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說 

我國過去的經濟，是靠低廉的勞力起家，但在經濟情勢演變下，我們以往的

勞力優勢已逐漸被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如泰、馬等國所取代；而在邁向國際化的過

程中，又必須直接面對來自先進國家如美、日等國的競爭，因此，產業技術升級

成為台灣不得不走的一條路。在產業技術升級的過程中，研發活動扮演著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 

然而廠商的研發活動該往哪個方向走，是往原創性較高的發明型發展，抑或

往應用性較高的新型、新式樣發展？兩者，孰較具專利之效率？又不同的專利型

態，是否在專利的效率上有顯著差異？故本研究提出的假說如下： 

假說 1： 發明專利與新型式專利，此兩類的專利效率有顯著差異。 
假說 1.1： 發明專利與新型式專利，此兩類的整體專利效率有顯著差異。 
假說 1.2： 發明專利與新型式專利，此兩類的專利純技術效率有顯著差異。 
假說 1.3： 發明專利與新型式專利，此兩類的專利規模效率有顯著差異。 

由過去的文獻我們可以得知，專利權與公司價值間具有正向且顯著的關係

(Hall 1999; Bosworth and Rogers 2001)。然而這些文獻都從專利的產出面來解釋公

司的價值，但在一個競爭市場中探討專利權價值省略企業投入專利的資源，或將

專利權的產出與投入資源分別探討，似乎缺乏說服力。故本研究認為在探討專利

權與公司價值之關聯時，以同時整合專利權產出與投入資源的專利權效率可以更

正確解釋專利權對公司價值之關聯。又根據資絡包絡分析法，效率的指標可細分

為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規模效率。故本研究將其分別討論，並提出假說

如下： 

假說 2： 廠商的專利權效率越高，廠商的公司價值就越高。 
假說 2.1： 廠商的整體專利效率越高，廠商的公司價值就越高 
假說 2.2： 廠商的專利純技術效率越高，廠商的公司價值就越高 
假說 2.3： 廠商的專利規模效率越高，廠商的公司價值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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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並認為專利權在納入效率的概念之後，其與公司價值的關聯性高於僅

從專利權產出面的解釋力，故進一步提出以下假說： 

假說 3： 專利權效率與公司價值之關聯性優於專利權產出與公司價值之關

聯性。 

第二節 變數衡量 

 一、資料包絡分析法之研究變數－專利權效率的衡量 

使用資料包絡分析法（以下簡稱 DEA）之主要步驟為投入與產出項目之選

取，所謂投入項目係指對產出有貢獻之因子，而產出項目則為組織的目標。投入

產出項目之衡量，為使用 DEA 的關鍵。研究者的主觀判斷，無法避免的會影響

投入產出指標之選取，而文獻之探討可協助投入產出指標之決定。故本研究根據

前述的文獻探討及參酌資料取得之可行性後，選取的產出變數包括專利權存量、

專利權價值，投入變數包括研發支出與研發人數。分別說明如下： 

(1) 專利權存量(PK) 

早期研究對於廠商創新活動之產出多用專利權數來衡量，沒有考慮到研發費

用的遞延效益。然而當期的研發費用，不僅對當期的專利權產出具有效益，對後

期的專利權產出亦有效果，因此必須以存量的概念來加以衡量（Griliches 1981）。

故本研究參考 Griliches 之作法以專利權存量取代專利權數作為專利之產出變

數。其計算方式如下： 

 PKt=Pt+(1-δ)×Pt+1+(1-δ)2×Pt+2+(1-δ)3×Pt+3

 Pt=在t年申請，後經核准通過的專利件數 
 δ=專利存量的遞減率 

然而當期的投入，對後期的專利權產出具有遞減效果，故本文依照 Cockburn 

and Griliches(1988)，以百分之三十為專利存量的遞減率(decadent rate)，遞減的倍

數以該專利核准年和 t 年的落後期決定之。另外，Pakes and Griliches (1984)、林

建良(1997) 指出研發費用與專利權間呈現落後關係，且效益通常超過 2 年以上。

故本研究假設專利權投入（研發費用、研發人數）對專利權產出的遞延效益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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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 年，故由整個公式結構來看，t 年的專利存量為 t、t+1、t+2、t+3 年專利申

請數經遞減後的總合。 

(2) 專利權價值(PV) 

在專利權產出變數的選擇上，除了考量數量因素外，更應將質的因素考量進

去，以求質量並重。故本研究納入專利權價值此一變數，以補足各專利權數在品

質上的差異問題。而專利權價值的計算，本研究乃援引(金成隆、林修葳、紀信

義 2004；陳俞如 2004；Seethamraju 2000)的方法，使用 Cobb Douglas 生產函數

模型求算而得。其詳細的計算方式，詳見附錄一。 

(3) 研發支出(RD)、研發人數(RD_employ) 

廠商在從事研發活動時，必備的兩項投入要素，一為資金，二為人力。有了

資金，廠商才能購置研發所需的設備、儀器、材料…等。除了資金以外，廠商尚

需做的是延攬具備專業研發知識的人才，使其能有效運用研發相關設備，替廠商

發明具價值的專利權。 

故在專利權的資金投入上，本研究採用研發支出做為資金投入的衡量變數。

在人力投入上，本研究選擇與專利權有直接相關的研發人數做為衡量變數。 

二、假說一之研究變數－專利權的種類對專利權效率之影響 

為驗證本研究的第一個假說，本研究之虛無假設如下： 

O
i

I
i EFFEFF =  

EFF代表效率值。EFFI：發明專利之專利權效率、EFFO：新型式專利之專利權效率 
i=1~3，i=1 代表整體專利效率，i=2 代表專利技術效率，i=3 代表專利規模效率 

  由於上述模型為單變數檢定，並未控制其他變數。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模型

發展出下列迴歸模型一，用以驗證兩者的效率值是否確有差異。迴歸模型一如下： 

tt6t5t4

t3t2t10

SIZESpilloverRD_rate                  
TCRITA_rateP_typeEFF

εααα
αααα

+×+×+×+

×+×+×+=ｔ  

EFF t：共分為整體專利效率(EFF_all)、專利技術效率(EFF_pure)、專利規模效率(EFF_scale) 
P_type t：專利種類之虛擬變數。P_type =1，代表發明專利、P_type =0，代表新型式專利。 
TA_rate t：總資產週轉率 
TCRI t：信用評等級數 
RD_rate t：研發費用率 
Spillover t：產業研發之外溢程度 
SIZE t：公司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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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歸模型一之相關變數說明如下： 

 1. 效率指標( ) tEFF

本研究在此以效率指標作為迴歸模型一的依變數，並將效率指標分成整體專

利效率、專利純技術效率與專利規模效率這三者，用以分別測試不同種類的專利

權，其效率是否有顯著差異。其計算方式，為運用前述資料包絡分析法之投入產

出變數加以求算而得。為了之後敘述方便，本研究將整體專利效率、專利純技術

效率與專利規模效率分別定義為EFF_all、EFF_pure、EFF_scale。 

 2. 專利種類之虛擬變數 ( ) tP_type

本研究以專利種類之虛擬變數作為迴歸模型一之自變數。由於無法區分各別

專利所產生的效益及其投入之成本，故本研究僅能將該虛擬變數之判定標準，粗

略地以發明專利數佔總專利數之比率（Level）決定之。當 Level 時，則將

P_type 視為發明專利並編碼為 1，當 Level<0.5 時，則將 P_type 視為新型式專利

並編碼為 0。Level 比率之計算是配合專利權效率的產出變數，以 t、t+1、t+2、

t+3 期的專利權數為基礎。公式如下： 

0.5≥

 
)(

Level 4

1i

4

1i

∑

∑

=

=

+
=

新型、新式樣專利數發明專利數

發明專利數

 

3. 總資產週轉率( ) tTA_rate

廠商的總資產週轉率通常與廠商的經營效率呈現正向關係（廖國祥 2004；

孫松增 2004）。雖然經營效率並不等於專利權效率，但本研究為控制各種公司特

性對專利效率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以其作為控制變數之一。其計算方式如下： 

總資產週轉率＝營業收入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信用評等級數（ ） tTCRI

    廠商的償債能力通常與廠商的經營效率呈現正向關係（廖國祥 2004；陳俊

銘 2004）。故為控制廠商償債能力特性對專利權效率的影響，本研究以台灣經濟

新報整理的信用評等級數作為廠商償債能力的替代變數。信用評等級數越高代表

廠商的償債能力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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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評等指數：該指數分為 1-10 級，級數愈低，代表廠商的信用愈好。若

級數為 10 代表廠商已發生財務危機。 

 5. 重視研發的程度( ) tRd_rate

    廠商重視研發的程度與廠商的經營績效呈現正向關係（孫松增 2004）。即廠

商越重視研發，相對地會投入較多的經費在研發上。因此也越容易產生研發的學

習曲線效果，進而產生較高的專利權效率。故為控制廠商重視研發的程度

( )對專利權效率之影響，本研究取研發費用率做為廠商重視研發程度的

替代變數。 

tRd_rate

%
營收總額

研發費用
研發費用率 100×=  

 6. 產業研發之外溢程度( ) tSpillover

  在知識、資訊無法被完全地適當分配下，個別廠商將可藉由產業中其他廠商

的研發活動而獲利（Arrow1962）。雖然理論上專利的制度賦與專利所有者一個

法定的限制以扺制「free-rider」，然而實務上內嵌在專利中的知識將藉由產品在

市面上的發售而傳遞出去，且在科學的領域中的討論和溝通亦能使資訊傳遞至非

專利所有者。除此之外，專利制度本身即是設計用來提升知識的散佈，以減少研

究者浪費精力在別人已研究過的內容上，進而使其產生研發創新的動機。 

  故產業研發之外溢程度的程度越高，個別廠商越容易從外在環境中汲取研發

相關的知識，進而專利研發效率提高。故本研究將產業研發之外溢程度列為迴歸

模型一的控制變數，並以研發密集度作為此控制變數的替代變數。計算方式如下： 

)( 
)( 

排除樣本公司產業的銷貨淨額

排除樣本公司產業的研發費用
產業研發之外溢程度 =  

 7. 廠商規模( ) tSize

  Cohen et al. (1989)發現公司規模的大小是決定創新活動的一個關鍵因素。 

  較大的公司規模通常有較穩固的資金來源以支應高風險的研發計劃。且規模

越大，越容易產生規模經濟效益，即其經營效率會較高。但另一方面，較大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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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規模也可能導致有破產的風險及組織成員缺乏創新誘因的現象，而與創新活動

呈現負向關係，反而經營效率會較差。 

    故為控制廠商規模對專利權效率的影響，過去大多數研究多以總資產做為廠

商規模的替代變數。但為避免其與本研究另一控制變數－總資產週轉率發生共線

性問題，故本研究取廠商的員工人數做為廠商規模的替代變數。 

 

三、假說二的研究變數－專利權效率與公司價值關聯性之衡量 

    為驗証假說二，本研究建立了三個價值關聯性的模型，分別為修正式

Ohlson 模型、股價報酬模型及資產報酬率模型。詳細說明如下： 

修正式Ohlson模型 

    以公司股價做為公司價值的替代變數。根據 Ohlson(1995)的研究指出，股

價決定於每股帳面值、異常盈餘以及其他資訊等三者。本研究旨在探討專利權

效率與公司價值之關聯性，因此在 Ohlson(1995)的模式下，可將專利權效率視

為其他資訊處理，以驗證專利權效率與公司價值之關聯性。本研究並加上其他

控制變數，發展出迴歸模型二，如下： 

t9t8t7

t6t5t4t3t2t10t

P_industryGrowthSize             
SpilloverRD_rateCHNINIBVEFF P

×+×+×+
×+×+×+×+×+×+=

βββ
βββββββ

 

P t：股價 
EFF t：專利效率指標 
BV t：每股股東權益帳面值 
NI t：每股淨利 
CHNI t：淨利成長率 
RD_rate t：研發費用率 
Spillover t：產業研發的外溢程度 
Size t：廠商規模 
Growth t：營收成長率 
P_industry t：化學工業類股指數 

詳細的變數說明如下： 

 1. 股價 (Pt) 

   本研究迴歸模型二的依變數為廠商年底之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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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效率指標 ( ) tEFF

    本研究在此以專利的效率指標作為迴歸模型二的自變數，並將效率指標分成

整體專利效率、專利純技術效率與專利規模效率這三者。分別測試其對公司價值

的攸關性。 

 3. 每股帳面值 (BVt) 

  配合 Ohlson 模式，本研究取每股股東權益的帳面值做為每股帳面值的替代

變數。 

10
10-

-
×

×+
=

庫藏股股數增資準備普通股股本

特別股股本淨值
每股帳面值  

 4. 異常盈餘 (NI t) 

    在很多價格模式之實證文獻中，常以淨利做為異常盈餘的替代變數。（Amir 

and Lev 1996; Barth and Clinch 1998），故本研究採取修正式 Ohlson 模型，並配合

每股股價，將淨利除上股數，以每股淨利做為異常盈餘的替代變數。公式如下： 

10-
×=

加權平均股本

特別股股息稅前淨利
每股淨利  

 5. 淨利成長率( ) tCHNI

  廠商的淨利成長率越高，代表廠商越有未來的發展潛力。投資人對此類公司

亦具有較樂觀之預期，即廠商之股價會相對提高。故本研究以淨利成長率做為修

正式 Ohlson 模型之控制變數。淨利成長率的計算公式如下： 

前期稅前淨利

稅前淨利增減額
淨利成長率 =  

 6. 重視研發之程度 ( ) tRD_rate

  廠商的研發費用率愈高，代表公司越重視研發，越願意將資源使用在研發

上。這將有助於廠商未來的長期發展，公司價值將越高。故本研究以研發費用率

作為廠商重視研發之程度的替代變數。計算方式同迴歸模型一之變數說明，在此

不再贅述。 

  

 30



 7. 產業研發之外溢程度 ( ) tSpillover

  Jaffe (1986)發現產業研發之外溢現象會使廠商的獲利和市場價值同時增

加，Bernstein and Nardiri (1988)則發現產業研發之外溢現象會減少廠商的成本。

故本研究將此變數納入做為市場價值之控制變數。計算方式同迴歸模型一之變數

說明，在此不再贅述。 

 8. 公司規模 ( ) tSize

  在很多的文獻中，公司規模被用來解釋廠商的股價表現。公司規模代表了風

險以及廠商所能接觸的資訊層面，亦能用來解釋廠商的生命週期（生長期、成熟

期抑或衰退期）。而以上這些都是造成市場反映的因素。Fama and French (1992)

發現平均每股報酬會隨著公司規模而遞減。故本研究在不做任何預期符號下，將

公司規模納入做為控制變數之一，並以員工人數做為公司規模之替代變數。 

 9. 成長率 ( ) tGrowth

  成長率通常被使用來做為決定一個公司股價被低估抑或高估的依據，在高科

技的產業中，成長率更被視為市場評價的主要評估基礎（Deng 2000）。故本研究

將成長率納入作為控制變數之一，並以營收成長率做為替代變數。計算公式如下： 

100-
×=

前一期營收淨額

前一期營收淨額當期營業收入淨額
營收成長率  

 10. 化學工業類股指數 ( ) tP_industry

廠商市場價值的高低，會受到產業景氣的影響。故本研究亦將化學產業年底

的股價指數納入，以控制產業因素對廠商市場價值的影響。 

股價報酬模型 

    Seethamraju（2000）採用股價報酬來衡量公司之價值，並以淨利及淨利成長

率做為控制變數，測試商標權數之價值攸關性。本研究乃援引其模型，並加上本

研究之若干控制變數來衡量專利權效率之價值攸關性，據此發展出迴歸模型三，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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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t8t7

t6t5t4t3t2t10t

P_industryGrowthSize                      
SpilloverRD_rateCHNINIBVEFF Return

×+×+×+
×+×++×+×+×+=

χχχ
χχχχχχχ

 

Return t：股價報酬率 
EFF t：專利效率指標 
BV t：每股股東權益帳面值 
NI t：每股淨利 
CHNI t：淨利成長率 
Rd_rate t：研發費用率 
Spillover t：產業研發的外溢程度 
Size t：廠商規模 
Growth t：營收成長率 
P_industry t：化學工業類股指數 

相關變數說明如下： 

 1. 股價報酬率 ( ) tReturn

  本研究援引 Seethamraju（2000）之股價報酬模型，以股價報酬率做為股價

報酬模型之依變數用以衡量公司之價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100-
×=

前期年底股價

前期年底股價當期年底股價
股價報酬率  

 2. 每股淨利（NI t)、淨利成長率( ) tCHNI

  本研究援引 Seethamraju（2000）之股價報酬模型，以每股淨利及淨利成長

率做為股價報酬模型之控制變數。每股淨利與淨利成長率之計算公式，如迴歸模

型二，在此不再贅述。 

 3. 其他控制變數 

    其他控制變數，如 說

明與計算方式均同迴歸模型二，不再贅述。 

tttttt P_industryGrowthSizeSpilloverRD_rateBV 、、、、、 之

資產報酬率模型 

  所謂資產報酬率模型，即以總資產報酬率做為公司價值的替代變數，以專利

之效率值做為自變數，衡量專利效率之價值攸關性。其他控制變數，如：

均同迴歸模型

二，在此不再贅述。另資產報酬率的計算公式如下： 

tttttttt P_industryGrowthSizeSpilloverRD_rateCHNINIB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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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1
×

×+
=

平均資產總額

利息支出經常淨利
資產報酬率  

本研究據此發展之迴歸模型四如下： 

t9t8t7

t6t5t4t3t2t10t

P_industryGrowthSize                   
SpilloverRD_rateCHNINIBVEFF ROA

×+×+×+
×+×++×+×+×+=

ηηη
ηηηηηηη

 

ROA t：資產報酬率 
EFF t：專利效率指標 
BV t：每股股東權益帳面值 
NI t：每股淨利 
CHNI t：淨利成長率 
Rd_rate t：研發費用率 
Spillover t：產業研發的外溢程度 
Size t：廠商規模 
Growth t：營收成長率 
P_industry t：化學工業類股指數 

四、假說三的研究變數-專利權產出與公司價值之關聯性 

最後，本研究將假說二之 Ohlson 模型、股價報酬模型、資產報酬率模型稍

作修改，以專利權產出(專利權存量與專利權價值)取代原本的專利效率指標形成

以下迴歸模型五、六、七。並以迴歸模型二、三、四與迴歸模型五、六、七兩相

對照來驗証假說三。 

修正式Ohlson模型之迴歸模型五 

t9t8t7

t6t5t4t3t2t10t

P_industryGrowthSize             
SpilloverRD_rateCHNINIBVOutput P

×+×+×+
×+×+×+×+×+×+=

βββ
βββββββ

 
P t：股價 
Output t：專利權產出，分為專利權存量與專利權價值 
BV t：每股股東權益帳面值 
NI t：每股淨利 
CHNI t：淨利成長率 
Rd_rate t：研發費用率 
Spillover t：產業研發的外溢程度 
Size t：廠商規模 
Growth t：營收成長率 
P_industry t：化學工業類股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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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報酬模型之迴歸模型六 

t9t8t7

t6t5t4t3t2t10t

P_industryGrowthSize                      
SpilloverRD_rateCHNINIBVOutput Return

×+×+×+
×+×++×+×+×+=

χχχ
χχχχχχχ

 
Return t：股價報酬率 
Output t：專利權產出，分為專利權存量與專利權價值 
BV t：每股股東權益帳面值 
NI t：每股淨利 
CHNI t：淨利成長率 
Rd_rate t：研發費用率 
Spillover t：產業研發的外溢程度 
Size t：廠商規模 
Growth t：營收成長率 
P_industry t：化學工業類股指數 

資產報酬率模型之迴歸模型七 

t9t8t7

t6t5t4t3t2t10t

P_industryGrowthSize                   
SpilloverRD_rateCHNINIBVOutput ROA

×+×+×+
×+×++×+×+×+=

ηηη
ηηηηηηη

 
ROA t：資產報酬率 
Output t：專利權產出，分為專利權存量與專利權價值 
BV t：每股股東權益帳面值 
NI t：每股淨利 
CHNI t：淨利成長率 
Rd_rate t：研發費用率 
Spillover t：產業研發的外溢程度 
Size t：廠商規模 
Growth t：營收成長率 
P_industry t：化學工業類股指數 

第三節 資料來源與處理 

本研究的研究期間為 1992 到 2004 年，研究對象為上市上櫃的化學產業廠

商。本研究對於樣本廠商產業類別的界定，是根據台灣經濟新報社財務資料庫的

分類。其化學產業的分類中，還包括了生物科技與醫療兩項子分類。 

在整個資料處理的流程上，本研究首先利用台灣經濟新報社的資料庫，找到化

學產業中所有廠商的公司代碼。然後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將前所查到的公司代碼轉

成公司全名，並以此作為中華民國專利資料庫專利申請人之查詢關鍵字。接著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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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查到該公司所獲核准的專利權資料。若該公司無專利權的資料，則從本研究

之樣本中剔除。故本研究最後篩選出化學產業中擁有專利權的廠商共有 39 家。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共有三個。第一個是中華民國專利資料庫，其提供本研究

有關專利權數、專利申請人與發明人的資料。第二個是台灣經濟新報的財務資料

庫，其提供本研究有關財務上所須的數字。第三個是公開資訊觀測站，其提供本

研究有關研發人數之資料。 

 

利用公開資訊觀

測站將公司代碼

轉成公司全名

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中華民國專利資料庫 

員工人數、研發費用率、產業之

研發費用、產業之銷貨額、信用

評等級數、總資產週轉率、年底

股價、每股淨利、每股股東權益

帳面值、營收成長率、化工產業

之類股指數、總資產報酬率、淨

利成長率 

銷貨、固定資產、薪資費用、

R&D 支出

專利權數 
 專利權效率 

 
投入變數：  
1.研發支出 
2.研發人數 
 
 
產出變數： 
1.專利權存量 
2.專利權價值 

公開資訊觀測站 

＊ 年報及股東會相

關資料 

＊ 公開說明書 

 
圖一  資料處理－三個資料庫的連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分析方法 

一、資料包絡分析法 

本研究以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以下簡稱 DEA)作為

分析專利權效率的工具。資料包絡分析法是一種非參數的分析方法，其觀念是利

用經濟學中柏拉圖最適境界來衡量效率。該模型是 Charnes、Cooper 與 Rhodes

三位學者於 1978 年提出，其主要是利用經濟學上包絡線的觀念，將所有評估單

位(Decision Making Unit; 以下簡稱 DMU)的投入、產出項投射於幾何圖形中，並

 35



尋找其邊界，凡是投入與產出的組合落於效率前緣上，則視該 DMU 為最有效率

之 DMU；反之，若投入與產出的組合落於效率前緣內，則視該 DMU 為無效率

之 DMU。 

DEA 模式最常用的有 CCR 和 BBC 模式兩種，前者是由 Charnes、Cooper

與 Rhodes 三位學者於 1978 年提出，其基本原理係在固定規模報酬的假設下，衡

DMU 的整體技術效率，此模型為多投入多產出的概念。後者是由 Banker、Charnes

及 Cooper 於 1984 年提出，主要是擴充 CCR 模式之觀念及使用範圍，其基本原

理係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動的情況下，將 CCR 模式中之整體技術效率拆解成純技

術效率及規模效率兩種。 

二、皮爾森相關分析 

在使用 DEA 衡量效率前必須先檢定投入與產出項的關係，以確認投入對產

出項符合同向性（Isotonicity）的假設，即增加某項投入不會導致某項產出之減

少。故本研究將利用皮爾森相關分析，就投入與產出項間之關係，分別予以測試，

以驗證其是否符合同向性之假設。 

三、威爾卡克森兩樣本檢定與克瓦檢定 

    由於效率值大部份趨近於 1，而非常態地分配於 0 與 1 之間，所以無母數的

檢定方法是適當的。故為了檢定假說一：「發明專利與新型、新樣式專利，此兩

類的專利效率有顯著差異。」本研究採用了威爾卡克森兩樣本檢定來檢定兩個樣

本群的中位數是否相等，以及克瓦檢定來檢定兩組以上的獨立隨機樣本是否來自

同一個母體群的統計假設。 

四、Tobit 迴歸分析法 

  本研究除了檢定假說一「發明專利與新型、新樣式專利，此兩類的專利效率

有顯著差異」外，更欲深入探討的是何種專利的效率表現較好。又由於 DEA 估

計而得之各項效率值均介於 0 與 1 之間，若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LS）進行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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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將會造成誤差項的平均數不等於零，同時將使參數估計值產生偏差(Biased)

與不一致(Inconsistent)的現象。故本研究採用 Tobit 迴歸分析法來作檢定。 

五、複迴歸分析法 

複迴歸分析是研究兩個或兩個以上的自變數對依變數之影響的方法，它基本上是

簡單迴歸分析的延伸，一般而言，複迴歸分析因為考慮多個影響依變數的自變

數，因此，在預測上複迴歸較簡單迴歸更準確。故本研究利用多元迴歸分析法來

探討專利權效率及專利權產出與公司價值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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