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內網際網路仲介公司公司的核心智慧資本及其管理

制度等議題，因此先進行智慧資本相關文獻的探討研究，包括智慧資本的

源起、智慧資本的定義、智慧資本的內涵、智慧資本的衡量與智慧資本的

管理。 

本研究的架構以公司的智慧資本為主軸，對線上旅遊與人力銀行兩個

產業進行分析，分別由產業特性、個案公司與網站使用者三方面探討網際

網路仲介公司的核心智慧資本為何，並就網路特性與產業特性分析網際網

路仲介公司的智慧資本管理制度。 

圖 3-1 本研究觀念性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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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變數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將公司的智慧資本定義為「市場價值

與帳面價值的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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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吳思華（2000）針對網際網路

公司智慧資本衡量與發展研究的架構，從「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創新資本」與「關係資本」四個構面進行深入探討，茲分別對各研究變

數定義與說明如下。 

1. 人力資本：係指附著於員工身上之知識與能力的加總。 

（1） 經營團隊：係指高階管理員工的組成背景與專長能力。 

（2） 專業技能：係指公司員工的專業技術能力。 

（3） 向心力：係指公司員工對公司目標與價值觀認同與支持的凝聚

力。 

（4） 創造力：係指公司員工提出想法與解決問題的原創性。 

（5） 非正式互動：係指公司內部員工之間相互交流。 

2. 流程資本：係指附著於企業主體，為行政效率相關所實行的工作程序與

方法。 

（1） 營運流程：係指功能性管理制度與專案管理。 

（2） 創新流程：係指公司加速作業效率與品質的工具方法。 

（3） 知識管理：係指公司內部技術、管理、市場等各種知識的文件化

與促進知識流通速度的措施。 

（4） 組織彈性：係指公司層級劃分與分工方式，以快速反應環境需求

變動的能力。 

（5） 設備管理：係指組織為應付企業基本的需求之軟硬體基礎設施。 

 

3. 創新資本：係指附著於企業主體，為未來取得競爭優勢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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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鍵技術知識：係指與產業和企業策略相關，公司賴以產生優勢

的核心技術。 

（2） 智慧財產：係指以專利、商標、著作權等法律型式保護的知識。 

（3） 創新投入：係指組織投資於研究發展的資金與人力。 

（4） 創新文化：係指鼓勵公司員工產生創意的氛圍。 

4. 關係資本：係指企業與外部的相關互動狀態。 

（1） 顧客規模：係指與公司來往的顧客數量及交易金額。 

（2） 顧客忠誠：係指顧客再購買的意願。 

（3） 策略夥伴：係指公司與其他企業、政府等夥伴之間的互動關係與

涉入程度。 

（4） 聲譽：係指公司在顧客或合作夥伴心中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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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方法 

為避免單純資料蒐集可能發生缺漏及過時的問題，本研究主要採取「個

案研究法」，藉由個案公司的深入訪談，全面性地瞭解該公司智慧資本相

關衡量與管理制度。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個案研究對象包含國內的線上旅遊與人力銀行兩個產業，選

擇這兩個產業主要包含下列原因： 

1. 線上旅遊網站與人力銀行網站皆為提供仲介服務的網際網路公司。 

2. 網路泡沫化之後，許多公司因為經營模式有問題而遭到市場淘汰，而線

上旅遊網站與人力銀行網站為少數國內網際網路公司已達到損益平衡的

產業。 

3. 根據資策會 MIC公佈 2001年我國網路購物交易金額佔有率前五大商品

依序為旅遊（51%）、3C商品（15%）、票務（14%）、書籍雜誌（5%）、

美容商品（5%），中國信託也公佈旅遊網站為信用卡交易金額最大宗，

因此本研究選擇旅遊網站作為研究對象。 

4. 根據 NetValue 2001 年研究報告顯示，香港為亞洲四小龍中上網求職人

數最多的國家，台灣第二，新加坡與韓國分列第三及第四，若以就業網

站造訪率成長幅度來看，台灣居四小龍之冠，成長幅度達 44.7%，且每

一網友平均停留時間也最長，約為 37.5分鐘，因此本研究選擇人力銀行

網站作為另一研究對象。 

在同一產業內，本研究參考 NetValue針對國內網際網路仲介服務網站

到訪率與平均瀏覽時間的排名，在旅遊產業選擇「ezTravel易遊網」與「ezfly

易飛網」兩家公司；在人力銀行產業則選擇「104人力銀行」與「1111人

力銀行」兩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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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台灣線上旅遊網站排名 

排名 公司名稱 網址 到訪率（%） 瀏覽時間（分） 

1 易遊網 www.eztravel.com.tw 10.9 5.0 

2 易飛網 www.ezfly.com 7.2 16.3 

3 旅遊王 www.travelking.com.tw 1.4 7.2 

4 靈知休閒旅遊網 www.wise.com.tw 1.2 6.6 

5 WCN世界之旅 www.wcn.com.tw 1.1 1.2 

資料來源：NetValue, 2001年 6月 

表 3-2 台灣人力銀行網站排名 

排名 公司名稱 網址 到訪率（%） 瀏覽時間（分） 

1 104人力銀行 www.104.com.tw 16.6 44.2 

2 1111人力銀行 www.1111.com.tw 7.3 27.9 

3 MyJob人力銀行 www.myjob.com.tw 3.8 7.6 

4 泛亞人力銀行 www.9999.com.tw 2.4 16.3 

5 24k金飯碗 www.24k.com.tw 2.2 4.0 

6 中時人力網 www.ctcareer.com.tw 2.1 11.9 

7 Career就業情報 www.career.com.tw 1.7 11.6 

8 UDNJOB www.udnjob.com 1.5 5.7 

資料來源：NetValue, 2001年 6月 

三、 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方面主要分為初級資料及次級資料。 

（一） 初級資料 

初級資料方面，本研究將以訪談該公司內部高級主管及負責相關營運

業務之同仁為主，以確實瞭解網際網路仲介公司之核心智慧資本與相關管

理制度，並適度挑選該網站的重度使用者，由使用者角度分析評比網站的

功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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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個案公司受訪名單 

產業 受訪人員 任職公司 職稱 受訪日期 

顏聰富 ezTravel易遊網 監察人 2003.5.8 
線上旅遊網站 

虞琦 ezfly易飛網 網站經營部專員 2003.4.3 

洪櫻瑜 104人力銀行 行銷事業處專案經理 2003.4.10 
人力銀行網站 

夏瑋 1111人力銀行 公關部經理 2003.3.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4 重度使用者受訪名單 

產業 線上旅遊網站 人力銀行網站 

訪問對象 旅遊商品提供者 旅遊商品消費者 徵才廠商 求職者 

訪問人數 NA 8人 6家 8人 

使用頻率 NA 

過去一年在公司

網站購買旅遊商

品三次以上 

過去半年曾在

公司網站刊登

徵才廣告 

過去一個月曾

在公司網站上

登錄履歷表 

◎由於旅遊商品提供者部份初級資料蒐集不易，因此以次級資料補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次級資料 

次級資料的蒐集主要幫助瞭解企業背景資料與現行狀況，本研究將以

該公司的網站介紹、資策會MIC產業分析報告與相關研討會資料為主，並

以電子時報、數位時代、FIND、NetValue等資料為輔。 

四、 研究限制 

由於我國企業在「智慧資本」的推動與執行方面仍處於觀念導入階段，

相關的學術文獻與案例討論亦屬不足，加上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之時間、

能力與資料之完整性，可能面臨之困難點如下： 

1. 礙於時間與能力的限制，只能挑選兩個產業進行研究，又由於採用深入

訪談的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樣本數量有限，可能影響推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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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資本的評量指標並不容易量化，許多議題受限於受訪者主觀之認知

判斷，加上基於商業機密考量，受訪者對部份資料多有保留，可能造成

推論偏誤。 

3. 智慧資本的研究仍屬於新興理論，缺乏可參考的分析構面，對研究結論

的廣度與深度，可能產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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