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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驗證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架構包含知識整合能力模式、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對組織創

新績效之影響，及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對組織創新績效之影響三個部分，經過前一

章對量測工具進行過探索性分析之後，本章的第一節要再針該分析之結果進行驗

證，以確保量測工具的品質，然後在第二節中說明以該驗證所得的量測模式來測

量樣本所提供之變數值，並透過 LISREL檢定變數間關係之假設。 

第一節 量測模式之分析與檢定 
量測模式分析是利用驗証性因素分析來驗証研究模式中，各觀察變數是否正

確地測量到各潛在變數，以及檢驗是否有負載(loadings)在不同潛在變數的複雜觀

察變數(complex measure item)，所謂的複雜觀察變數是指模式中，同時對不同潛

在變數皆達到顯著水準高負載的觀察變數。量測模式分析的驗証是屬模式內在結

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適配度的檢驗(fitness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主要在評估觀察變數與潛在變數的信度、效度、估計參數的顯著水準。

因此，量測模式分析可以檢定模式中各構面的收斂效度及區別效度。 

以 SEM 檢定信度與效度比傳統採用多特質多方法(Multitrait Multimethod, 

MTMM)的優點較多(張紹勳，民 90)： 

1. SEM在施行上比MTMM方便，由於MTMM必須以不同的量表對樣本多次

施測，往往造成實際執行上的限制與困難，而 SEM則能直接檢定各構念的

收斂效度及區別效度。 

2. SEM通常可比MTMM得到更正確的結果，由於 SEM是採用驗証性因素分

析法，不同於MTMM採用探索性因素分析法，兩者主要差異是探索性因素

分析法須主觀決定轉軸(rotation)方式，而驗証性因素分析法則是估算因素間

存在的相關清況下來驗証因素的收斂效度，因此 SEM 比 MTMM 更可得正

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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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良好的量測模式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研究模式中各觀察變數必須能

正確測量出各潛在變數；(2)同一觀察變數不能對於不同的潛在變數都產生顯著

的負荷量(loading)；(3)量測模式的一階驗證因素分析模式須具備整體配適度。其

有關的統計檢定指標包括： 

1. 個別項目的信度(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個別項目的信度是各觀察變數對

其潛在變數的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Hair, et al.(1992)建議因素負荷量應

該都在 0.5以上。 

2. 潛在變數的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潛在變數的組合信度是其所有觀

察變數之信度的組成，Fornell and Larcker(1981)的建議值為 0.6以上。若潛

在變數之組成信度愈高，則表示其觀察變數愈能測出該潛在變數。 

3. 潛在變數的平均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平均變異抽取量是

計算潛在變數之各觀察變數對該潛在變數的平均變異解釋力。若潛在變數之

平均變異抽取量愈高，則表示潛在變數有愈高的收斂效度，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其標準值須大於 0.5。 

4. 在區別效度的檢定上，可比較各構面的變異萃取量是否大於構面間的 R2值

而得，R2值代表構面的變異受其他構面項目解釋的百分比，應小於代表構面

項目對構面變異解釋的百分比。 

5. 估計參數的顯著水準：該指標是檢定觀察變數對該潛在變數的因素負荷量

(foctor loading)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它是一個標準化值，因此若要 p值達.05

顯著水準，t-value的絕對值至少為 2.00。 

6. 標準化殘差(standardized residuals)：標準化殘差是用來計算估計值與樣本值

之間的誤差，若測量模式有良好適配度(fitness)，其值應呈現常態分佈並且

絕對值小於 2.58(Joreskog and Sorbom, 2000)。 

7. 理想量測模式的整體配適度指標的標準包括：χ2的 p 值大於.05、平均單位

自由度之卡方增量(χ2/df)小於 3、配適度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大

於.900、比較配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大於.900、基準配適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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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normed fit index, NFI) 大於.800、殘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小於.05 與漸近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小於.05(Joreskog and Sorbom, 2000；張紹勳，民 90)。 

一、知識整合能力模式的量測模式之一階驗證性因素

分析 

知識整合能力模式的量測模式如圖 5-1所示，包含「吸收能力」、「合作能力」、

「知識整合能力」與「組織創新績效」等四個構念。本研究使用 SEM統計軟體

AMOS 對前述建構效度與信度分析的結果，再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在篩選量

測模式中的指標變數時，本文係以AMOS所提供的「修定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MI)來處理，若 MI 值愈大，則代表刪掉該題目之期望 χ2值愈高，尤其 MI 值大

於 3.84的指標應予優先刪除(Jöreskog and Sorbo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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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知識整合能力模式的量測模式(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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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行一回合分析後，A4、C7的因素負荷λa4與λc7小於 0.5被刪除掉。

再根據 MI(modification index)<3.84的原則對量測模式中變數的關係進行修正，

結果發現 A2 與 A7、C5 與 C8 的誤差項之間有相關存在，並且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這兩對量測變數之間有測量效果存在，因此修正模式將此二關係的估測也加

入。重新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後，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便穩定維持在 0.54 以

上，且均達到顯著水準。在殘差分析中，所有的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均小於

(Jöreskog and Sorbom, 2000)所建議的 2.58，顯示此量測模式與樣本之間有良好的

配適。潛在變數組合信度的驗證方面，Fornell and Larcker(1981)的建議值為 0.6

以上，若潛在變數之組合信度越高，則表示這些觀察變數越能測出該潛在變數。

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所有 11個潛在變數的組合信度都超過 0.6，也

沒有觀察變數同時跨越兩個構面的因素負荷大於 0.5的情形。由表 5-1中所顯示

各量測變數的個別信度均大於 0.5與各構面的組合信度均大於 0.6，及表 5-2中所

顯示的各構面變異萃取量均大於構面間的 R2值，顯示量測模式有良好的收斂效

度與區別效度。 

表 5-1 知識整合能力量測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 

吸收能力 合作能力 知識整合能力 創新績效 

構面一：辨識 構面一：信任 構面一：系統化 構面一：產品技術 

ρ=.72 ρ=.82 ρ=.70 ρ=.81 

A1 λ=.65 C1 λ=.62 I1 λ=.73 N1 λ=.74 

A2 λ=.66 C2 λ=.89 I2 λ=.61 N2 λ=.65 

構面二：蓄積 構面二：溝通 構面二：互動協調 N3 λ=.56 

ρ=.62 ρ=.73 ρ=.75 N4 λ=.54 

A5 λ=.61 C5 λ=.70 I3 λ=.67 構面二：管理創新 

A6 λ=.66 C6 λ=.66 I4 λ=.70 ρ=.75 

構面三：應用 構面三：協調 構面三：社會化 N5 λ=.58 

ρ=.73 ρ=.70 ρ=.62 N6 λ=.72 

A7 λ=.82 C8 λ=.72 I5 λ=.66 N7 λ=.65 

A8 λ=.71 C9 λ=.70 I6 λ=.72   

(ρ為組合信度值，λ為因素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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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知識整合能力量測模式建構效度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辨識 0.559           
2 蓄積 0.372 0.453          
3 應用 0.224 0.351 0.581         
4 信任 0.441 0.213 0.076 0.697        
5 溝通 0.135 0.034 0.063 0.098 0.577       
6 協調 0.049 0.239 0.099 0.279 0.361 0.540      
7 系統化       0.545     

8 
互動 
協調 

      0.058 0.603    

9 社會化       0.011 0.297 0.677   

10 
產品技

術創新 
         0.519  

11 
管理 
創新 

         0.073 0.504

(對角線上為各構面的萃取變異，其餘為構面間的 R2值) 

二、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的量測模式之一階驗證
性因素分析 

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的量測模式如圖 5-2所示。經過一階驗證性因素分

析後，K2、K4、K5、M3、M4 五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小於 0.5 被刪除掉。重新進

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後，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便穩定維持在 0.50 以上，且均達

到顯著水準。在變數量測的殘差分析中，所有的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均小於

Joreskog and Sorbom(2000)所建議的 2.58，顯示此量測模式與樣本之間有良好的

配適。潛在變數組合信度的驗證方面，所有 6個潛在變數的組合信度都超過 0.6，

也沒有觀察變數同時跨越兩個構面的因素負荷大於 0.5的情形。各構念量測模式

的整體配適指標，包括 GFI、CFI 均大於 0.9，RMR<.05，RMSEA<.05，卡方與

自由度的比值也都小於 3，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可以確認量表的收斂效度、區別效

度與信度均達可接受的水準。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如表 5-3所示。表 5-4中所

顯示的各構面變異萃取量均大於構面間的 R2值，顯示量測模式有良好的收斂效

度與區別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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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量測模式(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 5-3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量測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 

知識特質 知識整合機制 創新績效 

構面一：外顯複雜 構面一：系統式 構面一：產品技術 

ρ=.66 ρ=.78 ρ=.81 

K1 λ=.64 M1 λ=.85 N1 λ=.74 

K3 λ=.70 M2 λ=.58 N2 λ=.65 

    N3 λ=.56 

    N4 λ=.54 

構面二：專屬 構面二：互動式 構面二：管理 

ρ=.69 ρ=.67 ρ=.75 

K6 λ=.75 B5 λ=.50 N5 λ=.58 

K7 λ=.66 B6 λ=.62 N6 λ=.72 

  B7 λ=.62 N7 λ=.65 

(ρ為組合信度值，λ為因素負荷) 

表 5-4 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量測模式的建構效度分析 

  1 2 3 4 5 6 
1 外顯複雜 0.496      
2 專屬 0.084 0.531     
3 系統式   0.643    
4 互動式   0.012 0.409   

5 
產品技術

創新 
    0.517  

6 管理創新     0.065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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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識整合創新能力量測模式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一)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一階驗證模式中包含各觀察變數與因素 ξ之間的關係，及各因素 ξ間之相

關，另外亦包含各觀察變數的唯一性因素 δ，而 δ之間則無相關存在，一階驗證

性因素分析的模式如圖 5-3所示。 

 
圖 5-3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之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資料來源：本研究) 

各觀察變數對潛在變數的複迴歸係數整理如表 5-5所示，表中各構面項目的

係數值均大於非構面項目的係數值。在一階驗證性模式中，各構念的因素負荷值

大多達 0.5以上，而個別信度值均達 0.50以上，顯示模式中各構面的收斂效度量

好，各構面因素負荷值與組合信度整理如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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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觀察變數對潛在變數的複迴歸係數 

 辨識 蓄積 應用 
系統式

機制 
互動式

機制 
信任 溝通 協調 

A1 0.200 0.053 0.069 0.051 -0.001 0.076 0.030 -0.053 
A2 0.234 0.056 0.028 0.060 -0.007 0.093 0.036 -0.064 
A5 0.027 0.210 0.042 0.020 0.081 0.010 -0.020 0.037 
A6 0.027 0.209 0.042 0.020 0.081 0.010 -0.020 0.037 
A7 -0.015 0.047 0.381 0.000 0.045 -0.033 -0.009 0.025 
A8 0.089 0.059 0.293 0.025 0.031 0.015 0.009 -0.009 
M1 0.079 0.062 0.034 0.540 -0.029 0.017 -0.014 0.098 
M2 0.021 0.016 0.009 0.144 -0.008 0.005 -0.004 0.026 
M5 0.000 0.095 0.033 -0.011 0.201 0.035 0.028 -0.027 
M6 0.000 0.081 0.028 -0.009 0.172 0.030 0.024 -0.023 
C1 0.063 0.016 -0.006 0.009 0.049 0.230 -0.025 0.051 
C2 0.098 0.026 -0.01 0.014 0.076 0.362 -0.039 0.080 
C5 0.034 -0.036 0.021 0.069 0.110 -0.016 0.685 0.199 
C6 0.018 -0.024 0.001 -0.006 0.028 -0.018 0.117 -0.033 
C8 -0.038 0.058 0.017 0.092 0.001 0.055 0.233 0.331 
C9 -0.045 0.062 0.007 0.054 -0.038 0.053 -0.046 0.212 

 

在區別效度的檢定上，表 5-5中非構面項目的迴歸係數值小於構面項目的係

數值，已提供區別效度初步的檢定結果，本研究繼續比較各構面的萃取變異與構

面間的 R2值，如果各構面間的 R2值均小於各構面的萃取變異，代表構面間的共

享變異小於構面對構面項目的解釋變異，便可確認模式具有區別效度。表 5-7為

萃取變異與構面間的 R2值的整理，由對角線上的萃取變異均大於各構面間的 R2

值，因此可以確認一階驗證模式具有區別效度。 

經過整體配適檢定之後發現，χ2值為 78.27，其 p值為.345大於.05顯著水準，

代表模式配適的虛無假設被拒絕，平均單位自由度之卡方增量(χ2/df)為 1.06在標

準值 3的範圍內，GFI為.903達.900標準、CFI為.988亦達.900標準，NFI為.833

達.800標準，RMR為.040、RMSEA為.024均在.05標準範圍內，綜合上述整體

配適度指標的分析，可以確認一階驗證模式的建構效度是為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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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構念之個別信度與組合信度表 

 辨識 蓄積 應用 
系統

式 
機制

互動

式 
機制

信任 溝通 協調 
產品

技術

創新 

管理

創新

A1 0.694          
A2 0.732          
A5  0.623         
A6  0.654         
A7   0.783        
A8   0.701        
M1    0.872       
M2    0.571       
M5     0.704      
M6     0.486      
C1      0.719     
C2      0.772     
C5       0.817    
C6       0.745    
C8        0.778   
C9        0.745   
N1         0.744  
N2         0.653  
N3         0.561  
N4         0.542  
N5          0.583
N6          0.724
N7          0.650
組合 
信度 

0.771 0.626 0.748 0.715 0.559 0.741 0.749 0.705 0.812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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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構面萃取變異與構面間的 R2值 

 辨識 蓄積 應用 
系統式

機制 
互動式

機制 
信任 溝通 協調 

辨識 0.628        

蓄積 0.318 0.456       

應用 0.297 0.326 0.598      

系統式 
機制 

0.325 0.282 0.171 0.651     

互動式 
機制 

0.173 0.461 0.223 0.080 0.417    

信任 0.444 0.260 0.098 0.231 0.221 0.680   

溝通 0.115 0.048 0.071 0.169 0.172 0.038 0.707  

協調 0.056 0.268 0.097 0.440 0.062 0.274 0.208 0.648

(對角線上為各構面的萃取變異，其餘為構面間的 R2值) 
 

 (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各共同因素間的相關矩陣 Φ(phi)不為零的檢定結

果如果顯著的話，則可再進行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提取更高階的共同因素。

表 5-8為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各共同因素的相關矩陣，從表中可以發現各因

素間的相關係數大多呈現顯著結果，所以本研究接著再進行二階驗證性因素分

析。在二階驗證模式中，係假定第二階的潛在變數 ξ是一階潛在變數 η的因，所

以第二階共同因素 ξ對觀察變數沒有直接效果，而第一階共同因素 η之間也沒有

直接關係，第一階因素之間的關係必須透過第二階共同因素 ξ來解釋，二階驗證

性因素分析模式如圖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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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各因素間之相關矩陣 

 辨識 蓄積 應用 
系統式

機制

互動式

機制
信任 溝通 協調 

辨識 1.000        
蓄積 0.564 1.000       
應用 0.545 0.571 1.000      
系統式

機制 
0.570 0.531 0.413 1.000     

互動式

機制 
0.416 0.679 0.472 0.283 1.000    

信任 0.666 0.510 0.313 0.481 0.470 1.000   
溝通 0.339 0.218 0.267 0.411 0.415 0.195 1.000  
協調 0.237 0.518 0.312 0.663 0.248 0.523 0.4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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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之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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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比較一階模式與二階模式的卡方值(分別為 83.84與 93.77)，比值為.893

極為接近 1，代表第二階共同因素確實存在，並且第二階共同因素對第一階因素

變異的解釋達到 89.3%的水準。其次，再檢視第二階共同因素對一階變數的因素

負荷值均大於.50，且 p值均達.05顯著水準，表示該模式具有良好的收斂效度，

二階因素分析的各因素負荷值整理如表 5-9。在整體配適度檢定方面，χ2值為 

 

表 5-9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之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值 

 辨識 
λ1 

蓄積 
λ2 

應用

λ3 
系統式

機制 λ4

互動式

機制 λ5

信任 
λ6 

溝通 
λ7 

協調 
λ8 

λ 0.83 0.79 0.55 0.67 0.59 0.69 0.55 0.66 

 

93.77，其 p值為.344大於.05顯著水準，代表模式配適的虛無假設被拒絕，平均

單位自由度之卡方增量(χ2/df)為 1.054 在標準值 3 的範圍內，GFI 為.903、CFI

為.989達.900標準，RMR為.046、RMSEA為.023均在.05標準範圍內，綜合上

述整體配適度指標的分析，可以確認二階驗證模式的建構效度亦為可接受的，因

此本量測模式指出，第二階因素「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為「吸收能力」、「知識整

合機制」與「合作能力」的共同因素，亦即「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的構面包括「吸

收能力」、「知識整合機制」與「合作能力」等構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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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構模式之分析與檢定 

一、知識整合能力模式的分析與檢定 

本研究根據知識基礎理論認為「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共同影響「知識

整合能力」，而「知識整合能力」則影響「創新績效」，對此架構的驗證，本研究

先從每個潛在自變數對潛在依變數因果關係驗證開始，以修正模式中的因果關

係，然後再將修正後的個別模式整合，進行整體結構模式的驗證。在潛在變數因

果關係驗證時，首先須確認各量測變數之 λ(lambda)值是否均大於 0.5，並且誤差

項之絕對值須小於 2.58，未達標準的量測變數代表其未能有效量測出潛在變數的

水準，應從模式中刪除。其次須再確認潛在依變數的誤差項之估計值對其標準誤

(standard error)的比值(critical ratio)小於 2，或 p值小於.05水準，未達標準者代表

誤差項為常態分配、且平均為零的假設不符，相關變數則須從模式中剔除。再來

須依據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3.84 的原則(張紹勳，民 90)調整變數的關

係，其次再對模式中各變數的徑路係數之顯著性作檢定，如果有徑路係數未達顯

者水準者，則將該徑路刪除並重作整體配適度檢定。有關結構模式整體配適度分

析，也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相同，亦以 6 個指標做為評鑑的依據：卡方的 p 值大

於.05、平均單位自由度之卡方增量不大於 3、配適度指標 GFI 與比較配適度指

標 CFI大於 0.9、殘差均方根 RMR與漸近誤差均方根 RMSEA小於 0.5，採用前

四個指標做為檢定配適度，其中採 χ2/df與 CFI是為了避免配適指標受到樣本大

小的影響，可與另兩個指標：卡方的 p值及GFI相搭配，後兩個指標RMR、RMSEA

用來檢定模式估計值與觀察值之間的差異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1.吸收能力與知識整合能力(H1) 

吸收能力與知識整合能力的結構模式驗證結果如圖 5-5所示，其中矩形符號

代表量測變數、橢圓形代表潛在變數、δ 與 Z 代表誤差項，數字為 λ(lambd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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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徑路係數。在變數「知識整合能力」中，構面「社會化能力」之誤差項未能通

過檢定(critical ratio 之 p值>.05)，代表樣本資料不能使這個依變數與其自變數在

廻歸分析中，誤差的平均值為零並且呈常態分配，所以將「社會化能力」這個變

數刪除不考慮，另外「創新績效」中「產品技術創新」這個構面也因誤差項的檢

定不顯著而刪除。在吸收能力的三個構面中，除了「辨識能力」對知識整合能力

的徑路係數不顯著外，其餘兩個構面「蓄積能力」與「應用能力」均與知識整合

能力呈現高度顯著的關係。由 χ2 的 p=.11>.05、χ2/df=1.6<3、RMR=.048<.05、

GFI=.907>.900、CFI=.917>.900、RMSEA=.076>.05 來看，除了 RMSEA指標外，

其餘指標值都在標準以上，顯示結構模式的配適度良好。因此研究假說 H1-1：「吸

收能力越好，企業的系統化能力越好」，與 H1-2：「吸收能力越好，企業的互動協

調能力越好」，均獲得研究樣本的支持，也就是知識蓄積與知識應用能力，分別

對於系統化能力與互動協調兩種知識整合能力有正面影響。知識蓄積能力代表企

業知識的存量(Cohen and Levinthal, 1990)，企業所擁有的知識越豐富，越能夠理

解合作夥伴所提供包括技術文件、作業流程、資訊系統等顯性的知識系統，系統

整合成功的可能性越高，企業便有機會建立更強的系統整合能力。知識整合來自

知識應用的過程(Grant and Baden-Fuller, 1995; De Boer, et al., 1999)，企業應用既

有知識的能力越好，代表其對知識的理解程度越好，在知識的溝通上所能做的比

喻、舉例或解釋會較佳，對於整合複雜內隱知識所需進行的互動協調活動將會有

幫助，所以知識應用能力越好，互動協調式的知識整合能力就會越好。此外，分

析的結果顯示蓄積能力與應用能力相關係數為.64達.01的顯著水準，表示蓄積能

力與應用能力是高度正相關，因此吸收能力好的企業，其蓄積知識的能力與應用

知識的能力同時都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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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吸收能力對知識整合能力結構模式之驗證結果 

 
2.合作能力與知識整合能力(H2) 

合作能力與知識整合能力的結構模式驗證結果如圖 5-6所示，其中「知識整

合能力」的構面「社會化能力」之誤差項同樣也未能通過檢定，所以將這項潛在

依變數刪除不考慮，另外「創新績效」中「產品創新」這個構面也同樣因誤差項

為零的檢定不顯著而刪除。在合作能力的三個構面中，「信任」與知識整合能力

的「互動協調」呈現顯著的因果關係，「溝通」對知識整合能力的「系統化能力」

與「互動協調」之徑路係數均達.01的顯著水準，「協調」對知識整合能力的「互

動協調」之徑路係數也達.01 的顯著水準。由 χ2 的 p=.42>.05、χ2/df=1.03<3、

RMR=.044<.05、GFI=.929>.900、CFI=.995>.900、RMSEA=.016<.05 來看，所有

配適度檢定與誤差項檢定的指標值都在標準以上，顯示結構模式的配適度良好。

因此研究假說 H2-1：「合作能力越好，企業知識整合的系統化能力越好」，及 H2-2：

「合作能力越好，企業知識整合的互動協調能力越好」，均獲得研究樣本的支持。

「信任」對「系統化能力」的徑路係數未達顯著水準，可能係因樣本的顯性知識

系統大多不是企業核心的知識資源，所以在知識分享與整合過程中比較沒有損失

的顧慮，這個可能性也可以由產品技術創新績效這構面的誤差項未達可接受的水

準看出，這些顯性知識對產品技術創新的因果關係較不明確。「協調」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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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力」的徑路係數也未達顯著水準，這可能與前述「信任」對「系統化能力」

不顯著的原因類似，可能因樣本的知識的屬性，使得整合工作並不需要費很大的

協調功夫。合作能力的三個構面中，「溝通」與「協調」對知識整合能力的徑路

係數較高也較顯著，顯示兩者與合作能力的關係較密切，並且「信任」與「溝通」

和「協調」的相關係數也達顯著水準，可能的解釋是「信任」增強「溝通」與「協

調」的效果，而提升知識整合能力。所以整體來看，樣本資料支持研究假說 H2：

「合作能力越好，知識整合能力越好」。 

 

 

圖 5-6 合作能力對知識整合能力結構模式之驗證結果 

 
3.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H3) 

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的結構模式驗證結果如圖 5-7所示，吸收能力所有的構

面均與合作能力的所有構面呈顯著相關，由 χ2 的 p=.52>.05、χ2/df=.961<3、

RMR=.033<.05、GFI=.958>.900、CFI=.999>.900、RMSEA=.000<.05 來看，所有

配適度檢定與誤差項檢定的指標值都在標準以上，顯示結構模式的配適度良好，

代表研究假說 H3：「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彼此正向相關」獲得樣本資料的支持。

從學習理論的觀點(Hamel, 1991)，企業的「信任」、「溝通」與「協調」能力是學

習的結果，企業蓄積的知識除了產品知識之外，也包括管理、溝通與協調等知識，

這些知識越多，企業與其他公司合作成功的機會越多，所累積如何避免受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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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失信」而遭受損失的能力也越多，將有助於企業與夥伴建立信任關係。反

過來說，企業合作能力越好，與合作夥伴進行知識應用與知識整合成功的機會越

高，結果有助於提升本身知識應用的能力，以及知識的蓄積。 

 

 

圖 5-7 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結構模式之驗證結果 

 
4.知識整合能力與創新績效(H4) 

知識整合能力模式驗證的結果如圖 5-8所示，知識整合能力中「社會化能力」

與創新績效中「產品技術創新」兩個構面在結構化分析時，誤差項為零的檢定結

果未達顯著水準，所以被屏除在模式驗證之外，其餘變數驗證的結果顯示，知識

整合能力的兩個構面「系統化能力」與「互動協調」，對「技術與管理創新」的

徑路係數均達顯著水準。由 χ2 的 p=.47>.05、χ2/df=1.003<3、RMR=.042<.05、

GFI=.907>.900、CFI=.999>.900、RMSEA=.005<.05 來看，所有配適度檢定的指

標值都在標準以上，顯示結構模式的配適度良好，代表研究假說 H4部分獲得樣

本資料的支持，即「系統化能力」與「互動協調」兩種知識整合能力越好，企業

的管理創新績效越好。在整體結構模式的驗證中，合作能力的三個構面對知識整

合能力的各構面之徑路係數，比先前單獨檢定合作能力與知識整合能力的結構模

式時略顯降低，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在與吸收能力一併考量時，合作能力對知識整

合的影響力，較不如吸收能力對知識整合的影響。由於合作能力與知識整合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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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獨關係之檢定(參考圖 5-6)呈現顯著的因果關係，而且合作能力與吸收能力

的單獨關係之檢定(參考圖 5-7)中，以及本結構模式的檢定(參考表 5-10)中，兩者

也呈顯著的相關，所以本研究進一步推測其間存在另一種關係，就是合作能力影

響吸收能力，吸收能力再影響知識整合能力，這個修改後的結構模式之驗證結果

χ2的 p=.35>.05、χ2/df=1.05<3、RMR=.048<.05、GFI=.899<.900、CFI=.989>.900、

RMSEA=.021<.05，除了 GFI指標低於標準值，顯示整體配適度仍在可接受的範

圍，這個結果與簡俊成(民 91)認為合作關係是吸收能力的因變數之實證結果相

似。綜合以上討論，除了可以確立研究假說 H4部分獲得支持，研究假說 H1、H2、

H3 也都在整體結構模式的驗證中，再次獲得支持，所有研究假說驗證的結果整

理如表 5-11。 

 

 
圖 5-8 知識整合能力模式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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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知識整合能力模式迴歸係數與相關係數彙總表 

路徑（←）或相關（←→） 係數 P值 
系統化 ← 蓄積 .753 *** 
互動協調 ← 應用 .618 *** 
系統化 ← 信任 .182 .109 
互動協調 ← 信任 .287 .045* 
系統化 ← 溝通 .316 .034* 
互動協調 ← 溝通 .423 .028* 
互動協調 ← 協調 .340 .030* 

技術與管理創新 ← 系統化 .534 .003** 
技術與管理創新 ← 互動協調 .369 .028* 

蓄積 ←→ 應用 .603 *** 
蓄積 ←→ 信任 .445 .004** 
蓄積 ←→ 溝通 .370 .032* 
蓄積 ←→ 協調 .524 .003** 
應用 ←→ 信任 .284 .036* 
應用 ←→ 溝通 .360 .025* 
應用 ←→ 協調 .298 .047* 
信任 ←→ 溝通 .313 .034* 
信任 ←→ 協調 .528 *** 
溝通 ←→ 協調 .600 .002** 

表 5-11 知識整合能力模式研究假說驗證結果總表 

研究假說 驗證結果 
H1：吸收能力越好，企業的知識整合能力越好。 部分支持 
H1-1：吸收能力越好，企業的系統化能力越好。 獲得支持 
H1-2：吸收能力越好，企業互動協調能力越好。 獲得支持 
H1-3：吸收能力越好，企業的社會化能力越好。 未能確定 
H2：合作能力越好，企業的知識整合能力越好。 部分支持 
H2-1：合作能力越好，企業的系統化能力越好。 獲得支持 
H2-2：合作能力越好，企業互動協調能力越好。 獲得支持 
H2-3：合作能力越好，企業的社會化能力越好。 未能確定 
H3：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彼此正向相關。 獲得支持 
H4：知識整合能力越好，企業跨公司合作的創新績效越好。 部分支持 
H4-1：企業知識整合能力越好，跨公司合作的產品創新績效越好。 未能確定 
H4-2：企業知識整合能力越好，跨公司合作的技術創新績效越好。 獲得支持 
H4-3：企業知識整合能力越好，跨公司合作的管理創新績效越好。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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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的結構模式分析與檢定 

在知識基礎理論的觀點下，組織創新績效來自知識整合，獨立的知識對組織

創新的效果不如知識整合應用所發揮的效果，但是知識整合的效果同時受到知識

特質與整合機制的影響，本文因此假設知識特質與組織創新績效間沒有必然的因

果關係，而隨知識特質的不同，企業將採用不同的機制進行知識整合，並且組織

的創新績效是知識特質透過適當的知識整合機制中介的結果，相當於組織的創新

績效是知識特質與整合機制配適(fit)的結果。相關探討「配適」對績效影響的文

獻(Huizing, et al., 1997; 方世杰，民 88; 呂鴻德與朱倍瑩，民 91)，都先將樣本區

分成配適組與非配適組，再比較兩組的創新績效之差異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在對

本研究的樣本進行集群分析時，並無法對樣本的知識特質分出「外顯複雜」與「專

屬」兩群，在整合機制方面也無法分出「系統式」與「互動式」兩群，顯然樣本

在跨公司合作專案中，所牽涉的知識均混合各種不同特質的知識，並且也同時參

雜採用不同的整合機制。在此情況下，對於本文所提出之研究架構的驗證適合以

結構模式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方式，直接對經由因素分析所

萃取出來的潛在變數(latent variables)進行因果關係驗證，並比較不同的因果模型

之配適分析結果，來檢定本文所提出之知識特質係經由整合機制的中介而影響創

新績效的研究假說。關於潛在變數因果關係的驗證方面，由於結構模式分析本身

屬於一種因果模式分析技術(causal modeling technique)，經過徑路分析(path 

analysis)後，如果變數間的徑路係數值達顯著水準，且在變數間的關係具有理論

基礎下，便能宣稱變數間存在因果關係。對於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的研究架

構，本文使用兩個結構模式進行驗證，在第一個結構模式中，主要驗證知識特質

與組織創新績效的關係，第二個結構模式則驗證知識特質對知識整合機制採用的

影響，兩個模式配適度的比較則用來檢驗知識特質是否經由知識整合機制的中介

而影響組織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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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識特質與組織創新績效 

知識特質與組織創新績效的結構模式驗證結果如圖 5-9所示，所有觀察變數

對潛在變數(latent variables)(K1, K3對「外顯複雜」，K6, K7對「專屬」，N1, N2, 

N3, N4對「產品與技術創新」，N5, N6, N7對「技術與管理創新」)的因素負荷皆

在 0.5以上，各因素負荷為零的虛無假設檢定之 p值亦均達.001的顯著水準，顯

示觀察變數適合用來衡量潛在變數。在知識特質與組織創新績效的徑路分析中，

除了「外顯複雜」對「產品技術創新績效」的係數值 0.5達顯著水準外，其餘「外

顯複雜」對「管理創新績效」、「專屬」對「產品技術創新績效」和「專屬」對「技

術與管理創新績效」的關係均未達顯著水準，圖中變數間的方向箭頭實線代表關

係顯著，虛線則為不顯著的關係。在整體結構模式配適度的檢定上，由 χ2 的

p(=.003)<.05 、 χ2/df(=1.8)<3 、 RMR(=.085)>.05 、 GFI(=.900)>=.900 、

CFI(=.866)<.900、RMSEA(=.085)>.05 來看，只有 χ2/df 與 CFI 兩個指標達到配適

的標準，其餘四個指標都未達配適標準，顯示樣本資料與結構模式的配適度不

佳，雖然知識的「外顯複雜」特質對「產品與技術創新績效」達到顯著水準，亦

不足以認定知識特質對於合作的公司間之創新績效有顯著的因果關係，此結果說

明樣本資料支持本文的研究假說一(H5)：在跨公司合作中，知識的外顯／內隱與

複雜性特質與組織創新績效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此 Teece and 

Pisano(1994)、Iansiti and West(1997)及 De Boer, et al(1999)所指出企業競爭優勢不

是來自獨立、未經整合的知識單元，在本研究中亦獲得支持，雖然複雜又內隱的

專屬知識被視為企業競爭優勢的來源(吳思華，民 87)，但是在跨公司合作中，不

論是外顯、內隱、複雜或專屬等特質知識，如果未能加以整合，則無法發揮其整

合應用的效果，而為組織帶來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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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知識特質與組織創新績效關係的驗證 

 

二、知識整合與組織創新績效 

知識特質、整合機制與組織創新績效的結構模式驗證結果顯示，所有觀察變

數對潛在變數的因素負荷皆在 0.5以上，各因素負荷為零的虛無假設檢定之 p值

亦均達.001的顯著水準，顯示觀察變數適合用來衡量潛在變數。潛在變數與潛在

依變數的徑路分析(path analysis)中，部分徑路係數不顯著的路徑從模式中被刪除

掉，以提高整體結構模式的配適度，徑路係數的結果整理如表 5-12，表中係數值

註記成「-」者代表不顯著而被刪除的路徑。 

表 5-12 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潛在變數徑路係數表 

 中介變數 
 與依變數 

變數 
系統式 互動式 

產品技術

創新 
管理創新

外顯複雜 .57*** .52**   

專屬 - .37*   

系統式   - .58**

互動式   .82*** - 

(*p<.05, **p<.01, ***p<.001) 

由表 5-12 的結果來看，具外顯複雜特質的知識對兩種整合機制：系統式與

互動式的徑路係數之 p值均達.01的顯著水準，而專屬性知識則對互動式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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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路係數之 p值達顯著水準，顯示樣本中的企業係根據知識特質的不同而選用不

同的整合機制，因此研究假說(H6-1)：在跨公司合作中，若知識呈現外顯且複雜

的特質，企業將合併採用系統式與互動式機制進行知識整合，與研究假說(H6-2)：

在跨公司合作中，若知識呈現內隱且複雜的專屬性特質，企業將只採用互動式機

制進行知識整合，均獲得樣本資料的支持。表 5-12 的結果也顯示，產品技術創

新績效主要來自於互動式整合機制，其徑路係數值.82的 p值高達.001的顯著水

準，而與系統式整合機制的相關性卻很低；管理創新績效則來自系統式整合機

制，其徑路係數值.58之 p值也達.01的顯著水準，而與互動式整合機制的相關性

卻很低。這個結果結合前面知識特質與整合機制關係之檢定可以歸納出：產品技

術創新績效來自於外顯複雜與專屬性知識，經由互動式機制的整合而產生的；管

理創新績效主要則來自於外顯複雜性知識，經由系統式機制的整合後產生的。因

此研究假說(H7-1)：在跨公司合作中，外顯且複雜性知識同時透過系統式與互動

式兩種整合機制，而影響組織的創新績效，及(H7-2)：在跨公司合作中，專屬性

知識會透過互動式整合機制而影響組織的產品技術創新績效，均獲得樣本資料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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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知識特質、整合機制與組織創新績效的驗證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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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為知識特質、整合機制與組織創新績效的結構模式之驗證結果，此

結構模式與樣本配適度的檢定上，從卡方 χ2的 p值(=.19)>.05、平均單位自由度

之卡方增量 χ2/df(=1.13)<3、配適度指標 GFI(=.968)>=.900、比較配適度指標

CFI(=.905) >.900 、 殘 差 均 方 根 RMR(=.050)<=.05 、 漸 近 誤 差 均 方 根

RMSEA(=.035)<.05 來看，所有指標均達到配適的檢定標準，顯示樣本資料與結

構模式的配適度頗佳，相較於結構模式一知識特質與創新績效結構關係的低配適

度，可以說樣本資料支持假說三(H7)：知識特質透過知識整合機制的中介而影響

跨公司合作的組織創新績效。有關知識特質、知識整合機制與創新績效研究假說

的驗證結果整理如表 5-13，除了部份研究假說缺乏對應的樣本資料可供檢驗外，

其餘的研究假說則都獲得樣本資料的支持。 

表 5-13 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研究假說驗證結果總表 

研究假說 驗證結果 

H5： 在跨公司合作中，知識的外顯／內隱與複雜性特質與組織

創新績效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獲得支持 

H6： 企業對知識整合機制的採用會因知識特質的不同而異。 獲得支持 
H6-1： 在跨公司合作中，若知識呈現外顯且複雜的特質，企業將

合併採用系統式與互動式機制進行知識整合。 
獲得支持 

H6-2： 在跨公司合作中，若知識呈現內隱且複雜的專屬性特質，

企業將只採用互動式機制進行知識整合。 
獲得支持 

H6-3： 在跨公司合作中，若知識呈現外顯且低複雜的特質，企業

將只採用系統式機制進行知識整合。 
未能確定 

H6-4： 在跨公司合作中，若知識呈現內隱且低複雜的特質，企業

將只採用互動式機制進行知識整合。 
未能確定 

H7： 在跨公司合作中，知識特質透過知識整合機制的中介而影

響組織創新績效。 
獲得支持 

H7-1： 在跨公司合作中，外顯且複雜性知識同時透過系統式與互

動式兩種整合機制，而影響組織的創新績效。 
獲得支持 

H7-2： 在跨公司合作中，內隱且複雜的專屬性知識會透過互動式

整合機制而影響組織的產品技術創新績效。 
獲得支持 

H7-3： 在跨公司合作中，內隱性知識會透過互動式整合機制而影

響組織的產品技術創新績效。 
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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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的結構模式分析與檢定 

前述量測模式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確認存在一個構念－「知識整合創新

能力」，根據文獻探討，該構念與跨公司合作的創新績效有密切的關係，因此本

研究進一步以結構模式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方式，來驗證兩

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結構模式驗證結果如圖 5-11所示，「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對

「產品技術創新」的徑路係數為.83，「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對「管理創新」的徑

路係數為.57，兩個係數的 p值均達.01顯著水準。在整體模式配適度的檢定上，

χ2值為 226.463，其 p值為.112大於.05顯著水準，代表模式配適的虛無假設遭到

拒絕，平均單位自由度之卡方增量(χ2/df)為 1.12 在標準值 3 的範圍內，GFI

為.852、CFI為.966達.900標準，RMR為.050、RMSEA為.034均在.05標準範圍

內，顯示樣本與模式的配適情況良好。綜合以上包括徑路係數分析與整體配適度 

圖 5-11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結構模式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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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結果，說明了研究假說 H8-1：「在跨公司合作中，企業的知識整合創新能

力會影響其產品技術創新績效。」，及研究假說 H8-2：「在跨公司合作中，企業的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會影響其管理創新績效。」獲得樣本資料的支持，亦即「在跨

公司合作中，企業的知識整合創新能力會影響其創新績效」的研究假說獲得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