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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節探討過去各家學者在發展研發績效評估時，對

研發投入與產出的定義與衡量方式；第二節主要探討過去曾經針對研發投入對技

術產出之影響進行研究之相關文獻；第三節主要探討過去曾經針對研發投入對財

務績效之影響進行研究之相關文獻；第四節則參考國內外相關之研究文獻，部分

予以採用、補充或修改、並配合台灣現有可取得之資料做適度之調整，提出本研

究之研究延伸。 

 

第一節  研發投入與研發績效之衡量方式 

一、 Brown & Svenson (1998) 

 

【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發績效之衡量模式，Brown及 Svenson認為所有的組

織都是透過各種不同系統的合作來製造產品或服務，而研發本身就是一組系

統，亦包含投入(inputs)、製程(processes)及產出(outputs)。 

【研究結果】 

衡量模式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投入(inputs)：研發的投入包含人員、資訊、創意、設備、所需的經

費及其他部門的要求。身為服務部門，研發的許多工作自然來自於

其他部門的要求，如營業、製造等。 

（二） 處理系統(processing system)：處理系統乃指研發部門本身，它透過

撰寫報告、從事研究、測試假說、報告結果等方式，將投入轉成產

出。 

（三） 基本產出(typical outputs)：包含專利、新產品、新流程、發行刊物或

只是以前不知道的原則或知識。 



 10 

（四） 接收系統(receiving system)：包括許多基本產出的內部顧客，如營

業、製造或其他會使用研發的產品或服務的部門，亦包含產出的外

部使用者。 

（五） 成果產出(outcomes)：成果產出乃是對整個組織產生的價值，通常必

須透過接收系統應用基本產出而產生，包含成本降低、銷售增加、

產品改善、資本節省。例如以汽車製造商為例，其接收系統將會是

顧客(買車的人)，而成果產出就是銷售量或顧客回饋。 

【對本研究之啟示】 

在此篇研究所提出的研發績效衡量模式中，不管投入面或效益面作者都

提出了很多衡量指標，例如投入面的人員、經費等，產出面如基本產出的專

利及成果產出的銷售成長等，都可以作為本研究設計投入與產出變數時之依

據。 

 

 

二、 Werner & Souder (1997) 

 

【研究主題】 

本研究針對 1956-1995年間 ABI/INFORM、Dissertation-Abstracts、SSCI

及 BLISS中所有有關研發績效評估之相關文獻(包含 90篇文獻、12本書及 2

篇研究報告)加以整理，分析研發績效評估之目前之發展狀況。 

【研究結果】 

過去的研究中，各學者提出之研發績效衡量模式主要可分為下列四類： 

（一） 量化客觀衡量模式(Quantitative-Objective Metrics)-主要內容為有

形、可計算的數量化指標，投入面最常使用者包括：研發人員數量、

總研發支出及研發設備投資等；產出面最常使用者包括：專利權獲

得數、成本降低金額、上市產品數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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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主觀衡量模式(Quantitative-Subjective Metrics)-此類別主要是以

直覺判斷為基礎，將直覺判斷的結果轉化成數字的衡量方式，最主

要的突破在於其不像量化客觀衡量模式只能衡量過去的績效，還能

預測未來的結果。 

（三） 非量化衡量模式(Qualitative Metrics)-非量化衡量模式使用專家評估

者的原始評估，排除量化及計算的方式，量化指標則通常著重於技

術流程、財務面及量化產出，而非量化衡量模式主要使用在評估研

發人員個人、團隊或部門的績效，將評估的對象轉移到人員的績效

上。 

（四） 整合性衡量模式(Integrated Metrics)-此模式下同時包含量化與非量

化評估模式，因此兼具兩者之優點，通常更能據此改善研發之效率

與效果，例如：Foster(1985)提出之兩階段整合法，首先計算量化的

研發相關之財務比率，之後在與非量化指標進行分析，探討兩者之

間的因果關係。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整理過去數十年間學者提出研發績效評估模式，其中包含許多

不同的投入與產出指標，包含財務面與非財務面，可作為本研究在選擇自變

數與應變數時之參考。 

 

 

三、 Schumann et al. (1995)  

 

【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發績效之衡量模式，Schumann等人認為 R&D績效衡

量模型應包含人員、流程、產出與結果等要素進行評估。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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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模式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人員(People)-人員係指在科技公司中之技術專業人員及其對於技術

活力(technical vitality)的需要。技術專業人員必須確保其創造力天份

與技巧能夠引起產品或組織的改變以維持技術活力，因應快速變動且

廣泛的顧客需求與競爭者的快速成長。 

（二） 流程(process)-此類別主要在衡量研發流程之效率，而研發流程的效率

即是資源使用的最大化、技術發展時間的最小化及產品開發者擁有的

技術知識的最大化，因此可從這三個面向去思考。 

（三） 產出(output)-研發組織的產出即資訊、技術及產品。技術與產品的數

量顯而易見，R&D資訊的產生亦可由許多方式呈現，包含說明書、

配方標準、報告、說明會、著作權、專利權及商業機密，這些都是可

以量化的，唯其價值應較數量能代表其對企業的績效，因此，應盡量

使用產出的價值作為績效衡量指標。 

（四） 結果(Consequences)-由於研發活動導致企業產生的變化即此處所稱

之結果(有時亦稱成果(outcome))，雖然大部分的企業研發活動來源全

都來自於外部顧客的需求，但當企業之研發活動與 SBU之策略結合

時，滿足內部顧客需求便成為更重要的任務，因為它們往往是研發資

源的提供者，因此評估時，應同時考量對內外部顧客造成的結果。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所提出之研發績效衡量模式中，其產出面大致與過去的研究類

似，唯其提及我們通常以數量來衡量，但產出的價值應較數量能代表真正能

為企業帶來的貢獻，雖然價值資料通常不易取得，因此，本研究在選擇衡量

各效益之代理變數時，在資料取得困難性能克服的前提下，應盡量以價值面

而非數量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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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劉代洋及葉勝年(1991)  

 

【研究主題】 

劉代洋與葉勝年於1990年在「大型科技研究發展成果績效評估模式」中

提出 IRON (Input, Results, Operation, Notice-Effects)模式，本研究旨在修正

IRON模式，針對「主導性計畫成效評量」提出更加完整的衡量模式。 

【研究結果】 

修正 IRON 為 IROT模式，此模式強調階段效益(Time-Phased Effects)，

亦即根據不同時點追蹤評估，採產品生命週期觀念，分析效益的變化情形，

並同時考量有形效益與無形效益。  

整個衡量模式分為四構面，內容如下： 

（一） 投入因素(Inputs)：包含計畫目標、計畫經費、研究人力與素質、技

術能力、研究管理制度 

（二） 研究成果(Results)：專利權、著作權、論文發表、研究報告、技術創

新、技術引進。 

（三） 階段性成果應用(Operations)：研討會、資訊擴散、人才擴散技術移轉、

技術咨詢服務。 

（四） 階段效益(Time-Phased Effects) 

1. 有形效益：投資額增加、生產值增加、生產成本降低、出口值

增加、進口依存度降低。 

2. 無形效益：技術水準提升、國際競爭提升、對相關產業貢獻。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所提出之衡量模式，在投入因素部分較以往之模式多出研究人

力與素質，可作為本研究在設計專案研發投入之衡量指標之參考，另外，其

所提出之研究成果(Results)與本研究所稱之技術產出定義相同，因此，可作為

技術產出面應變數選擇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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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研發投入與研發績效之衡量方式彙總表 

作者 年度 投入指標 產出指標 

Brown & Svenson  1998 研發的投入包含人員、資訊、創意、設備、所
需的經費及其他部門的要求。 

基本產出(typical outputs)：包含專利、新產品、新流程、發
行刊物或只是以前不知道的原則或知識。 

成果產出(outcomes)：成果產出乃是對整個組織產生的價
值，通常必須透過接收系統應用基本產出而產生，包含成

本降低、銷售增加、產品改善、資本節省。例如以汽車製

造商為例，其接收系統將會是顧客(買車的人)，而成果產出
就是銷售量或顧客回饋。 

Werner & Souder 1997 量化客觀衡量模式之投入面最常使用者包括：
研發人員數量、總研發支出及研發設備投資等 

量化客觀衡量模式之產出面最常使用者包括：專利權獲得

數、成本降低金額、上市產品數量等。 

Schumann et al. 1995 投入面可以從人員及流程兩面向思考，流程面
包含資源使用、技術發展時間等。 

產出(output)-研發組織的產出即資訊、技術及產品。技術與
產品的數量顯而易見，R&D資訊的產生亦可由許多方式呈
現，包含說明書、配方標準、報告、說明會、著作權、專

利權及商業機密，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唯其價值應較數

量能代表其對企業的績效，因此，應盡量使用產出的價值

作為績效衡量指標。 

劉代洋及葉勝年 1991 投入因素(Inputs)： 
IRON：計劃目標、計劃經費、計劃時程、研究
管理制度等。 

IROT：包含計畫目標、計畫經費、研究人力與
素質、技術能力、研究管理制度。 

研究成果(Results)：專利權、著作權、論文發表、研究報告、
技術創新、技術引進。 

階段性成果應用(Operations)：研討會、資訊擴散、人才擴
散技術移轉、技術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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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效益(Time-Phased Effects) 
(1) 有形效益：投資額增加、生產值增加、生產成本降低、
出口值增加、進口依存度降低。 

(2) 無形效益：技術水準提升、國際競爭提升、對相關產
業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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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發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 

一、 Bound et al. (1984)  

 

【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利用迴歸分析，探討 R&D支出與專利權數之關聯性。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主要利用專利權數及 R&D支出取對數值另加上 21個產業虛擬變數，以

及專利權數及 R&D支出為 0之虛擬變數進行迴歸分析。 

【研究樣本】 

1976年 2585家廠商的資料。 

【研究結果】 

實證研究結果發現：1.R&D與專利權仍成顯著相關，唯 R&D係數較過

去相同研究為小，原因可能是樣本中廠商較多，且有許多專利權數為 0之廠

商；2.產業虛擬變數顯示化學、藥品、石油、電機、機械、電子儀器、航空

等產業之專利權數高於平均數。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由於台灣之專利權觀念尚未走到十分成熟的階段，加上本研究乃衡量研

發專案而非公司，研究個體較以往探討國家或公司之相關研究，更有可能出

現專利權數亦為零的情況，必須在模式中加以調整，以免造成研究結果之偏

誤，另外，此篇研究結論顯示不同產業 R&D支出與專利權數之顯著性不同，

因此，本研究在模式設計時亦應將產業列入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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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akes & Griliches (1980)  

 

【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對企業整體而言，研發支出與專利權之間的關係。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美國 1968年至 1975年 121家大型廠商的資料(panel資料)。 

【研究結果】 

經對數線性模式(log- linear)分析結果顯示：1.R&D支出對專利權數目存

在顯著相關，且彈性為 1；2.R&D支出的滯延變數對專利權數的影響型態未

能有一致性的結論；3.專利權數的時間趨勢為一負向的。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結果顯示 R＆D支出與專利權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亦證明專

利權為企業 R＆D投入可衡量的產出之一，因此，本研究將研發投入對專利

權的影響納入研究範圍中。 

 

 

三、 Hausman et al. (1984)  

 

【研究主題】 

本研究應用 Poisson分配及負二項分配的方法進行估計，並利用 panel資

料的特性分析廠商隨機效果與固定效果之模型，探討 R&D支出與專利權間

之關係，進一步評估專利權數是否為發明產出的一個良好指標。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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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美國 1968年至 1975年 121家大型廠商的資料(panel資料)。 

【研究結果】 

研究發現：1.模式中增加廠商特徵之變數，使的 R&D支出的彈性減少，

約為 0.6-0.8間，亦即 R&D支出對專利權數的彈性較小；2.當年 R&D支出彈

性約為 0.38，R&D滯延變數之總和約為 0.8；3.考慮隨機效果的模型顯示 R&D

支出的彈性係數較小。 

【對本研究之啟示】 

Pakes及 Griliches(1980)的研究中並未考量廠商之特徵，研究結果可能受

到廠商本身特性之影響產生偏誤，此篇研究在模式中特別將廠商特徵內入考

量，以控制研究結果的方式為本研究所採用。 

 

 

四、 林惠玲及李顯峰 (1996)  

 

【研究主題】 

廠商的研發活動隊企業本身的發展、個別產業的升級，乃至整體經濟的

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國外有關研發活動與專利權數間關係的研究，均

是以實證的方式衡量 R&D支出對專利權彈性係數的大小，而台灣在專利權

與研發支出間的關係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本研究之目的，係應用計量方法研

究台灣地區專利權數與 R&D支出的關係。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專利權數區分為四種：國內申請專利權數(PT1)、國內核准專利權數

(AP1)、國外申請專利權數(PT2)、及國外核准專利權數(AP2)。 

R&D支出受到資料限制，分為當年 79年 R&D支出(log R0)、滯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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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D支出、78年 R&D支出(log R1)、77年 R&D支出(log R2)、76年 R&D

支出(log R3)。 

在廠商特質方面，考慮廠商規模、科學性及廠商技術來源三個變數，廠

商規模以銷售額大小衡量之。 

【研究樣本】 

經濟部民國 76-79年製造業研究發展概況調查報告中，四年均有 R&D支

出之 397家廠商。 

【研究結果】 

實證結果顯示：當年 R&D支出對國內申請專利權數的彈性係數很小約

為 0.053，前兩年之 R&D支出在所有三年遞延係數中有最大的正影響，其彈

性係數為 0.7487。當年 R&D支出的國內核准專利權數之彈性為 0.231，前兩

年的 R&D支出亦有最大的正影響，彈性係數約為 0.3219。當年及遞延三年

R&D支出的總彈性則分別為 0.1397與 0.3633。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結果顯示國內之 R&D支出對專利權數之彈性相對於美國的實

證研究約在 0.6-0.8之間小很多，研究結論中提及如此的結果可推論國內從事

R&D支出除了發明新技術、創新產品外，可能有多種的功能，如提高生產力、

原技術升級、原產品的改良等，因此，本研究在研發效益部分，亦會多考慮

這些功能，如生產力提升、技術升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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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饒忻及王建翔 (2001) 

【研究主題】 

本研究針對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業者的研發(產品開發)現況進行討論及

分析，研究中建立一套模式表示筆記型電腦廠研發投入、研發管理、研發績

效及市場績效的關係如下圖：  

 
圖 2-1 研發模式基本理念圖 

在模式中，認定研發投入、研發管理、研發績效及市場績效，彼此必定

存在著一定的關係。本研究將探討以下兩種關係： 

1. 研發投入及研發管理與研發績效之關係 

2. 研發績效與市場績效的相對表現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透過問卷方式搜集研發投入、研發管理、研發績效及市場績效四個構面

的相關指標資訊進行分析探討，衡量方式如下： 

1. 研發投入指標：包括研發人力(年齡、學歷、經歷、平均流動率)、

研發經費/總件數、平均研發時間、研發設備總值及研發經費/營業額

共五項。 

2. 研發管理指標：分為研發人力、研發部門制度等構面，各構面可在

細分為子項目，例如：研發部門制度可分為獎酬制度、績效考核制

度、權責劃分制度，最後彙整各構面算出研發管理指標之分數。  

3. 研發績效指標：包括研發專利申請成功件數、平均研發時間、生產

台數/研發專案總件數、研發經費/生產台數共四項。 

4. 市場績效指標：包含營業額、稅後損益、每股盈餘、生產台數、研

發專案總件數、稅後損益/生產台數共六項。  

⋯⋯ 研發管理 研發投入 

研發績效 

市場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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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業者。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 

1. 研發投入與研發管理及研發績效的關係：經過問卷資料分析顯示的

結果，研發績效大致上是隨著研發投入與研發管理的付出而提高的。 

2. 研發績效與市場績效的相對表現：各家樣本公司呈現的結果顯示，

研發績效最高的公司不一定會帶來最高的市場績效；相對的，市場

績效高的公司，不一定代表其研發績效必定很好。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在衡量研發投入與研發績效時，包含許多創新的衡量指標，例

如：投入部分其考慮研發投入時間等，皆可作為本研究在選擇衡量投入與效

益面之指標時做為參考，另外，此篇研究結果顯示研發績效(包含市場績效指

標與研發績效指標)會隨著研發投入的付出而提高，可作為本研究欲探討研發

專案投入對財務績效及技術產出影響之理論依據。 

 

本部分之文獻彙整，請見表 2-2。 

 

 



 22 

表2-2 研發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之文獻彙總表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 研究結論 

Bound et al.  1984 本研究旨在利用迴歸分析，探

討 R&D支出與專利權數之關
聯性。 

實證研究 1976年 2585家
廠商的資料。 

實證研究結果發現：1.R&D與專利權仍成顯著相

關，唯R&D係數較過去相同研究為小，原因可能

是樣本中廠商較多，且有許多專利權數為0之廠

商；2.產業虛擬變數顯示化學、藥品、石油、電

機、機械、電子儀器、航空等產業之專利權數高

於平均數。 

Pakes & 
Griliches 

1980 本研究旨在探討對企業整體而
言，研發支出與專利權之間的

關係。 

實證研究 美國 1968年至
1975年 121家大
型廠商的資料

(panel資料)。 

經對數線性模式(log- linear)分析結果顯示：
1.R&D支出對專利權數目存在顯著相關，且彈性
為 1；2.R&D支出的滯延變數對專利權數的影響
型態未能有一致性的結論；3.專利權數的時間趨
勢為一負向的。 

Hausman et 
al. 

1984 本研究利用 panel資料的特性
分析廠商隨機效果與固定效果

之模型探討 R&D支出與專利
權間之關係。  

實證研究 美國 1968年至
1975年 121家大
型廠商的資料

(panel資料)。 

研究發現：1.模式中增加廠商特徵之變數，使的

R&D支出的彈性減少，約為0.6-0.8間，亦即R&D

支出對專利權數的彈性較小；2.當年R&D支出彈

性約為0.38，R&D滯延變數之總和約為0.8；3.

考慮隨機效果的模型顯示R&D支出的彈性係數較

小。 

林惠玲及李

顯峰 
1996 本研究之目的，係應用計量方

法研究台灣地區專利權數與

R&D支出的關係。 

實證研究 經濟部民國

76-79年製造業
研究發展概況調

實證結果顯示：當年 R&D支出對國內申請專利
權數的彈性係數很小約為 0.053，前兩年之 R&D
支出在所有三年遞延係數中有最大的正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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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告中，四年

均有 R&D支出
之 397家廠商。 

彈性係數為 0.7487。當年 R&D支出的國內核准
專利權數之彈性為 0.231，前兩年的 R&D支出亦
有最大的正影響，彈性係數約為 0.3219。當年及
遞延三年 R&D支出的總彈性則分別為 0.1397與
0.3633。 

饒忻及王建

翔 
2001 本研究探討以下兩種關係： 

1.研發投入及研發管理與研發

績效之關係 

2.研發績效與市場績效的相對

表現 

實證研究 台灣筆記型電腦

廠商業者。 

研究結果顯示： 

(一)問卷資料分析顯示的結果，研發績效大致上

是隨著研發投入與研發管理的付出而提高的。 

(二)各家樣本公司呈現的結果顯示，研發績效最

高的公司不一定會帶來最高的市場績效；相對

的，市場績效高的公司，不一定代表其研發績效

必定很好。 



 

第三節  研發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及其遞延效果 

一、 Parasuraman & Zeren (1983) 

 

【研究主題】 

此研究旨在探討研發與獲利及銷售的關係，並兼論研發影響獲利及銷售

的時間性問題。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24個產業中的 310家公司。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一般來說，研發對營收與獲利有相當強烈的正向關係，

即使由於產業間研發生產力的不同，也只會有些許的差異。另一方面，投入

與營收及獲利確實存在時間落差，且銷售延遲的時間會比對獲利要來的長，

且更具意義。此外，此研究亦發現，部分公司的研發預算是依據前幾年度的

利潤與銷售金額來決定，由此可見，研發與獲利及營收其實存在雙向的關係，

其間關係若能加以釐清，相信對組織研發投入之決策將是一大助益。 

【對本研究之啟示】 

上述研究結果與許多同樣以研發對營收或利潤的影響為研究議題者相

同，研發對營收成正相關，且會有時間上的延遲，但對企業的營收而言，可

能存在的干擾變項太多，容易使研究結果造成偏誤，但以企業為主體的資料

取得較容易，因此以往的研究大多以企業為主體，本研究將以此篇研究結論

為依據，將研究對象縮小至研發專案探討專案的投入與專案產品銷售金額間

的關係及其遞延效果，期能獲得更精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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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orbey (1988) 

 

【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研究大型企業的研發支出與銷售成長間的關聯性。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採用時間序列分析。 

【研究樣本】 

商業週刊研發排行榜(Business week R&D Scoreboard)上之 173家大型公

司，1976年至 1985年資料。 

【研究結果】 

(一) 研究結果指出研發密度(R&D intensity, 研發支出/銷售額)與企業獲利能

力無顯著相關。 

(二) 不管在任何產業，該產業的領導者總是該產業中對研發密度較高者，且

研發密度較高的公司比其他競爭者擁有較高的銷售成長率。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由上述研究的結論可知，企業研發投入與銷售金額有顯著關聯性，可引伸

支持本研究研發專案投入與銷售金額成正相關之假設，唯企業在從事研發活動

時，總是以專案方式為之，而非每年初編列固定預算投入，因此，當所有專案

匯集成整個組織層級時，可能影響的因素太多，亦可能在匯集的過程中只由於

一兩個大型專案的成敗致使整個研究結果產生偏誤，故本研究想試著以專案為

單位去尋找其關聯性，檢驗其是否存在相同的關聯性。 

 

 

三、 Morbey & Reithner (1990) 

 

【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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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過去研究樣本中，規模較大的公司會造成研究結果的偏頗，本研究

除了再次驗證過去的相同研究的研究結果外，另獨立探討規模較小的公司研發

支出對銷售成長、企業生產力與企業獲利能力之影響。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衡量指標： 

1. 研發支出(Sales spending)：平均研發支出(average R&D expenditure)、研

發密度(R&D per dollar of sales)、單位員工研發支出(R&D per 

employee)。 

2. 企業經營成果：邊際利潤(profit margins)、資產報酬率(ROA)。 

3. 企業生產力：由於企業各員工之薪資成本通常不易取得，因此，本研究

採用「單位員工銷售額(Sales per employee)」來衡量企業之生產力。 

【研究樣本】 

標準普爾線上資料公司(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Services Inc.)資料庫

中 134家公司之十年資訊，1978-1987。 

【研究結果】 

研發密度與銷售成長： 

研究發現在全體 134家公司的研究樣本下，研發密度與後續的銷售成長呈

顯著正相關；另針對其中 68家規模較小(銷售額未達$5億者)的公司之研究結

果發現，研發密度與後續銷售成長亦呈強烈的正相關，證明在不同公司規模

下，結果都是相同的。 

【對本研究之啟示】 

過去此類相關研究在採樣時，很少考慮到企業規模的大小是否會影響到研

究結果，此篇研究將小規模之企業單獨列出成為另外一組樣本，以免研究結果

因為樣本中的大企業而受到偏頗，這樣的觀念對於台灣大多企業都是中小企業

環境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將來都可能成為研究結果的使用者，若未考慮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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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可能會造成錯誤的決策，因此本研究在設計模式時，會將企業規模納入控

制變數。 

 

 

四、 Brenner & Rushton (1989) 

 

【研究主題】 

在高科技時代，許多人很容易對公司研發活動的決策產生的兩個問題：

1.為什麼許多企業在面臨營收及獲利狀況不佳時，仍決定提高研發投資？2.

這些研發投資究竟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成效？這是，尤其 1980年代的化學產

業更是明顯，因此本研究試圖透過實證的分析，尋求上述問題的解答。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排除傳統石油業及傳統製藥業(研發密度前者特別低，後者特別高，將造

成結果產生偏誤)1972年至 1986年 54家化學相關產業公司資料。 

【研究結果】 

(一) 銷售成長高於平均的公司其前期研發密度(R&D / Sales)大多高於產業平

均；相對的銷售成長低於平均的公司其前期研發密度也大多低於產業平

均。 

(二) 高成長公司通常擁有持續性的研發投資，相對於低成長公司，較少出現

大幅刪減研發支出的情況。 

(三) 銷售成長與前期研發投資的關聯性在在近年來大幅提昇，也許正反映了

1980年代初期開始企業對研發支出的增加。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中提及過去相關領域的研究大多顯示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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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所謂企業績效的衡量包含下列五項關鍵項目： 

(二) 如股價、本益比及投資價值(investment value)等評價指標。 

(三) 獲利因素例如獲利能力、毛利、每股盈餘、營收獲利率、資產獲利率、

投資報酬率及盈餘成長。 

(四) 與其他投資相對報酬。 

(五) 技術產出因素，如專利權、研究報告、平均每位員工專利數、專利權佔

營收比率、發明性產出及產品品質。 

(六) 規模與成長指標，如銷售成長、市佔率、新產品營收金額及多角化程度。 

這些企業績效的衡量方向及指標將可作為本研究在探討研發專案對企業整體

之影響時參考。 

 

 

五、 趙鎂 (1999) 

 

【研究主題】 

本研究最大的差異是以研發專案之研發支出為主，而非以企業整體的研

發投入為考量，探討不同研發成果與研發時期對廠商的影響。主要探討主題

如下： 

1. 分析企業研發支出的經營績效。 

2. 研發支出效益遞延效果研究。 

3. 研發支出效益對上市上櫃公司市場價值的影響。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依研發活動結果分成二種不同的群組--研發成功且產品已上市，以及研

發成功但產品未上市，在各研發專案中，並將研發階段分成創新期與商品化

時期，以探討不同研發成果與研發時期對廠商的影響。 



 29 

【研究樣本】 

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約 257家企業。 

【研究結果】 

經統計分析得知，衡量研發支出效益的最佳獲利能力指標是總盈餘，產

品上市廠商之研發效益遞延期間可達到產品商品化的第三年，而產品未上市

廠商是是在二年內獲利；大企業比中小企業能更快速的反應出研發專案的效

益；整體而言，主導性計畫遞延效益期間為二年，其產生的利益約為 7.27元。 

【對本研究之啟示】 

此篇研究研發投入與產出關聯性研究中，少見以專案資料為樣本者，唯

可惜的是，該研究產出面仍然只以企業整體為考量，可能導致產出面受到其

他專案的影響，而使研究結果造成偏誤，本研究將修正此部分之缺失，以專

案的投入為主，並將專案造成之成效侷限於該專案研發成功之產品對企業造

成的影響。 

 

本部分之文獻彙整，請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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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研發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及其遞延效果之文獻彙總表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 研究結論 

Parasuraman 
& Zeren 

1983 此研究旨在探討研發與

獲利及銷售的關係，並

兼論研發影響獲利及銷

售的時間性問題。 

實證研究 24個產業中的310

家公司。 

研究結果顯示：一般來說，研發對營收與獲利有相當

強烈的正向關係，即使由於產業間研發生產力的不

同，也只會有些許的差異。另一方面，研發投入與營

收及獲利確實存在時間落差，且銷售延遲的時間會比

對獲利要來的長，且更具意義。 

Morbey 1988 本研究旨在研究大型企

業的研發支出與銷售成

長間的關聯性。 

實證研究  (Business week 
R&D Scoreboard)
上之 173家大型公
司，1976年至 1985
年資料。 

(1) 研究結果指出研發密度(R&D intensity, 研發支

出/銷售額)與企業獲利能力無顯著相關。 

(2) 不管在任何產業，該產業的領導者總是該產業中
對研發密度較高者，且研發密度較高的公司比其他競

爭者擁有較高的銷售成長率。 

Morbey & 
Reithner 

1990 探討企業研發支出對銷
售成長、企業生產力與

企業獲利能力之影響，

並獨立探討規模較小的

企業其影響是否相同。 

實證研究 標準普爾線上資料

公司資料庫中 134
家公司之十年資

訊，1978-1987。 

研究發現在全體134家公司的研究樣本下，研發密度

與後續的銷售成長呈顯著正相關；另針對其中68家規

模較小的公司之研究結果發現，研發密度與後續銷售

成長亦呈強烈的正相關，證明在不同公司規模下，結

果都是相同的。 

Brenner & 
Rushton 

1989 此研究旨在探討研發投
資與銷售額及獲利之關

聯性及遞延效果。 

實證研究 排除傳統石油業及

傳統製藥業 1972
年至 1986年 54家
化學相關產業公司

資料。 

(一)銷售成長高於平均的公司其前期研發密度大多高

於產業平均；相對的銷售成長低於平均的公司其前期

研發密度也大多低於產業平均。 

(二)銷售成長與前期研發投資的關聯性在在近年來大

幅提昇，反映了80年代初開始企業對研發支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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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 研究結論 

趙鎂 1999 本研究最大的差異是以
研發專案之研發支出為

主，而非以企業整體的

研發投入為考量，探討

不同研發成果與研發時

期對廠商的影響。 

實證研究 經濟部工業局主導

性新產品開發計劃

約 257家企業。 

經統計分析得知，產品上市廠商之研發效益遞延期間

可達到產品商品化的第三年，而產品未上市廠商是在

二年內獲利；大企業比中小企業能更快速的反應出研

發專案的效益；整體而言，主導性計畫遞延效益期間

為二年，其產生的利益約為 7.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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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延伸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相關之研究文獻，部分予以採用、補充或修改、並配合

台灣現有可取得之資料做適度之調整，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本研究擬採用過去研究者 

（一）研究主題 

研發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Parasuraman & Zeren (1983)探討研發投入

與獲利及銷售的關係，並兼論研發影響獲利及銷售的時間性問題。本研究將

延續上述研究之主題，同時探討研發投入與銷售的關係及研發投入影響銷售

的時間性問題。 

研發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Pakes & Griliches (1980) 、Hausman et al. 

(1984)及 Bound et al. (1984)皆探討對企業整體而言，研發支出與專利權之間

的關係，本研究將延續此三篇研究之主題，探討研發投入與專利權之間的關

係。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實證研究之方法進行，所有研究主題，均採用一般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為分析工具，與過去部分此類議題研究相同，如

Parasuraman & Zeren (1983)及Morbey & Reithner (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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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研究擬補充或修改過去研究者 

（一）研究主題 

Morbey & Reithner (1990)之研究同時探討規模較小的公司研發支出對銷

售成長、企業生產力與企業獲利能力之影響，企圖藉由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研發

投入所創造的價值。除了此篇研究之外，多數相關研究均採單一研究主題。 

本研究同時探討研發投入對財務績效及技術產出兩者之影響，目的在完

整的探討研發投入對企業所產生的價值，此係本研究與過去研究在研究主題

上最大之差異。 

此外，過去研究在探討研發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時，只有考慮專利

權，本研究除了探討過去研究包含之專利權外，增加探討研發投入對創新技

術數之影響，此亦為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主題不同之處。 

 

（二）研究對象 

過去研發投入產出相關研究通常以國家整體或企業個體為研究對象，但

組織企業的研究發展工作或新產品開發工作，常以投入特定的資源並針對特

定的方向與目標來實施，其目標、任務、時程、範圍甚為明確，與組織中一

般例行性的產銷功能有所不同，因此，多以「專案」的方式來進行(賴士葆，

1997)，且以企業為變數衡量單位存在太多其他干擾變項，容易存在遺漏變數

造成研究結果之偏誤，故本研究將以研發專案為研究對象，跨越財務報表的

侷限，探討研發專案投入對技術產出及財務績效之影響，期能更全面更精確

的反映出研發投入與產出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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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研究延伸彙總表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沿用

前人

研究

者 

1. 過去有關研發投入與財務績效

之相關主題：Parasuraman & Zeren 

(1983)探討研發投入與獲利及銷售

的關係，並兼論研發影響獲利及銷

售的時間性問題。 

2. 過去有關研發投入與技術產出

之相關主題：Pakes & Griliches 

(1980) 、Hausman et al. (1984)及

Bound et al. (1984)皆探討對企業整

體而言，研發支出與專利權之間的

關係。  

本研究採實證研究之方法進行，所

有研究主題，均採用一般最小平方

法(Ordinary Least Square)為分析工

具，與部分過去研究相同。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補充

前人

研究

者 

1. 本研究同時探討研發投入對財

務績效及技術產出兩者之影響，目

的在完整的探討研發投入對企業

所產生的價值，此係本研究與過去

研究在研究主題上最大之差異。 

2.  本研究除了探討過去研究包含

之專利權外，增加探討研發投入對

創新技術數之影響，此亦為本研究

與過去研究主題不同之處。 

本研究將以研發專案為研究對

象，跨越財務報表的侷限，探討研

發專案投入對技術產出及財務績

效之影響，期能更全面且更精確反

映出的研發投入與產出之關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