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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首先彙整個案分析與命題發展之結果，闡述本研究之重要結論；

其次探討本研究對實務上的管理含意，最後基於研究限制與研究結果對於

後續研究方向提出學術上之建議。 

6.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如何透過組織間跨疆域知識移轉的活動與過程，

強化組織的核心能耐，有效落實成長策略。在具體的研究議題方面，研究

者關切的決策選擇是知識移轉模式的內涵，而其深受知識特性與知識移轉

雙方特質的影響，故而衍生以下三項研究子題。第一項研究子題是探討知

識的內隱性地區鑲嵌性如何影響知識移轉模式之移轉機制與移轉深度。第

二項研究子題是探討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以及知識接受者的先前基礎如

何影響知識移轉模式之涉入程度與移轉順序。第三項研究子題則是探討跨

疆域知識移轉過程中，組織如何因應異質的區域特性，有效的進行知識的

本土化調適。 

由於研究主題涉及組織在特定自然情境下的行為慣例與運作邏輯，必

須從組織的觀點出發，深入檢視組織的內部程序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互動，

方能獲得整體且細微的理解。因此，本研究在研究取向上採用質化研究，

而在研究程序上，則參考紮根理論的概念與做法，以台灣連鎖便利商店業

之領導廠商統一超商公司為研究對象，透過深度訪談之資料蒐集方式，分

別從知識接受者與知識提供者的觀點，深入分析整個知識移轉的活動與過

程，並詳細報導企業的實際做法。 

本研究結合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並配合觀念性研究架構，發展出十

三項命題，彙整如表 6.1-1 所示，以下僅就研究獲致的重要結論闡述說明。 

(1) 知識特性與移轉模式的關係 
1) 知識的內隱程度會影響知識移轉的媒介： 

內隱程度較高的知識傾向以人員互動作為知識移轉媒介，包括課堂

講授、人員代訓、人員外派、專家訪視、會議溝通、現場觀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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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操作、口頭問答、師徒教學以及供應商外派等。內隱程度較低的

知識則傾向以物件作為知識移轉媒介，包括文件手冊、硬體輸出與

軟體提供。 
2) 知識的地區鑲嵌程度會影響跨疆域知識移轉的深度： 

當知識的地區鑲嵌程度較高，知識提供者僅能移轉知識架構，知識

接受者必須自行建構知識內容。當知識的地區鑲嵌程度較低，知識

提供者同時移轉知識架構與知識內容。 
3) 連鎖便利商店之知識特性與移轉模式的對應關係： 

就連鎖便利商店而言，其經營知識的特性與移轉模式的對應關係如

下所示： 
<1> 店鋪管理、人員服務以及組織溝通系統屬於內隱程度高且地區

鑲嵌性低的經營知識，知識移轉媒介以人員為主、物件為輔；

知識提供者移轉知識架構與知識內容。 
<2> 商品結構、自有商品服務開發以及促銷方式屬於內隱程度高且

地區鑲嵌性高的經營知識，知識移轉媒介以人員為主、物件為

輔；知識提供者移轉知識架構，知識接受者建構知識內容。 
<3> 存貨管理、物流系統、加盟制度以及人資訓練制度屬於內隱程

度低且地區鑲嵌性低的經營知識，知識移轉媒介以物件為主、

人員為輔；知識提供者移轉知識架構與知識內容。 
<4> 立地商圈選擇、賣場規劃、商品檯帳、資訊系統、設備採購維

護以 及財會制 度屬於內隱 程度低且 地區鑲嵌 性高的經 營知

識，知識移轉媒介以物件為主、人員為輔；知識提供者移轉知

識架構，知識接受者建構知識內容。 

(2) 移轉雙方特質與移轉模式的關係 
1) 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影響知識移轉模式之涉入程度 

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包括雙方目標結合程度與相互學習誘因。其

中，雙方目標結合程度基於合作型態的不同而有強弱之分，例如：權益投

資關係的目標結合程度高於授權契約關係。相互學習誘因則是源自知識移

轉雙方個別擁有對方所欠缺的長處與經驗，驅使雙方願意在互惠的基礎下

相互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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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會影響知識移轉的涉入程度。當

移轉雙方的目標結合程度愈高，知識移轉的內容愈具廣度與深度、互動頻

率愈高、移轉機制愈多元且參與成員體系愈龐大，亦即當知識提供者之績

效表現與知識接受者之移轉成效的連動程度愈高，驅使知識提供者愈發願

意承諾並投入龐大移轉資源；此特性恰好有利於需要長時間人員互動方能

展現成效的隱性知識移轉活動。 
2) 知識移轉統籌窗口 

當知識移轉的機制愈多元，參與成員體系愈龐大，知識提供者愈需要

設置知識移轉的統籌窗口，扮演溝通、協調與整合的角色，其主要職責說

明如下： 
<1> 最新營運知識情報的即時傳遞。 
<2> 個別移轉專案的協調整合：其功能為確認移轉專案發展方向、

控制專案進度以及溝通協調移轉雙方的訊息回饋。 
<3> 知識移轉責任分工體系的催生：將知識提供者所屬之眾多參與

成員明確區分為主導規劃單位與執行單位，而各事業單位內部

則藉此機會建立知識移轉的次級窗口，形成完整的知識移轉責

任分工體系。知識移轉統籌窗口依照高層指示掌控移轉內容方

向與執行進度；各功能事業單位則決定人員與資源的部署。 
<4> 計劃性知識移轉機制的推動：與知識接受者共同協商知識移轉

活動的先後順序，並協調知識提供者之各功能事業單位將預定

的移轉活動納入年度計劃或中期計劃，事先做好移轉規劃並編

列適當預算。 
3) 知識接受者的先前基礎影響知識移轉模式之移轉順序 

知識接受者的先前基礎會影響知識的移轉順序，此處的先前基礎指的

是相同產業的營運經驗。當知識接受者不具先前基礎，知識提供者移轉各

項核心營業活動的入門知識。當知識接受者具備先前基礎，已然發展出行

之有年的營運邏輯與組織行為模式，此時的知識移轉涉及組織改變，為避

免移轉效果因組織抗拒而不如預期，知識移轉順序遵循兩項原則，一為優

先移轉快速展現績效的經營知識，以立即顯著的營運成果獲取知識接受者

的認同；二為先移轉後勤支援系統，後移轉核心營業活動，使得知識接受

者能在完備的基礎建設上逐漸轉換業務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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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疆域知識移轉之本土化調適 

本土化調適乃在處理知識之地區鑲嵌性所造成跨疆域知識移轉的限

制。地區鑲嵌性的來源包括社會型態、消費習慣、外部機構、人員特性、

法令規範以及基礎建設等因素，其中，針對外部機構配合問題，可利用知

識提供者在原有密切合作之網絡關係的影響力加以調適，要求合作的商品

供應商、設備供應商或是系統供應商改善知識接受者的交易條件或配合執

行各項知識移轉活動；針對社會型態與消費習慣迥異問題，知識接受者則

可觀摩民情風俗較為相近的第三國做法加以調適。 

此外，在跨疆域知識移轉的過程中，知識的地區鑲嵌性使得知識接受

者必須發展知識創造的組織能力；亦即基於知識提供者所移轉之知識架

構，知識接受者透過內化、共同化、外化與結合之知識螺旋循環，促使內

隱知識與外顯知識在組織內部不斷互動，自行建構與當地社會情境鑲嵌的

知識內容。知識螺旋說明如下。 
1) 內化： 

依照所移轉之經營手冊，實際於日常營運中操演而後心領神會，改

變人員的思考邏輯與行為模式，進而轉化為組織例規。 
2) 共同化： 

創造各種人員頻繁互動以分享獨到經驗的機制，諸如：師徒教學、

會議溝通、實作模擬等，促使人員之間的內隱知識得以互相激盪而

產生共鳴。 
3) 外化： 

成立高層級之專責單位，透過集體思考方式，將因應當地獨特社會

情境而有所調適、並潛藏於組織例規與人員行為模式的內隱知識，

萃取整理成簡明易懂的準則規範。 
4) 結合： 

組織內各單位將下轄業務分門別類的外化成各式經營手冊，再由專

責單位統籌整合，有系統的將蓄積各種經營知識的政策規範，具體

化為新的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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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命題發展之彙總 
 

 

研究架構 探討重點 發展命題 

知識特性與

知識群組 
【命題 1】 知識特性可依內隱性與鑲嵌性劃分成四個知識群

組：內隱程度高 /地區鑲嵌程度低、內隱程度高 /
地區鑲嵌程度高、內隱程度低/地區鑲嵌程度低以

及內隱程度低/地區鑲嵌程度高。 
【命題 2】 知識的內隱程度會影響知識移轉的媒介。 

【命題 2-1】 當知識的內隱程度愈高，知識移轉媒介傾向以人

員為主。 

知識內隱性

與知識移轉

媒介 

【命題 2-2】 當知識的內隱程度愈低，知識移轉媒介傾向以物

件為主。 
【命題 3】 知識的地區鑲嵌程度會影響跨疆域知識移轉的深

度。 
【命題 3-1】 當知識的地區鑲嵌程度較高，知識提供者移轉知

識架構，而知識接受者建構知識內容。 

知識特性與

移轉模式的

關係 

知識地區鑲

嵌性與知識

移轉深度 

【命題 3-2】 當知識的地區鑲嵌程度較低，知識提供者同時移

轉知識架構與知識內容。 
知識提供者

的誘因結構 
【命題 4】 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包含雙方目標結合程度與

相互學習誘因。 
【命題 5】 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會影響知識

移轉的涉入程度。 

【命題 5-1】 當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愈高，知

識移轉的內容愈具廣度與深度。 
【命題 5-2】 當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愈高，知

識移轉的互動頻率愈高。 
【命題 5-3】 當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愈高，知

識移轉的機制愈多元。 
【命題 5-4】 當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愈高，知

識移轉的參與成員體系愈龐大。 

目標結合程

度與知識移

轉涉入程度 

【命題 6】 當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愈高，愈

有利於移轉內隱程度高的知識。 
【命題 7】 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會影響知識

移轉雙方的主動性。 

【命題 7-1】 當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愈高，知

識提供者愈主動移轉知識。 

目標結合程

度與移轉主

動性 

【命題 7-2】 當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度愈低，成

功的知識移轉必須以知識接受者主動吸收知識為

前提。 

移轉雙方特

質與移轉模

式的關係 

目標結合基

礎與移轉內

【命題 8】 知識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基礎會影響知識

移轉的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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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點 

【命題 9】 當知識移轉的機制愈多元，參與成員體系愈龐大

，知識提供者愈需要設置知識移轉的統籌窗口。

【命題 9-1】 知識移轉統籌窗口於活動層面的主要職責有二：

一是最新營運知識情報的即時傳遞；二是個別移

轉專案的協調整合。 

知識移轉統

籌窗口 

【命題 9-2】 知識移轉統籌窗口於組織層面的主要職責有二：

一是為知識提供者建立知識移轉之責任分工體系

並催生各項知識活動的次級移轉窗口；二是協調

知識移轉活動的先後順序並推動計劃性移轉機制

。 
【命題 10】 知識接受者的先前基礎會影響知識的移轉順序。

【命題 10-1】 當知識接受者不具先前基礎，知識提供者移轉核

心營業活動之入門知識。 
【命題 10-2】 當知識接受者具備先前基礎，知識移轉涉及組織

改變。 
【命題 10-3】 當知識接受者具備先前基礎，優先移轉快速展現

績效的營業活動。 
【命題 10-4】 當知識接受者具備先前基礎，先移轉後勤支援系

統，後移轉核心營業活動。 

先前基礎與

知識移轉順

序 

【命題 10-5】 配合知識的移轉順序，指派不同專業背景的統籌

窗口，有利於知識移轉的溝通協調。 
【命題 11】 跨疆域知識移轉所面臨之外部機構配合問題，可

透過知識提供者原有的網絡關係加以調適。 
【命題 12】 跨疆域知識移轉所面臨之社會型態與消費習慣迥

異問題，可透過知識接受者觀摩社會型態與消費

習慣相近的第三國做法加以調適。 

跨疆域知識

移轉之本土

化調適 

本土化調適

做法 

【命題 13】 跨疆域知識移轉過程中，知識接受者透過內化、

共同化、外化、結合之知識螺旋循環，在知識提

供者所移轉之知識架構下，建構與當地社會情境

鑲嵌的知識內容。 

6.2 管理含意 

本節主要針對統一超商的個案內容與實際做法，配合命題發展，提出

若干實務做法上的建議，作為業界未來從事跨疆域知識移轉以及制定知識

管理策略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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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不同的知識特性採取不同的知識移轉模式 

企業進行知識移轉時，應先行分析計劃移轉之知識的相關特性，再據

以設定不同的知識移轉模式，以達到預期之移轉成效。 

就移轉媒介而言，高內隱性的知識應以人員為主、物件為輔；高外顯

性的知識應以物件為主、人員為輔。就移轉深度而言，高地區鑲嵌性的知

識，知識提供者僅能移轉知識架構，知識接受者必須自行建構知識內容；

低地區鑲嵌性的知識，知識提供者可以同時移轉知識架構與知識內容。 

(2) 知識移轉過程應設置知識移轉統籌窗口 

知識提供者應設置知識移轉統籌窗口，指派資深經理人擔負溝通、協

調與整合的工作，以即時傳遞最新營運知識情報及協調整合個別移轉專案。 

統籌窗口於知識移轉進程應完成不同的階段性任務：在知識移轉初

期，應建立知識移轉之責任分工體系並催生次級移轉窗口；歷經知識移轉

摸索階段之後，應推動計劃性移轉機制，事先將知識移轉需求納入各功能

事業單位的年度計劃或中期計劃。 

(3) 知識移轉順序應考量組織改變的影響 

當知識接受者具備相關營運經驗之先前基礎，知識提供者為避免移轉

效果因組織抗拒而不如預期，知識移轉順序應考量組織改變之因素，優先

移轉快速展現績效的知識；此外，應先移轉後勤支援系統，後移轉核心營

業活動。 

移轉順序的策略邏輯在於透過改善外部交易條件，快速提昇經營績

效，證明自身之經營實力，有效取得當地人員的認同；後續再建構後勤支

援的基礎建設，給予人員足夠的工具與知識，方能逐漸轉換人員的行為模

式與觀念邏輯，進而全面提昇組織的經營體質。 

(4) 跨疆域知識移轉應著重本土化調適 

跨疆域知識移轉所面臨的重大挑戰，來自於兩地的社會型態、消費習

慣、外部機構、人員特性、法令規範以及基礎建設等條件並不相同，造成

知識提供者所累積的知識內容無法一體適用，因此知識接受者應該針對地

區鑲嵌程度高的經營知識進行本土化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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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部機構配合問題而言，可利用知識提供者在原有密切合作之網絡

關係的影響力，要求合作的商品供應商、設備供應商或是系統供應商改善

知識接受者的交易條件或配合執行各項知識移轉活動；就社會型態與消費

習慣迥異問題而言，知識接受者則可觀摩民情風俗較為相近的第三國同業

做法加以調適。 

(5) 知識接受者應發展知識創造之組織能力 

在跨疆域知識移轉的過程中，針對地區鑲嵌程度較高的經營知識，知

識提供者僅能移轉知識架構，知識接受者必須自行建構與當地社會情境鑲

嵌的知識內容，因此，發展知識創造的組織能力對知識接受者而言實為當

務之急。 

知識接受者可以知識提供者所移轉之知識架構為基礎，建立各種有助

於知識創造的情境，透過內化、共同化、外化與結合之知識螺旋循環，促

使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在組織內部不斷互動，達成知識創造的目標。 

6.3 研究貢獻 

本研究經過相關文獻回顧、理論架構建立以及個案分析探討等過程，

經整理及歸納結果，具有下列之特色與貢獻。 

(1) 對連鎖便利商店的經營知識加以分類並產生管理含意：  

本研究依照內隱性與地區鑲嵌性將連鎖便利商店業的經營知識加以分

類並劃分成四個知識群組，每個不同特性的知識群組各有其配適的知識移

轉模式，故此經營知識的分類可作為企業從事知識移轉之策略性選擇的參

考依據。 

(2) 彰顯雙方目標結合程度與全面性整合機制對知識移轉成效的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知識移轉的成效要能彰顯，必須在移轉雙方目標結合程度

相當高的前提下，建立一個涵蓋知識移轉雙方之互補性知識、網絡關係與

其他協力機構配合的全面性整合機制，並設立次級移轉窗口，於組織面形

成知識移轉的完整體系，系統性的執行各項知識移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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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程序參考紮根理論的概念： 

一般個案研究的程序是根據參考文獻建立理論架構，再透過企業訪談

蒐集資料並根據研究架構發展命題；本研究在研究程序上參考紮根理論的

概念與做法，其觀念性研究架構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漸演化發展而成，並透

過逐字稿謄寫、資料分類編碼、類別與研究子題對應等資料分析步驟，終

而撰寫研究結果。 

6.4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之個案研究法，具有下列幾點限制： 

(1) 主觀認知： 

由於本研究以個案深度訪談方式進行研究，所蒐集的資料可能因研究

者與被研究者彼此主觀認知判斷而影響推論的結果，造成難免的偏誤。 

(2) 產業與知識系統之廣度： 

本研究之個案公司屬於連鎖便利商店業，移轉內容亦以連鎖便利商店

經營知識為主，因此，研究結論將限於相關之知識範疇，對於其他產業與

不同類型之技術知識，結論之適用性仍待驗證。 

(3) 個案之廣度： 

本研究只深入研究一家公司的個案，其代表性將直接影響研究結果的

適用性，因此，研究結論於其他個案廠商之適用性，將留予後續研究者以

實證研究方法加以探討修正。 

6.5 後續研究方向 

(1) 延續本研究，探討其他移轉雙方特質對知識移轉模式的影響： 

本研究僅選取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與知識接受者的先前基礎作為移

轉雙方特質的代表，其他移轉雙方特質對知識移轉模式的影響，將留予後

續研究者以實證研究方法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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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續本研究，深入探討組織內部知識擴散的過程： 

本研究主要探討組織間跨疆域知識移轉的相關議題，後續研究者可針

對組織內部知識擴散過程以及組織學習等相關議題進行深入探討。 

(3) 延續本研究，增加個案數目： 

本研究只深入研究一家公司的個案，其代表性將直接影響研究結果的

適用性，因此，研究結論於其他個案廠商之適用性，將留予後續研究者以

實證研究方法加以探討修正。 

(4) 延續本研究，擴增產業類別： 

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為連鎖便利商店業，移轉內容亦以連鎖便利商店經

營知識為主，因此，研究結論將限於相關之知識範疇，對於其他產業與不

同類型之技術知識，結論之適用性仍待驗證。 

(5) 延續本研究，擴增至相關業態移轉： 

本研究之知識提供者與知識接受者均隸屬 7-Eleven 連鎖便利商店體

系，經營知識的同質性相當高，乃為同業間之知識移轉。後續研究者可擴

增至相關業態之知識移轉，例如：知識移轉雙方分別經營連鎖便利商店與

連鎖大型量販店，二者間的知識同質性低於本研究之個案，知識移轉的相

關議題有待探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