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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的主流產業是高
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因此高科技產業
的管理，也愈來愈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經濟規模與市場佔有率是公司維持競
爭優勢的重要因素。公司成長才能有效達
成提昇經濟規模與擴張市場佔有率的目
標。高科技企業的成長主要依賴公司在更
短的時間內將功能更強的新產品推出市
場，而新產品的快速推出則有賴大量的研
究發展投資，因此，高科技企業研究發展
投資的經濟效益是高科技企業管理的重要
課題之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實證方
法，運用我國高科技企業之實際經營資
料，探討我國高科技企業研究發展投資對
公司成長的影響。

本研究以民國 85 年至民國 89 年間我
國上市上櫃的高科技企業為樣本。實證結
果顯示，在控制經營規模、產品品質、外
銷比率、及總體景氣狀況等因素對我國高
科技企業公司成長之影響後，我國高科技
企業中研究發展投資愈大的公司，公司成
長愈高，支持本研究的實証假說：假定其
他因素不變，我國高科技企業研究發展投

資與公司成長呈正相關。

關鍵字：公司成長，研究發展，高科技產

業。

Abstract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industries of the Taiwan econom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 economy in the near future. 
One of the keys to the success of high-tech 
firms is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herefore, R&D management of 
high-tech firms deserves much of our 
atten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actual operating data of high-tech firms in 
Taiwa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on corporate growth of high-tech firms in 
Taiwan. 

Using data of 185 Taiwanese high-tech 
firms from 1996 to 200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growth,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operating scale, product quality, 
expert ratio, and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our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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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investment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growth for Taiwanese high-tech 
firms..

Keywords：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e Growth, High-Tech Firms.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我國高科技產業（尤其是電子業）經
過這一、二十年的發展，已成為我國在世
界市場中較具競爭力的產業。高科技企業
能否順利發展，將是影響台灣未來經濟是
否能持續成長與繁榮的主要因素之一。因
此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現況與未來的發
展潛力，常為我國產、官、學界熱烈討論
的議題。

高科技企業的成長與發展，有賴大量
且有效的研發投資（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最好的
新產品，才能維持競爭優勢進而促進公司
成長，因此研究發展是我國高科技企業能
否持續成長與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為了
評估我國高科技企業未來的發展潛力，我
們有必要了解：（1）我國高科技企業研究
發展投資與公司成長的實際情況，及（2）
我國高科技企業研發投資與公司成長的關
聯。但是，國內對於我國高科技企業研發
投資與公司成長之實況如何、及我國高科
技企業研發投資與公司成長之關聯如何，
仍有待有系統的加以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實證方法，
運用高科技企業之實際經營資料（主要是
會計資訊），以（1）衡量我國高科技企業
研發投資與公司成長之現況、及（2）評估
我國高科技企業的研發投資是否有助公司
成長，進而評估我國高科技企業未來的發
展潛力。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實證方法，運
用我國高科技企業之實際經營資料，探討
我國高科技企業研究發展投資對公司成長
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企業經營規
模、產品品質、外銷比率、及總體經濟景
氣等因素後，我國高科技企業之研究發展
投資與公司成長有顯著正向關係存在，且
關聯最少持續二年。實證結果亦顯示，高
科技企業中規模愈大者，公司成長愈高；
產品品質愈差者，公司成長愈低，但不顯
著；外銷比率愈高者，公司成長愈低；經
濟景氣愈好時，公司成長愈高。

本研究以我國上市上櫃高科技公司為
研究對象，未上市上櫃的中小型高科技公
司並未包括在內，所以研究結論可能只適
用於我國上市上櫃的高科技公司，不適用
於其他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也不適用於
其他傳統製造業的公司。

四、計畫成果自評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本研究內容已完成原計畫所希望完成
的目標。就我國高科技企業研究發展與公
司成長資料之蒐集、實証假設之建立、與
統計分析而言，與原計畫高度相符。

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本研究已達成原訂的主要目的。具體
而言，本研究完成研究發展與公司成長等
重要文獻之蒐集與探討，研究發展與公司
成長資料之收集整理、實証假說之建立、
計量經濟模式之建立、實證分析及統計檢
定。

研究成果的學術或應用價值

本研究具有下述的重要性：第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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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文獻而言，目前研究發展的文獻大多
利用總產經濟的資料（Marco data）做分
析，以了解研究發展是否能帶動一國的經
濟成長，研究發展是否能提升一國的生產
力，但較少以企業個體的實際經營資料
（Micro data），分析研究發展與公司成長
之關聯。本研究以高科技企業的實際經營
資料，運用實證方法，檢定我國高科技企
業研究發展與公司成長之關聯。本研究的
完成，將能補強我國高科技產業研究發展
相關文獻之不足。第二，就我國高科技企
業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可幫助高科技企業
評估其研究發展投資是否有助公司成長，
亦即有助我國高科技企業評估其研發投資
是否已產生經濟效益。第三，就政府政策
而言，本研究成果可幫助政府相關部門評
估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研發是否有助高科技
企業的成長與茁壯。本研究完成後，可供
政府負責產業升級與科技升級的部門，在
修訂「產業升級與科技升級政策」時參考。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

本研究成果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本
文初稿將於研討會發表，再修改後將送學
術性期刊發表。

主要發現

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經營規模、產
品品質、外銷比率、及總體景氣狀況等因
素對我國高科技企業公司成長之影響後，
我國高科技企業中研究發展投資愈大的公
司，公司成長愈高，支持本研究的實証假
說：假定其他因素不變，我國高科技企業
研究發展投資與公司成長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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