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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來探討跨疆域知識移轉的各項議題，而在研

究程序上，則參考「紮根理論」(grounded theory)的概念與做法，作為研究

進行的指引。本節將先簡單介紹質化研究與紮根理論的基本概念，再說明

本研究適用質化研究與紮根理論的原因。 

3.1.1 質化研究 

(1) 質化研究的定義 

陳向明(2002)定義「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

境下採用多種資料蒐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行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

資料和形成理論，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行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理

解的一種活動。」 

此定義涵蓋研究者的角色、研究環境、蒐集資料的方法、結論或理論

的形成方式、解釋的角度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等數個構面，而這

些構面的討論也形成質化研究的特性。 

(2) 質化研究的特性 

陳向明(2002)根據相關文獻(Bogdan& Biklen, 1982; Denzin & Lincoln, 
1994; Glesne& Peshkin, 1992; Hammersley& Atkinson, 1983; Maxwell, 1996; 
Strauss& Corbin, 1990)以及本身的理解，認為質化研究具有以下五項特性。 

1) 自然主義的探究傳統 
質化研究必須在自然情境下進行，以瞭解個人的思想行為以及組織

的運作過程，因為不管是個人或組織的行為均無法脫離其所處的社

會文化情境。此外，質化研究要求研究者注重社會現象的整體性與

相關性，也就是對單一事件的理解必須仰賴對整體中各個部分互動

關係的充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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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意義的「解釋性理解」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質化研究者以自身為研究工具，從被研究者的觀點，通過與被研究

者的互動，對被研究者的思想行為與意義建構做出解釋。因此，研

究者必須反省自己的生命背景與預設立場以及自己與對方的互動

關係如何影響解釋的結果。 
3) 研究是一個演化發展的過程 

質化研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不管是研究者、被研究者，或是資料

蒐集分析的方法與研究結果建構的模式，均可能改變，因此，難以

按照既定的研究設計，從一而終完成研究。正因為研究過程本身嚴

重影響研究結果，故必須針對研究的演化過程加以詳實報導。 
4) 使用歸納法 

質化研究的基本思路為歸納法，反映在資料蒐集與分析的方式以及

理論建構模式。質化研究者在沒有固定的預設下，採行由下而上的

路線，從第一手原始資料中找出有意義的分析脈絡，進而產生理論

假設，再透過反覆的檢驗與比對，使得理論建構更臻完備。當然，

其研究結果只適用於特定的情境與條件，不能推論到樣本以外的範

圍。 
5) 重視研究關係 

基於解釋性理解的特性，質化研究非常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

係。首先，研究者必須檢視自己的個人身分、思想背景以及本身與

研究者的關係等因素對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所產生的影響。其次，

研究者必須在互動的過程中取得被研究者的信任，保持良好的關

係，方得以深入探究被研究者關心的議題。 

(3) 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的區別 

陳向明(2002)依據相關文獻(Bogdan& Biklen, 1982; Glesne& Peshkin, 
1994; Polgar& Thomas, 1991)與本身的研究經驗，將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的

主要區別總結如表 3.1-1 所示。總合而言，量化研究的目的在於驗證普遍情

況及預測，採行結構性且事先確定的研究設計，從發現問題、建立假設、

資料蒐集、資料分析到驗證假設，遵循直線性的研究程序。相對的，質化

研究的目的在於解釋性理解及提出新問題，採取比較非結構性的研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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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研究假設與分析架構均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與演變，其研究程序

為原始資料與研究結論之間循環性互動的過程。 

表 3.1-1 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的比較 
 

 

項目 量化研究 質化研究 

研究目的 證實普遍情況，預測，尋求共識 解釋性理解，尋求複雜性，提出新問題

對知識的定義 情境無涉 由社會文化所建構 
事實與價值 分離 密不可分 
研究內容 事實，原因，影響，凝固的事物，

變量 
故事，事件，過程，意義，整體探究 

研究層面 宏觀 微觀 
研究問題 事先確定 在過程中產生 
研究設計 結構性的，事先確定的，比較具體 靈活的，演變的，比較寬泛 
研究手段 數字，計算，統計分析 語言，圖像，描述分析 
研究工具 量表，統計軟體，問卷，電腦 研究者本人(身分，前設)，錄音機 
抽樣方法 隨機抽樣，樣本較大 目的性抽樣，樣本較小 
研究情境 控制性，暫時性，抽象 自然性，整體性，具體 
蒐集資料方法 封閉式問卷，統計表，實驗，結構

性觀察 
開放式訪談，參與觀察，實物分析 

資料特點 量化的資料，可操作的變量，統計

數據 
描述性資料，實地筆記，當事人引言等

分析框架 事先設定，加以驗證 逐步形成 
分析方式 演繹法，量化分析，蒐集資料之後 歸納法，尋找概念和主題，貫穿全過程

研究結論 概括性，普適性 獨特性，地域性 
理論假設 在研究之前產生 在研究之後產生 
理論來源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理論類型 大理論，普遍性規範理論 紮根理論，解釋性理論，觀點看法 
成文方式 抽象，概括，客觀 描述為主，研究者的個人反省 
效度 固定的檢測方法，證實 相關關係，證偽，可信性，嚴謹 
信度 可以重複 不能重複 
推廣度 可控制，可推廣到抽樣總體 認同推廣，理論推廣，累積推廣 
研究者 客觀的權威 反思的自我，互動的客體 
研究關係 相對分離，研究者獨立於研究對象 密切接觸，相互影響，變化，共情，信

任 
研究階段 分明，事先設定 演化，變化，重疊交叉 

資料來源：節錄自陳向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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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紮根理論 

(1) 紮根理論的定義 

陳向明(2002)指出紮根理論是一種從經驗資料的基礎上建立理論的研

究方法。研究者在研究開始之前並沒有預設的理論假設，而是從原始資料

中歸納出概念和命題，並且在概念之間建立起聯繫，進而整合成理論。 

(2) 紮根理論的基本原則 

陳向明(2002)進一步歸納紮根理論的基本原則，如下所述。 
1) 從資料產生理論的思想： 

紮根理論的重點在於建構理論，而理論必須紮根於原始資料之中，

不能憑空製造。也就是理論一定要可以追溯到其產生的原始資料，

必須有事實經驗作為依據。 
2) 理論敏感性： 

紮根理論強調研究者在研究過程的每個階段均應該對自己現有的

理論、前人的理論以及資料中呈現的理論保持高度的敏感性，方能

適時捕捉建構新理論的線索。 
3) 不斷比較的方法： 

紮根理論最重要的分析方法是在研究過程的每個階段中持續的進

行比較，包括資料的對比、理論的對比以及資料與理論之相關關係

的對比，進而提煉出有關的類屬及其屬性。 
4) 理論抽樣的方法： 

紮根理論認為當下呈現的每一個理論都指引著下一步的研究走

向。也就是以資料所建立的初步理論作為下一步資料抽樣的標準，

例如：選擇何種資料、建立何種編碼系統；並指導下一循環的資料

蒐集工作，例如：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向何人蒐集何種資料。 
5) 文獻運用的方法和準則： 

紮根理論認為研究者在建構理論時可以使用與本研究所蒐集的原

始資料及其理論相關的文獻。由於原始資料、研究者的個人理解以

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之間形成一個三角互動關係，研究者應該養成不

斷發問的習慣，方能適當的使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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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驗和評價： 
紮根理論對理論的檢核與評價自成標準，包括概念必須紮根於原始

資料之中；理論內含很多複雜的概念及其意義關係；理論中的概念

與概念之間具有系統性的聯繫；內在相互聯繫的概念所構成之理論

應該具有較強的實用性與解釋力。 

(3) 紮根理論的操作程序 

紮根理論明確指出質化研究的操作程序，以及每個步驟背後的原理，

讓質化研究者有所依循。陳向明(2002)認為紮根理論的主要操作程序如下： 
1) 逐級登錄資料，從資料中產生概念； 
2) 不斷地對資料和概念進行比較，系統性的詢問與概念有關的理論問

題； 
3) 發展理論性概念，建立概念和概念之間的關聯性； 
4) 理論性抽樣，對資料進行系統性編碼； 
5) 建構理論，力求獲得理論概念的豐富性與整合性。 

其中，資料的編碼乃是依循 Strauss& Corbin(1990)所發展之資料的三級編

碼，從資料分解、比較、分類的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到建立概念類別

之關聯性的主軸譯碼(axial coding)，最後則是建立一個完整理論故事的選擇

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 

3.1.3 本研究的定位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是組織間跨疆域知識移轉的活動與過程，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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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難以從問卷施測或是實驗操作一窺全貌，因此，本研究的

研究方法採用質化研究。 

就資料蒐集、分析與命題發展的程序而言，本研究參考部分紮根理論

的程序與技術。首先，本研究透過持續比較與來回驗證的過程，藉由研究

者個人理解、原始資料與參考文獻之間不斷的互動，找出事例與事例之間、

類別與類別之間的關聯性，進而發展出一系列的命題，以回應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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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質化研究中，研究者本身是研究工具。研究者曾於個案公司服務

長達兩年的時間，實地觀察並親身體驗個案公司基本的日常運作慣例與組

織氛圍，此個人經驗將有助於增進與被研究者的互動關係以及理解原始資

料；研究者也持續閱讀知識管理與知識移轉的相關文獻，以培養一定的理

論敏感度。最後，研究者採取理論抽樣的精神，依據資料所產生的初步概

念來引導下一循環的資料蒐集工作，包括受訪者的決定、訪談大綱的草擬、

訪談過程中的詰問以及後續的補充追問等。 

3.2 研究程序 

3.2.1 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僅選擇統一超商一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統一超商擁有豐富的

跨疆域知識移轉經驗，其曾以知識接受者的角度，向美國 7-Eleven 以及其

他區域授權業者學習連鎖便利商店經營知識，歷經二十餘年的知識學習與

本土化調適過程，不僅吸收內化並整合運用所移轉的知識，更逐漸培養創

新知識的能力；此外，在國際化的成長策略下，統一超商扮演知識提供者

的角色，試圖將在台灣所累積的連鎖便利商店成功經驗移轉給菲律賓

7-Eleven。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統一超商長期且持續的學習知識並傳授知

識的經驗，深入探討跨疆域知識移轉的相關議題。統一超商簡單的背景資

料如表 3.2-1 所示，更詳細的公司介紹將於第四章再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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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統一超商簡表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高清愿 
總經理 徐重仁 
資本額 85.85 億元 
員工人數 4,312 名 
知識移轉 

重要合約 

與美國南方公司簽訂 7-Eleven 區域授權合約(1979) 
與菲律賓 7-Eleven 簽訂投資契約(2000) 

經營成果 全國總店數 3,470 家，營業額 776 億元(2003) 
連鎖便利商店市場佔有率 46.19%(2003) 
全球 7-Eleven 第三大連鎖便利便利商店體系(1989 至今) 
名列天下雜誌「五百大服務業」第四名(2003) 
名列商業周刊「十大最佳聲望標竿企業」第八名(2003) 
「7-Eleven 御便當」獲頒「2002 年國際行銷傳播卓越獎」全球首

獎(2002) 

資料來源：整理自統一超商年度報告書(2003) 

3.2.2 資料蒐集的方法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包括初級資料與次級資料，初級資料為主，次級資

料為輔，資料蒐集方式分別如下所述。 

(1) 初級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的方式蒐集初級資料，希望藉由跟實際參與知識移

轉活動之重要人士的深度訪談，引發受訪者生動且細膩的分享所經歷的故

事，使得研究者與受訪者對於各項知識移轉活動有著共同的理解。深度訪

談所得之原始資料為本研究最主要的資料來源，也是推導研究結論最重要

的依據。 

本研究之深度訪談分成三個階段，藉由各個階段的資料蒐集來發展概

念並驗證概念，主要訪談對象的基本資料彙整如表 3.2-2 所示，而各階段的

訪談過程說明如下： 
1) 第一階段：移轉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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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的知識移轉歷程橫跨 20 餘年，知識移轉活動亦相當多元豐

富，涵蓋營運上的所有價值活動。基於研究的時間與成本考量，研究者先

就知識移轉的整體概況進行瞭解，再擇少數具代表性的知識移轉活動與移

轉機制深入探究，希望從中發掘各項跨疆域知識移轉活動之間的關聯性。 

在訪談進行之前，研究者先根據知識管理之相關參考文獻，編製一份

訪談大綱，如《附錄一》所示。訪談大綱的問題分成三大部分，分別是美

國南方公司知識移轉給統一超商的過程、統一超商組織學習的過程以及統

一超商知識移轉給菲律賓 7-Eleven 的過程，並以知識移轉、知識吸收、知

識整合、知識蓄積、知識創新以及組織間的溝通等知識流通的程序作為擬

定訪問大綱的主要脈絡。然而，研究者並未要求受訪者逐一回答訪問大綱

所列示的題目，而是依照受訪者的故事發展以及實際訪談情境，彈性運用

訪談大綱。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透過下列方式尋求受訪者與訪談主題。首先，

研究者聯絡熟識的統一超商主管，向其說明研究主題，出具訪問大綱，詢

問統一超商有哪些具代表性的知識移轉活動並請其介紹適當的受訪者。接

著，研究者與轉介的受訪者一一進行訪談。訪談的主題可能是事先具體設

定，例如：POS 系統的移轉活動；也可能是與受訪者商討過後而設定，例

如：從工程方面諸多的移轉活動中挑選工程保修系統作為訪談主題。此外，

真正訪談的知識移轉活動主題可能與原先的設定有所出入，例如：原本設

定向王經理詢問工程方面的知識移轉活動，王經理卻分享展店的移轉經

驗，並轉介研究者訪問簡經理關於工程的移轉活動。訪談的對象與議題便

藉由滾雪球的方式，由受訪者再推薦其他的受訪者以及移轉活動議題而逐

漸拓展並豐富化。 

值得一提的是，不同的受訪者可能對同一項移轉活動分享各自的參與

經驗，例如：除單品管理的專訪之外，另有三位其他主題的受訪者不約而

同的提及單品管理的移轉經驗，研究者則可整合所有受訪者的主觀描述，

從不同角度觀照該項知識移轉活動的過程，進而對該項移轉活動獲得更全

面、更深入的理解。 
2) 第二階段：初步概念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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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依據第一階段訪談所獲得的原始資料，並參考相關文獻，發展

數個初步概念，再由這些初步概念來指引第二階段的資料蒐集工作。 

首先，依據初步概念編製第二份訪談大綱。訪談大綱的問題分成兩大

部分，分別是知識特性與知識移轉方式之關係以及誘因結構與知識移轉方

式之關係。再者，由於此階段所擬定的問題層面非常廣，涵蓋全公司所有

的營運活動，故受訪者的邀請鎖定對統一超商的各項營運活動具有全面性

且一定程度瞭解的資深經理人。此外，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適時轉述

或引用前一階段受訪者的移轉經驗，藉以誘發連結受訪者記憶中的相關移

轉經驗，或者進一步延伸前一階段受訪者的移轉故事。 
3) 第三階段：概念深化 

研究者根據第二階段訪談所獲得的原始資料，驗證、修正與增補初步

概念，發展一個相對較具解釋力、較為貼近原始資料的修正後概念；並據

以進行第三階段的企業訪談，試圖展延概念的深度與豐富程度。 

第三階段的訪談大綱主要是針對統一超商在知識移轉過程中，於組織

層面所建立的知識移轉機制，進行更深入的瞭解，其中，包括扮演知識接

受者時所組成的 COS 中心，以及扮演知識提供者時所設置的統籌窗口

c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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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個案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移轉階段 訪談主題 公司/部門 姓名/職稱 訪談時間 訪問地點 受訪者

編號 

全面性 大智通文化行銷

公司 
謝伯宗 
總經理 

2 小時 大智通 
(樹林) 

1 

COS 中心 統一超商公司 楊燕申 
協理 

1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2 

POS 系統 統智科技公司 方榮偉 
副總經理 

1.5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3 

G-store 統一世界工程科

技企劃部 
王文禮 
部經理 

1.5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4 

工程保修系

統 
統智科技公司 簡俊龍 

經理 
2 小時 統智科技 

(內湖) 
5 

職務薪 統一超商公司 
薪酬 Team 

李韋伶 
經理 

1.5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6 

知識輸入 

單品管理 統一超商公司 
教育訓練 

林碧美 
專案經理 

1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7 

全面性 菲律賓 7-Eleven
總經理 

葉永祥 
總經理 

2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8 

全面性 統一超商公司投

資人關係 Team 
吳玟琪 
經 理 ( 前 任 菲

律賓 7-Eleven
財務長) 

3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9 

知識輸出 

移轉統籌窗

口 
統一超商公司 吳青駿 

經理 
0.5 小時 統一超商 

(台北) 
10 

(2) 次級資料的蒐集 

次級資料的蒐集分成兩個部分，第一個部份是個案公司的年度報告

書、公開說明書、公司簡介、期刊報導以及報章雜誌等，主要為瞭解連鎖

便利商店業的發展、個案公司的發展歷程、經營理念與營運狀況等各項背

景資料，充實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基本理解，以作為企業深度訪談的基

礎。 

第二個部份是與研究主題相關的歷年碩博士論文、國內外期刊、雜誌

以及書籍，為本研究之參考文獻來源，藉以培養研究者之理論敏感度；亦

是研究者發展概念以及推導命題過程中的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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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資料分析的程序 

每一階段訪談結束之後，研究者便著手進行訪談資料的分析與整理，

主要的資料分析程序分成四個步驟，依次為逐字稿謄寫、資料分類編碼、

類別與研究子題對應以及研究結果撰寫。 

第一個步驟是逐字稿謄寫。研究者將訪談錄音檔，謄寫成逐字稿。由

於一剛開始的訪談尚在摸索研究議題，為避免漏失重要線索，研究者盡量

詳實謄寫第一階段受訪者的錄音檔；自第二階段起，研究者則斟酌當時所

發展的研究議題，選取受訪者錄音檔中的攸關段落進行謄寫。 

第二個步驟是資料分類編碼。研究者透過對逐字稿反覆的研讀，擷取

出數個有意義的重要變項，諸如知識特性、誘因結構、先前基礎、移轉方

式、本土化調適等，並將逐字稿依這幾個變項進行分類，最後，則針對知

識特性與移轉方式兩個類別的逐字稿進行編碼。編碼系統與編碼結果詳如

《附錄二》所示。 

第三個步驟是類別與研究子題對應。研究者根據三個研究子題，將知

識特性、誘因結構等不同的類別分別置入相對應的子題中；並在每個研究

子題之下，找出不同類別之間的關聯性，據以發展出最後的命題。 

第四個步驟是研究結果的撰寫。研究者依據最後分析的結果，整合三

個研究子題之下的研究發現，撰寫成正式的論文。 

3.3 研究架構 

3.3.1 觀念性研究架構 

本研究展開之初，設定知識移轉為研究主題，試圖探討連鎖便利商店

於組織間的知識移轉活動以及組織內的知識學習活動。若以個案公司統一

超商為例，則為探討統一超商如何向美國 7-Eleven 以及其他區域授權業者

學習經營知識；又如何將所習得的知識進行本土化調適並有所創新，並且

如何將經營知識移轉給菲律賓 7-Eleven 的一系列活動與機制；其知識移轉

活動的架構如圖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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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統一超商之知識移轉活動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在研究過程中逐漸演化發展，最終之觀念性研究架

構如圖 3.3-2 所示。本研究內含三項研究子題。首先，研究者依照知識特性

為連鎖便利商店經營知識進行分類，從而分析知識特性與知識移轉模式的

關係，是為第一項研究子題；亦即探討知識的內隱性、知識的外顯性、知

識的產業鑲嵌性以及知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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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研究子題是知識移轉雙方本身的特質對知識移轉模式的影響，

探討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如何影響知識移轉模式之涉入程度；而知識接

受者的先前基礎如何影響知識移轉模式之移轉順序。此外，知識移轉雙方

的特質如何影響知識特性與知識移轉模式之間的互動關係。 

 

台灣7-11台灣7-11

總部

營業區 營業區

加盟店 直營店 加盟店

組織內知識移轉

美國7-11美國7-11

其他7-11
區域授權業者
其他7-11

區域授權業者
菲律賓7-11菲律賓7-11

授權 授權

授權

合資

組織間
知識移轉

組織間知識移轉標竿學習

組織間知識移轉組織間知識移轉

台灣7-11台灣7-11

總部

營業區 營業區

加盟店 直營店 加盟店

組織內知識移轉

美國7-11美國7-11

其他7-11
區域授權業者
其他7-11

區域授權業者
菲律賓7-11菲律賓7-11

授權 授權

授權

合資

組織間
知識移轉

組織間知識移轉標竿學習

組織間知識移轉組織間知識移轉

 



 

第参章 研究方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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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基於知識的地區鑲嵌

性，知識移轉雙方如何在知識移轉模式中從事因地制宜的本土化調適工作。 

圖 3.3-2 觀念性研究架構 
 

 

 

 

 

 

 

 

3.3.2 變數定義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以及企業深入訪談的結果，針對本研究觀念性研究

架構所提及之變數，定義如下： 

(1) 連鎖便利商店的經營知識 
1) 存貨管理：訂貨方式、存貨管制、盤點作業； 
2) 物流系統：運送路線規劃、撿貨作業、訂單處理作業； 
3) 資訊系統：電子訂貨系統、即時銷售情報系統、網路加值處理中心； 
4) 立地商圈選擇：商圈型態與規模之分析、展店地點之選擇； 
5) 賣場規劃：貨架陳列方式、動線規劃； 
6) 設備採購維護：門市營業所需機器設備之引進； 
7) 商品結構：商品結構之決定、商品之汰換與新增； 
8) 自有商品服務的開發：鮮食、服務性商品等門市自有商品的開發； 
9) 商品檯帳：商品陳列的空間管理； 

知識移轉雙方特質 
．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 
．知識接受者的先前基礎 

知識特性 
．知識的內隱性 
．知識的地區鑲嵌性 
 

知識移轉模式 
．移轉機制 
．移轉深度 
．涉入程度 
．移轉順序 
．本土化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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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促銷方式：廣告策略及其他促銷策略的決定； 
11) 店舖管理與人員服務：營業管理、進貨程序、商品擺設、銷售人員

對顧客的服務態度與行為； 
12)加盟制度：加盟主甄選、加盟制度設計； 
13) 人力資源制度：員工招募制度、薪酬制度與教育訓練體系； 
14) 財務會計制度：會計制度與帳務系統； 
15) 組織溝通系統：會議系統、刊物系統、文件通報系統。 

(2) 知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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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深受

知識的內隱性、複雜性、模糊性、清楚溝通的困難度、與情境鑲嵌的程度

以及異質性等因素所影響。本研究僅以內隱性與地區鑲嵌性作為知識特性

的分析構面。 
1) 知識的內隱性： 

存在於個人、組織的特殊關係、規範、態度、資訊流程以及決策過

程中的知識，難以透過文字或是符號而移轉給他人，屬於內隱程度

高的知識。相對的，存在於公式、文件、手冊、藍圖、機器設備、

軟體中的知識，可以藉由各種型式的符號清楚有效的溝通，屬於內

隱程度低的知識。 
2) 知識的地區鑲嵌性： 

與社會型態、消費習慣、外部機構、人員特性、法令規範、基礎建

設等地區情境脈絡緊密結合的知識，難以跨越疆域而需因地制宜，

屬於地區鑲嵌程度高的知識。與地區情境脈絡結合較不緊密的知

識，易於跨越地域而一體適用，屬於地區鑲嵌程度低的知識。 

(3) 知識移轉雙方特質 

知識移轉雙方的合作型態、先前經驗、吸收能力、學習能力、文化距

離、組織距離、夥伴保護、對於合作的經驗與知識以及合作存續期間等，

均會影響知識移轉的成效。本研究僅就以下兩個構面進行探討： 
1) 知識提供者的誘因結構： 

驅使知識提供者願意投入資源進行知識移轉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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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識接受者的先前基礎： 
知識接受者於移轉知識所屬產業的相關營運經驗。 

(4) 知識移轉模式 

知識移轉為知識提供者與知識接受者經由各種型式互動，透過各種媒

介來進行交換、學習、移植與採用有形實體、文件與無形知識、技能等的

連續性活動。本研究著重探討以下五個構面： 
1) 移轉機制： 

知識移轉雙方為達成知識移轉之互動形式，包括：文件手冊、硬體

輸出、軟體提供、課堂講授、人員代訓、人員外派、專家訪視、會

議溝通、現場觀摩、實際操作、口頭問答、師徒教學以及供應商外

派。 
2) 移轉深度： 

知識提供者所移轉知識的深度，分為知識架構與知識內容兩個層

次。 
3) 涉入程度： 

知識提供者對於知識移轉之資源承諾與投入程度，由移轉內容的廣

度與深度、互動頻率、移轉機制多元性、參與成員體系等四個構面

來觀察。 
4) 移轉順序： 

知識提供者為達移轉成效，所設定之各項經營知識移轉的先後次

序。 
5) 本土化調適： 

知識接受者針對地區鑲嵌程度高的移轉知識進行因地制宜之調適

與修正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