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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越趨嚴峻的全球化競爭趨勢，企業必須能
夠快速地回應各種客戶需求。為使企業加速提供敏
捷、可重複使用並可延伸的解決方案能力，對於既
有智慧資產持續性的累積與管理運用，需要建立一
套有效的智產管理機制。所謂智產，便是企業發展
過程中所累積的智慧資產，包含發展領域解決方案
過程中，集合智慧結晶所產生之工作產品，有效支
援企業內部各種智慧資產的再利用，方能達到智產
利用最佳化同時達到成本效益的最大化。
現行的智產描述資訊模型有兩個主要的問
題，一是以單一描述框架來敘述不同類型的智產，
無法擷取各個智產所獨有的特徵資訊；另一是現行
的智產也缺乏描繪智產間關連的能力，無法支援貫
通不同抽象層次的統合智產管理，使智產的再利用
流於單一化，形成敏捷開發過程的瓶頸。因此，本
論 文 擬 以 研 發 智 產 資 訊 模 型 (Smart Asset
Information Model)，以(一) 共通智產資訊模型
(Common Asset Information Model)描述智產一般
特 徵 ； ( 二 ) 特 定 智 產 資 訊 模 型 (Specific Asset
Information Model)描述智產專有特性；(三) 關連
資訊模型(Asset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Model)描
述智產間關連為設計概念進行研發；透過此設計概
念將可使智產具有統一描述的互通特性，藉此描述
智產規格及智產間關連性的描述資料模型，增加智
產累積並提升智產再利用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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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面對越趨嚴峻的全球化競爭趨勢，企業必須
能夠快速地回應各種客戶需求，使企業加速提供敏
捷、可重複使用，並可延伸的解決方案能力。如此，
對於企業既有智慧資產持續性的累積與管理運
用，必須建立一套有效的智產管理機制，方能達到
企業智產利用最佳化同時達到成本效益的最大化
的目的。
所謂智產，便是企業發展過程中所累積的智
慧資產，包含發展領域解決方案過程中，集合智慧
結晶所產生之工作產品，如企業所擬定的目標
(business goal)、關鍵績效指標(KPI)、依據企業所
制定的商業流程(business process)、商業規則，到
企業利用 IT 技術發展系統的相關產物，如系統架
構、服務、元件、程式碼等，都是成就完成企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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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所需之智產。以往，在智產描述資訊模型有
兩個主要的問題，一是以單一描述框架來敘述不同
類型的智產，無法擷取各個智產所獨有的特徵資
訊；另一是現行的智產也缺乏描繪智產間關連的能
力，無法支援貫通不同抽象層次的統合智產管理，
使智產的再利用流於單一化，導致敏捷開發過程的
瓶頸。
因此，本論文提出對智慧資產管理之資訊模
型，期以具關連性之智產描述設計，有效累積智產
及再利用，達到企業加速提供敏捷、可重複使用並
可延伸的解決方案能力之目的。
二、 相關文獻探討
現行智產再利用的研究應用，大致集中幾個
方面：以半自動或自動的方式進行智產訊息提取
[1][2][3]；每回新增資產時，藉由填寫的內容審查
過程中去擷取智產的相關資訊 [4]；或透過特定領
域的分類方式，針對主題的性質來查找，以使搜尋
智產的過程可以更加迅速、有效率 [5][6]；這些研
究多著重於單一領域的智產萃取，找尋已建立完成
之策略、文件、軟體組件等。然而，若企業欲將既
有之智產重複使用，上述的智產再利用方法因只偏
重於單一領域的智產萃取，需要倚賴人工方式來判
斷有關策略、文件、軟體組件這些既有智產彼此之
間是否有關連性，這樣的做法既耗費人力及時間，
而且亦有可能因為人為的疏忽而誤判，甚至因智產
間有過多的關連性需決定，因而草率做出關連，那
麼智產間的相關性便無法準確地被標註出來。因
此，一個貫通各智產間關連的資訊模型設計，並可
有效地將多重項目的智產組合，以便同時支援企業
目標、商業流程、規則、系統架構、服務、元件等
解決方案項目單獨或組合成為可重複使用的智慧
資產就更顯重要。
三、 智產資訊模型設計
企業之智產除了一般常見的 IT 資產，如：程
式碼、函式庫、軟體套件等，也包含了許多領域知
識資產，如：商業流程、規則、事件處理、資訊模
型、商業模型等。除了軟體智產，策略與事業模式
的智產也需要系統性的管理，使企業能更有效地隨
需求應變。單獨的智產往往只能解決部分的問題，
藉由建立智產間的關連將使企業能夠獲得更為全
面的執行方案。
為了支援企業內不同智慧資產的再利用，我

們提出了一個同時支援知識智產與 IT 智產的通用
智產資訊模型：(一) 藉由分析智產共同特徵，進
而設計相對應的共通智產資訊描述模型，該模型擬
定描述資料的規格、限制、資料語意關係；(二) 智
慧系統服務各層次則有特定之層次智產特性，將其
描述設計於特定智產資訊模型中；(三) 再透過建
立智產間的關連性於智產資訊模型設計，包含跨層
次與同層次的關連性描述設計，例如：商業價值模
型可展開至多個商業流程設計，兩者之間需有能被
電腦化處理的關連描述機制，下圖顯示了本論文所
提出的智產資訊模型框架。

之屬性內容，以此設計所需之智產類型；若
企業由策略面、營運面、執行面及實作面區
分為四個層次來描述其智產，則可依序將各
層次中之智產類型定義，說明如下：
(1) 策 略 層 智 產 資 訊 模 型 設 計 (Strategy Layer
Asset Information Model)：依據策略層次的工
作產出，設計產出物特徵描述模型。例如：
商業價值模型產出物除了智產共同特徵描述
外，可進一步敘述商業價值主張、關係利益
者成員、價值衡量指標等資訊。商業模型之
智產包含描述屬性，如：主要活動、主要資
源、合作夥伴網路、價值主張、客戶分群、
行銷管道、客戶關係、成本結構與營收金流
等。績效模型之智產包含描述屬性，如：商
業目標、關鍵績效指標、績效衡量標準等，
如下圖。

圖 1 智產資訊模型框架
以智產資訊模型框架的觀念為基礎進行資訊
模型塑模設計，可將智產區分為智產本體(Asset)，
其資訊模型由共通智產資訊(Common Asset
Info)、特定智產資訊(Specific Asset Info)、所內含
之工作產品(Artifact)，及智產關連性(Relationship)
所組成，如圖 2。

圖 2 智產資訊模型
模型之組成依序說明如下：
(一) 共 通 智 產 資 訊 模 型 (Common Asset
Information Model)：針對智慧資產的共同特
徵，設計相對應的描述模型，該模型需擬定
描述資料的規格、限制、資料語意關係等。
例如：每一智產應僅有一個名稱，但可有一
至多個智產擁有者。此模型將包含下列描述
屬性：智產名稱、版本、所屬社群、智產型
別、簡要說明等。
(二) 特 定 智 產 資 訊 模 型 (Specific Asset
Information Model)：而在特定智產資訊模型的
設計中，則依各領域智產差異而訂定其特定

圖 3 策略層智產資訊模型設計
(2) 營運層智產資訊模型設計：依據營運層次的
工作產出，設計產出物特徵描述模型。例如：
商業流程設計產出物，可另敘述流程元件名
稱及主次流程的互動關係等。商業流程模型
之智產將包含下列描述屬性：流程功能、參
與成員、商業人工產出物、商業事件、商業
活動、流程類型、訊息流、關連類型等。商
業規則模型之智產包含描述屬性，如：規則
種類、牽涉工作、牽涉資訊、牽涉參與成員、
商業決策等。商業事件模型之智產則包含描
述屬性，如：事件規則、事件動作、事件驅
動等，如下圖。

圖 4 營運層智產資訊模型設計
(3) 執行層智產資訊模型設計：依據執行層次的
工作產出，設計產出物特徵描述模型。例如：
資訊服務模型產出物，可另描述資訊服務間
呼叫串連方式等。商業流程執行模型之智產
包含描述屬性，如：夥伴連結、資訊變數、
相關集合、錯誤處理器、事件處理器、活動。
服務模型之智產包含描述屬性，如：介面方
法、介面錯誤、介面輸出入、實體方法、實
體錯誤、實體輸出入、服務終端點，如下圖。

圖 5 執行層智產資訊模型設計
(4) 實作層智產資訊模型設計：依據實作層次的
工作產出，設計產出物特徵描述模型。部署
模型之智產包含描述屬性，如：實體主機、
安裝之軟體、連結介面、應用程式元件等。
函式庫之智產則包含描述屬性，如：函式庫
功能、程式語言、相依函式庫、應用程式介
面、相依作業系統等，如下圖。

圖 6 實作層智產資訊模型設計
(三) 智 產 關 連 資 訊 模 型 設 計 (Asset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Model)：有跨層次與同層次的關連
性描述設計，例如：商業價值模型可展開至
多個商業流程設計，兩者之間需有能被電腦
化處理的關連描述機制。跨層次之關連描述
包含了：部署、實作、執行、包含等，而同
層次之關連描述則有：相依、互斥、包含等。
透過關連性描述之設計，可藉此建立智產之
間的關係，其關係可為一對多、多對多之對

應，當智產庫中各智產間的關係正確建立
後，便可於後續取出運用。
(四) 工作產品(Artifact)：至於工作產品則為智產的
實體呈現，一般以檔案或目錄結合檔案所包
裝之集合代表，另外如 URL 連結等亦可視為
之。
統合上述彙整之資訊模型設計，將可提供智
慧資產管理之作業基礎，舉凡智產之新增、修改、
瀏覽、搜尋、提取功能均可透過此設計進行。
四、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智產資訊模型之設計為支援智產管理的核
心，透過可描述智產規格及智產間關連性的描述資
料模型，解決現行的智產管理僅侷限於平台層次的
運用，無法有效再利用策略與營運層次的智產及無
法支援貫通各層次的統合智產管理問題。
未來的研究方向將以研發智產管理功能，如
新增、修改、瀏覽、搜尋、擷取、版本管理等，來
有效協助企業活化各式智產再利用。此外，也將研
發智產關連配對模組，藉由智產建立時所輸入之資
訊，自動匹配具相關性之智產清單，建議並提醒新
智產建立者完整描述新智產與既有智產之關連，以
避免時間久遠後，舊智產容易成為智產孤島，難以
被搜尋並再利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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