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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過去在研究智慧資本對於未來公司績效之跨期影響上存在潛在之遺漏變數

問題，例如 Chen et al. (2005)，故本研究旨在改良先前研究之缺失，以檢視

智慧資本是否對於未來公司績效具有跨期之遞延效果。本研究採用



Pulic(2000)之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做為智慧資本之代理變數，並以市值

淨值比衡量企業績效。本研究對象為台灣上市櫃公司，研究期間為 1996

年至 2005 年。 本研究實證結果如下：多期迴歸模型之智慧資本變數係數

均較單期迴歸模型為少，但其模式解釋力均較單期間迴歸結果為大。亦即

在多期智慧資本迴歸模型，能摒除單期間變數因遺漏變數所造成的影響，

可使得智慧資本對於公司績效之跨期影響之衡量更為精確。再者在影響期

數研究方面，實證研究發現，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有四期為正顯著，而

拆解智慧資本附加價值係數後之組成項目，其中以資本資產附加價值係數

之跨期貢獻為五期最長，其次是人力資本附加價值係數之跨期貢獻為兩

期。可知智慧資本之貢獻主要來自於資本資產，其次為人力資本。在拆解

智慧資本變數後之模式解釋力較單一智慧資本模式之模式解釋力提升。在

加入研發支出及廣告費變數後之敏感性測試、以 ROA、ROE 為績效指標

之敏感性測試中，均獲得相同的結果。  

摘要

(英) 

The prior studies focused on the intertemporal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such as Chen et al. (2004), have ommited related variable 

problem in their empirical model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ure this problem 

and measure more precisely the intertemporal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Pulic’s Value Added Intellectual 

Coefficient (hereafter, VAIC), proposed by Pulic (2000), to proxy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uses market to book ratio(hereafter, M/B) to measure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catch these intertemporal effects, this study uses multi-lag 

regression models. The sample is composed of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including TSE companies and OTC companies, during 1996 to 2005.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efficient on VAIC variable in the multi-lag 

regression model is less the same coefficient in the concurrent model, but the 

explanation power of the multi-lag regression mode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current model. This means that the coefficient on VAIC variable in the 

concurrent model overestimates th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e coefficient on VAIC variable in the multi-lag regression model 

can measures this effect more precisely. The multi-lag regression model can avoid 

the omitted variable problem encountered in the concurrent model. 2. After 

decomposing VAIC into Value Added Capital Coefficient (VACA), Human Capital 

Coefficient (VAHU), and Structural Capital Coefficient (STVA),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intertemporal effects of VACA and VAHU on M/B lasts five years 

and two years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comes mainly from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is 

the second important factor. Also, the explanation power of three-capital model is 

higher than VAIC model. 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in adding R & D expenditures, 

advertising variables tests and replacing M/B by ROA, ROE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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