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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服務業創新相關之文獻 

趙文璋（2006）指出服務業創新包含了技術創新、流程創新及服務功能上創

新，其認為服務業創新是在提供創新服務過程中，應用融合技術；或應用新穎管

理模式、標準與服務識別體系、改善服務流程彈性；或改善服務品質、擴大服務

範圍、取代舊服務等之新。歐盟則對服務業創新的內涵區分為產品創新、過程創

新、市場創新、組織創新及客製化創新（張峰源 2003；趙文璋 2006）。其中包

含了模式創新，如市場、組織及客製化之創新，以及技術創新所導致的產品或過

程等服務創新。Johne and Storey(1998)則將產品開發/創新定義為有形或服務產品

的開發或改善，新型服務開發2(New Service Development, NSD)則是對於供應商

而言是全新的服務產品開發。由以上服務業創新的內涵、服務創新及新型服務開

發之定義，可以發現服務業創新之內涵包括了服務創新。因此本研究對於服務業

創新相關之文獻進行探討時，包括了服務業創新之概觀研究及新型服務開發之探

討。 

 

1、Tether (2005) 

【研究主題】 

探討並比較服務業創新的方法及模式與製造業有何不同。 

【研究方法】 

針對 3014 家歐洲公司的“Innobarometer 2002”之調查進行實證分析。 

【研究結論】 

服務業創新導向與製造業有所不同。服務業創新活動普遍具有組織變動的特

質，反觀製造業卻不如服務業普遍。而製造業較常透過內部 R&D、購買先進機

器、設備及經由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取得先進的技術；服務業則是時常經由

與顧客及供應商合作或透過購買外部智慧財產，取得新技術。製造業較強調技術

發展、R&D 能力、因應市場需求的彈性、適合性、有效率之生產方式；服務業

則是注重人員的技能及專業技術及與顧客、供應商與策略聯盟之間的合作。製造

業者傾向重視「硬體」優勢及技術的來源；而服務業則強調「軟體」的優勢。 

                                                 
2 在服務產業之中，新型服務開發時常與新型產品開發(New Product Development, NPD)共用。新

型產品開發是指對於供應商而言是全新的產品開發，有時新型產品開發會延伸包括了新型服務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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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研究之啟示】 

其結論指出服務業較強調「軟體」的優勢，包含人力資源、顧客關係及策略

聯盟的合作，故本研究以智慧資本為理論架構加以探討評估創新之價值。 

 

2、Fleuren, Wiefferink, and Paulussen (2004)  

【研究主題】 

探討促進或防礙醫療產業引進創新的因素。 

【研究方法】 

蒐集 1990 至 2000 年間的文獻進行敘述性統計，再進行 Delphi Study。 

【研究結論】 

自 57 篇文章歸納出 49 項影響創新因素，而經由 44 位專家進行 Delphi Study
後，增為 50 項創新攸關因素。如【表 2-1】所示： 

表 2-1： Fleuren et al. (2004)影響創新流程的決定因素 
與社會政治有關的因素 
1. 病人與創新合作的意願 
2. 病人所意識到創新所帶來健康效益的程度 
3. 病人對於創新有關之健康專業人員及能力的懷疑 
4. 因創新所造成病人的財務負擔（例：沒有保險給付） 
5. 病人對於創新的結果感到生理或心理上的不舒服 
6. 創新配合現有法律規定的程度  
與組織有關的因素 
7. 組織內決策過程及方法：由上到下或由下至上參與 
8. 層級架構：決策過程經由層級程序的正式化程度 
9. 管理者將創新合併進組織政策的正式支持 
10. 組織規模（員工人數）：大、中、小規模 
11. 功能架構（任務導向）或產品架構（產業導向） 
12. 與其他部門或組織的關係：向內或向外擴展 
13. 參與創新部門之間的合作本質 
14. 員工流動率：高、一般、低 
15. 組織或部門內的員工執行創新的能力 
16. 在組織或部門內，與創新相關的足夠專業知識 
17. 與創新相關的後勤程序，例：安排病人的後勤問題 
18. 潛在使用者的數量：許多、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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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Fleuren et al. (2004)影響創新流程的決定因素 
與接受者/使用者/健康專業人士有關的決定因素 
19. 執行創新時來自同事的支援 
20. 執行創新時來自其他健康專業人士的支援 
21. 執行創新時來自組織/部門主管的支援 
22. 執行創新時來自組織高階主管的支援 
23. 同事執行創新的程度 
24. 其他健康專業人士具有執行創新所需技能的程度 
25. 其他健康專業人士具有執行創新所需知識的程度 
26. 自我效力：對於執行創新所需之行為的自信心 
27. 健康專業人士對於所有權的認知程度 
28. 創新與健康專業人士所認知的任務導向之間的配合程度 
29. 健康專業人士預期病人與創新的配合程度 
30. 健康專業人士預期病人對於創新的滿意程度 
31. 健康專業人士預期來自於工作之壓力程度 
32. 健康專業人士的目標與創新的對立程度 
33. 健康專業人士有創新相關道德問題的程度 
與創新有關的決定因素 
34. 創新程序/指導方針的清楚程度 
35. 一致性：所認知到創新與既有工作的一致程度 
36. 可試用性：創新試用的可行程度 
37. 相對優勢：所認知到創新的優勢程度 
38. 顯著性：對於健康專業人士而言，創新結果的顯著程度 
39. 創新吸引病人使用的程度 
40. 創新對於病人的攸關性：創新帶來附加價值的程度 
41. 創新相對於既有情況帶給病人風險的程度 
42. 使用創新的頻率：高、低 
與執行創新所需設備有關的決定因素 
43. 足夠的財務資源執行創新 
44. 為促進創新應用的額外努力，所支付給健康專業人士/組織的費用  
45. 足夠的其他資源執行創新（例：設備、手冊） 
46. 在執行時給予使用者（健康專業人士）足夠的行政支援 
47. 足夠的時間執行創新 
48. 在組織/部門內，人員對於執行的協調責任足夠性 
49. 健康專業人士參與創新的發展 
50. 在組織或部門內，影響其他人意見的意見領導者（並非協調者） 
資料來源：Fleuren et al. 2004.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within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16 (April):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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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研究之啟示】 

Fleuren et al. (2004)針對醫療產業提出 50 項影響創新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本

研究建立個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指標之流程時，給予重要的理論及參考依據。

個案醫院未來在促進創新發展及政策時，應加強促進創新因素，而避免或解決防

礙創新因素。 

 

3、Magnusson (2003) 

【研究主題】 

以行動通訊產業為例，探討是否消費者為新型服務的潛在發明者，一般使用

者是否可以提供新穎的服務構想；在創造新型服務之提案時，一般使用參與其中

是否有其意義。 

【研究方法】 

透過實驗設計的方式比較一般使用者及專業服務研究者提議的新服務特徵。 

【研究結論】 

由 5 位專家經由小組會議針對創造力（originality）、使用者價值（user value）
及可生產性（producibility）進行判斷。研究結果發現由使用者所提議出來的創

新服務，比專業人員所提議的更具創造力及使用者價值，但是生產的可能性較低。 

【對本研究之啟示】 

其結論顯示出顧客對於服務業之重要性，本研究智慧資本架構以關係資本將

此部份包含其中，更將政府及其他民間團體囊括其中。個案醫院若想要提供給病

人更具實用性且創新的服務，必須運用適切的措施將顧客的需求讓醫院內部了

解，並透過專業人員的參與加以克服構想商業化的困難。 

 

4、Tether(2003) 

【研究主題】 

蒐集歐洲 13 個國家的樣本調查，探討五個服務產業（交通運輸、批發、金

融、技術、電腦）創新之目的、範圍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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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簡單敘述統計。 

【研究結論】 

在不同產業間，其創新行為有顯著不同的模式，如：電腦產業的創新來源僅

有 9%主要來自其他人，65%主要是來自公司內部；然而在交通運輸產業中，創

新來源來自其他人高達 28%，43%來自公司內部。即使在相同產業不同公司之間

也有不同的創新行為，如：可按照創新來源分為來自其他人的研發、與其他人共

同研發、來自公司內部研究，若創新來源是來自其他人研發的公司，有 83%沒有

R&D 活動，16%有非經常性的 R&D 活動，僅有 1%有經常性 R&D 活動；若創

新來源是來自與其他人共同研發，有 43%沒有R&D活動，30%有非經常性的R&D
活動，僅有 27%有經常性 R&D 活動；創新來源是來自公司內部自行研發，有 36%
沒有 R&D 活動，27%有非經常性的 R&D 活動，僅有 36%有經常性 R&D 活動。 

【對本研究之啟示】 

其結論說明公司內部自行研發創新的話，僅有 36%是有經常性的 R&D 活

動，本研究除將經常性 R&D 活動的指標（如：論文發表、提出申請專利權、院

內研究計畫案等）納入架構中，更將員工提出創新之比例視為非經常性 R&D 活

動之指標。 

 

5、Bower(1989) 

【研究主題】 

以銀行、醫院及保險業為例，探討新服務開發的流程在不同行業之間的差異。 

【研究方法】 

針對 900 家公司或醫院進行問卷調查。 

【研究結論】 

在服務業進行新服務開發時，較不注重正式的想法產生流程、產品開發與測

試及市場調查，發展企業策略及企業分析則是最常進行的兩項活動。銀行業較少

進行想法產生的活動；保險業較常進行產品開發與測試。醫療產業中較少進行產

品開發與測試及市場調查。 

【對本研究之啟示】 

個案醫院日後在創新服務或產品時，應更注重產品開發與測試，且現已是顧

客導向的時代，應更注重市場調查，了解顧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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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e Brentani (1989) 

【研究主題】 

針對 115 家加拿大公司，包含金融、管理服務及交通運輸通訊等商業服務產

業，探討新型產業服務的成功與失敗因素，企業如何衡量新型服務的績效，並研

究服務之特性有何影響。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及成分分析法。 

【研究結論】 

de Brentani (1989)所提出的四種新型服務績效衡量方式中，以「銷售及市占

率的績效」為最重要。 

新服務關鍵成功因素部分與實體產品相同，如：市場導向、正式的服務開發

程序、專業的綜效及較具優勢的新型服務提供等；服務特性也造成獨特的關鍵成

功因素，使企業必須因應配合，如：顧客認知的服務品質。 

公司有強烈的外部及內部行銷導向才能促使「銷售及市占率的績效」的成

功，必須了解客戶的需求，有完善行銷及服務遞送系統，對於服務生產及遞送人

員有完善的內部行銷計畫，才能確保新型服務的接受度。「競爭績效」方面，服

務的創新程度及創新品質是相當重要的成功因素。「其他外溢效果」部份，則是

在新型服務配合公司的專業能力及聲譽，較有好的績效。「成本績效」的成功，

新型或改良後服務配合公司的專業技術，且運用既有的生產及行銷設備，透過專

案的綜效實行而得。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由結論可以知道大多數的公司針對創新服務進行績效評估時，還是使用財務

性指標，本研究則是針對其他非財務性指標，進行創新的價值衡量。而針對四種

不同績效衡量的方法，所延伸的關鍵成功因素更是個案醫院在進行創新時應考量

的事項。 

 



 14

7、Easingwood(1986) 

【研究主題】 

探討新產品開發的過程中，包含策略性角色、組織、構想產生、構想篩選、

構想測試及新產品上市後的評估，因服務的特性（無形的、生產及消費同時間的、

異質的及不可儲存的）所帶來的影響為何。 

【研究方法】 

針對（1）金融服務、保險及銀行；（2）飯店、旅館及餐飲業；（3）通訊；（4）
交通運輸；（5）觀光；（6）零售業共 90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進行深度訪談及問

卷調查。 

【研究結論】 

同時間生產及消費服務的特性會影響新產品開發活動的組織架構，由於第一

線執行人員是最為接近客戶的人員，在決策制定過程中應納入執行人員；由於愈

多產品代表著愈多工作，可能會限制第一線執行人員針對新產品構思提案的數

量；新產品將與其他產品共同分享相同的服務遞送系統，難以估計及衡量新產品

的真實成本，影響新產品的評估。 

另外服務無形的特性也會影響新產品開發的活動。由於無形，因此可以輕易

地設計出新產品，影響新產品推出的比例；也造成顧客依靠企業形象，促使企業

在新產品推出時花更大的心力在形象建立上。 

【對本研究之啟示】 

醫院屬非營利組織，尤其看重形象之建立，更有助於新產品推出上市的成功

比率，本研究於關係資本中納入「配合政府之專案服務計畫」及「配合外部機構

來文要求支援」兩項與其他組織維持良好關係之指標，提升醫院之聲譽。另外，

個案醫院激勵第一線執行人員提出新產品的提案，必須改變「愈多產品代表著愈

多工作」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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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闕河楠（1994） 

【研究主題】 

以國內銀行業為例，探討在服務產業中新型服務的績效衡量方法及指標，更

進一步針對新型服務的關鍵成功因素進行了解及探究。 

【研究方法】 

採用個案研究法，進行敘述性研究及針對國內四家銀行業者進行訪談。 

【研究結論】 

進行新型服務的績效衡量時，常以「營業收入與市場佔有率的績效」來衡量，

其次則為「競爭性的績效」、「外溢效果」，最末則為「成本績效」。「新型服務開

發過程」的各項活動（包含行銷活動、技術性活動及上市活動）執行品質為決定

新型服務的績效的重要因素；「服務或專業的性質」其中則以服務的獨特性和優

越性為關鍵成功因素。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篇結論提及新型服務的績效衡量時常以「營業收入與市場佔有率的績效」

來衡量，故本研究仍然維持傳統財務資本為架構構面之一；「服務或專業的性質」

其中則以服務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為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將「創新服務模式」做

為衡量院方提供獨特性服務的指標。 

 

本節文獻探討重點是服務業創新之相關理論，包含了服務業與製造業創新之

不同、、服務業及醫療產業創新之關鍵成功因素，新型服務開發模式及流程、如

何衡量新型服務的績效、服務之特性如何影響新產品開發活動。 

本節文獻探討彙整如【表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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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服務業創新相關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Tether (2005)
 

探討及比較服務

業創新的方法及

模式與製造業有

何不同。 
 

實證性研究

 
服務業的創新活動普遍具有組織變動的

特質，時常經由與顧客及供應商合作或透

過購買外部智慧財產，取得新技術。服務

業注重人員的技能及專業技術及與顧

客、供應商與策略聯盟之間的合作，強調

「軟體」的優勢。 
 

其結論指出服務業較強調「軟體」的優

勢，包含人力資源、顧客關係及策略聯盟

的合作，故本研究以智慧資本為理論架構

加以探討評估創新之價值。 
 

Fleuren, 
Wiefferink, 
and 
Paulussen 
(2004)  

探討促進或防礙

醫療產業引進創

新的因素。 

敘述性研究 自57篇文章歸納出49項會影響創新流程

的因素，而經由專家進行 Delphi Study
後，增加為 50 項影響創新流程的攸關因

素。 

Fleuren et al. (2004) 針對醫療產業提出

50 項影響創新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本研

究建立個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指標之

流程時，給予重要的理論及參考依據。 

Magnusson 
(2003) 
 

探討消費者是否

為新型服務的潛

在發明者。 
 

實驗設計 
 

研究結果發現由使用者所提議出來的服

務創新，比專業人員所提議的更具創造力

及使用者價值，但是生產的可能性較低。

 

其結論顯示出顧客對於服務業之重要

性，本研究智慧資本架構透過關係資本除

將此部份包含其中，更將政府及其他民間

團體囊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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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服務業創新相關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Tether (2003)
 

探討五個服務產

業創新的目的、範

圍及來源。 

實證性研究 在不同產業間，其創新行為有顯著不同的

模式，即使在相同產業不同公司之間也有

不同的創新行為。創新來源是來自公司內

部自行研發，僅有 36%有經常性 R&D 活

動。 

本研究除將經常性 R&D 活動的指標

（如：論文發表、提出申請專利權、院內

研究計畫案等）納入架構中，更將員工提

出創新的比例視為非經常性 R&D 活動之

指標。 
Bower (1989) 探討新服務開發

的流程在不同行

業之間有何差異。

 

問卷調查 在服務業進行新服務開發時，較不注重正

式的想法產生流程、產品開發與測試及市

場調查。而發展企業策略及企業分析則是

最常進行的兩項活動。 

個案醫院日後在創新服務或產品時，應更

注重產品開發與測試，且現已是顧客導向

的時代，應更注重市場調查，了解顧客的

需求。 
de Brentani 
(1989) 
 

探討新型產業服

務的成功與失敗

因素、企業如何衡

量新型服務的績

效，並研究服務之

特性有何影響。 

問卷調查及

成分分析法

 

以「銷售及市占率的績效」之衡量方式為

最重要。 
新型服務關鍵成功因素部分與實體產品

相同，除此之外，服務的特性也造成獨特

的關鍵成功因素，使得企業必須因應配

合。 

本研究則是針對其他非財務性指標，進行

創新的價值衡量。而針對四種不同績效衡

量的方法，所延伸的關鍵成功因素更是個

案醫院在進行創新時應考量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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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服務業創新相關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Easingwood 
(1986) 
 

探討服務的特性

為新產品開發的

過程帶來的影響

為何。 
 

深度訪談及

問卷調查。

 

同時間生產及消費服務的特性會影響至

新產品開發活動的組織架構。服務無形的

特性也會影響新產品開發的活動。 

醫院屬非營利組織，尤其看重形象之建

立，有助於新產品推出上市的成功比率，

本研究於關係資本納入「配合政府之專案

服務計畫」及「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支

援」兩項與其他組織維持良好關係之指

標，提升醫院之聲譽。 
闕河楠

（1994） 
 

探討在服務產業

中新型服務的績

效衡量方法、指標

及關鍵成功因素

進行了解及探究。

個案研究 對於進行新型服務的績效衡量時，常以

「營業收入與市場佔有率的績效」來衡

量。「新型服務開發過程」的各項活動執

行品質為決定新型服務的績效的重要因

素；「服務或專業的性質」其中則以服務

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為關鍵成功因素。 

該篇結論提及新型服務的績效衡量時常

以「營業收入與市場佔有率的績效」來衡

量，故本研究仍然維持傳統財務資本為架

構構面之一；「服務或專業的性質」其中

則以服務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為關鍵成功

因素，本研究將「創新服務模式」做為衡

量院方提供獨特性服務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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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智慧資本衡量指標相關之文獻 

1、Chen, Zhu, and Xie (2004) 

【研究主題】 

設計一套智慧資本衡量模式及量化指標的系統，提供企業一項實用的工具進

行智慧資本管理。 

【研究方法】 

以中國高科技公司為研究對象，進行問卷調查獲取人力資本、結構資本、顧

客資本及創新資本衡量指標相關等資訊，完成實證研究。 

【研究結論】 

創新資本為智慧資本中最為中樞的一項資本。資本間轉換的結果如【圖 2-1】
所示： 

 

圖 2-1：Chen et al. (2004)智慧資本各構面間的路徑分析 
資料來源：Chen, J., Z. Zhu, and H. Xie. 2004. Measu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 new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5 
(January):210. 

【表 2-3】所列示的指標，則透過問卷調查獲取指標之權重。 

人力資本 

結構資本 

創新資本 顧客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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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Chen et al. (2004)智慧資本指標 
智慧資本 組成要素 指標 

管理者之策略性領導能力 
員工素質 
員工學習能力 
員工訓練的效率 
員工參與政策制定及管理的能力 

員工能力 

針對重要技術職及管理職員工的訓練 
對於公司價值的認知程度 
員工滿意度 
員工流動率 

員工態度 

員工平均服務年資 
員工創新能力 

人力資本 

員工創造力 
員工原創想法的投入 
公司文化之建立 

公司文化 
員工對於公司觀點的認知程度 
清楚的授權、責任及利益關係 

組織結構 
企業控制系統的效度 
內部資訊網絡的建構及應用 

組織學習 
公司資料庫的建構及應用 
營運流程期間 
產品品質水準 營運流程 
企業營運效率 
員工之間的相互支援及合作 
企業資訊的可取得性 

結構資本 

資訊系統 
知識分享 
平均每位員工擁有的專利權數量 
(過去三年)新研究產品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比例 創新成就 
(過去三年)新研究技術數量 
R&D 投資占總銷售額的比例 
研發人員之數量及素質 
研發、製造及行銷部門創新合作的介面 
與外部創新力量的合作 

創新機制 

對於創新專案的管理能力 
公司支持及鼓勵員工創新的文化 

創新資本 

創新文化 
管理者對於創新的高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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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Chen et al. (2004)智慧資本指標 
智慧資本 組成要素 指標 

顧客資料的建構及應用 
顧客服務能力 基礎行銷能力 
顧客需求的辨認能力 
市場佔有率 
潛在市場 
對顧客的單位銷售額 
品牌及商標聲譽 

市場強度 

銷售管道的建置 
顧客滿意度 
顧客抱怨 
顧客流失 

顧客資本 

顧客忠誠指標 

顧客關係的投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Chen, J., Z. Zhu, and H. Y. Xie. 2004. Measu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 new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5 (January): 195-212. 

設計一套符合企業策略的量化衡量指標，使企業可以透過水平及垂直比較辨

認智慧資本的現狀，發現其與競爭者的距離及顧客的需求。 

【對本研究之啟示】 

其結論敘明創新資本應為智慧資本之中樞。所列舉之指標亦為本研究之參考

依據。個案醫院進行智慧資本衡量之效益為了解智慧資本之現況且可進行標竿比

較。 

 

2、Dzinlowski (2000) 

【研究主題】 

介紹智慧資本之觀點，用以建立管理會計的實務應用及技術。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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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論】 

企業創造其競爭優勢時，智慧資本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人力、顧客（關

係）及組織（結構）資本為架構，介紹智慧資本之內涵及要素，並闡述智慧資本

之特徵，透過智慧資本之間的知識流動創造價值。最末提出加拿大管理會計協會

所發展之智慧資本個別衡量指標及綜合指標。個別指標列表如【表 2-4】所示： 

表 2-4：Dzinlowski (2000) 加拿大管理會計協會智慧資本指標表 
人力資本指標 顧客與關係資本指標 組織資本指標 
 公司員工的聲譽 
 就業經驗年資 
 新人比率 
 員工滿意度 
 員工提出新構想的比例 
 每位員工的附加價值 
 每單位薪資之附加價值 

 業務量成長 
 顧客重購之銷售比例 
 品牌忠誠度 
 顧客滿意度 
 顧客抱怨次數 
 產品報酬占銷貨收入比

例 
 供應商/顧客聯盟個數

及其價值 
 產品(服務)占顧客(供應

商)營運比率(金額表示)

 專利權數 
 每單位 R&D 費用淨利 
 專利權維護成本 
 每單元銷售銷的專案生

命周期之成本 
 個人電腦連結至資料庫

的次數 
 對於資料庫的貢獻 
 資料庫的升級 
 資訊系統使用及連結的

數目 
 每單元銷售額之資訊系

統成本 
 每單元資訊系統費用之

淨利 
 資訊系統服務滿意度 
 新構想產生對於實施的

比例 
 新產品推出的數目 
 每名員工之新產品推出

個數 
 多功能專案小組個數 
 新產品推出帶來的淨利

百分比 
 產品生命週期五年趨勢

 產品設計發展平均時間

 新構想的價值 
資料來源：Dzinkowski, R. 2000. The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 introducti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78 (February):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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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篇研究從智慧資本之定義內涵及要素，延伸至智慧資本管理，最後進一步

探討智慧資本之衡量，給予本研究足夠的智慧資本之基礎理論。提出的加拿大管

理會計協會所發展之智慧資本個別衡量指標也是本研究建立指標時的參考依據。 

 

 

3、Sveiby (1997) 

【研究主題】 

以知識性組織概念為基礎，提出一套非財務的系統用以衡量智慧資本。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研究結論】 

很多資產是非財務的且無形的，目前既有的會計原則並不能將這一部分的資

產充分的衡量並表達給資訊使用者知道，應發展一套同時使用財務指標與非財務

指標的管理系統，才能確保企業的成功。提出衡量智慧資本衡量指標，如【表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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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Sveiby (1997)衡量智慧資本的衡量系統 
人員勝任能力  

衡量指標 衡量方法 
專業年資 專業人員工作年資總合 

專業人員平均工作年資 
教育程度 專業人員平均教育程度（受教育年數） 
教育與訓練成本 訓練成本占總營收額之比例 

平均每位專人員接受教育訓練之天數 
人員異動 加入公司的專業人員能力除以離開公司的專業

人員能力 

成長/
革新 
指標 

能促進員工勝任能

力之顧客量 
顧客委託案有助於增加公司人員勝任能力之比

例 
專業人員占總員工

人員之比例 
專業人員數量除以總員工人數 

財務槓桿效果 

公司專業人員總數

獨立契約人員數

公司總員工人數

獨立契約人員數

公司總員工人數

公司營收

公司營收

公司利潤

利（一般效率指標）每位專業人員之平均獲

+

×
+

×=

=銷售效率指標×人事效率指標×財務槓桿效果 

效率指

標 

專業人員之平均附

加價值 
附加價值（在減掉購自外部的所有資源後，公

司員工實際所創造的價值：稅前淨利+利息及折

舊支出+員工薪資+社會安全捐+其他員工津

貼）除以專業人員總數 
員工平均年齡  
年資 員工在同一組織中的工作年數 
相對薪資水準 以指數形式表示公司與其他競爭同業在薪資成

本上的比較 

穩定性

指標 

專業人員異動率 該年度離職員工人數除以該年度開始時的雇用

員工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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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續)：Sveiby (1997)衡量智慧資本的衡量系統 
內部結構  

衡量指標 衡量方法 
在內部結構方面之

投資 
投資金額占總營收額的比例 
投資金額占附加價值之比例 

在資訊處理系統上

之投資 
在資訊科技上之投資金額 
在資訊科技上之投資金額占營收之比例 
每人可使用之電腦或資訊科技套組之數量 

成長/
革新 
指標 

能促進內部結構之

顧客量 
顧客委託案有助於增益公司內部結構之比例 

支援人員占總員工

人數之比例 
 

每位支援人員之平

均營收 
 

效率 
指標 

價值與態度的衡量 員工對於工作場所、顧客及上司的態度 
組織的年齡  
支援人員的異動率  

穩定性

指標 
生手比例 雇用不滿兩年之員工人數 

外部結構  
衡量指標 衡量方法 
每位顧客的獲利力  成長/e

革新 
指標 

有機成長 扣除公司併購而得之收益後的收益成長 

顧客滿意指數 顧客滿意度 
競標得失指數 比較競標的得標與失標之數目  

效率 
指標 

每位顧客之營收  
大型顧客之比例 最大的五位顧客營收占總營收之比例 

占公司總營收一半的顧客數目 
顧客往來期間（年）  
忠誠顧客之比例 營收中來自往來超過五年之顧客的比例 

穩定性

指標 

持續下訂單之頻率 總營收中屬於老顧客訂單的比例 
資料來源：整理自 Sveiby, K. 1997. 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 Managing and 

Measuring Knowledge-Based Asset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 16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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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研究之啟示】 

Sveiby (1997)所提出衡量智慧資本的衡量系統，敘明衡量指標及確切的衡量

方式，使用許多的次級資料，蒐集資料較為便利且客觀，本研究於進行指標選擇

時可參考之。 

 

4、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研究主題】 

提供一套衡量智慧資本標準化的智慧資本報告模式。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研究結論】 

以 1994 年斯堪地亞公司所公佈的智慧資本年度報告為基礎，另外加入許多

有益的指標，提供一套智慧資本衡量標準化的智慧資本報告模式，供管理者管理

公司智慧資本，並使公司外部了解公司實際的價值。 

由於斯堪地亞的智慧資本報告包括了 91 個不同的衡量指標，若另外再加入

其他創造出來的指標後，則高達 164 個衡量值，指標過多可能導致公司不願耗費

金錢與時間進行智慧資本之衡量。因此，在考量衡量的可行性之下，刪除多餘、

較不重要及難以衡量的指標，可得到全球性智慧資本報告應有結構的衡量指標，

如【表 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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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智慧資本報告 
財務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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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顧客焦點 

1. 市場佔有率(%)  
2. 顧客數(#)  
3. 年度銷貨/顧客數($)  
4. 損失顧客數(#)  
5. 顧客關係平均持續時

間(#)  
6. 顧客平均規模($)  
7. 顧客評分(%) 
8. 顧客訪問公司次數

(#) 
9. 花在訪問顧客的天數

(#)  

10. 顧客數/員工數($)  
11. 創造營收的人員數

(#)  
12. 從接觸顧客到銷售回

應的平均時間(#)  
13. 首次接觸到銷售完成

的比率(%)  
14. 滿意顧客指數(%)  
15. 資訊技術投資/每名

銷售人員($)  
 

16. 資訊技術投資/每名

服務與支援員工($)  
17. 顧客的資訊技術熟悉

度(%)  
18. 支援費用/每名顧客

($)  
19. 服務費用/每年每名

顧客($)  
20. 服務費用/每名顧客/

每一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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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智慧資本報告 
流程焦點 

1. 管理費用/總營收(%)  
2. 管理錯誤之成本/管理

營收(%)  
3. 額外支付的處理時間

(#)  
4. 合約範圍無失誤(#)  
5. 功能點數/每位員工每

月(#)  
6. 個人電腦與筆記型電

腦數/每名員工(#) 
7. 網路容量/每名員工(#)  

8. 管理費用/每名員工

($)  
9. 資訊技術費用/每名

員工($)  
10. 資訊技術費用/管理

費用(%)  
11. 管理費用/保費收入

毛額(%)  
12. 資訊技術容量(中央

處理器和直接存取裝

置)(#) 
13. 資訊技術設備的變

化($)  

14. 公司品質表現(例如

ISO 9000)(#)  
14. 公司表現/品質目標

(%)  
15. 未能持續使用的技術

設備/資訊技術設備

(%) 
16. 資訊技術設備孤兒/

資訊技術設備(%)  
17. 資訊技術容量/每名

員工(#)  
18. 資訊技術表現/每名

員工(#)  
人力焦點 

1. 領導力指數(%)  
2. 動機指數(%)  
3. 授權指數(#)  
4. 員工人數(#)  
5. 員工變動率(%)  
6. 平均年資(#)  
7. 經理人數(#)  
8. 女性經理人數(#)  
9. 員工平均年齡(#)  
10. 平均每年花在訓練上

的天數(#)  
11. 熟悉資訊技術的員工

人數(#)  
 
 

12. 全職長期員工人數

(#)  
13. 全職長期員工的平均

年齡(#)  
14. 全職長期員工的平均

年資(#)  
15. 全職長期員工每年的

離職人數(#)  
16. 全職長期員工每人每

年的訓練、通訊，以

及支援計畫的成本

($) 
17. 50%以下的工作時間

是待在公司場所的全

職長期員工人數

(#)；占全職長期員工

的比率(%)；平均每人

每年的訓練、通訊、

支援計畫的成本($) 

18. 全職短期員工的人數

(#) ；全職短期員工

的平均年資(#) 
19. 全職短期員工每人每

年的訓練和支援計畫

的成本($) 
20. 兼職員工和非全職約

聘人員的人數(#)  
21. 平均聘期(#)  
22. 經理人中擁有高等學

歷的百分比：商科(%)
理工(%)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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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智慧資本報告 
更新與開發焦點 

1. 能力開發費用/每名

員工($)  
2. 滿意員工指數(#)  
3. 關係投資/每名顧客

($)  
4. 訓練時間的比率(%)  
5. 開發時間的比率(%)  
6. 機會比例(%)  
7. 研發費用/管理費用

(%)  
8. 訓練費用/每名員工

($)  
9. 訓練費用/管理費用

(%)  
10. 業務開發費用/管理

費用(%)  
11. 四十歲以下員工所占

比率(%)  

12. 資訊技術開發費用/
資訊技術費用(%) 

13. 資訊技術訓練費用/
資訊技術費用(%) 

14. 研發資源/總資源(%) 
15. 已掌握的生意機會

(#)  
16. 顧客平均年齡(#)；受

教育時間(#)；收入(#)
17. 顧客與公司來往的平

均月數(#)  
18. 教育投資/每名顧客

($)  
19. 直接與顧客聯繫次數

/每年(#)  
20. 非關產品費用/每年

每名顧客($)  
21. 新市場開發投資($)  
22. 結構資本開發投資

($)  

23. 電子資料交換(EDI)
系統的價值($)  

24. 升級到 EDI 系統($) 
25. EDI 系統的容量(#) 
26. 低於兩年新產品占全

公司產品的比率(%) 
27. 研發費用投資在基礎

研究方面的比率(%) 
28. 研發費用投資在產品

設計方面的比率(%) 
29. 研發費用投資在應用

方面的比率(%)  
30. 對新產品支援與訓練

的投資($)  
31. 公司專利的平均年限

(#)  
32. 尚未申請通過的專利

數量(#)  

資料來源：整理自 Edvinsson, L., and M. Malone. 1997. Intellectual Capital: 
Realiz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Roots.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146-160. 

【對本研究之啟示】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探討智慧資本的專書中，提出了總計有 111 項衡

量指標的衡量架構，是相當完善的智慧資本衡量系統。所建議的指標大部份可以

在現有財務報表中獲取，為本研究相當重要的參考依據。 

 



 30

5、王文英與張清福（2004） 

【研究主題】 

針對我上市櫃之半導體產業，以因果關係模型探討智慧資本各項資本（人

力、顧客、創新及流程資本）間的關係，及智慧資本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 

【研究方法】 

運用偏迴歸法進行實證研究。 

【研究結論】 

智慧資本各要素對績效具有直接影響，並會透過要素間之因果關係而間接影

響企業經營績效。人力資本影響至創新及流程資本，再經由顧客資本影響績效，

其中創新資本也會對流程資本有影響。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篇研究為應用實證方法，建立資本內各要素之代理變數，為本研究提供指

標選擇及資料蒐集的重要參考。如【表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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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王文英與張清福（2004）採用之變數定議 
智慧

資本 
變數  操作性定義與說明 

員工平均教育程度 給予碩士以上(3)、大專(2)、高中及五

專以下(1)不同權數 
高等學歷比例 大專以上員工數÷員工總人數  
員工平均服務年資之平均  所有員工服務年資 
員工平均年齡 所有員工年齡之平均 
員工數增減比率 (期末員工數－期初員工數)÷期初員

工數 
員工生產力 銷貨淨額÷員工總人數  
每人營業利益 營業淨利÷員工總人數  

人力

資本 

員工附加價值 稅後淨利÷員工總人數  
當年度研發密集度 當年度研發費用/當年度銷貨淨額 
去年度研發密集度 去年度研發費用/去年度銷貨淨額  
當年度（去年度）研發費用  
研發生產力 稅後淨利÷研發費用 
研發人員數(比例) (研發人員數÷員工總人數) 
每位研發人員所擁有之資源 當年度研發費用÷研發人員數  
研究發展強度 當年度研發費用÷平均總資產 

創新

資本 

權利金及技術費  
組織年齡 自公司設立至當年度年底為止之年數 
組織穩定度 員工平均服務年資÷企業設立年數  
流動資本週轉率 銷貨淨額÷平均流動資產 
管理費用率 管理費用÷銷貨淨額 
管理費用增減比率  
每人平均管理費用 管理費用÷員工總人數  
存貨週轉率 銷貨成本÷平均存貨 

流程

資本 

總(固定)資產週轉率 銷貨淨額÷平均總(固定)資產 
主要客戶個數 銷貨占 10%以上之客戶數  
市場成長性 營收成長率  
廣告費 當年度之廣告費用 
推銷費用率 推銷費用÷銷貨淨額 
產品接受比率 1—銷貨退回與折讓÷銷貨淨額  

顧客

資本 

大客戶銷貨比率 前三大客戶之銷貨淨額÷銷貨淨額 
資料來源：王文英與張清福，2004，智慧資本影響績效模式之探討：我國半導體

業之實證研究，會計評論，第 39 期（7 月）：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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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李自平（2001） 

【研究主題】 

以醫療產業為研究對象，探討台灣醫療產業智慧資本之衡量，包含（1）我

國醫療產業智慧資本之實質內涵；（2）智慧資本衡量要素；（3）以問卷調查及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分析醫療業者對智慧資本各要項

的認知與相對權重，進而歸納出醫療業重要的智慧資本之項目。 

【研究方法】 

首先挑選南部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醫學中心、區域教學醫院與地區醫院進行深

度訪談，導出可能影響醫療產業智慧資本的要項，並利用半開放式的問卷針對其

他醫療產業者的意見進行調查，找出共通的智慧資本之要項。最後，從上述方式

所發展出我國醫療產業智慧資本的各種要項之問卷來進行調查，並以層級分析法

來分析智慧資本各要素的相對權重。 

【研究結論】 

我國醫療產業的智慧資本內涵可區分為人力資本、流程資本、創新資本、關

係資本及行銷資本。並經由 AHP 法分析後，可以獲知業者對於智慧資本的重要

性認知為何，其結果彙整為【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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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李自平（2001）醫療產業的智慧資本內涵及各要素之相對權重 
智慧資本 相對權重（順序） 資本內之要素 權重（順序） 

創造力 4.26%（10） 
專業技能 8.47%（3） 
成員向心力 9.07%（1） 
團隊合作 8.92%（2） 

人力資本 34.3%（1） 

非正式學習 3.93%（15） 
採購管理 2.81%（19） 
設備管理 2.96%（18） 
醫療資訊管理 5.01%（6） 
醫療品質管理、 5.68%（5） 

流程資本 21.1%（2） 

診療流程 4.65%（8） 
醫學新知 4.12%（13） 
關鍵技術 4.66%（7） 
研發能力 4.03%（14） 

創新資本 17.1%（3） 

創新文化 4.24%（11） 
病患資料管理 4.24%（12） 
病患輔導 3.70%（16） 
同業合作 2.71%（20） 

關係資本 13.3%（5） 

異業合作 2.65%（21） 
聲譽 6.51%（4） 
廣告宣傳 3.10%（17） 行銷資本 14.2%（4） 
社區互動 4.63%（9） 

資料來源：彙整自李自平，2001，「我國醫療產業智慧資本之衡量」。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亦是針對醫療產業進行研究及探討，其結論可供本研究更進一步了解

醫院的智慧資本內涵；而歸納之智慧資本細項，尤其是針對創新資本之部份，更

是本研究設計問卷時重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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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簡瑞峰（1995） 

【研究主題】 

將「研究發展投入經費」、「創新數」及「營業額」三項與創新有關之變數，

藉由因果關係而建立「創新力循環」之觀念。除此之外，並以平均法彙整三種單

一指標而建立「創新力綜合指標」，以比較各行業間之創新能力差異為何。 

【研究方法】 

蒐集 1985 至 1992 年間之資料，透過迴歸分析，進行創新力循環之研究。 

建立創新力之綜合指標時，則每一年度針對研發投入指標（研究發展費用占

銷售額之比例）、創新指標（專利申請數）及營業額成長指標（營業額成長率）

三種單一指標在各產業間相對的表現進行比較求得創新力綜合指標。 

【研究結論】 

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多數行業中，「研究發展支出」對「創新數」有顯著影

響；而「創新數」進一步則對「營業額」有顯著影響，故研究者所提出之「創新

力循環」之觀念獲得實證結果之支持。 

其次，針對製造業中 20 個行別，建立「創新力綜合指標」，該指標是利用研

發投入指標（研究發展費用占銷售額之比例）、創新指標（專利申請數）及營業

額成長指標（營業額成長率）三種單一指標取算數平均而成的，以利進行產業間

創新程度之比較，與各項單一指標相輔相成，避免個別指標相互衝突之情況。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篇研究針對各行業之創新力進行單一及綜合指標之建立，是本研究於選取

指標時重要之參考依據。 

 

本節文獻探討之重點是針對近年來國內外對於智慧資本有提出指標參考之

文獻進行整理，以提供本研究進行建立智慧資本架構及衡量指標。 

本節文獻探討彙整如【表 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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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智慧資本衡量指標相關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Chen, Zhu, 
and Xie 
(2004) 
 

設計一套智慧資

本衡量模式及量

化指標的系統，提

供企業一項實用

的工具進行智慧

資本管理。 

問卷調查及

實證研究 
創新資本為智慧資本中最為中樞的一項

資本。 
設計一套符合企業策略的量化衡量指

標，使企業可以透過水平及垂直比較辨認

智慧資本的現狀，發現其與競爭者的距離

及顧客的需求。 
 

其結論敘明創新資本應為智慧資本之中

樞。所列舉之指標亦為本研究之參考依

據。個案醫院進行智慧資本衡量之效益為

了解智慧資本之現況且可進行標竿比較。 
 

Dzinlowski 
(2000) 
 

介紹智慧資本之

觀點，用以建立管

理會計的實務應

用及技術。 
 

敘述性研究 以人力、顧客（關係）及組織（結構）資

本為架構，介紹智慧資本之內涵及要素，

透過智慧資本之間之知識流動創造價

值。最末提出智慧資本之個別衡量指標及

綜合指標。 

該篇研究從智慧資本之定義內涵及要

素，延伸至智慧資本管理，最後進一步探

討智慧資本之衡量，給予本研究足夠的智

慧資本基礎理論。提出的加拿大管理會計

協會所發展之智慧資本的個別衡量指標

也是本研究建立指標時的參考依據。 
Sveiby 
(1997) 
 

以知識性組織之

概念為基礎，提出

一套非財務的系

統用以衡量智慧

資本。 

敘述性研究 目前既有的會計原則並不能將非財務的

且無形的資產充分的衡量並表達給資訊

使用者知道，提出衡量智慧資本的衡量指

標。 

Sveiby(1999)所提出衡量智慧資本的衡量

系統，敘明衡量指標及確切的衡量方式，

使用許多的次級資料，蒐集資料較為便利

且客觀，本研究於進行指標選擇時可參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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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續)：智慧資本衡量指標相關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提供一套衡量智

慧資本標準化的

智慧資本報告模

式。 
 

敘述性研究 以 1994 年斯堪地亞公司所公佈的智慧資

本年度報告為基礎，並另外加入許多有助

益的指標，提出一套衡量智慧資本標準化

的智慧資本報告模式，共計有 111 項衡量

指標，供管理者管理公司的智慧資本，讓

公司外部了解公司實際的價值。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探討智慧資

本的專書中，提出了總計有 111 項衡量指

標的衡量架構，是相當完善的智慧資本衡

量系統。所建議的指標大部份於現有財務

報表中可以獲取，為本研究相當重要的參

考依據。 
王文英與張

清福（2004）
 
 

以因果關係模型

探討智慧資本各

項資本間的關

係，及其對企業經

營績效的影響。 

應用偏迴歸

法進行實證

研究 
 

智慧資本各要素對績效具有直接影響，並

會透過要素間之因果關係而間接影響企

業經營績效。人力資本影響至創新及流程

資本，再經由顧客資本影響績效，其中創

新資本也會對流程資本有影響。 

該篇研究為應用實證方法，建立資本內各

要素之代理變數，為本研究提供指標選擇

及資料蒐集的重要參考。 

李自平

（2001） 
 

探討台灣醫療產

業智慧資本之衡

量 
 

深度訪談、

問卷調查，

並以 AHP
法分析 

我國醫療產業的智慧資本內涵可區分為

人力資本、流程資本、創新資本、關係資

本及行銷資本。並經由 AHP 法分析後，

可以獲知業者對於智慧資本的重要性認

知為何。 

本研究亦是針對醫療產業進行研究及探

討，其結論可供本研究更進一步了解醫院

的智慧資本內涵，而歸納之智慧資本細

項，尤其是針對創新資本之部份，更是本

研究設計問卷時重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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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續)：智慧資本衡量指標相關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簡瑞峰

（1995） 
 

建立「創新力循

環」之觀念。並彙

整三種單一指標

而建立「創新力綜

合指標」。 
 

迴歸分析 
 

「研究發展支出」對「創新數」有顯著影

響；而「創新數」進一步則對「營業額」

有顯著影響，「創新力循環」之觀念獲得

實證結果之支持。 
建立「創新力綜合指標」，該指標是利用

研發投入指標、創新指標及營業額成長指

標三種單一指標取算數平均而成的，以利

進行產業間創新程度之比較，避免個別指

標相互衝突之情況。 

該篇研究針對各行業之創新力進行單一

及綜合指標之建立，是本研究於選取指標

時重要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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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聯合價值層級相關之文獻 

一、聯合價值層級基礎理論之相關文獻 

聯合價值層級是建立在價值理論、衡量理論及多重屬性價值理論的基礎上，

故本節針對聯合價值層級其背後之理論基礎加以介紹，包含衡量理論

(Measurement Theory)及多重屬性價值/效用理論(Multi-attribute Value/Utility 
Theory, MAVT/MAUT)。 

多重屬性價值理論及多重屬性效用理論二者均是多重標準決策制定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的工具，二者之間的差別在於多重屬性價值理論適

用於選擇之結果是完全確定的，效用則無須考量風險因素；多重屬性效用理論則

牽涉到風險的情境，選擇之結果是與結果發生機率有關的。本研究為求理論建構

之完整，針對二者進行文獻探討。 

 

1、Duarte and Reis (2006) 

【研究主題】 

探討融資計畫組合之選擇評估系統的發展流程。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 

【研究結論】 

其理論基礎為多重屬性價值理論(multi-attribute value theory, MAVT)。建構評

估系統的第一步是問題建構，包含辨認目標、屬性、衡量尺度及推導出代表偏好

關係的單一屬性價值函數。再進一步將單一屬性價值函數整合為整體多重屬性價

值函數（overall multiple attribute value function, OMVF）。 

利用累加模式(additive model)建立多重屬性價值函數： 

∑
=

=
N

i
iiiN xvkxxxv

1
21 ),(),...,,( ………………………………………………(2-1) 

)( ii xv 是第 i 項屬性的價值函數，ki則是第 i 項屬性的權重。 

經由上述方式發展出來的系統可用以衡量地區發展目標計畫的合適性。設定

特定門檻，選擇的融資計畫是其價值超過門檻。 



 39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亦採行累加型模式，將單一屬性價值函數整合為整體多重屬性價值函

數，並利用聯合價值層級建立一套衡量績效之系統，可適切地用來評估企業智慧

資本之價值。 

 

2、Eldieb, Marzouk, and Elsaid (2005) 

【研究主題】 

設計一套多重屬性效用模型，量化輸送管線專案的進度及成本超限之決定因

素，可用於評估輸送管線專案進度及成本超限的機率及風險。 

【研究方法】 

以假定的範例為個案，並經由問卷調查完成研究。 

【研究結論】 

以層級化方式建構屬性之架構，並應用層級分析法推導出屬性之權重。步驟

如下： 

（1）透過文獻整理，列出 76 項所有可能造成超過預計進度及成本的屬性。 

（2）針對該領域專家進行問卷調查，選出 26 項最重要的攸關屬性。 

（3）利用層級分析法為選出的屬性建構一套層級化的架構。包括辨認問題

之要素、把同性質之要素分為一組等。 

（4）以上述架構為基準，以 Saaty 提出之 1－9 的評估尺度進行兩兩成對比

較，決定屬性重要性之相對權重。接續以一致性比率(consistency ratio, 
CR)評估一致性，一致性代表各要素之間的關係邏輯是正確的，一致

性比率應小於或等於 0.1。 

（5）以平均法得出屬性的最終整體權重。 

（6）以衡量指標之門檻值(Ti)及最佳值(Mi)決定簡單迴歸式，發展屬性效用

函數： 
     iiii baxxU +×=)( ………………………………………………..(2-2 式)  
     其中，ai及 bi各是屬性 i 的效用迴歸函數之斜率及截距項，門檻值及

最佳值之效用價值設定為 0 及 1，即 0)( =iTU ， 1)( =iMU ，代入第 2-2
式可得： 

     
)(

1

ii
i TM

a
−

= ，
)( ii

i
i TM

Tb
−

−
= ……………………………………...(2-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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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同樣利用兩兩成對比較之方式推導屬性的相對重要性權重，其研究架

構及方法可供本研究參考，確定權重之後必須經過一致性檢定，始能確定有效樣

本。惟本研究不採用簡單迴歸式做為屬性之價值函數。 

 

3、Collins, Rossetti, Nachtmann, and Oldham(2005) 

【研究主題】 

以公部門的倉儲標竿個案為例，探討在進行標竿缺口分析時多重屬性效用理

論(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 MAUT)之應用，並與傳統標竿比較法進行比較。 

【研究方法】 

以公部門的 14 個產業倉庫標竿個案進行研究。 

【研究結論】 

該篇研究採用累加型效用理論(Additive Utility Theory, AUT)理由如下： 

（1）累加型效用理論因為較為簡易計算分析，能提供更實用的方法。 

（2）累加型效用理論容易理解，容易向決策制訂者解釋。 

應用多重屬性效用理論之分析性程序提供一套穩健的數學模型，將原先不同

尺度的指標整合為同樣尺度可以直接進行比較，在跨組織之間考量所有重要指標

進行比較，可用來決定整體最佳表現實務的個體。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篇研究敘明採用累加型效用理論之理由，同樣為本研究採用。個案醫院內

部未來可以針對性質相同的部門進行標竿分析。欲對醫院產業進行標竿分析，決

定標竿醫院亦可應用多重屬性效用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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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ike and Roos (2004) 

【研究主題】 

探討衡量無形資源須遵守的要求，並以這些標準檢視當前的智慧資本衡量方

式。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研究結論】 

衡量係指兩件事項： 

（1）陳述：適切的描述欲衡量之標的，以屬性的衡量數值加以陳述。 
（2）順序：計算某一個體擁有此標的有多少數額。 

建立一套能清楚陳述經驗關聯系統（empirical relation system）的數學系統

（numerical system），這兩套系統之間必須是同型的（isomorphic），意指兩套系

統之間有一對一的轉換關係存在，而且在轉換後各要素之間仍然維持相同的關

係。 

從衡量理論發展出企業衡量機制必須加以符合之情況，才能適切的衡量企業

的績效，包含以下情況： 

（1）完整性（completeness）：若是欲衡量之標的為一家公司，則衡量該公

司的屬性應完整地描述該公司。 
（2）獨特性（distinctness）：為避免重覆計算，沒有任何一項要素其意義是

被其他任何屬性所包含的。 
（3）獨立性（independence）：必須符合替換性（commutativity）、聯合性

（associativity）、遞移性（transitivity）及單調性（monotonicity）。 
（4）一致性（agreeability）：在經驗系統中，屬性的意義能完全反映在數學

系統。在數學系統中，代理變數其意義與所代表的屬性是相同的。 
（5）可通約性（commensurability）：為了使衡量及後續的有效整合，衡量

指標應為比率尺度，且標準化至同樣的尺度內。 

該篇研究以上述五項情況為標準是目前衡量智慧資本的各項方法進行檢驗。 

【對本研究之啟示】 

Pike and Roos (2004)提出進行衡量時必須符合之要求，是進行本研究時應注

意的事項，該篇論文是本研究理論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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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oungblood and Collins (2003) 

【研究主題】 

設計一套評估平衡計分卡績效指標權重的量化工具，多重屬性效用理論可在

組織使命變化的情況下，辨認不同的效用函數，進而影響績效衡量指標的價值。 

【研究方法】 

以大型運輸設備網絡之組織為個案進行研究。 

【研究結論】 

指標發展方法如【圖 2-2】所示： 
 

 

 

 

 

 

 

 

 

 

 

 

 

 

 

 
圖 2-2：Youngblood and Collins (2003)指標發展方法 

資料來源：Youngblood, A., and T. Collins. 2003. Addressing balanced scorecard 
trade-off issues between performance metrics using multi-arrtibute utility 
theor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 15 (Mar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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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使命、願景及策略出發建立平衡計分卡：辨認欲衡量之標的，找出

可能的指標，篩選出關鍵的績效衡量指標。 

（2）量化衡量指標：決定價值的區間為何，將最差之情況設定為 0，而最

佳情況設定為 1，建立效用函數，指標衝量值則可以對應至 0 到 1 之

間。 

最小值為 a，最大值為 c，及最佳狀況為 b，可能之情況如下所示： 

     （a）最小值為最佳情況（a＝b），如成本及缺失等，適用以下公式： 

          ( )
cx

cxa
ax

cacxxf
≥
<<

≤

⎪
⎩

⎪
⎨

⎧
−−=

,0
),/()(

,1
…………………………….(2-4 式) 

     （b）最大值為最佳情況（b＝c），適用以下公式： 

          ( )
cx

cxa
ax

acxcxf
≥
<<

≤

⎪
⎩

⎪
⎨

⎧
−−=

,1
),/()(

,0
……… …… …..… ……. (2-5 式) 

     （c）最佳情況介於最小值及最大值之間，則適用以下公式： 

          ( )
其他

cxb
bxa

cbcx
abax

xf ≤≤
≤≤

⎪
⎩

⎪
⎨

⎧
−−
−−

=
,0

),/()(
),/()(

..……… ………………. (2-6 式) 

（3）建立模型：決定相對重要性及彼此相關性，建立整合之函數。 

（4）評估模型：分析及創造不同情境，比較不同情境之績效。 

【對本研究之啟示】 

傳統平衡計分卡並沒有權重之觀念，運用多重屬性價值理論可以提供一套工

具，使管理者更清楚各指標之相對重要性，了解如何進行資源配置。本研究以同

樣的觀點出發，為個案醫院評估創新性智慧資本之價值。未來個案醫院採行 CVH
可以隨著策略或願景之改變調整效用函數，將不同情況下的效用函數合併為一套

績效衡量系統。當院方完成設定之目標時，可將目標不斷提升以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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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im, Kwak, and Yoo (1998) 

【研究主題】 

應用多重屬性效用理論，在環保計畫早期對環境影響重要性進行價值分析。 

【研究方法】 

以韓國電力公用事業為個案進行研究。 

【研究結論】 

步驟如下： 

（1）辨認目標及屬性：有助於溝通及資料蒐集。 

（2）量化屬性：在定義屬性的水準時，必須具體說明屬性績效的可能範圍，

從最佳至最差之水準。 

（3）確認關聯性：運用數學公式完成此一部份，該篇研究採用累加型模型。 

（4）檢驗個別屬性之效用函數。 

（5）決定屬性之重要性：該研究採用 swing 加權法3。 

（6）建立多重屬性效用函數。 

在環境保護計畫主要決策制定時，應用多屬性效用理論進行價值判斷能提供

有用的見解。除此之外，無須要求決策者進行評估整體價值；在變動環境下具有

彈性。 

【對本研究之啟示】 

如該篇結論所述，本研究針對與個案醫院高階主管進行訪談，請高階主管針

對各指標進行價值判斷即可，無須要求管理者針對整體進行評估價值。若採用多

重屬性價值理論，可將社會及民眾價值納入考量，制定更正確的決策。 

 

                                                 
3 swing 加權法（swing weighting）：一開始將所有屬性設定都是在最差的情況下，首先要求

決策者選擇一項他/她最想要改善到最好情況的屬性，給予 100 分並以此作為比較基準；

第二步要求決策者再選擇第二想要改變的一項屬性，由最差改變至最好情況，並分派少

於 100 分的分數給此項屬性，最終再將所有屬性的分數經由標準化後加總為 1，得到屬性

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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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uber (1974) 

【研究主題】 

針對應用於田野實證的多重屬性效用理論文獻進行整理，做一概觀性探討。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研究結論】 

（1）累加型模式公式如下： 

∑
=

=
N

n
nn xfbU

1

)( …………………………………………………. (2-9 式) 

（2）倍數型模式可分為連接型（conjunctive）及分離型（disjunctive）。 

連接型（conjunctive）之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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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第 i 屬性的價值衡量值 
ci：經由複迴歸導出的參數 

而分離型（disjunctive）模式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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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第 i 屬性的價值衡量值 
ci：經由複迴歸導出的參數 

研究者自文獻整理中，發現分離型模式之預測正確性低於累加型及連接型模

式。並指出累加型模式是較為直接、便於使用、可以經由當事人解釋且其邏輯性

易被當事人接受的方法，且其預測正確性並不比倍數型模式為低。 

最後，介紹其中一項參數預測的方法：二階段排序方法（two-stage rating 
approach），第 2-9 式之 f(x)係指 u(xnq)，是受試者對於第 n 項屬性之第 q 種水準

的效用函數；而 bn 則是受試者對於第 n 項屬性之相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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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研究之啟示】 

多重屬性價值理論之整合模式有許多種，依該篇研究結論所言，累加型模式

其預測正確性與倍數型模式相去不遠，然而更具有便利性及易於解釋。故本研究

採行累加型模式為各別要素價值之整合函數。 

 

二、聯合價值層級觀念之相關文獻  

1、Pike, Fernström, and Roos (2005) 

【研究主題】 

以資源基礎理論及智慧資本的歷史背景作為開始，探討智慧資本之衡量，說

明 ICS Ltd 如何發展其運用的智慧資本方法。 

【研究方法】 

經由敘述性研究整理相關之資源基礎理論、價值理論、衡量理論及多重屬性

價值理論，最後再以單一個案闡述。 

【研究結論】 

聯合價值層級其理論係建立在價值理論、衡量理論及多屬性價值理論的基礎

上，發展出一套建立公司智慧資本模式的實證系統，並以數量化的同型系統來計

算價值，幫助管理者制定決策，並可以更直接的衡量智慧資本之價值，有助於決

策制定及智慧資本評估。 

多重屬性價值理論常是用來解決多重屬性決策制定問題（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problem）的理論。聯合價值層級則利用成對比較推導出屬性的

相對重要性權重，再與價值結合。 

在實務上應用衡量理論時，則是經過兩階段的程序，呈現被衡量之標的及衡

量系統：第一，經驗關聯系統（empirical relation system）定義出不同屬性之間的

關係；第二，建立同形數學關聯系統（isomorphic numerical relation system），呈

現屬性衡量指標價值及這些價值之間的關係。在此架構中，必須符合下列兩項要

求：（1）每一層級中的屬性意義之總合可以完整地描述上一層級之定義且確保沒

有遺漏任何重要的屬性，代表「完整性（completeness）」；（2）在每一層級中，

單一屬性的意義與同一層級中其他屬性的意義是不相同的，避免重覆計算，代表

「獨特性（distinc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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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屬性在實務中是難以取得的，為此需要使用代理變數。而代理變數

需要符合以下原則： 

（1）代理變數是一致性的（agreeable），不會因為採用代理變數而改變上一

層級的屬性意義。這代表衡量系統真實地反映了要被衡量事物的涵義。 
（2）可通約性（commensurability），確保資料是比率尺度，且位於 0 至 1

之間，代表不會因資料不充足而導致結果或後續的統計流程中任何事

物失效。 

ICS 採用兩種衡量方法：一種是屬於直接智慧資本方法（Direct Intellectual 
Capital Methods, DICM）的指標系統，另一種則是 CVH 系統，該套系統符合衡

量理論，用來衡量無形資源的價值貢獻，在策略上具備了預測能力。由於 CVH
符合可靠性及可重覆性之要求，CVH 也是一項報導無形資源可行的方法，可以

提供標準化的資訊。【表 2-10】比較了應用 CVH 之能做到及不能做到的事項： 

表 2-10：Pike et al. (2005) CVH 能做到及不能做到的事項之比較 
能做 
What it can do 

 提供詳細且正確的公司價值之評估 
 提供許多利害關係人之觀點 
 與其他模式結合 
 用於揭露之目的 
 適用於公司/產業之整體或部份 
 衡量公司以外之事物 

不能做 
What it cannot do 

 無法輕易的延伸，故無法評估未經計畫及急切的選擇組

合。 
資料來源：截取自 Pike, S., L. Fernström, and G. Roos. 2005. Intellectual capital 

management approach in ICS Ltd.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6 
(October): 505.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參考 Pike et al.(2005)所提出的 CVH 系統，探討醫療產業之創新性

智慧資本架構及價值評估，提供管理者在進行智慧資本管理有更可靠的根據。 

 

2、Roos, Pike, and Fernström(2005) 

【研究主題】 

探討智慧資本理論，包含其定義、分類、管理工具、衡量系統、揭露及其他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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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及個案研究。 

【研究結論】 

該書提及 CVH 價值衡量之效益，包含以下： 

單就價值結果本身，管理者或其他相關人士可針對標的進行價值分析，標的

可包含產品、服務、品牌、企業內部主要功能（如：人力資源部門、IT 等）、企

業、企業某一部份或特殊標的進行價值分析。若價值結果與財務結果相結合，則

可用來評估潛在產品、服務、基礎建設投資案、流程或服務投資案之價值，更能

進行標竿比較、成本與效益分析，甚至可以向市場及企業外部揭露，促進資訊透

明化。 

若獲得跨期間之價值結果，有助於監督管理提案進度。若此跨期間價值結果

與財務結果結合，則能估計生命周期之價值，幫助管理者評估長期之策略決策。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運用 CVH 為個案醫院進行創新性智慧資本價值評估，可進行創新價

值分析，協助創新策略發展，需求掌握及系統評估，提升管理效能。 

 

3、M’Pherson and Pike (2001) 

【研究主題】 

探討應如何衡量企業之價值，尤其是無形資產所貢獻的部份。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及個案研究。 

【研究結論】 

價值衡量必須符合下列要求：（1）符合衡量理論中的完整性及獨特性；（2）
價值的分支彼此之間是獨立的，意指某一價值的變動不會影響其他任何價值的意

涵；（3）經過標準化的過程，達到價值衡量尺度的可通約性。min p 至 max p 是

單一變數的合理範圍，p 經標準化後的約當價值 n 為： 

 n=(p-min p)÷(max p－min p)， 10 ≤≤ n ....................(2-8) 

價值衡量標的若為一家企業體時，可以分為財務構面及無形資產構面加以衡

量，如【圖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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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M’Pherson and Pike (2001)價值衡量系統 
資料來源：M'Pherson, P., and S. Pike. 2001. Accouting, empirical measurement and 

intelllectual capital.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 (August): 249.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參考其價值衡量系統中針對無形資產構面所運用的衡量方式，並以提

出之相關理論為基礎。 

 

三、聯合價值層級應用之相關文獻 

1、Pike, Fernström, and Roos(2005) 

【研究主題】 

探討智慧資本之衡量並加以運用。 

【研究方法】 

以某一速食公司為個案進行研究。 

   

財務構面 無形資產構面 
V 合併無形資產價值

＄F 
現金流量

或淨現值

合併財務

價值 

財務績效向量

P(M) 

會計系統 
加總合併 

合併標準 
內在 
價值 

運用 
價值 

外在 
價值 

   G1 G2 G3 

聯合

標準 
聯合

標準 
聯合

標準 

標準化

非財務績效向量 P(NM) 

V1 V2 V3

衡量 
要求 

 

定義層級 
 標的 

衡量

屬性 

背景 
利害關

係人 

標的 

系統 

原始衡量(Primary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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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論】 

以衡量理論、價值理論及多重屬性價值理論為基礎，經由以下兩項步驟，建

立個案速食公司其 CVH 衡量架構：  

（1）經驗關聯系統（empirical relation system）定義出不同屬性之間的關係。 

（2）建立同形數學關聯系統（isomorphic numerical relation system），呈現屬

性衡量指標價值及這些價值之間的關係。 

最後，個案公司以 CVH 之結果來比較三種維持公司現有地位的可能策略及

不做任何策略之間的差異。CVH 可區別不同策略意見，並且以有意義的價值計

算數字呈現其結果。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參考 Pike et al.(2005)所提出的 CVH 系統，探討醫療產業之創新性

智慧資本架構及價值評估，有助於個案醫院管理者進行決策制定及智慧資本評

估。 

 

2、Roos, Pike, and Fernström(2005) 

【研究主題】 

以澳洲醫療產業的第三部門組織為個案，探討 CVH 衡量系統之應用，了解

該組織提供給使用者之價值及其研究能力之價值為何。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 

【研究結論】 

與 12 個利害關係人團體討論提供服務的重要因素為何，尋找將該組織之整

體清楚呈現的所有可能屬性，總計有 96 項。然而為避免重覆，經由審慎的選擇

後，留有 21 項屬性，接著透過訪談利用 Saaty 提出的成對比較方法蒐集所有利

害關係人對於此架構的權重取捨，另也可以利用問卷蒐集相關資訊。最後再利用

CVH 系統的資訊進行敏感性分析。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是利用問卷蒐集個案醫院管理階層對於創新性智慧資本構面及衡量

指標的權重，而 CVH 是以 Saaty 提出之成對比較方法進行權重之決定，故本研

究回收問卷後，必須進行一致性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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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進行文獻探討的範圍是與聯合價值層級相關之文獻，包括了聯合價值層

級之理論（衡量理論、多重屬性價值/效用理論）、其架構之觀念、相關應用之文

獻。內容包括了建立衡量系統時應符合之標準、步驟及方法，應用聯合價值層級

之效益，應用多屬性價值/效用理論之效益。其文獻探討彙整結果如【表 2-11】、
【表 2-12】及【表 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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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聯合價值層級基礎理論之相關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Duarte and 
Reis (2006) 

探討選擇融資計

畫的組合評估系

統之發展流程。 
 

個案研究 
 

建構評估系統第一步是問題建構，包含辨

認目標、屬性、衡量尺度及推導出代表偏

好關係的單一屬性價值函數。再進一步將

單一屬性價值函數整合為整體多重屬性

價值函數。 
發展之系統可用以衡量地區發展目標計

畫的合適性。 

本研究利用多重屬性價值理論建立一套

衡量績效之系統，可適切地用來評估企業

智慧資本之價值；本研究亦採行累加型模

式，將單一屬性價值函數整合為整體多重

屬性價值函數。 

Eldieb, 
Marzouk, and 
Elsaid (2005)
 

設計一套多重屬

性效用模型，量化

輸送管線專案進

度及成本超限的

決定因素。 

以假定的範

例為個案，

並經由問卷

調查完成研

究。 

以層級化方式建構屬性之架構，並利用層

級分析法推導出屬性之相對重要性。 
本研究同樣利用兩兩成對比較之方式推

導屬性的相對重要性權重，其研究架構及

方法可供本研究參考，確定權重之後必須

經過一致性檢定，始能確定有效樣本。惟

本研究不採用簡單迴歸式做為屬性之價

值函數。 
Collins, 
Rossetti, 
Nachtmann, 
and Oldham 
(2005) 
 

探討在進行標竿

缺口分析時，多重

屬性效用理論之

應用，並與傳統標

竿比較法進行比

較。 

以公部門的

14 個產業

倉庫標竿個

案進行研

究。 

應用多重屬性效用理論之分析性程序提

供一套穩健的數學模型，將原先不同尺度

的指標整合為同樣尺度可以直接進行比

較，在跨組織之間考量所有重要指標進行

比較，可用來決定整體最佳表現實務的個

體。 

該篇研究敘明採用累加型效用理論之理

由，同樣為本研究採用。多重屬性效用理

論是一套相當簡單又實用的工具，個案醫

院內部未來可以針對性質相同的部門進

行標竿分析。欲對醫院產業進行標竿分

析，決定標竿醫院亦可應用多重屬性效用

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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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續)：聯合價值層級基礎理論之相關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Pike and 
Roos (2004) 
 

探討衡量無形資

源必須遵守的要

求，並以這些標準

檢視當前智慧資

本衡量方式。 

敘述性研究

 
企業衡量機制必須加以符合之情況，才能

適切的衡量企業的績效：（1）完整性、（2）
獨特性、（3）獨立性、（4）一致性、（5）
可通約性。 

Pike and Roos (2004)提出進行衡量時必

須符合之要求，是進行本研究時應注意的

事項，該篇論文是本研究理論基礎之一。 
 

Youngblood 
and Collins 
(2003) 
 

探討一套評估平

衡計分卡績效指

標權重的量化工

具。 
 

以大型運輸

設備網絡之

組織為個案

進行研究。

建立此量化工具之步驟如下：（1）從使

命、願景及策略出發建立平衡計分卡、（2）
量化衡量指標、（3）建立模型、（4）評估

模型。 

運用多重屬性價值理論可以提供一套工

具，使管理者更清楚各指標之相對重要

性，了解如何進行資源配置。本研究以同

樣的觀點出發為個案醫院評估創新性智

慧資本之價值。未來個案醫院採行 CVH
可以隨著策略或願景之改變調整效用函

數，將不同情況下的效用函數合併為一套

績效衡量系統。當院方完成設定之目標

時，可將目標不斷提升以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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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續)：聯合價值層級基礎理論之相關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Kim, Kwak, 
and Yoo  
(1998) 

應用多重屬性效

用理論，在環保計

畫早期針對環境

影響重要性進行

價值分析。 

以韓國電力

公用事業為

個案進行研

究。 
 

在環境保護計畫主要決策制定時，應用多

重屬性效用理論進行價值判斷能提供有

用的見解。除此之外，無須要求決策者對

於整體進行評價；在變動環境下具有彈

性。 

如該篇結論所述，本研究針對與個案醫院

高階主管進行訪談，請高階主管針對各指

標進行價值判斷即可，無須要求管理者針

對整體進行評估價值。 

Huber (1974)
 

針對應用於田野

實證多屬性效用

理論文獻進行整

理，做一概觀性探

討。 

敘述性研究 研究者指出累加型模式是較為直接、便於

使用、可以經由當事人解釋且其邏輯性易

被當事人接受的方法，且其預測正確性並

不比倍數型模式為低。 

多重屬性價值理論之整合模式有許多

種，依該篇研究結論所言，累加型模式其

預測正確性與倍數型模式相去不遠，然而

更具有便利性及易於解釋。故本研究採行

累加型模式為各別要素價值之整合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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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聯合價值層級觀念之相關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Pike, 
Fernström, 
and Roos 
(2005) 

探討智慧資本衡

量，說明 ICS Ltd
如何從學術理論

發展其運用的智

慧資本方法。 

敘述性研究

及個案研究

聯合價值層級其理論係建立在價值理

論、衡量理論及多重屬性價值理論的基礎

上，發展出一套建立智慧資本模式的實證

系統，並以數量化的同型系統來計算價

值。CVH 有助於決策制定及智慧資本評

價。 

本研究參考 Pike et al.(2005)所提出的

CVH 系統，探討醫療產業之創新性智慧

資本架構及價值評估，提供管理者在進行

智慧資本管理有更可靠的根據。 

Roos, Pike, 
and 
Fernström 
(2005) 
 

探討智慧資本理

論，包含其定義、

分類、管理工具、

衡量系統、揭露及

其他相關議題。 

敘述性研究

及個案研究

CVH 之效益為管理者或其他相關人士可

針對標的進行價值分析。若價值結果與財

務結果相結合，則可用來評估潛在產品、

服務、基礎建設投資案、流程或服務投資

案之價值，更能進行標竿比較、成本與效

益分析，甚至可以向市場及企業外部揭

露，促進資訊透明化。亦有助於監督管理

提案進度、幫助管理者評估長期之策略決

策。 

本研究運用 CVH 為個案醫院進行創新性

智慧資本價值評估，可進行創新價值分

析，協助創新策略發展，需求掌握及系統

評估，提升管理效能。 
 

M’Pherson 
and Pike 
(2001) 
 

探討應如何衡量

企業之價值，尤其

是無形資產所貢

獻的部份。 

敘述性研究

及個案研究

 

價值衡量標的若為一家企業體時，可以分

為財務構面及無形資產構面加以衡量 
本研究參考其價值衡量系統中針對無形

資產構面所運用的衡量方式，並以提出之

相關理論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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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聯合價值層級應用之相關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對本研究之啟示 
Pike, 
Fernström, 
and Roos 
(2005) 

探討智慧資本之

衡量並加以運用。

 

以某一速食

公司為個案

進行研究。

 

以衡量理論、價值理論及多重屬性價值理

論為基礎，經由以下兩項步驟，建立個案

速食公司其 CVH 衡量架構：（1）經驗關

聯系統定義出不同屬性之間的關係。（2）
建立同形數學關聯系統，呈現屬性衡量指

標價值及這些價值之間的關係。 
最後，個案公司以 CVH 之結果來比較三

種維持公司現有地位的可能策略及不做

任何策略之間的差異。CVH 可區別不同

策略意見，並且以有意義的價值計算數字

呈現其結果。 

本研究參考 Pike et al. (2005)所提出的

CVH 系統，探討醫療產業之創新性智慧

資本架構及價值評估，有助於個案醫院管

理者進行決策制定及智慧資本評估。 
 

Roos, Pike, 
and 
Fernström 
(2005) 
 

以澳洲醫療產業

的第三部門組織

為個案，探討

CVH 衡量系統之

應用，了解該組織

貢獻給使用者之

價值及研究能力

之價值為何。 
 

個案研究 
 

與 12 個利害關係人團體討論提供服務的

重要因素為何，尋找將該組織之整體清楚

呈現的所有可能屬性，總計有 96 項。然

而必定有部份是重覆的，故經由審慎的選

擇後，留有 21 項屬性，接著透過訪談利

用 Saaty 提出的成對比較方法蒐集所有利

害關係人對於此架構的權重取捨，最後再

利用 CVH 系統的資訊進行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是利用問卷蒐集個案醫院管理階

層對於創新性智慧資本構面及衡量指標

的權重，而 CVH 是以 Saaty 提出之成對

比較方法進行權重之決定，故本研究回收

問卷後，必須進行一致性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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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延伸 

一、本研究擬採用過去研究者 

（一）研究主題 

李自平（2001）探討台灣醫療產業智慧資本之衡量，並以 AHP 法分析智慧

資本的相對權重。國內闕河楠（1994）針對國內服務業進行關鍵成功因素之探

討，國外學者 Fleuren et al.(2004)曾探討醫療產業引進創新的決定因素。Chen et 
al. (2004) 指出創新資本應處於智慧資本之中樞位置。 

本研究延續上述相關研究，以醫院為研究對象，確立影響醫療產業創新之

智慧資本組成要素之相對權重，作為本研究之研究主題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應用 Pike et al. (2005)所提出的聯合價值層級，用以評估個案醫院創

新性智慧資本之價值。M’Pherson and Pike (2001) 以比例插補法的方式進行價

值標準化。Duarte and Reis (2006) 以累加型模式將單一價值函數整合為整體多

重屬性價值函數。 

本研究沿用上述研究方法，採比例插補法為單一價值函數，再運用累加型

模式將單一價值函數整合為整體多重屬性價值函數，以計算個案醫院創新性智

慧資本之價值。 

二、本研究擬補充或修改過去者 

（一）研究主題 

國內闕河楠（1994）及國外學者 Fleuren et al. (2004) 均針對創新關鍵成功

因素進行研究，卻沒有進一步針對重要性做探討。李自平（2001）雖以 AHP
法決定智慧資本之權重，但並無價值之觀念。 

本研究針對國內個案醫院進行創新性智慧資本進行指標的權重確立，更進

一步評估各指標及創新性智慧資本整體之價值，此為本研究與過去最大不同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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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本研究之研究延伸 
 擬採用過去研究者 擬補充或修改過去者 
研究主題 李自平（2001）探討台灣醫療產

業智慧資本之衡量，並以 AHP 法

分析智慧資本的相對權重。國內

闕河楠（1994）針對國內服務業

進行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國外

學者 Fleuren et al.(2004)曾探討醫

療產業引進創新的決定因素。

Chen et al. (2004) 提出創新資本

應處於智慧資本之中樞位置。 
本研究延續上述相關研究，以醫

院為研究對象，確立影響醫療產

業創新之智慧資本組成要素的相

對權重，作為本研究之研究主題

一。 

國內闕河楠（1994）及國外學者

Fleuren et al. (2004) 均針對創新

關鍵成功因素進行研究，卻沒有

進一步針對重要性做探討。李自

平（2001）雖以 AHP 法決定智慧

資本之權重，但並無價值之觀

念。 
本研究針對國內個案醫院進行創

新性智慧資本進行指標的權重確

立，更進一步評估各指標及創新

性智慧資本整體之價值，此為本

研究與過去最大不同之處。 
 

研究方法 
 

本研究應用 Roos et al. (2005)所
提出的聯合價值層級，用以評估

個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之價

值。M’Pherson and Pike (2001) 以
比例插補法的方式進行價值標準

化。Duarte and Reis (2006) 以累

加型模式將單一價值函數整合為

整體多重屬性價值函數。 
本研究沿用上述研究方法，採用

比例插補法為單一價值函數，再

運用累加型模式將單一價值函數

整合為整體多重屬性價值函數，

以計算個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

之價值，作為本研究之研究主題

二。 
 

過去研究者在設立權重時，常運

用 swing 加權法(如 kim et al. 
1998)或層級分析法(如 Eldieb et 
al. 2005; Youngblood and Collins 
2003)，AHP 法的套裝軟體為

Expert Choice，有樣本數上的限

制，必須建立完整的架構檔才能

加以分析，本研究採行的是聯合

價值層級，此法優於 AHP 法之處

為不受限於樣本數，且無須事先

建立架構檔，即可進行分析。 
Eldieb et al. (2005)採行簡單迴歸

法發展屬性效用函數，然而簡單

迴歸法可能致使效用結果不介於

0 到 1 之間，本研究採行比例插

補法。Youngblood and Collins 
(2003)建立效用函數時，區分為

三種情況，分別為最小值為最佳

情況、最大值為最佳情況及最佳

情況介於最小值及最大值之間，

本研究為簡化情況，並無採用最

後一種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