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針對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問題，本章主要探討無形資產之評價方法、財務資

訊之攸關性和智慧資本價值動因的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的觀念基礎與理論依

據，以進行後續的實證分析。第一節說明無形資產之評估，第二節討論財務資

訊與無形資產之企業價值攸關性，第三節則探討智慧資本價值動因之相關研

究。 

 

第一節  無形資產評價模式 
Lev（2001）認為在下跌的股市中，若不將公司與無形資產相關訊息傳遞

給投資人，將造成許多問題。Lev認為大部分的投資人現在仍然忽略了公司無

形資產的衡量。S&P 500之平均市價會超過帳面價值 4倍多應可歸因於公司之

無形資產被低估。 

Lev認為全球化、自由化及科技之變動帶來了持續而激烈之競爭壓力，而

這股競爭壓力迫使公司從事持續的創新改革以求生存與成長。而創新主要依賴

員工素質、研發與資訊科技、顧客取得、商標與企業聲譽等來達成，因此這類

資產在經濟生產函數中所扮演之角色益形重要。 

Lev認為企業之實體和財務資產僅能創造平均之投資報酬，企業之超常報

酬、主要競爭優勢甚至暫時性之獨佔利益，皆仰賴無形資產之發展來達成。Lev

認為，對於知識密集且需要融資之公司而言，欠缺無形資產之相關資訊之揭

露，企業取得資金成本將過高，投資人亦將系統性低估無形資產密集企業之價

值，而低估之企業價值或過高之資金成本均將阻礙企業投資及成長。財務資訊

之有用性若持續遭到抑減，將導致證券市場之波動與高風險。最後，有心人士

或公司即可透過無形資產之相關資訊操縱股市，獲得不當報酬。 

Stewart (1997)說明一般常被討論用以衡量無形資產整體價值的方法包

括：市價淨值比，Tobin’s q及無形資產定價法(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 CIV)。

其中市價淨值比係以市場價值（每一股的市場價值×現有股票的總數）減去帳

面淨值之差額衡量智慧資本價值。Tobin’s q法（資產的市場價值/重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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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 q值之大小表示智慧資本之多寡。至於無形資產定價法則以{{(1-平均所得

稅率)×[公司平均稅前盈餘-(同業平均報酬率×公司平均有形資產)]}÷折現率}衡

量無形資產之價值。三法中，市價淨值比及 Tobin’s q法均以公司之股票市價

為基礎，無形資產定價法則以盈餘為基礎，並參考同業之經營能力及公司利用

有形資產創造獲利之能力。 

基於文獻中主張盈餘是價值的基礎、無形資產是盈餘的來源及將一般資

產配合智慧資本或無形資產進一步產生之差異化資產，才是創造企業價值模型

之想法，林勝結（2000）採用前述整體衡量法中之無形資產定價法(CIV法)衡

量無形資產價值。林勝結以 1996至 1998年間國內上市公司資訊電子製造業與

非資訊電子製造業為研究對象，探討無形資產與企業價值間之關係。其研究結

果發現無形資產價值較市價淨值比更具企業價值解釋力，且不論資訊電子製造

業或非資訊電子製造業，無形資產價值加上價值動因對企業價值影響的解釋程

度最高。 

黃潔（2000）主要探討公司內部發展之商標價值與銷貨間之關聯性。黃

潔之研究結果證實商標對公司銷貨確實具有顯著的增額解釋力，代表商標可以

為公司獲取實質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由於其研究樣本之估計商標價值約佔

公司總資產帳面價值的 32.97％，金額重大，且商標價值具有價值攸關性，所

以黃潔建議公司宜考慮在財務報表中，增加商標價值資訊的相關揭露，以改善

財務報表的品質。 

Gu and Lev（2001）提出了一套不同於前的無形資產衡量程序。Gu and 

Lev認為公司的績效是因實體資產、財務資產和無形資產三種主要資產的投入

而產生，所以若將正常化盈餘扣除實體和財務資產產生之盈餘，即可得無形資

產驅動之盈餘，再將此無形資產盈餘資本化即為無形資產價值。Gu and Lev主

張將帳面淨值與無形資產價值加總即可得到企業之綜合價值，並認為市價綜合

價值比具有價值攸關性。Gu and Lev之實證結果發現市價綜合價值比與未來股

價報酬呈現負相關，顯示綜合價值具有預測未來股票報酬之能力。 

由於本研究主要係參考 Gu and Lev（2001）之評估模式，因此將於第三

章中以專節對該評價程序作更為詳細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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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務資訊、無形資產和企業價值之攸關性 

Ball and Brown (1968)之研究，首開探討會計資訊(盈餘資訊)與企業價值(股

價報酬)兩者關係之先河，自此以後，延伸出眾多探討會計盈餘資訊對股價影響

之相關研究。 

Ohlson (1995)對於會計盈餘資訊、企業帳面價值與股利無法完全解釋企業

公平市價提出解釋，認為上述三項資訊未能解釋股價部分之內涵即為財務報表

未予揭露的資訊。因此，評估企業價值時，若僅考慮財務報表上的資訊，而忽

略非財務面因素並非周全的做法。 

Amir and Lev (1996)以行動通訊產業(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dustry)為研

究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盈餘、帳面價值及現金流量等財務資訊，對於投資

者並不具有價值攸關性。Amir and Lev認為行動通訊產業係屬於無形資產投資

密集之產業，研究發展支出及特許費為開拓顧客和市場之必要支出，而因這些

項目在傳統會計報表中多將之費用化處理，導致盈餘及帳面價值被大幅低估，

無法提供攸關資訊。作者將財務與非財務性資訊合併考量，並調整無形資產過

度費用化的會計處理後，即發現結合財務資訊（會計盈餘）及非財務性資訊（行

動電話使用人口數及市場佔有率）可以大幅增強對於股價的解釋力。 

Collins, et al.（1997）以 Ohlson（1995）的模型架構為基礎，利用 Theil（1971）

所發展，Easton（1985）曾應用之 R2拆解法（decomposition approach），選取 1953

至 1993年間之企業為研究樣本，進行盈餘、帳面權益淨值資訊對股價之迴歸分

析。Collins et al.發現，整體而言，橫跨四十年研究期間之帳面淨值、盈餘與股

票價格間的攸關性並未下降，反而呈現略微上升的現象。盈餘資訊之個別價值

攸關性雖下降，但帳面價值的價值攸關性卻是上升，顯示盈餘與帳面價值間應

存在某種程度之替代效果。 

Francis and Schipper（1999）之研究結果與 Collins et al.（1997）相似，盈

餘之價值攸關性下降之同時，帳面價值之攸關性卻增加。作者進一步對於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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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與低科技產業財務資訊之價值攸關性進行比較時，作者發現高科技產業

雖在研究發展費用率程度及市價/帳面值比方面均高於低科技產業，但盈餘及帳

面價值的價值攸關性在兩種產業之差異並不顯著。是故高科技產業雖較低科技

產業之財務資訊價值攸關性為低，但財務資訊攸關性的降低並不能以高科技產

業重要性之增加作為唯一的解釋。 

Lev and Zarowin (1999) 分別以淨利和股價報酬、現金流量和股價報酬、帳

面價值和股價實証分析過去二十年之財務資訊有用性，研究發現過去二十年財

務資訊之有用性之所以大幅降低，最主要的原因是財務資訊無法反映企業營業

活動的變動，例如 R&D立即費用化，將破壞收入費用原則，低估當期損益並無

法適當反映 R&D在以後各期之效益，無法將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 R&D認列為

資產。因此 Lev and Zarowin一方面建議將無形資產資本化，反映在財務報表，

另一方面建議企業在遇到特殊事件，財務報表無法反映現況時，應適時重編財

務報表。 

Trueman, et al. (2000)以 2000年 1月 31日被分類為網路股之 63家美國上市

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財務資訊與企業價值(市價/帳面價值比)之關聯性。研究

結果顯示，單以營業淨利對企業價值進行迴歸分析，兩者之關聯性並不顯著，

但若將淨利資訊分解成其組成細目(該研究將淨利細分為營業毛利、行銷費用、

研發費用及其他費用)時，則發現營業毛利與企業價值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該研

究認為營業毛利可反映出企業當期營運績效，且其代表性較為持久。 

Morin and Jarrel (2001)認為企業能透過有效降低成本或形成差異化策略以

賺取超額報酬，進一步提昇企業價值。Morin and Jarrel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

企業價值，由於營業毛利對現金流量有所影響，故企業之營業毛利為企業價值

影響因素之一。 

綜上所述，盈餘及帳面淨值等財務資訊之價值攸關性具有替代性(Collins et 

al. 1997；Francis and Schipper 1999)，財務資訊攸關性降低之原因可能與企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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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環境之變遷(Lev and Zarowin 1999)、產業因素(Francis and Schipper 1999)等有

關。至於有關企業價值決定因素的文獻，過去多偏向財務面的討論，對於因素

的選取，多偏向於與盈餘或財務績效相關之因素(Ball and Brown 1968；Penman 

1991；Leibowitz 1999；Trueman, et al.2000；Keating, et al.( 2003)。然而，在研

究者發現單靠財務性資訊無法完全解釋企業價值之變動後，便逐漸加入非財務

性因素加以探討，有些研究聚焦於研發活動對企業價值之影響(例如 Giliches 

1981；Lev and Sougiannis 1996；Bosworth and Rogers 2001)，有些研究則從構成

智慧資本各構面之價值動因出發探討其與企業價值之關聯性(國內例如梁証揚 

2000；吳秀娟 2000；陳夢茹 2002等)，除少數研究採無形資產定價法外(例如林

勝結 2000)，大半之研究均以市價淨值比作為評估無形資產之基礎。 

由於市價淨值法之應用需基於效率市場及會計資訊反映現值之假設前提，

因此本研究採用不需仰賴市場價值之評估模式(Gu and Lev 2001)，先將無形資產

為企業所創造之收益加以量化，再深入探討無形資產盈餘是否對股價具有價值

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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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智慧資本價值動因 
 

Stewart (1991)指出，所謂智慧資本係指每位員工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知

識與能力。Stewart將智慧資本區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顧客資本，他認為

人力資本是指企業中員工之知識、技術、能力、及經驗等；結構資本是指存在

於企業內部非屬於員工之科技、發明、資料、出版品、製程等；至於顧客資本

則是指企業與其顧客之關係。因此本研究參考Stewart之分類，將智慧資本價值

動因區分歸類為與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相關之因素。由於智慧資本

議題相當廣泛，因此本文將依上述分類，分別說明國內外探討企業價值與智慧

資本價值動因關聯性之相關研究。 

 

一、人力資本 

Kimberly and Evanisko (1981)及Rogers and Shoemaker (1971)均認為學歷

較高之員工，具備足夠之專業知識，創新能力與學習效果較強。Leonard-Barton 

(1992)主張企業員工之知識與技能愈佳，則企業之核心能力愈強，核心能力愈

強企業之競爭力愈強，企業之競爭力愈強，則企業價值愈高。Galbreath (2002)

也認為處於知識經濟時代洪流，企業是否具備蒐集資訊、並將資訊轉換為行動

之能力，為創造企業價值之決定因素。若員工素質愈高，蒐集、使用資訊的能

力較佳，企業之價值將愈大。 

Bates (2002)自國際經銷協會(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IFA)選取

42家公司探討其獲利能力之決定因素，並以員工每人營收做為衡量員工生產力

之代表指標。Bates之研究結果顯示，企業之獲利能力與員工生產力兩者間呈

現正向關係，亦即員工生產力愈高，企業之獲利能力愈強。 

國內外獻中，梁証揚(2000)在探討上市公司的人力支出對於公司未來盈餘

是否有正向的影響，並利用Ohlson (1995)的評價模型測試人力相關支出的會計

資訊是否具有公司價值的攸關性。最後利用Sougiannis (1994)的實證方法，透

過會計盈餘模式與市場評價模式，以估計人力相關支出所創造的市場價值。實

證結果發現，人力相關支出對公司當期盈餘具有正向的效益，其效益持續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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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期；但在遞延效益結束後，人力相關支出卻會造成公司盈餘上的負擔。將

人力資本納入評價模式中的評價模型對股價的解釋能力較未納入人力資本訊

息的評價模型為高，故人力相關支出的資訊具有股價的攸關性。 

張靜琪(2000)發現當年度現金分紅及股票分紅對各產業生產力之組織績

效皆為正面之影響，且當年度薪資對於員工毎人營收之組織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力。 

廖芝嫻(2002)以我國資訊電子為樣本，探討技術人力資本強度與公司經營績效

間的關聯。實證結果顯示，資產報酬率或權益報酬率等衡量經營績效之指標，

皆與技術人力資本強度呈顯著正相關。在技術人力資本的變動對經營績效的解

釋程度上，該研究發現技術人員人數每增加 10%，營業利益即增加 4.4%，顯

示技術人力資本不僅與公司經營績效有顯著正相關，且當技術人員增加時，營

業利益也會隨之增加，代表技術人員的人數對公司本業經營績效之影響相當

大。 

陳夢茹(2002)以經濟附加價值(EVA)做為企業價值之評價指標，以智慧資

本觀點討論產業間價值動因之差異性，運用複迴歸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

示，在高科技產業公司，員工每人營收與企業價值成顯著正相關。 

林怡芳(2002)以台灣 2000年底以上市之 13家 IC設計公司為樣本，討論

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差異。其結論顯示，IC設計產業員工學歷權數與市價/

帳面價值比間呈顯著正相關，代表高科技產業之員工品質與其企業價值間具正

向關係。 

由上述文獻可知，人力資本對企業價值關係至鉅，其中文獻探討之因素如

員工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貢獻程度，一方面企業需付出用人成本，一方面透過

員工勞務之提供，將用人效益反映於企業的營收上，因此員工毎人營收及用人

成本與效益之比率均為衡量員工之素質對企業之貢獻度。此外，員工分紅因其

可幫助企業激勵員工，吸引或留任高素質人才，激發員工生產力，進而提升企

業整體績效，員工分紅制度亦可增進人力資本之價值。因此本研究以員工毎人

營收、用人費用率及員工分紅作為衡量人力資本之代理變數，以探討人力資本

與無形資產價值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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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資本 

Giliches (1981)以 Tobin’s q作為企業價值之衡量指標，認為 Tobin’s q是企

業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函數，而無形資產的價值則來自研究發展支出及專利

權數。Giliches以其選取之 157家美國公司，涵蓋 1968至 1974年之資料，探

討研究發展支出及專利權數對於公司價值之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發展與

專利活動均與企業價值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Hirschey and Weygandt (1985)指出研究發費用、廣告費用對公司市價淨值

比有正面的影響。該研究同時發現，廣告投資之經濟效益年限為一至五年，研

究發展投資之效益年限則長達五至十年。Woolridge(1988)及Chan et al.(1990)

也發現，企業如果宣布研究發展支出，則股票市場即予以正面之回應。 

Lev and Sougiannis (1996)探討研究發展費用資本化之價值攸關性。研究結

果發現，研究發展費用資本化後之盈餘和帳面價值對於股價和股票報酬具有價

值攸關性；且研究發展投資與盈餘之關係，如在化學及製藥業，投資1元的研

究發展費用可穫取2元之利潤。 

Lev and Zarowin (1999)檢驗研發密集度與企業市價淨值比變動之關係，結

果發現企業市價淨值比變動高之公司，其平均研發密集度及密集度增加之比率

均高於變動低公司。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企業智慧資本投資增加將會影響

企業市值，但財務報表無法反映此項變動，因而使得財務資訊之有用性下降。 

Bosworth and Rogers (2001)以 1994至 1996年 60家澳洲公司為樣本，分

析無形資產與企業價值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價值(股價)能反映出企

業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所創造出來的未來獲利能力，且研究發展支出與企業

價值具高度正向關係。 

國內文獻中，吳秀娟(2000)以國內85年(含)上市上櫃之資訊電子業為研究

對象，採用複迴歸與主成份分析等統計方法，探討企業股價與帳面價值間之差

異與無形資產價值影響因素之關聯性。吳秀娟發現，公司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

之差異，與當年研發密集度、專利權核准數、員工教育程度以及員工每人營收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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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月香(2000)實證結果指出無形資產、研發密度均與企業市場價值間呈顯

著正相關。劉正田(2001)以國內股票上市公司為實證對象，驗証企業盈餘是否

受過去研發投資而產生效益，並依據Feltham and Ohlson (1995)及Bernard (1995)

之會計基礎模式，比較研發支出係屬資本化或費用化之特性。劉正田發現國內

上市公司研發支出效益約落後一年，而於未來二至五年實現。他同時發現，研

發強度較高之樣本(研發強度達3%以上樣本)，其資本化之帳面價值係數較費用

化小，但超常盈餘持續性係數較大，評價模式之解釋能力較高。在研發強度較

低之樣本，上述特性則不顯著。 

李淑華(2002)以台灣IC產業上市上櫃之42家公司為樣本，並以市價淨值比

或市價作為企業價值之衡量指標，討論研究發展(知識)投入對企業價值之影

響，研究結論顯示知識投入活動對整體IC產業之企業價值具有正面貢獻，而研

發投入活動對於IC設計公司之企業價值最具加值效果。 

綜上所述，文獻中對研究發展之出之探討最多，且一致發現研究發展費

用率對企業價值具有正面影響。另外少數文獻亦以存貨週轉率為探討組織結構

資本之變數，本研究除以研發密度和存貨週轉率作為結構資本之代理變數外，

亦考量技術授權之取得已漸為重要之企業經營模式，故另加入權利金及技術費

用率作為探討變數。 

 

三、關係資本 

Martin (1979)探討在不同產業下，廣告支出密度、市場集中度及獲利率間

之相互關聯性。作者發現廣告密度對獲利率具有顯著正相關，而市場集中度則

與或利率無顯著關係。Rappaport (1986)則認為企業價值植基於股東權益價值。

企業各階層經理人之管理決策，諸如營業決策、投資決策及融資決策等，乃是

驅動企業股權價值之價值動因(value drivers)來源，故而價值動因為影響企業價

值高低之重要因素。其中，銷貨成長率即為Rappaport所提出的價值動因之一。 

Ittner and Larcker (1996)分析企業價值(以市價淨值比及本益比衡量)與顧

客變數(包含顧客滿意度、重購意願、對品質與價值之知覺及忠誠度等變數)間

之關係，Ittner and Larcker發現，企業價值與顧客變數間具有正向關係。It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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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rcker於 1998年更進一步研究，公司層次之顧客滿意度是否與公司股價

間具有關聯性。該研究以 ACSI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調查之顧

客滿意程度來衡量顧客滿意度，ACSI之顧客滿意程度指數涵蓋的範圍包括整

體滿意度、與預期相符程度及與理想標竿比較之評價。Ittner and Larcker運用

複迴歸模式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顧客滿意度與企業價值成顯著正相關，足

以顯示與顧客互動關係良好，對企業價值有正面影響。 

Buren (1999)提出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要做好知識管理可由智慧資本觀

點之四大項目著手，其中在顧客資本方面，Buren認為前五大客戶佔銷貨額之

百分比為重要指標之一，顧客集中度對於企業價值有其影響力。 

Morin and Jarrel (2001)提出與 Rappaport(1986)類似之看法，認為企業能透

過低成本或差異化策略賺取超額報酬，進一步提昇企業價值，而其提出之評價

模式中的企業價值影響因素包括銷貨成長率。Morin and Jarrel建議利用此量化

之價值因素評估企業策略是否達到提昇企業價值之目標。 

國內文獻中，蔡宗仁(1994)探討廣告支出的經濟效益。其實證結果發現，

廣告支出的多寡視行業特性而定，廣告支出雖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但卻非為解

釋銷售收入的重要變數。 

綜上所述，文獻顯示顧客關係足以影響企業價值，且衡量顧客關係之變數

中，廣告支出密度影響獲利率，銷售成長率影響企業價值。由於員工之銷售能

力亦關鍵企業與顧客關係間之互動關係是否良好，因此本研究除援用文獻，探

討廣告費用率及銷售成長率外，亦加入銷貨佣金率做為衡量關係資本之代理變

數。綜合本章之文獻探討，現有文獻中，鮮少以不訴求於市場價值基礎之方法

衡量無形資產之價值，更無文獻探討無形資產盈餘資訊之價值攸關性。故本研

究以 Gu and Lev (2001)之模式為基礎，推估有別於國內其他研究之無形資產盈

餘及無形資產價值，同時考量財務資訊價值攸關性文獻與無形資產價值決定因

素之文獻，探討無形資產盈餘對股價之增額解釋能力，並從智慧資本價值動因

分析無形資產價值之決定因素，以期對無形資產之評估及成因有更深入之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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