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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如前述所言，本論文旨在以核心能力為基礎，來設法建構有效的

知識分享機制，是故本章將對價值鍊、核心能力、知識管理等三部份

作相關文獻的整理與介紹，章末再做整合性的介紹。 

 

第一節 價值鍊的定義 

價值鍊的定義，最早是 Michael.E.Porter 於 1985 年所提出。係

指企業從原料到有價值最終產品、勞務或服務中間的一連串創造價值

的過程。 

  

  

  

 

 

 

圖 2-1 Porter 的價值鍊模型 

資料來源：Michael.E.Porter 1985 

而整個價值鍊模型分為下半部涉及實體的生產與銷售的『主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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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為主要創造價值的部份，與上半部支援主要活動的『輔助活動』。 

Porter 的價值鍊模型比較著重於單一企業，可將之擴展到整個產

業，將上、下游廠商納入價值鍊的系統中，司徒達賢（民 83）稱此

為『產業價值鍊』（Industrial Value Chain）。 

本研究中所提及有關價值鍊的概念便為產業價值鍊的概念。 

 

第二節 台灣半導體產業價值鍊運作現況 

一、半導體產業價值鍊 

積體電路的製造流程基本上可分為前段製程與後段製程，前段製

程包括 IC 設計、光罩與 IC 製造，後段則包括封裝與測試。如下圖表

示。 

 

 

 

 

 

圖 2-2 IC 製造流程 

資料來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 計畫 

 

設計 光罩 製造 封測 

晶圓 化學品 導線架 

前段 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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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價值創造的專業分工觀點與目前通用之IC半導體產業價值

鍊結構，本研究所定義之 IC 產業價值鍊同上圖之製造流程。 

二、台灣半導體產業現況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在 2004 年 5 月的新聞稿表示，我國晶圓代工已

經佔有全球 71%的市場佔有率，而 IC 設計與封裝也繳出全球第二與

第一的亮眼成績。 

根據 ITIS 的資料顯示，全球半導體產業在 2003 年有 18%之成長

率，而 2004 年預估更會達到 20%以上。依據 ITIS 的調查結果，2003

年我國半導體產業產值已達新台幣 8,188 億元，較 2002 年成長

25.4%。其中，我國晶圓代工業 2003 年產值已達新台幣 3,090 億元，

成長率為 25.3%，而整體製造業產值達新台幣 4,701 億元，成長率為

24.2%； IC 設計業產值則達新台幣 1,902 億元，成長率為 28.7%；

封裝測試產業總產值達新台幣 1,585 億元，成長率為 25.2%。預估今

(2004)年我國半導體整體產值將可以突破新台幣一兆元。 

而根據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 計畫的調查，在 2001 年時，台灣 IC

產業價值鍊分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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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2000 年我國 IC 產業家數與結構 

資料來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計畫 

而目前為我國 IC 產業主力為 IC 製造業，擁有全球第二大的 IC 設

計業及全球第一大的晶圓代工業。在 2000 年時產值約為四千六百億

新台幣，而又以晶圓代工的約三千億新台幣為主。IC 設計在 2000 年

也有一千一百億新台幣產值。 

 

第三節 知識定義與分類 

一、知識的定義 

知識。是我們幾乎天天都會接觸的名詞，而關於知識的相關研

究也是相當廣泛，從最基礎的知識一詞定義，到應用到不同領域的不

同定義等。 

先定義最基礎的『知識』這個詞彙—客觀明確的認識內容、對

150 家 4 家 15 家 45 家 

5 家 19 家 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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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某件事有明確的認知和理解(辭海) 

   而Drucker認為知識就是擁有者對特定領域的專業化認知（張

玉文,1990），另外，Davenport更詳細的說明知識是一種流動性質的

綜合體，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經過文字化的資訊及專家獨特的

見解，為新經驗的評估、整合等提供基本架構。知識是許多不同元素

的綜合體，具有流動性、直覺性與正式結構性，難以用文字來形容其

精神，或完全透過邏輯性的思考來了解，我們可視知識為一種「過程」

（process）與「庫存」（stock），知識不僅存在文件與儲存系統中，

也蘊涵在日常例行工作、過程、執行與規範當中（胡瑋珊,1999）。 

 Koulopoulos & Frappaolo認為，知識就像是「放射性同位素」，

會依據本身不同的成份，以不同的速率蛻變，有些知識只具有短暫的

半衰期，然而有些型態的知識卻能永遠存在（陳琇玲,2001） 

Purser & Pasmore的解釋是，知識是制定決策所用的事實、模式、

基模、概念與直覺的集合體。森田松太郎與高梨智弘以單就有關於商

業上的用法闡述知識—存在於公司內外「具有資產價值的情報」（吳

承芬,2000） 

   陳樹祿（2001）整理，知識是由個人的潛藏經驗、構思、洞察

力、價值及判斷所組成的，它是一種有價值的智慧結晶，並可以資訊、

經驗心得、抽象的觀念、標準作業程序、系統化的文件、具體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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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呈現，幫助人們把資訊轉化為決策和行動，且知識在本質上都

必須具備有「創造附加價值」的效果；否則就不能被稱之為知識。 

二、知識的分類 

有關於知識的分類，目前最普遍的分類方法是由Nonaka & 

Takeuchi在1995年所提出的，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及外顯

知識（ explicit knowledge）兩類。外顯知識，是可以用文字或數

字表達，較屬於客觀知識。內隱知識，是存在個人身上，無法訴諸形

式的知識，較主觀。 

其它還有其它延伸的分類方式，如Zack(1999) 知識性質可區分

為三種類型：敘述性、程序性及成因性知識，且每種類型的知識都可

以轉化為顯性的知識，和Garrity & Siplor依知識的目的來區分，知

識的類型可以區分為：特定領域的知識（domain-specific 

knowledge），公司的知識（corporate knowledge），導引性知識

（navigation knowledge），整體知識（ meta knowledge），(Garrity 

& Siplor) （曾凱瀚,2000）、依知識存放位置將知識分為兩類：移動

性知識和潛藏性知識。(Badaracco（1991）)。 

根據以上可以做出簡單的歸納，知識並不具有一定的型態，也

不一定具有時效性，可能是過程，也可能具體存在，但是，能稱為『知

識』，一定具備附加價值與可以透過各種方法轉化型態、傳遞，與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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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轉換的過程，可以用下表表示： 

表 2-1 知識轉換過程—知識螺旋 

 

 

 

 

 

 

 

 

 

 

 

 

 
 
 
 
 
 
 
 
 

資料來源：伍忠賢&王建彬，知識管理，2001 

3 

員工 部門 公司 公司外 組織 
知識 

隱性 

顯性 

內化 

共同化或社會化 結合 
4

延伸

成文化 

知 識 吸 收

想法 

創意、點子等 
個人知識 
(local knowledge) 

1.編碼 
(encoded) 

2.解碼 
(decoding) 

(internalization) 
透過邊做邊學來吸收

知識並成為員工的知

識 

4 
創造觀念 
證明觀念

的適當性 

(articulation) 
(有些人稱為『外

化』， 
externalization) 
成文化的結果稱

為編碼知識

(codified 
knowledge) 

(socialization) 
1.討論(dialogue)： 
知識分享、知識庫 
2.導師制經驗傳承：

知識移轉(knowledge 
transfer)成為公司知

識(corporate 
knowledge) 
3.內訓、內部研討會：

知識流通(knowledge 
flow)

(cpmbination) 
知識運用，如建

立原型

(prototyping) 

(extension) 
管道： 
1.外包：製程技

術 
2.專利 
3.產品、廣告：

產品知識 

5.凝聚(appropriation) 
主要是新生訓練、傳遞 

產品（屬顯性知識、企業文化）（屬隱性知識） 
是該階段的知

識流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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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表將知識從一位員工逐漸『傳染』給其他員工的知識流通

過程表達出來，又稱為『知識螺旋』，表示知識像洗衣機內的漩渦一

般，在一至四象限內循環。表中的『結合』指的是員工們從隱性、顯

性知識以建立原型或雛型。 

第三節 知識分享意義 

依據 Atthu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 (2000)的知識管

理模型，知識分享在知識管理中有乘數的效果，也就是說，若是知識

分享可以有效施行，知識管理便可以有更大的功效。 

 

 

 

 

 

 

圖 2-4 知識管理架構 

資料來源 Atthu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 ，2000 

汪金城(民 90)將知識分享依據不同的四個觀點作了整理： 

1. 溝通觀點的知識分享：溝通是知識分享的基礎，在溝通時雙方均

企圖以共享事實、觀念、態度建立共同了解的基礎。 

2. 學習觀點的知識分享：Senge(1998)認為知識的分享並不是購買過

Knowledge：知識 

資料、資訊、知識、智慧 

People：人 

知識運輸者 

Share 分享 Technology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協助知識管理的建構 

( )SKM P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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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一個取得的動作，而是一種學習。 

3. 市場觀點的知識分享：Davenport & Prusak(1998)將知識分享的

過程視為企業內部所擁有的知識市場(knowledge market)。 

4. 知識互動觀點的知識分享：認為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透過共同

化、外化、結合、內化四種過程產生互動，這種互動的過程使得成員

間的知識得以分享並間接使得成員與組織分享彼此的知識。 

而Hendrink(1999)認為：知識分享是一種溝通過程，當組織成員

向他人學習知識時就是在分享他人的知識，而在向他人學習知識、或

分享知識時，知識接收者必須有「重建」（reconstruction）的行為，

必須要具備知識去學得知識、分享知識。 

就知識分享的程序而言，Nonaka & Takeuchi(1995)主張透過人

與人之間彼此分享知識，可以創造知識。分享創造知識的過程可分為

四項基本型態：先是從隱性到隱性，人們直接和他人分享隱性知識，

是社會化學習到這些隱性技巧；其次是從顯性到顯性，將顯性知識中

各片段整合成一個新的整體知識；再者是從隱性到顯性；還有一種就

是從顯性到隱性。 

Wijnhoven(1999)認為知識分享是一種大多藉由資訊傳播媒介進

行的知識移轉，知識接收者藉由已知的知識對新知識進行闡釋或兩者

彼此互動的過程，而組織能否善用知識，就要看組織能不能將知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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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儲存且不斷的重複使用。 

知識分享是指知識擁有者透過各種溝通方法，將其內在知識外

顯傳達給知識需求者，在分享的過程中不只是發送與接收，還包含知

識接收之後予以行動化、具體化的過程，這才是完整的知識分享。紀

詩瑩(民 91) 

 

第四節 影響知識分享因素 

影響知識分享的因素可以先從知識分享的動機談起，在延伸到

影響知識分享機制的效的其他因素。 

所謂知動機就是指驅動行為發生的因子， Robbins(1992)認

為，動機是個體與情境互動後的結果、願意為組織目標努力的意願，

其包含三個要素：努力程度、組織目標及員工需求。而將動機意義延

伸，就包含了激勵。 

而Herzberg(1959)著名的二因子理論中，假設有兩種激勵員工

的基本要素：第一種與工作本身有關，例如成就感、工作樂趣、成長

機會等；第二種則是工作之外的，例如薪資、升遷、表揚等。Herzberg 

認為只有工作者的內在獎勵可以真正激勵並滿足工作者，來自外在的

獎勵只能避免工作者感到不滿足。Herzberg 並將第一種工作者發自

工作本身的滿足感定義為激勵因子(motivators)，將第二種來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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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獎勵定義為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 

根據Herzberg與王文彥(民91)的整理，可以將知識分享的動機

分為來自知識分享本身的動機與來自知識分享之外的動機，前者稱為

內在動機，後者則稱為外在動機。  

內外在動機並非相斥，也可能同時發生，根據王文彥(民91)指

出，內在動機的衡量可以從因從事某行為而獲得的樂趣及自我挑戰來

加以觀察(Amabile.1994)，而從事知識分享行為時，若當個人能從中

得到的快樂越多，越有接受新挑戰的能力時，顯示出受到較多內在動

機的驅使。包含，自我成長(自尊、成就感、成長機會)、利他主義、

(利他特質、同情心)，等。 

而外在動機的衡量，可以從實質與非實質獎勵兩方面著手，前

者指的是物質或金錢的獎勵。後者則為非實質、無形的獎勵，例如他

人的肯定(Amabile,1994)。包含保健(薪資福利、外在認知、發展機

會)、聲譽、權力、互利主義等。 

知識分享的動機會驅使知識分享行為的發生，而組織內部若是

要有效執行知識分享的機制，就必須從知識分享動機著手。就組織面

來說，根據 David A Wryick（2003）提出的 Kolb＇s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模型，從學習的觀點指出， 團隊中有四種人，分別

為，Divergers—喜歡依照經驗提出意見，但不負責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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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ulatiors—善於計畫、創造問題與模式，界定問題；

Convergers—喜好設計、做決策與計畫評估；Accommodators—實現

計畫。每個人處理資訊與學習知識的方式不同，是故為了增進團隊績

效，如果能瞭解團隊成員各個不同的學習型態，就可以制定合乎個人

的知識分享機制。 

 

 

 

 

 

 

 

 

 

圖 2-5 　 Kolb’s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Model 

資料來源　 David A Wryick，2003 

另外，Juani Swartand Nicholas Kinnie（2003）指出，從獎

酬等等人力資源管理制度下手，使員工發自內心有知識分享意願，並

且塑造知識分享的組織文化。 

因此，根據所蒐集的文獻，可以將影響知識分享的因素與有關

Concrete Experience
(experiencing/feeling)

Reflective Observation 
(examining/watching)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explaining/thinking) 

Active Experimentation 
(applying/doing) 

Accommodators 

實現計畫 

Convergers 

喜好設計、作決策與

評估計畫 

Divergers 

喜歡依照經驗提出許

多意見，但從不負責

實現 

Assimilators 

善於計畫、創造問題

與模式，界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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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整理成以下圖與列表： 

 

 

表 2-2 　 影響知識分享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個人 個人動機取向(自利/利他)、工作滿足、個人特徵、 

組織 獎酬制度、組織學習、學習環境、管理制度、組織文化 

 

團隊 信任—部屬信任主管、成員間的信任、對組織信任 

領導風格 

其它 知識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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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知識分享相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知識分享機制 

根據汪金城(民 90)的文獻整理，知識分享機制的內涵包括以下

六點： 

一、建立知識市集（knowledge marketplace） 

 
知識分享 

知識分享 
分享創造知識的過程可分為四

項基本型態：先是從隱性到隱性

(社會化)，其次是從顯性到顯性

(結合)，再者是從隱性到顯性(外

化)；還有一種就是從顯性到隱性

(內化)。(Nonaka &Takeuchi(1995)

知識 
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及外

顯知識（ explicit knowledge）兩類

（Polanyi;Hedlund,1994；Nonaka & 

Takeuchi,1995；Purser 

&Pasmore,1992；O'Dell & 

Grayson,1998） 

影響因素 

個人 

個人—個人動機取向(自利/利

他)、工作滿足、個人特徵 

（金承慧(民 92)）、（沈其泰(民

92)）等 

組織 

組織—獎酬制度、組織學習、

學習環境、管理制度、組織文

化（魏娘壽(民92)）、（金承慧(民

92)）等 

團隊 

團隊—領導、信任—部屬信任

主管、成員間的信任、對組織

信任吳慧昭 民 92）、（宋建樺 

民 92）等 

結果 
強化核心能力、提升附加

價值、創造組織績效（魏

娘壽(民 92)）、（吳奕廷(民

91)）、（梁莉麗(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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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市集』，應當包含交易與其價格體系，Davenport表示，

當組織內部進行知識交易時，並不是以貨幣進行，而是以約定成俗的

報酬方式來進行。而其報酬至少應包含三種： 

（一）互利主義 

若知識『賣方』期待『買方』未來在必要時，同樣能夠伸出援

手，他們就會願意花時間和精神，來與買方分享知識。 

（二）聲譽 

知識賣方通常希望塑造出『有智之士』的形象，他們也願意和

同仁分享擁有的寶貴聲譽。聲譽雖然無形，但卻能產生有形的利益。

例如：工作保障、升遷、獎勵等。 

（三）利他主義 

許多願意分享之士的人，多少是受到本身對其專業的狂熱，以

及利他主義的驅使。『良師傳授』就是一種基於利他主義的知識移轉。

公司無法創造這樣的衝勁，但可以鼓勵或抑制這樣的念頭，如制訂正

式制度，發掘資深員工對新進同儕的貢獻等。 

建立知識市集主要意涵是建立實質或虛擬的空間，讓員工可以

做知識上的交流，主要的作法上有包括：（Davenport & Prusak 原著，

胡瑋珊譯，1999） 

（一）提供員工非結構化的知識分享場所及時間 

非結構化的知識分享並沒有特定的任務目的。經過研究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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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組織中的茶水間或是自助餐廳常成為員工進行非結構化知識分享

的場所，人們在彼此詢問工作近況時，除了交流想法外，也會提供解

決問題的建議（Davenport & Prusak原著，胡瑋珊譯，1999，161）， 

像這一類的空間或活動最重要的功能在於使員工在沒有壓力的

情況下可以更自然的進行溝通與交流。這樣子沒有任何特定目的的交

流活動反而更有可能激發創意，產生意料外的效果。 

（二）提供員工結構化的知識分享場所與時間 

結構化的知識分享大都有特定的目的。在現代組織中，成員常

透過組織內部的圖書館及電腦化的資料庫來進行知識的分享

（Davenport & Prusak 原著，胡瑋珊譯，1999：218）。 

隨著資訊化的發達，結構化的知識分享場所也漸漸的都以 IT

系統的方式呈現，用資料庫的方式，以內部網路連結讓公司內的所有

員工都可以透過相同的電子平台互相分享交流知識，當然，除了電子

化的媒介之外，像是會議室、和對內發表會，研討會等都屬於一種結

構化的知識分享機制。結構化的場所與時間是比較具有特定目的或主

題，來進行知識分享的行為。 

二、建立成員間的工作關係 

從影響知識分享的因素中可以得知，文化與人際間的關係也是

一種因素，雖然是比較難以用清楚字彙表達的部分，在作法上還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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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常用的方式。 

（一）正式的良師輔導計畫 

組織若致力於轉移無法言傳的知識，往往會設立正式的良師輔

導計畫，以期有經驗的資深員工，能將自己工作項目中的知識，傳承

給年輕的員工。Booz,Allen & Hamilton 顧問公同重新設計其顧問表

現評量的過程，將輔導性質的知識移轉項目也整合進去。每位顧問都

必須協助比他資淺一級同事的學習與發展（Davenport & Prusak 原

著，胡瑋珊譯，1999）。 

（二）團隊合作與任務小組 

近年來因為技術的進步快速，導致各產業間競爭激烈，於是乎

各公司組織內以專案團隊的運作方式越來越多，根據Senge 認為團體

的價值不等於個別成員的加總，而來自於團隊的化學作用（Senge, 

1997），也就是說，團隊成員間必須在合作時有所謂的綜效，而要達

到這樣的效果，團隊內成員間知識分享機制的建立是不可或缺的。 

（三）組織成員的工作輪調 

Davenport & Prusak 在比較MCC 與Sematech 兩個高科技公司

的知識分享成果後發現，Sematech 的知識分享策略比較成功的原

因，在於其非常重視從母公司派來參與研究、傳達意見的專員。 

也就是說，組織成員從在輪調工作中獲取不同的知識，再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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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同的成員分享，藉以達到知識擴散與儲存，所以，在組織成員間

的工作輪調就有知識分享機制存在的必要性。 

三、促進知識的具體化 

在 Nonaka & Takeuchi 所提出的知識分享步驟中提及到知識是

隱性與顯性間的互相轉換與傳遞，從隱性進入顯性的過程中也就是具

體化的表現。 

具體化的知識較易於儲存、傳播，因為是實體的擴散，在溝通

所必須經過的編碼與解碼過程中，具體化的顯性知識較隱性知識不易

產生錯誤。 

四、領導者知識分享角色的扮演 

一個領導者對公司政策的態度，會相當明顯的影響政策在公司

內運作的成果，所以，一個政策的成功與否，領導者的支持和投入與

否將是相當大的關鍵。 

Kim（1999 ）等三人在分析了14 位學者所提出的不同分類方法

後，彙整出五種不同的研發專案領導者的角色： 

（一）科技專家（Technicalexpert）：  

所謂的科技專家，就是具有專業技能的領導者，也可以說是扮

演整個專案團隊的知識來源角色，對於以技術為導向的功能性團對而

言，科技專家的領導角色將會給予團隊成員更高的公信力，也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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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績效的效果。 

（二）策略規劃者（Strategicplanner）： 

具有整體觀的的策略規劃者若是擔任專案領導者的角色，則可

以給予團隊正確的方向，特別是在評估與獎酬的部分，策略規劃者的

領導者角色在目標管理下更顯其重要性。是故在知識分享機制的建立

上，策略規劃者可以建立較完善的制度與評估工具。 

（三）團隊建立者（Team builder）： 

團隊建立者的專案領導者的長處在於建立團隊的氣氛與凝聚

力，若是具備團隊的向心力，則在政策的推行上就更沒有阻礙，以知

識分享來說明，若是可以建立團隊的知識分享氣氛與文化，整體的知

識分享行為就可以在無意間就運作，而不需非要制度的設定。 

（四）提倡者（Champion）： 

提倡者主要是在創新與發起一個新制度或新文化。然後進而克

服組織成員的反對來將新制度順利的推行。知識分享的制度需要有提

倡者將其擴散至整體組織成員中，因此才得以順利運作。 

（五）守門人（Gatekeeper）： 

知識的吸收與發掘是需要有如守門人這樣的領導者來進行的，

守門人可以將知識發掘並過濾有助於組織運作的知識，作為一個中介

者的角色。 



半導體廠商價值鍊位置、核心能力、與知識分享機制關係之研究 

 

35

35

五、知識分享評估與獎勵制度的運作 

一個制度的推行，都必須有搭配後續的成效回饋機制，否則，

一個沒有效果的制度，就不具推行的意義的，知識分享機制也是如此。 

而知識分享機制因為無法以數字化的績效來完整衡量，所以在

知識分享的評估上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國內某電腦廠商高階主管也

表示他們雖有制度化的知識分享機制，也將之列入績效考核中，但員

工的反彈與敷衍讓制度形同虛設，最後不了了之。 

也因此在知識分享的正式機制上，就必須以員工角度來推行，

告知員工知識分享的重要與如何分辨何者是重要的知識將之儲存與

轉化。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94）指出：如果沒有

可靠的資訊顯示，知識分享具有顯著的價值（或是跡象顯示報酬微

薄），知識分享常因此而難以推動。而確立價值最保險的方法則是透

過「經驗法則」，也就是願意分享知識的員工受到公司的認同、升遷

以及獎勵，這些都可以直接證明知識分享有其價值存在。 

六、資訊科技環境的建構 

電子化與數位化的趨勢已經越來越明顯化，隨著 e 化平台與電

子郵件等漸漸的普及，知識的傳遞也明顯的看出在效率方面有所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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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部資訊科技的建構也因為這樣已經是不可或缺的一項機

制了，但是，除了資訊科技硬體的建構外，員工與資訊系統的搭配也

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資訊系統的投入不應只是單單表現在建構硬體的

部分，使用者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若是員工不能有效率的使用資訊系統，則成本的投入也是枉然，針對

組織資訊科技環境的建構，Holsapple 與Whisten（1983 ）曾提出一

個整合性知識管理系統（KMS）的架構： 

（一）具體化（Externalization）： 

具體化就是捕捉外部的知識加以儲存與擴散，主要可分為兩個

階段。 

1.透過科技的可以簡單的捕捉知識再將之儲存，如資料庫等方

式。 

2.儲存後可以將之分類、整合與擴散只知識不再具有地域性或

時間性的差別，可以不受限制的存取。如此知識的消費者可以透過科

技讓知識具體化後達到內化的功用。 

（二）內在化（Internalization）： 

所謂內在化，就是可以將資訊系統儲存的知識透過解決某些特

定問題的關連性方式再度萃取出來，這樣的知識就變的具有特定意

義，並可重新組合與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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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節（Intermediation ）： 

在知識的傳遞中，資訊系統也扮演調節的角色，簡單的來說，

資料庫中的知識廣泛，若是知識的消費者想要針對特定問題作相關連

的搜尋則必須花費相當的成本，若是有資訊系統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協

助知識消費者來搜尋與萃取知識，則可節省相當的成本。 

（四）認知（Cognition）： 

認知功能為最終的目的，透過上述功能就可以達成最終的認知

目的。 

上述四個機制主要在描述電腦與網際網路的強大功能，目前電子系統

的平價化使的電腦資訊系統與網際網路的架構愈顯簡單，這樣的情況

也與知識管理的風行和落實相輔相成，因此資訊科技在知識管理上扮

演的角色就越來越重要，Ruggles（1997b：3 ）更進一步的指出，知

識管理的工具指的就是科技，科技能加強知識的的產生、累積與分

享，並能使資源得到最適當的利用。 

 

第六節 核心能力的意義與內涵 

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此一名詞最早是由Hamel and 

Prahalad(1990)所提出，他們將核心能力定義為「組織由過去 

到現在所累積的知識學習效果(learning)，它需要各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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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充分溝通、參與投入，特別是使不同生產技能之間能合作 

無間或將各種不同領域的技術加以整合的能力，並且提供顧 

客特定的效用與價值」。 

他們以一多角化的組織為例，將之視為一棵樹，包括樹根、

主幹、支幹及枝葉四部份，核心產品就是主幹與枝幹，小分枝就

像事業單位，葉子、花和水果就是最終產品。核心能力就是組織

內的共同學習，使不同的生產技巧能結合成多用途的技術，所以

核心能力是一種跨組織間的聯繫、參與與工作承諾。他們並認為

核心能力是一套能提供組織豐富性、維持性及穩定性的基礎系

統，關於最終產品、核心產品與核心能力之間的關係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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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　 G. Hamel and C. K. Prahalad，1990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8(3), 79-91. 

另外，若是以核心能力的內涵而論，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

教授Paul Knott 與Alan Pearson(1996)，把核心能力看成 

三個構面，包括: 

核心產品 2 

核心產品 1 

能力 4 能力 3 能力 2 能力 1 

SBU1 SBU2 SBU3 SBU4 

(2)(1) (3) (5)(4) (6) (8)(7) (9) (11)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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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別員工，探討員工的技能(Skills)、外顯與內隱(Tacit)的知

識以及工作習慣(WorkingHabit)。 

二、企業內部正式的系統，如管理制度、實體環境、技術研發體系以

及工作流程等。 

三、具體的社會化系統，如非正式的溝通網路、組織學習的速度、組

織文化、價值與規範以及員工彼此的互動方式等。 

 

 

 

 

 

 

圖 2-8 核心能力的三個構面 

資料來源　  

Paul Knott & Alan Pearson ,"A new approach to competenc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11, Nos.3/4,1996. 

簡單來說，核心能力可以說是公司賴以生存的能力，能夠幫助

公司生產核心產品，創造價值，更重要的是，透過不斷創造核心能力

的動態過程，達到其他人無法複製，因此，核心能力也是需要不斷更

新與成長。 

 

核心能力 
價值傳遞 

顧客 

競爭廠商 

供應商 

環境變動 

產業環境（組織外部） 
個別員工 

（individuals）

正式系統 

（formalsystem）

具體的社會化系統 

（social system） 

組織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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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核心能力的類別 

Hamel(1994)將核心能力區分為三大類型： 

(一)市場接近能力(market-access competence)泛指所有能夠

拉近與顧客之間距離的技術與技能。 

(二)產品整合相關能力(integrity-related competence)整合產

品從供應到顧客之間所有價值活動的能力，使得該產品在品質、

作業時間、即時存貨管理及有關作業流程上，比競爭者反應更快

且更有彈性。 

(三)功能相關能力(functionality-related competence) 

提供獨特產品或獨特服務的功能給予客戶特殊的價值。 

 

第八節 核心能力的辨識 

前面提及了有關核心能力的重要性和其相關理論，但是，一間

公司的核心能力應該如何界定呢？由誰決定呢？ 

英國PA Consulting Group 的顧問D.Coates(1996) 提出一套作

業流程來評估核心能力。他認為他的方法幾乎可以應用到所有的核心

能力辨識上面，D.Coates 採取以下兩種方式，辨識組織的核心能力

（許熾榮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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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上向下法(Top-down approach)(見表) 

以高階主管或是資深中階主管組成的團隊，從事組織核心能力分析，

產出的結果將會反應這些成員的認知、願景及價值關。此種方法適用

於大型企業多角化的組織，且公司每一個單獨營業的事業單位，在個

別的市場中都擁有重要的地位。此種工作團隊會以下列方式，影響核

心能力計畫產出的結果。 

二、由下向上法(Bottom-up approach)(見表) 

當公司核心能力的目標著重於某些特定部門的成長或是組織希望揮

合併效益時，適用這種方法。這種方法可以視為是由上向下(Top-down 

approach)的互補(complementary)配套措施，當企業規模夠大，且需

要強調整合(convergence)或者是操作群組(operating group)的重

要性時，特別適用這類的方法，有助於瞭解公司與跨部門間的觀點及

願景。除此之外，對一個以科技發展為導向的企業來說，最有興趣想

要探索的答案是，企業本身研發投入是否做了最有效的應用以及方向

是否正確等等，由下向上法，且由核心技術能力(Core technical 

competence ; CTC)做為探討的起點，是一種很好的方法，提供施行

這種方法的企業，可以從核心能力有關理論當中找出企業真正價值 

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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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由上而下法(Top-down Approach) 
執行步驟 工作內容 主要產出 

1.計畫開始 成立指導小組與工作團隊並

召開啟始(start-up)會議 

訂定工作範圍、重點、責

任、時程及技術盤點種類，

並決定核心能力辨識的參

數與評估的準則 

2.編譯候選 

的核心能力 

列出公司所有可能核心能力

的敘述，藉此表達企業在市場

上的定位 

以資深管理者及跨部門的

觀點，列出公司有相關與具

發展潛力的核心能力 

3.核心能力 

的測試 

核心能力有效性測試： 

競爭優勢、顧客認知的價值、

難以模仿、延展性 

以整個企業及跨部門的觀

點，列出符合有效性測試的

核心能力 

4.評估企業 

核心能力的 

定位 

進行企業核心能力外部領導

地位的認知研究，並與內部認

知分析的結果比對，是否能夠

相互配合 

依公司內、外部核心能力認

知分析，以及潛在核心能力

認知分析比對的結果，所得

到的相對企業核心能力定

位。 

5.探究核心 

能力的 

組成元件 

將企業核心能力細分成為各

式各樣能力(capabilities)的
組合 

依企業關鍵成功因素的考

量，列出與企業核心能力相

關且具發展潛力的能力

(capabilities)組合 

6.評估核心 

能力的各項 

組合元件 

依據對公司的重要性與優勢

兩項原則，設計相關的篩選標

準，去評估每一項能力 

列出被確認的(identified)的
企業優勢(strength)：公司重

要能力(critical capabilities)
清單 

資料來源：D Coates,“Putting core competency thinking into practice" , 

Int. J.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11 ,Nos.3/4,1996 （許熾榮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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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由下而上法(Top-down Approach) 
執行步驟 工作內容 主要產出 

1.計畫開始 成立指導小組與工作團隊並

召開啟始(start-up)會議 

訂定工作範圍、重點、責

任、時程及技術盤點種類，

並決定核心能力辨識的參

數與評估的準則 

2. 探究核心能

力的組成元件 

收集、編譯相關資料，準備技

術能力盤點工作 

已分門別類的全公司技術

能力明細表 

3. 評估各項能

力 

依據對公司的重要性與優勢

兩項原則，設計相關的篩選標

準，去評估每一項能力

(capability) 

列出公司能力的優勢與劣

勢以及公司的重要關鍵技

術能力項目 

上述第三項步驟是整個過程當中最困難，也最複雜的部份，執行的結果可能

會與計畫當初設定的目標、方向有所不同(go astray) 
4. 辨識候選的

核心能力 

檢驗具有互補性質的重要關

鍵能力組合，並據此描繪出企

業的核心能力 

有高度關連性以及極有發

展潛力的核心技術能力項

目 

5. 檢驗候選的

核心能力 

核心技術能力有效性測試：

競爭優勢、顧客認知價值、難

以模仿、延展性 

現存有效、可用的核心技術

能力項目 

6. 評估核心 

能力的定位 

進行企業核心能力外部領導

地位的認知研究，並與內部核

心能力認知分析的結果對，是

否能夠相互配合 

依公司內、外部核心能力認

知分析，以及潛在核心能力

認知分析比對的結果，所得

到的相對企業核心能力定

位 

資料來源：D Coates,“Putting core competency thinking into practice" , Int. J.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11 ,Nos.3/4,1996 （許熾榮整理） 

 

由上向下法(Top-down approach)及由下向上法(Bottom-up 

approach)，彼此可以視為核心技術能力辨識的互補(Complementary)

方法論。Top-down Bottom-up 兩種方法混合使用，可以確認高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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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階層對組織擁有的核心能力與實際擁有核心能力間的差異(gap)。

藉由對這些差異的分析，可以確認組織在能力上的優勢與劣勢，並藉

此發展相關的技術策略。 

另外，根據許熾榮歸納出核心能力的辨識過程，主要分成三個

階段來探討: 

1. 內在技術能力審視，以確認組織既有的技術能力與強、弱勢。 

重點工作在於組織既有技術能力盤點，以確認組織既有的技術資源，

更重要的是經由技術能力盤點確切掌握目前組織技術能力的強勢與

弱勢。 

2. 外在市場/技術趨勢探討，以掌握未來市場/技術發展趨勢。 

重點工作在於未來市場/技術發展趨勢分析、預測，以確保組織技術

未來發展是在正確的道路上，工作小組成員必須根據分析的結果，提

出組織技術發展方向與技術項目建議。 

3. 整合既有技術能力與未來欲發展的技術能力，進行核心技術能力

項目的篩選，選出候選的核心技術能力項目。 

重點工作在於�技術項目之關連性(Relevance)分析；.技術項目之成

功機率(Success Probability)分析；.依據關連性與成功機率的組 

合，再配合組織對風險的態度，以及技術項目之間的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y)分析等條件，篩選出組織候選的核心技術 



半導體廠商價值鍊位置、核心能力、與知識分享機制關係之研究 

 

46

46

能力項目。 

因此，根據以上文獻所述，核心能力的辨識結構可以用下圖表

示，用外部和內部兩種觀點來做核心能力的辨識： 

 

 

 

 

 

 

 

 

 

 

圖 2-9 核心能力辨識流程結構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第九節 以價值鍊觀點從事核心能力的辨識 

從上節所述可以得知企業核心能力的辨識方式，而本研究主要

是從價值鍊的角度來開始分析企業的核心能力。 

否 是 

是 

探詢主管主觀認知本身企業所具

核心能力 

檢視外部環境趨勢

比對是否符合 

調整整體策略，發

展應具備之核心能

第三人以適當觀點驗證主管主觀

認知能力是否確實存在 

確定公司核心能力 

Outside-In： 

從外部環境檢視

Inside-Out： 

從內在結構檢視 

否 

重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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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que Jolly(2000)認為：企業必須使本身成為資源

(resources)與專長(competencies)的儲存體(reservoir)，其最主要

的目的在使每一項核心能力儘可能產生多種價值(multivalence)。

Dominique 同時認為，近年來核心能力分析相關的方法論，大都被用

來: 

�分析企業新事業部門的發展(To analyse the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研究中小企業的發展策略(To study the strategies of SMEs) 

探討資源基礎改變時，對企業研發管理的衝擊(to consider 

changes that had an impact on R&D management) 

探討技術策略與行銷策略對技術與行銷核心能力的衝擊(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nd market strategies on 

marketing and technological core competencies) 

而價值鍊又是根據專業分工而來，專業分工的位置又與企業

的發展策略互相影響，企業發展策略又與核心能力息息相關。是故本

研究將嚐試以價值鍊的觀點，再加上核心能力的各種分類，來界定企

業所具有的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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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核心能力與知識分享 

Kuan-Tsae Huang , Yang W. Lee 以及Richard Y. Wang(1999)

等三位學者認為：企業要建構本身的核心能力，在以知識為競爭

利基的情況下，企業必須建置本身的知識管理系統。而知識管理

系統的建置，單從過程來看，須要採取四個步驟，使企業知識管

理系統與核心能力建構串連在一起，如圖所示： 

 

 

 

 

 

 

 

 

 

 

圖 2-10 　 從組織知識的建構到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Kuan-Tsae Huang ,Yang W. Lee, Richard Y. Wang, Information 
Quality &Knowledge, PP 115-129,Prentice Hall PT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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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本身包含知識的成份在內，把資訊當作產品(Product)來看，

改善現有知識管理系統的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使得未

經整理的原始資訊(Raw Information)，關連性不高、沒有附加價值

的資訊(Contextual IQ 的問題)，或是不正確的資訊(Intrinsic 

IQ 的問題)，或是解釋力不佳、無法清楚或一致性表達的資訊

(Representational IQ 的問題)，或是有這類資訊但有權取得的相關

人員卻無法取得的資訊(Accessibility IQ 的問題)等問題得到解

決，成為具有品質的資訊(Quality Information)。 

二、知識的範籌也包括員工工作或研究所產生與累積的經驗，這些內

隱的知識，企業必須設計一套機制與環境，鼓勵員工把相關的經驗留

在企業內部，使這些內隱的知識(Tacit Knowledge)有系統的外顯化

(Explicit)，成為企業本身的重要資產。 

三、將企業所擁有的重要知識與經驗，依 Know-what,Know-how 

,Know-why 的原則，分類、篩選，並依據使用者的需求建置成組織的

知識(Organizational Knowledge)系統。 

四、從組織的知識系統當中挑選出最佳的典範(Best Practices)，供

其他的知識系統參考，使組織其他的知識系統也能產出該領域的最佳

典範。最後，則是由最佳典範當中逐步匯聚出組織的核心能力。 

(許熾榮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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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文獻可知，核心能力的建構必須依賴知識的累積，

而本篇研究就將以核心能力推導出最適合的知識分享機制，包括軟硬

體設施、制度、和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