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之採用 
     Robert K. Yin（1994）認為社會科學的五個主要研究策略包括：實驗法、
調查研究、檔案記錄分析、史研究法、以及個案研究 每個策略都可以用在

於下列三個目的：探索的、描述的，或是解釋的。而每個策略使用時機需

考量（1）所提出研究問題的類型；（2）研究者在實際行為的事件上擁有的
操控程度；（3）著重在當時的現象而非歷史現象的程度。 

社會科學的五個主要研究策略包括：實驗法、調查研究、檔案記錄分

析、史研究法、以及個案研究，上述三個條件在區分此五個策略上的重要

性如下表所示：（尚榮安譯，2001：5） 

表3-1 不同研究策略的相關狀況 

 

策   略 研究問題的形式 
需要在行為事件

上操控嗎？ 

是否著重在當時

的事件上？ 

實驗法 如何、為什麼 是 是 

調查研究 什麼人、是什麼、在那

裡、有多少 

否 是 

檔案記錄分析 什麼人、是什麼、在那

裡、有多少 

否 是／否 

歷史研究法 如何、為什麼 否 否 

個案研究法 如何、為什麼 否 是 

資料來源：COSMOS Corporation（引自Yin，尚榮安譯，2001：6） 

 

        Schramm（1971）認為個案研究的本質，在所有個案研究類型中的主要

傾向，是它試著闡明一個或一組決策：為什麼他們會被採用、如何來執行、

以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本研究採用定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針對服務業的特性、知識管理

的內涵及創新之各項層面，進行蒐集國內外各項文獻資料，進行彙整、歸

納、分析理論上對於知識管理的重要議題，推衍出實務觀察的重點，然後

透過深入報導一個完整的個案來瞭解實務上真實的運作情形，以及知識管

理理論的應用，並依此提出研究分析、命題發展、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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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的特色： 

        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徵研究（empirical inquiry）是： 

     1. 在真實的背景下，研究當時的現象，特別是在 

     2. 現象跟背景間的界線不是非常清楚的時候。 

         外貿協會是一個以貿易推廣為實務運作單位，其六大業務部門雖隸屬 

     於同一協會下，然各業務部門之業務性質及組織運作彈性則有相當大之差 

     距。外貿協會之業務執行乃遵循經濟部之相關政策，故貿協會因經濟政策 

     之調整而作適切的配合，不同業務部門各司其職，在其不同之業務特性上 

     達成組織目標。 

         本研究以外貿協會為研究對象，並以個案研究為主要研究策略，著重 

     在當時事件上的業務運作情形，乃以單一個案呈現數種服務類型，呈現不 

同的知識管理與組織設計，並且藉著嵌入同一組織的控制方式，聚焦於服 

務類型的差異，以排除不同組織的比較可能產生組之間差異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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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個案研究的設計 
  一、 Robert就個案研究的設計有下列考慮之要素： 
 （一）研究設計的定義 

      研究設計是一種從這裡到那裡的行動方案，這裡可以定義為所要回

答的初始問題，而那裡就是有關這些問題的一些結論（答案）。在「這

裡」跟「那裡」之間，可以找到一些主要的步驟，包括蒐集與分析相關

資料。 

 （二）研究設計的元素 

       對個案研究法而言，研究設計中有四個重要的元素： 

     1. 研究的問題 
       問題的形式包括了「什麼人」、「是什麼」、「在那裡」、「如何」和「為
什麼」等問題，在選擇適切的研究策略上，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個

案研究策略對於「如何」和「為什麼」的問題可能是最合適的。 
     2. 分析單元 

       分析單元就是定義何謂「個案」的根本問題，它可以是個人、一個
產業、一個國家的經濟、一項經濟政策或其它任何事件或個體。選擇適

當的分析單元來自於正確的確定研究的主要問題。 
     3. 連結資料及命題的邏輯 

       Donald Compbell（1975）描述之類型比對（pattern-matching）

的觀念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即來自同一個案中的一些資訊可能會跟某些

理論的命題有關。希望能足夠比對出不同的類型，可以用來比較兩個以

上的對立命題來解釋其發現。 

 （三）個案研究策略可以分四個設計類型 

     1.單一個案（整體性的）設計。 

     2.單一個案（崁入式的）設計。 

     3.多重個案（整體性的）設計。 

     4.多重個案（崁入式的）設計。 

       單一個案研究的原因： 

     （1）該個案乃測試一個成熟（well-fourmulated）理論的關鍵性個案。 

     （2）該個案代表一種極端或獨特的個案。 

     （3）揭露式個案（revelatory case），有機會觀察和分析到一個之前科 

          學研究無法探究的現象，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整體性相對於崁入式的個案研究：透過抽樣（sampling）或是群 

        集技術（cluster techniques）來選擇崁入式的單位，無論這些單位被

挑選出來了，而最後的設計可以稱為一種崁入式的個案研究。相反的，

如果個案研究只檢查一個計劃或組織整體的本質，那麼就是使用整體性

的設計。 

           多重個案研究是複現而非抽樣邏輯，使用多重個案研究，其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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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1）預測類似的結果（一種原樣複現）（a literal replication），

就是（2）由可預測的理由，產生不同的結果（一種理論複現）（a 

theoretical replication）。 

 

 二、本研究之設計 

（一）研究設計的定義 

本研究以外貿協會六大業務之服務內容（從這裡）予以分類，並探討

此六大部門的知識管理主要活動（到那裡），將從知識類型、知識管理系

統、組織類型及組織技術類型等構面建立服務業知識管理之運作模式。 

（二）研究設計的元素 

1. 研究的問題 
      本研究主要進行如何建立服務業因不同服務類型所需之不同知識管

理模式，另探討為什麼知識類型、組織類型及組織技術類型等對不同服務

類型的影響。 
2. 分析單元 

    本研究係以貿協六大業務部門為分析單元，由於六大業務部門之業務
特性差異極大，由各個知識管理構面之探討，以了解因服務類型不同，所

產生知識管理活動之差異。 
3. 連結資料及命題的邏輯 

           本研究推論知識管理係因地制宜會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即不同的環 
       境條件下，會有不同的因果關係，組織在講求目標達成時，需以合適的 

       知識類型、知識處理程序、組織型態、組織技術類型等進行搭配，方能 

       將任務特質以事半功倍的效率達成預期目標。 
 （三）本研究策略之類型 

     本研究乃針對外貿協會不同業務功能之部門加以分類，分析探討知

識管理活動有何差異性，本研究屬個案分析多重個案整體性設計之理

由： 

1. 本研究個案為單一組織，然不同部門業務有極大之差距，試圖聚焦 
   於服務類型的差異，排除不同組織的比較可能產生組之間差異的干 
   擾。 
2. 在研究建立知識管理模式中，所探討之相關之理論聯結，主要有  

   Nonaka之核心知識轉換、Richard L. Daft的組織型態之分類及 

   Charles Perrow的組織技術分類等成熟理論。 
3. 綜合上述二點，本個案乃測試知識管理及組織管理相關成熟理論 

之關鍵性個案，以尋求不同組織比較之共通性。 

4. 本研究試圖建立服務業知識管理模式，即不同的服務類別，需要不 

同的知識類型、組織型態及組織技術型態等，並有特殊之知識創造 

模式，在其他服務業之類似服務類型中產生預測類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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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執行個案研究 

一、資料蒐集的準備 

個案研究中的問題，應該要反應出一開始的研究設計中，問題一共可以分

為五個層級： 

  1. 層級一：詢問特定受訪者的問題 

  2. 層級二：個別個案中要問的問題 

  3. 層級三：跨個案的結果所想要回答的問題 

  4. 層級四：整個研究所問的問題，如除了多重個案的資訊外，還需要參考相 

             關文獻來回答。 

  5. 層級五：超出狹義的研究範圍之外，有關政策建議和結論的規範性問題。 

        個案研究分析單元與資料蒐集來源的單元是有差異的： 

                   資料蒐集來源 

                由個人          由組織            研究的結論 

     

                                                    如果研究的個案 

      設                                            是個人 

關
於
個
人

 

      計                                            如果研究的個案 

                                                    是組織 

個人行為 
個人態度 
個人看法 

人事政策 
組織的結果

檔案紀錄 

組織如何運作

組織運作的原

因 

關
於
組
織

                  

           表3-2設計與資料蒐集：不同的分析單元 

                 來源：COSMOS Corporation 

 

二、蒐集證據 

     個案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六種資料來源：文件、檔案記錄、訪談、直接

觀察、參與觀察及實體的人造物（Yin，尚榮安譯，2001：142）。比較這

六個主要來源彼此間的優點和缺點，是一個很有用的概述(見表3-1-2)。

沒有任何個單一的來源與其他的來源比較，能取得完整的優勢。事實上，

不同的來源其有高度的互補性，而一個好的個案研究，也因此會想要儘可

能地使用更多不同種類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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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3 六種證據來源:其優點與缺點 

證據來源 優  點 缺  點 

文 件  穩定：可以重複地檢視。 
 非涉入式：並不是個案研究
所創造的結果。 

 確切的：包含確切的名稱、
參考資料、以及事件的細

節。 

 範圍廣泛：長時間、許多事
件和許多的設置。 

 可檢索性：可能低。 
 如果收集不完整，會產生偏
見的選擇。 

 報告的偏見：反應出作者的
(未知的)偏見。 

 使用的權利：可能會受到有
意批限制。 

檔案紀錄  同以上文件部分所述。 
 精確的和量化的。 

 同以上文件部分所述。 
 由於個人隱私權的原因而不
易接觸。 

訪談  有目標的：直接集中於個案
研究的主題。 

 見解深刻：提供了對因果推
論的解釋。 

 因問題建構不佳而造成的偏
見。 

 回應的偏見。 
 因無法回憶而產生的不正確
性。 

 反射現象：受訪者提供的是
訪談者想要的答案。 

直接觀察  真實：包含即時的事件。 
 包含情境的：包含事件發生
的情境。 

 消耗時間。 
 篩選過的：除非涵蓋的範圍
很廣。 

 反射現象：因為事件在被觀
察中，可能會造成不同的發

展。 

 成本：觀察者所需花的時
間。 

參與觀察  同以上直接觀察部分所述。
 對於人際間的行為和動機能
有深刻的認識。 

 同以上直接觀察部分所述。
 由於調查者操弄事件所造成
的偏見。 

實體的人造

物 

 對於文化特徵能有深刻的理
解。 

 對於技術的操作能有深刻的
理解。 

 篩選過的。 
 可取得性。 

        資料來源：Yin，尚榮安譯，2001：143 

 

三、個案研究的資料收集原則 

    如能適當運用以下三項原則，即可將上述六種資料來源所得到的好處

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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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多重的證據來源 

       個案研究的資料收集的一個主要的長處，就是有機會用到許多資料

的來源，其優點是發展收斂的探究線索（參見圖3-1-1）。個案研究的任

何研究發現或結論，如果是根據某個確證的模式，以幾種不同的資訊來

源為基礎，都可更正確而且具有說服力。 

圖3-1收斂與未收斂的多重的證據來源 

收斂的多重的證據來源 

（單一研究） 

檔案紀錄 

  文 件                        開放式訪談 

 

  事實觀察                        焦點訪談 

（直接或參與的） 

事  實 

 結構化的訪談和調查 

 

未收斂的多重的證據來源 

（獨立的子研究） 

訪    談 研究發現 結  論 

問卷調查 研究發現 結  論 

文件分析 研究發現 結  論 

 

資料來源：COSMOS Corporation（引自Yin，尚榮安譯，2001：161） 

 

    2. 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 

       個案研究策略從其他策略所採用的實務中學到了文件紀錄通常包

括了兩個分離的部分:（1）資料或是證據的集合；以及（2）調查者的

報告，不論是以文章、報告或是書本的形式。 

       對個案研究而言，區分獨立的資料庫和個案研究報告尚未成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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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慣例，個案研究資料通常總是跟個案研究報告中所提出的證據是同

義的。因此，對大多數個案研究的成果而言，缺乏正式的資料庫是個案

研究的主要缺點。 

    事實上，資料庫可以是另一個獨立的次級分析的對象，而與原始研

究者的任何報告無關。然而，個案研究的資料庫並不在於需要一個集中

的儲存，而是每一個個案研究計劃應該要努力發展一個正式、可以呈現

的資料庫，使其他的研究者原則上可以直接查閱這些證據，而不曾侷限

於該計劃所寫的報告。靠著這個方法，個案研究的資料庫可以顯著地增

加整個研究的信度。 

     3. 發展一連串的證據鏈 

       在個案研究中，要增加資訊的信度，另一個要遵循的原則就是要發

展一連串的證據鏈(a chain of evidence)。這個原則要求讓個案研究

的外部的觀察者，能夠從一開始的研究問題，跟隨著相關證據的引導，

一直追蹤到最後的研究結論。 

       因此，發展一連串的證據鏈應該具備：（1）報告本身對於個案研究

資料庫相關的部分應該有足夠的引證(citation)，例如引用特定的文

件、訪談、或觀察紀錄。（2）在需要檢驗時，資料庫應該要能顯示出真

實的證據，並且也能指出這些證據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收集的，例如訪

談的時間和地點。（3）這些情況也應該與個案研究計劃書中計劃的具體

步驟和問題一致，以顯示資料收集遵循了個案研究計劃書中所約定的程

序。（4）閱讀計劃書應該能夠指出計劃書的內容和研究起始問題之間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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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所採用 Robert K. Yin所著「個案研究」中之多重個案整體

性的研究方法，來設計本研究的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確定題目與研究方向

發展理論： 
文獻蒐集與探討 

選擇個案 設計資料收集

執行 

第一個個案

執行 

第二個個

撰寫個別的

個案報告 
撰寫個別的

個案報告 

引

出

跨

個

案

的

結

論 

修

改

理

論

發

展

政

策

上

的

涵

義

撰

寫

跨

個

案

報

告

撰寫個別的

個案報告 

執行其餘的

個案研究 

分
析 

與 

總
結 

準
備
、
收
集
、
分
析 

定
義 

和 

設
計 

 

 

 

 

 

 

 

 

 

 

 

 

 

 

 

 

 

圖3-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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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設計與內容 

（一）發展理論： 

    本研究蒐集知識管理、創新之主要論述文獻，並特別就知識管理在不

同組織特性所可能衍生差異性之相關研究進行交叉彙整，擬出不同類別之

組織型態，將知識管理之主要重點—知識的取得、知識的整合、知識的轉
換、知識的創造等一一比照其在不同類別之組織型態之運作情形，並綜合

結論命題知識管理對組織型態不同所對照之特性，此外，本研究花相當篇

幅探討創新之運作，同樣的，針對組織型態不同其創新之發展特點亦是本

研究探討之重點。 

 

（二）個案研究 

1. 選擇個案 

    台灣是一個海島，島內缺乏天然資源，在這個條件限制下，經濟必然

走向對外貿易的出路，如何拓展出口貿易以換取必需資源的進口，乃成為

經濟發展的追求目標。 

這幾十年來各國政府紛紛設立貿易發展機構，專責辦理發展貿易的工作。

亞洲最成功的貿易推廣機構有日本的貿易振興會（JETRA）、韓國的大韓貿

易振興公社（KOTRA）、香港的貿易發展局（HKTDC）及我國的外貿協會

（CETRA），此四大推廣機構簡述如下： 

  （1）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A）： 

日本政府根據國會於一九五八年四月通過的「日本貿易振興會法」，在一

九五八年七月設立特殊法人日本的貿易振興會（Japan Ex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JETRA），以促進日本與個各國間經濟貿易關係及推

廣國際合作為宗旨，國內組織本部設於東京，另有大阪本部及在各縣市所

設的二十九個貿易情報中心，遍佈日本各主要城市。海外機構七十七處分

佈於世界五十六國家，給予日本近三十年來經濟發展與對外貿易莫大助

益。 

  （2）大韓貿易振興公社（KOTRA）： 

韓國政府於一九六二年五月根據國會通過的「大韓貿易振興公社法」，設

立非營利性國營事業大韓貿易振興公社（Korea Trade Promotion 

Corporation，簡稱KOTRA）。自一九六三年實施輸出拓展策略，一九六五

年訂定全國輸出方案，為國家方案的主要部門；同年成立聯合輸出委員會

（Joint Export Committee）協調、聯合與動員全國公私經濟部門，實施

全國輸出方案。目前KOTRA國內有辦事處九個，海外分支機構七十六個，

遍佈世界各主要城市。 

  （3）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 

香港貿易發展局成立於 1966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機構之一。貿

發局專責推廣香港產品及服務貿易，致力協助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資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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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及採購和商貿樞紐，並發揮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大門的優勢。在全球及

中國大陸共有四十四個分支機構。  

  （4）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CETRA）： 

我政府為配合六十年代發展外銷的需要，特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一日設立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Chin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簡稱CETRA），成立30多年以來，在政府工商界的支持下，外

貿協會除了在台北設有服務總部外，在台中、台南及高雄分別設有三個國

內辦事處及位於新竹科學園區之服務中心，並在國外設有近40個海外辦

事處，透過八百多位訓練有素的貿易專才，貿協已為業者建構一個完整的

全球貿易服務網，成為業者拓展對外貿易的最佳幫手與夥伴。（第四章個

案分析將會詳細介紹外貿協會的組織） 

本研究選擇外貿協會作為個案研究之原因在於外貿協會其組織業務範圍

涵蓋廣泛，貿協主要的功能及服務項目包括：拓展國際市場、市場研究與

諮詢、商情資訊服務、展覽及會議活動與設施、產品設計與包裝及培訓貿

易人才。各主要業務可視為一獨立個體，彼此之間差異性亦頗大，訴求重

點有所不同，可視為不同性質的服務業。因外貿協會設備、人才及資源等

堪稱一流，故各不同部門可視為不同性質服務業的代表，雖然與我們一般

所接觸的營利性服務業不盡相同，但由其組織特質差異性中可探討出知識

管理與創新在不同組織型態的運作情形。 

 

2. 個案資料蒐集與訪談 

本研究主要資料蒐集方式為次級資料之蒐集與訪談，說明如下： 

  （1）次級資料蒐集： 

      外貿協會成立三十餘年，相關業務推展漸臻成熟，檔案管理完備，建構 

      之網路包含對外的 Cetr@net及內部訊息傳達之Intranet。將針對外貿 
      協會中英文簡介、出版品、對外聯繫及內部溝通的相關刊物（如貿協 
      通訊、展覽通訊）、業務文宣品、報章雜誌相關新聞稿、內部業務會報記 
      錄、成果紀要報告、及貿協資訊網網站（Cetr@net）與企業內部網路 
     （Intranet）等。 

  （2）人員訪談 

    表3-4  個案訪問人員一覽表 

部門 姓名與職稱 主要負責工作 

秘書長室 趙永全 

秘書長 

 綜管貿協之經營管理 

商情服務處 吳立民 

副處長 

 負責綜合組、市調一組、市調二組等業務 

市場開發處 呂文瑞副處長  負責海外組、展務組及綜合組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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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業務處 朱明道處長  綜理展覽處各項業務 

培訓中心 溫月球主任  綜理培訓中心各項業務 

設計中心  蕭有為組長  負責設計情報組之業務督導 

會議中心 王瑞章副處長  國際會議及展覽業務之行銷策略規劃及執

行；制定服務標準程序；提供客戶會議或活動

前、中、後段之完整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研究採用 Stephen P. Robbins將組織結構可以分成三個部

份：複雜程度、正式化程度和集權程度，及 Charles Perrow兩大構面：任
務變異程度（task variability）、問題可分析程度（problem analyzability），
彙整分析將外貿協會主要業務部門區分歸類為有機式組織或機械式組織。 

      進一步依據Alice Jim將組織類型配合主要知識型態區分為四種比較

形貌：「專業官僚與腦力化知識」、「機械官僚與編碼化知識」、「營運任務

編組（operating adhocracy）與形體化知識」、「J類型組織與深留化知

識」。 

      針對有機式組織與機械式組織在知識管理之各主要過程中有何差

異，並探討其創新之作法有何不同，進一步提出命題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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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具有下列幾點限制: 

1. 由於本研究以次級資料分析、個案訪談等定性分析的方式進行研
究，資料未必能完整性呈現，訪問過程可能因受訪者之經驗、個性

及職位之不同，所產生之判斷與評估會影響推論的結果，甚而造成

些許之誤差。 
 

     2、本研究僅針對一個貿易推廣組織進行研究，針對外貿協會「市場 
        開發」、「展覽業務」、「國際會議」、「商情服務（含市場研究）」、「教

育培訓」、「設計推廣」等六大主要業務進行組織型態架構分類，並

就知識管理在不同服務功能之異同性及創新進行探討，上述業務特

性較偏向服務業屬性，但與一般商業服務模式並未完全相同，移轉

理論結果有其限制性。 
 

2. 由於本研究只深入研究一個本國最具代表性的貿易推廣組織，並未
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推廣組織比較，並不意謂外貿協會的實務作法就

是最佳參考典範，亦是本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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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個案分析之理論歸類原則 

           本研究個案分析將針對貿協業務依照第貳章文獻探討之相關理論逐 

       一對照分析，進而分類歸納，主要分類歸納項目有服務業服務程序的分 

       類、組織型態歸類、Charles Perrow組織技術型態歸類、Alice Lam的 

       知識型態歸類、核心知識之轉換模式及關鍵操作內容之辨識類別等項 

       目，並進一步就前述項目分析結果作六大業務單位之比照。 

           在服務類型依服務作業彈性等17項構面可區分為專案型服務、批 

       量型服務、大量型服務及連續型服務，組織型態依正式化、複雜度及集 

       權化等三構面可區分為有機式、偏有機式、偏機械式及機械式， 

       Charles Perrow組織技術型態依任務變異程度及問題可分析程度二構 
       面可區分為非例行、工匠、工程及例行，Alice Lam的知識型態依知識 

       所在的位置及知識與標準化之高低可區分為「營運任務編組與形體化知 

       識」、「專業官僚與腦力化知識」、「J類型架構與深留化知識」及「機械 

       官僚與編碼化知識」，核心知識之轉換模式可區分為共同化（社會化）、   

       內化（內在化）、外化（外顯化）及連結（結合化），關鍵操作內容之辨 

       識類別可區分為客戶知識之重要性、技術解決問題知識之難易度、程序 

       知識之重要性、關係知識之重要性及知識差距（關鍵知識之集中/普遍） 

       程度。 

           本研究在應用各理論大多以四分法方式區分，基本而言，服務類型 

       之專案型服務與連續型服務、組織型態之有機式與機械式、組織技術型 

       態之非例行及例行等均有很明顯之差異，而批量型服務與大量型服務、 

       偏有機式及偏機械式、工匠及工程等乃介於其間，另四種知識類型亦因 

       核心能力訴諸於個人或組織及知識與工作標準化之高低進行分類，而知 

       識轉換乃以共同化、內化、外化及結合等四種的模式。 

           管理是一門不精確的科學，管理是一種藝術，本研究所探討之相關 

       管理理論之分類雖有其衡量之構面，但卻無法精確的說明分類時某類別 

       是否完全不包含其他類別之特質，其實，就個人觀察心得，各分類之內 

       涵往往或多或少隱含著其他類別之現象，就組織型態為例，有機式架構 

       亦有一些規則、標準、制度輔以運作，即含機械式架構的部份特色，而 

       機械式架構亦有某些許之彈性作為例外管理之運作空間。 

           本研究在個案分析過程中，依各理論之分類構面逐項說明部門特質       

       ，進一步彙整歸類，所作之結論係以大數法則來分類，例如，個案在四 

       項類別中應屬於何類別係以某類別所表現之特徵最顯著者，即以該部門 

       之作業特性歸屬於該類別，換言之，在二種分類中，某作業或組織特性 

       可歸屬於某類別之顯著程度需超過50﹪，在四種分類中，則取其可歸 屬   

       於某類別之顯著程度為最大者，如某部門之特性在歸類組織架構中，有 

        45﹪像有機架構、35﹪像偏有機架構、15﹪像偏機械架構及5﹪像機 

        械架構時，則該部門應可歸類於有機架構。另核心知識之轉換模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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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分為共同化（隱性轉隱性）、內化（顯性轉隱性）、外化（隱性轉顯性） 

       及結合（顯性轉顯性轉），其轉換非以等比率之方式進行互動運作，因 

       業務之特性及組織架構之不同，某種轉換模式則進行較頻繁及順暢，部 

       門之核心競爭力之轉換與創新則以該轉換模式為主要運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