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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成功企業智慧資本之探討
在面臨激烈競爭的知識時代，無形的資產成為企業取得競爭優勢並得以生
存的主要利器（Barney, 1986; Grant, 1991; Wernerfelt, 1984）。在市場上生存的企
業經常展現一種現象，即所展現出來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通常是帳面價
值（book value）的三到四倍（Edvinsson &Malone, 1997）
。研究顯示，原來企業
內部許多看不見、無形的資產沒有被評估，或者被低估了，但是他們卻為公司創
造許多價值。因此，無形資產對公司產生的價值已經成為學術界與企業界近來熱
烈討論的焦點。Galbraith 在 1969 年首先提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概
念，用以解釋公司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間的差異。學者們對於智慧資本的定義
相當多，廣義的來說，即涵蓋了所有可能的無形資產的價值，包括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三
大構面。本研究將智慧資本定義為「組織所擁有的，任何無形卻可以創造組織價
值與財富的知識與能力的存量」。
由於台灣企業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許多開發中國
家的營運經驗足以成為其他國家企業進入該市場的參考，因此，台灣企業在過去
的成功經營模式背後是否有一些值得探討的地方？本研究欲瞭解台灣成功企業
在無形資產的創造與累積是否具有獨特的地方？為了追求永續經營與卓越的績
效，企業仰賴哪些智慧資本的內涵？
本研究希望透過內容分析的方式同時兼顧質化與量化的優點，從過去的客
觀報導文件中抽取出成功企業的智慧資本內涵，並計算出智慧資本各個子構面在
不同企業的報導次數，以提供下一年度進一步的分析。

成功企業研究對象挑選
本研究挑選的成功企業來自以下標準：選擇以公開被認定公司在各方面的
表現足以在該產業成為標竿的廠商為本研究所定義的成功企業。本研究以能夠取
信大眾的專業調查機構「天下雜誌社」所進行評比的企業群為挑選母體。天下雜
誌成立數十年，擁有專業的企管與財金記者與訪問團隊，為國內最具專業性的商
業管理類雜誌之一，同公司的書籍出版事業部亦出版大量的企管書籍，對台灣企
業的經營不僅有許多的記錄，也產生許多重要的影響。自 1994 年起，天下雜誌
即進行多項長期的企業專業調查，其中之一為「標竿企業調查」，每年以將近十
項綜合指標評比選出前一百家標竿企業，該項研究調查從 1994 年至 2004 年，除
了 1995 年沒有進行以外，該調查已有十年之久。本論文的個案研究對象便從中
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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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先整理過去標竿企業的名單，再依據廠商名單進行文件蒐集工作，
然而由於國內雜誌種類眾多，限於研究時間無法逐一蒐集，故只挑選較具有專業
性的管理類雜誌為研究母體，最後選取管理雜誌、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為文件蒐
集的雜誌對象。蒐集期間自 1994 年至 2003 年底為止共十年，然而，由於若干廠
商在過去受到公開報導的次數明顯偏低，造成文件嚴重不足的問題，因此，最後
本研究僅針對 27 家公司，約 539 份報導文件進行內容分析工作。

個案訪談
首先，本研究先針對數個成功企業進行個案訪談，藉以深入瞭解企業對智
慧資本的看法，以及如何累積智慧資本，提供本研究在建構內容分析架構時的參
考。例如本研究針對食品業的成功企業代表－統一企業進行訪問，得知以下的智
慧資本內涵結果：
範例：統一企業重要智慧資本內涵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社會資本

能力

專業的消費者研究能力
經理人的營運管理能力

承諾

員工的內聚力

文化資本

整體作戰文化
授權文化

流程資本

內部創意發展流程

顧客資本

市場行銷能力
市場高度佔有率

關係資本

上下游廠商緊密的合作關係

經由數個訪問之後，可以進一步確認智慧資本可以包含人力資本、結構資
本與社會資本三大部分，本研究並細部將三個資本所含括的內涵彙整成建構類目
表，以供內容分析之用。

內容分析
首先，本研究先整理出建構類目、構念操作性定義，以及整理出若干語幹
如下表所示：

人力資本

資本
構面

類目

能力

操作性定義

語幹範例

組織內的人力資源擁有 充沛的人力資源、了解市場消費者需求的能
可為組織產生經濟價值 力、碩博士級的研究員、員工多職能、高階
的知識、能力、技巧等 主管幾乎都是基層爬上來的優秀幹部
相關職能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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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對於某一特定組織
的認同及投入之態度。
能夠有效果以及最有效
率地創造出為顧客創造
優越價值，並且進而為
文化資本
企業創造持續優越績效
的員工必要行為的一種
價值觀驅動氛圍。
如工作過程、作業程
序、特殊方法或製程
流程資本
等，能使公司功能運作
更有效率的措施。
資訊科技的基礎建設、
資訊科技資 和資訊科技的管理能
本
力、應用能力與開發能
力。
能持續創造企業價值的
顧客資本 顧客關係。
承諾

結構資本
社會資本

關係資本

內部向心力很強、員工待在公司很有成就
感、員工流動很低
充分授權、正派經營的文化、苦幹實幹的企
業文化、全員參與凝聚共識、同時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的策略計畫活動、員工對開發產品
有主導性、注重團隊合諧公平

用制度來管理不是人治、特殊的產品開發流
程、重視成本、事業部主管可以握有可彈性
運用的資金、彈性的工作小組、生產線產能
維持最大
很早就全面 e 化、整合生產業務及財務功能
的系統、高度自動化

三十幾年老品牌、商譽、獲得消費者真正的
喜愛、攫取顧客的心、年銷售五億的品牌有
二十個、和消費者距離拉近
泛指組織與顧客以外的 很強的金通路、多元化的通路、關係企業提
利害關係人間可轉換為 供消費者情報、公司和其他關係企業股東與
公司價值的關係。
客戶是多重關係的互疊

此外，透過文獻探討與深度訪談，本研究亦整理出影響智慧資本累積的因
素，包括高績效人力資源管理實務、高階團隊轉換型領導風格，以及組織創新等
構念。
構念
操作性定義
語幹
高績效人力 能夠激發員工工作能力 相當重視教育訓練、每年花費千萬當作訓練費
資源管理實 與意願，為企業帶來效益 用、績效考評的方式是採用團隊績效、做得好獎
務
的管理實務作法
金都會捨得發、

高階團隊轉 領導者善用權力與情境 很有自信、傾聽署的意見、會重視員工的需求、
換型領導風 等有利因素，以激發員工 關懷的層面極廣、鼓勵員工展現創意、授權程度
格
求新求變為組織付出的 很高、很信任部署
意願與能力

3

組織創新

組織在新產品、新服務、運用策略上的創新能力將劣勢轉為優勢、在服務
新技術、或是新的管理實 創新上一直創造客戶的需求、十五年來每天小小
務上，採用一個新的概念 的改善、創新的關鍵在於不斷的改善、推出突破
或行為來改善企業的現 性服務、從製造業轉為服務導向、為適應服務業
況
文化破紀錄一次升了八個副總、流通部門竟也開
始代理進口商品、營運計劃的時程改變、策略規
劃的進行方式調整、經過許多嘗試和失敗、從行
銷通路的改變到管理模式的更新

本研究經由兩位對智慧資本文獻具有一定程度瞭解的博士研究生進行文件
編碼工作。本研究之文件分析以語幹為分析單位，語幹是指有關某一主題的一個
主張，本研究所進行編碼的語幹如上述表中之範例所示。本研究將編碼所得之次
數加以累計作為第二年度計畫進一步分析使用。

附錄：編碼表
編碼員：
公司名稱：
年
來源

1994

文件編號：
1995

1996

天下雜 管理雜 遠見雜
誌

誌

誌

文件字數：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

---

---

---

---

---

---

---

智慧資本的創造與累

智慧資本的存量
人力資本
類目

能力

承諾

結構資本

積
社會資本

智財資 文化資 流程資 資訊科 顧客資 關係資
本

本

本

技資本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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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本

組織創
新

TMT 高涉入
特徵與 HR 實
領導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