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技術之定義 
科學（science）指的是發現與探索的過程，有一個獨特的特質：一旦有個科

學發現、出現並且被加以報導、揭露或公開，它從此就存在了。對於任何人來說，

都沒有必要再去發現一次，雖然可能會因為驗證的需要加以複製（F.Peter Boer，
1999）。 

科技（technology）指的是，將知識加以應用以創造出有用物品的過程。它
通常建立在過去的科技上，透過新科技的輸入，或新的科學知識來完成。就像發

明電動打字記得人只是將電子系統加在原本已經有的鍵盤、滑動架以及墨水系統

而已。當科學家定義「科技」這個名詞時，科技可能僅包含一點或者根本不包含。

（F. Peter Boer，1999）就像新的財務軟體是一種純粹的科技，要設計這種產品，
可能不需要新的科學，因為全都已經內建到電腦的硬體裡面，但是他卻要應用到

前人所撰寫的程式（科技）才能運作。科技是從科學中創造出來的，除此之外許

多科技透過嘗試錯誤被創造出來，再經過一些非科學家或工程是予以作最佳化的

應用。新的科技有時僅透過結合兩種以上的科技就能夠創造出來，不需要有新的

科學發現參與其中。科學與科技最大的差別是：科技會成為過去式。相對而言，

科學幾乎永遠不會過時。（F. Peter Boer，1999） 

科技也可定義為：所有的知識、產品、製程、工具、方法以及創造產品和提

供服務的系統。簡單來說科技是幫助我們達到各種目標以及實際應用的知識。

（Tarek M. Khalil，2000）科技所包含的範圍絕不僅僅單只機器本身，也包括與
硬體配合的軟體和其他相關技術。Zelenyy在 1986年提出科技事由三個互相依
賴、共同決定、且相等重要的因素所組成的概念，分別是：硬體（實體的機器與

設備）、軟體（如何使用硬體的知識）與智慧（詳細瞭解技術的源由，也就是系

統原理；know-why）。 

科技的基礎是發明，在 Frederick Betz(1993)提及：發明是依人類的目的，以
新的邏輯方式去運用自然的創造過程（creative process）。一個概念系統變為實
體，及是一種功能的邏輯（functional logic）。科技是關於自然的潛能，運用自然
邏輯的潛能；科技發明使自然本質的潛能變為實體。 

美國英文遺產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將
「技術」定義為：所有用以達成工業或商業目標的方法及原材料整體。因為產品

與服務都包涵在想要達到的目標中，這個定義對我們的目的已足夠。所以，這裡

的「技術」意指用以完成人類所欲目的之工具(Tools)技術和程序等。也就是說，
技術，不只限定在硬體，亦包括「know-how」和軟體。 

「技術」這個名詞常用在比較狹窄意義的應用科學或科學知識。然而，事實



上，大部分技術本質上植基於經驗而非科學理論。科學約在十七世紀才成長，而

大部分來自實際經驗的技術則遠早於科學而存在。（吳豐祥，2002，技術預測課
程教材，政治大學） 

有學者提出科技稱之為（know-how），意指將學習所瞭解的知識或專業技
能，付諸實際執行。但國內學者普遍將 technology譯為科技，在本篇論文中是用
technology來代表科技。 

在關於技術的定義，到現在尚未有一致且很明確的說法，不過能夠理解技術

是包含從科學知識、研究、生產、製造設計到產品應用等等這些層面，技術所要

給我們的價值如同 Frederick Betz想表達的一樣，是想藉由「發明」這個過程不
斷地創新，在既有的技術上不斷的突破、發展對人類更方便更好的的產品與服

務，讓人的生活能夠提升。在此篇論文中，並不將「科技」與「技術」作一個明

確的區分，因為在英語原文皆為 technology，這不代表可以將這兩件事視為一體。
但是在各種有關「科技」與「技術」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兩者的範圍互相

包含重疊的部分是非常多的，所以在本篇論文中將「科技」與「技術」視為極為

相近的詞語。下表是技術定義的彙整表 

 
 

【表 2-1：技術定義表】 
學者或組織 年代 對於技術之定義 

Zelenyy 1986 

由三個互相依賴、共同決定、且相等重要的因素所組成

的概念，分別是 
1. 硬體：實體的機器與設備。 
2. 軟體：如何使用硬體的知識。 
3. 智慧：詳細瞭解技術的源由，也就是系統原理；

know-why。 
Friar & 

Horwitch 
1986 

能夠創造一種可重複使用於產生新的或改良的產品、製

程及服務的方法。 

Edosomwan 1987 
應用知識以產生物品或服務，而這個知識可以是各種形

式的方法、程序、技藝、工具、機器、物質或製程。 

Arthur 1987 
將科學實現應用於特定之產品其製造上的方法，或是特

定領域的專門知識。 

Sounder 1987 
任何可以增加人們知識、know-how者，而所有知識最終
均可還原成某種知識。 

Sharif 1988 

將特定的投入資源轉化成所欲產出物品間的所有活動，

均是屬於技術的範圍，因此技術不只是包含轉化過程中

所需使用的有形工具、設備，亦包含有效運用工具、設

備之相關知識。 



技術合作條例 1988 

1. 能生產或製造新產品者。 
2. 能增加產量、改良品質或降低成本者。 
3. 能改進營運管理設計、操作之技術或其他有利條件。
4. 具經濟價值。投資事業所需，在國內尚未使用者。 

Steele 1989 
一種有系統的知識，用以控制、組合及創造我們社會環

境之種種因素。 

Rosenbloom 1989 
做為廠商發展、生產、傳達其產品及服務之知識，並且

是一種解決特殊問題的 know-how、技巧與技藝的理論與
實務之總和。 

Frankle 1990 
一種知識、經驗、秘訣、具體的裝置或設備，它同時能

夠生產或製造新型態的產品或服務。 
Robbins 1990 組織中的資訊、設備、技能與將投入轉化為產出的過程。

賴士葆 1992 

可增進知識的知識庫，具體而言，技術可以視為製作、

機器、工具、設備、製程、說明（ instruction）、處方
（prescriptions）、食譜、型式、裝置（device）等知識，
或者是與之有關的專利發明、問題解決、創意產生所需

的知識均可算是。 

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1994 

將科學研究成果應用於生產，除實質的製造技術外，尚

包括產品設計及相互配合之組織管理，是一種實用目的

之知識、程序、技藝及方法。 

陳怡之 1995 

技術在於用，是滿足人類社會及生活所需，而將理論性

的知識應用到特定之社會與經濟的事物，是知識的運

用；因此，技術起源於人類為了改善其生活，而將科學

轉化為應用於滿足其生活所需。 

F. Peter Boer 1999 
將知識加以應用以創造出有用物品的過程。它通常建立

在過去的科技上，透過新科技的輸入，或新的科學知識

來完成。 

Tarek M. 
Khalil 

2000 
所有的知識、產品、製程、工具、方法以及創造產品和

提供服務的系統。簡單來說科技是幫助我們達到各種目

標以及實際應用的知識。 
吳豐祥 2002 所有用以達成工業或商業目標的方法及原材料整體。 

許牧彥 2003 
企業賴以為賺錢的本事、能力及經驗，其中包含工業技

術與商業技術兩種。 
資料來源：1.黃伯嘉（民 91），技術資產的鑑價-工具與方法之探討 
          2.本研究補充整理 



第二節  技術鑑價 
在我國產業升級以及全球化與科技化的前提之下，「技術」已經成為企業創

新、拓展以及維持市場的關鍵因素，在這市場瞬息萬變讓企業家與國家政策的擬

定必須思考如何運用最快的速度來探究技術、從國外技術移轉更甚至於技術授權

外銷等等的的課題；然而在技術移轉的過程當中，如何蓄積技術的價值、如何評

估價值、鑑價的基準點在哪、是否具有客觀公正的公平性以及有一致遵循的作價

方式，是現今從事經營管理的經理人不可不知道一件大事。 

每一個技術如果要給予一個像是「畢達哥拉司定理」一般，建立出放諸四海

皆準的公式來，是很困難的。原因在於每一個技術都包含了巨大的開發成本、產

品與商品化價值、市場上的價值等等；再者，技術的應用層面很廣，沒有人能想

到在輝瑞藥廠做出心血管疾病的藥失利後，測試出來的副作用能夠讓男性重振雄

風，這種技術原本應用與市場應用差別迥異的例子，在業界屢見不鮮。如果這種

原始技術要公平的由業者負擔，恐怕沒有一個技術接受者能夠負擔這樣的費用，

還能賺到超額利潤，在現今初期投入資本龐大的生物科技製藥就是最好的例證。 

若是照上述的邏輯推斷，那麼是否就不需要從事技術鑑價的工作呢？其實技

術的價值仍然是有跡可循，有些重要的原理原則以及衡量因素還是可以幫助我們

作更加精確的判斷。譬如說，可以用成本、收益與市場面最基本的價值判斷原則，

再去作「技術」這個特殊標的的價值評估；像是策略聯盟、產品多角化能降低風

險、研發專案的管理或者是選擇權的財務工具，都可以在「某個角度」讓我們有

更多資訊能接近技術「真正的價值」。 

技術的最大價值出現在市場接受之後的商品應用，這邊的市場包含工業品市

場以及技術交易市場。想當然爾，由技術衍生出的商品應用越多則技術本身的價

值也越高。所以物依稀為貴，在技術價值的評估領域裡，似乎也有不靈光的時候，

同樣的「知識」這這東西也是越用越靈光。當然可口可樂的獨門配方是獨佔的，

但是也要有世界性消費者規模經濟讓它為可口可樂帶來了數不盡的財富與商

譽。一個史上非常有名的例子，Sony當年開發出了 Beta錄放影機系統，當時技
術先進而且市場大為看好，所以 Sony當時想要獨佔技術，不技術授權給其他業
者，結果導致 Panasonic等競爭廠商為了生存轉而開發出 VHS，而且普遍的授權，
結果事實證明一切；消費性市場再也見不到 Beta系統的商品，儘管許多娛樂業
的錄音系統還是使用 Beta系統的錄放系統，因為它的技術的確比較好；但是『市
場』決定了一切。 

技術的價值與技術移轉標的物息息相關，不同的技術直接影響到市場普遍接

受度，也就直接影響到本身的價值，技術標的物可以分成下面幾種： 

1. 創新性的技術，如分子生物學造成的生物革命。 
2. 改良性的技術，如 panel pc 



3. 應用新概念包裝原有技術，如 system on chip（SOC） 
4. 新產業技術，如電子商務，數位內容。 
5. 現有產業改良技術，如奈米製程的材料加工等等各種應用 

技術本身具有它的生命週期，企業在決定開發或引進技術前，勢必要看準未

來市場的需求潛力。而且必須認定，任何值得投資的研發成本都有它應該回收的

地方，如此才能真正創造出具有高價值的技術。以美國而言，前幾大的公司所投

入的研發經費(一般而言，約佔營業額的 4-5%)都遠遠超過我國政府每年總研發投
資花費，而且藉由技術移轉所產生的收益甚至遠超過研發投資成本。 

  這些問題涵蓋了技術價值高低的評斷因素，環環相扣，舉例來說：假如技術

可立即產品化，便可縮短產品進入市場的前置作業時間，所謂掌握先機，就掌握

致勝的關鍵，技術價值認定則偏高；又如：技術本身若為一般用途，使用的對象

勢必較為廣泛，雖然個別權利金的收取會偏低，但卻以整體市場接受的廣大數量

來創造出技術的高價值。 

技術鑑價最困擾人的課題就是：太多變動成本的因素，以及過多的假設條

件，如：時間成本，營運成本，失敗的研發投資成本等，計算出來的結果不易符

合實際市場價值。 

市場價格最後往往決定於買賣技術雙方談判的結果。而談判的過程當中，賣

方勢必不斷強調技術的價值所在，買方則一定試著找出此技術較不具價值的一

面，藉此來取得雙方都可接受的價格平衡點。如何找出雙方均可接受的平衡點，

則是雙贏的關鍵。 

  技術鑑價是一種藝術，價格談判也是一種藝術，沒有絕對的準則存在，增加

技術的價值性於無形之中，則是技術鑑價談判過程中最上乘的功力。技術價值衡

量除了有既往前人的種種財務或者是量化的鑑價理論，吾人認為在知識經濟大環

境以及企業核心競爭力轉無形的趨勢之下，勢必要引入無形資產、難以量化的智

慧資本以及其他相關的技術評估構面。針對企業內部價值的創造、加值、流動以

及蓄積的衡量與管理，是將來企業經營的趨勢也是我們研究者今後可以好好努力

的一塊新世界。 

  技術價值很難作公平判斷的標準。如以工研院於 1972年引進 RCA已經成熟
的半導體製造技術為例，在當時國內各界多認為所付之價值過高，但是幾年來工

研院用這項技術培育出無數今天在台灣半導體業及電腦業的精英，創造了台灣現

在電子業及資訊業的榮景。以現在看來，當年該技術的價格應該是非常便宜的，

對於台灣工業發展而言，它的貢獻則是無價的。這個例子值得成為我們大家今天

在討論產業昇級及技術貿易時點最好的前車之鑑。 

社會開始運用「知識」創造更多的價值及創新時，則知識與所有權間的界線

越來越模糊，智慧財產權僅為保障「智慧創造能得到適當的回饋及能量」的基礎。



即便有了法制基礎的保障，以知識為本的商品於價值評估上仍有許多困難，如 (1)
取得相同的參考標準困難：因為技術交易的商品同等級商品具備唯一性，因此，

難以取得同質性商品進行價值的比較(薛夙珍譯(Choi, Stahl & Whinston著)，民
89；林春年、溫肇東、劉江彬，民 88)；(2)知識與專利此類「互補性的資產 」
(Complementary Assets)：需要透過商品化及服務的過程才能創造出價值
(Teece,D.J., 2000)。以下針對於各類評估理論，適用企業與狀況進行研究分析。 

第三節  無形資產技術特質 
企業取得新技術的途徑，可區分為兩類：由內部或外部兩個來源取得，內部

則由研發或創新產生，外部資源則包括單純設備購置、專利授權以及透過各類行

的契約研發、聯盟、合資等技術合作所產生（方世杰，1996），技術評價的「技
術」主題本身，也是無形資產的一部份，特別是新科技、高科技等技術，都需以

人或互補性商品為載體才能展現其價值。 

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特質：對於一般「商品」的定義，具備、明確、可以明

顯表示而且有形的標的物。商品可以透過市場經濟價格機制，以自由市場完全或

不完全競爭，達成價格的決定。而以技術或知識為標的物之市場，其交易標的物

均為無形且抽象的技術或知識，難以運用文字完整且明確的把它定義出來，常因

雙方專業之事所造成的資訊不對稱或不完整，造成知識缺口及市場的不確定性。

所以常需要經由契約關係來補足知識缺口，譬如：代理人制度。而且價格決定亦

無法取決於市場自由競爭，因為不同對象對於技術與知識認定、價值標準均不相

同，無法透過自由市場機制完全達成（Bidault & Fischer）。 

【表 2-2：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之比較】 

市場特性 商品市場 技術市場 

交易標的物 具體實體 無形、抽象之知識 

交易方式 明示、正式 非正式交易為主、通常難以明確的約定

訊息流通 完全、有效率 不完全、技術不確定性、資訊不對稱 

市場機制 價格機制 關係契約 

市場之完全性 完全或不完全競爭 市場有不完全性 

價格之決定 MC＝MR 協商議價 

資料來源：方世杰，1996年 



無形資產與互補性資產特性：當人們開始運用無形資產，知識與所有權間界

線劃分就變的越來越困難，因為智慧財產權是為了建立一個法治基礎，讓「無形

資產的運用有保障，並得到適當的回饋，以提升創新的能量」。但是即便有了法

治基礎，知識與有形財產間仍有多截然不同的屬性，造成智慧資產載運用及商品

化過程的難度。技術知識與專利此類「互補性的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
商品化過程中最需要知識及服務的支援才能創造出價值（Teece，2000）。知識型
的商品難以評價或評價困難的原因不外乎： 

1. 知識型商品具備唯一性，因此難以與同質性商品或知識進行價值的比較。 
2. 知識性商品特質是一經閱讀及已經使用，因此難以建立商品競爭之優勢。 
3. 技術等級區分難度高，又增加其評價之困難度。 

所以如何建立「技術及專利價值」評量指標及分析模式深具研究上的意義（劉

江彬、溫肇東、林春年，1999） 

【表 2-3：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特質差異表】 
特質描述 知識與無形資產 實質與物化資產 
所有權的確認 十分困難 容易 
技術保護 相對困難 相對容易 
財產範圍 難以界定 界定清楚 
銷售單位 許可證範圍 單位個體 
多樣性 異質化 同質化 
消費單位 難以清晰 可以用重量或數量計算 
交易能力 低 高 

資料來源：Teece，2001，Managing Industrial Knowledge 

上表所示，知識型的資產較實物化的資產於特質與交易特性上有極其大的差

異，因此互補性資產成為協助企業自行研發創新的要件之一，具有規模的企業為

避免技術移轉的困難，通常會採用內部化之技術交易模式（Teece，2001）。無形
資產的價值定義依先前研究之定義，認為無形資產的價值由三個部分所組成 

 
 
 
 
 
 
 
 
 
 



 
 
 
 
 
 
 
 
 
 
 

                  【圖 2-1：交織性無形資產價值分析】 
                  資料來源：張孟元，2001年 

1. 產權化的無形資產價值 
完全物質化的知識，透過產權的的基礎並可於財務報告中呈現的無形資產，

此部分資產價值仍依據 Coase理論，將以產權基礎理論仍以傳統「交易成本理
論」、「財產基礎理論」來評估並界定其結構的本質（Coase，1988）。其意義是「將
知識直接製為商品進行銷售或加值的無形資產能量，或直接已知視為商品像市場

提供知識產品或知識服務者」。如：知識產業所創造的知識產品為主，書籍、智

慧財產權。非知識性的創造流行、生活主張、商業模式等。 

2. 群體知識化無形資產： 
知識做為內部服務的能量，透過群體知識體的結合，創造組織的無形資產，

此部分資產價值則以「知識資源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等為基礎。群體知識性

的知識資產（Grouping Knowledge Assets），此部分的知識資稱之為「系統性知識
基礎（Systematic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的資產。此類型的資產多為組織
內部專家集體腦力激盪的共同創作，經由溝通、協調合作所達成的，此類型的資

產以不具體的形式、變動型態呈現，會隨著不同的外在環境改變而能產生新的知

識，於不確定（Uncertain）的環境下最具有競爭優勢，並且不強調亦不達可以具
體的智慧財產權的面貌呈現（Miller & Shamsie，1996）。知識化無形資產的能量，
表達非知識商品化的群體性知識，以及企業潛在的知識產能及競爭力。 

3. 社會化無形資產 
即為完全社會化的知識所創造的無形資產，此類的無形資產為公共財，知識

存在於社群或公共資源中，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其部分的價值已經無法由成本計

算，尚須納入社會化後所造成的影響及收益。交織性的社會化的無形資產

（Interwoven Social-Intangible Assets），此部分的知識能量需透過社會化的過程，
超越企業內部資源的利用，經由社會分享及公眾資源使用達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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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技術鑑價理論回顧 
技術評價的過去理論基礎：當現在這個知識經濟的社會運用「知識」創造更多的

價值以及創新時，知識與從前的物權，更廣泛一點應該說是所有權間的界線越來

越模糊，智慧財產權的功能在保障「智慧創造所能獲得的回饋以及能量」的基礎。

也就是說就算是有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知識為基礎的商品或者是勞務其價值

評估仍然是有許多困難的地方。舉例來說：想要以相同的客觀參考標準是很困難

的，因為技術交易的商品往往具有唯一性，所以難以取得同質性商品來從事價值

的比較。或者像是知識與專利此類「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需
要透過商品化及服務的過程才能創造出價值（Teece，2000）。接下來針對各種評
估鑑價理論，做簡單的研究與分析。 

1. 成本面鑑價評估法 

(1). 成本加成法：是以實際發生的成本為評估價值的基礎，運用加成計算方式，
將實際「經濟價值」納入評估。成本加成法理論的優點是計算簡單，僅由「評

估資產本身的投入成本價值」來衡量，並不是以收益的觀點。缺點就是無法

與市場及競爭環境等等因素納入考量而缺乏客觀性，只是單方面考量定價。

可以以成本法為基礎，作為「技術鑑價」評估的參考基準點之一。 

(2). 再投資定價法 
此方法精神為回收全部成本為在投資的目標，面對低價競爭對手時，此定價

理論將不能使用。這一個定價理論僅能視為「定價策略」的考量，其實是無法作

為實際評估價值的理論。再投資定價法可作為傾銷或企圖阻止競爭對手的定價策

略，不適合作為「技術鑑價」基準的一種。 

(3). 重置成本法 
此理論是以成本觀點為基準，所不同的是以目前重置成本的市價計算價值。

如果是預估價值的時候，也需要尋找相近樣本企業及其同質交易標的物，作為預

測基準。這個方法的優點是可以反應成本現值，缺點則是對於相對等的預測成本

樣本、企業以及標的物，難以去尋找。重置成本法可以適合於企業資本重新估算，

及未來投資方案的預估準則。作為技術價值評估準則，需要進一步考量市場環境

及技術競爭力等價值。 

(4). 經驗曲線定價法 
此方法是由著名的波士頓顧問公司所發展出來的，此定價的理論原則來自實

務觀念，運用純熟的生產經驗預估成本以及進行製成改進。因此，制訂成本時要

能以預估未來經驗的成本來定價。無論是以「模型計算」或「專家評鑑」的方式，

進行成本的評估，仍為成本法的基本精神。對於這個模型，除了成本預估外，仍

應計算技術標的物的未來預期獲利能力以及風險評估。 



(5). 生產函數法 
此理論由著名的 Cobb與 Douglas兩人於 1899年提出。這就是經濟模型評價

原則中生產函數法，為典型 C-D行生產函數，為能計算於標準時機內勞力、資
金、管銷等效能估算。生產函數方程式如下所示 

βα
tttt KLAY **＝  

其中 t為時間，Y為總產值，L為勞動效能，K為資本效能，A為除了 L與
K之外其他能讓管銷提升的效能，α、β分別代表總產出 Y對於 L與 K的彈性。
此方法仍為傳統製造業投入及產出比的估算，叫不適合無形資產評估；這種方法

主要是製造業計算產能的方式，要用來計算技術的價值也有其難以著力的地方，

此外，知識經濟時代此生產函數可能有所修正與變形，在此方程式中可能還要再

加上「知識」與「技術」這兩個變數上去才能符合新近之經濟體系的真實情形。 

(6). 指標公式法 
依據分析價值指標與相對應的權數，做為價值評估依據，此理論仍是以模型

指標參數，作為分析及評價之依據，以計算各項指標與權重之價值總和。計算方

式如下圖所示 

∑
∑

i

ii

W
WAG *

＝  

其中 G為總價值，A為各項指標得分，W為各項指標權重。 

2. 市場法（經濟效益法） 
這一個構面廣泛地界使用，是因為這一個構面可以評估實際市場價值及未來

風險與利潤的分析。 

(1). 市場殘值法 
這個方法是 Smith & Parr提出企業整體價值，作為分析無形資產價值方法，

亦稱之為 Top Down Approach。這是用「價值分配」的觀念評估企業總值，再將
所有資金分為：營運資金、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三大類。運用企業整體的市值，

扣除帳面價值，所得即為無形資產的價值。這個方法的缺點是在於當大企業無形

資產很多時，進行分配各項無形資產價值時，也會落入主觀的判斷之中。這個理

論之下有許多方法，使用者可以依據企業類別及體質，尋找合適的經濟效益法，

進行無形資產評估，作為預期風險及利潤之估算。 

a. Tobin Q係數法及本益比法 
此法是由諾貝爾得主 Tobin所發明的係數法。此理論是以市場價值與重置成
本，來計算 Tobin Q比值。而本益比法與 Tobin Q近似時，為計算時以本益
比取代 Tobin Q，為估算市場價值之依據。可以作為類似體質及型態企業或
技術評估之參考樣本。這個方法適合作為評估時參考模式，但是同質樣本卻

是很難尋找。這個方法的優點是可以評估上是企業實質權益價值；缺點則是



會受到市場景氣指標的影響，如處於景氣低迷時，相對的資本或資產議會縮

水。 

b. 資本資產評價法（CAPM） 
這個方法是用來上市公司評估「權益資金成本模式」基準。此方法多為高收

益的股市或匯市計算高風險收益理論之一，作為企業預估未來收益的方法。

這個方法在估算企業整體價值時，及為使用公司股價報酬率與市場報酬率之

風險係數（β），來算企業報酬率，進而預期企業整體價值的方式。此理論

運用「無風險利率」加上「系統性風險」乘「風險溢酬」之和，做為資本資

產價值。CAPM理論適合上市公司評估。這個方法的優點是可以評估上市公
司企業實質權益價值；缺點是會受到市場景氣指標的影響，如處於景氣低迷

時，相對本資產亦會縮水。這個理論是可以進行企業無形資產價值評估的方

式，但是若不是上市公司，就不能適用此方法。 

c. 經濟模型法（EVA） 
這個方法是以「經濟價值增益」，為殘值收益的評估模式，估算方法是以整

體的經濟價值增益模型（EVA）為基礎。EVA可以作為未上市公司預估模
型，依據大量已上市公司的資料，估算公式係數（a，b）值以建立模型。如
下圖所示，來評估企業無形資產的作法。但是對於同質樣本收集，常會影響

預估的精確性。由於受限于同質性參考樣本，所以這個方法用於技術價值評

估還是不恰當。 

d. 套利定價模式（APT） 
此理論依據各項風險溢酬總和，做為收益計算基準。套利定價模式與 CAPM
模型非常相似，都是由無風險報酬率加上風險溢酬來估算。其不同的地方是

CAPM是由純粹的單一市場投資組合觀點，來研究風險與報酬的關係；而
APT則視為一個以上的投資組合觀點來進行的。APT與 CAPM除市場風險
溢酬是其差異外，還有以下各種影響因素是套利定價模式與 CAPM不同的
地方。譬如：公司規模、股權市值、技術或違約風險等等。APT理論適合
上市公司的評量。這個方法引了多因子風險的評估方案，是其與其他方法最

大不同之處。 

e.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法 
又稱之為WACC法，可以定義為各種不同資金來源的資金成本，按各類資
金佔公司總資本比例加權平均所得的平均成本、預期報酬率及風險等。這種

成本計算法有別於傳統成本法，內入市場價值評估及機會成本的估算。做為

成本估算與市場價值參考依據。 

(2). 期望價值理論／超額盈餘法 
此方法為「雙重資本化」概念，同時運用「有形與無形資產」估算價值。這

個理論的優點在於把無形與有形兩項資產估算其未來的盈餘。以企業總利潤檢去



有形資產的利潤所得就是「無形資產的利潤」。不過缺點是無形資產評估僅限於

貨幣表現的部分，無形價值無法列入計算。整體企業價值是可以以此方法來估算

的，以此為基準，找尋適當的樣本。不過，有特定標的物的技術價值卻又不適合

使用此方法了。 

(3). 投資報酬率法（ROI） 
也就是由 NCI研究中心「表現基礎法」來說明。經由有形資產的貨幣價值

所得純益檢去有形資產投資報酬率，可以求得溢出所得部分，作為計算無形資產

的基準。此方法仍為有形經濟效益的評估方法，依據貨幣所得溢出利益作為無形

資產價值。可以做為有形資產與有形經濟效益估，但是並無法完全估算無形資產

的價值。 

(4). 現金流量分析法（DCF） 
也稱之為「累積型的企業現金衡量法」。運用企業營運所產生的現金流量與

合理投資報酬折現值，做為反應企業經營的整體價值評估。這個方法淨景氣波動

影響相較為大，對於未來營運結果不易評估。運用此法所估算的價值會較偏低，

但是對於技術價值這個方法似乎不能適用之。 

(5). 溢價理論（Valuation Premium in the Capital Market） 
溢價理論的優點就是計算方式簡單，但是會受限於「每日公告帳面價值」的

波動影響。如果要運用此理論進行預測及評估時，亦面臨參考樣本取得困難的問

題。這個方法適合預測公司整體價值，針對特定技術較難以適用。 

(6). 權利金法 
此方法為創造或擁有「智慧財產權」的企業，可將此權利金價值視為該智慧

資產之價值。 

3. 知識彈性定價法 
是以知識為基礎評估無形資產的價值。這個方法就是著名的 Arthur 

Anderson’s KM理論，該理論認為評估知識的價值是因為人（P）對於知識或技
術的創新及資訊（I）交流，透過科技及基礎建設協助（+）建立。知識的價值隨
著知識擴散及分享學習的彈性（S），而產生價值的差異，越用知識就會越有價值。
這個理論雖然幫助我們更明確的衡量無形以及財務面的企業價值，但是它是概念

上的一種建立，如果要真的運用則需對「知識內涵以及其等級」要予以具體描述

以及區隔，才能真的有其評價上的可能。知識彈性定價法公式如下所示： 

( )sIPK ＋＝  

其中 P為人力的因素加上創新能力， I為資訊的交流，S是為知識的分享
與學習，「+」是科技與基礎建設的協助。 



4. 吸脂定價法 
這是傾銷市場競爭版圖的定價理論。這個方法視為價格策略中策略性的方

法，適用於高價格、高利潤的新產品，以搶佔市場版圖為第一優先，所以對於此

理論嚴格來講不能算做是評價理論，可以說是一種概念上的定價策略罷了。 

5. 選擇權定價法 
財務選擇權是由 Black & Scholes所發展出來的選擇權定價模式（Option 

pricing model，OPM）來計算選擇權的價值。1 
所有企業決策都具有選擇權的成分，如同財務上的選擇權科技上的選擇權有

兩個的特色。1.履約權利，在科技中履約權利通常引含在智慧財產權當中。
2.為了保持有該權利所必須維持的資本需求。應用選擇權作為定價模式，利
用選擇權到期時所進行的資本投資來作為履約價格的代理變數。研發專案現

金流量的現值則為股價的代理變數，而到期期間則是公司所涉及的科技具有

競爭力所需耗費的期間。此外，波動的高低則來自一些標的公司的股票報酬

率標準差，而無風險利率則使用公債利率（例如美國則是用短期國庫券利

率）。對於選擇權來說，風險越大選擇權價值越大。使用科技選擇權時必須

考量下面 4個因素： 

(1). 科技搭配性：新科技可以和現有得科技搭配以創造價值，譬如說平台科技。 
(2). 關連性強度：創新的科技在不同市場可能具有不同價值，科技間的關連性可
能強，也可能是弱。 

(3). 現有與潛在市場規模：科技選擇權與每單位附加價值有關，也和在目標市場
中需求的數量有關。 

(4). 連結關係的對立：兩種科技結合時，其中一種科技的所有人會想要主導雙方
的關係，為了能分到附加價值的主要部分。 

在選擇科技或者是實物資產上，實質選擇權定價法是常被選取來使用的，上

方的例子是屬於 B-S的連續型選擇權定價模式。下面所介紹的則以離散型二元樹
做為代表。實質選擇權（Real Options）的概念：選擇權（Options）是衍生性金
融商品（Derivatives）的一種。付出權利金的一方（買方），即享有在特定時點
上，依合約載明的履約價格，向賣方買進或賣出一定數量的標的物的權利。由於

買方僅需支付一筆小額權利金，即可自由選擇是否執行標的物交易的權利，故具

有「限制損失」以換取「未來獲利機會」的特性。 

                                                 
1選擇權理論之 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所提供之選擇權價值係表示為： 
C＝S*N(d1)－[X／exp(r*T)]* N(d2) 
其中 d1＝[ln(S／X) ＋r*T]／(δ*√T) ＋ δ*√T／2  
d2＝d1－ δ*√T 
C表示選擇權價值，S表示選擇權所對應之股票的現值，X表示選擇權之執行價格，T表示選擇
權之執行時間，exp表示一自然指數，r表示一預定利率，N(d1)表示一累積標準正規分布函數
（cumul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function）在 d1時之數值，N(d2) 表示累積標準正規分布
函數在 d2時之數值，而 δ表示選擇權對應之股票報酬率之標準差，ln()為自然對數。 



基於這種特性，Myers（1977）提出「成長選擇權」（ Growth Options）的概
念。指出許多公司的資產（特別是具有成長機會的）可視為選擇權的「買權」（Call 
Options）；透過選擇權的觀點，可將組織的資源，包括能力與資產，視為對未來
機會的選擇權綜合體。開啟了「實質選擇權」（意指標的物為實體資產的選擇權）

研究的先河。在現實世界中，環境不確定性往往使實際情況與預期有所出入。當

有新的資訊加入或是不確定性逐漸降低時，管理者將擁有不同的彈性能力來修正

（如：遞延投資、增資、減資、或放棄）原先設定的策略。 

Cox, Ross and Rubinstein（1979）利用風險中立評價的概念，設計了二元樹
選擇權評價模型（Binomial Tree OPM）進行選擇權的評價，將價格變化期間切
割成不連續的離散過程，並進一步簡化 Black-Scholes 模型的必要假設，便利了
選擇權評價的工作。 

假設經過 T（時間）後，S （預計現金流量折現值）可能上漲至 S‧u，亦
可能下跌至 S‧d（u > 1；d < 1），f（選擇權價格）亦相對成為 fu與 fd。圖如下：

 

經由無風險避險投資組合（Riskless Hedge Portfolio）的設計，解得此選擇權
價格 f 應為： 

 ，  

其中 r「無風險利率」，p 為「風險中立機率」（Risk-neutral Probability），代
表若 q = p 時，即使未經由無風險避險投資組合的設計，結果亦將相同。應用於
投資決策分析時，若決策樹（Decision Tree）的層數不只一層時，可利用「複合
式選擇權」（Compound Options）的概念，並利用「逆向反覆程序」（Backward 
Iterative Process）求解。 



第五節  智慧資本的定義 

由於存在企業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使得企業對於智慧資

本的重視日漸提升，而學術界對於智慧資本的研究於近幾年才熱烈起來，一些相

關的探討與研究都值得我們詳加了解。 

經濟學家 Galbraithg首次提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IC）的觀念，
在 1969 年由 John Kenneth Galbraith寫給經濟學人主編Michael Kaleeki 的信件
中出現，他利用智慧資本的概念嘗試去解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距這位學者

指出智慧資本是運用腦力的行為。由於新經濟的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與研究

者投入智慧資本的領域；不過因為智慧資本領域涵蓋之廣，各家學門開始紛紛提

出自己的建議，直至今日為止，智慧資本的定義還尚未有一個共識，各家學派的

說法也未有一致。 

Hub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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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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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智慧資本建構之價值平台圖】 
資料來源：Edvinsson & Malone（1997） 

Edvinsson與 Sullivan（1996）認為凡是能被轉變成有價值的資訊就稱之為「智
慧資本」，Stewart認為智慧只有從隨性流動的腦力中，得出某種有用的秩序之
後，才算的上是資產；必須具備像廠商名錄、資料庫、議程表、製程說明渾然一

體的外觀；捕捉到的必須 是可以描述、可以分享、可以利用的樣貌。智慧資本，
簡單來說，就是包裝好的一整套有用的知識。他又提出，智慧資本是每一個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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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與「能力」的加總。 

Edvinsson與Malone（1997）認為凡是能被轉化為有價值的資訊稱為智慧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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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涵如下圖所示。 

 

【圖 2-3：智慧資本之意涵】 
資料來源：Edvinsson & Malone（1997） 

 

Stewart（1994）認為，智慧資本是每個人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
識」和「能力」的加總；Edvinsson與Malone（1997）認為智慧資本是一種音對
「知識」、「經驗」、「技術」、「顧客關係」的掌握，而在市場上享有競爭的優勢；

Lynn（1998）認為智慧資本勢將組織內部的知識，經由系統化處理，轉變為可創
造企業價值知識；Ulrich（1998）指出智慧資本為組織內員工「能力」與「承諾」
之乘積；Rennie（1999）則釐清智慧資本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之關鍵資產，而非
費用；McElroy（2002）研究指出，以前對智慧資本的相關研究，少了「社會創
新資本」，他認為「社會創新資本」是藉由互信、互惠、共享價值、網絡及規範

等，來提升企業之內部價值。有關智慧資本之定義整理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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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智慧資本定義之彙整表】 
定義 作者 

每個人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能力」的總

和。 
Stewart（1991）

智慧資本是有關於企業的既有傳承、教育、經驗以及態度的

四種因素所組合而成。 
Hudson（1993）

為了生產高價值資產而被具體化（ formailzed） ’捕捉到
（ captured）及能發揮槓桿化（ leveraged）的智能原料
（intellectual material）。 

Klein & Prusak
（1994） 

能被轉換成有價值的「資訊」。 
Edvinsson & 

Sullivan（1996）
人力資本、組織資本與顧客資本的總和。 Petrash（1996）
商譽，即為公司「無形資產」的函數。將企業組織的智慧資

本分成四大類：市場資產（market assets）、人力中心資產
（human-centered assets）、智慧財產資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與基礎設施資產（infrastructure assets）。 

Brooking（1996）

智慧資本是知識與資訊的有效利用，它無從捉摸，但一旦被

開發利用，將可以提供組織競爭與獲勝的資源基礎。智慧資

本可以說企業在市場上的價值與既有資產的成本之間的差

異。 

Bontis（1996, 
1998） 

是一種對知識、實際經驗、組織技術、顧客關係和專業技能

的掌握，在市場上享有競爭的優勢。 
Edvinsson & 

Malone（1997）
智慧資本是屬於組織中的知識資源，其中包括了組織用來創

造競爭、理解、解決問題以及複製的一套模型、策略、特殊

方法及心智模式。 
Bell（1997） 

將組織內部化的知識，經由動態程序的轉變後，以成為對組

織有價值的東西。 
Lynn（1998） 

智慧資本是一種透過取得、學習新知識與發展創造力的智力

活動下所產生具有價值的資產。 
Wiig（1997） 

智慧資本乃是員工知識的總和，與該知識經轉換後的實體形

成，包括商標、註冊、流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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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組織

的智慧資本以是否會思考（thinking）分為人力資本與結構資
本兩大類。 

Roos, Roos, 
Edvinsson & 

Dragonetti（1997）

當企業投資在顧客、供應商、員工工作流程、科技技術以及

創新等項目之下，來創造未來的價值，而這樣的價值所累積

的成果就是智慧資本。 

Kaplan ＆ 
Norton（1997）

「能力」(competence)與「承諾」（commitment）的乘積。 Ulrich（1998） 



智慧資本是指一種社會團體（如組織、知識社群與專業人員

等）的知識與知能（Knowing capability），並能夠使人們獲
得到做事的知識、技能、與能力。 

Nahapiet ＆ 
Ghoshal（1998）

智慧資本是無形資產的結合，能提供組織附加價值，並致力

達到卓越的目標，了解無形資產如員工的技術、經驗、態度

與資訊，使之能於工作中附加價值。 
Masoulas（1998）

無形資產或因使用人的「智能」所組成的元素與「創新」所

增加的財富。 

Booth（1998） 
Brooking et al.
（1998） 

Johnson（1999）
Knight（1999） 

智慧資本是員工的腦力（brains）、know-how、作業流程與他
們所創造有關顧客的知識，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唯一來源。

Bassi & Van 
Buren（1999） 

智慧資本可視為資本的總存量或是公司所擁有的知識本位權

益。 
Dzinkowski
（2000） 

社會創新資本（Social Innovation Capital） McElroy（2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研究統計，組織中只有 20％的知識真正被利用。關於智慧資本的定義
或概念，不同學者均有各自的看法，但仍可大致歸納出一些共同之處，例如智慧

資本可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或提昇價值；每位學者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組織

中的員工」，強調員工對企業的價值，顯見人力資源在現今社會已被視為公司最

重要的資產；除了員工之外，企業裡「看不見的資產與能力」亦是被強調的重點，

學者稱之為「無形資產」。因此，將智慧資本定義為「所有員工能為企業帶來競

爭優勢或提昇價值的資產或能力」是約略可以涵蓋智慧資本的各種定義。 

由上表可知，智慧資本與「知識」、「經驗」、「能力」、「智慧」與「創新」有極

大的關係，他不具有折舊性，且具創造極大化價值的作用。 

第六節  智慧資本的分類與組成要素 

Roos, Roos, Dragonetti & Edvinsson（1997）建議組織應建立一套智慧資本管
理系統，以充分掌握組織內的智慧資本並做最佳的資源配置，因此我們必須探討

組織內智慧資本的內涵，釐清這些無形資產項目間的不同點。不同學者可能因為

所面臨的企業環境不同，導致對於智慧資本的分類不甚相同，以下便是各位學者

的觀點。 

(1). Brooking （1996）的觀點 
Brooking（1996）將企業組織的智慧資本分成四大類：市場資產、人力資產、

智慧財產資產與基礎設施資產。 



a. 市場資產（market assets）：組織的潛力，來自於市場相關的一些無形
資產，包括品牌、顧客及忠誠度、配銷通路、合約書與同意書。 

b. 人力中心資產（human-centered assets）：整合的經驗、創意、問題解決
的能力、領導、創業家精神、管理技巧及多項代表組織成員績效的指標。 

c. 智慧財產權資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提供公司多項資產法律
保障的機制，包括know-how、商標、交易機密、版權、專利等。 

d. 基礎設施資產（infrastructure assets）：使組織順利運作的技術、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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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概念可以下圖表示： 

 
【圖 2-4：智慧資本之概念】 

資料來源：Brook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1996. 

(2). Hubert（1996）的觀點 
Hubert（1996）將企業組織的智慧資本分為三大類，包括人力資本、結構資

本與顧客資本。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指員工個人的心態，包括對事情的假設、

傾向、價值與信念等。 
b.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組織成員心態的集合，形成組織文化，

包括規範、價值、策略、結構、系統與文化等等。 
c.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個人與顧客心態的集合，經由提供產品

或服務形成價值的認知。 

(3). Edvinsson & Malone（1997）的觀點 
在「智慧資本—如何衡量資訊時代無形資產的價值」一書中，Edvinsson & 

Malone的觀點完全是在深入介紹斯堪地亞集團的智慧資本架構；1991 年保險與
金融服務公司（AFS）創立一個獨立運作的智慧財產權部門，並聘用Edvinsson 擔
任主管，主要任務為開發並培養公司的智慧資本，使其成為一可見的、持續的價

值，並成為資產負債表的補充。分類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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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智慧資本分類】 

資料來源：林大容譯，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 原著，智慧資本：如
何衡量資訊時代無形資產的價值，民88，頁82。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融合了公司員工及管理者的個人能力、知
識、技術、學習、經驗…等，都在人力資本這個項目下，但當然不只是以上幾種
的總和而已，還必須掌握到變動頻仍的競爭環境中一個組織的動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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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的基礎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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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包括一些傳統的項目，如專利、商標、版權等智慧財

產，簡單的說，即員工下班後仍留在公司，不能帶回家的資產。 

斯堪地亞公司將結構資本視為組織化、創新與流程三種資本形式的組合。 
 組織化資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是公司針對系統、工具的投資，
增加知識在組織內的流通、儲存與散播速度，這是一種系統化、組織與

整理的能力，也是加強產能的系統。 
 流程資本（process capital）：流程資本是指工作的過程、特殊的方法（例
如：ISO9000、管理資訊系統…等）與擴大並加強產品製造或服務效率
的員工計畫。 

 創新資本（innovation capital）：創新資本是指革新能力和保護商業權
利、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用來開發並加速新產品的無形資產和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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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原始的斯堪地亞模式，把顧客關係的價
值收藏在結構資本裡，但有趣的是，由加拿大皇家商業銀行的Hubert Saint-Onge 

智慧資本

顧客資本 組織資本

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智慧資本

顧客資本 組織資本

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改進後，將顧客資本分出來另成一類，與結構資本和人力資本並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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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由組織化資本的概念可以延伸為關係資本，意味著內部組織（流程、創新）

與外部組織（顧客）都是智慧資本評量的重要指標，因為這代表一個組織在處理

內部與外部組織協調性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組織存在的重要意義。 

(4). Roos, Roos, Dragonetti & Edvinsson（1997）的觀點 
Roos, Roos, Edvinsson & Dragonetti（1997）指出智慧資本乃是員工知識的總

和，與該知識經轉換後的實體形成，包括商標、註冊、流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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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組織的智慧資

本以是否會思考（thinking）分為「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兩大類，再以內
部或外部的概念，將結構資本劃分為與外界互動的「關係資本」、提供內部運作

效率的「組織資本」與和未來密切相關的「更新及開發資本」。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本源自於競爭能力、工作態度與機敏的適
應力。 

(a) 競爭能力（competence）：包括知識、技術等。 
(b) 工作態度（attitude）：動機、行為、品德（conduct）等。 
(c) 機敏的適應力（intellectual agility）：創新能力（innovation）、模仿

能力（imitation）、適應能力（adaptation）、整合能力（packaging）
等。 

b.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包括以下三種資本 
(a) 關係資本（relationship）：包括顧客、供應商、股東、聯盟伙伴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 
(b) 組織資本（organization）：所有組織的創新、流程、智慧財產權、基

礎設施與文化等資產。 
(c) 更新與開發資本（renewal and development）：包括任何能在未來經由

財務及智慧資本改善後，產生價值的無形資產；亦即在未來能創造或

建立價值，但目前尚未顯現價值的資產，例如新產品發展、流程改造、

組織重整、新的訓練計畫…等。 

(5). Stewart（1997）的觀點 
Stewart（1997）在「智慧資本－資訊時代的企業利基」一書中引用瑞典保險

與金融服務公司－斯堪地亞公司的智慧資本概念，認為智慧資本可分為人力資

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並提出個人不同的解釋。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人力資本是指企業中所以員工的知識、技
術、能力、經驗、虛擬所有權、實務社群及隱性互動等等，它的重要性在於其為

創新與更新的源頭，不論實驗室裡的腦力激盪，還是業務代表記在記事本裡的最

新業績超前量，都是一樣相當重要。人力資本的來源可從下列幾個方向來確認 



(a) 教育水準 
(b) 商品型技能/槓桿型技能/專屬型技能的比例 
(c) 組織中部門人員的歸類難易度及對附加價值的貢獻程度 
(d) 人員進修的管道 
(e) 才能模型 
(f) 非正式群屬（即所謂實務社群）的個數 

b. 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即知識管理的機制，包括建立完整的資
料庫、塑造知識共享的環境等。結構資本的來源可從下列幾個方向來確認 

(a) 公司內知識文件化的比例 
(b) 公司專有知識庫藏 

c.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指組織和其往來的人之間的關係，顧客
資本的來源可從下列幾個方向來確認 

(a) 顧客滿意度 
(b) 和顧客一起創新的能力 
(c) 顧客參與的程度 
(d) 提供客製化服務的能力 
(e) 與顧客結盟的價值 

(6). Bassi & Van Buren（1999）的觀點 
Bassi & Van Buren（1999）依據Kaplan & Norton 的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的架構，將智慧資本分為五大類：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顧客資本等。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公司員工與管理者的知識、技能與經驗。 
b.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資訊科技、公司形象、所有權資料庫、

組織思維、專利、商標、著作權等。 
c. 創新資本（innovation capital）：革新能力、創新成果、建立新產品與

服務的潛力。 
d. 流程資本（process capital）：工作流程、技術與員工程序設計。 
e.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與顧客之間的關係。 

(7). Bontis（1999）的觀點 
Bontis（1999）將智慧資本分為三大類，分別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關係

資本，並加以概念化，用以說明了三大組成要素的本質、範圍、評估參數與明文

化困難度（codification difficulty）。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嵌入員工心中的隱性知識。 
b.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組織運作程序。 
c. 關係資本（relational capital）：嵌入於與外界環境建立關係的知識 



(8) Johnson（1999）的觀點 
Johnson（1999）將智慧資本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包括以下兩種資本－ 
(a) 構思資本（ideas capital）：以知識為基礎的工作人力、員工的才能與

態度。 
(b) 領導資本（leadership capital）：專家與經理人的能力。 

b.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包括以下兩種資本－ 
(a) 創新資本（innovation capital）：專利、商標、版權、知識資料庫等。 
(b) 流程資本（process capital）：工作流程、貿易機密等。 

c. 關係資本（relational capital）：與顧客、供應商的關係、網路成員之關
係、文化資本等。 

(9) Lynn（1999）的觀點 
Lynn（1999）將智慧資本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而文化因

素將重大影響智慧資本的管理。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組織內部人員的部分。 
b.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 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系統，為組織運作

有效率與效能的基礎。 
c. 關係資本（relational capital）：組織與外部機構的聯繫，如供應商、顧

客等。 

(10) Dzinkowski（2000） 
Dzinkowski（2000）將智慧資本分為人力資本、組織（結構）資本、顧客（關

係）資本等三大類。 

a.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知識、教育、職業認證、工作相關知識、
工作評估、精神評估、企業家雄心、創新、積極與回應能力、變動能力等。 

b. 組織（結構）資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 
(a) 智慧財產：專利、版權、設計權、貿易機密、商標服務標誌等。 
(b) 基礎設施資產：管理哲學、公司文化、管理程序、資訊系統、網路系

統、財務關係等。 
c. 顧客（關係）資本（customer capital）：顧客、顧客忠誠度、配銷通路、

企業合作伙伴許可認定、良好契約、特權認定等。 

由於學者們對於智慧資本有不同之定義，因而不同學者對智慧資本之組成要

素也就有所不同，圖為 Sullivan（2000）所提出之各種不同觀點之智慧資本，其
中包括：人力、顧客及結構資本等三大類。 



 

【圖 2-6：Sullivan（2000）之智慧資本各種觀點】 
資料來源：Sullivan，P.2000.Value-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to Convert 
Intangible Corporate Assets into Market Value.John Wiley & Sons，Inc .p7 

 Skandia已過去、今日及未來之觀點來看智慧資本，如圖 

 
【圖 2-7：Skandia智慧資本之指導方針】 

資料來源： Edvinsson & Malone， 1997.Intellectual Capita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Inc.p68 

又 Roos. et al.（1998）提出了智慧資本之組織架構圖，智慧資本包括：人力
資本及結構資本二大類別。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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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智慧資本之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 Roos et al.1998. Intellectual Capital.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30、31、35、42 

 

 

 

 

 

 

 

 

 

 

【圖 2-9：智慧資本整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Johnson, W.1999.An integrative taxonomy of intellectual 

capital：Measuring the stock and flow intellectual capital component in the firm. Int. J.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8. p.562~575. 

Johnson（1999）指出公司的市場價值是由兩大部分組成，一為財務資本，
一為智慧資本，在新經濟環境下，智慧資本常大於財務資本，他認為智慧資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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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力、關係及結構資本三大類別。作者進一步將各項智慧資本構面的細目內容

標示出來，可清楚地了解關係資本，如顧客關係、供應商關係等。如頁圖所示。 

下表是根據不同研究者以及專家，所整理彙總的智慧資本組成要素之內容。 

【表 2-5：智慧資本組成要素】 
組成要素 研究學者 

人力資本 

Gordon（1996），Edvinsson ＆ Sullivan（1996），Hubert（1996）
Stewart（1997），Edvinsson & Malone（1997），Roos（1997），
Dragonetti（1997），Booth（1998），Brooking，Peter B. & Jones 
S.（1998），Lynn,B（1998），Johnson（1999），Knight（1999），
Buren & Bassi（1999），Bontis（1999），Dzinkowski（2000）

結構資本 
（組織資本） 

Gordon（1996），Edvinsson ＆ Sullivan（1996），Hubert（1996）
Stewart（1997），Edvinsson & Malone（1997），Roos（1997），
Dragonetti（1997）Lynn,B.（1998），Johnson（1999），Knight
（1999），Buren & Bassi（1999），Bontis（1999），Dzinkowski
（2000） 

顧客資本 
（關係資本） 

Gordon（1996），Hubert（1996），Stewart（1997），Lynn,B. 
（1998），Johnson（1999），Buren & Bassi（1999），Bontis
（1999），Dzinkowski（2000） 

創新資本 Buren & Bassi（1999） 
流程資本 Buren & Bassi（1999） 

更新與開發資本 Roos, Dragonetti & Edvinsson（1997） 
外部資本 Knight（1999） 
市場資本 Booth, R.（1998）Brooking，Peter B. & Jones S.（1998） 
智慧財產資產 Booth, R.（1998）Brooking，Peter B. & Jones S.（1998） 
基礎設施資產 Booth, R.（1998）Brooking，Peter B. & Jones S. （1998） 
社會創新資本 McElroy（2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智慧資本在價值創造中所扮演之角色：智慧資本能創造企業之價值，Sullivan
（2000）認為智慧資本扮演著「價值創造」及「價值萃取」的兩大角色，有關「價
值創造」及「價值萃取」之具體內容如表所示。表說明了價值創造及價值萃取在

目的、焦點、行動方向及概念支援等四方面都有所不同。總而言之，智慧資本對

企業之價值創造具有極大之功能。 



【表 2-6：智慧資本的兩種角色】 
 價值創造 價值萃取 

目的 
為了增進或創造新的商品化之

創新，而提升員工的知識水準。

有效應用公司創新作

業，極大化公司的立意和

改進策略定位。 
智慧資本的焦點 人力資本（員工） 智慧資產（書面報告） 

行動方向 
知識創造、組織動力、知識分

享、資訊技術、學習 

定義／衡量、監督改革過

程、智慧資本的產生與維

護、競爭力評估、執行、

轉換為利潤 
支援的概念 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宗教 經濟、財務、策略、法律

資料來源：Sullivan，P.2000.Value-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to Convert 
Intangible Corporate Assets into Market Value. John Wiley & Sons，Inc .36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發現不同學者因研究對象或研究背景的不同，對智慧

資本的分類亦有不同，但隨著智慧資本被愈廣泛的探討，其定義與分類愈趨於一

致。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幾乎每位學者都重視人力資本，Brooking（1996）尤其
認為「管理能力」與「領導風格」為人力資本之重要要素。Brooking（1996）亦
將結構資本分成兩個部分：基礎設施資產與智慧財產權資產；在基礎設施資產方

面，包括所有可以讓組織順利運作的技術與流程，Roos et al.（1997）則是加上
了文化的重要性，Steward（1997）亦將資訊科技歸為此類；在智慧財產權資產
方面，Brooking（1996）、Edvinsson &Malone（1997）、Roos et al.（1997）、
Steward（1997）、Sveiby（1997）、Bassi & Van Buren（1999）、Johnson（1999）、
Dzinkowski（2000）將商標與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歸於結構資本中，惟Bontis
（1999）將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IP）排除於智慧資本之外，他認為
智慧財產權是一個被保護的資產，有其法定的定義，包括商標、版權、專利權、

設計權等等，基本上，智慧財產權與智慧資本是兩個互斥的個體，前者被認為是

後者的產出。而在關係資本方面，僅Hubert（1996）、Stewart（1997）與Bassi & 
Van Buren（1999）認為是狹義的顧客資本，其餘學者均認為關係資本應包含顧
客、供應商、合作夥伴等所有相關的關係人。 

綜合各家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將智慧資本略分為三個部分：「組織內人員所

擁有的資源」與「組織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而「組織本身所擁有的資源」又可

依組織內部與外部的概念，將其分為「增加組織內部運作效率的部分」與「與外

界互動的關係」，將此概念延伸和前述智慧資本的內涵結合來看，組織內人員所

擁有的資源即為「人力資本」，也就是員工所擁有一切創造組織價值的知識、經

驗與能力；而組織用來增加內部作業效率的資源即為「結構資本」，也就是組織

所擁有的基礎設施、系統、程序；組織與外界的互動關係即為「關係資本」，亦

即組織與顧客、供應商、策略聯盟伙伴等所有利益關係人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擬



採用此分類方式。 

第七節  智慧資本之衡量、評價與管理 
智慧資本之衡量相當地重要，但智慧資本的衡量相當不容易，下面提供幾種

智慧資本的衡量及內容。 

(1). Lynn（1998） 
提出新經濟時代下的智慧資本之衡量系統，可分為 4個步驟。首先是策略階

段（strategicphase），辦認組織之核心競爭優勢（core competence）所在；其次是
分析階段（analytic phase），確認智慧專業技術領域（areas of intellectual 
expertise），評價智慧資產，決定相關係績效矩陣（performance metrics）及報酬
架構（reward structure）；在其次是執行階段（implementation phase），做好先期
教育及制度執行推廣；最後是回饋階段（feedback phase），進行成功及失敗因素
分析，並修正目標及衡量方法等，如圖所示。 

 
【圖 2-10：智慧資本衡量系統圖】 

資料來源：Lynn. B. 1998.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the economy：bringing 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to the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contro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6. p.171 

(2). Sullivan（1998） 
提出智慧資本的衡量可分為值的衡量以及量的衡量，其中直的衡量可分為價

值基礎及引導基礎；量的衡量可分為非貨幣基礎及貨幣基礎，相關內容如圖。 

第一階段：策略階段
‧辨識核心能力
‧制訂競爭優勢領域的
策略性目標

第二階段：分析性階段
‧辨識智慧專業領域
‧對智慧資本評價
‧決定攸關的績效評估
和獎酬架構

第三階段：執行階段
‧系統的初步測試
‧教育系統的成員
‧將系統延伸至整個
組織

第四階段：回饋階段
‧事後的成功/失敗分析
‧修正目標和衡量指標
等等

第一階段：策略階段
‧辨識核心能力
‧制訂競爭優勢領域的
策略性目標

第二階段：分析性階段
‧辨識智慧專業領域
‧對智慧資本評價
‧決定攸關的績效評估
和獎酬架構

第三階段：執行階段
‧系統的初步測試
‧教育系統的成員
‧將系統延伸至整個
組織

第四階段：回饋階段
‧事後的成功/失敗分析
‧修正目標和衡量指標
等等

 



 

【圖 2-11：智慧資本之衡量】 
資料來源：Sullivan. P.1998. Profiting from intellectual Capital：Extraction Value from 
Innovation. John Wiley & Son, Inc. 

(3). Roos et al.（1998） 
以 Skandia導航模式為例，說明智慧資本衡量指標之建立過程應從公司經營

理念出發，根據策略方向，找出關鍵成功因子，在從概括性指標中分析出能具體、

有效且完整涵蓋智慧資本範疇之指標，如圖所示。 

 
【圖 2-12：Roos et.對 Skandia智慧資本模式之應用圖】 

資料來源：Roos et al. 1998. Intellectual Capital. New York Press.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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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上面的 Roos的理論來篩選出合適的智慧資本指標，再輔以下面
Edvinsson & Malone所介紹的智慧資本理論用來計算、衡量公司的智慧資本來對
動畫產業做深入的探討。 

1. Edvinsson & Malone以 Skandia為範本 
Edvinsson & Malone以 Skandia（1997）以瑞典 Skandia為例，發表全世界第

一份公開的智慧資本年度報告，作為財務報告的補充資料。經由 Roos et al.夫婦
開發，然後他們的團隊整理出全球性智慧資本指標報告應有的結構，總共列出

111主要指標，涵蓋財務面 18個指標、顧客面 20個指標、流程面 19個指標、
更新與開發面 32個指標、人力面 22個指標，使得智慧資本成為一個強而有力、
客觀而且相當基本的衡量項目。主要衡量指標如下表所示。 

以下的衡量指標有三種結果：數字（＃），金額（＄）和百分比（％）。 

【表 2-7：Edvinsson & Malone之智慧資本衡量指標】 
財務焦點衡量指標： 

(1) 總資產（$） (10)與市場平均比較下的業務損失率（%）

(2) 總資產／每名員工（$） (11)來自新顧客的營收／總營收（%） 

(3) 營收／總資產（%） (12)市場價值（$） 

(4) 利潤／總資產（$） (13)資產淨值報酬率（%） 

(5) 新業務營運營收（$） (14)來自新業務的資產淨值報酬（$） 

(6) 新業務營運利潤（$） (15)附加價值／每名員工（$） 

(7) 營收／每名員工（$） (16)附加價值／資訊技術員工（$） 

(8) 顧客時間／員工服務時間（%） (17)對資訊技術的投資（$） 
(9) 利潤／每名員工（$） (18)附加價值／每名顧客（$） 

 

顧客焦點衡量指標： 

(1) 市場佔有率（%） (11) 顧客關係平均持續時間（#） 
(2) 顧客數（#） (12) 從接觸顧客到有銷售回應平均時間（#） 
(3) 滿意顧客指數（%） (13) 首次接觸到銷售完成的比率（%） 
(4) 損失顧客數（#） (14) 年度銷售／每名顧客（$） 
(5) 創造營收人員數（#） (15) 資訊技術投資／每名銷售人員（$） 
(6) 顧客平均規模（$） (16) 資訊技術投資／每名銷售與支援員工（$）
(7) 顧客評分（%） (17) 顧客的資訊熟悉程度（％） 
(8) 顧客訪問公司次數（#） (18) 支援費用／每名顧客（$） 
(9) 訪問顧客天數（#） (19) 服務費用／每年每名顧客（$） 
(10) 顧客數／員工數（$） (20) 服務費用／每名顧客／每一合約（$） 

 



流程焦點衡量指標： 
(1) 管理費用／總營收（#） (11) 管理費用／保費收入毛額（％） 
(2) 網路容量／每名員工（#） (12) 資訊技術費用／每名員工（$） 
(3) 額外支付的處理時間（#） (13) 資訊技術費用／管理費用（％） 
(4) 合約範圍無失誤（#） (14) 管理錯誤之成本／管理營收（%） 
(5) 功能點／每位員工每月（#） (15) 資訊技術容量／每名員工（#） 
(6) 資訊技術容量（#） (16) 資訊技術表現／每名員工（#） 
(7) 資訊設備變化（$） (17) 資訊技術設備孤兒／資訊設備技術（%）
(8) 管理費用／每名員工（$） (18) 個人電腦與筆記型電腦數／每名員工（#）

(9) 公司品質表現（#） 
(10) 公司表現／品質目標（％）

(19) 未能持續使用的資訊技術設備／資訊
技術設備（%） 

 

更新與開發焦點： 

(1) 教育投資／每名顧客（$） (17) 顧客與公司來往的平均月數（#） 
(2) 滿意員工指數（#） (18) 能力開發費用／每名員工（$） 
(3) 關係投資／每名顧客（$） (19) 直接與顧客聯繫次數／每年（#） 
(4) 訓練時間比率（%） (20) 非關產品費用／每年每名顧客（$） 
(5) 開發時間比率（%） (21) 資訊技術訓練費用／資訊技術費用（%） 
(6) 機會比率（%） (22) 資訊技術開發費用／資訊技術費用（%） 
(7) 研發費用／管理費用（%） (23) 電子資料交換系統（EDI）的價值（$） 
(8) 訓練費用／每名員工（$） (24) 四十歲以下員工所佔比率（%） 
(9) 訓練費用／管理費用（%） (25) 業務開發費用／管理費用（%） 
(10) EDI 系統的容量（$） (26) 低於兩年新產品佔全公司產品的比率（%）
(11) 升級到 EDI 系統（$） (27) 研發費用投資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比率（%）
(12) 新市場開發投資（$） (28) 研發費用投資在產品設計方面的比率（%）
(13) 結構資本開發投資（$） (29) 研發費用投資在應用方面的比率（%） 
(14) 研發資源／總資源（%） (30) 對新產品支援與訓練的投資（$） 
(15) 已經掌握的生意機會（#） (31) 顧客平均年齡（#）；受教育時間（#）；收入（#）

(16) 公司專利的平均年限（#） (32) 尚未申請通過的專利數量（#） 
 



人力焦點衡量指標： 

(1) 領導力指數（%） (12) 全職長期員工平均年齡（#） 
(2) 動機指數（%） (13) 全職長期員工平均年資（#） 
(3) 授權指數（#） (14) 全職長期員工每年的離職人數（#） 
(4) 員工人數（#） (15) 全職長期員工每人每年的訓練、通訊、支援計

畫成本（$） 

(5) 員工變動率（%） (16) 熟悉資訊技術的員工人數（#） 
(6) 平均年資（#） (17) 50%以下的工作時間待在公司的全職長期員工

人數（#）；佔全職長期員工的比率（%）；每人

每年的訓練、通訊、支援計畫成本（$） 

(7) 經理人數（#） (18) 全職短期員工人數（#）；全職短期員工平均年
資（$） 

(8) 女性經理人數（#） (19) 全職長期員工每人每年訓練、通訊、支援計畫
成本（$） 

(9) 員工平均年齡（#） (20) 兼職員工和非全職約聘人員人數（#） 
(10) 平均聘期（#） (21) 平均每年花在訓練上的天數（#） 
(11) 全職長期員工人數（#） (22) 經理人中擁有高等學歷商科比率（%）；理工科

比率（%）；文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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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資料與衡量之考量，所在此不繼續深究下去。 

 
2. Stewart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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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有提到衡量與管理智慧資本的工
具，如下所示。Stewart提到智慧資本的內涵可以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顧
客資本，還有公司整體智慧資本的評量這四個大項來做衡量與管理工具的探討。 

而其認為智慧資本整體的評量可以透過 

(1) 市價價值與帳面價值 
市價＝股價×現有股票的總數，帳面價值＝資產負債表將所有負債去除之

後，所留下來的股本部分。 



(2) Tobin's Q ＝市場價值 / 重置成本 
由此處所得來的 Tobin's Q值可以與其他產業中的平均值作比較。由於國內
動畫產業僅有本個案公司為上櫃公司，有股價可以參考，所以在此以較簡略

的以本個案公司代表動畫產業的代表，作為比較之用。 

(3) 無形價值計算（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CIV）來計算。 
這是「NCI」研究中心發展出來的方法，該單位人員以從前計算商標權的方
法做調整，他們認為無形資產的價值，應該是「一家公司用來打贏業界擁有

類似有形資產公司的能力。計算的方式如下 

a. 算出三年的稅前盈餘 
b. 找出資產負債表裡三年的年中平均有形資產數值 
c. 以資產去除獲利 
d. 找出同三年業界平均資產報酬率 
e. 進行比較與無形資產的計算 

本研究因為沒有適當的財務基礎之同業可以比較，以及產業總體性的的財務

資料所以這個方法在本研究中不予採用。 

衡量人力資本則則有下面四種面向。 

(1) 創新 
(2) 員工心態與員工態度 
(3) 年資、流動率、經驗、學習 
(4) 知識銀行2 
(5) 其他人力資本評量方法 

等 4個指標。但是除了(3)之外，剩下的面向大多屬於質化或者是每個產業甚至
於公司的標準都不一致，關於這些問題在個案分析時會再予以討論。 

Stewart認為企業需要知道「知識累積庫藏價值」的計算值與「組織效率」
的計算值，這樣才能描繪出結構資本的畫像，像是公司體制對人員的工作是有擴

大、加強的效果，還是阻礙，並且是影響到某種程度等等。 

以下是衡量結構資本的方法。 

(1) 知識庫藏的價值 
這是Weston Anson他經營一家「商標使用權聯合事務所」中所採用的方法。
他將智慧資本想成三大類 

a. 一套技巧：獨家配方、配方、專屬測試結果等 
b. 一套行銷工具：版權、企業名稱和標誌、許可證、廣告、包裝設計和版

                                                 
2 即為每家公司保存「研究」、「技能」、「顧客名錄」與「經營術」的知識系統。 



權、註冊商標等等。 
c. 一套技術知識：資料庫、手冊、品管標準、資產管理程序、保全系統、

營業許可、禁止競業條款、專屬管理資訊系統。 

以三個問題來檢視一樣資產是不是具有市場價值 
a. 該項資產是不是可以將自己的產品或者是服務與別人區分開來？ 
b. 該項資產對別人是不是有價值？ 
c. 別人是不是願意付錢買這項資產？ 

(2) 流動資本周轉率（working capital turnover） 
結構資本可以改善企業的經營績效，因為他可以讓公司的資訊取代庫存。如

果要追蹤結構資本的表現，就要計算「流動資本周轉率」，也就是計算流動

資本一年內會在公司裡面轉過幾圈。這個方法是由「BCG」的 George Stalk
所發明出來的，獲得像 GE這樣的公司所採用，是作業效率的一大指標。 
見方式如下所示： 

a. 首先寫下流動資產數字：應收帳款加上庫存，再減掉應付帳款。 
b. 扣掉每年年初以及每季終了時的「季節變量」 
c. 可以得到五個數字，然後求其平均數，然後分擔到該年的銷售裡面。 

這個方法所得到的數字越高，表示綁死在銷售業績上的錢越少。這個方法可

以用來比較各部門的「流動資本周轉率」，或是跟競爭對手相比。 

(3) 計算階層關卡的阻礙及計算行政費用 
a. 這方面計算階層關卡的阻礙，可以用以下 4個方法測試。 

(a) 提議與決議之比 
這一項在本研究的個案公司，資料不足，所以不予採用。 

(b) 上市時間 
開發新產品或是新服務的時間大約是多久。 

(c) 營收、總務與行政三者的成本比是多少 
這一個項目因為資訊不足，也不納入考量。 

(d) 安裝時間，最低訂購量等等，諸如此類。 
這一點是用來評估公司的靈活度，也是計算結構資本的不錯替代方法。 

b. 計算行政費用方式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企業做的事，有些是賣不出去但是卻一樣花成本的，像是填發訂單、帳

單、蒐集數據、咀嚼資料以及製作報告等等內勤的服務。Housel曾負責
太平洋貝爾的改造工程，他認為找不到客觀的方法來計算這種程序的價

值，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因此 Housel與 Kanevsky合作展出



「Housel-Kanevsky」計算法，這算法有些怪異，但是 HP就採用這種方
法計算他們的行政費用。本研究因為理論、獲得資訊與實務上的限制，

所以在此研究不探討這種方法。3 

計算顧客資本則包括顧客滿意度，計算結盟的價值及顧客忠誠度，這三種方

式。 

(1). 顧客滿意度 
這點就如同衡量組織創不創新是一樣的，有其主觀客觀以及認定上的各種看

法，如果找不到能將顧客滿意與財務績效的連結指標的話，那還至少有下面三種

指標可以去運用。 

a. 忠誠或者是留滯率 
b. 業務增加 
c. 價格忍受度 

第二點可以不與考量，因為本研究個案公司已經經營 20多年業務上的起落
算是很頻繁，真的要計算也是相對起來比較明顯巨幅的變化才需要考慮，許

多多年的客戶給予訂單與業務是成一種穩定的狀態。第三點則是蒐集資料有

限，不與考量。 

(2). 計算結盟的價值 
顧客資本是公司與顧客所共同持有的，可以用下面兩種方式來檢視。 

a. 品質數據，兩方共同檢查或是電子資料交換系統等等程序所省下來的
錢，庫存和利用率的數字。 

b. 公司也應該追蹤客戶的財力跟成長率，以及公司在他們業務裡面所佔的
比率。可以試著用客戶的財力、成長率和他們競爭對手之比，來簡略估計這位客

戶的資本。 

(3). 顧客忠誠度 
下面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 Bain & Co.公司的一個合夥人 Reichheld與另一位
Fornell所做出來的顧客價值計算法。 

a. 一定要訂出一段計算時間，這段時間的長短端視公司規劃週期與業務性
質而定。 

b. 算出客戶在本公司提供產品或者是服務期間，每年平均為公司帶來多少
生意。最好多追蹤幾位新客戶及以來往一段時間的客戶，找出這些顧客為公司帶

來多少生意，而公司服務這些客戶又要花掉多少錢。頭一年要減掉爭取新客戶而

                                                 
3 此種方法又叫做「KVA」（knowledge value-added），想要進一步研究相關問題可以見

http://www.iec.org/online/tutorials/kva/有更詳盡的說明。 



需付出的成本，第一年之後所要計算的就是維護成本。 

3. Bontis（1998）整合許多學者見解，以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來敘
述智慧資本。下表即為 Bontis對McMaster智慧資本研究中心之分類指標敘
述。 

【表 2-8：McMaster智慧資本研究中心之分類】 
(9) 最勝任程度 (10) 員工滿意度 
(10) 系列訓練課程 (11) 員工最佳表現 
(11) 計畫安排人員 (12) 完整的徵募計畫 
(12) 團隊成員合作程度 (13) 人員離職衝擊程度 
(13) 組織內部關係 (14) 未妥善計畫程度 
(14) 創意形成 (15) 員工思想能力 
(15) 員工技能提升 (16) 員工間的相互學習 
(16) 員工靈敏度 (17) 員工心聲的傳達 

人 

力 

資 

本 

(17) 產業對員工之評價 (18) 員工盡責程度 

(1) 交易移轉之最低成本 (9) 企業效率性 
(2) 每筆獲利的改善成本 (10) 允許容易存取系統 
(3) 每位員工增加的利潤 (11) 支援創新的程序 
(4) 最佳的每位員工收益 (12) 企業科層化的程度 
(5) 減少的交易移轉時間 (13) 組織人員間距離 
(6) 最佳的交易移轉時間 (14) 富有支援性的氣氛 
(7) 創意的執行 (15) 知識的分享 

結 

構 
資 
本 (8) 創意發展的支持 (16) 產業中發展最多的創意 

(1) 顧客滿意度 (10) 顧客接觸率 
(2) 解決時間所減少的時間 (11) 客戶資訊傳播 
(3) 市場佔有率改善 (12) 對目標市場的瞭解 
(4) 最高市場佔有率 (13) 顧客需求的瞭解 
(5) 關係長度 (14) 顧客需求的估價 
(6) 加值服務 (15) 提供顧客所不需要 
(7) 顧客忠誠度 (16) 顧客對企業未來之信心 
(8) 顧客選擇本公司增加數 (17) 顧客的回饋 

顧 

客 

資 

本 

(9) 企業市場導向  
資料來源：Bontis,1998.Iintellectual capital：an exploratory study that develops 
measures and models. Management decision.36 , Issue. 2. 

4. 我國資策會的觀點： 
2001年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進行「我國資訊產業智慧資本研究」。執行

單位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調查中心（MIC）以連續兩年的時間，制訂衡量企業智



慧資本的 8個構面、24項指標。如同下圖。 

2002年我國產業智慧資本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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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2002年我國務產業智慧資本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經濟部技術處智慧資本專案，2002年 10月 

資策會根據智慧資本的「創新」、「流程」、「人力」與「顧客」四大範疇，衍生出

8大構面、24項指標如下面所示： 

(1).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a. 科技流程與組織工作流程的連結程度 
b. 工作流程與文件保存的完整程度 
c. 公司資訊基礎建設的完整程度 
d. 企業流程有助於產品創新的程度 

(2). 研究發展： 
a. 研發領導地位 
b. 研發生產力 
c. 研發人員比例 
d. 產品研發能力 

(3). 人力資源： 
a. 專業人才平均流動率 
b. 員工盡責的程度 

(4). 創新與創造力： 
a. 員工創造力 
b. 員工創見實現比例 
c. 組織創新文化 
d. 組織學習文化 



(5). 決策與策略： 
a. 策略執行力 
b. 決策品質 

(6). 顧客關係： 
a. 顧客重購率 
b. 市場佔有率 
c. 客戶忠誠度 

(7). 企業網路關係： 
a. 策略伙伴對公司的貢獻 
b. 新市場與產品開發能力 

(8). 生產力與品質： 
a. 製程技術能力 
b. 上下游關係 
c. 生產量率 

由於智慧資本大都屬於較難量化的無形資產，為了便於量化分析，MIC歸
納出「無形價值」、「資訊科技應用價值」、「員工生產力」、「員工附加價值」、「研

發投資金額」、「研發強度」6項評量表，以呈現各家公司在智慧資本的經營現況。
其個別定義與計算方式如下所示。（亦可見更完整的表） 

a. 無形價值（無形資產）＝市值／營收（％） 
b. 資訊技術應用價值以資訊應用投資來看 
c. 員工生產力＝營業收入／員工人數 
d. 員工附加價值＝本期淨利（淨損）／員工人數 
e. 研發投資金額就以財務報表研發費用來衡量 
f. 研發強度＝研發費用／營業收入（％） 

此外資策會還另列了幾項參考指標 
 專利權 
 IT／營收（％） 
 最有價值之排名＝市值／股東權益（％）所得之值予以排名 

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於 2001年起，委託政治大學商學院進行
我國智慧資本衡量指標重要性調查。2001年調查對象為半導體產業、光電產業
及通訊服務產業。2002年調查對象為紡織產業、食品產業及生技製藥產業。政
大商學院將這些衡量指標整理如下表所示。這個研究主要將智慧資本分為「人力

資本」、「流程資本」、「創新資本」以及「關係資本」。 

 



 
【表 2-9：我國智慧資本衡量指標重要性調查】 

(1) 經營團隊的領導力 (14) 公司徵募人員計畫的完整性 
(2) 組織授權程度 (15) 組織擁有創新的文化 
(3) 已授權團隊的數量 (16) 員工創造力 
(4) 員工盡責的程度 (17) 員工提出創見的實現比例 
(5) 員工工作動機的強烈程度 (18) 組織成員團隊合作的程度 
(6) 員工滿意度 (19) 組織擁有互相學習的文化 
(7) 每年核心員工平均流動率 (20) 員工心聲傳達管道的暢通性 
(8) 每年專業人才平均流動率 (21) 員工向心力高低 
(9) 40歲以下員工比例 (22) 員工訓練經費的投入 
(10) 員工專業技能的良窳 (23) 組織對員工有完善的訓練計畫 
(11) 員工平均教育程度的高低 (24) 公司擁有吸引具潛力員工的能力
(12) 員工專長的分佈廣度 (25) 主管階級共同分享管理經驗 

人 

力 

資 

本 

(13) 員工工作勝任程度  

(1) 資本週轉率 (14) 製程技術能力 
(2) 資料庫對公司的貢獻度 (15) 基礎工程能力 
(3) IT投資／總營收 (16) 員工操作資訊技術的熟練度 
(4) 工作流程 e化程度 (17) 公司整體運作流程順暢性 
(5) 研發費用／總營收 (18) 研發、生產與顧客品質管制 
(6) 業務開發費用 (19) 公司運作流程對產品創新影響 
(7) 決策品質 (20) 公司資訊基礎建設的完整性 
(8) 策略執行力 (21) 公司對風險控管與評估的能力 
(9) 生產良率 

流 

程 

資 
本 

(10) 存貨週轉率 
(22) 公司對工作流程的圖示與文件保
存完整性 

(1) 員工的生產力4 (8) 對新市場的開發投資 
(2) 公司回應市場的能力 (9) 公司資訊系統存取的容易程度 
(3) 公司掌握新機會的能力 (10) 組織員工擁有互相支援的氣氛 
(4) 知識管理機制的良窳5 (11) 研發人員比例 
(5) 產品設計與開發平均時間 (12) 新產品研發能力 
(6) 研發領導力 

結  
構  

資  

本 

創 

新 

資 

本 

(7) 研發領導地位 
(13) 近一年新產品營收佔全部全部產
品之比例 

(2) 顧客滿意度 (14) 顧客抱怨數 

                                                 
4 即為總營收／員工數 
5 知識的累積與分享 



(3) 客戶忠誠度 (15) 客戶對企業未來之信心 
(4) 客戶數的多寡 (16) 每位客戶每年平均採購金額 
(5) 產品退回比率 (17) 供應商數量 
(6) 每年平均損失客戶數 (18) 與供應商合作關係 
(7) 市場成長性 (19) 產品銷售額佔客戶營業額的比重
(8) 客戶重購率 (20) 關鍵客戶收入占營業額的比率 
(9) 客戶關係平均維持時間 (21) 從接觸客戶到銷售回應平均時間
(10) 客戶平均規模 (22) 企業本身的形象與聲譽 
(11) 訪問客戶次數／天數 (23) 與策略伙伴的關係 
(12) 客戶平均獲利力 (24) 首次接觸客戶及銷售完成的比例
(13) 回應客戶問題的時間 (25) 與上下游體系的關係 

 

(14) 對顧客需求的瞭解程度 (26) 產官學的關係 
資料來源：吳思華，「我國產業智慧資本先導性個案研究」計畫，（2001，2002） 

智慧資本之評價：智慧資本除了應被善加的衡量外，更應合理的被評價。以

知識行企業而言，智慧資本組成要素並非財務報表所揭露的有形資產，而是以知

識為主的智慧資本，是財務報表鮮少揭露的。因此當知識型企業在發展新產品

時，在金融融資、風險及保險策略方面，較易遭遇到困難，以致阻礙企業創新之

發展。相關資料可以參考顏瑞全，2001，智慧財產權融資可行性之分析。在歐美
國家之中，因其評價機制、金融融資、風險以及保險制度較健全，因而提供企業

良好的發展利基，使企業較能無後顧之憂的從事創新及研發工作。而以目前國內

之情況觀之，金融融資及保險制度仍以「財務報表」提供的資訊為評量標準，導

致知識型企業之發展，產生窒礙之情況，無法發揮競爭優勢。其實，智慧資本最

難之處為「評價」，目前世界尚未有一套具體、明確以及客觀的智慧資本評價機

制。下面僅說明幾種簡單的智慧資本評價之方法。 

(1). 市場價值/帳面價值（M/B）法 
此種方法將市場價值二分為帳面價值及智慧資本，M/B越大表示企業的知識

密集度越高，智慧資本越高，若M/B價值下降，對公司則是依種不利的警訊。 

(2). Tobin’s Q值： 
Tobin’s Q＝資產的市場價值÷重置成本 

此方法乃托賓（Tobin，1969）為解決帳面價值常隨會計方法（如折舊）不同及
通貨膨脹因素而有所扭曲，因而建議以「重置成本」取代「帳面價值」（意即 Tobin’s 
Q＝市場價值/重置成本）。而重置成本則包括帳面價值、累積折舊及通貨膨脹。
Stewart（1997）認為，當「Tobin’s Q」很高的時候，表示公司從該資產獲得的報
酬率特別高，也表示該資產為智慧資本，也可說明「智慧資本」開始創造高價值

了。 



(3). 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 
Pulic（2000）介紹一項智慧資本之評價方法－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此係

數主要是由顧客附加價值係數（Valued-added Coefficient of Customer Capital）、人
力資本附加增值係數（Valued-added Coefficient of Human Capital）以及結構資本
附加價值係數（Valued-added Coefficient of Structural Capital）加總而成。此方法
顯示當公司所運用之資源越佳時，其創造的附加價值係數就越高。此模式並以見

構成套裝軟體便於操作，有利於智慧資本之評價。 

智慧資本在世界才剛起步，因而對智慧資本之定義、要素、管理、衡量、評

價以及報導，皆未有一致之看法。而世界上對智慧資本最早研究的地區反而是歐

洲，如果想要再深入鑽研「智慧資本」，就得以歐洲經驗為主。 

智慧資本之管理：智慧資本包含的內容及項目繁多，在時間、資源有限之情

況下，企業無法對所有的智慧資本投注相同的資源及努力。至目前為止，智慧資

本之範疇及管理方法尚未具明確化，要具體落實智慧資本著實不易。為完整的智

慧資本機制，時賴有效的管理，不同學者對智慧資本之管理提出不同之看法，其

內容如下所述。 

 

(1). Edvinsson & Malone 
管理智慧資本不光是管理知識或智慧資產而已。事實上，智慧資本的管理是

將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融合在一起的一種手段而已。他們導出了有效管理資會資

本的 4個步驟過程： 

a. 了解 Skandia智慧資本導航者工具中哪些部分價值創造和價值提煉能力 
b. 藉著對閒置能量的交互作用和交叉培育，有效掌握這些價值。 
c. 藉著創造出一個類似「自助餐餐台」的知識，將焦點集中在一個公司能

力的流量和交換，以及透明度。由此持股人可以挑選更有生產力的股票。 
d. 藉著各部分解除、整理、重複使用、交替，而將此過程資本化。 

可以由下圖來加以整合這些步驟。 

 



 
 
 
 
 
 
 
 
 
 

【圖 2-14：智慧資本管理示意圖】 
       資料來源：Edvinsson & Malone，1997.Intellectual Capita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Inc.p68 

(2). Sullivan（2000） 
探討如何透過智慧資本之管理活動、管理流程、管理工具及管理方針將智慧

資本轉化為公司之價值，其具體內容如下圖所示。 

 
【圖 2-15：智慧資本之管理系統圖】 

資料來源：Sullivan，P.2000.Value-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to Convert 
Intangible Corporate Assets into Market Value. John Wiley & Sons，Inc .36 

Sullivan（2000）創意地提出智慧資本之新價值鏈，如圖所示。從圖與圖可
以清楚地了解智慧資本之管理範圍甚廣，因而其價值鏈之項目也更顯得重要。 

創新過程

獲得
內部技術

智慧資本
組合

企業策略
與戰術

產品市場
矩陣

簡單競爭
評估

獲得
外部技術

貯存 商品化＄ 策略定位

專利決策 專利決策

需要新的

創新策略

否 是

商品化決策

創新過程

獲得
內部技術

智慧資本
組合

企業策略
與戰術

產品市場
矩陣

簡單競爭
評估

獲得
外部技術

貯存 商品化＄ 策略定位

專利決策 專利決策

需要新的

創新策略

否 是

商品化決策

 

EVA

人力資源 智慧資產

智慧財產

組織資產

物質資產

有形資產

動態 企業資產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隱藏價值

智
慧
資
本

EVA

人力資源 智慧資產

智慧財產

組織資產

物質資產

有形資產

動態 企業資產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隱藏價值

智
慧
資
本

 



 
【圖 2-16：智慧資本之新價值鏈圖】 

資料來源：Sullivan，P.2000.Value-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to Convert 
Intangible Corporate Assets into Market Value. John Wiley & Sons，Inc .66 

(3). Marti（2001） 
引入智慧資本標竿制度（Intellectual capital benchmarking system，ICBS）來

管理智慧資本。Marti透過公司之卓越一般模式（excellence general model）分析，
針對 8個主要因素：產品、架構（architecture）、聯盟（alliances）、競爭優勢、
研發創新、核心優勢（core competencies）、文化以及領導（leadership），與世界
上最佳的競爭對手比較。在傳統資產負債表外，在發展出「競爭性」資產負債表

（competitivenessbalancesheet），藉此可了解公司之優勢即劣勢，去蕪存菁，達到
智慧資本之槓桿效果。 

(4). Kitt et al. 
提出智慧資本繪圖法（IC mapping）來管理智慧資本。經由多象限的繪圖技

術，可將一家公司之過去、現在及未來之智慧資本展現在等高縣之地圖上。在此

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晰地了解公司智慧資本發展的軌跡及消長，藉以適切地管理

公司的智慧資本，或可稱為公司智慧資本之適切圖（fitnesslandscape），有關此圖
之內容，因文獻中未有列示，所以在此暫無提供。 

小結：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公司內部智慧資本的所在之處，所以主要是把重點

放在智慧資本的「衡量」與「評價」的部分，並非說智慧資本的揭露或是管理這

些議題可以忽視。而是為求能深入的探究智慧資本之於公司價值的意義，因此就

衡量與評價的觀點，進一步將研究範圍以及方向朝這個核心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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