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個案分析與命題發展 

本章首先將第四章的公司個案作一彙整與比較，以分析三家飯店在知識移轉

上的相同與相異處，藉著觀察實際的業界運作情況，並配合學術理論，進一步發

展出本研究的命題。 

第一節 個案彙整 

本節將依序列出研究架構中自變數及依變數的彙整結果，首先是三家飯店的

經營知識特性如下： 

就標準作業程序（SOP）而言，不論是何種前場單位的流程，三家飯店都是將之

列於書面文件中，並呈現步驟化、條列式的特色，故此種作業性知識可說是具有

相當高的成文化性。就前場作業的可教導性來看，三家飯店都認為新進員工會因

為其學經歷背景、反應能力不同而影響學習效果，如果受過正式的餐飲學校訓練

的人員，會比從非本科系出身的員工較容易學會這些知識，此外，就算員工熟讀

了書面的 SOP之後，還是要實際操作，培養自己的臨場經驗，才能體會如何正

確熟練地服務顧客，因此這些作業性知識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內隱性，亦即可教導

性屬於中等程度。再就作業性知識的複雜性而言，每家飯店認為複雜性較高的知

識不一樣，A飯店認為餐飲部和客房部的作業程序較複雜，因其完成一整套流程

須花較久的時間，所需使用的知識也較廣。C飯店也認為客房部的知識較複雜，

因其牽涉的範圍較廣較細，員工也需具備應變的能力。而 B飯店則認為工程部

的作業較複雜，因飯店規模龐大，硬體設備維修需花較多專業知識。關於飯店知

識的系統相依性，由於這是產業特性的一致性，所有飯店都需要各部門緊密配合

才能達到服務顧客的完善性，綜合個案中的三家飯店情況，都認為以餐飲、客房

的合作最密切，若須配合促銷活動的執行，也必須和行銷公關部門來聯繫，因此

整體來說，飯店的知識具有相當高的系統相依性。 

 

 

 

 

 

 

 



表 6-1個案公司知識特性的表現程度 

知識的特性 衡量內容 A飯店 B飯店 C飯店 

成文化性 標準作業程序可以口頭敘述

或用文件來清楚表達的程度 

高 高 高 

可教導性 對於新進員工容易教導作業

知識的程度 

中 中 中 

複雜性 部門的作業知識包含許多獨

特技巧或能力的程度 

餐飲部和客

房部的複雜

程度較高 

工程部的複

雜程度較高 

客房部的複

雜程度較高 

系統相依性 部門間需要緊密配合才能完

成營運的程度 

高 高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加盟總部的特性方面，移轉經驗可以視其擁有多少家加盟旅館的數目來衡

量，由於 A2集團旗下的加盟旅館為 2678家，可以說是擁有相當豐富的移轉經

驗，也代表其國際化動機的強烈；B1集團旗下的加盟旅館為 313家，國際化動

機和移轉經驗屬於中等程度；而日本 C1旅館集團旗下加盟旅館的數目少於 84

家，且大多位於日本境內，可推知其國際化動機較弱，移轉經驗也較缺乏。 

表 6-2 加盟總部的特性 

教導者的特性 衡量內容 A飯店 B飯店 C飯店 

國際化動機 國外旅館集團

加盟者的數目 

高 中 低 

移轉經驗 國外旅館集團

加盟者的數目 

高 中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接著探討國外的知識教導者和台灣的知識接受者之間的相似性：A飯店和

A2飯店同屬一集團，組織文化是跟隨總部的方向，企業策略也因定位一致而相

似，而從飯店的基本特性看來，兩家經營的服務類似，故問題處理模式也很相似，

另外，A飯店和總部間也有著高度的互動。而 B飯店也是加盟美式旅館集團，

故組織文化和企業策略由於須配合總部，也呈現高度的相似性，和總部的互動也

很高，但由於 B飯店和 B1飯店的規模有差異，其他服務還算同質，因此問題處

理模式應屬中等程度相似。相較之下，C飯店和日本總部的組織文化雖都具有日



式服務風格，其精神理念還是有差異，相似性屬中等，日本 C1飯店的企業策略

較多變，和 C飯店針對日本商務客源的策略有著較低的相似性，而兩家飯店的

規模和經營知識的範圍都有很大差異，相似性較低，最後以 C飯店和日本總部

的互動而言，比起 A、B飯店程度較低，故屬於中等。 

表 6-3： 個案公司與加盟總部的相似性 

相似性構面 衡量內容 A飯店 V.S. 

A2飯店 

B飯店 V.S. 

B1飯店 

C飯店 V.S. 

C1飯店 

組織文化 經營、服務理念或管理原則 高 高 中 

企業策略 市場定位與目標顧客群 高 高 低 

問題處理模

式 

地理位置、顧客群、飯店規模

大小、產品及服務型態等背景

經營知識 

高 中 低 

互動情形 資訊往來、文件移轉、人員 

交流、教育訓練及會議等頻率 

高 高 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加盟業者的特性方面，以學習動機來說，由前述可知，A、B飯店的加盟

總部國際化經驗豐富，較能引起加盟者的學習意願，且 A、B飯店也一直都是選

擇和原集團合作，表示必有其正面的效益；而  C飯店的加盟總部國際化經驗少，

導致 C飯店的學習意願較低，僅保持互相學習的態度。以吸收能力來說，B飯店

的加盟經驗最早，其次是 A飯店，C飯店最晚，且 A、B飯店至今都和同一集團

合作，此外 B飯店的總經理是 B1集團調派來台的，因此可推知此兩家飯店的吸

收能力較強；相反地，C飯店最初是和美式旅館集團合作，卻歷經理念不合而分

家，之後選擇加盟日式旅館集團，顯示其需要較長的適應時間去找尋最佳的合作

夥伴及模式，且 C飯店的董事長為本土企業家，國外經驗也較少，故其吸收能

力較弱。 

表 6-4加盟業者的特性 

接受者的特性 衡量內容 A飯店 B飯店 C飯店 

學習動機 學習的意願 高 高 低 

吸收能力 過去的加盟經

驗或 CEO的

國外經驗 

高 高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個案分析中，研究者將國外旅館集團移轉給台灣加盟業者的知識內容以十

個經營構面來描述，以下分別探究其移轉程度： 

1. 品牌形象：由於三家飯店都是加盟國外旅館集團，也都使用其品牌名稱，故

對於品牌形象的移轉程度為高。 

2. 硬體設備：A飯店對於國外總部的規定是盡力維持，唯獨外觀建築因年代久

遠或預算不足而無法翻修，因此移轉程度屬中等；B飯店的總部規定部份限

於品牌字樣及客房設施的標準，故移轉程度為中；日本總部對 C飯店在客

房、餐廳設備上的要求較多，移轉程度也屬中等。 

3. 作業程序：A、B飯店部分的標準作業流程是沿用國外總部的規定，其他則

是自行設計，故移轉程度屬中等；C飯店完全沒有接受日本總部 SOP的移

轉，因此移轉程度為低。 

4. 人員服務：A飯店在問候和電話禮儀部分會遵守總部規定來訓練員工，故移

轉程度屬中等；而 B、C飯店的前場人員訓練都由自己來，作業流程由自己

訂，移轉程度為低。 

5. 餐飲服務：此部分知識易受文化及國人消費偏好影響，故國外總部不涉入，

移轉程度均屬低。 

6. 行銷業務：A、B飯店在某些活動上會配合總部的整體促銷，C飯店會運用

日本當地媒體、旅行社和飯店等行銷網路來拓展業務，因此整體上，三家飯

店的移轉程度屬中等。 

7. 組織管理：三家飯店都是由本土經理人來管理，移轉較少，唯 B飯店的總

經理是由總部調派過來，會帶有國外的管理理念，故程度屬中偏低。 

8. 資訊系統：A、B飯店的訂房系統和總部連線，也接受國外總部顧客忠誠方

案的客源，故移轉程度高；而 C飯店沒有和日本總部連線，移轉程度為低。 

9. 會計系統：三家飯店都須遵守台灣的會計稅法，故國外移轉程度均為低。 

10. 人力資源管理：三家飯店都會外派員工到國外飯店交流實習，A、B飯店的

國外總部也會有定期的教育訓練課程，故移轉程度屬中等。  

 

 

 

 



表 6-5個案公司各項活動的知識移轉程度 

          飯店 

經營活動 

A飯店 B飯店 C飯店 

品牌形象 高 高 高 

硬體設備 中 中 中 

作業程序 中 中 低 

人員服務 中 低 低 

餐飲服務 低 低 低 

行銷業務 中 中 中 

組織管理 低 中偏低 低 

資訊系統 高 高 低 

會計系統 低 低 低 

人力資源管理 中 中 中 

整體移轉程度 中等偏高 中等 偏低 

＊（1）高：完全的移轉（2）中：部分移轉（3）低：沒有移轉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就國外旅館集團移轉經營知識的方式而言，綜合個案可歸納出四種方式：文

件手冊、派遣顧問、人員交流和通訊。在文件手冊方面，A、B飯店部分承襲國

外旅館集團的 SOP，故接受了許多書面的移轉，移轉程度為高，而 C飯店的 SOP

完全由自己設計，沒有任何移轉，移轉程度為低。顧問派遣方面，國外旅館集團

會定期或不定期派遣顧問至 A、B飯店檢查設備和服務品質是否維持應有的加盟

標準，故移轉程度為高，而日本旅館集團沒有派人至 C飯店抽檢的約定，故移

轉程度為低。在人員交流方面，三家飯店會外派員工到國外飯店交流實習，總部

也會召開定期的區域會議，C飯店則會和日本飯店進行經理人交流，故 A、B、

C飯店的人員交流程度都算高。在通訊方面，三家飯店平時會和國外總部以電子

郵件、電話或傳真等設備進行溝通聯繫，但頻率不至於經常使用，故移轉程度為

中等。 

 



表 6-6：知識移轉的中介 

移轉機制 衡量內容 A飯店 B飯店 C飯店 

文件手冊 書面的 SOP 高 高 低 

顧問派遣 抽檢人員來台

的頻率 

高 高 低 

人員交流 員工外派或召

開經理人會議

的頻率 

高 高 高 

通訊設備 電子郵件、電

話及傳真溝通

的頻率 

中 中 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二節 命題發展 

根據三家飯店的個案，本研究僅以（一）知識移轉的內涵（二）知識移轉的

方式（三）知識移轉的流量作為依變數。而自變數則為影響知識移轉的因素，可

分為影響依變數一的 A類因素：文化、品牌，及影響依變數二的 B因素：知識

的特性，影響變數三的 C類因素：被加盟者的經驗、移轉方式、加盟雙方的相

似性、加盟者和總部的關係、加盟者的學習動機、加盟者的吸收能力。以下即為

研究者依據學術理論與實務現象的討論所推論出的各命題。 

一、知識移轉內涵之命題 

Kostova（1999）認為影響移轉成功的因素有三大類，其中之一是社會因素，

代表著移轉雙方的制度環境，若此環境愈相同，組織移轉知識就愈成功。同樣地，

Simonin（1999）在其策略聯盟的知識移轉過程研究中，也點出了文化距離會對知

識移轉的過程產生影響，因此從理論上可知知識移轉會受到文化及國家環境因素

所影響。 

就實務面來看，由上節表 6-5可看出，A、B、C個案飯店在各項經營活動上

的移轉程度，以餐飲服務、組織管理和會計系統此三項的程度最低，亦即完全無

移轉情形，主要因為餐飲是一項特殊的文化，易受到各國的消費者偏好，甚至環

境氣候、食物生長季節、民俗慶典活動等的影響，必須採取當地化策略，以符合

各國的餐飲需求。而就會計制度而言，由於需要配合政府法規和相關稅務原則，

此項知識也就因地而異。至於組織管理上，由於本研究探討的是加盟連鎖的合作

模式，因此台灣的飯店還是由本地經理人管理，故此部份的知識沒有移轉；而且，

管理的知識一般來說容易受到組織因素如公司制度、人員因素如員工教育背景等

的影響而不適合在各地都採取一套相同的管理模式，所以也就不容易被移轉。 

相較之下，A、B、C個案飯店在品牌形象這個構面的移轉程度同樣都很高，

可以推知品牌名稱和商標是一種全球都可通用，標準化很高的知識，而且品牌和

商標往往會受到契約或法律的限制而能維持它的一致性，亦即須經過契約的簽訂

授權或法律的允許才能使用，因此容易移轉。 

綜合上述的推論，在旅館業的加盟過程中，國外總部移轉給加盟業者的知識類

型會因此種知識在當地的適用性高低而影響移轉的難易程度，適用性高的知識容

易移轉，相反地，適用性低的知識較難移轉。故此發展出命題一及其子命題： 

【命題一】知識移轉的內容會受到採取差異化或標準化策略的影響 

命題 1-1：易受到當地文化影響的知識不易被移轉。 



命題 1-2：標準化程度高的知識較易被移轉。 

 

二、知識移轉方式之命題 

在 Kogut and Zander（1995）的文章中，其實證結果顯示知識的成文化和可

教導性愈高，愈有助於知識的移轉。Eisenhardt&Santos的知識基礎觀點文章中曾

提出：人際互動或人事交流等機制是克服移轉內隱性或複雜性知識的方法。

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對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的實證研究結果顯

示，海外市場的資訊內隱性較高的話，需要透過豐富的資訊處理機制來移轉，譬

如以具備海外市場經驗的人員組成跨國專案小組、時常和海外經理人溝通等方

式。故理論上知識的特性和運用何種移轉方式會影響知識移轉的成功與否。 

從個案中可發現 A、B飯店從國外總部得到的書面資料大多是描述標準作

業流程，如行政作業、電話禮儀、文宣品等，這些是屬於成文化較高的知識；但

若是關於總部新的營運目標與創新理念等，就需藉由年度區域會議來向旗下各飯

店說明，並讓大家互相交流學習，甚至總部推出的顧客忠誠方案，也會派人至台

灣的飯店來說明或支援，如 B飯店的 SPG program，因此可推知成文化較高的知

識較易利用文件來移轉。 

就旅館知識的可教導性而言，A、B、C個案飯店員工的可教導性程度均為

中等，亦即旅館作業知識仍具有一定的內隱性，新進人員須經主管帶領實際操

作，由做中學習，逐漸累積經驗才能在服務顧客上做的更好。而這是無法書面文

件的移轉就能達到的效果，因此可推知可教導性愈低、內隱性越高的知識較適合

人員交流的方式來移轉。 

就旅館知識的複雜性而言，A、C飯店認為旅館業中較複雜的知識就是客房

和餐飲，因為其涉及的層面較廣、須配合運作的部門較多，而這方面的知識很少

藉由書面文件即可學會，通常人力資源部會安排如廚師、housekeeping人員到海

外去實習，和國外飯店人員交流後，再將國外好的經驗帶回飯店加以運用。因此

可推知複雜性愈高的知識較適合利用人員交流的方式來移轉。 

綜合上述討論，發展出命題二及其子命題： 

【命題二】知識的特性會影響知識移轉的方式 

命題 2-1：成文化愈高的知識愈傾向以書面文件方式移轉 

命題 2-2：可教導性愈低的知識愈傾向以人員交流方式移轉 

命題 2-3：複雜性愈高的知識愈傾向以人員交流方式移轉 



三、知識移轉流量之命題 

在過去的知識移轉文獻中，學者們探討了許多因素對知識移轉產生正面或負

面的影響，如第二章表 2-1所列，依循此脈絡，本研究欲探討這因素對知識移轉

流量的影響。 

甲、教導者的特性 

Teece（1977）提出決定技術移轉的成本有兩大因素，在移轉者本身特性方

面就是有多少公司使用相同的技術。另外，Lord & Ranft（2000）認為教導者本

身的動機與誘因也是影響知識移轉成功的因素之一。以此理論為基礎，本研究便

探討實務上加盟總部過去移轉的經驗、是否充滿動機等因素對知識移轉流量的影

響。就個案中看來，A、B飯店均加盟美式旅館連鎖集團，且比起 C飯店得到較

多的知識移轉，這兩家美國旅館集團旗下的加盟飯店分別為 2678家和 313家，

規模均遠超過日本旅館集團旗下加盟飯店的數目（總數 84家，故加盟者必少於

84家），又由於加盟制度最初源自於美國，可推知美式的旅館總部相較於日式的

旅館總部，知識移轉的經驗必然較豐富，移轉給台灣業者的知識流量較多。 

綜合上述討論，發展出命題三及其子命題： 

【命題三】被加盟者的經驗與知識移轉的流量多寡成正比 

命題 3-1：加盟數愈多的總部移轉給加盟者的知識愈多，如美式連鎖旅館 

命題 3-2：加盟數愈少的總部移轉給加盟者的知識愈少，如日式連鎖旅館 

 

乙、教導者和接受者雙方特質 

Eisenhardt&Santos認為知識發送者和接收者的組織文化、企業策略愈相似，

愈能促進知識的移轉，Kostova（1999）及 Simonin（1999）同樣認為組織文化的

相容性會影響知識移轉。Darr ＆ Kurtzberg（2000）則發現知識移轉較常發生在

擁有相同企業策略的公司之間。另外，Lane & Lubtakin（1998）提出知識接受者

對教導者的組織問題愈熟悉，愈能運用教導者的知識來處理自己的問題。基於這

些學者的論點，以下便就實務面來探究教導者和接受者雙方的相似性對知識移轉

流量的影響。 

就組織文化層面看來，A飯店遵守國外總部的「卓越而不奢華」原則；B飯

店的總經理是由集團總部調派至台灣，也會將集團的理念付諸實行，因此可以說

這兩家飯店和總部的組織文化較相似，由第一節可知，其知識移轉的流量亦較

多。相反地，C飯店和日本總部的文化精神有些許差異，在組織的管理上 C飯店



採分權，日本總部採集權方式，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另外，由於兩者間沒有

強制的約束力來達到彼此間緊密的關係，以致知識移轉的流量較少。所以可以推

知加盟雙方的組織文化相似性高低會影響知識移轉的多寡。 

再就加盟雙方的企業策略面而言，A2集團在全球的飯店均位世界各大主要

都市及國際機場，並針對商務旅客提供標準化的貴賓樓層，因此 A飯店和 A2集

團的企業策略是一致的。B飯店在全球均定位在五星級商務飯店，多位於市中心

的商業區，客源以商務旅客為主，因此企業策略也很相似。然而，C飯店定位在

精緻的中小型商務旅館，以商務旅客為主，C1集團在日本各都市所設置多是中

至大型飯店，顧客群中商務旅客和團體觀光客皆有，且根據集團創辦人的作風，

各城市的 C1飯店各有不同的特色，主要是符合當地需求，有時甚至可以轉型、

改變定位。因此，C飯店和 C1集團除了目標客群有差異外，整體的企業策略也

較不同。由此又可推知，加盟雙方的企業策略相似性高低亦會影響知識移轉的多

寡。 

最後來看加盟雙方的問題處理模式：B飯店和 B1集團旗下最早直營飯店除

了在規模上有差異外，其他硬體設備和附加服務均類似，顯示兩者的經營知識同

質性高；而 C飯店除了和 C1集團最早的直營飯店在住房和餐飲的規模上有差

異，C飯店亦不具備日本 C1飯店某些附加服務的經營知識。所以相較之下，A、

B飯店和其加盟總部兩者在碰到問題時的處理模式較相似，所接受的知識移轉亦

較多；C飯店和日本總部兩者的相似性較低，所得到的知識移轉也較少。 

綜合上述討論，發展出命題四及其子命題： 

【命題四】加盟雙方的相似性與知識移轉的流量多寡成正比 

命題 4-1：加盟雙方的組織文化愈相似，知識移轉的流量愈多 

命題 4-2：加盟雙方的企業策略愈相似，知識移轉的流量愈多 

命題 4-3：加盟雙方的問題處理模式愈相似，知識移轉的流量愈多 

 

Lord & Ranft（2000）和 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都認為在移

轉海外市場的知識時，有效的溝通管道及良好的人員互動較具正面的幫助，以下

研究著欲探討此論點是否對知識移轉的流量也有同樣的效果。 

根據個案分析可知，A、B飯店和總部之間的互動頻率（包括書面移轉、人

員交流、經理人會議、教育訓練、使用通訊設備交談、設置溝通窗口等）可以說

很頻繁，知識移轉的流量也較多；而 C飯店和日本總部之間的互動包括經理人



交流、海外實習、通訊設備聯絡等，互動程度屬於中等，C飯店接受的知識移轉

也較少。由此可推知加盟雙方的互動頻率高，知識移轉較多；互動頻率低，知識

移轉較少。故發展出命題五： 

【命題五】加盟者和加盟總部的互動頻率與知識移轉的流量多寡成正比 

 

丙、接受者的特性 

Szulanski（1996）發現知識接受者若本身缺乏學習動機，將會造成公司內部

的知識移轉產生僵固性。就實務面看來，A、B飯店當初加盟的動機是為了追求

國際化的腳步，向國外業者學習，這兩家飯店的加盟歷史較久，A飯店始於 1992

年，後經美國總部為進入高級飯店市場創立新品牌而改變名稱，但終究源自於同

一集團，A飯店也認為加盟後確實帶來某些正面的績效，更加強其向總部不斷學

習的意願。至於 B飯店更早於 1982年，且 B飯店歷經經營權的轉換後，仍選擇

和原來的國外旅館集團合作，顯示其合作過程確實有許多益處，使得 B飯店的

學習意願仍然很強烈，大部分的情況也是以接受者的角度來學習；相較之下，C

飯店由於顧客群多為日本人，便選擇加盟日本最大的旅館集團，雖然抱持互相學

習態度，但 C飯店認為自己也有日本 C1飯店可取經之處，故學習意願會較少於

A、B飯店，亦導致較少的知識移轉流量。由上述可推知若加盟者積極學習的動

機愈強烈，必能得到較多的知識移轉，反之亦然。因此可證明理論上和實務上的

發現是一致的，故發展出命題六及其子命題： 

【命題六】加盟者的學習動機影響知識移轉的流量 

命題 6-1：加盟者愈主動積極學習，知識移轉的流量愈多 

命題 6-2：加盟者對總部的學習持保留態度，知識移轉的流量愈少 

 

Cohen（1990）將吸收能力視為一種公司隨著時間慢慢累積的相關知識基礎

的能力，亦即它具有路徑相依的特性。Teece（1977）也認為技術接受者愈有相

關技能或經驗，或者研發活動較密集，都顯示其吸收外來技術的能力較好。另外，

Simonin（1999）也發現若策略聯盟中的夥伴具備先前的經驗也會對知識移轉過

程產生影響。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則提出擁有海外市場經驗的

人員會對移轉海外市場的知識有正面的作用。為了印證上述理論，研究者以加盟

者過去的加盟經驗、CEO的國外經驗來衡量其吸收能力，探討吸收能力對於知

識移轉流量的影響。 



就三個個案看來，A飯店加盟經驗始自於 1992年，B飯店始自於 1982 年，

且一直以來都和同一集團合作，似乎也很能適應美式旅館集團的風格；但 C飯

店首次加盟國外旅館集團是從 1999年才開始，且歷經理念不合而轉換合作對象

至日式旅館集團，可推知 A、B飯店會比 C飯店累積更多相關知識，吸收能力也

較強，而確實也得到較多的知識移轉。由此可推知加盟者累積較多經驗、吸收能

力愈強，接受的知識移轉也較多，反之，加盟者過去的經驗不足、吸收能力較弱，

會造成知識移轉的流量較少。 

另外，雖然三家飯店都是由本地經理人來經營，B飯店的總經理卻是由集團

總部調派至台灣，他也曾經在國外的 B1飯店任職過，會將 B1集團的經營理念

和作法帶回台灣實行，也藉由頻繁地和總部互動不斷地學習，因此 B飯店得到

較多的知識移轉。而 C飯店的董事長也常常和日本 C1集團的高階經理人交流，

但相較之下，他畢竟沒有親自待過日本的任何一家 C1飯店，無法確實的了解 C1

集團的文化理念及運作方式，能夠深入學習的地方有限，也就造成較少的知識移

轉。由此可知，CEO的國外經驗多寡和知識移轉的流量亦成正比的關係。 

綜合上述討論，發展出命題七及其子命題： 

【命題七】加盟者的吸收能力和知識移轉的流量成正比 

命題 7-1：加盟者過去的加盟經驗愈成功，知識移轉的流量愈多。 

命題 7-2：加盟者的高階經理人國外經驗愈多，知識移轉的流量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