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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目的為整理與本研究相關的議題中，古今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及

發表，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參考文獻的範圍及主要出處為學術期刊、博碩

士學位論文，以及相關之專業出版書籍。 

本章將分為三節。第一節的重點著重於智慧資本的探討，其中將就前人對智

慧資本之定義、分類及管理研究等三細項加以整理。在第二節中將對於知識管理

活動作一概括性的瞭解，藉知識管理活動進行新創事業智慧資本建構過程之探

究。第三節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模式進行介紹。第四節則針對新創事業進行相

關探討，重點著重於新創事業的分期與發展規劃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智慧資本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促使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產生連鎖性效應。任何組

織在這樣的環境壓力下，皆需增加適應性，並藉由高科技、新科技及專業知識的

協助，累積其創新及競爭的實力。二十世紀末，智慧資本儼然是熱門話題。世界

性、跨國性大企業，著名企管公司紛紛投入無形資產之研究與推廣。此外，學者

專家如Edvinsson、Saint-Onge、Sullivan、Sveiby、Brooking、Botkin、Hall、Roos、

Teece 及Stewart 等人紛紛提出智慧資本的管理方案，也由不同的觀點提出智慧

資本的衡量與管理方式。如Edvinsson 的斯堪地亞智慧資本領航模式；Sullivan 的

智慧資本管理(Intellectual Capital Management, ICM)合成的觀點；Saint-Onge 的

智慧資本模型；Hall 整合出混雜觀點的智慧資本等(Sullivan,1998)。 

對於智慧資本發展的研究，本節首先就智慧資本的意義內涵、相關觀念之發

展過程及各種派別，進行整理與探討。再針對各學者專家之看法一一描述並加予

以解析，以期從中歸納各加說法之相同及相異處，以為後續研究「智慧資本建構」

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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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資本的意義內涵 

智慧資本在組織中，代表組織擁有之知識、智慧與能力。具有回收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的特質(Edvinsson，1997)。根據經濟學家Arthur W B (1996)的

研究，一般有形產品或物品資源，在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大都呈回收遞減

(diminishing returns)的特性，唯有知識的使用大都呈現持續遞增的現象，如圖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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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使用知識與資源的回收遞增與回收遞減 
資料來源：林燦螢，2001，p19 

 

在智慧資本的探討上，不同的學者專家乃依不同的切入角度給予不同的定

義。舉例而言，David Klein & Laurance Prus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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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wart，1997)；而Stewart 自己認為:「智慧資本」

就是包裝好的一套有用的知識，智慧只有從隨興流動的腦力中，得出某種有用的

秩序之後，才算得上是資產。也就是說，能捕捉到可以描述、可以分享、可以利

用的樣子；人力資源管理專家Ulrich(1998)則認為員工的承諾也是智慧資本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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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項目，智慧資本= 員工的能力X 員工的承諾；Botkin (1999)則認為只是組織

資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系統資本（systemic Capital）與人員的知

識資本所交織而成（林燦螢，2001）。 

綜合上述，可知智慧資本的意義乃指組織中具有之各種無形之資產，而這

些資產尚無法以財務報表的數目來精確表達，且因質性特質，也不容易相互計

算。但這些財務報表無法表達的資產確實存在組織中，當組織進行購併及股票買

賣時，往往出現超過財務報表之帳面價值的現象，這超出的部份就是智慧資本（林

燦螢，2001）。 

智慧資本即是由知識管理的想法中新發展出來的觀念，智慧資本的理論基礎

可以分為兩個流派，此兩流派簡單地區別為策略及衡量，如圖2-2 所示（Roos et 

al., 1997）。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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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關係為何。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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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公司兩大資料－財務、非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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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智慧資本觀念樹狀圖 
資料來源：Roos et al., 2000,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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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智慧資本的研究議題，是緣起於1990 年代以來，企業所面臨的環境日

漸複雜下，加上各個著名的企業購併事件，而所收購的價格遠大於企業之帳面價

值，以及針對無形資產與商譽等如何入帳的爭議下所衍生之問題（林文修，民

89）。不過，有關智慧資本的概念，卻是早在1969 年由著名的經濟學家 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提出，用以解釋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間差距。智慧

資本之起源之所以要解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差距的現象，乃是因為現今企業除

了必須具備完備管、銷、人事、財務、研發等機能，無形資產方面的管理也日漸

重要，尤其是目前高科技產業帶動全球經濟起飛的情況下，無形資產的運用效率

與效果，勢必決定企業是否能脫穎而出。 

何以企業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距會引起眾人的重視？主要的原因在於

兩者的差距日益拉大，而會計處理系統卻無法解釋這樣的現象。目前會計對無形

資產的處理程序，乃是將研發、特許權、或者是開發顧客、市場佔有率等鉅額支

出，以費用的形式在財務報表中表現，最大的影響即在於普遍地低估了企業的盈

餘，以致於會計系統無法提供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一致的資訊（謝月香, 2000）。 

然而在知識時代的興起之下，陸陸續續有許多學者對於有關智慧資本的議題

進行研究與探討，發展出知識管理的另一層面的主題研究。但是許多議題有待發

展尚未成熟，再加上由於學者們研究的主題與其涵蓋領域有別，故在智慧資本的

定義上並沒有比較一致的看法。 

以下對於各學者所提出的智慧資本之定義作簡略描述。 

（一）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69） 

John Kenneth Galbrai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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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 Norton，1996），並且認為智慧資本的意思

是指需要運用腦力的行為，而不單單只是知識和純粹的智力而已。（Edvinsson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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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homas Stewart（1991） 

Thomas Stewart是最早有系統的說明智慧資本的意涵的學者，其對智慧資本

的解釋為：智慧資本，是每個人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創造財富的一切知識、

能力的加總量，如知識、資訊、智慧財產權、經驗等等。 

Stewart（1997）也引述了Klein ＆ Prusak 對於智慧資本的看法，認為智慧

資本是指能夠被具體化、可取得與發揮槓桿作用而創造高價值的資產的一種智慧

元素。因此，Stewart（1997）強調了智慧資本所能夠發揮兩項的功能：（1）整

合可轉化的知識，使組織中的既有知識不容易流失（2）可立即連結人與資料、

專家等而形成的一個知識體系。 

（三）Annie Brooking (1996)  

Brooking (1996) 將智慧資本區分四部份：市場資產、人力資本、知識資產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依作者定義，是指受法律保護的資產）、及基礎建

設。 

（四）Leif Edvinsson (1997) 

Leif Edvinsson 是瑞典斯德哥爾摩「斯堪地亞保險財務公司」(Skandia 

Assur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FS)智慧資本小組的主管，也是全世界第一位

以「智慧資本」為名獨立運作的部門主管。Edvinsson 認為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帳

面價值的差距分歧頗大，定義產生這種差距的智慧資本之基本特徵而定出三個基

本特質(Edvinsson & Malone, 1997)如下： 

一、 智慧資本是財務報告的補充，而非附屬。 

二、 智慧資本屬於非財務資本，代表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間隱藏的價值。 

三、 智慧資本是負債的一種，而非資產。智慧資本乃是能夠提供組織在市場上

所具備的競爭能力，包括其所擁有的知識、所能應用的經驗、組織科技、

顧客關係、以及專業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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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vinsson 將「智慧資本」定義為該公司財務報表之無形資產延伸形式，亦

即智慧資本是一種對知識、應用經驗、組織技術、顧客關係及專業技術的掌握。

得出了智慧資本的簡單定義：智慧資本=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Roos, J., Roos, 

G., Dragmetti, N.C., and Edvinsson L. 1997) 

（四）Roos（1997） 

Roos et al. (1997) 認為企業的智慧資本是以資源基礎理論的角度而言，指所

有組織內部成員知識之總和。Roos 將智慧資本區分為結構資本、人力資本、具

思考性（thinking）和無思考性資產，這樣的區別是由於員工（人力資本）需要

從結構資本中獲得不同的管理工具。 

（五）Kaplan ＆ Norton（1997） 

Kaplan ＆ Norton（1997）認為當企業投資在顧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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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修，民88）。 

（六）Dave Ulrich（1998） 

Ulrich（1998）賦予智慧資本的定義，則是能力（competence）與承諾

（commitment）的乘積，此方程式意味著企業光是擁有員工的能力，並不代表此

企業擁有極豐富的智慧資本存量。Ulrich並認為智慧資本藏在於員工之間對於事

情的觀念和工作作法上，再加上組織如何創造對員工政策，讓員工彼此之間有良

好的互動關係與對公司有更好的觀感。因此，他覺得提高能力方法有：（1）雇

用新員工及由其他部門員工引入而獲得能力（2）用訓練或輪調方式來開發員工

潛能（3）由組織外部獲取（4）把不適任成員開除並留住優秀的成員。而加強承

諾方式則是創造政策以增進組織內部有效的運作，包括組織工作文化、管理流

程、技術的提供、成果分享、擴大員工控制權（Empowerment）以及團隊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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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Nahapiet ＆ Ghoshal（1998） 

Nahapiet ＆ Ghoshal（1998）對於社會資本、智慧資本與組織優勢之研究中

提到智慧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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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上述學者們對於智慧資本定義的觀點，本研究將其加以彙整於表2-1。 

學者 智慧資本之定義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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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智慧資本的意思是指需要運用腦力的行

為，而不單單只是知識和純粹的智力而已。 

Thomas Stewart
（1991） 

智慧資本，是每個人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創造財富的一

切知識、能力的加總量，如知識、資訊、智慧財產權、經驗

等等。 
智慧資本所能夠發揮兩項的功能： 
（1） 整合可轉化的知識，使組織中的既有知識不容易流失 
（2） 可立即連結人與資料、專家等而形成的一個知識體系 

Annie Brooking 
(1996) 

將智慧資本區分四部份：市場資產、人力資本、知識資產及

基礎建設。 

Leif Edvinsson 
(1997) 

公司財務報表之無形資產延伸形式，亦即智慧資本是一種對

知識、應用經驗、組織技術、顧客關係及專業技術的掌握。

智慧資本的簡單定義：智慧資本=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Roos（1997） 
企業的智慧資本是以資源基礎理論的角度而言，指所有組織

內部成員知識之總和。 
並將智慧資本區分為結構資本、人力資本、具思考性

（thinking）和無思考性資產，這樣的區別是由於員工（人力
資本）需要從結構資本中獲得不同的管理工具。 

Kaplan ＆ 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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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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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Ulrich（1998） 
智慧資本的定義，是能力與承諾的乘積。Ulrich並認為智慧資
本藏在於員工之間對於事情的觀念和工作作法上，再加上組

織如何創造對員工政策，讓員工彼此之間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與對公司有更好的觀感。 

Nahapiet ＆ 
Ghosha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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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 智慧資本之定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智慧資本的定義，各家學者有個自的看法，但仍可大致歸納出一些共同

之處，幾乎每位學者都提到了人力資本的部份，顯見人力資源在現今社會已被視

為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各家學者莫不強調員工對於企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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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資本的分類 

在科技技術快速改變的環境下，智慧資本的架構能夠反映出公司主要價值創

造的原動力。因此將各個學者對於智慧資本的分類及主要看法，說明如下： 

1. Edvinsson 發展的智慧資本 

Edvinsson 的小組將智慧資本劃分為四大項，如圖2-3所示： 

一、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二、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 

三、 流程資本(process capital) 

四、 更新及發展資本(renewal & development capital) 

再配合財務資本(finance capital)，以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角度，針對不同的

時期，經營管理的焦點亦不同，將過去的財務焦點，轉移到現在的顧客、人力、

流程焦點及未來的更新及開發焦點，形成智慧資本的重心。 

Edvinsson提出來的「智慧資本」架構，強調兩大重點：一為人力資本，另

一為結構資本，可是結構資本又延伸出顧客資本與組織資本。在組織資本方面又

區分為創新資本與生產技術資本，一路細分下去，去掌握各種經營管理上之細節。 

Edvisson ＆ Malone（1997）針對保險與金融服務公司（AFS）的研究中，

特別指出結構性資本是組織內員工下班後仍留在公司不能帶回家的資產，可說是

組織能夠完全掌握的無形資產（方世杰、方世榮，民89）。此外，Edvisson ＆ 

Malone（1997）認為關係資本是指組織與其他組織或顧客往來之間的關係，又稱

為外部關係，更將結構資本區分為（1）流程成本：包括工作上的流程步驟、特

殊方法，以及組織經營運作型式（2）創新成本：是指革新能力與保護商業利益、

智慧財產權、以及其他用來促進新產品研發的無形資產與技能，包括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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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創新、設備創新、員工創新等。如圖2-3所示。 

 

 
圖2-3 Skandia 價值規劃圖 

資料來源： Roos, J., Roos, G., Dragmetti, N.C., and Edvinsson L.(1997). Intellectual 
Capital p29 

 

2. Saint-Onge 發展的智慧資本 

Hubert Saint-Onge 運用知識資產架構從事企業規劃的策略整合，尤其是運用

資訊技術的結構與組織的基礎架構來建立人員的管理系統。透過領導發展中心致

力於發展組織的能力，以協助於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達成策略目標。將顧客資本

的觀念深植入員工心中，促使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由交易導向的運作朝向客戶關

係管理導向邁進(Industry Canada, 1999)。 

Saint-Onge 將智慧資本定義為三項資本的整合，即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顧客資本(customers capital)及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如圖2-4 所示。

藉由有效地運作外顯及內隱的知識，產生價值的創造，以為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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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市場競爭力。他所定義以顧客為導向的三項資本如下： 

他所定義以顧客為導向的三項資本如下： 

一、 人力資本：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所需之個人能力，個人的能力如果無法提

供客戶所需之解決方案，不能視為組織之智慧資本。 

二、 顧客資本：涵蓋層面廣且深的客戶忠誠度和客戶的利益，只要能使客戶對

組織因忠誠而產生好處之事項均為顧客資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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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滿足市

場所需方得列入結構資本。 

 
圖2-4 Hubert Saint-Onge 的智慧資本模型 

資料來源: Sullivan(1998) Profiting from Intellectual Capital p71 
 

對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而言，管理智慧資本最後的成果就是能夠幫助它將本

身的資源管理得更好。事實上，除非能夠讓無形資產轉化成有形的資產，否則我

們無法瞭解到底什麼是智慧資本。Saint-Onge 特別注重內隱的知識，認為它植基

在組織的文化當中，它會在組織中資訊傳遞的各個節點出現，也會促使資訊轉換

為知識。在人力資本中有推測、偏見、價值與信仰。在顧客資本中有客戶對產品

或服務的價值認知，在結構資本中就是文化。如何讓知識產生價值，而厚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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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資本，Saint-Onge 提出內隱知識才是智慧資本與經營策略結合的關鍵。圖

2-8中顯示出三種智慧資本是不斷地循環、創造、相互影響。其中組織的內隱知

識就不斷形成，組織擁有整合性、集合性的假設與信仰，自動會去過濾或解釋所

見所聞，而這些都會影響組織處理事情的方式。內隱知識也會影響組織決策行為

及成員的行為選擇。這樣的狀況對組織或個人可能好壞都有，面對改變的環境，

組織與個人能否有效地調適與應變，便是組織是否擁有能力去由變動的知識中學

習並創造價值(Saint-Onge, 1996)。 

 

圖2-5 Saint-Onge 循環、創造、相互影響的三種智慧資本 
資料來源:Saint-Onge(1996) Tacit Knowledge: The Key to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of 

IntellectualCapital. Strategy & Leadership Vol:24 n2. p10-14 

 

Saint-Onge 是以「人」為中心來進行各項改造(reengineering)的工作，他從

競爭力的模式中來發展出員工在服務客戶過程中所需具備的各種能力，這些能力

包括知識、技能及最重要的「態度」問題，因此，他強調「內隱知識」的重要性，

認為內隱知識透過員工的「態度」會表現在組織中資訊傳遞的各級節點上，如人

力資本中的推測、偏見、價值觀；在顧客資本中客戶對產品之認知，在結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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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化」等。在組織中的資訊不斷傳遞互涉，能否創造出新知識及價值，端

視員工之能力與態度，因此，Saint-Onge 根據這樣的理念去發展出獨特的訓練模

式。也就是激發員工主動去依據自己的需求，學習改善自己的能力。訓練的方式

是多元化，不只是一般的上課，主管主要扮演著監督員工能代表智慧資本增長的

情形，而不在乎花多少時間與金錢。 

Saint-Onge 是以「人」為出發點，雖然也訂出了一些檢核的智慧資本指標，

這些指標仍然架構在以服務客戶為導向，追求客戶之滿意為主要的鵠。因為如

此，為加拿大帝國銀行帶來成長契機，完成了改造的工作，使「交易導向」的經

營模式轉向「客戶關係導向」的模式，Saint-Onge 是以建立「文化」來完成改造，

文化似乎也是智慧資本的重要項目，但在指標的衡量與表達也僅能由間接性之指

標來測度與推測。 

 

3. Sullivan 發展的智慧資本 

Patrick H. Sullivan將智慧資本與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及商業資產

(business assets)並列為產生收入的架構之一，並定義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資產(intellectual assets)與智慧資本(intellectualcapital)之差別。

Sullivan 在智慧資本管理模型中主要強調「系統化關係」及價值萃取的觀點，從

整體系統整合運作產生應有之價值與資產。 

依據Sullivan (1998)的定義，智慧財產、智慧資產、智慧資本各有不同的範

圍與項目： 

一、 智慧財產(IP)：大都接受法律上的保障，在美國而言泛指專利(patents)，版

權(copyright)，商標(trademarks)，商業機密(trade screts)及半導體的光罩

(semiconductor marks)等五種。保護的程度，依創新程度而有所不同，對

企業組織而言，具有立即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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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資產(IA)：指組織內，被條文化的知識資產，但沒有法律上的保護。

由於這類的資產通常相互影響，列入保護會增加許多管理協調的複雜性，

例如：一些經由文件化、有形、可具體化描述的項目，包括文件、資料、

圖檔、程式、發明、處理程式策略聯盟合約、客戶名單、操作流程、生產

技術等等，部份可以被法律保護。 

三、 智慧資本(IC)：指透過組織內人力資本的運作，使組織內可發揮能力為公

司創造價值的項目，包括人力資本中的經驗、Know-how、技能、創造力、

結構資本的各種有形資產，及智慧資產、智慧財產等各項目。也就是指當

員工回家後，公司所剩下的各種軟硬體皆屬之。價值實現需要較長的時

間，在價值萃取上屬於策略性導向。 

雖然Sullivan 將智慧資本(IC)、智慧資產(IA)與智慧財產(IP)作了區分，但在

實際應用上，仍予以系統化連結，如圖2-6所示。以人力資源為起動之核心，經

由人員之知識、技術、創意及經驗產生圖形、資料及出版品等智慧資產，進而形

成專利、版權、商標及商業機密等智慧財產，綜合構成智慧資本。組織資產、實

體資產及智慧財產構成結構資本，組織資產中之架構、程式、例行工作與文化則

由人力資源、補充性資產及實體資產所構成。商業資產係由補充性資產與無形資

產所構成。透過組織資產及實體資產的運作，加上製造、行銷與分配之商業資產

的補充性資產及無形資產之品牌、名氣、商譽等，使產品及或服務，獲得顧客的

青睞，使企業能產生真正的收入，完成系統性的組織運作。Sullivan 用這樣的架

構來詮釋智慧資本的管理，並將管理重點放在智慧財產、智慧資產及智慧資本三

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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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Sullivan的智慧資本管理--合成的觀點 

資料來源: Sullivan(1998) Profiting from Intellectual Capital p92 

 

Sullivan 特別重視智慧財產(IP)的有效利用，從他的智慧資本管理合成模

型，很容易可以看出來，各種智慧資本最後形成的智慧結晶就是智慧財產，如專

利、版權等。而這些智慧財產如未能善加利用，雖然擁有法律的保護，最後仍然

無法產生價值，因此，Sullivan一再強調價值萃取的重要性，不管是智慧財產、

智慧資產、智慧資本皆應以「價值萃取」為目的。以「價值萃取」為中心，善加

利用既有的財產及資產，使其發揮最大的效用。在Sullivan 的IP、IA、IC 的三

段價值萃取模式中，有一共同的概念，是如何從既有的資產，透過有效的應用，

以使之產生應有的價值。萃取並應用的過程也是組織隱含的能力，概念是應用既

有的資產，而應用的過程卻需組織具備相關之「機制、方法與步驟」架構，同時

操作應用的人力資源必須有意願，整個萃取應用才容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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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veiby 發展的智慧資本 

Karl Erik Sveiby在1989 年出版「看不見的資產負債者」，可以說是智

慧資本衡量的先鋒。他將智慧資本分為三類： 

1.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 

2. 個人資本(individual capital) 

3.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 

Sveiby 將無形資產衡量指標分成三大類，以對應智慧資本的分類。外

部結構指標對應顧客資本；內部結構指標對應結構資本；個人能力指標對

應個人資本，其架構如圖2-7所示。每大類指標再依成長/更新、效率及穩

定性三部分列出指標項目，在應用思考上，效率指標及穩定度指標，可以

顯現出組織之過去及現在的概況，成長及更新指標則可以提供未來發展可

能性之參考。長期監測這些指標，用來顯現組織的變化與發展，有助於對

組織智慧資本的瞭解。但這些信息是否全部對社會大眾公佈，則需考量競

爭性與安全性。 

 
圖2-7 Sveiby 之市場價值分類 

資料來源：Sveiby (1998). Measuring Intangibles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An 
Emerging First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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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rooking 發展的智慧資本 

英國科技仲介(The Technology Broker)公司的創辦人及人工智慧專家

Annie Brooking 根據她多年的高科技公司輔導經驗，提出另外一套稍有不

同的智慧資本分類方式，如圖2-8 所示。依照她的說法，智慧資本可分成

下列四大部份（Brooking, 1997; Roos, J.、Roos, G.、Dragmetti, &Edvinsson 

L.，1997）；在各大類項之下，Brooking 同時舉出各類項的衡量重點如下

(Brooking, 1997; Brinker, 2000)： 

一、 市場資產（market assets）：與市場有關的所有無形物質，這些無形

物質包括品牌、顧客群、顧客的忠誠度、銷售管道以及接到的訂單

等等。衡量重點為服務品牌、產品品牌、公司品牌、榮譽、顧客、

顧客忠誠度、重複購買、公司名字、呆貨、配銷管道、商業合作、

經銷授權、合約、使用執照、同意書、傳播者等。 

二、 以人為主體的資產(human-centered assets)：專業技術、解決問題的能

力、領導方式及領導能力，還有企業員工本身所擁有的其他能力。

衡量重點為教育、職業資格、工作相關知識、職種評估、工作相關

能力、心智協調等。 

三、 智慧財產權資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應用技術、商標、專

利，加上其他由著作權法所保障的無形東西。衡量重點為專利、版

權、設計版權、商業機密、專業技術、商標、服務標章。 

四、 基礎設施資產(infrastructure assets)：所有的科技、生產程序以及幫助

企業運作的方法。衡量重點為管理哲學、公司文化、管理程序、資

訊技術系統、網路系統、財務關係。 



 22

 
圖2-8 智慧資本的組成元素 

資料來源: Brooking(1997) Intellectual Capital p13 

 

Brooking具體地提出管理智慧資本之流程，如圖2-9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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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起智慧資本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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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識管理方面強調螺旋式成長的觀念，強調經由溝通

對內隱知識的萃取，發展新產品與新的生產方法，使用新知識而形成知識

專家，更進而經由溝通對新的內隱知識之萃取，繼之形成螺旋循環過程，

因而增進組織之知識記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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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Brooking 的智慧資本管理流程 

資料來源: Brooking(1997) Intellectual Capital p131 
 

6. Stewart發展的智慧資本 

Stewart（1997）認為智慧資本可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顧客資本，亦即

員工的能力、經營系統的效率、以及與顧客間的關係。 

（一）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指組織內部全部成員之知識、技術、能力、

經驗、虛擬所有權、實務社群及隱性互動等（吳思華、黃宛華、賴鈺晶，民88）。 

Stewart認為人力資本是指員工擁有自己的知識，且屬於一種動態性的資產，

也就是員工下班後可以帶走的知識。所以，要如何將員工的知識用在高附加價值

與進行員工的知識整合，正是知識管理重要的工作。因此必須要以組織內具有策

略價值之技術及能力為中心，而強調組織內成員的專屬性（Stewart，1997）。當

然，組織也要塑造一個富有挑戰性與追求著越/工作滿意的工作環境（Morten et 

al.，1999；方世杰、方世榮，民89）。 

再者，Stewart（1997）將工作技能分為（1）商品型技能：是指非專屬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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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業，隨時可以取得的技能（ 2）槓桿型技能：是指對該行業知識價值大於其

他行業的技能（3）專屬型技能：是指公司特有的技能。他認為當企業人力資本

中的專屬型技能越高，企業會獲得更多的超額報酬。所以，他把組織中之人力資

本，以附加價值（Value Added）及取代程度（Replace）為構面分為四類，如圖

2-10。 

 

 

圖2-10 人力資本的類型 
資料來源：Stewart（1997）；陳玉玲（民88） 

 

而所謂附加價值高是指與企業營運有直接相關的項目。另外，取代程度可看

作是人力資本對該企業的專屬性的程度，也就是說組織若想取代該項成本，所必

須花費的機會成本。因此對於難以取代之成本，必須能夠將它蓄積於組織中，預

防流失所造成的風險與成本（Stewart，1997；陳玉玲，民88）。所以，Stewart

一再強調組織必須將資源集中在難以取代的人力資本上，設法把人力資本給資本

化後，作附加價值高的運用。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當企業在開發組織成

員的知識時，要撇開感情因素，將不具有策略價值的人力資源減少到最低。 

（二）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指公司內專有的知識資料庫（如專利、版

權、商標等）或知識文件化的比例（吳思華、黃宛華、賴鈺晶，民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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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將結構性資本視為知識管理的機制，認為其主要功能在保存知識及將

知識與人力資本連結，並且也指出組織內知識文件化的比例、專有知識的庫藏（如

專利、版權、營業秘密、商標等）是組織最重要的結構性資本。 

Stewart還進一步強調所謂「知識庫藏」的概念，指出知識庫藏是經由瞭解組

織內現有的智慧資本，再透過系統化的管理方式，將分散各地的人力資本所擁有

之資訊與智慧，轉化成組織性的知識，讓組織內的每位成員更方便地獲取其所需

之知識、經驗、智慧，縮短了搜尋相關知識時間的前置時間，讓知識能夠快速分

享，並增加人力資本之生產力，創造股東價值的成長（顏如妙，民88）。而Stewart

所提到三種知識庫的類型如下： 

（1） 企業內部黃皮書：企業內部黃皮書能夠明確地記錄哪樣的知識可以在組織

內的哪個地方可以找到。並將問問題的人和有答案的專家連在一起，既省

時間，又少錯誤，也免得瞎猜。 

（2） 前事之師：將學到的教訓儲存起來，將做對的事、做錯的事，全部列表存

檔，附上指導大綱，以提供後來進行類似作業的人員參考。學到的一切都

要能夠發揮槓桿效應，好讓下一次可以把事情作得更快、更好。而要把經

驗累積起來，必須瞭解到一個重要的步驟，即要能夠瞭解知識至少具備兩

種型態：第一，循規蹈矩型的，一切按照規定來做就可以獲得答案。第二，

而由於大部分的知識都沒有明確的結構，所以知識的取得需視情況而定。 

（3） 競爭對手的智慧：指公司客戶資料檔案、及競爭對手資料檔案。並使員工

得以透過這種方式建立相關知識的分享，掌握外在訊息變化。 

（三）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強調必須注重顧客的滿意度、顧客參與程

度、和顧客一起創新能力、提供客製化服務的能力以及與顧客結盟的價值。說明

如下： 

（1） 和顧客一起創新：Stewart認為創新也是屬於顧客資本的一項組成。而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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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不論公司的顧客是誰，他同樣也想對他的顧客盈利，而創新能夠幫助

兩方達成目標；此外，和顧客一起創新，即有了現成買主，共同投入研發

的資本及生產力更大。 

（2） 授予顧客權力：Stewart認為將權力下放給顧客，可以大量增加一家公司的

市場資訊，以及顧客所擁有的市場資訊。另外。顧客也由公司獲得更多資

訊、節省成本，而資訊透明化的結果使得顧客對公司的信任感更增強，促

進雙方良好的互動，更可在公司犯大錯前提醒。 

（3） 把顧客當成一個個的個人：Stewart認為要建立顧客資本，重要觀念是要將

顧客佔有率優先於市場佔有率。另外的重點，是大量特製，這需要人力資

本及結構資本的配合，和顧客做一對一的交易。 

（4） 與顧客分享戰果：Stewart認為買賣雙方的盟友關係愈是親密，盈餘也就愈

大。公司若想要將顧客資本給累積起來，製造商與顧客之間是不能處於對

抗的狀態，互相爭取利潤，而是必須雙方都能擁有這些利潤並且共同成

長。因為公司與顧客之間已經由單純的交易關係轉變為長期的結盟關係，

而這種密切合作互利的關係，是建立顧客資本的重要關鍵。 

（5） 向顧客學習：Stewart指出公司對顧客的脈動瞭解越多，更得以掌握住顧客

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務與研發出符合顧客之產品，建立起客製化服務的

能力。而這對知識型的工作來說是更為重要。因此，企業必須有投資在顧

客身上而會產生價值的一種認知，跟顧客作朋友、伙伴。畢竟要創造具有

穩固的關係資本（顧客資本）必先要有良好的關係，因此所有的人力資本

與結構資本都需要為顧客服務。 

（6） 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Stewart指出多運用擁有的知識，為顧客提供不可或

缺的服務。當買賣雙方能分享越自己的專業技術時，公司也更能從顧客那

裡學到新知識進而創造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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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1997）並提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顧客資本間的互動方式： 

（1） 人力資本及結構資本 

 若要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就必須擁有共通的使命感及開創精神。亦

即，企業應以隨機應變為重。 

 企業的管理應以胡蘿蔔（獎勵）為重，而非棍子（懲戒）。 

 若企業有太多非顧客在乎的東西，或者對人員行為的控制太多、對策略

的控制太少，則人力資本及界購資本會因此互相殘殺。 

（2） 人力資本及顧客資本 

 企業裡的個人，必須對他們在企業中的角色負責，並且能和顧客直接往

來。 

 員工也必須知道顧客需要的、重視的知識及技能。 

（3） 顧客資本及結構資本 

 企業與顧客必須向彼此學習，積極以不拘型式的方式來往，亦即輕鬆做

生意。 

 企業與顧客間，不可只限於填訂單或處理申訴等表面往來，主要應願意

和供應商和顧客分享所知。 

 

7. 智慧資本分類之結論 

綜合以上學者對於智慧資本內涵的分類，可以發現智慧資本可大概分為三個

概念：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內涵大抵為組織內成員所擁有的資源、

組織內部機制，以及與外部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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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可說是組織內部全部成員之知識、技術、能力、經驗、虛擬所有權、

實務社群及隱性互動等，而且也是創新的源頭（Stewart ，1997；吳思華、黃宛

華、賴鈺晶，民88）。人力資本的增長，是組織需要加強成員的知識及學習能力，

並加以妥善運用，因而增加整個組織的競爭能力。 

在知識的時代下，組織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價值在於讓組織內所有員工創造

組織的知識價值總和與潛在貢獻。而這項的資本是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最為重要

的關鍵，因為如果沒有人力資本，企業即使擁有先進的技術都是不會產生任何作

用（Edviness ＆ Malone，1997）。 

（二）結構資本 

結構資本為知識管理的機制，其主要功能在保存知識及將知識與人力資本連

結。相對於人力資本來說，結構性資本是一種不會思考但是可藉由正式組織架

構、流程或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等來為組織創造價值的資產。 

經由瞭解組織內現有的智慧資本，再透過系統化的管理方式，將分散各地的

人力資本所擁有之資訊與智慧，轉化成組織性的知識，讓組織內的每位成員更方

便地獲取其所需之知識、經驗、智慧，縮短了搜尋相關知識時間的前置時間，讓

知識能夠快速分享，增加人力資本之生產力，降低每位員工成本和創造最大利潤。 

綜合學者研究，結構資本對於組織而言，可說是知識流動的路徑，如組織內

的網路與人脈關係，且是屬於組織的知識，是可以協助組織成員複製與分享知

識。它的作用是在知識管理的效率上，透過建立完整的知識庫藏以及有效率的知

識傳播，以讓知識發揮槓桿作用。 

（三）關係資本 

關係資本是指組織與其他組織，或上下游合作廠商及顧客往來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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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重點在於上下游合作廠商及顧客的滿意度、上下游合作廠商及顧客參與程

度、彼此一起創新能力、提供客製化服務的能力以及與彼此結盟的價值。 

企業必須有投資在合作廠商及顧客身上而會產生價值的認知，彼此作朋友、

伙伴。畢竟要創造具有穩固的關係資本必先要有良好的「關係」，因此所有的人

力資本與結構資本都需要為顧客服務。當買賣雙方能分享越自己的專業技術時，

公司也更能從合作廠商及顧客那裡學到新知識進而創造附加價值。 

 

賴豪彥（2000）就智慧資本的內涵，整理如下表2-2： 

學者 分類 內涵 
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
（1999）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公司所有員工與管理者的個人能

力、知識、技術、以及經驗，都包含在內。 
結構資本：人力資本的具體化、權力化、以及

支援性的基礎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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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資本：顧客資料庫、顧客關係及潛在顧客

的價值。 
Karl Erik Sveiby 
（1997） 
 
 

員工能力 
內部結構 
外部結構 

員工能力：員工在各種情況之下，創造有形、

無形資產的能力。 
內部結構：包括專利、概念、模式、電腦以及

管理系統，另外，企業文化與精神也同屬於內

部結構。皆是由員工所創，並且為組織所擁有。 
外部結構：涵蓋顧客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同

時也包含了品牌、公司的信譽與形象。 
Thomas Stewart 
（1998）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是公司內部難以歸類，且具有高附

加價值的部份。 
結構資本：不會隨著員工下班回家的知識，屬

於整個組織所有。 
顧客資本：一家公司授權經營的價值，因為顧

客是在財務報表上留下足跡的人。 
Mark E Van 
Buren 

人力資本 
創新資本 

人力資本：組織內人員的知識、技能、能力。 
創新資本：組織創新、創造新產品與服務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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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流程資本 
顧客資本 

力。 
流程資本：組織內部的流程、技術、系統、工

具。 
顧客資本：組織與顧客關係的價值。 

Annie 
Brooking 
（1996） 
 

市場資產 
智慧財產權 
人力資產 
基礎建設 
 

市場資產：包含品牌、顧客及其忠誠、配銷通

路、授權合約等。 
人力資產：由員工的專業、創造力、解決問題

的能力、領導能力、管理技能等要素所構成。 
智慧財產權：營業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
版權、及其它設計能力。 
基礎建設：科技、方法、以及促使整個組織運

作的流程。 
Ramona 
Dzinkowski 
（2000） 
 

人力資本 
顧客（關係）

資本 
組織（結構）

資本 
 

人力資本：指的是企業內部員工的know-how、
能力、技術、以及其專業知識等。 
顧客（關係）資本：組織與外界的關聯，如與

顧客、供應商的關係、商譽等。 
組織（結構）資本：指企業內部所擁有的專利、

商標、管理工具、IT 系統、研發能力、或是組
織內部所執行來改善公司效率與獲利的創新能

力。 
Robert S. Kaplan & 
David P. Norton 
（1999） 
 
 

顧客 
內部流程 
學習與成長 

顧客構面──＞即指顧客資本 
內部流程──＞即指結構資本 
學習與成長──＞指的是人力與結構資本 
 

Manfred Bornemann, 
Adolf Knapp,Ursula 
Schneider, Karin Iris 
Sixl（1999） 
 
 

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 
結構資本 

人力資本：包含知識、技能、團隊等，簡而言

之，即指與員工相關而能夠推動績效的所有因

素。 
關係資本：主要以顧客資本為重，還有與供應

商的關係等，視個別公司情形而定。 
結構資本：當人員離開公司後，尚留在公司的

資產屬之，如資料庫、組織結構、軟體等。 
表 2-2 智慧資本內涵之彙總 
資料來源：賴彥豪（2000） 



以上整理並歸納各個學者對於智慧資本的定義，本研究認為對新創事業的智

慧資本建構而言，是一種對知識、經驗蓄積、專業人員之技能培養、新創事業運

作體系與外部關係的整合下，產生具有競爭優勢的重要無形資產。本研究將把智

慧資本以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等三部分，各部分的內涵整理如下表2-3

所示。表2-3亦即為本研究進行新創事業智慧資本建構之探討時之重要操作性定

義。 

智慧資本的構面 內涵 

人力資本 與推動績效有關的公司員工、管理者及創業團隊成員之： 

價值觀、個人能力知識、技術、經驗、創造力、解決問題

的能力、領導能力、管理技能等 

關係資本 與顧客之間的關係、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品牌、公司信

譽、形象、組織與外界的關聯 

結構資本 不會隨著員工下班回家而消失的知識，如企業內部所擁有的

資料庫、組織結構、概念、模式、電腦以及管理系統、企

業文化與精神、軟體、商標、專利、研發能力、流程，或

是組織內部所執行來改善公司效率與獲利的創新能力 
表 2-3 智慧資本內涵彙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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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資本的管理 

1. 管理智慧資本的原則 

Stewart(1997)認為管理智慧資本有十大原則須遵循： 

（一）企業不是人力資本和顧客資本的擁有者。企業是和員工/供應商與顧客，

共同擁有人力資本/顧客資本。唯有承認這些擁有權勢共享的，企業才能

管理這些資產，並從中獲利。 

（二）企業若要創造他們可以運用的人力資本，就必須在內部建立團隊合作的精

神、實務社群、以及其它類型的跨部門學習團體，跨部門的團隊可以將個

人才能捕捉下來，賦予具體形式，化做資本使用，個人才能方可與大家分

享，不再為個人所獨佔。 

（三）在管理、開發人力資本的時候，企業必須盡可能撇開感情因素，認清組織

的財富以何技術、才能為中心。這些技術與才能必須具備的條件為專屬性

（沒有人作得比他們好）及策略價值（這些創造出來的價值是顧客願意花

錢買的）。 

（四）結構性資本是企業可以完全掌握的無形資產，然而結構性資本卻也是在管

理者少去干涉時，功能會發揮得最好。所以管理結構性資本時，要讓顧客

和員工打交道時事最輕鬆、最方便的情況。 

（五）結構性資本的兩大功能是：（1）將顧客重視的工作背後所需要的知識集

合起來。（2）加快資訊在公司內部流動的速度。因此組織內部任何需要

的知識，都必須容易取得的。 

（六）以資訊和知識，取代昂貴的實務和財物資產。企業內檢討，是否可以無形

資產，做到昂貴的實物資產可以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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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識型工作是訂製型工作。透過管理服務的途徑，獲得許多創造特殊關係

的機會，為自己與顧客帶來價值及獲利。不管公司的產品是大量生產或是

小批量生產，都必須朝向「創造特殊性」的方向發展。 

（八）重新分析自己在行業的價值鍊，一路檢視其間什麼資訊最重要。一般而言。

知識型工作常在鄰近顧客的地方找到。 

（九）焦點要放在資訊流上，而非財貨流。無論人力資本、結構資本或顧客資本，

或是三者交互作用，不要將實體與無形資產混為一談。在過去，資訊是實

體作業的支援；而現在，資訊本身即為實體作業。 

（十）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顧客資本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可互通有無、互相摯

肘。 

另外，吳思華博士（民89）對於智慧資本的管理也提出幾項建議： 

（一）智慧資本是企業應該要長期累積與監測的重要項目 

（二）智慧資本的利用比保護更好 

（三）智慧資本之管理重在本身互動性與交互效果是無法偏除 

（四）為了讓企業競爭力的來源，企業時時保持智慧資本的活力，要避免讓它產

生僵固性，造成企業競爭力的限制。 

 

2. 智慧資本實務應用的限制 

吳思華博士（民89）提到，當企業透過智慧資本管理來追求更高的企業價值時，

智慧資本在本質上也有些限制，稱之為智慧負債。而他並以資源基礎理論的觀

點，來說明智慧資本在實務上具有以下三個特性的限制： 

（一）僵固性：指智慧資本缺乏完全的彈性而難以轉換於新市場或新業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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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當企業為了某項新特點而累積的知識技術，會有難以轉換於新市場

或新需求的情形。 

（二）易變性：指智慧資本具有易變性，其價值會有隨產業與企業生命週期而改

變的特質。 

（三）攸關性：指智慧資本具有攸關性，其要素單獨項目的價值較低，需與其他

智慧資本要素項目配套而產生更高總體價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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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管理 

知識可說是組織在未來知識社會競爭力的來源所在。然而知識本身並不會產

生價值，它必須藉由管理與創新，再透過組織與商品化的運作，才能產生實質的

效益。知識管理是一種使適當的人在適當的時間，能夠獲得適當知識的策略，同

時間能幫助成員分享情報，並進而轉化為提昇組織效益的行動。藉由知識共享，

發揮集體智慧，進而提高組織應變與創新的能力（陳幸雄，2001）。Davenport & 

Prusak（1998）認為知識管理乃是一循序漸進的過程，企圖透過人員、科技與智

慧資產三者間縝密的結構，將知識的效益發揮到最高境界，以期完成組織設定的

目標。 

以下對於各學者所提出的知識管理之操作因素、程序等作簡略描述。 

1. Wiig (1995) 

Wiig (1995)認為知識管理應該包含下列四個流程，如圖2-11： 

 

 
圖2-11 Wiig 的知識管理流程 
資料來源: 曾建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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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得(2000)補充說明Wiig定義之知識創造、知識累積、知識傳播及知識應

用如下： 

1.  知識創造：從組織創新、課程學習中建立知識。組織創新的知識可來自於組

織內外的專家、研發部門。而課程的學習可來自於程式、書本及文章等等。 

2.  知識累積：累積、組織知識並且牢記在心。藉由知識的編輯，把取得的知識

加以重建、驗證及編入目錄，最後，剔除掉過期或不需要的知識。 

3.  知識傳播：分散、分享知識給需要的人或者將知識嵌入組織中。 

4.  知識應用：應用知識到工作目的上。例如：使用知識創造產品及服務等。 

 

2. Spek and Spijkervet（1997） 

Rob Van der Spek and spijkervet Spijkervet（1997）認為:「知識管理即是提供

給組織中的知識工作者，協助他們控制並管理組織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知識

管理的領域裡，組織學習過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因為它能夠支援組織改良

學習的能力，並且達到學習型組織的理想」。（陳世彬，2000）而知識管理需要

組織制訂策略來發展、應用以及改進知識。 

Spek and Spijkervet 認為組織在進行知識管理時對知識有四個基本操作，如

圖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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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知識的基本操作 

資料來源： Spek And Spilkervet （ 1997 ） ,“ Knowledge Management: Dealing 
Intelligently With Knoeledg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ts 
Integrative Elements，New York: CRC Press, pp.31-59 

 

有關知識的四個基本操作及成就目標說明如下 

1. 知識創造（Creating new knowledge）：確保新知識能夠兼具效用及效果的發

展，並且改善現存的知識。 

2. 知識流通及轉移（Distribution knowledge）：確保新知識的流通能夠跨越部

門界線，將知識移轉給新進人員。 

3. 知識保存與存取（Securing knowledge）：確保知識能夠有效地儲存，讓全

體組織成員都能夠容易存取。 

4. 知識取得及組合（Combining available knowledge）：確保將可用的知識有效

地組合與運用。 

 

3. Andreas Abecker（1998） 

Andreas Abecker（1998）認為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來分析知識管理，這都是



 38

在討論一個有關於共同的（corporate）或組織的記憶。經由組織記憶的保存，它

支持著組織中的個人或群體可以不斷的分享與再使用這些資訊。知識管理的基本

活動是:對組織的知識進行使用（use）、定義（identification）、獲得（acquisition）、

發展（development）、擴散（dissemination）、保存（preservation）的過程，如

圖2-13。 

 
圖2-13組織中知識活動與組織記憶 

資料來源： Andreas, Bernardi, Hinkelmann, Kuhn & Sintek, 1998；王銘宗與邱正瀚
等，2001 

 

4. 陳文賢（1998），譚大純等（1999） 

陳文賢（1998）及譚大純等（1999）在相關文獻整理上，全面性的探討知識

管理議題，主要乃依知識管理之程序，將知識管理議題分成九大類型：知識之選

擇管理、知識之取得管理、知識之學習管理、知識之創造管理、知識之擴散管理、

知識之建構管理、知識之儲存管理、知識之管理制度、知識之管理文化。如圖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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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知識管理文獻分類之準則程序觀 

資料來源： 譚大純、劉廷揚、蔡明洲，1999，「知識管理文獻之回顧與分類」，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12月17日 

 

綜合上述諸位學者對知識管理流程及程序的研究，可以大約將之歸納為四大

項：知識的取得、知識的創造、知識的蓄積、知識的流動及整合。 

一、知識的取得 

知識取得/學習的相關之文獻及內容，如表2-5列舉所示： 

文獻 內容 
Peters & Fusfeld
（1982） 

企業界與學術機構合作之學習效果，取決於下列因素；1.科技
研發人員的素質；2.知識或技術本身的先進度；3.能否解決特
定的問題；4.具有特定需要的設備。 

Mowery & 
Rosenberg（1989） 

組織學習外部知識不只決定於知識來源，也受因於成員間的學

習互動歷程，默契與經驗過程。 
Senge（1990） 提出能使組織有意願，有能力學習新知識，則管理者應將組織

建立為；1.使成員改變既有的心智模式；2.讓成員有共同的組
織願景；3.團隊地學習新知；4.鼓勵員工超越自我；5.系統性的
思考組織的知識課題。 

Smith（1995） 知識可以透過五種介面來取得:1.依附在商品上；2.透過其他公
司之關係；3.透過產學關係；4.透過人員的流動；5.透過公共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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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 & 
Takeeuchi 
（1995） 

強調兩種角色適於取得知識。第一種是工作小組，由專家、客

戶和製造部門所組成，負責引進外來知識；第二種中層經理

人，亦即〝middle-up-down〞系統中之〝middle〞。中層經理人
最瞭解其部門真正需要的知識，最適於負責引入知識。 

Tushman & 
O’Reilly （1997） 

組織成員應不斷自我革新來擺開結構上的惰性，方能刺激組織

的創新和學習到新的知識 
李仁芳與蘇錦夥

（1998） 
說明我國產業如何經由網路合作，產、研、學合作等方式來習

得外來知識。並指出外來知識學習效果要好，則1.企業和研發
機構的合作時間要長，合作個案數亦應足夠；2.企業和研發機
構的合作應儘量「同步」，而非單純的傳授。 

楊子葆（1998） 以個案來說明知識流動過程中的介面管理。重點包括:1.介面的
「目標管理」遠比「程序管理」重要；2.介面之間的互動是關
鍵；3.資訊是連結各介面的重要因素；4.掌握著重要角色；5.
網路關係是可變式的；6.科技整合；7.現實狀況和傳統制度面
的關係更加複雜。 

譚大純與陳博舜

（1998） 
說明我國某企業如何利用提案制度、資料庫等載具（carrier）
來取得知識。 

尹哲庸（1999） 組織學習應考量三大因素；1.技術環境與組織結構；2.技術環
境與人力資源；3.組織設計與人力資源。三者之間的關係會影
響知識學習之成效。 

表2-4 知識取得相關之文獻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邱正瀚（2001）認為組織外部知識取得的方式包含從旁學習(Learning From 

Others)、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以及組織外部搜尋三種，分別敘述如下 

1. 從旁學習(Learning From Others)：  

組織透過不正當的手段以企業併購，策略聯盟或是挖角等方式直接將其他組織

的專業知識轉移移植製組織中，但此一方式會有潛藏的風險存在，假使組織欲轉

移的知識並不適用於組織本身，則當該知識成功植入組織後將會產生適應不良，

水土不服的情況。 

2. 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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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替代學習即指組織藉由外在環境資源來進行組織學習，替代學習的方式其

獲致組織外部知識的速度會比較快，但必須要注意其學習對象的知識是否為組織

所適用。例如，邀請組織外的專業人士到組織中進行演講或是研討會、請顧問師

到公司進行企業診斷、參加貿易展覽、聆聽組織供應商或是組織客戶對公司的建

議改善方針等等。 

3. 組織外部搜尋： 

組織外部搜尋大致上可區分為掃描(Sacnning)、監控工作結果(Performance 

Monitoring)以及集中焦點(Focus)，茲將分述如下： 

1）掃描(Sacnning)：泛指廣泛的觀察外界環境，組織外部的掃描工作非常耗時，

但由於其大量搜尋資料諮詢的結果將使得組織內部資訊知識量趨之完善。 

2.）監控工作結果(Performance Monitoring)： 組織將以監控的方式針對組織工作

之表現結果作為日後組織學習改進的評估依據。 

3）集中焦點搜尋(Focus)：所謂集中焦點搜尋即指針對特定範圍的內外部環境加

以了解，集中焦點掃描的目的在於搜尋組織事前經過評估並決定採用的資料，此

為大部分廠商反映目前實際情況所設置的解決方案。 

 

二、知識的創造： 

知識創造相關之文獻及內容，如表2-4列舉所示： 

文獻 內容 
Duncan（1995） 優良的資訊基礎建設可以促進組織的創造力:佈局原則、相容原

則、整合原則、連接原則、接觸原則、超額產能原則。 
Nonaka & 
Takeuchi（1995） 

主張組織的知識創造工作做應由工作小組來帶頭、再將創造出

來的知識擴散至個人、全組織甚至跨組織而且組織應建立一個

「有利於知識創造的情境」，包括五個條件:1.讓員工有創造知
識的意圖；2.使員工自發的從事創新；3.給員工一個混沌具被
動性的環境；4.給員工充足的資源；5.使員工處在一個多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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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Tushman & 
O’Reilly （1997） 

組織成員應不斷自我革新來擺開結構上的惰性，方能刺激組織

的創新和學習到新的知識 
蔡明宏與劉曉雯

（1998） 
組織中的激勵制度、團隊支持、成員內在動機、資訊基礎建設

是否具有彈性，均會影響組織的知識創造力。 
劉仁傑等（1998） 實證我國產業之情況後，提出三種有利於知識創造的條件:1.知

識、技術、產品等採標準化；2.團隊的運作模式；3.組織保持
一個研發的動態變化狀態。 

吳思華（1998） 下列幾種特性可促進知識的創造:1.成員個人善於整合知識的
來源；2.將知識「文件化」為外顯知識的能力強；3.組織善於
整合各種知識來源；4.組織成員對知識專精度高，且能觸類旁
通；5.組織之中資源互補；6.企業的經營策略屬於領導精進型
者；7.組織願意投入技術和知識升級的資源；8.組織外部尚有
其他互補性產業配合。 

表2-5 知識創造相關之文獻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Leonard-Barton（1995）認為組織除了是知識的儲存庫外，同時組織亦藉由

知識創造的活動，建立組織獨特的能耐。在組織中有四種主要的學習活動，可以

創造與擴散知識，各個知識創造與擴散活動的作法包含：組織共享問題的解決、

實行整合組織新技術之工作流程與工具、實驗之進行與建立原型、從組織外部吸

收知識，茲將分別如下所述(Barton,1995；陳儀澤，2001)： 

1. 組織共享問題的解決： 

隨著企業國際化經營的腳步，企業勢必面臨到跨地理環境、專業領域等問

題，因此企業間必須以共同討論並且分享各自的專業知識作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

針。 

2. 實行整合組織新技術之工作流程與工具： 

促使組織之間彼此知識的交流，整合以及實行組織創新流程與工具，組織必

須藉由使用者的參予以及相互適應的方式來進行。透過組織使用者對於專案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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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及組織新技術的研發過程將使用者所擁有的個別知識融入組織專業中，可以

提升組織使用者對於其研發成果的認同度與接受度。組織根據使用者對於專案研

究方案涉入的深淺程度可將其區分為諮詢模式、交付模式、學徒式以及共同開發

模式。 

3. 實驗之進行與建立原型： 

組織必須針對其所創造出來的新技術、新知識進行實驗以及原型的建立，如

此將有助於組織在整個過程中確立其創新之方式。 

組織為達成此一目標必須配合下述三項管理措施 

（一） 實際進行實驗與原型之建立 

（二） 塑造鼓勵並允許實驗的文化環境 

（三） 設立從實驗與原型建立之過程中進行組織學習之機制 

4. 從組織外部吸收知識1 

企業可以從組織外部引進適合企業運作的知識，但在進行引進之前必須考量

該知識的可用性及其可移轉性。 

 

三、知識的蓄積 

在譚大純等（1999）相關文獻整理上，知識儲存管理，可以將之視為知識蓄

積另種詮釋。相關之文獻及內容，如表2-6列舉所示： 

文獻 內容 
Badaracco
（1991） 

知識透過下列方式:1.設計物本身；2.機器設備中；3.人員腦海中；
4.附著在組織之中。這些事務均可促進知識之流動。 

Nonaka & 主張一種超「連結型」組織結構來儲存知識，分成三層:1.知識庫

                                                 
1
 在本研究的分類中，將「從外部取得知識」分類為知識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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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uchi 
（1995） 

等級；2.企業系統等級；3.專案系統等級，逐層來蓄積知識。 

王俊隆（1998） 以高階主管的觀點來設計資料倉儲，本文得到若干純由技術面所
來探討的觀察。 

吳美勳（1998） 從組織記憶的觀點，以人類新理學為切入點，研究組織學習，本
文指出，知識屬於短期或長期記憶，以及知識的提取，儲存與修

正的動作；均會影響組織學習的型態。 
林進財（1999） 說明資料倉儲之建搆對企業流程再造的效益。本文主要是探討知

識儲存的「因」而非「果」。 
許強（1999） 討論組織吸收能力對組織儲存的影響。結果指出員工背景之差異 

度、教育訓練、知識專精度、R&D 的投資，組織中互補性知識
的量，以及組織先前的知識量與程度等，均會決定知識的儲存效

果。 
劉權瑩（1999） 
 

下列作法有助於組織知識的儲存蓄積，包括吸收個人經驗並儲存 
之，邀請具知識者擴散知識，以工作編制和工作設計以提昇成員

間工作的互賴性。 
表2-6 知識蓄積相關之文獻整理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譚大純、劉廷揚、蔡明洲，1999，「知識管理文獻之回顧
與分類」，中華民國科技管理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2 月17 日。 
 

知識蓄積的型態係以組織記憶為核心，組織發現問題之後應運用知識來解決

問題，而組織及組織內各單位成員，亦因知識管理而產生優勢的競爭力，如此透

過資訊科技等工具將知識數位化，使知識便於儲存、流通及分享企業通常會採取

知識擴散、部門機構化以及知識萃取等方式來儲存組織核心知識資源。茲將分述

如下(王銘宗與邱正瀚等人，2001；吳思華，1996；陳昱維，1999)：  

一、知識擴散：  

其中利用組織知識擴散的方式即指企業可以藉由組織專案團隊小組之間進

行的專業知識溝通與交流合作，或是組織中師徒制的方式將個人潛藏的知識逐漸

擴散到組織中其他參與專案的成員身上，再進一步擴散到整個組織中。有些企業

則是以建構知識擴散環境與建立其擴散機制的方式將組織知識擴散的工作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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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化，透明化，例如透過組織內部所舉辦的內部教育訓練課程，讓需求者皆能

享受到組織知識的分享，進而達成知識擴散的目的。 

二、部門機構化：  

部門機構化意指組織可以考慮採取指定專責人員(例如：組織知識長)或是成

立專責部門(例如：知識管理部門)來掌管組織知識資源。 

三、知識萃取：  

所謂知識萃取即指利用建立公文電子檔案或是書面文件資料夾的方式，將組

織成員辦事能力或無形的資產逐漸轉換成組織中公開的知識資訊，並融入日常的

運作體系中。 

 

四、知識的流動及整合 

在譚大純等（1999）相關文獻整理上，將知識管理議題分成的九大類型中知

識擴散，整理為本文分類的知識的流動及整合。相關之文獻及內容，如表2-7列

舉所示： 

文獻 內容 
Freeman（1987） 提出「國家創新系統」，政府、半官方組織、研究機構、大學等

均可將技術擴散至其他組織。 
Nonaka（1994） 以動態觀點說明組織知識應由社會化、外部化、結合化到內部化

四個程序來流動。 
侯勝宗（1995） 研究若干連鎖服務業和同業及異業之合作網路如何擴散經營的

知識。 
Grant（1996） 知識本身具有「獨享性」，因此員工必須有公開的意願和能力，

才能使知識擴散管道有效運作。 
Howells（1996） 提出內隱知識對技術轉移的功能。本文主要強調技術移轉不僅需

要外顯知識、內隱知識也很重要。 
劉權瑩（1996） 主張應建立「知識的種子部隊」，作為流通組織知識的基本成員。 
吳思華（1998） 變數會影響知識的流動，這些變數包括:1.知識本身的屬性與特

性；2.一個組織吸收外來知識的能力；3.組織所擁有的網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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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的環境背景。 
李仁芳（1998） 技術擴散有下列四種方式；1.技術移轉；2.授權/交互授權；3.衍

生公司；4.研討會；5.成果展示；6.人員訓練；7.人員流動。 
譚大純與陳博

舜（1998） 
依Nonaka & Takeuchi（1995）之知識螺旋理論，來說明知識通常
從某單位開始流傳，再逐步擴散至個人、組織、甚至跨組織。 

吳思華（1998） 組織的「知識領域」和實際運作的「產品領域」不一定搭配，因
此導致知識會有「範疇經濟」。為避免知識只停在單一組織內部

應有一「合作網路」來減低其範疇經濟之特性。作者也舉例台灣

產-學-研之間知識流通之觀察來說明。 
表2-7 知識流動及整合相關之文獻整理 

資料來源： 彙整自譚大純、劉廷揚、蔡明洲，1999，「知識管理文獻之回顧與
分類」，中華民國科技管理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2 月17 日。 
 

組織唯有透過知識的交流才能使知識不斷的發展並進而產生創新知識。組織

知識的交流速度越快、使用範圍越廣、使用次數越頻繁，則組織知識為組織所帶

來的效益越好。 

組織知識共享機制除了直接影響到組織知識的創造與其交流之外，更關係到

組織推行知識管理活動所產生的組織效益。 

企業知識擴散的行為與機制為達成組織內部知識分享手段方法。企業員工

「共同知識」形式可以區分為共同語言、共同溝通符號形式、專門知識之共通性、

共享的意識與認識個別的知識領域，茲將如下所述(Grant,1996)：  

1. 共同語言：  

共同語言是順利溝通的必要條件，其存在的必要性對於組織中仰賴語言溝通

的整合性機制相當重要，舉凡組織常規，組織規範以及組織決策等等。 

2. 共同溝通符號形式：  

此形式為共同語言的擴展，組織員工在進行溝通時除了透過語言外，還可透

過共同符號，譬如電腦程式、數學公式等等來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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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門知識之共通性：  

不同專門知識間必須有一些共通基礎知識，否則組織知識的擴散行為便很難

發生。 

4. 共享的意識：  

組織成援筆次間若能建構出知識共享的意識，則可彌補隱性知識或非結構化

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時所在成的知識遺漏、知識損失，如此將有助於組織內隱知

識的溝通。 

5. 認識個別的知識領域：  

組織成員若能主動去瞭解其他人的專業知識技能領域，則當成員們在產生該

知識的需求時，便可以馬上尋求其他知識擁有者的協助。同時藉由成員之間相互

適應學習的方式可以減少組織內跨部門領域的溝通障礙，並可以增加知識散播效

能。 

 

在本研究中，將引用上述知識管理的四個流程：知識的創造、知識的取得、

知識的蓄積、知識的流動與整合，作為新創事業建構智慧資本時的動態流量（智

慧資本流量）及活動觀察指標。特別需要說明的一點，在本研究中，對上述「知

識」活動觀察的主體：「知識」，定義是「智慧資本」。亦即，在研究中的「知

識流量」觀察中，著重在「智慧資本流量」的活動情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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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模式之探討 

政府於民國八十九年公布實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

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依據不同的工程特性與相關條件，發展出數種不

同的投資參與模式。 

由於每種模式皆有其特性及優缺點，所以本節乃針對「促參法」中明定之相

關模式及其他常見於國際間使用之模式進行探討： 

一、興建-營運-移轉(BOT) 

BOT 為興建- 營運- 移轉(Build-Operate-Transfer) 之簡稱，是政府授與民間

業者特許權，組成特許公司(concession company)，由其在特許期間負責融資、規

劃、設計、興建、營運與設施的維護，營運期滿後民間業者將完整的營運設施無

償移轉回給政府的模式。此種模式最早由土耳其總理Turgut Ozal 在1984 年為促

進該國之基礎建設與工業計畫而提出，目前世界各國已廣泛地運用該模式進行各

項公共建設。 

二、興建-移轉-營運(BTO) 

BTO為興建- 移轉- 營運（Build-Transfer-Operate），依「促參法草案」定義

為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完成後，政府以無償或以一次或分期方式給付建設經費取

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進行營運；營運期滿後，再將營運權歸還政府。 

三、重建-營運-移轉(ROT) 

ROT為重建- 營運- 移轉（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係由政府委託民

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與政府訂約承租現有的老舊公共建設，進行投資擴建、整

建更新後並進行營運，待特許租期屆滿後，連同更新的部份一併移轉給政府。此

模式可減少政府在維修或進行更新老舊公共建設時所需之財政支出。 



 49

四、營運-移轉(OT) 

OT為營運- 移轉（Operate-Transfer），係由政府投資與建完成某公共建設後，

與民間機構簽訂合約允許其投資營運該項公共建設一部份或全部設施一段特許

時間。在此一特許期限內，由民間機構支付租金給政府，待特許期滿後，再將營

運權移轉回給政府。此種模式較類似公營事業民營化，政府藉助民間營運能力及

資源作為有效率之營運。然而，OT 與公營事業民營化仍有所不同，公營事業民

營化是包括人員、設備與業務經營等整個事業移轉民營；而OT 可以僅就建設計

劃之一部份，進行民營化。 

五、興建-擁有-營運(BOO) 

BOO 即興建- 擁有- 營運（Build-Own-Operate），是最完整之公共建設「民

有民營」，完全由民間投資興建、擁有所有權，並自行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完全民營化。此方式不但由民間投資興建，完整的擁有該公共建設之產權，並自

行負責營運。 

在此種模式下，民間機構與政府及其服務對象之關係則建立於有一定特許期

間之「特許合約」，政府授與民間機構興建與營運的特許權，以保障民間投資之

獨佔性；或經由立法將該公共建設之興建與營運完全開放，由民間機構自行面對

其服務對象，在法規界定的範圍中自由競爭。 

此種模式之好處在可透過民間之財力、人力與經驗，提供國民所需之基本建

設。但是由於大型公共建設常涉及公權力之行使，如土地之取得、管線遷移、道

路使用及高度之社會外部性等。因此，若欲以BOO 方式由民間單獨辦理必須相

當審慎考量。 

六、興建-擁有-營運-移轉(BOOT) 

所謂BOOT，為興建- 擁有- 營運- 移轉（Build-Own-Operate-Transfer），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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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BOT最大不同點在於，BOOT之特許公司在興建施工後即擁有該項公共建設之

產權，所以可將此項產權設定抵押，進行貸款取得營運維護所需之融資，減輕特

許公司於營運維護期初期的財務壓力。 

七、興建-回租-移轉(BLT) 

BLT 即為興建- 回租- 移轉（Build-Lease-Transfer），可視為BOT 的一種

衍生，其精神亦即「民有公營」。由民間投資興建，在特許期間內民間將該公共

建設回租給政府營運供社會大眾使用。這種方式就民間業者而言，可以避免直接

向使用者收取費用，而轉向政府收取租金，較易取得穩定的投資報酬並降低風險

而提高投資意願。此方式較適用於營運專業技術需求較低，且政府已擁有並營運

許多類似的公共建設，例如高速公路、橋樑等，並不適用於營運專業技術高者。 

 

在本研究中，個案公司是採取興建-擁有-營運(BOO)方式參與公共建設的投

標作業及經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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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創事業分期與發展規劃 

創業工作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會有不同的呈現及注意重點，因此在資源的取得

及分配上，也隨著創業階段的不同，會有所不同。此外，各資源間的互動情形及

相互影響狀況，也隨著創業時期的不同，有不同的發展。Kazanjian（1988）認為

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一個新創事業如果能採取與其成長階段相配合的組織結構

或流程，則其成長速度將會快過那些並未採用合適組織結構的新創事業。 

如何為新創事業分期，許多學者認為重要的事見識引發新階段開始的機制。

以下就一些學者的觀點加以說明： 

1. Kazanjian & Drazin (1990) 

Kazanjian & Drazin認為分期是在反應新創事業在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

問題。將新創事業分為四個階段：觀念及發展期（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商業化期（Commercialization）、成長期（Growth）及穩定

期（Stability）。 

一、觀念及發展期（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 

創業家關注的焦點在於產品或技術的發明發展，這些活動多與新興的構

想有關；組織結構與正式化幾乎不存在，相關的活動是由創業家來指導

與規劃。在這個時期組織的主要問題包括有發展事業構想、建立產品原

型、將事業構想推銷給資金供應者（侯佳雯，2001）。 

二、商業化期（Commercialization）： 

這個階段的重心在於發展可商業化的產品或技術，且這個時期的後期，

產品已應公開發表或上市。此時期新創事業仍由單一或少數合夥人所掌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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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長期（Growth）： 

在這個階段主要焦點在如何大量生產、銷售及配銷產品，並應避免因效

率不彰而退出市場。階級制度在此一階段逐漸明顯。 

四、穩定期（Stability） 

維持成長是這個階段的主要重點。專業經理人會取代或支援所有人或合

夥人。組織重點在於開發第二代的產品，並同時管理既有產品線的效率。 

 

2. Gartner & Starr (1993)  

Gartner & Starr認為新創事業可分為三階段： 

一、導入期（Initiation）：創業家決定成立新事業的時點，若成功則該時點

將成為該事業的誕生日。 

二、創立期（Startup）：新創事業必須自創始人與外部來源取得必要的資源、

能力及技術，用以發展產品並創造市場利基。 

三、起飛期（Takeoff）：該新創事業以不需依賴來自創始人的協助，可以

繼續自立成長。 

 

3. 林立偉(1997) 

林立偉認為，技術創業的動態階段可分為概念構思階段、營運種子階段、草

創(產品)發展階段、市場行銷階段、財務發展階段等。 

一、概念構思階段︰創業家或發起人創業構想成型階段，無特定形式，無特

定地點也無正式組織。這是技術創業家創業概念形成之階段，可能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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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式下形成的創業點子，又稱為創業決心的醞釀期。 

二、營運種子階段︰此時以明確的創業標的，有完整之書面營運計劃，規劃

營運團隊，開始進行整合核心技術團隊之準備，開始籌募創業基金，完

成產品雛形。在這階段需完成營運計劃書，技術的搜尋(technology 

sourcing)與整合(技術架構的建立)，初步的市調與技術團隊的初步整合

(技術關鍵人的創業意向承諾)，最後完成籌資工作。 

三、草創發展階段︰籌組技術團隊小量試產，試銷，正式的組織結構、營運

制度化。在這階段開始成立初始公司，功能性部門成立，進行建廠及小

量試產階段，建立雛形產品，工程規格的確定，製程規格的建立與不斷

的改善，開始建立市場通路，從客戶對樣品的反應不斷改善。 

四、市場行銷階段︰市場擴張、公司快速成長。增資進行大量生產，行銷的

角色加重，組織更為制度化，建立產品及公司形象，擴大市場佔有率，

達到損益平衡。財務發展階段︰企業持續發展，資本結構調整使公司財

務更為健全，結合金融市場，擴張企業的發展。改善財務結構，準備公

開發行股票，股東結構調整成為穩定成熟的公司。 

 

本研究將以個案公司的成立（2000年底）、個案公司參與BOO案投標並得

標（2002年4月）、得標後一年（2003年5月，筆者結束個案觀察）為該新創事業

的三個分期點。觀察三個時期點的個案公司智慧資本存量，以及各時期間智慧資

本流動及相互影響情形。這樣的分期方式，類似於Gartner & Starr（1993）提出

的導入期、創立期及起飛期的三個分期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