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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企業若想於所屬的行業中獲得一席之地，除了考量外部的環境因素外，更應

將內部所擁有之資源與能力做一完整的規劃，透過對內部資源及能力的整合、發

展與累積，由內而外地來創造企業的競爭優勢，進而達成企業既定之策略目標。 

然而在達成此一策略的前提之下，界定出何者為企業所應著重的人力資本，

且該如何對其核心人力的知識做一有系統的管理，以便於知識的累積、交流與傳

遞，此一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是企業為達成策略所必須重視的議題。 

如何能夠對自身之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制度做一評鑑，以了解制度執行的成

效呢？報導對於制度本身具有回饋的效果，透過各人力資本衡量指標的報導，便

可清楚明白制度的執行是否徹底且具有效果。 

    本章蒐集了與本研究主題密切相關之國內外文獻，共分四個章節，分別就資

源基礎理論、策略性人力資本、人力資本管理及知識管理、人力資本衡量指標等

做進一步之探討。 

 

第一節 資源基礎理論 

    以往的理論諸如五力分析、SWOT 分析等，大多係以企業外部之因素做為依

據，以制定在所處競爭環境中應採行的策略。然而資源基礎理論，使得企業得以

重新思考由企業內部獲得競爭優勢的可能性，也就是藉由人力資源制度的實務推

行，分析與整合企業內部所有的資源與能力，以創造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李漢

雄，2000）。Barney(1986, 1991)將此種由內而外的思考模式，稱作「資源基礎理

論」。另外，學者 Wernerfelt(1984)認為，企業若能以本身內部的「資源」代替「產

品」作為其思考方向以制定策略，將對其有意義。 

    Barney(1986,1991)認為，企業可以透過對內部所擁有之資源與能力的累積與

培育，來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勢，他將此種觀點稱為「資源基礎理論」。其

認為企業著重之關鍵性資源，應具備價值性、稀少性、難以模仿、難以取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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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時間長、難以移動等特性。Aaker(1989)認為企業本身所擁有的能力與資源，

是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優勢的基礎，企業若能將此類能力與資源，配合外在競爭環

境的變遷來做適當的配置與調整，將可使其營運績效發揮到極致。Grant(1991)

認為可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資源，應具備下列特性：資源模仿上的障礙（barriers 

to resources imitability）、資源複製上的障礙（barriers to resources replication）、因

果關係不明確（causal ambiguity）、不完全的移轉性（imperfect transferability）；

並強調企業應該著重於組織內部資源的發展與培育，以形成專屬於企業本身、且

競爭對手難以模仿或難以取得的特殊能力，而此種特殊能力將可為企業創造出長

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吳思華（2000）認為，能夠強化企業組織能耐且具備策

略性價值的資源，應同時具備下列三項不可或缺的特性：獨特性、專屬性、模糊

性。 

    綜觀上述學者的觀點，可以清楚地明白，站在資源基礎理論的觀點而言，應

以企業內部所擁有的資源來作為企業制定決策的出發點。探討在策略目標下應著

重管理之資源的特性，透過對該資源的搜尋、篩選、培育、發展以及累積，因應

競爭環境的變遷做出適時地調整與改善，便可由內而外地去強化企業自身的競爭

能力，進而達成既定之策略目標。同時，核心資源應具備價值性、稀少性、專屬

性、模糊性、難以模仿、難以取代等特質，才能夠使企業持續不斷地獲得競爭優

勢。因此，企業有辨認出何者係與組織策略相符之核心資源的必要。然而，基於

成本效益考量，管理此類資源的成本不應過高，以免抵銷其所產生的優勢與利益。 

 

第二節 策略性人力資本 

ㄧ、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到來，人力資源部門在企業組織中的地位逐漸獲得重

視，許多企業將人力資源視為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Greer(1995)的研究

結果顯示，當人力資源的使用愈有效率時，投資在人力上的成本，比起投資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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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資產設備上的成本更來得有效率。換句話說，若企業能將人力資源活動投注

於企業策略的方向之上，將能更有效率地協助企業的經營，因而逐漸發展出以企

業策略為依歸的「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Ulrich and Lake(1991)從實務面的觀點來看，認為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乃是

一種透過「人」來獲得競爭優勢的管理方式，具體作法則係以企業的策略來連結

現有之人力資源。Wright and McMahan(1992)認為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指的是對

企業之人力資源活動予以妥善規劃，進而有效地運用現有之人力資源，來達到企

業策略上的要求與目標。為了使人力資源的管理與策略相連，就應將人力資源管

理制度與內部組織進行整合。而此處之整合，包括了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垂直

整合指的是組織內人力資源管理制度，與組織之策略目標之間必須相互整合；水

平整合則是對各項人力資源管理的子功能（如人力資源的任用、訓練、留任、績

效評估、薪資獎酬等）進行有系統的規劃，以利於各子功能之間的協調與整合。

Schuler(1992)指出在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觀念下，人力資源應與企業的策略以

及策略上的需求相結合，而人力資源的管理政策，在組織內的各層級或各領域之

間應保持一致性；至於人力資源的管理實務，則是要透過不斷的修正與調整才可

逐漸趨於完備，且此一制度最終應能夠被企業內各層級的員工所認同並接受。

Martell and Caroll(1995)認為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應以長期經營的觀點思考，讓組

織內部的管理人員均能夠參與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的制定，且應將企業內部的人力

資源與策略規劃進行連結，同時也認為經營績效與人力資源管理制度兩者間存在

著關聯性。Gomez-Mejia et al.(1998）則認為所謂的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是企業

所採行且為了確保內部的人力資源得以有效運用的綜合計畫，最終目的在於協助

企業達成其目標與任務。 

    由上述各學者的觀點中可以歸納出，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係以整合人力資源

各項子功能為主，將企業內部現有的人力資源與企業的策略相連結，為企業之經

營績效與獲利而努力。此管理方式應由各層級的管理人員一同參與制定，且為各

階層員工所認同並接受。因此，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可說是企業競爭策略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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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對於組織策略的達成有著相當重要的策略地位與價值。 

 

二、人力資本 

    有關於人力資本最早的理論，係源自於學者研究「教育」對於個人所能產生

的經濟價值(Schultz, 1960)，認為若企業內部的員工可以增長自身的技能與知

識，將能夠對企業的生產力產生貢獻，因此此種技能與知識，對企業而言可說是

一項資本。 

    Snell and Dean(1992)認為，人力資本指的即是具備對企業而言有經濟價值的

知識、技能、經驗的員工。知識與技能可增加企業之生產力，亦可能解決營運上

遭遇的困難、協調各營運單位以及幫助組織制定決策，因此站在企業的角度來

看，可將之視為自己的資本。然而，人力資本對於其他企業亦具有價值，因此人

力資本具有可流動性，能夠在企業間流動。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認為企業內所有員工以及管理者的知識、技能以

及經驗，都涵蓋在人力資本的範疇之內。除此之外，還需要對智力組織的動態進

行掌握，其衡量的指標列舉如下：員工與管理者是否持續不斷地提升及增加個人

的技能？此些技能是否係企業所認可且實際運用於營運之上？此些技能與資深

員工的經驗在企業內是否共享？企業是否仍舊依賴過時老舊的技能與知識，而忽

視了員工發展出的有利技能？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亦指出，員工可以透過才能(competence)、態度

(attitude)以及智慧敏捷性(intellectual agility)來替公司發展資本。此處之才能包括

技能與教育，如員工對於資訊科技的熟悉度、每位員工訓練時數、組織內擁有具

高等學歷之員工的比例；態度涵蓋員工工作的行為要素，如員工的動機、行為、

品德；智慧敏捷性則為創新與變革執行的能力，面對問題能夠深入地思考並提出

創新的解決方案，如員工具備對製程或產品提出新建議的能力、或是能夠透過新

的提議而使營運成本降低。 

    Lepak and Snell(1999)認為人力資本應具備價值與獨特性。價值，應站在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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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觀點來看；而價值的高低，係以技術對顧客所產生的利益與使用該技術所衍

生的成本，兩者相除的比例來判斷。因此，若該項人力資本能降低成本或是提高

利益給顧客，則可說其具有價值。獨特性則是指員工知識技能的獨特程度，其可

能源自於特殊的生產流程、創新或是組織特有的學習流程等；人力資本的獨特性

愈高，愈不容易被競爭對手模仿或複製，因為具備高度獨特性的知識與技能，大

多以內隱或經驗的型態存在於員工個人之中。Lepak and Snell(1999)特別強調人

力資本具備流動性，因為人力資本為員工個人而非企業所擁有，其特質使得其可

在各企業間相互移轉。因此若企業想要長期保有某項能夠讓公司維持競爭力的人

力資本，就必須對該項人力資本採取某些保護措施，以避免其移轉後對企業產生

嚴重的不利影響。 

    Dzinkowski(2000)認為人力資本與員工的 know-how、能力(capacities)、技能

(skills)及專業(expertise)相關，並舉出下列幾項與人力資源管理相關的人力資本管

理活動： 

1.建立員工技能資料庫； 

2.考量企業所處之環境，定義出為達到策略目標而應該取得或培訓的員工技能； 

3.企業應發展出能夠傳遞知識及技能的系統，以利其在員工之間的流通； 

4.根據企業的策略性目標，發展出一套針對員工職能發展與運用的績效評估與獎

酬制度。 

    Lynn(2000)認為人力資本即是組織內人員的技術與能力，亦可說是組織內個

人技能與知識的資料庫。組織之人力資本的價值與員工的內隱知識有著密切的關

聯，倘若優秀的員工離職或退休，但他（她）們並未把自己所具備的優異技能與

才華外部化予組織，對企業而言將是一項莫大的損失，其人力資本的價值將大幅

滑落。因此，如何擷取員工的內隱知識，將其外部化成為組織內部的資產，將是

各企業應注重的議題。 

    綜觀上述論點，不難發現各學者對於人力資本的定義基本上係以「人力資本

乃員工個人之知識、技能及經驗」為主，而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提出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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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敏捷性」，則為人力資本加入了創新的內涵。經歸納後，本研究欲採用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的觀點，將人力資本定義為「組織內員工個人的知識、技能、

經驗以及創新能力，經妥善規劃運用後可為組織創造價值，進而提升組織之競爭

力」。 

 

三、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 

    在對策略性人力資源及人力資本之相關文獻進行探討後，本研究認為，組織

策略目標之達成，不論是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抑或人力資本，均不可偏廢。策略

性人力資源管理係將組織內所有的人力資源與公司的策略相連結，人力資本意指

為員工個人之知識、技術及經驗，兩者對於策略目標的達成均有著相當重要的策

略地位及價值。 

    本研究於彙整上述文獻後，將「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定義為「對所有為達

策略目標所必須倚重之核心人力資本進行聚焦式的管理，而此指之核心人力資

本，除與策略目標相契合外，還必須具備價值性、稀少性、專屬性、模糊性、難

以模仿、難以取代等特質」。 

採用「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一詞取代「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乃是基於

「資本」與「資源」在定義上的不同。資源者，企業消耗後即可能會不復存在。

而資本之所以有別於資源，係因為資本對企業而言具有「累積」的意涵。

Lucas(1988)認為，將「資本」的觀念擴大至人力資本，則其具有「累積」的觀念，

透過對整體人力資本的累積，將可使勞動生產力提升，進而促進經濟的持續成

長，而各國之間其產出的差異，主要之原因乃是由於各國間人力資本上的差異所

致。Mankiw et al.(1992)主張各國經濟成長的差異，主要源自於人力資本的累積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其將人力資本視為生產函數的投入之一，認為經

濟的成長係由人力資本累積所推動。Romer(1990)認為經濟成長應歸因於整體人

力資本的存量(human capital stock)，此存量若增加，則組織之創新能力將會提

高，技術亦隨之進步，最終可使經濟持續地成長。Nelson and Phelps(1966)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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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提高整體之人力資本存量，便可增進模仿與適應新技術的能力，進而使技術更

為精進，促進經濟持續性的成長。 

策略性人力資源，係指為達策略目標，組織內可使用、可消耗的人力；而策

略性人力資本除了內含前述之概念外，尚加入了累積的觀點。企業對於人力資

本，並非於運用後便不再關注，反之，為了在達到策略目標上收事半功倍之效，

就必須對其進行投資與培訓，因此各企業無不致力於累積厚實的策略性人力資

本。然而人力資本在員工離開後便不再為組織所擁有，因此企業應著重於人力資

本的管理，使其得以蓄積於組織內部，即便該人才已離職，組織仍能受益。此即

為本研究採用「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一詞之原因。 

    綜觀前述各學者之文獻，本研究擬採用 Wright and McMahan(1992)的觀點，

將人力資本管理制度劃分為人力資本的任用、訓練、留任、績效評估、薪資獎酬

等子功能，以作為探討個案公司之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實務時的基本架構與依

據。 

 

第三節 人力資本管理及知識管理 

一、人力資本管理 

    在建構出探討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實務的基本架構後，以下就各項目之實務

與理論，進行文獻的探討。 

 

（一）人員之任用 

    Lepak and Snell(1999)對於企業針對其策略來發展人力資本之任用模式，提

出一適切的建議，其主張如圖 2-1 所示，依照人力資本的獨特性與價值可劃分為

四種模式： 

1. 內部發展模式(Internal Development)：當員工所擁有的技能，對企業本身來說

是有價值且具備獨特性的時候，企業在財務上以及策略上便有了發展該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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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資本的誘因。由於該項人力資本具有價值，且因為具獨特性的關係，對於

其他企業而言可能較無利用的價值，因此企業選擇將其內部化並對其進行投

資，就算最終無法留住該項人才，對於整體人力資本的損害程度影響較小。 

2. 確保式(Acquisition)：此象限中的人力資本具有價值，但卻缺乏獨特性。雖然

其技術具有價值，卻不盡然要由企業自行發展與投資，因其可由勞動市場中

輕易取得。由於其缺乏獨特性，若企業對其加以投資與培訓，一旦該員工離

職後，便將所有的才華移轉至另ㄧ競爭者，因此位於此象限內的人力資本，

實務上不傾向企業對其做內部的投資與發展。 

3. 契約式(Contracting)：此象限中的人力資本對企業既無價值亦不具備特殊性，

如大樓的清潔人員等，實務上可對此類的員工做契約式的外包，既不會對企

業產生風險，對於競爭優勢亦不會有負面影響，也可降低對於人力資本發展

的成本。 

4. 聯盟式(Alliance)：位於此象限中的人力資本對企業而言在某方面具備獨特

性，但卻缺乏價值。獨特性吸引企業對其進行投資與培育，但矛盾的是，站

在資源基礎論的觀點來看，其所創造的價值與貢獻的利益對企業的策略目標

而言相當有限，似乎不應投注過多的資源於其中。例如建築師必須累積多年

的學習與磨練才能夠擁有其獨特性的能力，然而企業並不會因為要蓋一棟辦

公大樓而特別雇用一位建築師，因為對建築師投資與培育的成本過高，持續

性的任用顯然不符成本效益原則。因此鼓勵企業尋求外部夥伴的協助，憑藉

其提供的人力資本，共同合作來為組織創造價值。 

 

 

                         低                      高 

聯盟式 

Alliance 

內部發展模式 

Internal Development 

契約式 

Contracting 

確保式 

Acquisition 

高 

低 

獨

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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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 

    圖 2-1  人力資本之四種任用模式 

資料來源：Lepak and Snell, 1999, p.37。  

 

Schuler(1987)主張，任用係指從人員的招募、甄選到人員配置此一連串的活

動。然而在從事人員的任用之前，組織應先對其內部的人力需求進行確認。Becbet 

and Walker(1994)認為，任用的範圍包括人員的招募、甄選、配置以及其訓練與

發展，且任用的成本應要能不斷地進行調整，以降低組織的營運成本。 

Farris and Cordero(2002)認為許多具備競爭力的企業，喜歡使用有別於傳統

而較為先進的方式進行人才的任用，諸如將職缺公佈於企業網站，若內部員工對

該職缺有興趣，可以選擇自己或推薦親友來應徵。其他目前較常見者尚有透過網

路、媒體、校園徵才、企業實習計畫等多元化方式來進行。而最近的調查結果顯

示，應徵者最有效的求職方式，乃是透過企業之內部熟人轉介的口頭承諾。 

 

（二）人員之訓練 

工作中訓練(on-job training)常見的做法包括：師徒制、職務上的輪調、特別

工作的指派、實習訓練、職前的訓練、工作的代理、派至專案工作小組等。黃英

中(1993)將工作中訓練的優缺點，以表 2-1 列示。 

表 2-1  工作中訓練之優缺點 

優       點 缺       點 

(1)訓練是實際而不抽象 
(2)較工作外訓練容易實施 
(3)因訓練而進步，可激發員工的動機 
(4)可促進上司與部屬間的瞭解與協調 
(5)可一面訓練一面工作 
(6)費用較低 
(7)可依員工學習能力或程度因材施教 

(1)優秀的上司不一定是優秀的老師 
(2)可能工作與訓練兩者無法兼顧 
(3)員工多時，無法一次實施訓練 
(4)訓練之內容與程度無法統一 
(5)專門的、高程度的知識和技能無法

教授 

資料來源：黃英中，1993，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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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nch(1994)表示工作中訓練的優點有四：可以較低之成本完成較有效果的

訓練、讓主管能夠容易地教導下屬、可將不同的訓練方法與工作指示(job 

instruction)合併運用、可針對特殊情況來實施。Petrini(1994)認為最有效的學習方

法應為師徒制，透過資深經驗者的親自指導，所學得的技能與知識將最為實用與

深刻。 

工作外訓練(off-job training)常使用的方法包括：演講、討論、電視教學、模

擬訓練、個案教學法等。黃英中（1993）將工作外訓練的優缺點，以表 2-2 列示。 

表 2-2  工作外訓練之優缺點 

優       點 缺       點 

(1)對多數的員工同時統一訓練 
(2)員工可以在專家指導下，專心受

訓，並習得高度專門化之知識及技

能 
(3)參加者具有互相競爭心理，可提高

訓練效果 
(4)培養訓練者的團體共識感 

(1)因減少工作時間，設置訓練設施，

所以經濟負擔較大 
(2)這種訓練法實施於中小企業較為困

難 
(3)訓練成果無法即時應用 

資料來源：黃英中，1993，218 頁。 

 

    Burton-Cooper and Burton-Cooper(1995)於其研究中發現，若將多媒體運用到

訓練之上，受訓者的學習效果將可增加 30%，工作表現亦比僅受傳統訓練法者高

出 25%。使用多媒體至訓練制度之上，不僅可以彌補課堂訓練的不足、降低企業

成本、增加學習的時效性之外，亦可提升受訓者的學習能力。 

 

（三）人員之留任 

    既然優秀的人才係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那麼控制其離職率便是企業所要

面對的挑戰。而某些人才的高流動率，將會對企業造成重大的傷害，舉研發人員

來說，研發專業人員的異動不但可能使得正在進行中的專案停擺，要於短期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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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進適當的人選更是難上加難，所付出的代價甚鉅。Kochanski and Ledford(2001)

表示若要能夠有效地留住人才，可透過下列五項要素： 

1. 直接的財務報償：給予員工薪資或獎金紅利上的調升。 

2. 非財務性的獎酬：提供額外津貼或健全的福利制度。 

3. 提供職涯長期發展與晉升管道：提供工作訓練的機會以及晉升順暢的管道。 

4. 滿意的工作內容：給予員工多樣、豐富以及極具意義的工作內容。 

5. 員工的內在情感報償：使員工對企業具有認同感，能支持自己所屬之企業。 

 

    Brown, Schmied, and Tarondeau(2002)表示，許多人性特質的管理與對員工的

關懷，對人力資本的充實與留任亦大有幫助。企業必須掌握特定人才的特質傾

向，以判斷該員工是否適任目前的職位，而適時地關注表現異常的員工，除了可

能助其解決問題外，尚可增加其對企業的認同。 

 

（四）人員之績效評估 

    Helmerich and Spence(1978)指出，組織必須依照正規且有系統的方式來進行

個人或團隊的績效評估。透過上級主管、下屬、同儕、專家或顧客等，以多元的

方式來對個人或團隊進行績效的評比，不但能夠使員工個人更加投入所屬之工

作，更可營造出團隊協同合作的士氣。Farris and Cordero(2002)認為績效的評核

除了員工本身的自我評鑑以外，仍應透過專家、企業經理人與同儕來進行，此多

元因素的衡量方式，比起主觀且容易產生瑕疵的個別衡量方式，來得客觀與全

面。同時其亦指出，工作與成果的績效衡量並沒有一個確切的標準，有的係以數

量為導向，有的要求創新的程度或優良的品質，端看企業對該工作的要求與取向

而定。 

 

（五）人員之薪資獎酬 

    薪資管理在人力資本管理實務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其可能直接影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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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延攬、留用，以及員工在工作上的激勵效果。李丁文等(2000)指出，薪資管

理最重要者在於能夠將薪資制度合理化，適時地調整員工的薪資以反應其對企業

的付出，將有助於確保企業的競爭力。許碧光(1996)表示，薪資管理是一種將薪

資制度合理地釐定、維持、與發展的行政作業，其功能在於決定員工的薪資以及

激勵員工的工作士氣，進而使員工的能力得以發揮，提高生產量與工作品質。 

    除了薪資管理外，獎酬制度的設計亦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個人英雄式的單打

獨鬥已逐漸無法負荷現今越來越沈重的工作量，多半必須靠團隊的合作才能夠解

決複雜難解的任務。Isaacs(1998)以 Motorola 的某產品部門為例，當一成功的研

發專案完成後，上級便會提供高額獎金予該研發團隊，並讓其自行決定該筆獎金

的運用或分配方式，分配至個人的比例則依照個人貢獻度的大小來排序，貢獻越

多者所能得到的獎金越高。此種取代以往平均分配的發放方式，更能激勵個人對

組織的貢獻，同時也能營造出以團隊為單位的合作精神與向心力。

Higginbotham(1997)將獎酬的種類劃分成以下四類： 

1. 基本項目(essentials)：如醫療、人壽保險等。 

2. 一般性(horizons)：如獎金、紅利、股票（認股權）、投資計畫等。 

3. 平衡性(balance)：如員工的子女撫養、家庭生活照顧計畫等。 

4. 里程碑性質(milestone)：如依服務年資提供津貼、購屋或進修教育補助等。 

 

二、知識管理 

    Nonaka and Takeuchi(1995)針對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間的轉化，提出如圖 2-2

所示之四種不同的模式： 

1. 共同化（內隱到內隱）：指的是組織內員工彼此間之內隱知識的移轉。通常藉

由知識分享的方式，透過內隱學習與共同化的過程，將內隱知識（如經驗、

行為等）從一個體轉移至另ㄧ個體。 

2. 結合化（外顯到外顯）：組織內員工將不同來源的外顯知識，加以分析、整理、

重組及系統化，形成另外一種外顯知識的過程，即稱為結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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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化（外顯到內隱）：外顯知識在組織內廣泛流傳，員工可能透過不斷地教育

與學習，將外顯知識消化吸收後成為個人之內隱知識的過程。 

4. 外化（內隱到外顯）：將員工個人之內隱知識，轉化為可以定義或可訴諸文字

表達的具體事物。將此內隱知識轉換為對組織有用的外顯知識之過程，即稱

為外化。 

              轉變為  內隱知識                外顯知識 

 

共同化 

Socialization 

 

外化 

Externalization 

 

內化 

Internalization 

 

結合化 

Combination 

圖 2-2  知識轉化的四種模式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p.62。  

 

    關於組織的知識創造，Nonaka and Takeuchi 提出圖 2-3 之五階段： 

1. 分享內隱知識：內隱知識多半是靠經驗累積而得，通常較無法以文字表達出

來，因此可藉由經驗分享的方式來促成知識的傳遞。當許多不同背景與觀點

的個體分享自身的內隱知識時，即成為組織創造知識的第一步。 

2. 創造觀念：當內隱知識獲得分享與互動後，組織內的小組便可進行更進一步

的會談與討論，讓內隱知識的表達得以更明確與具體。 

3. 證明觀念的適當性：個人或小組於討論後所得之新觀念必須經過確認，透過

不斷地資訊、觀念與知識的過濾與更新，來決定新產生的觀念對於組織而言

是否值得更進一步的探討。 

4. 建立雛形：一旦確定新觀念的價值後，便可將之轉化為有形與具體的事物，

建立初步的雛形架構。 

內

隱

知

識 

 

外

顯

知

識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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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層次的知識分享：知識創造是ㄧ種不斷自我提升的過程，並非在雛型確定

後就結束，新的觀念在經歷創造、確認及模組化後仍會不斷地發生，在其它

層次上發展出新的知識創造循環。 

 

 

圖 2-3  知識創造的五個階段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p.84。 

 

    Nonaka and Takeuchi(1995)認為知識的創造，是藉由內隱與外顯知識兩者間

不斷的互動，透過個人、群體、組織等不同的層次逐漸擴散開來，形成「知識螺

旋」(knowledge spire)，同時在過程中不斷地共同化、外化、結合化與內化將知

識加以彙整，最終促成知識的創造、擴散及累積。因此組織必須建立起管理機制，

將散佈在組織內部各處的知識予以蓄積，接著再鑲嵌於不同的知識載體中，以促

進知識的流通、整合與創造。 

    對於知識的蓄積，Nonaka and Takeuchi(1995)認為，適當的組織設計應包括

以下三個層面： 

1. 知識庫(knowledge-base)：包含企業願景、組織文化等有關的內隱知識，以及

文件檔案管理系統、電腦資料庫、手冊等外顯知識。 

共同化 結合化 外化 內化 

分享內隱

知識 

創造觀念 證明觀念

的適當性

建立雛形 跨層次的

知識分享 

組織內部 

內隱知識 

組織外部 

外顯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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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系統(business system)：此為組織日常業務的運作功能系統，透過正式化、

階層組織來達成。 

3. 專案系統(project system)：依據組織願景所創造的知識管理團隊，團隊間透過

連結，來達成聯合知識創造的效果。 

針對上述第三點「專案系統」－團隊之間可透過連結來達到知識創造的效果，

Rothwell(1976)指出，組織架構的設計常常是影響其績效表現的關鍵。許多成功

的研發部門，其內部的組織架構已非傳統的層級式或集權的官僚式，而改以扁平

式、分權式的姿態呈現，而矩陣式或專案導向模式的架構，使得研發部門能夠與

其他部門進行溝通與合作，通常更能激發其研發或創新的表現。 

組織依據不同的觀點，建立不同形式的知識管理團隊，在知識的創造過程

中，先依據公司的使命組成跨功能團隊成員，接著便進行專案開發。待專案完成

後，將專案成果予以分類及文件化，製成索引後儲存於公司之資料庫，完成知識

的蓄積，專案成員則回歸原來所屬之單位層級執行日常業務，直至另一次專案團

隊形成時，再重覆以上循環。 

吳思華（2000）認為知識（如員工技能與經驗、價值觀、組織管理技術與規

範等）的蓄積，乃是將知識應用或創造的結果，透過對知識的萃取、知識的擴散

以及將知識機構化，分別儲存於個人、組織與實體設備中。 

陳幸雄（1999）針對成功之企業的知識管理系統做出彙整與介紹，以下就台

機電、Cisco、百略、Arthur Andersen、中華汽車分別說明： 

 

1..台積電 

    台積電為了推動內部的知識管理，設有多個「技術委員會」，在蒐集內部員

工的心得經驗以及所學的知識後，進行跨部門的分享與溝通，同時將所得之最新

穎、最有效率的工作方式與知識儲存於中央檔案，倘若日後別處有新廠成立，便

可將此些累積的知識整套移轉過去，使新廠能夠迅速進入狀況，此即所謂的「聰

明複製」。此種作法除了可增進營運效率外，又可將員工知識萃取、蓄積於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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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算關鍵人才離職，也可將損害降至最低。目前台積電自動化的程度相當高，

製程的良率優於同業之外，交貨的時間亦只需要一般代工廠商的一半，這些都是

落實知識管理的具體成效。 

 

2.Cisco 

    Cisco 的電子網路學習系統建置了有關專業及一般知識的資料庫，提供電子

學習課程(e Learning)，讓員工能夠選擇自己所需或有興趣的知識，輕易且快速地

重複使用或重組課程，不但能有效降低公司對員工的培訓成本，還可提升員工的

學習與工作效率。此系統亦附有管理與追蹤學習進度的功能，可幫助主管或員工

個人調整學習的進度。 

 

3.百略 

    「百略學習型組織」為一線上學習的平台，其資料庫中的課程規劃包括公司

之文化流程改造、專業知識及技能、經營管理等類，各層級的員工均有其所必須

修習的學分，且可依照層級來搭配應學習的課程。百略要求所有的內部員工均需

註冊以進行線上學習，並定期線上測驗以驗收學習效果。其「智慧白皮書」乃是

由所有應該留存於公司內部的知識所組成，內容包括了產品的知識、管理的方

式、實地操作的心得與經驗分享等。為了鼓勵員工學習，百略採行給予實質報酬

的方式，以學習的評量成果決定報酬的多寡。 

 

4. Arthur Andersen 

    1997 年推出的全球知識管理系統「KnowledgeSpace」將過去全球所有的專

案，包括專案的主題、負責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創造出的效益等，依照產業、

專案性質、客戶等類別，將知識與經驗彙整儲存於 e 化平台之中，以利員工的知

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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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華汽車 

    「中華汽車亞洲技術研發中心」為其汽車研發知識的管理中樞，藉由收集有

關產品的規劃、開發、造型的設計、生產的技術等相關之完整的外部情報，加以

分析、篩選與改良後，轉變為自己專屬的知識，儲存於其中，再以此新的知識，

作為其最新車款的研發概念與基礎。該中心除了提供員工研發車款的知識與經驗

外，其所建置的網站還考量了外部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其技術問答集以及技術新

知等。中華汽車藉此知識管理的方式，有效地提昇自己的競爭力，創造出更多產

品的附加價值，可謂將知識管理推行於國產車企業而獲得成功的最佳典範之一。 

 

    知識管理對於員工知識與能力的蓄積，有不可或缺的重要性。良好與完善的

知識管理制度，將能幫助公司有效地將人力資本蓄積於組織內部。透過對知識的

管理，得以讓組織的人力資本與其管理制度產生交互作用，進而可提高組織人力

資本的能力，使得人力資本的存量得以一步步地獲得累積。故在前述之探討個案

公司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實務的基本架構中，擬再加入「知識管理」一項，將以

人力資本之「任用」、「訓練」、「知識管理」、「留任」、「績效評估」、「薪資獎酬」

此六項子功能作為本研究探討人力資本管理制度之架構。 

    上述所探討之管理制度，彙整後茲以表 2-3 列示，可供本研究參考。 

 

表 2-3  各學者主張之管理制度彙整 

子功能 管理制度 依據 
任用  人力資本的四種任用模式：內部發展模

式、確保式、契約式、聯盟式 
 網路、媒體、校園徵才、企業實習計畫、

熟人轉介之口頭承諾 

Lepak and Snell(1999) 
 
Farris and Cordero(2002)

訓練  工作中訓練(on-job training)： 
師徒制、職務上的輪調、特別工作的指

派、實習訓練、職前的訓練、工作的代

理、派至專案工作小組等 
 工作外訓練(off-job training)： 

French(1994)、
Petrini(1994)、黃英中

(1993)  
 
黃英中(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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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討論、電視教學、模擬訓練、個

案教學法等 
 多媒體的運用 

 
 
Burton-Cooper and 
Burton-Cooper(1995) 

知識管理  透過共同化、結合化、內化、外化四種

方式，進行內隱與外顯知識的交流 

 經由分享內隱知識、創造觀念、證明觀

念的適當性、建立雛形、跨層次的知識

擴展五階段 

 知識螺旋：結合知識轉化與創造。在知

識創造過程中不斷地將知識共同化、外

化、結合化與內化，最終將之蓄積於資

料庫、企業系統、專案系統 
 透過對知識的萃取、知識的擴散以及將

知識機構化，分別儲存於個人、組織與

實體設備中 
 五個知識分享實務作法： 
1.台積電：技術委員會 
2.Cisco：電子網路學習(Cisco Learning 
         Network)系統 
3.百略：百略學習型組織與智慧白皮書 
4.Arthur Andersen：KnowledgeSpace 
5.中華汽車：中華汽車亞洲技術研發中心

Nonaka and 
Takeuchi(1995) 
Nonaka and 
Takeuchi(1995) 
 
Nonaka and 
Takeuchi(1995) 
 
 
吳思華(2000) 
 
 
陳幸雄(1999) 

留任  直接的財務報償、非財務性的獎酬、提

供職涯長期發展與晉升管道、滿意的工

作內容、員工的內在情感報償 

Kochanski and 
Ledford(2001)、Brown et 
al.(2002) 

績效評估  透過上級主管、下屬、同儕、專家或顧

客等來對個人或團隊進行績效評估 
 
 

 工作成果的衡量標準（數量、創新程度

或品質） 

Farris and 
Cordero(2002)、
Helmerich and 
Spence(1978) 
Farris and Cordero(2002)

薪資獎酬  合理地釐定、維持、與發展薪資制度 
 由上而下，以團隊為單位發放獎酬 
 基本項目、一般性、平衡性、里程碑性

質的獎酬種類 

許碧光(1996) 
Isaacs(1998) 
Higginbotham(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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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與人力資本相關之報導指標 

    如前所述，本研究擬將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制度之架構劃分為任用、訓練、

知識管理、留任、績效評估、薪資獎酬等六項子功能，故此處欲探討之人力資本

報導指標，範圍亦涵蓋此六項子功能。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在參考 Skandia 公司所列示之數項人力資本指標

後，經過多次彙整，最後提出下列指標： 

1. 領導力指數 

2. 動機指數。 

3. 授權指數。 

4. 員工人數。 

5. 員工變動率。 

6. 平均年資。 

7. 經理人數。 

8. 女性經理人數。 

9. 員工平均年齡。 

10.平均每年花費在訓練上的天數。 

11.員工資訊技術熟悉度。 

12.全職長期員工人數。 

13.全職長期員工平均年齡。 

14.全職長期員工平均年資。 

15.全職長期員工每年離職人數。 

16.全職長期員工每人每年之訓練、通訊及支援計畫之成本。 

17.50％以下工作時間係待在公司場所的全職員工人數。 

18.平均每人每年之訓練、通訊及支援計畫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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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全職短期員工人數與平均年資。 

20.全職短期員工每人每年之訓練及支援計畫之成本。 

21.兼職員工與非全職約聘人員的人數與平均聘期。 

22.經理人之中擁有高等學歷的百分比。 

 

Stewart(2001)提出的人力資本指標有： 

1. 平均服務年資。 

2. 平均教育水準。 

3. 晉升百分比。 

4. 雇用成本。 

5. 資訊科技運用能力。 

6. 每位員工訓練時數。 

7. 員工滿意度。 

8. 員工提案制度。 

9. 員工異動。 

10.員工附加價值。 

11.創新能力。 

12.同事間的關係。  

 

Grossman(2000)提出下列 10 項關於人力資本的衡量指標： 

1. 收入因素。 

2. 自願離職率。 

3. 人力資本附加價值。 

4. 人力資本投資報酬率。 

5. 總報償收入百分比。 

6. 總勞動成本收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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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訓練投資因素。 

8. 每僱用一人之成本。 

9. 員工每人健保成本。 

10. 異動成本。 

 

van Buren(1999)提出下列各項重要之人力資本指標： 

1. 關鍵人才的維持度。 

2. 吸引具潛力能力的員工。 

3. 運用資訊科技的能力。 

4. 訓練費用佔薪資的比例。 

5. 關鍵人力的置換成本。 

6. 員工滿意度。 

7. 員工委任程度。 

8. 組織學習。 

9. 在關鍵領域上學習轉換的效能。 

10.管理的可信度。 

11.員工的報酬與薪資。 

12.教育程度－大學畢業的百分比。 

13.員工的賦權。 

14.管理的經驗。 

15.訓練的時間。 

16.員工服務年資的百分比。 

17. 賦權的團隊。 

18. 員工認同組織的比例。 

 

Lim amd Dallimore(2004)針對澳洲服務業上市公司之高階管理當局發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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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探討何者為企業所重視之智慧資本指標。其指標共分成人力資本、公司資本、

事業資本、功能資本、顧客資本、供應商資本、聯盟/合夥資本、投資人資本等，

表 2-4 列示了與本研究主題相關者： 

 

表 2-4  Lim amd Dallimore(2004)提出之與本研究相關報導指標 

資本類別 報導指標 

人力資本  員工滿意度 

 每季、每半年及每年之員工流動率 

 兼職、全職之員工人數比例（臨時工與簽契

約員工之人數比例） 

 員工能力之利用情形 

 薪資費用佔總成本之比例 

 工作能力 

 每季、每半年及每年之專業人員流動率 

 每位員工之附加價值 

 每個功能層級之平均教育程度 

功能資本  每個營運功能團體的總訓練與教育時間 

 分配至訓練的預算百分比 

 時間效率流程 

 訓練時間佔總員工工作時間之比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Lim and Dallimore, 2004, p.187-190。 

 

    資策會（2001）認為在傳統財務報表的報導下，鮮少能夠將無形之智慧資本

反映於其中，因此建構了 106 個智慧資本項目，並以其為依據進而針對國內績優

之資訊硬體、資訊軟體、通訊製造、半導體、光電與通訊服務業的企業發放問卷

與進行個案研究。表 2-5 列示了與本研究相關之各項指標： 

 

表 2-5  資策會（2001）提出之與本研究相關的報導指標彙整表 

資本類別 報導指標 

人力資本  經營團隊的領導力 

 組織授權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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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理人數比例 

 女性經理人比例 

 已授權團隊的數量 

 員工盡責的程度 

 員工工作動機的強烈程度 

 員工滿意度 

 每年員工平均流動率 

 每年專業人才平均流動率 

 員工專業年資 

 40 歲以下員工比例 

 員工專業技能的良窳 

 員工平均教育程度的高低 

 員工專長的分布廣度 

 相較同業的員工薪資水準 

 員工工作勝任程度 

 公司是否有完整的徵募人員計畫 

 組織成員團隊合作的程度 

 員工心聲傳達管道的暢通性 

 員工向心力高低 

 員工訓練經費的投入 

 員工操作資訊技術的熟練度 

 每個員工附加價值(盈餘/員工數)  

 經驗未超過 2 年內的新人比例 

 人力市場對企業員工的評價 

 關鍵員工離職對組織的衝擊程度 

 組織對員工有完善的訓練計畫 

創新資本  員工創造力 

 員工提出創見實現比例 

 專利數、著作權、商標多寡 

 研發領導地位 

流程資本  流程品質與效率 

 資料庫對公司的貢獻度 

 公司資訊系統存取之容易度 

 知識管理機制的良窳（知識累積與分享） 

 組織擁有創新的文化 

 組織擁有相互學習的文化 

 生產良率 

 製程技術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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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工作流程 e化程度 

 公司對工作流程的圖示與文件保存完整性 

 主管階級共同分享管理經驗 

關係資本  是否有良好的策略同盟與合作夥伴 

資料來源：本研究彙整自資策會，2001。 

 

    王文英（2005）彙整出許多智慧資本報導指標，而與本研究相關者，茲

列示於表2-6示。 

 

表2-6  王文英(2005)提出之與本研究相關之報導指標彙整表 

資本類別 重要報導指標 

人力資本  經營團隊學經歷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數(研發製造 IT 等)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教育程度分佈 

 員工平均年齡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在貴公司之平均年資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在該行業之平均年資 

 對每位員工之平均訓練投資(時數及費用) 

 接受教育訓練的員工數佔全公司員工數的比例 

 內部組成的跨領域團隊個數 

 激勵員工之獎酬制度內容及具體實施情形（如依績效表

現升遷或分紅配股等） 

 員工具備專業證照數 

 員工離職率 

 新進人員比例 

 員工附加價值(利潤/員工數)及員工生產力(營收/員工

數) 

 利潤(營收)/用人費用 
IT 應用資本  電腦硬體支出金額 

 電腦軟體支出金額 

 IT 之維護費用金額 

 IT 之人事費用金額 

 IT 之訓練費用金額 
智財及創新資本  獲得提案獎金的員工比例 

 創新的獎酬總額度佔人員薪資總額度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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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產品上市速度(time to market) 
 智慧財產權（專利商標品牌設計權等）之新取得及累積

個數 
顧客及關係資本  研發聯盟或技術聯盟的家數 

 與重要策略夥伴（或合作廠商）關係、關係價值及具體

合作經驗等之敘述 

 與國內外其他組織共同進行研發合作專案個數 

資料來源：彙整自王文英，2005，36-43頁。 

 

    吳思華、賴鈺晶與顏妙如（2000）主張將智慧資本分成人力資本、創新資本、

流程資本、關係資本此四部分，各資本項下各有其相對應之類別與衡量指標。茲

以表 2-7 列示與本研究相關者。 

 

表 2-7  吳思華等（2000）所提出之與本研究相關的報導指標彙整表 

資本類別 次分類 衡量項目 

專業經歷 

網路經歷 

經營團隊 

專長互補性 

教育程度 

專業年資 

網路年資 

資訊技術嫻熟度 

專業技能 

學習能力投入 

企業年資 

流動率 

員工滿意度 

活動參與率 

向心力 

自願性延長工時 

人格特質 

思考風格 

內在動機 

創造力 

多元智慧 

人力資本 

非正式互動  

知識（技術）困難度 

知識（技術）新穎度 

知識（技術）專佔度 

創新資本 關鍵技術與知識 

知識（技術）自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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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技術）更新度 

鼓勵嘗試實驗 

獎勵創意 

鼓勵提出想法 

創新文化 

允許犯錯 

智慧財產數目 智慧財產 

智慧財產品質 

專案管理 

顧客管理 

營運流程 

系統管理 

部門化與認知 

知識創造 

知識累積 

知識分享 

流程資本 

知識管理 

知識評估 

關係數目 

合作方式 

交流內容 

關係資本 策略夥伴 

互動頻次 

資料來源：彙整自吳思華等，2000，57 頁。 

 

    韓志翔（2004）將人力資本分為能力型、情感性、動機型、人格特質傾向、

健康型等五個主要構面，其下再區分為數個次要構面，並彙整了各學者所主張之

重要報導指標，茲以表2-8列示與本研究相關者。 

 

表2-8  韓志翔（2004）彙整之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報導指標彙整表 

人力資本 

主要構面 次要構面 
報導指標 

平均每位員工每年的訓練天數 

平均員工所擁有工作相關之證照數 

訓練投資佔薪資總額的比率  

知識與技術能力 

員工專長的分佈廣度 

平均組織年資 

平均專業年資  

員工平均年齡  

員工的平均薪酬 

能力型 

學經歷及經驗 

高階經理人的平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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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階層的平均薪酬 

員工提出創見實現的比率 

平均每年的創意提案比率 

平均每年新產品想法的提出數量 

創造力 

平均每年新產品想法的接受數量 

工作承諾 員工的工作滿意度 

員工變動率：新進員工的比率與職離

員工的比率 

員工流動率  

組織承諾 

員工認同組織的比率  

情感性 

向心力 員工向心力高低  

動機型 工作價值與信念 員工在工作相互學習的程度  

人格特質傾向 外向性 組織成員合作的程度  

資料來源：彙整自韓志翔，2004，10頁。 

 

朱博湧、熊杏華、林裕淩、劉子衙（2005）向工研院提出的智慧資本報告中，

列示了有關各智慧資本的重要報導指標。其將指標分成人力資本、結構資本、關

係資本與成果效益四類，以表2-9列示與本研究相關者。 

 

表 2-9  朱博湧等（2005）所提出之與本研究相關的報導指標彙整表 

資本類別 報導指標 

人力資本  研發人員數 
 員工離職率 
 研發人員比率 
 研發人員離職率 
 平均員工年資 

成果效益  專利獲得數 
 專利申請數 

未來建議可增設之指標  員工在職訓練費用 
 每位員工平均受訓天數 
 每位員工的設備支出 
 每位研究員參加研討會次數 

資料來源：朱博湧等，2005，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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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祥浩（2002）將智慧資本分為人力資本、內部組織資本、外部關係資本以

及創新資本四大構面，其下各自發展出15項具體衡量之報導指標，進而以會計

師、分析師與公司為發放問卷之對象，以探討各指標的重要性。茲以表2-6列示

與本研究相關者。 

 

表2-10  饒祥浩（2002）所提出之與本研究相關的報導指標彙整表 

資本類別 報導指標 
人力資本  員工創造力 

 工作態度 

 流動率 

 向心力 

 工作滿意度 

 領導力 

 員工學經歷 

 管理人員學經歷 

 員工平均年齡 

 工作勝任程度 

 電腦能力 

 徵募 

 訓練 

 考核 

 獎酬 

內部組織資本  資訊系統滿意度 

 工作流程文件化 

 IT 投資 

 知識管理 

 員工互動 

外部關係資本  策略同盟與合作夥伴 

創新資本  新產品與新服務開發 

 研發投入 

 研發人員向心力 

 研發人員學經歷 

 產品研發能力 

 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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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權數 

 創見實現比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彙整自饒祥浩，2002，35-37頁。 

 

    郭美玲（2004）對國內上市之資訊電子業發放問卷，並使用統計分析的方法，

來探討資訊電子業之外部使用者所注重之智慧資本因素構面與報導指標。茲以表

2-11列示與本研究相關者。 

 

表2-11  郭美玲（2004）所提出之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報導指標彙整表 

因素構面 報導指標 
研發及產品化能力  擁有許多堅強的策略夥伴 

 新產品上市的速度 

 研發生產力 

 新產品研發能力 

 研發品質管理 

 生產品質管理 

完善的人力資源管理  吸引並維持有能力的人之能力 

 員工平均年齡 

 員工平均教育程度 

 具有激勵員工之獎酬制度 

 激勵員工獎酬制度之品質 

 員工創造力 

員工專業能力  員工專業年資 

資料來源：本研究彙整自郭美玲，2004，81頁。 

 

    將前述各學者所主張之報導指標，依照本研究所劃分之基本架構，彙整如表

2-12： 

 

表2-12  依本研究架構所彙整之各子功能相關報導指標 

子功能 報導指標 文獻依據 

任用 專業年資 Stewart(2001)、朱博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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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專業年資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在該行業之平均年資 

平均員工年資 
平均服務年資 

（2005）、吳思華等

（2000）、郭美玲

（2004）、資策會（2001）

員工平均教育程度的高低 

每個功能層級之平均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大學畢業的百分比 

平均教育水準 

經理人之中擁有高等學歷的百分比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教育程度分佈 

Lim amd 
Dallimore(2004)、
Stewart(2001)、van 
Buren(1999)、吳思華等

（2000）、郭美玲

（2004）、資策會（2001）
員工平均年齡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王文英（2005）、
郭美玲（2004）、饒祥浩

（2002） 
研發人員比率 朱博湧等（2005） 

員工服務年資的百分比 van Buren(1999) 
員工專長的分布廣度 資策會（2001） 
雇用成本 

每僱用一人之成本 

Grossman(2000)、
Stewart(2001) 

關鍵人力的置換成本 

異動成本 

Grossman(2000)、van 
Buren(1999)  

公司是否有完整的徵募人員計畫 

人力資本徵募 

資策會（2001）、饒祥浩

（2002） 

員工訓練支出 
員工在職訓練費用 
員工訓練經費的投入 

分配至訓練的預算百分比 

訓練費用佔薪資的比例 

Lim amd 
Dallimore(2004)、van 
Buren(1999)、朱博湧等

（2005）、資策會（2001）

平均每年花費在訓練上的天數 

每位員工訓練時數 

每個營運功能團體的總訓練與教育時間 

每位員工平均受訓天數 
對每位員工之平均訓練投資(時數及費   

用) 

訓練時間佔總員工工作時間之比率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Lim amd 
Dallimore(2004)、
Stewart(2001)、van 
Buren(1999)、王文英

（2005）、朱博湧等

（2005） 

訓練 

接受教育訓練的員工數佔全公司員工數

的比例 

王文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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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嫻熟度 

資訊科技運用能力 

員工操作資訊技術的熟練度 

Stewart(2001)、van 
Buren(1999)、吳思華等

（2000）、資策會（2001）
組織對員工有完善的訓練計畫 

人力資本訓練 

資策會（2001）、饒祥浩

（2002） 

員工具備專業證照數 

平均員工所擁有工作相關之證照數 

van Buren (1999)、王文英

（2005） 

平均每年新產品想法的提出數量 Dzinknowski(1998) 
員工提案數與創見實現比率 
平均每年新產品想法的接受數量 

郭美玲（2004）、資策會

（2001）、饒祥浩（2002）
獲得提案獎金的員工比例 王文英（2005） 

專利申請數 朱博湧等（2005） 

專利權數 

專利獲得數 
專利數、著作權、商標多寡 

智慧財產數目 

智慧財產權(專利商標品牌設計權等)之

新取得及累積個數 

王文英（2005）、朱博湧

等（2005）、吳思華等

（2000）、資策會

（2001）、饒祥浩（2002）

組織成員團隊合作的程度 

經營團隊之專業互補性 

組織擁有相互學習的文化 
員工在工作相互學習的程度 

van Buren (1999)、吳思華

等（2000）、資策會（2001）

知識累積 

工作流程文件化 

吳思華等（2000）、饒祥

浩（2002） 

知識管理機制的良窳（知識累積與分享）

資訊系統滿意度 

資策會（2001）、饒祥浩

（2002） 

公司對工作流程的圖示與文件保存完整

性 

知識評估 

吳思華等（2000）、資策

會（2001） 

公司資訊系統存取之容易度 資策會（2001） 

IT 投資 

IT 之維護費用金額 

王文英（2005）、饒祥浩

（2002） 

知識管理 

是否有良好的策略同盟與合作夥伴 
與策略夥伴之交流內容 
與重要策略夥伴(或合作廠商)關係、關

係價值及具體合作經驗等之敘述 

技術合作 

每位研究員參加研討會次數 

王文英（2005）、朱博湧

等（2005）、吳思華等

（2000）、資策會

（2001）、饒祥浩（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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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聯盟或技術聯盟的家數 王文英（2005） 

員工流動率 

每季、每半年及每年之員工流動率 

每年員工平均流動率 

每年專業人才平均流動率 

員工離職率 
員工變動率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Lim amd 
Dallimore(2004)、王文英

（2005）、朱博湧等

（2005）、吳思華等

（2000）、資策會

（2001）、饒祥浩（2002）
自願離職率 Grossman(2000)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在貴公司之平均年資 

平均組織年資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王文英（2005）

關鍵人才的維持度 

吸引並維持有能力的人之能力 

van Buren(1999)、郭美玲

（2004） 
關鍵員工離職對組織的衝擊程度 資策會（2001） 

經驗未超過 2年內的新人比例 

新進員工的比率 

新進人員比例 

王文英（2005）、資策會

（2001） 

晉升百分比 Stewart(2001) 
員工心聲傳達管道的暢通性 資策會（2001） 

員工滿意度 

工作滿意度 

 

Lim amd 
Dallimore(2004)、
Stewart(2001)、van 
Buren(1999)、吳思華等

（2000）、資策會

（2001）、饒祥浩（2002）
員工向心力高低 吳思華等（2000）、資策

會（2001）、饒祥浩（2002）

留任 

員工認同組織的比例 van Buren(1999) 
人力資本之考核制度 饒祥浩（2002） 
員工專業技能的良窳 資策會（2001） 
員工工作勝任程度 資策會（2001）、饒祥浩

（2002） 
員工附加價值 Lim amd 

Dallimore(2004)、
Stewart(2001)、王文英

（2005）、資策會（2001）

績效評估 

新產品上市的速度 

新產品上市速度(time to market) 

王文英（2005）、郭美玲

（2004） 



 37

相較同業的員工薪資水準 

員工的平均薪酬 

高階經理人的平均薪酬 

管理階層的平均薪酬 

van Buren (1999)、資策會

（2001） 

人力資本之獎酬制度 
激勵員工獎酬制度之品質 

郭美玲（2004）、饒祥浩

（2002） 
具有激勵員工之獎酬制度 

激勵員工之獎酬制度內容及具體實施情

形（如依績效表現升遷或分紅配股等）

王文英（2005）、郭美玲

（2004） 

薪資獎酬 

員工的報酬與薪資 

總報償收入百分比 

Grossman(2000)、van 
Buren(1999)  

 

第五節  報導指標之延伸 

第四節由各學者所彙整出之各報導指標，因其取自於各種不同的文獻，因此

若應用在本研究可能會出現類似或是語意不夠明確的情形。有鑑於此，本章節將

針對類似或語意不明確之項目做出修改與調整，使其語意能夠更完整且清楚地表

達，更適用於本研究。茲將修改調整過的各類指標，以表 2-13 列示。 
 

表 2-13  策略性人力資本報導指標調整表 
子功能 原文獻彙整之報導指標 調整後之報導指標 

專業年資 

平均專業年資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在該行業之平

均年資 

平均員工年資 
平均服務年資 

員工在該行業之平均專業年資

員工平均教育程度的高低 

每個功能層級之平均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大學畢業的百分比 

平均教育水準 

經理人之中擁有高等學歷的百分

比 

重要功能部門員工教育程度分佈 

員工教育程度分佈 

員工平均年齡 員工平均年齡 

任用 

研發人員比率 部門人員數佔企業總員工數比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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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服務年資的百分比 各職等人員的比例分佈 
員工專長的分布廣度 員工專長的分布廣度  

雇用成本 

每僱用一人之成本 

員工之雇用成本（每雇用一人）

關鍵人力的置換成本 

異動成本 

關鍵人員的置換成本 

公司是否有完整的徵募人員計畫 

人力資本徵募 

徵募方式的完整性 

員工訓練支出 
員工在職訓練費用 
員工訓練經費的投入 

分配至訓練的預算百分比 

訓練費用佔薪資的比例 

對每位員工之平均訓練費用 

平均每年花費在訓練上的天數 

每位員工訓練時數 

每個營運功能團體的總訓練與教

育時間 

每位員工平均受訓天數 
對每位員工之平均訓練投資(時數

及費用) 

每位員工平均受訓天數 
訓練時間佔總員工工作時間之比

率 

訓練時數與課程數 

接受教育訓練的員工數佔全公司

員工數的比例 

受訓人次 

資訊技術嫻熟度 

資訊科技運用能力 

員工操作資訊技術的熟練度 

訓練成效 

組織對員工有完善的訓練計畫 

人力資本訓練 

訓練計畫的完善 

訓練 

員工具備專業證照數 

平均員工所擁有工作相關之證照

數 

員工具備之專業證照數 

平均每年新產品想法的提出數量 內部提案數 

員工提案數與創見實現比率 
創見實現比例 

平均每年新產品想法的接受數量 

內部提案數之接受比例 

知識管理 

獲得提案獎金的員工比例 獲得提案獎金的員工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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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申請數 專利申請數 

專利權數 

專利獲得數 
專利數、著作權、商標多寡 

智慧財產數目 

智慧財產權(專利商標品牌設計權

等)之新取得及累積個數 

專利取得數 
 

組織成員團隊合作的程度 

經營團隊之專業互補性 

組織擁有相互學習的文化 
員工在工作相互學習的程度 

跨部門團隊的交流、合作與協

調 

知識累積 

工作流程文件化 

知識與技能的累積機制（如資

料庫建立） 
知識管理機制的良窳（知識累積與

分享） 

資訊系統滿意度 

知識管理機制（如 e Learning）
的良窳 

公司對工作流程的圖示與文件保

存完整性 

知識評估 

資料庫內資訊的正確性與完整

性 

公司資訊系統存取之容易度 員工存取資訊之容易度 
IT 投資 

IT 之維護費用金額 

資料庫之建立與維護費用 

是否有良好的策略同盟與合作夥

伴 
與策略夥伴之交流內容 
與重要策略夥伴(或合作廠商)關

係、關係價值及具體合作經驗等

之敘述 

技術合作 

每位研究員參加研討會次數 

與外部知識交流（如參加研討

會） 

研發聯盟或技術聯盟的家數 研發聯盟或技術聯盟的家數  

員工流動率 

每季、每半年及每年之員工流動率

每年員工平均流動率 

每年專業人才平均流動率 

員工離職率 
員工變動率 

員工年流動率 留任 

自願離職率 員工自願離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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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功能部門員工在貴公司之平

均年資 

平均組織年資 

員工在貴公司之平均年資 

關鍵人才的維持度 

吸引並維持有能力的人之能力 

關鍵人員之離職率 

關鍵員工離職對組織的衝擊程度 關鍵人員離職對組織的衝擊程

度 

經驗未超過 2 年內的新人比例 

新進員工的比率 

新進人員比例 

新人離職率 

晉升百分比 員工晉升人員數佔全員工人數

之比例 

員工心聲傳達管道的暢通性 員工心聲傳達管道的暢通性 

員工滿意度 

工作滿意度 

員工工作滿意度 

員工向心力高低 員工向心力的高低 

員工認同組織的比例 員工對公司的認同程度 

人力資本之考核制度 有完整的績效評估制度 

員工專業技能的良窳 員工專業技能的良窳 

員工工作勝任程度 員工工作勝任的程度 

員工附加價值 每員工附加價值（盈餘/部門人

員數） 

績效評估 

新產品上市的速度 

新產品上市速度(time to market) 
新產品平均上市時間 

相較同業的員工薪資水準 

員工的平均薪酬 

高階經理人的平均薪酬 

管理階層的平均薪酬 

相較於同業，公司給予員工的

薪資水準 

人力資本之獎酬制度 
激勵員工獎酬制度之品質 

獎酬制度的品質 

具有激勵員工之獎酬制度 

激勵員工之獎酬制度內容及具體

實施情形（如依績效表現升遷或

分紅配股等） 

激勵員工之獎酬制度內容及具

體實施情形（如依績效表現升

遷或分紅配股等） 

薪資獎酬 

員工的報酬與薪資 

總報償收入百分比 

對員工的獎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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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者認為重要之報導指標，已依本研究所劃分之各個子功能予以妥善歸

類。日後進行個案公司訪談時，將以此彙整表作為訪談的依據，以區分出何者對

策略性人力資本管理制度而言，具有其應報導的優先順序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