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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意涵 
持續創新是企業在不確定環境中維持競爭優勢的基本法則，知識則是創新的

基礎，創新所需的知識不一定都能在企業內部自行發展，透過跨公司合作，企業

有機會在長期而密切地與夥伴合作的過程中，獲得夥伴的知識，或從夥伴處得到

啟發而產生創新。從知識基礎觀點與組織學習觀點來看，這種因跨公司合作而產

生的創新乃是知識整合的結果，所以企業如何提升本身的知識整合能力便成為一

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另一方面，跨公司知識整合應用牽涉廣泛，包括人員、制度、

系統、文件等，需要花費很多成本與時間進行溝通，因此企業如何採用合適的整

合機制來降低溝通成本，提高整合績效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本文從知識基

礎理論與組織學習理論出發，有系統地探討知識整合的影響因素，及知識特質與

知識整合機制的關係，發展出在跨公司合作情境下，知識整合能力、知識整合機

制與組織創新績效間的概念性架構，做為實證的基礎。並依相關研究，設計衡量

問卷，針對知識密集的國內高科技、資訊服務與金融服務產業進行實證研究，結

果發現本文所發展之理論架構與實際產業狀況多所吻合。本章第一節係將實證研

究所得到結果做總結整理，然後就研究發現及相關之討論，提出本文的理論意涵

與研究貢獻，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分別針對本文的管理實務意涵及後續研究提出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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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吸收能力、合作能力、知識整合能力與組織創新

績效的關係 

知識的整合應用建立在企業對知識理解的基礎上，本研究透過實證資料發

現，企業知識的蓄積量影響其將知識系統化的能力，這種能力牽涉企業將既有知

識與新知識整合成更大的知識系統，另外亦發現企業應用既有知識的能力會影響

其在知識整合過程中，與夥伴互動協調的能力，互動協調的能力係整合內隱、複

雜式知識的重要能力，這類知識不易透過文件與符號來操作，需要經由互動、合

作的過程，由知識來源者內化到知識接收者一方。知識蓄積量與應用能力代表企

業吸收知識的能力(Cohen and Levinthal, 1990)，系統化能力與互動協調能力是企

業知識整合能力的重要構面，本研究經由因素分析在樣本資料中確實萃取出系統

化、互動協調與社會化三個企業知識整合能力的構面(eigen 值均大於 1，整體解

釋度達 74%)，除了社會化構面在結構模式的驗證中，因誤差項為零未能通過檢

定外，其餘兩構面對創新績效的因果關係驗證中，均達顯著水準，顯示吸收能力

影響知識整合能力，最後影響組織創新績效。 

知識的交流與整合也牽涉夥伴間的信任關係，在沒有互信的基礎下，被企業

視為重要資源的知識不會流出組織之外。知識整合也牽涉企業溝通協調能力，溝

通協調有助於降低合作過程的不確定性，提高知識整合的成效，也有助於信任關

係的維繫，與夥伴建立信任關係，並能充分溝通協調，是企業合作能力的體現。

本研究實證的結果發現，合作能力包含上述信任、溝通與協調三個構面，而信任、

溝通與協調均與知識整合能力中的互動協調能力有顯著關係，溝通能力則與知識

整合能力中的系統化能力有顯著關係，這代表企業的合作能力會影響其知識整合

能力，最後又影響組織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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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結果也發現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是兩個相互影響的變數，「信任」與知

識「蓄積」和「應用」是相互關連的，顯示信任有助於取得夥伴知識來吸收後，

加以蓄積起來，或從事應用。反過來看，企業知識蓄積越多，代表過去其與夥伴

建立了信任關係，這對其往後與其他夥伴建立信任關係是有助益的。企業能與夥

伴整合應用雙方知識也代表其與夥伴建立信任關係的能力。其次溝通與協調也都

和企業知識蓄積與應用相關，代表溝通協調能力越好，知識吸收的情況越好，

Grant(1996a)指出知識的吸收經常是在知識應用的過程中逐漸累積的，合作夥伴

間知識的整合應用必定透過溝通協調的程序，因此實證結果與理論是相符的。由

吸收能力會影響知識整合能力，合作能力也會影響知識整合能力，而吸收能力與

合作能力又是兩個相互影響的變數，因此知識整合能力除了受到吸收能力與合作

能力的個別影響之外，也受到兩者交互作用結果的影響。 

本文整合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相關文獻，提出知識整合能力模式，認為吸收

能力與合作能力會經由知識整合能力的中介影響創新績效，經本文四個結構模

式：(1)吸收能力→知識整合能力→創新績效，(2)合作能力→知識整合能力→創

新績效，(3)吸收能力←→合作能力，(4)(吸收能力←→合作能力)→知識整合能力

→創新績效實證結果顯示，第(4)結構模式的在整體配適度最佳，代表吸收能力

與合作能力除了分別直接影響知識整合能力外，也透過彼此，即吸收能力影響合

作能力再間接影響知識整合能力，和合作能力影響吸收能力再間接影響知識整合

能力，也就是說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除了分別直接影響知識整合能力外，吸收能

力與合作能力的交互作用結果也影響了知識整合能力，而知識整合能力又影響組

織的創新績效。 

二、知識特質、知識整合機制與組織創新績效的關係 

跨公司的知識整合應用牽涉廣泛，包括人員、制度、系統、文件等，需要花

費很多成本與時間進行溝通，因此企業如何採用合適的整合機制來降低溝通成

本，提高整合績效便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文中透過文獻探討對知識特質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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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機制的構面做有系統的整理，將知識特質依內隱外顯與複雜兩個構面分成四

種，將知識整合機制分成系統式與互動式兩類，外顯型知識適合以系統式機制整

合，以提高整合效率，內隱複雜型知識適合以互動式機制整合，以提高整合的範

圍，經由樣本資料萃取出知識特質包括外顯複雜與內隱專屬兩種，實證結果發

現：(一)知識的外顯／內隱與複雜兩種特質與跨公司合作的創新績效並無直接關

係，即使是兼具複雜且內隱的專屬性知識，向來被視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來

源，可能會因其模糊性，使得其被辨識並進一步整合應用的可能性低，在跨公司

知識整合中也不必然為企業帶來創新績效；(二)知識整合機制的採用受到知識特

質的影響，外顯知識採用系統式整合機制可以降低溝通成本，促進整合效率，內

隱、複雜知識宜採用互動式整合機制，以增進知識的溝通與分享，促進知識整合

的範圍與彈性；(三)必須能為不同特質知識設計適當的知識整合機制，才則能為

組織帶來創新績效，換句話說，在跨公司合作中，知識對創新的價值須透過適當

的整合機制才能呈現出來。 

 

三、知識整合創新能力是跨公司合作創新的重要影響

因素 

持續創新是企業在競爭環境中生存的基本法則，知識是創新的基礎(Drucker, 

2002)，由於一個企業不易自行發展其所需要的所有知識，因此透過跨公司合作

與夥伴分享知識，便成為企業創新的重要方式。從知識基礎的觀點來看，公司存

在的原因是為了實現在市場機制中所無法完成的知識整合工作(Demsetz, 1991; 

Grant, 1996a)，因此在強調創新的情況下，跨公司合作可以視為一種公司疆界擴

大後繼續進行的知識整合工作。另一方面，從組織學習的觀點來看，跨公司合作

就是企業與夥伴長期分享知識進而改變企業行為的過程，這些行為的改變如果增

進組織績效，便屬於創新(Damanpour, 1991; Garvin, 1993)。綜合相關研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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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公司合作創新的因素包括，吸收能力、知識整合機制與信任、溝通、協調。吸

收能力影響企業辨識、取得來自夥伴處的有用知識，並將新知識加以理解及應用

的可能性；企業擁有多樣而有效的知識整合機制，有助於不同類型知識的整合效

率與整合範圍；合作能力幫助企業與夥伴建立信任關係，並增進合作過程的溝通

與協調成效。這些因素均與組織學習和知識整合有正向的關係，吸收能力與信

任、溝通、協調同時兼具下，企業能夠接觸並吸收較多夥伴的知識，這兩者再與

知識整合機制都兼具下，企業整合知識的效率與範圍將提升，有助於企業掌握稍

縱即逝的創新機會，因此這些要素都具備時，企業跨公司合作創新的績效，將高

於個別要素所產生的影響，於是本文提出「知識整合創新能力」這個構念，做為

吸收能力、系統式知識整合機制、互動式知識整合機制與信任、溝通、協調等構

念的共同因素，並推論其為影響企業跨公司合作創新的主要因素。 

對於「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的量測模式之發展，本文採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

析的模式來處理。在其一階驗證性分析的結果中，顯示個別構面均有良好的收斂

效度與區別效度，所有項目對其構面因素的負荷值都在 0.5以上，變異解釋百分

比也都達可接受範圍。模式的整體配適檢定方面，所有配適指標均達標準值以

上，顯示模式的建構效度良好。由於各構面的相關矩陣 Φ(phi)不為零的檢定結果

呈現顯著結果，因此本文再進行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經由檢查一階模式與二階

模式的卡方比值為.89極為接近 1，代表第二階共同因素即「知識整合創新能力」

這個構念確實存在，並且其對吸收能力、知識整合機制與信任、溝通、協調等因

素的變異解釋亦達極高的水準。由二階模式的整體配適度指標均達標準值以上，

顯示其建構效度亦相當良好，因此「知識整合創新能力」構念整合了這些相關影

響因素。而「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對創新績效影響的驗證結果顯示，兩者的關係

顯著，並且驗證模式的整體配適度極佳，說明了「知識整合創新能力」是「跨公

司合作創新」的重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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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貢獻 

本文整理相關文獻提出影響跨公司合作創新影響因素的研究架構，經由實證

研究結果獲得研究結論，具體而言，有以下的研究貢獻： 

(一)提出並驗證知識整合能力模式 

根據相關文獻 (Teece and Pisano, 1994; Fukuyama, 1995; Grant and 

Baden-Fuller, 1995; Iansiti and West, 1997; Tripas, 1997; Beckett-Camarata, 1998; 

De Boer, et al., 1999; Hoch, et al., 2000; Tyler, 2001; Almedia, et al., 2002)的探討，

跨公司合作進行創新是企業在資源有限，競爭卻非常激烈的環境中必然採用的策

略，一般企業為了增進競爭能力也都將非常重視跨公司合作，因此提升知識整合

能力便成為企業知識管理的重要議題。過去的文獻雖然探討了知識整合對創新績

效的影響(Hamel, 1991; Iansiti and West, 1997; De Boer, et al., 1999; Hoch, et al., 

2000; Sivadas and Dwyer, 2000; Amabile, et al., 2001)，以及從知識管理的觀點探討

知識整合能力的重要性(Kogut and Zander, 1992; De Boer, et al., 1999; Nonaka, et 

al., 2001; Zahra and George, 2002)，但是對於知識整合能力的影響因素以及其對創

新績效影響的研究卻比較少。Gold, et al.(2002)以二階因素分析實證管理組織結

構與文化的能力，及管理知識獲取、轉換與應用的能力顯著地與包含創新、辨識

機會、預測需求、快速回應等組織效能相關。組織結構與文化影響知識整合過程

中的合作、分享與溝通，知識獲取與應用與吸收能力有關，知識的轉換屬於整合

能力的一部分，本文則整合知識基礎理論與策略聯盟相關研究，進一步指出吸收

能力與合作能力是知識整合能力的兩個重要影響因素，經過以國內相關產業樣本

的分析，實證了知識整合能力模式。相對於過去的研究，本文特別指出吸收能力、

合作能力與整合能力的關係，及其對組織創新績效的影響。由於實證樣本中包含

高科技產業，也包括進行產業知識化的一般產業(例如資訊服務業、銀行業)，因

此這個能力模式在一定程度上，可以適用於產業知識化的相關企業。 

(二)指出知識的外顯／內隱與複雜性特質並未直接影響組織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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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資源基礎理論認為企業的重要策略之一為發展專屬性資產，使資源在與

企業人員、設備、制度與文化所形成緊密關係中，發揮其無可取代的競爭價值(吳

思華，民 90)。由此觀點來看，企業的專屬性知識將是其競爭優勢的泉源，所以

專屬性知識是否對跨公司合作創新績效有重要的影響？本文透過實證研究的結

果發現，知識的外顯／內隱與複雜性特質本身不必然影響組織創新效，如果不同

特質知識能經由適當整合機制加以整合，才會有助於創新績效的提升。這個實證

結果，可輔證 Drucker(2002)所指出的：「知識雖然是企業持續創新的重要基礎，

但知識本身不必然造成創新的結果，…；獨立的知識所能發揮的創造效果小於整

合的知識」。企業雖然有合作能力與吸收能力促使其能接觸合作夥伴的專屬性知

識，如果缺乏適當的知識整合機制將彼此知識加以整合，這種專屬性的知識仍無

法為跨公司合作帶來創新績效。此外，本研究也對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機制間的

關係，以更簡潔的面貌呈現，並且再次驗證相關研究(De Boer, et al., 1999、方世

杰，民 88、林文寶，民 90、呂鴻德與朱倍瑩，民 91)所指出知識特質與知識整合

機制的關係，而所提出相關構念的基本衡量項目亦有助於後續研究的發展。 

(三)提出「知識整合創新能力」構念 

本文融合知識基礎理論與組織學習理論相關研究，指出跨公司合作創新績效

不僅受到企業吸收能力與合作能力的影響，企業擁有各類系統式與互動式的知識

整合機制對於整合來自合作夥伴的知識，亦對跨公司合作創新的績效有重要的影

響。跟據相關文獻的討論，企業的吸收能力、合作能力與知識整合機制之間存在

相互影響的關係。獲取夥伴的知識建立在夥伴間的信任、溝通與協調的基礎上，

所以合作能力有助於獲取知識，然後將知識加以吸收、應用，即合作能力影響吸

收能力；合作能力亦影響知識整合機制的運作與機制的建立，系統式整合機制係

針對外顯知識做整合，這種知識的公共財特性使其一但被揭露，第三者就可能免

費取得，因此此機制在跨公司合作中使用或建立的前提是信任。互動式機制則係

針對複雜內隱的專屬性知識做整合，溝通和協調是這類知識得以移轉或被運用的

前提，因此合作能力有助於知識整合機制的運作與機制的建立。而企業的吸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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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較好，代表其知識蓄積較多，其能以「共同語言」與夥伴溝通協調的能力也較

好，表示吸收能力也會影響合作能力。而吸收能力好也代表企業整合過的知識較

多，知識整合機制比較健全，所以吸收能力與知識整合機制的健全程度有相關。

反過來看，健全的知識整合機制不僅有助於知識的吸收，也有助於以知識為主要

內含的合作過程之溝通與協調，因此健全的知識整合機制也能提升企業與夥伴的

合作。 

本研究透過一階及二階因素分析，實證吸收能力、合作能力與知識整合機制

之中存在一個共同因素－知識整合創新能力，這個因素使得傳統知識基礎理論與

組織學習理論所提出的前述三個構念間有相互影響關係，本文也經由 LISREL發

展出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的衡量方式，並經由樣本資料衡量的結果，實證此構念對

跨公司合作創新有重要的影響。 

第二節 管理實務意涵 
本研究的結果提供管理實務以下建議： 

(一)重視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的培養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是一種可累積的能力。在知識整合過程中，公司所擁有的

相關知識存量越多，就越能將知識以「共同語言」的形式來表達，而促成知識的

整合應用(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Atuahene-Gima, 1992; Leonard-Barton, 1995; 

Grant, 1996a)。知識整合時採行的制度化程序、非正式化的例規(routines)或是問

題解決方式，也須經由觀察、討論與修正等過程，而逐漸累積出來的。跨公司知

識分享必須建立在互信的基礎上，才能有互惠與互賴的行為(Thompson, 2003)，

以致能進一步分享與整合知識，這種互信的基礎需要時間與行動才能建立

(Fukuyama, 1995)。因此「知識整合創新能力」並非完全是企業與生俱有的，而

是可以不斷培養逐漸累積的。企業過去所累積的知識、整合機制與聲譽會影響後

續其夥伴對其信任的態度，也影響其與夥伴建立「共同語言」、「共同知識」與「知

識整合機制」的程度，結果再繼續影響其後續知識吸收與整合應用的能力。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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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須重視知識管理，包括(Anderson and Narus, 1990; Mohr and Sengupta, 2002; 

Beckett-Camarata, et al., 1998; Sivadas and Dwyer, 2000)： 

1. 持續擴大吸收知識的管道 

2. 建立知識擴散、分享、應用與蓄積的制度 

3. 建立多樣的系統式及互動式的知識整合機制 

4. 重視與合作夥伴的關係管理，包括適時地相互提供對方有用資訊、經常

互動與溝通、相互承諾與協調、了解彼此的期望，並定期檢視彼此是否

符合對方期望等。 

(二)企業應重視知識的整合應用而不僅是知識的獲得 

Drucker(1993)指出，知識本身沒有輕重、高低之分，要依據其對組織目標貢

獻程度來決定，而新知識需要能與組織既有知識相互整合，才能對組織目標產生

貢獻。而在跨公司合作中，知識的特質與創新績效間沒有直接的關係，不同特質

知識必須透過適當的整合機制，才會對組織帶來創新。其實務意涵包括以下幾點： 

1. 知識需要整合應用才能為合作的聯盟帶來創新，沒有知識的交流與分

享，即使有非常獨特與專屬的知識，也無法在合作過程中產生創新績效。 

2. 在跨公司合作進行創新的過程中，企業須要辨識彼此的知識特質，能善

用系統式機制來降低外顯知識的整合效率，並能發展互動機制來增進複

雜、內隱知識的整合。 

3. 在合作的夥伴間建立開放而信任的工作環境，使成員可以自由存取知

識、互動與交流，將有助於集體問題解決，並發展知識整合的慣例，提

升知識整合的效率。 

4. 企業要致力於組織扁平與發展知識整合機制，使得組織富有彈性，以能

適應各種不同的合作情境，讓稍縱即逝的創意種子發芽成長。在知識整

合過程中，特別有必要將成員默契所形成的例規、慣例逐漸發展成程

序，以提升組織的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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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知識整合以創新 

Drucker(1993)指出，整合知識產生相乘效果的能力是可以學習的，不論是個

人、團隊或整個組織都做得到，並且整合的知識經由系統方法可以產生創新，也

就是說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可以經由學習而加以培養。整合創新相對於發明創新比

較有規則可循，企業要持續創新必須靠知識整合創新。由於長期而緊密的跨公司

合作，可以提供知識整合創新的機會(Hamel, 1991; Inkpen, 2000; Hoch, et al., 2000; 

Scott, 2000)，企業要掌握這些稍縱即逝的整合創新機會，必須不斷地累積知識整

合創新能力，包括廣泛地吸收知識，時常應用既有的知識以加深知識的理解，如

此將有助於吸收合作夥伴的知識。並且企業須在知識整合應用的過程中，累積知

識整合的經驗與方法，建立企業知識整合機制。 

(四)將「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納入企業挑選合作夥伴的準則之中 

「知識整合創新能力」也是企業挑選合作夥伴須考慮的準則之一，一個被評

估為具有高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的企業，代表其所擁有的知識資源較豐富，因此比

較能吸引合作者。夥伴的這項特質也有助於企業與其進行知識整合，結果將有助

於企業的知識吸收與應用。與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好的企業合作，有關信任、溝通

與協調的問題較少，可以降低合作的風險，增進合作組織的「社會資產」(social 

capital)，Fukuyama(1995)指出社會資產較高的組織，比較能夠容許多樣化的關係

產生，而增進創新的機會。所挑選夥伴具備較高的知識整合創新能力，將有助於

彼此建立一個擁有較多社會資產與知識資源的合作環境，對於企業本身的創新績

效，與知識整合創新能力的培養都將有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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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基於本研究的結果與研究限制，本文對於後續研究提供下列建議： 

本文指出相關影響跨公司合作創新的因素及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但只從横

斷面做實證探討。這些因素之間也存在先後相互影響的關係，例如吸收能力會影

響合作能力，而提高知識整合的成效，這個結果也將造成對吸收能力的回饋。建

議後續可以透過縱斷面的研究，來探討變數間先後相互影響的關係。 

本文所收集的樣本資料，對於研究架構中所提出的知識整合能力的構面之一

的社會化能力與其他變數間因果關係的驗證，缺乏有效的支持，由於這個能力構

面也是內隱、複雜知識整合時的一項重要能力，顯示受訪者對這項能力的認知態

度差異很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對樣本依產業別、跨公司合作的類型等樣本

屬性進行分類檢定，以發掘樣本屬性變數對本文之研究假說之影響。另外本文僅

就知識本身的特質對創新績效影響做探討，並未對合作夥伴間知識之同質性與互

補性關係做探討，建議後續研究將夥伴間彼此知識的關係特質納入研究範圍，以

精緻相關理論。 

綜合相關研究，影響跨公司合作創新效績的因素很多，本文建議後續研究可

以從：技術移轉、技術取得(Katz and Allen, 1996; 方世杰，民 88; 簡俊成，民 91)、

跨 公 司 合 作 (Smilor and Gibson, 1991; Grant and Baden-Fuller, 1995; 

Beckett-Camarata, et al., 1998; Dyer and Singh, 1998)、技術整合(Iansiti and West, 

1997)、知識管理(Quinn, 1999; Sena and Shani, 1999; Nonaka, et al., 2001)等相關研

究，整理相關影響因素的理論基礎，以擴大本文所提出之理論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