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所收集整理的資料，本研究除了主張知識的特性會

影響知識移轉效果之外，本研究亦假設教授者的經驗和接受者的經驗對於知識移

轉效果也有影響，分別針對之前的文獻較少著墨的教授者的經驗和接受者的經驗

的這個部分做較為詳細的探討，當教授者和接受者分別愈是具有經驗時，則知識

移轉的效果愈佳。此外還探討教授者的經驗和接受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干

擾效果。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由台灣母公司移轉給大陸子公司的知識移轉績效的影

響因素，台灣母公司為知識教授者，而大陸子公司為知識接收者。下圖二為本研

究的概念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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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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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可以發現知識特性、教授者的經驗及接受者的經驗

對知識移轉的績效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假設可分為知識

特性、教授者的經驗及接受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這三個研究假設，以

下分述之： 

一、知識的特性 

綜合整理文獻探討中學者對知識特性的研究後，本研究認為知識特性最主

要可區分為內隱性、複雜性和系統相依性這三種特性。 

在內隱性方面，內隱性是指難以言明和無法文字化的知識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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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透過

從做中學來獲得內隱性的知識（Nonaka, 1994；Reed and Defillippi, 1990；

Simonin, 1999）。當被移轉的知識愈是具有內隱性時，愈是不容易透過具體的文

字和語言來清楚明白的表達，知識接受者就很難了解和吸收這項知識，知識移轉

也就愈不容易成功。 

在過去的實證文獻方面，Zander and Kogut（1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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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愈是能夠清楚明確地表達的可成文性知識，以及愈是具有可教授性的

知識，對於創新知識移轉的速度有顯著的幫助。Bresman, Birkinshaw and Nobel

（1999）對購併的研究中發現，愈是具有可清楚描述性（articulability）的知

識，對於被併者發明專利這種具有可成文化的知識也愈有利，作者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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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顯

著支持此主張。洪國堅（2002）則是延續Zander and Kogut對可成文性知識的

觀點，以教授者為樣本，針對有進行大陸投資的台灣上市上櫃母公司做實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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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愈是能夠文件化的知識愈有助於知識移

轉的假設。 



此外內隱性的知識也會造成知識的模糊性（Simonin, 1999），而進一步對

知識移轉有負面的影響。Simonin（1999）以美國多國籍企業的策略聯盟為對象

做問卷調查，從寄出的192份問卷，其中147份的有效問卷中證實當知識愈具內

隱性，也就愈容易造成知識的模糊性，進而造成知識移轉難以成功。許健輝（2001）

也是延續Simonin的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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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顯著支持Simonin的發現。Ranft and Lord（2002）則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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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也發現被購併公司的技術和能力愈是屬於內隱性

的知識，購併後的知識移轉愈是困難。 

在複雜性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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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識或技術本身跨越了許多不同的部門，

則會造各別部門的個人無法充分了解知識的前因後果（Reed and Defillippi, 

1990；Simonin, 1999）。Zander and Kogut（1995）指出複雜性是指一種包括不

同種能力的內在差異，愈是複雜的知識包含愈多不同種類且差異愈大的能力，愈

是複雜的知識愈難以移轉和被模倣。因此愈是具有複雜性的知識就會牽涉到愈多

種領域的知識，也愈難找到能夠全盤了解這項知識的員工，就必需透過較多具有

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員來教授或學習這項知識，這些人員彼此間的互動、溝通也就

更複雜，所以不管是知識的教授者或接受者對於愈是複雜性的知識就愈不容易傳

授或吸收，也就阻礙了知識移轉。 

在過去的實證文獻方面，Simonin（1999）發現複雜性的知識會造成知識的

模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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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

美國多國籍企業的策略聯盟為對象，從寄出的192份問卷，其中147份的有效問

卷中證實此論點。許健輝（2001）也是延續Simonin的論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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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問卷中的結果亦顯著支持。Ranft and Lord（2002）則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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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被購併公司的技術和能力愈是



屬於複雜性的知識，購併後的知識移轉愈是困難。 

在系統相依性方面，系統相依性是指被移轉的知識鑲嵌在組織網絡中的程

度（Zander and Kogut, 1995），也就是指被移轉的知識獨立存在的可能性（Winter, 

1987）。當知識鑲嵌在組織網絡中的程度愈高，這項知識就愈難單獨移轉，必需

整合其他的系統制度一起移轉，因此移轉這項知識所需要動用到的員工、部門或

是其他構成要素就愈多，只要其中一項要素無法配合時就會影響到知識移轉的效

果，這樣一來知識移轉也就愈難成功。 

在過去的實證文獻方面，Zander and Kogut（1995）指出系統相依是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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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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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系統相依性高的知識被移轉

的速度愈慢，而且愈難被競爭對手模倣，然而35份的有效樣本並未證實此主張。

洪國堅（2002）延續Zander and Kogut的觀點，以教授者為樣本，對有進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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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將文獻的綜合整理後，把影響知識移轉績效的知識特性歸納為內隱

性、複雜性和系統相依性這三項變數，而有以下的假設： 

H 1：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有不同的影響。 

H 1-1：在其他條件相同下，被移轉知識的內隱性與知識移轉的績效呈負相關。 

H 1-2：在其他條件相同下，被移轉知識的複雜性與知識移轉的績效呈負相關。 

H 1-3：在其他條件相同下，被移轉知識的系統相依性與知識移轉的績效呈負

相關。 

 

 

 



二、教授者的經驗 

除了知識的特性會影響知識移轉的績效之外，教授者的經驗也會左右知識

移轉的成功與否，當教授者對被移轉的知識愈具有經驗時，對被移轉的知識也就

愈具有清楚明白的了解和體會，他可以藉由過去所累積的經驗選擇採取最有利、

最合適接受者的移轉方式，讓知識接受者有效的消化和吸收被移轉的知識，而此

知識移轉也就愈容易獲得成功。Green and Ryans（1990）認為愈早進入海外市

場的廠商，因為擁有較為豐富的海外營運經驗與知識，因此其績效表現會優於晚

期進入者。Pan, Li and Tse（1999）主張愈早進入大陸市場的外商，可以累積

在當地市場投資與營運的經驗與知識、較易獲得當地政府投資獎勵、可以獲得優

先開發當地市場的獨佔利益，以投資中國大陸之外商企業為研究對象的實證結果

顯著。洪國堅（2002）除了主張愈早進入大陸市場的公司愈有助於知識移轉外，

還提出愈具有國際化經驗的公司對知識移轉愈有幫助，其以教授者為樣本，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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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116份回收的有效問卷中的實證結果並未支持。 

在外派人員方面，外派人員除了是母公司與子公司間溝通的橋樑外，還負

有將母公司的知識教授給子公司的責任，因此外派人員的經驗構成了知識教授者

的經驗很重要的一部分。當外派人員愈具有經驗時，表示其對公司的組織文化和

被移轉的知識愈清楚，因此愈了解該如何有效將知識移轉給子公司的知識接受

者，所以知識移轉的績效也會愈好。而過去的文獻通常是以年資來衡量外派人員

的經驗，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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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實證文獻方面，洪如珊（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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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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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EO和高階管理團隊的國際外派經驗與企業的績效有正向關係，由於



國際經驗是文化知識的累積，相較其他未具國際經驗的CEO和高階管理團隊，擁

有國際經驗的CEO和高階管理團隊將較能培養處理國際性事物的能力，因此國際

經驗具有不可模倣性、不可替性及稀少性，而當具有國際外派經驗的CEO和高階

管理團隊與組織其他互補性策略性資源相結合時，將產生綜效（Carpenter 

Sanders, and Gregersen, 2001；Daily, Certo, and Dalton, 2000；Kendall Roth, 

1995；鄧秀琴, 2002）。 

在教授者的產業、國家和國際經驗方面，Delios and Henisz（2000）將企

業的國際投資經驗分為產業經驗、國家經驗及國際經驗。產業經驗或稱產品多角

化經驗是指企業跨足多個事業或經營多項產品的經驗；國家經驗或稱地主國經驗

是指企業在特定地主國營運的經驗；而國際經驗或稱全球經驗、國家多角化經驗

則是指企業在多個國家營運的經驗（Barkema and Vermeulen, 1998；Delios and 

Henisz, 2000；Luo and Peng, 1999；鄧秀琴, 2002）。當企業愈具有產業經驗

時就會比較熟悉相關產業或產品的運作方式，在進行知識移轉時較能夠針對這些

產業的特性有效地教授給知識接受者；而當企業愈具有國家經驗時就表示對於地

主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法律制度有較深刻的了解，移轉知識時就愈能夠因地

制宜、因材施教地將知識移轉給接受者；另外當企業愈具有在不同的國家有投資

的經驗時，也愈具有豐富的知識移轉經驗和教授能力，因此對知識移轉的績效也

就愈有利。 

在過去的實證文獻方面，Luo and Peng（1999）以在中國的108家跨國企

業的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經驗強度（intensity of experience）和經驗多

角化（diversity of experience）對地主國子公司績效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

在地主國的經驗強度和經驗多角化會增加子公司的績效。鄧秀琴（2002）以台灣

上市上櫃的961家公司為對象寄發問卷，在217份的有效問卷的實證結果發現有

海外直接投資經驗的企業比未曾有海外直接投資經驗的企業績效要好，而且企業

的國際多角化經驗愈豐富，對母公司績效愈有幫助，然而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子

公司數目與子公司的績效間呈現倒U字型的關係。 

由以上經驗文獻的研究，經驗可以分為外派人員的經驗、產業經驗、國家



經驗、國際經驗及教授者的其他經驗，因此有以下的假設： 

H 2：教授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有不同的影響。 

H 2-1：當台灣母公司的外派人員愈是具有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 

H 2-2：當台灣母公司愈是具有產業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 

H 2-3：當台灣母公司愈是具有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國家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

效愈好。 

H 2-4：當台灣母公司愈是具有在其他國家投資的國際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

效愈好。 

三、接受者的經驗 

即使知識本身的特性是很容易移轉的，而且教授者對被移轉的知識也具有

非常豐富的經驗，但是若接受者本身缺乏對被移轉的知識的相關經驗，對於被移

轉的知識相當陌生時，將會影響到知識接受者對被移轉的知識的吸收能力，此項

知識也就很難順利被移轉給知識接受者；相反地，若是接受者本身對被移轉的知

識也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時，對此知識就較有清楚明白的概念，在學習這項知識

時就能夠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而有較好的吸收能力，因此知識移轉的績效也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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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實證文獻方面，Simonin（1999）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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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美國多國籍企業的策略聯

盟為對象，從寄出的192份問卷，其中147份的有效問卷中證實此論點。許健輝

（2001）也是採用Simonin對經驗的論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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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的問卷中的結果發現，當知識接受者的經驗愈豐富，相關知識技術的累積愈多

時，之後學習此相關知識的時間就愈短，知識接受者的知識接收可能性就愈大，

而且當知識接收可能性愈大時，知識移轉的效果也顯著愈好。 



在接受者的經驗方面，當接受者的內部員工對被移轉的知識愈是具有經驗

時，對這項知識已經有了清楚的概念，在學習這項知識時就較能達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也就有較好的知識移轉績效；而當企業愈具有產業經驗就表示愈了解相關

產業或產品的運作方式，在學習這項知識時就有較好的吸收能力，因而知識移轉

績效也較好。綜上所述，因而有以下的假設： 

H 3：接受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有不同的影響。 

H 3-1：當大陸子公司的內部員工愈是具有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 

H 3-2：當大陸子公司愈是具有產業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 

四、教授者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干擾 

除了知識本身的特性、知識教授者、知識接受者這三個因素會直接影響知

識移轉的績效之外，知識教授者和接受者也會干擾到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

的績效。當被移轉的知識愈是屬於內隱性、複雜性和系統相依性時，若是知識教

授者和接受者對被移轉的知識愈是具有相關的經驗時，對知識移轉的績效將有顯

著的幫助。舉例來說，通常愈是具有內隱性的知識愈是難以言傳，此項知識移轉

就很難成功，但是如果教授者之前有學習過這項知識，知道學習這項知識的訣

竅，他就可以選擇最恰當的方式，例如讓接受者從做中學，來有效地提升接受者

的吸收能力，而有助於知識移轉的績效。 

根據過去研究知識移轉的文獻及本研究的假設中可以發現愈是具有內隱

性、複雜性或系統相依性的知識，愈是不容易透過具體的文字和語言來清楚明白

的表達、也牽涉到愈多種領域的知識、或是鑲嵌在組織網絡中的程度很高，很難

單獨移轉，這些特性都提高了知識移轉的困難程度，但是如果知識的教授者本身

對被移轉的知識愈有經驗時，這些經驗包括之前所述的外派人員經驗、產業經

驗、國家經驗以及是否為企業集團的一份子，他對於對被移轉的知識也就愈具有

清楚明白的了解和體會，他可以藉由過去所累積的經驗選擇採取最有利、最合適

接受者的移轉方式，也愈有可能將內隱性的知識外顯化、將複雜性的知識簡單

化、或是將系統相依性的知識獨立出來，讓知識接受者能夠更有效的消化和吸收

被移轉的知識，而此知識移轉也就愈容易獲得成功。因此而有以下的假設： 



H 4：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教授者的經驗干擾影響。 

H 4-1：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教授者內部員工的經驗影響。 

H 4-2：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教授者的產業經驗影響。 

H 4-3：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教授者的國家經驗影響。 

H 4-4：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教授者的國際經驗影響。 

五、接受者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干擾 

除了知識教授者的經驗會干擾到不同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的績效之外，知

識接受者的經驗也會產生干擾。若是接受者對被移轉的知識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時，此經驗包括內部員工本身的經驗、公司的產業經驗、以及與其他公司交流的

經驗，即使被移轉的知識是愈具有內隱性、複雜性、或系統相依性，也能藉由接

受者對此知識、產業原來就有的清楚明白概念，在學習這項知識時就較能夠觸類

旁通、舉一反三，而有較好的吸收能力，而提高了知識多轉的效果。因此而有以

下的假設： 

H 5：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接受者的經驗干擾影響。 

H 5-1：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接受者內部員工的經驗影響。 

H 5-2：不同的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會受到接受者的產業經驗影響。 



第三節 研究樣本與資料 

本實證研究採問卷調查的方式，分別針對台灣母公司及大陸子公司來做調

查，台灣母公司為知識教授者，而大陸子公司為知識接收者，主要在探討由台灣

母公司移轉給大陸子公司的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根據2002-2003

電機電子業大陸及東南亞台商採購銷售名錄及在經濟部登記已至中國大陸投資

的廠商，來作為母公司問卷的發放對象，而大陸子公司的問卷則是透過大陸的台

商聯誼會來發放。 

此外，由於許多台商在中國大陸可能設有許多家子公司，因此當此公司在

中國大陸設有不只一家子公司時，受訪者在回答時是以規模最大的子公司做為回

答的依據。而且台灣母公司和大陸子公司之間也可能經歷過許多次知識的移轉，

因此受訪者在回答時是以最近一次的移轉專案做為回答的依據，若是同時進行多

項合作方案時，則是以受訪者印象最深刻的專案來回答。 

 

 



第四節 問卷資料之收集 

本研究是根據2002-2003電機電子業大陸及東南亞台商採購銷售名錄及在

經濟部登記已至中國大陸投資的廠商，來作為母公司問卷的發放對象，而大陸子

公司的問卷則是透過大陸的台商聯誼會來發放。在母公司問卷的部分，本研究於

九十二年二月中旬發放第一次問卷，以2002-2003電機電子業大陸及東南亞台商

採購銷售名錄中的台商為發放對象，共寄出791份問卷；此外於三月十一日時寄

發第二次問卷，以在經濟部登記已至中國大陸投資的廠商為發放對象，共寄出

538份，刪除與第一次發放名單重覆的公司78家後，這兩次問卷的發放合計共

寄出1256份。 

至九十二年三月六日為止，第一次寄發的問卷共回收43份，於是在三月十

三至三月二十八日期間，針對那些尚未回覆問卷的公司，隨機抽取348家催收第

一次發放的問卷；此外截至四月九日為止，第二次寄發的問卷共回收了39份，

於是在四月十五日至四月三十日催收第二次寄發的問卷，針對尚未回覆問卷的公

司隨機抽取407家進行催收。至五月十六日止共回收116份問卷，將1256份問

卷刪除退件的34家公司，及刪除第一次寄發的791份問卷中預計140份未在中

國大陸投資的公司後（抽樣51家公司中有9家未在大陸投資），共計1082份樣

本，回收約為10.72%，去除無效問卷後，實際有效問卷為112份，有效回收率

為10.35%。 

另外，本研究原先計劃除了以台灣母公司為對象發放問卷之外，亦針對大

陸子公司做問卷調查，透過大陸的台商聯誼會來發放大陸子公司的問卷，然而自

九十二年三月起，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在中國大陸快速漫延，導致大

陸子公司的問卷難以發放，因此截至五月十六日止，子公司問卷共回收35份，

其中有效問卷為32份。母公司問卷及子公司有效問卷共計144份，本研究以此

進行實證分析。 

 



第五節 研究變數操作性定義和衡量 

本研究採用問卷作為測量工具，在自變數方面，知識的特性、教授者的產業經驗

廣度、接受者的產業經驗廣度都是以五點的Likert尺度來衡量，其他自變數則

是以實際的年數或個數來衡量，而依變數也是以五點的Likert尺度來衡量，以

下分別針對各變數的衡量方式加以說明，另亦將本研究變數的衡量方式、問卷題

數及題號、參考文獻整理成表一。 

一、自變數 

1. 知識的特性 

在知識特性的衡量方面，採內隱性（tacitness）、複雜性（complexity）、

系統相依性（system-embedded）這三個指標，分別以五點的Likert尺度來衡量。 

（1） 內隱性（tacitness） 

內隱性知識的衡量是參考Simonin（1999）的研究問卷加以修改，以

三個題項的五點Likert尺度來衡量，被移轉的知識是否具有內隱性。 

（2） 複雜性（complexity） 

複雜性知識的衡量是參考Zander and Kogut（1995）和Simonin（1999）

的研究問卷加以修改，以三個題項的五點Likert尺度來衡量，被移轉的知

識是否具有複雜性。 

（3） 系統相依性（system-embedded） 

系統相依性知識的衡量是參考Zander and Kogut（1995）的研究問卷

加以修改，以五個題項的五點Likert尺度來衡量，被移轉的知識是否具有

系統相依性。 

2. 教授者的經驗 

在關於教授者本身的經驗這方面的衡量是綜合整理Barkema and 

Vermeulen（1998）、Luo and Peng（1999）及Delios and Henisz（2000）

這些學者對經驗的衡量而得之，以下分別就各項詳細說明： 

（1） 外派人員經驗：本研究以外派人員在台灣的工作年資來衡量外派人員的經



驗。 

（2） 產業經驗（產品多角化經驗）：在產業經驗方面是以台灣母公司在其所屬

產業的經營年數來衡量深度，產品種類的廣度則是以二個題項的五點

Likert尺度詢問台灣母公司的產品種類是否廣泛及銷售對象是否包含不

同群的顧客。 

（3） 國家經驗（地主國經驗）：國家經驗是以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年

數，以及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的子公司數目來衡量。 

（4） 國際經驗（國家多角化經驗）：國際經驗則是以公司目前在國際上所投資

的地區數及子公司數目來衡量。 

3. 接受者的經驗 

（1） 內部員工經驗：本研究以大陸子公司員工的平均工作年資來衡量。 

（2） 產業經驗（產品多角化經驗）：在產業經驗方面是以大陸子公司在其所屬

產業的經營年數來衡量深度，產品種類的廣度則是以二個題項的五點

Likert尺度詢問大陸子公司的產品種類是否廣泛及銷售對象是否包含不

同群的顧客。 

二、依變數－知識移轉績效 

在知識移轉效果方面，由於大陸子公司績效的客觀衡量資料不易取得，因

此採取主觀的衡量標準來衡量，綜合Souder（1987）、Simonin（1999）、方世杰

（1996）、簡俊才（1997）、楊君琦（2000）多位學者的研究加以修改，以五點

Likert尺度的問卷來衡量，主要分別兩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針對知識移轉的

效果，以六個題項來詢問大陸子公司是否能有效吸收應用這項知識、是否達成預

定目標、對移轉過程的滿意程度、減少子公司對母公司的依賴程度。第二個部分

則是針對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以五個題項來詢問大陸子公司的獲利率、市場

佔有率、銷售成長率、生產效率、品質良率是否高於產業內其他同業。 

 

 



三、控制變數 

1. 母公司規模：以問卷詢問台灣母公司的員工人數。 

2. 研發費用佔營業額的比例：以問卷詢問台灣母公司近3年來研發費用佔營業

額的比例。 



表一 研究變數衡量表 

 
變數 變數定義 

問卷
題數

問卷題號 參考文獻 

自變數 

內隱性 五點Likert尺度 3 
D1,D2,D3,D

4,D5 

Simonin（1999）

複雜性 五點Likert尺度 3 D6,D8,D12 
Zander and 
Kogut（1995）、
Simonin（1999）

知
識
特
性 

系統相依性 五點Likert尺度 5 
D7,D9,D10,

D11,D13 

Zander and 
Kogut（1995） 

外派人員經
驗 

外派人員的工作年資 1 C2(1) 

深度－公司經營年數 1 A5 

產 業 經 驗
（產品多角
化） 

產品種類廣度－五點
的Likert尺度詢問母
公司的產品種類是否
廣泛及銷售對象是否
包含不同群的顧客 

2 A6,A7 

國 家 經 驗
（地主國經
驗） 

在地主國投資年數、子
公司數 

2 A8(3) 

知
識
教
授
者
的
經
驗 

國 際 經 驗
（國家多角
化） 

在全球所投資的地區
數及子公司數目 

2 A8 

Barkema and 
Vermeulen
（1998）、Luo and 
Peng（1999）、
Delios and 
Henisz（2000） 
 
 
 

內部員工 員工的工作經驗 3 B6,7B,B8 

深度－公司經營年數 1 B3 

知
識
接
受
者 
的
經
驗 

產業經驗 

產品種類廣度－五點
的Likert尺度詢問子
公司的產品種類是否
廣泛及銷售對象是否
包含不同群的顧客 

2 B4,B5 

Barkema and 
Vermeulen
（1998）、Luo and 
Peng（1999）、
Delios and 
Henisz（2000） 
 

依變數 

知識移轉效
果 

五點的Likert尺度詢
問子公司是否能有效
吸收應用這項知識、是
否達成預定目標、對移
轉過程的滿意程度、減
少子公司對母公司的
依賴程度 

6 
H1,H2,H3,H

4,H5,H6 

績
效 

子公司經營
績效 

五點的Likert尺度詢
問大陸子公司的獲利
率、市場佔有率、銷售
成長率、生產效率、品
質良率是否高於產業
內其他同業 

5 
H7,H8,H9,H

10,H11 

Souder（1987）、
Simonin
（1999）、方世杰
（1996）、簡俊才
（1997）、楊君琦
（2000） 

 



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Cronbach’s α信度分析、敘述統計分析、相關係數分析的計量

分析方法來進行樣本資料的分析，以及以線性迴歸的計量分析方法來進行本研究

研究假設的驗證。 

一、Cronbach’s α信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以五點Likert尺度來衡量的問卷題項進行一致性分析，當

Cronbach’s α值愈高時，表示同一變數下的問卷衡量題項間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 

二、敘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有效樣本的公司基本資料（母公司員工人數、母公司成立年數、

研發費用佔營業的比例），以及各變數（知識移轉效果、子公司經營績效、知識

特性、教授者的經驗、接受者的經驗）分別進行樣本數、平均值、標準差、最小

值、最大值的敘述統計分分。 

三、相關係數分析 

本研究針對各個變數進兩兩間的相關係數分析，以預先了解各變數間可能

存在的相關程度，對於過高的相關係數則予以排除，或是以不同的模式進行迴歸

分析。 

四、線性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線性迴歸分析法分別以知識移轉的效果，以及子公司的經營績效

這兩方面來衡量知識移轉的績效。本研究對假設一至假設三的部分，以五種模式

來進行線性迴歸分析，希望減少變數與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