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研究變數之資料分析 

一、研究變數之Cronbach’s α信度分析 

以Cronbach’s α係數針對以五點Likert尺度的衡量題項進行一致性程

度分的結果，如下表二所示，除了系統相依性的α係數只有0.51之外，其他各

項衡量題項皆是位在大於0.6以上的可接受範圍。 

表二 研究變數之Cronbach’s α信度分析 

 變數 問卷題數 問卷題項 Cronbach’s α 

自變數 

內隱性 3 
D1,D2,D3,D

4,D5 
0.62 

複雜性 3 D6,D8,D12 0.69 知識特性 

系統相依性 5 
D7,D9,D10,

D11,D13 
0.51 

外派人員經驗 1 C2(1) 無 

1 A5 無 產業經驗（產品

多角化） 2 A6,A7 0.75 

國家經驗（地主

國經驗） 
2 

A8(3) 
無 

知識教授

者的經驗 

國際經驗（國家

多角化） 
2 

A8 
無 

內部員工 3 B6,B7,B8 無 

1 B3 無 
知識接受

者的經驗 產業經驗 
2 B4,B5 0.69 

依變數 

知識移轉效果 6 
H1,H2,H3,H

4,H5,H6 
0.85 

績效 

子公司經營績效 5 
H7,H8,H9,H

10,H11 
0.84 

 



二、研究變數之敘述統計分析 

在此將研究變數的敘述統計整理為表三。 

在回收的問卷中，由表三中可以發現，母公司員工人數平均為739人，標

準差為2311，顯示出樣本間的公司規模差異很大。母公司的成立年數平均為

21.08年，最年輕的公司只成立了1年，而歷史最悠久的公司已經成立72年。 

在知識的特性方面，內隱性、複雜性和系統相依性的平均值分別為3.6、

3.65、3.52，顯示出被移轉的知識是屬於比較內內隱性、複雜性和系統相依性的

知識特性。 

在外派人員的工作經驗方面，外派人員在台灣的平均工作年數為8.64年，

資歷最淺的外派人員只有1年的經驗，而資歷最深的則有30年的經驗。在教授

者的產業經驗方面，母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的平均年齡為18.64年，最年輕的公司

只有0.8年，最資深的公司則有56年。在國家經驗年數方面，公司在中國大陸

投資的平均年數為6.63年，其中有家公司是在今年2003年才進入中國大陸投

資，而最久的公司則已投資了25年。在國家經驗子公司數方面，公司在中國大

陸所投資的子公司平均數為2家，最多有32家。在國際經驗方面，公司平均投

資的地區數為2，而在國際上所投資的子公司數平均為3家子公司。 

在接受者的經驗方面，內部員工在公司的平均工作年資為3.16年，最少的

年資只有4個月，最多則達10年。而子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的經營年數平均為5.84

年，最年輕的公司是今年2003年才成立的，而最悠久的公司則經營了25年。 



表三 研究變數之敘述統計分析 

變數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知識移轉效果 140 3.54 0.53 2.17 5 

子公司經營績效 138 3.23 0.62 2 5 

母公司員工人數 138 7392311.06 4 21000 

母公司成立年數 142 21.08 11.82 1 72 

研發費/營業額 128 3.70 1.85 1 6 

知識特性 

內隱性 141 3.60 0.62 1.67 5 

複雜性 142 3.65 0.61 2 5 

系統相依性 143 3.52 0.46 2 4.40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工作經驗 133 8.64 5.62 1 30 

產業經驗年數 139 18.64 11.25 0.80 56 

產品種類 140 3.94 0.72 1.50 5 

國家經驗年數 131 6.63 4.61 0 25 

國家經驗子公司數 136 2 2.78 1 32 

國際經驗地區數 140 2 1.22 1 7 

國際經驗子公司數 140 3 3.65 1 38 

接受者的經驗 

員工工作年數 113 3.16 1.82 0.33 10 

產業經驗年數 138 5.84 4.12 0 25 

產品種類 143 3.59 0.78 1 5 

 

三、研究變數之相關係數分析 

在變數的相關係數方面，請參見表四。由表四中可知，三個知識特性－內

隱性、複雜性及系統相依性間呈現非常顯著的正向關係。在教授者的經驗方面，

外派人員經驗年數和產業經驗年數呈顯著正相關，此外產業經驗年數和國家經驗

年數有顯著正相關，而國家經驗年數和國家經驗子公司數也是有顯著正向關係。

還有國家經驗子公司數和國際經驗地區數有顯著正相關，至於國際經驗子公司數

分別和國家經驗年數、子公司數、國際經驗地區數皆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而在接

受者的經驗方面，員工工作年數和產業經驗年數則是呈現非常顯著的正相關。 

 



表四 變數之相關係數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母公司員工人數 1               
2 研發費/營業額 0.1192+   1            
 0.1838               
3 內隱性 -0.0706 0.0513             1 
 0.4158 0.5701              
4 複雜性 0.1412+ 0.1933**0.4038***1            
 0.1011 0.0301 0             
5 系統相依性 0.2063** 0.297***0.2346***0.6136***1           
 0.0156 0.0007 0.0051 0            
教授者的經驗                
6 外派人員經驗 0.0229 -0.1868**-0.0042 -0.053 -0.04631          
 0.7976 0.042 0.9622 0.5465 0.598           
7 產業經驗年數 0.1533* -0.127+ 0.0059 -0.0362 -0.06790.4027***1         
 0.0747 0.1565 0.9458 0.6747 0.4285           0
8 產品種類 0.2023** 0.0265 0.2141**0.1745**0.0756 -0.076 0.0129        1 
 0.0182               0.76850.01170.04060.37640.38990.8812
9 國家經驗年數 -0.0962     1       -0.0027-0.0583-0.0835-0.1114-0.00260.4066*** -0.1152+  
 0.2802 0.9768 0.515 0.3489 0.2088 0.9775 0         0.1952
10 國家經驗子公司數 0.1272+            -0.0047-0.05390.0653-0.04270.02180.1559*-0.04080.2799***1 
 0.1446               0.95910.53760.45340.62280.80840.0720.63970.0013
11 國際經驗地區數 0.3557*** 0.1165+0.2539***0.1275+ 0.1922**-0.0427 0.1871** 0.0505       0.1604*0.2588***1
 0               0.1940.00280.1360.02340.62990.0280.55670.06830.0024

12 國際經驗子公司數 0.2901*** 0.0467           0.1427*0.10010.09710.00410.1961**0.03890.2589***0.7472***0.8023***1
 0.0006               0.60360.09630.24260.25570.96350.02120.65030.00290 0
接受者的經驗                

13 員工工作年數 -0.1209       -0.11320.0241-0.1289+-0.1245+0.1526+0.3694*** -0.1291+0.8041***0.2829***0.2013**0.2993***1
 0.2083               0.25250.80150.17740.19080.12210.00010.1790 0.00330.03490.0015

14 產業經驗年數 -0.0386         0.0178-0.0267-0.0703-0.07830.08240.3495*** -0.1467*0.9027***0.3048***0.2245***0.33***0.8056***1
 0.6612               0.84570.75950.41760.36520.35880 0.09190 0.00040.0094 0.00010
15 產品種類 0.0556             0.01720.0064-0.03860.0001-0.0750.07350.5343***0.1658*-0.02010.1516*0.1165+0.1476+0.1374+ 1
 0.5186              0.84790.94010.64980.99920.39280.39150 0.06030.81680.07480.17220.11870.1093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第二節 知識特性、教授者和接受者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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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對假設一至假設三的部分，即知

識特性、教授者經驗、接受者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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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請見表五和表六，其

中表五是以知識移轉的效果做為應變數，而表六則是以子公司的經營績效做為應

變數。 

一、在知識移轉的效果方面： 

本研究的假設一探討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假設被移轉知識的

內隱性、複雜性、系統相依性與知識移轉的績效呈負相關，由表五中的模式2

中經迴歸檢定後發現，內隱性、系統相依性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並不顯著，而

複雜性對知識移轉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與本研究的預期方向相反，因此假設一

並不支持。 

在假設二的部分是探討教授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當母公司的

外派人員愈是具有經驗、公司愈是具有產業經驗、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國家經驗、

在其他國家投資的國際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由表五中的模式3、4、5

中可以發現，外派人員的工作經驗、母公司的產業經驗及國際經驗對知識移轉績

效並無顯著的正向關係，只有母公司的國家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因此假設二獲得部分支持。 

在假設三的部分則是探討接受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當子公司

的內部員工愈是具有經驗、子公司愈是具有產業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

由表五中的模式5及6中可以發現，子公司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

的影響並不顯著，而子公司的產業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則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

因此假設三也獲得部分支持。 

二、在子公司的經營績效方面： 

若以子公司的經營績效來衡量知識移轉的成功與否時，在假設一的部分，



探討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假設被移轉知識的內隱性、複雜性、系統

相依性與知識移轉的績效呈負相關，由表六中的模式2中經迴歸檢定後發現，內

隱性、複雜性、系統相依性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並不顯著。因此假設一還是不

支持。 

若以子公司的經營績效來衡量知識移轉的成功與否時，在假設二的部分是

探討教授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當母公司的外派人員愈是具有經驗、

公司愈是具有產業經驗、在大陸投資的國家經驗、在其他國家投資的國際經驗

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由表六中的模式3、4、5中可以發現，除了外派人員

的工作經驗並無顯著的正向關係之外，母公司的產業經驗、國家經驗及國際經驗

對知識移轉績效對知識移轉績效都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假設二是顯著

支持的。 

若以子公司的經營績效來衡量知識移轉的成功與否時，在假設三的部分則

是探討接受者的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當子公司的內部員工愈是具有經

驗、子公司愈是具有產業經驗時，知識移轉的績效愈好。由表六中的模式5及6

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子公司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或是子公司的產業經驗，對知

識移轉績效都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假設三也是顯著支持的。 

 



表五 知識特性、教授者和接受者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之迴歸分析            應變數：知識移轉效果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模式6  
母公司員工人數-0.0182     (0.0276)-0.0289(0.0276)0.009(0.0355)-0.0383(0.0299)-0.0373(0.0301)-0.0435+(0.0291)
研發費／營業額0.0351+      (0.0255)0.0336(0.0261)0.0181(0.0286)0.0211(0.0266)0.0418+(0.0264)0.0649(0.0281)
常數 3.5006*** 

 
(0.1670)
 

2.5954 
 

(0.4201)
 

2.1038 
 

(0.5399)
 

2.6971 
 

(0.4833)
 

2.7408+ 
 

(0.4228)
 

2.3067**
 

(0.4630)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65(0.0826)0.1323(0.0968)0.086(0.0861)0.0296(0.0841)0.0453 (0.0828)
  複雜性 0.2589***(0.0973)0.3005***(0.1060)0.2112** (0.1000)0.2923***(0.0981)0.215**(0.1015)
  系統相依性 -0.0626(0.1292)-0.0997(0.1400)-0.0198(0.1355)-0.0978(0.1305)-0.0794(0.1280)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0326 (0.0674)
  產業經驗 
   年數 -0.0217 (0.0634)
   產品種類 -0.0102 (0.0661)
  國家經驗 
   年數 0.1144* (0.0616)
   子公司數 0.145* (0.0867)
  國際經驗 
   地區數 -0.1018 (0.1086)
   子公司數 0.0456 (0.0750)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0846 (0.0722)
  產業經驗 
   年數 0.1072* (0.0605)
   產品種類 0.1263**(0.0633)
F值 1.08 3.26*** 2.48** 2.07** 3.29*** 3.13***
R^2 0.0179         

         
0.1261 0.1741 0.1371 0.1811 0.1958

Adj R^2 0.0014 0.0874 0.1038 0.0708 0.1260 0.1332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六 知識特性、教授者和接受者經驗對知識移轉績效之迴歸分析                    應變數：子公司經營績效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模式6 
母公司員工人數-0.0099      (0.0323)-0.0229(0.0338)-0.0471(0.0407)-0.0507+(0.0374)-0.0381(0.0356)-0.0576*(0.0318)
研發費／營業額0.0597**     

            

(0.0292)0.0509+(0.0311)0.0347(0.0313)0.0482+(0.0319)0.0490+(0.0300)0.0771**(0.0298)

常數 3.0659*** (0.1942) 2.3104*** (0.4975) 1.9821*** (0.5835) 1.6482*** (0.5785) 2.4134*** (0.4958) 0.764+ (0.4899)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377(0.0993)0.0226(0.1059)0.0003(0.1048)-0.0079(0.0952)0.0408(0.0890)
  複雜性 0.0914(0.1162)0.1277(0.1150)0.0699(0.1203)0.1333(0.1107)0.1445+(0.1077)
  系統相依性 0.1115(0.1565)0.0698(0.1550)0.1597(0.1654)0.1012(0.1498)0.1198(0.1385)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0192(0.0736)
  產業經驗 
   年數 0.1137+ (0.0809)
   產品種類 0.1271+ (0.0801)
  國家經驗 
   年數 0.2637***(0.0661)
   子公司數 0.1037(0.1045)
  國際經驗 
   地區數 0.1668+ (0.1192)
   子公司數 0.1085(0.0856)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3774***(0.0782)
  產業經驗 
   年數 0.2512***(0.0682)
   產品種類 0.2955***(0.0683)
F值 2.1+ 1.65+ 3.43*** 1.59+ 4.55** 9.19***
R^2 0.0344           

           
0.0686 0.2258 0.1098 0.2363 0.4196 

Adj R^2 0.0181 0.027 0.1599 0.0407 0.1844 0.3740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第三節 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和接受者經驗的干擾影響 

在本研究的假設四及假設五的部分為分別假設不同知識特性對知識移轉的

績效會受到知識教授者的經驗、知識接受者的經驗的干擾影響，以多元迴歸分析

的結果如表七及表八，其中表七是以知識移轉的效果做為應變數，而表八則是以

子公司的經營績效做為應變數。 

一、在知識移轉的效果方面： 

1. 內隱性和知識教授者、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 

在內隱性和知識教授者的交互作用部分，由表七之一的分析結果可以發

現，當知識愈具內隱性時，若外派人員愈具有工作經驗，則知識移轉的績效顯著

愈好。此外，在教授者的產業經驗方面，當知識愈具內隱性，而且母公司的產品

種類愈廣泛，則知識移轉的績效顯著愈好；而母公司的產業經營年數則無顯著的

效果，因此內隱性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會受到教授者產業經驗的干擾影響。在

教授者的國家經驗方面，雖然被移轉的知識具有內隱性，但是如果母公司在中國

大陸經營的年數愈久、在中國大陸擁有愈多子公司數，則知識移轉的績效顯著愈

好。而在教授者的國際經驗方面，雖然知識具有內隱性，但若母公司在世界各地

有愈多家子公司時，將提高知識移轉的績效。 

在內隱性和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部分，子公司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並無

顯著干擾內隱性知識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在知識接受者的產業經驗方面，當

知識愈具內隱性時，若子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經營的時間愈長，則知識移轉績效也

就愈好，不過子公司的產品種類並無顯著干擾內隱性知識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

的情形。 

2. 複雜性和知識教授者、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 

在複雜性和知識教授者的交互作用部分，由表七之二的分析結果可以發

現，外派人員的工作經驗並無顯著的干擾效果。在知識教授者的產業經驗方面，

雖然被移轉的知識具有複雜性，但是如果母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的產品種類愈廣泛

時，則對知識移轉績效有顯著正向幫助。在國家經驗方面，母公司在中國大陸的



投資經驗並無顯著的干擾效果。在國際經驗方面，若知識具有複雜性但母公司在

世界各個地區的投資愈多時，知識移轉績效會愈好。 

在複雜性和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部分，子公司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並無

顯著的干擾效果。在接受者的產業經驗方面，子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的經驗也無顯

著的干擾效果，而子公司的產品種類則是有顯著的干擾效果，雖然被移轉的知識

具有複雜性，但是如果子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的產品種類愈廣泛時，則對知識移轉

績效有顯著正向幫助。 

3. 系統相依性和知識教授者、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 

在系統相依性和知識教授者的交互作用部分，由表七之三的分析結果可以

發現，系統相依性知識對知識移轉效果的影響沒有顯著受到外派人員工作經驗的

干擾。在產業經驗方面，母公司的產業經驗有顯著的干擾效果，在國家經驗則是

不顯著的情形，而在國際經驗方面，國際地區數有顯著的干擾效果。 

在系統相依性和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部分，子公司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

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干擾效果。而在接受者的產業經驗方面，子公司在其所屬產業

的經驗也無顯著的干擾效果，而子公司的產品種類則是有顯著的干擾效果，雖然

被移轉的知識具有系統相依性，但是如果子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的產品種類愈廣泛

時，則對知識移轉績效有顯著正向幫助。 

二、在子公司的經營績效方面： 

若以子公司的經營績效來衡量知識移轉的成功與否時，知識特性和知識教

授者、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的結果分述如下： 

1. 內隱性和知識教授者、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 

在內隱性和知識教授者的交互作用部分，由表八之一的分析結果可以發

現，外派人員經驗和母公司的產業經驗都沒有顯著的干擾效果，而母公司在中國

大陸投資的國家經驗中，母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投資時間和內隱性知識的交互

作用是顯著的，至於國際經驗的干擾效果則是沒有顯著。 



在內隱性和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部分，子公司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方面

並沒有顯著的干擾效果。而在接受者的產業經驗方面，子公司在其所屬產業的經

驗具有顯著的干擾效果，而子公司的產品種類則是沒有有顯著的干擾效果。 

2. 複雜性和知識教授者、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 

在複雜性和知識教授者的交互作用部分，由表八之二的分析結果可以發

現，無論是外派人員的經驗、產業經驗、國家經驗，還是國際經驗，都未具有顯

著的干擾效果。 

在複雜性和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部分，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產業經驗

也都沒有顯著的干擾效果。 

3. 系統相依性和知識教授者、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 

在系統相依性和知識教授者的交互作用部分，由表八之三的分析結果可以

發現，外派人員經驗和母公司的產業經驗都沒有顯著的干擾效果，而母公司在中

國大陸投資的國家經驗中，母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投資時間和內隱性知識的交

互作用是顯著的，至於國際經驗的干擾效果則是沒有顯著。 

在系統相依性和知識接受者的交互作用部分，子公司內部員工的工作經驗

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干擾效果。而在接受者的產業經驗方面，子公司在其所屬的產

業經營的年數具有干擾效果，但產品種類則沒有干擾效果。 

 



表七之一  內隱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知識移轉效果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12 (0.030) -0.028 (0.029)-0.044+ (0.028)-0.020 (0.029) -0.030 (0.028)

研發費／營業額 0.030 (0.028) 0.038+ (0.027)0.031 (0.026)0.030 (0.027) 0.034+ (0.026)

常數 3.919***(0.963) 3.768***(1.140)4.850***(1.388)3.262*** (0.725) 2.863***(0.476)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280 (0.233) -0.271 (0.304)-0.587+ (0.392)-0.170 (0.180) 0.028 (0.095)

  複雜性 0.301***(0.010) 0.269***(0.098)0.222** (0.097)0.299*** (0.102) 0.215** (0.099)

  系統相依性 -0.121 (0.133) -0.075 (0.131)-0.007 (0.129)-0.109 (0.135) -0.070 (0.134)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791* (0.421)         

  產業經驗           

   年數   -0.444 (0.400)      

   產品種類     -0.574* (0.351)    

  國家經驗           

   年數       -0.398 (0.348)   

   子公司數         -0.691 (0.607)

  國際經驗           

   地區數           

   子公司數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內隱性*外派工作
經驗 0.202* (0.113)         

內隱性*產業年數   0.125 (0.109)      

內隱性*產品種類     0.167* (0.101)    

內隱性*國家年數       0.139+ (0.095)   

內隱性*國家子公
司數         0.243+ (0.173)

F值 3.21***  2.47**  2.61**  2.82**  2.91***  

R^2 0.179  0.136  0.142  0.161  0.160  

Adj R^2 0.123  0.081  0.088  0.104  0.105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七之一(續)  內隱性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知識移轉效果 

 模式6 模式7 模式8 模式9 模式10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28 (0.031) -0.042+ (0.023)-0.034 (0.029)-0.027 (0.027) -0.032 (0.027)

研發費／營業額 0.041+ (0.027) 0.045* (0.027)0.062** (0.029)0.044* (0.026) 0.041+ (0.026)

常數 2.846***(0.487) 3.044***(0.508)2.617***(0.620)3.563*** (0.630) 3.307***(1.341)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13 (0.110) -0.053 (0.112)0.059 (0.147)-0.267* (0.157) -0.233 (0.372)

  複雜性 0.280***(0.099) 0.268***(0.097)0.220** (0.107)0.327*** (0.097) 0.276***(0.096)

  系統相依性 -0.082 (0.131) -0.090 (0.130)-0.070 (0.135)-0.125 (0.128) -0.085 (0.128)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國家經驗           

   年數           

   子公司數           

  國際經驗           

   地區數 -0.771 (0.644)         

   子公司數   -0.469 (0.425)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135 (0.456)    

  產業經驗           

   年數       -0.630** (0.329)   

   產品種類         -0.190 (0.373)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內隱性*國際地區
數 0.200 (0.170)         

內隱性*國際子公
司數   0.152+ (0.116)      

接受者的經驗           

內隱性*工作經驗     -0.010 (0.123)    

內隱性*產業年數       0.204** (0.089)   

內隱性*產品種類         0.082 (0.104)

F值 2.51**  2.81***  2.45**  4.08***  2.97***  

R^2 0.138  0.152  0.160  0.214  0.159  

Adj R^2 0.083  0.098  0.095  0.162  0.105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七之二  複雜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知識移轉效果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11 (0.030) -0.030 (0.029)-0.047*(0.029)-0.020 (0.030) -0.031 (0.028)

研發費／營業額 0.029 (0.028) 0.035 (0.027)0.028 (0.026)0.027 (0.027) 0.028 (0.026)

常數 2.511** (1.047) 2.949***(0.995)4.885***(1.366)3.007*** (0.695) 2.502 (0.466)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107 (0.091) 0.068 (0.084)0.048 (0.083)0.072 (0.084) 0.095 (0.084)

  複雜性 0.266 (0.243) 0.154 (0.259)-0.416 (0.392)0.126 (0.173) 0.244**(0.108)

  系統相依性 -0.089 (0.137) -0.063 (0.131)0.017 (0.130)-0.101 (0.135) -0.055 (0.134)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093 (0.449)         

  產業經驗           

   年數   -0.135 (0.340)      

   產品種類     -0.576*(0.341)    

  國家經驗           

   年數       -0.250 (0.331)   

   子公司數         0.276 (0.448)

  國際經驗           

   地區數           

   子公司數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複雜性*外派工作經驗 
0.013 (0.118)         

複雜性*產業年數   0.039 (0.089)      

複雜性*產品種類     0.163* (0.094)    

複雜性*國家年數       0.096 (0.088)   

複雜性*國家子公司數 
        -0.033 (0.115)

F值 2.67  2.28**  2.64**  2.66**  2.59** 

R^2 0.154  0.127  0.144  0.153  0.145  

Adj R^2 0.096  0.071  0.089  0.096  0.089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七之二(續)  複雜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知識移轉效果 

 模式6 模式7 模式8 模式9 模式10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19 (0.030) -0.037 (0.030)-0.038+(0.030)-0.030 (0.028) -0.031 0.027

研發費／營業額 0.036+ (0.026) 0.037+ (0.026)0.062**(0.029)0.041+ (0.026) 0.038+ 0.026

常數 2.917*** (0.449) 2.931***(0.485)2.344***(0.547)2.826*** (0.612) 4.101***1.105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104 (0.087) 0.054 (0.084)0.042 (0.085)0.053 (0.084) 0.059 0.081

  複雜性 0.107 (0.115) 0.181+ (0.123)0.288**(0.124)0.189 (0.158) -0.240 0.305

  系統相依性 -0.048 (0.129) -0.070 (0.130)-0.043 (0.134)-0.094 (0.130) -0.081 0.126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國家經驗           

   年數           

   子公司數           

  國際經驗           

   地區數 -1.297** (0.522)         

   子公司數   -0.339 (0.392)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462 (0.395)    

  產業經驗           

   年數       -0.139 (0.329)   

   產品種類         -0.423+0.301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複雜性*國際地區數 
0.339** (0.136)         

複雜性*國際子公司數 
  0.110 (0.101)      

接受者的經驗           

複雜性*工作經驗     -0.097 (0.104)    

複雜性*產業年數       0.068 (0.086)   

複雜性*產品種類         0.147* 0.083

F值 3.3***  2.72**  2.6**  3.28***  3.39*** 

R^2 0.173  0.148  0.168  0.179  0.178  

Adj R^2 0.121  0.094  0.104  0.125  0.125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七之三  系統相依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知識移轉效果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10 (0.030) -0.031 (0.028)-0.041+(0.029)-0.022 (0.030) -0.032 (0.028)

研發費／營業額 0.029 (0.028) 0.033 (0.027)0.032 (0.027)0.025 (0.027) 0.028 (0.026)

常數 1.675+ (1.262) 4.868***(1.501)3.763**(1.881)2.843***(0.938) 2.501*** (0.482)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111 (0.091) 0.067 (0.083)0.050 (0.084)0.065 (0.084) 0.094 (0.084)

  複雜性 0.299*** (0.102) 0.274***(0.098)0.245**(0.098)0.277***(0.102) 0.232** (0.100)

  系統相依性 0.103 (0.33) -0.720*(0.429)-0.348+(0.553)-0.199 (0.266) -0.040 (0.149)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310 (0.567)         

  產業經驗           

   年數   -0.823+(0.522)      

   產品種類     -0.282(0.472)    

  國家經驗           

   年數       -0.135 (0.487)   

   子公司數         0.290 (0.574)

  國際經驗           

   地區數           

   子公司數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相依性*外派工作
經驗 -0.098 (0.157)         

相依性*產業年數   0.233+ (0.145)      

相依性*產品種類     0.081 (0.135)    

相依性*國家年數       0.067 (0.135)   

相依性*國家子公
司數         -0.042 (0.167)

F值 2.73**  2.68**  2.22** 2.5**  2.59**  

R^2 0.157  0.146  0.124  0.145  0.145  

Adj R^2 0.099  0.091  0.068  0.087  0.089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七之三(續) 系統相依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知識移轉效果 

 模式6 模式7 模式8 模式9 模式10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13 (0.030) -0.036 (0.030)-0.033 (0.029)-0.030 (0.028) -0.032 (0.027)

研發費／營業額 0.043* (0.026) 0.038+ (0.026)0.064** (0.029)0.039+ (0.027) 0.038+ (0.026)

常數 3.158*** (0.477) 2.980***(0.533)2.177***(0.690)2.994*** (0.801) 5.018***(1.591)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85 (0.085) 0.045 (0.084)0.052 (0.084)0.045 (0.083) 0.056 (0.081)

  複雜性 0.265*** (0.096) 0.262***(0.097)0.219** (0.103)0.289*** (0.098) 0.291***(0.096)

  系統相依性 -0.278* (0.149) -0.166 (0.163)0.055 (0.194)-0.234 (0.234) -0.886* (0.471)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國家經驗           

   年數           

   子公司數           

  國際經驗           

   地區數 -1.909***(0.716)         

   子公司數   -0.378 (0.486)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551 (0.513)    

  產業經驗           

   年數       -0.228 (0.458)   

   產品種類         -0.664+ (0.435)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相依性*國際地區數 
0.519*** (0.195)         

相依性*國際子公司
數 

  0.131 (0.137)      

接受者的經驗           

相依性*工作經驗     -0.125 (0.140)    

相依性*產業年數       0.095 (0.125)   

相依性*產品種類         0.219* (0.124)

F值 3.44***  2.68**  2.59**  3.27***  3.39***  

R^2 0.180  0.146  0.168  0.146  0.178  

Adj R^2 0.128  0.091  0.103  0.124  0.125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八之一  內隱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子公司經營績效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26 (0.038) -0.034(0.035)-0.038(0.035)-0.011(0.032) -0.024 (0.035)

研發費／營業額 0.055+ (0.034) 0.058*(0.032)0.049+(0.031)0.045 0.029+ 0.050+ (0.032)

常數 2.980** (1.154) 3.258**(1.380)1.497(1.644)2.997 0.781*** 2.433*** (0.572)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144 (0.281) -0.321(0.365)0.151(0.459)-0.250+(0.190) 0.009 (0.116)

  複雜性 0.114 (0.124) 0.106 (0.116)0.073(0.118)0.110 (0.107) 0.072 (0.121)

  系統相依性 0.089 (0.167) 0.115 (0.157)0.137(0.159)0.052 (0.147) 0.114 (0.166)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387 (0.510)         

  產業經驗           

   年數   -0.358(0.486)      

   產品種類     0.266(0.410)    

  國家經驗           

   年數       -0.356(0.363)   

   子公司數         -0.438 (0.729)

  國際經驗           

   地區數           

   子公司數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內隱性*外派工作
經驗 

0.104 (0.136)         

內隱性*產業年數   0.130 (0.131)      

內隱性*產品種類     -0.040(0.117)    

內隱性*國家年數       0.173*(0.097)   

內隱性*國家子公
司數 

        0.159 (0.208)

F值 1.26  1.61+  1.54+ 4.45*** 1.3  

R^2 0.080  0.094  0.090 0.232  0.079  

Adj R^2 0.016  0.035  0.032 0.180  0.019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八之一(續) 內隱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子公司經營績效 

 模式6 模式7 模式8 模式9 模式10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57+ (0.038) -0.060+(0.036)-0.039 (0.035)-0.027 (0.027) -0.027 (0.032)

研發費／營業額 0.051+ (0.032) 0.056* (0.031)0.078** (0.033)0.044* (0.026) 0.054* (0.030)

常數 2.655*** (0.558) 2.708***(0.581)2.124***(0.718)3.563*** (0.630) 1.866 (1.531)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48 (0.128) -0.075 (0.128)-0.107 (0.169)-0.267* (0.157) -0.073 (0.423)

  複雜性 0.123 (0.117) 0.097 (0.114)0.193+ (0.121)0.327*** (0.097) 0.114 (0.111)

  系統相依性 0.085 (0.157) 0.114 (0.155)0.102 (0.157)-0.125 (0.128) 0.076 (0.150)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國家經驗           

   年數           

   子公司數           

  國際經驗           

   地區數 0.037 (0.754)         

   子公司數   -0.275 (0.492)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125 (0.521)    

  產業經驗           

   年數       -0.630* (0.329)   

   產品種類         0.149 (0.430)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內隱性*國際地
區數 

0.056 (0.198)         

內隱性*國際子
公司數 

  0.130 (0.133)      

接受者的經驗           

內隱性*工作經
驗 

    0.146 (0.139)    

內隱性*產業年
數 

      0.204** (0.089)   

內隱性*產品種
類 

        0.028 (0.120)

F值 1.85*  2.26**  5.61***  4.08***  3.19*** 

R^2 0.106  0.127  0.306  0.214  0.170  

Adj R^2 0.049  0.070  0.252  0.162  0.117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八之二  複雜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子公司經營績效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25 (0.038) -0.037(0.035)-0.040(0.036)-0.012 (0.033) -0.024 (0.035)

研發費／營業額 0.054+ (0.034) 0.053+(0.032)0.051+(0.031)0.041+ (0.029) 0.046+ (0.032)

常數 2.178* (1.224) 2.187*(1.208)2.491+(1.635)2.647***(0.753) 2.099*** (0.559)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53 (0.112) 0.029(0.100)-0.006(0.102)0.054 (0.091) 0.055 (0.102)

  複雜性 0.114 (0.282) 0.044(0.310)-0.065(0.466)-0.100 (0.185) 0.114 (0.130)

  系統相依性 0.107 (0.170) 0.131(0.157)0.147(0.161)0.065 (0.148) 0.126 (0.165)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018 (0.532)         

  產業經驗           

   年數   0.046(0.415)      

   產品種類     0.010(0.405)    

  國家經驗           

   年數       -0.162 (0.348)   

   子公司數         0.459 (0.540)

  國際經驗           

   地區數           

   子公司數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複雜性*外派工作經驗
-0.005 (0.138)         

複雜性*產業年數   0.019(0.107)      

複雜性*產品種類     0.033(0.111)    

複雜性*國家年數       0.118 (0.092)   

複雜性*國家子公司數
        -0.090 (0.138)

F值 1.17  1.46+ 1.54+ 4.18*** 1.28  

R^2 0.074  0.086 0.090 0.221  0.078  

Adj R^2 0.011  0.027 0.031 0.168  0.017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八之二(續) 複雜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子公司經營績效 

   模式6 模式7 模式8 模式9 模式10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54+ (0.037) -0.056+(0.036)-0.033 (0.035)-0.017 (0.033) -0.027 (0.032)

研發費／營業額 0.050+ (0.031) 0.050+ (0.031)0.074**(0.033)0.050* (0.030) 0.053*(0.030)

常數 2.734*** (0.528) 2.448***(0.561)2.001***(0.638)2.247*** (0.702) 1.779+(1.283)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08 (0.104) 0.006 (0.099)0.045 (0.098)0.021 (0.095) 0.026 (0.095)

  複雜性 0.046 (0.136) 0.077 (0.143)0.077 (0.144)0.032 (0.180) 0.040 (0.354)

  系統相依性 0.099 (0.156) 0.129 (0.155)0.101 (0.157)0.086 (0.149) 0.076 (0.150)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國家經驗           

   年數           

   子公司數           

  國際經驗           

   地區數 -0.381 (0.629)         

   子公司數   0.125 (0.463)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054 (0.456)    

  產業經驗           

   年數       0.019 (0.374)   

   產品種類         0.175 (0.351)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複雜性*國際地區數 0.165 (0.163)         

複雜性*國際子公司數   0.020 (0.118)      
接受者的經驗           

複雜性*工作經驗     0.124 (0.118)    

複雜性*產業年數       0.069 (0.097)   

複雜性*產品種類         0.021 (0.096)

F值 2*  2.1**  5.61*** 4.34***  3.19*** 

R^2 0.114  0.119  0.306  0.226  0.170  

Adj R^2 0.057  0.063  0.252  0.174  0.117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八之三 系統相依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   應變數：子公司經營績效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24 (0.038) -0.036(0.035)-0.039(0.035)-0.013 (0.033) -0.023 (0.036)

研發費／營業額 0.055+ (0.034) 0.052*(0.031)0.051+(0.032)0.036 (0.029) 0.047+ (0.032)

常數 1.755 (1.541) 3.174*(1.874)2.307(2.276)3.077***(1.021) 2.351*** (0.582)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55 (0.112) 0.029(0.099)-0.005(0.102)0.049 (0.090) 0.051 (0.102)

  複雜性 0.108 (0.124) 0.103(0.116)0.069(0.118)0.088 (0.108) 0.080 (0.121)

  系統相依性 0.226 (0.407) -0.204(0.536)0.061(0.667)-0.238 (0.291) 0.090 (0.184)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0.224 (0.697)         

  產業經驗           

   年數   -0.307(0.653)      

   產品種類     0.058(0.568)    

  國家經驗           

   年數       -0.405 (0.528)   

   子公司數         -0.163 (0.695)

  國際經驗           

   地區數           

   子公司數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相依性*外派工作經驗-0.062 (0.192)         

相依性*產業年數   0.118 (0.179)      

相依性*產品種類     0.020 (0.162)    

相依性*國家年數       0.190+ (0.145)   

相依性*國家子公司數        0.082 (0.201)
F值 1.18  1.52+  1.53+  4.18***  1.24  

R^2 0.0752  0.089  0.0892  0.2214  0.0757  

Adj R^2 0.0117  0.0305 0.0307  0.1685  0.0146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表八之三(續)系統相依性對知識移轉績效受教授者、接受者影響之交互作用分析應變數：子公司經營績效 

 模式6 模式7 模式8 模式9 模式10 
控制變數           

母公司員工人數 -0.052+ (0.038) -0.052+(0.037)-0.040(0.035)-0.012 (0.032) -0.027 (0.032)

研發費／營業額 0.052+ (0.031) 0.053* (0.031)0.071**(0.033)0.047+ (0.030) 0.054* (0.030)

常數 2.725*** (0.563) 2.736***(0.613)1.749**(0.804)3.032*** (0.907) 0.496 (1.865)

獨立變數           

知識特性           

  內隱性 -0.021 (0.103) 0.005 (0.098)0.037 (0.098)0.017 (0.094) 0.023 (0.095)

  複雜性 0.117 (0.116) 0.090 (0.114)0.164+(0.118)0.133 (0.110) 0.106 (0.112)

  系統相依性 0.035 (0.181) 0.024 (0.193)0.100 (0.228)-0.235 (0.267) 0.380 (0.550)

教授者的經驗           

  外派人員           

   工作經驗           

  產業經驗           

   年數           

   產品種類           

  國家經驗           

   年數           

   子公司數           

  國際經驗           

   地區數 -0.248 (0.889)         

   子公司數   -0.319 (0.580)      

接受者的經驗           

  內部員工           

   工作年數     0.254 (0.598)    

  產業經驗           

   年數       -0.490 (0.522)   

   產品種類         0.541 (0.512)

交互作用           

教授者的經驗           

相依性*國際地區數 
0.135 (0.241)         

相依性*國際子公司數 
  0.147 (0.162)      

接受者的經驗           

相依性*工作經驗     0.044 (0.163)    

相依性*產業年數       0.212+ (0.143)   

相依性*產品種類         -0.084 (0.146)

F值 1.89*  2.23**  5.4*** 4.66***  3.24*** 

R^2 0.108  0.125  0.298  0.239  0.172  

Adj R^2 0.051  0.069  0.243  0.187  0.119  

a. 表中之數字為β係數, ( )內為標準差 b. ***p<0.01, **p<0.05, *p<0.1(雙尾)；+p<0.1(單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