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知識的定義 

Drucker（1988）將知識定義為－就本質而言，知識就是擁有者對特定領域

的專業化認知。 

Zander and Kogut（1992）將知識分為比較不可言傳的知其然（know-how）

和資訊（information）或知其何（know-what）這兩種，其中知其然（know-how）

是指知道如何去做的知識，是可以讓一個人順利及有效率地完成一件事的一種累

積的實務技能或專門技術；而資訊（information）或“know-what”則是知道為

什麼的知識，是一種較為清楚明確的知識。 

而Davenport and Prusak（1999）則將知識定義為一種流動性質的綜合體，

其中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訊，除此之外還包括專家獨

特的見解，為新經驗的評估、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在組織中，知識不僅存在

於文件和儲存系統中，也包含在日常例行的工作、過程、執行與規範當中。 

 



第二節 影響知識移轉的因素 

一、知識移轉的定義： 

Szulanski（1996）在組織內部最佳實務的研究中提到，之所以使用移轉

（transfer）而非使用擴散（diffusion）這個名詞是因為移轉強調組織內的知

識移動是一種明白清楚的經驗，而不是一種逐步擴散的過程，而且將視每個成員

所涉及的特性而有所不同。 

Szulanski（1996）將組織內部最佳實務的移轉過程分為開始

（Initiation）、執行（Implementation）、成長（Ramp-up）及整合（Integration）

這四個階段。開始（Initiation）指的是從發現有移轉的需求，引發去搜尋潛在

的解決方案，到評估移轉的可行性的這個過種；執行（Implementation）指的是

決定開始執行知識移轉的階段；而當知識接受者開始使用移轉的知識，就進入了

成長（Ramp-up）的階段；最後當接受者對移轉的知識達到滿意的程度之後，就

進入了整合（Integration）的階段。 

Bresman, Birkinshaw and Nobel（1999）在對購併的研究中則將知識移轉

的模式分為公司內部的知識移轉、聯盟和合資的知識移轉、獨立的公司之間的知

識移轉、購併的知識移轉。Szulanski（1996）、Tsai（2001）、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Foss and Pedersen（2002）所研究的是公司內部的知識

移轉；Lane and Lubatkin（1998）、Simonin（1999）、陳忠仁和張慶原（2002）

是針對策略聯盟的研究，Si and Bruton（1999）則是研究合資；Ranft and Lord

（2002）是研究購併的知識移轉。 

二、影響知識移轉的因素： 

在影響知識移轉的眾多因素之中，以下將其整理為知識本身的特性、知識

教授者的因素、知識接受者的因素、知識教授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係、知識的移

轉方式、外在環境的因素這六個種的原因，此外亦根據此六大因素，依自變數、

依變數及文獻來源整理成附表A，以及將過去的學者對於有關知識移轉所做的實

證文獻整理成附表B。以下則以知識本身的特性、知識教授者的因素、知識接受



者的因素、知識教授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係、知識的移轉方式、外在環境的因素

此六大因素一一介紹： 

1. 知識的特性 

Zander and Kogut（1995）認為知識的特性將決定知識移轉和模倣的速度，

愈容易被溝通和了解的製造能力，被移轉或模倣的時間也就愈短。在其研究中綜

合了Rogers（1980）和Winter（1987）的分類法，而將知識分為可成文性

（codifiability）、複雜性（complexity）、可教授性（teachability）、系統相

依性（system dependence）和製造能力容易被競爭對手模倣的程度（product 

observability）這五種特性，可成文性是指知識可以被清楚明確表達的程度，

愈是可成文的知識，即使知識接受者不了解為什麼也能夠使用此知識；複雜性是

指一種兼有不同種的能力的內在差異，愈是複雜的知識包含愈多不同種類且差異

愈大的能力；可教授性是指員工在學校或工作中所能被訓練的程度；系統相依性

是指具有不同經驗的員工在生產過程中對於某種能力的依賴程度，當某一技術可

以由現存的系統中輕易的移轉至另一個幾乎沒有此類知識的系統中時，此技術的

系統相依性就很低。此研究以在1960年之後有創新的44家百大瑞典公司的主要

創新者（primary innovators）做為問卷調查的對象，有效樣本為35份，實證

結果發現愈是可成文性和可教授性的製造能力被移轉的速度愈快，這二種知識特

性對創新知識的移轉具有顯著的影響；而這五種知識特性對創新知識的模倣則沒

有顯著的影響。 

Bresman, Birkinshaw and Nobel（1999）對購併的研究中提到，愈是具有

可清楚描述性（articulability）的知識，愈有助於技術know-how的移轉，對

於被併者發明專利知識也愈有利。作者在1992年針對瑞典的十五大公司的被併

者做R&D的購併做了42份問卷調查，並且在1992年和1996年以三家瑞典母公

司的R&D購併為對象做個案研究，結果證明愈是可以清楚描述、文字化的知識，

對於專利這種具有可成文化性的知識的移轉愈有幫助。 

Szulanski（1996）在移轉組織內部最佳實務知識的研究中，指出知識的因

果模糊性（causal ambiguity）和過去知識的可記錄性（unprovenness）會造成



組織內部的僵固性（internal stickiness），而阻礙組織內部實務知識的移轉。

其研究以8家公司的教授者、接受者和第三者為對象做問卷調查，有效樣本為

271份，實證結果發現知識的因果模糊性是造成組織內部僵固性的第二個重要因

素。 

Simonin（1999）主張知識的內隱性（tacitness）、專屬性（specificity）

和複雜性（complexity）這三種知識特性會造成知識的模糊性（ambiguity），而

知識模糊性則進一步對策略聯盟間的知識移轉有負面的影響，內隱性的知識是無

法輕易地溝通和移轉，而且是高度個人化、深植移於行動中和特定的情境下的個

人參與（Nonaka, 1994）；專屬性的知識是指廠商為了支援某項特殊交易而從事

的實際投資，其中包括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特殊技能和資產，或是為特定顧客所

提供的服務（Williamson, 1985；Reed and DeFillippi, 1990）；而複雜性是指

連結特定知識或資產所相互依賴的科技技術、例行工作、各別員工和資源的總

數，當知識或技術跨越許多不同的部門，會造個別部門的個人無法充分了解知識

的前因後果；知識模糊性是指知識在移轉的過程中，被移轉的知識和移轉效果的

因果模糊、難以模倣和不具移動的本質。問卷調查是以銷售額超過五千萬美元且

員工人數超過500人的美國多國籍企業的策略聯盟為對象，寄出192份問卷，從

147份的有效問卷中的實證結果顯示當知識愈具模糊性，策略聯盟的知識移轉就

愈難以成功；此外愈具內隱性和複雜性的知識特性，其知識也就愈具模糊性。 

許健輝（2001）的實證結果也和Simonin（1999）的主張相同。許健輝（2001）

假設知識移轉的效果受到知識模糊性和知識接收可能性的影響，而知識接收可能

性又受到知識模糊性的影響，至於知識模糊性則又受到知識內隱性、特定性（即

專屬性）、複雜性這三種知識特性的影響。實證中針對知識移轉的接受者，以台

灣製造業及EMBA的產品研發主管做為問卷調查的對象，實際發出718份問卷，

從148份的問卷中發現，知識模糊性和知識接收可能性在合作夥伴間的知識移轉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而且知識模糊性同時對知識接收可能性亦有顯著影

響，除此之外，知識內隱性、特定性、複雜性這三種知識特性透過知識模糊性這

個中介變數，而對組織間的知識移轉產生影響，因此若要成功的移轉知識，就必

須先克服知識難以捉摸的特性。 



游雅祺（2001）認為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也不同，而且

不同的知識特性會以不同的整合機制為中介變數，當技術知識愈具內隱性愈傾向

採用人員交流的知識整合機制，當技術知識愈具複雜性愈傾向採用團隊交流的知

識整合機制，當技術知識愈具專屬性愈傾向採用人員交流的知識整合機制，當技

術知識具經驗性愈傾向採用程序交流的移轉機制，進而影響知識移轉的績效。其

研究針對知識移轉的接受者，以曾經與台灣的工研院進行知識移轉的電子資訊業

廠商為問卷對象，再加上以台灣的前1000大製造業中的電子資訊廠商為問卷對

象，共發出421份問卷，從回收的88份問卷中可以發現技術知識特性的不同對

知識移轉績效有顯著的影響，其中以具經驗性的技術知識，其移轉績效的滿意度

最高，但台灣的企業不論技術知識具何種特性，均傾向採取人員交流的機制。 

Zahra and George（2002）在對於知識吸收能力的研究中認為一家公司若

是處於愈是多樣化和互補性的外部知識來源時，此公司潛在的知識吸收能力

（PACAP）愈高，如此一來將促進知識移轉績效和創新，進而提升公司的競爭優

勢。潛在知識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是指一家公司獲得

散布在外的知識的能力。 

Ranft and Lord（2002）研究購併的知識移轉中，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針

對七家以獲得新科技能力為目標而進行購併的公司為對象，對購併者和被購併者

雙方進行個案研究，研究主張被購併公司的技術和能力愈是屬於內隱性

（tacitness）和複雜性（complexity）的知識特性，購併後的知識移轉愈是困

難。此外被購併公司的技術和能力愈是屬於內隱性和複雜性的知識特性，公司愈

傾向使用經濟誘因（financial incentives）留住被購併公司的重要員工。這是

因為當被購併公司的知識技術和能力愈是屬於內隱性和複雜性的知識時，愈難清

楚的描述，愈難透過文件化或資料庫移轉，必需依賴人員的溝通、從做中學來移

轉，因此掌握被購併公司的重要知識技術能力的員工就被視為是公司的關鍵資

產，公司會傾向使用底薪、紅利或股票認購權這些經濟誘因來留住他們。 

陳忠仁和張慶原（2002）強調組織在利用策略聯盟進行知識移轉時，不同

的知識屬性對聯盟互動關係的需求程度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知識屬性（內隱或



外顯）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知識移轉績效。研究中針對半導體業、光電業、製藥

及生物科技業中具代表性的廠商進行深度訪談，共訪談八家廠商，十五個合作個

案，受訪的對象為具有參與策略聯盟進行知識移轉經驗的高階管理階層。研究中

建議當所要移轉的知識是難以文字化的內隱性知識時，應該採取較密切的互動，

讓知識移轉雙方有頻繁的接觸，這樣將提高內隱知識的移轉績效，而若移轉的知

識是專利這種外顯性知識時，則應採取互動需求程度較低的文件移交或授課講

解，即可有效的進行移轉。 

洪國堅（2002）假設知識的文件化程度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識流量有正向

關係，而知識的系統相依程度對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識流量則有負向關係。此研

究以知識移轉教授者為樣本，以有進行大陸投資的台灣上市上櫃母公司做為問卷

調查的對象，共寄出476份問卷，在116份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證實文件化程度愈

高的知識，從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則愈多，而當知識的系統相依程度愈

低，從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則愈多。 

在知識的來源方面，Foss and Pedersen（2002）指出在跨國企業子公司之

間的知識移轉中，子公司的知識來源、知識移轉的組織機制會影響知識移轉的效

果。作者將知識來源分為內部知識（internal knowledge）、網絡知識（network 

knowledge）、群集知識（cluster knowledge），內部知識是從投資在內部的生產

知識而產生的，例如R&D、learning by doing；網絡知識是從顧客或供應商的

這些網絡關係而得到的；而群集知識則是從受到良好教育的員工、或大學這種當

地知識機構而獲得。此實證的研究對象是知識的接受者，以北歐七個國家跨國企

業的子公司經理為對象，共計2,107家子公司，結果顯示無論是內部、網絡、還

是群集的知識來源對知識移轉都有顯著正面的影響，子公司創造和吸收的內部、

網絡、群集的知識愈多，移轉到其他子公司的知識也愈多；而且由於內部來源的

知識大部分是基於某一特定的問題和需求，而網絡來源的知識必須在其他公司也

有相似的產品或程序下時知識才會移轉，因此內部來源知識的移轉會多於網絡來

源的知識移轉，而群集來源知識的移轉則是最難移轉的部分；還有當移轉者和接

受者間有高度的相互依賴關係時，內部來源的知識移轉則會愈成功，當移轉者有

愈高的自主權時，它愈有能力與當地的團體保持良好的關係，進而成功的移轉群



集來源的知識。 

2. 知識教授者的因素 

（1）在知識教授者的態度方面 

Szulanski（1996）在移轉組織內部最佳實務知識的研究中，指出知識教授

者的缺乏動機和不可信賴將會造成組織內部的僵固性，而阻礙組織內部實務知識

的移轉，由於教授者擔心失去關鍵性的知識、或是缺乏激勵制度，而使教授者在

移轉中留一手，將造成組織內部的知識無法順利移轉；此外當教授者是專業且值

得信賴者，接受者接受知識移轉的意願也比較強烈。 

Simonin（1999）也是認為知識教授者對知識的保護措施會使接受者無法清

楚地了解前因後果，造成知識的模糊性，進而對策略聯盟間的知識移轉有負面的

影響。 

此外許健輝（2001）對台灣廠商所做的實證研究以知識接收可能性為中介

變數，指出當知識擁有者的自我保護程度愈高時，組織知識接收可能性也就愈

低，同時也可能增加知識的模糊性。實證結果證明知識接收能否有效取得合作廠

商的完整知識是影響知識移轉效果的重要因素。 

Si and Bruton（1999）發現中國和西方合夥人間對於知識目標的重要性的

認知明顯不同，因而造成合夥人對知識移轉的績效有不同的看法。作者先對中國

的多國籍合資公司做焦點團體訪談，找出10個從事合資的主要目標，然後選擇

員工人數超過50人及經營一年以上的中西合資公司，分別對每一家合資公司的

中國和西方經理人做調查，共計5場焦點團體，78份中國經理人的樣本，69份

西方經理人的樣本，本文將樣本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夥伴間的知識目標並非

是影響合資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例如速食業；第二類是知識目標是重要的，但

不需過分強調，例如製造業；第三類是知識目標是合資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例

如通訊業，當夥伴間的知識目標是否能夠達成共識是影響知識移轉績效是否成功

的重要因素時，合資雙方應該致力於達成雙方對知識目標的共識。 

（2）在知識教授者的經驗方面 



洪國堅（2002）探討台灣母公司移轉知識到大陸子公司的研究則認為母公

司愈早進大陸市場，將會對當地市場累積投資與營運的經驗與知識，因而子公司

吸收由母公司移轉的知識之能力越好；此外母公司愈具國際化經驗對母公司移轉

到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愈有幫助，還有對子公司的知識吸收能力也愈有利。實證

結果並未支持母公司愈早進入大陸市場將有助於子公司的知識吸收能力，反而是

愈晚進入大陸市場的母公司，其子公司吸收由母公司移轉的知識之能力越好。 

洪如珊（2002）則是以外派人員的工作年資來衡量知識教授者的經驗，外

派人員的工作年資愈多，經驗愈豐富，對知識移轉效果愈有正向關係。年資代表

一種對組織的熟悉度，包含對公司及市場競爭狀況的了解，以及對組織內部人事

制度和企業文化的熟悉度，此熟悉度將有助於知識的整合（林永祥, 2001）。此

研究對台灣地區上市上櫃公司做問卷調查，以知識移轉的教授者為對象，共寄出

961份問卷，回收225份，有效問卷為217份，但是實證結果並未顯著。洪如珊

也指出外派人員的人數愈多時，知識移轉的效果愈好。因此通常國際化公司在海

外事業草創的前二年會派遣較多的駐外人員，但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逐漸少外派

人數（Briscoe，1995），此實證結果發現顯著支持此假設。 

3. 知識接受者的因素 

（1）在知識接受者的能力方面： 

在知識接受者方面，Szulanski（1996）主張接受者若缺乏吸收能力、以及

缺乏保持的能力將新知識保留下來，這將造成組織內部的僵固性，使知識無法順

利移轉。實證顯示知識接受者缺乏吸收新知識的能力是造成組織內部僵固的最重

要原因。 

許健輝（2001）的實證研究亦顯著支持知識接受者的吸收能力愈高，則知

識接收可能性這個中介變數也愈高，進而知識移轉效果產生正面影響，廠商即使

透過知識移轉獲得新知識，還是必須培養自己的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累積相關

技術的經驗。 

Tsai（2001）強調之前所累積的相關知識和經驗會使公司更具吸收能力，



對於公司內部的創新和經營績效有正面幫助；而且當某個部門的吸收能力較高

時，此部門在公司網絡中的核心地位和創新以及經營績效更具正向關係；此外當

某個部門的地位愈是處於組織網絡的核心地位時，它可以從其他許多部門中獲得

新知識，此時若此部門的知識吸收能力愈強時，對知識的創新和經營的績效更具

正向關係。作者對Taiplex Corporation和Resident Enterprise這兩家公司做

問卷調查，發問卷給這兩家公司每一個事業單位的兩位高階主管，Taiplex有24

個事業單位，Resident則有36個事業單位，共有120份樣本。此問卷調查支持

作者所提出的假設，若部門有高度的吸收能力將能更成功的應用新知識，製造創

新的產品，獲得更好的經營績效；還有某部門在公司的網絡地位與吸收能力的交

互作用，也是顯著的影響此部門的創新和績效。 

陳忠仁和張慶原（2002）也認為吸收能力高的廠商在利用策略聯盟進行知

識移轉時，會有較佳的學習能力、不斷的嘗試和回饋新知識給對方，和對方創造

頻繁的互動而與合作夥伴有較好的聯盟互動關係；而且當組織所具備的吸收能力

愈強時，在聯盟中越易學得目標知識，達成移轉績效。 

Zahra and George（2002）在對於知識吸收能力的研究中，認為一家公司

若是具有發展良好的潛在知識吸收能力（PACAP）和實現知識吸收能力（RACAP）

時，將促進知識移轉績效和創新，進而提升公司的競爭優勢。作者將知識吸收能

力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潛在知識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

是指一家公司獲得散布在外的知識的能力，當此公司吸收新知識後，接下來就是

將此吸收的新知識移轉和開發利用的實現知識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作者認為一家公司的潛在知識吸收能力是路徑相依，而且受到這家

公司的過去經驗所影響，若一家公司愈是具有良好的實現知識吸收能力，它將可

以透過創新和產品發展來贏得競爭優勢；而若愈是具有潛在知識吸收能力，它在

配置資源方面將更具效率和彈性，如此就愈能維持現有的競爭優勢。 

洪國堅（2002）在台灣母公司移轉知識到大陸子公司的研究中，以子公司

主管以上的員工的教育程度來衡量吸收能力，作者假設台灣母公司管理階層的教

育程度普遍較大陸子公司為佳，因此當子公司管理階層的教育程度愈高時，雙方



對於專業知識的認知差距較小，將有助於母公司知識的流入子公司；而且當子公

司管理階層的教育程度愈高時，則愈具有對知識的選取能力和吸收內化能力，因

此子公司吸收由母公司移轉的知識之能力愈佳。實證顯著支持子公司管理階層的

教育程度愈高，母公司將知識移轉至子公司知識流動量愈高。 

（2）在知識接受者的經驗方面 

Simonin（1999）在對美國多國籍企業策略聯盟知識移轉的研究中指出，當

企業累積愈多與欲移轉的知識相關的新技術知識時，將愈容易了解此新知識技

術，愈不易產生知識的模糊性，而對策略聯盟間的知識移轉有正面的影響，經過

實證也是支持此一假設。 

Zahra and George（2002）也認為一家公司過去的經驗會影響未來獲得能力

的發展，即潛在知識吸收能力，由於經驗所反映的是一家公司在過去的成功和失

敗，因此此公司潛在知識吸收能力的發展是路徑相依，而且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 

許健輝（2001）對台灣廠商所做的知識移轉實證中以知識接收可能性為中介

變數，指出當知識接受者的經驗愈豐富時，組織知識接收可能性也就愈高。因為

對知識接受者而言，相關知識技術的累積愈多，之後學習此相關知識的時間就愈

短，因此實證結果知識接受者的經驗和知識接收可能性顯著正相關。 

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在對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的研究中

提到，「在海外所獲得的內隱知識」與「使用跨國團隊中具備海外經驗的本國員

工」間的配合（fit）將增強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其中配合（fit）是指組織如

何將內隱知識與資訊移轉機制結合，由於內隱知識難以紀錄和移轉，將更需要使

用豐富的資訊移轉機制來吸收和移轉知識（Gresov, 1989；Van de Ven and 

Delbecq, 1974；Subramaniam et at., 1998）。跨國團隊中含有具備海外經驗的

成員時，對於新的某國家特定知識的吸收將更為容易，更容易在先前的知識基礎

上加上新的知識（Bower and Hilgard, 1981；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作者針對有製造跨國性新產品，且此產品已上市1~5年的多國籍企業的中高階經

埋人做問卷調查，且限於生產消費性包裝產品、消費性耐久財或工業產品部門，

根據最後有效樣本45家公司的90份樣本的實證顯著支持這個假設。 



（3）在知識接受者的態度方面 

Szulanski（1996）在移轉組織內部最佳實務知識的研究中，主張知識接受

者的缺乏動機會造成組織內部的僵固性，而阻礙組織內部實務知識的移轉。由於

接受者缺乏動機，不願意接受外來的知識，接受者將會停滯不前、被動、假裝接

受新知識或公然拒絕執行新知識，這都將阻礙知識的移轉。 

Si and Bruton（1999）也發現中國和西方合夥人間對於知識目標的重要性

的認知明顯不同，因而造成合夥人對知識移轉的績效有不同的看法。當夥伴間的

知識目標是否能夠達成共識是影響知識移轉績效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時，合資雙

方應該致力於達成雙方對知識目標的共識。 

（4）在知識接受者的規模方面 

Bresman, Birkinshaw and Nobel（1999）對購併的研究中強調，當被購併

公司的規模愈大，員工人數愈多，員工有機會接受較多的知識移轉，這將有助於

技術know-how的移轉，對於被併者發明專利知識也愈有利。實證結果顯示被購

公司的規模愈大愈有於於被併者發明專利。 

Ranft and Lord（2002）在研究購併的知識移轉中，主張被購併公司的關

鍵員工留任的人數和被購併公司內隱性及複雜性知識的保留有正向關係，由於內

隱且複雜的知識難以利用文件或系統移轉，必需依賴員工面對面的溝通或在做中

學中潛移默化的移轉，若擁有此內隱複雜知識的重要員工離職將造成此知識移轉

的困難。此外，被購併公司的相對規模與績效和自主權（autonomy）以及關鍵員

工的留任數有正向關係，而被購併公司的相對規模與績效則和兩公司間的溝通呈

現負向相關，當被購併公司的規模愈大且績效愈好，被購併公司將更有議價的力

量，購併公司擔心無法留住關鍵的員工而儘量讓被購公司保持購併前的樣子，讓

被購併公司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如此一來購併者較不易從被購者中獲得知識，彼

此間的溝通也較為困難。 

（5）在知識接受者的地位方面 

Tsai（2001）指出不同的網絡位置代表一個部門可獲得新知識技術的機會，



當某個部門的地位愈是處於組織網絡的核心地位時，它可以從其他許多部門中獲

得新知識，對知識的創新和經營的績效更具正向關係。根據問卷調查發現，愈是

處於組織網絡核心地位的部門，其發展新產品的創新能力愈佳。 

洪如珊（2002）也是認為外派人員的層級愈高，知識移轉效果愈好；此外子

公司在公司組織結構的位置愈中央，知識移轉效果愈好。但以台灣地區上市上櫃

公司的實證並未支持此假設。 

（6）在知識接受者的內部組織環境方面 

Szulanski（1996）針對移轉組織內部最佳實務知識做研究，認為不良的組

織環境會造成組織內部的僵固性，而阻礙組織內部實務知識的移轉。組織環境的

特徵會影響知識的孕育和發展，一個富豐的組織環境將有利於知識的移轉。 

Kostova（1999）主張由母公司移轉策略性組織實務給子公司，其成功性與

組織文化支持學習、改變和創新的程度有正向關係，公司的組織文化愈是支持

學習、改變和創新，有此文化導向的子公司對於知識移轉會採取較正面的態度，

則此公司策略性組織實務的移轉愈容易成功。 

Zahra and George（2002）提出活化刺激物（activation triggers）會影

響知識來源、經驗和潛在知識吸收能力（PACAP）之間的關係，triggers是指鼔

勵或強迫一家公司對某特定的內部或外部刺激做出回應的事件（Walsh and 

Ungson, 1991；Winter, 2000），內部刺激，例如危機（crisis），外部刺激，例

如徹底的創新、技術轉變、政府政策的改變等，都會使公司的危機意識增加，而

努力增強公司本身的能力。此外，社交的整合機制（social integration 

mechanizms）會降低潛在知識吸收能力（PACAP）和實現知識吸收能力（RACAP）

之間差距，這是由於社交的整合機制能夠促進員工間的交流、問題的解決、知識

的分享和整合，然後讓公司將已吸收的潛在知知識進一步的開發和利用。 

Ranft and Lord（2002）對購併的研究提到，當被購併的公司擁有較大的

自主權（autonomy）時，將促進被購併公司內隱性和複雜性知識的保留；但是若

被購併的公司擁有較大的自主權時，反而會阻礙被購併公司內隱性和複雜性知識



技術和能力的移轉；而且從購併公司派遺到購併後公司的經理人比例愈高，則愈

會降低被購併公司內隱性和複雜性知識的保留，也愈會降低被購併公司員工的留

任人數，而從購併公司派遺到購併後公司的經理人比例則和購併公司與被購併公

司間的溝通呈現U型關係。 

洪國堅（2002）則以台灣母公司移轉知識到大陸子公司為實證對象，指出子

公司決策當局的分權程度愈低，集權程度愈高，則子公司對於母公司移轉的知識

將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需照單全收，此時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將愈多；

另外子公司的台籍幹部比率也會影響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和子公司的

吸收能力，當子公司的台籍幹部比率愈高時，將協助母公司知識的流入子司，且

有助於子公司吸收母公司移轉的知識。實證結果證明子公司的台籍幹部愈多，母

公司到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顯著愈高。 

4. 知識教授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係 

Szulanski（1996）認為組織間不良的關係（arduous relationship ）會造

成組織內部的僵固性，因為在移轉知識時，特別是內隱性知識時，人與人之間需

要大量的互動和交換，不良的關係會造成溝通的困難，而不利於知識的移轉。 

（1）知識教授者和接受者之間的相似性 

Lane and Lubatkin（1998）在對聯盟的組織內部學習的績效中提到，接受

者和教授者的生物化學（基本）知識愈具相關性、接受者和教授者的非生物化學

（專業）知識愈不具相關性，則組織內部的學習績效愈好；此外當接受者和教授

者的報酬規定（compensation practices）相似性愈高、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相似性愈高，則組織內部的學習績效也愈好；

而且當教授者讓接受者分享愈多教授者的組織問題時，組織內部的學習績效也愈

好。此研究首先先請六位專家評估69家製藥業和生技業聯盟中的製藥業的績

效，然後發送問卷到這些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的經理，共回收52家（36家生技

業，16家製藥業），有效樣本為31份，其中製藥公司是接受者，生技公司是教

授者。實證顯示除了不支持接受者和教授者的非生物化學（專業）知識愈不具相

關性則組織內部的學習績效愈好這個假設外，其他的假設皆為顯著。 



Darr and Kurtzberg（2000）對授權（franchise）的研究中將夥伴間的相

似程度分為商業策略、顧客、地理位置的相似程度，夥伴間的相似程度愈高，夥

伴間的知識移轉經驗將愈成功。作者同時採用問卷和訪談的方式。問卷的對象是

在英國從事披薩遞送的經銷商，這些經銷商的總部在美國且屬於同一家母公司，

樣本包括11家經銷商組織，共有41家披薩店。研究結果發現當夥伴間的商業策

略的相似程度愈高時，表示彼此可能曾經經歷過相似的問題，而且彼此間較能相

互了解和溝通，因此知識也就容易移轉和吸收。 

Simonin（1999）以模糊性作為中介變數，探討美國多國籍企業策略聯盟的

知識移轉效果，作者認為策略聯盟間文化距離、組織距離分別和模糊性有正向關

係。國家文化會造成不同的管理風格，形成溝通障礙，導致其中一方難以理解另

一方的想法而無法形成共識，造成知識的模糊性；而組織距離指聯盟夥伴彼此之

間的商業實務（business practices）、制度傳統（institutional heritage）

和組織文化的不一致性程度，當不一致程度愈高時，愈容易導致知識的模糊性。

實證結果亦顯著支持此假設。 

Kostova（1999）則主張由母公司移轉策略性組織實務給子公司時，其成功

性與國家間的制度距離正向關係；而其成功性則是與實務所隱含的價值和組織

文化的基本價值這兩者間的相容性呈現負向的關係。制度距離是指兩國在制度

指標（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 CIP）上的差異，包括法令規章、認

知、規範這三個構面，公司所採用的組織實務會受到其所在的制度環境影響，

因此組織會傾向採用與制度環境相同的組織實務，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制度指標

差異愈大，其組織實務的移轉就愈可能失敗；當實務所隱含的價值與子公司所

處的文化價值這兩者愈能夠相容時，子公司的員工較能了解並接受該實務，因

此公司組織實務的移轉就愈容易成功。 

許健輝（2001）認為組織差異性愈低，則知識接收可能性愈高，組織間的差

異所指的是合作夥伴在商業活動、組織制度與組織文化上的差異，這些因素都會

影響知識的移轉，作者以台灣廠商的知識移轉為對象做實證研究，實證後發現並

未顯著支持此假設。 



陳忠仁和張慶原（2002）也同意當聯盟夥伴間的差異較小者，其聯盟的互

動關係較佳，而且知識移轉績效也較好。當夥伴規模差異太大時，聯盟是相當不

穩定而且易導致失敗的結果（Harrigan；1988），若合作的雙方差距過大以致於

無法充分掌握時，就會產生低信任度和懼怕感，以致於不敢有資源的投入

（Parkhe；1993）。 

洪國堅（2002）則是主張當母子公司價值觀的相似程度愈高時，母公司將知

識移轉至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愈高；而且當母子公司價值觀的相似程度愈高時，

子公司吸收由母公司移轉的知識之能力也較佳。由於母子公司彼此間有相似的信

念或價值觀，則彼此間的齊一性愈高，有助於彼此間的知識溝通、移轉與吸收。

作者以台灣母公司移轉知識到大陸子公司為問卷調查對象，實證結果的確支持價

值觀的齊一性會影響台灣大陸母子公司間的知識移轉與吸收。 

（2）知識接受者對教授者 

Kostova（1999）指出由母公司移轉策略性組織實務給子公司時，其成功性

與子公司移轉團體對母公司的承諾、認同、信任有正向關係；而且子公司對母公

司依賴性的認知對於組織實務制度的建立（implementation）有正向關係，但對

移轉的內化（internalization）卻不一定。由於負責移轉的團體是母公司和子

公司間的橋樑，當移轉團體願意全力支持母公司、認為他們是屬於母公司的一份

子時，移轉團體會希望子公司可以透過執行母公司的實務而更接近母公司，再加

上對母公司的信任可以降低移轉中的確定性和溝通的成本，因此此時移轉愈容易

成功；作者將移轉過程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指子公司遵循組織實務正式規章的

程度的制度建立（implementation），再來是指內部化（internalization），這

是組織成員能夠接受、了解且運用組織實務，這樣實務才算真正完成移轉，因此

當子公司對母公司有技術、資本、管理能力的依賴性認知時，子公司會試著利用

執行母公司已制度化的實務以獲得較好的資源，因此子公司會採用母公司正式、

公開的制度，但在種情形下子公司很難對組織實務懷有正面態度，所以依賴性只

會導致制度建立而不能導致內部化。 

 



（3）策略聯盟 

陳忠仁和張慶原（2002）強調組織在利用策略聯盟進行知識移轉時，不同

的聯盟型式會影響聯盟互動關係的需求程度、也會影響知識移轉績效；而且不同

的知識屬性（內隱或外顯）與策略聯盟型式之組合會造成不同的聯盟互動程度、

也會影響知識移績效；此外當聯盟的互動關係較好時會有較佳的知識移轉績效。

資本型聯盟包含合資與少數資本投資，而非資本型聯盟則是指單方向協議如技術

授權及配銷協定等，因此資本型聯盟的互動程度會較非資本聯盟為高，而且由於

資本型聯盟的互動程度較高，所以移轉內隱知識的績效較高，至於非資本型聯盟

則適合專利、產品、製造等外顯知識的移轉。 

5. 知識的移轉方式 

（1）溝通和開會 

Bresman, Birkinshaw and Nobel（1999）對購併的研究中提到，溝通、開

會和參訪皆有助於技術know-how的移轉，以及被併者發明專利。開會和參訪所

指的是持續一天以上甚至是數星期之久的面對面的交流，經過問卷調查之後發現

當購併者和被購者彼此經常溝通、開會和參訪，彼此間愈是熟悉、愈有默契，則

對於內隱性技術know-how的移轉愈有幫助，至於對於外顯性的專利知識則沒有

顯著影響。 

Ranft and Lord（2002）在對購併的研究中也指出，溝通能夠促進知識的

保留和移轉。經由良好的溝通能夠創造一種兩個組織間較為和諧有利的氣氛來促

進被購併公司的技術和能力的保留；而且經由良好的溝通而提高內隱性和複雜性

知識的交流來促進被購併公司的技術和能力的移轉。 

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在對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的研究中

提到，「在海外所獲得的內隱知識」與「團員和海外經理間溝通的頻率」間的配

合（fit）將增強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其中配合（fit）是指組織如何將內隱知

識與資訊移轉機制結合，由於內隱知識難以紀錄和移轉，將更需要使用豐富的資

訊移轉機制來吸收和移轉知識。跨國團隊和海外經理間溝通的頻率的增加可以加



強母公司和子公司間的聯繫、分享信念和經驗，因此當「在海外所獲得的內隱知

識」與「團員和海外經理間溝通的頻率」間愈能夠配合時，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

也就愈好（Krackhardt, 1992；Madhavan and Grover, 1998；Nonaka, 1994）。

作者針對有製造跨國性新產品的公司所做的實證顯示支持此一假設。 

（2）移轉機制 

Subramaniam and Venkatraman（2001）在對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的研究中

提到，「在海外所獲得的內隱知識」與「使用跨國團隊」間的配合（fit）將增強

跨國新產品發展能力。其中配合（fit）是指組織如何將內隱知識與資訊移轉機

制結合，由於內隱知識難以紀錄和移轉，將更需要使用豐富的資訊移轉機制來吸

收和移轉知識。由於跨國團隊成員具有必要的海外內隱知識的管理者及可解讀這

些知識且將其應用於產品設計的管理者，因此「在海外所獲得的內隱知識」與「使

用跨國團隊」間的配合可以增加知識移轉的豐富性，促進不同成員間觀點、信念、

經驗的分享，更可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Clark and Marshall, 1981；Daft and 

Lengel, 1986；Madhavan and Grover, 1998；Nonaka, 1994）。作者針對有製造

跨國性新產品的公司所做的實證顯示支持此一假設。 

游雅祺（2001）認為技術知識特性（內隱性、複雜性、專屬性、經驗性）

對知識移轉的績效會受知識整合機制的干擾影響；而且技術知識與知識整合機制

的搭配會影響知識移轉的績效。作者以台灣的前1000大製造業中的電子資訊廠

商為對象的實證結果指出，除了技術知識特性對移轉績效具顯著影響外，知識整

合機制對移轉績效也有顯著影響，在知識的四項特性與知識移轉績效的交互作用

中發現內隱性和經驗性與整合機制的交互作用對移轉績效有顯著影響，即內隱性

和經驗性知識受整合機制的干擾影響最顯著；此外當技術知識同時具內隱性和經

驗性時，採取人員交流的整合機制具有最佳績效。 

洪國堅（2002）指出當母子公司間擁有的正式、非正式溝通管道愈多時，

母公司將知識移轉至子公司的知識流動量將愈高。此研究將正式整合機制視為正

式溝通管道，包括任務團隊、績效委員會、聯絡單位、常設委員會等；而非正式

的溝通是指公司人際間的熟悉度、親近度的社會化機制，當公司的社會化機制愈



高，對溝通管道的豐富性愈有正面影響，而有助於母公司將知識移轉至子公司的

知識流動量。透過台灣母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實證結果顯著支持非正式溝通管道顯

然有助於母公司將知識移轉到大陸子公司，即人際間的熟悉度、親近度會縮小公

司間的認知差異，提高齊一性，而有助於知識移轉。 

在組織資訊的運用方面，許健輝（2001）認為組織科技資訊運用程度愈高，

則知識接收可能性愈高。由於當組織愈善於利用科技資訊來管理知識，例如使用

電子郵件加速資訊的流通、透過網際網路獲得更多的外部資訊，來增加知識接收

的可能性。 

洪如珊（2002）則強調非編碼型移轉機制與編碼型移轉機制對知識移轉的

影響為互補性。非編碼型移轉機制是指工作年資、外派人數、外派層級、組織層

級，這些機制可以使內隱性知識得以在組織內移轉的機制；而編碼型移轉機制則

是指資訊科技技術與資料庫，這些將顯性知識分類編碼，儲存在資料庫中，讓使

用者得以方便取用。因此知識移轉時必需透過非編碼型移轉機制和編碼型移轉機

制相互結合才能將內隱性和外顯性的知識完整移轉。然而作者以台灣的前1000

大製造業中的電子資訊廠商為對象的實證結果並未顯著。此外作者也主張組織內

資料庫愈是完整、組織資訊科技技術運用程度愈高，則知識移轉效果愈佳。作者

認為資料庫是知識交換的主要媒介，因此資料庫愈是完整，員工可以利用資料庫

來搜尋各種資料，達成知識交流的目的；此外資訊科技能夠擴展知識普及的範

圍，提升知識移轉的速度。作者的實證發現資訊科技的運用程度和知識移轉效果

呈正向關係。 

（3）進入模式 

洪國堅（2002）指出當母公司採高涉入的進入模式，母公司將知識移轉至子

公司的知識流動量較高。由於採高涉入（包含獨資與多數股權合資）進入模式的

台灣母公司，其投入的資源較多、風險較大，相對的退出的成本障礙也較大，因

此母公司會竭其所能的將知識移轉給子公司。但是以台灣母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實

證結果和預測方向相反，實證顯示台灣母公司進入大陸模式以低涉入的合資、少

數股權或無股權的契約性合作經營的知識流動量較高，而且子公司吸收移轉來知



識之能力也較佳。 

洪如珊（2002）則認為公司採取不同進入模式進入大陸市場，對編碼型移轉

機制效果有不同的影響。當公司採取合資的方式進入大陸市場時，公司為了防止

技術被竊取、經營機密外洩的風險，對於公司內部的資料庫會豎起層層的防火牆

來加以保護，而若是採取獨資的方式才會願意將公司內部完整的資料庫與子公司

分享。以台灣的前1000大製造業中的電子資訊廠商為對象的實證結果顯著，但

和預測的方向相反，即公司採合資方式進入大陸市場，其編碼型移轉機制的效果

愈顯著。 

（4）動機 

Ranft and Lord（2002）在研究購併的知識移轉中認為被購併公司的技術和

能力愈是屬於內隱性和複雜性的知識特性，公司愈傾向使用經濟誘因（financial 

incentives）留住被購併公司的重要員工，當公司使用經濟誘因時可以提高被購

併公司關鍵員工留任的人數。 

6. 外在環境因素 

（1）時間 

Bresman, Birkinshaw and Nobel（1999）對購併的研究中指出，隨著時間

的經過，對於技術know-how的移轉、被併者發明專利有正向關係。當購併後一

段時間之後，一些負面的情緒或壓力會逐漸減低，而且彼此間的溝通和整合會加

強知識的移轉。實證後發現購併後的時間愈長，對技術know-how的移轉有顯著

的影響，而對被併者發明專利則沒有顯著影響，這是因為技術know-how是屬於

內隱性知識，必需透過大量的溝通、人員間的互動來移轉，隨著時間經過，購併

者和被購併者間愈來愈熟悉，內隱知識也就順利移轉。 

洪如珊（2002）則認為台灣母公司愈晚進入大陸市場，外派人員對知識移轉

的效果。由於外派人員必需要累積足夠的經驗和能力才有助於知識移轉，因此當

母公司愈晚進入大陸市場，外派人員愈能夠累積足夠的經驗和能力，移轉效果也

就愈好。但是以台灣的前1000大製造業中的電子資訊廠商為對象的實證結果並



未支持此一假設。 

（2）機構的支持 

Zahra and George（2002）在對於知識吸收能力的研究中指出，專有制度

（regime of appropriability）會影響實現知識吸收能力（RACAP）與維持競爭

優勢之間的關係，專有制度是指一種組織和產業的動力，這會影響一家公司保護

自己新產品或製程優勢的能力（Antonelli, 1999；Buzzacchi, Colombo and 

Mariotti, 1995）。例如有很高的知識外溢效果時，專有性就較低，公司較不願

意投資在知識吸收能力上，因為很容易就會被競爭對手模倣（Spence, 1984；

Boisot and Griffiths, 1999）。當專有制度愈是強而有力時，競爭對手很難模

倣公司的知識而且模倣的成本也比較高，公司可以保護他們的知識資產，繼續從

他們的創新中獲利，此時實現知識吸收能力（RACAP）愈高，就愈能維持競爭優

勢。但是當專有制度很弱時，除非公司能採隔離的機制來保護他們的知識資產和

能力，此時實現知識吸收能力愈高，就愈能維持競爭優勢，否則即使知識吸收能

力再高，還是無法維持競爭優勢。 



第三節 知識移轉的效果 

知識移轉效果的衡量方式大致上可分為三個構面，首先是知識移轉的過程

是否成功，其次是知識接受者是否能夠吸收所移轉的知識，最後則是知識移轉後

接受者績效的表現。以下將過去學者對知識移轉效果的衡量方式加以整理： 

Leonard-Barton and Sinha（1995）以技術承接者滿意度做為其技術轉移

績效之衡量標準有三個構面－（1）對效率的衝擊。（2）技術移轉過程的平順度。

（3）目標的執行。 

Simonin（1999）採用三個衡量指標來衡量學習者知識移轉的結果： 

1. 從夥伴所擁有的技術中學了很多 

2. 知識充分移轉後，大量降低起初對於夥伴的技術依賴程度 

3. 已吸收合作夥伴的技術，而且該技術對於公司內其他的專案研究也有貢獻 

Kostova（1999）以制度化來衡量組織實務移轉的效果，認為移轉的過程除

了採用描述移轉實務的正式規章外，必需進一步將此實務內化，使員工了解該實

務所象徵的意義，因此作者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程度來代素實

務移轉的成功。所謂制度化是指讓子公司對組織實務視為理所當然

（take-for-granted）的一個過程，即「我就是這樣做」（this is how we do things 

here）的狀態。制度化的概念可以分為兩種層次，首先是制度的建立

（implementation），這是指子公司遵守實務正式規章的程度；其次是內部化

（internalization），這是指子公司對於組織實務象徵意義的了解程度，即子公

司員工注入價值的程度（Selznick, 1957）。當員工接受和支持實務、了解運用

該實務的價值，而且成為員工對於組織認同的一部分時，該組織實務才算被注入

價值。 

洪國堅（2001）將知識移轉績效的衡量分為知識移轉和知識吸收。知識移

轉為是否有大量知識由台灣母公司移轉至大陸子公司；知識吸收為子公司對母公

司移轉而來的知識吸收狀況。 

游雅琪（2001）以Souder（1987）對成功專案的衡量定義來衡量績效：（1）



公司自技術知識提供者學得技術知識後，已突破當時的技術頩。（2）該技術知識

移轉後，公司已增強對產業所需核心技術知識的掌握與擁有。（3）公司對該技術

知識移轉之整過程相當滿意。 

陳忠仁和張慶原（2002）的研究中提到Mansfield（1982）認為技術移轉是

否成功該由三個構面來探討－（1）技術實用化是否成功。（2）經濟效益是否達

成。（3）產品開發技能是否具備。Staikarn（1981）以效能觀點來考量，認為技

術移轉績效的構面有－（1）技術在環境中被有效地運用。（2）對移轉有效地完

全吸收。（3）技術擴散到其他同業。（4）依特殊需求或不同目的有修改技術的能

力。 

Foss and Pedersen（2002）是以子公司在接受知識移轉後的有效使用程度

來做為衡量知識移轉績效的標準，當被移轉的知識對子公司愈有使用的價值時，

表示知識移轉愈成功。 

Tsai（2001）以創新和經營績效來衡量移轉效果。創新的衡量指標是創新

達成率，或子公司某一年發表的新產品數目除以子公司在那年的目標新產品數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