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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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5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題為分析 IC 產業價值鍊位置是否具有不同的核心能力

與是否因核心能力的不同而具有不同的知識分享機制。本章先整理研

究架構與詳述假說，再介紹架構中變數來源與訪談對象，並且之後再

詳述研究步驟、研究方法方法與訪談問題解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研究架構由產業價值鍊的位置、核心能力與知識分享機制

三部份構成：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第一部份是以價值鍊的觀點檢視價值鍊不同廠商是否因為此因

素導致核心能力的相異，第二部份在證明這樣核心能力的不同是不是

反應在知識分享機制的不同上，第三部份則是整體檢視知識分享機制

是否因為價值鍊位置不同而有所差異，而核心能力是否是其中影響因

1 2 

產業價值鍊 核心能力 知識分享機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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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抑或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第二節 研究變數與變數說明 

雖然前面已提及了本篇研究架構，但是對於變數仍然沒有明確的

說明，因此本節將對於研究變數作定義與闡述。 

本篇研究架構基本上分為三部份，廠商所處價值鍊位置，廠商核

心能力，與廠商知識分享機制。而目前關於核心能力部份研究與文獻

雖多，但對於核心能力在實務上的應用或辯識部份仍甚缺乏。因此，

對於廠商具備哪些核心能力，如何判別等，都是本研究想要從事的。

此三項項變數操作性定義與衡量指標是根據文獻整理而來。茲分述如

下： 

一、核心能力定義 

根據 Hamel and Prahalad(1994)所著的「The concept of core 

competence」，可將核心能力區分為：市場接近能力、產品整合相關

能力、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等，另外，再根據Aaker(1989)做出的可

維持競爭優勢的實證分析歸納出的31個指標，本研究將核心能力整理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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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核心能力分類圖 

 分類 項目 變數說明 

1 品質聲譽 良率與顧客心中印象 

2 顧客服務 產品支援與售後服務狀況 

3 品牌認知 包含知名度與潛在品牌印象 

4 市場研究 公司對市場瞭解度 

5 顧客滿意 顧客對公司產品是否滿意 

6 市場區隔 是否有區隔且區隔是否正確 

7 市場佔有率 市場佔有率 

8 配銷規模與地點 通路掌握與分佈狀況 

9 低價格高價值供應 附加價值 

10 產業先驅 是否佔有先進者優勢 

11 效率，彈性生產 客製化能力 

12 有效銷售能力 有效果的銷售能力 

13 整體行銷能力 整體行銷從企畫到業務推廣能

力 

14 據點 據點分佈與數量 

15 有效廣告 有效廣告量 

16 

市
場
交
換
能
力 

良好配銷關係 與通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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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低生產成本 成本 

18 產品線廣度 是否多樣化 

19 技術優越性 技術在產業中是否領先 

20 產品差異化 產品是否具有差異化能力 

21 持續產品創新 是否持續從事創新研究 

22 

產
品
整
合
能
力 

工程研發 工程研發狀況 

23 優良管理技術人才 人才狀況 

24 創業精神 領導者是否拒創業精神 

25 

個
人
能
力 

良好的協調 部門主管協調能力 

26 財務資源 財務後盾 

27 企業知識 企業整體知識 

28 共同願景文化 組織文化 

29 策略性目標 是否有策略性目標規劃 

30 具實力且知名母公

司 

 

31 

組
織
能
力 

短期規劃 達成短期營利目標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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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價值鍊定義 

根據Porter所提出有關價值鍊模型得知值鏈是用於說明一個企

業在提供產品或服務給顧客時所展現的各項活動的結合，它是構成成

本及提供顧客所認知的價值的最基本要素。 

若在延伸至產業就為產業價值鍊，下游廠商是在一系列的價值活

動，分別佔有一特定位置。他們緊密結合成一價值體系，共同創造出

最終消費者所認知的價值。 

是故將IC製造分解成各個不同的價值單元，以專業角度分工觀點

來看，價值鍊為 

 

 

 

 

 

 

圖 3-2 半導體產業價值鍊分工圖 

資料來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 計畫 

 

將以每個廠商所從事業務來分析其價值鍊所在位置。 

設計 光罩 製造 封裝 測試 

晶圓 化學品 導線架 

8 家 20 家 13 家

140 家 4 家 16 家 48 家 3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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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識分享定義 

知識分享行為定義為採用 Nonaka & Takeuchi(1995)所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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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Hendrink(1995)所說『知識分享的

程序包括知識擁有者將知識「外化」（externalization）與知識需求

者將知識「內化」（internalization）』將知識分享分為社會化、外

化、內化、結合四構面來看。 

 

四、知識分享機制 

知識分享機制部分，依照 Davenport & Prusak 所提出的各種機

制與搭配 Nonaka & Takeuchi 的知識分類本研究將知識分享機制列舉

為以下各點： 

1.傳授資淺員工的技術與知識 

新進員工的訓練，是一間公司最基本的知識分享機制發揮之處，即便

都是員工的訓練，也有相當多不同的作法，例如標準的員工訓練流

程，或是一對一的師徒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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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員工旅行 

員工旅行的意義不僅僅在於凝聚向心力與給予員工放鬆心情在出發

的機會，從知識分享的角度來說，員工在旅行中較無壓力與特定目

的，可以有較不同的知識交流。 

3.不同專案團隊間工作內容相關的交流 

以專案團隊的模式來運作的公司越來越多，一方面是由於業務的特

性，是以專案的方式承接，另一種是由於專案團隊的彈性。而不同的

專案團隊間，若是可以透過交流來進行知識分享，則在解決問題和成

員本身經驗累積上都將是有莫大助益。 

4.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交流 

不同公司的能力不同，規模不同，員工素質不同，制度風氣不同，若

是能夠與本身之外的其他公司以伙伴關係合作，則不單純只是資源上

的累加，或許會更因為公司本身發展的不同而有出乎意料的成果。 

5.IT 系統 

電子化與數位化已經變成了趨勢，以電子資料庫儲存更有效的降低知

識移轉成本，使知識流通與擴散更加簡單，網際網路的發達，更讓

IT 系統成為各個公司不可或缺的知識分享工具。 

6.正式制度 

幾乎所有學者都一致認為，一間企業的知識分享若是想要成功，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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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風氣相當重要，若是公司有有關於知識分享的正式制度規章，

對於整體知識分享風氣的提升，將會有莫大的助益。 

7.舉辦對內發表會 

若能夠將公司某部門或是專案團隊的成果公諸於公司內部，不僅可以

給於公司其他部門經驗上的吸取，更有助於公司內互相競爭，得到除

知識分享之外的附加效果。 

8.檢視公司內部技術成長概況 

公司內部技術的檢視有助於公司整體發展方向的調整，公司技術欠缺

的部分，或是與外在產業趨勢相悖離的部分，都可以透過技術的檢視

來發覺，除此之外，技術的檢視更可視為公司內部的研討會，將公司

的技術擴散給所有員工加以瞭解。 

9.工作紀錄 

工作紀錄是最基本的知識保存機制，每個專案，每件工作都加以記

錄，不僅可做為未來參考，之後發生問題的回溯與尋找問題根源也較

容易。 

10.指派員工參加研討會 

研討會是最普遍的技術交流與吸收管道，研討會結合了產官學界專家

共同針對某特定議題提出討論與交流，是各個公司都不可或缺的吸收

新知識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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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工作輪調制度 

若是公司規模龐大，部門眾多，業務繁雜，則工作輪調是相當重要的

知識分享機制，透過工作輪調來讓員工吸收不同的新技能，若是員工

具備了整合公司多種業務的能力，則擔任主管也較能適任，因此培養

中高階幹部等多經過以工作輪調方式來進行。 

12.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 

對於基層員工，如一般作業員等，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是成本最小也

最容易實施，成效易見的知識傳遞工具，若是員工進行的是標準化，

較無特殊問題發生的工作內容時，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是不可或缺且

最重要的知識分享機制。 

 

第三節 訪談對象選擇 

訪談對象將依照價值鍊的分工，在半導體的產業價值鍊上，以設

計、製造與封裝、測試，各選擇部分作為訪談樣本，以此來作為本論

文研究標的。而廠商樣本基本上是以非新設公司，規模雖然不大，但

其制度較完善且行之有年。 

在訪談對象方面，本研究鎖定在對於制度瞭解，對於實際現場作

業也不疏遠的中階管理階層。會選擇中階管理階層有以下因素： 

1.對制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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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管理階層相對於基層員工在時間方面更具資歷，並且也擔負

著上級政策傳達與督導的責任， 

2.對制度實際運作情況的瞭解 

中階管理階層與基層員工的互動必定較高階管理階層頻繁，因此

對於基層員工的在制度方面的實際運作與工作的情況有相當程度的

瞭解，因此對於本研究應會有較大的貢獻。 

上述為訪談人員選擇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上，若是無法如願訪問

中階管理階層人員，則選擇其餘人員進行訪談。 

下表整理本研究訪談單位與受訪人： 

表 3-3 訪談對象 

受訪公司 受訪人 職務 

I 公司 T 先生 副理 

L 公司 C 先生 工程師 

T 公司 H 先生 工程師 

P 公司 W 先生 處長 

A 公司 G 先生 部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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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問題設計 

本研究基本上包括兩個部分，一個是核心價值，另一部份是知識

分享機制，是故在訪談問題設計上，就必須針對兩者來擬定。 

在核心能力部分，本研究擬以開放式的方式讓受訪者填達，再由

研究者予以各核心能力的類別來加以分類。 

在知識分享機制部分，基本上是以知識分享的類型，與知識分享

的功用為參考基準，來設定訪談問題。如同前所述，將上述所列舉的

知識分享機制的實施與否列為訪談重點，附帶詢問其實施情況，公司

政策走向等態度與意願方面的調查。 

一、技術知識上的成長透過何種過程,管道? 技術能力如何保持? 

（如：定期或不定期舉辦對內發表會？定期或不定期指派員工參加研

討會？） 

二、是否有定期檢視公司內部技術成長概況？如何檢視？ 

三、是否透過 multiple project 作分享? 

（如：工作輪調制度？不同專案團隊間工作內容相關的交流？團隊間

成員共享知識的風氣？） 

四、是否有客戶進駐或進駐客戶的情況？與其他公司合作做技術上的

交流？ 

五、對於資淺員工的技術與知識如何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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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司是否有好的 database?有 CKO（知識長）此一位置? 

七、是否有設置內部網路或其他 IT 系統供員工作工作上的意見交

流？ 

八、公司內是否有正式制度規定員工知識交流行為？ 

九、是否有定期舉辦員工旅行等康樂活動？ 

十、是否有工作紀錄制度？ 

十一、是否有標準化的工作說明書可供新進員工參照？ 

十二、貴公司核心能力為何？ 

最後在輔以公司基本資料調查，包括營業額、資本額與員工人數

多寡等作為探討其他原因時的依據。 

 

第五節 研究步驟與規劃 

研究方法部分是採取深入訪談的方式作質化的研究，本研究提出

的命題是依據研究者對現象的觀察再加上文獻的考究與邏輯推理而

成。 

之後再透過數個個案訪談再加以歸納整理、交互對照的方式瞭解

在實務方面是否真與研究者的觀察和文獻推敲的結果一致。是屬於理

論與實務相互對應的質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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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邏輯關係可以以下圖表示： 

 

 

 

 

 

 

 

 

 

圖 3-3 本研究邏輯示意圖 

 

 

 

 

 

 

 

 

設計 光罩 製造 封裝 測試 

晶圓 化學 導線架

以內部和外部兩種方式交叉檢視個案的核心能力，內部方式是以受訪者本身

認知為基準，外部方式是研究者以理論分類再輔以外在趨勢分析兩者交叉比

對與配合來整理出核心能力 

知識類型不同         

基本條件不同 
知識分享工具與制度不同 

產業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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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

力的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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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力差

異將影響知

識分享機制 

產業價值鍊上

各不同位置廠

商所需技術不

同—其核心能

力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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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流程 

 

 

 

 

 

 

 

 

 

 

 

 

圖 3-4 本研究研究流程圖 

 

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大致如下：一開始先確定論文題目，題目確定

後，就依照題目的方向細部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確定研究問題之後，就依照研究問題整理相關文獻，將文獻整理

後獲得訪談題目，接著研擬適合訪談對象，進行訪談。最後將訪談資

確定論文題目 

確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知識分享與核心能力相關文獻回顧 

確定訪談問題及對象 

進行訪談 

解釋及分析訪談與文獻回顧資料 

論文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