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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智慧資本是否會影響市價淨值間的差異，並了解智慧資本

與當期及次期傳統績效指標間的關係。採用的傳統績效指標包含：淨值報

酬率、資產報酬率、營收成長率及每一員工純益額。本研究採用



Pulic(2000)對智慧資本的評價方法─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法，作為智慧

資本的代理變數。並將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拆解為資本資產附加價值係

數、人力資本附加價值係數及結構資本附加價值係數，以期了解何項智慧

資本對市價淨值差異及傳統績效指標的影響較為重大。此外，更在模型中

納入研發支出密集度及廣告支出密集度，以測試結構資本附加價值係數是

否已捕捉到企業的結構資本。樣本選取民國 81 年至民國 91 年之台灣上市

公司。研究方法採用皮爾森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

示：以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來衡量的智慧資本與市價淨值比有顯著的正

向關係，亦與當期及次期的傳統績效指標成正相關。而將智慧資本附加價

值係數拆解後的模型，對企業市價淨值比及傳統績效指標的解釋能力亦大

幅度的提高。再納入可以捕捉結構資本的研發支出密集度及廣告支出密集

度後，模型的解釋能力更強，顯示仍有其他結構資本並未被結構資本附加

價值係數捕捉到。此外，其與次期傳統績效指標間成正相關，更可使市場

投資人利用此智慧資本衡量的模式，來預測企業的下期績效。最後，在區

分產業的情形下，不同的智慧資本類別對市價淨值差異的解釋能力是不一

樣的，表示智慧資本有產業上的差異。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ntellectual capital has a role in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rket value and book value of firms, measured 

by the market-to-book ratios, an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current and next period’s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clude return on equity, return on assets, sales 

growth rate, and employees’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adopts Pulic’s Value 

Added Intellectual Coefficient (VAIC) as the proxy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We 

further decompose VAIC into Value Added Capital Coefficient (VACA), Human 

Capital Coefficient (VAHU), and Structural Capital Coefficient (STVA)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VAIC in explaining M/B ratio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urthermore, we expand the model to include 

R&D and Advertisement Expenditures to examine whether Structural Capital 

Coefficient can be complete measure of a firm''s structural capital.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consists of firms listed i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from 1992 through 

2002.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overall, VAIC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M/B ratios and current and next period’s financial performances. The model 

using the three VAIC components has greater explanatory power. Further, we also 

find including R&D and Advertisement Expenditures variables in the empirical 

model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the model’s explanatory pow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STVA is not a complete measure of a firm’s structural capital, and that R&D 

and Advertisement Expenditures catch addi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us 

increase the explanatory power. Intellectu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lagged 

traditional performances; therefore, investors can use this method to measure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order to forecast futur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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