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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回顧國內 IC 產業之發展，因採取垂直分工策略，以致廠商更能專精於特

殊領域，再加上目前高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消費大眾對電子產品及資訊產

品之需求與日俱增，因而促使 IC 產業高度成長。由於 IC 設計因不需投入



大量資本，主要依賴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及研發能力，台灣在此領域之表現

更是突出，例如消費電子 IC 設計凌陽科技在 1998 成功地設計出應用在互

動式玩具 Furby 之 MCU、太欣半導體在 1997 年設計電子寵物晶片而在日

本大賣、威盛在晶片組市場一度市佔率直逼國際級大廠 Intel(英特爾)，而

在 CPU 的研發設計突破及低價策略，加上 Intel 在 1999 年的策略疏失，使

得威盛亦於 CPU 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縱上所述，可知 IC 設計業者在其發

展過程中，由於不斷投入技術研發及創新策略之成功，使產品具有高附加

價值。正因產品具有創新，使得消費者往往願意付出產品附加價值部分，

而附加價值部分正是『智慧資本』的一種表現。 本研究將以股價市值與

帳面價值比(即 P/B 比，其中 P 表股價市值、B 則表帳面價值)來衡量一企

業之經營績效。本計劃實際的做法是以 P/B 比為因變數或輸出層變數；而

以財務及智慧資本指標為自變數或輸入層變數，以傳統統計方法、類神經

網路及多元適應性雲形迴歸(Multivariat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s,MARS)

利用財務及智慧資本指標預測 IC 設計產業之 P/B 比。研究結果除可篩選

出 P/B 比之重要財務及智慧資本指標外，更可比較不同工具之預測精準

度。而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智慧資本指標將影響 IC 設計產業競爭力之

可行性及評估建構模式之診斷能力，將以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IC 設計公

司之股票上市、上櫃及未上市、上櫃公司近兩年之資料為分析之對象進行

實證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影響 IC 設計產業價值之智慧資本為碩、博士人

數佔整體員工比率、研發費用佔營業費用比率、研發人員佔整體員工比率

及組織穩定度。研究結果充分顯示 IC 設計產業，不僅是人力、技術密集

產業，也是知識密集產業。整體而言，智慧資本在 IC 設計產業之績效表

現方面扮演舉足輕重之地位。  

摘要

(英) 

Intellectual capital (IC) represents assets which frequently do not appear on the 

balance sheet. Today, to measure the assets of compan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ice that IC’s value and strength tends to vary depending on the goal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other words, including the IC indicators such as human resources, 

customer relationship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ices in valuing a company’s assets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work.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key factors in valuin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companies in Taiwan. We also try to assess how these factors can have a 

measurable impact on firm’s Intellectual Capital value. This study focuses on 

using both financial indices and the IC indicators in forecasting the price to book 

ratio (P/B) using multivariat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s (MARS) and neural 

network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x significant variables including both 

financial related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will have impacts on IC design company’s 

P/B ratio. As to the predictive capability of MARS neural networks, MARS has 

better forecasting capability in terms of the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 

criterion. It therefore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in exercising precise forecasting. And 

in terms of the successful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data, better 

business modeling can be found and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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