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對無形資產之評估主要植基於Gu and Lev (2001)之架構，故以

下首先說明Gu and Lev之無形資產評估模式，接著說明本研究依國內情況加以

修正後採用之模式，以及續後探討無形資產盈餘對股價之增額解釋能力，及從

智慧資本價值動因分析無形資產價值之決定因素，所採用迴歸分析模式與相關

變數衡量。 

第一節  無形資產價值之評估 

一、. Gu and Lev (2001)之無形資產評估架構 

本研究所採衡量無形資產價值之模式，主要係參考Lev (1999)及Gu and 

Lev (2001)所發展之無形資產價值評估架構。Lev認為企業係透過實體資產、財

務資產，無形資產三類資產來創造公司正常盈餘，其關係可列示如下式: 

EP = α OC + β FC + δ KC   (1) 

其中，EP：正常盈餘(Economic Performance)； 

   OC：實體資產(Pysical Assets)； 

   FC：財務資產(Financial Assets)； 

   KC：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及 

α、β、δ為個別資產之報酬率。 

在Gu and Lev之模式中，正常盈餘(EP)、實體資產（OC）、財務資產（FC）、α

及β等變數，均可透過資料之蒐集、整理及運算而得知。因此，從公式(1)中之

正常盈餘減去實體資產盈餘(α x OC)以及財務資產盈餘(β x FC)即得無形資產

盈餘(δx KC)，以公式(1-1)表示： 

δ KC = EP － α OC － β FC   (1-1) 

隨後以當期無形資產盈餘為基礎，依無形資產盈餘成長率推算以後各年度之無

形資產盈餘，再依無形資產折現率將各年度無形資產盈餘予以折現，將各期折

算之現值加總即可估得無形資產之現值，其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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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Lev (1998, 1999, 2001)以經濟學生產函數的觀念衡量無形資產的價

值，主張企業的績效應以企業所投入之實體、財務及無形資產之貢獻度予以

評估。其一項關鍵性作法乃在定義企業正常盈餘(EP)時，綜合考量企業前期

(3至 5年)及未來核心盈餘(排除非經常損益項目及非常損益項目後之淨利)

之表現。 

Gu and Lev (2001)認為如果只考量前期盈餘或現金流量，將錯失無形資產之

主要價值來源係透過研究發展、網路建置及人才培育等活動之投入，帶來未

來成長潛力的重要觀點。 

2. Gu and Lev (2001)預估未來核心盈餘係採用財務分析師預測，或前項資料不

可得時，則改依公司銷售成長型態估計未來之盈餘。 

3. Gu and Lev 在定義完企業之經濟績效，接著衡量驅動企業績效之主要資產

群：實體、財務、無形資產。實體及財務資產(例如股票、債券、金融等投

資)之資料可經資產負債表及附註中蒐集，並經適當調整後取得，至於第三

類驅動企業盈餘之無形資產，則為對生產函數中之未知數求解之結果。亦即

需先找出實體資產及財務資產之個別正常資產報酬率，並報酬率估算兩類資

產貢獻之盈餘[(實體報酬率*實體資產額)+(財務報酬率*財務資產額)]。 

Gu and Lev採用7%作為實體資產報酬率，以無風險利率4.5%作為財務資產報

酬率。 

4. 於估得實體及財務資產之個別盈餘後，再以第一個步驟中求得之正常盈餘

減去實體及財務資產之盈餘，即可以得出當期無形資產驅動之盈餘，亦即無

形資產盈餘。 

5. 最後將當期估得之無形資產盈餘，再透過三階段評估模式(即未來1∼5年、

未來6∼10年、11年以上)估計未來之無形資產盈餘成長(依三階段分別採財務

分析師預測、長期經濟成長率3%、3%年成長率)，再以適當析現率(Gu and Lev

估算生物技術、製藥及資訊軟體三個產業之報酬率，得到10.5%作為無形資

產之折現率)折算無形資產盈餘得出無形資產之價值。 

基於前述觀念之說明，Gu and Lev (2000)之評價模式可繪示如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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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盈餘 未來盈餘 

正常盈餘 

減: 營運資產盈餘 

減: 財務資產盈餘 

等於: 
無形資產盈餘 

折現: 

等於: 無形資產 

圖3-1：無形資產價值評估架構 (Gu and Lev 2001） 

二、 本研究所採衡量程序 

本研究參考Lev所發展之評估模式及衡量程序，並考量國內經濟、產業經

營環境及變數操作上之可行性，將Gu and Lev (2001)之模式予以修正，詳細過

程說明如下： 

(一) 正常盈餘係依不同權數同時考量企業過去三年營業淨利和未年三年之預

期營業淨利(不包括非常項目)而估得之企業營業績效。首先將過去三年之

營運結果取其平均數，並以過去三年之平均數依各公司銷貨成長率推估未

年三年之預計營業淨利，再將過去三年之平均營業淨利和未來各年度營業

淨利平均而得。 

(二) 由於Gu and Lev (2001)並未詳細說明實體資產及財務資產之分類方法，故

本研究係參考Penman (2001)所建議之方式將資產予以分類： 

(1) 將實體資產定義為因公司核心營業活動而產生的營運資產。依照Pe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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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之分類方法，營運資產包括流動資產之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

款及票據、存貨、預付費用及預付款、其他流動資產等，長期資產，固

定資產及其他資產等項目。  

(2) 財務資產主要定義為將公司剩餘資金做暫時性之投資，依未來營業活動

資金之需要隨時可予處份者。依此定義，財務資產包括流動資產之短期

投資、其他應收款和短期借支等項目。 

(三) 產業之分類標準： 

由於無形資產之評價模式需要營運資產之報酬率及無形資產盈餘之折現

率，而國內並無文獻或統計資料可供參考，故需將產業進一步區分為無

形資產密集及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以推估營運資產之報酬率及無形資

產盈餘之折現率。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1999)的定義，知識密集型的製造業包括航空、

化學製品、其他運輸工具、機械等10個產業；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則包

括運輸倉儲及通信、金融保險不動產、工商服務、社會及個人服務等4個

產業。雖然電子商務屬於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但卻居推動以上14個知

識密集型產業的樞紐地位。 

陳信宏和劉孟俊(2002)將我國製造業依產業特性分為高、中高、中低、低

知識密集產業，並定義知識密集產業為高知識密集產業和中高知識密集

產業兩類，將中低知識密集產業和低知識密集產業歸類為低知識密集產

業。其中高及中高知識密集產業包括半導體、光電元件及材料、電腦組

件、電子零組件、電腦週邊設備、電腦產品、電子管、精密器械、資料

儲存媒體、家用電器、通信器材、視聽電子產品、醫療藥品、基本化工

原料、其他化學製品、其他電機器材、其他運輸工具、機車、塗料、汽

車。本研究依OEDC(1999)之定義，並參考陳信宏和劉孟俊(2002)之分類

標準，將我國上市公司產業特性區分為無形資產密集產業和非無形資產

密集產業。依此定義劃分，本研究樣本中被歸類為無形資產密集產業(上

市公司股票分類碼)者主要包含機電(15)、電線電覽(16)、化學(17)、汽車

(22)、資訊電子業(23、24、30)、運輸(26)、觀光(27)和百貨(29)等八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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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歸屬於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分類者則主要包括水泥(11)、食品(12)、

塑膠(13)、紡織(14) 玻璃陶磁(18)、造紙(19)、鋼鐵(20)、橡膠(21)和營建

(25)等九個產業。 

依此產業分類標準分別計算下列步驟（四）中之營運資產報酬率及（七）

中之無形資產盈餘折現率。 

(四) 營運資產報酬率α 為7.79%，係以1991年至2001年為計算期間，將歸類為

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之所有企業各年度之經常性利益率求算其平均數而

得。其中， 

經常性利益率= (營業利益+利息收入+投資收入+股利收入)/銷貨淨額 

(五) 財務資產報酬率 β為 5.77％，係依中央銀行十年期政府公債利率，以 1995

年至 2002年之利率平均數估算。 

(六) 基於公式(1-1)，針對無形資產之貢獻期間及盈餘的設算： 

(1) 若設無形資產盈餘為正時，則未來1至5年無形資產盈餘依公司長期營收

成長率設算，未來6至10年依長期經濟成長率設算，未來10年以後則依

資本化無形資產報酬率折現至第10年。 

(2) 假設無形資產盈餘為負時，則以（1-公司長期營收成長率）計算未來 5

年之無形資產盈餘，以後期間則不繼續設算。 

(3) 無形資產盈餘成長率係以各公司長期平均營收成長率為依據，計算期間

涵蓋1991年至2001年。 

(4) 長期經濟成長率為5.64%, 係以我國經濟部發佈之1991年至2001年之平

均經濟成長率統計資訊為依據。 

(七) 無形資產盈餘折現率為10.65%，係以1991年至2001年為計算期間，將歸

類為無形資產密集產業之各企業各年度之經常性利益率求算其平均數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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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說 
 

基於第一節所述之無形資產評估程序，將本研究所探討之研究問題以下列

觀念性研究架構圖表示：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關係資本

研究問題2：
無形資產之

決定因素 
營運資產 財務資產 無形資產

營運資產 財務資產 無形資產

盈餘 盈餘 盈餘 

研究問題1： 
企業盈餘 無形資產盈餘之

價值攸關性 

企業價值

 
圖3-2：觀念性研究架構圖 

上圖中所示，將企業盈餘減去營運資產及財務資產之盈餘，即可推估得無

形資產盈餘，以無形資產盈餘對企業價值進行迴歸分析，可以探討第一個研究

問題，亦即無形資產盈餘資訊對股價之增額解釋能力。將無形資產盈餘進一步

依三階段評估方式予以折現資本化，即可估得無形資產價值。由於無形資產價

值之驅動來自人力、結構及關係資本之價值動因，故進一步分析無形資產價值

與智慧資本價值動因之關聯性，以瞭解無形資產之決定因素。以下依此研究架

構分別說明研究問題、分析模式及相關變數之衡量。 

 

一、無形資產盈餘、帳面價值對企業價值攸關性 

投資大眾依企業發佈之財務資訊，在股票市場上決定企業之價值，然則智

識時代的來臨，財務資訊面臨考驗，財務資訊無法及時提供資訊以供投資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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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投資決策，即財務資訊攸關性受到質疑，因此學者們開始研究財務資訊之攸

關性，有些學者發現其有下降之趨勢 (Lev and Zarowin 1999)，有些學者則發

現有上升之趨勢(Francis and Schipper 1999)。由於兩研究係以企業每股盈餘為

探討之變數，並未特別針對無形資產所產生之盈餘進行探討，但國內外文獻一

致認為，居高不下，難以合理解式之市價淨值比，均歸咎於財務資訊中缺乏無

形資產相關資訊之揭露，有學者更認為無形資產資訊之遺漏將增加社會及經濟

成本(Lev 2001)，故而檢視無形資產盈餘之價值攸關性乃成重要實證議題。 

此外，文獻亦顯示智慧資本為企業未來獲利來源，尤其是知識密集型產業

投資於智慧資本會產生正向報酬之特質(Ross1998)，因此無形資產之創造活動與

存量，可能因產業性質而有不同(Bradley 1997；Lev and Zarowin 1999；劉正田 

2000)，其財務資訊之價值攸關性可能亦不同(Collins, Maydew and Weiss 1997；

Francis and Schipper 1999)，因此本文進一步依產業別無形資產盈餘對股價之增

額解釋能力進行測試，依 OEDC (1999)對知識密集型產業之定義，並考量我國

產業特性(陳信宏和劉孟俊 2002)，將研究樣本區分為無形資產密集產業和非無

形資產密集產業，更深入的探討相關研究議題。 

本研究預期無形資產盈餘資訊有助於投資人瞭解企業之獲利能力，應對股

價具有增額之價值攸關性，且無形資產密集產業之無形資產盈餘對股價之解釋

能力應較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為高，因此分別形成研究假說 H1及 H1a： 

H1a： 相對於帳面淨值資訊，無形資產盈餘資訊對股價具有增額之解釋能

力。 

H1b：相對於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無形資產密集產業之無形資產盈餘資

訊對股價之解釋能力較高。 

 
二、無形資產與智慧資本價值動因之關聯性 

會計之實證文獻顯示，加入非財務績效衡量指標，例如人力支出（梁証

揚2001）、網路流通量（Hand 2000）、研究發展支出（Lev and Sougianni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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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令凱2000）、專利權核准數及員工教育程度及員工每人營收（吳秀娟 2000）

等衡量指標，有助於解釋公司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差異。智慧資本文獻亦指出

無形資產受人力、結構及關係資本價值動因所影響。例如Weygandt (1985)指出

研究發費用、廣告費告對對公司市價淨值比有正面影響，Huselid (1999)、Hand 

(1998)指出人力資源投資與企業市價呈顯著正向關係。 

植基於文獻，本研究以員工毎人營收(Bates 2002)、員工分紅比率(張靜琪 

2002)和用人費用率(梁証揚 2000)作為衡量人力資本之代理變數，以研發密度

(Lev and Sougiannis 1996)、權利金及技術費用率和存貨週轉率(林郁昕 2001)

作為結構資本之代理變數外，以廣告費用率(Weygandt 1985；蔡宗仁 1994 )、

銷售成長率(Morin and Jerrel 2001)及銷貨佣金率做為衡量關係資本之代理變

數，進一步了解無形資產之決定因素。 

本研究預期智慧資本價值動因之相關衡量變數中除用人費用率應與無形

資產呈負相關外，其餘衡量變數則應與無形資產價值呈正相關。同時，無形資

產之投入活動與產出效益，可能因產業性質而有所不同(Bradley 1997；Lev and 

Zarowin 1999；劉正田 2000)，故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智慧資本價值動因是否因

產業特性而有不同，形成研究假說H2及H2a： 

H2： 除用人費用率與無形資產呈負相關外，其餘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

關係資本之衡量變數與無形資產價值呈正相關。 

H2a：無形資產之決定因素因產業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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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模型 
 

一、每股無形資產盈餘、每股帳面淨值之價值攸關性 

本研究採用前述評估程序計算無形資產盈餘，並參考Collins et al. (1997)

之研究方法，將每股無形資產盈餘、每股帳面淨值加入股價模式，以探討無形

資產盈餘對股價之解釋能力，所應用之實證模式如下列： 

 

P it  =  a0  +  a1 KEPSit  + a2  BVit + εit         t=1991-2002   (2) 

 

其中，Pit      ：i公司t年度普通股每股年底股價； 

KEPS it：i公司t年度每股無形資產盈餘； 

BVit   ：i公司t年度每股淨值。 

為了比較個別變數對於公司股價之解釋能力，本文利用Theil（1971）所

發展，Easton（1985）及Collins et al.（1997）所採用的模式R2拆解法(decomposition 

approach)，將模式(2)中之總解釋能力分解為每股無形資產盈餘之增額解釋能

力、每股帳面淨值的增額解釋能力、以及每股無形資產盈餘與每股淨值的共同

解釋能力。透過模式(2.1)(2.2)，可以瞭解每股無形資產盈餘和每股淨值之增額

解釋能力是否隨時間而有變化。 

          P it  =  a0  +  a1 KEPSit   +  a2 BVit  +  εit           (2) 

P it  =  b0  +  b1 KEPSit   +  εit                (2.1) 

P it  =  c0  +  c1 BVit       +  εit                (2.2)   

以模式（2）為例，R2 拆解法下，模式（2）之R2 減去模式（2.1）之R2 即

為每股淨值之增額解釋能力，減去模式（2.2）之R2 即為每股無形資產盈餘之

增額解釋能力。按產業區分樣本後，亦可依此模式進行產業別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預期a1、b1係數顯著大於0。且無形資產密集產業之模式（2.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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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大於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 

二、無形資產與智慧資本價值動因之關聯性 
 

於探討無形資產盈餘對股價之增額解釋能力後，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智慧資

本價值動因與無形資產之關係。本研究依Stewart (1991)之分類將智慧資本區分

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由於無形資產(智慧資本)之價值動因主要

來自創新、人力資源、組織程序、顧客及供應商關係等，且大部分之價值動因

(例如顧客滿意度)均非標準化或公開性之資訊，因此本研究僅就可公開取得之

無形資產動因予以分析。衡量人力資本之代理變數為員工每人營收、用人費用

率和員工分紅比率，衡量結構資之代理變數包括研發費用密度、權利金及技術

費用率和存貨週轉率，衡量關係資本之代理變數則包含廣告費用率、銷貨佣金

率和營收成長率等。所採用之實證模式如(3.1)所示： 

(KCS)it = α0 + α1 (LS)it + α2 (PS)it+ α3,(PO)it + α4 (RD)it + α5(RT)it+α6(IN)it 

+α7(AD)it + α8(SC)it +α9(SG)it +εit          t = 1995-2001      (3.1) 

其中，KCS =  i公司第t年之無形資產率 

LS  =  i公司第t年之log(平均前五年員工毎人營收) 

PS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用人費用率 

PO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員工分紅比率   

RD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研究發展費用率 

RT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權利金及技術費用率 

AD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廣告費用率 

IN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存貨週轉率 

      SC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銷貨佣金率 

SG  =  i公司第t年之平均前五年營收成長率 

本研究預期α1、α3、α4、α5、α6、α7、α8、α9等8個係數均顯著為正，α2係

數顯著為負。本研究同時預期因產業性質，應在變數顯著性上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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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數設計 

1.每股無形資產盈餘、帳面價值攸關性之變動 

(1)每股市價(P) 

因理性股票市場會對有形、無形資本進行評價，而公司股價為該類資 

產所延伸之預期未來收益。本研究以企業當年度每股年底價格（Pit）作為檢測

價值攸關性迴歸模式之因變數。 

(2)每股無形資產盈餘(KEPS) 

主要係參考Lev (1999)及Gu and Lev (2000)所發展之無形資產評估架構，依

第三章中之衡量程序估計無形資產盈餘，再除以企業每年年底普通股股數。 

(3)每股淨值(BV) 

每股淨值亦選取自TEJ 之財務資料庫，計算公式為： 

每股淨值=（股東權益總額-特別股股本）/普通股股數。 

2. 無形資產與智慧資本價值動因之關聯性 

(1) 無形資產(KCS) 

依第三章所述無形資產評估模式之衡量程序計算企業無形資產價值，再除

以銷貨收入淨額。 

(2) 人力資本 

  以員工每人營收、用人費用率和員工分紅比率衡量，其衡量方式列示如下： 

1.員工毎人營收（LS）  

當期營業收入淨額除以企業員工總人數；用以衡量員工生產力或對企業收

益之貢獻度。 

2.用人費用率（PS） 

當期用人費用除以當期營業收入淨額；用以衡量企業員工之素質和用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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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對於企業營收的貢獻程度。 

3.員工分紅比率（PO） 

當期員工現金和紅利轉增資除以保留盈餘；用以衡量企業對員工獎勵獲重

視之程度。 

(六)結構資本 

1.研發費用率（RD） 

當期研發費用除以當期營業收入淨額；用以衡量企業投入研究發展支出的

密度。 

2.權利金及技術費用率（RT） 

當期權利金及技術費用除以當期營業收入淨額；用以衡量企業對技術授權

取得之密度。 

3.存貨週轉率（IN） 

當期營業成本除以當期平均存貨；用以衡量企業營業模式之不同。 

(七)關係資本 

1.廣告費用率（AD） 

當期廣告費用除以當期營業收入淨額；用以衡量企業為塑造品牌、形象而

投入廣告支出的密度。 

2.銷貨佣金率（SC） 

當期銷貨佣金費用除以當期營業收入淨額；用以衡量透過銷貨人員與顧客

之互動關係。 

3.營收成長率（SG） 

(當期營業收入-上期營業收入)/上期營業收入；用以衡量爭取及留住顧客

之能力。 

由於上述變數均屬有助於創造、累積企業人力、結構與顧客關係資本之活

動，因此除用人費用率預期與無形資產之關係為負向關係外，其餘自變數

均與無形資產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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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來源及樣本選取標準 

 
一、樣本及樣本期間 
 
以1991年1月至2002年12月為研究期間，本研究主要針對台灣上市公司為

研究對象。基於研究需要，篩選研究樣本之程序如下： 

1. 研究樣本為至少於1991年即已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 

2. 金融保險機構由於行業性質特殊，因此未納入本研究樣本內。 

3. 公司會計年度為歷年制。 

4. 主要探討變數無遺漏值者。 

二、資料來源 

1. 主要財務資料及比率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EJ)之財務資料庫。 

2. 估算無形資產盈餘及無形資產價值所需基本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EJ)

之財務資料庫，並自行整理計算。 

3. 財務資產之報酬率係依中央銀行十年期政府公債利率，以 1995 年至 2001

年之利率平均數估算。 

4. 長期經濟成長率為5.64%, 係以我國經濟部發佈之1991年至2001年之平均經

濟成長率統計資訊為依據。 

 

三、產業分類: 

參考OECD(1999)及陳信宏和劉孟俊(2002)之分類方法，並以台灣經濟新

報區分之產業分類，將樣本分為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業和無形資產密集產業。

本研究樣本之產業分布情形如表3.1所示。 

表3.1顯示，在全體543公司家數中，無形資產密集產業樣本佔全體樣本之

比例最高，佔65.6%（其中資訊電子業樣本為較多數佔46.8%），非無形資產密

集產業則佔全部樣本之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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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研究樣本之產業分布 

產業名稱(產業代碼) 公司家數 小計 百分比 
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     
  水泥業(1100) 8  1.5%  
食品業(1200) 24  4.4%  
塑膠業(1300) 21  3.8%  
紡織人織業(1400) 54  9.9%  
玻璃陶磁業(1800) 7  1.3%  
造紙業(1900) 7  1.3%  
鋼鐵金屬業(2000) 24  4.4%  
橡膠輪胎業(2100) 9  1.6%  
營建業(2500) 33  6.0%  
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合計 187  34.2%
無形資產密集產業     
機電業(1500) 33  6.1%  
電線電攬業(1600) 16  2.9%  
化學業(1700) 30  5.5%  
汽車業(2200) 0  0.0%  
運輸(2600) 16  2.9%  
觀光業(2700) 6  1.1%  
百貨(2900) 12  2.2%  
資訊電子業(23、24、30) 243  44.8%  

  無形資產密集產業合計 356  65.6% 
公司家數合計  543  100% 
 

表3.2報導跨年度、公司之觀察值分布情形。表3.2顯示，公司年數之總觀

察值中，無形資產密集產業樣本佔全體樣本之比例最高為54.4%，非無形資產

密集密集產業樣本之比例佔45.6%。  

 
表3.2 研究樣本之公司年數別產業分類結果 

產業 公司年數 百分比 
非無形資產密集產業 1829 45.6% 
無形資產產業 2178 54.4% 
合計 40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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