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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專利之概述 

專利所代表的意思為專有某種製造、販賣或使用的權利。而專利是政府運用

公權利所賦予的一種權利，其具有排他性。政府訂定專利制度的目的在鼓勵發明

創作並在促使發明創作人將其成果公諸於世，供產業利用以促進產業的進步。另

為保護專利權人，政府賦予專利權人擁有專用權。 

一、專利種類 

對於專利的種類各國略有不同。台灣專利因保護標的不同，分為發明、新

型、新式樣三種。發明專利是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的高度創作；新型專利是

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新式樣專利是對物品之形狀、花紋、

色彩或其結合的創作。 

而此三種的區別到底在哪？舉個例子來說：例如燈泡是利用電壓通過鎢絲

的高電阻，而在此鎢絲上產生高溫與強光，以提供照明的功能，這種創作是屬於

利用自然現象而得到的高度技術思想創作，屬於發明專利。再如日光燈，是利用

電壓通過一個內部塗有螢光粉劑而且充滿氣體的玻璃管，經過通電產生電壓的激

發，使氣體游離電子撞擊內壁螢光分子，使其產生光子，發出亮光，因為其原理

同樣是利用電壓激發的原理，只是在裝置的構造創作與改良均有新穎性，因此可

為一個新型專利的創作。而又如在外型上改變的圓形燈管，乃利用原長條燈管經

特殊造型的再設計處理，使其成為一個圓形燈管的造型，其功能原理與長條燈管

相同，這種創作稱為新式樣的專利（李哲偉，2002）。 

另由圖一發明、新型、新式樣專利核准數之趨勢圖中可知，發明專利之核

准數在歷年中均為最高，次之分別為新型與新式樣專利。且三種專利之發證數均

呈上升之趨勢，可見我國創新活動之發展一直在進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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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發明、新型、新式樣專利核准數之趨勢分析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及本研究整理 

二、專利年限 

各國專利的保護期限一般而言為 16 年至 20 年，台灣以 20 年為限，以專利

申請日開始起算，發明、新型、新式樣專利之保護年限分別為 20 年、12 年與 10

年。但在專利保護期間內，也可能會因為未繳年費、專利權人放棄專利保護或專

利權人死亡而無人繼承專利權，致使專利權消滅。在專利保護期滿後，該專利就

可讓任何人使用、製造及販賣，進而促進產業水準的提高。 

三、專利之屬地主義 

專利是一種屬地主義的工業所有權，並且必須經過申請核准後才能獲得當

地法律的保護。所以，如獲得台灣專利的發明，僅能在台灣享有製造、銷售、使

用的獨佔權，此項獨占權不能延伸到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除非在美國、日本

或其他國家也獲得專利，否則不受當地國法律之保護。 

第二節 化學產業之概述 

一、產業範圍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劃分，化學工業可分為

皮革毛皮及其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及有關事業、化學材料業、化

學製品業、石油及煤製品業、橡膠製品業、塑膠製品業等八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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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現況 

我國化學工業以石化工業為基礎，除維繫塑膠、橡膠、纖維紡織、醫藥等

基本民生工業外，更支援電子、航太、汔車、尖端材料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歷

經近四十年的逆向整合性發展，我國化學工業已成為國內垂直整合最完整，且影

響經濟成長最大的產業之一，過去幾年，化工業產值佔製造業總產值的 24%左

右。而 2004 年台灣化工產業產值為 27,700 億新台幣，較 2003 年成長 24%以上。

最主要的成長根源是來自於過去（五輕及六輕）適時的投資、區域需求的成長及

產業的競爭力。化工產業的從業人員超過 50 萬人，而平均每位員工產值達 410

萬元，居所有產業界之冠（余政靖 2006）。 

三、未來發展方向 

化學產業不僅可帶動其他產業發展，亦為配合其他產業發展不可缺少之產

業，為經濟發展所必須推動之關鍵性產業。為配合國內新興優勢產業及高科技產

業的需求，近年科技專案的發展著重在以技術關聯性大之前瞻、重點產品之開發

上，尤以與電子、光電、能源與環保等密切結合之機能性化學品及其製程為主要

重點，期能促進國內建立新技術，開拓新的化工產業（余政靖 2006）。 

第三節 資料包絡分析法相關理論及應用 

Farrell（1957）利用無母數分析法做單一投入及單一產出的效率衡量。

Charnes、Copper and Rhodes（簡稱 CCR ）三位學者則於 1978 年修改 Farrell 之

模型，將其延伸為多投入與多產出的效率衡量模式，並定名為資料包絡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 DEA）。此法乃是一分數型態的線性規劃法

（Fraction Linear Programming）。然而不論是 CCR 模式抑或 Farrell 均假設規模報

酬固定，並以此來衡量決策單位的整體生產效率。但生產無效率的原因，有可能

規模報酬因素所造成而非生產上的技術無效率。故繼 CCR 模式之後，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簡稱 BCC）於 1984 年將 CCR 模式擴展為變動規模報酬，

放鬆其對生產可能集合之限制，推導出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等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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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CR 模式 

Charnes、Copper and Rhodes 採用固定規模報酬假設，即增加一部份投入，

同時會使產出也有相對一部分的增加。假設有一生產可能集合（production 

possibility set）P，其中 P 有 n 個性質相同（homogeneous）的決策單位（DMU），

每一個 n)1,...,j (DMU j = 使用 m 項投入 m)1,...,i (x i = ，生產 s 項 s)1,...,r (y r = 。

若要評估第 k 個 DMU 的效率，則可以下列投入與產出比率求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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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一觀念同時運用到 n 個 DMUs 之比較上，並以分數規劃模式可估計出

一個目標 ０DMU 之效率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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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的限制是每一個 DMU 的實際產出與實際投入之比值，其值介於 0~1

之間，不應超過 1。 ir u,v 之最佳值係由式(1)估計各 DMU 之效率值中所獲得，

不需由決策者事前決定。 0T =1，代表此受評估 DMU 為有效率；若 0T ＜1，代表



 8

此受評估 DMU 為無效率。但由於式(1)為分數規劃模式非線性規劃模式，不利求

解，故可令式(1)之分母∑=

m

1i i0i xv =1，再將之加入限制式中。原限制式(1)中之不

等式，分子分母各乘以∑=

m

1i iji xv ，即可得修正之線性規劃模式： 

∑
=

=
s

1r
ror0 yuT  :Max  

∑ ∑
= =

≤
s

1r

m

1i
ijirjr 0xv-yu       :St  (2) 

ε
ε

-v-            
-u-            

1xv           

i

r

m

1i
ioi

≤
≤

=∑
=

 

式(2) 提供經濟學上的聯繫，因為目標在追求最大實際產出，受限於單位實

際投入且實際投入不超過實際產出的條件。這意謂著經濟學上所謂的柏拉圖最佳

化條件，因為最大效率值的增加，僅可藉由某些投入項數量的增加或某些產出項

數量的減少而達成。 

為減少限制式的個數，將(2)式轉換成對偶命題，如(3)式。並由該式中可得

知，投入與產出還有多少的改善空間，以達到有效率狀態，並可以此求出最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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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θ<1 時，代表受評估 0DMU 為無 CCR 效率，若θ=1，但 ＋－
ri S,S 不為 0 時，

則 0DMU 亦不具 CCR 效率，只具弱效率。只有當θ=1 且 ＋－
ri S,S 為 0 時， 0DMU 才

具 CCR 效率。 

二、BCC 模式 

因 CCR 模式無法說明一個具弱效率之 DMU，其無效率是由技術無效率或

是規模無效率所造成。故 Banker、Charnes and Cooper 於 1984 年對 CCR 模式加

以修正，放寬規模報酬固定之假設，進而處理規模報酬變動之情況。其模式可計

算 DMUs 的純技術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規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及規

模報酬(returns to scale)。BBC 投入導向之分數規劃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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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分數規劃式轉換為線性規劃模式，可先令式(3)中之分母∑=

m

1i i0i xv =1，再

將之加入限制式中。原式(3)限制式中之不等式，分子分母各乘以∑=

m

1i iji xv ，即

可得 BBC 之線性規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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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式(2)對偶處理後，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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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θ=1，且差額變數 ＋－
ri S,S 均為 0 的情況下，則 0DMU 具 BCC 效率。因 BBC

模式較 CCR 模式在模式中多了 ∑
=

=
n

1j
j 1λ 的限制式，使得 BBC 模式可行解的區

域為 CCR 模式之子集合，故 *
BCC

*
CCR θθ ≤ 。 

Copper et al.(2000)修正 BBC 模式，放寬其模式之凸集合條件∑
=

=
n

1j
j 1λ 。以

∑
=

≤≤
n

1j
j UL λ 限制式取代之。若 L=1 及 U=∞，限制式為∑

=

≥
n

1j
j 1λ ，則稱為遞增

規模報酬，此表示只要額外投入一單位的生產要素，就會產出一單位以上的產

品，因此應擴充規模，增加投入量，已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提高組織經營績效。

但當 L=0 及 U=1 時，限制式為∑
=

≤
n

1j
j 1λ ，則稱為規模報酬遞減，投入一單位的

生產要素，反而產出小於一單位的產品，因此應減少投入量，調整規模大小，以

達最適效率。 

 

三、技術效率之分解 

Banker et al.（1984）提出 BBC 模式，用以區隔一個 DMU 無 CCR 效率是

由於本身經營無效率或由於營運規模所造成。CCR 模式所求得的效率稱為整體

技術效率，無法看出一個 DMU 之規模效率。而 BBC 模式所求得的效率稱為純

技術效率，可看出一個 DMU 之規模效率。 

技術效率可被分解為：技術效率(TE)＝純技術效率(PTE)×規模效率(SE) 

茲以為例，說明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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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效率分解圖 

圖二中，O-A-B 直線代表 CCR 模式之生產前緣線，C-D-B-F 為 BBC 模式

之生產前緣。G 為一由實際投入與產出所組合之 DMU，G 之 CCR 效率值為

MA/MG，稱之為技術效率；G 之 BCC 效率值為 MD/MG，稱之為純技術效率值。

由圖中可知，G 為無純技術效率，其規模效率為： 

SE(G)=
MD
MA

MG
MD

MG
MA

=  

因 MDMA < ，故 SE(G)<1。因此，A 之無技術效率是由於無純技術效率與

無規模效率所導致。 

第四節 專利權效率之相關文獻探討 

曾裕營（1994）檢討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研發相對效率。其以 1999 年到 2002

年新竹科學園區 56 家廠商所投入之研發金額、參與研發人力為投入，廠商之核

准專利權總件數為產出，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中 CCR、BBC 模式評估各廠商的

整體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研究結果發現多數廠商的研發能力薄

弱，研發效率低落。 

該文因資料搜集困難之故，所以假設從計劃、編列預算經過申請核准至產生

經濟效益的全程時間為一年。這樣的作法並未考慮到研發的遞延效果。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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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志同、林裕凌、楊光嵐、連珮昀（2002），以資料包絡分析法來分析工研

院此非營利大型研究組織在專利上的績效。以研究人員數及研究經費做為投入項

目，技術移轉的家數與專利獲得件數做為產出，進行實証分析。實証結果顯示，

工研院內一半的研究單位具有相對效率。此外該文亦使用多元迴歸分析來探討投

入項與產出項的關係，結果發現研究人員對專利件數影響的程度，比研究經費對

專利件數的影響程度高，且研究人員與經費投入對於專利產出具有規模報酬遞增

之現象。 

該文建議後續學者在探討專利績效的影響因素時，可以將衡量變數加以擴

充，如：工業服務件數、國際論文、研究人員年資、平均年齡、學歷、產業特性

等多項變數納入，將會更加完善。上述擴充變數可做為本研究在衡量專利權效率

時投入變數的參考。此外該樣本期間只取了 1999 年的資料，若採用跨年度的資

料將可提高研究的可信度，這點是值得本研究加以改善之處。 

李卉民（2003），該文以 125 家上市公司為樣本，以資料包絡分析法探討不

同廠商若融入商標、專利這二項無形資產價值後，是否會提高其相對經營效率，

另外又以 Malmquist 生產力指數的分析方法，來探討 IC 產業在融入商標及專利

價值後的經營效率變遷情形。研究結果發現，若在廠商的產出變數中融入專利、

商標價值的確會提高其相對的經營效率，但這僅限於某些產業。而在經營效率變

遷方面融入商標及專利權價值，生產力變動指數會呈現上升趨勢。 

該文共設有三個研究模型，模型一為以傳統財務性指標為投入產出變數，投

入變數有流動資產、固定資產、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產出變數有營收、稅前淨

利。模型二則在原投入產出變數中加入商標權價值，模型三則在原投入產出變數

中納入專利權價值，這樣的研究設計方法可作為本研究未來參考之用。此外，資

料包絡分析法可同時使用質性與量性的資料來進行評估。故該文建議可再融入商

標和專利的核准件數，作進一步分析。這擴展了本研究在選擇專利的投入、產出

變數時的視野。另外該文也建議若各公司來自不同產業，即決策個體單位

（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來自不同群組時，應採用 Cooper et a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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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的異質性組群資料包絡分析模式來衡量。這提供了本研究在處理樣本差異

時的參考。 

徐于婷（2003）該文係探討我國 13 所綜合大學接受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從

事研發活動的相對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其以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的核定金額及

參與人力為投入，各校獲得之技術移轉權利金及專利權證書件數為產出，應用資

料包絡分析法，評估學校的研發效率。實證結果顯示約有三分之一的學校達到整

體技術效率或純技術效率。在各校的研發資源規模方面，有 5 所學校處於固定規

模報酬之狀態，7 所處於遞增規模報酬，僅 1 所處於規模報酬遞減，顯示國科會

似宜斟酌對各校研發資源的分配問題。此外，該文亦利用差額變數分析，評估各

校未達技術效率之改善空間，作為各校提升技術效率的參考。這是本研究值得學

習及參考的地方。 

SubbaNarasimha et al.（2003）以資料包絡分析法探討美國 29 家製藥公司是

否有效運用其科技知識，各家廠商分別的效率如何，哪些是有效率的廠商，哪些

則是無效率者。該研究並利用效率前緣之概念提供無效率廠商一個最具參考價值

之廠商做為仿效對象。 

該研究將科技知識分為兩個面向，一個是科技知識的廣度，另一則是科技知

識的深度。其利用美國商業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在 1986 年所發佈

的手冊，得知這 29 家製藥公司在 352 個專利分類上的專利數，並以此專利分類

資料加以計算出科技知識的深度與廣度兩項指標。為了測試其運用之效率，該研

究選擇了資產報酬率與銷貨成長率兩個模型來分別測試其科技知識的績效表現。 

在過去數十年中，科技知識與創新藉由私人企業和政府機構之合作而快速發

展。涉及合作之產業從農業、太空業以致於國防業都有。其合作之績效如何，為

大眾關切之焦點。 

Revilla et al.（2003）針對西班牙政府機構和私人企業之研發合作計劃進行績

效分析，探討影响研發計劃績效之因素為何。該研究期間為 1988 年至 1993。研

究樣本為西班牙 PRC（Public Research Center）與私人企業合作的 277 個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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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其研究方法為資料包絡分析法，投入變數有：總收入週轉率、員工人數與研

發預算。產出變數有：取得之國內外專利合計數、因研發計劃而培訓出的研發人

員數以及因計劃而產生的總淨利數。 

該研究以員工人數、營收數來定義廠商規模之大小，共分為大、中、小三群，

分別測試其研發計劃之績效。實證結果發現，與規模較大之公司合作其研發計劃

之績效較高。原因為規模較大之公司有獨立之研發部門，研發之速度較快。且大

公司本身有既定的知識基礎，在研發合作計劃中則較易模仿和學習新技術。故該

文建議 PRC 在選擇合作對象時，應以規模較大之公司為考量基準，將較易產生

綜效。且對於小規模公司之合作計劃，PRC 應重新思考該提供什麼方式的指引

與幫助給小企業，以協助其有更好的績效表現。 

Chapple et al.（2005）以英國的 50 所大學為樣本，探討其技術移轉中心

（TTOs；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之相對績效。因英國各大學技術移轉中心其

效率的異質性較高，故該研究除了採用無母數的資料包絡分析法（DEA）外，更

以有母數之隨機前緣效率估計法（SFE）來做分析。該研究的產出變數有：發證

數、發證收入數，投入變數有：發明揭露數、研究淨利、TTO 員工數、保護智

慧財產與使其商業化的法律成本。 

該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英國大學之技術移轉中心平均的效率值只有

26%~29%，明顯低於美國大學之技術移轉中心。該文建議英國大學應仿效美國

大學之作法，提高參與成員的技術移轉動機，如：分配高比率的收入給參與計劃

的系所。 

另外，該研究也進一步地探討影響效率之因素。實證結果發現，較大的技

術移轉中心，其效率值較低。作者認為原因為較大的技術移轉中心通常提供服務

給較多的產業，容易偏向一般化而不專業化，故效率值會較低，故作者建議，大

型的技術移轉中心可成立一個以上的高科技部門，專門處理可產生高收入的技術

業務，其餘部門則處理一般化的技術業務。又實證結果亦發現地區的每人生產毛

額、地區產業的研發密集度與技術移轉中心的效率值呈顯著相關，即代表地區的

環境因素具有外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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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無形資產價值之相關文獻探討 

無形資產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包括研發支出、軟體成本、商標權、專利

權…等），近來為學者熱烈討論之議題。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亦基

於對研發支出價值攸關性之疑慮，而規定在財務報表中所有的研發支出只能費用

化。Lev and Sougiannis(1996)為驗證此疑慮，遂進行研發支出價值攸關性之研究。 

  該研究中首先估計研發支出和盈餘之關係，在估計的過程是以「Almon lag 

procedure」此方法來決定研發支出對盈餘的遞延效益期間（若某期研發支出與盈

餘之關係為不顯著則不計入），再以某一期間研發支出對盈餘之影響係數佔總遞

延效益期間研發支出對盈餘的總影響係數之比值，代表研發效益在某一期已實現

之比率。基於收益配合原則，此部份之研發成本即應在同期認列，故此比率則為

研發成本之攤銷率。然後再利用此攤銷率，估算出公司資本化之盈餘（依 GAAP

計算之盈餘加已費用化之 RD 金額減攤銷費用）、各期累計之研發資本（各期未

攤銷 RD 之累計數）及資本化後之權益帳面值（原報導帳面值加累計之研發資

本）。 

  接著該文藉由報酬模型、股價模型檢測公司資本化盈餘、研發資本、資本化

後權益帳面值之價值攸關性。實證結果顯示，公司資本化盈餘、研發資本與資資

本化後權益帳面值均與報酬、股價有強烈顯著的正相關，得出研發支出具價值攸

關性的結論。 

  最後該文再藉由跨期分析，探討研發資本與公司未來股票報酬之關聯性，實

證結果亦發現呈顯著正相關，這代表著市場為一無效率之市場，投資人對研發資

訊之反應仍不足夠。 

在無形資產的領域中，商標是與工商業界關係最為密切的一種智慧財產

權。好的商標會使公司的銷貨增加並為公司帶來獲利。故 Seethamraju（2000）

主要目的即在檢測商標權與市場價值之關聯性。該文首先採取 Cobb-Douglas 生

產函數模型，來預估商標權的價值。在產出面以銷售額作為產出的替代變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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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面，以固定資產及員工薪資做為實體資產和勞動力的替代變數，並加上商標

數來探討商標數與銷售額間的關係。經由數學推導後，可得出每一個新核准的商

標可創造的銷售價值，進而推估出公司的商標價值。實證結果顯示，平均每一個

商標約可創造 580.2 百萬美元之價值。 

在市場價值關聯性之測試上，其先採用 Ohlson Model 來做測試，依變數為

市場價值除以帳面價值，解釋變數為異常盈餘及商標權。另配合銷售成長率與廣

告費支出為控制變數，實証結果顯示商標權與市場價值具關聯性。另外該文亦以

報酬－盈餘模型作測試，依變數為一年的股價報酬，解釋變數為商標權、淨利、

淨利成長率。實証結果顯示，商標權對股價報酬具正向具顯著的關係，即商標權

與市場價值具關聯性。 

最後該文亦以商標購買宣告日（trademark purchase announcement date）前後

二日的股價報酬來測試商標宣告的前後是否對股價報酬有顯著的影響，實証結果

顯示，商標的宣告對股價報酬具顯著關係。且當揭露的資訊是數量化的資訊時，

更具顯著效果。 

鄧秋菊（2002）援引 Seethamraju（2000），利用我國上市公司商標使用件數

資訊與財務報表之關聯性，建構出商標價值之估計方法。並以 Ohlson (1995)之價

格模式及報酬模式，檢測商標註冊使用件數資訊及商標估計價值在資本市場中是

否具有價值攸關性。接著探討商標法規大修前後，商標價值對市價的反應情形。 

實證結果發現，該研究所估計之商標平均價值約 122 億台幣，為市價之 2.01

倍，為資產總額之 1.18 倍，其價值不論在評價模式或報酬模式中，對市價均具

有顯著的解釋力，而商標之使用件數資訊則不顯著。此外，我國商標法之修訂實

施，亦提高了商標價值之市場價值攸關性。 

  Chapple et al.（2005）依據美國之 SFAS No.86，電腦軟體是唯一可以資本化

的研發成本，但至 1996 時，美國的電腦軟體出版工會（Software 

Publishers’Association）及分析師卻以電腦軟體開發成本不具價值攸關性的理由

而要求廢除 SFAS No.86。故該文旨在探討電腦軟體開發成本資本化之價值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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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檢測電腦軟體出版工會及分析師說法之正確性。 

  該文從 Compustat Industrial and Research File 中選取了 163 家負責軟體開發

之公司，研究期間為 1987~1995 年。該文將這些公司分為資本化與費用化兩類，

以股價報酬模型、股價模型、後續盈餘模型分別測試其價值攸關性。實證結果發

現資本化與股價報酬、股價、後續盈餘均呈顯著正相關，即代表公司之軟體成本

資本化具有價值攸關性，軟體工會及分析師之說法是錯誤的。 

  而探究軟體工會、分析師說謊的理由，作者發現在公司生命週期的早期，因

軟體成本資本化而增加的盈餘大於軟體資產之攤銷費用（因為早期公司的軟體資

產小，故攤銷費用少），故公司傾向資本化，然而當公司至成熟期時，隨著軟體

資產變大，資本化而增加的盈餘將小於攤銷費用減少之盈餘，反而採用費用化有

利，故軟體工會在盈餘之考量下才會改變其資本化之傾向。又分析師乃是因為軟

體成本資本化會降低其預測盈餘之準確性，故亦不贊成資本化。 

第六節 專利權價值之相關文獻探討 

Tobin 與 Brainard 於 1968 年定義了 Tobin’s Q 為廠商的市值與重置成本之比

值，亦可用以評估無形與有形資產的相對價值。因廠商的市值已反映市場面對該

廠商有形與無形資產價值的認定，然重置成本則未包含無形資產在內，故 Tobin’s 

Q 可有效且廣泛地用以評估廠商無形資產的價值與有形資產的增值。 

Griliches(1981)最早開始使用 Tobin’s Q 做為廠商市場價值之替代變數，探討

專利權之價值，此種衡量方式被視為一個重大的突破。該文之研究樣本為美國製

造業中 157 家廠商。實證結果發現，過去投入的研發支出存量、專利權存量與廠

商的市場價值呈現顯著正向關。 

Austin（1993）以事件研究法探討美國有關生技專利與市場價值之關聯性。

其利用 CAPM（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模型，分別從專利是否與產品相連結、

專利是否被美國華爾街雜誌報導、專利的分類及專利領域之廣泛性等四構面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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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在專利是否與產品相連結之定義上，該文首先選出美國排名前 20 大之生技

公司（以 1988 年底之市場價值為排名基礎），共計 258 個專利。然後選出 17 個

競爭性高之產品（即 20 家公司中，至少有兩家以上推出則視為高競爭性之產

品），接著在專利資料庫中，以該產品為關鍵字搜尋出與產品有直接相關之專利，

並將其視為具產品連結性之專利，其餘專利則視為不具產品連結性之專利。作者

認為具產品連結性之專利因較具應用性故其價值較高。 

在該文中，專利是否被美國華爾街雜誌報導亦為作者探討的變數之一，作

者認為若該專利有被報導，則較易引起投資人之注意，因而較易產生股價市場反

映，即與市場價值較具關聯性。而在這 20 家生技公司之專利中，依照美國專利

局之分類共可分為蛋白質應用與基因工程改造此兩類。作者除了探討此二類專利

與市場價值之關聯性外，亦就專利涉及領域之廣泛性進行市場價值關聯性之研究

（依照國際分類號碼之區分，若該專利涉及三個以上之分類，則視為具廣泛性，

反之則否）。 

實證結果發現，具產品相連結性、有被華爾街雜誌報導、屬蛋白質應用之

分類以及具廣泛性之專利有較高的市場價值。但呈統計上顯著關係者，只有專利

具產品連結性此一特性。 

過去學者在研究專利權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時，多只著重在專利權數與公

司價值之關聯性。Shane(1997) 則認為專利被引證數代表專利之可應用程度，與

公司價值較具直接相關，故以美國半導體產業中 11 家公司為樣本，探討專利引

證數之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 

該文以 Tobin’s Q 為價值衡量模型，研究期間為 1977 年至 1990 年。因專利

被引證數的多寡會受到專利核准年度與研究結束年度之影響，將造成越早核准之

專利其引證數會較多之偏差現象。故作者使用「預期的專利引證數」指標（即以

實際被引證數預期未來之被引證數，並使實際與預期年度的合計數均為 17 年），

來解決此偏差之問題。實證結果發現在解釋能力超過 30%之情況下，專利之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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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數與公司價值呈顯著正相關。 

Deng（2000）主要在檢測專利活動的非財務指標是否公司價值具關聯性。

該文發展了若干以專利引證為基礎的指標，共分為二類。一類是用來衡量公司的

技術特性，另一類則以存量的方式建構出類似於實體資產的創新資產。該文以這

二類指標來代表公司的專利活動。 

該文中所謂的技術特性，包括某專利技術對後續技術的影響（以標的專利

過去五年累計的被引證數來衡量）、技術的原創性（以標的專利引證科技報告的

程度來衡量）、技術的創新性（以標的專利與所引證的前案專利之年數差距來衡

量）、技術的專用性（以標的專利引證自有專利的程度來衡量）及技術的廣泛性

（以專利在 30 個技術領域中的分散程度來衡量）。而創新資產則是將專利權總

數、引證科技期刊的專利數、專利的被引證數等三項分別以 15%的折現率予以存

量化而得。 

在公司價值之關聯性的測試上，該文主要使用 Ohlson Model 來做測試。在

Ohlson Model 下，公司的市場價值是由帳面值、異常盈餘、其他資訊所組成，該

文以專利的相關指標作為其他資訊的替代變數篏入 Ohlson Model 中，以測試專

利的相關活動對市場價值的攸關性。該文為控制其他因素對創新活動的影響，亦

採產業研發的外溢程度、廠商規模、廠商成長率等三項為控制變數。 

另外該文也以報酬－盈餘模型來衡量專利活動的價值攸關性，即以盈餘宣

告日前後二日的股價報酬為依變數，以專利活動為自變數，探討專利權對盈餘的

增額解釋能力。此外該文亦採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來衡量專利活動在銷售

方面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 

實證結果顯示，不論是在 Ohlson Model 或報酬－盈餘模型或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下，創新資產及技術特性對市場價值均呈現正向顯著的關係。 

該文在專利創新活動指標的衡量性上完整而深入，提供了本研究一個指標

設定的方向。另外其在公司價值之關聯性的測試上共測試了三個 model，其中又

對 Ohlson Model 做了修改，將商譽排除於帳面值之外，以防止創新活動已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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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務報表的帳面值中，思慮之周延是本研究值得學習的地方。 

Bosworth and Rogers（2001）主要在探討大型的澳洲公司其創新活動與公司

價值之關聯性。該文採用的價值衡量模型為 Tobins’ Q，此方法可用以有效評估

廠商有形及無形資產的價值。該文的樣本公司共有 60 家，研究期間為 1994-1996

年，實證結果發現，研發支出與公司價值呈顯著正相關，但其係數低於以美國和

英國公司做為樣本的類似研究。故澳洲公司的研發支出價值低於美國和英國之公

司。 

另實證結果亦顯示，無形資產之帳面值與公司價值呈顯著正相關，但其係

數低於有形資產對公司價值之係數。作者認為可能的解釋為顯示於帳面上的無形

資產無法完全反映公司價值，部份價值來自於未完全入帳的無形資產，如專利

權、商標權。故作者復檢測專利權及商標權對公司價值之關聯性，結果發現，專

利權與公司價值具強烈之正相關，而商標權在非製造業之公司中，亦與公司價值

呈正向顯著關係。 

繼國外探討專利權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後，我國學者亦加以跟進探討，相關

文獻有： 

廖義芳（2001）該文探討在不同的生命週期階段，資本市場對各期企業經核

准專利權數與企業經營績效是否有不同評價；該文同時探討民國八十三年專利法

大修前後，市場對於擁有專利權數不等的公司，其所認定價值是否不同；復檢測

生命週期、法規大修、與專利權之間是否存在交互的加項效果；最後觀察專利權

數的多寡是否會影響到公司的股權集中度。 

該研究使用 Anthony and Ramesh (1992)的方法尋求生命週期的替代變數，並

以累積異常報酬及經濟附加價值來做為公司經營績效的衡量變數。實證結果發

現，專利權與經營績效之間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考慮不同的生命週期階段後，

發現成長期的總專利權數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大於成熟期及衰退期。專利法法規

大修以後，擁有愈多專利權的公司，經營績效愈高，且法規大修後、處在成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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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每一個專利權的邊際價值高於其他各組。最後，專利權愈多的公司，股

權有愈集中的現象。 

曾俊堯（2003），該研究是以台灣的資訊電子業廠商為例，探討公司外部技

術引進、內部研究發展、專利權三項創新資本，對經營績效及公司價值的影響。

該研究在經營績效的衡量上利用經濟附加價值取代傳統經營績效指標，較能考量

到創新資本的特性。而在公司價值的衡量上，則以市場價值做為代理變數，即以

每月平均股價乘以每月平均流通在外股數為基礎求算而得。 

另外在自變數方面，該文考慮了遞延效益的問題並用設定攤銷率的方式分別

將外部技術引進、內部研究發展、專利權這三項指標予以存量化，且其內部研究

發展是以研發費用作為代理變數，外部技術引進的衡量則以權利金支出與技術服

務費用作為代理變數，不失為一可行之道。而在專利權部份，其除了採用專利核

准數、專利被引用數外，更將兩者做一結合產生了「引用基礎專利數」此一質與

量兼具的衡量指標。本研究認為以上這些變數的衡量都極具參考價值。 

葉玉慧（2003）探討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數量、專利引用次數，以及專利原創

性對公司股價反應間的關係。該文的實證結果顯示，若公司過去所擁有的專利數

量越多，當其宣告新的研發投資時，其會有較高的股價表現，至於專利引用記錄

則與宣告公司的累積異常報酬呈現負向影響關係。即公司專利引用先前專利的次

數越多，其創新能力越弱，資本市場對其宣告增加研發投資的反應也愈小。此外，

若公司擁有專利的原創程度越高，投資人在對其宣告研發投資時的信心會較強

烈，資本市場對其股價反應也會較佳。 

該文的貢獻在於其自變數創新地採用了專利原創性此一指標，進一步地考慮

到專利權價值的問題。此外其在控制變數上，值得本研究參考的還包括了產業研

發密集度、產業集中度、公司規模等。 

鄭國強（2004），該文以美國半導體廠商為樣本，結合美國專利暨商標局資

料庫料與 Compustat 資料庫所提供的資料，建構出一個專利紀錄與財務紀錄相結

合的資料庫，並以此進行專利行為與廠商市場價值間的實証研究。研究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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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控制了過去文獻所使用的研發存量與專利存量變數後，一家廠商的專利被

引證存量越高，其市場價值也愈高。此外，被相同技術領域專利引證的存量越高，

則其市場價值也越高。 

該文獻以 Chung and Pruitt(1994)改良後的 Tobin’sQ 為其市場價值的代理變

數，除了可以有效的評估廠商無形資產的價值與有形資產的增值之外，更以簡化

的方式考量了資本的折舊率、折現率及技術成長率等總體因素。另外其在自變數

的考量上除了採用專利存量、研發存量、被引證存量外，更將相同技術領域的專

利引證數予以加權，形成「被同領域引證加權之專利存量」此一指標，以突顯出

廠商在同產業的創新領先能力。這對過去的文獻而言無疑是一個突破與創新。在

控制變數上則採用廠商的稅前獲利能力與廠商規模來衡量，整體而言設計地相當

完善，故對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而言極具參考價值。 

小結： 

關於過去專利權之文獻，大致上可以分為二個部份，一為探討專利權之效率

（Revilla et al 2003; SubbaNarasimha et al. 2003; Chapple et al. 2005）。二為探討專

利權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Griliches 1981; Austin 1993; Shane 1997; Deng 2000; 

Bosworth and Rogers 2001）。探討專利權之效率者並未進一步探討其與公司價值

之關聯。而探討專利權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者，則未將專利之效率概念納入，僅

將專利權相關產出與其投入之研發費用放在同一層面來探討。然而專利權的投入

與產出兩者並非同一層面，投入資源多並不一定相對產出效果多。故本研究將此

二部份之文獻予以連結，以結合專利權產出與專利權投入之專利權效率來探討其

對公司價值之關聯性。 

另本研究亦參考前述 Griliches (1981)之作法，考慮專利權遞延效率的問題，

以專利權存量取代單一年度的專利權數，形成本研究第一個專利權產出之研究變

數－專利權存量。此外，為克服專利權數在品質差異上的問題，本研究乃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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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thamraju (2000)計算商標價值之作法，將其延伸運用至專利權中，形成本研究

第二個專利權產出之研究變數－專利權價值。 

另為有效衡量專利效率對公司價值之影響，本研究從兩個方面來探討，一為

專利效率對外部市場之反映，二為專利效率對公司內部經營效率之反映。在外部

市場方面，本研究則參考 Deng (2000)年的作法，以 Ohlson 模型、股價報酬模型

代表。而在公司內部經營效率方面，則以資產報酬率模型予以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