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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觀念性架構 

本研究整理過去探討研發專案與其他專案之相關文獻後，研發專案的投入

主要包含三部分，分別是成本、人力及時間；另外，依照研發專案投入所產生

之績效構面，分成非財務績效之技術產出及財務績效兩個不同的角度，全面探

究研發專案投入之實質效益。 

 

一、 研發專案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 

第一部份之研究將整理過去相關研究所提出之研發技術產出之項目，透過

一般最小平方法(OLS)探討研發專案投入與技術產出間之關聯性，藉以印證過

去學者曾提出之研發投入與技術產出之相關理論，並嘗試發現新的投入與產出

關係。觀念性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 觀念性架構圖-技術產出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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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專案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及其遞延效果 

本研究之第二部分除探討研發專案投入對財務績效是否有顯著貢獻外，並

兼論研發專案投入對財務產出之時間性問題，其主要分為兩部分，其一，本研

究在彙整過去相關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研發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通常有時

間落後的效果(Effect of time lag)，其二，趙鎂(1999)之研究探討研發投資對企

業營收影響之延續時間，因此，本研究便是希望利用一般最小平方法(OLS)除

了探討研發專案之投入與專案財務產出間之關聯性外，將財務績效之觀察期間

延長至該專案之產品開發上市後三年，進一步探討是否存在時間落後效果及其

延續期間，即本研究所稱之遞延效果，觀念性架構如圖 3-2所示。 

 

 
圖 3-2 觀念性架構圖-財務績效及其遞延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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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說 

本節將依本研究之兩個主題，依序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假說。 

 

一、 研發專案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 

就專案投入面而言，企業對研發專案的投入可以分為成本、人力、時間三

個部分，成本部份為企業購買研發硬體，軟體及相關所有的成本，即研發投資

的金額。人力部分則為該投入之專案之研發人力，亦即研發人員之人力資本，

詹淑清等 (2002)在探討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上市(櫃)、未上市(櫃)公司其 R&D

投入與獲利之關聯性時，曾經以研發人員中碩博士學歷以上之比率作為研發投

入之項目之一，認為研發之人力教育程度對企業獲利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本研

究以參與該專案研發人員之教育程度作為不同專案投入人力差異之代理變

數，且合理預期，在研發專案中，參與該專案的研發人員教育程度越高，容易

產生較佳之研發績效。時間，即該研發專案所耗費的時間，在研發專案中，通

常越難達成之成果越需要耗費企業較大的研發心力與時間，因此，吾人亦合理

預期，研發專案所耗費之時間對研發績效應有正面之影響。 

就產出面而言，在研發專案開發新產品的過程中，除了最終的新產品或新

功能為公司帶來新的營收成長外，往往還能創造非財務性質之技術性產出，這

些產出在 Brenner & Rushton (1989)的研究中稱之為技術產出如專利權、創新技

術、研究報告等，研究中提及，過去研發投入與產出相關研究中，技術產出亦

為衡量研發產出的重點之一。過去由於資料取得的困難度，大多數與技術產出

相關的研究都專注於專利權數，如 Pakes & Griliches(1980)、Hausman et al.(1984)

及 Bound et al. (1984)三篇研究都指出研發支出與專利權數目存在顯著正相

關；同為技術產出，吾人相信，若能取得該資料，研發支出與創新技術數亦應

存在顯著正相關。 

因此，吾人可合理預期，若研發專案投入之成本、人力、時間較佳，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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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更多的技術產出，如專利權與創新技術。基於上述論點，吾人可得到本

研究之假說 H1a至 H1f。 

 

 

 

 

 

 

 

 

二、 研發專案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及其遞延效果 

過去許多研究之成果，亦證實了研發投資能對組織的營收帶來影響。

Parasuraman & Zeren (1983)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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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bey & Reithner (1990) 的研究發現在

全體134家公司的研究樣本下，不管規模大小，研發密度與後續年度的銷售成

長皆呈顯著正相關。Brenner & Rushton(1989) 的研究結果顯示銷售成長高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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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上述研究之結果引伸至專案上，吾人可以合理地預期，若企業對

研發專案的相關軟硬體投資越高，代表該專案所擁有的資源越多，其所研發出

的產品，應帶來較高之營收。另外，趙鎂 (1999)的研究結果指出產品上市廠

商之研發效益遞延期間可達到產品商品化的第三年，據此亦吾人可以合理地預

期，研發專案的投資金額不但與產品銷售金額有正相關，且可延續三年之久。

基於上述論點，吾人可以得到本研究之假說 H2a、H2b、H2c。 

H1a：專案投資金額對專案產生之專利權數具有正向之影響。 
H1b：專案碩博士以上研發人員比率對專案產生之專利權數具有正向之影響。 
H1c：專案研發時間對專案產生之專利權數具有正向之影響。 

H1d：專案投資金額對專案產生之創新技術數具有正向之影響。 
H1e：專案碩博士以上研發人員比率對專案產生之創新技術數具有正向之影響。 
H1f：專案之研發時間對專案產生之創新技術數具有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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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去研究結果，研發財務投入對企業營收有正面之影響，本研究推論

非財務投入對企業營收亦有相同之效果，因此，吾人可以合理預期，在研發專

案中，參與該專案的研發人員教育程度越高，代表投入之研發人力較佳，因此

開發出來的產品具有較佳之競爭力，能夠帶來更高的銷售額，並可持續數年。

基於上述論點，吾人可以得到本研究之假說 H2d、H2e、H2f。 

 

第二項非財務投入為時間，即該研發專案所耗費的時間，在研發專案中，

通常越是差異化的產品，往往是難度較高的產品，需要耗費企業較大的研發心

力與時間，但其通常卻也是最成功的產品，能為企業帶來數年的高銷售額。基

於上述論點，吾人可得到本研究之假說 H2g、H2h、H2i。 

 

 

 

 

 

 

 

 

 

 

H2d：專案碩博士以上研發人員比率對開發產品第一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e：專案碩博士以上研發人員比率對開發產品第二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f：專案碩博士以上研發人員比率對開發產品第三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a：專案投資金額對開發產品第一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b：專案投資金額對開發產品第二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c：專案投資金額對開發產品第三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g：專案研發時間對開發產品第一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h：專案研發時間對開發產品第二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H2i：專案研發時間對開發產品第三年銷售額具有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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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數衡量 

一、 研發專案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 

（一） 應變數 

技術產出指標 

過去許多研發投入產出相關的研究，都提及企業從事研發活動的產出不

應只衡量財務績效，更包括過程中的技術產出。Brenner & Rushton (1989)在

研究中提及技術產出應包含專利權、創新技術等。Brown & Svenson (1998)

對研發績效衡量的研究結果發現，產出中應包含基本產出(typical outputs)意義

與本研究所稱之技術產出類似，如專利或只是以前不知道的原則或知識等。

劉代洋及葉勝年(1991)在其研發績效衡量模式--IROT模型中，研究成果

(Results)亦與本研究所稱之技術產出雷同，包含專利權、技術創新等。 

本研究採用上述研究所提及的兩樣指標：專利權數及創新技術數，計算

樣本專案研發過程中所創造之創新技術及專利權，代表本研究所稱之技術產

出。其中專利權部份因為其創造至申請核准間會有時間落差，本研究為避免

此段時間上的落差會造成研究結果的偏誤，確保專利衡量的完整性，因此，

除了調查時點時以取得的專利數外，另外加上申請中之專利數。 

 

 
 

 

 

 

創新技術數＝因執行主導性計劃而開發之新技術，且為國內首創。 

專利權數＝國內已獲得之專利權＋國外已獲得之專利權＋國內申請中之專

利權＋國外申請中之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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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變數 

本研究之自變數資料，取自資策會之主導性產品開發計劃之資料。 

1. 成本— 專案投資金額 

本研究之專案投資金額乃指個別專案研發期間之總經費，包含人事費、

材料費、委外合作研究費、設備費及資本支出等。 

 

 

2. 人力— 專案研發人員碩博士以上人員比率 

本研究利用參與該專案的研發人員中，碩博士以上學歷之人數比率作為

不同專案人力投入差異之代理變數。 

 

 

3. 時間— 專案開發時間 

專案開發時間則是指該研發專案自起始日至開發完成實際所耗費的時

間，以月為單位。 

 
 

 

 

 

 

專案開發時間＝該專案至開發完成實際耗費之研發月數 

專案研發人員碩博士以上人員比率＝專案研發人員碩博士以上之人數/專

案總研發人員數 

專案投資金額＝人事費＋材料費＋委外合作研究費＋設備費＋資本支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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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控制變數 

1. 產業別 

歐進士(1998)研究結果顯示，我國企業研發投資效益因產業而異，為何

有些產業研發效益顯著而有些產業的研發效益不顯著，可能與該產業的特性

有關。因此，本研究之控制變數加入產業別，但受限於本研究有效樣本數量，

無法細分各產業別，本研究原欲按照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分類-電子類之

歸類方式，將有效樣本專案所屬之公司區分為電子業及非電子業，但由於本

研究之樣本公司僅有部份上市，歸類確定正確外，其他歸類為精密機械與自

動化工業之差異相當大，為使模型中確實考量到電子產業之特性，因此略加

修正，將其重新歸類為非電子業，故最終分類電子業類包含資訊工業、通訊

工業、消費性電子工業及半導體工業，非電子業包含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

特用化學品與製藥工業、航太工業及高級材料工業。 

 
 

2. 企業規模— 平均資本額 

Morbey & Reithner (1990) 的研究中提及，因為過去此類議題之研究樣本

大多取大規模或產業排名前數百名的公司，其擔心過去的研究結論只能適用

於大型企業，因此在研究中額外獨立挑出規模較小的 68家公司，進行相同的

研究，結果發現大小規模公司的結論一致。本研究有鑑於該研究之顧慮，故

將企業規模納入控制變數，以研發期間之該公司之平均資本額當作控制變

數，排除企業規模不同產生之影響。 

 
 

 

平均資本額＝該專案經歷年度年底資本額加總/該專案經歷年數 

電子產業為1、非電子產業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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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專案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及其遞延效果 

（一） 應變數 

財務產出指標 

企業之財務績效指標為數眾多，不同的研究者因其研究主題之不同，而

會有不同的選擇。在現今全球市場產品生命週期不斷縮短的競爭壓力下，企

業唯有不斷開發新產品，才能創造新的營收來源，有新的營收突破，因此，

吾人認為企業進行研發專案最明顯的財務產出便是新產品上市後為企業帶來

的營收金額，加上就衡量研發活動產生之財務產出及其遞延效果時，過去的

研究大多採用銷售額，如：Parasuraman & Zeren (1983)、Morbey & Reithner  

(1990)、Brenner & Rushton (1989)等研究，故本研究以專案完成後，開發產品

之第一年到第三年之銷售金額，做為財務產出之衡量指標。 

 

 

（二） 自變數 

同研究主題一，請見主題一之自變數說明。 

 

（三） 控制變數 

同研究主題一，請見主題一之控制變數說明。 

 

 

 

 

 

 

銷售金額＝Σ產品銷售數量 x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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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本研究之變數彙整表 

變數名稱 變數衡量 
銷售金額 Σ產品銷售數量 x售價 
專利權數 國內已獲得之專利權＋國外已獲得之專利權＋國內申請中

之專利權＋國外申請中之專利權 

應

變

數 

創新技術數 因執行主導性計劃而開發之新技術，且為國內首創。 

產業別 電子業為1、非電子業為0 

平均資本額 該專案經歷年度年底資本額加總/該專案經歷年數 
專案投資金額 人事費＋材料費＋委外合作研究費＋設備費＋資本支出＋

其他 

專案研發人員碩博

士以上人員比率 
專案研發人員碩博士以上之人數/專案總研發人員數 

自

變

數 

專案開發時間 該專案至開發完成實際耗費之研發月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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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模型 

本研究按研發專案投入對財務績效及技術產出之影響分為兩大主題，共五個

實證模型，技術產出部份依本研究所探討之內容包含兩個模型，財務績效部份則

依年度不同包含三個模型。 

 

一、 研發專案投入對技術產出之影響 

 

其中，應變數： 

PATNET：專利權數 

IN_TECH：創新技術數 

自變數： 

INV：研發專案投資金額 

EDU：研發人員碩博士以上人員之比率 

TIME：研發時間 

控制變數： 

IND：產業別 

SIZE：企業規模 

 

 

 

 

 

 

PATENT＝β0 ＋β1 IND＋β2 SIZE＋β3 INV ＋β4 EDU＋β5 TIME＋ε 
IN_TECH＝β0 ＋β1 IND＋β2 SIZE＋β3 INV ＋β4 EDU＋β5 TIME＋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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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專案投入對財務績效之影響及其遞延效果 

 

其中，應變數： 

SALES1：開發產品第一年銷售金額 

SALES2：開發產品第二年銷售金額 

SALES3：開發產品第三年銷售金額 

自變數及控制變數： 

同主題一。 

 

 

SALES1＝β0 ＋β1 IND＋β2 SIZE＋β3 INV ＋β4 EDU＋β5 TIME＋ε 
SALES2＝β0 ＋β1 IND＋β2 SIZE＋β3 INV ＋β4 EDU＋β5 TIME＋ε 
SALES3＝β0 ＋β1 IND＋β2 SIZE＋β3 INV ＋β4 EDU＋β5 TIME＋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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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 資料分析方法 

根據前一節所述之實證模型，本研究均以一般最小平方法(OLS)作為檢定之

方法。為確認模式之合理性，本研究在實證分析前將先進行回歸分析之基本假設

檢定，包括： 

1. 自變數之複共線性檢定(Multi-collinearity)：將以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及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作為檢定之工具。若 VIF<10，

吾人可宣稱此模式不具有共線性之問題。 

2. 獨立檢定(Independency):將以 Durbin-Watson統計量作為檢定之工具，當

Durbin-Watson統計量介於 1.7至 2.3之間，吾人可宣稱此模式不違反獨立性

假設。 

 

二、 資料分析軟體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主要以 SPSS11.5為工具，輔以 EVIEW 3.1完成。 

 

 



 48 

第六節 研究樣本及資料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為達成鼓勵民間事業研究開發主導性新產品、發展高科技之新

興工業，提升技術層次、改善工業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成長之目的，

乃報奉行行政院核定「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自民國 80年起執行「主導

性新產品開發計劃」提供補助款及配合款方式，選定新興高科技工業作為主導性

計劃推動範圍，實施至今，成果豐碩。 

工業局為因應全國行政革新在「政策執行與評估」及「政策傳播」上之新趨

勢，以建立行政績效、行政品質控管、資訊搜即與回饋機制，於八十七年度委託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進行「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成效追蹤評估研究。 

本研究之樣本及變數資料即來自於「主導性產品開發計劃成效追蹤計劃評估

研究計劃」之實地訪談問卷資料，原始資料之產業分佈如表 3-2。 

表3-2 原始資料之產業分佈概況 

產業別 家數 比例 
半導體工業 11 5.21% 
污染防治工業  1 0.47% 
消費性電子工業 23 10.90% 
特用化學品與製藥工業 31 14.69% 
航太工業 7 3.32% 
高級材料工業 16 7.58% 
通訊工業 33 15.64% 
資訊工業 30 14.22% 
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 59 27.96% 
合計 211 100.00% 

因該資料缺失值的情形相當嚴重，本研究為盡量保存資料的完整性，故依不

同之實證模型各自進行篩選，排除存在缺失值之樣本，如問卷中未填寫技術產出

但存在上市產品兩年銷售金額之專案，將不存在於技術產出實證模型之研究樣本

中，但包含在第一年銷售額及第二年銷售額之研究樣本中，之後再進一步刪除自

變數與控制變數中存在缺失值者，因此不同之實證模型可能會有不同之樣本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