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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觀念性架構 

在整理過去有關研發活動及經營績效相關的文獻後，將研發活動分為研發投

入、研發產出數量及研發產出品質三部分，本研究主要探討研發投入及產出對經

營績效的影響及遞延效果。 

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本研究之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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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績效 



研發投入與產出對於企業經營績效之遞延效果－以我國電子業上市上櫃公司為例 

 43

第二節 研究樣本及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樣本來源為我國電子業上市櫃公司。專利資料期間為 2002年單一

年度之資料。由於我國專利局並沒有提供我國專利權的引證資料，無法獲得專利

品質之衡量指標，故本研究樣本之專利資料來源皆取自於美國專利局。其中，專

利申請及引證資料係擷取自該局網頁2；而專利核准資料係以連穎科技公司3之

patentguider2.0軟體擷取。樣本之財務資料取自於台灣經濟新報社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國內股票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庫，資料期間為 2002至

2005年。 

 由於 Griliches (1990)認為，在研究專利時，研究樣本必須有一定數量以上的

專利權，否則無法進行估計，因此，本研究篩選在 2002年至少已申請一個專利

的公司透過迴歸診斷分析，總計 145家電子業上市櫃公司，在去除二家4嚴重影

響模式顯著程度之離群值 (outlier) 樣本之後，共有 143家公司為研究對象。 

 

 

 

 

 

 

 
                                                 
2 http://patft.uspto.gov/netahtml/PTO/search-adv.htm 
3 該公司網頁為 http://www.learningtech.com.tw/default.aspx 
4 係廣輝電子(3012)與元砷光電(3214)兩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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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說 

 本研究將分別探討研發投入、研發產出數量及品質對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 

一、 研發投入對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 

 由於研發支出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及風險性，目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仍將研發

支出列為費用；在過去關於研發投入對企業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中，以研發

支出作為研發投入的衡量變數，結果確實發現企業的研發投入對於經營績效有增

加的效果。Sougiannis (1994)的研究發現，企業的研發投入與調整研發支出後之

盈餘有正向之影響，在遞延效果中也發現，企業平均每多投入一元的研發投入，

在七年的期間將增加二元的獲利；且企業的研發投入與未來的銷售量及獲利率有

正向的關聯(Ernst, 1995; Markman, 2004)。而在我國的文獻中，歐進士(1998)發現

在我國上市櫃製造業公司中，研發密度與經營績效呈正向相關，且發現有一年的

遞延效果；劉正田(2001)延用 Sougiannis (1994)的盈餘方程式，且以前一期廣告

支出作為當期盈餘之一項自變數，並以 Lev and Sougiannis (1996)的二階方程式

求出研發支出的工具變數作為自變數，消除殘差項相關的問題，發現在我國的上

市櫃公司中，研發投入對於未來的獲利實現有三至四年的效果；劉正田、林修葳、

金成隆 (2005)以 AIC值為判斷基準，作遞延效果分析，發現我國企業研發投資

的累積存量對於營業淨利之最適影響期間，電子業為三年，食品、塑化、機電及

鋼鐵業為二年，紡織業為一年；另外，在我國半導體產業中，研發密度對於毛利

率有一年的正向遞延效果，每增加 1%的研發密度，可以增加 0.259%的毛利率 

(Huang and Liu, 2006)。 

 基於上述論點，本研究認為研發投入對於經營績效為正向的影響；在遞延效

果方面，由於本研究以我國上市櫃電子業公司為樣本，故依據劉正田、林修葳、

金成隆(2005)對於最適影響期間的結果，認為研發投入對於經營績效有三年的遞

延效果，因此可得到本研究之假說 H1a至 H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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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產出數量對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 

 研發產出的範圍包括有專利權、論文發表、新產品、技術產出或與其他相關

可以衡量研發活動「生產力」的指標等等。在許多文獻中指出，非財務指標與企

業未來的財務績效有顯著的關聯；而這些非財務的指標，可以更精確地衡量研發

投入對企業長期利益的影響 (Hirschey et al., 2001)；其中，專利即為衡量創新績

效的指標中，最為客觀且適合的指標之一(Hagehoorn and Cloodt, 2003；曾俊堯，

2004)；若將創新資本依流程分為投入面與產出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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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指標可用來評估一件專利，也可用來評估一家公司或機構、一項產業、

一個國家的專利質量或研發創新競爭力等等。在過去的文獻中，發現研發產出數

量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或市場價值皆有正向的影響(Ernst, 1995; Gambardella and 

Torrisi, 1998; Deng et al., 1999; Bosworth and Rogers, 2001；金成隆、林修葳、紀

信義，2004； 劉正田、林修葳、金成隆，2005)。但倘若僅使用專利權數作為研

發產出的衡量指標，將存在著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問題，即不同專利權之間並

不具有相同的品質(Griliches, 1990)，將不易衡量，Pakes (1986)也認為各專利價值

的分布是非常不均的。然而，在大部分的文獻中，專利數量仍舊為廣泛接受的指

標，因為專利權的數量能使研究者比較各個企業在新技術、製程及新產品的發明

或創新績效(Hagehoorn and Cloodt, 2003)，在高科技產業中，Arundel and Kabla 

(1998)也認為專利權數可以作為一個適當的指標。 

H1a：研發投入對當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1b：研發投入對遞延一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1c：研發投入對遞延二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1d：研發投入對遞延三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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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遞延效果方面，研發產出數量對於經營績效因產業及國家的不同，有數年

不等的遞延效果(Ernst, 2001; 李主平, 2005)，而在劉正田、林修葳、金成隆(2005)

的研究中發現在我國上市櫃電子業公司中，專利權數對於營業淨利的最適影響期

間為三年，且累積的專利權數對於營業淨利有顯著的效果。 

 基於上述論點，以及本研究同為採用我國上市櫃電子業為樣本之因素，本研

究採用遞延三年度以內為研發產出數量對於經營績效之最適的正向影響期間，因

此可得到本研究之假說 H2a至 H2d。 

 

三、 研發產出品質對經營績效的遞延效果 

 延續上段所述，為解決專利權異質性的問題，研發產出的數量就必須以產出

的品質來佐證，例如美國 CHI Research公司與 Ernst (1998)皆研發出一套專利指

標，Hall et al. (2001)則認為採用專利引證數是解決專利權異質性的方法。Jaffe et 

al. (2000)認為被引證的專利權在科技應用上比未被引證的專利重要；Hirschey et 

al. (2001)延伸過去專利件數與企業市場價值的關連的研究，探討專利品質與市場

價值的關連，發現對於高科技產業而言，專利品質能夠給予投資人評估公司績效

更有用的資訊；Huang and Liu (2006)也發現研發產出的品質比數量更能夠提升企

業的經營績效。在實務界，各企業也開始制約與管理專利的申請，不但可結省專

利的維護成本，還可使研發單位開始注重專利的品質，不是一味的追求數量。因

此，在分析企業的專利時，應涵蓋對於數量及品質分析，本研究也就研發產出的

數量及品質分別分析。 

H2a：研發產出數量對當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2b：研發產出數量對遞延一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2c：研發產出數量對遞延二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2d：研發產出數量對遞延三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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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文獻中發現，研發產出的品質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或市場價值皆有正

向的影響(Ernst , 1995; Deng et al., 1999; Markman et al., 2004; Hall et al., 2005; 涂

佩真, 2005; Huang and Liu, 2006)；在遞延效果方面。Huang and Liu (2006)的研究

中則發現，在我國上市櫃半導體產業的公司，若以發明專利占總專利數的比例來

衡量研發產出品質，則對於經營績效有一年的遞延效果。 

 基於上述論點，本研究同樣採用遞延三年度以內的影響期間，可得到本研究

之假說 H3a至 H3d。 

 

 

 

 

 

 

 

 

 

 

H3a：研發產出品質對當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3b：研發產出品質對遞延一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3c：研發產出品質對遞延二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H3d：研發產出品質對遞延三年度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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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數衡量 

一、 應變數 

 在研發創新對於財務績效的文獻中，財務績效的指標衡量為數眾多，不同的

研究者因其研究主題之不同，而會有不同的選擇。在本研究所參考的文獻中，分

別有使用毛利率、營業收入、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淨利率、每股盈餘與經

濟附加價值等績效指標，其中，本研究在參考涂佩真 (2005)、Kuo and Wu (2006)

與 Huang and Liu (2005)等國內學者文獻，使用資產報酬率與權益報酬率作為經

營績效的衡量指標。 

 在該指標分子的部分，參考 Sougiannis (1994)與劉正田(2001)在探討研發投

入之遞延效果時，以扣除廣告及研發費用前之稅後淨利作為修正後淨利。由於廣

告支出在電子業中並不重大，因此，本研究以扣除研發費用前之稅後淨利分別除

以平均股東權益與平均總資產來計算修正後之權益報酬率及資產報酬率，並以修

正後權益報酬率來衡量經營績效，以修正後資產報酬率進行敏感性分析，測試實

證結果在不同績效指標間是否穩定。其定義分別如下： 

 

 

 

                 （稅前淨利＋研發費用）×（1－有效稅率） 
修正權益報酬率(ROE)＝  
                                   平均股東權益總額 

                 （稅前淨利＋研發費用）×（1－有效稅率） 
修正資產報酬率(ROA)＝ 
                                     平均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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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變數 

（一） 研發投入指標 

 研發投入通常是以當期研發費用來衡量，Sougiannis (1994)以及後續的許多

文獻(Lev and Sougiannis, 1996; Huang and Liu, 2005; 歐進士, 1998; 劉正田, 2001)

皆以當期的營業收入淨額平減之，將其標準化，以消除異質變異數

(heteroscedasticity)的問題，稱為研發密度。其定義如下： 

 

（二） 研發產出數量指標 

 依據 Arundel and Kabla (1998)及 Hagehoorn and Cloodt (2003)的論點，在高科

技產業中，專利權數適合作為研發產出數量的衡量指標。 

 在過去有關的文獻中，使用專利權數量作為研究變數的可歸類為二種，分別

是專利申請數( Ernst, 1995; Kondo, 1999; Bosworth and Rogers, 2001; Acs et al., 

2002 )以及專利核准數( Deng et al., 1999; Hagedoorn and Cloodt, 2003; 金成隆、林

修葳、紀信義, 2004；劉正田、林修葳、金成隆; 2005)。專利權的申請件數是指

專利審理機關受理專利權人所提出的專利申請案件之數量；而專利的核准件數是

指專利審核機關經審核後，認定該專利具備專利要件，並賦予其專利號碼以行使

其專利權之數量。通常專利權的申請至核准公告至少會有二年以上的期間 (Hall 

et al., 2005)，另外，申請之專利權並不一定會被核准，因此，專利的申請至核准

公告不僅存在著時間的差異，也有案件申請過程中遭審查人員核駁5的可能性。

一般認為，被核准的專利申請案件將比只有申請的專利更具技術價值(Basberg, 

1987)；另外，吳美娟(2002)以我國九家半導體公司為樣本，同時探討專利申請數

與專利核准數對於經營績效的關聯，發現僅有專利核准數對於該實證模式有較佳

                                                 
5包括實質核駁（Rejection）與形式核駁（Objection）。 

研發密度(R&D intensity) ＝研發費用 ÷ 當期營收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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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能力。 

 本研究在參考上述之文獻後，採用的專利核准數作為研發產出的衡量指標，

並以專利申請數進行敏感性分析，測試實證結果在不同定義的指標間是否穩定。

專利申請數及專利核准數的定義分別如下： 

 

 

 

三、 研發產出品質指標 

 依據 Hall et al. (2001)的論點可知，由專利引證數的指標可以窺探專利的品

質，且在過去有關的文獻中，有許多研究使用專利引證數作為其研究變數(Ernst, 

1995; Hagedoorn and Cloodt, 2003; Markman et al., 2004; Hall et al., 2005; 涂佩真, 

2005)，其中，Markman et al. (2004) 與涂佩真(2005) 皆發現專利引證數對於財務

績效有正向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參考其研究變數後，使用專利引證數作為研

發產出品質的衡量指標，其定義如下： 

 

 

 

 

專利核准數 ＝各公司 2002年在美國專利局經核准公告的專利件數。 

專利引證數＝各公司在 2002年申請的專利權被其他專利申請案件

所引證的累積次數 (2002年至 2006年 5月 27日止)。 

專利申請數 ＝各公司 2002年在美國專利局所申請的專利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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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控制變數 

在過去探討財務績效影響因素之研究，最常使用的變數。除了企業規

模之外，營收成長率、資本投資密度、負債淨值比和市場佔有率等變數均

常被研究者所使用，且與企業各項財務績效指標具有關聯性(Capon el al.,  

1990; Calantone et al., 1995)。本研究為控制其他會影響公司財務績效的指

標，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作為企業規模的控制變數，控制企業規模對模

式所造成之影響；另外，也同時參考過去同樣探討研發投入及產出與經營

績效的文獻(Deng et al., 1999; Markman et al., 2004; Huang and Liu, 2006; 歐進士; 

1998)，採用營收成長率與負債比率作為本研究之控制變數，以控制企業成

長狀況及資本結構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一般來說，營收成長率愈高，經

營績效愈好；負債比率愈高，經營績效愈差。其定義分別如下： 

 

 

 

 依照上述假說，本研究將研究變數列示如下表 3-1： 

 

 

 

 

企業規模＝log (資產總額) 

營收成長率(%)＝（本期營業收入淨額－前期營業收入淨額） 

    ÷ 前期營業收入淨額 × 100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 ÷ 資產總額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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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變數彙總表 

變數名稱 變數代號 變數意義 變數來源 
修正資

產報酬

率 

ROA （稅前淨利＋研發費用）×

（1－有效稅率） 
 ÷ 平均資產總額 

應

變

數 
修正權

益報酬

率 

ROE （稅前淨利＋研發費用）×

（1－有效稅率） 
 ÷ 平均股東權益總額 

Sougiannis (1994); 
Huang and Liu (2005); 
Kuo and Wu (2006); 
劉正田(2001); 
涂佩真(2005) 

研發密

度 
RD 研發費用 ÷ 

當期營收淨額 
Sougiannis (1994); 
Lev and Sougiannis(1996); 
Huang and Liu (2005); 
歐進士 (1998);  
劉正田 (2001) 

專利核

准數 
PAT 
_grant 

2002年在美國專利局所
核准公告的專利案件數。

Deng et al.(1999);  
Hagedoorn and Cloodt (2003); 
金成隆、林修葳、紀信義(2004) 
劉正田、林修葳、金成隆(2005)

專利申

請數 
PAT 
_apply 

2002年在美國專利局所
申請的專利案件數。 

Ernst (1995); 
Kondo (1999); 
Bosworth and Rogers(2001); 
Acs et al. (2002) 

自

變

數 

專利引

證數 
CITE 所有在 2002年申請的專

利權被其他專利申請案件

所引證的累積次數 (2002
年至2006年5月27日止)。

Ernst (1995);  
Hagedoorn and Cloodt (2003) 
Markman et al. (2004); 
Hall et al. (2005);  
涂佩真 (2005) 

公司規

模 
SIZE Log(資產總額) 

負債比

率(%) 
DEBT 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 

控

制

變

數 
營收成

長率

(%) 

GROW （本期營業收入淨額－

前期營業收入淨額）÷ 
前期營業收入淨額×100 

Capon el al. (1990); 
Calantone et al. (1995); 
Deng et al. (1999); 
Markman et al. (2004);  
Huang and Liu (2006) ; 
歐進士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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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證模型 

 Lev and Sougiannis (1996)認為，研發支出可能並非外生變數，而是受到企業

盈餘的影響；由於此計量上的問題，加上歐進士(1998)在探討企業研發支出遞延

效果的實證模式中，也是分別採用歷年之研發密度為自變數，以各個模式中探討

各年度之遞延效果6。故本研究採用 Deng et al. (1999)函數模型，以單一年度之研

發投入及產出指標為自變數，並分別以未來各年度之經營績效為應變數，探討其

遞延效果，以避免歷年研發投入或產出有自我相關而產生模式共線性太高的問

題。 

 依據上節研究假說，本研究遞延效果的研究模式，係參考自 Deng et al. 

(1999)，並將分為三個實證模型，以 2002年單一年度為基準年度，分別探討研

發投入及產出對於當年度以及遞延一、二、三年度經營績效的影響。 

 模式一：研發投入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及遞延效果 

ττττ βββββ ++++ ++++= ttttt GROWDEBTSIZERDROA 43210  

 模式二：研發產出數量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及遞延效果 

ττττ βββββ ++++ ++++= ttttt GROWDEBTSIZEgrantPATROA 43210 _  

 模式三：研發產出品質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及遞延效果 

ττττ βββββ ++++ ++++= ttttt GROWDEBTSIZECITEROA 43210  

 其中，t = 2002年，τ = 0,1,2,3年，分別表示其遞延之年度； 

   ROAt+τ ＝ 第 t+τ年修正資產報酬率； 

                                                 
6 該實證模式如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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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t＝ 第 t年研發密度； 

      PAT_grantt ＝ 第 t年專利核准數； 

      CITEt ＝ 第 t年專利引證數； 

      SIZEt+τ ＝ 第 t+τ年企業規模； 

      DEBTt+τ ＝ 第 t+τ年負債比率； 

      GROWt+τ ＝ 第 t+τ年營收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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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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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一般最小平方法(OLS)作為檢定之方

法。為確定模式之合理性，本研究在實證分析前將先進行迴歸分析之基本假設

檢定，包括 

（一）自變數之複共線性檢定(Multi-collinearily)：以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pearman's rho Coefficient以及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作為檢定工具，若 VIF值小於 10，則可稱模式不具有共線性之問題。 

（二）獨立性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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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宣稱此模式不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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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