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是探討知識移轉與加盟連鎖的相關理論與文獻。在了解知識移轉的過程

之前，首先要先了解知識的定義為何，知識具有哪些特性，旅館業中的知識指的

是什麼，而旅館在加盟連鎖的過程涉及的知識移轉部分為何。以探討這些主題來

作為後續研究架構及命題發展的基礎。 

 

2.1.1知識的定義 

Anand , Glick ,and Manz（2002）將知識定義為：任何組織能運用在活動上

的資訊、信念和技巧。它可以是研發部門所擁有的特定科學知識、對海外市場的

訊息或是能使經理人快速決策的一套技巧。 

De Long & Liam（2000）定義知識是一種蘊藏在個人、群體或融入一種例行

程序的資源，可分為三種類型－ 

1. 人力知識：是指個人所知道和如何去做。多存在於個人身上，大多為觀念性及

抽象的知識。 

2. 社會知識：存在於個人和團體之間，通常是內隱的，為團體成員所共有，且只

有一起工作時才會累積發展。 

3. 結構知識：存在於組織的系統、製程、工具和例行程序中，此種知識是外顯的

且以規定為基準，和前兩者不同之處在於，此種知識可以獨立於個人而存在，

亦即它是一種組織的資源。 

Kogut & Zander（1995）指出技術（technology）不應只是傳統上被認為和科

學知識聯結在一起的定義，廣泛來說，應該包括 1.取得和使用個別的技巧和技能

的原則 2.協調和組織成員工作的原則。被移轉的技術可存在於設計、生產、安裝、

銷售和運送、營運和維修、管理等方面。 

UNCTC（1988）將技術定義為「能創造全新或經改良的機器與設備、產品、

製程與服務的知識」，並將技術分為三種型態： 

（1） 硬體（hardware）：如機器設備等 

（2） 軟體（software）：如藍圖、配方或製程規格等 

（3） 服務（service）：如品質改善、管理和行銷 know-how。 

Grosse（1996）也對技術有相同的看法，他將技術大致分為三類 

（1） 產品技術（product technology）：用來製造產品的知識，能明確指出產品



的特性和使用方式的資訊。 

（2） 製程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用來組織投入和運用機器的知識，即一個產品或

服務被製造出來的過程。 

（3） 管理技術－用來營運一個企業的知識，使公司能有效運用它的資源去競爭

的管理技巧。 

一般來說，公司的知識可以分類為資訊（information）和經營知識

（know-how），它包含了個人的能力以及個人、群體、網絡間成員關係如何被建

構和協調的能力（Kogut & Zander，1995）。 

Nelson &Winter（1982）認為 know-how不僅包含在藍圖（blueprint）中，也

會包含在公司的人力資本、非正式程序（procedure）或例行工作（routine）中。 

Kacker（1988）在其文章中將 know-how定義為「在既定的環境下，企業所

採用的企業概念、營運政策以及應用技巧。」，並指出 know-how由兩個構面組

合而成： 

（1） 管理構面（managerial dimension）：包括概念、政策及系統。 

（2） 技術構面（technical dimension）：包括區位選擇、賣場佈局（layout）、採

購及商品規劃所應用的技巧。 

Salmon（1989）認為促進零售業成功因素的 know-how包括：商品結構、品

牌名稱、行銷技巧（ 選擇目標市場、發覺顧客需要並滿足顧客需求）、組織（授

權、監督、溝通等）、物流系統、資訊系統、會計系統、存貨控制及人力資源管

理。 

本研究主要探討旅館業中的知識移轉，由於旅館業屬於高度服務業的型態，

其知識的型態也多以無形的 know-how為主，而非以有形的技術為重點，故有必

要對於旅館業的 know-how做深入的探討。根據上述學者對知識或技術的討論，

本研究將經營知識（know-how）定義為：「為了達成公司運作目標，由個人或組

織的經驗或作業中所獲得並擁有的技巧、能力與概念。」 

 

 

 

 

 

 



 

 

2.1.2 旅館業的經營知識 

旅館業是屬於服務產業中的消費者服務，主要的 know-how就是相關經驗的

知識和無形的服務（Grosse, 1996）。旅館在營運上依工作性質大致分為營業（外

務）和管理（內務）兩大部門，如下圖所示，而其經營知識也就蘊藏在各部門日

常例行性的工作中。 

圖 2-1：旅館組織圖 

                                           客務（front office） 

                           客房部          房務（housekeeping） 

                                           業務推廣（行銷） 

                                           餐廳（中西式、自助餐、飲茶） 

          營業單位          餐飲部         宴會廳（banquet）         

                                           酒吧（bar） 

                                           服務單位（商務中心） 

旅館                      其他營業         育樂單位（健身房、三溫暖等） 

單位           商店街（名品店、藝品店） 

               商店出租 

                            行政單位（人事、總務、管理、採購） 

管理單位          財務單位（會計） 

                            工務單位（水電、洗衣） 

資料來源：吳勉勤，旅館管理－理論與實務 

一、客房管理 

客房服務是旅館最主要的銷售產品，故客房收入是營收的重要來源，客房的服務

水準反映了整個旅館的服務和管理水準，它直接影響到旅館的聲譽（鄧益民，

1997）。而客房管理在經營上必備的專業知識，包括對人、事、物的管理。 

1. 客務部（櫃檯） 

客務部對外負責旅客接待的作業，有如旅館的門面，所有的服務人員均站在

接待旅客的第一線，他們對顧客而言是最能夠提供相關訊息的人。對內和其他部

門保持密切的互動關係，因為各個部門皆視客務部為一整體對客人服務的溝通聯

絡管道。（袁超芳譯，2001）客務部門負責的業務包括訂房、接待、總機、服務



中心、郵電、諮詢、車輛調度、及機場代表等。 

櫃檯的基本任務如下： 

l 辦理旅客遷入與遷出及預定業務，並做好接待工作。 

l 迅速、即時傳遞服務訊息，協調各部門對客人的服務。 

l 建立客戶資料庫，作為公司經營決策的基礎。 

l 提供客房使用情況，即時處理客人帳目，提高飯店經濟效益。 

2. 房務部 

   房務部門的主要任務，係提供旅客舒適、寧靜的住宿空間與其他各項服務。，

房務人員應該做好房間內的設備保養與清潔維護工作，以使客房隨時可出售，此

外，表現親切、熱忱的服務態度，使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更是影響旅客再回

來住宿的的重要因素之一。 

房務部的組織，一般可分為三部份： 

i. 房務組－負責樓層客房清潔、保養與服務。 

ii. 洗衣組－負責管衣室、布巾及制服之洗滌管理。 

iii. 清潔組－負責公共區域及辦公室的清潔保養。 

房務部與客務部（前檯）之聯繫作業，除溝通協調外，一般係以書面的報表

作為登記與確認的資料，以便詳實記載旅客個人基本資料，在旅館內消費的動

態，及客房使用狀況。客務部的主要任務在銷售客房，包括接受訂房、分配房間

及提供其他相關的服務，房務部則可視為門市部，其產品則為客房。櫃檯要能迅

速提供旅客需求給房務人員，而房務人員對樓層的狀況也要即時反映到櫃檯以確

保流暢的服務。因此兩者之關係互為表裡，互動溝通就變得相當重要（吳勉勤，

2000）。 

客房服務工作的順利與服務品質的優良必須從加強員工管理做起。客房部一

方面要激勵員工學習文化科技等相關知識，以提昇員工的知識水準和文化素養，

另一方面也要執行業務技術的訓練，來提昇員工的操作技術和技巧（鄧益民，

1997）。 

二、餐飲管理 

餐飲收入在台灣的旅館中逐漸成為最重要的獲利來源，主要由於國人所得水

準提高，消費觀念改變，且逐漸重視餐飲的品質，使得旅館的餐飲收入甚至有超

過客房收入的趨勢。 

餐飲管理是旅館業務中環節最複雜、技術要求最高、涉及的學科知識也最廣



泛的一種業務活動（鄧益民，1997）。由於餐飲的服務是由實體的食品飲料和無

形的氣氛環境或心理愉悅所組合而成的產品，其價值不僅取決於餐飲實物本身，

更取決於廚師的技藝和服務人員的態度。所以說，餐飲服務為一項專業的服務方

式，除了產品本身的專業條件外，服務人員的專業能力，對產品的了解，處理問

題的方式，如何滿足顧客的需要等，都是成功的服務要件之一（吳勉勤，2000）。 

一般而言，餐飲部可下分為： 

i. 餐務組：負責飯店內各餐廳食物及飲料的銷售服務，廳內管理、清潔、佈置

等工作。 

ii. 飲務組：負責旅館內各種飲料的管理、銷售及儲藏。 

iii. 宴會組：負責接洽一切訂席、會議、酒會、展覽等業務及佈置會場及現場的

餐飲服務等。 

iv. 料理組：負責食物、點心地製作及烹飪等。 

呂建中在其飯店業務管理一書整理出餐飲服務管理的任務有八項： 

1. 掌握市場需求，合理制定菜單 

2. 開發餐飲新產品，創造經營特色 

3. 加強餐飲推銷，增加營業收入 

4. 合理組織人力，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5. 保持並不斷提高食品品質和服務品質 

6. 控制餐飲成本，增加盈利 

7. 確保食品衛生和飲食安全 

8. 加強員工培訓，提昇業務素質和技術水準 

餐飲服務人員既是餐飲的生產者又是銷售者，因此須具備這兩方面的能力，其工

作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大部分： 

（1） 接待：接受預定位置、迎接顧客，領座及遞送菜單。 

（2） 銷售：協助或推薦顧客點菜，回答各種相關問題，提供各種席間服務。 

（3） 銷售控制：檢查餐飲品質和數量、結帳和收款。 

餐廳的工作人員必須分工，接受明確的職責和權力，並共同密切配合以完成整個

餐飲任務，才能提供顧客最佳的服務並獲取營業利潤。 

三、行銷業務部 

旅館行銷主要的目的，在於創造市場的競爭優勢與滿足顧客需求。因此，首

先要了解旅館本身的目標市場，找出顧客需求與整個環境的關係，有效地運用市



場環境，將產品或服務成功地導入目標市場，並開發動態的市場推廣活動，使旅

館的產品或服務獲得獨特的地位。 

根據吳勉勤（2000）對業務部門的描述，此部門的工作任務大體上為： 

1. 行銷計劃的擬定與運用：包括運用旅館的行銷 4P組合，分析市場與競爭者狀

況，制定目標、策略與定位，進行市場區隔，計劃實施，預算控制與評估等 

2. 監督市場的供需變化：包括商務市場的特性，觀光旅遊的市場需求，並掌握最

新的總體環境變化及政府政策法規的變更等。 

3. 業務推廣與市場調查：如何接觸到目標消費群並滿足之，有效拓展通路，委託

旅館顧問公司做市場調查，和外界策略聯盟以推銷旅館，因應新競爭者的應變

措施等。 

前述提及客務部製作的顧客資料庫便是行銷部門作為業務參考的最好依

據。其中載明顧客每次住宿的細節以及個人資料，行銷人員可藉此資料展開市場

推廣、促銷活動、DM行銷和選擇適當的媒體廣告來達到目標市場顧客。由於旅

館的服務是沒有專利權保護的，行銷活動更是如此。因此行銷人員除了要不斷加

強自身的專業知識外，更要有洞察產業及市場變化的能力，不斷激發追求創新理

念，才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維持競爭優勢。 

四、附屬營業單位 

1. 商務中心：提供會客室、會議室、電報、電腦、傳真機、打字機、影印機等

服務。同時規劃出可供個人使用之商務空間，備有辦公室及各種硬體設備，

供旅客使用。 

2. 休閒育樂設施：健身中心、三溫暖、游泳池、SPA中心等供旅客消費享受，

滿足顧客額外的需求。 

3. 商店街：多為飯店自營，包括世界知名品牌的精品店，設置免稅商店購物區，

以供旅客消費購物之需求，例如晶華酒店的『Regent Galleria』及福華飯店的

『Howard Boutique』。 

五、行政管理 

1. 人事部：基本職能為負責招募、徵選及任用新雇員，並對人力資源進行最佳

的配置與利用、加強員工訓練並維繫公司與員工間之關係。根據鄧益民（1997）

的看法，人力資源管理的目標可分為三類：培養優秀的員工、創造高效率的

勞動組織、創造「自動自發」的環境，激發員工向上的積極性。 

2. 財務部：主要目的在了解某一特定期間內飯店的營業狀況，並依據各式報表



記載收入與支出，分析經營得失，供旅館經營者參考，以掌握整體財務動態。 

3. 採購部：採購飯店內所需用之食物與器具設備等物品。 

4. 工程部：可說是支撐飯店正常運轉的心臟地帶，其工作繁複而龐雜，所需要

的技術性最高。主要負責維持旅館內部各項硬體設備之保養與維修工作，使

之正常運轉，並確保各種能源的供應，另外，也隨時提供其他各部門必要協

助及後勤支援。 

5. 安全部：負責維護全飯店上下顧客與員工之安全，並執行公司紀律、財物安

全事宜。該部門應經常保持高度的警覺性與機動性，設立並公告最新的安全

政策，配合各部門提供各種安全訓練活動，以確保能夠隨時提供顧客迅速有

效的安全服務。 

 

 

 

 

 

 

 

 

 

 

 

 

 

 

 

 

 

 

 

 

 



 

 

 

2.2.1知識的特性 

De Long & Liam（2000）認為知識具有兩種特性－知識存在於個人、團體或

組織的層次；知識可能是外顯或內隱的。一般來說，知識分為外顯的和內隱的，

外顯知識易於溝通且和成員分享；相反的，內隱知識很難溝通，不能透過書面文

件的形式來移轉，然而它對組織很重要。 

Zander & Kogut（1995）將知識的屬性（attributes）分為以下幾個構面來衡

量知識是否容易溝通及了解的程度： 

（1）可成文性（codifiability）：知識可以口頭敘述或用文件來清楚表達的程度。 

（2）可教導性（teachability）：教導知識接受者學習知識的容易程度，若越需要

接受者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才能學習的知識，其可教導性越低。 

（3）複雜性（complexity）：一項活動的完成包含許多獨特的技巧或能力，或者

說此知識需要很多資訊的輔助才能描述清楚，則其複雜性越高。 

（4）系統相依性（system dependence）：知識或能力依賴其他活動才能表達的程

度，如生產產品的能力需要須多不同且有經驗的人。 

作者從瑞典百大企業中，挑選出 1960年代後具有創新活動的 44家公司來發

放問卷，有效問卷 35份，回收率達 80﹪，其實證結果顯示了知識越成文化和越

容易教導對於知識的移轉有顯著的影響。這兩位作者在 1993年的文章，主要探

討上述前三項知識的特性如何影響知識的移轉方式，研究發現若知識的內隱性越

高，越可能採用公司內部移轉的方式（移轉給獨資的子公司），而非用市場交換

的機制（移轉給授權或加盟夥伴）；越成文化和容易教導的知識，越可能移轉給

第三者（授權或加盟夥伴）而非獨資子公司；越複雜的知識，越可能移轉給獨資

的子公司。同樣的，UNCTC（1988）的研究報告也指出當跨國公司進行技術移

轉時，選擇將技術用外部化的移轉方式（如合資、授權等）或使用內部化的移轉

方式（如子公司），主要的的考量因素與公司的 know-how之特性有關，如果

know-how的內隱性很高，則無法經由授權將其分割出售。 

 

 

 



 

 

2.2.2影響知識移轉的因素 

根據陳瑋玲（民 88）綜合學者的看法，將經營知識的移轉定義為「知識接

受者」經由與「知識提供者」的互動，透過各種移轉媒介取得所需的經營知識，

並加以吸收、應用進而創新之過程。然而知識移轉經歷的過程快慢會受到內在或

外在因素的影響，使得知識的移轉並不容易，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才得以順利完成。 

Teece（1977）認為技術移轉的成本決定於下列兩大因素： 

一、技術和移轉者本身特性 

1. 技術轉讓者了解技術的程度：越有移轉的經驗就越充分了解此項技術，使得技

術的移轉更順利 

2. 技術的年齡：技術存在的時間越久，公司內會有越多人有機會接觸到原本只存

在少數人（主管、工程師或操作員）身上的非成文化資訊，也間接幫助了移轉

的過程，因此移轉的成本較低。 

3. 使用相同技術的公司數目：越多使用相同或類似競爭技術的公司，表示這項技

術越廣泛普遍，也就越不用花成本去取得。 

二、接受者和地主國特性 

1.接受者的技術和管理能力：越有製造相關產品的技能或經驗，就越容易吸收外

來的創新並將之運用在公司的營運上。 

2.接受者的規模大小：技術移轉成本會隨公司規模擴大而下降，因為規模大的公

司可能擁有移轉過程所需的較廣泛的技術或管理能力。 

3.接受者的研發活動：研發密集度較高的公司，較有能力解決突發性的技術問

題，也較能吸收外來的技術。 

4.地主國的基礎建設發展：以國民生產所得 GNP來衡量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

GNP越高的國家，技術移轉成本越低。  

Szulanski（1996）採用兩階段的問卷調查，樣本資料為第二階段後篩選出 8

家公司內的 122個知識移轉活動，總共回收 271份問卷，並利用典型相關分析來

檢定模式。實證結果顯示公司內部的知識移轉具有僵固性，且此僵固性來自於和

知識相關的因素，如知識本身是因果模糊且無法被證實、教授者缺乏動機或不被

信任、接受者缺乏學習動機，也缺乏吸收和保持的能力、以及教授者和接受者之

間的關係是費力的（arduous）。 



同樣地，一個公司的吸收能力是決定組織在知識創新以及創造競爭優勢的重

要因素。Cohen and Levinthal（1990）將吸收能力定義為：公司能體認到新的、

外部知識的價值，消化這種知識，並將其運用在商業目的上的能力。吸收能力可

視為公司層次的概念，一種公司隨著時間慢慢累積相關的知識基礎的能力，它具

有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e）的特性，表現在一般的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或

學習技巧上，它可以藉由不斷地投資在研發上而發展出來；由於吸收能力的高低

會影響到知識傳遞的快慢（Mangematin and Nesta, 1999），當吸收能力低時，知

識傳遞速度較慢；而吸收能力高時，組織間甚至可以藉由不同的機制傳遞多樣化

的知識。 

Lane & Lubtakin（1998）提出一個公司從另一個公司學習的能力是決定於「教

導者和接受者」間相對的特性。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在於： 

（1）教導者所提供新知識的特定類型。 

（2）教導者和接受者的組織架構（公司分配任務、權責、和決策的正式化和集

權的程度）和報酬制度（知識處理系統和規範）的相似性，越相似越有能

力去消化新的外部知識。 

（3）接受者對教導者組織問題的熟悉程度（教導者習慣以特有的方式運用資訊

來處理明確的組織問題），接受者越熟悉越能運用教導者的知識在組織的

商業目的。 

唯有透過兩者間的互動學習才能增加能力的獨特價值，接受者要學習的是教

導者的能力，特別是在 tacit的部分，也就是 how and why 的知識，這種知識通

常存在於公司的 social context，使得它更獨特，難以模仿，也比較能創造策略價

值（Spender, 1996） 

Eisenhardt &Santos在其知識基礎觀點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看法：知識的外

部移轉如同內部移轉一樣，還是會受到知識本身的特性、發送者、和接受者的特

性以及它們之間互相的關係所影響。在知識特性方面，知識的內隱性、複雜性和

模糊性會降低知識的移轉。在知識發送和接受者關係方面，組織架構（相似的管

理或研發階層）、組織文化、以及策略等的相似性都會改進知識的移轉。另外，

整合機制如會議、人事交流、雙邊契約和人際互動都是克服轉移內隱性或複雜性

知識的問題的方法。最後，當然兩者間緊密的聯繫關係對於移轉複雜的知識是很

需要的。 

此外，Lord & Ranft（2000）在檢視多角化企業的事業部門進入新的地主國



時，其當地市場的知識移轉情況的研究中發現：當地市場知識的特性以及組織架

構的差異大大地影響了不同部門間內部知識的移轉。作者選取的樣本皆為多角化

的美國籍公司，共有 104個事業部門，進入中國大陸、印度和俄羅斯三個國家。

衡量的變數為知識的內隱性、公司在當地國是否設有總部、公司集權化程度以及

經理人的誘因和報酬制度的完善等四項指標，實證結果證明了組織對於進入新的

國外市場的學習會受到內部知識移轉的不順利所阻礙，而這阻礙的來源就是當地

市場的知識內隱性太高，很難去移轉，或是當地市場原先就沒有公司總部可以作

為部門間溝通的橋樑或資訊蒐集的來源，也有可能因為經理人缺乏動機和誘因去

和新的事業部門互動，分享地主國的市場經驗甚至進行人員輪調等等。由此可

知，了解組織的部門在進入新地主國的學習過程，努力克服上述的障礙，將會對

組織的國際擴張績效有正面的幫助。 

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也對組織在培養跨國新產品發展的能

力做研究，發現其受到組織是否能移轉和運用關於海外市場的內隱知識所影響。

作者以消費性包裝產品、消費性耐久產品和工業產品等產業為研究對象，其產品

在市場上的存續期間至少在 1至 5年，選取 57家多國籍企業內共 102個不同的

事業部門和產品線部門來發放問卷，這些MNC大多為美國籍公司，另有三家歐

洲公司，一家日本和一家南韓公司。研究假設為海外市場的資訊內隱性較高，難

以成文化和移轉，需要透過豐富的資訊處理機制（rich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來傳遞，如此將會增加跨國新產品發展的能力。研究結果支持所有

的假設，也就是當組織使用如跨國專案小組，成員包括先前有海外市場經驗的人

員或是讓國內專案小組時常和海外經理人溝通等機制，可以更有效促進跨國新產

品發展的能力。 

論述至此可知，知識移轉的機制可以是豐富的資訊接觸或頻繁的人員互動。

同樣地，Pine and Yu（2001）也提出輪調訓練（cross training）是多國籍旅館企

業（MNHEs）常用的移轉機制。作者探討香港的跨國旅館企業對大陸旅館所作

的技術移轉：MNHEs為了培養更多當地管理人才以維持應有的服務水準並降低

雇用外派經理人的成本，方法之一就是提供海外旅館的訓練課程，cross-training

就是指這種訓練活動，它可以是在同一旅館不同部門，或是同一集團的不同旅

館，但最常的情況還是將員工外派至其他國家的旅館受訓。作者針對 8家香港

MNHEs旗下飯店的教育訓練經理和人事主管進行個人訪談，並輔以開放式問

卷，這些經理人認為輪調訓練的目標就是移轉營運和管理技巧以維持服務品質至



一國際化標準，雖然訓練過程中亦會發生某些操作問題（如時間太短、硬體設施

不同、制度不同）和個人問題（語言障礙、社交適應），但大體上受訓者的表現

都令人滿意。此外，作者也對中國大陸飯店外派受訓者發放問卷，回收 47份有

效問卷，結果顯示他們對在香港飯店接受輪調訓練的經驗持正向態度，也認為學

到的知識可以良好地運用在自己原來的工作中。因此，輪調訓練是旅館業知識移

轉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Kostova（1999）根據實務移轉的概念和以往學者對組織實務的研究，並對

三家美國多國籍企業的總公司和子公司經理深入訪談後，採用跨學科及多層級的

方法，發展出一套影響移轉成功因素的理論架構：影響移轉成功的因素有三大類 

1. 社會因素：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國家的制度距離（ Institutional Distance），公司

所移轉的組織實務會受到該國的制度環境所影響。一個組織會傾向採用與本國制

度環境相同的組織實務，因此母公司與子公司的國家制度指標（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 CIP）越不相同，組織移轉實務就越可能失敗。 

2. 組織因素：是指接受移轉者的組織文化，包括是否支持學習、改變的態度，以

及移轉實務本身的價值和接受者的文化價值相容性。 

3. 關係因素：一是指負責移轉團體的態度關係，包括對母公司的承諾、認同與信

任；另一是子公司負責移轉團體對母公司的依賴關係，越依賴越會讓子公司致力

於移轉母公司的實務以獲得內部合法性，並享有較好的資源。 

    Simonin（1999）針對策略聯盟內的知識移轉過程做一實證研究，並點出知

識的因果模糊特性對於知識移轉的影響。他採用 147家美國參與策略聯盟的多國

籍企業為樣本，這些公司有半數其規模為年銷售額超過 350百萬美元且員工超過

2500人以上，由擁有 5年以上參與合作經驗的高階主管來回答問卷。並以結構

方程式模型同時探討因果模糊以及相關的解釋變數對知識移轉的影響，實證結果

顯示了知識特性的因素（如內隱性和複雜性）以及聯盟夥伴的因素（如先前的經

驗、文化距離和組織距離）均對知識移轉的過程有影響，並且受到知識的因果模

糊這個中介變數的影響。 

    Darr and Kurtzberg（2000）則是探討合作夥伴的相似性對於知識移轉的影響

程度。作者運用量化的統計分析以及質化的深度訪談方法來做研究，樣本是用英

國境內三分之二的 pizza加盟連鎖企業共 11家，總共擁有 41家 pizza店，他們

的加盟總部都在美國。量化分析後發現夥伴間的策略相似性能促進成功的知識移

轉，訪談結果也得到同樣的回應：企業較會注意同一個產業內策略相似的廠商，



也較會選擇這類的廠商為知識移轉的對象。所以知識的移轉最常發生在擁有相同

企業策略和問題的公司之間。這和先前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他們都認

為知識的移轉較可能發生在對事務表現相同態度的個人之間，以及在過去遭遇到

相同問題（Ounjian & Bryan,1987）或擁有類似經驗（Burkhatdt & Brass, 1990; 

Cohen and Levinthal, 1990）的公司之間。 

Tsai（2001）認為組織間的知識移轉提供互相學習和合作的機會，刺激新知

識的創造同時也對組織創新的能力有所貢獻。然而知識移轉的前提要件是組織先

要有接觸到新知識的管道，再來自己要有吸收能力才行，所以組織想要從夥伴身

上學習必須要有外部管道和內部能力的配合。作者以兩家多國籍企業旗下的事業

單位為樣本：石化公司的 24個策略事業單位和食品製造商的 36個策略事業單

位，問卷分析後的結果顯示較高的吸收能力比較有好的機會應用新的知識在商業

目的上，發展更多創新以及創造更好的績效。同時，組織的吸收能力和網絡位置

這兩者間的互動對策略事業單位的創新和績效有著正面且顯著的影響。一個單位

越能接觸到其他單位的知識，單位的吸收能力應該要越高，所以當組織單位要擴

張網絡聯結時，必須投資在吸收能力，這點對於組織在學習新知識最後形成競爭

優勢的成功很重要。 

綜合來說，上述對於影響知識移轉的因素可知有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是一致

的，包括知識的特性、教導者和接受者雙方的特質等，大致歸納整理如下表： 

 

  表 2-1：影響知識移轉的因素 

影響知識移轉的因素 提出研究的學者 

 

 

內隱性 

Zander & Kogut（1995）

Eisenhardt & Santos 

Simonin（1999） 

Lord & Ranft（2000） 

De Long & Liam（2000） 

複雜性 Eisenhardt &Santos、  

Simonin（1999） 

因果模糊性 Szulanski（1996）Eisenhardt 

&Santos、 Simonin（1999） 

 

 

 

 

知識的特性 

技術年齡新舊 Teece（1977） 



是否充滿動機與誘因 Lord & Ranft（2000） 

受到接受者的信任與認同 Kostova（1999） 

 

教導者的特性 

過去成功移轉的經驗多寡 Teece（1977） 

吸收能力強弱 Teece（1977）Szulanski（1996）

Mangematin and Nesta（1999）

Tsai（2001） 

先前有無接受移轉的經驗 Teece（1977）、 Simonin（1999） 

 

 

接受者的特性 

公司規模大小 Teece（1977） 

雙方組織架構類似 Lane & Lubtakin（1998）

Eisenhardt &Santos 

雙方組織文化契合 Eisenhardt &Santos、 

Kostova（1999）Simonin（1999） 

雙方企業策略相似 Eisenhardt &Santos、 

Darr ＆ Kurtzberg（2000） 

雙方問題解決模式相同 Lane & Lubtakin（1998）、 

 

 

 

教導者和接受

者雙方的特質 

雙方關係緊密且融洽 Szulanski（1996） 

 

知識移轉 

的機制 

 

透過大量資訊接觸或 

頻繁的人員互動 

Lord & Ranft（2000）

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 

Pine and Yu（2001）  

所在國家的制度環境相同 Teece（1977）Kostova（1999） 知識移轉 

的環境 政府政策鼓勵移轉 Teece（1977） 

知識擴散程度 使用相同知識或技術者多寡 Teece（1977）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3.1加盟連鎖的定義與型態 

由於旅館產業屬於資金密集的產業，營運上需花費龐大的固定成本，因此國

際連鎖旅館集團在進行國際擴張的策略上多選擇以管理契約或特許加盟的方式

與當地經營者合作，目的便是為了在風險與報酬間取得一個平衡。本研究是以加

盟國際連鎖旅館集團的台灣旅館業者為個案探討的對象，故有必要先對加盟連鎖

的定義與型態、特許加盟的優缺點以及加盟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做一概括性的認

知。 

連鎖經營（franchise）一字源自於法文，其意為「免於奴隸的意思」，但實

質上來說，加盟連鎖者係由加盟主體一方，授權於另一方加盟客體，來締結彼此

企業營運之間的關係（鈕先鉞，2002）。依照國際加盟協會對特許加盟的定義：「一

種存在於連鎖總公司與加盟者之間的持續關係，總公司賦予對方一項執照、特

權，並對其組織、管理和採購上給予協助，相對也要求加盟者賦予相當代價作為

報償」（崔至剛，民 84）。 

依據吳青松對加盟型態的看法，若由總部提供加盟店一套完整的營運計劃，

其中包括各項細部作業流程、營運中可能遭遇的管理問題及決策參考準則，此為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的加盟；此外，若僅取得連鎖名稱的權利代理則稱

為品牌（brand）的加盟。表 2-3-1為學者整理出旅館業中常見的連鎖方式，就台

灣旅館業的現況來看，大致上的經營型態均包含其中。不過在細節部分，即使是

同一類型的連鎖方式，也會因為各家旅館簽訂的契約內容不同而有些許的差異。 

 

 

 

 

 

 

 

 

 



 

 

 

 

表 2-2：旅館連鎖方式 

連鎖名稱 土地建築

物設備所

有權 

經營方式 連鎖方式

或範圍 

經營負責

人 

公司名稱 連鎖主體

的收入來

源 

直營連鎖 部份或全

部屬連鎖

主體 

連鎖主體 

直營 

資本經營

及人事方

面皆有連

鎖作用 

連鎖主體 

直派 

同一連鎖

主體名稱

加上地名 

連鎖主體

本身就是

營利主體 

租借連鎖 

（lease） 

屬原來的

資本主 

連鎖主體 

經營 

向資本主

租借旅館 

連鎖主體 

直派 

 連鎖主體

就是營利

主體 

管理經營委託

連鎖 

（management 

Contract） 

屬原來的

資本主 

由連鎖公

司管理經

營 

經營委託 

連鎖 

連鎖主體 

直派 

連鎖體與

各旅館名

稱不同 

以佣金收

入來維持 

經營技術指導

連鎖

（franchise） 

屬原來的

資本主 

由原來資

本主經營 

1. 經營技

術指導 

2. 使用連

鎖名稱

或商標 

資本主自

派人員獨

立 

連鎖體與

各旅館名

稱不同 

收取連鎖

費用及技

術指導佣

金 

業務聯繫連鎖 屬原來的

資本主 

由原來資

本主經營 

只有宣傳

廣告及訂

房業務之

聯繫 

各旅館自

派人員獨

立 

連鎖體與

各旅館名

稱不同 

收取佣金 

會員連鎖

（referral 

Chain） 

屬原來的

資本主 

由原來資

本主經營 

公會型連

鎖 

各旅館自

派人員獨

立 

連鎖體與

各旅館名

稱不同 

向會員旅

館收取會

費 



資料來源：何西哲，餐旅管理會計 （台北：自版，民國 82年），頁 10 

 

 

 

2.3.2加盟連鎖的優缺點 

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國際旅館連鎖的目的，洽符合了『多國籍企業』的觀

念，即以全球觀點將經營資源做最適當的分配，而使投資效益極大化，以確保競

爭的優越性（林彩梅，民 79）。藉此更可以達到技術轉移，共同生產（客房），

共同運銷（訂房連鎖系統）之旅館連鎖目的（黃應豪，民 84年）。 

台灣的國際觀光旅館加入國際連鎖旅館組織，在經營上可獲得許多利益【余聲

海，民國 76】： 

1. 可以使用國際連鎖旅館集團的品牌及商標，提高本身的知名度與形象。 

2. 由國際連鎖旅館集團提供旅館建築、設備、佈置、規格等方面的技術指導。 

3. 由國際連鎖集團總公司調派人員從事經營管理，提供專業經營的知識。 

4. 可採用國際連鎖旅館設計的一套可降低成本的作業程序標準（S.O.P）。 

5. 由國際連鎖集團統一規定旅館設備、器具、用品、餐飲原料之規格，像製造商

大量訂購，藉以降低成本及維持一定之水準。 

6. 由國際連鎖集團從事全球性的廣告宣傳活動，藉此提高自身的知名度。 

7. 由國際連鎖集團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作為確立經營方向之參考。 

8. 由國際連鎖集團負責協助員工培訓計劃。 

9. 可使用國際連鎖集團的全球訂房系統，爭取廣大的顧客來源。 

10. 由國際連鎖集團定期派遣專家檢查設備及財務結構，藉以保持連鎖旅館的風

格及良好的營運。 

當然，加入連鎖體系亦有其缺點： 

1. 每年要向國際旅館連鎖集團繳交一定數額可觀的權利金 

2. 申請加入連鎖時，總公司要求甚多，如硬體設備、內部動線、裝潢等，在改建

或作業或開支方面，不僅困難且花費龐大。 

3. 國際連鎖集團對於設備與用品，為了統一規格與制度，往往由總公司全權負責

採購，然而，由於總部採購成本的加帳，以浮動匯率的差額，導致若由國內業

者獨自採購，反而更能節省成本，於是會造成雙方約定的不愉快。 

總合來說，加入國際連鎖旅館集團，可以迅速取得有關旅館經營管理的知



識，包括一套標準作業程序與管理規範、人員訓練課程、有利的行銷廣告、或直

接引入高階管理人才，而全球連鎖的訂房網路系統，更立即有效拓廣了旅館的客

源與業務能力。就如同 Baum & Ingram（1998）對美國曼哈頓市的旅館業生存態

勢所做的研究中發現，公司本身的經驗和具合作關係旅館的經驗都會增加公司本

身的競爭能力。儘管如此，藉由加盟或授權而來的技術與管理能力，必須轉化成

專屬於加盟者組織的能力，成為組織運作的一部份，方有應付環境變化，維持長

久競爭優勢的可能。 

 

2.3.3加盟雙方的關係 

加盟連鎖的雙方經由契約的簽定明確規範了加盟者與被加盟者的權利義

務，而經營知識或實務的移轉也是經由此管道得以實現，確實地遵守雙方的承

諾，並藉由不斷地溝通、協調以形成加盟雙方間良好的互動，不僅可達到組織學

習的目的，更能促進知識移轉的成功。 

根據 Gee（1994）提出建構一個旅館的步驟中，加盟國際連鎖集團可獲得的

協助分列如下： 

一、 計劃推動 

l 選擇與合適的旅館管理業者簽定加盟連鎖或管理契約 

二、 設計、佈局與施工 

l 概念化並完成建築設計與實體配置 

l 空間分配 

l 動力與工程系統的規劃 

l 建築物、景觀與內部設計的連結 

三、 營運 / 管理 

l 連鎖品牌的使用 

l 開幕行銷與銷售活動 

l 員工招募與訓練 

l 內部組織結構的設計 

l 維持營運 

Gray & Liguori（1980）歸納出在旅館業的加盟連鎖契約中，加盟者可獲得

的服務分為三大類： 

1. 營運流程：加盟總部通常會建立一套成功的營運作業，並且以營運手冊的方式



提供給加盟者，其中包含每一項營運的細節部分。加盟總部還會提供訓練計劃，

讓加盟者推選一部份員工去接受一段時期的訓練，藉以熟悉總部的營運作業，以

便將來實際營運時能更得心應手。總部也會定期指派地區經理或檢驗員去檢查加

盟者的營運狀況，一方面查看加盟者有無遵守總部的標準流程，另一方面也給予

營運上的建議與協助。 

2. 硬體支援：加盟旅館在發展和建造過程中，總部將會給予建築上的服務如建築

設計，內部裝潢和營運監工等。另外，在採購方面，加盟者也會被要求由總部統

一採購如家具設備或消耗供應品等。 

3. 行銷：加盟總部會提供三種服務：廣告、訂房和銷售。廣告由於涉及到總部的

品牌商譽，故均由總部制定一致的廣告策略，來強調全球標準化的服務品質及知

名形象。透過全球連線的訂房系統，也可擴大加盟旅館的客源層次，越多的加盟

旅館，越能創造出廣大的商機。另外，也可運用總部的資源來統一銷售，此時銷

售主體遍及所有的加盟會員旅館，目標群大多針對團體顧客或會議市場，也有少

數針對個別公司或旅行社。 

加盟連鎖早已是旅館業打入國際市場的新興商業模式，然而，在此種國際擴

張的模式中，加盟雙方的關係，會受到加盟總部的產品或體系是否能順利地移轉

至加盟者當地市場的影響（Hough，1986）。有時候，加盟總部特有的商業概念、

產品規格、服務風格、管理技巧和公司文化，不一定能夠有效地延伸或複製到加

盟者的市場。因此，雙方間的產品或市場的基本特性往往是決定加盟關係能否成

功的重要因素，Barbara & Connell（1999）的文章中就提到，國際加盟移轉唯有

在加盟者（franchisee）和被加盟者（ franchiser）的產品和市場能夠緊密配合的情

況下，才能夠運作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