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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在產業經濟發展之歷史脈絡中，組織向來存在於一個高度複雜且轉變多端

之動態環境，技術創新與多元經濟體系轉型之趨勢帶動產業環境產生劇烈改變，

外在環境改變創造出許多新興的商機，同時也迫使組織必須因應環境變遷而即時

適度調整，並使得”創新”成為組織維繫或提升競爭優勢之重要因素(Prahalad and 

Hamel, 1990; Rogers, 2003)。 

組織可視為結合各種不同專業能耐個體來形塑有效分工合作模式之集合

體，核心競爭力不僅是組織內部多種嶄新技術之整合體，同時也是組織展現創造

顧客核心價值、形成與競爭對手差異性，以及跨入創新市場領域之知識與能力組

合體，因而當組織競爭策略主張積極追求各種突破新技術或開拓新市場之創新績

效時，組織如何因應各種創新技術創價模式來設計合適之整合結構與管理機制，

以期有效協調與控制所屬成員間各種經濟性與社會性活動，即是組織理論關切之

重要課題(Amit and Zott, 2001; March and Simon, 1958; Rungtusanatham and Forza, 

2005; Thompson, 1967)，特別是弱勢組織本身通常缺乏突破性科技發展之知識與

能力，在面對整體產業科技水平不斷創新進步以及產品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之經營

環境時，勢必思考如何導入創新技術來提升內部產品與服務流程創造價值之能

力，並且設計各種創價模式之整合結構與機制組合(Lawrence and McAllister, 

2005)，來運用與掌握導入創新技術所帶動組織內部能力面創新、流程面創新、

產品面創新，以及市場面創新(Chapman, Soosay and Kandampully, 2002; 

Gunasekaran, Ngai and McGaughey, 2006; Henderson and Clark, 1990; Song, Bij and 

Weggeman, 2006)。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重要脈絡影響因素，以及

導入創新技術後如何因應不同價值構形1(value configuration)之創價模式特性，來

設計各種創價結構設計以及擬定整合機制組合，進而實踐出該組織所導入創新技

術之價值利益。因此，本研究問題乃聚焦於探討組織為何導入創新技術之脈絡情

境特性、導入創新技術之創價模式所應具備不同價值構形特徵，以及組織如何設

計與安排各種創價模式之整合結構設計與管理機制組合特性，以期落實創新技術

帶動各種產品與服務創價流程轉型，進而實踐出最廣泛之共創價值效應(Fjeldstad 

and Ketels, 2006; Stabell and Fjeldstad, 1998)。 

                                                 
1  所謂價值構形係指廠商基於不同技術類型與協調機制，將產品與服務之價值創造邏輯區分為
價值鏈、價值群以及價值網等三種創價模式，因而上述三種創價模式組合即稱之為價值構形

(Stabell and Fjeldsta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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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科技水準快速進步之趨勢使得產業環境競爭日益激烈，不僅促進組織必須

不斷持續突破既有技術範圍之侷限性，同時也帶動不同產品與服務市場之顧客需

求朝向差異化與創新化方向發展(Clark, 1985)，因而組織在面臨各種科技進步與

市場遽變之競爭壓力下，組織疆界所展現”半滲透性”(semi-permeable)使得外部嶄

新技術來源逐漸變成一種重要創新轉型力量(Clark, 1987; Teece, 1986)，本身缺乏

創新核心知識與能耐之組織更需要導入外部創新技術，將該技術價值連結與整合

至內部不同產品創價流程結構以及管理機制組合設計之中，並且帶動本身產品與

服務創價能力之提升，使得創新技術價值可擴散落實於組織整體營運流程模式，

進而轉化為組織提升競爭力以及擴展生存空間之重要創價模式(Veryzer, 1998)。 

對於專業服務型組織而言，由於外部顧客服務需求呈現高度多樣化與異質

性，同時內部多元產品線創價流程彼此銜接連結模式錯綜複雜，使得組織不僅需

要因應外在環境變化來調整本身創新產品流程與資源組合策略，組織內部亦必須

運用各種專業服務人力、嶄新技術以及創價流程彼此多重銜接連結模式之合作基

礎，充分運用特定專業服務領域導入創新技術與獨特資源之契機，運用各種整合

結構與管理模型設計來發揮專業分工與彈性互補之創新整合能力，以促使創新技

術廣泛帶動多樣化產品流程創價能力隨之提升，進而實踐出更符合顧客需求以及

更具市場競爭力之高品質專業服務。 

一一一一、、、、理論背景之動機啟發理論背景之動機啟發理論背景之動機啟發理論背景之動機啟發 

本研究主要參酌組織技術創新、創價本質以及模式等理論意涵與概念本

質，作為引導本研究主題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情境脈絡、導入創新技術所因

應採取創價模式，以及管理者所擬定整合結構安排與整合機制組合等模型設計特

性之重要動機啟發觀點。 

(一)、技術、創新概念與技術創新類型 

所謂技術係指生產單位將投入要素轉換成各種產品與服務產出，所需求之

資訊、技巧、技能與流程(Ribbins, 1989)。經濟理論通常主張技術係指一種充分

運用各種生產投入要素來創造產品與服務之轉換工具，技術不僅包含生產活動之

實體資產部分(如：土地與設備)，同時也包含生產活動之軟體應用技能(如：研發

技能或管理技能)，因此技術乃是經濟生產活動應用各種硬體資產與軟體知能之

整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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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雖然是個人或組織可利用、控制以及改變生產方式之手段或工具，然

而技術本身亦會隨著生產方式演進以及應用經驗累積而產生創新改變能力，因而

技術即是一種具有創新知識與創造能力之承載體(carriers)，個人與組織必須對於

技術持續投資與發展，方能維持與提升技術之創價知識與能力。過去許多管理研

究亦傾向於強調創新技術之內隱知識與能力本質，Rosenberg and Frischtak(1985)

主張組織內部技術乃是少數專業團體所掌握之知識與能力，此一知識與能力需要

透過組織持續性設計與生產活動而逐漸累積形成，組織所擁有技術乃是長期解決

問題過程所發展之獨特能耐，並且隱藏於組織內部個人專業知能或創價流程之

中，因而技術並不是一種客觀實體，而是長期累積解決問題經驗所凝聚之行動方

式；另外，技術通常亦可視為一種功能導向之創價行動方式，此一創價行動方式

有助於生產者降低達成特定目標之不確定性(Rogers, 2003)，然而組織採用創新技

術亦存在著吸收學習障礙以及可應用範圍有限之風險，任何創新技術也不必然會

產生自發性擴散效益，管理者仍需積極擬定整合結構設計與採取管理技術來驅動

組織內部創新利益擴散歷程，方能降低錯誤認知與應用技術之風險，同時提高創

新技術所散佈之創價利益。 

創新概念乃是一種新觀念、新方法以及新事物之創造與應用加值活動，創

新價值不僅展現於將各種獨特構想重組整合以應用於嶄新技術、產品以及服務之

中，同時也蘊含於將嶄新技術、產品以及服務導入組織或市場之創價活動中

(Edosomwan, 1989)。一般而言，創新之創價活動主要著重於將個人或組織所擁

有嶄新知識與能力轉化為實際產品線或服務組合，不同價值創造流程則彼此頻繁

互動以及展現豐富之資訊交流或知能融合特性，因而創新可視為技術、資訊以及

知能創造與延伸散佈之重要動力，更是組織提升競爭力之重要手段(Clark, 1985; 

Clark and Guy, 1998)。 

就創新類型而言，過去研究探討創新類型之論述角度多所差異。Schumann et 

al.(1994)主要係從組織創新活動性質來將創新類型區分為”產品創新”、”流程創

新”以及”程序創新”等；Abernathy and Clark(1985)主要係從創新摧毀既有能力觀

點，認為組織推動創新活動可能會摧毀既有市場能力或摧毀既有技術能力，因而

主張創新類型可區分為”結構式創新”、”創造利基式創新”、”規律式創新”以及”

革命式創新”等；Tushman and Anderson(1986)主要係從創新技術改變軌跡觀點，

認為技術改變大多是依循著既有軌跡而產生漸進性創新改變，然而許多創新技術

漸進改變過程也會產生突破性創新改變，此一突破性創新改變可能會提升既有技

術、知識與能耐而形成”能力強化”(competence-enhancing)突破式創新，也有可能

會採用嶄新技術、知識與能耐來取代既有技術、知識與能耐，進而產生”能力摧

毀”(competence-destroying )突破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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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 and Clark(1990)則是從產品與流程結構特性觀點，主張組織提供

嶄新產品內涵之創新技術改變類型，如果僅區分為漸進性創新與激進性創新並不

完整，組織發展創新技術需要兼具元件(component)與結構(architecture)知識，其

中元件知識係指產品與流程中各項核心設計概念與創價機能之知識，結構知識係

指產品與流程中跨元件重組與整合成完整系統之知識，因而組織技術創新包含著

元件創新與結構創新，元件創新著重於單一價值活動專精技術之改變與升級，結

構創新則是組織內部跨元件間溝通管道、資訊過濾機制以及共同解決問題方案等

協調機制之改變與調整，因而 Henderson and Clark(1990)提出”漸進式創新”、”結

構式創新”、”模組式創新”以及”突破式創新”等四種創新類型，其中突破式創新

強調組織不僅創造出元件創新核心設計概念，同時也改變跨元件連結架構以及整

合協調機制，此一創新類型亦呼應 Barnett(1990)主張創新技術系統散佈影響範疇

經常會跨越部門或組織疆界，使得系統性技術創新必然會牽動跨部門或跨組織協

調機制隨之改變。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趨動產品與服務流程採

用各種創價模式來落實創新技術效益之現象，乃較貼近於組織技術突破式創新類

型2。 

綜上所述，有鑑於創新係指個人或組織採用特定新觀念、新方法以及新事

物以促進創價活動改變之生產形式，其中新事物則可能是一種嶄新技術、產品或

服務，也可能是嶄新管理模式、行政措施或組織文化(Watkins, Ellinger and 

Valentine, 1999)，本研究議題所主張創新概念乃聚焦於組織所導入與採用之嶄新

技術，並且可整合至產品與服務中以提供組織成員及其外部顧客獲取更豐富之創

新利益，因此技術創新不僅強調超越既有技術水準之突破式創新特性，同時也強

調技術創新所能展現給組織成員與外部顧客之嶄新價值創造效益，使得創新概念

更蘊含著價值創造意義與創價活動特質3。 

(二)、組織價值創造之本質 

組織存在目的即在於價值創造，為顧客創造附加價值是組織存活之理由，

也是利潤之來源(司徒達賢，2001)。傳統經濟理論對於價值創造本質之認知乃類

比為”經濟租”(economic rent)之觀念，各種經濟理論脈絡所關注之組織創造價值

本質則有所不同4。產業經濟理論觀點主要著重於探討廠商因應市場結構特性所

採取策略行為之績效表現；演化經濟理論與資源基礎觀則強調知識與學習對於組

                                                 
2 本研究所定義之技術創新係指組織內部元件創新技術帶動整體產品與流程結構隨之創新改變
之價值創造模式，因此可廣義地包含元件創新以及結構創新等。 

3 創新雖然包括將創新技術、產品與服務導入市場之創價活動，惟本研究僅聚焦於探討創新技術
帶動組織內部產品流程創價模式所擬定整合結構與管理機制隨之改變現象，因而對於”組織將
創新產品與服務導入市場以攫取獨占經濟租”之研究議題則不予探討。 

4 經濟理論主要分析單位為”廠商”，本研究則將”組織”概念視同為經濟理論所強調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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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創造經濟租之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著重於廠商運用知識與學習歷程對於創新

績效之貢獻，資源基礎觀則認為廠商所擁有獨特且有價值資源或知識乃是成功競

爭優勢之核心所在。近年來，知識經濟已逐漸成為產業競爭之主要趨勢，知識創

新與學習也成為廠商建構競爭優勢之重要研究議題，從資源基礎觀所衍生之知識

基礎觀(knowledge-based view)亦深入探討廠商知識創造以及移轉或分享相關問

題(von Krogh and Grand, 2001)，並且嘗試探討廠商重要知識類型以及知識創造與

移轉機制之關聯性，使得廠商創造與攫取經濟租觀點逐漸擴展到組織知識管理以

及創新模式相關研究議題(Dosi, 1982; Dosi, Freeman and Nelson,1988; Nelson and 

Winter, 1982)。 

傳統經濟理論探究經濟租之創價本質大致可區分為產品市場所創造之獨占

租(monopoly rents)、要素市場所創造之李嘉圖租(Ricardian rents)、創新活動所創

造之熊彼得租(Schumpeterian rents)(Schmalensee, 1989; Tirole, 1989; von Krogh 

and Grand, 2001)。產業經濟理論之策略研究主要嘗試修正廠商之個體經濟理論來

探討市場績效差異現象(Rumelt, Schendel and Teece, 1994)，著重於探究組織優勢

與劣勢特性以及所處環境機會與威脅之配適問題(Foss, Kundsen and Montgomery, 

1995)；傳統產業經濟理論主張市場環境吸引力才是廠商創造超額利益之來源，

亦即策略成功關鍵在於廠商能夠身處高額經濟租之產業群組中，並且在該產業中

佔有可攫取較多經濟租之市場獨占地位5。資源基礎觀主張廠商績效差異主要係

來自於本身所掌握要素稟賦之不同，同時資源稀少性雖有利於創造經濟租以形成

短期競爭優勢，但是資源還必須具備難以模仿以及不可替代性，方可創造出持久

性長期優勢(Amit and Schoemaker, 1993; Barney, 1986, 1991; Dierickx and Cool, 

1989; Peteraf, 1993)，此係從廠商內部生產投入要素組合特性，來解釋廠商競爭

優勢之差異，因而將廠商績效差異歸因於”李嘉圖租”；李嘉圖租源自於廠商對於

投入要素可接近性之差異，以及透過廠商內部將生產要素有效轉換成高價值產品

與服務之流程差異(Montgomery, 1995; Winter, 1995)，廠商內在流程效率差異則來

自於組織運用資源與知識之能力(Ghoshal and Moran, 1996)，使得廠商利用所擁

有資源與知識之獨特能力來進行創價活動將可獲取較高之專佔經濟租(Reitzig 

and Puranam, 2009; Teece, 1986)，上述資源基礎觀點係從不同廠商運用資源效率

來解釋績效差異性，強調廠商績效差異性乃來自於資源擁有不同運用效率而產生

經濟租差異性，而不是單純市場力、廠商間勾結或策略行為所致(Peteraf, 1993; 

Peteraf and Barney, 2003)。再者，廠商本身獨特能力之價值創造必須考量到搭配”

互補資源”(complementary asset)來共同創價問題，使得各種資源可創價性通常必

                                                 
5 產業經濟理論特認為產業吸引力端視該產業內部實際競爭狀態以及未來競爭變化趨勢而定，其
中包括新競爭者加入、競爭對手策略行為改變以及整體技術、社會與經濟結構之轉變等(Porter, 
1980, 1991; Foss et al., 199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 

須伴隨著其他資源共同創價效果而定，因而資源價值應從”資源系統”(system of 

resources)概念來評估組織內部獨特技術與能力之可創價性(Coff, 1999; Denrell, 

Fang and Winter, 2003; Foss et al., 1995; Lippman and Rumelt, 2003)。 

就創新活動之創價特性而言，技術創新乃是組織轉變創價能力與提升創價

績效的重要策略性活動之ㄧ(Gobeli and Brown, 1987; Tidd, Bessant, and Pavitt, 

2005)，技術創新可視為組織透過調整與重組產品與流程結構之新舊專業知識與

能力，形成嶄新創價知能與資源以有效解決複雜問題之創新活動，因而創新技術

或嶄新知能與資源皆可被視為組織對於既有產品與流程進行調整與重組之歷程

(Dosi et al.,1988; Nelson and Winter, 1982)；由於創新技術對於廠商因應產業轉型

與競爭形態改變具有重要影響力，使得組織管理領域研究逐漸認同”熊彼得租”

乃是廠商攫取創新利益來建構本身競爭優勢之重要來源。熊彼得租可視為廠商具

備獨特創新技術之創價知能與資源，以形成先進者優勢之經濟性利益(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88)，組織創新技術之熊彼得租源來自於廠商破壞既有技術均

衡狀態後，本身採用創新技術所創造高附加價值之經濟租，同時廠商可經由技術

與產品創新，來驅動組織內部與外部環境產生改變，或者評估內外在環境條件

後，選擇最適當技術與產品創新改變起點，進而帶動提升整體營運流程創新績效

與經營模式創價效果(Amit and Zott, 2001; March, 1991; Nelson, 1995)。 

綜上所述，有鑑於組織創新技術之經濟利潤誘因主要係透過尋找新創價模

式以獲取更高之經濟租6，本研究議題乃強調組織充分運用創新技術落實到創價

模式之中，乃是組織吸收與攫取創新技術創價利益所採取之重要管理行動

(Nelson and Winter, 1982)，其中”技術轉變”(technological shifts) 對於組織內部管

理整合行動至為重要，因為組織所擁有創價技術係鑲嵌於一個”互補資源系

統”(system of complementary assets)之中，組織導入創新技術勢必帶動組織所屬支

援性或互補性流程、知能以及資源隨之轉變，方能將創新技術落實於營運流程組

合來實踐出廣泛創價利益(Danneels, 2002, 2007; Foss et al., 1995; Henderson and 

Clark, 1990; Nerkar and Roberts, 2004; Song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著重於組

織導入創新技術來連結與融入產品創價流程組合所能攫取之廣義熊彼得租，亦即

組織創價流程系統連結或融合創新技術後，驅動技術創新擴散所創造出廣泛創價

利益(或創新經濟租)。 

(三)、創新技術之創價類型 
                                                 
6 演化經濟理論認為路徑相依以及廠商專屬之程序(procedures)、例規(routines)、資源(resources)
以及能力(competences)等因素是造成廠商間價值創造與績效有所差異之關鍵所在，同時也促使
個別廠商採取獨特之尋租策略(rent-seeking strategies)，因而廠商更需要建構出本身專屬能耐建
構(competence building)、例規化(routinization)以及知識創造(knowledge creation)之創價流程
(Nels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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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所帶動之價值創造活動大致可區分為”本質性價值”(intrinsic value)

以及”定位性價值”(positional value)等兩種創價類型(Normann, 2001)。本質性價值

主要係以組織所提供產品與服務能夠符合顧客需求作為核心創價邏輯，因而組織

積極進行創新活動主要目的在於調整本身資源結構與價值活動內涵，進而重新定

義或詮釋產品與服務之創價績效，此係組織從”價值提供者”(value provider)觀點

強調如何提升創新技術價值以維持本身產品與服務優勢，或者創造出嶄新產品與

服務之價值曲線(value curve)來攫取更豐富之市場價值(Kim and Mauborgue, 

1999)；再者，定位性價值主要係以組織協調不同價值活動銜接流程或促進彼此

知能進行交流歷程作為核心創價邏輯，使得不同組織間或組織所屬部門間價值活

動產生有效交易與互動連結，進而發揮價值共創(value coproduction)之創價績效

(Ramirez, 1999)，此係組織從”價值創造組織者”(organizer of value creation)觀點強

調如何管控各種價值活動銜接介面以協助整體組織或部門集群擴大共創價值範

疇(Danneels, 2002; Leibold, Probst, and Gibbert, 2002; Lippman and Rumelt, 2003; 

Ramirez, 1999)，或者協調組織內外部連結資源與知識進行配置、重組以及轉型

活動以延伸新技術創價能力(Christensen and Bower, 1996; Danneels, 2007; Noda 

and Collis, 2001)，進而創造出嶄新之創價系統(value-creating system)(Clark, 1987; 

Danneels, 2002; Nerkar and Roberts, 2004; Parolini, 1999)。 

綜上所述，本研究聚焦於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情境脈絡特性，以及組

織如何因應導入創新技術而採取各種創價模式來落實創新技術，進而擬定創價流

程整合結構與管理機制組合設計以實踐出創新技術之創價績效。首先，本研究乃

從”價值提供者”之創價角度，將組織視為一個完整創價流程結構與價值活動組合

之經濟單位，進而探究組織策略性導入創新技術，以提升本身產品與服務競爭優

勢之創價目的、誘因以及情境脈絡因素。另外，本研究亦主張組織導入創新技術

具備”價值共創組合者”角色，強調組織導入創新技術未必僅重視該創新技術所能

發揮之創價效益，同時更重視導入創新技術可以透過內部創價流程間跨界散佈

(dissemination)或槓桿延伸(leverage)方式，來結合或帶動其他產品流程創價能力

也隨之創新改變，進而產生整體性價值共創之創新績效(Danneels, 2007; Nerkar 

and Roberts, 2004; Ramirez, 1999)；因此，本研究主張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創價模

式具備不同價值構形特徵，管理者則扮演”價值共創組合者”角色來擬定不同整合

結構設計以及管理機制組合，促使創新技術可在各種創價流程銜接連結或重組融

合活動中，帶動各種創價模式營運流程組合發揮共創價值效應。 

二二二二、、、、實務背景之動機啟發實務背景之動機啟發實務背景之動機啟發實務背景之動機啟發 

醫療機構面對外部醫療市場變化與健保政策變革充滿著不確定性，醫療產

業競爭規則或經營模式不斷改變與重整，使得醫療機構管理者必須因應外在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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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以及病患需求轉變而及時調整本身醫療照護之價值創造特色，同時醫療機構

也必須策略性改變本身資源配置、提升醫療技術與流程水準，發揮整合靜態與動

態效率之能力(Blank and Boal, 1994; Sanchez, 1995)，方能突破專業技術能力瓶頸

(competence bottleneck)之限制，進而掌握較佳市場存活機會以及創造出組織動態

性綜效(synergistic dynamics)(Sanchez, 2004; Sanchez and Heene, 1996, 2000)。 

在國內醫療市場中，許多醫療機構本身較缺乏發展創新醫療服務之能耐，

因而面對外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以及醫療技術日新月異之挑戰下，醫療機構通常

必須考量到本身獨特資源以及技術創新能力之限制，依據本身所欲達成之組織創

價目標來策略性選擇發展重點醫療專科，特別是在醫療資源相對豐富之地區，人

口聚集以及都市化發展雖然吸引眾多醫療機構陸續設立，以期加入分享相對豐厚

之醫療服務市場大餅，然而醫療資源過度集中投資可能導致激烈市場競爭，惟有

各自發展服務特色，方能吸引病患就醫，並且發揮互補作用。以資源豐富之大台

北地區醫療服務市場為例，近十年來大台北地區許多中型醫療機構不斷新增或擴

建醫療照護資源與設備規模，使得地處該區域之醫療機構生存空間更為擁擠，也

迫使該區域內各中、大型醫療機構必須改變內部資源配置以及突顯出各自醫療照

護特色，方能在健保總額大餅日益縮減之困境中，開展出本身獨特之醫療服務營

運空間。 

醫療機構選擇發展重點專科雖然部分原因係考量到如何定位本身醫療服務

特色，以吸引大量特定疾病類型之病患前往就醫；然而，醫療機構發展核心專長

項目不僅代表著外部市場策略定位之轉變，同時也帶動著醫療機構內部醫療服務

流程必須隨之轉變，方能有效提升組織營運流程之創價效果。就台灣醫療市場生

態而論，國內大型醫學中心在國家或大企業集團刻意培植與投注大量資源、持續

吸收頂尖醫療優秀人才，以及長期近乎壟斷國內重要醫療市場下，已經創造與累

積出極為豐沛之專業知識與能力，使得大型醫學中心具備了創新本身營運流程之

能力。然而，國內中型醫療機構雖然肩負著提供各個次級醫療區急重症醫療照護

之責任，但是大多數中型醫療機構卻也面臨著資源有限以及專業人才素質相對薄

弱之窘境，使得中型醫療機構較欠缺自我改變營運流程之能力，通常必須透過引

入醫學中心優質醫療團隊加入服務陣容，或者透過導入先進儀器設備來增強多元

專科醫療服務組合特色等方式，進而帶動醫療機構內部營運服務流程之改造工

作，同時中型醫院即使導入具備創新技術之醫療團隊或儀器設備，勢必還面臨著

如何著手改造該醫院內部醫療資源配置，以及推動各專科服務流程重整與重組之

挑戰，亦即組織該如何策略性改變重點專科營運流程特色，經由引進外部醫療團

隊或儀器設備方式來導入創新技術，進而將創新技術連結或融合到整體創價流程

組合中，來帶動組織內部醫療產品與服務產生策略性創新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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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由於醫療機構內部醫療服務流程系統之間彼此環環相扣，不僅各個專科醫

療作業流程有賴跨價值單位所專職之局部照護活動間必須緊密銜接外，不同專科

醫療照護流程亦存在著整合協調跨專科領域診療創價目標、交流多樣化資訊與知

能、彼此調度支援醫護專業人力，以及共享使用多項照護設施與儀器設備之多重

連結關係內涵，使得醫療機構內部創價流程呈現出極為複雜且多元之整合系統架

構與網絡連結關係。多年來，國內大多數中型醫療機構面對著鄰近大型醫學中心

已提供更專精與更完備之高品質診療服務組合，不斷吸引當地大量病人前往就醫

的競爭壓力，使得該機構管理者在考量本身缺乏創新能耐可創造出突破性嶄新技

術之限制前提下，有必要暸解何種情境脈絡因素影響著中型醫療機構策略性導入

特定重點專科創新診療技術呢？中型醫療機構之策略目的乃強調將導入創新技

術連結與融入到內部醫療服務流程系統中，以提升本身專科診療創價能力以及強

化醫療服務競爭優勢。其次，由於醫療機構內部乃存在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縱橫

交錯之複雜創價流程系統，中型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後如何因應不同創價模式

特性，來擬定適當之整合結構設計以及管理機制組合呢？中型醫療機構之策略行

動則強調將創新技術落實於內部醫療服務流程系統中，進而實踐出創新技術帶動

整體醫療服務流程隨之改變的最大創價利益。 

綜而觀之，上述研究問題即是中型醫療機構評估策略性導入創新技術所必

須仔細評估考量之重要創新管理議題7。首先，中型醫療機構管理者必須瞭解特

定組織內外部情境脈絡特性，將會影響該機構採取導入創新醫療技術以及引進優

質專業知識與能力等創新策略行動；再者，管理者必須考量到內部醫療服務流程

系統中存在著不同創價模式設計特性，進而設計創價流程整合結構以及採取整合

機制組合，以促使創新技術不僅可連結帶動特定專科診療流程創價效果有效提

升，同時也可促進跨專科診療流程間彼此重組融合或居中撮合，使得整體醫療服

務流程系統皆可受惠於導入創新技術所延伸與擴散之廣泛創價效果，此亦是組織

導入突破性技術創新以發揮最大綜效之重要研究問題。 

有鑑於中型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之策略行動面臨著組織創價目標與動

機、外部環境趨勢特性以及內部能力限制條件等前提因素之影響，同時該機構醫

療技術創新策略中蘊含不同價值動因創價模式所引導之價值構形有所差異，使得

該機構必須因應各種價值構形所展現之設計特性，來擬定創價流程系統整合結構

設計以及推動各種協調與控制機制組合，方能促進創新技術有效帶動整體醫療服

務流程系統之創價能力隨之提升改變，進而實踐出該機構有效銜接、融合以及撮

                                                 
7 組織策略性導入創新技術來帶動整體醫療產品與服務隨之創新升級現象不僅存在於中型醫療
機構，亦同樣可適用於任何導入新開發技術或新團隊成員之專業型組織，因而組織策略性創新

技術散佈現象亦具有跨產業與跨機構之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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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創新技術所能攫取之最大創價利益或創新經濟租。綜上所述，本研究問題首先

探究中型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之情境脈絡特性，進而思考該機構因應不同價值

構形所採取之整合模型設計特性，並且針對創新技術發展脈絡特性以及不同價值

構形之整合模型特性推論出相關研究命題。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探討”組織導入

創新技術之創價模式與整合模型設計”現象，主要研究問題有下列兩項： 

一、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之情境脈絡特性為何？  

二、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因應不同創價模式特性所採取之整合結構設計以及整

合機制組合為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範疇研究範疇研究範疇研究範疇 

由於本研究著重於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以實踐出最大創價利益之歷程現

象中，組織落實創新技術價值之”創價模式”特性，以及實踐出創新技術價值之”

整合結構與管理機制組合”設計特性，因此，本研究範疇主要可從產品與服務流

程結構範疇、技術創新散佈歷程範疇，以及價值傳輸歷程範疇等三個面向來分別

說明之。首先，就產品與服務流程結構範疇而言，組織內部產品與服務流程結構

可視為結合各種加值性創價流程之承載體(carrier)，其中加值性創價流程(包括價

值鏈、價值群或價值網)主要可區分為”營運流程”(business process)與”管理流

程”(management process)等兩種類型(司徒達賢，2005)；醫療機構營運流程主要

係為各種直接醫務功能部門之核心創價活動組合，醫療機構管理流程則是包含幕

僚輔助服務部門之支援創價活動組合(蔡雅芳、胡哲生，2005)。有鑑於本研究所

探討創新技術係聚焦於醫療專業技術創新活動，醫療技術創新之散佈影響範疇亦

大致侷限於醫療服務直接功能部門，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組織內部產品與服務流

程結構範疇，限定以醫療機構內部醫務專科直接服務價值單元之創價活動為限，

亦即本研究聚焦於探討醫療機構內部直接醫務功能部門之營運流程創價活動

(如：外科手術)，有關幕僚服務部門之管理流程創價活動(如：人力資源管理)則

不納入本研究範疇。 

其次，就組織內部技術創新散佈歷程範疇而言，Cooper and Zmud (1990)主

張組織內部技術創新散佈歷程大致可區分為”啟動”(initiation)與”採用”(adoption)

等兩個前期技術導入階段，以及”適應”(adaptation)、”接納”(acceptance)、”例規

化”(routinization)及”注入”(infusion)等四個後期技術利用與散佈階段；有鑑於本研

究著重於探討醫療機構內部特定重點專科領域從外部導入創新技術之後，該機構

後續因應不同創價模式來推動創新技術緊密銜接、重組融合或撮合散佈至整體醫

療服務流程系統，進而帶動各項醫療服務流程創價能力隨之提升改變以及實踐出

廣泛之創價利益，因此本研究範疇將著重於探究創新技術後期技術利用與散佈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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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並且聚焦探討例規化以及注入階段之創新技術價值散佈現象8。 

再者，就價值傳輸歷程範疇而言，Sharma, Krishnam and Grewal (2001)主張

組織價值傳輸歷程大致可區分為”技術傳輸歷程”、”產品傳輸歷程”以及”顧客傳

輸歷程”等階段9，其中技術傳輸歷程強調組織必須將本身研發技術核心價值，發

展成具體產品或服務之產品開發歷程，此一歷程則有賴將組織專業知識基礎轉換

成技術價值創造之重要資源，並且將各種重要技術資源加以移轉與結合後，開發

出具多元性與差異化之高附加價值產品與服務，因而組織內部使用特定創新技術

仍然需要歷經一段轉換過程，方能彰顯出創新技術之獨特價值(Zahra and George, 

2002)。有鑑於本研究著重於探討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後因應各種創價模式特

性，進而設計一系列整合性創價轉換活動過程，以彰顯創新技術擴散落實於各種

醫療服務流程組合以實踐出最大創價利益，因而本研究範疇乃聚焦於組織內部技

術傳輸歷程中，該創新技術帶動多樣化醫療服務能力與品質提昇所展現之散佈性

創價效果。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說明與選擇研究方法說明與選擇研究方法說明與選擇研究方法說明與選擇 

有鑑於本研究問題聚焦於探究國內中型醫療機構面對鄰近大型醫學中心吸

引大量當地民眾前往就醫之競爭壓力下，該機構嘗試策略性導入創新技術來帶動

內部創價流程系統轉型之情境脈絡因素為何？以及該機構因應不同創新策略價

值動因所形成之創價模式設計特性，管理者如何針對各種醫療服務價值構形之創

價流程組合，來擬定整合結構設計以及採取整合機制組合？因而本研究認為上述

研究問題相當適合採取個案研究方法來探究實務現象以及建構理論模型(Yin, 

2003)。以下乃針對本研究典範取向選擇以及個案研究方法加以說明之。 

一一一一、、、、研究典範之取向研究典範之取向研究典範之取向研究典範之取向 

社會科學研究典範乃是一種價值信念模式，主要提供研究者作為思索研究

問題以及選擇研究取向之指引。就不同理論思維脈絡而論，社會科學研究則可區

分為實證論、後實證論、建構理論以及批判理論等四種研究典範(Guba and Lincoln, 

                                                 
8 由於”注入”階段係指創新技術擴展支援更廣泛與更高層次之創價活動，進而持續性提升組織整
體營運績效，因而本研究亦特別聚焦於探究創新技術注入階段之散佈現象。另外，Cash et 
al.(1992)則主張組織內部創新技術散佈可區分為”確認與投資”、”學習與調整”、”例規化與管理
控制”以及”廣泛技術傳遞與成熟”等四個階段，其中廣泛技術傳遞與成熟階段即是對應到注入
階段，因此本研究範疇亦可視為聚焦於探究廣泛技術傳遞與成熟階段之散佈現象。 

9 Sharma, Krishnam and Grewal (2001) 認為廠商創造市場價值歷程主要可區分為下列三個階
段：(一)、技術輸送歷程：技術傳輸歷程思考乃是從研發活動產生技術轉型，並且透過產品開
發過程來傳輸價值；(二)、產品輸送歷程：產品傳輸過程思考乃是經由新產品開發與傳輸活動
來確定新產品符合市場需求，並且恪守廠商對於品質、成本、輸送服務以及即時上市之承諾來

傳輸價值；(三)、顧客輸送流程：顧客傳輸過程思考乃是透過有效供應鏈管理來傳遞與履行承
諾，並且提供顧客高附加價值之產品與服務來傳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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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這些研究典範皆存在著本體論、知識論以及方法論之共通基礎，並且各

自發展出極為豐富且多元之理論流派與研究成果；其次，上述研究典範也應用到

社會科學研究之不同領域，形塑出各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探究真實世界所秉持之

信念與價值，形成特定社會科學領域成員所共同遵守之研究準則，同時不同研究

典範之信念價值差異也會影響著研究者對於社會現象實際本質之假設，進而引導

出不同之研究策略與方法取向(Guba and Lincoln, 1998)。有關社會科學四種研究

典範之比較如表 1-1所示。 

表 1-1 社會科學研究多元典範之比較 

典範 實證論 後實證論 建構理論 批判理論 

本體論 實在論 批判實在論 相對實在論 歷史實在論 

知識論 二元論、 

科學客觀論 

修正式二元論、 

科學客觀論 

互動論、 

主觀經驗論 

主觀經驗論 

方法論 實驗主義 

重視操作、控制、驗

證假設以及量化方

法 

準實驗主義 

重視操作、控制、否

證以及質量並重方

法 

現象學與詮釋學 

重視主觀經驗詮釋

以及現象意義的還

原 

詮釋學與辯證學 

強調透過對話過

程，達到對不公正社

會進行批判與再建

構的目的 

研究方法 實驗法 準實驗法 

社會調查法 

深度訪談法 

田野觀察法 

文本分析法 

行動研究法 

敘述分析法 

資料來源：潘淑滿(2003)，頁 38。 

不同研究典範之方法論大致可歸類為實証論(positivism)取向與建構論

(constructivism)取向等兩種類型，兩種研究取向在探究目的、理論邏輯、概念角

色以及分析流程上則有所差異(Creswell, 2007; Guba and Lincoln, 1998; 潘淑滿，

2003)。實證論研究取向主要依循實驗主義觀點之演繹邏輯(deductive method)，

研究者通常主張社會現象存在著一個絕對或相對真實(truth)，研究者可從真實現

象外面來客觀進行觀察或收集資料以發掘出真實理論模型(Creswell, 2007; Green 

and Thorogood, 2005)，因而實証論與後實証論主張以驗證研究者所關切之理論假

設為目的，透過對一套完備操作技術進行具因果關係之變項衡量，並使用經過檢

測之標準化工具與程序收集資料後，進行驗證分析以確立複雜變項之間的關聯

性。 

建構論研究取向主要依循詮釋學或現象學觀點之歸納邏輯(inductive 

method)，研究者通常主張社會現象之真相(reality)乃具多層次與多面向之複雜

性，使得研究真相並不存在一個明確理論結構可供清楚觀察，甚至可能受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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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身對於特定現象事件所採取理解與解析角度或立場不同，進而衍生出多種不

同事件真相(Appleton and King, 2002; Lincoln and Guba,1985; Wainwright, 1997)，

因而建構論或批判論強調從整體觀點對社會現象進行全方位圖像(holistic picture)

建構以及深度瞭解(depth of understanding)，研究者必須在自然情境中方才有機會

理解研究對象生活經驗以及如何詮釋本身與他人在所處環境中的互動方式

(Appleton and King, 2002)，同時建構論也反對實驗主義將研究現象切割為單一或

多重變項，再運用指標數據或統計結果作為資料詮釋之依據，使得建構論研究者

特別強調個案與環境互動之詮釋觀點，如何受到經濟、社會、文化或語言等脈絡

特性之影響(Willig, 2001)，許多社會建構論研究通常主張以研究者本身作為研究

工具來探究社會現象背後之複雜關係，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深度互動歷程來理

解實際現象與行動之深層意義，並且收集彙整多重田野資料後進行歸納與分析，

進而將解析與詮釋結果建構出嶄新之理論(陳向明，2002)。因此，當研究者所欲

探究現象本質仍然相當模糊，或者需要長期觀察與檢視社會現象之動態變化，研

究者會傾向採取詮釋論取向之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方式來深究現象或概念

所蘊涵實際情境以及關係本質之意義(潘淑滿，2003)。 

綜而觀之，有鑑於本研究主張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策略性創價行動與整合

性管理模型設計，乃是一個客觀存在之可觀察事件，同時本研究認為即使”組織

如何導入創新技術來實踐創價利益”之流程互動模式與整合行動歷程尚稱模糊而

有待進一步探索，但是研究者假定在上述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價值落實與創價實

踐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社會真實，並且可經由探索研究對象內在策略行動與創價互

動過程以及對照初步理論觀點，來建構出一個可驗證之理論模型，同時本研究亦

秉持客觀態度來收集與分析個案受訪者訪談內容以及書面文件資料(Glaser, 2002; 

Green and Thorogood, 2005)。因此，本研究乃依循具備實証論精神之個案研究方

法來探究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價值共創與價值攫取現象，同時主張上述真實事件

乃存在於研究者本身以及個案機構管理者的外在世界，研究者探究個案機構所呈

現理論模型分析結果則彙整自本身所獲得個案機構資料以及所參照既有理論觀

點10(Charmaz, 2000; Creswell, 2007; Lincoln and Guba,1985)，使得本研究所採取個

案研究方法乃依循後實証論精神來建構與驗證”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以實踐創價利

益”之理論概念內涵以及關係模型。 

二二二二、、、、個案研究法與個案選擇個案研究法與個案選擇個案研究法與個案選擇個案研究法與個案選擇 

社會科學領域之主要研究方式取向大致可區分為實驗法、個案研究法、歷

                                                 
10 本研究對於個案機構所探究之重要概念本質與理論模型關係乃先假定有一個真實理論存在於
研究個案現象之中，然後本研究透過持續收集與分析多元資料過程，進而建構以及驗證(或辯
證)此一理論之存在性與真實性(Charmaz,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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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法、調查研究法以及檔案分析法等類型(Yin, 2003)。有關上述各種研究方

法類型之適用性則說明如表 1-2所示，其中個案研究方法乃強調針對特定社會現

象進行深度且全面性之探索過程，使得個案研究經常傾向於主張呈現研究事件所

處情境脈絡，以及研究對象與生活世界週遭行動者以及事物彼此互動之體驗、知

覺或想法，方能深刻理解個案現象以及掌握其精髓(Feagin, Orum and Sjoberg, 

1991; Willig, 2001)；許多研究方法論學者即認為過去個案研究經常被視為類似於

參與觀察或民族誌研究方法，因而將個案研究定義為：”研究者經由多重資料來

源，對於真實生活脈絡之各種現象所進行之一種探索方式”11，並且主張個案研

究係為一種強調個別、深度以及描述導向之研究方法，以期研究者對於個案現象

有深入瞭解，進而探究其與全體研究對象之相同處與相異處(Yin, 2003)。綜上所

述，個案研究乃是探索與分析社會單元生活歷程之方法，並以事實蒐集、精密診

斷、適當處理、正確紀錄為研究步驟，其研究範圍從形成背景、發展歷程以及組

織內容皆須進行全面、詳盡以及深入調查；因此，個案研究乃是一種能深入詳實

探究社會真確本質之具體且有效的社會研究方法(Gillham,2000; 潘淑滿，2003)。 

表 1-2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類型之適用性比較 

研究方法類型 適用研究問題形式 事件可控制性 事件即時性 

實驗法 how、why? Yes Yes 

調查研究法 who、what、where、how many、

how much? 

No Yes 

檔案分析法 who、what、where、how many、

how much? 

No Yes/No 

歷史研究法 how、why? No No 

個案研究法 how、why? No Yes 

資料來源：Yin(2003)，頁 5 

在方法論分類上，個案研究法通常歸類為質化取向研究方法之ㄧ，然而方

法論所劃分之量化與質性研究取向並非完全否定實證研究採取質化取向來建構

與驗證理論命題之可行性(Charmaz, 2000; Gillham,2000; Glaser, 2002; Myer, 2002; 

Yin, 2003)，質性研究亦可依循實證邏輯來解釋社會現象中的因果關係，以達到

延伸或檢證既有理論之目的(Duchscher and Morgan, 2004; Markus and Fischer, 

1986; Subbaby, 2006; Yin, 2003)，特別是當研究議題之理論架構尚未發展成熟、

缺乏精確構念定義與變項衡量之技術工具，以及難以獲取大量樣本資料進行分析

                                                 
11  個案研究定義之”個案”係指一個有疆界範圍之完整系統，此一系統中存在著各種特定行為模
式或類型，使得研究者可以觀察與分析不同行為模式或類型之特徵以及行動意涵，進而讓研

究者深入理解整個系統之特性(林佩璇，2000)，因此個案研究乃是以特定具有疆界範圍之系
統作為研究主體，來進行研究核心問題現象11之完整描述與分析(Merriam,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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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研究者亦可採取質化取向之個案研究法來架構與驗證真實現象中可能存

在之因果關係，因此個案研究法不僅可視為建構個案真實理論關係之重要探索工

具，同時也是驗證個案因果關係命題之合適邏輯實證方法(Yin, 2003)12。 

在個案選取方式上，Yin(2003)主張個案研究方法較適用於探討”為何”(why)

以及”如何”(how)之類研究議題。本研究目的主要探究組織導入創新技術所面臨

重要情境脈絡因素之影響為何(why)？以及組織導入創新技術後應如何(how)採

取適當之創價模式與整合模型設計與安排，方能有效落實創新技術之創價利益？

有鑑於上述研究議題所蘊含理論架構仍有待深入探究與發展，諸多創價模式、整

合結構與機制組合等研究概念仍需要彙整個案資料與對照理論觀點後，方能範定

構念定義或提出變項衡量方式，同時上述研究議題包含了個案導入創新技術來實

踐創價利益之複雜發展歷程，使得研究者受限於研究資源條件而難以大量收集個

案樣本。因此，本研究乃先選取合適中型醫療機構進行探索性個案研究方式
13(Eisenhardt, 1989; Yin, 2003)，同時聚焦探究該個案醫院導入創新技術之情境脈

絡特性，以及該個案醫院內部如何因應創價模式設計特性來安排整合結構以及採

取整合機制組合，然後彙整個案醫院探索資料以及重要理論觀點以形成初步命題

關係架構，作為後續理論抽樣選取其他合適個案醫院來收集整理與檢視分析資料

之參考模型，進而透過後續選取個案醫院所呈現資料分析結果來驗證各項關係命

題，以期達到跨個案複現驗證效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乃先聚焦選取一家國內中型醫療機構因應市場競爭壓

力，策略性選擇重點專科領域導入創新技術以提升本身創價效益之合適個案，然

後針對該個案醫院深入探索組織內部創價歷程與管理行動特性，同時對應連結攸

關理論觀點來範定重要概念定義與合適衡量構面，以及建構初步理論命題；其

次，本研究乃依循探索性個案相似選樣情境條件來理論性選取兩家中型醫療機構

進行跨個案原樣複現工作，以期驗證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價值共創與價值實踐歷

程中，各種重要概念間理論關係命題之有效性。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理論觀點之選擇理論觀點之選擇理論觀點之選擇理論觀點之選擇 

就本研究議題之理論觀點定位與選擇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討組織導入創新

                                                 
12  有關個案研究類型大致可區分為”歸納性個案研究”(Eisenhardt, 1989)、”驗證性個案研究”(Yin, 

2003)以及”紮根性個案研究”(Locke, 2001;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13  本研究採用探索性個案研究之理由係因該方法適用於下列兩種情境：一、個案導入創新技術
之價值共創與價值專佔現象尚缺乏詳實進行田野研究或提出命題，因而本研究仍有待深入探

究何種脈絡情境、創價模式以及整合模型設計等概念特性，與該個案醫院內部落實創新技術

以實踐創價利益現象密切攸關；二、許多本研究重要概念(如：價值構形)雖與個案醫院導入
創新技術現象有所關聯，但是仍缺乏明確標示與定義，同時重要概念間所潛藏關係則仍未被

深入理解，或者尚未發展達到成熟層次(Creswell, 2007; Green and Thorogoo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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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來實踐創價利益之歷程現象，首先以”創新與創新擴散”相關理論觀點作為先

導理論；此係過去許多研究探討組織導入 ERP系統(Cooper and Zmud, 1990; Hong 

and Kim, 2002; Bradford and Florin, 2003; Ehie and Madsen, 2005; Chien and Tsaur, 

2007)、導入電子商務系統(Premkumar and Roberts, 1999; Sung, 2006)，或者導入

CRM系統(Croteau and Li, 2003; Mendoza, Marius, Perez and Griman, 2007)之主要

理論脈絡，大致皆依循著創新理論與創新擴散觀點來探究組織導入創新事物之策

略邏輯與脈絡特性、組織將創新技術連結或融入創價流程系統之歷程，以及組織

跨層次延伸與散佈複雜創新技術應用範圍之擴散現象(Agarwal and Prasad, 1997; 

Bradford and Florin, 2003; Fichman, 2000; Khazanchi, Lewis and Boyer, 2007; Klein 

and Sorra, 1996; Ottenbacher and Gnoth, 2005; Robey, Ross and Boudreau, 2002)。有

鑑於本研究亦著重於探討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來實踐價值共創以及獲取價值

專佔利益之歷程現象(Thompson and Strickland, 2003)，因此本研究乃以創新與創

新擴散相關理論觀點，作為初步探索個案醫院導入創新技術來實踐創價利益之歷

程的重要理論基礎。 

其次，本研究嘗試聚焦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創價模式與整合模型設計

問題中，過去組織創新相關研究對於組織如何面對不同情境脈絡特性來策略性推

動不同價值創造活動(Chapman et al., 2002; Gunasekaran et al., 2006; Lawrence and 

McAllister, 2005)，並且著重於探究組織導入創新對於顧客價值或經營績效之影

響(Chiesa and Masella, 1996; Afuah and Tucci, 2003; Robey, Smith and 

Vijayasarathy, 1993; Rungtusanatham and Forza, 2005; 湯玲郎、蔡瑋真、王盈超，

2009)，然而過去研究尚缺乏從經營模式或價值構形理論觀點，來探討醫療機構

導入創新技術之經營策略構想與價值主張，以及因應不同創價模式與價值網絡設

計來落實技術創新收益模式，因此本研究乃參酌經營模式與價值構形相關理論觀

點14來解釋將創新技術落實於醫療服務流程系統中，所展現之技術創新策略邏輯

以及創價模式設計特性。 

再者，創新技術之價值實踐必須考量到組織內部如何設計創價流程系統之

整合結構以及管理機制組合。由於組織如何因應不同創價模式特性來擬定適當整

合結構設計以及整合機制組合，目前則尚缺乏創新研究採用組織結構與控制相關

理論觀點來明確解釋醫療機構如何擬定整合結構設計與管理機制組合，方能攫取

創新技術導入所衍生之創價利益，因而本研究則從”組織整合創價流程系統來實

                                                 
14  Osterwalder, Lagha and Pigneur(2002)主張經營模式組成要素大致可歸納成產品創新、組織結

構基礎、顧客關係以及財務營收等面向，並且將價值構形定位為經營模式重要組成要素之

一，同時 Hamel(2000)亦強調組織建構經營模式必須重視整合獨特資源所採取創造價值模式
與核心創價流程之重要性，因而經營模式與價值構形理論觀點應可視為組織擬定價值創造模

式以獲取創新優勢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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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技術創新利益”觀點，嘗試參酌結構理論與網絡理論觀點來解釋醫療機構將其

組織結構與介面型態調整成適合實踐技術創新利益之系統架構特性，同時參酌組

織控制理論觀點來說明醫療機構採取適當管理機制組合，來協調或控制醫療服務

流程系統中之各種整合創價活動。 

綜上所述，本研究乃依循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以及創新擴散歷程現象相關理

論觀點，再結合創價模式以及整合結構與機制組合等重要概念攸關理論觀點，來

共同探索與解釋醫療機構導入創新技術之情境脈絡因素、創價模式特性，以及整

合結構與機制組合等重要概念間之複雜因果關係，同時本研究亦採取探索性個案

研究來嘗試釐清上述理論觀點所主張重要概念構面屬性，進而提出合理關係模式

架構。 

一一一一、、、、創新與創新擴散之理論觀點創新與創新擴散之理論觀點創新與創新擴散之理論觀點創新與創新擴散之理論觀點 

過去探討創新或創新擴散之研究脈絡大致可區分為傳播觀點、模型預測觀

點以及生產力觀點等三種類型(王美雅，2004)。首先，傳播觀點之創新擴散研究

主張將擴散視為一個傳播過程，強調創新擴散乃是將創新事物經由特定溝通管道

來傳遞給社會系統成員之散佈歷程(Rogers, 2003)，其中從總體面來探究社會變遷

現象(如：流行文化或新興媒體產業)以及從個體面來探究科技接受者心理採納狀

態或創新技術之使用狀況等創新傳播研究議題(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7; 

Crane, 1999; Durfee, 1999)；其次，模型預測觀點之創新擴散研究主要依循著

Rogers創新擴散理論之傳播觀點，進而提出修正式擴散歷程計量模型(如：貝氏

模型)來預測創新技術或產品之演進軌跡與散佈現象，同時經由探討創新技術或

產品之改良與延伸散佈歷程，逐漸發展出更具解釋性之複雜模型(如：多元創新

擴散模型或多世代創新擴散模型)(Mahajan, Muller and Bass, 1990)；最後，生產力

觀點之創新擴散研究主張將創新擴散視為廠商或產業提升價值創造能力與成效

之重要歷程，亦即個人或組織透過技術創新、模仿以及延伸散佈來促進生產力成

長，進而擴展廠商或整體產業之價值創造深度與廣度，個人或組織乃會因應不同

廠商規模、發展策略、技術軌跡、資源稟賦以及學習能力來擬定創新使用決策與

管理機制，進而導致不同之擴散結果。因此，生產力觀點研究著重於探討不同創

新擴散模式15，以及產業技術變遷歷程與動態變化之總體研究議題，或者探討個

人或廠商因應技術變化之策略方法與領導地位變化之個體研究議題，其中包括廠

商內部與廠商間擴散歷程之影響因素與速度、跨產業(或跨廠商)技術移轉與擴散

序列之變化，以及廠商因應創新擴散現象之策略決策與管理作為等(Baptista, 

                                                 
15  在經濟系統中，擴散模式主要可區分為病毒擴散模式(epidemic diffusion model)、均衡擴散模
式(equilibrium diffusion model)以及演化模式(evolution model)等三種類型(Baptista, 1999; Dosi, 
1991; Silverberg, Dosi and Orsenigo,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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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Christensen, 1997; Fagerberg and Verspagen, 2002; Loch and Huberman, 1999; 

Redmond, 2003; Van de Ven, Angel and Poole, 2000)。 

就創新擴散之階段模式而論，主要研究脈絡大致可區分為”總體導向”與”個

體導向”等兩種類型。總體導向研究著重於整體科技創新之演進，例如：Abernathy 

and Utterback(1978)主張科技創新三階段論(流動期-fluid、移轉期-transitional、確

認期-specific)，以及 Tushman and Rosenkokopf(1992)主張科技生命週期論等皆強

調整體社會或產業環境中科技進步之階段性演進歷程。其次，個體導向研究乃從

組織如何形成或採用創新事物之角度，來探討組織內部接受與擴散創新事物之序

列性行動，主要論點包括 Zaltman, Duncan and Holbek(1973)所主張之兩階段論(發

起期-initation、執行期-implementation)以及 Thompson(1967)所主張之三階段論(產

生期、接受期、執行期)16；Majaro(1988)所主張創新程序三階段論(創新形成、創

新篩選與可行性評估、創新執行)亦類似於 Thompson(1967)之階段論觀點。再者，

Wolfe(1994)彙整組織創新階段模式相關研究後，顯示過去研究探討組織創新擴散

歷程所呈現之”知覺”、”搭配”、”採用”、”執行”以及”例規化”等階段獲得較具一

致性共識，此亦大致呼應 Rogers(2003)所主張組織創新五階段模式(議題設定、合

理化、再定義/再架構、確認、例規化)。 

綜而觀之，過去創新導入研究探討創新擴散階段模式並未深入探究創新導

入與擴散現象之創新策略邏輯與創價模式，因而在創新擴散歷程中，過去研究對

於組織如何因應各種創新策略所形成創價模式，擬定各種整合結構設計以及管理

機制組合模型，來創造與攫取創新價值之現象探索與發掘則仍闕如。有鑑於本研

究主要著重於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之歷程中，管理者因應不同創新策略價值動

因所形成之創價模式，來建構整合平台結構特性以及運用管理機制組合以期實踐

出各種創新價值利益，因而本研究在創價模式理論概念方面主要參酌經營模式與

價值構形觀點，同時在整合模型之結構設計與機制組合理論概念方面則參酌系統

結構理論以及社會網絡理論觀點之重要概念，並且引用組織控制理論觀點來對照

解釋先導個案醫院導入創新技術之情境脈絡與創價策略特性，以及探究管理者尋

求實踐技術創新價值歷程中所擬定之適當整合結構設計與管理組合模型。 

二二二二、、、、創價模式之理論觀點創價模式之理論觀點創價模式之理論觀點創價模式之理論觀點 

(一)、經營模式 

經營模式即是組織在產業價值網中之定位，以及創造價值並換取生存資源

的方式(司徒達賢，2005)，同時創價模式更是反映著組織如何透過交換資訊、資

                                                 
16  兩種組織創新擴散階段論主要差別在於 Thompson(1967)提出接受階段反映著組織決定採用
創新之決策階段，此乃屬於 Zaltman et al.(1973)所主張之發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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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知識與能耐等策略性合作行動來共同創造更大價值、獲取更多經濟利益

(Megretta, 2002; Lumpkin and Dass, 2004)，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創價模式即蘊含

著大部分經營模式之核心概念以及組成要素；再者，有鑑於過去研究認為產業競

爭策略與經營模式之管理訴求與行動意涵有所不同17(Hamel, 2000; Magretta, 

2002)，因此本研究所主張創價模式概念乃選擇聚焦於非產業競爭策略導向之經

營模式創價概念，同時傾向於依循因應創價機會以及價值轉換系統觀點，強調所

謂經營模式乃是組織基於特定價值主張所蘊含之核心創價邏輯，來規劃與建構各

種創價活動之營運結構方式以及管理機制設計(Linder and Cantrell, 2001)，亦即創

價模式強調組織著眼於利用創價機會或追求生存空間，所進行各種價值創造與價

值獲取之重要策略行動、營運架構以及統理機制設計(Amit and Zott, 2001; 

Hawkins, 2001; Mitchell and Coles, 2003; Rappa, 2004; Zott and Amit, 2008)。 

本研究認為組織創價模式即是經營模式概念之具體展現架構，組織創價模

式亦包含了追求創價機會之價值主張與創價方式、整合標的特性與交易內涵、統

理結構關係與機制設計，以及收益類型與經濟利益來源等四種組成要素(Amit and 

Zott, 2001; Magretta, 2002; Mahadevan, 2000; Timmers, 1998; Voelpel, Leibold and 

Tekie, 2004; Zott and Amit, 2007)，同時焦點廠商積極規劃或調整上述創價模式組

成要素之整合方式，進而實踐組織創價目標之一系列營運活動與管理作為，亦即

創價模式乃經由形成建構特定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設計各種價值創造行

動架構與互動規則，並且整合各種有形與無形資源來達成組織所追求之績效水準

(Tapscott, Ticoll and Lowy, 2000; Zott and Amit, 2008)。因此，創價模式概念乃貼

近於創新經營模式所主張之價值創新(Kim and Mauborgue, 1999)或策略創新

(Choi and Valikangas, 2001; Govindarajan and Gupta, 2001; Hamel, 2000; Markides, 

1998)概念，同時傾向於依循系統結構觀點來探究組織內部成員或組織間創價互

動關係之結構安排與機制設計(Amit and Zott, 2001; Hamel, 2000; Magretta, 

2002)。 

綜上所述，本研究乃參酌過去策略管理與組織理論研究所主張經營模式所

注重之價值創造標的內涵、整合結構以及統理機制等關鍵因素(Amit and Zott, 

2001; Zott and Amit, 2007)，同時結合司徒達賢(2005)定義”經營模式乃是企業在價

值網中的定位，以及創造價值並換取生存資源的方式”，來參考解釋組織採用技

術創新策略所蘊含之價值創造模式。因此，本研究乃將創價模式定義為”組織基

                                                 
17  經營模式著重於如何建構營運系統模式來為顧客創造價值以及傳遞價值歷程；然而競爭策略
則著重於如何採取策略性決策與行動來攫取競爭優勢以及形塑有效差異化(Magretta, 
2002)；因此，經營模式強調顧客價值創造，經營模式創新乃是規避競爭對手來創造與傳遞
嶄新價值，產業競爭策略則強調如何有效打敗競爭對手以形塑競爭優勢，進而攫取最大之經

濟利益(Hame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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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追求創價機會或生存空間，所採取結合核心價值主張、整合標的內涵、創價結

構與統理機制設計、以及傳遞顧客所需求價值類型與獲利來源之整合性架構”。 

(二)、價值構形 

組織面對整體環境劇烈變化朝向知識經濟與網絡經濟之趨勢發展，使得組

織不僅積極自行研發或導入創新技術來維持與提升技術領先門檻之競爭優勢，更

需要因應不同創新技術類型之價值創造特性來安排適當創價流程銜接介面設計

以及協調機制，方有助於組織在創價流程中充分運用創新技術特性，透過各種介

面銜接與鑲嵌連結關係來帶動相關創價活動技術、知識以及能耐也隨之提升，進

而發揮整體產品與流程結構之共創價值績效表現。 

在價值創造模式相關研究中，Stabell and Fjeldstad(1998)參考 Thompson(1967)

主張長鏈結式、密集式(intensive)、中介式(mediating)等三種技術類型18，提出組

織價值構形(value configuration)包含了價值鏈(value chain)、價值群(value shop)以

及價值網(value network)等三種創價模式，同時組織有必要因應三種技術類型特

性來採取相對應之序列性計畫(sequential plan)、互惠性共同調整(reciprocal, 

mutual adjustment)以及聚集性標準(pooled standard)等協調機制，進而促進不同價

值構形中創價活動彼此有效銜接連結，以發揮整合性共創價值之效果(Fjeldstad 

and Ketels, 2006)。價值構形之三種創價模式展現著不同創價邏輯、介面協調機制

以及競爭優勢特性。價值鏈主要提供給顧客的是歷經整體價值活動銜接與轉換過

程所創造高品質產品與服務之價值；價值群主要提供給顧客的是有助於解決顧客

獨特問題之有效方案(或工作投入)價值；價值網主要提供給顧客的是聯繫不同顧

客與區域之中介功能，使得顧客可以感受到接近不同網絡成員以及與網絡成員進

行交換與交流活動之價值(Fjeldstad and Haanaes, 2001; Fjeldstad and Ketels, 

2006)。 

綜而觀之，本研究認為價值構形觀點反映了組織採取創新導入策略所建構

經營模式之創價邏輯與價值動因、創價流程技術本質以及結構介面設計特性，同

時也大致說明出不同創價模式中產品與服務流程結構特徵以及協調整合機制特

性。然而，本研究認為將參考應用價值構形觀點來說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以實踐

創價利益現象，對於組織內部落實技術創新之過程中，各種價值構形安排價值單

元或次流程彼此介面銜接或鑲嵌連結來共創價值之複雜關係並未詳加論述，同時

                                                 
18  長鏈結式技術著重於整體創價流程所屬上下游價值單元依照共同任務目標以及營運作業計
畫來銜接連結成序列性創價活動；密集式技術則需要透過不同專業人員彼此持續溝通與互

動，並且交流各種獨特技術與知識，方能釐清任務核心問題以及協同解決複雜問題；中介式

技術有賴組織透過跨創價流程共通之標準化介面來中介連結各種創價活動，以促進各種互補

性價值活動可以在共同平台上共享技術、知識以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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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同價值構形中創價流程系統整合所因應採取之協調或管控機制組合亦說

明有限。因此，本研究乃參酌從結構理論模組化概念以及網絡理論鑲嵌概念，來

探討組織導入創新技術所展現不同價值構形之創價流程系統與網絡結構設計以

及介面銜接與關係連結特性，進而探究說明管理者基於實踐技術創新價值之策略

目的，所可能調整或改變創價流程系統結構模式與整合介面特性。 

三三三三、、、、整合模型設計之理論觀點整合模型設計之理論觀點整合模型設計之理論觀點整合模型設計之理論觀點 

(一)、結構理論之模組化概念 

模組化概念乃源於經濟學所倡導之分工思維，近年來結構理論研究分別探

討模組化概念對於廠商產品設計、生產製程與內外部組織關係管理之策略意涵，

以及模組化對於創造競爭優勢之重要影響19，使得模組化成為結構理論之重要核

心概念(Baldwin and Clark, 2000; Christensen and Rosenbloom, 1995; Friedland, 

1994; Langlois and Robertson, 1992; Mikkola and Gassmann, 2003; Sanchez, 1995; 

Schilling, 2000)。 

產品與服務創新之模組化概念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廠商推動創新產品與

服務必須仰賴模組化產品與流程結構，進而擴展廠商目前以及未來產品族之多樣

化可選擇性，方能獲得長期成功(Sanchez, 2004)。產品與服務創新模組化使得組

織設計與生產元件可以在有限時間內選擇最適當供應商夥伴來進行協同生產活

動(Garud and Kumaraswamy, 1995)，此一彈性自由度使得廠商可以多元試驗各種

元件組合設計，有助於提升產品與服務創新之預期價值(Baldwin and Clark, 2000; 

Langlois and Robertson, 1992)。其次，模組化概念促使廠商建立起共享創新技術

與流程，同時模組化傾向也提升廠商因應市場需求差異化之能力，進而創造出快

速技術升級彈性、策略性成本控制以及加速產品上市時程之創新競爭優勢(Ethiraj 

and Levinthal, 2004; Schilling, 2000)。 

過去研究大多主張產品與服務系統模組化會驅使組織系統之模組化

(Baldwin and Clark, 2000; Garud and Kumaraswamy, 1995; Henderson and Clark, 

1990; Langlois and Robertson, 1992; Sanchez, 1995; Sanchez and Mahoney, 1996; 

Schilling and Steensma, 2001)20，模組化概念不僅可應用於探討組織間協力網絡之

緊密合作關係(劉仁傑，1999)，亦可以說明組織內部不同事業單位(價值單元)間

                                                 
19  模組化有助於廠商創造與累積下列五種具競爭優勢之能力：一、創造產品差異化之能力；二、
快速開發與導入技術升級元件之能力；三、產品迅速上市之能力；四、降低資源鏈或價值鏈

管控成本之能力；五、延伸產品與流程結構連結範疇之能力(Mikkola and Gassmann, 2003; 
Sanchez, 2000; Sanderson and Uzumeri, 1997; Sundgren, 1999)。 

20  Hoetker(2006)則認為產品模組化未必會導致廠商組織結構模組化，在推論兩者因果關係有待
謹慎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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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組合與協調互動之創價活動(Karim, 2006)，組織內部創價流程模組化也意味

著鑲嵌於產品與流程設計之不同事業單位間形成鬆散連結關係，使得組織結構可

以更容易進行調整與重組，這種鬆散連結關係亦可以增加各種組織內部價值元件

之策略彈性，可以迅速重新搭配組合來創造出各種異質性產品與服務構形

(Sahaym, Steensma and Schilling,2007; Schilling and Steensma, 2001)。因此，創新

產品與服務模組化趨勢促使廠商逐漸朝向組織結構與創價流程模組化發展，並且

關注到組織運用內外部模組化創價流程與平台(platforms)特性，以提昇整體產品

與流程結構升級以及創價績效表現(Sanchez and Hahoney, 1996; Sundgren, 1999)。 

綜而觀之，有鑑於結構理論系統觀點可以反映出一個系統構成要素、內部

成員相互依存關係，以及彼此關係濃淡分布狀況，使得組織導入創新技術可以因

應內部該系統內部創價依存關係狀況，來促進關鍵元件間組合方式與介面關係必

須隨之調整與改變，並且釐清系統內部結構層級或關鍵元件對於提升技術創新附

加價值以及競爭優勢之關鍵影響性；再者，結構理論強調從系統架構以及元件介

面等核心概念來探究組織導入創新產品與流程之重要本質與特徵，不僅可有效透

視整體創價流程結構切割後彼此功能分擔與搭配協調狀態，更能反映出調整系統

內部價值單元間介面互動關係及其濃淡內涵對於實踐技術創新利益之重要影響

力(Sanchez, 1995; Sanderson and Uzumeri, 1997; 劉仁傑，2005)。因此，本研究認

為組織模組化概念乃將組織視為”價值創造組織者”之角色，同時組織模組化所展

現價值活動協同創價關係亦相當適合解釋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來實踐定位性價值

之整合結構設計特性，因而本研究嘗試採取結構理論系統觀點來探究不同價值構

形中，管理者所因應調整與改變之整合結構設計特性。 

(二)、網絡理論之鑲嵌概念 

早期管理研究探討組織內部控制模式主要基於分權概念而強調行為控制與

結果控制等兩種模式(Ouchi and Maguire, 1975)，後續研究則逐漸重視到社會化控

制對於組織管控內隱與複雜任務工作之重要性，進而將組織內部控制模式大致區

分為市場(markets)、科層(bureaucracies)、派閥(clans)以及文化(cultures)等機制

(Lebas and Weigenstein, 1986; Ouchi , 1980)，其中市場控制主要依據外部市場力

量作為組織內部分權與資源配置之管控機制，科層控制乃透過組織內部穩定結構

之命令系統與程序規則，來指揮監督各種攸關價值創造之資訊與資源，派閥與文

化控制則主張對於任務績效模糊且監督成本極高之創價活動，應強調組織成員對

於整體文化信念與價值觀之認同，並且透過社會化方式來內化組織成員角色與行

動目標。因此，組織內部控制模式亦可歸納成價格、權威以及信任等控制機制，

同時三者可合併利用來因應處理各種資訊、知識與資源之配置、協調以及整合工

作(Bradach and Eccle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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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間合作關係管理機制有別於組織內部控制研究，在於各個獨立組織間

存在著價格機能，組織會追求本身最大利益方案，使得價格導向之產出控制方式

可視為一種有效控制方式；其次，各個組織獨立性高且自主性強，使得權威導向

之科層控制產生執行上之困難，因此信任機制乃形成一種凝聚集體協同合作力量

之重要工具，特別在非經濟性之社會交換關係中，信任更是維繫彼此關係之關鍵

性機制(Das and Teng, 1998; Dyer and Chu, 2003; Hosmer, 1995)。本研究認為對於

專業型組織21(如：醫療機構或教育機構)而言，組織內部乃是由各種不同專精技

能與獨特知識能耐之專業成員所聚集組成之結構體，由於不同專業部門所擁有專

業知識與技能具高度內隱性與複雜性，同時各個專業部門之創價活動皆強調高度

獨立性與自主性，因而組織內部跨專業部門管理工作亦存在著市場機制與科層機

制所能發揮功能仍有限制之現象，因此本研究乃參照社會交換觀點強調信任機制

對於跨組織(或跨單位)關係管理與協調模式極具重要性，主張網絡理論之鑲嵌概

念應可適切解釋專業型組織內部跨價值活動連結關係內涵以及管理機制。 

組織與管理研究將網絡視為不同主體單位間所建立之長期連結與交換關

係，主張網絡係為介於市場交易與組織層級間之混合式(hybrid)統理結構，並且

透過各種資源移轉與情感交流來結合集體創造價值能力，進而協同運作以達成共

創價值之合作目標22(Hakansson, 1989; Johanson and Mattsson, 1988; Larson, 1992; 

Thorelli, 1986)。網絡理論應用於組織與管理相關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後，許多研究

採用網絡觀點來探討重複性交易、互惠性關係、策略聯盟、合資、共同研發以及

知識移轉與分享等相關議題，並且強調廠商進行各種經濟性創價活動時，經常會

傾向利用既有網絡關係中之”鑲嵌連帶”(embedded ties)來創造出穩定之互動與交

換關係，因而鑲嵌概念使得網絡成員嘗試建立起各種信任與互惠之長期合作關

係，同時彼此高度信任也助於降低交易不確定性(Uzzi, 1996)。 

過去研究探討鑲嵌關係類型主要依循 Granovetter(1992)所主張之”結構鑲

嵌”(structural embeddedness)與”關係鑲嵌”(relational embeddedness)等兩種類型；

後續 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則認為社會資本可從”結構鑲嵌”、”關係鑲嵌”以

及”認知鑲嵌”等構面來描述網絡鑲嵌概念23。結構鑲嵌與關係鑲嵌構面反映著網

                                                 
21  Mintzberg(1989)主張專業型組織內部創價作業核心之成員會形成專業化之拉力，使得組織產
生水平分權以降低其他專業成員或管理人員之干預程度，進而架構成專業型組織結構，組織

內部控制權力會被分割至各個創價作業核心單位(或部門)，同時主要協調機制則有賴知識與
技術之標準化。 

22  本研究主張網絡係為不同經濟主體間建立長期互動與交換關係之混合式統理結構，此一統理
結構介於市場交易與組織層級之間，不同經濟主體間可透過協調與管理機制來交流移轉各種

資訊或資源，進而將各種以發揮共同創價之綜效。 
23  ”結構鑲嵌”係將社會系統與關係網絡視為一完整架構，並且透過密度、連結以及層級來描繪
個人間或組織間之網絡構形或網絡生態；”關係鑲嵌”則是描述個人間或組織間經過長期互動
所發展之關係形態，強調互動關係不僅必須培養彼此間信任感，同時也要滿足網絡成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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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關係中二元層次與系統層次之社會交換本質差異性，結構鑲嵌反映著系統層次

普遍性社會交換(generalized social exchange)特性，普遍性社會交換係發生在多個

網絡成員所形成的群體之中，因而網絡成員間缺乏直接互惠性；關係鑲嵌反映著

二元層次限制性社會交換(restricted social exchaneg)特性，二元關係乃是網絡鑲嵌

連結雙方直接進行技術或資源利益移轉之對偶性互惠交換，因此是一對一施與受

之關係(Das and Teng, 2002)。本研究認為網絡鑲嵌之二元與系統層次社會交換關

係特性可呼應組織內部不同產品線與創價流程之組合關係，因而關係鑲嵌所顯現

直接互惠性交換關係以及結構鑲嵌所顯現非直接互惠關係，應可適切應用於解釋

單一創價流程內部以及跨創價流程之多元鑲嵌連結關係。再者，Uzzi and 

Gillespie(2002)探討網絡鑲嵌之知識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效果時，主張在網絡

成員彼此鑲嵌關係不僅存在著”合夥”(partnering)與”中介”(brokering)利益，同時亦

可創造出網絡”遞移性”(transitivity)之價值移轉利益，不同鑲嵌連結關係設計所創

造之網絡價值利益即是一種資源、技術與知識外溢(spillover)之散佈效果(Uzzi and 

Gillespie, 2002; Batjargal, 2007)。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網絡鑲嵌概念對於組織

因應不同創價模式所擬定整合結構設計特性具有重要參考意義，此係在不同價值

構形中可藉由調整網絡關係鑲嵌內涵以及網絡結構鑲嵌架構，使得技術創新效益

可連結、融入以及擴散至整個組織內部創價網絡之中(Fjeldstad and Haanaes, 2001; 

Fjeldstad and Ketels, 2006)，進而實踐出技術創新之網絡鑲嵌合夥、中介以及遞移

利益。 

(三)、組織控制 

組織控制本質即彰顯出”控制”意涵不僅具備約束、命令或監督特性，同時

也蘊含著協調、調和或妥協特性，因此組織控制本質乃兼具協調導向以及控制導

向之管理機制設計功能特性，進而同時發揮吸引各方成員參與合作創價活動、掌

控各方成員採取有利共同目標與共享利益之行動與互動，同時權衡各方成員權威

地位以及實質貢獻來分配創價成果。 

就協調導向之管理機制而言，組織控制強調各個單位或成員為了達成整體

組織策略目標以及進行創價活動，所採取之協調活動與整合管理工具(Martinez 

and Jarillo, 1989; Snell, 1992)，亦即決定組織內部跨單位或成員間利益分配方

式、彼此權利義務，以及創價行動協調配合方式之管理設計與方式，因而協調機

制不僅是組織為了達成預期目標而有意圖去影響個人、部門或組織之行動過程，

同時也是組織協調內部創價行動目標、穩定內部結構關係以及引導共創價值活

動，以期符合組織策略方針與達成績效目標之機制設計(Child, 1984; Genecturk 
                                                                                                                                            
交、認同以及聲譽等社會性需求；”認知鑲嵌”代表著網絡成員間所共享之表達方式以及意義
詮釋系統，強調網絡成員共同發展創新技術應具備共享價值與文化系統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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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ulakh, 1995; Jaeger and Baliga, 1985)，主要目的在於確保組織內各個單位或

成員可以依據原訂計畫來完成工作目標，並且促進各個單位與成員願意採取有利

於組織目標達成方式來參與共創價值決策與行動(Ansari, 1977; Flamnoltz, Das 

and Tsui, 1985)。其次，就控制導向之管理機制而言，組織控制主張某一單位或

成員運用正式化權力(power)、權威(authority)、科層體系(bureaucracy)以及非正式

管控方式，來影響另一單位或成員之行為與產出的具體程序(Geringer and Hebert, 

1989)，因而強調管理者監督內部單位或成員正在進行之各種創價活動，不僅評

估創價活動是否具有效率與效能，進而採取各種管控措施來改善績效，同時亦會

因應不同創價情境與目標來修改控制重心、程度以及機制組合(Geringer and 

Hebert, 1989; Hill and Jones, 1998)。 

綜上所述，本研究亦主張組織控制本質同時蘊含著協調與控制導向之管理

機制設計特性，協調導向管理機制著重於處理不同單位或成員間協調創價目標、

相對權責、利益分配以及共創價值整合互動方式，強調跨界合作目標、結構關係

以及互動方式必須符合集體創價策略方針以及追求共同創價利益；控制導向管理

機制著重於運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之權利、權威或影響力，具體掌控各個單位或

成員服膺組織價值目標以及遵循彼此合作創價之規則與規定，進而設計績效評估

與獎懲機制來激勵各單位或成員行為達成效率與效能目標，以落實組織內部集體

合作創價利益(Geringer and Hebert, 1989; Jaeger and Baliga, 1985)；因此，本研究

認為組織基於價值共創與價值專佔目的來實踐技術創新價值利益，管理者主要採

取創價流程整合機制設計乃是包含著協調導向與控制導向之管理機制組合，並且

因應不同創價模式整合對象與標的特性來調整整合結構設計與管理機制組合，方

能有效實踐出組織導入創新創新所展現之最大創價利益。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係從組織導入創新技術來落實於創價流程系統之現象觀察出發，著

重於探討組織內部如何因應技術創新來擬定創價模式以及整合模型設計，進而實

踐出創新導入之最大創價利益，因而本研究乃先依循創新與創新擴散理論觀點作

為先導個案探索性研究之理論基礎，並且參酌創價模式與整合模型設計攸關理論

觀點來彙整架構出重要概念間初步關係命題，再依據先導個案所歸納建構之初步

關係命題架構來進行驗證性個案研究，以期複現初步關係命題後出完整涵蓋組織

導入創新技術之商業機會、創價模式特性、整合模型設計以及創新利益等重要概

念的理論性觀念架構，最後則彙整說明本研究結論以及與相關理論觀點之對話，

並且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綜觀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式之執行流程主要可區分成三個階段(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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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首先，在探索性個案研究與理論觀點彙整階段，主要從實務觀察一家先

導個案機構導入創新技術之價值實踐歷程現象，同時回顧主要理論觀點來萃取出

攸關本研究重要概念之啟發構想，進而整合多項重要概念相關理論觀點後提出初

步關係命題，作為下一階段進行個案研究複現檢證研究命題之基本架構(Barlow 

and Hersen, 1984; Eisenhardt, 1989)；其次，在驗證性個案研究與檢視命題複現結

果階段，本研究乃選擇兩家個案機構進行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並且分析重要概

念間關係證據對於研究命題之支持情形，以期符合跨個案研究”複現邏

輯”(replication)以及達到”分析式概化”(analytic generalization)目標(Yin, 2003)，然

後彙整討論說明本研究進行三家個案機構實際導入創新技術之商業機會、創價模

式特性、整合模型設計以及創新利益等重要概念間關係內涵與理論性意義，進而

歸納架構出完整觀念性架構，最後則提出本研究進行三家機構個案研究分析討論

之主要結論、理論與實務意涵以及未來研究建議。 

表 1-3  研究流程與工作內容說明表 

研究流程 論文架構 重要工作內容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方法說明 

理論觀點選擇 

界定研究問題焦點與範疇 

研究策略取向選擇 

重要理論觀點說明與組合 

第一階段 

「探索性

個案研究

與理論觀

點彙整」 先導個案現象探索 

重要理論觀點對照與啟發 

初步關係命題架構 

聚焦個案實務現象觀察 

彙整理論觀點探究重要概念內涵 

理論概念引導個案現象分析以形成

初步關係命題 

驗證性個案研究設計 

個案資料收集與分析 

個案證據分析與命題檢驗 

解說驗證性個案設計原則 

複現個案選取與資料收集 

複現個案證據彙整與分析 

複現個案關係命題之驗證 

第二階段 

「驗證性

個案研究

與檢視命

題複現結

果」 

個案研究結果統整與討論 

歸納形成理論命題 

建構觀念性架構 

跨個案重要概念內涵比較說明 

彙整個案證據資料形成理論性命題 

歸納建立完整觀念性架構 

第三階段 

研究結果

整合論述 

研究結論重點 

理論性概念意涵與對話 

研究限制與建議 

彙整說明主要研究結論內容 

重要概念意涵與理論觀點對話 

說明研究效度與限制 

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