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在介紹假說驗證結果後，以下將逐一討論本研究發現，以及各項假說結果背

後的理論意涵與可能的解釋。 

壹、團隊的研發能量提升模式與組織型態 

在綜合所有訪談者的見解，以及瞭解 N 大學無線奈米生醫研發團隊在不同

階段開發新產品的現狀後，本研究最後提出以下兩點觀察：（1）兩種向度的研發

能量提升模式；（2）彈性球體組織。分別說明如下： 

（1） 兩種向度的研發能量提升模式 

具有動態能耐的團隊其研發能量的提升可以從兩種向度進行觀察，如圖 6-1

所示。一是屬於各項子計畫以團隊的願景為方向，各自追求卓越（N 大學 H 教

授用「各自拔尖」一詞來進行說明），在其特定領域中，為追求其特定目標所進

行的知識創新與技術突破。隨著各項子計畫在其技術上的創新與突破，可以觀察

到該團隊在研發能量上的提升與持續性蓄積，其抽象概念可由圖 6-1 水平面積的

擴大來表示。其結果是，不同子計畫深化了其研發能量。 

另一向度是屬於整體團隊為達特定目的，整合各項子計畫的人才、資源、技

術與知識等，所進行的知識創新與技術突破。不同的整合性新產品開發案，皆需

要進行跨領域知識與技術的整合、重組與轉換，進而達成全新的創新成果。隨著

不同階段的整合過程，可以觀察到該團隊在研發能量上的提升與持續性蓄積，其

抽象概念可由圖 6-1 垂直高度的升高來表示。其結果是，該團隊提升了整體研發

能量。 

 N 大學 H 教授說明：「在拔尖跟整合裡面，到底怎麼跑，各個研究人員的各

自拔尖跟團隊的整合這中間，其實是會相互不一致的。因為在整合的時候，

有些技術其實你不用太 advance（先進），我可能只要以整合的地方為主這樣

就好。所以如何在這兩邊找到一個平衡點是很重要的。」  

 N 大學 H 教授說：「在整合過程中，管理是很重要的，整合完之後整個知識

又被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我們在看事情也會看到另外一個層次，整個畫面

更清楚。所以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並不是為了奈米而奈米，也不是為

了跨領域而跨領域，而是為了解決什麼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腦袋裡的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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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研發團隊之研發能量提升示意圖（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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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很清楚，也更知道怎麼去做，所以整個團隊的實力就一直在成長。」 

換言之，一來，經由各項子計畫在其特定領域技術上的創新與突破；二來，

以各項子計畫的研發能量為基礎，該團隊整合所有人力、資源、技術與知識，使

得該團隊有能力得以持續地迅速回應外在環境的改變以產生創新成果。 

 

（2） 彈性球體組織 

具有動態能耐的團隊是一種「彈性球體」的組織型態，如圖 6-2 所示。各項

子計畫研發人員，在進行其研發計畫的過程中，會持續地掃瞄（screen）與監控

（monitor）外在環境的改變，對外在環境的大量資訊進行篩選，以確認機會與

威脅（Abels, 2002; Albright, 2004），並將所蒐集到的各項重要資訊、知識與競爭

情報，存放在該團隊之資訊系統中，或者傳遞給團隊內部相關人員。 

當外在環境有所改變時，團隊成員會從相關資訊中意識到此一刺激的產生，

再則經由環境偵測可提供正確且充分的資訊，有利於領導群進行正確的決策且快

速地回應。也因為該團隊具彈性與動態性，因此，得以馬上成立整合型計畫，彈

性地與適度地調整，以及集中各項子計畫資源，也運用其網路關係整合內部與外

部資源、知識與能耐，進行必要的創新活動，以回應外在環境的改變。 

當此一整合型計畫產生創新成果，提出解決方案後，各項子計畫人員再度回

復到原有狀態中，繼續在既定的子計畫中持續進行研發工作。經過上述之整合過

程後，該團隊不僅能力內涵有所轉變，如圖 6-2 之（1）與（3）以不同顏色表示，

且其能力之強度亦有所提升，如圖 6-2 之（1）與（3）以不同大小表示。之後，

當下次外在環境有所改變，或者領導群意識到有新的機會或威脅產生時，將會有

另一次的動態性組織調整過程發生。 

至於下一次的整合型計畫何時產生，將因環境因素與領導群是否能夠辨識機

會與威脅而定。當然，也有可能同一時間點有不同的外在刺激產生，此時，團隊

領導人亦會對該團隊進行適度的調整，以快速地回應不同的刺激。 

 N 大學 L 教授說：「我們現在在說創新管理，恐怕必須是 loose tight loose tight

（鬆緊鬆緊），所以很像腦力激盪連續地在 run（進行）的一個 process（流

程），可是他有更清楚的方向（意指該團隊之願景）在驅動這個東西，所以

也不太像完全一般所說的 pure（純粹）的腦力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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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大學 H 教授說明：「如果這些人才他都是頂尖的，那集合起來的那種力量，

如果可以做更好的整合的話，那就更強勢。…不過，這個地方其實也是要這

種鬆、綁、鬆、綁、鬆、綁這樣子。它不是意味著鬆，也不是意味著緊，也

不是一直鬆或一直綁，他其實要 dynamic（動態的）的一種管理。」 

此種因外在環境的改變所進行的資源調整，導致組織的變動，其一緊一鬆之

間，如同一個彈性球體一般，因此，本研究稱之為「彈性球體組織（flexible sphere 

organization）」，其最大的特色在於其彈性應變能力與學習能力，並得以進行內外

部資源、知識與能耐的重組與轉換，以產生創新成果。因此之故，是為具有動態

能耐之研發團隊的典型組織型態。 

 

（3） 「兩種向度研發能量提升模式」與「創新績效」之關連 

「兩種向度研發能量提升模式」對創新績效有極為重要的意涵。研發團隊的

各項子團隊（子計畫）在其專業領域持續地追求卓越，是一種得以深耕該技術領

域的重要研發活動。若要產生更具突破式創新的產品與技術，此種各項子計畫持

續追求卓越的研發活動是不可欠缺的。因為各項子計畫在其技術領域中持續深耕

與努力，方能提供團隊在整合各項子計畫的優秀技術與人才的來源，因此，扮演

著創新過程中的重要根基角色。有此根基為基礎，方能在整合各項子計畫後，產

生另一種層次的創新成果。 

 

（4） 「彈性球體組織」、「兩種向度研發能量提升模式」與動態能耐之關連 

「彈性球體組織」與「兩種向度研發能量提升模式」對動態能耐有極為重要

的意涵。N 大學研發團隊共有九個不同技術領域的子團隊，這種多元化的知識與

技術背景，由於所涵蓋的知識領域極為廣泛，如同一個可監控與探測各種外在環

境資訊的全方位團隊（因此之故，本研究以球體表示），透過環境偵測提供正確

且充分的資訊，使得領導群得以進行辨識，以及做出正確的決策，以快速地回應

外在環境的改變。其次，也可提供該團隊整合與轉換知識的豐富技術來源。整合

過程中所需要的知識與技術，若是需要尋求外部團隊或組織的支持，當然需要花

費時間進行協商與協調；因此，若是該知識、技術與人才在團隊內部不同子計畫

間即可彈性調度與提供，不假外求，那在開發時程的掌握上，自然更容易爭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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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亦即，將有助於快速回應外在環境的改變。因此，「提升研發能量的兩種向

度」與「彈性球體組織」對動態能耐有著極為重要的意涵。 

 

貳、動態能耐的多面向多層次架構 

本研究發現動態能耐是一個多面向多層次構念（multi-dimension and 

multi-level construct），可區分為三構面八因子架構，如圖 6-3 所示。 

一開始本研究經由對相關文獻（Teece et al., 1997;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Zollo and Winter, 2002; Adner and Helfat, 2003; Blyler and Coff, 2003; Helfat and 

Peteraf, 2003; Sher and Lee, 2004; Wu, Lin, and Hsu, 2006）進行深入的瞭解後，萃

取出動態能耐的不同子構面，是三構面六因子架構，三構面是指結合能耐、吸收

能耐與組織彈性等（如表 2-3 與表 2-4 的說明）。其中，結合能耐包括兩項因子，

分別是「知識與資源取得」與「知識與資源整合」；吸收能耐包括三項因子，分

別是「辨識」、「學習」與「內部溝通效率」。之後，在後續的個案研究中，本研

究發現應加入「技術彈性」此一因子，方能更適切地解釋研發團隊的行為，因此

產生動態能耐的三構面七因子架構，其中彈性則包括兩項因子，分別是「組織彈

性」與「技術彈性」（如表 3-4）。但在量化分析階段，以第一群樣本（政大 EMBA

學生與科管所碩乙班樣本群）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EFA）後，「知識與資源取

得」此一構念被區分成兩項因子，包括「內部知識與資源取得」與「外部知識與

資源取得」（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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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經由後續的第二群（南韓 KAIST MBA 學生）與第三群樣本（工研院

研發團隊）所進行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由其個別的鑑別效度結果可知，

這八項因子是可被區辨的，代表他們並非相同構念（如表 5-6 與表 5-14 所示）。

亦即研發團隊分別從外部與內部所取得的知識與資源是有其可區辨的意義存

在。換句話說，本研究不僅證實了結合能耐是一個包含三因子之構面，也證實了

動態能耐是一個多面向多層次構念（三構面八因子架構）。 

雖然，本研究將動態能耐拆解成「結合能耐」、「吸收能耐」與「彈性」等三

構面，以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但，事實上，不同學者在論述動態能耐的概念

時，也已開始對動態能耐的內涵進行解構。Zollo等人定義，動態能耐是一種已

學習的與穩定的集合活動（collective activity）的型態（pattern），經由這些活動，

組織系統性地產生與更改其作業例規，以追求效能的改進1（Zollo and Winter, 

2002）。它們（動態能耐）是由學習所引起，並組成這廠商修正作業例規的系統

性方法。他們認為學習機制本身是系統性，可被視為是「二階」的動態能耐。學

習機制直接形塑作業例規，也可經由動態能耐的中介步驟而形塑作業例規2。他

們認為組織內存在有兩種型態的例規。第一種型態的例規是作業性例規

（operating routine），是指執行已知的程序，其目的是產生現在的營收與利潤。

而另一種型態的例規是希望在現存的作業中，帶來想要的改變，其目的是想增加

未來的利潤。在演化經濟學上，第二種型態的例規傳統上被視為是探索性例規

（search routine）（Nelson and Winter, 1982），他們認為在這裡可視為是動態能耐

的本質3。其概念如圖 6-4 所示。 

相對於 Zollo 等人著重在學習的研究上，Collis（1994）的研究關注在組織能

耐的「改變」上，將組織能耐做進一步的說明。他認為即使模仿是不太可能的，

但任何優異的靜態效率依然會被具有動態能耐（可改進生產效率）的廠商所替 

                                                 
1 原文是：A dynamic capability is a learned and stable pattern of collective activity through which the 
organization systematically generates and modifies its operating routines in pursuit of improved 
effectiveness. (Zollo & Winter, 2002, pp.340) 
2 原文是：Dynamic capabilities arise from learning; they constitute the firm's systematic methods for 
modifying operating routine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learning mechanisms are themselves systematic, 
they could be regarded as "secondorder" dynamic capabilities. Learning mechanisms shape operating 
routines directly as well as by the intermediate step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Zollo & Winter, 2002, 
pp.340) 
3 原文是：Routines of the second type are traditionally identified as search routine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Nelson and Winter, 1982), and are here regarded as constitutiv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Zollo & Winter, 2002, p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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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學習、動態能耐與作業例規，引用自 Zollo & Winter (2002) 

 

代。這些動態能耐取代任何靜態組織能耐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如果他們本身是難

以模仿的，就可以是持久性競爭優勢的更好來源4。他並指出動態能耐統理一般

能耐的改變速率，並以微分學（differential calculus）來說明二階（second-order）、

三階（third-order）…等能耐的存在，一直到無限延伸（Collis, 1994）。 

相對於 Collis 所提出的高階動態能耐概念，Winter（2003）則主張，從邏輯

的角度來看，高階的改變速率可能只在數學中存在，並進一步說明「零階能耐

（zero-level capabilities）」、「一階動態能耐（first-order dynamic capabilities）」與

「二階動態能耐」（Winter, 2003）。他假定有一個公司是在「平衡狀態（in 

equilibrium）」，經由生產相同的產品、相同的規模，銷售給相同的顧客群體，以

持續謀生。執行這種不增不減的流程的能耐，他認為是為「零階能耐」，是一種

「我們現在如何謀生」的能耐。如果沒有它們，廠商無法從其顧客那兒累積收益，

以進一步投入與生產，把所有的事從頭到尾再做一遍。相對地，那些可改變產品、

生產流程、規模、或者所服務的顧客（市場）的能耐，就不是零階能耐。很多廠

                                                 
4 原文是：Even if imitation were impossible, any superior static efficiency could still be invalidated by 
a firm that possessed a dynamic capabilit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broadly construed) 
over time.  These capabilities supersede any static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very quickly, and if they 
are themselves hard to imitate, can therefore be a better source of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llis, 1994, p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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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所執行的新產品發展是「一階動態能耐」的一個典型例子。麥當勞或星巴克等

公司支持新商店創立的能耐是另一個典型的例子，他們專注在規模（scale）與市

場（market）的領域，而不是產品的屬性。這些都是典型的例子，因為他們毫無

疑問地包含第一階的改變，這改變給了零階新的定義。最後，他也舉 Zollo 等人

（2002）的研究來說明「二階動態能耐」。 

從上述這些文獻可知，已經有不同學者開始對動態能耐的不同特性進行區

辨。若將本研究構面與上述文獻進行對照，「結合能耐」可視為是「一階動態能

耐」，研發團隊經由重組、轉換既有能耐、更改既有例規與流程，以產生更佳的

創新成果。而「吸收能耐」可視為是「二階動態能耐」，研發團隊經由重複實做、

學習與吸收新知識，以改善重組、轉換的效率與效能，亦即是改變結合能耐的一

種能耐，此概念可與 Zollo 等人（2002）的研究相互呼應。另外，「彈性」可視

為是「強化型動態能耐」，經由彈性修改例規與流程以引進與善用各項智慧資本，

以強化吸收能耐，進而對創新績效產生影響。 

 

參、具信度與效度的動態能耐衡量量表 

為了精確地衡量研發團隊的動態能耐，以驗證本論文之研究架構與假說，本

研究分別進行質性研究與量化研究。以質性研究取向來探索動態能耐的構面，選

取 N 大學無線奈米生醫研發團隊回應外在環境改變的兩項突破式創新活動事件

為個案，包括「抗 SARS 一號」與「無線奈米生醫感測晶片」兩項新產品開發案，

來說明智慧資本與動態能耐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也採用量

化研究取向，依照 Hinkin（1998）量表發展的步驟（如表 5-1 的說明），以五個

階段三個樣本群（政大 EMBA 班與科管所碩乙班學生、南韓 KAIST MBA 班學

生、工研院研發團隊）來發展本研究模式的動態能耐衡量量表。 

本研究之動態能耐題項發展，首先是以動態能耐文獻為基礎，輔以 8 個組織

共 16 位具實務經驗的在職員工的訪談，再加上相關文獻之量表，共計產生初始

題項 102 題。其次，經過三步驟之內容效度分析進行題項刪減後剩下 50 題，包

括（1）作者加上同儕等 3 人以各項因子之定義，針對每一題項逐一討論，在去

除重複與不適合題項後，自原來的 102 題，删減至 64 題；（2）由該主題重要專

家（subject matter experts；SMEs）所檢閱，經過與五位學者專家的來回討論與

題項修正後，由 64 題刪減至 57 題；（3）研究者將 57 題題項全部打散後，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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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額外的 SMEs（博士班研究生）將之重新歸回七項因子，由 SAI 值剔除某些題

目後，剩下 50 題。之後，以第一群樣本為來源，經過探索性因素分析（EFA）

以刪減題項後剩 29 題，同時產生三構面八因子架構，並說明信度結果。再來，

以第二群樣本為來源，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之處理後剩下 23 題，並說

明其適配度、收斂效度與鑑別效度等結果。最後，為了再次確認本研究之構念效

度，再以第三群樣本為來源，進行第二次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剩下 19 題題項，

並再次說明其信度、適配度、收斂效度與鑑別效度等結果。 

經過上述不同階段研究後，本論文最後發展出一個符合內容效度、信度、適

配度、收斂效度與鑑別效度的 19 題項量表（請參見附錄九第一部份之動態能耐

問卷），可用以衡量研發團隊之動態能耐。 

 

肆、假說驗證 

一、具信度與效度的智慧資本問卷 

為了驗證本研究之主張，乃進一步建構本研究的智慧資本問卷。從智慧資本

相關文獻出發，共計產生三構面初始題項 23 題問卷，包含人力資本、結構資本

與關係資本等三構面。接下來，以第二群樣本為來源，經過探索性因素分析（EFA）

以刪減題項後剩 15 題，同時產生三構面五因子架構，並說明信度結果。最後，

以第三群樣本為來源，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之處理後剩下 12 題，並說

明其適配度、收斂效度與鑑別效度等結果。經過上述不同過程之研究後，除了其

中兩項因子的信度略低於 0.70 之外，本論文產生一個符合信度、適配度、收斂

效度與鑑別效度的 12 題項問卷（請參見附錄九第二部份之智慧資本問卷），可用

以衡量研發團隊之智慧資本。 

 

二、假說驗證結果 

在納入「研發經費」與「研發規模」等兩項控制變項後，以層級式回歸分析

進行本研究之假說驗證，以驗證本研究之假說。研究結果如表 5-19、表 5-20、

表 5-21 與表 5-22 所示，證實本研究之論點：亦即智慧資本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

的影響並不顯著；而研發團隊如何運用智慧資本的能耐，顯著地影響其創新績效。 

換句話說，動態能耐在智慧資本與創新績效之間扮演關鍵性角色。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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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發現，動態能耐三項子構面在本研究模式中，各有其不同角色。吸收能耐

與結合能耐扮演中介變項角色；而彈性則扮演交互變項角色。分別說明如下。 

 

（一）「結合能耐」所扮演的中介變項角色 

1. 結合能耐與創新績效 

本研究發現，研發團隊的結合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創新績效，亦即研究結果

支持假說 H1-1（具有顯著性影響）。 

整合、重組與轉換是 Teece 等人（1997）所提出動態能耐理論的核心概念之

一。透過整合、重組與轉換組織內、外部資源與知識，企業得以適時地產出創新

成果。Eisenhardt 等人（2000）認為動態能耐是企業使用資源的流程，特別是去

整合、重組、取得與釋放資源的流程，以配合甚至創造市場的改變。Zollo 等人

（2002）則認為即使在變動程度較低的環境中，企業依然在整合、建立與重組其

能力，他們定義動態能耐是一已學習的與穩定的集合活動型態，經由這些活動，

組織系統性地產生與更改其作業性例規，以追求效能的改進。本研究認為上述的

這些活動是結合能耐的具體展現，而研究結果也具體呈現其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2. 吸收能耐、結合能耐與創新績效 

研究發現，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結合能耐，亦即研究結果支

持假說 H2（具有顯著性影響）。但吸收能耐對創新績效的直接影響效果卻不顯

著，亦即研究結果並不支持假說 H1-2。 

回顧動態能耐文獻，相關學者皆認為「學習」在動態能耐概念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例如，Teece 等人（1997）認為學習是一個流程，透過重複和實驗可以使

任務做得又好又快。其次，Eisenhardt 等人（2000）則認為，經由重複實驗與經

驗性的行動以快速地學習，這彌補了有限的現有知識，而快速地創造新知識。再

則，Adner 等人（2003）的研究認為，有效能的管理包括做中學，它需要實做。

本研究證實，學習與吸收能耐是動態能耐的關鍵內涵之一。 

再則，本研究發現，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並不直接影響其創新績效，而是透

過結合能耐間接影響其創新績效，此項研究結果可與 Zollo 等人的研究相呼應。

Zollo 等人（2002）的研究認為，動態能耐是由學習所引起；它們組成廠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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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業例規的系統性方法。他們也認為學習機制本身是系統性的，它們可被視為

是「二階（second-order）」的動態能耐，可以直接形塑作業例規，也可經由動態

能耐的中介步驟而形塑作業例規，進而影響其績效成果（performance outcomes）。 

最後，研究結果也更加地釐清了 Cohen 等人（1990）所提出的吸收能耐概

念。Cohen 等人（1990）認為吸收能耐是組織對外吸收知識的能力，並認為獲得

與善加利用外部知識是組織非常重要的「創新能力關鍵要素」。Cohen 等人（1990）

對吸收能耐的定義，實質上是較為廣泛的，包含了本研究的吸收與結合兩項能

耐。本研究結果支持假說 H1-1 與 H2，但並不支持假說 H1-2，這結果提供證據

說明，（本論文所定義的）吸收能耐直接影響結合能耐，而且透過結合能耐間接

地影響創新績效。換句話說，結合能耐對創新績效之所以有顯著的影響，「隱身」

在各項整合活動背面的學習與吸收能力是不可忽視、不可欠缺的重要因素。透過

學習與吸收，使得廠商具有更高的結合能耐，進而產生更好的創新績效。 

 

（二）「吸收能耐」所扮演的中介變項角色 

1. 人力資本與關係資本對吸收能耐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研發團隊的人力資本與關係資本會正向地影響其吸收能耐，並

間接地影響其結合能耐，亦即研究結果支持假說 H3-1、H3-3 與 H2（皆具有顯著

性影響）。 

研究智慧資本的學者專家其基本主張是，智慧資本會正向地影響企業的組織

績效，其中，人力資本是智慧資本最重要的一項資本。較豐富的工作經驗，以及

教育所累積的知識，可以幫助員工有效率的進行工作上的規劃與問題解決（Snell 

and Dean, 1992）。Ulrich（1998）的研究認為，智慧資本是能力與承諾的乘積，

此意味著企業光是擁有員工的能力，並不代表擁有豐富的智慧資本存量。雖然，

Ulrich 的研究是在探討智慧資本，但其概念與內涵是從員工的角度出發，事實上

是屬於人力資本的內涵。而 Uzzi（1996）與 Pfeffer（1994）等研究也發現，人

力資本與顧客資本在企業績效（business performance）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儘管如此，有些研究發現，人力資本並不直接影響企業績效，而是透過其他

資本進而影響企業績效。例如，Bontis（1998）的研究發現，人力資本是透過結

構資本與顧客資本去影響企業績效。又例如 Wang 與 Chang（2005）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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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本是透過流程資本與顧客資本去影響企業績效。而 Wu 與 Lin（2006）的

研究則發現，人力資本是透過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去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 

與上述研究不同的是，本研究專注在智慧資本對吸收能耐與結合能耐的影

響，研究發現，人力資本與關係資本並不直接影響創新績效（請參考本章表

5-23），而是直接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並經由吸收能耐間接去影響其結合

能耐。這結果提供了智慧資本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連性的研究。 

 

2. 結構資本對吸收能耐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研發團隊的結構資本並不會正向地影響其吸收能耐，亦即研究

結果不支持假說 H3-2。 

結構資本是組織所擁有的IP、與創新相關的制度與氛圍、知識管理流程、創

新流程、研發設備、資料庫、例規等。由先前的推論可知，結構資本愈高的團隊，

其吸收能耐將會愈好。但是，研究結果顯示，結構資本對吸收能耐的影響並不顯

著。Roos等人（1998）在其研究中描述：結構資本是員工晚上回家後還留在公司

裡的東西5。而Bontis等人（2000）也說明，結構資本包括組織中所有不是人的知

識寶庫（all the non-human storehouses of knowledge），例如資料庫、設備、流程

手冊、例規等。因此，結構資本對吸收能耐的影響並不顯著，其原因可能是，結

構資本隸屬於組織或團隊本身，是員工下班後所帶不走的東西。正因為它屬於組

織或團隊，與人無關，所以對吸收能耐的影響並不顯著。但這並不代表結構資本

對組織是沒有幫助的，它之所以可以顯現出其價值，端視人們如何運用它，愈會

運用它的研發團隊，愈能夠凸顯它的價值所在（請參見後面H4 的討論）。 

 

（三）「彈性」所扮演的交互變項角色 

本研究發現，彈性在各項智慧資本（包括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

與吸收能耐之間扮演交互變項的角色。亦即，彈性愈高的研發團隊，其運用各項

智慧資本的能力愈強，愈能強化各項智慧資本對吸收能耐的影響，支持假說 H4

（包括 H4-1、H4-2 與 H4-3）。 

Eisenhardt 等人（2000）認為，簡單的例規使得經理人可專注在重要的議題，

                                                 
5 其原文如下：what remains in the company when employees go home for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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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會被特定的行為所套牢。他們並認為，在高速變動的市場裡（high-velocity 

markets），動態能耐呈現不同的特性，它們是簡單的、來自經驗的、不穩定的流

程，這些流程依賴快速被創造的新知識與反覆的執行，以產生無法預期的結果。

Teece 等人（1997）則認為，具有動態能耐的組織是高度彈性的，得以快速整合

內外資源，產生創新產品，以回應外在環境。 

研究結果顯示，具有彈性的研究團隊，其運用各項智慧資本的能力愈高，也

進而強化其吸收能耐。換言之，各項智慧資本可因研發團隊善加運用它，而更加

地突顯出其價值。亦即，當外在環境有所改變，簡單的、有限的與高度經驗性的

例規，使得團隊可以調整既有研發方向、調度不同專業背景人才、重新佈署各項

結構資本，以及運用外部組織力量取得必要的資源、知識與能耐，以進行各項實

驗與創新活動，進而強化該團隊之吸收能耐。這將有助於提高其創新績效，以快

速地回應外在環境的改變。 

 

伍、其他模式分析 

為了確認本研究架構是否為最佳模式，本研究進行三種其他模式分析，包括

模式 B（如圖 5-8）、模式 C（如圖 5-12）、模式 D（如圖 5-13）。其結果顯示： 

（一） 模式 B：為各項智慧資本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關係。其結果說明：（1）

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並不是創新績效的顯著預測因子（三項

假說都不成立）；（2）模式解釋力：對創新績效之解釋力為 23%。 

（二） 模式 C：此模式與本研究模式二者之差異是將「吸收能耐」與「結合能

耐」兩構念的位置相互對調。模式 C 之各項數據結果說明：（1）九項假

說中，只有兩項成立；（2）模式解釋力：對創新績效之解釋力為 25%，

對結合能耐之解釋力為 20%。 

（三） 模式 D：是將本研究之「結合能耐」、「吸收能耐」與「彈性」匯聚成單

一構念「動態能耐」後，以此構念為交互變項，以檢驗各項智慧資本與

動態能耐的交互乘積項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其結果是：（1）所有七項假

說都不受到支持；（2）模式解釋力：對創新績效之解釋力為 25%。 

而本研究模式（模式 A）之研究結果是：（1）九項假說中，有七項成立；（2）

對創新績效之解釋力為 25%，對吸收能耐之解釋力為 73%。若將本研究模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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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本研究模式與其他模式之比較（資料來源：本研究） 

模式解釋力  

對創新績效之解釋力 對中介變項之解釋力 

假說成立狀況 

模式 A 25% 對吸收能耐之解釋力為 73% 九項假說中，有七項成立

模式 B 23% 無 三項假說都不成立 

模式 C 25% 對結合能耐之解釋力為 20% 九項假說中，有兩項成立

模式 D 25% 無 七項假說都不成立 

比較結果 模式 A、C 與 D 較優 模式 A 較優 模式 A 較優 

註：模式 A 為本研究模式 

 

上述不同模式之模式解釋力與假說成立狀況進行比較可以發現，整體來說，本研

究優於其他模式，相關一覽表如表 6-1 所示。 

此結果也提供證據說明，經過本研究之分析，將動態能耐此一構念拆解成「結

合能耐」、「吸收能耐」與「彈性」等三項子構念後，可以更細緻地闡明研發團隊

如何運用其各項智慧資本產生更好的創新績效。 

 

陸、分群分析 

以本研究問卷中「突破式創新程度指標」（創新績效之第四與第五題平均值）

4.0 為分界，將樣本區分為兩群。平均分數大於或等於 4.0 者有 27 個團隊（亦即

n＝27），為「高突破式創新群組（A 群）」；而小於 4.0 者有 39 個團隊（亦即 n

＝39），為「低突破式創新群組（B 群）」。分別對這兩群進行統計分析，以進一

步瞭解本研究模式之解釋力，並依據其結果，整理出「高突破式創新群組」與「低

突破式創新群組」的比較表，如表 6-2 所示。比較之結果顯示： 

（一）假說成立狀況：除 H1-1 外，A 群的其他假說皆成立。而 B 群九項假說中，

只有四項假說成立。因此，A 群之結果較 B 群理想。 

（二）模式解釋力：A 群模式 1-1、1-3 與 3-3 的解釋力分別為 33%、19%與 85%，

而 B 群的解釋力分別為 12%、16%與 67%。因此，A 群之模式解釋力優

於 B 群之模式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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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突破式創新程度較高與較低群體的比較（資料來源：本研究） 

高突破式創新群組（A 群） 低突破式創新群組（B 群） 假說 
成立與否 模式解釋力 成立與否 模式解釋力 

H 1-1 不成立 成立 
H 1-2 在 90%信賴水準

下成立 

模式 M1-3 解釋力

為 19% 不成立 
模式 N1-3 解釋力

為 16% 

H 2 成立 模式 M1-1 解釋力

為 33% 
成立 模式 N1-1 解釋力

為 12% 
H 3-1 成立 不成立 
H 3-2 成立 不成立 
H 3-3 成立 成立 
H 4-1 成立 在 90%信賴水準

下成立 
H 4-2 成立 不成立 
H 4-3 在 90%信賴水準

下成立 

模式 M2-3 解釋力

為 85% 

不成立 

模式 N2-3 解釋力

為 67% 

 

由表 6-2 之結果可知，不論從假說成立狀況或模式解釋力來看，整體上來說，

本研究模式對於突破式創新程度較高的 A 群（與 B 群相比較）更具有解釋力。

此結果也進一步提供證據說明，本研究模式除了比其他模式更具解釋力外，也將

更適用於分析突破式創新程度較高研發團隊之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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