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將針對研究所得之發現，對第一章所提出之研究問題作出回應。第

二節則是回應第二章相關文獻之連結，並指出本研究對理論之貢獻。第三節則提出

實務建議及可能之應用。 

第一節  研究發現及問題回應 

根據前章理論建構與命題發展過程，本研究提出以「平台經濟性(Economies of 

Platform)」創新為基礎之「知識模組化創新理論」架構。主張知識模組創新型公司

其發展過程中，公司之績效與競爭力係來自於「平台經濟性」之能力/能耐。至於

「平台經濟性」之強與弱，會受「知識模組供需脈絡」以及「公司特定能力」所影

響。在「知識模組供需脈絡」方面，供給面會受到「基礎知識模組主導者」之引導

力的影響；需求面則會受到「市場異質性」的驅動。在公司特定能力方面，則受到

包括「研發知識模組技術力」、「知識模組再用力」、「知識模組平台演進力」、及「組

織政策與文化」等四項因素影響。至於「知識模組平台經濟性」與「績效與競爭力」

間的正向關係，則會受到「知識模組交換/交易成熟度」以及「產業中介組織推動

力」等中介條件之影響而強化。 

至於對第一章的四個研究問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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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識模組創新型之企業(routines)與產業因素 

(一)企業常規 

關於第一章之所列出之研究問題(一)探討影響知識模組化與再用之企業內常規

為何？從研究過程中我們歸納如下： 

1.知識模組再用平台為核心之產品/服務創新模式 

無論在軟體元件或是矽智財產業個案中，我們發現了知識模組創新型公司透過

所建構之知識模組再用平台，針對不同市場特性，將平台上之知識模組加以組合，

並配合客製化之技術能力，快速開發出客戶所需之產品/或服務。此種建立知識模組

再用平台之現象，係引導本研究提出「平台經濟性」創新之主因。 

2.平台為基礎(platform-based)之組織構型 

本研究發現知識模組創新型公司，其內部組織構型並非與個別知識模組相對

應，主要的形態是，將共用知識模組之開發團隊加以中央部門化(institutionalized)，

並且，並以所建構之知識模組再用平台作為核心，設計其事業/產品部門組織，藉以

實現最終之商業收益。從其特性來看，已跳脫了專業科層化組織之形態，較為類似

M 型化組織構型。 

3.公司特定能力之建立 

從研究中我們歸納出知識模組創新型公司內部四種最重要的能力，分別為： 

(1) 研發知識模組技術力：包括研發團隊的部門設計機制，以及知識模組研

發計畫的運作效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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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識模組再用力：包括再用部門之知識模組蒐尋能力、特定知識模組客

製化與開發能力、以及知識產品/服務研發計畫運作之效率化。 

(3) 知識模組再用平台演進力：包括建立知識模組的系統化再用能力，以及

促進平台演進效率之能力。 

(4) 組織政策與文化：營造有利於知識模組自發性再用氛圍，以及建立模組

開發工程化與系統化之價值觀。 

 

(二)產業因素 

關於第一章之所列出之研究問題(二)探討影響企業間知識模組交換/交易之產業

因素為何？從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如下： 

1.平台知識模組來源之開放性 

本研究發現知識模組創新型公司，其知識模組來源非常多樣化，除了內部自行

開發之共用與特定模組外，主要的基礎知識模組係來自產業主導者。此外，也透過

所處之產業網絡，取得社群與夥伴廠商之知識模組。 

2.營造利於知識模組再用之供需脈絡 

知識模組創新型企業其供給面脈絡主要受到產業基礎模組主導者之引導力所影

響，若能與之建立結盟關係，可強化基礎知識模組之掌控能力。至於需求面脈絡，

主要因素在於市場異質性的管理，若是透過產品/服務的市場定位與策略，調整市場

異質性在適中程度，將有利於平台知識模組的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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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善運用產業網絡 

從第六章所歸納出的中介條件命題，其內涵其實指的是產業網絡的運用。運用

產業網絡主要有二種方式，一種是透過交換/交易的模式，與產業網絡成員建立結盟

或合作的關係。另一種方式，則是運用產業中介組織的力量，該類型組織所創造出

來的標準或開放模組，往往具有公共財的特質，藉由此種力量，可補足公司技術能

力之不足。 

 

二、如何構築動態核心能力 

關於第一章之所列出之研究問題(三)瞭解公司身處於以知識模組化為競爭基礎

之產業中，如何構築動態核心能力？根據第六章第四節，本研究歸納出知識模組創

新公司之動態核心能力建構過程可分為能力審視(position)、能力構築(processes)、以

及能力持續(paths/sustaining)等三階段。能力審視階段主要工作在於策略醞釀與檢視

公司現有策略能力之位置；能力構築階段則必須導入平台經濟性創新的策略，建立

可提升平台經濟性之企業常規；至於能力持續階段，則必須面臨策略路徑之相依性，

選擇多平台策略或是單一平台深化策略。當對策略路徑做出新的選擇，就必須重新

定位(Repositioning)，循環進行動態核心能力的建構。 

 

三、平台經濟性創新理論之產業應用差異 

關於第一章之所列出之研究問題(四)這些因素或能力在不同產業間，其相同處/

相異處之原因為何，是否有可能一般化？我們藉由平台經濟性創新理論從軟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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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矽智財產業的實證中，可以歸納出，至少在公司內部運作常規方面，亦即建立公

司特定能力，獲得了相同的結論。本研究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軟體元件與矽智

財之特性，皆是可以「碼化（codified）」型式儲存與再用，故就內部的技術與管理

流程而言，基本差異並不會太大。至於公司外部(產業)互動因素方面，有關知識模

組供需脈絡部分，仍可見到相似處。但是，在產業網絡方面，差異極為明顯。 

其中有關知識模組交易/交換能力方面，本研究認為由於矽智財係依附於硬體線

路，其產權較容易界定，故產業網絡較易產生具體合理之交易模式；反之。軟體元

件因產權界定較為模糊，故產業網路較易產生結盟形式的交換模式。 

至於產業中介組織方面的差異，軟體元件偏向於開放社群，而矽智財偏向於標

準組織，究其原因在於設計再用後的製造成本風險。矽智財因為製造成本高昂，因

此傾向於風險較易控管之追隨國際標準作法；至於軟體元件，由於後續幾乎沒有製

造成本的考量，只要能夠釐清開放軟體元件的授權問題，就可以運用開放軟體作為

產品/服務的模組之一。 

 

第二節  文獻回應與理論貢獻 

一、 對文獻之回應 

(一)產業分工脈絡 

在產業分工脈絡方面，由於知識型產業多屬於後工業化時代的產物，產業脈絡

上多已發展至分合(dies-integration)階段，故知識模組化創新公司的分工合理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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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 Yang(1999)的看法，他認為，當新經濟制度出現能降低交易費用時，分工會

進一步細化。此隱指著知識模組化的制度出現，讓知識分工能夠更進一步細化。 

在產業創新模式方面，本研究二個實證產業均屬於知識模組可碼化(codified)的

產業，且平台建構皆採取開放式，而模組間係屬於個別演進然後再依平台經濟性動

態組成系統，因此基本上呼應了軟體式創新(Software-based Innovation)(Quinn et al., 

1996)、開放式創新(Chesbrough, 2003)、以及矽谷模式創新(Aoki, 2000)等文獻的觀

察。 

(二)公司界限內 

就知識模組的生產與再用，Pavitt(1999)所指出的「產品多技術化」特色、「技術

變遷快速使專業研發單位部門化」、以及創新公司將知識轉換成產品(或模組)，至少

必須有認知(cognitive)、協調(coordination)及控制(control)等三種機制等主張，皆在

本研究中獲得驗證。至於知識移轉策略，本研究發現產業習於用共用知識模組與特

定領域知識模組作為分類與再用基礎，而且模組間亦保持著鬆散連結的特性，故符

合了 Polanyi(1966)將隱性與顯性知識界限加以模糊化可促進創新的提醒。至於

Majchrzak et al.(2001)對於為創新而設計的知識管理系統需求與建立知識共同基礎

方面，以及 Weick(1995)、Boland et al.(1994)等開放性設計促使再用者接觸多樣化知

識等，亦有所呼應。 

至於 Simon(1962)所提出的層級式系統主張，從實證上可看出，由於知識產業

高度分工化且具開放性，故知識模組間的層級關係不易界定。至於 Parnes(1972, 

Brooks, 1975)建議採用資訊隱藏策略可使工程師專注於模組本身創新，實證顯示並

不完全成立。此外 Baldwin & Clark(1997)主張的設計規則區分為架構與模組設計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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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角色、Sanchez & Mahoney(1996)提出之模組化學習創新模式、Garud & Ku-

maraswamy(1994)替代經濟性(Economies of Substitution)提出模組可升級性(modular 

upgradability)須從技術與組織設計加以考量等，與產業實證大致符合。至於模組化

與組織的對應，本研究則駁斥 Sanchez & Mahoney(1996)對於模組化引導模組化組織

對應之主張，而同意 Brusoni & Prencipe(2000)等人認為模組化與組織沒有特定對應

關係之主張。 

(三)公司界限外 

就公司界限外對於知識模組交換/交易的選擇方面，實證發現不管是交易成本學

派(TCE)所主張的管理協調與價格指導協調的替代(Coase, 1937)，以及考量不確定

性、交易頻率、資產特定性等(Williamsons, 1979~)；或是資源基礎學派(RBV)所主

張的考量資源之(a)價值性、(b)稀少性、(c)難以模仿性、(d)不能被策略等同取代的

(Wernerfelt, 1984; Rumelt, 1984; Barney, 1994)等，並不能完整描述實證中公司界限受

到知識模組供需脈絡以及產業網絡影響的情形，較符合的是演化理論的觀點，認為

分工是一種學習過程，包含了臆測與試誤(Loasby, 1976; Simon, 1969)；分工過程係

由公司行為態樣與市場結果所聯合決定(Nelson & Winter, 1982)；限制分工之外在因

素則包括：市場範圍(Smith, 1976)、創新體制特性(Chesbrough & Teece, 1996)、模仿

動態(Nelson & Winter, 1982)等。 

 

二、 理論貢獻 

本研究所建立之理論有下列數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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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跨產業之紮根實證中，獲得有關於知識模組化與再用如何促進創新之實

質理論(substantative theory)。同時，也探索性地完成了理論一般化的初步

推論。 

2. 藉由紮根於公司與產業常規(routines)的編碼過程，展示如何運用主軸編碼

典範的技巧來辨識公司能力/能耐的程序。 

3. 整合了軟體創新、開放創新、矽谷演進式創新等模式，建構以「平台經濟

性」為基礎之知識模組創新策略。 

4. 展現了知識模組創新型企業如何以「平台經濟性創新」作為策略核心，來

構築動態核心能力之可能路徑。 

5. 透過跨產業比較，發掘公司內部與外部常規之相同處，並初步找出造成產

業間差異之因素有知識模組產權界定以及知識模組衍生製造成本等二項。 

第三節  實務建議 

有關於平台經濟性創新理論之意涵，以下將分別針對個別企業與政府產業政策

提出具體建議。 

一、對企業策略之建議 

(一)學習辨識產業朝向知識模組創新的分工趨勢 

本研究所建立之平台經濟性創新理論，係紮根於具有後工業化現象之資訊科技

產業，顯示出的是具有後產業化階段分合(dis-integration)的特徵，通常，公司所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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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環境是資訊科技在研究、發展、設計、生產、銷售、管理等經營活動的大量

導入與運用，甚至市場客戶端運用資訊科技也極為普遍與深入。此時，完全垂直整

合的大型企業已很難看到，他們頂多維持著核心業務，而將許多非核心的業務外包

給其他專業化的廠商。同時，由於產業已經歷過至少一波的高度成長期的階段，技

術知識之來源越來越趨於多樣化與開放，甚至因科技融合的現象，使得大公司本身

對科技知識的獨占力亦逐漸弱化。上述這些情況，通常是引導產業或次產業價值鏈

主導廠商採用模組化創新策略之驅動因子，伴隨而生的產業現象則是具有中立性質

之標準制定組織或專業社群，以及日益成熟的產業智財交易/交換機制。 

對不同產業之公司而言，必須學習辨識上面所描述的產業變遷訊號，以利做出

策略性的回應。尤其，公司若非屬資訊科技領域之產業，非封閉式之知識模組化創

新模式已越來越常見。譬如汽車業過去雖習於體系內進行模組化創新，但近年來因

汽車電子(telematics)、太陽能、電動車、油電混合車等新技術的融合，也越來越需

要更多的技術知識與知識模組來源。因此，即使非屬資訊科技領域之公司，若能擁

有辨識產業知識模組創新分工之趨勢，及早採取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就越能掌握

產業先機。 

(二)公司內部能力之提升 

知識模組化所涉及的公司內部能力，已超越了純粹技術創新的層次，因此，不

論在實體系統、管理系統、技能與知識、以及文化與價值觀方面，都要進行適當的

調整與安排，而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可提供知識模組創新公司建構核心能力的重要

指引。因此，公司可朝向研發知識模組技術力、知識模組再用力、知識模組平台演

進力、以及利於再用之組織政策與文化等面向，積極建立公司內部之特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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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發知識模組技術力之提升：公司應規劃將共用知識模組研發團隊予以部門

化，並且將開發人員之角色與分工予以明確化。研發計畫之運作方面，除了

制度化的開發流程管理以外，亦應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同時制訂具挑戰性

的產品/技術開發路徑圖(Roadmap)以做為隱性的同步協調機制。此外，亦應.

持續進行技術深化以及獨特性之建立，並且掌握系統、應用以及驗證載具等。 

2. 知識模組再用力之提升：知識模組所構成之再用平台，通常會直接對應到產

品/服務市場的需求。首先，在組織設計方面，應以平台為基礎，思考設計

公司之事業部門。其次，高效率的內/外部知識模組搜尋能力，是知識再用

最基本的能力。當面對不同客戶需求時，必須擁有客製化或者開發特定知識

模組的能力。此外，必須建立評估內部與外部知識模組再用的學習能力，以

增進對動態知識模組組合價值性之瞭解與掌握。 

3. 知識模組平台演進力之提升：在組織管理制度上，必須建立以資訊科技為基

礎之知識模組管理系統。至於平台演進之促進，最好針對自身掌握技術最佳

且最具競爭力之應用產品/服務，進行縝密的平台架構規劃，使平台在後續

的演進過程中，能夠容納更多再用與升級的可能性，俾便後續進行個別知識

模組開發或外部知識模組引入決策時，更為有效。同時，亦必須制定知識模

組界面標準與再用設計之規範，以供內外部開發團隊獨立開發時得以遵循。

此外，知識模組相關之版本控制、驗證機制、自動化整合工具等，亦是需建

立的能力。 

4. 建立利於再用之組織政策與文化：公司必須灌輸員工自發性再用的文化，以

及以平台為基礎的發展價值觀。同時，亦可考慮將績效制度適度與鼓勵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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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結合，以加速再用文化之形塑。 

(三)公司外部能力之提升 

知識模組化所涉及的公司外部能力，除了從價值鏈上考量知識模組主導者的角

色以及市場的特性外，亦須從產業間知識模組交換/交易的成熟以及中介組織(e.g.如

標準推動組織、開放社群等)的推動力上，獲得更開放、多元的知識模組與技術知識

來源。因此，公司必須積極建立的外部能力有： 

1. 積極建立與產業基礎知識模組主導者之結盟關係：產業基礎知識模組主導

者通常扮演技術架構主導者、基礎模組平台提供者、基礎知識模組提供

者、新世代技術催生者等角色，雖然公司的創新能力會受到結盟所限制，

但亦會因該資源之引入，而大幅降低公司研發成本，並提高產品/服務推

出速度。此外，若採取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若所建立之平台能吸引夥伴

廠商參與與使用，長期而言，亦有可能創造出次產業，而其角色也將搖身

一變成為該次產業基礎知識模組之主導者。 

2. 藉由延伸或擴大產品/服務市場之定位以調節異質性：本研究前已指出，

適度的異質性有利於平台經濟性的提高。因此，若公司原本產品/服務市

場的定位分別屬於低/高市場異質性，可採取「產品服務化/服務產品化」

之方式，延伸或擴大市場定位，以提高平台經濟性的再用效益。 

3. 積極學習知識模組交換/交易機制以培植同/異業互補能力：知識模組交換/

交易機制在本研究中屬於中介條件，意即其成熟與否並非直接影響平台經

濟性或是公司之績效與競爭力。然而，從相關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出，若

公司積極學習知識模組交換/交易的制度，可以培植同業或是異業之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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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網路。至於採用交換還是交易模式孰為適當，建議可從公司所處產業

其知識模組產權界定難易度作為思考方向，通常產權界定容易者可偏向採

取交易模式，較模糊者則偏向於採交換模式。 

4. 參與中介組織之活動以掌握產業公共知識庫之脈動：產業中介組織主要包

括標準制定組織或是開放社群，通常其具有產業公共知識財的特性，公司

若能積極參與相關活動，可掌握最新技術或創新之動態。不過，各種產業

之知識模組於設計階段再用後，進入製造階段仍會有衍生之製造成本，而

該製造成本之多寡，公司可作為評估是否採用開放知識模組之重要線索。 

 

二、對政府產業政策之建議 

本研究指出，藉由採取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知識模組創新企業可以更有效地

發展核心能力，從而提高競爭力。因此，從政府產業政策角度來看，協助企業導入

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可促使產業在進入知識經濟時代仍能維繫全球競爭力。因此，

以下從協助企業導入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的角度，分就內部能力與外部能力之提

升，對政府產業政策提出建議。 

(一)協助公司內部能力之提升 

產業政策對於協助公司內部能力的提升，通常可採取研發補助或是最佳實務

(best practice)導入輔導等方式。因此，可思考之政策方向為： 

1. 輔導企業發展以知識模組再用平台為基礎之研發計畫：本研究認為，單純

模組化設計並無法帶來競爭力之顯著提升，必須進一步建構知識模組平

台，並提高其平台經濟性。對一般公司而言，若政府研發補助機制強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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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計畫必須以平台為基礎而非單純模組開發，一方面可引導廠商深入探究

平台發展策略，另一方面由於開發平台遠比開發個別模組之風險更高，亦

可藉此分擔廠商研發風險。 

2. 協助潛力企業將其既有平台深化發展為產業主流平台：本研究之另一個價

值是，即使公司之創新活動，必須在國際大廠主導之產業平台架構之陰影

下發展，但若採取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若所發展之平台能夠符合特定應

用領域之需求，而該特定領域亦有可能形成次產業，則該本土亦有機會成

為該次產業之價值鏈主導者。因此，研發補助政策上，對於有潛力發展成

為產業主流平台之企業，應協助其既有平台加速深化並推廣同業或異業結

盟運用。 

3. 建立標竿案例與最佳實務，提供企業創新策略之參考：標竿案例與最佳實

務，是引導產業採用平台經濟性創新策略之最有效方法之一。故產業政策

應思考蒐集國內外相關案例，提供欲導入該策略廠商之參考。同時，並可

培養輔導機構之能量或發展相關工具，加速企業導入該策略。 

(二)協助公司外部能力之提升 

產業政策對於協助公司外部能力的提升，所採取的做法通常是產業結盟之促

進、產業示範計畫之輔導、產業資訊之提供、以及國際標準之參與等： 

1. 產業結盟之促進：可採取之方式包括推動國際級產業基礎模組主導者與國

內業者結盟以及輔導建立夥伴廠商體系等。前者主要為加速國內企業與國

際接軌，以引進最新技術與知識；至於後者，則在於增進產業主導平台之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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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示範計畫之輔導：不同產業其知識模組屬性不同，所衍生之交換/交

易方式亦會產生歧異，故機制之建立需要產業界共同學習與參與。因此，

運用示範性計畫輔導公司建立知識模組交易/交換機制，可產生學習示範

之效果。 

3. 產業資訊之提供：政府對於國際產業技術發展相關資訊之蒐集，應重視與

知識模組平台有關之議題。此外，知識模組之智慧財產權爭議將造成廠商

採用之困擾，政策上亦可針對此議題蒐集國外經驗供國內廠商參考。 

4. 國際標準之參與：國內廠商一般而言規模仍屬偏小，參與國際標準制訂能

量較為不足，政府政策可思考多運用研究法人與學術界力量參與國際標準

制定會議，建立有效之知識擴散機制。並且，應思考採取研發補助或租稅

獎勵措施，鼓勵國內廠商參與國際標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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