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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根據統計，我國歷年企業的研發經費中，均以製造業為主，占所有企業研發

經費的比例，由 1999年的 91.6%增加至 2004年的 92.9%。不論是整體企業或製

造業的研發經費，均逐年上升；且我國的製造業的研發密集度1，近六年亦均呈

現上升的趨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由東亞國家在近幾年的研發投

入持續成長的趨勢可見，我國、日本與南韓創新與技術的競爭已經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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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我國歷年製造業研發經費及研發密集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 

 美國每年核准的專利權數，由 70與 80年代的 6萬到 9萬件水準，在 90年

代陡升至十萬件以上，而在 1998年後更爆炸性的成長到每年 16萬件的新高，顯

                                                 
1 研發密集度在此係指 OECD所定義的指標，為研發經費占產業附加價值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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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全球在注重、申請和發明專利的人，正在高速成長中。另外，根據統計，歷年

美國專利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所核准的專利數

中，前三名的國家依次為美國、日本及德國；我國在美國所核准的專利權件數，

由 1999年的 4,667件，逐年成長至 2004年的 5,938件，表現也非常出色（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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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我國近年來在美國專利局所核准之專利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 

 

 由這些統計資料可知，我國的企業正積極地投入研發與創新活動，也知研發

與創新是企業獲利及成長一個相當重要的動力。過去在 Afuah (1998)所提出的利

潤鏈模型中，以價值創造及創新的觀點說明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的因素；而 Lev 

(2001)在創新價值鏈的模型中，也提出企業研發創新的價值始於新發現，在進行

發展及商品化之後，最後將提升經營績效。另外，學者對於企業的高級主管所作

的問卷調查 (Calantone et al., 2002)中發現，創新資本能增進企業的經營績效。由

此可知，創新資本確實有助於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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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美國已有根據專利權作為新的投資指標，進行股市分析。著名的

美國 CHI Research公司研發出一套專利指標，評估公司之未來價值與發展，試

圖提供投資大眾一種新的公司價值評估分析工具，利用 CHI Research所提供以

專利組合為基礎的分析，可以預測一家公司未來的發展，甚至該公司未來股價的

走向。根據報導，若利用該公司的指標作為選股模式，回溯過去的股價走勢，由

1990年持股至 1999年，將會有高達 26倍的報酬率，遠高於 Nasdaq指數在此期

間的六倍漲幅（沈耀華、陳竫詒，2005）。 

 由上述可知，研發活動與公司的經營績效有很大的關聯；另外，傳統評估經

營績效的方式多是利用財務面、管理面等相關變數，來進行分析評估，現在甚至

連研發活動的指標都可以作為新興的一種投資工具。在學術界，國外也早已有學

者在從事此一領域的研究，不過由於我國之研發密集度與專利的成長速度如此驚

人，國內學者也開始積極進行有關研發及創新方面的研究。對於從事創新績效相

關研究的學者來說，在進行實證分析時，皆必須考量研發活動對於經營績效的影

響不僅止於當期，並且存在遞延效果；相同地，對於實務界的投資者來說，也同

樣必須考量各企業在研發活動對於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然而，研發活動的效益

究竟要多久之後能夠產生？且效益能維持多久？係進行本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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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在研發活動的指標中，若將依照流程加以分類，主要分為投入與產出兩個構

面(Acs et al., 2002)。研發的投入包括研發資源及資金投入、研發人力的投入及人

員素質；對於研發產出而言，直接的產出則包括專利數量、論文發表、新產品數

目、新產品成功率、權利金收入或與其他相關可以衡量研發活動「生產力」的指

標(曾俊堯，2003)。另外，就研發產出而言，可再分為數量及品質二部分，研發

產出數量的多寡雖然是研發產出的重要指標之一，但並不能完全代表一家公司的

研發產出，美國 CHI Research公司即廣泛使用研發產出數量與品質的指標來做

財務分析，由此可知，研發產出若再加上品質的指標佐證，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資

訊。 

 根據上述的統計資料，我國製造業的研發活動占其他各產業的比例最大，成

長速率也最快，而製造業之中，又屬電子業居多數，因此，本研究將就我國最主

要的產業－電子業，進行研發投入與產出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與遞延效果之研

究。期望在學術界進行研究或是實務界的績效評估時，能夠提供所需的遞延效果

之參數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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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承續前一節所述，本研究欲探討研發投入與產出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與遞延

效果為何。本研究將研究問題可分為下列三大方向。 

一、 研發投入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為何？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產業結構發展面臨轉型升級，產業的核心價值已逐

漸移轉至高附加價值的研發活動，產品壽命週期變得愈來愈短，企業須藉由不斷

的研發設計與創新，才能確保永續經營與獲利。由於研發支出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FASB, 1974) 及風險性研發的投資，其成功機率難以預測，故目前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將研發支出列為費用；另外，研發支出的效益及於未來，其效果的顯現、時

間的遞延效果可能不像某些財務的投資，可在短期內有立竿見影之效，而需較長

的時間才能看到其成效，某些沒有研發支出的企業，其短期績效可能並不亞於有

研發支出之企業，甚至還有更多的盈餘，但在長期以後之績效則無法預期。因此

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即為：研發投入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為何？  

二、 研發產出數量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為何？  

 由於研發投入並不能確保公司未來的經營績效，有些公司雖然投入相當大的

研發努力，卻無法推出新產品或製程，以增加獲利，因此，研發投入至經營績效

的顯現需要有研發產出的指標作為其中介因子 (Huang and Liu, 2006; Kuo and 

Wu, 2006)。專利權在創新價值鏈裡的角色，則屬於中間性產出衡量指標 (Lev, 

2001；曾俊堯，2004)；而專利權的多寡即與研發投入有相當大的關聯，為衡量

研發產出的指標中，最佳的指標之一 (Pakes and Griliches, 1984; Kondo, 1999)。

由此可知，由專利權的產出數量可以窺見一家企業研發投入的成果，那麼此成果

對於經營績效將有多大或是多長久的幫助。因此，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即為：

研發產出數量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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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發產出品質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為何？  

 1990年代起，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 RBV)成為企業競爭優勢

研究的主流典範。根據此觀點，企業組織的競爭策略需建立在其「價值性 

(valuable)」、「稀有性 (rare)」、「不可模仿性 (inimitable)」、以及「不可取代性 

(non-substitutable)」的獨特資源組合上才能獲得競爭優勢。專利被引證情況即可

以衡量此不可模仿性(Markman et al., 2004)，並可代表此專利的品質(Hall et al., 

2001)。 

 根據 2005年在商業週刊的報導，半導體產業的聯華電子（以下簡稱聯電），

每年所獲得的專利數量，由過去五年平均 395個專利，在 2005年突然銳減為 80

個，其發言人則表示：「有用的專利權，一個就夠了」；且矽統科技曾在 2001年

遭聯電控訴侵權，在其控告的 29項專利中，雖然後來僅有一項附屬請求確立侵

權，但此結果使得矽統侵權晶片的主機板，在輸往美國時，必須支付 39%主機板

產品價值的保證金，晶片組也須支付 100%保證金，此專利訴訟案使得聯電在二

年內入主矽統，也使其認清專利的質比量更有用（沈耀華、陳竫詒，2005）。因

此，延續前一個研究問題，從專利權的產出品質可以瞭解公司研發產出的水準與

重要性，高品質的產出能代表重要或是關鍵的技術，應該可以提升未來企業的經

營績效。因此，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問題即為：研發產出品質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

遞延效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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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之架構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 本章主要敘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以

及本篇論文之架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介紹國內外研究研發投入與產出對經營績

效的影響及遞延效果。而後，參考過去文獻之論述並加以延伸，

以釐清本研究的議題及研究方法。 

第三章：研究方法－ 分別敘述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研究假說、研究變

數的衡量方式、實證模型、以及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期間及樣本。 

第四章：實證研究結果－ 包含敘述性統計資料、迴歸基本假設檢定、迴

歸結果、敏感性分析與研究發現及討論。 

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包含本研究之結論、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3所示，首先由研究動機與目的確定本研究

之主要議題，接著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之探討，形成本研究的假說，確立

實證模型，而後蒐集研究所需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與假說驗證，最後得

到本研究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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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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