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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軟體業(以下簡稱軟體業)係指從事套裝軟體、系統整合、轉鑰系統及

專業服務等四項業務的公司，是經濟部所選定之重要科技事業之一。根據資訊工

業策進會(以下簡稱資策會)的統計，我國軟體業之產值，在民國八十七年，為新

台幣一、四一三億元，其中，外銷之金額約七十億元，前者之成長率為廿二‧三

％，後者之成長率，目前為三七％，預計未來可維持每年成長三○％之水準。 

        在預見我國軟體業之規模逐漸擴大之情況下，業者相繼成立，規模也日漸

擴大，並紛紛申請上市、上櫃。由於軟體業之風險與傳統產業不同，其智慧財產

之評價與揭露、研發能力、內部管理制度、業務之穩定性、股權移轉情形等問題，

都引起廣泛討論。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TSE)及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 OTC)在訂定其上市、上櫃準則的過程中，產生

諸多爭議，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期會)乃於民國八十七年十

二月八日公布「資訊軟體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又於民國八十八年二

月廿三日公布「資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市相關規章之修訂條文」(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民 88，「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十條、「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三條之一、「初次申請有價證券上市之公開說明書應

行記載事項要點」第二、三、四、五、六條、「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



市案之評估查核程序」第五、七條、「股票初次上市之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

記載事項要點」第五、七條(二月廿三日))。上述補充規定或增修條文，以下統稱

「增補規定」。 

        對上述提及之軟體業問題，「增補規定」大致均已作成規範，唯對智慧財

產或其他無形資產之評價問題，則尚付諸闕如。但是，Handy(1994)指出，一家

公司智慧財產的價值，往往是其帳列有形資產價值之三到四倍；潘敏行與江忠儀

(民八十七年六月)指出，約三分之一(廿九％的美國投資人，在評估軟體業價值的

時候，會重視公司的研發技術；Bradley(一九九七)表示，在一九九二年，美國上

市公司的平均價值中，大約有 40%未顯示在資產負債表上；對於知識導向的企

業而言，這種未能在資產負債表顯示的資產，更是超過能在資產負債表顯示的資

產的一○○％。 

        對同處資訊時代的台灣企業而言，這種企業價值未能於資產負債表顯示問

題，並不比美國企業輕微。表一列示台灣十二家上市(櫃)公司之市價帳面價值比

(price/book value ratio)。由表一可知，屬傳統產業(表一左欄)紡織、鋼鐵、電機、

水泥、金融、塑膠及汽車等行業之廠商，其市價帳面價值比不至過高，在表一中

未有超過二‧二者；反之，屬科技產業(表一右欄)電子及軟體等行業之廠商，其市

價帳面價值比則相當高。例如，友立之市價即達其帳面價值之八‧四倍。 

表一   部分公司之市價帳面價值比 



傳統產業 

公司名稱 

市價帳

面價值

比 

科技產業

公司名稱

市價帳面價

值比 

華隆 0.8 台積電 5.1 

中鋼 1.1 資通 7.2 

東元 1.2 華碩 7.8 

台泥 1.4 倚天 7.8 

華銀 2.0 友立 8.4 

台塑 2.1     

裕隆 2.2     

註：  

∗       ：友立、資通、倚天於88年度方上櫃，其每股價格為上櫃日之收盤價 

        研發支出均在財務報表上列為費用，不是資產，根本低估智慧財產權，軟

體公司在決定其上市、上櫃之承銷價時，又未把智慧財產之價值納入考量，建議

儘速研定智慧財產之評價機制。 

        本文說明資訊軟體產業及無形資產之意義及其會計處理，包括：何謂資訊

軟體業及如何分類、何謂無形資產及如何分類，以及如何進行其會計處理。由於

人力資源係無形資產之重要組成，故亦說明人力資源之會計處理。 

  

二、資訊軟體業之定義 



        資訊軟體業是服務業中的一種，這種服務業可名之為資訊服務業。行政院

主計處、經濟部工業局、資策會及證期會均對之作出定義，惟四者之定義並非完

全相同，茲分述如下。 

(一) 主計處之定義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資訊服務業包括資

訊軟體服務業、資訊處理服務業、資訊服務供應業三類。所以，在主計處的分類

下，資訊軟體服務業只是資訊服務業中的一部分而已，範圍較狹，不包括資訊處

理服務業及資訊服務供應業。不過，經濟部、資策會與證期會則均採較廣義的定

義。 

(二) 經濟部之定義     

        經濟部工業局對那些廠商屬資訊軟體業，有廣義及狹義二種定義。在狹義

的定義下，資訊軟體業者包括提供軟體產品、專案及服務三類的廠商；在廣義的

定義下，資訊軟體業者則把提供硬體加值軟體及自行開發軟體之企業也包括在

內。前述之軟體產品，包括套裝軟體及轉鑰系統二類；軟體專案包括系統整合及

專案服務；軟體服務則包括網路服務及處理服務。因此，資訊軟體業所涵蓋之範

圍，在經濟部之定義下，即使在狹義之資訊軟體業，亦較主計處定義的範圍為廣。 

        上述經濟部工業局對資訊軟體業之定義，係新定義，在八十八年十一月廿

一日方通過，自八十九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過去，經濟部工業局係將資訊軟體



業定義為：包括提供套裝軟體、系統整合、轉鑰系統及專業服務等四項服務的產

業。新定義與舊定義相較，新定義所涵蓋的範圍較廣，且規定之內容較詳細。舊

定義所涵蓋之範圍，僅含新定義中之狹義軟體業而已，不包括廣義之軟體業，而

且，亦不包括狹義軟體業中之服務類，只含產品類及專案類而已。 

(三) 資策會的定義 

        資策會定義的資訊軟體業範圍，與經濟部的新定義(狹義定義)相同。在資

策會的定義下，所謂資訊軟體業，除涵蓋工業局舊定義下所指明提供四項業務的

業者以外，還增加提供網路服務及處理服務二項業務的廠商。 

        由上可知，網路服務業係涵蓋在資策會所稱「資訊軟體業」之範圍內，同

時也涵蓋在經濟部目前所稱「資訊軟體業」之範圍內，不過，未涵蓋在經濟部過

去所稱「資訊軟體業」之範圍內。 

(四) 證期會的定義 

        證期會在「增補規定」中所稱之資訊軟體公司，原則上係採經濟部的舊定

義，不過，另加資訊軟體營業收入(或營業毛利)占總營業收入(或總營業毛利)比

率之限制。證期會規定，當公司的上述比率 近二年達百分之五十時，這種公司

方可適用申請上市或上櫃的身分。不過，這種得以那一種身分申請上市或上櫃的

條件，當不影響資訊軟體業之本質。 

(五) 本文所採定義 



        本文所採用之「資訊軟體業」定義，係依目前經濟部(狹義定義)與資策會

之定義，把網路服務業亦納入資訊軟體業之範疇。吾等以為，網路服務業所提供

之服務，其性質與資訊軟體直接有關，而且，報載證期會已在考慮容許網路業者

在取得主管機關(交通部或經濟部工業局)之同意後，可比照軟體業者申請股票上

櫃。由於證期會已進行相關事宜之研究，再加上網路服務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

要，不宜忽視，故本研究即予納入，惟本研究非僅針對網路服務業而已。 

三、無形資產與智慧財產權之意義 

(一) 無形資產 

        所謂無形資產，從字面來看，是指沒有形體的資產。估價界(appraisal 

profession)及會計界二個專門職業都討論無形資產如何定義、如何估價，因此，

本節先探討估價及會計二個專門職業所稱無形資產之意義，然後再說明無形資產

與智慧財產的區別。 

1. 估價界 

        Reilly & Schweihs(1999)及 Smith & Parr(1994)都從估價界的觀點來定義

無形資產。因為無形資產是估價界所稱之一種財產(property)，因此以下先說明

何謂財產，然後再說明何謂無形資產。 



        財產即資產，估價界將其分為有形(tangible)及無形(intangible)二類。有形

財產與無形財產之分野，在於有形財產具備有物質(corporeal)、可以看得見

(visible)及可以摸得到(tactile)三個條件，而無形財產反之，以上三項條件無一具

備。不過，估價界所稱的無形財產並非全為會計界所稱的無形資產，亦非全屬本

文所探討的無形資產。 

        有形財產又可進一步劃分為不動產(tangible real estate)及動產(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二類。至於無形財產，也可進一步劃分為無形的實體財產權

(intangible real property)，及無形的個人財產權(in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二類。上述四類財產中，不動產與實體財產權之價值均來自於土地，至於動產與

個人財產權之價值，則不是因土地而來。茲分別說明其意義如下。 

        所謂有形不動產，係指土地及附著於土地，變成土地一部分的從屬物

(appurtenances)。這種具有不可移動且長期特性的財產，有：土地、附著於土

地之建築物、附著於建物之電梯、管線、由一面牆舖到另一面牆(wall to wall)的

地毯、箝入牆壁的書櫃等。至於燈具，若非附屬於建物，可從某一幢建物拆下來

拿到另一幢建物安裝，則屬動產，而非不動產。 

        所謂有形動產，係指未附著於不動產，可移動的有形財產，其具備有形體、

未附著於不動產、可移動以及可辨認(identifiable)等特性，如可移動式的地毯、

可移動的書櫃或冰櫃等。 



        所謂無形的實體財產權，係指因擁有不動產而衍生出來之法定權利(legal 

right)，這些權利有多種，且都與不動產有關，例如，使用某項不動產之權(right to 

use)、佔用某項不動產之權(right to occupy)、開發某項不動產之權(right to 

development)、從某項不動產之上穿越之權(right to cross over)、從某項不動產

之下通過之權(right to cross under)、銷售某項不動產之權(right to sell)、出租某

項不動產之權(right to lease)、把某項不動產送人的權利(right to give away)，以

及不使用上述權利的權利均是。按照行使權力的標的區分，實體財產權還可再分

為水權(water right)、空權(air right)、採礦權(mineral right)、地役權(easement)、

地上權、永佃權，以及典權等。這些權利均因擁有不動產而衍生，在大多數情況

下，並未另訂單獨之契約。這些實體財產權雖無形體，是估價界所稱之無形資產，

但非會計界人士及本文所稱之無形資產。 

        會計界人士及本文所稱之無形資產，是個人財產權。這些權利無實質

(substance)存在、無具體外形(physical form)、可移動、可歸屬於某一個人

(personal)，而且某人則可因擁有該權利而享有確定之效益(specific benefit)。

Reilly & Schweihs(1999)指出，凡無形資產，須具備下列條件： 

　(1) 能被辨認(identification)，或清楚陳述。 

　(2) 有法律保護。 



　(3) 可被私人所有之權(subject to right of private ownership)所限制，且這個私

人所有權可轉讓。 

　(4) 具備某種可用以證明無形資產權利存在之有形憑證。 

　(5) 在某一個可辨認的時點或因某一件可辨認的交易而出現。 

　(6) 會在某一個可辨認的時點或因某一件可辨認的交易而損毀或消減。 

        這些個人財產權可能與行銷、科技、工程、藝術、資料處理、顧客、契約、

人、座落地理位置，或與名聲有關。個人財產權本身即具價值，其價值非因有形

實質衍生而來。這些符合上述條件的個人財產權得如表二所示，Reilly & 

Schweihs(1999)指出，表二中的無形資產屬不同之行業，常可以成為被估價之

標的。 

        Reilly & Schweihs(1999)還指出，無形資產與尚不足以成為無形資產的經

濟現象並不相同。尚不足以成為無形資產的經濟現象，如：企業有高市場佔有率、

高獲利率、獨特性、低成本、低售價、具上市之潛力、處於被保護之地位，以及

處於獨占之地位等。這些現象之所以不足以成為無形資產，是因為它們未能滿足

前述六個條件之故。 

表二  無形資產項目 

廣告活動 

Advertising campaigns 

and programs 

與股東之協議 

Shareholder agreements 



估價時使用之檔案及記錄 

Appraisal plants (files 

and records) 

權利金 

Royalty agreements 

專屬程序及其相關技術記

錄 

Proprietary 

processes-and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技術分享協議 

Technology sharing 

agreements 

專屬技術及其相關技術記

錄 

Proprietary 

technology-and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已接但尚未出貨之訂單 

Production backlogs 

技術書面記錄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著作權 

Copyrights 

歷史文件 

Historical documents 

環境權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exemptions) 

工程圖與相關文件 

Engineering drawing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開發權 

Development rights 

行銷與促銷文件 

Marketing a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地役權 

Easements 

產品技術專屬文件 

Proprietary products-and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航空公司之降落權 

Landing rights (for 

airlines) 



說明書、操作手冊 

Know-how and associated 

procedural documentation 

不動產租賃權 

Leasehold estates 

工作程序書  

Procedural (“how we do 

things here”) manual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與證券有關之選擇權、認購

權 

Options, 

warrants—related to 

securities 

實驗筆記 

Laboratory notebooks 

財產使用權 

Property use rights 

圖書及其他出版品之收藏 

Book and other 

publication libraries 

所有權 

Title plants 

收藏之影片 

Film libraries 

機場登機門及降落跑道使

用權 

Airport gates and landing 

slots 

技術與特殊收藏品(書、記

錄、圖樣) 

Technical and specialty 

libraries (books, 

records, drawing, etc.) 

對保險業者之賠償請求權 

Claims (against 

insurers, etc.) 

訓練教材、課程 

Training manuals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materials, course, and 

programs 

配銷權 

Distribution rights 

化學配方  

Chemical formulations 

推銷權 

Solicitation rights 



食物調味法與食譜 

Food flavorings and 

recipes 

零售貨架位置 

Retail shelf space 

醫生處方簽檔 

Prescription drug files 

通路 

Distribution networks 

病歷 

Medica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charts and 

records 

訴訟裁定與損害賠償請求

權 

Litigation awards and 

damage claims 

光罩 

Masks and masters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陸海空使用權 

Use rights-air, water, 

land 

產品之設計 

Product designs 

產品與程序之專利權  

Patents-both product and 

process 

藍圖與圖畫  

Blueprints and drawings 

採礦權 

Mineral rights 

設計、型式、圖樣、圖解、

技術圖 

Designs, patterns, 

diagrams, schematics, 

technical drawings 

石油探勘鑽洞權 

Drilling rights 

商標與標記圖案 

Grand names and logos 

天然資源 

Natural resources 

樂曲 

Musical compositions 

礦藏 

Ore deposits 



手稿 

Manuscripts 

商標及商號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手工資料檔 

Manual (versus 

automated) databases 

通訊基地許可證 

FCC licenses related to 

radio bands (cellular 

telephone, paging, etc.)

報紙資料檔 

Newspaper morgue files 

廣播執照 

Broadcast licenses 

(radio, television, 

etc.) 

電腦資料庫 

Computerized databases 

須要照護機構之證明 

Certificates of need for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電腦軟體(自行發展或外

購) 

Computer software (both 

internally developed and 

externally purchased) 

執照-專業、一般營業 

Licenses-professional, 

business, etc. 

經政府特許之作品 

Franchise ordinances 

(governmental) 

許可證 

Permits 

文藝作品 

Literary works 

政府機關之核准(不須政府

機關之核准) 

Regulatory approvals (or 

exemptions from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與契約顧客有關之提案 

Proposals outstanding, 

政府執行計劃 

Government programs 



related to contracts, 

customers, etc. 

營業祕密 

Trade secrets 

租賃權益 

Leasehold interests 

契約 

Agreements  

已申請之專利 

Patent applications 

契約  

Contracts 

已在政府註冊之狀態 

Government registrations 

(and exemptions) 

消費者契約 

Customer contracts 

授信資訊檔 

Credit information files

買賣契約 

Buy-sell agreements 

與消費者之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 

合作契約 

Cooperative agreements 

HMO註冊名單 

HMO enrollment lists 

僱傭契約 

Employment contracts 

雜誌或某種服務之訂戶名

單 

Subscription lists (for 

magazines, services, 

etc.) 

有利的融資契約 

Favorable financing 

金融業之客戶群 

Band customers-deposit, 

loan, trust, creditcard, 

etc. 

商業特許契約 

Franchise agreements 

(commercial) 

客戶名單 

Customer lists 



不參與競爭之契約 

Noncompete covenants 

商譽-機構 

Goodwill-institutional 

有利的租賃契約 

Favorable leases 

商譽-個人 

Goodwill-personal 

政府契約 

Government contracts 

商譽-專業 

Goodwill-professional 

管理契約 

Management contracts 

與專業肯定有關之獎品獎

狀 

Prizes and awards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具個人特色之契約 

Personality contracts 

繼續經營價值 

Going-concern value (and 

immediate use value) 

與供應商之契約 

Supplier contracts 

座落地點之價值 

Location value 

創業投資約定  
Joint ventures 

已受訓練及組織之員工 

Trained and assembled 

workforce 

2. 會計界 

根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之定義，所

謂無形資產，乃指無形體存在之營業用資產。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十九條亦有類

似之規定，謂無形資產是無實體存在而具經濟價值之資產。在上述定義下，無形

資產具下列特質：  



1. 無實體存在，不能觸摸。 

2. 有排他之專用權。 

3. 有未來經濟效益。 

4. 供營業使用。 

5. 效益之年限超過一年。 

        以會計界所定義之無形資產與估價界相較，估價界所使用之標準較寬。在

估價界，凡合於上述六項條件之無形資產，不論其是否供營業使用，效益是否超

過一年，均歸屬於無形資產。本文所稱之無形資產，係採估價界之定義。 

        在會計上歸屬於無形資產之項目，在商業會計法第五十條所列舉者，計有：

商譽、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特許權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十九條則再增

加電腦軟體及開辦費二項。分析上述無形資產，可依其是否屬智慧財產權而分為

二類。屬智慧財產權者，有：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與電腦軟體，至於特許權

與開辦費，則不屬智慧財產權。 

        商譽是否與智慧財產權有關，須加說明。商業會計法第五十條及商業會計

處理準則第十九條所列舉之商譽，係出現於會計報表之「商譽」。根據會計原則

之規定，這種商譽在企業購併時，才會發生。這種商譽是買方支付之買價，超過

其所取得賣方在併購時淨資產之差額。這種商譽發生之原因，可能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惟亦可能是其他原因。至於因企業產品品質優良、座落地點良好、經營風

險合乎商業道德、歷史悠久、居產業領導地位等原因而造成之商譽，是一般人所



稱之商譽。這種商譽未正式記入帳冊，不致出現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之

財務報表。 

        本文所探討之無形資產，以與智慧財產權有關者為主，但不限於已正式記

入帳冊之無形資產，換言之，未記入帳冊之商譽，亦屬本文之範疇。 

(二) 智慧財產權 

 1. 分類 

        所謂智慧財產權，有廣狹二種定義。狹義的智慧財產權，係指因法律而賦

予的智慧財產權，至於廣義的智慧財產權，則不以法律所賦予者為限。在上述狹

義定義下，智慧財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是法律因發明人心智發展

所產生的成果，而賦予發明人的一種排他權利。 

        狹義的智慧財產權可分為工業產權(industrial property)及著作權(copyright)

二大類。工業產權包括前已述及的商標權和專利權。其實，除商標權和專利權以

外，工業產權還包括前未述及的營業祕密(trade secret)。 

        至於著作權，則指重製、出版、公開展示、銷售、表演創作或翻譯作品之

權利。除上述權利外，著作權還有公開口述權、衍生著作修改權等。著作(翻譯)

人在作品一經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上述作品，可以是文學、藝術、學術、音

樂、電影等。因為上述著作權之範圍中包括出版之權利，故在上述定義下，版權

(出版的權利)亦包括在著作權之內。 



        至於廣義的智慧財產權，Edvinsson 及 Malone(1997)將其稱之智慧資本

(intelligence capital)、知識資本、非財務資本、隱藏資產、不可見資產或無形資

產。這種智慧財產權，與有形的實體資本、財務資本相對，是指公司市場價值與

帳面價值間的差額(林大容譯著，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頁)。 

        本文所探討之對象，係資訊軟體業的無形資產。這些無形資產中，以上述

廣義的智慧財產權為大宗，並不以上述狹義的智慧財產權為限。以下為行文便

利，將資訊軟體業之無形資產簡稱為「無形資產」或「智慧財產權」。 

 2. 組成 

        EIU(1992)、Smith & Parr(1994)、Stewart(1997)、Edvinsson & 

Malone(1997)以及 Reilly & Schweihs(1999)等人對無形資產組成的看法，對其

所歸屬類別及名稱或有差異，但基本上均同意無形資產包括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及關係資本(relation capital)三大類。 

        所謂人力資本，係指用以滿足顧客需求之個人技巧(individual skills needed 

to meet customers needs)；結構資本，係指市場所要求之企業能力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demanded by the market)；關係資本，係指企業所

擁有權利之好處(the strength of its franchise)。 

        簡而言之，人力資本係指企業內員工之能力；結構資本係指企業的制度、

組織結構等；關係資本則指企業與顧客、供應商之關係等，這些關係可使企業得

到有利之財務產出。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有關，結構資本與人力資本又與關係資



本有關，結構資本由人力資本建立，當結構資本愈好時，人力資本也愈好；當結

構資本與人力資本均愈好時，關係資本亦愈好。以下即以斯堪地亞(Skandia)公

司為例，說明其無形資產的組成。 

        斯堪地亞公司是一家瑞典的保險與金融公司，這家公司很早就注意到無形

資產的價值。Edvinsson & Malone(一九九七，林大容譯)指出，該公司係將智慧

資本分成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二種。在斯堪地亞公司，所謂人力資本，係指融合

員工知識、技術、掌握自己任務之能力及組織的革新(創造力)；所謂結構資本，

則指一切支持員工保有生產力的組織能力，包括硬體、軟體、資料庫、傳達與儲

存智慧的有形制度、組織結構、專利、商標、版權等。在該公司，結構資本可進

一步劃分為組織資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創新資本(innovation capital)、流

程資本(process capital)三種。所謂組織資本，係企業制訂制度、使用工具，增

加知識在組織內流通之速度，以及提供與溝通知識管道等無形資產；所謂創新資

本，係指與企業革新能力和保護商業之權利，以及其他與用來開發、加速新產品

(服務)上市速度等有關的無形資產；至於流程資本，則指工作的過程、特定的程

序(如 ISO9000)，以及加強產品、員工服務效率的計劃。 

        在該公司，衡量智慧資本時，係分由五個焦點：財務焦點、顧客焦點、流

程焦點、更新與開發焦點、人力焦點等著手。衡量時，係先分析各個焦點之組成

分子，再蒐集資訊，衡量智慧資本之絕對測度值(ｃ)。例如，財務焦點之組成分

子得包括： 



　(1) 總資產(＄) 

　(2) 總資產/每名員工(＄) 

　(3) 營收/總資產(％) 

　(4) 利潤/總資產(＄) 

　(5) 新業務營運的營收(＄) 

　(6) 新業務營運的利潤(＄) 

　(7) 營收/每名員工(＄) 

　(8) 顧客時間/員工服務時間(％) 

　(9) 利潤/每名員工(＄) 

　(10) 與市場平均比較下的業務損失率(％) 

　(11) 來自新顧客的營收/總營收(％) 

　(12) 市場價值(＄) 

　(13) 資產淨值報酬率(％) 

　(14) 來自新業務的資產淨值報酬(＄) 

　(15) 附加價值/每名員工(＄) 

　(16) 附加價值/資訊技術員工(＄) 

　(17) 對資訊技術的投資(＄) 

　(18) 附加價值/每名顧客(＄) 

智慧資本之衡量模式得如下： 



智慧資本 (IC) =  i * c 

        上式中之ｃ，係智慧資本之絕對測度值，而 i 則係效率係數，表達某企業

運用智慧資本的效率，茲分述如下。 

        上式中之ｃ，得由下列二十一項變數以某種方式(著者未指明其方式)融合

後的綜合值：  

1. 新業務營運之營收額 

2. 開發新市場的投資額 

3. 產業開發的投資額 

4. 開發新通路的投資額 

5. 對銷售、服務、後勤支援方面資訊技術之投資額 

6. 對管理方面之資訊技術之投資額 

7. 對更新資訊技術設備之投資額 

8. 對顧客支援之投資額 

9. 對顧客服務之投資額 

10. 對顧客訓練之投資額 

11. 與產品無關之顧客費用 

12. 對員工能力開發之投資額 

13. 對員工開發新產品之支援與訓練投資額 

14. 不在公司上班員工的教育金額 



15. 訓練、溝通與支援全職長期員工之投資額 

16. 訓練、溝通與支援全職短期員工之投資額 

17. 兼職短期員工之投資額 

18. 開發合夥(資)企業之投資額 

19. 電子資料交換或電子網路系統升級之金額 

20. 對品牌(圖樣、名稱)知名度之投資額 

21. 對新專利(版權)的投資額 

        上述二十一個變數中，第一個至第四個變數，在強調新業務的開發，第五

個至第七個變數，在強調對資訊系統的投資，第八個至第十一個變數，在強調顧

客開發，第十二個至第十七個變數，在強調對員工之投資； 後，第二十個至第

二十一個變數，則是強調投資於品牌與專利(智慧財產)。各個公司有適合自己使

用的變數，並不以上述二十一個變數為限。該書作者指出，上述二十一個變數均

為投資之金額，係在強調目前之投資對未來之影響，不過，此種估計方法只是一

種用來估計智慧資本價值之起點而已。 

        該書作者還指出，因為錯誤之投資比不投資糟糕，所以須折減ｃ之價值。

在斯堪地亞公司，係藉乘上一個小於１的效率係數(i)來折減。效率係數係自過去

之投資對現在績效之影響而加衡量，在斯堪地亞公司，採用下列九項比率之平均

數來衡量：  



1. 市場佔有率(％) 

2. 顧客滿意度(％) 

3. 領導力指數(％) 

4. 動機指數(％) 

5. 研發資源佔總資源之比率(％) 

6. 訓練時數之指數(％) 

7. 實際表現/品質目標(％) 

8. 員工留職率(％) 

9. 管理效率／營收(％) 

        當某公司之效率係數 i=80%時，如其智慧資本之絕對測度值 c = 1.2 億元，

則估計智慧資本之價值為 0.96 億元，其計算如下： 

        IC =80%* 1.2 億元=0.96 億元 

        斯堪地亞智慧資本評估法，是結合實務與產業特色的一項突破，其模式中

之智慧資本絕對測度值(c)及效率係數(i)，因企業文化、國情、產業、技術層次…

等而有不同。如何尋找一適合某特定產業特色之智慧資本絕對測度值及效率係

數，是一個仍待討論的問題。 

  

四、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 



        企業取得專利權、著作權、電腦軟體或其他無法於財務報表上表達無形資

產之方式，有向外購買、自行研發及與他人交換三種。向外購買時，企業須支付

現金；與他人交換時，則須支付現金以外之他種資產。因企業亦支付代價，且有

交易發生，可屬廣義向外購買之範圍，故把取得無形資產之方式歸併為向外購買

及自行研發二種。 

        資訊軟體業者之研究發展支出經常是其獲致無形資產之來源，因無對外購

買之交易，故其價值之評估經常產生困難。惟困難產生之原因，倒不是其缺乏固

定形體，而是其未來之價值不確定。有一些資產雖無固定形體，但其評價並未遭

遇困難，這些資產，如應收帳款。由此可見，沒有固定形體本身，並不是造成評

價困難的必然原因。 

        因為研發支出是取得許多無形資產的來源，故本節討論其會計處理。以向

外購買方式取得之無形資產，已有市價可循，故市價即可供作鑑定其價值，不須

另外自行評估其價值；相對地，以自行研發方式取得之無形資產，無市價可循，

其價值即有待自行評估。本節及次節所說明者，為研究發展支出會計處理之規

定，並非直接探討其價值之評估。本節及次節說明會計處理，係因會計處理之本

質並未完全偏離價值之評估，因此，探討會計處理之舉動，或可發現評估價值之

道。本節所說明者，為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次節所說明者，則為某些電腦

軟體之會計處理。對於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本節先說明我國及美國會計準

則之規定，再說明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一) 我國及美國會計準則之規定 

        前已述及，企業無形資產之取得方式，不外向外購買及自行研發兩種。向

外購買之智慧財產權，有市價可循；自行研發之智慧財產權，則無。由於前者市

價明確，故即以該價格為入帳之基礎；至於後者，早期之會計處理方法，分資本

化與費用化兩類。 

        所謂資本化之會計處理方法，係先將研究發展支出列為遞延資產，再依受

益年限攤銷；所謂費用化之會計處理方法，則指逕將研究發展支出列為當期之費

用，不再攤銷。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公布其第二號公報之前，會計界對研究發展支出究應如何進行會

計處理的看法極為分歧，有者主張將全部研究發展支出列為當期費用；有者主張

全部資本化；亦有者主張將符合特定條件之部分研究發展支出資本化，其餘則費

用化；還有者主張先彙計於某特定帳戶，俟未來利益實現時，再區分資產或費用。 

        企業之研發支出，若比例不高，無論採用上述任一方法，對財務報表之影

響都不大，可以略去不計；但若比例甚高，則對財務報表之影響即屬重大，不得

略去不計。這種研究發展支出比率甚高之產業，可以科技產業為代表，資訊軟體

業亦在其中。 

        對研究發展支出應如何進行其會計處理表示看法的人相當多。這些人，有

會計團體、會計學者、稅捐稽征機關、經濟學家、科學家、企業界、國會及審計

人員等。早期美國的會計團體、會計學者多採取支持將研發成本予以遞延的態



度，這些人很多，有：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二九年的美國聯邦準備委員會、一九二

四年的美國全國成本會計人員協會(NCSA)、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五九年的美國會

計師協會(AICPA)、Paton(在一九五五年的主張)、美國內地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 IRS)早期的看法，以及審計人員。審計人員的態度趨向保

守，他們因查核風險之考慮，而支持研發支出應費用化，立即予以沖銷的作法。 

        美國內地稅務局的態度曾生改變。在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IRS 基於稅

收的考量，其租稅政策也是贊成將研發支出資本化。不過，經濟學家及科學家則

持相反的態度，他們主張，應以租稅為鼓勵研發活動之手段，認為研發支出應予

費用化。其後，企業界亦因租稅利益而加入主張研究發展支出應予費用化的行

列。企業向國會施壓，促其立法，國會終於在一九五四年通過法律，允許研發支

出得列為所得稅上之費用。 

        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Accounting Principal Board, APB)第十七號意見書

(opinion)規定，企業自行研發之支出中，除取得法律保護之註冊規費、專業代理

人服務費及模型之支出可認列為資產外，其他研究發展支出均應予費用化。美國

FASB 於一九七四年十月發布其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研究發展成本之會計

處理(Accounting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sts)”，繼續支持此觀點。該

公報規定，原則上，所有研究發展成本均應作為當期費用，不得資本化。 

        自一九七四年後，美國會計界的態度一直是支持將研究發展成本作為當期

費用處理，惟此態度現在可能改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



下簡稱 SEC)及美國會計師協會均對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表示關切。SEC 所

關切者，為企業在與他企業合併時，將部分價款攤入研究發展支出之作法，美國

會計師協會所關切者，則為尚在進行中研究發展支出(in-proc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之評價、會計處理及稽核之相關問題。它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task 

force)，專門探討這個問題，這個工作小組已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集會。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對研發支出會計處理之規定，與美國目前之規定相

似，均要求企業應予費用化。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彙編」第廿三條第二項謂：「自行發展之無形資產　其屬能明確辨認者，如專利

權，僅可將申請登記之費用作為專利權成本；研究發展費用，則應作為當期費

用」。類似地，商業會計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也規定：「前項無形資產(包括商標

權、專利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以自行發展取得者，僅得以申請登記之成本

作為取得成本，其發生之研發費用，應作為當期費用」；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十

九條第三項亦謂：「研究發展支出除受委託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全數收回者外，

須於發生當期以費用列帳」。同樣地，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八條第四

款第四目也規定：「研究發展支出除受委託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全數收回者外，

須於發生當期以費用列帳」。上述規定均要求我國企業之研究發展支出須在發生

之當時認列為費用，不准資本化。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第二號公報要求研發支出須費用化，其理由主要

如下：  



1. 研究發展支出之未來效益並不確定。 

2. 研究發展支出與未來之效益間，並無因果關係；即使有關係，其價值亦難

以衡量。 

3. 研究發展支出不符合會計上資產之定義。 

4. 研究發展支出費用化，亦為一種執行配合原則(matching principal)之方

法。 

5. 研究發展支出資本化之資訊，缺乏有用性(攸關性)。 

        上述第五項經資本化之研究發展支出資訊缺乏有用性之說詞，係立論於證

券分析師及投資者之認知。該公報主張，證券分析師及投資者認為：研發支出之

資本化，無助於其對企業未來潛在獲利(報酬率)變異性之評估；反之，研究發展

支出之費用化，因已為效率市場之投資人所知悉，反映於股票價格，亦符合效率

市場之理論。 

(二) 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對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與我國及美國之規定大

不相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Committee, 

IASC)發布第九號公報：「研究發展成本之會計處理」(Accounting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sts)。該公報規定：研發成本能否資本化，端視該支出是否

與未來效益直接相關而定。研究發展支出分為研究之成本及發展之成本二類，通



常，前者成本之未來效益較為不確定，故多列為當期費用；但後者成本若符合下

列條件時，即可列為資產：  

1. 成本可明確劃分。 

2. 技術上之可行性已獲證明。 

3. 管理當局已表明生產或出售之意圖。 

4. 有明確之未來市場。 

5. 已取得可用之完成專案、產品或技術。 

        至於研究發展支出認列為資產之後，是否須定期攤銷的問題，國際會計準

則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分別發布第三十八號公報「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

及修訂第二十二號公報「企業合併(Business Combination)」。該二號公報均規

定，無形資產及商譽在認列為資產之後，須加攤銷，不得以採用減損測試

(impairment test)的方式來代替定期攤銷。 

(三) 對會計處理之評論 

        綜上可知，目前我國及美國對於研發支出之會計處理，均採費用化之作法，

除非研究設備能用於其他用途，方可列為資產，分年攤銷為費用，否則，均在發

生之當期即作為費用。美國的 FASB 還列舉五項理由，說明研發支出為何費用

化。 



        雖美國的 FASB 雖列舉五項理由，把研發支出費用化，但 Dukes(1974)卻

針對其提出的五點理由，逐一予以辯駁。類似地，Hendriksen(1982)也指出，雖

然研究發展支出獲益的時間與期限皆不確定，但是依據成本收益配合原則，把研

發支出先資本化，然後再適當攤銷的作法，也比逕行列入當期費用的作法為佳。

Hendriksen(1982)認為，即使是經主觀認定價值的資訊，也比將其價值評估為零

的資訊有價值。除 Hendriksen(1982)以外，Edvinsson 及 Malone(1997)也認為，

雖然主觀認定的價值可能有錯，但把有價值的資產評估為零，則錯誤的可能更

高。如果研發支出都列為費用，那麼，對於研發支出比例愈高之企業，如高科技

產業，其虧損的機會也就愈大。如此一來，逕予費用化的會計處理，變成企業刪

減研發支出的誘因，不但造成財務報表的不當表達，更傷及企業的未來發展。 

        Sougiannis(1994)、劉正田(民八十八)則分別對美國及我國企業研發支出之

效益進行實證研究，他們皆發現企業研發支出對公司之盈餘確有正面之影響，只

是該正面效果延後實現而已。如此一來，將研發支出資本化之會計處理方法，較

現行的會計處理，自整體而言，可能更符合成本與收益配合原則，如此表達之財

務報表亦較符合市場之預期。林安樂、孫世婉(民八十七)也認為，在企業初創時

期，研發支出應列為遞延資產，分期攤銷。這種作法可協助我國高科技公司之上

市、上櫃。 

        唯前項實證結果，是對整個產業進行分析所得之綜合結論，而某個別公司

之實況不一定與產業之平均相同，若以產業之綜合結論作為各個企業研發支出均



應予資本化之理由，則有將產業之「平均」應用於「個別」公司之缺點。個別公

司確有研發失敗之風險，對該等個別公司而言，若採研發支出資本化之方式進行

會計處理，在一段期間後，一旦確定研發失敗，則面臨須把研發資產沖銷為損失

之困境。如此一來，這種作法將使報表使用者質疑財務報表(資訊)之可靠性，亦

非絕對可取。 

  

五、供出售(租)電腦軟體之會計處理 

        電腦軟體是企業支付研發支出後所得到的一種成果，其會計處理，與研發

支出相較，甚為特別，故說明如下。 

電腦軟體，不論是由企業購入，或由企業自行研發，均可供自己使用，亦可用來

出售或出租。當電腦軟體係用作前者之目的時，其評價基礎，與其他的無形資產

相同，亦為未攤銷的成本，但若其係用作後者目的時，其會計處理則不相同，我

國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按其取得(發生)時、使用期間與會計期間終了時三部分，分

別加以規範，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取得(發生)時及其後之處理─概述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係按商業自行開發電腦軟體的步驟而規範其取得成本之

評價方式。商業自行開發電腦軟體的步驟，得按發生之先後，分為ａ、ｂ、ｃ三

段，如圖一所示： 



  圖一中，期間ａ，係自投入研發開始，至技術可行性(technical feasibility)建立為止；

期間ｂ，係自已建立技術可行性開始，至產品母版(product master)完成為止；期間ｃ，

則自產品母版完成開始，延續到後來的開工、複製母版，以及大量生產。 
圖一   電腦軟體之會計處理(上) 

 

     所謂技術可行性建立，是指企業已完成詳細程式設計(program design)，或指完

成操作模型(working model)。當技術可行性一旦建立，則各項規劃、設計、編碼，以

及測試工作均已完成，接下來，即可按所設計之規格開始生產母版。所謂母版，即

指可以用以複製，進行大量生產的原型。 
  會計準則規定，在建立技術可行性以前(期間ａ)所發生之成本，不是資產，是費

用，因此，須發生時立刻認列為當期之研究發展費用；至於從建立技術可行性開始，

至完成產品母版這段期間內(期間ｂ)所發生之成本，是資產負債表上之資產；類似

地，在產品母版完成之後(期間ｃ)才投入的成本，也是資產。不過，這兩種資產並不

相同。在期間ｂ投入的成本，是無形資產；在期間ｃ投入的成本，是流動資產。企

業在期間ｂ所耗費的成本，係用以製造產品母版，這些成本列入無形資產項下的電

腦軟體中；相對地，商業在期間ｃ所耗費的成本，則係用以從產品母版拷貝待出售

之軟體，或訓練人工。這些成本屬流動資產中的存貨，不得列入無形資產中的電腦

軟體。 

  上述規定除出現在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外，亦出現在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八條第四項第四、五、六三款)及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八十六號｜備供出

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行銷電腦軟體成本的會計處理(Accounting for the Cost of 

Computer Software to be Sold , Leased , or Otherwise Marketed)。該公報係由美國會計師協

會與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應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的請求，而於一九八五年八月發

布。 

(二) 使用期間之攤銷 



  企業上述無形資產電腦軟體之成本，須予攤銷。其分攤金額如何決定，商業會

計處理準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八十六號也

作出規定。它規定，商業應自下列兩個攤銷比率中，選擇較大的一個，計算各期分

攤之無形資產電腦軟體成本： 

1.電腦軟體i之本期收益/(電腦軟體i之本期收益＋

電腦軟體 i之估計以後各期收益) 

2. 1/電腦軟體i之剩餘耐用年限(包括當年) 
上述第一個比率，是收益比率，係各電腦軟體產品當期之收益佔該電腦軟體估

計總收益之比率。總收益包括該產品當期及估計以後各期之收益。第二個比率，則

是直線法下之攤銷率，按各該電腦軟體估計之剩餘耐用年限求得。 

除上述比率之計算方式外，上述規定還要求，在計算比率的時候，各個電腦軟

體須分開個別計算，不得把全部電腦軟體混合計算。 

(三) 會計期間終了時之評價 
  除取得當時及使用期間內之評價方式之外，上述規定還規範電腦軟體的期末評

價方法。它規定，期末時，這種電腦軟體的未攤銷成本須與淨變現價值比較，取兩

者中之較低者。 

  諸無形資產中，這種評價基礎相當特別，其他無形資產均以未攤銷成本評價，

少有類似存貨類資產採成本與市價孰低基礎的規定，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亦未有

如此規定。 

  電腦軟體若以出售、出租為目的時，其歸屬無形資產的作法，雖與美國的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相同，但這種作法是否適當，似有值得討論之餘地。 

  

  

六、人力資源會計 

  本章第二節指出，不少學者把無形資產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

因為人力資本在無形資產中居樞紐地位，故本節說明其會計處理。本節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說明人力資源會計(human resource accounting, 以下簡稱HRA)之意義，並指出

其探討之問題，第二部分開始即逐項說明所探討之問題。第二部分所說明之問題，

是為何要動手衡量人力資源；第三部分說明者，是人力資源之性質究屬資產，還是

費用；第四部分則說明在衡量人力資源時所遭遇的問題。 



(一) 人力資源會計之意義  

  本部分說明人力資源會計之意義、實務上採用之情形，以及與其相關之問題。 
 1. 人力資源會計之意義 

  所謂人力資源會計，根據美國會計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AAA)之定義，是一種辨認與人力資源相關之資料，予以衡量，並把衡量結果報告相

關人士的過程(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nd measuring data about human resource, and 

communicating this information to interested users, 見HRA委員會報告, 1973, p.169)。 

 2. 實務上採用之情形 

  實務上，衡量人力資源的人不少，他們將該資訊用在企業內部之管理上。例如，

Carpar & Posey(1976)衡量某會計師事務所員工的價值；Ogan(1976)衡量另一個區域型

會計師事務所內各個員工的調整後淨現值。該事務所有六個分所，Ogan 所衡量者，

係其員工的潛在效益、績效指標、維持成本(含薪水)、起始成本(含新進員工之受訓、

僱用成本)、後續訓練，以及發展成本，同時還考量其員工繼續受僱及死亡的機率。 

  Mirvis & Macy(1976)衡量一家大型美國公用事業工程設計部門及一家製造廠的人

力發展成本及效益，他們發展一個成本模式及一個效果模式來衡量這些成本及效

益；Benjamin(見Thomas, 1997)則在估計用以衡量明日企業知識銀行中的人工成本；至

於William(1985)，則不衡量組織單位之人力資源，而衡量計劃(program)直接、可衡量

的人力成本及效益，他所衡量的計劃，有：新進員工訓練、銷售經理訓練、安全講

習、堆高機講習等計劃。 

 3. 人力資源會計相關問題 

AAA及其他學者所探討與人力資源有關的問題，得分為下列三類： 

  　(1) 為何要衡量人力資源？ 

  　(2) 人力資源之性質為何？究屬資產，還屬費用？ 

  　(3) 應如何衡量人力資源？  

  與第三個如何衡量有關之問題，還可進一步區分為：如何建構衡量模式？在實

際進行衡量時，又會遭遇那些困難？與建構衡量模式有關的問題，還可再分為：究

應使用貨幣類之衡量方式(monetary measure)，還是使用非貨幣類之衡量方式

(nonmonetary measure)？究應使用投入類(input)之衡量指標，還是使用產出類(output)之

衡量指標？如使用投入類指標，那些支出應納入、那些支出不應納入？衡量時，應

著眼於個別員工，還是全部員工？本章以後章節即分別加以說明。 



(二) 為何要衡量人力資源  
  本節說明「為何要衡量人力資源？」。本節首先說明誰使用這種衡量出來的資

訊，再說明這種衡量是否有用。 
 1. 內部或外部使用 

  衡量人力資源的目的，研究者多著眼於滿足企業內部管理的需求，惟亦有少數

著眼於對外報告與揭露者，如在歐洲擬向工會提出之報告即是。 

 2. 人力資源會計所提供之資訊是否有用 

  就人力資源會計所提供之資訊是否有用之問題，一般而言，這種資訊是有用的，

亦即，會影響決策的資訊。不過，影響的方向究為正面或負面，則有未定。大部分

的實證分別發現人力資源會計資訊投資人、財務分析師、企業內部經理人之決策有

正面影響；但是，亦有人認為會有負面影響。Elias(1972)、Hendriks(1976)、

Tomassini(1977)，以及Schwan(1976)均發現人力資源會計之資訊有正面影響；相反地，

Gordon則發現人力資源會計之資訊有負面影響。 

  Elias(1972)進行實驗，把人力資源會計式及傳統式二種報表分別給受測者閱讀，

然後要求其進行投資決策。Elias 的受測者，包括會計系學生、財務分析師及會計人

員。Elias(1972)發現，人力資源會計型的資訊對投資決策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但其

影響的程度並不大。 

  Hendriks(1976)進行與 Elias(1972)類似的實驗，也有類似的發現。Tomassini(1977)

也進行實驗，惟其實驗中決策的種類改變，不再是是否投資的決策，而是是否解僱

員工的決策，Tomassini(1977)亦發現人力資源會計資訊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

Schwan(1976)的實驗則把財務報表使用者從投資人改為債權銀行，決策從投資決策改

為授信決策，他發現，當債權銀行拿到人力資源會計資訊，另外再加上行為指標的

文字解釋時，對其決策之影響最大。 

  至於Gordon等(1977)則有與前述學者不同之發現。他研究薪水及人力資源會計揭

露對小團體的關係(small group relation)及績效的影響，他發現揭露薪水對小團體的關

係及績效無顯著影響，但揭露人力資源會計資訊則有負面影響。他認為，負面影響

可能來自模型之建立與執行二個層面的問題。 

(三) 人力資源 之性質 
 1. 資產 



  本部分探討人力資源，究屬資產，或屬費用的問題。AAA委員會對這個爭議的

看法，是人力資源之支出，至少其中部分，較偏向於資產。持有類似看法的人，還

有Alan Benjamin。Benjamin曾任SEMA集團(一家歐洲大型電腦服務公司)的總監，他

在替英國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rs & Commerce進行明

日企業(Tomorrow’s Company)計劃之研究時，制定出一種估算知識銀行之方法。該方

法把部分薪水計入知識銀行之餘額，部分薪水則否。計入知識銀行之薪水，有：研

究部門員工之薪水，以及行銷部門員工、新進員工之部分薪水(見Stewart, 1997, 附錄)。 
  AAA於 1974成立的委員會還指出，人力資源資產的性質，與實體資產、金融資

產等資產迥異，人力資源是使實體資產、金融資產能發揮其功能的資產。 
 2. 費用 

  反對把人力資源支出資本化的人，有 Gambling(1976)、Mee(1982)，以及 Dittman

等(1976)。Gambling(1976)反對把人力資源列入資產，他認為人力資源雖然可能是商譽

的一部分，也對企業有貢獻，但是給予人及機器相同的待遇，二者並列於企業資產

負債表的作法並不妥當，而且，招募訓練員工的支出一旦資本化，其後又須分攤，

還會另外再產生一個分攤的問題。 

  Mee(1982)也反對把人力資源列入企業之資產，他認為企業未掌其控制權，而且

一旦如此，則人力資源須加分攤，但分攤不易之故。他指出，企業對人力資源之控

制，不能如對實體資產或金融資產之控制一般，再加上人力資源的價值與企業的其

他要素不能分割，如欲衡量，勢須分攤，否則無法衡量，但是一旦要分攤，決定如

何分攤之方式，即有困難，所以，人力資源即不應列入企業的資產負債表。 

  Dittman等(1976)則主張有條件之資本化，他認為，只有當員工訓練僅對某一個企

業有用(enterprise-specific)，而且這些受訓員工之移動受到限制時，與這些訓練有關的

人力資源支出方可資本化，否則，人力資源支出即不宜資本化。Dittman等人後來(1980)

發現，僅對一個企業有用的訓練，其實只佔訓練中很小的一個比例而已，因此他們

的主張基本上也是反對把人列入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此外，反對把人力資源資本化

的一大原因，是其衡量不易，衡量是一大挑戰。 

 3. 資產派之額外理由 

  贊成人力資源之支出應資本化的人，除前述之 AAA 外，還有 Ameiss & 

Williams(1981)、Margues(1976)、Edmonds & Rogow(1986)及Benjamin & Benson(1986)等。

他們的主張，不外是因為下列原因，故人力資源應屬資產： 

　(1) 公司的價值部分係來自管理階層的才能及公司的聲譽 



　(2) 某些企業的生產力較高，這些公司因經營團隊的知識銀行而受惠 

　(3) 招募、僱用、訓練員工等人力資源有關之支出實係企業的投資 

　(4) 人力資源會在企業併購時影響併購價格 

  此派人士不認為應該因企業不能控制人力資源的流動而不准把人力資源資本

化。他們主張，應重實質而非形式。Margrus(1976)認為，判斷人力資源是否為資產，

不應自其是否為財產權著手，而應自其是否有用(usefulness)著手；類似地，Edmonds & 

Rogow(1986)亦主張要把資產的範疇放大，納入員工。他認為，一旦把人力資源支出

納入資產之範疇，則管理者所作之取得、發展、分配、使用、評估、獎酬等人事決

策較佳；投資者所作之投資決策亦較佳，這是因為一旦把人力資源列入資產負債表，

決策者對公司的生產力有較佳的預測之故。 

(四) 人力資源 之衡量 
  衡量人力資源之方式，得為貨幣，亦得為貨幣以外之其他項目；其衡量，得著

眼於其投入成本(input value)或其產出價值(output value)。當著眼於投入之成本時，得

為支付之歷史成本或重置成本，以及未來某一段期間薪金支出之現值；當著眼於產

出價值時，則得為機會成本、該員工未來某一段期間內預期收益之現值等(Parker, Ferris, 

Otley, 1989, p.147-161)。本部分分別說明人力資源之貨幣性及非貨幣性衡量，例舉若

干衡量模式，並指出在模式建構與執行衡量工作時，可能遭遇之問題。 
 1. 非貨幣性衡量 

  當人力資源係以非貨幣變數衡量時，所使用之變數得為(Parker, Ferris, Otley, 1989, 

p.152)： 

　(1) 企業所能掌握之技巧(skill) 

　(2) 關鍵經營團隊之人選及其學經歷(credentials) 

　(3) 員工之知識、技巧、健康狀況、能否取得(availability)，以及其工作績效 

　(4) 組織成員的忠誠度、態度、激勵、績效、目標，及其印象 

  上述第4組變數係Rensis Likert所提出衡量模式之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

Likert之模式本在衡量企業人力資源之有效性，其模式包括因變數、中介變數及結果

變數。該等因變數是企業管理階層能操縱之變數，中介變數在反映組織內部之健康



狀態，至於結果變數，則在衡量人力資源之有效程度。Likert所使用之結果變數有生

產力、成本、成長率、市場佔有率及盈餘。 
 2. 貨幣性衡量及衡量模式 

        當人力資源係以貨幣來衡量時，須有一個衡量模式。Flamholtz(1991, p.153)、Lev 

& Schwartz(1971)、Morse(1973)、Jaggi & Lau(1974)、Ogan(1976)皆建構衡量模式。上述

衡量模式即使在理論上均健全，實務上之應用亦少，其主要原因是模式中之數值估

計不易。而且，衡量模式究應包含那些變數，還是問題。Gordon(1977)指出，當衡量

係著眼於投入成本時，各種不同之成本衡量方式，皆有問題，該等問題如表三之上

半；反之，當衡量係著眼於產出價值時，各種價值之衡量方式亦皆有問題，則該等

問題如表三之下半： 
表三   人力資源之衡量模式 

  衡量是否適切 衡量是否有用 

Ⅰ、投入成本

類：  
與員工績效無關,不

可能適切 
有用性存疑 

1.取得成本 

(acquisition 

cost) 

雖很客觀可靠,但只

在估計現在取得成

本時, 才有用

(valid) 

當待回答之問題,與

控制人工成本有關

時,方可採用此種衡

量方式 

2.重置成本 
雖客觀可靠,但只有

在估計目前重置成

本時,才有用 

當待回答之問題,與

員工流動率或類似

問題有關時,方可採

用此衡量方式 

3.薪水折現額 

以將來須支付之薪

水作為價值之代體,

有問題；而且，衡量

時須估計未來支付

之薪水、折現率等,

該等估計則傷及這

種衡量方式之可靠

性 

須估計未來須支付

之薪水,故衡量出來

之資訊不一定有用 

Ⅱ、產出價值

類： 
與員工的績效有關,

可能適切 
可能有用 

4.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之衡量方 當待回答之問題，與



式,可能有問題 大型公司之人力資

源配置決策有關時,

可採用此衡量方式 

5.市場價值 
因須武斷分攤,故得

到之價值不具代表

性 

只有當企業的無形

資產除人員價值外

別無他物時,才可能

有用 

6.盈餘折現額 
須估計未來之盈餘

數額,須武斷分攤,

都可能造成問題 
同上 

 3. 衡量工作之執行 

  衡量人力資源，不但模式之建構可能發生問題，衡量工作之執行也可能發生問

題。Gordon(1977)指出，該等問題計有： 

 　(1) 變數之操作困難 

  因模式太複雜，管理者不易了解，使變數的操作(operationization)遭遇困難。管理

者想要的模式，是一個客觀、實用，而且衡量成本又不太高的模式，但這三個標準

很難同時達成。 

 　(2) 經理人不支持 

  在衡量人力資源時，管理者可能會因衡量這種標的遭受挫折，而產生抗拒的心

態，拒絕執行衡量的工作。因此，有研究者建議，雖人力資源之衡量模式在理論上

可能是有用的，但須先給使用者看到實益，其推行成功的可能性方可能提高。 

 　(3) 員工抵制 

  員工可能會因為下列負面之認知而對人力資源之衡量產生抗拒。這些認知，有： 
  　(a) 對公司而言，自己僅與機器相若 
  　(b) 管理者要將其控制權伸展到一個以前尚未控制的地方，自己的餘裕(slack)

將因此而減少，或 
  　(c) 管理者準備要對某些特定員工進行特別「關照」。 

  

七、結語 

本文說明那些產業被納入資訊軟體業，那些資產被納入無形資產、智慧財產權，



及創造無形資產、智慧財產權之主要支出(研發與人力資源等支出)之會計處理。目前

美國及我國對於研發支出之會計處理，一般而言，係採較保守之方法，將其全部列

為費用，惟國際會計準則第九號公報及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八十六號公報則規範有

條件資本化之作法，國內亦出現將研發支出資本化之建議。 

在目前研發支出均在發生之當期即作為費用的作法下，不須對公司因研發支出

而取得之專利權、著作權等無形資產進行評價，而且，縱將研發支出資本化，經資

本化後之研發支出與其市場價值二者間仍無明確相關性，一為投入價值(input 
value)，一為產出價值(exit value)，性質並不相同。過去大多在滿足內部管理之需要，
對內人力資源資訊是會產生作用的，不過，作用究屬正面或負面則尚無定論。就人

力資源之性質而言，雖財務會計將其認列為費用，但大多數人認為人力資源，至少

其中之部分，具有未來經濟效益，可作為資產。衡量時，有者著眼於投入成本，有

者著眼於產出價值，本文並舉貨幣性及非貨幣性衡量之方法，及執行衡量時可能遭

遇之困難。本文先對「資訊軟體業」及「無形資產」之會計處理作一介紹，以助於

發掘無形資產評價問題之所在。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1. 林大容譯，民88，智慧資本-如何衡量資訊時代無形資產的價值，台北：麥

田出版公司。 

2. 潘敏行、江忠儀，民八十七，軟體公司在美國募集資金及股票上市研究報

告，經濟部工業局軟體工業五年發展計畫工作室委託研究報告(六月)。 

英文部份  
1. --------, 1993.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5: 1-14.  

2.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1997(FRS 10). Goodwill and Intangible Assets 

3. Dukes, R. E. 1974. Market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 cross sectional test 

of investor response to expens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 

4. Hendriksen, E. S. 1982. Intangibles and noncurrent investment. Accounting Theory, 

Chapter 16. 4th edition. Illinois: Homewood.  
5. Parker, L. D., K.R. Ferris, and D.T. Otley, 1989. Accounting for the Human Factor. 



Sydney: Prentice Hall. 

6. Paton, W. A., and W. A. Paton Jr. 1955. Corporation accounts & statements –an 
advanced course.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7. Reilly, R. F., and R. P. Schweihs, 1998. Valuing Intangible Assets. New York: 

McGraw-Hill 
8. Sougiannis, T. 1994. The accounting based valuation of corporate R&D. The 

Accounting Review (January): 44-68. 

9. Stewart, T. 1994. Your company’s most valuable asset: intellectual capital. Fortune 

(October): 68-74 

(本文摘自台灣證券交易所「資訊軟體無形資產鑑價制度」之研究報告。作者：

馬秀如，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劉正田，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俞洪昭，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諶家蘭，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副

教授) 

 


	2. 會計界
	\(三\) 會計期間終了時之評價
	1. 人力資源會計之意義
	2. 實務上採用之情形
	3. 人力資源會計相關問題

	\(二\) 為何要衡量人力資源
	1. 內部或外部使用

	2. 人力資源會計所提供之資訊是否有用
	\(三\) 人力資源 之性質
	1. 資產
	2. 費用
	3. 資產派之額外理由

	\(四\) 人力資源 之衡量
	1. 非貨幣性衡量
	2. 貨幣性衡量及衡量模式
	3. 衡量工作之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