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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部份將回顧過去學者對於知識、知識密集型企業及智慧資本等相關

文獻，以作為定義知識型企業的基礎；第二部分則探討過去學者對於公司發

展階段的劃分，第三階段則是說明本研究之變數構面。 

 

第一節  知識型企業相關定義 

一、知識的定義 

在現今的商業社會中，知識推出的速度及廣度不斷地挑戰人類過去的紀錄，

即使是在商業領域，知識的運用也跨越了傳統的經濟學、財務與管理，衍生

範圍涵蓋了科學、社會學等學門，換言之，現在的商業運作也需要對應用科

技、心裡學、談判技巧等有一定深度的瞭解，這也使得商業知識的定義難上

加難。但在探討知識型企業之前，仍然簡單地瞭解到底知識的概念是如何被

人們所解釋。 

柏拉圖在西元前曾將知識解釋為「合理、可接受的真實信仰」，並認為知識是

透過心靈理性思維的結果，與生俱來不假外求。亞理斯多德則認為知識是透

過感官所知覺，且無法與實體分離。Polanyi(1967)將知識分為內隱與外顯兩

類，以為前者專屬於個人，難以形式化與溝通，後者則可將其傳達。Cowan、

David與 Foray(1999)則更進一步的將知識以顯現程度與編碼程度分為「內隱/

未編碼」、「外顯/未編碼」、「內隱/已編碼」及「外顯/已編碼」四大類。 

而豪澤爾及貝爾(2002)將知識的內涵闡釋如下： 

 各種重要與不重要之觀點，均可被視為「知識」。因此知識本身並不會受

到重要性、價值高低、有用與否的影響。 

 各種已被驗證、未被驗證或無法被驗證的概念，均可被視為「知識」。因

此知識的定義不受限於邏輯系統或需要被證明。 

 各種崇高與邪惡的思想，也都可被視為「知識」。因此定義知識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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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是非對錯或道德哲學無關。 

 無論個人觀點或社會整體認知，都是一種「知識」。因此知識的本身，並

不受限於擁有者的人數，只要是屬於人類心智活動的結果，都是知識的

形式。 

 各種宗教信仰、人生主張、推論觀點、生活形態的選擇，無論是建立在

理性或非理性的基礎，它們基本上也都可視為是「知識」。因此知識的定

義，不侷限於非理性成分的混合。 

 知識除了存在於人的腦子裡，還可以獨立於人之外，以有形的方式存在

於書本中或電子記憶體中。…因此知識範圍的定義，不受限於該項知識

產生的時間、地點，或它的儲存方式。 

 知識的產生雖然是根源於人類的心智活動，但創造知識的活動卻並不侷

限於人類的心智本身。…因此知識範圍的定義，將不侷限於必須直接來

自於人類心智活動的成果。 

 

二、知識資本與智慧資本 

（一）、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 (1999) 

所謂的「智慧資本」，在「智慧資本：如何衡量資訊時代無形資產的價值」一

書中，Edvinsson和Malone提出如下的解釋：「智慧資本是什麼？它可以是『商

譽』，或是一家公司的學習和適應能力…大致來說，智慧資本可以有兩個形

式：一是人力資本：融合了知識、技術、革新，還有公司個別員工掌握自己

任務的能力，同時也包括了公司的價值、文化，以及哲學；一是結構資本：

硬體、軟體、專利、商標，還有其他一切支持員工生產力的組織化能力，以

及顧客資本--公司和關鍵顧客未來的關係」。在這裡已給予智慧資本一個相當

明確的定義，將智慧資本區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顧客資本。而經由賴

彥豪歸類，其他學者的理論大致與此相同，如下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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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知識蓄積方式的彙總 

學    者 分    類 內                      涵 

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 

(1999）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公司所有員工與管理者的個人能

力、知識、技術、以及經驗，都包含在內。 

結構資本：人力資本的具體化、權力化、以及

支援性的基礎架構，是一種組織化的能力，包

括用來傳達和儲存智慧材料的有形系統。 

顧客資本：顧客資料庫、顧客關係及潛在顧客

的價值。 

Karl Erik 

Sveiby 

（1997） 

 

員工能力 

 

內部結構 

 

 

外部結構 

員工能力：員工在各種情況之下，創造有形、

無形資產的能力。 

內部結構：包括專利、概念、模式、電腦以及

管理系統，另外，企業文化與精神也同屬於內

部結構。皆是由員工所創，並且為組織所擁有。

外部結構：涵蓋顧客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同

時也包含了品牌、商標、公司的信譽與形象。 

Thomas 

Stewart 

（1998）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是公司內部難以歸類，且具有高附

加價值的部份。 

結構資本：不會隨著員工下班回家的知識，屬

於整個組織所有。 

顧客資本：一家公司授權經營的價值，因為顧

客是在財務報表上留下足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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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E Van 

Buren 

（1999） 

 

 

人力資本 

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組織內人員的知識、技能、能力。 

創新資本：組織創新、創造新產品與服務的能

力。 

流程資本：組織內部的流程、技術、系統、工

具。 

顧客資本：組織與顧客關係的價值。 

Annie 

Brooking 

（1996） 

 

市場資產 

 

人力資產 

 

 

基礎建設 

 

市場資產：包含品牌、顧客及其忠誠、配銷通

路、授權合約等。 

人力資產：由員工的專業、創造力、解決問題

的能力、領導能力、管理技能等要素所構成。 

智慧財產權：營業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

版權、及其它設計能力。 

基礎建設：科技、方法、以及促使整個組織運

作的流程。 

Ramona 

Dzinkowski 

（2000） 

人力資本 

 

顧客（關

係）資本 

組織（結

構）資本 

 

人力資本：指的是企業內部員工的know-how、

能力、技術、以及其專業知識等。 

顧客（關係）資本：組織與外界的關聯，如與

顧客、供應商的關係、商譽等。 

組織（結構）資本：指企業內部所擁有的專利、

商標、管理工具、IT 系統、研發能力、或是組

織內部所執行來改善公司效率與獲利的創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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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 

Kaplan & 

David P. 

Norton 

（1999） 

顧客 

 

內部流程 

 

學習與成

長 

顧客構面  ─＞ 即指顧客資本 

 

內部流程  ─＞ 即指結構資本 

 

學習與成長─＞ 指的是人力與結構資本 

Manfred 

Bornemann, 

Adolf 

Knapp, 

Ursula 

Schneider, 

Karin Iris 

Sixl（1999） 

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 

 

結構資本 

 

人力資本：包含知識、技能、團隊等，簡而言

之，即指與員工相關而能夠推動績效的所有因

素。 

關係資本：主要以顧客資本為重，還有與供應

商的關係等，視個別公司情形而定。 

結構資本：當人員離開公司後，尚留在公司的

資產屬之，如資料庫、組織結構、軟體等。 

資料來源：賴彥豪整理，2001 

 

三、知識型企業相關探討 

（一）、Starbuck(1992)  

Starbuck(1992)將眾家紛紜之知識型企業(Knowledge-intensive firms，簡稱 KIFs)

的概念歸納為以下五點： 

1. 知識型企業未必會資訊密集。他認為知識是經驗的累積，而非資訊。即使

一家公司需要處理極大量的資訊，未必會使用知識。但知識型企業與資訊密

集型企業有時卻很難加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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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要檢驗一家公司是否為知識型企業，應該將重點放在那些無法輕易理解的

專門知識及技術，而非廣為分享的知識。因為當知識型企業中的知識容易分

享，那麼每一家公司都將會是知識型企業，失去了知識型企業這樣稱謂的意

義。所以在這裡所謂的知識，是可以為公司做出重要貢獻且具有價值的知識，

而非一般定義的知識。更進一步的說，這些知識必須要為公司帶來卓越地策

略優勢。所以說，若要評估一家公司是否為知識型企業，或許可以從該公司

是否有異乎常情的高額報酬及表現來判斷。 

3. 甚至在排除廣泛的分享知識後，人們必須決定要如何將專門知識及技術範

圍定義出來。雖然人們可以將專門知識及技術定義的很廣，但這卻讓知識型

企業變得平凡。不過若定義範圍只侷限在合法的教育、高科技機器及一些非

一般性的程序，這將又是對專門知識及技術的另一種刻板印象。 

4.知識型企業未必是一間專業公司。一間專業公司的特殊專長是養成於訓練及

經驗，而知識型企業則是雇用那些具有特殊專才的員工。一間專業的公司中，

其員工除了專業能力外，必須具備有專屬於該行業道德規範、團結力、自治

以及學校體制所賦予的標準技能。具備專屬於該行業的道德規範能夠使這些

人才在處事時不受感情、個人利益的影響；他們比其他人更認同自己的專業，

並認為唯有同業者才有競爭力及道德影響該行業標準，這是外人無法監督影

響的。不過通常知識型企業是具備大部分專業公司所具備的特質。 

5.知識型企業的知識未必僅存在於個人身上，這一點也是與專業公司不同的地

方之一。知識型企業的知識可以在以下的地方被觀察到 A.如同廠房、設備或

財務性器具上、B.公司的日常程序及文化上、C.專業教養。這是因為人們可

以將知識化為有形的書本、程式、機器、建築等，也可以由這些地方取得知

識。 

 

（二）、Quinn(1996) 

Quinn則將智慧企業中專業人員的知識，依其在組織之內運作的重要程度，分

成四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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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證知識（know what）: 專業人員經過廣泛而深入的訓練與實際經驗，以

精通特定領域的知識。實證知識是專業人員必須具備的，但這並不能保證可

以創造出成功的產品與服務。 

2.高級技能（know how）: 「知道如何做」的知識，便是將書本上習得的知識

轉化為有效的執行，專業人員必須將所習得的特定領域之專業知識，應用到

複雜的現實問題上，並創造出實用價值，這是專業人員最頻繁的活動層次。 

3.系統認知（know why）:對特定專業領域的因果關係深入了解,在執行任務中

習得知識，而能解決更大更複雜的問題，以創造更大的價值。擁有系統認知

知識的專業人員，常可以預測事物之間微妙的互動與非預謀行動之結果。此

種知識最終的表現是：展現受過高度訓練之直覺。 

4.自我創造的激勵（care why）:包括追求成功的意志，動機與調適能力。具備

高動機與創造力的團體，往往比享有更多財務資源與有形資產的團體有更傑

出的表現。此種知識可以使專業人員在面臨外在環境快速變遷時，擁有更高

的適應力。 

 

（三）、吳思華、黃宛華、賴鈺晶(1999) 

研究者曾提到，在個別企業方面，隨著競爭典範的移轉，以知識資源為核心

的競爭邏輯成為新經濟體系的主軸思維，以衡量與評價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

勢的一切知識與能力總合的「智慧資本」，開始獲得重視。智慧資本衡量的內

容主要有： 1.人力資本：包括企業的經營團隊、專業技能、向心力與創造力；

2.創新資本：包括關鍵知識與技術、智慧財產、創新投入與創新文化；3.流程

資本：包括營運流程、創新流程、知識管理、組織彈性；與 4.關係資本：包

括顧客規模、顧客忠誠、策略夥伴、聲譽等四大項。這些資本彼此間的互動

性與交互效果，是企業應長期累積與監測的重要項目。  

 

（四）、吳思華(2000) 

吳思華在策略九說之「三版序」中提到，在新經濟中的知識型企業具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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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特徵： 

1.附加價值高，有形原料在最終商品所佔的比例低。 

2.資訊科技充分運用於經營活動中，而生產製造的重要性相對降低。 

3.員工與顧客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土地與資本不再是營運的重點。 

4.研究發展的投資支出大幅增加，累積智慧財、快速推出新產品，是企業成功

的重要因素。 

 

（五）、吳思華(2001) 

吳思華在「知識經濟、知識資本與知識管理」中提到，由於知識的內涵很豐

富，符合知識經濟發展特徴的知識型產業，可區分為下列五類：1.新興科技產

業；2.既有產業科技化；3.去生產的企業；4.專業服務業與 5.知識（教育文化）

產業化。詳細說明如下： 

1.新興科技產業。將科學技術應用於人類日常生活中，幫助人們以更便利、更

有效率的方式來處理日常事物，成功地將知識有效的轉換成商品與產業，形

成新與科技產業。整體而言，這些領域的發展最快速，是知識經濟的核心議

題。 

2.既有產業科技化：傳統產業因善用科技，在技術上有所創新發明，因而創造

出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使得該產業的發展並沒有因環境的轉變而式微，荷蘭

的溫室栽培技術、挪威的深海養殖漁業都是最佳範例。 

3.去生產的企業：部分企業透過全球分工的架構，將勞力密集的生產製造活動

轉包給開發中國家的企業，而本身以「知識」作為其產品與服務的主要內容，

轉變為一家知識型企業，全球知名的個人電腦商 DELL是最好例子。 

4.專業服務業：在傳統產業中，專業服務業是知識型企業最典型的代表，如：

律師、美容師，在在都是其專業知識的一種表現。而近年興起之技術服務顧

問公司，以其所擁有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向企業收取高額的技術研發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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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凸顯了專業知識所展現的超高價值。 

5.知識（教育文化）產業化：傳統的教育文化脫離於經濟體制之外，是社會中

的上層建設，但是在許多先進國家，卻有效的將其與經濟活動相結合形成產

業，這些知識產業化包括藝文、娛樂、旅遊、出版與教育等項目。如果一個

社會能將知識成功的經濟化並推展出去，不僅能夠使該國文化成為全球的主

流價值，更有明顯的經濟利益，美國是其中的典範。美國的職業籃球、棒球、

好萊塢電影及美國的教育，都是知識產業化的明證。 

上述五類產業以傳統的分類來看並不相同，但其實際的經營活動中，都是依

賴獨特的知識作為其主要的生產因素，其知識內涵詳見下表 2-1-2。 

表 2-1-2 知識型產業類型及知識內涵 

知識型產業類型 知 識 內 涵   

新興科技產業 

 專業技術（專利） 

 擁有專業技能的工程師 

 精密機械設備 

既有產業科技化 

 專業技術（專利） 

 專業人力 

 資訊科技的運用 

去生產的企業 

 品牌商標 

 產品設計 

 行銷、服務 

 管理作業制度 

 整合型資訊系統 

專業服務業 

 品牌 

 專業人力 

 網路化、自動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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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包裝商品化的能力 

知識（教育文化） 

產業化 

 創作（著作權） 

 作家，教師等專業人員 

 具創造力的文化氛圍 

資料來源：吳思華，2001 

 

又，吳思華曾將知識型產業之知識資本的內涵歸結如下： 

1.產權化知識（智慧財產權） 

即法律保障的智財權，包括各項科技上的創新發明（專利權，如英代爾的微

處理器）、知名企業的品牌與標誌（商標權，如麥當勞的金拱門）、軟體與圖

書影視內容（著作權，如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以及企業營運中具有價值的

特殊方法與專門技術（營業秘密，如可口可樂的飲料配方）等。這些智慧財

產權經由法律文件化的過程，大多屬於外顯知識。 

2.依附在人身上的知識（受過訓練擁有專業技能的人力） 

知識主要是依附在人的身上，大部分的實證知識（know-what）、 系統知

識（know- why）與技能知識（know-how），都必須經由人腦的運作才得以創

造、移轉與加值。其中又以擁有專業知識素養的專業技師與具有跨領域知識

的管理人員這兩類人才最為闗鍵。 

3.鑲嵌於機械內的知識（自動化、智慧型機器設備的有效運用） 

許多知識係依附於各類機器設備上，尤以精密複雜的自動化、智慧型機械設

備最具代表性。企業在利用這些精密機械時，並不一定能夠準確的認識到其

中所鑲嵌的知識內涵，但知識卻透過這些工具與製程，幫助企業以更有效率

的方式，轉化成為顧客所需要的產品與服務。因此，積極增加對精密機械設

備的投資，同時有效的加以運用，無形中也掌握了許多有價值的知識資本。 

4.隱含於作業系統或社會體制中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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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知識可分別從作業系統與社會體制來討論。觀察許多成功的企業或組織

的案例可以發現，其投入和產出間的因果關係是十分複雜與模糊的，因而形

成一個由各個複雜的要素所構成，不易為人所了解的系統知識（know- why），

其展現的形貌可能是一個大型的作業系統，雖然其中的每一個小部分的知識

含量都不高，但連結整個系統的每個關卡與流程，使其得以順利運作，卻是

一大學問。台灣產業中運作有成的中衛體系，連鎖商店的配銷系統以及目前

大公司積極推動的企業資源系統都是典型的範例。 

 

 

小                結 

有上述討論可知，雖然各家立論不同，但是大方向卻是相同。本研究根據吳

思華就知識型產業所下之定義，推論所謂之知識型企業，即歸屬於知識型產

業分類之企業，其知識內涵，則為各知識型產業分類項下之對應內涵；若以

通則而論，則定義知識型企業為以「知識」為其運作的基礎，且透過知識的

創造、流通、加值的過程讓企業不斷地累積其經營或管理上的知識與

Know-How；並具有吳思華於 2000年定義特質之企業（即 1.附加價值高，有

形原料在最終商品所佔的比例低；2.資訊科技充分運用於經營活動中，而生產

製造的重要性相對降低；3.員工與顧客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土地與資本不再

是營運的重點；4.研究發展的投資支出大幅增加，累積智慧財、快速推出新產

品，是企業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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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發展階段之相關定義 

 

一、新產品開發 

（一）、Kuczmarski, T.D (1992)之觀念 

  

 

 

 

 

 

 

 

 

 

 

 

 

 

 

圖 2-2-1  Kuczmarski新產品開發活動整合模式 

資料來源：Kuczmarski, 1992, Management New Product: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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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島敏彥（2002）之觀念 

小島敏彥認為新產品的開發程序如下 

1. 新產品的構想、企劃 

根據開發方針，進行資訊收集，依據市場需求等，大量提出商品化創意（提

案），再依據評價基準對該等提案進行篩選，之後決定出開發主題之概要。 

 資訊收集。 

 創意產生。 

 創意篩選。 

 產品概要概念 

2. 研究及機能開發、試作實驗 

針對主要開發主題，對研究活動的「庫存」進行確認，並對必要研究進行追

加。將各種有希望的新產品候補創意加入新產品概念中，並對試作品進行開

發及測試。此外，並就試作品對製造方法、成本、市場進入方法與時機、工

業所有權等進行調查及檢討，再進而決定新產品的規格，最後進行評價分類。 

 研究活動與技術庫存。 

 產品概念之開發與測試。 

 行銷策略之開發。 

3. 產品設計 

再對市場動向及其規格進行檢討，對產品佈局、品質、成本等進行考量，進

行基本設計，以手工製造試作品，並進行測試及評價。 

 產品佈局、規格、成本之最終決策。 

 事業化收益性等事業可行性分析。 

4. 生產準備、生產移轉 

針對新產品的量產化進行工程設計、作業設計，並對生產設備等產能進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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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新產品的生產系統設計。 

 運用行銷測試對市場反應進行分析及產量預測。 

5. 量產試作 

進行量產試作，在測試中找出問題並謀求解決。 

6. 生產、銷售階段 

從事新產品的市場導入、QCD的管理，客訴對應、以及事業成果的確認。 

上述各階段雖然都很重要，但其中 1.與 2.的產品概念建構階段，以及 6.的新

產品市場導入階段則是特別重要，因為他們觸及創意產出、概念建議、以及

市場行銷等問題。而新產品從開發到導入市場為止，一般性程序內容如下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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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小島敏彥之新產品開發程序 

資料來源：小島敏彥，2002 

 

二、企業成長階段 

（一）、Bell,C. Gordon and John E. McNamara（1991）之觀點 

Gordon和McNamara將企業成長的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概念階段

（concept）、種子階段（seed）、產品發展階段（product development）、市場

發展階段（market development）、穩定階段（steady）。各階段之主要任務分述

如下： 

1. 概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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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階段之起始點，不需要任何資源，且參加者多只有一到二個希望將創意

或新技術轉換成產品的創業者。在此階段所想像的產品可以為一個之前不存

在的市場所開發，即所謂的新市場，也可以是針對既存市場開發新功能或低

成本的產品，即所謂的利基市場。也就是說這個階段的創業構想可以從市場、

技術或產品等不同的角度切入。較理想的狀態是在此一階段便能有一位 CEO

能帶領這個未來的企業走向最後階段（穩定階段）。此階段將在完成創業計

畫，並確定資金來源後進入第二階段（種子階段）或直接進入第三階段（產

品發產階段）。 

2. 種子階段 

種子階段即計畫公司的階段，有三個目標，分別為：(1)確認所有關鍵的科技

都在掌控中，以使可安排產品發展，(2)創造粗略的產品使評估市場，(3)寫出

真正的計畫書，包括評估成本與獲利等條件。此階段平均花半年，甚至一年

的時間去證明所使用的科技或產品是有效的。也可以讓創業公司思考公司的

形成與產品發展等詳細、高品質之計畫。但是有些創業者若在此時獲得大量

的資金後往往會跳過此一可檢視關鍵計畫與確認技術可行的階段，而轉移注

意力到雇用人員的方向。不過通常員工進公司前大多希望可以確定公司的資

本、基金是適當的。在此階段一份正式的營運計畫必須準備好，包括：未來

產品發展階段的詳細內容、接下來發展階段所需的詳細資源項目、規格以及

產品發展時程等，且接下來產品發展所需的融資也需要確定。 

3. 產品發展階段 

產品發展階段的目標為雇用員工、確定並計畫產品、設計、生產實際的產品，

並在消費者使用的環境下給足夠的消費者實際測試產品，這個階段通常花二

年的時間、需經過產品測試並到達確定資金來源的過程。此階段可分為以下

四個子階段，即符合產品發展之階段：(1)雇用與計畫：雇用發展團隊並寫出

詳細之計畫與產品規格，(2)設計與製造：設計並製造出產品，(3)Alpha測試：

產品在場內經嚴格的測試，(4)Beta測試：必須將產品送到消費者使用的環境

下經過足量的測試，並對測試結果做產品修正。經過這四過程後，詳細的生

產與行銷計畫便會產生，且資金也必須確定，此階段若必要也可將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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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場去。 

4. 市場發展階段 

此階段則是將前三階段的計畫在市場上付諸實現的時候，雖然很多公司的命

運在此階段會有結果，不過公司種子階段計畫的成功與否早在前面就已經埋

下結果了。當第一次交貨時即進入此階段；當公司被收購或公開上市時結束

此一階段。當公司經過產品發展階段的所有測試後，通常需要花約三倍的資

金開始生產、行銷與賣出產品。此階段亦可分為三個子階段，(1)市場校準：

公司第一次交貨時即進入此子階段，此時營運計畫中的所有項目都將被測

試。通常此階段會持續半年，此時產品真正被推到市場上，產品、市場、價

格與銷售計畫都將不斷地修正，直到達到精細的獲利計畫為止。且此時公司

會調整工程、行銷、製造與管理的成本，以追求公司達到損益平衡點。即此

階段公司的目標為決定產品平均銷售價格、銷售成本等，(2)市場擴張：此子

階段平均九個月，公司繼續調整各項活動直到達到第一季損益平衡時結束此

子階段，(3)穩定營運：公司可以持續獲利六季時達此最後階段。達到穩定獲

利狀態時初期投資者可以將現金轉出實現獲利。 

5. 穩定階段 

雖然在前一階段便已經有近二年的穩定營運期，但此階段的目標是要確定可

以永續經營，此階段需要公司不斷地有新的策略方向來保留或鞏固公司原有

的利基，包括：科技、產品、市場、服務、營運計畫、財務、營運風格或文

化等各方面。此階段公司亦需繼續演進或發展下一個獨特且持久的事業經營

方法或產品。 

 

（二）、Franz Pleschak（1997）之觀點 

Pleschak認為，公司從發展到成熟是經過幾個互相重疊的階段，每個階段的

管理重點都隨著公司成長的特色不同而有所轉移。每個階段都有其不同的特

徵活動、管理工作與問題，成功發展的公司必須操控公司發展的生命週期，

隨時掌握成長過程中所可能發生的問題並解決之，因此，成功的管理這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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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將使創業公司遇見未來的成功。這些不同的階段包括：起始階段（Initiation 

Phase）、發展階段（Development Phase）、市場引介與生產階段（Market 

int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build-up）、成長階段（Growth Phase）與穩固階段

（Consolidation Phase）等五個階段。                        

1. 起始階段 

本階段創業家會分析自我局勢，參與資訊交流、接觸外界環境、與家人達成

協議、發展並測試創新構想、適切的研究、評估專利與文獻、市場研究、找

尋可支援的財務選擇方向。同時會根據需要及資源形成創辦團隊、選定一種

形式之法定地位、蒐集任何可行銷的機會與資訊、調查成功的機會、與銀行

和公家機構確定營運計畫、決定公司地點。替公司註冊、起草公司合約、稅

務註冊，完成正式創辦事業的手續。不僅如此，創業家將會建立企業目標與

企業概念，也就是分析顧客需求、分析競爭地位、定義市場區隔、確立進入

市場的日期、研發計畫的擬定、確立里程碑、成本與利潤計畫、流動資產計

畫、確定所需要的財務支援以及其來源、建立策略和營運目標與成長目標。 

2. 發展階段 

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完成發展工作、測試與實驗模型以及參考的委託

人、專利應用、專案控制、分析測試後的使用者經驗。探查生產所需的資源

與人力、確定投資之財務穩定、確認生產人員的資格、建立勞動部門、分析

生產成本，準備生產。另一方面，也準備將產品推入市場；建立顧客、事業

夥伴與供應商的網路、廣告、交易階段、公共關係、建立顧問與服務功能、

確定目標市場的銷售通路、定義更詳盡的價格政策。 

3. 市場引介與生產階段 

投資並導入組織系統，完成第一次銷售、分析顧客反應、各種溝通活動、產

品供應。 

4. 成長階段 

擴大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範圍、取得新的目標市場與市場區隔、擴展銷售網路、

擴充產能、強化投資、進一步定義組織系統、資金周轉率與公司能力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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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穩固階段 

穩定顧客與供應商的關係、檢視組織程序、穩定永久的公司能力、繼續研發

活動、穩定企業功能、強化企業地位、強化與投資者的關係。 

 

（三）、R.K, Kazanjian and R. Drazin（1990）之觀點 

Kazanjian 和 Drazin將新創事業分為觀念及發展期（Conception and 

Developement）、商業化期（Commercialization）、成長期（Growth）及穩定期

（Stability）等四個階段。 

1. 觀念及發展期 

本階段的關注焦點是在產品或技術的開發，幾乎不存在組織結構以及標準正

式化的狀態，而內部運作的相關活動則多由創業家來規劃分派。此時期的主

要議題包含發展事業構想、建立產品原型以及將事業構想推銷給資金供應者。 

2. 商業化期 

商業化期的重點是在於發產出可商業化的產品及技術，強調的重點在於商品

的吸引力。此時該事業仍由少數或單一持有者掌控，到了階段的後期，產品

應以公開發表或完成上市。 

3. 成長期 

此階段主要在解決如何量產、銷售與配送產品，並避免因無法有效供應產品

而失去市場，在此一階段階級制度會慢慢明顯。 

4. 穩定期 

在穩定期中，企業如何維持成長則是最主要的課題，此時期專業經理人會取

代創業者或企業所有人，組織將會在維持產品生產效率的同時，開發新產品

或第二代產品。 

 

（四）、吳思華（2003）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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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在哈佛商業評論系列叢書中之「創新」序文中提到，創新具體內涵，

應區分成創意、創新與創業三個不同的概念與階段。 

所謂創意，指的是所有獨特、新穎、適當、有用的觀念、想法或作品，它可

以是一個生活上的點子、一項科學上的發明，或是一款藝術的創作。創意的

產生主要依賴個人的創造力，因此全民創造力的普遍提昇是首要課題。其次

是創新。創新指的是將創意形成具體的成果或產品，能為顧客帶來新的價值，

且得到公眾認可者。例如：經過專業審查在學術剘刊刊登，並得到普遍共鳴

的論文；在各項比賽中脫穎而出，受眾人囑目的各項創作；或是得到機構主

管與內部成員共同認可的制度調整；以及經過市場考驗，被消費者普遍接受

的新材料、新製程、新產品或新的經營模式。最後是創業。創業指的是創新

能夠形成新的產品標準或新的經營模式，同時匯聚足夠的資源，而讓其持續

存在者。學校中新設的系所，學者將某一理論形成一個學派，或是企業中將

某一新產品開發完成後發展一個新的公司或新的事業部，都可以稱做是創

業。從另一個角度看，「有人追隨」應是創業的具體指標。任何一項創意，祗

有經過創新與創業的階段，才能真正稱為一項成功的創新活動。 

而另一項更具說明性之見解，則是吳思華在創意文化生活產業經營與管理之

上課筆記中提到，吳思華以為創意文化生活產業的發展有五個階段，分別是

原創期、商品化期、企業化期、產業化期、全球化期。 

1. 原創 

此時企業著重產生獨特、驚奇、新穎、有用的作品。 

2. 商品化 

即將該項原創作品發展成可接近、有吸引力且可交易的商品。 

3. 企業化 

企業主將重心放在提供品質齊一、產能充足的產品，並形成可持久之交易模

式。 

4. 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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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知識的多重加值產生衍生服務，並形成產業生態系、展現外部性。 

5. 全球化 

此時企業已跨越疆界，並與其他企業共享價值。 

 

小              結 

根據諸位學者對於產品及企業發展階段所做的定義，本研究將之整理如下表

2-2-1： 

 

表 2-2-1 企業發展階段整理 

公    司 

發展階段 
各    家    觀    點 

原創階段 

 Kuczmarski之二步驟程序中的確認並評估新產品概

念，四步驟程序中之創意發展與概念規劃、篩選與

商業分析，七步驟之創意產生、觀念發展、商業分

析、篩選，十步驟之發掘需要與需求、創意產生、

觀念發展、商業分析、觀念篩選與順位排定。 

 小島敏彥新產品開發程序之1.新產品構想、企劃。  

 Gordon和McNamara企業成長過程之1.概念階段，

2.種子階段。 

 Pleschak階段分類之1.起始階段。 

 Kazanjian 和Drazin分類之觀念及發展期 

 吳思華之創意以及1.原創期。 

商品化階段 
 Kuczmarski之二步驟中的開發原型與上市規劃，四

步驟中之原型開發與產品測試、市場測試與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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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七步驟之原型開發、市場測試、商業化，十步

驟之原型開發、產品績效與接受度測試、市場測試、

商業化、上市後檢討。 

 小島敏彥新產品開發程序之2.研究及機能開發、試

作實驗，3.產品設計，4.研究及機能開發、試作實

驗，5.量產試作。 

 Gordon和McNamara企業成長過程之3.產品發展階

段，4.市場發展階段。 

 Pleschak階段分類之2.發展階段，3.市場引介與生

產階段。 

 Kazanjian 和Drazin分類之商業化期 

 吳思華之創新以及2.商品化期。 

企業化階段 

 小島敏彥新產品開發程序之6.生產銷售。 

 Gordon和McNamara企業成長過程之5.穩定階段。 

 Pleschak階段分類之4.成長階段。 

 Kazanjian 和Drazin分類之成長期 

 吳思華之創業以及3.企業期。 

產業化階段 

 Pleschak階段分類之5.穩固階段。 

 Kazanjian 和Drazin分類之穩定期 

 吳思華之4.產業化期、5.全球化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根據上述學者所論述之產品及企業發展階段各種不同的分類方式，發

現不同學者對於公司發展階段之區別在概念上是雷同的，只是在階段名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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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綜合以上學者的理論，根據以上學者的概念，擬將企業發展階段分為

四個時期，並採吳思華之觀點，定義出相關變數如下： 

1. 原創 

本研究定義，本階段時創業家將利用過去經驗及個人思考，形成獨特、新穎、

適當、有用的觀念、想法或作品。 

2. 商品化 

本期重點是在於將創意形成具體的成果或產品，能為顧客帶來新的價值，且

得到公眾認可。 

3. 企業化 

即創業，指的是創新能夠形成新的產品標準或新的經營模式，同時匯聚足夠

的資源，而讓其持續存在者。從另一個角度看，「有人追隨」應是創業的具體

指標。 

4. 產業化 

穩定顧客與供應商的關係、穩定永久的公司能力、並利用知識的多重加值產

生衍生服務，並形成產業生態系、展現外部性。 

 

 

第三節  影響企業經營的策略考量 

 

一、策略的意義 

「策略」一詞，從字面上解釋，意指詳盡而有系統之規劃。若從企業經營的

角度而言，如何讓資源在有限的情況下，做適當的運用，讓企業在考量未來

發展下，擬定計畫並採取適當的行動，實現企業目標，便是經營企業的重要

課題。 

策略的定義， Drucker（1954）則認為，策略是分析現在的環境，並發掘企



知識型企業發展階段研究

 

 26

業內部的資源。Chandler（1962）認為策略代表企業制訂長期的目標，並分配

資源與採取行動。Cannon（1968）認為策略代表公司經營範圍內，所採取具

有方向性的決定。吳思華（2000）認為，策略是企業主持人或經營團隊面對

企業未來發展所勾勒出來的整體藍圖，透過這個整體的描述，策略至少有四

項意義，分別是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基；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

勢；達成企業目標的系列重大活動；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經

由這些學者的闡釋，策略可以定義為：訂定發展方向，利用現有的資源，設

立目標並擬定計畫以實現之。 

二、企業策略的內涵 

（一）、吳思華(2000)的觀點 

根據吳思華（2000）在「策略九說」中的歸納，策略的實質內涵可以劃分為

三個主要工作。除了傳統策略理論著重之營運範疇的界定，近年來學者則進

一步強調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及維繫企業組織與周遭經營夥伴間的關係等

兩項議題，總結上述三點，形成「範疇、資源、網路」三大部分，成為策略

思考的基本內涵。 

 

 

 

 

 

 

圖 2-3-1 策略基本構面 

資料來源：吳思華，2000 

 

1.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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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主要為勾勒出企業外顯的表徵。企業以經營並為客

戶創造價值為目的，隨著環境的改變企業必須調整營運範疇，以維持企業存

在的價值。營運範疇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以下項目： 

I. 產品市場 

這是對企業經營藍圖最具體的表達方式。經營者必須瞭解企業目前的業務為

何？將來的業務為何？或將來的業務應該為何？且隨時思考在產品市場中可

能的變化。 

II. 活動組合 

企業內部經由一連串生產與作業的過程，將產品或服務提供客戶，而因為這

些活動對最終的顧客而言均有附加價值，故又稱為「價值活動」，分析每一

個活動的價值，以尋求對企業最有利的活動組合。一般而言，切割價值活動

必須注意到該項活動是否具有明顯的附加價值，且該活動的核心技術明顯不

同於其他活動。 

III. 地理構形 

瞭解企業所有價值活動的地理位置，分析是否調整未來各種價值活動的區域。 

IV. 業務規模 

規模成長是企業經營所追求的目標之一，透過業務規模的訂定，將企業目前

與未來的營業狀況以會計數字表達，為描述企業發展策略最簡單的方法，也

對策略規劃過程的思考與策略結果有實質的幫助。實務中，常用來表達企業

業務規模的指標包括資源投入和業務產出二部分，如：資本額、員工人數、

營業額、市場佔有率、利潤、獲利率等。 

2.核心資源的創造與累積 

以長期而言，核心資源的創造與累積能夠幫助企業建立與維持競爭優勢。當

企業所處的經營環境變遷迅速時，若僅以界定營運範疇的方式，並不足以描

述企業的發展方向；在面對客戶需求的產品、市場區域等環境的不確定因素

增加時，如何界定企業營運範疇將產生實際上執行的困難。因此，企業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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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身思考現在擁有的核心資源為何？思考未來的核心資源，並且透過核心

資源的創造與累積，建立起競爭優勢，如此才不會被變化迅速的外在環境淘

汰。以企業經營的觀點來看，核心資源可分為資產與能力二大項，前者是指

在特定時點可清點的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後者則有助於企業基本運作的組

織能力與個人能力，茲列舉如下： 

I. 有形資產：土地、廠房、設備、資金等。 

II. 無形資產：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資料庫等。 

III. 個人能力：專業技術、管理能力、人際關係網絡等。 

IV. 組織能力：企業文化、技術創新與商品化的能力、學習、業務運作程序

等。 

3.事業網路的建構與強化 

企業在營運的過程中，不可能所有的資源都可由內部獲得供給，有時須從外

在環境取得必要的資源從事生產，維持企業的生存。這些外在環境中可能與

企業產生關連的機構包括原料供應商、通路、下游客戶、提供資金機構、同

業競爭者等。而企業在與周遭的其他企業建立關係時，考量彼此的情況與利

益，建立不同的親疏關係。尤其，當環境改變時，單一企業更須結合其他體

系成員，以強化本身的競爭力。在建構與強化事業網路時，必須考量以下三

點： 

I. 體系成員 

界定與企業產生關連的其他組織或個人，這是建構事業網路的第一步，理論

上，只要和企業產生互動的其他企業或個人，都視為該事業網絡體系的成員。

依性質區分為：資源供應者、同業間的競爭或合作、利益相關的異業與股東、

政府媒體等社會夥伴。 

II. 網路關係 

界定事業網路內的體系成員後，考量彼此的互動關係下，將產生不同的親疏

關係，在考量實務需要與資源運用下，企業不可能也不需要與周遭所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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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均維持相同的關係，在配合未來策略下，應適當建立並調整各成員間的

關係。 

III. 網路位置 

在與事業伙伴建立起互相依賴的關係，也會依照條件與環境的不同，顯現出

不同程度的互賴，有些成員因為位居體系中資訊與資源的匯集處，故可分配

到較多的利益，故從個別企業的角度，位置的選擇與調整就非常的重要。 

 

表 2-3-1 策略構面與特性 

策  略  構  面 細    項 特    性 

產品市場 

活動組合 

地理構形 
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 

業務規模 

外顯 

資產 
核心資源的創造與累積 

能力 
內隱 

體系成員 

網路關係 事業網路的建構與強化 

網路位置 

實有若無 

資料來源：吳思華，2000 

 

4.構面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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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三個構面並非獨自考量，當營運範疇擴大時，經營管理能力的提升與

資產的擴充，將有助於核心資源增加；而考量增加核心資源時，若可以經由

購買或策略聯盟等方式取得時，企業亦必須重新思考選擇事業網路的夥伴。

因此，這三者絕非獨立，而是息息相關、缺一不可。茲說明如下： 

I. 「範疇－資源」的互動 

企業在擴充未來的營運範疇時，均應以既有的核心資源為基礎，如果現有的

核心資源能夠支持營運範疇的擴展，則可執行策略構想；反之，則應謹慎的

加以評估。而資源除了可以支援範疇的擴大外，透過營運範疇的擴大，亦可

以為企業帶來許多新的資產與能力，有計畫的擴大營運範疇，不僅有助於企

業的成長，亦有助於核心資源的創造。 

II. 「資源－網路」的互動 

企業在建構核心資源時，可以考量各種不同的方式，除了內部自行發展或向

直接市場購買外，透過不同形式的網路關係來取得必要的資源，亦是企業界

常採用的方式。因此，在準備建構或強化核心資源時，事業網路亦需要配合

重新調整。另一方面，不同的事業夥伴與網路關係，對企業核心資源之建構

與強化，同樣有不同的影響。選擇得宜當能為企業帶進資源。 

III. 「範疇－網路」的互動 

如果原有的網路關係不足，則隨著產品市場、價值活動與地理範疇的擴大，

自然需要新的事業夥伴，以取得必要的資源。而良好的事業夥伴與網路關係，

往往能夠為企業帶來新的投資機會，擴大既有的營運範疇，這種現象在台灣

企業特別普遍。 

 

（二）、Gary Hamel(2000)之觀點 

Hamel(2000)認為在新經濟之下，分析創新的單位不是某個產品或科技，而是

事業觀念。事業觀念與事業模式的基礎是相同的；事業模式其實就是事業觀

念的應用。在新經濟的環境裡，人們在很廣的範圍內，例如通訊、娛樂或其

他領域，與不同的事業模式彼此競爭，而非不同產品或公司之間的競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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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產業革命者，必須具備通盤思考事業模式的能力。Hamel設計了一種

相當全面、也容易理解的架構。他認為一個事業觀念包含了四大要素：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 

而四大要素之間有三座「橋樑」，將這些要素結合起來： 

 核心策略←活動構造→資源基礎 

 核心策略←顧客利益→顧客介面 

 資源基礎←公司界線→價值網絡 

這四大要素，三座橋樑關係如下圖 2-3-2： 

 

 

 

 

 

圖 2-3-2  Hamel事業觀念之四大要素及要素間橋樑 

資料來源：Hamel，2000 

 

1.核心策略： 

是公司選擇如何競爭的根本基礎。核心策略包含了事業使命、產品及市場範

圍，及差異化基礎等三個因素。 

I. 事業使命：事業使命道出策略的整體目標，也就是公司的事業模式是要

設計來完成何種目標，或提供何種產品給市場，包括「策略意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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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整體績效目標等。 

II. 產品及市場範圍：這個因素描述公司在何處從事競爭—哪些顧客、哪些

地理區域及哪些產品區隔—以及不在何處從事競爭。一家公司對產品及

市場範圍的定義若與傳統競爭者有明顯的不同，便有可能成為事業觀念

創新的來源。 

III. 差異化基礎：這個因素描述了一家公司競爭的方法，特別是與競爭者有

差異的地方。同業採用了哪些差異化方法？還有哪些空間可供我們做進

一步的差異化？現有產品或服務有哪些地方差異化程度最低？ 

2.策略性資源 

每項獨特的競爭優勢，都有特定的資源作為後盾。策略性資源包含核心

能力、策略性資產及核心流程。 

 核心能力 

指一家公司擁有的知識，包含技能與獨特的能力。我們的核心能力為何？我

們的知識是否具備(a)獨特性、(b)給顧客的價值，及(c)轉移至新機會的可能

性？ 

 策略性資產 

策略性資產是公司擁有的資產，非指專業技術。策略性資產包含品牌、專利

權、基礎建設、專利標準、顧客資料，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用新奇

的方法運用策略性資產，可孕育出事業觀念的創新。我們能想像出不同的方

法來運用策略性資產嗎？ 

 核心流程 

核心流程指的是一家公司實際的作法，是公司將投入轉變為產出，所用的方

法與例行流程。公司運用這些流程，將寧立、資產與其他投入轉變為提供給

顧客的價值。我們公司最重要的流程為何？也就是說，哪些流程為顧客創造

了他們最重視的價值，在市場上最具獨特競爭力？我們改善流程的速度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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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顧客介面 

履行與支援、資訊與洞察力、關係動態，及價格結構。 

I. 履行與支援：履行與支援意指一家公司用何種方法「上市」(go to market)，

如何「接觸」(reach)顧客：使用何種管道、提供何種形式的顧客支援，及

提供何種水準的服務。 

II. 資訊與洞察力：意指公司從顧客獲得、並運用到顧客身上的資訊，也就

是顧客介面的資訊內容，以及公司從這些資訊引伸出來的洞察力。 

III. 關係動態：這個事業模式的因素描述了生產者與顧客間的互動本質。 

IV. 價格結構：有很多收費的方式可供選擇。你可以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成本，

向消費者收費；直接或透過第三者向顧客收費；賣成套的產品，或分別

出售主產品及其附屬品；訂定單一價格，或依時間、距離訂定不同價格；

你還可訂定固定價格，或依市場淡旺季訂定不同的價格。每種選擇都是

創新事業觀念的機會，這些機會和產業傳統有密切的關連。 

4.價值網絡 

價值網絡有彌補及放大公司現有資源的作用。許多攸關公司成敗的資源，都

不在公司的直接控制之下。價值網絡包含供應商、合夥人及結盟。 

I. 供應商：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供應商位於價值鍊的上游。供應商為事

業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嗎？我們是否因為改變和供應商的連結建立

了競爭優勢？我們的事業目標和供應商的事業目標一致嗎？ 

II. 合夥人：合夥人通常供應某個可以彌補最終產品不足的「互補品」，或某

種「解決方案」。合夥人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以水平居多。我們如何藉助

合夥人的力量，讓組織發揮最大的彈性，更專注於本身的核心能力，建

立先發者(first-mover)的優勢，或提供顧客更完整的解決方案？ 

III. 聯盟：業者結盟，結盟者的意義不只是合夥人；在產業革命中，結盟者

直接承擔風險，也直接分享成功的報酬。 

而橋樑在四大要素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如下： 



知識型企業發展階段研究

 

 34

1. 「核心策略－策略性資產」的橋樑：構造 

構造是指一家公司以獨特的方法結合能力、資產與流程，來支援某特定策略。

構造亦指能力、資產與流程之間的連結，及公司如何管理這些連結。 

2. 「核心策略－顧客介面」的橋樑：顧客利益 

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之間的橋樑：也就是實際提供給顧客的特定利益組合。

連結核心策略和顧客需求的，就是利益。任何事業觀念的重要部分，就是應

提供哪些利益、及不應提供哪些利益給顧客的決定。 

3. 「策略性資源－價值網絡」的橋樑：公司界線 

一家公司的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之間為該公司的「界線」。這個橋樑代表公

司哪些事自己做；又把哪些工作外包給價值網絡的決策。 

 

小              結 

根據上述二位學者對於影響企業經營之策略考量所做的定義，本研究認為兩

者雖分類有異，但基本概念相同，故選擇吳思華之分類方式作為相關變數之

基本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