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探討 

 

雖然模組化設計對產業界與工程界而言並不是一件新鮮事，尤其在生產或製造領

域，譬如汽車製造業，模組化概念更是擁有悠久的歷史。然而，真正引起吾人對於模

組化課題對創新之影響者，則是從 Baldwin & Clark 在 1997 年的《哈佛管理評論》中

一篇名為「模組化時代的管理(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文章開始。10該文的

基調認為，長期以來雖然許多工業在生產製程階段或多或少加入模組化生產的概念，

但將之延伸於設計階段且獲至成效，則肇始於電腦工業中之 IBM 公司，於 1964 年率

先發表採取模組化設計的 System/360 產品。而電腦工業模組化設計的成功，也引發了

更多產業為了因應設計複雜性，漸漸採取模組化設計的方式。 

審視 IBM System/360 模式，係藉由成立中央處理控制辦公室(Central Processor 

Control Office)之建制單位，建立整體且明確之設計規範，以決定不同的模組間如何一

起運作。而分散於世界各地的設計團隊，都必須絕對遵守這些設計規範，但仍享有所

負責模組之內部設計方式的自主權，因而有效激勵了創新。 

Baldwin & Clark (1997)在該文中，提醒了經理人處理模組化設計的重點，包括掌

控有形的設計規則(visible design rules)，如架構(architecture)、設計介面(interface)與建

立標準(standards)，以及隱藏的設計參數(hidden design parameters)等，並建議經理人在

模組化環境下競爭的法則。然而，從模組化對電腦產業演變過程的關鍵影響，卻足以

讓我們省思，設計團隊在考慮採取「模組化」與「非模組化」之間，所運用的技術知

識領域並無不同，但結果卻是迥異。我們看到 IBM 公司藉由模組化設計，得以在大型

                                                 
10 C. Baldwin & K. Clark (1997 Sept. –Oct), ‘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p.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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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市場上迅速甩開了對手，但卻也促成許多新公司在符合 IBM 所訂定的設計規範

下，紛紛設計出優於 IBM 的相容模組。最後，在眾多週邊模組的簇擁下，新公司只要

能夠設計出與這些週邊模組相容的電腦系統，便能與 IBM 公司競爭，遂漸漸動搖了

IBM 的獨占地位，最後甚至促使電腦工業在產品、產業競爭者、產業結構、甚至國家

競爭力移轉等各方面，均發生劇烈的變化。 

由此可見，「知識模組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力實不容小覷，但是，若要追溯其

探討其根源，吾人認為模組化之經濟合理性在於促進分工以及再用，因此，首先必須

檢視分工理論中討論勞力分工(division of labor)與知識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議題

之相關文獻。其次，一般認為，知識分工後若能予以再用(reuse)，當能促進經濟效率。

然而，知識再用不論是在個人層次或是組織層次，並非是完全與生俱來，而是必須運

用管理手段或知識技術，且透過適當之學習，成為組織一項重要的技能(skill)或常規

(routine)後，方能發揮促進創新效率之效果。因此，與知識再用有關之文獻，則為文獻

探討的第二項重點。 

知識透過分工與再用之後，若將之加以模組化，由於涉及了技術知識本質與技術

工具的使用，相關管理議題將更為複雜。對於產業別模組化議題的探討，將於後續章

節研究個別產業模組化演進時再加以探討，本章將著重於模組化所涉及之組織界限

(organization boundaries)問題。該問題在公司內部，將決定公司內組織設計之構型，在

公司外，則會對於產業結構產生影響。至於主要文獻來源，將以公司理論為主。 

此外，知識模組化後，知識產權亦將更為明確化，將有助於促進知識的交易，更

可能因此促進創新的效率。因此，在知識模組化的趨勢，創新將從過去線性模式產生

更多的變形。因此，對於近年來產生的各種創新模式與知識模組化的關係，亦須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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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綜合前述，本章文獻探討之順序如圖 2.0.1 所示，主題分別為知識分工、知識再

用、知識模組化、以及創新模式。 

知識分工 知識再用
知識模組化

•企業內
•企業間

促進創新
(新創新模式)促進知識之

交換與交易

 
圖 2.0.1    本研究文獻探討之順序 

 

第一節  知識生產之分工(division of labor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勞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r)」與「專業化(specialization)」並非是晚近的事實，

但是直到 Adam Smith11開始，才開始認識到它的規律，加以闡發，甚且創造了這個術

語(涂爾幹，1902)。Smith 在《國富論》前三章重點可以歸納為：「分工給勞動以無限

的生產能力。它起源於人所特有的交換和交易的傾向，這種傾向大概不是偶然的，而

是運用理性和語言的結果。進行交換的人們其動機不是人性而是利己主義。人的才能

差別與其說是分工即交換的原因，不如說是它的結果。只有交換才使這種差別成為有

益的。同類而不同種的動物其特性上的天生差別比人的秉賦和活動差別顯著得多。但

是因為動物不能從事交換，所以同類而不同種的動物所具有的不同特性，不能給任何

動物個體帶來任何好處。人則不同，各種各樣的才能和活動方式可以相互利用，因為

人能夠把各種不同的產品匯集成一個共同的資源，每個人都可以從中購買所需要的東

西。因為分工是從交換的傾向產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換、市場的規模大小而發展或受

                                                 
11 見 Smith, Adam 著，黎冷譯，2003 年。《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台北：華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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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制。」從史密斯的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來看，似乎比較偏向以「人」而非「公司」

作為分工的基本單位。事實上，史密斯本人對於以股份型態所組成的「公司」並沒有

好感，他認為股份公司在先天上就不如獨資經營來得有效率，尤其是「代理人」問題

更令他擔憂(Micklethwait & Wooldridge, 2004)。Loasby(1998)亦指出，專業化與分工，

不僅是技術變遷與知識的基礎，同時也成為引起管理層面協調問題的核心。 

雖然分工理論廣為經濟學界接受，但該命題的正確性，至少在表面上會產生困

境，那就是如果其完全成立，對大部分產業而言，似乎並不會有獨占存在。Stigler(1951)

從整個產業生命週期，給了以下的闡述：「…年輕的產業，對既有的經濟系統而言，通

常是陌生的，他們需要別人無法提供的新材料，因此只好自己做；他們必須克服如何

使用他們產品的技術問題，而不能等到潛在客戶來克服；他們也必須說服顧客放棄其

他貨品來接受他們的產品。這些年輕的產業必須自己設計專用的設備，甚至自行製造，

並且負責聘雇及訓練技術工人。等到產業成長到一定規模且有前景時，這些工作的重

要性都可被專家所取代，對其它公司而言，將可藉由供應設備與材料、負責產品行銷、

運用副產品、甚至訓練技術工人等，而享有足夠利潤。但到最後階段，當產業開始衰

退，不管是附屬、週邊、或是互補性質的產業也開始蕭條，最後存活下來的公司，必

須重新調整它提供的功能，並且不再只為單獨的公司服務…」。 

Becker & Murphy(1992)對於專業化與分工的看法與「分工受市場侷限」之命題不

同，其研究結果主張工作者個別專注於不同工作，並且以「團隊」形式將這些活動組

合起來以產生每個部門別的產出，廣泛的分工因為使得每個工作者專注於較窄範圍的

技巧而有較高報酬，因而提高生產力。傳統上對於分工的討論啟始於 Smith 所強調的

「專業化會受到市場所侷限(the limitations to specialization impos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但專業化程度更受到其他考量因素所決定。這些因素尤以使專業工作者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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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互補性質工作不同的「協調(coordinating)」成本，以及可用的一般性質知識的量，

特別值得強調。在此觀點下，專業化增加的程度會到更進一步的分工所造成的高生產

力與協調更多數目的專業工作者所增加的成本剛好達到平衡為止。其研究主要方式是

研究組合不同專業工作者變成有生產力團隊的成本，包括委託-代理人衝突、阻礙

(hold-up)問題、溝通(communication)困難等，由於這些團隊包括不同公司的工作者，

協調成本也取決於市場效率及合約執行是否良好而定。知識越多越會從專業化中提高

利益，也因此提高了分工的最適化。此有助於解釋當知識增加與國家進步時，為何工

作者僅在窄小工作範圍反而會更專業。而專業化的增加回過頭來也會提高投資於知識

的效益，所以專業化與知識投資之雙輪馬車的成長將使得經濟體得以持續發展。此外，

生產物品之工作者與生產人力資本之老師間的分工，證明一個有效率的經濟體會有一

個相當精細的分工，老師會擁有比工作者更多的人力資本，而老師在越高層次，也比

較低層次擁有更多的人力資本。 

Yang(1999)認為，分工發達的結果是交易次數增加，而交易是有成本的，所以分

工不會無窮細分，它會停止在分工的邊際收益等於交易邊際成本的那個分工程度上。

當新的經濟制度出現，並能降低交易費用時，分工將進一步細化，這是經濟發展的重

要原因。過去的發展經濟學認為資本積累和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原因，現在看來，

制度變化才是經濟發展的動力，而制度改變的方向是節約交易成本。 

 

一、創新公司內知識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 within innovating firms) 

創新為基礎之公司(innovative firm)主要經濟活動是以知識的生產為主，

Smith(1976)在《國富論》第一章描述：「…機器的改進並非全由機器使用者所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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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改進是機器製造者的技巧，有些則是出於哲學家(philosophers)或思想者(men of 

speculation)之手。他們經過觀察，常能結合與利用相距很遠之極不相同的事物。隨著

社會的進步，哲學家與思想家也成為某些公民的主要工作。並且這種工作也細分成了

許多部門，每個部門提供一類特別的專業(philosophy)，此專業的細分，在每一個事業

中都如此，也因此提高了技巧也節省了時間…」。Pavitt(1999)從其中歸納出二種互補型

式的專業分工正在平行發展之中： 

第一，當新學門出現時，這些專業化的知識本體，應用範圍與層面日廣，對產品

而言，能夠使用的技術會越來越多。換言之，產品會呈現出「多技術化

(multi-technological)」的特性，而生產之公司亦然。意即，每個特定的技術

知識本體並不僅對應到單一的特定產品； 

第二，除了分工讓公司更專業化的利益之外，技術變遷的速率會因公司內功能性

的分工而增長，譬如設置公司研發實驗室，或是建立全時投入發明與創新

的團隊。這類型組織使公司能夠更系統化及有效地監視外界專業化學術學

門的進展，並從中獲益。而隨著發展與雛型測試經驗的成長，也可允許發

展更激進的產品與製程，而非僅作改良而已。 

由於這樣的趨勢，Pavitt(1999)認為關注重點應該放在公司所發展與生產之「工藝

品(artefacts)」12，如何與「公司特定知識(firm-specific knowledge)」間有所區別。而公

司組織之所以重要，乃是因其必需「協調(coordinate)」與「組合(combine)」各功能性

的專業化資源，以發展創新產品與製程，並加以商業化；並且，必需「控制(control)」

源自公司知識資源之產品之發展與商業化的選擇。 

                                                 
12 「工藝品(artifacts)」之例，譬如公司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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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司特定知識(firm-specific knowledge)」，Nelson(1998)認為其「知識本體

(bodies of knowledge)」應該包含二種互補的要素。第一個元素是「認識體(body of 

understanding)」，其奠基於對特定技術領域的能耐，並反應於公司技術員工的資格能

力，以及在各該領域中所發表的專利。第二個要素是「實踐體(body of practice)」，係

關於一特定產品模型或生產線的設計、開發、生產與使用。因此，其包含特定產品、

生產方法、配銷管道、顧客、競爭者、以及其間互動方法的「秘技(know-how)」，而公

司與產品特定的秘技是透過組織不同部門間的實驗、經驗、資訊、及其他的交換而得。

也就是說，「實踐體」主要包含的組織知識，是隨著公司商業化成功的產品，而與「認

識體」產生聯結。 

如果我們將知識生產作為創新公司(innovating firms)的主要活動，那麼如何將知

識轉換為成功的知識產品，至少應該有以下三種機制(Pavitt, 1999)： 

第一，認知(Cognitive) 機制，其定義了公司能夠發掘之技術知識庫的特性、機會

與限制； 

第二，協調(Coordination) 機制，其確使公司以功能為劃分之專業化部門如研發與

行銷能夠在學習與創新活動時取得一致； 

第三，控制(Control) 機制：其決定產品部門與事業單位間之資源分配、績效監

督、以及誘因結構之定義。 

「認知機制(Cognitive mechanisms)」之重要性，在於公司知識基礎不僅決定其做

甚麼，而且也決定其蒐尋的方向(Patel & Pavitt, 1997)。此意味著公司在為與不為之間

有清楚的認知限制。「協調機制(Coordination mechanism)」最重要的挑戰乃是如何將前

述以技術為主的「認識體」知識，透過「實踐體」的組織知識，轉換為成功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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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s)」，Chandler (1991)曾區別出公司控制的二種功能

為「行政功能(administrative function)」與「創業功能(entrepreneurial function)」，合適

的公司控制系統須視技術特性而定，若公司技術機會較少，較強調行政而非創業功能；

若擁有高技術機會，且開發成本高，則在總公司層次會給與創業功能較強的優先權；

至於擁有高技術機會，但開發成本低者，則會鼓勵更多部門別的創業提案。 

 

二、公司間知識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firms) 

(一)交易成本經濟學(TC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對分工的解釋 

二十世紀之後，分工議題伴隨著公司組織的大幅成長，開始與公司理論聯結發

展，試圖解答公司垂直邊界(the vertical boundaries of firms)的問題。尤其自從 1937 年

Coase 劃時代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論文，以交易成本為基礎，提出「管理協調

(managed coordination)與價格指導協調(price-guided coordination)之間的替代性」作為

公司存在理論之基礎，Williamson 集結相關理論之大成，提出「交易成本經濟學(TC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Williamson, 1975, 1985, 1996)，成為近三十年來解釋組

織垂直邊界之主流。 

TCE 理論之前提是認為三個交易的屬性—不確定性(uncertainty)、頻率

(frequency)、尤其是資產特定性(asset specificity)，會與內部採購行為相關聯。由於委

外(outsourcing)會擔負的成本包括蒐尋(searching)、締約(contracting)、控制

(controlling)、與再締約(recontracting)，而供應商市場則擔負著一些與價格、品質、交

貨期有關的風險。因此，當某些內部活動若改為向外採購成本會較低時，就成為委外

的候選對象。TCE 理論認為委外決策應關注的重點，乃是專注於為了產生資產特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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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所需誘因以支援一給定交易的誘因為何(Klein et al. , 1978)。若在一給定交易中，

將資產所有權交給單一方，當合約是不完全且延遲(hold-up)成本顯著時，會改善產生

有效率之特定交易投資的誘因(Grossman & Hart, 1986; Hart, 1995)。若是交易雙方在合

約關係上都曝露於延遲(hold-up)風險時，投資誘因可能會被稀釋。然而，此風險亦可

藉由收購資產使用的剩餘價值(Hart, 1995)，或是藉由科層統制約束不完全合約中的彈

性調適，而降低風險(Williamson, 1991)。 

TCE 理論的基本主張認為，若生產成本的降低可透過委外而獲得，且延遲風險

(hold-up)低，則經理人可考慮將內部活動轉為外部採購(Williamson, 1975; 1985; 

1996)。若活動(1)不需要投資在會產生延遲的特定資產上、(2)不受制於高度的環境不

確定性、及(3)公司不常仰賴的，則該主張會成立(Aubert et al., 1996)，此意指公司會委

外處理低資產特定性的一般服務(如伙食、清潔等)。然而，公司卻越來越將某些如運

籌、人事、專業服務等經常使用的、不確定性高的、以及涉及顯著資產特定性投資的

活動加以委外(PWC, 1998)。此外，某些低資產特定性的活動，反而留在公司裡。以相

當標準化的個人電腦平台為例，其包含了硬體、作業系統平台、本機套裝軟體、群組

軟體、以及公司網路支援。相關活動(譬如軟體安裝、主機維護與更新、網路作業等)

通常都是由個人來進行之低資產特定性的一般服務，但許多公司仍然選擇內部處理，

因為必須防止對個人服務委外的倚賴。 

TCE 理論長期以來受到的批評是它將歷史脈絡、交易間相互關聯性、以及邊界選

擇結果等，放進了一個黑盒子(Chandler, 1992; Argyres & Liebeskind, 2000; Langlois & 

Foss, 1999)。譬如，Langlois & Foss (1999)指出交易成本經濟學對於能力維持與發展的

效率意涵並不敏感，而其他學者主張對於界限決策的最好的理解需要體認到先前的統

制選擇會限制到目前的委外決策(如 Argyres & Liebeskind, 2000)。如同 Wal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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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po (1991, p. 66)正確地記述，「如何將該理論用於預測公司界限的轉變是不夠清楚

的！」 

對於以知識生產為主之經濟型態時，TCE 理論的解釋也產生問題。譬如 Marengo 

& Dosi(2005)認為若用來處理以集體問題解決(collective problem-solving)為基礎之知識

生產分工時而言，TCE 理論會產生三大困難： 

第一，Coase 與 Williamson 的邏輯推導常與實際歷史經驗有所違背。就大部分的

技術與產業，當其在幼稚期(infant phase)誕生時多伴隨著一個高度垂直整

合(highly-integrated)的產業結構；接著，當產業成長至擴張期(expansion 

phase)，會歷經一段分合(dis-integration)的過程；然後，等到產業進入成熟

期(maturity phase)，則又會以顯著不同於幼稚期的面貌，進行再整合

(re-integration)。而 TCE 理論觀點對於垂直整合的解釋，則是以資訊不對稱

與代理問題為主，似乎比較適用於產業進入成熟階段過程中，越來越整合

的過程。通常到了此階段，分工相對而言是較穩定的，且配置效率之需要

重於一切； 

第二，交易成本觀點係假定技術介面已確定，來處理交易管理中不同統治結構的

效率問題，其技術與分工是給定的，然後推導出組織結構。但是，若技術

與分工至少部分原因是來自於組織結構，整個故事又不同。譬如，許多學

者都曾提出制度相依性( institutional path-dependency)的論證，主張統治結

構決定技術(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technology)。此外，技術

介面確定之先決條件是先有一套定義完整的相容性標準存在，但實際的情

況是，標準的產生常是經由無法由公司事先規劃的會議(unplanned con-

17



ventions)或相當審慎的程序(deliberative process)所產生，因此會對未來的技

術與分工方向，產生相關的影響； 

第三，TCE 理論解釋「較優統制結構(superior governance structures)」的產生，認

為是透過「市場選擇」的”自發性(spontaneous)”過程。但是，一個選擇機制，

的確在某些情況下，會選擇出最配適的結構，但其前提應該是結構已先存

在。 

總結而言，交易成本理論不只迴避了統制變遷過程的議題，也無法提供管理者足

夠的指引來評估如何委外、公司界限的轉換過程、如何影響公司的動態能力等等。而

這些議題，正是新興知識產業必須正視的議題。 

 

(二)資源基礎觀(RBV, Resource-Based View)對分工的解釋 

RBV 理論認為公司績效差異與公司透過建立、使用、與防禦資源位置之成本與

策略優勢的差別有關(Barney, 1991; Rumelt, 1984; Peteraf, 1993)。影響資源位置如何建

立、使用、與維持之因素，並非單獨取決於產業結構特色，而是取決於公司如何增加

顧客付給產品/服務之意願與生產及供應之機會成本間的契合度 (如 Wernerfelt, 1984; 

Rumelt, 1984)。譬如，Barney(1991)主張競爭優勢及「超於平均報酬(above average 

returns)」之獲取與該資源是否「(a)有價值的，即能充份利用公司所處環境之機會並/

或使威脅抵消；(b)在公司目前及潛在競爭對手中是稀少的；(c)必須是不完全能夠模仿

的；(d)此資源不能被策略性地等同替代的」有關。建立於此觀點，Quinn & Hilmer (1995)

進一步指出公司聚焦於能夠獲得卓越並提供顧客獨特價值之資源與能力，而同時將非

關鍵策略需求或特殊能力的活動轉而向外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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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所引起的問題是策略能力與資源通常在實務上是難以辨識出來的，所以在

任何一時間點，管理者都面臨著判斷其是否正在處理策略性資源或能力之困難。譬如，

許多以資訊科技為基礎之航線訂位/物流系統，在今日被視為是航空公司的策略優勢，

但此系統一開始只是為了採用自動化方式以節省櫃台成本，漸被視為航空公司物流與

航班規劃之最適化系統，然後才被視為電子配送管道平台的附加功能。在此脈絡下，

Earl (1996)主張許多此類的資訊科技能力是實驗性質的，而資訊科技使用者只有在實

驗後發現，才能學習到此能力的策略重要性，並將之納入事業脈絡與需求變遷中。資

訊科技委外風潮充滿著漫無章法的例子，許多公司選擇將他們認為是一般服務的活動

委外，數年後才發現策略性能力已流失。 

就理論意涵而言，甚麼資源與能力可被判斷具策略重要性可能與高階經理人之想

像，以及現有公司各項活動之績效有關。如 Penrose(1959)指出的，「公司的生產機會

在任何時期必定是被侷限的，很清楚的是此機會將受限於該公司並未看見擴張的機

會，也不願加以行動、或是無能加以回應。」更精確地說，因為策略性有價值的能力

具有因果模糊性(causally ambiguous)與社會複雜性(socially complex) (Lippman & Ru-

melt, 1982; Peteraf, 1993)，他們通常與其他無法符合 Barney(1991)提出判別準則之互補

資源與能力關聯在一起。 

此外，Quinn & Hilmer (1995)將資源基礎與交易成本的理論結合在一起，主張同

時考慮成為競爭優勢的潛力(資源基礎觀)以及成為策略弱點的程度(交易成本經濟

學)，以決定是否將某活動分工委外。他們建議管理者應回答下列問題：首先，在考慮

交易成本時，該活動能獲得競爭優勢之潛力為何？其次，如果該活動委外，從市場失

靈中可能產生的潛在弱點(vulnerability)為何？第三，吾人如何透過與供應商間結構性

的安排，譬如提供適當的控制而同時保有需求的彈性，來減輕該策略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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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重要的問題對指引公司委外決策可能有貢獻時，卻對管理者瞭解垂直分工

時的轉換成本幫助甚少，因此也無法將之與委外過程及競爭動態之間加以相關聯，並

且低估了維持與發展公司動態能力的長期結果。甚且，不管交易成本經濟學或是資源

基礎觀，都對人類的認知與管理者的判斷力，作出了誇大的假設13。對有限理性管理

者而言(Cyert & March, 1963)，決定委外分工並且必須管理此統制變遷過程者，通常手

中並未握有相關資訊來回答上述問題。反而是，他們在不確定以及無視於公司界限改

變的情形下，必須以實驗性的蒐尋與學習來找出與發現改善效率的可能性。 

 

(三)演化觀點(Evolutionary Perspective)對分工的解釋 

與交易成本論及資源基礎論不同的，演化理論(Dosi & Marengo 1994, 2000; Kogut 

& Zander 1992, 1996; Nelson & Winter 1982; Nelson 1991; Teece, 1993; Teece et al., 1997; 

Foss, 1993) 提供了經濟組織變遷過程理論的核心，雖然，演化理論並未直接處理垂直

整合的問題，但卻提供了與分工過程有關的許多洞察。譬如，Teece et al (1997)指出公

司的界限可就學習、路徑相依、以及公司於能力維持、整合與發展的相對競爭位置，

來加以瞭解。尤其是，演化理論者假定了演化解釋的三個中心原素： 

第一，經濟人是有限理性的(Cyert & March, 1963; Dosi & Egidi, 1991; Nelson & 

Winter, 1982)； 

第二，分析單位的中心是組織的蒐尋過程、問題解決程序、以及路徑相依之學習

(Nelson & Winter, 1982; Winter, 2002)； 

                                                 
13 「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在交易成本經濟學中的角色僅侷限在其意涵之一：寫出完全合約的

不可能性與/或成本，以及在資源基礎觀的角色則僅侷限於連結某一資源財產(因果模糊性)與其他公司

模仿之困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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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強調組織能力維持與發展脈絡鑲嵌性之敏感度(Dosi & Marengo, 1994; 

Nelson & Winter, 1982)。 

「有限理性」意味人在解決複雜的問題會受限於知識、技巧與時間(Cyert & March, 

1963)，其意涵是，管理者在涉足於公司界限之改變過程中，在面臨完整定義好的統制

選擇時，也許並不期望處於一個全能決策者的地位。決策參數對涉入的經濟人而言，

可能並非是明顯的，且蒐尋的努力也會受制於現有的能力與誘因。所以，其意涵是公

司界限之變遷傾向於朝著一系列的過程步驟前進，所以最好將之視為實驗性蒐尋與學

習的過程，藉以發現改善短期與長期效率之可能性。 

「有限理性」也隱含著認知專業化的需求，而在集體問題解決過程中，常規化的

協調則是因應該需求而產生(Cyert & March, 1963; March & Levinthal, 1993)。Nelson & 

Winter (1982, chapters 4 and 5) 描繪公司係作為獨特常規的貯蓄庫，Winter (1982)則指

出，「協調能力體現於組織常規的績效之中，譬如個人的技巧、實務的成果..等，他們

學習的經驗是一種組織成員之間的分享經驗(Winter, 1982, p. 76)。」許多常規是過去

決策與實驗的結果(Grandori, 2001)。因為常規的適應是緩慢的，它們在人事更迭後仍

存留下來(March & Simon, 1958)，並且為組織帶來穩定，並且指引著一再發生的行為

(Cyert & March, 1963)。整體而言，常規顯現出公司的能力，即一整組互賴的常規會「賦

予組織管理階層一組決策的選擇，以因應某特定型態的顯著產出(Winter, 2002)」因為

常規之間的界面發展部分來自隱性的、路徑相依的「作中學過程(learning by doing)」，

它們可能會以因果關聯而限制統制的改變，而他們之間的界面也通常是以隱性知識為

基礎，而非顯性的瞭解(Nelson & Winter, 1982)。 

若將垂直分工過程中的蒐尋與學習過程作為主要的分析單位(Nelson &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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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Winter, 2002)，則公司界限改變之辯識與發現的可能性會在於，改善誘因與藉由

強化連續互動學習強化公司集體成就之能量(Nelson & Winter, 1982)。垂直分工過程

(就像其他系統的解構)是一種學習的過程，包含了臆測與試誤(Loasby, 1976; Simon, 

1969)。統制過程的改變也會產生成本，其與系統元素間的連結特性有關，譬如，常規

與能力之間的連結可能依闡述與碼化的程度而變，通常，組織常規間的界面在組織考

慮委外的第一次時，會將之明顯化。 

此外，產業進行垂直分工過程中之學習過程特性，也會受到公司所侷限之特定環

境所影響(Loasby, 1976, p. 33)。演化觀點也強調對於組織能力維持與發展的脈絡內嵌

性(Dosi & Marengo, 1994; Teece, Pisano & Shuen, 1998)：「演化理論之核心關切點在於

此動態過程係由公司行為態樣與市場結果所聯合決定… (Nelson & Winter, 1982, p. 

18)。因此，對於會限制公司垂直分工潛在範圍的競爭環境之外部因素，包括市場範圍

(Smith, 1776)、創新體制(innovation regimes)的特性(Chesborough & Teece, 1996)、以及

模仿動態(Nelson & Winter, 1982)。演化觀點對於垂直分工會考量委外分工過程會發生

於某一提供垂直分工機會的特定競爭脈絡，在此脈絡下的變動(譬如成長、產業生命週

期等)與公司對此變動的適應性回應，會被視為公司間能力維持與發展分佈之長期變遷

的驅動力。 

 

第二節  知識的再用(The reuse of knowledge) 

一、模板知識論(template knowledge) 

Langlois(1997)認為，藉由分工促進經濟規模之原因來自於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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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標準乃是「可再用的片段知識(reusable pieces of knowledge)」，其來

自於增加生產的學習過程。標準可增加生產過程中的「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且毋

需改變技工或工具。但另一個增加生產標準化方式是「量能效果(volume effect)」，係

指「資本密集技術的替代(the substitution of a more capital-intensive technique)」。就知識

再用的意義而言，採用資本密集技術(e.g. 自動化設備)，來替代勞力密集技術，乃是

再用知識的一種方法之一，因為相同的知識能被應用於更多單位的產出。 

新古典經濟學對於知識生產的看法，以 Arrow(1962)為首，認為知識是一種公共

財(public good)，其創造具有高的固定成本，但傳遞給其他人的邊際成本幾乎為零。

Langlois 認為若將知識視為公共財，則顯然無法處理知識的＂nonconvexity＂。而且，

一個財物的公共性，應該是與它如何運用有關(appropriability)，其係由制度性的體制

所統治(包括產權的相關結構)，而非該財物的內在特性(Demsetz, 1969)。所以，Langlois

定義了可再用的「模板知識(reusable temple)」，該知識具有「傳遞到下一生產單位的低

邊際成本」的特性，而非「傳遞給其他人或組織會有低邊際成本」。 

這個解釋與主流看法是相當不同的，通常知識生產被視為是使用一台叫作研究發

展的香腸機(sausage-machine)，接受投入後，給出技術知識，藉以增長生產其他財物的

功能。Arrow 的看法是將之視為公共財，所以會外溢給其他使用者，故當知識生產者

無法因所創造的外部利益而獲得完整補償時，他生產的知識會比社會所期待的更少。

但「模板知識」並非是由香腸機產生，而是藉由生產其他財物的製程中產生，其係鑲

嵌於這些財物的生產。由於這樣的鑲嵌性，該知識並不是那麼容易就傳遞給他人。 

但是，「模版知識」並非不會外溢，譬如某些知識如 Nelson(1992)所稱的「一般化

知識(generic knowledge)」，雖然此類型知識容易脫離其創造者的掌控，但對接收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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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並非沒有成本。潛在的受益者必須已經投資於必需的「吸收能力(absorptive capacity)」

(Cohen & Levinthal, 1990)，方能理解並使用該資訊，而該投資的型態通常是以類似的

方法生產類似的物品與服務。 

 

二、知識創造與管理模式(knowledg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s) 

知識創造模式所關心的是個人、團隊、與組織所擁有之隱性(tacit)與顯性(explicit)

知識如何組合，以產生製程、產品與技術創新(Kogut & Zander, 1992)。然而，在此模

式下，爭論重點在於隱性與顯性知識之區別是否明確還是模糊。Nonaka & Takeuchi 

(1995)以及 Spender (1996)曾試圖將之加以區分，Spender (1996)提出”多元知識論

(pluralistic epistemology)”，將不同型態的知識更細分為’explicitly articulated knowledge’

與’implicitly manifested knowledge’。而許多學者則更進一步從知識移轉的觀點提出如

何將隱性知識轉換成為顯性知識(Hedlund, 1994; Kogut et al., 1992; Sherman & Lacey, 

1999)。譬如 Nonaka & Takeuchi (1995)提出知識創造與移轉之社會化(socialization)、清

晰化(articulation)、組合(combination)與內化(internalization)四階段模式，這些階段展現

出正式化的溝通結構與團隊組成的介入，以作為移轉與擷取隱性知識使成為顯性知識

的機制(Bresman et al., 1999; Sherman et al., 1999)。而 Von Krogh et al., (2000)又再提出

其他五種機制—循序灌輸願景(instill vision)、對話管理(manage conversations)、活化知

識活動(mobilize knowledge activists)、創造適當脈絡(create the right context)、以及擴散

在地知識(globalize local knowledge)。 

相較於知識移轉模式所強調的隱性知識必須使其顯性化，Polanyi(1966)較偏好於

隱性與顯性知識間界限模糊的看法，他認為所有知識皆有一隱性元素含於其中(Ko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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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92; Teece, 1981)。隱性知識在被使用前通常都維持潛意識的狀態(Reed & de-

Fillippi, 1990)。Tsoukas (1996) 主張 articulated knowledge 係奠基於一個 unarticulated 

background，其包括原就內化與認知的社會習慣。所以，組織中之文化、常規、故事、

以及「無形資產」，均是隱性知識之共通貯藏庫(Harris, 1994; Itami, 1987; Nelson & 

Winter, 1982; Ouchi, 1980)。 

從該觀點，知識移轉過程會透過組織組合隱性與顯性兩種知識之能力而發生。知

識移轉過程本身並非使知識文字化(codified)或明顯化，而是一種分享故事與解釋，使

得新的隱性知識能夠在新脈絡中與既有隱性知識相結合。因此，區分隱性或顯性知識，

在知識如何被組合的重要性中大於知識移轉 (Brown & Duguid, 1998)，而知識移轉則

可描述為知識從內在(inward)與外在(outward)來源重新組合後的一個過程(Kogut et al., 

1992)。Kogut & Zander (1992)亦指出內部發掘(exploitation,如內部知識的使用)與外部

探索(exploration,如發明、外部蒐尋)之間有循環的連結。 

為了能將知識進行創新的再用，最好採用 Polanyi(1966)將隱性與顯性知識區別模

糊化之觀點，藉此，為創新而設計之知識管理系統，其最低需求乃是不從隱性知識(門

廊間的對話)中分離出顯性知識(貯藏庫)來，但仍允許描述此兩種型態之知識。然而，

此舉並非否定 Nonaka & Takeuchi (1995)之看法，因為知識管理系統也需要允許分享知

識可採用「for globalizing local use」方式，並使知識再用者實驗內外在來源知識的不

同組合方式。 

 

三、再用之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 

Clark & Brennan (1993)與 Clark (1996)之語言使用理論指出溝通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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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dicality)常在於溝通彼此擁有一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共通基礎定義為成員在

共同活動時所分享的信仰、知識與假定(the beliefs, knowledge and suppositions that the 

parties believe they share about the joint activity)。該理論認為共通基礎係透過包括要

求、承諾、主張、質問、道歉、宣告與回應等之互動與溝通所產生。最近研究亦證實，

知識再用者與貢獻者之間共同基礎愈大，在解決創新問題時再用就愈會發生

(Majchrzak et al., 2000)。共同基礎之形成方法有很多種，某些學者認為其主要係透過

人與人間互動所創造(Clark & Brennan, 1991; McGrath & Hollingshead, 1993; McGrath 

& Berdahl, 1998)，Olson & Olson (1998)則找出使用電子化的方法所創造出來的共同基

礎，其係使用作品分享(shared artifact)如共同的故事或神話、分享的文件或分享的隱喻

等(Brown et al., 1998)。然而 Brown & Duguid (1998)、Hutchins (1991)與 Olson & Olson 

(1998)卻限制其研究在於作品分享僅在於單一的實作社群，但作品分享事實上應有很

大可能性用於不同實作社群間之知識移轉。譬如，一個氣象學者可使用一個基本物理

原理作為作品分享，以瞭解及評估一個結構工程師的貢獻。在創新脈絡中，共同基礎

能被定義為成員對計畫目的與目標、技術與組織限制、以及適當的問題解決分析過程

等的相互瞭解。此外，共通基礎也能被概念化為一組分享的行為規範(norms)，其定義

為對於成員行為之期望(Ouchi, 1980; Tsoukas, 1996)。在知識移轉與再用的脈絡中，常

可發現重要的行為規範包括誰有管道接取甚麼知識、所評估知識之品質如何、該知識

的甚麼屬性應該被擷取以備後續使用(Davenport & Prusak, 1998; Majchrzak et al., 

2000)。 

共同基礎之研究指出，對專注於產生創新之知識移轉，其過程應傳遞並鼓勵發展

一介於知識貢獻者與潛在再用者間之共同基礎。對於一個單一實作社群，可假定該共

同基礎可能存在。然而，當創新必須跨越社群之間(此尤為革命性創新發生所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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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管理系統應該促使發展出一共同基礎。實際作法首先必須鼓勵知識貢獻者分享其對

於共同基礎之議題所作的假定，譬如計畫目標、限制、問題解決流程、以及知識獲取、

評估與使用行為規範等。然後，知識管理系統應幫助知識再用者轉化這些假定，透過

分享作品之互動創造而成為他們自己的脈絡，譬如貢獻故事、分析隱喻、問答討論或

評量基礎等(Majchrzak et al., 2000)。 

 

四、組織學習與再用(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reuse) 

根據 Weick (1995)指出，組織學習係涉及不同成員可能對相同事實之實況有不同

觀點的開放性(openness)。此開放性可創造出大量的模糊性(ambiguity)，但為獲得創

新，必須接受此模糊性。許多解釋認為可導引為額外的學習機會(addition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Huber, 1991)。而 Senge (1990)闡述在組織學習過程中如何鼓勵此開放

性，提出了五項修煉的看法—系統性思考、釐清個人願景、轉換心智模式、建立共享

願景、以及促進團隊合作與公開對話等(Senge, 1990)。至於對資訊的解釋則視個人相

對於群體心智模式是發散還是收斂而定(Ireland et al., 1987; Walker, 1985)。此外，資訊

的介定方法也將影響其分享的意義(Tversky & Kahneman, 1985)。 

因此，組織學習觀點對於知識移轉過程提出知識移轉之用於創新，將受惠於開放

性，因其能夠鼓勵與允許對問題採取多重觀點(Boland et al., 1994)。而開放性設計於知

識管理系統中，可藉由促使再用者可接觸多樣化的知識而得，其也允許類似的知識以

不同的方法呈現，或是鼓勵蒐尋替代方案。 

組織學習研究者也非常重視驅動組織學習的因素，其中一驅動因素乃是再用者所

感受到實際與潛在績效的落差(Dosi & Marengo, 1993; Iansiti & Clark, 1994; von Hip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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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re, 1993)；愈大的落差會迫使愈多的組織學習發生。另一個驅動因素則是制度化

的假設或行為準則，其使知識移轉與再用得以嘉惠組織，也能使知識貢獻者與再用者

均獲益。因此，成就創新之知識移轉，其重要之驅動因素將是能刺激知識再用，如組

織誘因或績效落差。此外，新產品開發有關之研究指出，計畫本身特性也會是其創新

領域中觸發知識再用之因素。譬如，Tatikonda & Rosenthal (2000)研究 120 個高科技新

產品開發計畫後發現，技術新穎性與計畫複雜度會增加不確定性，而透過知識再用則

可降低該不確定性。換言之，當再用有助於降低不確定性時，計畫之新穎性與複雜度

也會是驅動知識再用之因素(Tatikonda & Rosenthal, 2000)。 

 

五、資源基礎觀視知識資本為組織之資產 

資訊基礎觀處理的是公司內的知識移轉，根據該觀點，公司的資源與能力會成為

產生”超額收入”與”經濟租”的來源(Barney, 1991; Dierickx & Cool, 1989; Lippman et al., 

1982; Wernerfelt, 1984)。為產生超額利潤，公司應該儘可能擁有很多不同的組織能力，

能力越多，超額利潤也越多(Grant, 1996; Iansiti et al., 1994; Verona, 1999)。產生超額經

濟租之能力被描述為需兼顧功能性與整合性(Verona, 1999)，功能性的能力允許公司增

加其知識庫藏，而整合性的能力讓公司藉由混合來自內部或外部之各種不同技術能力

而產生吸收容量。公司的整合能力被認為是產生超額經濟租之主要貢獻者(Cohen & 

Levinthal, 1990; Grant, 1996; Iansiti et al., 1994; Kogut et al., 1992; Teece et al., 1997)。 

從知識移轉觀點認為，一個知識移轉的過程必須確使個人知識庫藏得以發展，而

非創造一個單一中央化的知識庫藏。此外，必須發展出能整合各個知識庫藏的知識，

並將之儲存於自己擁有之演進中的知識庫藏，以便成為何時與如何使用此個別化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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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藏之指引。譬如 Szulanski (2000)所指出的，資源基礎觀點忽略了知識移轉可能因為

費時、費力、且高難度等因素而會很緩慢，因此，必須考慮所花費之成本。甚且，資

源基礎觀忽略知識移轉本身的過程，也就是說，知識移轉係經一連串步驟而發生，譬

如先找出有移轉的機會，並區別出如何執行該移轉。Szulanski 的資料指出影響知識移

轉之因素中，某些與步驟無關(譬如，知識來源可靠度會對知識移轉有正面影響)，而

其他因素則對移轉過程中的某些步驟特別重要(譬如，在執行某移轉本身時產生了初始

的機會)。Szulanski 研究建議，除了資源基礎觀點有關發展知識庫藏的個人化與整合

化，在創新脈絡下的知識移轉進行方式，於給定知識移轉過程之階段，可能在因動機、

組織脈絡、與工作需求而有所差異(Szulanski, 2000)。 

表 2.2.1 中所摘要的是為創新所需知識管理系統最低需求，因素包括一支援性的

知識庫藏(譬如，含有隱性與顯性知識)、與該知識庫藏互動之方法(如，創造分享的作

品)、工作特性(如不可分析性)、組織致動因素(如支援的文化)、以及個人變數(如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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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促成知識移轉因素之文獻摘要 

研究流派 參考範例 可促成知識移轉之因素 

知識創造與管理 Bresman, Birkinshaw, & Nobel, 1999; 
Kogut & Zander, 1992; 
Nonaka, 1991; 
Nonaka & Takeuchi, 1995; 
Sherman & Lacey, 1999; 
Von Krogh, Ichijo & Nonaka, 2000; 

允許知識貢獻者將隱性與顯性知識之區

分加以模糊化。 
鼓勵知識貢獻者分享 local 所使用的隱性

與顯性知識以及 global 所使用的想法。 
允許知識再用者用不同方法組合內部與

外部知識進行實驗。 
共同基礎 Brown & Duguid, 1991, 1998;  

Clark, 1996;  
Clark & Brennan, 1993; 
Cole, 1999;  
Davenport & Prusak, 1998; 
Katzenbach & Smith, 1999; 
Lipman-Blumen, 1999; 
Majchrzak, Rice, Malhotra, King, & Ba, 
2000; 
Ouchi, 1980;  
Tsoukas, 1996 

允許知識貢獻者分享每一次貢獻時對目

標、限制、分析方法、知識獲取、評估與

使用行為規範的假設。 
幫助知識再用者翻譯這些貢獻者所創造

出來供分享作品的假設。 

組織學習 Dosi & Marengo, 1993;  
Huber, 1991;  
Iansiti & Clark, 1994;  
Ireland, Hitt, Bettis, & DePorras, 1987;  
Senge, 1990;  
Tatikonda & Rosenthal, 2000; 
Tversky & Kahneman, 1985; von Hippel 
& Tyre, 1993; 
Walker, 1985 

允許多重觀點審視問題。 
組織誘因、績效落差、以及計畫不確定性

會刺激再用。 

資源基礎觀 Barney, 1991;  
Cohen & Levinthal, 1990; 
Dierickx & Cool, 1989;  
Grant, 1996;  
Iansiti et al., 1994;  
Kogut et al., 1992;  
Lippman & Rumelt, 1982;  
Teece, Pisano, & Shuen, 1997;  
Verona, 1999;  
Wernerfelt, 1984 

允許創造多重化個人化之知識庫藏。 
鼓勵發展一個知識庫藏能夠提供如何整

合各個個人化知識庫藏之指引。 
個人動機、組織脈絡、與工作的不可分析

性會影響再用。 

來源：整理自 Majchrzak et a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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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識模組化(The mod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知識模組化是一種產業制度的設計，主要的驅動力來自日益倍增的設計複雜化

(complexity)與設計品質(quality)的考量。譬如從 1960 年代開始，軟體設計無法趕上硬

體產業之快速發展，而產生了「軟體危機(software crisis)」現象；以及在半導體產業，

Intel 創辦人之一 Gordon Moore14所提出的「積體電路發展，每 18 個月數目會倍增」之

定律，亦促使模組化設計之需求日增。Arora et al.(1997)即曾指出，模組化是一種創新

的策略，創新的流程若能被模組化，每個公司能專注於某一個特定的模組，將可使其

在學習與創新的努力上越趨專業化。表 2.3.1 所示為模組化產品設計之實例，顯示越來

越多產業採取模組化作為創新的策略。以下將分別從系統設計、公司層次、產業層次

以及模組化與組織之對應等角度，探討知識模組化之相關文獻。 

 

一、系統設計與知識模組化 

(一)知識模組作為一層級系統(hierarchic system) 

當代探討模組化理論多從系統理論(system theory)角度出發，此乃因模組之本質乃

是一複雜系統之子系統(sub-system)。Simon(1962)曾就複雜系統提出一個簡單的定義：

「一複雜系統乃是由具有大量互動(interactions)的許多零件所組成，若從其零件性質與

互動法則等務實意義來看，該系統整體表現會超過個別零件的總和，所以對系統整體

的性質做出推斷，乃是重要之事。」因此，探討複雜度不僅須探討個別零件的功能，

                                                 
14 見 Moore, G. E. (1965), ‘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 Electronics, Vol. 38, No. 8, 

Apri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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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探討這些零件間互動的特性。Simon 從四個角度探討複雜度的意義： 

表 2.3.1    模組化產品設計實例 

產品 模組化設計形式 研究者 

航空器 共通性的機翼、機鼻、與機尾等元件，使得數種機型能夠將之

組成機身模組，以創造不同長度及載客量的各種機型(可共用

於波音、麥道、空中巴士)。 

Woolsey(1994) 

汽車 汽車製造業者長期以來使用許多由車輛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所指定的基本模組元件。 

Nevins and Whitney 
(1989) 

 某些汽車業者使用共通的模組元件於不同車型，譬如Taurus車
款平台式的設計，可用於Taurus與Mercury Sable轎車及旅行

車，甚至用於Ford Taurus Windstar休旅車。 

Automobile(1994) 

 福特刻正採用高層次的共通(模組)元件，將其汽車與卡車引擎

轉變成模組化的設計，而於1992年推出的4.6L V-8，乃是其第

一個模組設計引擎。 

Ford Engineering 
World (1990) 

 克萊斯勒的LH車是模組化設計，許多車型都使用共通的動力

與引擎元件，每個車型內裝是由不同供應商所提供的四個容易

安裝之單元所組成，而克萊斯勒的Neon車款使用許多模組化的

組裝。 

Tully (1993) 

工具機業 台灣工具機業模組化之特質為：重點在產品主結構的功能模組

搭配、產品族發展尚在起步階段、專業模組協力廠已出現、分

散型協力網路尚不成熟、結構帶動的產業優勢已經展現。 

劉仁傑等(2005) 

消費電子 超過160種Sony隨身聽產品，是使用一些基本模組產品的設

計，將模組元件以「混搭與配適(mixing and matching)」的方式

組成。 

Sanderson and 
Uzumeri (1990) 

 許多Sony手持攝影機之升級，係藉由其原始即考慮容納後續改

良模組元件之設計。 
Sanchez(1994a) 

家電產品 奇異公司的洗碗機採用各種模組化的門、控制器等。 Sanchez and Sudhar-
shan (1993)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包含許多模組化的元件，譬如硬碟機、監視器、記憶

模組、微處理機、機殼等。 
Langlois and Robertson 
(1992) 

軟體 軟體設計正在採用「規範的模組(modules of routines)」，可以

將之組合而創造客製化的應用程式。 
Cusumano(1991) 

 軟體設計的模組化是透過「鬆散的聯結(loose coupling)」，其

物件通常是最小的聯結，即使模組儘可能的獨立。模組間的鬆

散聯結意味著一個設計良好的系統，模組化的程式規劃：(1)
允許寫一個模組時不需知道另一個模組的程式碼為何(採用

“information hiding”體制；(2)允許模組再組裝與替代，而毋須

更動整個系統設計，在NASA與GTE等，其軟體工程採用了區

隔「行動(action)—該模組做甚麼」及「邏輯(logic)—該模組如

何完成行動」的「整合(composite)」方法。 

Parnas, Clements and 
Weiss (1985) 

 軟體可用來設計ASIC電路，讓它成為模組化的電路元素，促使

ASIC能順應產品之應用而客製化。 
von Hippel (1994) 

測試儀器 飛利浦創造出一個彈性的機架(chassis)，以容納模組化元件於

其上，讓大量的專業示波器得以重組，以測試不同種類之電子

產品。 

Elecronics (1986) 

電動工具 Black and Decker，在1980年代設計的電動工具，採用了高度共

通的元件。 
Utterback(1994) 

來源：擴充自Sanchez & Mahone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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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系統由「層級式的次系統(hierarchic systems)」所組成，而每個次系統也是

由其次次系統所組成，直至對低階之次系統為止。 

第二，複雜系統之結構中，相同大小之層級系統(hierarchic systems)相較於非層級

系統(nonhierarchic systems)，演變速度會更快。 

第三，層級系統具有「近可分解性(near decomposability)」之性質，即元件內

(intra-component)之聯結性較元件間(inter-component)為強。該性質可大幅

簡化系統行為，使系統的描述更簡單易懂，而使得發展或重製系統所需的

資訊得以用合理的方式儲存。 

第四，系統結構之複雜與否端視如何描述，由於世上大部份的複雜結構多有重複

(redundant)的特性，吾人可運用此重複性來簡化系統的描述，尤其是使用

過程描述(process description)來替代狀態描述(state description)，在當代科

學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Augier & Simon(2003)認為，「近可分解性(near decomposability)」的想法提供了設

計組織與資訊系統的一些指引，同時在二方面幫助我們瞭解經濟組織的存在。第一，

效能(effectiveness)大幅提昇乃是藉由導入互相關聯活動之協調機制所獲得，但只有使

用近可分解形式組織活動，才能在沒有減損其利之前提下降低協調之需要與成本。第

二，當系統進行生存與成長之達爾文式競爭時，擁有「近可分解性」之系統將享有優

勢，此從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複雜系統，包括經濟與其他人類組織，皆可看出有此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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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隱藏(Information Hiding) 

近可分解性(near decomposability)運用於組織或社會系統，可以將零件間的互賴與

互動改想像為訊息的傳遞與溝通。如 von Hippel(1990)指出，組織產品創新的問題，重

點乃在於將研發計畫中，仔細區隔開發團隊的工作並進行分組。其中，尤應考慮研發

計畫中各項工作的互賴性，如果該計畫以非分解方式(non-decomposable manner)所組

成，互賴性必定升高，其意味著開發團隊每個成員必須經常接收與使用其他團隊工作

的資訊。 

IBM 360 系統的開發主管 Frederick Brooks，描述 IBM 360 系統一開始乃是採用非

分解式的方式，因此他堅持所有開發成員必須密切注意互賴性並維持高度溝通，他創

造並維護了一個正式的計畫工作簿(project workbook)，裡面詳載系統開發與變動的資

訊，並規定每個人都必須詳讀並擁有一份拷貝。結果，在六個月之內，工作簿就有將

近 5 呎高，若以 100 個開發成員都擁有一份拷背來計算，文件總高度將比當時所使用

的辦公大樓還高，每天都必須花很多時間維護工作簿。即使後來改採用微縮影片，但

因系統設計採非分解方式，溝通成本仍然相當高。Brooks 當時領悟到，在複雜系統的

設計中，人力溝通成本將大幅超過更多人力加入所獲得的分工利益。所以，Brooks 採

用了 Parnas(1972)所提出的一種劇進(radical)的方法，主張「程式師如果不讓他看到別

人設計系統零件的細節，則會有比較好的效能」。此即所謂「資訊隱藏(information 

hiding)」的概念，Parnas 認為，在系統中，如果知識被隱藏或包裝(encapsulated)於一

模組之內，那麼該知識就不會影響，也不需要與其他模組進行溝通。所以，每個模組

「其特性係決定於隱藏的設計決策知識，其介面或定義將儘可能不要顯露其內部的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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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規則(Design Rules) 

Baldwin & Clark(1997)認為模組化乃是將一個複雜的產品或製程分解成較小的次

系統可以被獨立地設計，模組化的優點可促使每個團隊只需符合設計規範，並不需要

與其他模組設計者溝通，即可進行創新活動。而藉由每個團隊獨立自由的實驗，可提

高創新的速率。但是，模組化雖然有許多好處，但為何不將所有的產品都加以模組化？

其困難在於主要設計者必須整個系統有全面性的了解，並能夠定義出明確的設計規

範；而且，不完全或不完美的模組化，可能會導致整體系統的運作不良；此外，可能

會需要比預期更多的資源來開發。對於產業而言，有助於模組化發展的因素主要有(1) 

材料科學的進步使得更容易定義設計規範；(2) 電腦輔助設計使得實驗快速而便宜；(3)

資訊處理能力提升有助於知識的處理與儲存。因此，在模組化時代如何競爭，在設計

規則(Design Rules)上，必須區分出架構(Architect)制定者與模組設計者二種角色： 

第一、 架構制定者：其角色任務為定義明確的設計規範及模組，而目標是吸

引模組設計者，使他們相信此整體架構為市場所需。所以他們必須注

意的事項是對關鍵模組與設計規範的掌控。 

第二、 模組設計者：其角色任務是遵循整體架構及介面設定去設計模組，其

目標是把握市場與技術機會，快速滿足客戶需求。所以他們必須注意

如何掌控內部設計的關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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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層次知識模組化 

(一)模組化學習創新模式 

Sanchez & Mahoney (1996)指出，模組產品結構會創造出「資訊結構」，其可黏合

一個模組化組織設計的鬆散聯結部分，藉由鬆散聯結，模組化可降低適應協調的成本

與困難，增加公司回應環境變化的策略彈性。而產品與組織的模組化設計，也產生了

一種新的策略性知識管理，其奠基於公司在產品創造過程中之架構與元件層次的學習

過程，對於「鬆散聯結」採取有意圖且審慎的管理。 

在學習模式方面，僅著重元件功能與設計學習、僅著重元件之互動與組態學習、

抑或兼顧二者，將產生四種不同的學習模式(圖 2.3.1)。其中顯示模組化不僅可促進漸

進式創新，若在元件本身及元件的互動與組態均積極投入學習，亦有可能產生激進創

新之機會。 

36



元件層次之漸進學習
Incremental Learning at the 

Component Level

在一既有產品架構內，若係透過
元件開發進行漸進學習，則元件
的功能改善與設計差異較會受到
限制。

元件層次之模組學習
Modular Learning at the 

Component Level

學習新種類之元件技術，會在可行
的元件功能與設計上產生顯著改
變，而使該新元件能適用於既有產
品架構之內。

架構學習
Architectural Learning

學習新產品之市場機會，會產生
新的產品架構，而該架構係奠基
於產品設計中，既有元件組合與
組成方式的改變。

架構與元件層次的激進學習
Radical Learning at 

Architectural and Component 
Levels

學習新市場機會與新產品及元件技
術機會，會在元件的使用與產品組
成的架構上均發生主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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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Sanchez & Mahoney (1996)
 

圖 2.3.1    模組化產品創造過程的學習模式 

 

(二)替代經濟性(Economies of substitution) 

Garud & Kumaraswamy(1993, 1994)認為，當前我們已進入了技術變遷無窮盡的「新

熊彼德(neo-Schumpeterian)」時代，除了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與範疇經濟

(economies of scope)外，亦必須利用替代經濟(economies of substitution)。所謂替代

(substitution)，意指技術進步(technological progress)可藉由再用方式替代技術系統中某

些元件來達成。若是技術系統為可模組化升級者，其經濟性潛能會增加，藉由設計模

組可升級之系統，公司可以降低產品開發時間、妥善運用過去投資、而且提供顧客連

續性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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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屬性
TECHNOLOGICAL ATTRIBUTES

整體性 Integrity
模組性 Modularity
可升級性 Upgradability

技術系統
TECHNOLOGICAL SYSTEMS

元件 Components
相容性 Compatibility
架構 Architecture

組織屬性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整合性 Integration
可分隔性 Partitioning
適應性 Adaptability

組織系統
ORGANIZATIONAL SYSTEMS

公司 Firms
關係 Relationships
制度 Institutions

替代經濟性來自
ECONOMIES OF SUBSTITIONS 

FROM

•減少系統效能滑落
Reduced performance slippage

•初期設計成本可於後續產
品世代攤銷，因而增加持
有與再用之利益
Initial design costs amortized 
over many products 
generations thereby increasing 
benefits of retention and reuse.

•降低合併與蒐尋成本
Reduced incorporation and 
search costs.

模組
可升級性
Modular

Upgradability

來源：Garud & Kumaraswamy(1995)

圖 2.3.2    實現替代經濟性之技術與組織設計 

 

為了實現替代經濟性，必須從技術與組織之設計加以考量(圖 2.3.2)，技術系統是

由許多元件(components)在一整體系統架構(architecture)上相容(compatibility)互動而產

生整體效能，而在技術系統層次上，具有三個技術屬性，分別為整體性(integrity)、模

組性(modularity)與可升級性(upgradability)。該三屬性必須於設計時即加以考慮，方能

實現替代經濟性。同樣地，組織系統是由許多公司(firms)在一整體制度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中關聯(relationships)互動而產生績效，故在組織系統層次上，亦具有三個屬

性，分別為整合性(integration)、可分隔性(partitioning)與適應性(adaptability)。至於替

代經濟性的利益，則將來自於減少系統效能滑落、初期設計成本於後續產品世代攤銷、

降低合併與蒐尋成本等來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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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間模組化(Interim Modularity)概念 

Chuma(2006)提出了「中間模組化(interim modularity)」概念，其定義為：「試誤開

發與/或雛型階段的模組化架構，其可有效引導公司內部與外部間專業化知識與密技

(know-how)的擴散。」他舉出該概念的應用，譬如在商業化產品中，微蝕刻設備

(Microlithography)、LS1 相機、生物產品、(大型)複雜軟體、航空器等產品，歸類於完

全整合及完全封閉的類型(表 2.3.2A)。但如果我們把注意力放在中間開發階段中，架

構所扮演的角色，那麼表 2.3.2B 多了「不完全模組化(incomplete modular)」與「不完

全開放(Incompletely open)」的分類，其定義僅有在公司內部與外部的邊界中，該架構

是模組化或開放者。採用此架構，他清楚解釋了為何 1990 年代中期仍維持主導地位的

Nikon 與 Cannon 公司，為何之後會落於 ASML 之後。 

表 2.3.2a   商業化產品賦有架構(Embodied architecture) 

 完全模組化(Perfectly modular) 完全整合(Perfectly integral) 
完全開放 

(Perfectly open) 
個人電腦、自行車、(簡單)家電、

(簡單)套裝軟體 
 

完全封閉 
(Perfectly closed) 

樂高玩具、工具機(machine tool) 微蝕刻設備(Microlithography)、LS1 相機、生

物產品、複雜軟體、航空器(如巨無霸或空中

巴士)、汽車(包括油電混合車)、(高動力)多功

工具機、(高等級)家電 
來源：Chuma(2006) 

表 2.3.2b   試誤發展階段之必需架構 
 完全模組化 

(Perfectly modular) 
不完全模組化 

(Incomplete modular) 
完全整合 

(Perfectly integral) 
完全開放 

(Perfectly open) 
個人電腦、自行車、(簡單)
家電、套裝軟體 

  

不完全開放

(Incompletely Open) 
 微蝕刻設備

(Microlithography)、LS1
相機、生物產品、(大型)
複雜軟體、航空器(如巨無

霸或空中巴士) 

 

完全封閉 
(Perfectly closed) 

樂高玩具、工具機

(machine tool) 
 汽車(包括油電混合車)、

(高動力)多功工具機、(高
等級)家電 

來源：Chum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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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層次知識模組化 

(一)垂直與水平分合(dis-integration)結構 

Langlois & Robertson(1992)研究微電腦(microcomputer)與立體音響(stereo)元件產

業後，指出模組化系統在供應端與需求端均會帶來利益。從供應端來看，由於分工的

緣故，將有激發自主創新(autonomous innovation)的潛力，並且提供快速試誤

(trial-and-error)學習的機會。從需求端來看，可經由元件匹配的彈性，使產品能精確符

合顧客需求，而使得產品空間(product space)更為完整。同時，個案顯示模組化系統中

的創新，若公司願意開放技術給網絡外的競爭與合作的公司，更能善加運用創新得來

之經濟組，且可引導走向垂直與水平的分合(disintegration)結構。 

 

(二)模組化生產網路 

Sturgeon(2002)分析電子業委外生產之興起，即公司從其他公司手中接替電子產品

設計工作，並且進行細部工程甚至製造。此技術匯流之現象係基於重覆作業(如插件)

自動化的增加以及標準軟體工具使用的增加所致。他指出委外生產在其它產業也呈現

成長，並且強調此發展之重要性：「模組生產網路，由於將價值鏈上與產品規格有關資

訊能被高度制式化之點加以明確區分，因此在這些功能性上能夠有專業化活動的價值

鏈結點上，能夠高度整合，並且以隱性聯結為基礎。然而，在這些結點之間，係倚靠

碼化資訊的移轉而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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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件交換式(Component swapping)模組化與組合式(combinationtorial)模組化 

Salvador et al.(2002)採用多重個案紮根方式，研究流行助動車(Trendy-moped)、重

型卡車(Heavy-truck)、行動電話(cellular phone)、通信多工器(Multiplexer)、微波爐

(Microwave)、對流恒溫烤箱(convection oven)等六個產品家族個案之模組化後，得出三

個一般化的實證結論： 

第一，當產品多樣性低而產量高時，適合採取「元件交換式模組化(component 

swapping modularity)」，當產品多樣性高而產量低時，適合採取「組合型模

組化(combinatorial modularity)」； 

第二，當公司選擇採取「元件交換式模組化(component swapping modularity)」時，

藉由仰賴元件供應商接近其最終組裝地、採用小規模、或受最終組裝者之直

接控管，則可限制其產品多樣化運作績效之負面意涵； 

第三，當公司選擇採取「組合式模組化(combinatorial modularity)」時，藉由減少最

終產品結構的整體元件數目、與供應商合作將相對應元件模組化及設定雙向

的元件供應關係，則可限制其產品多樣化運作績效之負面意涵。 

 

(四)模組於經濟系統的共同演化 

Baldwin & Clark (2000)以電腦業為例展示了模組化在經濟系統中的共同演化過

程。首先，透過分離(splitting)或增加(augmentation)，一新模組在電腦系統中誕生。一

旦該模組之定義被加以驗證，即可說其已成為大的經濟系統的一個產品。若是環境有

利，該產品可能會形成一家新公司。然而，產權(property rights)與其設計必須被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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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需要金融支援，若規模到了一定程度或夠特殊，就有足夠正當性在資本市場募

資。新公司也需要人力執行工作，所以也會在就業市場與其他公司競爭。最後，新公

司有了基礎，就可以建立管理機制，譬如誘因與資訊系統、科技知識建立方法等，持

續建立其競爭能力。(圖 2.3.3) 

如何設計智財權知識；評價技術(
Knowledge of How to Design Property Rights; Valuation Technologies

締約技術(Contracting Technologies)

科學與技術知識(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新產品( New Products)

合約結構公司(=企業)設計與提供金融或其它合約宣告者金融機構

合約結構金錢為基礎之會計與付款系統(對政府之合約宣告)
將金錢交易與其他合約宣告標準化之實務

資本市場

合約結構創造與強化合約之機制
判決(Adjudication)與爭端解決系統

政府

合約結構公司(=企業)設計與提供財物與服務者組織

合約結構財物與服務之市集

將財物、服務與聘雇交易標準化之實務

財物與勞動市
場

產品結構分子(Molecules) 、
空間型式、
程式、文字顏色、聲音..

產出
(Artifacts)

設計結構設計
參數

設計

工作結構工作(Tasks)設計過程

來源：Baldwin & Clark (2000)

新公司

M

層次 元素 結構

圖 2.3.3    模組化於經濟系統各層次之共同演化(Coevolutionary)動態 

 

(五)策略模組化(Strategic Modularization) 

Kotabe et al.(2007)採用紮根研究法，運用個案與訪談方式，研究在巴西的外國汽

車製造業，在當地進行策略模組化(strategic modularization)，可藉由降低隱性知識(tacit 

knowledge)之管理成本而改善其定位優勢(positional advantage)。此外，採用策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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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亦可影響與主要供應商間關係的性質，進而模糊公司的界限。策略模組化是一種超

越模組之實體與功能性面向的策略性選擇，其包括了模組整合者與供應商為了降低組

裝過程中隱性知識之管理成本，所進行的組織與管理系統的連繫。因此，策略模組化

提供了最終產品組裝者處理有助於保持競爭力。 

 

四、模組化與組織之對應 

Sanchez and Mahoney(1996)主張產品決定組織(products design organization)觀點，

意即非模組化產品會引導或最好由非模組化的組織來生產，而模組化產品會引導或最

好由模組化組織來生產。Langlois(2002)指出此觀點若成立，其意味著若將組織視為是

一個管理的變數，則可能產生模組化公司理論(A modularity theory of the firm)，但實務

上的研究，則發現許多模組化產品多是由非模組化的組織所生產。譬如 Prencipe(1997)

研究航太引擎、Chesbrough & Kusunoki(2000)研究硬碟機、Takeishi(2002)研究汽車工

業、Brusoni & Prencipe(2006)研究輪胎產業等，指出公司包含了不同的領域，譬如組

織結構、技術架構等，他們都遵循不同的設計規則。而 Brusoni & Prencipe(2001)則指

出採用模組化產品設計策略並不必然須採用模組化組織，或將公司知識庫加以模組

化。他們引入一個想法，認為公司的生產與知識的邊界間可能存在一個缺口，而這缺

口是公司用來調解衝突目標的結果。一方面，公司努力於藉由將模組化元件與子系統

的生產與細部設計委外，以發揮彈性及降低成本，即買的策略，但另一方面，公司的

競爭地位則倚靠其藉由內部所建力技術能量來推出劇進式產品與元件創新的能力。他

們發展出一個簡單的架構，使用專業化的元件與知識供應商網路，來解釋公司如何調

和此困局。他們強調”系統整合”公司所扮演的協調角色，係倚靠除了擁有廣大具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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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識與元件供應商的網路外，也仍然維持著(甚至越擴大)在價值鏈上更寬的技術能

力。 

 

第四節  新創新模式(The Innovation Models) 

 

相較於模組化屬於有理性的計算，創新模式有時候看起來必較像一種運動

(movement)，或是一種典範(paradigm)，身處於產業快速演變的洪流之中，無論是新進

者或是後進者，有時不得不順應局勢進行調整。因此，本研究特別摘述一些與新創新

模式有關的文獻，並試圖與後面的個案研究進行對照。 

 

一、軟體式創新(Software-Based Innovation) 

Quinn et al. (1996)提出的「軟體式創新(Software-Based Innovation)」，為許多產業

之知識創新過程為何能夠加以模組化，提供了技術上的合理性。他們認為，不管是從

基礎研究或直到產品上市，軟體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軟體可讓管理者建立一套重要的機制，藉以降低成本、壓縮時間週期、並增

加創新的價值。同時，軟體也是學習與知識過程的核新，其可促使創新獲得

最高的報償； 

 軟體通常是製程創新的重要元素，或者能夠創造新的功能，促使產品對顧客

而言更有價值。換言之，軟體才是顧客真正所獲得的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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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可提供一重要載具(vehicle)，促使發明者與使用者間密切互動，產品快

速配送、且可因市場回饋而使創新產生更高價值。其結果是，顧客以及軟體

本身，都產生了很多發明，而這些是公司技術人員單獨作業所不能感知獲得

的。 

 

二、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 

Chesbrough(2003)該提出了「開放式創新典範(Open Innovation Paradigm)」的概

念。他認為，相對於開放式創新典範的，是老一代的「封閉式創新典範(Closed Innovation 

Paradigm)」，其堅持哲理是「成功的創新需要控制(successful innovation requires con-

trol)」。在該典範下，公司從產生想法、發展、建造產品、行銷、配送、服務、財務支

援 等 ， 皆 由 公 司 自 力 完 成 。 由 於 不 能 確 信 他 人 想 法 的 品 質 (quality) 、 可 用 性

(availability)、與能力(capability)，所以它是一種自我倚賴型(self-reliant)的研發，秉持

的是內部聚焦邏輯(internally focused logic)。 

封閉式創新典範盛行於二十世紀，但在末期，卻因為許多因素而開始動搖。首先，

是具經驗及優秀人才的高移動性，扮隨著大量知識移轉給新雇主。其次是獲得高等教

育人才劇增，使得許多產業其知識從大型公司的中央研究所大量外溢於各種大小不等

的公司。此外，私人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的出現，為許多新創企業(start-up firms)

提供了金援，得以挑戰以封閉式創新典範為依歸之大型既存公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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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封閉式與開放式創新典範之比較 
封閉式創新原則 開放式創新原則 

優秀者盡為公司所用 並非所有優秀者皆為公司所用，公司必須與內部

及外部優秀者一起工作 

為了從研發成果獲益，我們必須從發現、開發、以及

商品化皆自己來 
靠外部研發也能創造顯著價值；但也需要內部研

發藉以擁有部分價值 

如果我們自己發現它，就可以先讓它上市 我們不一定非要從原創性研究中獲利 

能夠使創新最早上市的公司就會贏 構築一更好的商業模式比最早上市更重要 

能在產業中若能創造最多及最好想法的公司就會贏 能同時善用來自內部與外部想法的公司就會贏 

我們必須控制好自己的智財權，避免讓競爭者從我們

的想法中獲取利益 
我們應該從促使別人使用我們的智財權中獲

利；同時，若別人的智財權對我們的商業模式有

幫助時，我們也應積極購買 

來源：Chesbrough(2003) 

 

三、矽谷模式(The Silicon-Valley Model) 

Aoki(2000)提出矽谷模式作為技術產品系統創新的一種新的協調兼統治機制

coordination-cum-governance mechanism)。其要旨為，為瞭解矽谷現象真實的創新特

性，及其對矽谷以外地區的意涵，吾人必需將創業公司群聚、不同的中介者如創投、

在相關利基市場居領先地位公司、及其它專業服務提供者等視為一個連貫的系統

(coherent system)。 

Aoki 從資訊系統結構(Information-Systemic Architecture )著手，想像一個「創新技

術產品系統(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product system)」可由重新組合模組化元件而產

生，譬如一部膝上型電腦包含液晶顯示器、微處理機、影像處理 LSI、硬碟機、作業

系統、聲音及通訊元件等，為發展此系統，各種模組化元件必需以能彼此互相配合形

成一連貫性、高效能、具市場競爭力的技術系統。根據其分析，瀑布及星狀模式在產

品系統本身之觀念設計具高度不確定性，且開發組織各成員相當不對等狀況下，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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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生產力的一種安排。但對於相對獨立，且整合設計問題在模組產品設計層次就解

決的情形下，矽谷模式可期待為創新較有利的一種型態。至於互動式研發組織則在模

組間互補性高的產業，以及當系統及工程環境中的 idiosyncratic segments 需以同等重

要性進行分析時，會較有優勢。 

表 2.4.2    研究發展組織的比較資訊系統架構 

環境 
組織 

模式 特性 

(E-s) 
系統-產業 

環境 

(E-e) 
系統-工程 

環境 

(E-i)特定 
工作工程 

環境 

配適(fitting) 
工程 
環境 

瀑布模式(功能

性科層) 
開發主管的觀念

設計 
中級經理的分析

設計 
功能性部門進行

細部設計 
星狀模式 

科層式事前進行

產品設計 
開發主管進行整合設計 附屬單位進行互

補設計 

系統不確定性

高，資訊處理權

限不均等 

互動式研發組織

(水平式科層) 
互動式進行設計

改良 
資訊吸收能力由

「重量級」開發

主管領導 

工作小組間互相

分享資訊 
各工作小組進行

模組產品設計 
需歸功於高度互

補性 

矽谷模式 產品系統組成係

演化而成 
創投扮演資訊吸收的中介

角色，對模組產品進行事

後的選擇 

創業者於利基市場之間

及之內將資訊進行包裝 
弱的互補性、模

組設計問題具相

對獨立性 
來源：Aoki(2000) 

 

 

第五節  文獻連結與研究架構 

一、知識模組化與再用相關文獻之連結 

綜合前面四節之討論，本節將知識模組化與再用相關之文獻連結如圖 2.5.1，並分

別從產業脈絡、公司界限內、公司界限外等三個面向進行綜整。 

 

(一)產業分工脈絡 

知識模組化與再用主要源自於藉由分工促進發展與成長的需求，然而不論是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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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理論所指出的分工侷限於市場規模(Smith,1976)，或是社會學理論則指出分工侷

限於社會容量與密度(Durkheim, 1902)，都屬於靜態的描述。在產業發展動態上，

Stigler(1951)率先指出了產業發展從幼稚期、成長期及成熟期會分別傾向高度垂直整

合、垂直分合(vertical disintegration)及重新整合(vertical re-integration)等不同結構。事

實上，Stigler 所指出成長期許多工作都可交由外界的專家來做，其隱含著知識對於分

工的影響。而 Becker & Murphy(1992)亦指出，知識越多越會從專業化獲利，並提高分

工的最適化。但是，就產業發展實證來看，後工業化時代因技術發展與融合越趨複雜，

使得傳統上將產業區分為幼稚期、成長期及成熟期之分類已然模糊。因此，分工已經

很難用市場規模或專業化的單純原因加以合理化。因此，Yang(1999)所指出的，當新

經濟制度出現能降低交易費用時，分工進一步細化。此意味著，各個產業由於其發展

脈絡不同，因此其個體產業經濟制度會有差異，也因此分工模式在不同產業上也會有

差異。 

從經濟制度的角度來看，產業創新模式也是其中的一種。但由於這類型的模式經

過產業成功廠商、學者、產業顧問等推波助瀾的結果，往往會對有轉型需求或新進者

產生影響。其中，與知識模組化與再用較為有關的有軟體式創新(Quinn et al., 1996)，

其提供了產業模組化技術的合理性、開放式創新(Chesbrough, 2003)、矽谷模式創投作

為創新技術產品系統統治機制(Aoki, 2000)等。 

 

(二)公司界限內 

就知識的生產與再用來看，Pavitt(1999)已指出因「產品多技術化」特色以及「技

術變遷快速使專業研發單位部門化」的兩項互補型分工平行發展，使得創新公司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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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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用知識本身的特性，並非如同 Arrow(1962)所指出「具有傳遞給其

他人或組織會有低邊際成本」的公共財特性，而是屬於 Langlois(1997)所謂的「模板知

識(template knowledge)」，具有「傳遞到下一生產單位具低邊際成本」特性。也因此，

才會衍生知識再用相關的管理與協調需求。就知識特性而言，由於對應多技術的特性，

公司內部會有共用知識與特定(領域)知識，共用知識為形成共用知識模組織基礎，而

特定(領域)知識則是形成領域別知識模組織基礎。 

無論公司是否採取知識模組化策略，其創新過程中皆須透過認知、協調與控制三

種機制，進行知識之創造與再用。在知識創造與管理方面，Kogut & Zander(1992)特別

強調隱性與顯性知識的組合而產生創新；Nonaka & Takeuchi(1995)則從知識創造與移

轉四階段模式展現如何將隱性知識顯性化；而 Polanyi(1966)則提醒若將隱性與顯性知

識界限加以模糊化可促進創新；至於 Majchrzak et al.(2001)則指出為了創新而設計的知

識管理系統，其最低需求為不從隱性知識中分離出顯性知識。在知識共同基礎方面，

Majchrzak et al.(2000)指出，知識貢獻者與再用者間共同基礎越大，解決創新問題時再

用越會發生，而共同基礎包括人與人互動、電子化、組織管理手段等。至於組織學習

方面，Weick(1995)指出開放性可創造出模糊性，而產生創新的機會；Boland et al.(1994)

認為開放性設計可促使再用者接觸多樣化知識；至於驅動學習的因素則包括：再用者

感受績效落差、制度化假設或行為準；新穎性與複雜度(Dosi & Marengo, 1993; Iansiti & 

Clark, 1994; von Hippel & Tyre, 1993)。 

公司一旦採取模組化策略，在系統設計上，必須考慮設計為層級式的次系統及近

可分解性(Simon, 1962; Augier & Simon, 2003)；採用資訊隱藏策略可使工程師專注於模

組本身的創新(Parnas, 1972; Brooks, 1975)；至於設計規則，必須區分為架構與模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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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兩種角色(Baldwin & Clark, 1997)。在公司層次上，Sanchez & Mahoney(1996)提出模

組化學習創新模式，透過元件或架構的學習，可產生元件層次的漸進學習與模組學習，

以及架構學習及架構與元件層次的激進學習；至於 Garud & Kumaraswamy(1994)提出

的替代經濟性(Economies of Substitution)，則提醒吾人模組的可升級性(modular up-

gradability)必須從技術與組織設計加以考量；有關模組化與組織的對應，Brusoni & 

Prencipe(2000)等人研究並沒有特定的關係，但須強調具有”系統整合”能力公司所扮演

的角色；至於 Chuma(2006)的中間模組化概念，則指出即使最終產品屬於完全整合型

或完全封閉型，其開發過程仍可運用中間模組化引導內/外部專業化知識的擴散。 

在產業層次上，Langlois & Robertson(1992)指出模組化有助於創造垂直與水平分

合結構；Sturgeon(2002)的模組化生產網路則指出價值鏈節點系以靠碼化(codified)的資

訊宜轉而達成；Baldwin & Clark(2002)則指出模組與經濟系統共同演化的過程；至於

Kotabe et al.(2007)則指出策略模組化可藉由降低隱性知識之管理成本而改善公司定位

優勢。 

 

(三)公司界限外 

就公司界限之外，在產業層次上，分工與再用必須奠基於一共同的知識基礎，該

基礎通常來自於產業價值鏈領導者其主流設計所形成的既成(de facto)標準，雖然產業

標準組織也會產生影響，但通常是間接的效果。 

至於公司與夥伴廠商、社群或產業組織所進行的知識模組的交換/交易，基本上涉

及公司理論中委外策略的選擇，TCE 理論方面，主要主張包括 Coase(1937)的管理協調

與價格指導協調的替代，以及 Williamsons(1979~)的不確定性、交易頻率、資產特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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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至於 RBV 理論則強調委外須考量資源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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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者主張

結合交易成本理論與資源基礎理論，譬如 Quinn & Hilmer(1995)即提出分工委外三考

量原則為：(1)獲得競爭優勢之潛力為何、(2)委外後因市場失靈可能產生弱點、(3)如何

透過供應商結構性安排降低策略弱點)；至於演化理論的觀點，則認為分工是一種學習

過程，包含了臆測與試誤(Loasby, 1976; Simon, 1969)。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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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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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從前述文獻之連結中，我們瞭解到產業脈絡；公司內之知識生產、模組化與再用；

以及公司間知識模組之交易與交換等議題。但是，對於公司運用知識模組化構築動態

核心能力之路徑並沒有明確指引。因此，本研究架構希望從瞭解公司內常規(routines)， 

之建立與產業互動因素，如何形成建構公司能力與能耐之基石，進行紮根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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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用知識模組

共用知識基礎

特定(領域)
知識

模板知識(標準)--傳遞到下一生產單位具低邊際成本(Langlois, 1997)

特定(領域)
知識

認知 協調 控制

特定(領域)
知識

....

....

夥伴廠商
社群

產業組織
:

夥伴廠商
社群

產業組織
:

主流設計、標準

產業共用知識基礎

產業產業
分工分工
脈絡脈絡

產業產業
創新創新
模式模式

•分工侷限於市場規模(Smith,1976)
•分工侷限於社會容量與密度(Durkheim, 1902)
•產業發展階段分工差異(高度垂直整合 垂直分合 重新整合)(Stigler,1951)
•知識越多越會從專業化獲利，並提高分工的最適化(Becker & Murphy, 1992)
•新經濟制度出現能降低交易費用時，分工進一步細化，為經濟發展主因(Yang, 1999)

•軟體式創新提供產業模組化技術的合理性(Quinn et al., 1996)
•開放式創新(Chesbrough, 2003)
•矽谷模式創投作為創新技術產品系統統治機制(Aoki, 2000)

交易成本學派(TCE)
• 管理協調與價格指導協調的替
代(Coase,1937)

• 不確定性、頻率、資產特定性
(Williamsons, 1979~)

資源基礎學派(RB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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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E結合RBV
• 分工委外三原則： (1)獲得競爭
優勢之潛力為何；(2)委外後因
市場失靈可能產生弱點；(3)如
何透過供應商結構性安排降低
策略弱點) 。(Quinn & Hilmer, 
1995)

演化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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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市
場範圍(Smith, 1976) 、創新體
制特性(Chesborough & Teece, 
1996) 、模仿動態(Nelson & 
Winter, 1982)

知識創造與再用知識創造與再用
知識模組化知識模組化

創新公司知識生產轉換為成功知識產品之三種機制(Pavitt(1999)

知識模組交換知識模組交換//交易交易

知識創造與管理
• 隱性與顯性知識組合產生
創新(Kogut & Zander, 
1992)

• 隱性知識顯性化(Nonaka
& Takeuchi, 1995)

• 隱性與顯性知識界限模糊
化(Polanyi, 1966)

• 為創新而設計之知識管理
系統，最低需求為不從隱
性知識中分離出顯性知識
(Majchrzak, et al., 2001)

知識共同基礎
• 知識貢獻者與再用者間共
同基礎越大，解決創新問
題時再用越會發生
(Majchrzak, et al., 2000)

• 共同基礎包括：人與人互
動、電子化、組織管理手
段。

組織學習
• 開放性可創造出模糊性，
而產生創新的機會(Weick, 
1995)

• 開放性設計可促使再用者
接觸多樣化知識(Boland, 
et al., 1994)

• 驅動學習因素包括：再用
者感受績效落差、制度化
假設或行為準；新穎性與
複雜度(Dosi & Marengo, 
1993; Iansiti & Clark, 
1994; von Hipplel & Tyre, 
1993)

領域別
知識模組

領域別
知識模組

領域別
知識模組

系統設計
• 層級次系統與近可分解
性(Simon, 1962; Augier 
& Simon, 2003)

• 資訊隱藏(Parnes, 1972; 
Brooks, 1975)

• 設計規則區分為架構與
模組設計兩種角色
(Baldwin & Clark, 1997)

公司層次
• 模組化學習創新模式

(Sanchez & Mahoney, 
1996)

• 替代經濟性(Garud & 
Kumaraswamy, 1994)

• 模組化與組織的對應
(Brusoni & Prencipe, 
2000)

• 中間模組化(Chuma, 
2006)

產業層次
• 垂直與水平分合結構

(Langlois & Robertson, 
1992)

• 模組化生產網路
(Sturgeon, 2002)

• 元件交換式與組合式模
組化(Salvador et al., 
2002)

• 模組與經濟系統共同演
化(Baldwin & Clark, 
2002)

• 策略模組化(Kotabe et 
al., 2007)

 
圖 2.5.1    知識模組化與再用相關文獻之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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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力(Capabilities)/能耐(Competencies)作為公司之策略資產(Strategic Assets) 

能力(capabilities)與能耐(competencies)兩個名詞廣受學術界與實務界採用，始自

Prahalad & Hamel 於 1990 年在《哈佛管理評論》所發表的〈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然而，最早可追溯自 Selznick(1957)從社會學觀點討論組織

常規(routine)與決策時，提出「特有能耐(distinctive competence)」觀念，指出「特有

能耐乃指一機構能否妥善調適以執行一行動的能力」。事實上，當 Penrose(1959)發

展其動態公司理論時，主張公司的獲利與成長取決於其擁有與發展出的獨特(unique)

與特質(idiosyncratic)的資源。雖然，她並未就能力與能耐作出定義，但是，她所發

展出的資源基礎理論提出資源(resources)與服務(services)的觀點，指出「吾人不應視

資源為生產過程的”投入(input)”，而應視運用該資源所使用的”服務(service)”」，以區

別古典經濟理論所稱的生產要素。此處其所謂的服務(service)，逐漸演進為「能力

(capabilities)/能耐(competencies)」的概念。譬如，Wernerfelt(1984)與 Barney(1991)

即指出，公司最好被視為黏滯(sticky)與難以模仿之資源與能力的集合體，其促使公

司得以與其他公司競爭。Prahalad & Hamel(1990)則提出核心能耐典範(core compe-

tence paradigm)，並主張競爭優勢的真正來源為管理階層整合跨公司之技術與生產

技能，以形成使個別事業部門迅速適應快速變遷環境的能力。 

至於演化經濟論主張，公司處理事情的方法具有連續性(continuity)與特質性

(idiosyncrasy)，組織常規(routines)則是組織能力/能耐的演化基因(Nelson & Winter, 

1982)。Teece & Pisano(1997)運用演化經濟論發展出動態能力理論，主張公司的策略

面向乃是其管理與組織流程(process)、位置(position)與可走的路徑(path)。管理與組

織流程所指的是公司作事情的方法，或者也可被稱之為”常規(routines)”、現行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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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的態樣等。位置所指的則是既有的技術與智慧財產資源稟賦、顧客基礎及與

上游供應商關係。路徑則是指公司可行的策略替代方案，現有機會的吸引力等。由

於公司的資源與位置集體指引了其能力與能耐的方向，而動態能力則這些能力/能耐

的子集合，其讓公司能夠創造新產品與流程，並面對變遷的市場環境能快速回應。 

換言之，若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找出與知識模組化活動有關的公司常規與產業

常規，再結合位置(position)與策略路徑(path)，即可找出公司的能力與能耐，並從其

中的子集合，辨識出公司的動態核心能力。 

 

(二)研究架構 

圖 2.5.2 所示之研究架構，顯示了從公司常規、產業互動因素、核心能力/能耐

之演化與累積、動態核心能力之形成之發展邏輯。以下就公司常規、產業互動因素、

及能力/能耐加以說明。 

1. 公司常規 

知識模組化與再用有關的公司常規包括知識模組化導入流程、知識模組創造流

程、知識模組使用流程。在知識模組導入流程方面，主要考量的面向有公司既有策

略位置，譬如技術與智慧財產資源稟賦、顧客基礎及與上游供應商關係等；以及導

入前後公司核心能力變化，核心能力可能包括之項目有(1)實體系統、(2)管理系統、

(3)技能與知識與(4)價值觀與文化(Leonard-Barton, 1995)。至於在知識模組創造流程

方面，主要考慮面向包括模組開發決策、內部開發團隊組成、外部知識輸入(譬如產

業主導者、顧客、夥伴廠商、產業組織、社群、其他...)等。至於在知識模組使用

流程方面，主要考量的面向則包括再用決策、模組管理制度與系統、鼓勵再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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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 產業互動因素 

知識模組化與再用有關的產業互動因素，會涉及到的主要有產業價值鏈主導

者、顧客與市場、以及第三方團體(譬如夥伴廠商、社群、產業組織等)。在產業價

值鏈主導者方面，必須考慮的面向為產業基礎知識模組主導者之引導機制。在顧客

與市場方面，必須考慮的面向為行銷模式與市場資訊回饋機制。至於夥伴廠商、社

群、產業組織等第三方團體，則必須考慮與知識模組擴散有關的面向，包括擴散策

略、開放模式、交易/交換機制、標準制定等。 

3. 能力/能耐之演化與累積 

如前所述，組織常規是組織能力/能耐的演化基因，因此，本研究架構將公司常

規與產業互動因素之交互作用，作為能力與能耐演化與累積之因，而從能力與能耐

中，再辨識出可延續競爭優勢的動態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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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廠商
社群

產業組織
:

夥伴廠商
社群

產業組織
:

能力/能耐
之演化
與累積

知識模組化導入

知識模組創造 知識模組使用

‧公司既有策略位置：技術與智慧財產資源稟賦、
顧客基礎及與上游供應商關係等

‧公司核心能力變化：實體系統、管理系統、技能
與知識、價值觀與文化

‧開發決策
‧內部團隊組成
‧外部知識輸入

(產業主導者、
顧客、夥伴廠
商、產業組
織、社群、其
他...)

‧再用決策
‧模組管理制度

與系統
‧鼓勵再用機制

公司常規 產業互動因素

產業
主導者

產業
主導者

基礎知識模
組引導機制

知識模組擴散
‧擴散策略
‧開放模式
‧交易/交

換機制
‧標準制定

顧客與市場顧客與市場
行銷模式與
資訊回饋機

制

基礎知識模組
引導機制

行銷模式與資
訊回饋機制

動態核心能力
 

圖 2.5.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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