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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由於知識移轉的文獻資料相當豐富，配合本研究之主要議題，本章僅

將知識移轉相關文獻依次劃分為知識移轉、知識特性、知識移轉雙方的特

質與關係、跨疆域知識移轉的調適以及知識創造等五個小節，以作為本研

究的理論基礎。 

2.1 知識移轉 

2.1.1 知識移轉的意涵 

Davenport & Prusak(1998)認為知識移轉乃由兩個部分構成，一是知識

提供者傳送知識給潛在的知識接受者(個人或團體)，二是知識接受者吸收並

利用所接收的知識。若移轉的知識未經知識接受者吸收利用，該知識移轉

則尚未完成。亦即知識移轉乃是使知識接受者對於知識的瞭解程度等同於

知識提供者的溝通過程(Harem, Krough & Roos, 1994)。 

就知識接受者的觀點而言，知識移轉是知識接受者的求知過程

（Machlup, 1962）。當企業因應策略變動而產生資源缺口時，便產生新資源

的需求(Zack, 1999)。此時，企業可以透過內部發展、市場購買或是合作取

得等方式獲取知識資源。而除了純粹內部發展以外，無論是從市場購買或

透過合作取得，均需要程度不等的知識移轉(Teece, 1982)。 

就知識提供者的觀點而言，知識資產的應用領域(knowledge domain)與
企業的產品領域(product domain)經常存在不一致性(Grant, 1996b)，知識提

供者應該透過知識移轉創造更多的知識價值。 

2.1.2 知識移轉的類別 

Howell(1996)以知識移轉在組織層面的流動區分知識移轉的類別，說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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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廠商內的移轉： 

知識在同一廠商的不同地點或不同國家之間移轉。 

(2) 廠商間的垂直移轉： 

隸屬不同產業而有合作關係的廠商，藉由合作人員之間的交流所產生

的知識移轉。例如：與供應商或委外廠商合作發展產品、製程或技術。最

常發生垂直移轉的情況是提供知識的廠商可以從知識分享獲得長期利益。 

(3) 廠商間的水平移轉： 

隸屬同一產業且有合作關係的廠商，藉由參與人員的互相移動、接觸

產生的互動，促成知識的移轉。此類型移轉常見於中小型企業的策略聯盟，

當廠商之間存在高度信任與互惠利益，彼此較會分享內隱知識。 

(4) 機構間的移轉： 

廠商與其他研究機構有網路連結而形成的知識移轉。 

Dixon(2001)根據移轉任務和背景的相似程度、任務屬性以及知識類型

三項指標，以決策樹的方式將組織最佳實務的移轉類型分為五種，分別是

連續性移轉、相似性移轉、差別性移轉、策略性移轉以及專家式移轉，其

決策樹如圖 2.1-1 所示，移轉類型則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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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移轉類型選擇之決策樹 
 

 

資料來源：Dixon(2001) 

(1) 連續性移轉(serial transfer) 

團隊以一套策略執行任務，將從經驗中獲取的知識，分享、揉合到下

一次行動中，亦即採取另一套不同的策略。重複的動作和每次得到的知識

共同形成一次連續移轉的組合；這個團隊在前一次經驗中學到的知識，可

以讓下一次的行動更順暢。 

連續性移轉的執行原則包括會議定期召開、會議簡短扼要、每位成員

均需出席會議、成員絕不會遭到譴責、報告無須上呈以及會議推手由內部

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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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似性移轉(near transfer) 

相似性移轉的適用時機，是在組織同意的情況下，將某個團隊的實戰

心得，複製到其他工作性質類似的團隊裡，之所以稱為相似性移轉，並非

基於知識原生團隊和接收團隊間地理位置的考量，而是因為彼此間的相似

性。 

相似性移轉的執行原則包括以電子系統擴散知識、人際互動扮演輔助

電子系統的角色、使用者指定知識的內涵和格式、選擇性的服從、監控使

用習慣和企業標的以及組織資料庫目標必須明確。 

(3) 差別性移轉(far transfer) 

差別性移轉的適用時機，是在組織同意的情況下，將某個組織團隊的

實務經驗提供給其他工作性質相似的團隊使用，這與相似性移轉似乎相

同，但卻有兩項指標可以區分兩者的不同，第一個指標是任務屬性，差別

性移轉是屬於非例行任務，相似性移轉則是例行性任務；第二個指標是知

識屬性，差別性移轉中適用於原生團隊的知識大多屬於隱性知識時，而相

似性移轉則多屬顯性知識。 

差別性移轉的執行原則包括知識交流是雙向互惠的、原生團隊的知識

需經過轉化以及讓員工成為活的隱性知識資料庫。 

(4) 策略性移轉(strategic transfer) 

當團隊進行偶發性任務時，寄望從組織中其他單位的「過來人」經驗

裡，汲取智慧。策略性移轉與差別性移轉相似之處在於，原生團隊和接受

團隊不在同一個地點、文化內涵不一樣、使用的科技系統不相同，或是彼

此競爭的對手沒有重疊性。然而，在差別性移轉中，只有單一團隊受到衝

擊，但策略性移轉的影響範圍卻相當廣泛。 

策略性移轉的執行原則包括知識內涵需求由高階主管認定、知識專員

負責蒐集和詮釋知識、即時蒐集知識而非事後進行、以最終使用者的需求

為依歸以及統整多元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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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家式移轉(expert transfer) 

專家式移轉的適用時機是當團隊面臨不尋常的技術問題且超乎他們的

知識範圍，則必須藉助組織裡其他團隊的專門技術或知識。 

專家式移轉的執行原則包括電子論壇依主題分工、適時監督和維護電

子論壇、鼓勵不同程度的參與以及建構屬於拉進式的知識系統。 

2.1.3 知識移轉的程序 

Gilbert& Gordey Hayes(1996)認為知識移轉是不斷地動態學習的過

程，其將知識移轉分為五個階段，如圖 2.1-2 所示，說明如下： 

(1) 取得(acquisition)： 

知識移轉前必須先取得知識，組織可以從過去的經驗取得、由工作中

取得、向他人取得、從個人取得，並經由不斷搜尋的過程取得新知。 

(2) 溝通(communication)： 

透過文件、言語、團隊方式等溝通機制，有效降低溝通障礙，知識方

能有所發揮。 

(3) 應用(application)： 

獲取知識之目的在於應用知識，組織必須將所學習的知識應用到新的

領域，而不是僅停留在取得知識。 

(4) 接受(acceptance)： 

知識移轉造成變化或同化前，必須先被公司內部的個人接受，才能發

揮同化的效果。 

(5) 同化(assimilation)： 

同化是知識移轉最重要的關鍵，也是知識應用的結果，同時將所有結

果轉變成組織的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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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知識移轉的五階段模式 

 

資料來源：Gilbert & Gordey Hayes(1996) 

Albino(1999)進一步將 Gilbert &Gordey Hayes(1996)的知識移轉過程劃

分為兩大系統，分別為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及解釋系統

(interpretative system)。就運作模式而言，知識移轉乃為溝通過程加上資訊

處理的活動，知識擁有者依其所擁有知識的特性，透過適當的媒介，將資

訊傳遞給其他個人或組織；就移轉概念而言，知識移轉與組織學習緊密相

關，因為所移轉的資訊並不足以構成知識，必須經由組織解釋系統的詮釋

方能變成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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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知識移轉的兩大系統 
 

 

 

 

 

 

 

 

資料來源：Albino(1999) 

Hedlund(1994)提出三步驟的知識類型與知識轉換流程模式，如圖 2.1-4
所示，說明如下： 

(1) 成文化(articulation)與內化(internalization)： 

成文化是指讓將內隱知識清楚表達的過程，以增強資訊的移轉、擴散

與改善。成文化的知識容易移轉，亦可以蓄積在組織內部；內化是指將成

文化知識轉變成個人內隱知識的過程，內化使得有限認知(limited 
cognitive)、知覺的(perceptual)、協調的(coordinative)資源便得更經濟。成文

化與內化的互動稱為沈思。內隱與外顯知識的互動則稱為反射(reflection)，
真實知識往往透過反射而產生。 

(2) 延伸(extension)與凝聚(appropriation)： 

延伸是指從較低層移向較高層的知識移轉，移轉的知識可以是內隱知

識，也可以是外顯知識，分成個人、小團體、組織、跨組織結構四個層次；

凝聚則是延伸的反向程序。延伸與凝聚的互動稱為對話(dialog)。對話發生

在某一特定層級內(從個人到跨組織的領域)，且可能以內隱方式傳遞，如工

匠形式的技藝以及組織文化均是透過內隱方式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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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收(assimilation)與散佈(dissemination)： 

吸收和散佈是指從環境中取得知識並釋放知識到環境中，也就是知識

輸入與知識輸出的概念，知識的特性可為內隱與外顯。 

圖 2.1-4 知識類型及轉換過程模型 

 

資料來源：Hedlund(1994) 

2.1.4 知識移轉的機制 

Groose(1996)對於國際間服務業的技術移轉實證研究，列舉移轉知識的

機制包括：硬體輸出、提供軟體、人員轉移、人員訓練、文件、溝通、協

議等。其中，最重要的移轉機制依序為人員訓練、手冊、專家訪視、人員

外派。由於服務業以軟性知識(服務與管理的經營知識)為主，知識的內隱成

分居多，因此除了必要的作業手冊是外顯知識的工具，其他都是人員化的

移轉機制。 

內
化

凝聚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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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pen(1996)研究合作組織的知識管理機制，將知識移轉機制分為下列

四種，不同機制分別適合移轉不同類型的知識。其中，當參與互動的人數

增加，互動的規模與速度均隨之增加，可促進經驗與知識的分享。 

(1) 技術分享： 

可移轉外顯知識，包括產品設計、排程制度、品管制度等。各種經理

人會議、人員代訓是最常使用的溝通方法。關係的界定有技術分享合約以

明定授權相關規定。 

(2) 廠商互動： 

適合移轉人力資源實務(外顯)，顧客關係管理(內隱)，以各種人員互訪

分享經驗與知識，建立知識社群的系絡(context of knowledge community)以
幫助移轉知識。 

(3) 人員移動： 

是移轉內隱知識最有效的方法。移轉項目包括對於顧客滿足的承諾、

持續改善的目標等。參與合作的人員輪調，可有效移轉內隱知識。 

(4) 廠商的策略連結： 

移轉市場情報(外顯)，願景與廠商關係(內隱)。合作廠商的策略有愈多

連結。自然產生頻繁的互動，互動程度愈高，彼此分享的知識愈多。 

Davenport & Prusak(1998)彙整五種知識移轉的方法，說明如下： 

(1) 專員和面對面的會議： 

知識的移轉有賴於員工彼此之間談話式的交流。因此正式的會議設

計，可以讓員工藉此交換在工作上的經驗，將本身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

與解決方法，透過面對面的會議，達到知識移轉的目的，減少員工摸索的

時間。 

(2) 茶水間和談話室： 

非正式的空間通常是員工進行知識交流的場所，隨機性的、非正式的

談話，往往能為公司激發出新想法，這是指導式的討論所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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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討會與開放的論壇： 

提供員工非正式交流以及意見表達的地點與場合。 

(4) 夥伴合作或師徒傳承： 

員工在工作上所累積的知識，往往存在難以外顯的部份，此時通常需

要密集的人員接觸才能進行轉移，而轉移關係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透過

夥伴合作、良師指導或是師徒傳承，從做中學的過程中達到知識移轉的目

的。 

(5) 電子科技： 

隱性程度較高的知識移轉，可使用電子科技來協助，例如透過錄影帶

或者是光碟燒錄的方式，將資深人員寶貴的經驗和故事保留下來。 

2.2 知識特性1 

2.2.1 知識的意涵 

(1) 知識的意涵 

Machlup(1962)定義知識由已知(known)與求知(knowing)所構成，已知

代表知識已被瞭解的狀態，求知則是尋求知識的能力與過程。 

Cleveland(1985)提出資料、資訊與知識的定義。資料指的是從外界直

接獲取的可以衡量的變數數據；資訊指的是富有意義的結構性資料；知識

則是對於行動足以產生預測、因果關係或決策作用的資訊組成。 

Zack(1999)則認為，「資料是從相關情境中獲得的事實與觀察，將資料

放在某個有意義的情境中獲得的結果是資訊，我們根據資訊而相信或重視

的事物就是知識」。 

                                                 
 
1  本段文獻主要引自李國瑜(2001)，「知識移轉的整合模式—知識特性、吸收能力與社會資

本」，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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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售業的經營知識 

Kacker(1988)認為零售知識包含兩個層面，一個是管理層面，指零售觀

念、政策及系統；另一個是技術層面，指地點選擇、店面佈置、採購與商

品計劃等。在零售業中重要的 know-how 包括自助式的服務、便利、大量

採購、不二價政策、市場區隔、控制、促銷方式、結帳系統、顧客關係、

定價策略、存貨管理、企業形象、物流系統、速食等。 

Salmon(1989)則指出在零售業中重要的經營知識，包括商品結構、行銷

技能（選擇目標市場、發掘顧客需要並滿足顧客需求）、組織（授權、監督、

溝通等）、物流系統、資訊系統、會計系統及人力資源管理等。 

洪鉛財&張瑞顯(2002)將連鎖業的價值鏈以知識為基礎，劃分為 15 項

活動，包括店鋪管理、店鋪商店規劃、立地商圈選擇、企業形象塑造、目

標顧客選擇、促銷方式、人員應對、商品構成、倉儲管理、物流系統、資

訊系統、採購設備、人力資源制度、企業文化以及新產品或服務開發。個

別的知識內涵彙整如表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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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連鎖業知識基礎價值鏈及知識內涵 
 

 

連鎖流通業 

經營知識內涵 

說明 

倉儲管理 

物流系統 

資訊系統 

包括存量管制、盤點作業等。 
包括運送路線規劃、撿貨作業、訂單處理作業等。 
包括電子訂貨系統、POS、知識管理系統或資料庫等。 

店鋪管理 包括營運管理、進貨程序、商品擺設等。 
店鋪設計與規劃 

 

立地及商圈選擇 

包括空間的意念塑造、色彩運用與照明設計、賣場的規模、

動線規劃等。 
分析商圈型態(第一第二第三等)、商圈特性、商圈規模、選

擇開店的地點。 
企業形象塑造 

目標顧客的選擇 

促銷方式 

包括 CIS 設計、CIS 形象運用原則等。 
就是目標市場的選擇及定價策略。 
即廣告策略及其他促銷策略的決定。 

銷售人員應對 主要指銷售人員對顧客的服務態度。 
商品構成 

機器設備引進 

指針對各不同門市所設計的商品組合。 
指引進各門市所需之機器設備。 

產品或服務的開發 包括引進新產品上架，提供新服務等。 
人力資源制度 包括層級別訓練、職能別訓練及新進員工訓練、員工招募制

度及獎賞制度。 
企業文化 包括企業文化構成、企業發展遠景。 

資料來源：洪鉛財與張瑞顯(2002) 

2.2.2 知識的類別 

(1) 知識的溝通性 

Polanyi(1967)依知識的可溝通性將知識分為內隱知識(tacit)與外顯知識

(explicit)。內隱知識是屬於個人的，與特別情境有關，且難以形式化與溝

通；外顯知識則指可形式化、可制度化、可言語傳達的知識。其認為內隱

知識的來源分成以下三種： 
1) 資訊處理的速度與同時性迫使新技能學習者必須解決自己本身協

調的細節，此種情形下，實際的成效不會被減速且不能緩慢的練習。 
2) 因為行動鑲嵌在情境(context)中，很難明確表達精通某項技能所需

的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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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複雜技能細節的關係有時候會因語言而流失，就算是單獨各項可以

明確表達，但仍不能描述關係與特性。 

Nonaka and Takeuchi(1995)將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更清楚的定義，比較

如下。其認為內隱知識包含認知元素和技能元素，認知元素指個人類比心

中的想法來建構工作的模式；技能元素則是對特定科技或市場的看法，包

括具體的技術、工藝和技巧。 

表 2.2-2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定義 
 

 

內隱知識(主觀的) 外顯知識(客觀的) 

經驗知識—實質的 
同步知識—此時此地 
類比知識—實務 

理性知識—心智 
連續知識—非此時此地 
數位知識—理論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1995) 

Hidding & Catterall(1998)把組織中所擁有的「知識」分成三類： 
1) 正式化知識(formalized knowledge)： 

這種知識通常表現於操作手冊、工作訓練教材、行政程序等文件

裡，是一種外顯與正式化比較高的知識。 
2) 經驗性知識(experiential knowledge)： 

個人所擁有的技能與知識，這種知識的內隱程度比較高。 
3) 顯現中的知識(emerging knowledge)： 

一種內隱或外顯程度介於正式化知識與經驗性知識之間的知識。這

種知識不獨為個人所擁有，通常某個團體裡的成員都曉得這種知

識，但又不能用文件的形式將其完整地紀錄下來（如文化、價值觀

等）。 

(2) 知識存在處所 

Collins(1993)根據人工智能、社會學分析觀點將知識分為四種類型： 
1) 符號型知識(symbolic-type knowledge)： 

可以用編碼方式移轉，而且不會遺失掉的知識，例如：存放在磁碟

片中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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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嵌型知識(embodied knowledge)： 
知識內嵌在人的身體中，例如：如何游泳、如何踢足球等。 

3) 腦力型知識(embrained knowledge)： 
存在於大腦中的知識，屬於心智方面的知識，例如：認知能力。 

4) 文化型知識(encultured knowledge)： 
與社會群體和社會連結相關的知識。 

OCED(1996)以知識存在的處所，將知識分為四種類型，以增進知識的

利用效率： 
1) know-what： 

關於事實真相的知識，類似資訊。 
2) know-why： 

原理與定律的科學知識，是技術發展、產品製程進步的基礎。此種

知識來自專業組織，例如大學與實驗室等。 
3) know-how： 

做事的技術與能力，通常在個別企業中保存發展。 
4) know-who： 

對於他人所擁有的知識的瞭解，可加速知識的利用。 

Leonard-Barton(1995)從知識觀點將組織的核心能力視為一可以提供或

區別公司競爭優勢的知識集合，根據知識存在的處所性質分為以下四種類

型，並且認為在知識移轉時，愈後面的知識移轉難度愈高。 
1) 實體技術系統(physical system)： 

為存於員工腦中的內隱知識，經過多年的累積、編碼輯結構化而形

成。此種生產或資訊系統往往源自多個個人的知識，整個技術系統

的功能將大於個別部分的加總。實體知識包括資訊與程序，具體呈

現於設備上的軟硬體。若可建立成為資料庫，則能夠成為長期存在

的核心能耐。一般而言，這些知識是相當外顯的。 
2) 管理系統(manager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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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知識與控制知識的做法，包括指導資源分配與應用的組織常

規，如激勵計劃、訓練計劃與升遷實務等，雖然內容可以文字化，

但在實際運作時會需要一些內隱的內容。 
3) 員工知識與和技能(employee knowledge and skill)： 

員工擁有的知識，依專屬性又可分廠商專屬、產業專屬以及公共領

域三個層次。 
4) 價值觀與規範(value and norm)： 

對於企業知識的內涵、結構、匯集知識的方式等活動的價值觀，此

種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一部份。公司的價值與常規決定組織應該尋

求何種知識，應該鼓勵何種知識等。 

Sharif(1988)將知識依照附著的標的，也就是知識的具體呈現，分為四

種類型： 
1) 依附於實體(object-embodied)： 

又稱為硬體(technoware)，包括產品、零件、機器設備等設施。 
2) 依附於文件(document-embodied)： 

又稱為軟體(infoware)，包括藍圖、流程與公式、標準作業程序、文

件與資料庫檔案等。 
3) 依附於人(person-embodied)： 

又稱為人力資源體(humanware)，包括經驗、知識、技藝、創造力等。 
4) 依附於體制(institution-embodied)： 

又稱為組織體(orgaware)，包括組織、管理與協調能力等。 

(3) 知識的移動性 

Badaracco(1991)依照知識的可移動性，將知識分為以下兩種類型。 
1) 可移動的知識： 

包括書本上的公式、設計藍圖、專利、零組件與個人的經驗。又可

根據知識的載體分為： 
<1> 存在設計之中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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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知識可以套裝成公式、設計手冊、或技術規範，意指此種

知識是可以明白描述的，而且只要人員受過適當的訓練，都可

以檢視此類知識。 
<2> 存在機器的知識： 

經濟學家肯尼斯包可曾說機器是「凝結的知識」，其意指可藉

由「逆向工程」將機器以反向拆解來取得製造技術。 
<3> 存在腦海中的知識： 

組織中的人員經由實際工作之後，藉由經驗而得到的知識會儲

存於腦海中。 
2) 鑲嵌於組織的知識： 

組織團隊經過長期合作形成的工作模式、決策風格與企業文化等。

這些知識鑲嵌於組織的個人、工作團隊、特別規範、態度、資訊流

程、決策程序、溝通系統、企業文化、與外部機構的關係之中，很

難透過文字或符號來移轉給他人，必須經過長期努力及熟悉才能習

得。 

(4) 知識的組織運作 

Hall and Johnson (1970)將技術依組織適用範圍分為三類： 
1) 一般技術(general technology)： 

泛指一般公司所共知的技術資訊，舉凡管理、銷售、財務及各個產

業均可使用的一般性原則。 
2) 系統專屬(system specific)技術： 

指公司為了解決產業的問題所發展出來的知識，為適用於個別產業

的技術或技能。 
3) 公司專屬(company specific)技術： 

指公司因為生產經驗、市場環境與經營觀念不同，而發展出來的獨

特技能和能力。 

Quinn(1996)著眼於企業對於智慧資本的管理重點，依據知識在組織運

作的重要程度分為四個層次，強調深入的知識與求知動機是企業最重要的

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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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now what： 
專業人員經過廣泛而深入的訓練與實際經驗，可以掌握特定領域的

基本知識。專業人員必須具備實證知識，但這並不能保證可以創造

出成功的產品與服務。 
2) know how： 

將「書本上習得的知識」轉換為有效行動的知識，專業人人必須將

所習得的特定領域之專業知識，應用到複雜的現實問題上，並創造

出實用價值，這是專業人員最頻繁的活動層次。 
3) know why： 

對特定專業領域的因果關係的深入瞭解，在執行任務中習得知識，

而能解決更大更複雜的問題，以創造更大的價值。擁有系統認知知

識的專業人員，常可以預測事物之間微妙的互動與非預謀行動之結

果，具備將專業知識轉換到其他應用領域的潛力。此種知識最終之

表現便是展現受過高度訓練之直覺。 
4) care why： 

此包含追求成功的意志、動機與調適能力。具備高度動機與創造力

的組織，往往比享有更多財務資源與有形資產的組織有更傑出的表

現。此種知識使得專業人員面臨外在環境快速變遷時，擁有更強的

適應能力。 

(5) 知識溝通性與分析層次 

Spender(1996)將組織視為一個社會，結合知識類型（外顯/內隱）、分

析層次（個人/社會），建立一個組織的智慧資本矩陣。 

表 2.2-3 組織的智慧資本矩陣 
 

 

 外顯知識 內隱知識 

個人 個人外顯的知識 
「有意識的知識」 

個人內隱的知識 
「自動的知識」 

社會 社會外顯的知識 
「具體化的知識」 

社會內隱的知識 
「集體的知識」 

資料來源：Spend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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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外顯的知識： 
稱為「有意識的知識」 (conscious knowledge)，是個人獲得的事實、

觀念或架構，儲存在個人的記憶或紀錄中。 
2) 個人內隱的知識： 

稱為「自動的知識」(automatic knowledge)，有許多不同的型式，包

括人們的理論與實務知識，以及各種藝術、體能、工藝技術的表現。 
3) 社會外顯的知識： 

是組織的「具體化知識」(objectified knowledge)，係指組織共有的

知識財產，當組織希望集合、分享及運用知識與智慧時，主要是投

資在這種具體化的知識上（Quinn, Anderson, & Finkelstein, 1996）。 
4) 社會內隱的知識： 

組織「集體的知識」(collective knowledge)，係指一種鑲嵌在社會與

機構的實務中，呈現於內隱經驗與集體法則(enactment)中的知識。

在個別行為人身上比較不容易發現這類知識，需要靠人際間的互動

來獲得及維持這類知識。 

2.2.3 知識的特性 

(1) 以知識要成為企業的「核心資源」來區分特質 

吳思華（1996）認為知識要做為企業的「核心資源」，應具有： 
1) 獨特性： 

指該項資源必須具有使企業在執行策略時增進效能或效率之價值。 
2) 專屬性： 

指該項資源本身與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理制度之間

系緊密結合，不易移轉與分割。 
3) 模糊性： 

指內隱性及複雜性。 

吳思華（1998）認為知識的屬性與特質以知識內隱性、知識專屬性以

及知識的路徑相依性最為重要，其中路徑相依性代表新創造出的知識是依

照先前相關累積知識而來的。當路徑相依性愈高，知識流通效果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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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知識的「專屬性」來區分特質 

李仁芳(1990)依據知識的專屬性將組織所運用的知識分為兩類： 
1) 系統性知識： 

一種經過系統性整理，可以在工作現場以外成包傳授、在多數組織

中階可通用的知識，稱為「科技」。 
2) 非系統性知識： 

僅適用於某些特定時空背景有關的知識，如產銷狀況變動的資訊，

此種知識的獲得主要是考工作者在特定工作崗位上特定技術的累

積與特定溝通網絡的建立方可獲得，不易外包移轉也不易短期速

成，稱為「專質性人力資本」。 

(3) 以「知識移轉」難易程度來區分特質 

Winter（1987）根據知識移轉的難易程度，將知識的性質用以下構面來

分析，每一構面都是一個特性由低到高的連續帶： 
1) 內隱性： 

內隱（tacit）—可以清楚描述的（articulable）內隱（tacit），知識為

無法有效明確表達的知識；可以清楚描述（articulable）的知識則可

以藉由各種型式的符號清楚有效的溝通。內隱程度則取決於知識的

可教授性（teachable）與可描述性（articulable）。 
<1> 可教授性(not teachable—teachable) 

某些知識可以清楚的傳遞，某些知識只能以示範方式教授。 
<2> 可描述性(not articulated—articulated) 

某些知識可以敘述，也在組織中以文件敘述清楚；某些知識可

以敘述清楚，卻未被記載下來，可能為資料龐雜，只敘概要，

或因為人員流失，未加記載，或因負面結果，參與者不願記載，

以致並未敘述清楚。可以清楚敘述卻未加記載的知識，對於組

織而言，可能比知識本身無法敘述還要不利於知識的移轉。 
2) 可觀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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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中 無 法 觀 察 (not observable in use) — 使 用 中 可 以 觀 察

（observable in use），影響容易模仿的程度，觀察時需要知識擁有

者的合作與否影響觀察成本的高低。 
3) 複雜度： 

複雜(complex) —簡單(simple)，描述一項知識所需要的資訊總量，

而資訊總量的多或少與知識的可變程度有關。一項可變性少的知識

所需要的描述少，相對較為簡單。 
4) 獨立性： 

模組（module）—系統的元素（element in a system），一項知識可

單獨使用是模組；如果必須在系統中才可使用則是系統中的元素。 

(4) 以「知識價值」的獲取來區分特質 

Teece（1998）著眼於知識價值的獲取，採取五個分析構面： 
1) 內隱/可編碼（tacit/codified）。 
2) 使用中無法觀察/使用中可觀察（non-observable /observable in use）。 
3) 正面知識/負面知識（positive /negative knowledge）。 
4) 自主的知識/系統性知識（autonomous /systematic knowledge）。 
5) 智慧財產制度（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5) 以「智慧資本」的角度來區分特質 

Thomas Stewart（1998）以「智慧資本」的角度認為知識有以下特質： 
1) 不會削減： 

知 識 具 有 經 濟 學 中 公 共 財 所 具 備 的 一 項 特 質 － － 「 共 享 性 」

（nonrival）。知識可以永無止境地傳授給任何人，而不會有絲毫的

減損。 
2) 知識過剩： 

人們不斷在創造知識，而且知識創造的速度還會因知識不斷的累積

而愈來愈快，新知識也愈來愈多。所以現在人們面臨到的問題不是

知識短缺，而是知識過剩，故選擇篩檢知識的能力也愈來愈重要。 
3) 頭重腳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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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知識密集型財貨和服務，成本都集中在產品開發過程的前

端。 
4) 無法預測： 

創造性之工作輸入的知識與產出的知識之間，找不到任何有意義的

關聯。 

2.2.4 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的影響 

(1) 知識特性與知識移轉困難的關係 

知識移轉的成效取決於知識被傳輸、闡釋與吸收的容易程度。Hedlund 
and Zander(1993)強調知識移轉需要更深入考慮知識的微妙之處，尤其是模

糊性、清楚溝通的困難度、與情境鑲嵌的程度以及異質性(idiosyncrasy)。 

Teece(1998)對於知識特性所造成知識移轉的困難也有類似的解釋，包

括生產性知識的情境相依特性(contextual dependence)使之無法在另一環境

中完全複製、知識本身複雜，連組織自己都無法說清楚(Lippman and Rumelt, 
1992)以及組織常規本身具有內隱性質(Nelson and Winter, 1982; Teece, 
1982)。 

Simonin(1999)指出，知識的內隱性與複雜性會增加知識移轉的模糊

性，進而影響移轉結果；此與 Winter(1987)的看法類似，其認為知識移轉難

度是一個難以確定的變數，與知識的某些特性有關，例如：隱性知識無法

不以教授而移轉，處於系統中的元素性知識無法不管其他關聯知識而只移

轉部分知識。至於知識的內隱性與不可移轉性(nontransferability)成線性相

關，進而造成的移轉障礙，諸多學者亦多所證實。( Reed and DeFillippi, 
1990)。 

此外，具有較高專屬性(specificity)的異質知識(idiosyncratic 
knowledge)，由於是屬於「特定時空下，特定情況的知識」，可累積性也較

低。這說明知識移轉到不同環境的困難，在於共同知識較少，也指出知識

具有「公司專屬性」與「地區專屬性」，這些專屬性造成跨越地區或公司疆

界的累積與移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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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識特性與知識移轉機制的關係 

知識移轉並非要將所有知識轉換為外顯知識，而是依照知識特性採取

最適當的移轉方式。關於知識特性與移轉機制的配合，Winter(1987)認為內

隱知識的理解為學習者從經驗中對知識的「內斂」，也就是「默會」。 

Polanyi(1967)則指出，正因為內隱知識無法藉由符號傳遞，所以知識

移轉經常遺漏知識中需要默會的部分。組織的內隱知識必須透過人員在現

場觀察、溝通，才能有比較好的效果。 

Kogut and Zander (1992)也指出內隱知識並非完全不可移轉，而是必須

透過應用(application)與練習(practice)來理解，因此移轉是緩慢、昂貴、而

結果是不確定的。 

Howells(1996)研究內隱知識的移轉，定義內隱知識為「不可編碼，也

無法具體化的 know-how，這種知識是經由非正式的學習行為與程序而取

得，透過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學習是獲取與移轉內隱知識的關鍵過程」。

Howells 並指出，內隱程度要視知識可以編碼的程度而定，可以編碼的程度

越低，知識移轉越困難。當移轉內隱知識時，人員接觸時間長短與週期是

關鍵因素。 

Teece(1998)指出，內隱知識的移轉必須移轉雙方面對面進行，否則知

識既模糊又不易理解，進而造成知識移轉的費時與高成本，說明如下： 
1) 面對面移轉無法同時傳遞給很多人 
2) 不能光說，還要示範等，比較費時。 
3) 理解需要更多時間 
4) 即使理解，與老師所欲傳達的一定仍有差異，需反覆印證。 

Simonin(1999)證實知識內隱性是模糊的主要來源，因此，當頻繁的知

識移轉是合作聯盟的共識與要求，知識編碼有其必要性。而為便利有意圖

的移轉，知識擁有者應該負起知識編碼的責任。Davenport and Prusak(1998)
亦證實知識編碼對於知識移轉的效果產生正面的助益。 

然而，當知識無法編碼，則必須從經驗中學習以及做中學來移轉知識。

這種移轉方式屬於資源密集且必須在一開始便具備清楚的策略性願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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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Hamel, 1991)，也就是設定移轉所欲達成的目標，並將願景轉換成適

當的資源承諾。其中，充足的人力資源部署是相當關鍵的(Nonaka, 1994；

Pucik, 1988)。 

(3) 知識特性與知識移轉之合作型態的關係 

Badaracco(1991)認為知識要快速移動，必須滿足四個條件：知識必須

明確而成套、有人能夠吸收這些知識、足夠的學習動機、沒有阻止學習的

障礙。他認為可移動性低的知識最好透過策略聯盟或是企業合併的方式來

進行知識移轉。 

Pisano(1988)也持類似觀點，其主張當技術知識的內隱性極高，以致不

適合模仿或授權，唯有透過合資等密切的合作關係，方能順利地從擁有知

識的合作廠商將知識移轉進來。此外，Kogut and Zander(1993)發現當知識

的複雜性提高，也就是連結一項特定知識或資產所需的獨立技術、例規、

個人、以及資源的數目愈多，該知識愈可能移轉給完全持股的子公司而非

其他關係的合作者。 

2.3 知識移轉雙方的特質與關係2 

Mowery, Oxley and Silverman(1996)證實知識移轉的結構因素與學習者

的吸收能力，對於移轉成效的影響最為顯著。就結構因素而言，權益合資

的移轉成效高於契約關係，雙向關係的移轉成效高於單向關係，亦即在「市

場—層級」的組織結構連續帶中，愈接近市場的合作結構，知識移轉的程

度愈低；愈內部化的合作結構，知識移轉的程度愈高。再者，就吸收能力

而言，學習者的吸收能力愈高，知識移轉的成效愈佳，其中，以學習者具

相關領域知識對吸收能力最有貢獻。 

Simonin(1999)檢驗知識的因果模糊性在策略聯盟之知識移轉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發現，知識的模糊性為知識移轉過程中降低移轉程

度的中介變數，而知識模糊性的前因包括內隱性、複雜性、先前經驗、文

化距離以及組織的距離。此外，模糊性對於知識移轉的影響程度受到企業

                                                 
 
2 本段文獻主要引自 Simonin, B. L. (1999). ‘Ambigui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trategic Allian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 pp.59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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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經驗知識、學習能力以及合作持續時間等因素所調和，這些調和變

數均可降低模糊性的效果。 

2.3.1 合作型態 

(1) 知識取得的方式 

Grant(1996)認為，在動態競爭環境中，整合知識的能力是最重要的組

織能力。其中，整合外部知識有三種基本方式：內部化、市場合約與關係

合約。 

Mathew(1996)提出廠商之間五種合作的類型，都可歸類於關係合約： 
1) 轉包合約(subcontract)： 

廠商以長期合約購買產品或服務。 
2) 授權(licensing)： 

購買產品設計或技術時，附帶有關的使用訓練。 
3) 聯盟(alliance)： 

一群廠商因為特定目的而合作，例如合作行銷。 
4) 權益投資(equity investment)： 

為加強關係而投資於一個有合作關係的廠商。 
5) 合資(joint venture)： 

合作廠商以接近對等的股權合資成立另一個獨立的企業。 

Groose(1996)對於國際間服務業的技術移轉實證研究指出，技術移轉經

常使用的方式包括：授權、技術協助契約、訓練合約、代理權合約、整廠

輸出合約、連鎖合約、管理合約、共同研發合約、共同生產合約、外包合

約、直接投資。其中，直接投資為權益關係，其他均為契約關係。 

(2) 合作型態與知識移轉的關係 

Kogut(1988)認為，合作的結構因素會影響知識的獲取，其中權益或是

契約為基礎的合作，是最主要的結構因素。其中，以權益為基礎的合資是

移轉內隱知識最有效的方式，因為最需要移轉的知識經常是鑲嵌在組織之

中的，而權益合資提供接近組織的最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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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ose(1996)的技術移轉實證研究指出，對於所有權掌控愈高的子公

司，技術移轉的程度越高。Mowery 等(1997)的實證研究結果也指出，合資

方式比契約方式適合進行知識移轉，因為許多鑲嵌在組織之中的知識必須

透過雙方密切的互動才可能移轉。密切的合作型態提供知識移轉較多的互

動機會，而學習者的吸收能力則是將移轉機會實現的必要條件。 

至於契約關係下的知識移轉效果，Mowery, Oxley and Silverman(1996)
比較不同契約方式對於知識移轉的影響，發現雙邊(bilateral contract-based)
技術分享或聯合研發方式的知識移轉效果優於單向(Unilateral 
contract-based)授權方式。此乃因為單向授權的知識範圍界定清楚，移轉的

限制較大，而雙方分享或聯合研發的知識範圍較廣，可移轉的內容較多。 

2.3.2 先前經驗 

Pisano(1988)指出在合作的情境下，合作對象所擁有的相關知識經驗會

抵銷知識的內隱性對知識的理解與移轉所造成的效果。有相關經驗知識的

企業較可能擁有攸關的內隱知識以填補知識經過編碼敘述後所造成的落

差。相對的，缺乏相關知識經驗的企業，較難在一個探索式架構下解讀敘

述性知識，進而得出可行的做法。 

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提出吸收能力(absorptive capability)的觀

念，定義組織的吸收能力為「組織認知外界新資訊的價值，吸收、應用於

商業目的的能力」。他並主張企業的吸收能力是該企業先前知識基礎的函

數，包括基本技能、共享知識以及對近期技術發展的瞭解，正因為先前知

識會幫助新知識的吸收、同化與應用，吸收能力具有路徑相依特性。先前

知識的基礎與吸收能力在不確定的變動環境下，具備兩項特質： 
(1) 本期累積的吸收能力會使得下一期的累積更有效率，這意味著公司能

夠以更有基礎的方式來吸收外界知識。 
(2) 擁有相關專業知識使得公司在瞭解與評估重要技術時有更好的表現。

因此，在一個變動的環境下，知識吸收能力會影響預期的資訊流入，

使得預期更準確，也更能將先進的技術加以商業化。 

von Hippel(1994)指出知識黏性(information stickiness)涉及知識追求者

與知識提供者的特性以及雙方的選擇。當組織必須擁有或取得相關知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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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便能運用移轉而來的知識時，知識黏性會相當高，這代表企業必須擁

有該知識領域的先前經驗。對知識接受者而言，特定知識領域的先前經驗

預先確定對於知識內涵以及情境的熟悉程度，而有利於知識移轉。亦即，

先前累積的知識是理解新知識的關鍵因素(Zander and Kogut, 1995)。。 

Teece(1998)指出，內隱知識的編碼化(codification)與移轉程度有最直接

的關係。然而，即使知識可用符號轉換為外顯知識，移轉的效果還要視接

受者對於符號的熟悉程度而定。此點出先前知識基礎(該知識領域的符號、

術語)對於知識移轉的重要性，也隱含共同知識的必要性。Grant(1996)提出

五種主要的共同知識型式：語言、其他形式符號的溝通、專業化知識的共

通部分、共同的意義(共同的認知基模與架構)、對於個別知識領域的認識。

當移轉機制中涵蓋愈多共同知識的成分，知識移轉的效果越好。 

2.3.3 夥伴保護 

von Hippel(1994)指出除了知識的先前基礎之外，知識移轉雙方的其他

特性也會影響知識黏性，例如：專門人員(知識守門員)、專門的組織結構(移
轉團隊)或是對專有知識的定價。這些都是知識移轉過程中夥伴保護的外顯

指標。 

Pisano(1988)強調從合資中學習的能力不單取決於企業的內在吸收能

力，亦仰賴外在資源提供者充分合作的意願。以內隱知識為例，內隱知識

的移轉需要教導，這代表夥伴保護的程度必須降到最低(Winter, 1987)。然

而，基於培養競爭者的風險考量，企業往往缺乏太過密切合作的動機與熱

情(Tatsuno, 1986)。 

2.3.4 文化距離 

Olk(1997)指出國際策略聯盟中，文化差異為管理者製造額外的困難與

挑戰，使其必須耗費更多的時間於溝通、工作常規設計以及共同管理方法

的發展。此乃因為合作夥伴的國家文化以及組織文化深深影響合作的各個

面向，包括知識管理的流程(Tiemessen, 1997)。進一步而言，文化差異所引

起的衝突以及文化誤解可能影響知識流動與學習的效果(Lyles and S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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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此主張可由 Mowery (1996)的研究結果獲得證實，該研究指出美國

跨國聯盟的知識移轉成效低於國內聯盟的主要原因是距離以及文化差異。 

Pucik(1988)指出，缺少跨文化技能、經驗以及對合作對象的瞭解將有

損學習能力以及對聯盟的控制。Hamel(1991)則認為文化不對稱的問題使得

合作夥伴在解碼與解讀知識時產生不均衡的情況。也就是說，文化不對稱

或文化距離使得企業不僅在辨識市場機會以及創造市場機制時產生困難，

與合作夥伴溝通並瞭解其競爭優勢本質時亦面臨障礙。這些困難的核心是

語言，語言的熟練程度決定溝通的界線以及知識的流動。此論點與

Grant(1996b)的實證結果相似，其指出缺少共同語言是導入整合密集型製造

技術的顯著障礙。 

2.3.5 組織距離 

組織距離代表雙方的企業實務、機構遺產以及組織文化的差異。

Rebentisch and Ferretti(1995)描述組織是具體知識的集合，包括技術、程序、

組織架構以及層級關係。因此，每個組織有其獨特的系統性知識架構，組

織間的知識架構差異會妨礙知識移轉。Choi and Lee(1997)則指出知識移轉

雙方的差異愈大，透過組織間合作關係進行知識移轉的難度愈高，這包括

企業文化、國家文化、組織文化以及專業文化。 

Lyles and Salk(1996)發現，雙方共同管理的合資組織，知識獲取的程度

最高，但誤解所造成的衝突可能迅速抵銷這些利益。Baughn(1997)指出公

司規模的顯著差異會轉變成權力差異，使得規模較小的公司很難保有專有

的知識而讓聯盟持續進行。Szulanski(1996)則指出知識移轉雙方的關係不睦

會為組織內部的知識移轉衍生額外困難。 

2.3.6 合作知識(collaborative know-how) 

Pisano(1988)指出習慣向外部資源購買技術的企業，會逐漸累積既有的

運作經驗，發展適當的組織例規，以執行知識移轉的活動。瞭解合作機制

與移轉程序有助於知識吸收，並免除許多不必要的工作與合作的衝突。 

Simonin(1997)亦指出企業在過去種種合作經驗中所累積的重要合作知

識，有助於本身在後續的聯盟中獲得利益。這種合作的經驗知識強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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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並採取適當程序以取得、闡釋並擴散知識的能力。Simonin(1999)的實

證並指出，知識模糊性對於知識移轉的影響程度受到企業的合作經驗知識

所調和，當合作知識愈豐富，複雜性、文化距離與組織距離對模糊性的影

響愈低。其延伸意涵為合作知識是企業優勢的來源之一，有助處理新的、

不熟悉的情境。再者，當缺乏合作知識時，企業可以僱用熟悉合作對象文

化的人員，並且藉由實施訓練計劃以規避文化距離與組織距離的影響。 

2.3.7 學習能力 

知識移轉的程度與合作對象的目標緊密連結。自願性與非自願性的知

識移轉均有可能發生(Winter, 1987)，部分取決於知識擁有者的保護程度以

及知識追求者的意願。後者的意圖表現在資源配置是否以知識移轉為目

標，此類特定的資源形成企業整體的學習能力。倘若移轉動機不強，部署

於知識移轉的資源則相當有限。Lyles and Salk (1996)也在其知識流通的研

究中發現，學習能力顯著影響知識取得的程度。 

Hamel(1991)提出「接受能力(receptivity)」的觀念，由組織向合作對象

學習的能力、學習的意願(意圖)以及學習的機會(透明度)所構成。基於此種

組織能耐，資源部署的適切性會影響學習結果，包括人力資源與支援的資

產(Hamel, 1989)。此外，就組織內部的學習活動而言，Szulanski(1996)進行

組織內知識移轉最佳實務的研究中發現，企業不僅需採取誘因制度以移除

知識內部黏著，更應將稀有資源與管理焦點投注於組織內各單位學習能力

的發展與養成。 

Simonin(1999)的實證指出，知識模糊性對於知識移轉的影響程度受到

學習能力所調和，當資源部署較充足，內隱性對模糊性的影響較小，複雜

性、先前經驗以及文化距離的影響則消弭。其延伸意涵為適當的資源配置

可加速學習曲線，也就是組織可以藉由配置較充足的學習資源以彌補先前

經驗的缺乏以及知識的複雜性。此外，跨疆域的知識移轉必然產生跨文化

的障礙，適當的資源配置可以減輕文化距離所產生的移轉困難，尤其是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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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合作存續期間 

Howell(1996)認為，移轉機制中時間因素很重要，組織間的內隱知識移

轉，必須有長時間、長期頻繁的互動，方能成功移轉。尤其彼此不熟悉的

組織，即使有正式的移轉承諾，一個短期而不頻繁的互動機制，註定無法

成功移轉內隱知識。然而，當知識移轉雙方的合作關係延續數年，文化距

離傾向縮短(Meschi, 1997)、相互信任更為強化(Gulati, 1995)、雙方產生情

感連結(Inkpen and Beamish, 1997)，加上雙方更熟悉對方的專長與異質性，

可以推論此時的知識移轉相較早期合作將呈現不同的動態發展。 

Simonin(1999)的實證指出，知識模糊性對於知識移轉的影響程度受到

合作存續期間所調和，其中，模糊性與內隱性的效果在合作存續期間中持

續顯現；對較資深的聯盟而言，長期間的合作將消弭先前經驗與複雜性對

模糊性的效果；對較資淺的聯盟而言，長期間的合作將消弭文化距離與組

織距離對知識移轉的負面效果。其延伸意涵為資源配置不是一次的決策，

必須持續的重新評估，以符合技術資產的演化以及合作雙方於增強因果模

糊之競爭優勢的再投資。此外，知識的發展可能需要使用不同的管道以及

組織上的安排。 

2.4 跨疆域知識移轉的調適 

Kacker(1988)在零售業經營知識國際移轉研究所提出的觀念架構如圖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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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零售業經營知識國際移轉的觀念架構 
 
 
 
 
 
 
 
 
 
 

資料來源：Kacker(1988) 

依照 Kacker(1988)的架構，國際間零售經營知識的流通方式可歸為兩

類：一是擴散(diffusion)；二是移轉(transfer)。擴散指的是未經規劃或是偶

發的知識流通，其途徑為國外觀摩、參加國外的會議、研討會、海外直接

投資或加盟等活動所引發的示範效果，特點在於知識提供者與知識接受者

之間並無正式的知識移轉協定。相對的，移轉指的是有計劃的知識流通，

可能採取海外直接投資、合資、管理契約、加盟及教育訓練等方式進行，

特點是涉及一系列理性的資訊與技術移轉活動的安排。 

無論是採用擴散或是移轉之流通機制，知識移轉雙方均需因應消費型

態與法令規定等地主國限制，進行知識移轉的妥協與調整，調整活動包括

營運規模、價格水準、商品結構、商品促銷方式以及互補性基礎建設的創

造或補強等。 

2.4.1 知識移轉的調適原因 

Kracker(1988)認為由國外引進的經營知識若要能有效的執行，必須具

備某些先決條件的配合，諸如社會型態與消費習慣的相似、相當程度的經

濟發展、有彈性的政府政策、人民具備一定的教育水準且願意接受新觀念、

運輸與通訊設施的支持等。諸多學者亦認為知識接受者會不斷的調整所接

受的知識，以符合當地的環境以及接受者本身的條件與限制(Reddy and 
Zhao, 1990; Daniels and Radebaug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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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li(1985)提出影響技術移轉的六大構面為地理區域、文化、經濟、

人員、商業活動與政府態度。Losserce(1980)的實證研究則指出市場規模、

競爭狀況、公共設施、政府支援程度、法規、技術接受國之技術基礎、社

會體制、價值觀念以及工作習慣等因素影響技術移轉之成功性。此外，

Yoshino(1966)指出零售觀念與技術在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程度較相似的的

國家移轉之成功機會較高。 

Lo, Yang and Li(1986)於服務業知識的國際移轉研究中指出，一項技術

要在地主國有效的運作，必須符合下列要求： 
(1) 新的知識要比原有技術能讓消費者感到滿足。 
(2) 消費者要能了解新技術的好處，因此，消費者的教育便顯得重要。 
(3) 消費者的需求必須使新技術能達成其規模經濟。 
(4) 消費者所得。 
(5) 地主國的規定及保護。 
(6) 地主國的管理能力。 

賴榮仁(1986)在研究美日企業對台灣企業管理技術移轉時，認為企業個

體為減少環境、文化或行為等衝突所產生的問題與挫折，必須採取調適行

為(adaptation)，如產品的修正、機構行為及個人調適等，以達成組織的預

定目標。他認為地主國的經營環境，包括一般外在環境、社會文化以及組

織成員因素等構成限制因素，而對管理技術的移轉產生限制作用。 

Lam(1997)延伸 Polanyi 內隱知識的概念，探討知識的社會鑲嵌本質如

何影響合作活動與跨疆域的知識移轉。研究發現，知識存在於組織的主要

形式、內隱程度以及知識構成、運用與傳輸的方式，因為企業處於不同的

社會情境下而呈現巨幅的差異。亦即，如果將知識移轉置於全球情境下，

知識移轉所面臨的調適問題會因為知識差異、組織系統差異以及社會鑲嵌

特性而被放大。當知識與技能在不同的社會情境下透過不同的方式形成、

結構化並運用，知識的內隱性與可移轉程度自然不同。知識移轉雙方的知

識架構與工作系統的不相稱會引發合作的困難與衝突，而知識的內隱程度

不同則會造成知識移轉的不對稱性。由於組織的控制系統並無法有效解決

知識的社會鑲嵌性所形成的障礙，知識移轉活動密集的合作雙方應該多瞭

解這些議題以發展適合自身的長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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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知識移轉的調適方式 

Kacker(1988)認為知識移轉雙方均需因應消費型態與法令規定等地主

國限制，進行知識移轉的妥協與調整，調整活動包括營運規模、價格水準、

商品結構、商品促銷方式以及互補性基礎建設的創造或補強等。 

Lall(1983)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廠商對於由國外引進技術之改變時，發

現當地市場規模太小、當地原料較為豐富、提高生產力、降低成本、符合

本身需求、符合當地需求以及應付市場競爭等因素引發移轉技術的改變，

改變的方式則包括以下兩種： 
(1) 產品為主：對於產品性能、尺寸、原料、包裝上的調整、改善與創新

。 
(2) 製程為主：包括基本製程設計、工廠內部規劃的改變、生產及採購管

理等。 

Goldman( 1981)在零售知識移轉至低度開發國家的研究中指出，超級市

場的經營需要能源的供應、進步的產品包裝和儲存、現代的運輸和通訊設

備等條件，而在這些條件無法配合的地區，於產品組合、店面大小、定價、

自助服務的程度及目標顧客的選擇上就必須有所調整。 

崔志剛(1995)在連鎖體系經營知識移轉之研究中，將經營知識的調整方

式分為以下兩種： 
(1) 本質(nature)的調整：指對於經營知識所包含之內容、內涵等的調整。 
(2) 程序(process)的調整：指對於經營知識執行與發展時所需步驟的調整。 

該研究指出，技術接受者會因為當地的條件而對經營知識加以調整，

調整的原因則會影響調整方式。其中，經營知識本質上的改變多是因為消

費習慣、社會型態等文化因素所造成；程序上的改變則主要是法令規定等

非文化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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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知識創造3 

2.5.1 知識創造情境 

組織在組織知識創造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適合的情境，以利團

體活動以及個人層次的知識創造和累積。Nonaka& Takeuchi(1995)提出五個

適合組織創造的情境。 

(1) 意圖： 

知識螺旋的推動力來自組織的意圖，也就是組織想要達成目的的企圖

心，組織達成目標的努力通常會以策略的方式出現。就組織知識創造的觀

點來看，策略的本質在於發展組織尋找、創造、累積和利用知識的能力。 

(2) 自主權： 

在情況許可時，所有組織的個別成員均應被賦予自主行動的權力。讓

員工享有自主權，自主權也可以增加員工自動創造新知的動機。 

(3) 波動與創造性的混沌： 

透過危機或設立挑戰目標以建立危機意識，使成員有壓力而創造及解

決新問題，但組織必須對環境變動的危機有所回應，否則將成為毀滅性的

混亂。組織的波動可以帶動創造性的混沌，進一步誘導並加強個人的主觀

投入。在每日的例行作業中，組織成員通常不會面對這樣的一種情況，高

階經理人可能刻意製造波動，使組織低層出現「解釋上的模稜」，這種模稜

可促使個人改變他們的基本思考方法，也有助於將個人內隱的知識外化。 

(4) 重複： 

公司將資訊、企業活動、管理責任有所重疊，可加速觀念的創造。資

訊的重疊指的是除了特定成員需立刻取得的資料量外，公司並提供重疊的

資訊給成員分享，其優點包括：資訊可穿越科層自由流通、加速內隱知識

                                                 
 
3 本段文獻主要引自賴威龍(1998)，「組織知識流通之研究—以台灣資訊硬體業為例」，國立

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賴宜美(2000)，「技術移轉與組織學習之研究—以中華

汽車為例」，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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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流轉、使成員知道其在組織的定位。達成重複性的方式有：產品發展階

段部分重疊、建立內部競爭的團隊及策略性的工作輪調。 

(5) 必備的多樣才能： 

組織成員必須具備多樣的才能方足以應付各種突發狀況。提昇這些必

備的多種能力可以藉由以不同方式、有彈性而迅速的結合資訊，以及提供

所有員工平等獲取資訊的方式加以提昇。 

2.5.2 知識轉換模式 

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知識的創造是經由內隱知識與外顯知

識持續互動而得，提出四種知識轉換的模式，如圖 2.5-1 所示： 
(1) 共同化：由內隱到內隱，藉由分享經驗而達到創造內隱知識的過程。 
(2) 外化：由內隱到外顯，內隱知識透過隱喻、類比、觀念、假設或模式

表達。 
(3) 結合：由外顯到外顯，將觀念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識體系的過程，其

中並牽涉到結合不同的外顯知識體系。 
(4) 內化：由外顯到內隱，可透過語言、故事傳達知識，或製作成文件手

冊，以有助於將外顯知識轉換成內隱知識。 

圖 2.5-1 知識轉換的模式 
 
 
 
 
 
 

資料來源：Nonaka& Takeuch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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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知識創造模式 

Nonaka & Takeuchi（1995）延伸上述知識轉換模式，得出四種不同的

知識創造模式。其中，「共同化」的模式常由設立互動的範圍開始，以促進

成員經驗和心智模式的分析；「外化」則由對話或集體思考開始，利用適當

的隱喻或類比協助成員說出難以溝通的內隱知識；「結合」則是來自結合新

創造的知識或組織其他部門已有的知識，使其具體化為新的產品、服務或

管理系統；最後，「內化」的原動力則來自於邊做邊學。 

組織知識創造是一種螺旋的過程，稱為「知識螺旋」，由個人層次開始，

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範圍，從個人擴散至團體、組織甚至組織間。因此，

知識的創造是由個人的層次，逐漸擴散至團體、組織，最後至組織外，過

程中不斷有共同化、外化、結合及內化的組織整合活動如圖 2.5-2 所示。 

圖 2.5-2 知識的螺旋 
 
 
 
 
 
 
 
 
 
 
 
 
 

資料來源：Nonaka& Takeuchi(1995) 

Nonaka& Takeuchi(1995)以上述四種知識創造模式為基礎，進一步提出

五階段的組織知識創造過程模式，如圖 2.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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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活動範圍 連結外顯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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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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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享內隱知識： 

內隱知識主要是透過經驗所獲得，較無法訴諸語言，因此要與他人溝

通或傳遞給他人也較為困難。因此，背景、觀點和動機不同的許多個體分

享內隱知識，變成組織知識創造關鍵性的一步。 

(2) 創造觀念： 

內隱和外顯知識最強烈的互動發生在此階段，一但分享的心智模式在

互動的範圍內形成，自我組織小組便可以藉著進一步的持續性會談將其表

達的更明確。 

(3) 證明觀念的適當性： 

個人或小組所創造出來的新觀念必須在某一階段加以確認，包括決定

新創觀念對於組織和社會而言，是否真的值得。這和過濾過程十分相似。

在這個過程中，個人似乎不斷的與下意識的在確認或過濾資訊、觀念或知

識。 

(4) 建立原型： 

在此階段已經確認的觀念將會被轉化為有形或具體的原型。在新產品

發展的個案中，產品模型即可視為是原型。 

(5) 跨層次的知識擴散： 

組織知識創造是一個不斷自我提昇的過程，並非一但原型建立後即結

束。新的觀念經過創造、確認和模型化後會繼續前進，在其他的本體論層

次上發展成知識創造的新循環。在跨層次的知識拓展的互動和螺旋過程

中，知識的擴展發生在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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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組織知識創造過程五階段模式 
 

 

 

 

 

 

 

 

資料來源：Nonaka& Takeuchi(1995) 

除此之外，Leonard-Barton（1995）認為知識創造的活動有四項：共同

解決問題、整合新科技方法、持續不斷正式與非正式實驗、從外部輸入新

知識。知識創造係透過以上四種活動，逐漸累積或創造出核心能耐，如圖

2.5-4 所示。 

(1) 共同解決問題： 

隨著問題複雜度的增加、專業教育的興盛與國際化步伐加快，使得新

產品開發過程需要跨越各種學科、認知、地理與文化領域的隔閡，共同解

決問題，因此，個別差異的來源將為創造力提供新契機。 

(2)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與工具： 

執行新技術程序不僅能提昇效率，且透過使用者參與和相互調適的方

式，可以促進跨組織間的知識流通，整合新技術程序與工具。其中，使用

者參與專案或新技術的開發，可以將使用專屬的知識融入其中，且使用者

也較能接受改變，另外，相互調適則指當引進新技術時，新科技與使用者

的工作環境必須相互調適，以期開發所有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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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與原型試製： 

實驗和原型試製可創造出兩類新能力，第一為可創造出產品和製程所

需的多樣性，例如：不同科技選擇的組合，第二為實驗本身可以建立創新

的有效循環，由於此種循環足以構成組織的強勢特質之一，因此，能有效

完成實驗與原型試製的能力已構成一項競爭優勢。組織必須塑造一個允許

與鼓勵實驗的氣候，並實際進行許多實驗與試製，同時設立從這些活動中

組織學習的機制。 

(4) 輸入與吸收外部知識： 

當公司內部無法提供重要的策略性技術專業時，便產生了能力的落

差，公司必須轉而由外界獲取知識，因外部的知識來源很多，公司需培養

吸收知識的機制，判別是否可移轉與可用性，且必須管理學習的能力。 

圖 2.5-4 知識創造的活動 
 
 
 
 
 
 
 
 
 
 
 
 
 

資料來源：Leonard-Barto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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