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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智慧資本 

1969年經濟學家 John Kenneth Galbraith首先提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概念，用以解釋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間的差距。隨著知識時代

的來臨，愈來愈多學者專家討論智慧資本的相關議題，他們普遍認為在知識經濟

時代，應該要揭露不同於傳統財務報表的無形資產資訊，方能瞭解組織的實際資

產價值（Caddy, 2002; Mouritsen, 2004），有的學者並進一步認為智慧資本是組織

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Coff, 1997; 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Lepak and Snell, 

1999）。 

儘管如此，不同學者專家對智慧資本一詞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也有不同的定

義。有的學者認為它是能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創造財富的一切知識、能力的總

和，如知識、資訊、智慧財產權、經驗等等（Stewart, 1997）；有的學者認為它

是公司財務報表之無形資產延伸形式，是一種對知識、應用經驗、組織技術、顧

客關係及專業技術的掌握（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有的學者認為當企業

投資在顧客、供應商、員工、工作流程、科技技術以及創新等項目上時，將可為

企業創造未來的價值，而這樣的價值所累積的成果就是智慧資本（Kaplan and 

Norton, 1996）；此外，有的學者則認為智慧資本是包括所有資產價值創造的形

式及傳統的資產（Roos et al., 1998）。因此，雖然有許多學者對智慧資本提出其

看法；但不同學者對於智慧資本的分類方式略有不同，本研究將之整理如表 2-1

所示。 

由表 2-1的內容比較，可以發現智慧資本的定義與分類，不同學者觀點雖略

有不同；但所涵蓋的內容差異不大。大多數的學者認為，智慧資本包括三種型式：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與關係資本（relationship 

capital）（或顧客資本），而結構資本可再分為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Saint-Onge, 

1996; Stewart, 1997;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Bontis, 1998; 吳思華等, 1999, 

2000; Joia, 2000; Choo and Bontis, 2002）。本研究延續 Stewart（1997）之定義，

認為智慧資本是能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創造財富的一切知識與能力的總和，並

將智慧資本分成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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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不同學者對智慧資本之不同分類與內涵（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作者  智慧資本

分類  

各項分類之內涵  說明  

市場資產  指附屬於公司，並賦予公司市場力量的資產，包括

品牌、定位、顧客基礎、通路、授權協定等。  

人力資產  指員工的專業、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領導能

力、創業家精神、管理技巧等。  

智慧財產

資產  

指屬於公司以法律形式保護的智慧財產。包括

know-how、營業秘密、商標、專利，加上由著作權

法所保障的無形東西。  

Annie 
Brooking 
(1996) 

基礎設施

資產  

指公司內部使企業功能有效運作的一切基礎設施，

包括管理哲學、企業文化、管理流程、資訊技術系

統的運作等。  

具體地提出管理智慧資本之流

程。根據公司之發展政策，及

組織現有之基礎設施資產、市

場資產、人力資產及智慧財產

資產概況，架構起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知識庫中之各項物件

透過「散播」，使智慧資本的知

識在公司內被應用，增強公司

的各種應變能力。  

人力資本  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所需之個人能力。個人的能力

如果無法提供客戶所需之解決方案，不能視為組織

之人力資本。  

顧客資本  涵蓋層面廣且深的客戶忠誠度和客戶的利益，只要

能使客戶對組織因忠誠而產生好處之事項均為顧客

資本。  

Hubert 
Saint-Onge 
(1996) 

結構資本  滿足市場需求的組織能力，組織擁有之各種能力必

要能滿足市場所需方得列入結構資本。  

認為內隱知識才是智慧資本與

經營策略結合的關鍵。當三種

智慧資本不斷地循環、創造、

相互影響，組織的內隱知識就

不斷形成。  

人力資本  員工擁有自己的知識，且屬於一種動態性資產，也

就是員工下班後可以帶走的知識。  

結構資本  指知識管理的機制，包括完整質優的知識庫、塑造

知識共享的環境等。  

Thomas 
Stewart 
(1997) 

顧客資本  指組織和他們往來的人之間的關係，包括和顧客一

起創新的能力、顧客參與的程度、顧客滿意度、提

供客製化服務的能力等。  

強調企業策略與智慧資本的連

結，以及資訊與知識的融合所

創造的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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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由員

工所創，並且為組織所擁有。  

Karl Erik 
Sveib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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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信譽與形象。  

每大類指標再依成長、更新、

效率及穩定性四部分列出指標

項目。在應用思考上，效率指

標及穩定度指標，可以顯現出

組織之過去及現在的概況，成

長及更新指標則可以提供未來

發展可能性之參考。  

人力資本  包括所有員工與管理者的個人能力、知識、技術，

以及經驗。  

包括資訊系統、專利資料庫、商標、專利… 等，還

有其它一切能將人力資本具體化及支援員工生產力

的組織化能力。  

Leif 
Edvinsson 
and 
Michael S. 
Malone 
(1997) 

結構資本  

創新資本  指革新能力和保護商業權利、智慧財產，

以及其它用來開發並加速新產品發展的

無形資產和才能。  

認為智慧資本是財務報告的補

充，而非附屬。它屬於非財務

資本，代表市場價值與帳面價

值間隱藏的價值。  

在結構資本之下，再分為創新

資本、流程資本，與顧客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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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資本  指工作的流程、特殊的方法（例如：ISO 

9000、管理資訊系統等），以及擴大並加

強產品製造或服務提供效率的員工計畫。 

  

顧客資本  指一家組織和他們往來的人之間的關係。 

 

人力資本  包括能力、態度與反應力 

關係資本  與外界互動的關係資本  

組織資本  提供內部運作效率的組織資本  

Roos, et al. 
(1998) 結構資本  

更新及發

展資本  

與未來關係密切的更新及發展資本  

以是否會「思考」觀點分成人

力資本與結構資本兩大類。其

分類目的在於協助決策者，發

掘過去未注意的無形資產，期

望能更進一步的進行管理。  

能力  提高能力方法有(1)雇用新員工及由其他部門引入

員工而獲得能力；(2)用訓練或輪調方式來開發員工

潛能；(3)由組織外部獲取；(4)把不適任成員開除並

留住優秀的成員。  

Dave 
Ulrich 
(1998) 

承諾  加強承諾的方式是創造政策，以增進組織內部的有

效運作，包括組織工作文化、管理流程、技術的提

供、成果分享、擴大員工賦權，以及團隊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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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資本  指員工的能力、教育程度、經驗、對生活與企業的

態度。  

結構資本  可以幫助與支持員工以追求智慧績效與整體企業績

效極大化的組織機制與結構。  

Nick 
Bontis 
(1998) 

顧客資本  這些無形資產包括鑲嵌在顧客、供應商、政府，或

相關產業公會中的知識。行銷通路知識與顧客關係

是顧客資本的主要部分。  

認為人力資本與顧客資本的知

識與能力相當不容易浮碼化

（codification）；而相對上來

說，結構資本具有中度的可浮

碼化程度。  

人力資本  指企業中所有員工的知識、技術、能力、經驗、虛

擬所有權、實務社群及隱性互動等，也是創新的源

頭。  

創新資本  指革新能力和保護商業權利、智慧財產，以及其它

用來加速新產品開發的無形資產和才能，包括顧客

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設備創新、員工創新，

以及策略夥伴創新等等。  

流程資本  指加強產品製造或提高服務效率的工作流程與特殊

方法（例如 ISO9000、管理資訊系統、銷售體系自

動化、知識管理系統等等）。  

吳思華等  

(1999, 
2000) 

關係資本  指一家組織和他們往來的人之間的關係。  

創新資本為四個智慧資本項目

中被認知為相對權重最高的項

目，而且推斷不同的產業其智

慧資本的衡量要項會有差異。

另外，也建構了衡量智慧資本

的各項指標，並發現網路企業

智慧資本衡量項目重要性之排

序為：創新資本（權重

35.4%）、關係資本（權重

22.6%）、人力資本（權重

21.5%）、流程資本（權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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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源基礎觀點 

除了智慧資本理論外，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RBV）是最近

在策略管理領域中被學者所接受的典範之一。某些學者的研究認為透過 RBV可

以瞭解何以企業會擁有競爭優勢，以及為何企業可保有持續性的競爭優勢（Teece, 

1984）。Wernerfelt（1984）認為，所謂「資源」是指在一定時間之內，和企業連

結在一起的非永久性的有形或無形資產，譬如：品牌，技術，經營知識等。已經

擁有某特定資源的企業，往往會影響後進者在成本及收入上的不利地位，這種有

能力創造地位障礙的資源被公司視為是具吸引力的資源。因此，當企業所擁有的

是有價值的（valuable）、稀少的（rare）、難以模仿的（inimitable）與難以替代的

（nonsubstitutable）資源時，它們就可以經由執行新的與無法輕易被競爭者模仿

的價值創造策略，而達到持久性的競爭優勢（Wernerfelt, 1984; Barney, 1991）。 

在上述 RBV的概念基礎下，有的研究認為，企業若能預測未來可產生較高

附加價值的策略性資源要素為何，並取得、投入與培植該資源，以建立具前瞻性

的競爭策略，則企業將可因此而得到超額報酬。此種競爭策略建立過程的重要思

考邏輯在於，企業具獨特的能力與洞察力，進而較其他廠商具有對市場的正確預

期能力（Barney, 1986）。此外，企業如果有能力結合該公司所能掌握的所有科技

和生產技術，將之發展成為少數幾項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進而使個別

事業充分且快速地因應各種變動的機會，則該企業將可掌握競爭優勢的真正來源

（Prahalad and Hamal, 1990; Coombs, 1996）。  

儘管策略性資源要素的取得在企業經營過程當中，是極為重要的；但，知識

的特性與一般資源的特性並不相同，因此，在現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中，以知識為基礎的資源（knowledge-based resources）

在創新過程往往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OECD, 1996）。Miller等人的研究發現，

在不確定、變動的及無法預測的環境中，以知識為基礎的資源對於組織的財務績

效有顯著的影響。而這些資源無法被模倣，是源自於知識障礙的保護（knowledge 

barriers），因為競爭者不知道如何模倣企業的製程或技術（Miller and Shamsie, 

1996）。在現今的知識經濟時代，正可凸顯出知識資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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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態能耐觀點 

壹、動態能耐的定義  

雖然有很多學者對資源基礎觀點提出精闢的見解；但，RBV在概念上被有

些學者批評是模糊的、缺乏實證的研究，並且無法適當地解釋為什麼某些企業在

快速與無法預期的變動情境下擁有競爭優勢（Williamson, 1999）。因此，學者將

RBV的觀點擴展到動態市場，提出動態能耐（dynamic capabilities）觀點。以下

先列出一些不同學者對動態能耐的看法。 

Teece等人是首位詳細闡明動態能耐概念的學者，他們認為企業在快速變動

的環境中，在整合、建立、重組組織內外部活動以及技術、資源等能耐時，因為

學習效果，累積了競爭優勢，此外也在各種專屬性資產上取得獨特位置，並依循

著可以完成的路徑以創造並累積廠商明顯的競爭優勢（Teece et al., 1997）。 

Eisenhardt等人的研究認為，動態能耐是使用資源去配合甚至創造市場改變

的流程（processes），特別是去整合、重組、取得與釋放資源的流程。經由這些

流程當市場興起、衝突、分裂、發展與死亡時，企業可完成新的資源重組，像是

產品發展、策略聯盟與決策過程等（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相對於 Teece等人認為動態能耐需要在快速變動環境中存在，Zollo等人的

研究則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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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activity）型

態（pattern），經由這些活動，組織系統性地產生與更改其作業性例規（operating 

routine），以追求效能的改進（Zollo and Winter, 2002）。 

另外，為了幫助解釋管理決策上的差異所導致企業績效的不同，Adner等人

提出「動態管理能耐（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觀點，它是指管理者建

立、整合、重組組織資源與能耐（competences）的能力（ability），他們認為動

態管理能耐反映三個基本的因素：（1）管理的人力資本（managerial human 

capital）；（2）管理的社會資本（managerial social capital）；（3）管理的認知

（managerial cognition）。而這三個屬性提供一個基本理由來說明在相同情形下，

管理評估與決策上的差異（Adner and Helfat, 2003）。 

而 Blyler等人的研究則專注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動態能耐間的關

連，認為管理資源的流向以創造有價值的組合的能耐，可以是一種轉變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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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capability），任何給定的資源形式都可能被模仿，但取得與運用資源的轉

變能耐是很難被複製的，他們並認為社會資本是動態能耐的重要部分，因為它能

夠進行資源的管理（Blyler and Coff, 2003）。 

除此之外，Helfat等人在組織能耐（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演化的研究

上提出了「動態資源基礎理論（dynamic resource-based theory）」，Helfat在這篇

文章中進一步介紹「能耐生命週期（capability lifecycles；CLC）」此一概念，認

為它將可對動態資源基礎理論做加強，並使之更具解釋力。CLC的貢獻之一是，

它可以幫助解釋廠商異質性的基本來源。他們認為組織能耐是有關於一個組織使

用組織資源去執行一組協調的任務，以達成特定結果的能力（ability），並將能耐

分為作業性能耐（operational capabilities）與動態能耐。所謂的作業性能耐是一

高層次的例規（high- level routine），執行投入的流向，在生產特定形式的產出上，

給予組織管理一組決策上的選擇。而動態能耐並不直接影響企業的產出，但經由

影響作業性能耐，間接地對產出有所貢獻（Helfat and Peteraf, 2003）。 

佘日新等人的研究著重在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nt）能否對強化動

態能耐有所貢獻，進而強化企業績效與競爭優勢。他們認為，動態能耐是指一個

組織回應快速地改變的環境的方法。其研究發現，經由資訊科技的應用對外部與

內部知識進行管理，明顯地強化動態能耐（Sher and Lee, 2004）。 

而吳思華等人的研究把動態能耐區分成結合能耐（combinative capability）

與運作彈性（operational flexibility）。該研究專注在創新研發上，因此視創新能

耐為結合能耐最重要的概念，並進一步說明透過學習可以建立動態能耐（Wu, Lin, 

and Hsu, 2006）。 

不同學者對動態能耐的論述角度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後，將

各學者對動態能耐的定義整理後列表，如表 2-2所示。 

 

貳、動態能耐內涵 

一、Teece等人（1997）的動態能耐研究 

由於 Teece等人是首次提出動態能耐此一概念的學者，為了精確瞭解其所提

出的動態能耐概念，本研究將其重要的內涵摘錄在本小節中。Teece等人的研究

將動態能耐區分為三類：組織和管理流程、位置和路徑（Teece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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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學者對動態能耐的定義（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作者  動態能耐定義  動態能耐構面  

1 Teece , Pisano, 
and Shuen 
(1997) 

指企業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整合、建立、重組組織內部

與外部能力的能耐。區分為三類：管理和組織流程、位置

和路徑。  

1. 管理和組織流程  

2. 位置  

3. 路徑  

2 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 

是使用資源去配合甚至創造市場改變的流程，特別是去整

合、重組、取得與釋放資源的過程。其有效型式會隨著市

場的動態性而改變。  

 

3 Zollo and 
Winter（2002） 

即使在變動程度較低的環境中，企業依然在整合、建立與

重組其能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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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規，以追求效能的改進。  

 

4 Adner and 
Helfat（2003） 

動態管理能耐是指管理者建立、整合、重組組織資源與能

耐的能力。反映三個基本的因素：管理方面的人力資本、

管理方面的社會資本、管理方面的認知。  

1. 管理的人力資本  

2. 管理的社會資本  

3. 管理的認知 

5 Blyler and 
Coff （2003） 

社會資本是動態能耐的重要部分，因為它能夠進行資源的

管理。個體的社會資本使得企業可以取得、整合、重新組

合與釋放資源。  

 

6 Helfat and 
Peteraf 
（2003）  

將能耐分為作業性能耐與動態能耐。不同的選擇事件會導

致能耐生命週期有不同的可能路徑，產生能耐的轉換形

式，而動態能耐可作用在其他作業性能耐上，以促進其產

生改變。   

 

7 Sher and Lee 
(2004) 

指一個組織回應快速地改變的環境的方法。經由資訊科技

的應用進行知識管理，能強化動態能耐，進而強化企業績

效與競爭優勢。  

單一構面  

8 Wu, Lin, and 
Hsu (2006) 

把動態能耐區分成結合能耐與運作彈性。該研究專注在創

新研發上，因此視創新能耐為結合能耐最重要的概念。進

一步說明透過學習可以建立動態能耐。  

以創新能耐與運作彈性

來看動態能耐  

 

（一）組織流程和管理流程（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rial processes） 

組織流程和管理流程有三種角色，分別是協調／整合、學習、重組與轉換。 

（1） 協調／整合（coordination/integration）：他們認為經理人如何有效

率與有效能地協調與整合廠商的內外部活動是相當重要的，而策略優

勢的維持需要內外部活動與技術的整合。 

（2） 學習（lea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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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流程在本質上是社會的（social）與集體的

（collective），而且不只經由個體的模仿而產生，也因為對複雜問題的

理解而對彼此產生共同的貢獻。它是一種存在於群體行為的互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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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這互動型式意味著對特定問題的成功解決方案。動態能耐的概念

如同一個協調的管理流程，它開啟了組織間學習的潛在性。 

（3） 重組與轉換（reconfigu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在快速變遷的環

境中，有能力察覺到重新組合公司資產結構的需要和完成所需的內部

與外部轉化工作，是有其顯著價值的。這需要經常性的對市場與技術

進行監督，以及有意願採用最佳實務。重組與轉換的能力（capacity）

本身是一學習型組織的技能（skill），愈是經常練習，愈容易完成。已

經磨練了這些能耐的廠商有時被稱為是「高度彈性組織」。 

（二）位置（positions） 

廠商的策略態勢，不只是經由其學習流程、內外部流程與誘因的連貫

性，也經由其特殊資產（specific assets）。位置是指公司所擁有的特殊資產，

包括：技術資產、互補性資產、財務性資產、商譽資產、結構資產、制度

資產、市場資產等。這些資產決定廠商在任何一時刻的競爭優勢。 

（三）路徑（paths） 

路徑則提到路徑相依性與技術機會兩方面。 

（1）路徑相依性（path dependence）：廠商可以往哪裡去是其現在位置與面

前路徑的函數。它現在的位置常常是被其走過的路徑所行塑，換句話

說，廠商先前的投資與其所建立的例規限制了它的未來行為。 

（2）技術機會（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它們通常是基礎科學的產生

與科學多樣性的函數，以及新科學獲得突破的速度。技術機會不完全

是產業外生而來的，不只因為某些廠商有能力（capacity）從事基礎研

究（或至少支持基礎研究），而且也是因為創新活動本身通常會產生

技術機會。對這些機會的認知受到組織結構所影響。這種組織結構把

從事基礎研究的機構（主要是大學）與企業進行連結。因此，技術機

會的存在相當程度來說可以是企業專屬的。 

 

二、動態能耐內涵 

組織能耐（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是有關於一個組織使用組織資源去執

行一組已協調的任務，以達成特定結果的能力。它們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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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能耐（operational capabilities），另一是動態能耐（Helfat and Peteraf, 2003）。

Winter定義作業性能耐是一高層次的例規（high- level routine）（或一組例規的集

合 collection of routines），它執行投入的流向，在生產特定形式的重要產出上，

給予一個組織管理一組決策上的選擇（Winter, 2000）。在此種定義下，例規指的

是「組織活動的重複型式（repetitive pattern of activity）」（Nelson and Winter, 

1982）。一項作業性能耐通常包含執行一項活動（例如製造一特定產品），它使用

一組例規來執行與協調執行這活動所必須的多項工作。相對地，動態能耐並不包

含商品的生產，也不包含顧客服務的提供；而是如前所述，它是建立、整合、重

組組織內外部資源、知識與能力（或作業性能耐）的能耐。換句話說，動態能耐

並不直接影響企業的產出；但它經由影響作業性能耐，促進其產生改變，而間接

地對企業的產出有所貢獻（Helfat and Peteraf, 2003）。 

有別於上述組織能耐的用詞，Zollo等人從例規一詞來說明動態能耐。他們

認為組織內存在有兩種型態的例規：作業性例規（operating routine）與探索性例

規（search routine）。作業性例規是指執行已知的程序，其目的是產生現在的營

收與利潤。而探索性例規就是 Teece等人所指的動態能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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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論述中，認為它建

構了企業的系統性方法來更改作業性例規，為了達到這樣的程度，學習機制本身

也必須是系統性的（Zollo and Winter, 2002）。由此觀之，雖然 Zollo等人是採用

例規來對動態能耐進行論述，但與用組織能耐來說明動態能耐並無太大的不同。 

 

（一）動態能耐與辨識 

即時的資訊可使問題與機會更快地被聚焦，對人們產生早期的警訊，以辨識

對組織的潛在威脅與機會，使得企業可針對需要調整其行動（Albright, 2004）。

即時的資訊也可建立相關於市場的直覺，以致於經理人可更快地瞭解這改變中的

情況，與去做調整以適應它（Ranchhod, Gurau, and Hackney, 2000）。因此，組織

應對外在環境資訊進行偵測、辨識（recognize）與篩選，提供正確且充分的資訊，

以利領導群進行正確的判斷與決策（Abels, 2002）。Adner等人的研究認為認知

（cognition）是有關於信念與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作為進行決策的基礎，

它形塑了策略決策與結果，包括對外部環境的變化進行反映，而認知上的不同會

導致不同的策略決策與結果（Adner and Helfa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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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變遷的環境中，有能力察覺到重新組合公司資產結構的需要和完成所

需的內部與外部轉化工作，是有其顯著價值的，這需要經常性的對市場與技術進

行監督（Teece et al., 1997）。換句話說，組織若能辨識他人所察覺不到的機會或

威脅，進一步辨識與認知其所需的知識與能力，方能進行後續的資源、知識與能

耐的重組與整合。 

 

（二）動態能耐與學習 

學習是一種流程與機制，這些學習流程與機制引領著動態能耐的演化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Zollo and Winter, 2002）。有效能的學習包含重複

地進行實做（practice），透過重複實驗與實做可以使任務做得又好又快（Teece et 

al., 1997;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這意味著組織已將該知識與能力吸收，

並內化進組織的作業性例規之中，因此，在發展動態能耐中重複實驗與實做是一

重要的學習機制。儘管組織成員有一部分是經由先前的工作經驗來取得知識、發

展其專業與增進其能力；但若要能持續精進，透過實做可幫助組織成員更完整地

瞭解流程，以致於能夠發展更有效的例規，因此，做中學（leaning-by-doing）在

有效能的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Adner and Helfat, 2003）。 

學習流程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social）與集體性的（collective），不只可

經由個體的模仿而產生（就像老師與學生之間或師傅與學徒（master-apprentice）

之間），也可因為對複雜問題的相互討論而理解後，產生共同的貢獻（Teece et al., 

1997）。此外，學習需要可相互溝通的共通語言（common codes of communication）

（Cohen and Levinthal, 1990），社會性的與集體性的學習若要有效能，則需要內

部成員之間進行有效的溝通，透過共同的專業語言，在理解其他人的理念後，方

能進一步學習與吸收。再則，若能將重複實做的經驗浮碼化（codification），使

之外顯進科技與正式程序之中，將使得該經驗更易於應用與加速例規的建立

（Sorensen and Lundh-Snis, 2001）。因此，若能建立有效能的學習機制，將可以

擴大團隊成員的知識領域，持續累積知識基礎，進而提高其吸收能耐。 

 

（三）動態能耐與組織彈性 

不管是採用組織能耐或例規的角度來說明，若要闡明動態能耐概念似乎都無

法與動態市場相脫離。在快速變動的市場裡，產業結構往往是模糊的，這時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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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必須藉由巧妙地處理資源以形成新的價值創造策略，來為企業創造價值。由

於現今環境變化極為迅速，也具有不確定性的本質，為了快速回應外在環境的改

變，組織必須具備彈性以改變現況（Swamidass and Newell, 1987; Gerwin, 1993; 

Beach, Muhlemann, Price, Paterson, and Sharp, 2000）。以動態能耐的角度來看，此

時組織內的流程是較為簡單的、靠經驗的、不穩定的、可彈性被更改或可被調整

的。這些流程依賴被快速創造的新知識而反覆地被執行，以產生適合的，但有可

能是無法預期的結果（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四）動態能耐與特定資產 

Teece等人認為動態能耐的構面之一是位置（position），它包括：技術資產、

互補性資產、財務性資產、商譽資產、結構資產、制度資產、市場資產等，這些

資產決定廠商在任一時刻的競爭優勢。而 Eisenhardt等人則認為廠商長期競爭優

勢的潛在來源是資源重組（resource reconfigurations），亦即運用動態能耐以比競

爭者更快地、更敏捷地，或更幸運地創造新的資源重組而產生競爭優勢。難以複

製的是這些廠商已擁有的資源基礎，尤其這些資源重組是被緊密地交織而結合

時，這些具有綜效的活動會使廠商的競爭優勢特別地被強化。換句話說，廠商以

動態能耐建立新的資源重組，運用改變現狀的路徑破壞策略邏輯（path-breaking 

strategic logic）來移動本身的位置以達到新的競爭位置（competitive positions），

而達成競爭優勢（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三、動態能耐的實證研究 

與動態能耐相關的實證研究並不多。佘日新等人的研究處理知識管理與動態

能耐的共同演化（co-evolution），以建立競爭優勢，並視資訊科技在現今知識管

理實務上是一不可欠缺的要素。該研究認為，動態能耐可經由外部知識的有效管

理而被強化，這些外部知識包括來自顧客、供應商與競爭者。此外，佘日新等人

自文獻中整理出 10題項來衡量單一動態能耐構念，分別是：新知識的學習效能、

決策品質、溝通與協調能耐、回應（responsiveness）、新產品發展的整合、知識

累積、資源佈署（deployment）能耐、顧客關係、經銷商（vendor）的信任、策

略性資產的不可模仿性（unimitability）等（Sher and Lee, 2004）。 

而吳思華等人的研究把動態能耐區分成結合能耐與運作彈性。該研究專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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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上，因此視創新能耐為結合能耐最重要的概念，並進一步說明透過學習

可以建立動態能耐。其對 100家電子與資訊科技產業的實證研究發現，動態能耐

對組織創新績效有正向的影響，此外，動態能耐也扮演調節變項（moderator）

的角色，可以強化關係資本對組織創新績效的影響（Wu, Lin, and Hsu, 2006）。 

雖然，佘日新等人的題項是由文獻所產生，並經由五位專家所檢閱，認為具

有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與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也提供符合要求

的信度（reliability）資訊；而吳思華等人是以先前資策會 MIC研究的資料庫為

基礎，進一步探索動態能耐與智慧資本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也認為具有內容效度

與構念效度，也提供符合要求的信度資訊。但是，這兩項研究若能進一步提供驗

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證據，例如統計適配度

（goodness of fit statistics）、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鑑別效度（discriminate 

validity）等資訊，則更能驗證是具有構念效度的；再則，該二研究所有變項均由

同一填答者依其主觀知覺進行填寫，有可能發生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問題，因此在進行解釋時應較為保守，也應抱持更為審慎的態度。此

外，Hinkin（1998）指出，在發展新量表時，為了增加其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

應針對多組不同的樣本進行施測，因此，若能以其他樣本進行測試，將更可以解

釋這兩項研究其模式的類推性。這些都是後續研究得以更加精進之處。 

 

參、動態能耐構面 

依據上述主要文獻對動態能耐的探討，本文將各學者的主要論點整理後，列

表如表 2-3所示。其中，若以 Teece等人的研究為例，本研究將其協調與整合、

重組與轉換之流程列在第一個構念中（後續命名為結合能耐）；而學習性流程列

在第二個構念中（後續命名為吸收能耐），本構念也包含重複地實做、有效能地

學習，以及與學習相關的路徑相依性等概念；此外，動態性的、快速與彈性地產

品創新、高度彈性則列在第三個構念中（後續命名為組織彈性）。而，Teece等人

所認為的「特殊性資產位置」，本研究將之列入「其他」此一欄位。 

關於將「特殊性資產位置」列入「其他」此一欄位，本研究的主張是，「靜

態的」智慧資本概念與「動態的」動態能耐概念並不相同。在 Eisenhardt與 Martin

（2000）等人對動態能耐的論述中，也有與本研究相類似的論點。他們認為雖然

動態能耐確實在其細節上是具特異性的；但是，動態能耐在有效能的企業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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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動態能耐文獻整理（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結合能耐  吸收能耐  組織彈性  其他  

Teece , 
Pisano, & 
Shuen 
(1997) 

l 取得、整合與重組內外部

組織的技能、資源與功能

性能力的流程，包括：  

Ø 協調與整合 

Ø 組合與轉換 

l 學習性流程 

l 重複地實做 

l 有效能地學習（意味著吸

收與有效地知識移轉）  

l 環境偵測、察覺  

l 路徑相依（與學習相關） 

l 動態的  

l 快速與彈性的

產品創新  

l 高度彈性  

l 路徑相依  

l 位置（各項特

定資產）  

 

Eisenhardt 
& Martin
（2000）  

l 取得、整合與重組資源的

流程  

l 學習機制  

l 重複地實驗 

l 有效能地學習（意味著吸

收與有效地知識移轉）  

l 產生即時的資訊  

l 路徑相依（與學習相關） 

l 簡單的、有限

的與高度經驗

性的例規  

l 彈性  

l 路徑相依  

l 資源重組的結
果是組織競爭

優勢的來源，而

不是能耐本身。 

Zollo & 
Winter
（2002）  

l 一已學習的與穩定的集

合活動（collective 

activity）型式（pattern）  

l 系統性地產生與修改組
織的作業性例規

（operating routines） 

l 動態能耐由學習所引起  

l 視學習機制是二階的動

態能耐  

Ø 經驗累積  

Ø 知識連結  

Ø 知識浮碼化 

l 動態的   

Adner & 
Helfat
（2003）  

l 提出動態管理能耐 

l 管理者建立、整合與組合

組織資源與能力的能耐  

l 學習  

l 做中學與需要實做

（practice）  

l 認知  

l 動態的  l 管理方面的人

力資本  

l 管理方面的社

會資本  

l 管理方面的認
知 

Blyler & 
Coff 
（2003）  

l 取得資源  

l 整合與結合（recombine）

資源  

l 釋放資源  

 l 動態的  

l 彈性  

l 有機式結構 

l 簡單的例規 

l 僵固性  

l 社會資本是動
態能耐的重要

構成要素。 

Helfat & 
Peteraf 
（2003）  

l 動態能耐由例規所組成  

l 動態能耐是建立、整合或

組合作業性能耐的能耐  

l 學習  

l 做中學  

l 動態的   

Sher & 
Lee 
(2004) 

l 決策品質  

l 溝通與協調能耐  

l 新產品發展中進行整合  

l 資源佈署的能耐  

l 信任  

l 學習的效能

（effectiveness）  

l 知識的累積 

l 快速回應  l 顧客關係  

l 策略性資產的

不可模仿性 

Wu, Lin, 
& Hsu 
(2006) 

l 視創新能耐為動態能耐

之一  

l 取得、整合與重組內外部

組織的技能、資源與能力 

l 學習機制  

l 重複地實做 

l 吸收與內化 

l 有效能的互動與溝通  

l 動態的  

l 運作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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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某些共同特徵（commonalities），與傳統的資源基礎觀點來比較，在企業間，

動態能耐有較大的齊一性（equifinality）、同質性（homogeneity）、替代性

（substitutability）1。亦即動態能耐的機能（functionality）可在企業間被複製，

因而他們認為企業競爭優勢的價值是建立在其創造的資源重組，而不是能耐本

身。由此觀之，「資源重組的結果」與「動態能耐」是不一樣的概念，與本研究

的論點類似。而若細看其內涵，由 Teece等人（1997）所提的「特殊性資產位置」

與智慧資本概念是極為相似的概念。因此，本研究將之列入「其他」此一欄位。 

依此方式，逐一對上述主要的動態能耐文獻進行探討，並整理列表後，本研

究發現各學者的主要論點可分成三大構念，分別說明如下： 

l 第一個構念：結合能耐 

本研究認為本項構念之內涵與取得、整合、重組組織內外知識、資源與能力

有關。Kogut等人認為，結合能耐是廠商用以結合不同能力的能耐，以利用其知

識與利用尚未被探索的科技可能性（亦即科技機會的程度）（Kogut and Zander, 

1992）。在萃取第一個構念之抽象概念後，本研究稱之為「結合能耐（combinative 

capabilities）」或可稱為「整合能耐（integrative capabilities）」。換句話說，創新

往往是廠商運用其結合能耐所展現的成果，以結合現有知識來產生新的應用。進

一步深入探索其內涵，本研究發現可分為兩項因子，包括： 

（1）知識與資源取得：研發團隊與內外網絡關係進行「協調」與「整合」，以取

得知識、資源與能力。 

（2）知識與資源整合：研發團隊將所取得的知識、資源與能力加以「重組」與

「轉換」後，得以產出新產品或新技術。 

l 第二個構念：吸收能耐 

本項構念與學習、吸收與內化知識有關。透過重複地實做、做中學或與策略

聯盟夥伴的合作與學習，使得組織得以精進與擴大技能，持續累積知識基礎，並

對整合、重組組織內外知識、資源與能力產生貢獻。在萃取第二個構念之抽象概

念後，本研究稱之為「吸收能耐」，進一步深入探索其內涵，本研究發現可分為

                                                 
1 例如，成功的購併流程具有某些特徵：購併前的例規（評估文化相似性與願景一致性）、購併
後例規（特別是應注意整合的速度），以及兩企業間的策略性資產重新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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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因子，包括： 

（1）辨識：搜尋、察覺、評估外部知識與資訊，並調整與判斷研發方向的能力。 

（2）學習與吸收：建立學習機制，並有效能地吸收外部知識。 

（3）內部溝通效率：透過共同的專業語言，在理解其他人的理念後，進一步使

知識在組織內進行移轉，以內化到組織之中。 

儘管學習是重要的；但學習並不代表能夠順利地吸收與內化該知識。在各

種不同情境下，有時會發現有學習障礙（learning obstacle）的情況發生（Dewaele, 

2005）。因此，能否順利地吸收策略聯盟夥伴的知識與能力，在彼此合作的過程

中，無疑地是一項重點（Powell, Koput, and Smith-Doerr, 1996）。其結果是，具有

吸收能耐的組織，一來可因學習而累積了可被整合與重組的知識基礎，二來組織

也因學習而增強了其結合能耐，這都有助於組織創新成果的產生。因此，本研究

認為，吸收能耐是動態能耐的一項重要子構念。 

l 第三個構念：組織彈性 

本項構念與彈性（flexibility）與僵固性（rigidity）有關。當面臨新問題的

挑戰，甚至要將它轉變成機會，經理人必須對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做出正確的且

快速的反應。若要具備這種能力以調適這些挑戰，其必要條件之一是，組織必須

具有彈性（Georgsdottir and Getz, 2004）。在萃取第三個構念之抽象概念後，本研

究稱之為「組織彈性（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是組織可依照外在環境的變

動程度，彈性調整其例規與流程的程度，以加速資源與知識的取得與整合。 

 

最後，檢視「其他」這項構念的內涵，本研究發現它們與各項智慧資本有

關，屬於組織所擁有的靜態無形資產，因此將之列入「智慧資本」項目之下。 

 

 

肆、本研究吸收能耐構念與其他學者之不同 

一、其他學者對吸收能耐的定義與內涵 

（一）其他學者對吸收能耐之定義 

為了使創新可以順利進行，組織或團隊必須持續累積與吸收新知。Cohen等

人定義吸收能耐是廠商評估（value）、吸收（assimilate）與應用（apply）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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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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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component of innovative 

capacity）」，而此種能耐與組織是否擁有「先前的相關知識（prior related 

knowledge）」有很大的關係，若組織有投資在自己的 R＆D上，該組織將較具有

能力利用外部可取得的資訊（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除了 Cohen 等人最早提出吸收能耐的定義外，吸收能耐研究也有幾篇重要

的文獻。Mowery等人定義吸收能耐是一組廣泛的技巧（a broad set of skills），用

以處理已移轉技術（transferred technology）的內隱要素（tacit component）與修

改（modify）這外來技術以供內部應用（Mowery and Oxley, 1995）。而 Kim則定

義它是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耐，學習能力是吸收的能力（為了模仿），而解決問

題能力則是創造新知識（為了創新）（Kim, 1998）。此外，Lane等人在研究如何

管理外國母公司與國際合資企業（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間的關係，以學習

強化國際合資企業的能力與績效時，將組織吸收能耐分成三部分：理解

（understand）外部知識的能力、吸收（assimilate）外部知識的能力，與應用（apply）

知識的能力（Lane et al., 2001）。而 Zahra等人的研究將吸收能耐分成兩部分，包

括潛在的（potential）與已實現的（realized）吸收能耐。潛在吸收能耐包括知識

的取得（acquisition）與吸收（assimilation），而已實現的吸收能耐則著重在知識

的轉化（transformation）與利用（exploitation）。所以 Zahra等人定義吸收能耐是

一組組織的例規與流程，經由這些例規與流程廠商取得、吸收、轉化與利用知識

以產生一動態的組織能耐。這四項能力代表吸收能耐的四個面向，其本質上是相

結合的（combinative），也彼此相互增進，在解釋吸收能耐如何影響組織成果上

也扮演不同但互補的角色。其中，潛在吸收能耐提供給廠商策略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與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以在高速（high-velocity）環境中適

應與發展。經由這過程，即使在動態產業情境下，潛在吸收能耐也使得廠商可以

維持競爭優勢（Zahra and George, 2002）。 

 

（二）其他學者對吸收能耐之內涵 

Zahra等人的研究認為，吸收能耐是一種鑲嵌在組織例規與流程裡的動態能

耐，它影響廠商能力的發展，使得廠商得以進行創造與佈署（deploy），以建立

其他組織能耐所需要的知識（例如：行銷、通路與生產），而這些不同的能耐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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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廠商達成競爭優勢的基礎，以產生較好的績效（Zahra and George, 2002）。

換句話說，其觀點認為，吸收能耐使得分析廠商知識的存量與流向，以及創造與

維持競爭優勢成為可能，也因此間接地改進了組織績效。 

Cohen等人也認為，組織之吸收能耐與內部溝通效率有關。組織吸收能耐不

僅決定於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直接介面，它也決定於子部門內及跨部門間的知識移

轉情況。透過溝通的共通語言（common codes of communication）以及已協調的

搜尋程序（coordinated search procedures），方使得學習得以順利進行。此外，吸

收能耐與路徑相依是相關的，因為先前知識會幫助新知識的吸收、同化與應用。

換句話說，本期累積的知識會使得下一期的知識累積更有效率，這意味著組織能

夠以更有基礎的方式來吸收外界知識（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經由上述學者的觀點，本研究歸納吸收能耐的構念可分成以下幾個部分，包

括評估、取得、學習與吸收、內外部溝通效率、轉化與應用。 

（1）評估 

評估外部知識的能力是先前相關知識的程度的函數（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廠商在辨識知識上的努力之密集度與速度會決定其知識取得的結果，而

累積知識的方向也會影響廠商得到外部知識的路徑，這些活動隨著其複雜度與豐

富性而改變，指出了廠商內部不同領域專業人才的需求，以成功地引進外部技術

（Zahra and George, 2002）。 

（2）取得 

信任關係是能夠取得其他單位或組織之知識、資源與能耐的基礎。彼此之間

愈有信任關係，則對方愈願意分享與交換資訊，因為與其他組織分享知識與資訊

有可能會受到傷害（Lane et al., 2001）。 

（3）學習與吸收 

當特定流程可幫助組織成員鎖定該學習的知識時，則可促進學習（Lane et al., 

2001）。而吸收（assimilation）是指可使廠商分析（analyze）、處理（process）、

解釋（interpret）與理解（understand）從外部取得知識的例規與流程（Zahra and 

George, 2002）。一般說來，外部知識通常是適用於特定情境下的，這往往使得外

部使用者較難以重製這知識。但，充分的理解可促進知識的吸收，使得廠商得以

處理與內化外部所產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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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內外部溝通效率 

除了在取得外部知識、資源與能耐時需要與外部組織進行協調與溝通外，吸

收能耐也與內部溝通效率（internal communicative efficiency）有關。組織吸收能

耐不僅決定於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直接介面，它也決定於子部門內及跨部門間的知

識移轉情況（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5）轉化與應用 

轉化（transformation）指一個廠商發展與精鍊（refine）例規的能耐。透過

這些例規可促進現有知識與新的、已取得、已吸收知識的結合。亦即，將兩組明

顯不一致的知識或資訊進行結合，並達到一個新的系統性結合，代表是這廠商的

轉化能耐（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Zahra and George, 2002）。經由轉化會產

生新的洞見、促進機會的認知，就在這種不斷轉化的多樣活動下，新的能力會被

發現，同時也可能會改變廠商未來的競爭方式。之後，廠商應用這些組織能耐，

將知識融入組織的作業性例規之中，以產生新的產品，滿足某一群顧客的需求。 

 

二、本研究對吸收能耐的定義 

由前述知，本研究認為吸收能耐可分為三項子構念，包括： 

（1）辨識：搜尋、察覺、評估外部知識與資訊，並調整與判斷研發方向的能力。 

（2）學習與吸收：建立學習機制，並有效能地吸收外部知識。 

（3）內部溝通效率：透過共同的專業語言，在理解其他人的理念後，進一步使

知識在組織內進行移轉，以內化到組織之中。 

相互比較之下，可知前兩項子構念內涵與 Zahra等人所提出的潛在

（potential）吸收能耐概念極為類似，他們認為潛在吸收能耐包括知識的取得與

吸收兩種能耐，其中取得是指廠商辨識（identify）與取得外部知識的能力，而

吸收是指可使廠商分析、處理、解釋與理解從外部取得知識的能力（Zahra and 

George, 2002）。而第三項子構念則與 Cohen等人的研究具一致性，他們認為吸

收能耐也與內部溝通效率有關，組織吸收能耐不僅決定於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直接

介面，它也決定於子部門內及跨部門間的知識移轉情況（Cohen and Levinthal, 

1990）。本研究所採用的吸收能耐定義是較為狹隘的範圍，僅包含上述三項子構

念。其原因為，「知識的取得」本研究將之歸類在結合能耐之中；而「知識的轉

化與應用」本研究將之視為是屬於結合與整合知識的過程，因此也歸類在結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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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之中。 

 

伍、動態能耐架構與各項子構面定義 

由上述的分析與歸納，本研究對研發部門動態能耐的定義是：在動態的環境

中，研發組織取得、整合、重組與轉換組織內外知識、資源與能力以產出新產品

或新技術的能耐。為了達成這目的，則研發組織必須具備辨識與吸收外部新知

識，並將其內化的能耐，同時也必須建立簡單的例規或可彈性地修改其例規與流

程，以正確地回應高度不確定與快速改變的外在環境。 

由上述討論，本研究整理出研發團隊動態能耐各項子構念的定義，為「三構

面六因子」架構，如表 2-4所示。由於智慧資本構念已有相當多學者投入研究，

也發展出衡量量表，因此，本研究未來的智慧資本實證研究將以現有文獻為基

礎，進行量表之修訂。而動態能耐此一構面，則將以表 2-4之定義發展每個次量

表（subscale）的題項。 

 

表 2-4  研發團隊動態能耐子構面與各項因子定義（資料來源：本研究） 

構  面 定          義 

一、結合能耐 指研發團隊取得、整合、重組與轉化內外部知識、能力與

資源的能耐，以產生創新成果。 

1知識與資源取得 研發團隊協調與整合其內外部網絡關係以取得其研發過程
所需的知識、能力與資源。 

2知識與資源整合 研發團隊透過規則與指令、程序、組織例規，以及團隊討

論與實作來解決問題與做決策，以整合其所取得的內外部

資源、知識與能力，進而產生創新技術與產品。 

二、吸收能耐 指研發團隊辨識、學習，並吸收與內化外部新知識的能力。 

1辨識 研發團隊搜尋、察覺、評估外部知識與資訊，並調整與判

斷研發方向的能力。 

2學習 團隊成員透過學習機制學習組織內外部的知識與能力，並

達到吸收的效能。 

3內部溝通效率 研發團隊內部的有效知識移轉過程。 

三、組織彈性 團隊可依照外在環境的變動程度，彈性調整其例規的程度

（甚或破除舊有例規），以加速資源與知識的取得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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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說推演 

本研究依文獻探討，針對幾項研究構念：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關係資本、

結合能耐、吸收能耐、組織彈性，以及創新績效等構念之關係，推論初步研究架

構。 

 

壹、動態能耐與研發團隊創新績效  

一、結合能耐與研發團隊創新績效 

研發團隊的重要活動是把個體知識整合進團隊或組織知識中，因而觀察團隊

效能的重要議題之一便是知識整合（knowledge integration）的過程（Grant, 2002; 

Subramaniam, 2006; Mitchell, 2006; Bhandar, Pan, and Tan, 2007）。團隊溝通過程

中的正式干涉（formal interventions）是一種達成知識整合的良好潛在方法，這

些包括分享資訊（sharing information）、詢問對方問題（questioning others）、

提供意見與評論（making comments）等，可創造更結構化的團隊討論，以及加

強不同個體所擁有的資訊與知識的溝通，進而改進團隊的知識整合程度

（Okhuysen and Eisenhardt, 2002）。Galunic等人在其文章論述中認為，資源再

結合（recombination）關心的是，鑲嵌在能耐裡的知識如何能與其他知識基礎進

行整合與改變，以創造新穎的商業概念與能耐（Galunic and Rodan, 1998）。這種

重組（reconfigure）與轉換（transform）的能力如果愈強，則愈容易完成其任務

（Teece et al., 1997），進而提高其創新績效。 

因此，在研發過程中，為了可以促進內部成員間的互動，若能定期舉行面對

面的會議、進行密切互動與深度討論，團隊成員將會因分享其他人的知識與心

得，使得內隱知識的得以相互交流、撞擊，促進團隊的知識整合，進而創造出全

新的概念，提高其創新績效。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假說： 

假說 1-1 研發團隊的結合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創新績效。 

 

二、吸收能耐與研發團隊創新績效 

吸收能耐是組織吸收外部新知識的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 1990），與辨

識、學習，以及內部溝通效率有關。具有競爭力的組織有能力去認知（recognize）

到新訊息的價值，進而加以學習與吸收（assimilate），最後在組織內部進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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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擴散，以提高整體組織的吸收能耐。 

Zollo等人（2002）認為學習機制引領著動態能耐的演化，這些學習機制包

括一組學習經驗流程（經由做來學習）與更深思熟慮的認知流程（cognitive 

processes；必須與集體知識的連結與浮碼化一起做）（Zollo and Winter, 2002）。

因此，學習流程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social）與集體性的（collective），不只可

經由個體的模仿而產生（如同老師與學生之間或師傅與學徒之間），也可因為對

複雜問題的相互討論而理解後，產生共同的貢獻（Teece et al., 1997）。Nonaka的

研究特別提及Ba的觀念，以及SECI（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知識創造模型，他認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是類比的、

同時平行處理的，與個人品質相關，且因人而異，不易結構化和溝通（Nonaka, 

1994）。因此，經由創造可供員工分享與溝通的場域，促進討論的進行，以利團

隊成員內隱知識的交流，將可激發出新構想（idea）與創造新知識。除此之外，

廠商也可經由重複實驗與經驗性的行動快速地學習，以彌補其有限的現有知識，

而快速地創造新知識。 

因此，從研發方向的辨識與決定、團隊內的知識分享與學習、重複實驗與經

驗性的行動等，都可提高團隊的吸收能耐，進而快速地創造新知識。經由以上的

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假說： 

假說 1-2 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創新績效。 

 

貳、吸收能耐與結合能耐 

組織的吸收能耐除了決定於子部門（sub-unit）內的知識移轉，也決定於跨

子部門間的知識移轉情況（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有效的產品發展例規典型地包括跨團隊的參與，因為這帶來不同專門技術

（expertise）的來源（Subramaniam, 2006）。具良好創新績效的大型研發團隊，

往往由不同專業背景的次團隊（sub-group）所組成（Dougherty and Takacs, 2004）。

這些次團隊各自有其優異的專業領域知識、技術與研發經驗，若能使次團隊之間

的知識進行交流、學習與移轉，將可提高整體團隊之吸收能耐（Cohen and 

Levinthal, 1990）。而次團隊成員在理解其他次團隊的知識與技術後，整體團隊方

能將兩組（或兩組以上）明顯不一致的知識或資訊進行結合，並達到一個新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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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結合，是為這廠商的轉換能耐（Zahra and George, 2002）。而這種重組與轉

換的能力本身是一學習型組織的技能，愈是經常練習，將愈容易完成（Teece et al., 

1997），因此，就可以產生更好的創新績效。 

除了運用團隊本身既有的專業知識外，團隊的研發工作也需要其他部門的協

助。Brown等人的研究發現，跨功能間的相互了解與和諧合作，在良好溝通後，

將有利於整合工作，以開發出創新產品（Brown and Eisenhardt, 1995）。而 Griffin

等人的研究發現，研發過程中，若研發團隊能了解顧客的需求，而行銷部門成員

能了解技術的能力與限制，而且研發與行銷人員都清楚生產與競爭性策略意涵，

則新產品的研發較容易成功（Griffin and Hauser, 1992; Song and Thieme, 2006）。

亦即，研發團隊與其他部門間因有充分的協商、溝通與學習，得以提升其吸收能

耐。在理解其他部門的知識與觀點後，方能進一步進行知識與資源的整合，以產

生創新性新產品。 

換言之，研發團隊可經由次團隊間或跨部門間的知識交流、學習與移轉，提

高整體團隊之吸收能耐。在這個學習過程後，方能結合不同知識與技術，進一步

進行知識、技術與資源的重組與轉換。亦即，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愈高，則其結

合能耐將會愈高。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假說： 

假說 2 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結合能耐。 

 

參、智慧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一、人力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人力資本是與員工相關的，例如：員工的教育程度、能力、經驗、承諾與忠

誠度等（Bontis, 1998）。儘管人力資本被視為是創造智慧資本的核心，它的一個

與眾不同的特性是，倘若員工離開公司，它就會消失不見。換句話說，人力資本

是可移動的，而且並不屬於公司，它真正的擁有者是員工，也是員工決定要對他

的人力資本做多少的投資（Roos and Roos, 1997; Bontis, 1998）。 

人力資本的本質是組織中成員的智能（intelligence）（Jones and Schneider, 

2006）。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是因為人類具有創造（creativity）的能力

（Csiksentmihalyi, 1999）。而 Amabile的研究進一步認為，人們的內在動機是創

造力的本質（Amabile, 1993）。儘管有能力進行創造，也有內在動機進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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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仍然可經由學習而精進其創新能力。Bontis認為愈高教育程度往往反映了在

人力資本上的愈大投資（Bontis, 1998），而愈高的教育投資往往也反映出其更高

的學習力，以及更高的辨識能力。亦即，研發團隊的人力資本愈高，其吸收能耐

將會愈高，進而可在知識型產業中進行更專業的知識創造。 

Roos等人（2001）的研究將專業顧問公司簡略分成「以人為中心

（people-centered）」與「以流程為導向（process-oriented）」兩類，其研究發現以

人為中心的公司大多依賴非常有知識（knowledgeable）的與有能力的（competent）

個體（Roos, Bainbridge, and Jacobsen, 2001）。有知識與有能力的人才，往往具有

良好的學習習慣，持續地吸收新知，精進自己的能力，因而也提高其吸收能耐，

進而為公司創造價值。此外，Saint-Onge的研究除了強調內隱知識的重要性外，

也認為內隱知識透過員工的「態度（attitude）」會表現在組織中資訊傳遞的各級

節點上，包括對事情的假設、傾向、價值與信念（Saint-Onge, 1996）。擁有良好

與正向工作態度的員工，往往具有自動自發（而非被動依賴）、積極進取的精神，

經由做中學，提升自己的閱歷與能力，因而也提高其吸收能耐。亦即，研發團隊

的人力資本愈高，其吸收能耐將會愈高，進而可為公司創造更高的價值。經由以

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假說： 

假說 3-1 人力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二、結構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結構資本是可以幫助與支持員工以追求智慧績效與整體企業績效極大化的

組織機制與結構（Bontis, 1998）。與人力資本不同的是，它是員工下班後還留

在公司裡的資本，它隸屬於公司，且較難以移動。 

Amabile（1993）提出動機綜效（motivational synergy）觀點，她的研究發現

某些型態的外在動機可正向地結合內在動機，而提升員工的創造力。沒有意味著

控制意涵的能力酬償，或者可使得個體去做一些令人興奮的工作的酬償，都可視

為是「具綜效的外在動機」。O’Reilly等人的研究認為，組織文化為管理者培育

創新的一種關鍵性「社會控制系統（social control system）」，可經由支持冒險及

改變（支持員工嘗試新事物）、獎勵創新，並容忍失敗、學習、再次嘗試，來提

昇創新及變革（O’Reilly and Tushman, 1997），具有這樣文化的組織被認為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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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強創新資本的組織（吳思華等, 1999, 2000）。研發團隊在開發新產品過程，

經常透過發展雛形（prototype）與早期測試，以快速地得到新知識，這些行動經

由一些失敗與立即性回饋（immediate feedback）創造了快速的學習（Argote, 

1999）。這些失敗所產生的學習效果是彌足珍貴的經驗，往往導致後續成功的創

新產品。Cohen等人（1990）的研究也發現，既使投資在 R＆D難免會失敗，但

長期來看，企業投資在 R&D，將可提升其吸收能耐，進而對組織決策者有正面

效果。因此，團隊若能建立容忍失敗、鼓勵再次嘗試的組織文化（結構資本內涵

之一，為「具綜效的外在動機」），則員工的內在動機將會被增強，將可透過失敗

中學習而提升其吸收能耐，進而提高創新成果。 

此外，創新資本也與革新能力、智慧財產，以及其它用來開發並加速新產品

發展的無形資產和才能有關（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關鍵技術、先進的

儀器設備、豐富且具影響力的智慧財產權基礎，往往是高科技企業在全球市場競

逐的重要利器（Arora, Fosfuri, and Gambardella, 2001），也是企業持續進行創新的

磐石。Cohen等人（1990）的研究發現，一個組織在評估及使用外部新知識，並

將其內部化的能力，取決於該組織「先前相關知識（prior related knowledge）」的

累積。亦即，吸收能耐是先前相關知識的函數。因此，創新資本（為結構資本內

涵之一）愈高的團隊，擁有愈多的關鍵技術、先進儀器設備、豐富且具影響力的

智慧財產權，因此也就具有愈多的先前相關知識，而導致愈高的吸收能耐。 

再則，流程資本是另一項重要因素，企業設計這些流程以製造產品、提供服

務，滿足顧客需求（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良好管理的流程將能充分連

結組織內或跨組織間有價值的資本，藉由與不同流程連結來創造組織之競爭優勢

（尚孝純, 2006）。若以研發的角度來看，具有較高流程資本的企業，在研發過程

中該企業所具有的流程與管理流程的能力可以比其他企業更快、更準確、更有效

地完成創新成果（吳思華, 2005）。其中，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基礎建設是流程資本的重點之一。IT的投資會形成組織內部各項資訊系統、知

識管理系統、資料庫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Stewart, 1997; Bontis, 2001; 

Banker, 2003; Youndt, Subramaniam, and Snell, 2004）。此種具有資訊系統的結構

性智慧資產，可將個體的技術知識（know-how）轉變成群體財產（Lowe, McMahon, 

and Culley, 2004）。因此，當組織內不同部門間的 IT連結是緊密與順暢的，研發

人員將可快速、容易與精確地接近（access）與取得所需要的知識，提高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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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進而提高其吸收能耐。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假說： 

假說 3-2 結構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三、關係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關係資本指一家組織和他們往來的人之間的關係（Stewart, 1997;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為了進行創新，組織必須依其研發任務的需求，設法取得

其所必須的知識、資源與能力（Aranda and Molina-Fernandez, 2002; Yang, 2005）。 

除了良好的內部溝通外，有效的創新發展流程也必須有廣泛的外部溝通

（Lievens, Moenaert, and S’Jegers, 1999）。Gelatkanycz與 Hambrick（1997）的研

究認為，管理者可以因外部連結而改善企業績效，一來是連結可提供企業接近其

所需外部資源的機會，二來是高階管理職位的連結（directorship ties）將可提供

不同企業的管理實務資訊，愈是資訊的多元化來源，愈可改善高階的決策品質，

而且外部連結愈多，資訊的來源愈多。關於外部關係，vol Hipple的研究也指出，

有關於新產品（或服務）的新知識或好構想，往往可以從顧客及供應商而來（vol 

Hipple, 1988），若能與顧客建立長期的關係，將可使得廠商取得詳細與有用的顧

客知識（Holmlund and Kock, 1996）。 

此外，有效的知識創造過程有賴於與外部知識來源進行連結（Chen and Choi, 

2004; Caloghirou, Kastelli, and Tsakanikas, 2004）。研發團隊經過多年技術與知識

的累積，會形成其某一領域之核心能力與資源基礎。因為擁有獨特、有價值、難

以取代、難以模仿的核心能力與資源，該組織方能產生競爭優勢。此種獨特核心

能力與資源的建立，需要長時間的投入與累積，是一種「長期學習與演化」所產

生的結果，這代表其競爭者難以在短期內迅速養成此類獨特的核心能耐（Prahalad 

and Hamal, 1990; Coombs, 1996）；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該研發團隊

之能力有其邊界與範疇，無法專精所有專業技術與知識，隱含對其他知識領域與

能耐的欠缺。因此，透過關係資本即可補足開發新技術或新產品過程中該團隊所

欠缺的人才、專業技術、知識與能力。 

因此，研發團隊若能發展一個寬廣與活躍的網路關係，一來將可引進外部知

識與資訊，增加其個體吸收能耐，進而加強組織吸收能耐（Cohen and Levin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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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二來，將可連結外部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從假說 3-1與 3-2可知，將

可以產生更好的吸收能耐。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假說： 

假說 3-3 關係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肆、智慧資本、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與吸收能耐 

一、人力資本、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與吸收能耐 

假說 3-1說明人力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此外，本研究進

一步認為，對兩組具有相同人力資本的研發團隊來說，組織彈性較高的團隊，其

吸收能耐將會更好，亦即組織彈性會正向地強化人力資本對研發團隊吸收能耐的

影響。 

Helfat等人的研究認為，動態能耐包括協調個別工作的例規，需要協調工作

意味著能耐包括個人與團隊間的協調努力（Helfat and Peteraf, 2003）。在這過程

中簡單的例規與流程扮演重要的角色。簡單的例規使得經理人可專注在重要的議

題，而不會被特定的規定與行為所套牢，也不會在特定情況下使用不合宜的過去

經驗來行動（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所以當外在環境有巨大改變時，組織

彈性較高的團隊，因其作業例規與程序是簡單的、來自經驗的、可彈性調整的，

因此研發團隊可迅速且適時地調整研發計畫方向（Wang and Liang, 2004）、調動

研發人才，彈性調整研發人才之工作內容，達到人力資源的適當配置（Nozick, 

Turnquist, and Xu, 2004），使得該團隊得以發揮整體組織專業人才的最佳能力，

因而增進其吸收能耐。換句話說，在既有的人力資本下，該研發團隊若更具有組

織彈性，將可強化人力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

到以下假說： 

假說 4-1 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會正向地強化人力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 

 

二、結構資本、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與吸收能耐 

結構資本包含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且絕大部分是由例規與流程所組成。在

研發組織中資訊系統、資料庫、各項作業流程、貴重儀器與設備等各項結構資本

在研發過程中也是不可欠缺。此外，本研究進一步認為，對兩組具有相同結構資

本的研發團隊來說，組織彈性較高的團隊，其吸收能耐將會更好，亦即組織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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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正向地強化結構資本對研發團隊吸收能耐的影響。 

企業內部例規在組織演變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Nelson and Winter, 1982; 

Orlikowski, 2000; Edmondson, Bohmer and Pisano, 2001）。例規如同組織記憶，是

藉由「實做過程」不斷學習來達成（Nelson and Winter, 1982）。然而，組織的例

規與流程若無法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而進行彈性調整，將會產生組織的僵固性，

進而阻礙研發部門取得其所需要的研發資源。 

Edmondson等人認為組織中新例規的發展，是透過組織脈絡與技術脈絡對現

有例規的再強化（Edmondson et al., 2001）；Orlikowski認為組織是藉由在現有技

術的使用過程中發展例規，以獲得一個穩定的自我增強循環（Orlikowski, 2000）；

Teece等人的研究認為，「動態」這個字是指具有更新能力（competencies）的能

耐（capacity），以便與改變中的企業環境達成一致性（Teece et al., 1997）；而 Helfat

等人的研究也認為，動態能耐並不直接影響企業的產出，但經由影響作業性能

耐，間接地對產出有所貢獻（Helfat and Peteraf, 2003）；此外，Zollo等人的研究

認為，組織可透過系統性的學習以獲得一穩定的集合活動，經由這些活動，組織

系統性地產生與更改其作業例規，以追求創新效能的改進（Zollo and Winter, 

2002）。這些學者的觀點都說明了，具有動態能耐的組織，其例規與流程的演進

是一持續進行更新、修正與調整的發展過程。因此，各項結構資本（包括各項作

業流程、儀器與研發設備、智慧財產權、技術知識、組織內部的各項資料庫等）

在研發計畫調整後，可以重新佈署。這使得研發團隊可善用各項結構資本，以使

結構資本發揮更大的效能，並經由不斷地實做與實驗，從嘗試錯誤中學習，進而

提高其吸收能耐。換言之，在既有的結構資本下，該研發團隊若更具有彈性，將

可強化結構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假說： 

假說 4-2 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會正向地強化結構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 

 

三、關係資本、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與吸收能耐 

在競爭劇烈與動盪的環境下，光憑一己之力想要在短期內克服所面臨的挑

戰，對單一組織來說有其困難，因此也顯現出關係資本的重要性，假說 3-3正是

說明關係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其結果將會進一步影響其創新

績效。儘管如此，並不真的代表所有的關係資本在任何一時刻都可以對組織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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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產生貢獻。事實上，組織能否善用其關係資本，正凸顯出其動態能耐的重要性。

本研究認為，對兩組具有相同關係資本的研發團隊來說，愈會善加運用其關係資

本的的團隊，其吸收能耐將會更好，進而產生更好的創新績效。 

研發過程往往需要動用到相當多不同的資源、技術與知識、能耐、智慧財產

權、相關軟體、貴重儀器與設備、資料庫、相關資訊系統，以及不同專業背景的

人才等等，如何將其有效的加以統合，使其發揮最大的功效，是研發團隊應妥善

思考的重要議題。具有動態能耐的研發團隊會積極地去思考上述各項資源的統治

機制，有效地處理該團隊與提供資源的各個不同團隊間的統治關係（Williamson, 

1979; 吳思華, 2000）。若能運用不同地區的團隊，甚至是運用全球性的團隊

（global teams）（Wheatley and Wilemon, 1999），將會創造一個不同的情境，這情

境具有成功地開發新技術與新產品的優勢（Gupka and Wilemon, 1998）。 

因此，具有動態能耐的研發團隊會運用其網路關係，積極地尋找與接觸不同

專業能耐的團隊與組織，以尋求協助或進行合作。為了達成這目的，該研發團隊

會打破既有例規，或彈性調整既有例規與流程，按照實際貢獻度與實現未來利益

的能力等等不同因素，以建立新的與適當的利益分配機制，想辦法提供對大家都

有利的合作情境（吳思華, 2000），以爭取時效，縮短開發時程。當然，知識與資

源的相互交流與分享，是建立在信任（trust）的基礎之上。如果缺少互信，知識

與資源的分享與流通將會出現問題，整合與轉化更將難以達成。Dyer的研究，

以信任來解釋為何日本零組件製造商會比美國的競爭者在策略聯盟的共用資產

上做更多的投資，其研究顯示，與供應商之間的信任關係及夥伴之間的資訊分

享，是聯盟合作成功的關鍵（Dyer, 1996）。Prusak等人的研究則認為，知識市場

若要運作於組織中，必須要做到信任是可見、且無所不在的（Prusak and Cohen, 

1998）。因此，信任使得組織能夠順利協調與整合外部網路關係以取得知識、資

源與能力，以及也使得後續的知識整合過程得以順利進行。其結果是，該研發團

隊引入了對其有價值的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由假說 4-1與假說 4-2可知，強化

了其對吸收能耐的影響。 

再則，跨組織的科技研發合作不僅會帶來強烈的學習效果，對後續研發計畫

更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可增加後續研發計畫的深度與寬度（Lin, Lo, and Wu, 

2006），亦即跨組織的科技研發合作會強化了雙方的吸收能耐。由以上的推論可

知，在既有的關係資本下，該研發團隊若更具有彈性，將可強化關係資本對其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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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能耐的影響，而產生更佳的創新結果。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假說： 

假說 4-3 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會正向地強化關係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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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初步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與假說推導，本研究彙整各項假說如下： 

假說 1 動態能耐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創新績效。 

假說 1-1 研發團隊的結合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創新績效。 

假說 1-2 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創新績效。 

假說 2 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會正向地影響其結合能耐。 

假說 3 智慧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假說 3-1 人力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假說 3-2 結構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假說 3-3 關係資本會正向地影響研發團隊的吸收能耐。 

假說 4 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會正向地強化智慧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 

假說 4-1 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會正向強化人力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 

假說 4-2 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會正向強化結構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 

假說 4-3 研發團隊的組織彈性會正向強化關係資本對其吸收能耐的影響。 

 

 

綜合第四小節的討論，本研究提出之初步理論性研究架構如圖 2-1所示 

 

 

 

 

 

 

 

 

 

 

 

 

 

圖2-1 由理論與文獻導出之初步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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