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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針對國內外學者針對本研究相關主題所曾經做過的研究作理

論回顧，並在文獻的回顧與探討中釐清本研究各項變數的定義，以導引出

本研究的主題。本章主要分成核心能力，知識創造活動，大學實驗室相關

研究，以及跨領域實驗室相關研究等小節做更深入的探討。 

第一節  核心能力 

什麼是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提出這個概念的兩位學者 Gary 
Hamel 與 C.K.Prahalad，他們在 1990 年提出這種以企業資源為策略制定
基礎的觀點以後，引發許多後續的研究，學者也各有其不同的看法與見

解，茲將重要學者的觀點歸納如下。 

壹、核心能力的概念 

核心能力在概念上類似策略執行時的專注與執著，這不僅是一種經營

哲學，而且是具有實用價值的策略思考邏輯。Hamel 與 Prahalad（1990），
在深入研究過多家多角化經營的大企業後發現，傳統的多角化經營理念把

企業看成是眾多事業部的綜合體，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上，期望各事業部能

為公司賺取最大的利潤。由於這種組織架構的設計，各事業部最後只能單

打獨鬥，無法發揮整體的力量。因此，這兩位學者認為，為了迎接日益激

烈的全球競爭，要讓企業具有競爭力，必須長得像一棵大樹，核心產品構

成大樹的主幹與較粗的枝幹，較細的枝幹則是個別事業單位；樹葉部份則

是事業單位生產的最終產品，至於提供養份、生命力與穩定力的根部組

織，乃是企業的核心能力。 

從企業運作的觀點來看，Hamel 與 Prahalad 所提出的核心能力概念過
於簡化、含糊，無法達到一個可以操作的概念。Mansour Javidan（1998）
認為上述核心能力的概念可以依對公司價值的高低以及運作的困難程度

等層次（Hierarchy）再加以細分成：（一）資源（Resources）、（二）能
力（Capabilities）、（三）必要能力（Competencies）、（四）核心能力（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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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ies）等四個不同層級。 

 

【圖 2-1-1】核心能力的層次概念 

資料來源：Mansour Javidan, “Core Competence: What does it mean in 
practice?”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31, No. 1, pp60-71, 1998 

1. 資源（Resources）：這部份主要是企業創造價值活動的基本元素，包
括：實體的資源（Physical Resources），如廠房、機器儀器設備等；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如員工、經營團隊、教育訓練與工作
經驗等；以及組織資源（Organizational Resources），如品牌商譽、企
業文化等。 

2. 能力（Capabilities）：企業有許多的資源，但是如何妥善運用這些資
源，使其發揮預期的效益，就牽涉到企業能力的問題。能力在整個的

企業活動當中，是屬於一種以功能為基礎（Functionally Based）的運
作層次，如：行銷（Marketing Capabilities）、生產製造（Production 
Capabilities）、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以及配銷與運籌管理（Distribution & Logistics Capabilities）
等。 

3. 必要能力（Competencies）：這個層次的具體表現，就是將上述各種
功能性質的企業活動加以整合與協調（Cross-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使其達到預期的目標，在一個多角化的企業當中，
必要能力通常依附在事業部門（SBU）當中。例如：某一個事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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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U）擁有新產品開發的能力，這項能力的具體展現可能是該事業
部門整合與協調研發、行銷、生產製造以及MIS 等企業必要能力所得
到的成果。 

4.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是企業跨事業部門能力的組合，也是
各個事業部門所擁有的技能（Skills）、知識（Knowledge）彼此互動、
整合的結果。這些結果需要企業不斷的共同學習、投入以及承諾等，

才可能培養出來。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認為，構成公司競爭優勢的「核心」
能力，是日積月累的結果，他人無法輕易加以模仿。核心能力和補助能力

（Supplemental Capabilities）及必要能力（Enabling Capabilities）的最大差
異在於，後兩者並不足以構成可持續領先競爭者的優勢。補助能力對核心

能力有所貢獻，但易於被模仿，例如某些特定通路，或是強大卻不獨特的

包裝設計能力等。必要能力則是公司不可或缺的要件，但其本身也不足以

構成公司的競爭優勢。舉例來說，世界級的生產技術已是加入競爭遊戲所

需付出的代價，而非讓你高人一等的途徑。若缺少可和競爭者並駕齊驅的

生產能力，以科技為主的公司根本無法和他人競爭。公司必須要能擁有獨

一無二，且優於其他競爭者的專屬知識，才能稱得上是核心能力。 

貳、核心能力的特性 

Prahalad and Hamel（1990）指多角化企業像大樹木，主幹是核心產品，
分枝是各營業處（SBU），葉、花、果是最終產品，供給營養的根部就是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而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的特色
包括以下幾點： 

（1）組織中的集體學習。  

（2）特別在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術和整合相關科技方面。  

（3）同時也是溝通、參與、承諾在跨部門（含各層級與各部門）中運
作。  

（4）不會如實體資產一樣會越用越少，它強調應用與分享顧客需求。  



 15

（5）是各事業體的黏接劑，未來新事業體的動力，應與企業策略結合。  

Prahalad（1993）對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有詳細說明。他認為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可用三個簡單的測試鑑別出來，  

（1）它是否是競爭差異化的主要來源？  

（2）它是否超越單一事業體，是否包含事業體的現在與未來？  

（3）是否競爭者難以模仿？  

核心技術（Core technology）是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的一個
要素，當公司協調整合相關技術，則成為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不只是代表微處理器、包裝、被動元件等技
術能力（Technical Capability），而是和諧整合全部的相關技術、顧客知識
和直覺。例如 Sony的小型化能力、AT&T的網路管理能力、Matsushita的
高產量的製造能力就是它們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 

Tampoe （1994）指出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提供公司產生競
爭優勢的特殊能力（Distinctive Capability），特殊能力（Distinctive 
Capability）是別的公司沒有，它的持續性與適宜性對公司非常重要。故認
為核心能力為技術上或管理上的一個副系統，它能整合不同的技術、流

程、資源、know-how 去提供產品或服務，給公司具有持續和唯一的競爭
能力和附加價值。一般，它對競爭者或組織內部都具有隱藏的特性。 

Gallon et al（1995）指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是公司在某一些
事情上做得特別好，而且長期維持這個能力在成功的平均程度之上。核心

能力（Core Competency）是全公司的財產，不是屬於哪個個別的事業或部
門。某些能力如降低成本、促進產品/服務的差異化、進入市場的速度和增
強市場進入障礙等在公司的競爭力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者，就稱為關鍵能力

（Critical Capability）。關鍵性能力（Critical Capability）的發展常是策略
事業部門（Strategic Business Unit）主要工作項目。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可以說是各種能力的集合，一般最少會有兩種以上的關鍵性
能力（Critical Capability），最常的是技術（Technological Capability）和
市場進入的能力（Market Interface Capability），這些關鍵性能力（Critical 
Capability）是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力量的來源，也是超越其他公
司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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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各論點，顯示企業核心能力是企業一切知識最深層的內涵。

在運作上是跨部門技術、科技能力的協調與整合，包含策略管理能力、研

究發展能力、網路資源能力、行銷配送能力、服務支援能力、量產製造能

力等；儘管在現在與未來，都維持極強的競爭能力；而且具有唯一性，又

難以被模仿。  

參、核心能力的構面 

Hamel 與 Prahalad 提出上述的概念以後，許多的學者陸續提出更進一
步研究補充。Rod Coombs（1996）認為 Hamel 與 Prahalad 對 Competences 
以及 Capabilities 的定義並不夠清楚，根據他的研究：這兩者之間是有差
別的；他的分析架構當中，企業本身所擁有的多種技術組合構成少數的能

力（Capabilities）；這些少數能力（Capabilities）的排列組合則構成企業
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除此之外，Rod Coombs將核心能力的
構面分成投資模式（Investment Mode）與收獲模式（Harvest Mode）來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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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核心能力的構面 by Investment and Harvest 

資料來源：Rod Coombs, “Core Competencies &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R&D”, R&D Management 26, 4, 1996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則把核心能力看
成是四個相互依存的構面，包括： 

1. 實體系統：科技能力不僅在員工腦海裡逐漸累積，日積月累假以時日，
也會表現在員工所建立的實體系統，如資料庫系統、機儀器設備以及

軟體程式上面。實體系統更可以在員工調職或離職時，保留住個人原

有的知識與技能。 

2. 管理系統：組織日常資源的累積和調度佈置，也就是管理系統，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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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力相當重要的構面之一，由於員工知識的累積係由公司的工作、

教育訓練以及獎勵制度加以引導和監督，這些管理系統，尤其是獎勵

與激勵制度，創造了知識取得和流通的管道，同時對不合需要的知識

活動設立障礙。 

3. 技能與知識：這部份是最常被認為是核心能力的構面之一，因為最顯
而易見。這項知識和技能構面，同時也包含公司專屬的技術與研發的

理念。 

4. 價值觀與規範：價值觀和規範決定應追求和培育何種知識，以及何種
知識創造活動可被容許和鼓勵。另外也包括了組織對人性基本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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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核心能力四構面 

資料來源：Dorothy Leonard-Barton, “Wellspring of Knowledge,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 1995 

第二節  知識創造活動 

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萊斯特‧梭羅（Lester Thurow）在其 1999
年的大作「知識經濟時代」（Building Wealth）當中開宗明義便提到，時值
二十和二十一世紀之交，微電子、電腦、電信、新人造材料、機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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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技等六大新科技彼此結合互動，創造一個嶄新的經濟世界。這六大領

域所屬的基礎科學突飛猛進，開發全新的科技，也造就全新的產業：電腦、

半導體、雷射等等。人類已經不能再靠以往的舊公式功成名就。人類發展

史上，控制土地、黃金、及石油等天然資源一項是功成名就的要素。但一

夕之間，成功的要素變成了「知識」。 

而對大學實驗室來說，「知識的創造」更是一直以來不言可喻的重要任

務與競爭力來源。大學實驗室的成員、主要活動、工作時間、投入、產出

等等其實是和一般組織比較不一樣的。 

【表 2-2-1】大學實驗室成員的主要活動、產出與停留時間表 

成員 組織位置 主要活動 產出 停留時間 

教學 成材的學生 

教授 
領導者

（高階） 研究 
研究論文（及相關專利、

著作等附加產出） 

20-35年 

博士後

研究員 
組織成員

（高階） 
教學與研

究 
研究論文（及相關專利、

著作等附加產出） 
沒有限制 

博士生 
組織成員

（中階） 
研究 

數篇研究論文（及相關專

利、著作等附加產出） 
4-7年 

碩士生 
組織成員

（低階） 

學習（驗

證新技術

或 新 理

論） 

一篇研究論文（及相關專

利、著作等附加產出） 
2-4年 

資料來源：王昭懿（2002） 

對大學實驗室來說，最主要的 Input是知識，而最重要的 Output 也是
知識。實際要來衡量這種知識型組織的績效有其困難度，然而一個實驗室

的績效評估，從概念上來說，可以看成是從投入的知識到產出的知識，過

程中間有多少加值。因為「知識」在大學實驗室當中可以算是唯一的工作

單元，因此知識的創造以及相關的知識管理便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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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知識的定義 

對知識的定義，Huseman & Goodman（1999）視「知識」為自經驗
（Experience）、真理（Truth）、決斷（Judgement）、直覺（Intuition）及價
值（Values）當中萃取得到的「資訊」。Miller & Morris（1998）則認為知
識不僅是「知道那些事可以做」而已，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去做」。

個人透過學習過程中，自我對資訊、理論與適當的經驗相整合而獲得新的

知識，此一整合過程也被稱為「學習」（Learning）。 

根據 Davenport & Prusak（1998）定義，知識是一種流動性質的綜合體；
其中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訊，包含專家圖特的

見解，為新經驗提出的評估、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知識起源於智者的

思想。在組織中，知識不僅存在文件與儲存系統中，也蘊含在日常例行工

作、過程、執行與規範之中。 

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2001）也認為知識管理是以知識
為武器，擴大企業的核心功能，因此知識必須符合整體策略，它是企業整

體策略的一環；進一步提出一個資料、資訊、知識與智慧的關係架構圖。

其主要觀點認為資料、資訊、知識為處理固定狀況的能力，智慧則是能自

動判斷，採取適當應變的能力；知識管理並不只是管理知識，而是要促進

個人在工作時應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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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智慧、知識、資訊、資料關連圖 

資料來源：Arthu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著，許史金譯（民 90），
知識管理推行實務，台北：商周出版，頁 5 

貳、知識的分類 

Polanyi（1967）首先將知識分為內隱（Tacit）與外顯（Explicit）知識
兩類，內隱知識是比較個人的，且與個別情境有關，難以型式化與溝通；

外顯知識則是指形式化、制度化、可以用言語言傳的知識。 

Hedlund（1994）將傳遞知識載具分為個人、小團體、組織、及跨組織
的領域（顧客、供應商及競爭者）等四個層級；將知識分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及可表達知識（Articulated Knowledge）兩類，內隱知識與
Polanyi的分類相似，是一種無法訴諸文字、直覺的、無法流通的知識；可
表達知識則是指可以訴之文字、電腦程式、專利、圖形之知識。 

Nonaka & Takeuchi（1995）與 Edvinsson & Sullivan（1996）提出內隱
知識是指高度內隱專業的（Context-Specific）、個人化的（Personal），不易
形成、不易被溝通，必須經由人際互動才能產生共識；外顯知識是能以形

式、系統語言被傳播，能以參考手冊、電腦程式及訓練工具等被編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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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表達；因此，顯性知識可以從知識庫中直接複製使用。Nonaka & Takeuchi
（1995）提出知識的兩種類型，分為主觀的內隱式知識以及客觀的外顯式
知識。 

【表 2-2-2】兩種形式的知識 

內隱式知識（主觀的） 外顯式知識（客觀的） 

 經驗的知識（實質的） 

 同步的知識（此時此地） 

 類比知識（實務） 

 理性的知識（心智的） 

 連續的知識（非此時此地） 

 數位知識（理論）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1995，創新求勝（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遠流出版，頁 79 

 Quinn, Anderson & Finkelstein（1996）則將專業智慧分成四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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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掌握特定領域的基本知識。專業人員必須具備實證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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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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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追求成功的意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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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外在環境快速變

遷時，擁有更高的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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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知識創造活動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認為一個組織要擁有競爭優勢，必須
建立本身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包含四個相互依存的構面：員工知識和技

能、實體技術系統、管理系統、價值觀和規範。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認為組織除了是知識的儲存庫外，同
時可以產生與創造知識；組織亦藉由知識創造的活動，建立組織獨特的能

耐。有四種主要的創新活動，可以創造與擴散知識，以下分別就各項創新

活動提出說明。 

一、共同解決問題 

 多元化的專業 

由於所涉問題日益複雜，新產品開發過程或新知識產生過程中所可能

產生的各類問題，也愈發迫切需要各種學科、認知、地理和文化領域相異

的人士來集思解決。 

Leonard-Barton（1995）發現組織裡的解決問題方法受限始於個人。人
們會逐漸嫻熟於以某些特定方法解決問題；此外，人們更可能對自己的思

考模式或處理問題的方式，產生感情上的執著，並培養出所謂的「招牌技

巧」（Signature Skills）。「招牌技巧」指的是人們偏好用來界定自己的職業
能力。人們常將它視為自身的一部分，就像個人的簽名一樣。 

 管理專業化 

由學有專精的個人所組成的團體，需要可翻譯不同「語言」以及降低

衝突性觀點的機制。翻譯者可以是團體成員，或是經理人。如具有 T 型技
巧及 A型技巧的人。 

具 T型技巧者隨著經驗的成長，有些人會明顯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招牌
技巧，尤其是結合深刻的學理和實務經驗。由於他們可用兩種或兩種以上

的專業「語言」，同時又能以不同觀點看事情，因此成為整合各類知識的

寶貴人才。擁有這種技巧的人通常可以靈活運用知識來解決問題，而不囿

於問題應以某種容易辨視的特別方式出現。由於廣泛運用與職務相關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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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經驗，他們也具有系統整合的思考能力。 

 

【圖 2-2-2】T型技巧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1995） 

具 A型技巧者雖然少見，但有些人確實體現了科技的融合。T型技巧
意味著對於某項學問有所專精，但對於互動的學科則僅有表面知識。有些

人卻同時擁有兩種專業知識（兩種以上則較為困難），因此具備「兩種學

科優勢」，而 Leonard-Barton 稱呼這種人為具有 A 型技巧的人。這類技巧
的取得通常有先後次序。 

使用多種語言的經理人能夠從容遊走於多種專業領域，並同時使用一

種以上認知風格的經理人，通常可為多樣化的創造性團體提供組織凝聚

力。經理人必須能夠，同時也願意適時介入對立團體的互動：並非粉飾太

平，而是把能量導至正面的方向。 

 清楚的目標 

清楚的目標，是經理人在管理創造性能量時的最佳盟友。每個新產品

開發專案，基本上都會有兩個相互影響的目的：產品本身以及更加完善的

新產品開發過程－也就是產品概念和專案指導的遠景。產品概念可在小組

成員考慮產品對客戶的影響時給予指引，並協調成員間的不同決定；而專

在不同情況下運用知識的能力 

與職務相關的/專業性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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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遠景則可在小組成員考慮產品對組織的影響時給予指引，並協調不同的

決定。以這兩項指引為標竿，不論在考慮所設計的產品或是在設計的過程

當中，專案成員便能自行做出無數獨立的決定。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透過使用者參與（User Involvement）和相互調適（Mutual Adaptation）
的方式，可以促進跨越組織間的知識流通，整合與實做創新流程與工具。

使用者參與就是使用者參與專案或是新技術系統的開發，透過此種方式可

以將使用者的專屬知識融入其中，使用者也較能夠接受改變；由參與的程

度可分為三類：交付模式、諮詢模式、共同開發模式與學徒式；相互調適

則是指當引進新技術時，新科技與使用者工作環境兩者必須相互調適，這

種調適必須注意是否有小的或是大的變革螺旋出現，此外，也必須兼顧核

心能耐的四個構面。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透過實驗與原型的組織學習方式，公司可以朝既定的方向改善其能

耐。管理者有下列三項任務以促成實驗與原型：（一）塑造一個允許與鼓

勵實驗的氣候：正視失敗所帶來的幫助，鼓勵「智慧型失敗」的產生。（二）

實際進行許多實驗與原型試製（Prototyping）：Quick and Dirty 的方式進行
實驗。（三）設立從這些活動中組織學習的機制：透過專案審查及流程檢

修的方式進行組織學習。 

「以實體原型跨越界線」在超越認知與職能障礙的整合性問題解決方

式中，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認為最中立、但也最具啟發性的問
題解決機制之一，就是產品模型或原型，因為它們可以充當「界限物品」

（Boundary Object）。界限物品「有足夠的彈性來適應當地的需要，以及不
同使用團體的局限，但其強韌度也足以維持全面的認同.。它們在不同的社
會團體中有不同的意義，但由於其結構大同小異，方便不同團體辨識，因

此原型試製本質上是可以進行跨部門討論、解決問題和整合的重要工具。 

四、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組織必須監督外界的技術變化，以廣泛的吸收機制，自外界引入知識。

並與外界不斷互動、培養技術守門員（Technological Gatekeeper）等，以
有效地自外界學習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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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Leonard-Barton（1995）提出的知識創造活動之外，日本國立一
橋大學的兩位教授 Nonaka & Takeuchi在 1995年也提出了組織知識創造過
程的五階段模式，它包含了（一）分享內隱知識、（二）創造觀念、（三）

證明觀念的適當性、（四）建立原型（Archetype）、（五）跨層次的知識擴
展等五個階段。組織知識創造過程始於內隱知識的分享，因為沈潛於個人

豐富的、尚未開發的知識必須先在組織內加以擴大。在第二階段，自我組

織小組會將分享的內隱知識以新觀念的方式轉換成外顯知識。在第三個階

段，組織將確定新創造的觀念是否值得持續追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觀

念就會在第四個階段轉換成原型或者是一種操作機能。最後的一個階段將

把某個單位所創造出來的新知識擴展到其他的單位，甚至外部的成員，以

使知識水平均衡。 

 

 



 28

 

【圖 2-2-3】組織知識創造過程五階段模式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創新求勝（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1995，p113 

一、 第一個階段：分享內隱知識 

組織本身無法創造知識，個人豐富而未經開發的內隱知識是組織知識

創造的基礎，因此以內隱之勢開始這個過程是理所當然的。背景、觀點和

動機不同的許多個體分享內隱知識，成了組織知識創造關鍵性的一步，各

墳必須分享情緒、感覺和心智模式以建立互信。 

二、 第二個階段：創造觀念 

分享內

隱知識

創造

觀念

確認

觀念

建立

原型

跨層次的 

知識擴展 

組織內部 

內隱知識 

組織內部 

外顯知識 

五種有利情境 
意圖 
自主權 

波動∕創造性混沌

重覆 
必備的多樣才能 

由互助組

織獲得 

內隱

知識 

由使用者獲得 由使用者內化

市場

經廣告、專利、產品、服務

外化的知識 

內化

外化 結合共同化 



 29

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最強烈的互動發生在第二個階段。一旦分享的心

智模式在互動的範圍內形成，自我組織小組便可以藉著進一步持續性會談

將其表達的更明確。這個將內隱知識轉化成外顯知識的過程可以多種推理

方式來催化，例如演繹法、歸納法和誘導法。大量使用比喻性語言尤其適

用在這個階段。 

三、 第三個階段：確認觀念 

個人或小組所創造出的新觀念必須在某一個階段加以確認，包括決定

新創觀念對於組織和社會而言是否值得。組織必須以較明確的方式執行確

認觀念的工作，以了解新觀念是否無損於組織原本的意圖，並且符合社會

整體的需要。確認的標準並非得絕對客觀和符合事實；他們也可以是判斷

性和價值取向的。 

四、 第四個階段：建立原型 

在這個階段，已經將確認的觀念轉化為較有形或具體的原型。原型的

建立必須結合新創及已有的外顯知識。在建立一個原型時，相結合的外顯

知識可以是某種技術或零件。由於確認的觀念是外顯的，而轉換之後的原

型也是外顯的，因此這個階段相當於結合。 

五、 第五個階段：跨層次的知識擴展 

組織知識創造是一個不斷自我提升的過程。並非一旦原型建立後，他

就結束了。新的觀念經過創造、確認和模型化後會繼續前進，在其他的本

體論層次上發展成知識創造的新循環，這種 Nonaka & Takeuchi稱之為「跨
層次的知識擴展」的互動和螺蜁過程，同時發生在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 

第三節  大學實驗室相關研究 

過去針對大學實驗室（University Lab）所做的研究相對於企業實驗室
（Corporate Lab）來說比較少，除了少數介紹卓越實驗室的專書之外，大
部分有關研發管理的研究都專注在企業實驗室的描述。然而因為產學合作

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此逐漸開始有針對大學實驗室所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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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懿（2002）1針對國內醫工大學實驗室的組織創新平台的研究，發

現良好的實驗室創新平台，乃由正確的價值觀、支持創新的氣氛以及知識

管理相關的活動所組成。善於運用「文化式管理」，將有助於知識的創新。

大學實驗室領導者之大價值觀會影響實驗室創新氣氛塑造。而實驗室領導

者對於大學實驗室的學習功能之觀點，會影響實驗室領導者的領導措施。

實驗室領導者對於大學實驗室的學習功能之觀點，會影響實驗室環境的配

置。實驗室塑造創新氣氛之基礎，來自實驗室領導者明確的小價值觀。實

驗室小價值觀中所隱含的技術知識特質不同，實驗室對於師徒制的強調會

不同。實驗室領導者對於醫學工程定位的著重程度會影響外部顧客∕使用

者的知識輸入方式。 

張復閔（2002）2則針對生物醫學領域以及工程機械領域的實驗室，研

究知識領域特性與組織平台情境對大學實驗室知識創造的影響。一般而言

在生物醫學領域的大學實驗室中，技術知識內隱程度高、技術知識標準化

程度低、技術知識較重深度，需要較豐富的知識涵養。工程技術領域的大

學實驗室，其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與模組化程度較高、技術知識較重廣

度。相對於生物醫學領域，技術知識的內隱化程度較低。工程技術領域的

大學實驗室，其知識概念生成的來源較開放，包括產學兩方；而生物醫學

領域的大學實驗室，其知識概念生成的來源較集中，主要是與學術社群的

互動。生醫實驗室中，領導人在概念生成發展上扮演主導的角色，學生參

與程度較低;而在工程技術團隊中，學生在概念生成發展上參與的程度較
高。工程技術領域的大學實驗室，其團隊創造的知識較能以模組的形式儲

存擴散，有利於其它專案的進行；而生物醫學領域的大學實驗室，其知識

較難以模組的形式儲存擴散。而在組織平台對組織知識創造的影響方面，

發現實驗室主持人對組織成員適當的關懷(Care)，有助於知識在組織內部
的流通與蓄積。知識的經驗分享有助於組織知識在轉換過程中創造與累積;
透過師徒制有助於知識在共同化過程中傳播。另外，實驗室常透過原型試

製和小規模的實驗，作為內部溝通的媒介，這樣的做法有助於知識在外化

過程中的傳播與蓄積。而在教育制度與激勵制度方面，教育訓練的設計，

可作為大學實驗室內知識蓄積的媒介，而在大學實驗室中，激勵學生的最

佳方法是教授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成功的經驗、研究群間經常共同討論、

彼此學習。而大學教授合組實驗室或研究團隊，有助於資源整合與知識創

造活動的進行。 

                                                 
1 王昭懿，「大學實驗室創新平台之研究—以台灣醫學工程領域實驗室為例」，政治大學科技管理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2 張復閔，「知識領域特性、組織平台與情境對大學內部實驗室知識創造的影響」，輔仁大學管理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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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人（2002）3則以國內生醫大學實驗室為研究標的，從組織創新的

角度分析比較學術創新績效不同的實驗室其運作方式有何不同。他發現研

究績效良好的研究人員會從現象中尋找有潛力的問題。傑出的實驗室領導

人會比較關心實驗室成員的實驗和生活。表現良好的實驗室也比較願意將

資源控制權下放到有知識權的地方。另外，研究傑出的實驗室領導人比較

在乎學生對實驗的熱忱。而雇用有學習能力的實驗室成員以及營造共同討

論的氣氛將有助於產生創造性摩擦。 

李憲璋4（2003）以台灣八間光電領域實驗室為例，探討其組織平台與
組織知識流通的重要活動。他發現實驗室領導者的研究方向會影響成員研

究題目概念的生成方式：當老師的研究方向越趨向執行業界的合作案時，

碩士班學生的題目概念生成越趨於上而下，而當老師的研究方向越趨於學

術研究時，碩士班學生的題目概念生成越趨於下而上，而博士班學生則都

趨於下而上。而在實驗室當中，知識型成員有助於組織內部知識的流通，

其中博士後研究員以及博士班學生趨向為實驗室之知識工程師以及知識

執行人員，使內部知識可由中而上而下的傳遞；碩士生及大學專題生則趨

向為實驗室中的知識執行人員。 

曾立欣（2003）則以台灣學術卓越與工業創新的 IC設計實驗室為研究
目標，探討大學實驗室的人力資源管理與知識創造。他發現實驗室的人力

組成會影響實驗室教育訓練，博士生組成比例越高，實驗室技術類的教育

訓練越紮實。另外，大學實驗室的創造觀念月強調研究上的前瞻性，實驗

室跨層次知識擴展傾向採取技術移轉，而大學實驗室的創造觀念越強調解

決實際問題，則實驗室跨層次知識擴展傾向採取合作開發。另外，實驗室

組成份子共同背景程度高、內部氣氛開放等因素都會有助於實驗室分享內

隱知識。 

徐千惠（2003）針對台灣 OLED材料合成相關大學實驗室，其實驗室
組織平台與情境對於實驗室創新的影響。他認為大學實驗室領導者的個人

特質以及學研歷程會影響帶領實驗室的價值氛圍。另外他發現，若實驗室

研究所定義的範疇越廣，越需要整合各異質性知識範疇，亦即技術知識的

複雜度越高，因此越需要引入知識背景不同之成員，對外擔任知識吸守門

人角色吸收知識，對內擔任教學擴散角色，並且能夠作為跨越疆界者，協

調不同功能別的人員互相合作並全心投入跨領域研究。而若實驗室所定義

                                                 
3 王俊人，「從組織創新觀點探討國內大學生物醫學實驗室」，輔仁大學管理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 年 
4 李憲璋，「大學實驗室組織平台與知識流通之研究—以八間光電領域之實驗室為例」，政治大學

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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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越專精，則實驗室傾向引入擁有共同背景的成員，在知識分享的初

期，共同的語言與思考模式，可以減少彼此溝通的障礙，組成團隊後，再

以團隊內小組輪調的方式，指派資深實驗室成員從事不同目標導向的團

隊，以激盪團隊內創新氣氛。他特別發現在 OLED材料合成的實驗室裡面，
知識內隱性的程度是很高的，實做印證記載於書本論文上的知識和吸收源

自其他成員身上的經驗，在 OLED 材料合成相關實驗室裡都是很重要的。
做合成實驗的時候由於環境變因多，操作過程裡的控制變因複雜，有時候

同一個實驗，不同的人按照一樣的實驗步驟做出來的結果很可能不同的。

主要原因可歸納為：（一）實驗室成員本身的基本功夫；（二）個人化學知

識豐富度；（三）對實驗的敏感度；（四）援用外在資料的能力，也因此訓

練一個新進人員到位，需要透過長時間實做養成；為了養成化學合成技

巧，一個新進的碩士級成員往往要透過最少三個月的時間，投入實做，透

過觀察，如此經過密集且需要勤奮投入一年後，才開始可以操作一些較具

原創性的實驗。 

第四節  跨領域實驗室相關研究 

所有的大學實驗室在知識的組成成分上都有跨領域的性質存在，只是

程度的高低。本研究所定義的跨領域則是除了專業知識知識特質組成上的

跨領域之外，更強調實驗室領導人組成的跨領域，因此由單一老師所指導

的實驗室，其跨領域的程度在本研究的定義上是比較低的。在目前大學實

驗室所做的研究當中，特別針對跨領域實驗室的研究比較少，散見在不同

研究的個案分析當中。 

張復閔（2002）5在其研究的個案分析中，其中有一個案針對台大「通

訊與多媒體實驗室」作說明，描述其專注領域、組織平台與情境、以及組

織知識創造的過程。該實驗室由吳家麟老師、陳文進老師、黃肇雄老師以

及歐陽明老師四位老師共同主持，在專注領域上面分成四個主要研究群，

包括：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數位訊號處理）、Database Group（資料庫）、
Network Group（網路）、Graphics Group（繪圖軟體）。這四項技術在通訊
與多媒體的領域中都是很重要的學門，因此在專業上四個老師正好優勢互

補。四位老師在個性上、做事風法、思考方法上都不相同，然而在互相了

解、興趣相投、以及感情和睦的基礎之下，使得這個實驗室平時組織的運

作、組織知識的創造上，都能發揮跨領域整合之後所產生的綜效，成為一

                                                 
5 張復閔，「知識領域特性、組織平台與情境對大學內部實驗室知識創造的影響」，輔仁大學管理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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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在學術發展以及產業創新方面都有貢獻的實驗室。該實驗室與黃肇雄老

師等人所創立的迅連科技之間互動非常密切，長期進行產學合作，對未來

技術發展與市場趨勢相當熟悉。 

曾立欣（2003）6針對台灣 IC 設計相關大學實驗室探討大學實驗室的
人力資源管理與知識創造，其中提到清華大學電機研究所 VLSI 容錯測試
設計實驗室也是台灣多人共同領導的實驗室之一。這個實驗室由吳誠文老

師、張慶元老師、黃錫瑜老師、黃柏鈞老師、劉靖家老師、以及柏振球老

師共六位老師共同主持。該實驗室的研究領域包括 VLSI 設計、驗證及測
試、計算機算術、演算法和架構、數位類比混合式通訊 VLSI 以及 CMOS 
RF 設計之相關研究。吳誠文教授是實驗室的創始人，對於實驗室的經營
理念，認為學生在實驗室的時候，可以認識與結交越多的同學、學長、學

弟，累積自己的人脈，對學生的幫助越大，因此，VLSI 容錯測試設計實
驗室所有教授的指導學生通通都在同一個實驗室裡。而在專業領域方面，

每個教授的領域都有些不同，對於學生來說，就是有六個教授同時在指導

他。不僅如此，六個教授的指導學生，大家平時不僅在一起培養生活上的

默契、專案的合作，更能夠一起解決問題，因此對於研究上有相當大的幫

助。而對於指導老師們來說，比較資淺的老師可以藉著共同主持實驗室比

較快速的獲得研究資源，使得研究得以迅速步上軌道。該實驗室的氣氛也

是相當注重共同分享內隱知識，而分享是以實驗室成員之間頻繁的正式與

非正式互動為基礎。VLSI 容錯測試實驗室除了本身擁有領域內的六位教
授，再加上與清大資工系幾位合作教授，不論是在理念與長期建立的實質

合作，補強了實驗室在於部分領域的不足，創造出組織橫向與向外的知識

擴展。而該實驗室在研究方向的制訂上面，也會同時強調對學術界與產業

界均具有重要影響，而因為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因此傾向集合眾人的力

量作比較大型、對學術發展與產業發展同樣具有影響力的計畫。 

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 的 Elke Duncker（2001） 7則針對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一項五年期的Micro-Optics跨領域研究開發計畫，作
有關組織溝通、知識流通與創造的研究。該計畫整合了五個不同知識領域

的學門，包括化學物性（Chemical Physics），材料科學（Materials Science），
科技與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有機化學（Organic 
Chemistry）以及應用物理學（Applied Physics）。跨領域開發計畫當中的所
有人過去或目前都有合作共事的經驗，而除了研究計畫之外，組織成員也

會在非正式的場合有社交的活動，保有良好交情。這些不同學門所整合起

                                                 
6 曾立欣，「大學實驗室的人力資源管理與知識創造—以學術卓越與工業創新的 IC設計實驗室為
例」，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7 Elke Duncker, “Symbolic Communication in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 26, No3, Summer 2001, pp 34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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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團隊之間，彼此為了互相溝通了解，發展出一套共享的符號形象系統

（Shared Symbolic Repertoire），而這套系統發展的越完整，對於跨領域整
合的成功就越有幫助。另外，組織成員長時間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互

相交流也有助於跨領域整合的成功。該研究也認為，跨領域整合需要較長

時間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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