爭者提出訴

訟。 

 

於生產製造方面，於生產製造過程可能向其他人採購零組件，藉由產

業結構化之分析加上其他企業營運機能所傳遞的訊息，可以決定向何人購

買零組件不會構成侵權且成本較低。除此之外，應考量製造階段可能涉及

的智慧財產應以何種態樣保護，此外還要與其他營運機能相互配合(又或者

於供應鏈上應如何與其他企業配合)，例如為了效率、成本於試產或量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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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修改研究開發的智慧財產，則智慧財產內容有變更，先前所做的佈屬也

需要相應變更；又例如市場行銷如有市場消息，例如原先設計製造可能造

成侵權或其他人可能對某些設計製造構成侵權，則生產製造(甚至是研究開

發)可能相應調整，此時會改變先前智慧財產的內容，因而要重新調整。 

 

 

於市場行銷方面，所涉及各種態樣的智慧財產，例如商標、營業秘密

等，應以不同方式加以保護。此外市場行銷可將市場消息回饋企業，配合

產業結構化的分析，影響研究開發、生產製造方向，並且藉由與市場接觸

的人員蒐集其他人可能侵害專利的證據進行訴訟、鞏固市場。更進一步經

由產業結構化的分析可以找到其他人專利於地理佈署或態樣選擇的缺

失，可以因此於該地理位置進行市場行銷。 

 

於侵權訴訟方面，透過侵權訴訟，可以鞏固市場，可以箝制競爭者，

更進一步可以收取權利金。透過產業結構化分析並配合企業其他營運機

能，可以預先規劃對某些競爭者的訴訟，並且可以規避侵權的可能。從研

究開發前的分析，生產製造過程的修正，以及市場行銷訊息的回饋，凡此

皆可以有效規劃訴訟或者規避可能的訴訟，甚至訴訟發生時也可以因瞭解

興訟原因而調整回應方式。除此之外，如果是己方所擁有的智慧財產，則

可以透過態樣選擇、權能排配使用、專利內容或智慧財產群組之組合以及

區域的佈屬消極的保護己方的市場地位，積極更可以提起訴訟鞏固市場更

進而取得授權金。 

 

於授權技轉方面，經由產業結構化分析並考量其他企業營運機能之資

訊，可以判斷某些智慧財產是否應該自行投入研發或以授權技轉的方式取

得，如為後者，則應該由何處取得。除此之外，如果企業擁有該智慧財產，

則應該考量其態樣、群集、組合以及佈署，藉由智慧財產動態運用，提高

智慧財產的經濟價值。 

 

財務投資業務方面，主要是包括智慧財產作價投資及融資擔保。作價

投資藉由產業結構化之方法，綜觀全局判斷智慧財產於產業鏈上之價值高



 62 

低，除此之外，藉由分析也可與其他營運機能及智慧財產配合，例如調整

研究發展方向以利之後作價投資。而融資擔保除了利用產業結構化方法判

斷智慧財產價值高低外，尚賴其他配套措施，例如公示制度、金融機構、

法院強制執行、拍賣機制的配合，除此之外，無論作價投資或融資擔保，

都企待智慧財產價值評估機制的建立。 

 

於租稅環境方面，智慧財產各種型態的交易會與租稅課徵與租稅優惠

息息相關，因此透過產業結構化方法將智慧財產作有效的態樣規劃及全球

佈局，基於各地租稅政策及法令，透過智慧財產各種型態的交易，可以降

低智慧財產成本並提高企業收益。 

 

於人力資源方面，透過產業結構化分析，形成公司決策，為了達成目

標，需要網羅相關人才，例如在研究發展方面，可觀察某技術領域專利發

明人的動向、群聚進而決定在何處網羅人才或設置研發中心。 

 

至於智慧財產融入商業模式，則是配合企業的商業模式，透過產業結

構化分析選擇與運用智慧財產態樣、群集、組合及佈署藉以鞏固企業市場

地位，箝制競爭者行為，此外還可以收取權利金。一方面鞏固自己的商業

模式，二方面智慧財產也可以融入成為商業模式的一部分。 

 

上述價值活動並不等同於企業之組織結構，企業之組織結構會將各種

價值活動分類組合，將性質相似的價值活動歸屬於同一部門。隨著單位組

織劃分，不同單位元出現協調需要，因而有整合的機制。分類與整合 之

平衡，將帶給企業最大好處108。 

 

 

 

                                            
108 See 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e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中譯本：李明軒、邱如美合譯，競爭優勢，頁
78，臺北：天下遠見，1999)。此外，組織結構配置以及超越結構配置之討論，See Henry Mintzberg, 
Mintzberg on Management: Inside Our Strange World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閔茲伯格，閔茲伯格談管理，頁 13-14，臺北縣：中天出版社，200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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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資訊網絡化資訊網絡化資訊網絡化資訊網絡化 

 

資訊網絡化是架構一跨國界、跨語文之系統，將上述產業結構化及智

慧資本化考量所需之資訊及能提供的資訊透過網路技術連結到各機構或

企業各部門，系統有記憶、結構、重組之功能並有主次之分。換言之，資

訊網絡化係基於上述產業鏈、價值鏈、產品結構與技術結構、產值與營收

結構與各種智慧財產的態樣、群集、組合、家族等連結之概念，進而將資

料記憶並有效的分類和分級，並依需求考量客戶關係管理、生產管理、傳

遞案件管理、資訊網絡安全及其他經營管理，連結內部智財專業工作人

員、客戶。基本上，資訊網絡化將生產線的經驗轉化設計系統，由於現在

資料繁多，有效的資訊網絡化將有助於無形資產的管理。 

  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組織記憶組織記憶組織記憶組織記憶
客戶關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電子送件系統電子送件系統電子送件系統電子送件系統研研研研究開發究開發究開發究開發 生產製造生產製造生產製造生產製造 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智慧財產生管智慧財產生管智慧財產生管智慧財產生管/交管系統交管系統交管系統交管系統 智慧財產工管智慧財產工管智慧財產工管智慧財產工管/品管系統品管系統品管系統品管系統智慧資源搜尋智慧資源搜尋智慧資源搜尋智慧資源搜尋/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 智慧資源倉儲系統智慧資源倉儲系統智慧資源倉儲系統智慧資源倉儲系統

程序管制程序管制程序管制程序管制 專業人力專業人力專業人力專業人力 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資訊網路安全資訊網路安全資訊網路安全資訊網路安全：：：：實體實體實體實體/平台平台平台平台/數據數據數據數據/通訊通訊通訊通訊/應用應用應用應用/運行運行運行運行/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資訊網路軟硬體架構資訊網路軟硬體架構資訊網路軟硬體架構資訊網路軟硬體架構
產業鏈產業鏈產業鏈產業鏈/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技術結構 產值產值產值產值/營收結構營收結構營收結構營收結構 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

 

【圖 21】智慧資源規劃與資訊網絡化 

(資料來源：周延鵬老師上課資料)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全球經營全球經營全球經營全球經營 

  

智慧財產具有排他性、地域性，此外加上權能組合、邊際單位成本、

邊際效益等考量，智慧財產跨國經營才能發揮最大價值。此外，現今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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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心的企業多以全球為舞臺衡量各地優劣運籌全球資源跨國投資，企業

如此，融入企業營運機能的智慧財產亦當如此。全球經營智慧財產除了可

以鞏固企業市場，還可以藉由租稅規劃、技術授權、訴訟使企業降低賦稅、

得到政府獎勵、收取授權金技術報酬金或者經由訴訟收得到損害賠償。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價值交換與行銷價值交換與行銷價值交換與行銷價值交換與行銷 

 

價值交換途徑大致上包括了「產品化與產業化」、「授權」、「買賣

讓與」、「智財侵害訴訟」、「股權合資或新創事業」、「技術或管理服

務」。 在價值交換途徑中，有些是單一的，有些是交織使用的。如：「授

權」與「技術或管理服務」有可能是綜合在一起應用，也有可能和「合資」

一起應用。智慧財產的行銷大部分都是屬於 B2B，第一個 B 通常屬於

NPO，所以是 NPO to B，有少數的一塊是 individual to B。透過上述資源規

劃之方法，才能有效的進行價值交換及行銷，提升經濟價值。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區隔區隔區隔區隔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網絡網絡網絡網絡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主張主張主張主張

推推推推廣廣廣廣地地地地點點點點價價價價格格格格
商業模式商業模式商業模式商業模式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智財特性及智財特性及智財特性及智財特性及法律因素的法律因素的法律因素的法律因素的融入與轉換融入與轉換融入與轉換融入與轉換

產產產產品品品品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技術或管理服務技術或管理服務技術或管理服務技術或管理服務

股權合資或新創股權合資或新創股權合資或新創股權合資或新創

智財侵害訴訟智財侵害訴訟智財侵害訴訟智財侵害訴訟

買賣讓與買賣讓與買賣讓與買賣讓與

授權授權授權授權產值產值產值產值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全域流程全域流程全域流程全域流程、、、、並行同步並行同步並行同步並行同步、、、、組織記憶組織記憶組織記憶組織記憶））））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群集群集群集群集、、、、組合組合組合組合、、、、家族家族家族家族））））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會計會計會計會計、、、、租稅租稅租稅租稅））））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全球營運與管理全球營運與管理全球營運與管理全球營運與管理

產品化與產業化產品化與產業化產品化與產業化產品化與產業化研發與創新研發與創新研發與創新研發與創新

產品與服務行銷產品與服務行銷產品與服務行銷產品與服務行銷價值交換途徑價值交換途徑價值交換途徑價值交換途徑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區隔區隔區隔區隔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網絡網絡網絡網絡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主張主張主張主張

推推推推廣廣廣廣地地地地點點點點價價價價格格格格
商業模式商業模式商業模式商業模式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智財特性及智財特性及智財特性及智財特性及法律因素的法律因素的法律因素的法律因素的融入與轉換融入與轉換融入與轉換融入與轉換

產產產產品品品品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技術或管理服務技術或管理服務技術或管理服務技術或管理服務

股權合資或新創股權合資或新創股權合資或新創股權合資或新創

智財侵害訴訟智財侵害訴訟智財侵害訴訟智財侵害訴訟

買賣讓與買賣讓與買賣讓與買賣讓與

授權授權授權授權產值產值產值產值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智慧財產資訊網絡化（（（（全域流程全域流程全域流程全域流程、、、、並行同步並行同步並行同步並行同步、、、、組織記憶組織記憶組織記憶組織記憶））））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智慧財產佈署（（（（群集群集群集群集、、、、組合組合組合組合、、、、家族家族家族家族））））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智慧財產智慧資本化（（（（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會計會計會計會計、、、、租稅租稅租稅租稅））））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全球營運與管理全球營運與管理全球營運與管理全球營運與管理

產品化與產業化產品化與產業化產品化與產業化產品化與產業化研發與創新研發與創新研發與創新研發與創新

產品與服務行銷產品與服務行銷產品與服務行銷產品與服務行銷價值交換途徑價值交換途徑價值交換途徑價值交換途徑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智慧資源規劃

 

【圖 22】智慧資源規劃與價值交換及行銷 

(資料來源：周延鵬老師上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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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與傳統無形資產管理方法之差異與傳統無形資產管理方法之差異與傳統無形資產管理方法之差異與傳統無形資產管理方法之差異 

 

智慧資源規劃係一方法上創新的方法，亦即一個整合性的方法，其與

前面所提到各種評估管理方法最大不同在於，於決策過程即考量各種自身

及外界關係組織的有形及無形資源並加以整合運用。由於各個企業著重不

同的無形資產、具備不同的價值活動並且具有不同的組織架構，因此各企

業應評估自己所處的產業環境，發展對其重要的無形資產，並與各價值活

動相配合，進而交由組織各部門落實，並輔以資訊系統。 

 

之所以會稱之為方法上創新之方法，即在於過去無論在策略、研發管

理、生產管理、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以及各種關於無形資產評估管理

皆有對於智慧資本之討論，只是上開討論有些並非針對智慧資本討論因此

欠缺全面性及整合性。 

 

由上述討論可以發現智慧資源規劃相較於過去無形資產管理方式是

與策略連結、善用以具體化權利的智慧財產權而且較為全面的。過去的無

形資產管理討論多數針對某類型智慧資本之探討，即使全面探討也未與策

略連結或者未有效利用智慧財產權之資訊。 

 

目前少有公司考量將智慧資本配合產業結構、供應鏈、價值鏈、產品

結構、技術結構、營收結構進而決策並規劃智慧財產態樣、權能、組合、

佈署以配合研發、生產、銷售、授權、技術移轉、作價投資、侵權訴訟之

運作。多數公司以消極保護之觀點管理靜態資訊，例如申請或維護，而未

整合動態資訊，例如訴訟、買賣等，因此其智慧財產權多數是脫離基礎事

實一件一件個別的在不同國家申請佈署累積而來。在這樣的環境下，顯然

無法連結到企業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市場行銷、會計財務、租稅規劃、

人力資源、授權移轉、投資行為、商業模式等機能業務，進而形成緊密互

動的因果關係、流程、系統及平台，並建立具有可增加經濟價值和實體效

益的「智慧資本」。因此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智慧財產權的效益評量僅

能依據數量多寡、引證次數、文獻參考率、訴訟出現率以及會計數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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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的鑑價或評價，進而做為技術作價投資、權利金收取、損害賠償

的依據。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上所述，智慧資源規劃乃智慧財產配合或形成企業總體策略，以全

球為舞臺，透過產業結構化分析，將智慧財產融入營運機能並輔以資訊網

絡之智慧財產管理方法。透過智慧資源規劃方法可以綜觀全局並配合企業

(或非營利組織)各種機能，見林且見樹作較精確的決策，除了幫助企業(或

非營利組織)獲取更大收益外，也讓智慧財產發揮最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