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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全球產業激烈的競爭，台灣應以發展為「高附加價值製造中心」為

未來目標，而高附加價值產業之核心競爭力來源在於創新研發能力，故

政府施政方向應以提昇民間研發活動為目標。 由於國內現行財會準則對

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均應作當期費用，不得資本化。故本研究仿

Lev and Souginnis（1996）係數攤銷法對研究發展支出予以資本化。而實

證結果發現研究發展支出對調整後營業利益的遞延效益為 2 至 5 年，當

期投入一元研究發展支出會在未來二至五年賺取 1.1243 元的營業利益。

依照成本與效益配合原則之精神，研究發展資本的攤銷年限為 2 至 5

年，其攤銷率依序為 16.02％、29.28％、31.63％、23.07％。 本研究欲探



討究竟國內企業投入的研究發展支出是否符合資產定義，而資本市場是

否將研究發展資本納入企業評價之中。實證結果顯示，就全部樣本、塑

膠業、電機業、資訊電子業與其他產業而言，研究發展支出被市場評價

為一項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的資產，而投資人蒐集相關資訊並將其效益反

映於股價中，故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研究發展資本（資本化後的研究

發展支出）能解釋股價與帳面價值之差距。 最後探討研發密度、公司獲

利能力、公司成長性、公司規模、公司風險、員工分紅制度等公司特性

對研究發展資本比率（R&D capital ratio，研究發展資本除以公司權益市

值與帳面價值之差額）的影響。若是投資人將研究發展資本視為一項具

有增加價值之投資，並且將對於研究發展資本之評價反映於公司權益市

值中，則會導致研究發展資本比率偏低。 實證結果如下：研究發展資本

比率與研發密度、公司風險呈顯著正相關；與公司獲利能力、公司成長

性、公司規模、員工分紅制度呈顯著負相關。而各個產業之研究發展資

本比率的驅動因子皆有異。在塑膠業研究發展資本比率受研發密度與員

工分紅制度所驅動；在紡織業研究發展資本比率受研發密度與風險所驅

動；在電機業研究發展資本比率受公司規模所驅動；在資訊電子業研究

發展資本比率受研發密度、獲利能力、公司規模、風險與員工分紅制度

所驅動；在其他產業研究發展資本比率受研發密度、公司規模與風險所

驅動。  

摘要

(英) 

Taiwan’s GAAP mandates the full expensing of R&D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But lots of literatures show that firms’ market valu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R&D outlays. Using Almon lag procedure to estim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earnings and R&D series, this paper finds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to earnings of 

$1 invested in R&D was $1.1243, and these benefits will accrue in the next 2-5 

year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annual amortization rates are 16.02%, 29.28%, 

31.63% and 23.07% respectively. After capitalizing R&D outlays and amortizing 

R&D capital in the next 2-5 years, this paper computes R&D capital ratio as 

unamortized R&D capital divided by the difference of equity market value and 

book valu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different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D intensity, profitability, growth, size, risk, and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D capital ratio. If investors regard R&D capital 

as a value-relevant investment, and will reflect R&D capital to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company’s equity, it will result in lower the R&D capital ratio.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s that R&D intensity and risk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D capital ratio, and profitability, growth, size and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D capital ratio.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R&D capital ratio i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factor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plastic industry, R&D capital ratio is determined by R&D intensity 

and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in textile industry, R&D capital ratio is 

determined by R&D intensity and risk;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R&D 

capital ratio is determined by siz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R&D 

capital ratio is determined by R&D intensity, profitability, growth, size, risk, and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in other industry, R&D capital ratio is determined by 

R&D intensity, size, and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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