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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資源基礎觀點（the resource-based view；RBV）是最近在策略管理領域中被

學者所接受的典範之一。某些學者認為 RBV可以解釋為何企業可以擁有持久性

的競爭優勢（Teece, 1984）。當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是有價值的（valuable）、稀少

的（rare）、難以模仿的（inimitable），與難以替代（non-substitutable）時，他們

就更易於經由執行新的具有價值創造性的策略，而比其競爭者表現優異，同時競

爭者也將不容易複製其策略（Wernerfelt, 1984）。 

雖說如此，但隨著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所賴以成長的資源，已經不再

是原料、土地、廠房等傳統經濟要素或各項有形的資產，取而代之的是無形的智

慧能耐與系統能耐（intellectual and system capabilities）（Quinn, 1997）。近年來，

以知識為基礎的高科技企業，其市值往往遠高於帳面價值，甚至高於帳面價值的

好幾倍，這些價值的差距凸顯出組織內部無形資產的重要性（Lev, 2001）。有些

研究發現，企業價值與無形資產的存量息息相關，而且這些存量會隨著組織營運

績效的成長而逐漸增加（Roos, Roos, Edvinnsson, and Dragonetti, 1998）。因而，

在知識經濟時代，組織「真正的」資產，往往無法由現今的財務報表看出端倪；

但組織龐大的無形資產，卻有可能是影響該組織未來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有

必要探究其蘊含的內涵為何？以何種形式展現？對未來會產生何種影響？此即

是近年來有許多學者提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觀點所探討的議題。 

美國知名管理學者 Thomas Stewart（1994）指出：「智慧資本是能為組織帶

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與能力的總和。」。而 Edvinsson 與 Malone（1997）在

Intellectual Capital一書中，則將智慧資本分為「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並

在「結構資本」之下再分為「顧客資本」、「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等。也有

愈來愈多研究者投入智慧資本衡量指標的研究與調查。隨著指標陸續地發展，研

究發現不同產業有著不同的衡量要項，而不同衡量要項佔該產業的重要性比重亦

不相同，其中與產業特性的不同及策略定位有所關連（吳思華等, 2000）。在這些

研究中，有的研究對象偏向資訊科技產業、半導體產業等的營利機構（吳思華等, 

1999）；有的是以非營利機構的研發組織為其研究對象，並產出研發單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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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指標研究（林良陽, 2001）。經過學者們的不斷努力，使智慧資本的範疇逐漸

出現較為清晰的輪廓。 

儘管智慧資本的相關研究指出，組織的智慧資本是其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

（Coff, 1997; 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Lepak and Snell, 1999）；但從一些實務

案例的觀察，卻可發現該理論似乎無法完整解釋某些實務現象。例如，現實世界

的不同產業中經常發生小蝦米搏倒大鯨魚的故事，與這些大型企業相比較，剛成

立的小型公司不僅在各項智慧資本存量相對薄弱，也欠缺多餘的資金進行長期抗

爭；但卻能善用有限的智慧資本在殘酷的競爭環境裡逐步地成長，最後產生競爭

優勢。換言之，如能善加運用有限的無形資產與各項策略性資源，讓其產生更高

的價值，則既使沒有豐厚的智慧資本存量為依靠，依然有機會從競爭環境下突圍。 

組織層級存在理論與實務不一致的狀況，在團隊層級依然可以觀察到類似的

現象。在我國設計與生產手機的企業中，廣達憑著優秀的研發團隊為 Panasonic

所設計與代工的手機，在 2003年曾造就年出貨量 550多萬支的紀錄，盛極一時，

為當時全世界最小的GSM（全球行動通訊系統）手機GD55，也為廣達與Panasonic

的手機代工關係建立了深厚的交情。雖然該團隊擁有優秀的研發人才、與國際大

廠的良好關係，以及過去的優異戰功；但在最近這幾年並沒有優異的創新績效產

生（廣達手機設計研發團隊之案例，請詳見本小節後面的「附註」說明）。換言

之，擁有良好智慧資本的研發團隊，並無法保證可持續產生優異的創新績效。因

此，智慧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創新績效之間的關連究竟為何，值得進一步探討。這

也開啟本研究對此議題進一步的思索與探索，希望可以一窺其堂奧。 

上述例子也說明，「『靜態的』智慧資本」與「『動態的』運用智慧資本能力」

是兩種不相同的概念，也反映出「『運用』智慧資本能力」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

的影響，應是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構念；但智慧資本領域卻對此種「運用智

慧資本的能力」與「靜態的智慧資本」鮮少進行區辨。 

除此之外，目前也欠缺衡量「運用智慧資本能力」的工具，而且也沒有具體

的實證基礎。在這樣的背景情境下，為智慧資本領域開啟了另外的發展方向。如

何善加運用智慧資本，無疑地是研發團隊在產生或提高其創新績效的過程中，所

必須深思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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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廣達公司手機設計研發團隊 

廣達公司早期投入手機領域的設計與代工（ODM）時，曾大力延攬工研院

電通所團隊及明碁團隊成員，以強化其研發團隊整體戰力。一份報導說明如下： 

2001年 3月 7日工商時報報導：「去年已大手筆延攬工研院電通所團隊及明碁研發

人員的廣達，今年初也自明碁招攬一批 CDMA 研發工程師，據悉除了加薪之外，並

保障每位工程師今年可分到三十張以上的廣達股票。… 」 

以此優秀的研發設計實力為後盾，廣達為 Panasonic所設計與代工的手機，

在 2003年曾造就年出貨量 550多萬支的紀錄，盛極一時，為當時全世界最小的

GSM（全球行動通訊系統）手機 GD55，也為廣達與 Panasonic的手機代工關係

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廣達擁有優秀的手機研發團隊也可以由一則被同業挖角的報

導看出端倪。 

2004年元月 6日工商時報報導：「… 對廣達來說，最初有意跳槽兆碩1的研發人員中，

已經有一半成功被慰留，後續的挖角行動也被阻擋大半，讓廣達許多研發計畫得以

持續進行… 」 

儘管廣達擁有優秀的手機設計團隊、與國際大廠的良好關係，以及令人稱羨

的戰績；但並不意味著該團隊可持續保有良好的創新績效。這可由另一則新聞得

到觀察： 

2005年 7月 28日工商時報報導：「… 五年多前，國內各 IT大廠紛紛投入手機開發…

當時廣達以重金禮聘電通所手機研發團隊，為了禮遇家在新竹的這批團隊，總部在

桃園林口的廣達，為此還在新竹租下大樓辦公室成立分公司，讓研發人員不需長途

通車上班。… 但是，近期產品開發結果與廣達的期望差距太遠。」 

2005年 Nokia低階 CDMA手機需求旺盛，由於該公司無法全數供應，因此

有意尋求外援。廣達爭取與 Nokia合作已久，期望能藉此機會躋身 Nokia之代工

夥伴，乃在 2005年下半年招攬明基之優秀研發人才，以強化其研發實力。 

2005年 11月 18日工商時報報導：「過去未曾投資 CDMA技術的廣達，近期積極向

外招兵買馬，期能在最短時間內建立出合乎諾基亞標準的CDMA研發能力。… 廣達

                                                 
1 為當時華碩所投資新設立的手機設計公司：兆碩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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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中曾為明基打造出全台第一支三 G手機的 CDMA研發團隊，並成功策動部分人

員轉戰，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符合諾基亞要求的 CDMA手機研發水準。」 

既使招聘了一批優秀研發人才進來，廣達的手機研發團隊在最近這兩年也沒

有突出的表現；相反地，若與明基相比較，其創新績效明顯偏低。最近的一則新

聞有這方面的報導： 

2007年 3月 5日工商時報報導：「廣達雖擁有號稱二百人左右的軟體研發團隊，但

最近已有約二十人集體辭職、轉戰 Broadcom2… 廣達不僅手上客戶不多，據了解，

今年新的案子只開了三個，全部都是微軟 PDA 手機或智慧型手機，相較於轉向三 G

手機與微軟智慧型手機、PDA 手機的明基，今年將推出十四款新手機，廣達研發團

隊約為明基一半，廣達開案規模實偏小。… 新案子少、不再砸重金禮聘或慰留研發

團隊下，都讓外界盛傳廣達可能選擇慢慢淡出手機ODM 領域的說法，越來越有成

真的態勢。」 

 

 

 

                                                 
2 Broadcom為美國手機晶片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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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智慧資本觀點所浮現的問題 

研究智慧資本領域的學者認為，屬於無形資產的智慧資本可以在未來為企業

創造價值，因此，智慧資本是組織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他們也認為智慧資本會影響組織績效，而且認為企業的智慧資本若愈高，

其組織績效愈好（Bontis,1998; Bontis, Keow, and Richardson, 2000; Riahi-Belkaoui, 

2003; Mavridis, 2004）。 

儘管有這麼多學者提出這樣的論點；但是，如同上一小節所述，在動態環境

下，智慧資本觀點似乎無法完整地解釋研發團隊的某些實務現象。因此，智慧資

本與研發團隊的創新績效之間的關連為何，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探索與確認。 

策略管理領域對於資源的運用議題多所探討（Barney, 1986; Miller and 

Shamisie,1996）。但是，相較於策略管理領域的研究，智慧資本研究領域較少觸

及「『運用』智慧資本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等相關議題的研究。對企業或組織來

說，其智慧資本含量的多寡雖是其所關心的；但是，如何運用智慧資本產生創新，

進而提高組織的績效，無疑地應是企業或組織更關切的議題。再則，過去的智慧

資本研究大多數是探討其對組織績效的影響（Wang and Chang, 2005; Chen, 

Cheng, and Hwang, 2005）；而，智慧資本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相關實證研究則

較少。本研究即希望瞭解「『運用』智慧資本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影響」，一來

想釐清智慧資本與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關連，二來研究的重點著重在「動態的」

運用智慧資本的能耐在智慧資本與創新績效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貳、現有理論之不足  

另一方面，為了解釋為何某些企業在快速變動與無法預期的市場中依然可以

保有其競爭優勢，某些學者擴張資源基礎觀點到動態市場中，並提出「動態能耐

（dynamic capabilities）」觀點（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Zollo and Winter, 2002），其根本的理由是，資源基礎觀點無法適當

地解釋如何以及為什麼某些企業在快速與無法預期的改變情境下擁有競爭優勢

（Williamson, 1999）。倡議動態能耐觀點的學者認為，企業在快速變動的環境

中，在整合、建立、重組組織內外部活動以及技術、資源等能耐時，因為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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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累積了競爭優勢，此外也在各種專屬性資產上取得獨特位置，並依循著可以

完成的路徑以創造並累積廠商明顯的競爭優勢（Teece et al., 1997）。動態能耐觀

點的提出，對於廠商在快速變動與無法預期的市場中，依然能夠保有競爭優勢這

件事，提出了有利的說明與解釋，補足了資源基礎觀點的不足。 

儘管如此，動態能耐對組織績效與創新績效的關連，雖有學者著墨；但，其

實證研究並不多見。Zott（2003）的研究是探討與績效相關的動態能耐三個屬性

（attributes）：分別是資源部署（resource deployment）的時間點（timing）、成本、

學習，並以電腦模擬方式，說明動態能耐是相同產業內不同廠商之間會有不同績

效表現的主要原因；但是，該研究是以電腦模擬（simulation）方式進行，而不

是田野的調查研究。而 Eisenhardt等人（2000）的研究引用過去很多不同作者針

對不同主題所做的一些研究為例子，來說明對這些特定流程（新產品開發、策略

聯盟與決策過程等）所做的研究，都是屬於動態能耐的實證研究，藉以反駁某些

學者認為動態能耐是缺乏實證研究的3（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Eisenhardt

等人的研究並不是實證研究，而且嚴格來說，其所列舉的這些研究並沒有真正直

接對動態能耐進行衡量；但，儘管如此，足以說明 Eisenhardt等人與批評動態能

耐是缺乏實證研究的這些學者，都認為動態能耐的實證研究是重要的、是值得做

的。另外，Zollo等人對動態能耐的研究經過理論的推演後，提出三項未來可進

行實證研究的假說（尚未驗證的假說）。他們在該研究的最後並說明，儘管現存

的實證基礎是薄弱的，但他們認為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動態能耐的實證研究

將會有很大的進展4（Zollo and Winter, 2002）。這也說明目前動態能耐的實證研究

是欠缺的，而且重要的。 

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新與研發是高科技廠商最重要的組織活動之一，因此，

動態能耐與創新績效的關連至為重要，值得深入探討。再則，雖然已有一些學者

對動態能耐提出精闢的看法；但是，本研究認為，動態能耐是一複雜的概念，若

                                                 
3 Eisenhardt等人在其文章中說明：「This research on capabilities such as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sheds light not only on these specific processes, but also on the generalized natur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So, contrary to the criticism that dynamic capabilities lack empirical 
grounding (Williamson, 1999), dynamic capabilities as specific processes often have extensiv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s and management applicability.」(Eisenhardt & Martin, 2000, pp.1108) 

4 Zollo 等人在其文章中說明：「Beyond theory building, we hope that the present paper provides 
useful guidance for future empirical inquiry into the role that articulation and codification processes 
play in cre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at is its principal purpose, and although the existing 
empirical base is thin, we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lready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at direction is quite possible.」(Zollo & Winter, 2002, p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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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其進行衡量，應該要進一步釐清該構念，甚至建構適合的衡量指標，提出較

為完整的衡量量表，方能正確地衡量動態能耐。 

換言之，如果動態能耐的概念要能夠普遍地為企業界所運用，它需要進一步

的實證研究，以瞭解它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連。而本研究認為，在強調無形資產

的知識經濟時代裡，動態能耐是研發團隊「運用」智慧資本的關鍵因素。為了瞭

解二者之間的關連，乃投入本篇論文的研究，以進一步探索在智慧資本與研發團

隊的創新績效之間，動態能耐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以及為何研發團隊有能力回應

快速變動的外在環境，以產生較好的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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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研發團隊在創新過程中，必須隨時關注外在環境的變化。這些變化（例如市

場或技術的變化）有的是突發性的危機，具有立即被解決的迫切性；有的是正在

浮現的機會，研發團隊若能適時地產出優異的創新成果，常能藉此協助企業擴大

事業版圖，或更加鞏固其產業領導地位。例如：SARS病毒在 2003年年中對不

少國家造成嚴重的傷害，受感染人數急遽增加，社會資源的損失難以估計。劇烈

動盪的 SARS危機正好可檢視研發團隊對資源運用的動態性能耐。依本研究的觀

察，我國有一些擁有不錯智慧資本結構的研發組織，並未在那段期間及時地產生

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案；相反地，我國也有一些優秀的研發團隊，在 SARS事件

中展現出驚人的能耐，進行知識、資源與能力之整合，並以極快的速度開發出創

新產品。如能深入探索這些研發團隊是如何有效地運用智慧資本以產生創新成

果，將對企業經營產生貢獻。 

換言之，為了因應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研發團隊必須展現其「動態能

耐」，進行內外部知識、能力與資源之整合，開發出新技術或新產品。所以本研

究首先有興趣想瞭解的是：研發團隊是如何運用其智慧資本進而影響創新績效？ 

其次，雖然已有一些學者對動態能耐提出其觀點（Teece et al., 1997;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Zollo and Winter, 2002; Adner and Helfat, 2003; Blyler 

and Coff, 2003）；然而，這些學者的觀點並沒有一致性的定論，亦即動態能耐觀

點尚待進一步被清楚地釐清。再則，不僅在理論層次有待進一步闡明，其實證資

料也還有待相關學者提出更多的貢獻。 

在上述的說明下，本研究認為，衡量動態能耐的重要性有以下幾點理由： 

（1）在現今外在環境快速變動的情形下，研發團隊應該要有快速反應與行動以

產生創新的能力，以掌握正浮現的機會或化解其所面臨的危機。因此，若

能正確與有效地衡量研發團隊的動態能耐，將對經理人在其企業策略規劃

領域產生重要意涵。 

（2）精進 Teece等人（1997）與 Eisenhardt等人（2000）所提出的動態能耐概念

是一重要的工作，若能對它做正確地與有效地衡量，將使該理論再往前推

進一小步，相信也可以引發更多有意義的學術性討論。 

（3）如果沒有已建立的量表，要比較不同研究間的異同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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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由發展一個具有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的動態能耐衡

量工具，將對現今策略管理領域產生貢獻。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是： 

1. 動態能耐應包括哪些面向（dimensions）？其內涵為何？ 

2. 具有信度與效度的研發團隊動態能耐衡量工具應該包括哪些題項？ 

3. 智慧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動態能耐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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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創新是企業的核心活動  

科技的演化是促使企業不斷改變與強化競爭優勢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這種情

形在高科技產業的環境裡更是明顯。現今環境與過去環境最大的不同點之一是，

環境變化速度的改變。Robbins與 Coulter（2003）以「激流泛舟（white-water rapids 

metaphor）」對比於「靜水行船（the calm waters metaphor）」的概念來形容現今企

業所面臨的外在環境。持續變動、動盪與不確定性的提高，是現今產業環境的寫

照。因此，為了調適自己並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企業內部各部門的創新活動已

是企業活動的核心，以在競爭環境中生存、獲利與成長。 

企業內的不同部門皆可以產生不同型式的創新活動，例如：行銷部門可在行

銷方法上產生不同的創新，以創造更高的銷售額與利潤；金融機構的財務部門可

規劃不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透過這些創新商品，企業可以進行避險與套利活

動；會計與稽核部門可規劃新的控制系統，以清楚掌控企業的資金流向；研發部

門可以投入各項資源，進行創新與研發活動，以產出新技術與新產品；而組織也

可以因應實際上的需要進行組織創新，建立新的組織架構，以回應環境的改變。 

換言之，在快速變動與與不確定性高的環境下，創新已經是企業的核心活

動，正在企業的不同部門裡如火如荼地展開。 

 

二、以組織的研發部門為研究分析範疇 

隨著科技不斷地突破，各項資訊系統、資料庫、生產作業系統、顧客服務系

統等等，深入企業各階層；而半導體技術、無線通訊技術、液晶顯示技術等也早

已應用在日常生活各項產品之中。在技術與產品持續創新下，企業研發活動之數

量與品質攸關其存亡絕續。因此，儘管上述不同部門的創新活動對企業營運都有

重要的影響與貢獻，但以下幾項因素，使得研發部門的創新與研發活動成為高科

技企業所關注的焦點： 

（1）現今社會的產業與經濟結構，已經由傳統的勞力密集產業轉型為具有高科

技屬性的技術密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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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數的企業功能（例如：生產、行銷、財務、資訊管理等），多偏重於企業

目前的營運；而研發功能則著眼於企業的未來發展，非短期所能奏效，因

此，攸關其未來競爭優勢能否持續與不墜。 

（3）由以往歷史不難發現，高科技企業所投入的研發資源愈多、管理愈是有效，

愈能產出創新成果，導致在長期的產業競爭上可能居於領導地位。 

（4）智慧財產權在產業的競爭中，已成為高科技企業進行防禦與攻擊策略時，

不可欠缺的重要工具。沒有投入創新與研發活動，就沒有智財權的產生，

在未來競爭中，較難以確保其商業利益。 

此外，現階段的台灣，在中國、印度、越南、泰國、菲律賓… 等國家的追趕

下，過去所採行的經營模式其利潤已被大幅侵蝕，因而也不得不朝創新與研發方

向發展，開始嚴肅與正面地面對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廠商的競爭與挑戰。因此，

雖然企業各部門都在進行各項創新活動；但是，因為研發部門的創新活動與科技

創新直接相關，是科技突破的搖籃，所以成為本研究關注的場域。若能針對研發

團隊的現狀進行深入的瞭解，萃取出提高與增強創新績效的相關因素，則對科技

管理領域的知識進展應有所貢獻。 

最後，理論的演進是一逐步發展的過程。若能先經由瞭解在研發階段智慧資

本與動態能耐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再逐步觀察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應較能明白

智慧資本與動態能耐影響組織績效的過程。因此，現階段本研究探討的對象是研

發團隊，並關注在智慧資本、動態能耐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連，並未涉及整體組

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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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本論文包含二大主體：第一部份為研究一，從理論出發探討動態能耐的本

質，並推演出理論架構，之後，以質性研究進行個案的探索性研究，目的是為了

初步測試本研究理論架構的可行性；第二部份為研究二，以質性研究結果為基

礎，進行可操作化的變項關係探討，以進一步發展動態能耐衡量量表，並進行統

計量化的假說驗證，以提高理論的類推能力（generaliability）。 

因此，本研究在執行上可分為兩大部分，如圖 1-1所示。第一部分包含本研

究前三章。第一章首先是基於實務現象的觀察，陳述無形資產在知識經濟時代之

重要性與日遽增，在此現象下，本研究進一步說明智慧資本理論的缺口，並指出

動態能耐觀點在動態環境下的優勢。在界定出研究問題之後，本研究於第二章的

部分，開始回顧關於智慧資本、資源基礎觀點與動態能耐的相關文獻，並說明動

態能耐的本質與定義，以確認動態能耐觀點在動態環境下的適用性基礎，然後透

過深入探究動態能耐之內涵與其各項因子之定義，從而推演出相關的研究假說與

初步研究架構。隨後於第三章的部分，本研究選取 N大學無線奈米生醫研究團

隊為先導個案，陳述與分析該團隊在 SARS事件所開發之「抗 SARS一號」，以

及另一項研發計畫「無線奈米生醫感測晶片」，用以初步說明及測試假說與觀念

性架構，並依此對研究假說與初步研究架構進行修正，從中累積後續研究的經驗

與品質，最後提出本研究實證研究架構。 

第二部分包含第四章至第七章。在本研究第四章的部分，對於研究設計進行

說明，並說明發展動態能耐量表的程序，以及統計分析方法。第五章是量化研究

的分析結果，說明量表發展五階段的研究結果，以及以三群樣本進行測試以達成

分析一般化（analytic generalization）的目標，並將研究結果加以彙整與討論。第

六章是研究發現與討論，對本研究的發現進行討論，並進一步與相關理論進行對

話。最後，在第七章的部分，歸納出重要的研究結論，並進一步指出理論貢獻與

實務意涵，以及對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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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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