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五大部分：第一節探討智慧資本的源起，第二節探討智

慧資本的定義，第三節探討智慧資本的內涵，第四節探討智慧資本的衡

量，第五節探討智慧資本的管理。 

第一節  智慧資本的源起 

隨著無形資產日益受到重視，智慧資本也成為各家企業關注的焦點。

智慧資本的興起主要包含下列三個原因： 

1. 傳統的會計制度無法測量與指出公司目前及潛在的真實價值，導致公司

的帳面價值與實際市場價值差距甚大，例如微軟（Microsoft）與可口可

樂（Coca-Cola）公司的市場價值皆明顯高出帳面價值許多，造成巨大鴻

溝的因素包括容易被存取與傳播的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與經

驗、學習、創造等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這些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皆無法表現於財務報表之中。 

2. 智慧資本是一家公司的所有資產當中唯一可能增值的一項，根據經濟學

家研究指出，大部份有形產品或物品資源在使用一段時間後都呈回收遞

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特性，只有知識的使用呈現持續遞增的現象，

因此公司管理者的工作就是讓知識不斷發揮生產力，將智慧資本轉換為

顧客價值。 

3. 以往員工績效管理強調目標達成，卻鮮少鼓勵員工交流分享知識經驗，

也未衡量員工對企業價值的創造與貢獻，然而擁有最多智慧資本的是公

司的員工，這些掌握知識的員工才真正具支配的權力，一旦這些員工離

職，其專業知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一併帶走，造成公司的重大損失與

危機，公司為保留住這些人才的能力與貢獻，於是開始投資與管理智慧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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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知識與資源的回收遞增與回收遞減 

【資料來源：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上述的原因顯示智慧資本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因此諸多學者自 1980

年後開始投入智慧資本的研究，根據 Roos et al.的研究，智慧資本主要可

分為策略流派（strategic stream）與評量流派（measurement stream）。第

一派的觀點是研究如何去創造和運用知識，以及討論知識與成功（亦即價

值創造）的關係為何；第二派的觀點則是說明為何我們需要去發展新的資

訊系統，並且去統計與財務資料共存的非財務資料。 

圖 2-2 智慧資本觀念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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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現今企業持續性財富的來源是如何將知識加以建立、轉換與資本化，

知識除了表現在資訊、專利、設計、商標與版權等部份，同時也涵蓋於公

司管理系統、顧客關係與人力資源。智慧資本就是對知識、實際經驗、組

織技術、顧客關係和專業技能的掌握，促使公司在市場上享有競爭優勢，

因此組織建立智慧資本的目的即在於：（1）找出並提高無形與軟性資產

的可見度與可衡量度；（2）藉由知識分享的技術，掌握並支援知識的整

體性與可使用性；（3）透過專業性的發展與訓練，以及資訊科技網路，

發掘並分類智慧資本；（4）透過更快速的重複使用知識，及加強技術和

專業實務經驗的商業化移轉，提高智慧資本的價值，進而使其發揮資金與

槓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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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智慧資本的定義 

智慧資本的概念最早出現於 1969 年由知名經濟學者 John Kenneth 

Galbraith寫給經濟學人主編Michael Kaleeki的信件中，藉由智慧資本的概

念解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距，Galbraith形容智慧資本需要運用腦力

的行為（intellectual action），而不單只是知識和純粹的智力而已，他認為

智慧資本包括了所有資產創造價值的方式以及傳統上能產生利潤之資

產，智慧資本存在於公司中則可創造差異性優勢的知識，為了讓有價值的

智慧資本移動，組織應建立有價值的企業網路，以連結企業內跨部門工作

團隊，並能連結組織外之顧客與供應商，以加速公司的價值創造。 

1990年 Thomas A. Stewart開始使用「智慧資本」這個名詞，並在 1991

年出版《腦力（Brainpower）》一書中提出智慧資本的概念，Stewart認為

智慧資本係指每個組織成員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創造財富的一切知識

和能力的加總，如知識、資訊、智慧財產、經驗等。1997年 Stewart出版

《智慧資本—資訊時代的企業利基（Intellectual Capital-The New Wealth of 

Organization）》一書，並提出知識型公司擁有的實質資產在他們最終產品

或服務價值裡面所佔的貢獻，其實遠小於他們的無形資產，也就是人員的

才華、經營體系的效能、及其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這些無形資產合起來，

便是他們的智慧資本。 

Leif Edvisson 自 1991 年開始擔任瑞典斯堪地亞金融與服務公司

（Skandia AFS）智慧資本小組的主管，率領一群會計與財務專家合作開始

投入斯堪地亞集團智慧資本的研究，並於 1995 年 5 月發表全世界第一份

智慧資本年度報告。Edvinsson指出公司的智慧資本為「能轉換成價值的知

識（Knowledge that can be converted into value.）」，包括發明、構想、知

識、設計、品牌、商標、出版物等，簡單來說，智慧資本就是人力資源與

結構資本的加總。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於 1997年出版《智

慧資本—如何衡量資訊時代無形資產的價值（Intellectual Capital-Realiz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Roots）》，他們認為智慧

資本是財務報告的補充，代表市場價值和帳面價值間隱藏的間隙，智慧資

本的核心就是讓公司表現出本身真正的價值，並藉由公司對知識、實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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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組織技術、顧客關係、創新能力、專業技能的培養與掌握，維持公司

在市場上成長的原動力，並使公司能長保競爭優勢。 

圖 2-3 智慧資本示意圖 

【資料來源：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David Klein & Laurence Prusak（1996）認為智慧資本就是已經具體化、

已經捕捉到、已經發揮槓桿效應，而能產生更高價值資產的智慧材料

（intellectual material），也就是包裝好的一套有用的知識。 

Hubert Saint-Onge（1996）運用知識資產架構從事企業規畫的策略整

合，擔任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期

間運用智慧資本的架構改變公司文化，並建立公司策略導向的觀念、承諾

及人員能力。Saint-Onge 認為智慧資本為人力、顧客、結構三種資本的整

合與交互作用，藉由有效運用顯性及隱性知識產生價值創造，增加組織市

場競爭力。 

Nick Bontis（1996）認為智慧資本是企業在市場上的價值與既有資產

的成本之間的差異，由於企業的專業技能、知識以及企業中的學習能力無

法以金錢價格來定義，有效利用知識與資訊將可以提供組織競爭與獲勝的

資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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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Saint-Onge智慧資本價值平台 

【資料來源：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認為智慧資本乃是組織內部成員知識的總和，加上這些知識的實際運用，

包括品牌、商標、專利、營運程序等。換句話說，公司中任何可以創造價

值、但卻看不到的資源均可稱為智慧資本，它可以說是一個企業的總價值

與財務價值間的差額。 

Dave Ulrich（1998）認為智慧資本是員工能力（competence）與員工

對組織的承諾（commitment）之乘積，公司單是擁有員工的能力並不代表

擁有豐富的智慧資本存量。智慧資本埋藏在員工對事情的看法與作組織如

何創造政策與系統以執行工作之中，同時提高能力與承諾才能增加公司的

智慧資本。 

Patrick H. Sullivan（1998）認為智慧資本透過組織內人力資本的運作，

使組織發揮能力為公司創造價值，包括人力資本中的經驗、know-how、技

能與創造力等，也包括結構資本的各種有形資產、智慧資產（如文件、程

式、顧客資料）與智慧財產（如專利、商標）等各項目，也就是當員工回

家後公司所剩下的各種軟硬體皆屬之。 

綜合上述學者的論點，茲將諸位學者對智慧資本的定義彙整如表 2-1。

本研究歸納各學派的意見，認為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距即是公司的智

慧資本，智慧資本透過組織成員與公司結構的整合互動，轉換知識與能力

為公司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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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慧資本定義彙整 

學者 智慧資本的定義 

Galbraith J. K.（1969） 

智慧資本係指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距，智慧資本

為需要運用腦力的行為，而不單只是知識和純粹的智

力而已。 

Stewart T. A.（1991） 

智慧資本係指每個組織成員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

勢、創造財富的一切知識和能力的加總，如知識、資

訊、智慧財產、經驗等。 

Edvinsson L.（1995） 

智慧資本係指能轉換成價值的知識，包括發明、構

想、知識、設計、品牌、商標、出版物等，也就是人

力資源與結構資本的加總。 

Klein D. & Prusak L.

（1996） 

智慧資本係指已經具體化、已經捕捉到、已經發揮槓

桿效應，而能產生更高價值資產的智慧材料。 

Saint-Onge H.（1996） 

智慧資本為人力、顧客、結構三種資本的整合與交互

作用，藉由有效運用顯性及隱性知識產生價值創造，

增加組織市場競爭力。 

Bontis N.（1996） 
智慧資本係指企業在市場上的價值與既有資產的成

本之間的差異。 

Edvinsson L. & 

Malone M.S.（1997） 

智慧資本是財務報告的補充，代表市場價值和帳面價

值間隱藏的間隙，智慧資本的核心就是讓公司表現出

本身真正的價值。 

Roos J., Roos G., 

Dragonetti N. C. & 

Edvinsson L.（1997） 

智慧資本係指組織內部成員知識的總和，加上這些知

識的實際運用，包括品牌、商標、專利、營運程序等。 

Ulrich D.（1998） 智慧資本係指員工能力與員工對組織的承諾之乘積。 

Sullivan P. H.（1998） 

智慧資本透過組織內人力資本的運作，使組織發揮能

力為公司創造價值，也就是當員工回家後公司所剩下

的各種軟硬體皆屬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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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智慧資本的內涵 

（一） Vincenzo Perrone（1996） 

Perrone將資本分為下列四類：財務資本、企業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

象徵資本。 

1. 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乃是傳統財務報表所列出的項目。 

2. 企業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企業中所有文化元素的價值，此項目

可顯示企業整體形象價值。 

3.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企業擁有的關係網路所代表的價值，其中

包括行銷廣告、媒體、產品通路商以及關係企業等所形成的價值鏈。 

4. 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企業擁有能夠影響他人對事務的看法或

明瞭事務的能力，此項資本最顯而易見乃是企業聲譽、品牌資產等等。 

上述區分方法，雖然並無明顯的將智慧資本區分開來，但也顯示出作

者亦認為企業應該除財務資本外，尚有其他的資本存在，包括企業文化資

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等。（Roos, Roos, Dragonetti & Edvinsson, 1997） 

（二） Hubert Saint-Onge（1996） 

Saint-Onge 將智慧資本分為下列三類：人力資本、顧客資本、結構資

本。 

1. 人力資本：為顧客提供解決方案所需之個人能力，個人的能力如果無法

提供顧客所需之解決方案，則不能視為組織之智慧資本。 

2. 顧客資本：涵蓋層面廣且深的顧客忠誠度和顧客利益，只要能使顧客對

組織因忠誠而產生好處之事項均為顧客資本。 

3. 結構資本：滿足市場需求的組織能力，組織擁有之各種能力必須能滿足

市場所需方得列入結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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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Nick Bontis（1996） 

Bontis 將智慧資本建構為兩階層多維度的架構，最上層是智慧資本，

子階層則包含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並以信任（Trust）與文化

（Culture）作為驅動因子。 

1.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鑲嵌於員工身上的內隱知識。人力資本是

組織創新與策略革新的源頭，它的本質為組織內員工的智力，範圍則限

於內部員工的工作內容，是三種資本中次難明文化的。 

2.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係指組織運作的程序。結構資本的本質

為鑲嵌於組織運作的知識，範圍涵蓋組織內部的連結，是三種資本中較

容易明文化的。 

3. `關係資本（Relationship Capital）：鑲嵌於與外在環境建立關係的知識，

包括市場通路知識、顧客與供應商關係、對政府與產業的瞭解。關係資

本的本質為公司對外關係，範圍著重於公司外部，也是三種資本中最難

明文化的。 

圖 2-5  Bontis智慧資本概念圖 

【資料來源：Nick Bonti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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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nnie Brooking（1997） 

Brooking將企業組織的智慧資本分為下列四類：市場資產、人力資產、

智慧財產權資產與基礎設施資產。 

1. 市場資產（Market Assets）：組織的潛力來自於與市場有關的所有無形

物質，這些無形物質包括品牌、顧客、顧客忠誠度、行銷通路、合約訂

單，使公司有足夠動力持續發展與成長之資本。 

2. 人力資產（Human-Centered Assets）：由企業擁有的員工所得到的資本，

包括領導方式與能力、管理技巧、專業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能

力等。 

3. 智慧財產權資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提供公司多項由法律保

障之無形資產的機制，包括 know-how、商標、版權、專利設計等，此項

資產大多著眼於高科技產業提出。 

4. 基礎設施資產（Infrastructure Assets）：幫助企業運作所有的技術、生產

方法與流程，包括組織文化、評估及處理風險的方法、員工管理辦法、

財務結構、市場及顧客資訊之資料庫、溝通系統等，使企業導入正常營

運軌道。 

圖 2-6  Brooking智慧資本組成元素 

【資料來源：Annie Brooking（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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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Edvinsson將市場價值架構分為財務資本與智慧資本，而智慧資本又分

為人力資本及結構資本，其中結構資本包括顧客資本與組織資本，這兩個

分別代表結構資本的內外兩部份，組織資本則是由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所

組成。 

圖 2-7 斯堪地亞市場價值架構 

【資料來源：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1.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公司所有員工及管理者的個人能力、知識、

技術、與經驗等都包括在人力資本這個項目下，除此之外還必須掌握到

變動頻仍的競爭環境中一個組織的動態。另外，人力資本也包含組織的

創造力與創新能力。 

2.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結構資本是人力資本具體化、權力化，

以及支援性的基礎結構，這也是一種組織化的能力，包括用來傳達和儲

存智慧材料的有形系統。結構資本的要素包括資訊技術系統的品質和範

圍、公司形象、專利資料庫、組織化概念以及文件；此外，還包括一些

傳統的項目，如專利、商標、版權等智慧財產，簡而言之，員工下班後

仍留在公司不能帶回家的資產都屬於結構資本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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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織資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組織化資本是公司針對系統、

工具、增加知識在組織內的流通速度，以及知識供給與散佈之管

道的投資。這是一種組織的系統化、組合與整理的能力，也是加

強產能的系統。 

（2） 創新資本（Innovation Capital）：創新資本是指革新能力和保護

商業權利、智慧財產權，以及其他用來開發並加速新產品與新服

務上市的無形資產和才能，包括顧客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

設備創新、員工創新及策略伙伴創新等。創新資本是指能使企業

在未來成功的事物，其中有兩項傳統的非實務資產，一是智慧財

產權，另一則是其餘的無形資產。 

（3） 流程資本（Process Capital）：流程資本是指工作的過程、特殊的

方法（如：ISO9000、管理資訊系統等），以及擴大並加強產品

製造或服務效率的員工計畫，是一種運用在連續性價值創造的實

用知識。 

3.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顧客資本是指組織和關鍵顧客的關係，

包括廠商上下游關係、顧客相關資料、顧客忠誠度等。 

（六） 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智慧資本是由企業無形的生產程序及無形的資產所組成，大多數的智

慧資本模式都將智慧資本分為三類：（1）外部結構、（2）內部結構、（3）

員工。Roos et al.傾向於將這三者分為兩類，就是把企業組織架構和企業跟

外界的關係合而為一，稱之為結構資本，如此一來，「能夠思考」的智慧

資本與「無法思考」的智慧資本的分野更清楚，也避免忽略更新資本的重

要性。 

1.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源自於競爭能力、工作態度與機敏的反應

力。 

（1） 競爭能力（Competence）：係指一個企業組織內部員工同心協力

所能作的事情，是企業最深層的力量，其中最主要的部份是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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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知識和實際運用的技術。知識必須經由教導過程才能傳

遞，並非天生擁有或是透過邊做邊學（learning-by-doing）與錯誤

嘗試（trail-and-error）可獲得的。雖然知識與技術有所關連，但

彼此關連並非正相關：一個人可能擁有很高深的學問，但他的技

術卻很糟糕。專門技術（know-how）則透過教導或學習的過程來

獲得，同時也可以由實務經驗而獲得。 

（2） 工作態度（Attitude）：一個企業需要的員工是願意運用本身的技

術和能力來替公司賺錢，以及能推動整個組織朝向既定目標邁進

的人。工作態度的好壞與員工本身人格特質的良窳有極大的關

係，影響員工工作態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動機（motivation）、

行為（behavior）和品德（conduct）。一般來說，企業很難去改

善員工的工作態度，不過藉由改良整個企業的大環境，或多獲少

還是可以改善員工的工作態度。 

（3） 機敏的反應力（Intellectual Agility）：係指將知識由一個領域轉

到另一個領域的能力，從兩種資訊中找出共同的因子並將其結合

在一起的能力，再加上利用創造力和適應力來增加知識及公司產

能的能力。機敏的反應力能夠使一家企業成功邁向多元化的目

標。機敏的反應力包含：在既有知識上創造出新知識的創新能力

（innovation）、觀察其他行業或公司後將所觀察的事物運用於本

身的模仿能力（imitation）、企業競爭環境變化後的適應能力

（ adaptation）以及將想法轉換為商品或服務的整合能力

（packaging）。 

2.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由與外界關係、組織與更新及發展三個

要素所組成。 

（1） 關係資本（Relationship）：關係資本最重要的來源包括客戶、原

料供應商、聯盟企業、股東以及其他投資人。與新舊的顧客作同

樣的買賣，花在新客戶的身上的時間與力氣要多上好幾倍，良好

的顧客滿意度可以延續企業與顧客間的關係、減少價格彈性、降

低競爭對手所帶來的壓力、減少為了吸引心顧客所投資的經費以

及提升企業知名度。此外，由於企業瘦身的概念興起，昔日毫不

相干的市場與行業間的流量關係越來越密切，企業越來越重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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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競爭能力已成為業界趨勢，公司透過外包、策略聯盟等方式與

外界合作，因此企業越來越仰賴外部的參與者，與其他相關企業

保持良好互動可降低雙方成本開銷並增加彼此獲利，對於產品或

服務品質的提升也有莫大助益。 

（2） 組織資本（Organization）：組織資本是完全屬於企業私有的，且

企業無法自我補充（non-self-replenishing），而需透過組織成員

關注與培植的。組織資本包括基礎建設、生產程序與企業文化三

個構面，基礎建設是指一個組織從它的結構配置（包括硬體部份

與每日運作過程中用來生產製造的工具），以及從它所有專利、

商標、品牌等等的智`慧財產權中所能獲得的價值；生產程序則

是軟體的部份，用來使組織運轉的活動，生產程序將整個組織結

合在一起運作；企業文化亦屬於軟體部份，它提供一個架構，讓

組織內的成員能夠說明他們對事務的看法，避免過多的訊息使得

大家無所適從，企業文化適慢慢演化而來的，互動的時間越長，

企業文化也就越強韌。 

（3） 更新與開發資本（Renewal and Development）：係指任何事物的

無形部份，以及任何可以藉由改善財務資本或智慧資本能在未來

創造出價值的東西，更新及發展資本短期可能無法顯現出它們的

影響力，但未來則能決定企業獲利的多寡。 

圖 2-8  Roos et al.智慧資本架構圖 

【資料來源：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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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Thomas A. Stewart（1997） 

Stewart將智慧資本分為下列三類：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顧客資本。 

1.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係指企業中所有員工的知識、技術、能力、

經驗及與企業主體之間的隱性互動，並認為人力資本是公司更新與創新

的源頭。人力資本的來源方向主要來自於下列六個方向： 

（1） 教育水準：認為教育水準與人力資本的大小有絕對的關係，尤其

是高科技產業。 

（2） 商品型技能/ 槓桿型技能/ 專屬型技能的比例：商品型技能指非

專屬任一行業隨時可以取得的技能，也就是存在技術障礙；槓桿

型技能指知識價值對公司有舉足輕重影響力之技能，如IC、軟體

產業；專屬型技能指公司特有的技能，無法容易被模仿，如專業

顧問群。 

（3） 公司部門人員的歸類難易度及對附加價值的貢獻程度。 

（4） 人員的進修管道。 

（5） 才能模型：根據長期經驗，客戶要求必須具備的員工特質而發展

出來的模型。 

（6） 非正式群屬（即實務社群）的個數：非正式凝聚在一起的群體，

能夠促成互相學習的效果，使得企業內部能夠達成知識共享。 

2. 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即知識管理的機制。與人力資本不同，

結構資本為企業內部資本，且能為企業創造價值，包括生產製程、內部

資料庫等。結構資本的來源方向主要來自於下列兩個方向： 

（1） 公司內知識文件化的比例 

（2） 公司專有之知識庫藏 

3.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係指組織與客戶及供應商等來往的人之

間的關係。與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相比較，顧客資本無法以純粹的金錢

數額來表示。顧客資本的來源來自於下列五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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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顧客滿意度 

（2） 與顧客一起創新的能力 

（3） 顧客參與企業營運過程的程度 

（4） 提供顧客服務能力 

（5） 與顧客結盟的價值 

Stewart強調智慧資本並非由人力、結構、顧客這三大界線分明的資本

裡冒出來的，智慧資本是從三者的互動中所產生。 

（八） Frances Horibe（1999） 

Horibe將智慧資本分為下列三類：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顧客資本。 

1.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腦力已取代資產性

資本，成為創造財富的驅動者，人才資本是新經濟的活水源頭，而人們

帶到工作職場的知識與經驗，就是人才資本。 

2.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結構資本是一種基礎架構建設，目的是

將人才資本化為組織的財富。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公司開始意識到越

來越多極具價值的東西存放在員工的腦袋裡，一旦員工離職，則其價值

也隨之化為烏有，為充分掌握運用人才資本，組織必須盡可能善用員工

的各種知識，建構資料庫系統可讓員工相互聯繫、學習，避免閉門造車，

亦可發揮綜效。 

3.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係指公司與顧客之間的關係。為了建構

顧客基礎，並從中產生營收獲利，與顧客發展互動成為公司重要的一環。 

（九） 吳思華（2000） 

在個別企業方面，隨著競爭典範的移轉，以知識資源為核心的競爭邏

輯成為新經濟體系的主軸思維，以衡量與評價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一

切知識與能力總和的「智慧資本」，開始獲得重視。吳思華認為智慧資本

的內容主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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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力資本：包括經營團隊、專業技能、向心力、創造力與非正式互動。 

2. 流程資本：包括營運流程、創新流程、知識管理、組織彈性與設備管理。 

3. 創新資本：包括關鍵技術知識、智慧財產、創新投入與創新文化。 

4. 關係資本：包括顧客規模、顧客忠誠、策略夥伴與聲譽。 

綜合上述學者的論點，智慧資本主要包含「人力資本」、「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關係資本」、「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六大類，其

中「顧客資本」與「關係資本」的概念相近，指的皆是公司對外的關係；

「結構資本」則涵蓋「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的概念，有些學者特別

將這兩項資本獨立討論，有些學者則以「結構資本」一詞替代。本研究將

諸位學者對智慧資本的組成要素及內涵彙整如表 2-2。 

表 2-2 智慧資本內涵彙整 

學者 智慧資本的內涵 
人力

資本 
結構

資本 
顧客

資本 
關係

資本 
流程

資本 
創新

資本 

Saint-Onge 

H.（1996） 

(1) 人力資本：為顧客提供解決方

案所需之個人能力。 

(2) 顧客資本：能使顧客對組織因

忠誠而產生好處之事項。 

(3) 結構資本：滿足市場需求的組

織能力。 

◎ ◎ ◎    

Bontis N.

（1996） 

(1) 人力資本：鑲嵌於員工身上的

內隱知識。 

(2) 結構資本：組織運作的程序。 

(3) 關係資本：鑲嵌於與外在環境

建立關係的知識。 

◎ ◎  ◎   

Brooking 

A. （1997） 

(1) 市場資產：與市場有關的所有

無形物質。 

(2) 人力資產：由企業擁有的員工

所得到的資本。 

(3) 智慧財產權資產：由法律保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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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形資產的機制。 

(4) 基礎設施：幫助企業運作所有

的技術、生產方法與流程。 

Edvinsson 

L. & 

Malone M. 

S.（1997） 

(1) 人力資本：公司所有員工及管

理者的個人能力、知識、技術

與經驗。 

(2) 結構資本：人力資本具體化、

權力化，以及支援性的基礎結

構。 

(3) 顧客資本：組織和關鍵顧客的

關係。 

(4) 組織資本：組織的系統化、組

合與整理的能力，也是加強產

能的系統。 

(5) 創新資本：革新能力和保護商

業權利、智慧財產權，以及其

他用來開發並加速新產品與新

服務上市的無形資產和才能。 

(6) 流程資本：工作的過程、特殊

的方法，以及擴大並加強產品

製造或服務效率的員工計畫。 

◎ ◎ ◎ ◎ ◎ ◎ 

Roos J., 

Roos G., 

Dragonetti 

N. C. & 

Edvinsson 

L.（1997） 

(1) 人力資本：包括組織內部員工

的知識與技術形成的競爭能

力、員工創造利潤達成目標的

工作態度；員工創造適應的反

應力。 

(2) 結構資本：包括與客戶、原料

供應商、聯盟企業、股東以及

其他投資人間的關係資本；涵

蓋基礎建設、生產程序與企業

文化三個構面的組織資本；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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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以藉由改善財務資本或智

慧資本在未來創造出價值的更

新與開發資本。 

Stewart T. 

A.（1997） 

(1) 人力資本：企業中所有員工的

知識、技術、能力、經驗及與

企業主體之間的隱性互動。 

(2) 結構資本：企業內部資本，且

能為企業創造價值。 

(3) 顧客資本：組織與客戶及供應

商等來往的人之間的關係。 

◎ ◎ ◎    

Horibe F.

（1999） 

(1) 人力資本：人們帶到工作職場

的知識與經驗。 

(2) 結構資本：一種基礎架構建

設，目的是將人才資本化為組

織的財富。 

(3) 顧客資本：公司與顧客之間的

關係。 

◎ ◎ ◎    

吳思華

（2000） 

(1) 人力資本：包括經營團隊、專

業技能、創造力與向心力。 

(2) 創新資本：包括創新投入、關

鍵技術知識、智慧財產權與創

新文化。 

(3) 流程資本：包括營運流程、品

質管理、知識管理與組織彈

性。 

(4) 關係資本：包括顧客規模、顧

客忠誠、策略夥伴與聲譽。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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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智慧資本的衡量 

（一） 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Edvinsson & Malone認為研究智慧資本就是希望尋找到一個系統化的

方式，企圖掌握、解釋、影響隱藏在資產負債表中的資訊。斯堪地亞公司

建構「斯堪地亞智慧資本導航者」作為智慧資本導航評量的基準。值得注

意的是它的組織並非由資本的形式所組成，而是五個不同的焦點領域；換

句話說，從這些焦點可以得到此公司在該競爭環境下所擁有的智慧資本之

價值。 

「斯堪地亞智慧資本導航者」的形狀基本上是一棟房子（斯堪地亞組

織本身的一種視覺隱喻），四方形上面的三角形為「財務焦點（Financial 

Focus）」，也就是一般企業使用的資產負債表，是公司過去在某個特定時

刻的精確衡量結果，這個焦點的衡量指標多半已非常固定。 

圖形的下方是公司當下行動的焦點，包括「顧客焦點（Customer Focus）」

和「流程焦點（Process Focus）」，前者是衡量一個獨特型態的智慧資本，

後者則是佔結構資本的較大部分。 

智慧資本的底部，也是這棟房子的基礎，是結構資本的另一部份「更

新與開發焦點（Renewal and Development Focus）」，這個領域不單透過

員工訓練、新產品開發之類的指標衡量一個公司對未來的準備是否充足，

也觀察一個公司透過產品回收以及放棄過時商品與縮小中的市場，也包括

其他策略行動的效率，這個領域同時也提出了該組織未來可能涉足的業務

環境。 

最後則是位於房子中央，也是整個組織的心臟、智慧與靈魂，它是整

個組織唯一的行動能力，能夠觸摸到所有智慧資本的各個領域—「人力焦

點（Human Focus）」，其組成要素包括員工的資格與能力，以及公司承諾

會讓這些技術正常運作、時時更新，這個焦點是員工知識和創新的融合，

也是公司改變或保持這個融合的種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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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斯堪地亞智慧資本導航者 

【資料來源：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根據上述五個焦點，斯堪地亞公司為智慧資本報告列出 164個衡量指

標，然而過多的指標造成評量算的困難，於是 Goran & Johan Roos刪除了

53個多餘與不必要的指標，以及那些不容易衡量的指標，其結果如下： 

1. 財務焦點：為財務結果，包括企業總資產、新業務營運的營收與利潤、

每位員工的利潤營收與附加價值等 18個指標。 

2. 顧客焦點：與委託人之間的關係，包括市場佔有率、顧客數、顧客平均

規模、顧客訪問公司次數、滿意顧客指數等 20個指標。 

3. 流程焦點：內部流程的效率，包括管理費用/總營收之比值、額外支付的

處理時間、每名員工的管理費用與資訊技術費用、公司品質表現等 19個

指標。 

4. 更新與開發焦點：為了發展人力與結構資本所做的投資，包括每位員工

的能力開發費用與訓練費用、滿意員工指數、結構資本開發投資等 32個

指標。 

5. 人力焦點：為顧客解決問題的員工個人能力，包括領導力、動機指數、

員工變動率、平均年資、員工平均花在訓練上的天數等 22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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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斯堪地亞智慧資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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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能有效運用智慧資本的衡量指標，Edvinsson & Malone發

展出「智慧資本方程式」。 

組織智慧資本＝i C 

Ｃ是智慧資本的值，以貨幣為單位，包括新業務營運盈收、新市場與

資訊技術投資額、員工與客戶訓練投資額等 21 項；ｉ則是該組織運用智

慧資本的效率係數，包括市場佔有率、顧客滿意度指數、研發資源比率之

指數等 9項。透過該方程式可以整合上述五個焦點的眾多指標，也讓不同

公司、不同產業能以更具體、有意義的「智慧資本值」相互比較。 

（二） 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關於財務方面的績效，企業可以透過銷售量、市場佔有率、資產報酬

率等具體數字衡量，然而非財務方面的東西，倘若沒有明確的標準評量，

容易造成目標的模糊與不確定，也難以凝聚各階層員工的重視，一旦公司

遇到危機，員工心思都只會擺在如何讓公司達成資產報酬所評定的獲利標

準，至於公司其他方面的目標則將被忽略。 

圖 2-10  Roos et al.智慧資本程序模式 

【資料來源：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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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非財務方面的評量機制，Roos et al.提出「智慧資本程序模式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Process Model）」，幫助企業謹慎選擇指標，以

發展企業智慧資本系統。Roos et al.援引斯堪地亞個案說明智慧資本程序模

式，首先要確立公司的經營理念與願景使命，接下來利用這些目標找出關

鍵成功因素（KSF, key success factor），這些關鍵成功因素隨後成為指標，

由這些評量指標所得到的資訊經過整合後，將被類歸至不同的智慧資本。 

Roos et al.針對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下的各子項目列出衡量指標： 

1. 人力資本 

（1） 競爭爭能力衡量指標 

A. 企業內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所佔的比例 

B. 資訊科技的能力 

C. 每位員工接受的訓練時數 

D. 員工的平均年資 

（2） 工作態度衡量指標 

A. 管理階層詢問下屬執行情形時所花費的時數 

B. 高級主管解說策略及公司採取的行動所花費的時數 

C. 領導能力指數（Leadership Index） 

D. 動機指數（Motivation Index） 

（3） 機敏的反應力衡量指標 

A. 企業實行員工提出的建議後所節省的金錢 

B. 員工提出新解決方案 

C. 新產品和新生產程序 

D. 背景變異指數（Background Variety Index） 

E. 企業多角化指標（Company Diversific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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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資本 

（1） 關係資本衡量指標 

A. 企業與外界的交易量佔總體的百分比 

B. 與外界維持關係的時間長短 

C. 伙伴滿意度指標（Partner Satisfaction Index） 

D. 顧客群的維持（Customer Retention） 

（2） 組織資本衡量指標 

A. 行政費用與總營收之比值 

B. 由專利所得到的收入 

C. 執行後毫無錯誤發生的生產程序 

D. 循環週期／生產程序時間 

確定衡量指標之後，需將所有指標以無向度數字（dimensionless 

number）表示，並將各指標分別乘上加權比重後相加（只有同一層級的指

標才能相加），即可得到一整合的智慧資本指數。 

（三） Karl Erik Sveiby（1998） 

Sveiby 認為公司的市場價值由有形股東權益與無形資產所組成，而無

形資產又可分為外部結構（External Structure）、內部結構（Internal Structure）

與員工能力（Competence）三大類，Sveiby分別以這三項無形資產衡量指

標對應至智慧資本的分類：外部結構對應顧客資本、內部結構對應結構資

本、員工能力對應個人資本，並對每類依成長／更新、效率及穩定性三部

份訂出衡量指標，其中效率指標及穩定度指標可以表現組織過去及現在的

概況，而成長／更新指標則提供為發展可能之參考。 

1. 外部結構 

（1） 成長／更新指標：包括每位顧客獲利率、組織成長率、提升形象

顧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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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率指標：包括顧客滿意度、每位顧客銷售額、盈虧指數。 

（3） 穩定性指標：包括大型客戶比率、顧客年齡結構、忠誠顧客比率、

重複訂購比率。 

2. 內部結構 

（1） 成長／更新指標：包括資訊技術投資比率、提升結構顧客數。 

（2） 效率指標：包括支援人員比率、價值／態度指數。 

（3） 穩定性指標：包括組織年齡、員工流動率、新人比率、資深人員

數。 

3. 員工能力 

（1） 成長／更新指標：包括專業員工數與年資、平均教育水準、教育

訓練成本、提升能力顧客數。 

（2） 效率指標：包括專業人員比率、每位員工附加價值、每位員工利

潤。 

（3） 穩定性指標：包括專業人員流動率、相對薪資水準。 

圖 2-11  Sveiby市場價值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Karl Erik Sveib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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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吳思華（2000） 

吳思華先前針對國內網際網路公司進行研究時，分別對四項企業智慧

資本列出衡量要項： 

1. 人力資本 

（1） 經營團隊：包括專業經歷、網路經歷、專長互補性。 

（2） 專業技能：包括教育程度、專業年資、網路年資、資訊技術嫻熟

度、學習能力投入。 

（3） 向心力：包括企業年資、流動率、員工滿意度、活動參與率、自

願性延長工時。 

（4） 創造力：包括人格特質、思考風格、內在動機、多元智慧。 

（5） 非正式互動 

2. 流程資本 

（1） 營運流程：包括專案管理、顧客管理、系統管理。 

（2） 創新流程：包括創新效率、創新準確度、創新速度。 

（3） 知識管理：包括部門化與認知、知識創造、知識累積、知識分享、

知識評估。 

（4） 組織彈性：包括決策層級數目、決策前置時間、組織可調整性、

授權程度。 

（5） 設備管理 

3. 創新資本 

（1） 關鍵技術知識：包括知識（技術）困難度、知識（技術）新穎度、

知識（技術）專佔度、知識（技術）自主度、知識（技術）更新

度。 

（2） 智慧財產：包括智慧財產數目、智慧財產品質、智慧財產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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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新投入：包括創新團隊規模、創新支出、前瞻技術之投資。 

（4） 創新文化：包括鼓勵嘗試實驗、鼓勵創意、鼓勵提出想法、允許

犯錯。 

4. 關係資本 

（1） 顧客規模：包括顧客數目、顧客交易規模、顧客營業規模、顧客

交易頻率。 

（2） 顧客忠誠：包括顧客存續率、顧客留置率、顧客獲利力。 

（3） 策略夥伴：包括關係數目、合作方式、交流內容、互動頻次、合

作利益。 

（4） 聲譽：包括品牌知名度、廣告投入、顧客滿意度、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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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網際網路智慧資本架構圖 

【資料來源：吳思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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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智慧資本的管理 

（一） Annie Brooking（1997） 

Brooking 提出智慧資本之管理流程：先根據公司之發展政策及組織現

有之基礎設施資產、市場資產、人力資產及智慧資產概況架構智慧資本資

產，然後建立稽核制度，形成資產價值的指數，將相關的資產文件化，建

立起智慧資本的知識庫，並依智慧資本指數來推動公司成長策略。 

智慧資本知識庫中，將低的智慧資本指數項目列入組織必要成長的項

目，而高智慧資本指數項目則建入智慧資本知識庫中。智慧資本知識庫內

屬於弱法律指數項目進行法律保護之動作，強法律指數項目則列入智慧資

本知識庫供組織成員使用。 

智慧資本知識庫中之各項物件透過散播，使智慧資本的知識在公司內

被應用，增強公司的各種應變能力。成長需求策略則經由外界獲取改善的

建議，納入發展政策中，一方面促成公司成長，另一方面配合公司之需求

架構出新的智慧資本資產，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循環體系。 

Brooking 為智慧資本知識庫建立一套管理循環流程，提供建立智慧資

本組織一個清楚的輪廓，有助於對智慧資本知識庫建立之前因後果之掌

握。此外，Brooking強調智慧資本知識庫的重要，同時以指數方式衡量哪

些項目應該增強，並藉由溝通萃取內隱知識，形成螺旋循環的模式將知識

系統化、過程化，列入知識庫平台中加以散播利用，建立有效的智慧資本

機制，提升公司的智慧資本的資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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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Brooking智慧資本管理流程 

【資料來源：Annie Brooking（1997）】 

（二） 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Edvinsson & Malone提出「斯堪地亞智慧資本導航者」的模式幫助公

司領導者管理智慧資本，並且認為智慧資本的管理不單只是管理知識或智

慧資產而已，重要的是將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融合一起管理。 

斯堪地亞智慧資本工作小組提出開創智慧資本的六個步驟： 

1. 宣導（Missionary）：先由公司的先鋒者體認將智慧資本具體化的必要

性，之後說服組織裡其他員工相信並認同這個新觀點。 

2. 測量（Measurement）：發展出平衡的測度與分類方法，同時也包括智慧

資本控制功能的開發，並初步將測量方法與組織現有的會計系統結合。 

3. 領導能力（Leadership）：公司要對平衡的財務報告觀點所反映出來的新

觀念必須有所抉擇，尤其從管理過去轉移到對未來的導航，需要更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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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眼光。 

4. 技術（Technology）：強調技術的發展要增加資訊的透明度與知識的組

合，同時建構能夠分派這類知識的通訊系統。 

5. 資本化（Capitalizing）：包含運用套裝的組織化技術及創造至資本中的

智慧財產，資本化是循環利用企業重要知識與建構資本投資的重要因素。 

6. 未來化（Futurizing）：有系統的培育創新精神，使之成為組織內核心能

力，以保持不斷的更新和開發。 

另外，Edvinsson & Malone就「導航者」架構發展出有效之智慧資本

管理的四個步驟： 

1. 瞭解領航者中哪些部分顯示了價值創造和價值提煉的能力。 

2. 藉由閒置能量的交互作用和交叉培育，有效掌握這些價值。 

3. 藉著創造出一個自助餐餐台的知識（斯堪地亞稱為「冷盤自助餐」），

將焦點集中在一個公司能力的流量和交換，以及透明度。 

4. 藉著各部分解除、整理、重複使用、交替，而將此過程資本化。 

圖 2-14 導航者智慧資本管理 

【資料來源：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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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傳統的資產負債表如同瞬間拍下的照片，使用者無法從中發現任意兩

件事物（數值）之間的關連，因此 Roos et al.認為管理智慧資本應採取流

量的概念。所謂的流量關係包含智慧資本與財務資本的轉換，以及智慧資

本間的內部流量，管理者藉由檢視資本間的流量關係可以清楚明白不同資

本間的存量變化情形。 

圖 2-15 資本間流量關係 

【資料來源：Johan Roos, Goran Roos, Nicola C. Dragonetti & Leif Edvinsson（1997）】 

（四） Thomas A. Stewart（1997） 

針對智慧資本的管理，Stewart分別對人力、結構與顧客三類資本提出

具體方案。 

1. 人力資本：多運用員工的知識，吸收獲取對企業有用的知識，將公司的

人力資源推向難以取代且具有供附加價值的地位，這些員工以才能和經

驗創造出來的產品、服務，是公司抓住顧客不讓他們跑到競爭者那邊去

的主要力量，也才算是公司的資產，至於那些容易取代或低附加價值的

員工，僅是公司的勞力成本。要留住這些人力資本，可透過正式或非正

式的實務社群增加黏滯性，或是建立一個學習式組織培植員工能力，亦

可透過顯性的員工配股方式保留公司人才。 

2. 結構資本：以建立知識庫藏的方式將零散的資訊與智慧整合，轉化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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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性的知識，可透過企業內部黃皮書（yellow pages）讓有疑問的員工能

藉此知道相關的知識可以在哪些人身上找到，有效減少不必要的時間浪

費，也降低錯誤發生發生的機率；此外，前人的學習經驗與教訓也值得

列表存檔，並附上指導大綱，以供後人進行類似作業時參考，讓公司所

學得的經驗發揮槓桿效應。組織內資訊的快速流動可提高公司的生產力

與反應能力，而領導者的支持更是推動結構資本管理的重要原動力。 

3. 顧客資本：管理顧客資本的方式包括和顧客一起創新創造雙贏局面，並

且將顧客從對立角色轉為同一陣線，抓住重點客戶提供客製化服務，讓

公司的產品或服務成為顧客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以增加顧客忠誠度。

Stewart提出管理智慧資本的十大原則，作為企業未來創造價值的指引

方針。 

1. 企業不是人力資本和顧客資本的擁有者，企業必須將員工與供應商、顧

客放在正確的位置，認清資源共有共享的特質，才能從中獲利並且永續

經營。 

2. 企業若要創造可以運用的人力資本，必須在企業內建立團隊合作的精

神、實務社群、以及其它類型的跨部門學習團體，唯有將員工個人的才

能捕捉下來，賦予具體的形式並化作資本使用，企業才能成為新創意與

專業知識孕育的溫床。 

3. 在管理、開發人力資本時，企業必須盡可能的挖掘員工的專屬且極具有

策略價值的才能，因為只有這些才能可為公司帶來利潤。 

4. 結構性資本是企業可以完全掌握的無形資產，因此經理人必須加以管理

並保持與顧客分享的便利性。 

5. 有效聚集公司所需的知識，並且加快資訊在公司內部流動的速度，以在

使用時能在第一時間取得。 

6. 盡可能以資訊和知識取代昂貴的實物和財務資產。 

7. 量身訂做是知識型工作的特色之一，因此不論公司的產品與服務是大量

製造或是小批量生產，都可以透過管理服務的途徑，獲取創造特殊關係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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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新檢視並分析公司在所處產業裡的價值鏈位置，確定對公司最重要的

資訊為何。 

9. 將焦點要放在資訊流上，而非財貨流。 

10. 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三者相輔相成，分別對三者投資是不

足夠的，應加強三類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 

（五） Dave Ulrich（1998） 

一家公司的智慧資本—員工的承諾和能力—深植在兩個層面當中，一

是員工如何看待及執行工作，另一則是組織如何創造政策與制度來完成工

作。 

1. 提升能力的工具 

（1） 購買（Buy）:雇用來自外界或內部的個人，取得新的人才。 

（2） 建立（Build）：透過正式的在職訓練、職務輪調、職務任派和行

動學習來訓練或發展人才。 

（3） 借用（Borrow）：與公司外界人士（例如顧問、廠商、顧客或是

供應商）形成伙伴關係，以尋求新的想法。 

（4） 解雇（Bounce）：除去表現不佳或是未達標準的員工。 

（5） 凝聚（Bind）：留住能力最好的員工。 

2. 培養承諾的方法 

（1） 公司減少要求：幫助員工辨識哪些要求是正當的，哪些是毫無根

據的，然後除去那些沒有必要的要求。 

A. 決定優先順位：找出優先順序，某些要求就可以被過濾掉。 

B. 建立重心：將多樣的提案組織成為一崇高的主題，，主題就像

火車頭一樣，每一節車廂（提案）都可以改變，但火出頭永遠

會把所有車廂帶往相同的方向。 

C. 再造：透過將工作簡化、自動化和流暢化的方式，再造過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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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要求的減低或消失。 

（2） 公司增加資源：並非所有的要求都可以移除，資源代表一家公司

用來回應要求的價值、策略和行動。 

A. 控制權：賦予員工決定工作方式的控制權。 

B. 策略或願景：提出一個願景和方向讓員工願意做出全力以赴

的承諾。 

C. 挑戰性工作：提供能發展新技能的有趣工作。 

D. 合作與團隊：組織團隊凝聚重心，將個人才能槓桿成為團隊

的成就，快速解決問題完成工作。 

E. 成果分享：獎勵完成工作的員工。 

F. 溝通：誠懇地、不斷地與員工分享多元化資訊。 

G. 關懷他人：確保每個員工都得到尊重的待遇，以及所有差異

都被提出來公開討論與分擔。 

H. 科技：給予員工能更容易完成工作的科技。 

I. 訓練與發展：確保員工擁有把工作做好的技能。公司將要求

轉換為資源 

A. 進行離職面談：透過離職員工瞭解公司政策和管理行動折損員

工承諾的原因，匯集資訊後可把將要求轉換為承諾。 

B. 模擬新經理人：讓員工與經理人互相瞭解，降低日後衝突與摩

擦的發生。 

C. 考量家庭需求：透過活動提供員工家庭心裡獲實質上的支援與

協助，如家庭假期、托兒所等。 

D. 讓員工參與重要決策：藉由參與決策討論讓員工感受控制權和

承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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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Frances Horibe（1999） 

Horibe 分別對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三大類資本提出管理方

法。 

1. 人力資本 

（1） 鼓勵引進新知：員工知識再豐富，若不能應用於工作中便無法為

公司創造財富。經理人應協助員工瞭解公司的策略方向，清楚定

義員工的角色與職責，重視員工的意見與心聲，同時允許員工犯

錯，並鼓勵員工嘗試新技術。 

（2） 充分運用員工知識：包括權責下放、全面諮詢與參與：產品生命

週期不斷壓縮，為充分發揮人才資本的槓桿效果，以便能快速反

應市場變化，經理人應幫助員工將工作內容和公司策略方向連

貫，提供充分資訊讓員工願意承諾參與。員工的意見受到重視將

提高員工對公司奉獻的意願，也才願意付出儲存於員工腦中的智

慧資本。 

（3） 管理非專長的知識：身處知識爆炸的時代，公司應充分運用員工

的知識，經理人必須尊重各領域的專業人才，移轉決策權給員

工，而經理人則負責分配、統合與監督的工作。 

（4） 鼓勵員工學習：智慧資本若能持續增長，公司將能維持競爭優

勢。員工可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機制增加知識與技能，

而公司也可透過獎賞的方式達到激勵與肯定員工的目的。 

2. 結構資本 

（1） 自由的資訊流通體系：經理人要為公司創造一個員工願意創新與

奉獻的基本條件，就是必須要讓員工瞭解如何才能幫助公司達到

目標，透過無阻礙的溝通環境可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 

（2） 知識與人員自由交流：公司內部人才的自由移動與暢通，將有效

鼓勵智慧資本的運用，進而利用知識創造價值財富，例如專業社

團、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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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享與學習的意願：降低公司所有員工瞭解與行動之間的時差，

透過認知、引導、需要三階段促成學習，另外，可採用團隊形式

增加員工向心力，提供知識分享的意願。 

（4） 獎賞知識：包括實質與精神兩方面，例如獎金、加薪、紅利、股

票選擇權等屬於實質獎勵，而公開表揚、獎狀獎牌等則屬於精神

獎勵。 

（5） 從心改變：改變是緩慢且恐懼的，藉由認知改變、導入改變、要

求改變三階段的模式，漸進降低員工的排斥感與抗拒，達到改變

的目的。 

3. 顧客資本 

（1） 建立忠誠員工：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創造了顧客對公司的忠誠，員

工對工作滿意，並從中得到激勵，使得員工充滿熱忱為顧客服

務，而員工與顧客好的互動將直接提高顧客重複購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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