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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核心能力 

研究發現 1-1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核心能力是以未來應用為導向的完整跨領域整

合能力。 

【說明】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認為所謂的「核心能力」是日積月累
的結果，他人無法輕易加以模仿，其重要性與專屬性遠大於補助能力

（Supplemental Capabilities）與必要能力（Enabling Capabilities）。組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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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心能力的創造與維持，則是一連串知識創造活動持續互動所產

生的產出。 

【個案驗證】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所具有的能力，如果只單純看員工具備的知識

技能、實體科技系統、或是管理系統，都是別的組織有可能模仿的，然而

讓這個組織獨一無二的原因，卻是所有構面交互作用之下所產生的跨領域

整合能力。 

比較一般單一主持人的大學實驗室，在專業能力的深耕鑽研上面多所

努力，卻因為僅有一個主持人，在實驗室內部沒有進行跨領域整合的環

境。而產業界雖然從產品系統面思考，因此也重視跨領域整合，卻是從現

今立即的應用角度思考，且僅有部分的跨領域整合。而微奈米機電系統實

驗室則是從人力、研究經費、研究資源、研發成果全面的整合，且以未來

應用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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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1-2 

「重大價值」是決定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能夠成功跨領域整合的最重要

關鍵因素。 

【說明】 

 Leonard-Barton（1995）認為「重大價值」（Big Vs）界定組織成員之
間應該如何相互對待，以及組織成員應該如何對待組織其他攸關者，她甚

至認為「重大價值」對組織文化的貢獻足以構成持久的競爭優勢。微奈米

機電系統實驗室的「重大價值」包括有：對「人」的重視，注重正直

（Integrity）、信任（Mutual Trust）、開放（Openness）、以及分享（Share）
等特質。這樣的「重大價值」是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能夠成功跨領域整

合背後重大的推手。因為組織文化鼓勵「團隊合作」「知識分享」，更重要

的是「重大價值」深入到組織的各個層面與所有機制，使得擁有不同專業

的組織成員能夠捐棄自己從不同專業領域出發所帶來的成見，共同合作，

以最終的整體系統為目標，成功整合。 

【個案驗證】 

「重大價值」對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來說不只是個口號（這個實驗

室甚至沒有這樣的口號），而是體現在平日日常運作的作法與環境。他雖

然無形，卻對實驗室具有一股強大的影響力。 

「相互信任」這點，展現在實驗室很多作風上面。首先，三位老師每

個人都分別有自己的研究室／辦公室，裡面擺放著所有重要的資料、文件

等。每間辦公室都有自己的鎖，但是這三位老師因為做事情的需要（例如：

有時後急需要某份放在另外一位老師辦公室的資料）以及對彼此之間的信

任，彼此都擁有對方辦公室的鑰匙，方便隨時出入。這三位老師的友誼以

及信任基礎相當堅實，除了公事合作密切之外，在私生活上面也相當融洽

熟悉。這樣的融洽與熟悉，甚至延伸到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其次，在學生辦公室／研究室的位置安排上面，也有它的巧思。一大

間五十坪左右的辦公室裡面，所有的博士後研究生、博士生、碩士生全部

都坐在裡面，面向同一個方向，辦公桌全部一樣大，辦公桌與辦公桌之間

幾乎沒有隔板，所有人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看到附近周遭的人在做些什麼。

這樣的座位安排，背後最基本的哲學就是要促進並且維持所有成員之間的

互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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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做系統整合，當要跨領域整合的時候，為了能夠更順利的跟不同

知識領域的人溝通，在要去跟別人整合之前老師們通常都會主動先去了解

對方的領域知識。有開放的心胸，去接觸去了解，有助於團隊合作的順利，

對於跨領域的整合更是一大利基。 

在學生方面，主動去接觸、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想法也是微奈米

機電系統實驗室「開放」這個價值觀的表現。在學生背景的組成方面，大

部分的學生都是機械、電機、土木等。學生們通常透過參加不同的

Seminar，去接觸不同領域的人，包括不同知識領域的學生老師、不同產業
的人士，以更實際的了解產業現況，目前的困難或需要在哪裡。另外，學

生還會主動透過參加「創業競賽」這類活動的方式，進一步的跟非理工科

系的學生合作交流。在「創業競賽」中間，學生們有機會跟完全不同背景

的人，包括商管、法律、化學、等等不同背景的人合作，每個人因為背景

的訓練不同而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透過這個過程，學生們學習著

用更「開放」的心態來溝通，整合。 

在實驗室當中，從辦公室空間不設立分隔板的開放性設計、內部網路

系統以及資料庫讓所有人都可以 Access到其他人的資料夾的機制設計、所
有學生不考慮指導老師的不同可以自由參與三位老師的 Group Meeting、到
老師們的身教言教，都在在顯示著這個實驗室鼓勵分享的氣氛，也鼓勵著

新加入的成員學習、接受、並且珍惜（Appreciate）這樣的價值觀。 

 這些「重大價值」所體現的諸多作法，加總起來就成為微奈米機電系

統實驗室能夠成功的完成許多跨領域整合專案的重要關鍵因素。 

研究發現 1-3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具有清楚的「小價值觀」，而清楚的「小價值觀」

有助於決定組織技術發展的策略方向。 

【說明】 

 Leonard-Barton（1995）定義「小價值觀」（Little Vs）不牽涉人性或人
際關係，而著重於科技的選擇、各種知識的價值，或是如何將一般價值加

以作業化。就本質上來說，「小價值觀」是行為規範。特別看種某類技術

知識，或對於技術知識的態度與看法，有助於將這類知識轉化為異於其他

組織的策略性科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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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價值觀」和核心科技能力的其他構面相互作用，產生了一種能夠

自我強化的良性循環（Virtuous Cycle）。所有組織均有類似的價值觀，而
這些價值觀決定哪些人會被組織所吸引、哪些人可以得到較佳的機會。 

【個案驗證】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小價值觀」並不是在某類科技知識的偏好

選擇，而是研究成果價值的認定。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小價值觀」

可以由「對我國無用之科技不做：Be Vital to Taiwan」以及「無基本學術
價值之研究不做：Be Famous for i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這兩項準則完
整說明。實驗室所進行的所有研究計畫都是建築在實驗室的這兩個 Motto
之上。在研究題目的選定上面，絕對是先考慮到：台灣產業有沒有需求？

有沒有能力承接這樣的技術做出產品？有沒有市場？這樣的研究工作在

學術上有沒有價值？夠不夠前瞻？想清楚這些問題之後，其實就決定了這

個組織所需要涵蓋的知識領域範圍，以及需要什麼樣的資源投入。 

 以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以及包括台灣大學工學院、公衛學院、醫學

院、台大醫院、台大研發會、淡江化學系及相關合作廠商，並且延伸、整

合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研究所、及彩力染整、正波科技、百奧科技等

合作單位共同開發的「可去除 SARS病毒致病性之無害有機化合物及其相
關應用」，雖然是一個在相當短的期間內開發出來的成果，但在思考這個

研究議題的時候仍然是在「對我國無用之科技不做」以及「無基本學術價

值之研究不做」這樣的框架之下所進行的研究。抗 SARS的研究對於當時
候的台灣民生社會，很顯然具有相當大的貢獻，從產業面來看，台灣的產

業也有能力能夠承接，因此符合第一項準則。而「可去除 SARS病毒致病
性之無害有機化合物及其相關應用」的開發思維不同於一般生技製藥的邏

輯，提供了另外一個角度的作法，在所有類似 SARS 的冠狀病毒與 RNA
病毒的防制上都具有學術上的研究價值，因此也符合第二項準則。 

【個案補充】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從 1994 年開始著手進行的一項產學合作計
畫：「產學合作繞射式光學元件之先導性研究開發：汽車照明組件之研發」

也是在「對我國無用之科技不做」與「無基本學術價值之研究不做」這樣

的準則下所產生的研究主題。這個研究主題是從內（本身擁有的能耐）以

及從外（市場產業狀況）兩個層面共同思考後所決定的研究方向。 

 從產業面來看，台灣車燈有四十億的市場，60%外銷，所以是 24億，



 128

可是台灣的模具都是進口的。每個汽車車燈的模是很多個 submode連起來
的，每片車燈 6~40 萬個。傳統車燈用的傳統光學，台灣並沒有優勢，都
是從國外進口模具進行代工，然而當時繞射式元件這一個新的領域正在發

展，而他的應用可以有很多。這樣的新技術能夠替代傳統光學技術下所製

作的汽車車燈，對於台灣的產業來說是一個從脫離單純代工，以新技術提

高在產業鏈當中的附加價值的契機。 

 從學術研究面來看，當時候的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雖然沒有那麼多

的資源，但是很清楚的知道在學術研究上面他們的目標是要追求以 High 
End技術，也就是實驗室研究的主體之一—微機電系統（MEMS），並且要
能夠做到 Low Cost，才能跟產業有所連接，更重要的是要以「系統驅動」。
用「系統驅動」的角度，以一個具有產業市場價值的產品—汽車車燈—為

載具，發展微機電系統與光機整合技術，就這樣的，這個產學合作計畫就

在同時顧及產業價值與學術研究價值兩個前提之下誕生了。 

 這個產學合作計畫案，從汽車車燈的繞射式光學元件開始，到後來甚

至衍生到研究開發全像顯示的技術開發以及其他光學檢測的儀器設備。其

中一項產品（AVID）在 1998 年獲得了 Photonics Spectra 的“Circle of 
Excellence Award”，為我國廠商第一次得獎，且取得該獎項，代表經全球
評審後認為該光電系統為當年度全球所有推出光電系統中最創新之 25 個
產品之一，因此實為我國光電產業之一大盛事，在產業上與學術研究上都

代表了卓越的成就，而對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來說也是個相當重要的里

程碑。 

第二節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核心能力的形成、維

持與累積和知識創造的關係 

研究發現 2-1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內部資訊系統的穩定性與開放性有助於實驗室專

業知識的蓄積、流通與加值，進而形成實驗室的核心能力。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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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enport & Prusak（1999）認為知識管理絕對不止於科技而已，但是
「技術知識」顯然是知識管理不可缺少的一環。Newell et al.（1999）提出
知識管理若從「資訊系統的角度」出發，則知識管理是一套利潤系統。它

能儲備工作者的知識，並透過各式的搜查找到需要的知識。而進行知識管

理需要其他因素加以配合，例如：組織文化、管理制度、資訊科技等。 

【個案驗證】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內部資訊系統以WINTEL為架構，擴充性與
文件軟體相容性都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就被列入考量。對於實驗室成員來

說，這套資訊系統的安全性、穩定性與開放性，讓實驗室老師以及學生都

放心且願意將資料放在資料庫裡面，而因為資訊系統使用者權限設計的開

放性，讓成員的「資料」在上面得以透過不同使用者的擷取運用，加值成

為有用的「知識」，在組織裡面流通。 

研究發現 2-2.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實體科技系統專屬性越高，越能夠提升其核心能

力。 

研究發現 2-2-1.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專屬的實體科技系統包括許多自行設計開發的實

驗儀器設備：這本身即是核心能力的展現，也對核心能力的形成具有獨一

無二的貢獻，更是別的組織無可模仿的。 

【說明】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認為，實體科技系統為專屬時，其成
為核心能力的優勢可以維持得比較久。舉例來說，多年來福特汽車公司

（Ford Motor Company）不斷累積如撞車資料在內的試車資料，將這些資
料輸入電腦模擬程式，可以獲得快速的概念測試；這當然不是剛加入汽車

產業的新廠商可以比擬的。 

在實驗室的實體科技系統當中，實驗儀器是很重要的一環。實驗儀器

可以外購，也可以依據實驗室的需求與能力自行設計開發。英國劍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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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實驗室 Cavendish Laboratory1最早期（1871年）的領導者Maxwell
認為：「用自己製作的儀器卻總是作錯了的學生，時常比用經過仔細調整

好的和易於相信的儀器，卻不敢將他拆成零件的學生，能夠學到更多的東

西。」 

實驗室自己設計的儀器設備本身就是核心能力的一種體現，是運用現

有核心能力之後的成果展現；而運用自己設計的儀器設備進行研究開發又

能夠獲得別的研發組織所無法具有的核心能力，是一種正向的循環。 

【個案驗證】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許多實驗器材與儀器，有許多都是別的實驗

室相當需要但是可能要整個院或系所共用的，或者是根本買不起的。更有

許多儀器是實驗室自己研發出來的，完全符合實驗室自己的需要而設計

的。這些實驗器材當中，相當重要的儀器是量測用儀器。如果實驗室沒有

自有的量測儀器，還要跟別的實驗室或甚至系所卡位共用，實驗也會因此

受到阻礙，長期來說對實驗室研發能力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 

光生化形檢測儀（OBMorph）、先進雷射都卜勒干涉儀／振動儀
（AVID）、PEARL扁橢儀系統、DiLENS繞射式雷射光學尺系統等等，都
是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所自行研發出來的實驗儀器。這些儀器除了自用

之外，有許多更已成功技術移轉，足見這些實驗儀器的開發不僅能夠提升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核心能力，也是別的研發組織所需要的儀器設

備，因此這些自行開發的儀器設備不緊緊解決自己的問題與提昇自己的核

心能力，更是實驗室的重要研發績效成果之一。 

研究發現 2-3. 

組織成員「招牌技巧」多元性、異質性逐漸提高，有助於微奈米機電系統

實驗室研究領域的拓展與跨領域整合的範圍。 

【說明】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定義「招牌技巧」（Signature Skills）
為人們偏愛的任務、偏愛的認知方式以及偏好的科技，三者互動的自然結

                                                 
1 籌建於 1871年，是世界上最有聲望的物理學教育與研究中心之一。發展至今 132年，期間經
歷十代的管理者的交替，前後培養出 26為諾貝爾獎得主，4位英國皇家學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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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某些富創意的組織特別將觀念、癖好、個性、價值觀和技巧各異的人

組合在一起，因為不同的人和招牌技巧可防止人們在解決問題時劃地自

限，形成核心僵固的情形。日產國際設計（Nissan Design International）的
總裁赫胥伯格用「創意性摩擦」（Creative Abrasion）一詞，來強調由不同
招牌技巧激發而來的活力可以導致創造和結合，而非毀滅和分裂。 

【個案驗證】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新生知識技能背景過去比較單一，大多是機

械與土木背景的學生居多。雖然背景多元性比較不足，但是當時老師和學

生就有積極的主動去接觸了解其他領域，增加自己在不同領域下的

Exposure，學生們通常透過參加不同的 Seminar，去接觸不同領域的人，包
括不同知識領域的學生老師、不同產業的人士，以更實際的了解產業現

況，目前的困難或需要在哪裡。另外，學生還會主動透過參加「創業競賽」

這類活動的方式，進一步的跟非理工科系的學生合作交流。在「創業競賽」

中間，學生們有機會跟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包括商管、法律、化學、等等

不同背景的人合作，透過這些方式來補足專業背景多元性不夠的缺憾。 

 在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開始籌辦一年一度的「台大微奈米光機電系

統夏令營」之後，吸引了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台大學生參加，包括土木、

機械、工程海洋、電機、化工、資訊、物理、數學、生物產業機電、植病、

園藝等系所等不同的領域。許多學生在暑假參與了這個夏令營之後，常常

進而直接的參與了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研究工作，許多達兩年以上之

久，以求習得完整的跨領域系統研究訓練。甚至些學生會直接報考台大應

力所，進入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成為研究生，繼續從事相關的研究工

作。這些學生的投入，使得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成員背景的異質性漸漸

提高。 

 除了學生背景異質性的提高之外，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合作對象的

多元性也越來越廣，從他們共同組成的研究群的名稱即可窺知一二：從「台

灣大學微奈米機電研究群」，「先進儲存技術研究群」，到後來整合了電子、

資訊、無線通訊、生技、醫學、醫工等不同領域的「台灣大學奈米生醫微

機電系統研究群」，成員領域背景的異質性越來越大，使得整個研究群能

夠跨越的領域範疇疆界更為寬廣。因為研究團隊跨的領域範圍越來越廣，

使得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研究計畫能夠從一開始比較單純偏機械與

微機電製程的研究方向，逐漸做到許多光機電整合的研究計畫，乃至於現

在許多生醫光機電整合的研究計畫（例如目前正在進行的學界科專計畫：

先進無線生醫保健偵測系統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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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2-4.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強調研究者的內在動機。 

研究發現 2-4-1.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主要的激勵制度為無形的激勵制度，對於內在動機

強的人具有良好激勵效果。然而同時也以未來可能的職涯發展作為有形的

激勵制度來激勵研究者。 

【說明】 

 Rossman（1991）曾經訪談過 710 名有創意的發明家，問是什麼動機
使他們去創造發明。前五個最常被發明家指出的動機為：（一）喜愛發明，

（二）想要改進，（三）想要發財，（四）因為必須或需要，（五）想要成

就一個東西。在這裡，內在動機名列第一。在這裡，內在動機名列第一。

內在動機是一個關鍵，然而 Hennessey & Amabile（1988）認為某些外在動
機，例如名譽和金錢並不見得會干擾創造力的工作。Amabile（1988）認為
雖然只有外在動機而無內在動機的確會損害創造力，但是外在動機和內在

動機結合在一起，卻可以增進創造力。內在動機在早期的問題形成，想出

點子的階段是很重要的，而外在動機在實際動手作的階段則很重要，它在

設計產品的細節上很有幫助（Amabile，1988）。Sternberg & Lubart（1995）
認為內在和外在動機其實是互動的，而且是一個合作的關係而不是對立的

關係。 

【個案驗證】 

 在甄選新生的過程當中，老師以及學生會特別注意新生的研究動機的

部分。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傾向於招收內在動機比較強的學生，而為了

要確定新生是否真的是內在動機強烈而非僅是說出老師希望聽到的「標準

答案」，因此會特別在甄選過程中讓實驗室目前既有學生跟希望加入實驗

室的新生長時間的談，以確定他真的是具有強烈的內在動機，真的是對研

究本身具有興趣並且能夠從研究本身得到成就感，而不單純只是希望賺

錢。 

 招收了一群內在動機強烈的學生進入實驗室之後，微奈米機電系統實

驗室給學生的激勵制度就包括了無形的激勵以及少部分的有形激勵。無形

的激勵包括有（一）老師的賞識，（二）優秀學長姐的成就，以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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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學弟妹的尊重與愛戴。這些代表了對研究者專業能力與做事成果上

的肯定，正面強化了研究者做研究時的熱誠與成就感的獲得。除了主要的

無形激勵之外，亦有少部分的有形激勵，包括少部分的獎學金與研究經費

補貼等，但鼓勵性質遠大於獎賞性質。 

 然而，除了內在動機之外，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也不否定學生將來

畢業可以透過在實驗室的所做所學，將來畢業出了實驗室之後，在職業的

發展上能夠更為順遂所帶給學生的激勵效果。李老師就說： 

「你所能做的是靠著在這裡學到的知識，在頭腦裡頭長出金塊，到外

頭有錢起來。」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重視研究成員的內在動機的強烈與否，在激勵

制度的設計上也以激烈、強化內在動機為主要目的與作法，然而同時也以

未來可能的強大有形激勵來滿足研究成員的外在動機。 

研究發現 2-5.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物理環境的開放性有助於實驗室成員內隱知識的

分享以及知識的流通，並且縮短研究成員之間的垂直權力距離。 

【說明】 

 Leonard & Swap（1999）認為正確的物理環境能促進創意過程，像是
團隊成員間開放的溝通管道，設計良好的動腦及開展性思考的空間，用以

孵化及反省的空間，容易取得及設備良好的會議室以供整合，又彈性的空

間，允許團隊成員重新排列，進行創意活動，以及連結人與點子的資訊科

技使用權等等。 

 Thomas Allen針對七個實驗室中物理環境的分佈對互動的可能影響進
行研究。他定期訪問 512位受訪者，組織中在科技及科學問題這方面最常
與他們有互動的同事為何。兩人互動關係與兩人間的物理距離成明顯反

比。 

 諾貝爾物理學家 Freeman Dyson曾經說過：「科學是種群集的事業，其
基本差異在於開門及關門。當我從事科學研究時，我會把門打開，因為你

得不斷的與人交談。在這時候，你樂於被打擾，因為只有與他人互動，才

可以完成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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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開展性思考最好的刺激物是不同個人間直接、互動式的溝通。可能

的話，就是面對面溝通，盡可能避免間接溝通。研究顯示，大多數人面對

複雜的任務時，傾向選擇面對面溝通，而在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跨領

域的整合研究計畫當然符合複雜任務的定義。 

【個案驗證】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在研究生辦公室的空間與座位安排可以顯示出

實驗室裡面同學與學長姐之間的關係頗為平等。整個實驗室的所有學生，

都在同一間辦公室裡面，座位的安排並沒有依照研究生資歷作區分，也沒

有依照指導老師的不同做區分。每一年，博士後研究生、博士生、碩士生

全部都會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座位，因此並不會特別分出一塊給博士班學

生，一塊給碩士班學生；也沒有特別區分出一塊給李世光老師的學生、一

塊給張培仁老師的學生、一塊給黃榮山老師的學生的座位區。因為座位的

安排，再加上在實驗室長時間朝夕相處，不僅讓所有學生中間的隔閡減到

最小，更讓學生之間平時的非正式互動更為自然，情誼更為深厚。這樣的

座位安排還帶來了另一個效益：不同指導老師的學生因為座位的關係互動

更為密切，對於時常執行整合型計畫的同學們，對於對方領域知識以及研

究方向更為了解，溝通起來更為容易，對於實際進行研究工作的整合時更

為順利，彌補了實驗室因為人太多無法全部一起Meeting的缺憾。 

研究發現 2-6.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成員之間社會人際網路關係的緊密程度有助於知

識的蓄積與流通，進而能夠強化組織核心能力。 

【說明】 

 李仁芳（1997）認為當知識技術內隱性較高的時候，組織知識的蓄積
是以人為媒介，而當知識外顯程度高時，則可透過文件方式蓄積。Nonaka
（1995）在研究 Nissan開發霹靂馬汽車的個案也發現，當技術知識內隱程
度高時，知識必須透過人員才能有效的蓄積在組織內部。 

【個案驗證】 

 透過平時在實驗室研究生辦公室裡面的互動，同學之間與學長姐、學

弟妹之間更能夠隨時隨地，在比較輕鬆的氣氛下，討論與學習。有很多在

研究上碰到的問題，在實驗室或研究生辦公室跟學長姐討論過後就已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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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答案，不需要再去跟老師討論。在實驗室中，學長姐與學弟妹所培養的

感情甚至延伸到已經畢業好幾年的前幾屆學長姐。張老師便提到，有時候

週六週日他到實驗室還會看到已經畢業好幾年在工作的學生回到實驗

室，在和學弟妹共同討論他們現在的研究，自己自發性的在 Meeting，而
老師們也樂於見到這樣的情形。張老師便提到： 

「我們實驗室的學生們感情都非常好，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找不到人問

問題，知識傳承上面有斷層。只要沒有在當兵，之前不管畢業幾屆的

學長姐，一通電話隨時都可以找到答案。」 

張老師還說，因為有跟學長姐以及其他人這樣緊密的人際網路，讓實

驗室不用太擔心研究技術文件化、成文化的工作。張老師說：「做研究永

遠都是往前看，如果要學生回頭去把之前研究的點點滴滴文件化記錄下

來，對研究人員來說是相當痛苦的事情。但是過去的內隱知識還是要保存

下來阿，那怎麼辦？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的方法是透過妥善經營擁有這些知

識和技術的人，保持著良好關係，這樣我們學生隨時有疑問都可以找到人

來問，也比較有效率。」這樣的說法並不是代表就完全不進行文件化的工

作，而是除了文件化之外，更要透過妥善管理擁有內隱知識的人際網路來

保存並隨時存取所需要的內隱知識。相關科學社群與人際網路的經營是知

識蓄積與擴散的重要媒介。 

研究發現 2-7.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價值觀與規範之維持與傳承主要依靠「甄選認

同」、「教化認同」以及少部分的「算計認同」。 

【說明】 

 李仁芳（1990）在「管理心靈」一書中提到，意識型態將透過新成員
對組織及其信念體系的認同而益形增強。參加的新個體固有預設的個人目

標，但一旦他加入組織內部，組織的意識型態無疑將對其展示的行為有重

大影響力。他稱此現象是個體發展出對組織的認同（Identification）或忠誠
（Loyalty）。認同或忠誠的理由至少有四種：組織對他的自然吸引力，甄
選程序的結果，組織刻意喚引（Evoke）的結果，以及個體算計有利之後
培養出來的。 

 在甄選認同方面，組織需要成員的認同與忠誠，因此在選用人才的時

候不只考慮其工作的能力，也考慮其價值觀與組織意識型態能否匹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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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甄選程序變成增強對組織意識型態認同的工具。選擇事實上是雙方的，

組織細心的選擇良才，良禽也細心的擇木而棲，雙方並非隨機撮和，隨遇

而安，也不只是考量物質上誘因與貢獻的平衡而已。人們選擇加入某組織

通常是因為他們對所知覺到的該組織意識型態有所認同。初次的求職／求

才面談是雙方第一次篩選的關卡，接著一段嘗試期，雙方或明或暗的考驗

對方，看新人加入組織的「接枝」能否成功。只有對組織文化承諾最深的

人才能進入組織。 

 在教化認同方面，他包括組織用來培育發展其成員認同感的一組正式

技術。社會化則是一種內隱的潛移默化，一種社計較精巧之激發成員認同

感的方式，其效果經常叫教化更大。成員感受到一組非正式壓力，每一個

壓力都帶著訊息「遵守意識型態」。慢慢的，組織的價值觀「內化到個別

成員的心裡態度中，成員自發的對組織產生認同與忠誠，不需外界的刺

激，也能保證其決策能與組織目標一致。」換言之，成員「產生了一種與

其個人人格極不相同的組織人格。」（Simon, 1961） 

 在算計認同方面，Etzioni（1961）認為有些人通過了組織的各種甄選
程序，又並沒有完全接受所有教化與社會化的壓力，他們藉著對組織意識

型態認同來謀求個人自利的類型，只要對他有利，他立刻就能接受組織的

意識型態。他可能因為喜愛本身工作的樂趣，因而支持提供此工作的組

織；他也可能因對工作團體有歸屬感而得到心理上報償；他可能因趕到對

組織的成功與聲譽有工作上的貢獻而倍感榮幸；他也可能知道如果他與組

織其他人好好協同合作，他能夠得到種種報償。算計認同明顯是四種忠誠

中最微弱的一種，也是為一未曾內化到成員內心中的一種。 

【個案驗證】 

在甄選認同方面，我們可以從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甄選新人的作法

看得出來。新生面試，在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新人進用制度裡面，是

非常慎重、所有組織成員都非常重視的。實驗室所有的現有學生以及老師

都會共同參與這個過程，而最後由老師以及現有學生們「共同」決定要錄

取哪幾位新生。現有學生以及老師們為了能夠收入最「適合」這個研究團

隊的新成員，常常願意花一整天來做新生面試這件事情。 

新生面試通常是先由新生跟他所希望跟隨的指導老師面談一段時間。

跟老師面談完之後，老師會要他去他目前指導的所有學生面談。老師以及

現有學生會根據一份之前共同研擬出來的準則來進行面談，這些準則包括

了面談中間需要了解的重點項目—新生的研究動機是內在動機還是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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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動機強烈與否？新生是否具有團隊合作的能力？新生的專業能力

如何？等等。當新生與現有學生面談完畢之後，每個人會具名投票，現有

學生會和老師共同討論，決定哪些人比較適合加入這個研究團隊。 

在教化認同方面，張老師提到： 

「我有時候是 Storyteller，不斷的透過說故事的方法把一些做人做事態
度以及想法傳遞給學生，尤其是在 Meeting 的時候，不見得在講所謂
的正事，都在東扯西扯講一些故事，但是說這些東西都是有目的的，

希望能夠把一些精神和文化面的東西讓學生有感受。」 

平時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許多非正式活動，老師與學生都會共同

參與，譬如聖誕節大聚會等等。這些場合也是實驗室的文化價值觀能夠潛

移默化傳達給成員的機會。 

最極端的算計認同，亦即完全為了自利而暫時的認同組織意識型態

者，在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應該屬於相當少數，但不能排除實驗室成員

認同並且忠誠與這個組織的原因裡面有部分是算計後的認同。實驗室成員

的重要激勵來源包括了老師的讚賞重視、同學與學弟妹的尊重愛戴，這些

帶給成員的激勵效果某一程度上，經過成員的算計後會成為認同實驗室價

值觀的原因。 

第三節  跨領域整合成功的特色與重要因素 

研究發現 3-1. 

跨領域整合團隊成員之間的私交深厚以及過去的成功合作經驗，有助於跨

領域整合的成功。 

【說明】 

Ralph Katz（1996）指出，團隊會隨著合作時間的增加，會從一開始社
會化的階段進入創新階段，一旦合作時間增長，則會進入穩定階段。Ralph 
Katz更進一步研究得知專案績效與平均年資之間的關聯，在一開始社會化
階段，團隊建立部分的績效較差，隨著專案成員一起合作的時間增加，慢

慢建立起默契與共識，因而提升團隊的運作效率，所以專案績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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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一項五年期的Micro-Optics跨領域研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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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驗證】 

 張老師和李老師都曾多次提到，他們進行跨領域整合的一個大前提就

是團隊所有成員必須能夠相處，「人和」是最重要的。團隊成員的整合是

以是否具有團隊合作能力為首要原則，而非以他的專業技術能力為第一前

提。觀察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所進行的整合性計畫，以開發「可去除

SARS 病毒致病性之無害有機物」的個案來看，其中有 50%以上的團隊成
員都具有三年以上的合作經驗。這些團隊成員平時也會透過非正式的互動

來聯絡感情培養默契，使整合時的磨合降低。 

【個案補充】 

 李世光老師提到，以「產學合作繞射式光學元件之先導性研究開發：

汽車照明組件之研發」的例子來說，合作的團隊成員中許多人都是之前有

私交或有關連的。李老師說： 

「這些人很多都是我的師兄弟，雖然有些之前可能不認識。張培仁老

師去康乃爾的時候，下飛機是我去接他的，我們有一些 Basic的 Bone，
某些人是一開始就熟悉的。這個團隊可以跑的非常 efficient 是因為我
們裡面有一些人像張培仁老師下飛機的時候是我接他的，吳政忠學長

是我下飛機他接我的，這個 team 裡面是有一些完整的由 Personal 
Relationship建立起來的 Backbone。」 

李老師也認為，整個研究團隊裡面的人都有共識，沒有什麼是可以傷

害它們之間的 Friendship的，所以其他的所有事情大家都好商量。 

 張老師也分享經驗，認為跨領域整合計畫要能夠成功，絕對不只是把

技術兜起來這麼簡單。回顧過去整合失敗的經驗，老師發現問題都出在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上面。張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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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失敗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處不來。而無法相處的原因

就是覺得這個人無法 Teamwork，通常並不是技術的問題。」 

張老師還說： 

「我們進行整合型計畫都是先從人員的整合開始，人的問題先解決，

才來想技術整合的事情。」 

研究發現 3-2. 

研究團隊成員的知識技能多元性，以及團隊成員之間的高度水平專業化有

助於增加創造性摩擦，避免核心僵固。 

【說明】 

 經營實驗室與研究團隊，除了知識的多元性能夠提高組織創新之外，

組織成員之間的權力距離不能太大，以致於妨礙不同意見與知識的流動。

以英國劍橋 Cavendish Laboratory來看，雖然組織成員正式與非正式互動密
切，得以培養良好合作默契，然而他們也同樣注重科學最基本的求實與批

判精神，並且尊重民主討論與自由交流。這樣一來，合作能夠因為有良好

關係而穩定持續，但創新也因為成員「能夠」且「願意」分享與討論，而

不至於陷入僵固的情況。 

【個案驗證】 

在開發「台大抗煞一號」的過程中，團隊成員除了致力於了解自己在

整個計畫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能貢獻的能力之外，更透過兩天一次的

固定會議，了解整個計畫進行的進度，不同的專業領域分別使用什麼樣的

技術來解決問題，目前遭遇到的困難點在哪裡，更重要的是，來自不同專

業背景的研究團員們基於團隊合作的心態，會從自己的專業背景的角度來

思考，某個研發活動所遭遇到的困難點是否能夠從不同的專業領域獲得解

決。除此之外，在固定的會議中，團員們也會盡力去了解對方的專業以及

術語，以幫助整個團隊在整合運作上更為順利。 

【個案補充】 

 張老師提到，過去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成員與其他研究團隊共同

完成整合型計畫的經驗，整個團隊每一個月一次大 Meeting，每次五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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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的會議中，讓大家簡報目前進行的進度。因為之前已經對互相的專業

領域做過了解，所以在會議中只需要報告進度，不需要再花時間作那些

Introductory的介紹。 

以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正在著手的學界科專目前進行的方式來說，

因為參與的人數相當多，裡面包括八九個子計畫，八九十人，每一個月就

會有一半的成員進行報告，每三個月就有一個大會議，開一整天的會。在

這樣的會議裡面，所有小組分別報告進度之後，留十分鐘供大家討論，這

時候每個人就從自己的角度，不分自己是資深還是資淺的研究者，針對目

前研究的進度提出意見一起討論。這種時候就可以看出整合是否會成功，

如果在這種場合大家都不願意貢獻自己的想法，那麼跨領域整合不僅完全

沒有達到效果，更有可能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研究發現 3-3. 

主動了解研究團隊內其他成員的領域知識有助於提升跨領域整合成功的

機會。 

【說明】 

Dorothy Leonard-Barton（1995）認為，當問題的解決需要橫跨不同專
業知識，或需要理論和實務的綜合運用時，對於 T型技巧的需求就會湧現。
擁有這種技巧的人通常可以靈活運用知識來解決問題，並且也具有整合增

效的思考能力。具有 T型技巧的人通嘗試某些個人「願意」且主動追尋的
結果。一位頂尖製藥的經理人也提到：「我們雇用有合作能力，同時願意

跨越傳統劃分科學類別藩籬的人，才有助於專案進行的成功。」 

【個案驗證】 

張老師提到，在以前這個研究團隊剛開始運作，還很小的時候，曾經

為了希望能夠邀請某個做 IC設計的老師加入研究團隊，花了一年的時間，
讀了 1000 多頁該領域的論文與書籍，大費周章才整合成功。到了現在團
隊比較大了，實力也比較強了，但是一旦有新的團隊成員要加入的時候，

仍然會花很多時間去準備、去了解。 

除了尊重並且相信合作伙伴的專業之外，試著去了解別人在做些什麼

也很重要，如此一來才有 Common Language。所謂的 Common Language
指的除了字意上的共識與了解之外，還有思維方式上的共識與了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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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合作伙伴在做什麼的方式包括了從平常談話中間去 Pick-up，另外也從閱
讀該領域 Introductory Article開始。張老師說： 

「很多人要做跨領域整合的時候並沒有做到這個部分，都只單純把他

當作兩種技術的合成，但是卻忽略之前要先做很多功課以減少之後磨

合的痛苦。」 

有開放的心胸，去接觸去了解，有助於團隊合作的順利，對於跨領域

的整合更是一大利基。 

研究發現 3-4. 

每一次跨領域整合所形成的研究團隊，其知識創造與蓄積的動態循環接近

「超連結組織」型態。 

【說明】 

 Nonaka & Konno（1993）認為組織知識的創造過程可以是為輕鬆進出
三層的動態知識循環。在企業中，由各部門選出的專案人員位於組織上

層，並致力於知識創造的活動。一旦任務結束，成員便下移至知識庫層儲

存和專案小組一起工作時所創造的知識。一旦重新分類或整理的工作完

成，小組便再度回到企業系統層執行例行性工作，直到被新的專案點名為

止。「超聯結組織」是層級結構和任務編組的機動性綜合體。他為在企業

系統和專案小組層中所新創的知識，增加了一個具有「知識存取交換所」

功能的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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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超聯結組織 

資料來源：簡化自 Nonaka & Konno（1993） 

 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以及其他的實驗室共同執行整合型大型計

畫的作法也相當類似於企業界靈活運用專案小組與平日例行工作的任務

規劃。若把不同實驗室整合起來執行大型整合型計畫視為企業的「專案小

組」，則每個實驗室平日的研究工作就可對應為「企業系統層」的平日運

作。因為整合專案集合的往往不只一個實驗室，因此在企業系統層可以由

多個組織組成。而知識庫因為執行跨領域整合計畫的成功與否決定知識庫

內容的豐富與否以及知識庫知識蓄積長久與否。同時，知識庫內所醞積的

組織共同願景以及組織文化也是之後再度執行跨領域整合研究計畫成功

的重要基石。 

專案小組層 

企業系統層 

知識庫層 

動態知識循環 

持續創造、探索和

累積組織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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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跨領域整合大學實驗室之超聯結組織型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其他發現 

研究發現 4 

跨領域整合的大學實驗室與產業界應用端的互動較為密切。 

【說明】 

 之所以進行跨領域整合往往是因為從系統的角度與應用端回推，發現

所需要的技術並不全然來自同一個知識領域。意識到這樣的事實的重要契

機其實是主要是因為從應用終端回推這樣的一個思考角度。會從應用終端

回推，有相當大的可能是受到產業界的影響，因此與產業互動密切與大學

實驗室欲朝向跨領域整合方向發展互為因果。 

 大學實驗室與產業界的互動，會因為大學實驗室研究的標地跟產業接

軌程度高低而有所不同。當其研究的標地離產業應用面越近，產業與大學

專案小組層 

企業系統層 

知識庫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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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合作的意願亦越高。什麼樣的研究會離產業應用面比較接近呢？越

接近「產品」的研究會越接近產業面，而越接近「產品」的研究通常是多

種不同技術領域整合的結果，因此可以粗略推論跨領域整合的實驗室與產

業互動密切的原因。 

【個案驗證】 

 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與產業界的互動相當密切。以研究經費的

來源來看，過去十年來的研究經費與產學合作相關的比例就高達 63%。實
驗室的老師以及學生也都會主動去參加由產業界所主辦的研討會，與產業

互動密切。而產業界也經常會主動到實驗室來要求合作。以開發「台大抗

煞一號」的過程當中，能夠在短短二十天內找到能夠承接技術的廠商並且

在技術移轉上面獲得共識，也足見平時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以及整個研

究團隊與產業界互動頻繁密切與經驗老道。 

 張復閔（2002）在個案描寫當中也指出，台大「通訊與多媒體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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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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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清華大學電機研究所「VLSI 容錯測試設計實驗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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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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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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