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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Drucker（1993）提出『知識』將不只是企業的優勢來源之一，更將是

優勢『唯一』的來源。知識被視為是最具策略性的資源，而學習則是對於

公司競爭力最基礎的活動（Maskell &Maleberg，1999），所以對於知識產生、

傳遞與學習應用過程的了解即存在重要意義。而本研究即為透過整理相關

文獻與理論進行歸納，探討知識相關行動者進行知識傳遞活動時路徑選擇

的影響因素及其可能選擇模式。首先探討創新系統理論相關論點，其次討

論知識傳遞相關研究，以於後續章節建構並理解知識傳遞發展模式的可能

態樣。 

2.1創新系統理論創新系統理論創新系統理論創新系統理論 

創新被認為是在不同廠商或組織間，經由不同的或互補的知識與能力

互動所產生，創新成效不僅與個別廠商和知識設施的創新表現相關，更與

組織和公共部門之間對於知識產生與傳遞的互動方式密切相關

（Doloreux，2002）。就廠商而言，創新對於生產的意義即在於是否能夠先

採用新的生產技術生產新產品，進而在商業競爭當中產生優勢，而廠商反

應出的競爭力又直接與國家或是社會的生產力、經濟表現產生關連性，因

此創新的重要意義在於能否將知識與技術商品化，形成生產力，而非單純

的進行知識與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意即研發與創新僅是工具與態度，整體

社會能否充分創新與運用知識進行生產才是創新的主要目的。 

在區域創新系統（RIS）的機制中，Doloreux（2002）定義了四個互相

關連的內部動態：分別為知識產生、互動學習、鄰近性和社會鑲嵌，也正

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面向，所以即將焦點置於探討創新行動者選擇知識傳

遞路徑之動態過程中，知識傳遞活動在知識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鄰近性和網絡所形成的影響，及對創新行動者間互動學習關係的觀察。因

此，於現有創新系統理論中本研究以地理空間鄰近性、網絡及描繪行動者

互動的三螺旋模型為觀點所發展的理論進行探討。 

2.1.1 線性與非線性知識傳遞方式 

起初的創新理論同其他生產函數一般被視為是單一路徑的線性模型，

在此線性模型中，研究引導發展，發展引導生產，生產再引導市場，然而

線性模型其實扭曲了創新的真實現況。實際上，創新面對的是資訊不充分、

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需要各階段持續的回饋來協助行動者掌握創新的進

行。線性模型缺乏回饋的模式，回饋卻是創新行動者評估下一階段可行與

否的機制。同時，透過回饋機制累積的資訊與修正，行動者開始進行學習。

因此，Kline(1986)提出了連鎖式的非線性模型，強調創新路徑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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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化，同時還包括了回饋的機制，而這種非線性的創新概念模式也陸續

有後續發展及解讀（如圖 2.1），反映了創新活動行動者間互動學習的本質。 

 

 

 

 

 

 

 

模式一 線性創新模式 

 

 

 

 

模式二 非線性創新模式 

圖 2.1 創新活動的回饋與互動圖 

資料來源：邊泰明，2005。 

創新活動行動者的基本成員包括廠商、政府機構與知識設施，這些行

動者在創新活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透過這些行動者，刺激知識創新活動

的引發、擴散、生產與整合（Doloreux，2002）。持續將區域內各行動者納

入，則創新的模式及過程越趨複雜，透過行動者所架構的知識生產流動、

空間影響、網絡連結、創新回饋等關係也會愈形成熟且繁雜，而正是這些

特定的社會結構改變，形成不同創新系統理論中主要演化特徵，也影響其

所結構成的創新成果。創新系統的表現不僅依賴於互動成員和他們本身吸

收知識的能力，更賴於他們彼此之間所交織存在的關係，是屬於高度社會

及空間鑲嵌的過程，並認為創新系統就是一種以互動學習方式而產生創新

的過程與組織型態，創新系統內的行動者透過知識互動促進學習機制互相

影響，而產生連結，不同的系統模式中也呈現出不同的連結方式，進而影

響到知識傳遞的特性（Lundvall，1992；Doloreux，2002）。知識傳遞活動

可能存在於供應商、消費者、競爭者、相關部門的廠商以及互補關係的廠

商間，依賴公司與機構、制度所創造的知識，也賴於這些行動者間的互動

以及受環境的影響，知識傳遞會因所處創新環境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限制

因素，進而影響知識傳遞的效益。 

創新系統理論即是針對創新活動之描述、理解及分析其影響的方法，

以互動學習理論為其發展的基礎。而創新活動在根植、進行與互動上又受

到其發展過程所累積的創新氛圍、社會資本與信任關係和區域對外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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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文化價值多元性所制約，而空間對於創新系統的影響則來自於制度、

地方文化與鄰近性；Lundvall（1992）更特別提出創新系統的表現與知識來

源的多樣性及鄰近性之重要關連。 

2.1.2 地理鄰近性 

在創新活動中鄰近性的概念是促進知識交換和互動學習的關鍵

（Lundvall，1992），其原因在於，地方性的廠商共享相同的價值觀、背景

和對於技術及商品化問題的了解（Maskell & Maleberg，1999）。又提供參

與互動學習的廠商外部經濟效益，藉由大量且普遍的學習架構，更透過社

會和文化的一致性來減少知識和資訊溝通的交易成本。所以鄰近性被視為

是創新的刺激，使創新的互動更為成本低廉且流暢（Coenen et al.，2003）。 

從創新面向探討地理鄰近性之研究最先發展於 80 年代，此時期之研究

是以知識生產函數（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來分析特定地理範圍內

和範圍外創新投入對該地區創新產出的影響程度（Jaffe，1989；Audretsch & 

Feldman，1996），此類研究假設研發投入與創新產出有高度相關。但此類

模型僅證實公共研發活動對廠商研發的在地化存有正面影響，卻未能直接

證實公共研發機構等知識設施與廠商間知識流動的存在，亦未說明是以哪

種知識形式為媒介與透過怎樣的知識傳遞機制，此分析上的缺漏開啟了以

專利引用分析（patent citation analysis）法來驗證地區內各行動者間知識流

動的存在與相互流動的程度（Jaffe et al，1993），然而在詮釋數據結果時必

須注意，此方法僅代表各行動者間接的知識互動關係1。 

之後不同形式的知識互動模型更進一步發展，這些相關研究

（Doloreux，2002；Zeller，2004），以在地環境2為基礎，藉由處於創新活

動密集地區分享著共通性的地區文化、規範與價值，透過文化形成了制度，

使廠商與各行動者能夠獲得更多的知識資源，提高知識傳遞的品質，明顯

地支持了地理鄰近性的必要性。而以本研究對象生技產業為例，在地理空

間的集中趨勢強烈，如 Zucker、Darby&Brewer（1998）研究發現大學和研

究機構的知識確實會透過有關鍵技術發明、特殊專業知識或智慧資本的明

星級科學家與當地廠商間的互動，而擴散到周邊新創廠商，影響當地生物

科技新創事業之表現；Feldman（2000）也以生物科技廠商為實證對象，認

為生技廠商高度地理集中可以減少因距離所帶來在互動及溝通上的處理和

                                                 

1在詮釋數據結果必須注意：有些引用資料係由專利審查者代為填註，不可假設引用的廠

商已實際採用被引用的專利；其次，即便引用者的確採用被引用者的技術知識，卻並未代

表兩者間一定有直接接觸或互動（魏克儒，2002）。 
2先進技術的開發並非廠商獨立完成，而是深受所處地區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在地環境包

括大學、研究機構等相關知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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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協調統合的工作，地理集中不只減少交易成本和風險，更提供了獲得

知識的途徑。Patrucco（2003）認為地方化形塑有助於知識交換的氛圍，為

提昇廠商創新成效的主要因素；Malmberg ＆ Maskell（1999）特別描述「學

習」的互動特性，認為地理鄰近性有助於廠商間或與其他行動者間面對面

互動學習，亦有助於建立共享語言、文化與慣習；Mansfield（1995）實證

提出公司偏好與地方大學研究者及距離 1000 哩內的研究室合作，而不願支

持超過 1000 哩的大學研究室；Adam（2002）則認為鄰近性對於學術研發

活動發展以及公司間的研究接觸十分重要。綜上所述，地理鄰近性降低了

搜尋、獲取和使用成本，創新活動透過地理鄰近性而更互動及社會組織化，

促進創新行動者面對面的接觸，在地理空間的集中更能夠促使互動學習的

發生，帶動創新成效。 

Howells（1999）提出地方創新系統的基礎過程：創新過程中地方溝通

的方式與創新知識及技術的研究及搜尋活動的活絡，會影響地方創新互動

學習及知識共享的過程，進而連帶影響地方創新發明及學習型態的成效，

再刺激地方知識共享和地方創新成效的產生。上述五個過程都強調了地理

空間鄰近的重要，互動的限制隨著鄰近性增加而減少，也增加成員間溝通

速度，使得交換知識和資訊的成本更為降低，也促使外溢效果的增加，當

區域內高度經濟活動促使創新活動的產生，區域內部的行動者因為外溢效

果不需要積極的尋找知識，知識獲取成為不可避免的行為。鄰近性在知識

外溢的正面影響，主要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網絡在互動、知識交換與學習、

勞動力流動，回饋、技術交換及專業轉包產生作用（Patrucco，2003）。經

由實證發現知識的流動是高度地方化的（Zucker et al.，1998），而正是這些

地方提供特殊知識技術、資金及相關資源。Gertler＆Levitte（2003）提出必

須以依賴地方關係獲得更為廣泛的新知識、資金和技術。地理因素所致之

集中主要是因與地方上其他公司、研究機構、高等教育間的關係優勢，吸

引及維持高等教育人力，對地方品質，如實質、休閒、文化資產、社會特

性的要求，以確保知識及才能持續的流入。 

另有學者以知識特性的角度切入，探討鄰近性與隱性知識、符碼化知

識之間的關係。現代資訊及通訊技術雖然增加實體知識的產生及減少發現

知識至符碼化過程的時間，卻也降低鄰近性的重要程度（Arundel＆Geuna，

2001）；但 Howells（2002）則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快速發展中的技術主

要仍是依賴隱性或面對面的方式來傳遞知識，符碼化知識的傳遞會受到地

理距離和時間而逐漸減弱。由此得知，鄰近性之重要性在於直接、面對面

接觸，使廠商與知識持有者能更快速且成功的接觸以發現知識所在及接受

知識之途徑。 

不同的產業對於鄰近性的需求亦有所差異，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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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為例，因為對於前端技術與研發人力的需求，大學和廠商在地理

空間的鄰近對於研發成果相當重要，而又因其高風險及長期投資的特性，

廠商也傾向於集中在有大量資金提供的區域。所以不僅在知識資本上重視

地理空間鄰近，在現金資本上，也有同樣著重鄰近的現象產生。另外，生

技公司積極增加合作聯盟關係，而這些合作關係主要集中在提供特殊技

術、資金及相關資源的地方。由此可知，探討地理鄰近性對知識傳遞與互

動的重要性，透過與研究者和創投資金之間的鄰近，更能夠增加彼此的信

任及知識交流的持續性。 

但對於鄰近性的論點仍存在一些問題，過去文獻對於地理空間的定義

均不明確，沒有任何特別證據顯示從地方生產者到地方使用者間知識流動

的真實情況，並且完全的地方活動反而可能出現閉鎖的效果。所以，地理

鄰近性的說法並未被所有學者全盤性接受（Howells，2002；Doloreux，2002；

Boschma，2005；魏克儒，2002）。Howells (2002)認為應將鄰近性進行區隔，

單獨探討地理鄰近性對創新過程的重要性：Doloreux（2002）認為鄰近性

不只是地理上距離的關係，還包括社會距離的概念；Boschma（2005）提出

認知、組織、社會、制度與地理五項鄰近性對於知識獲取、傳遞與吸收轉

化的影響效果。魏克儒（2002）以微觀層次從研究機構知識管理角度點出

產研間知識傳遞的多重風貌，證實了研究機構可藉知識符碼化與知識促動

者操作而跨地區傳遞知識與廠商，產研不必位於同一地區便能交流與互動

學習，此否證了產研地理鄰近之必要性。因此，除了地理鄰近性，活動者

之間正式的市場交易關係（如：策略聯盟及契約合作）與非正式的關係（如：

技術領域背景相似及語言生活習慣相近）逐漸引起討論（Patrucco，2003），

從事系統研究學者提出網絡3體系的概念（彭蕙仙、常雲鳳譯，1994）。 

2.1.3 網絡關係 

近年來，新經濟地理和區域創新系統皆著重於網絡對於創新知識活動

的影響。學者認為網絡是組織成員間互動合作的環節，透過交換與適應的

行為，影響成員們的市場地位及資源流動的力量。藉由轉移以及中間媒介

機制的存在提供追求效率與效能，加強社會資本，促進較低發展地區的創

新能力，以追求取得其需求的外部資源、知識與技術交流。並在交換的過

程中同時存在互補、共生與競爭合作的關係，形成一種功能性的連結（許

強，1999）。意指地方行動者的網絡以及在供給鏈外的行動者或組織連結，

                                                 

3
 「網絡」（network）是指一群具備節點與連結關係的集合。所謂節點包含個人、團體或

組織，其間的連結關係形成網絡，因此網絡是不同單位間所形成的關係體系。網絡中的每

一個連結關係代表雙方某些資源的「交換」，其中涵蓋各種有形或無形的資源（許強，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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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區域內學習和知識轉移的架構並形成互賴共生的關係使網絡內的組織

形成共生共榮，擁有競爭優勢（Miles & Snow，1992；Love& Roper，2001）。

在行動者間頻繁的交流觸發了資訊和知識技術交換，彼此間的合作與互動

會擴展共同與個別的知識經驗基礎，促進共同學習及降低不確定性（林佳

樺，2002），使網絡內的個體可以獲得網絡外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在網

絡中的行動者通常包含了中小型企業、地方教育及研究機構、支援機構與

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透過這些機構的連結，取得個別活動者在自己的範

圍內，無法取得的互補性資源，加強區域經濟效能的提升。 

當許多人仍然強調地方化在創新過程中的重要性時，已有越來越多人

認為當創新的行動者廣泛的接受從全球網絡而來的新知識，對於以地方為

基礎的學習是更有效用的。從發展的觀點，這些網絡流動可以增加地方知

識基礎觀點的多樣性，更增加創新動態的潛力（Malmberg & Maskell，

2001）。若從資源與交易成本的觀點解析，網絡之所以有如此關鍵影響，是

因為環境的不確定與快速變遷和高度競爭的結果，在交易條件不確定性

高、人力與資源專屬性高、交易程序繁複度高時，網絡比公司內部層級與

市場，在調適、協調與保護交易上，更具優勢。網絡內互動成員間相似性

和依附性緊密聯繫也為重要的關鍵，依附性指的是關係存在於相同空間，

可能是固定的組織如公司、正式的網絡，也可能是暫時的組織像是計畫或

發展聯盟等之間緊密的連結；相似性則指的是具有相同的參考及背景共享

相同知識，所以依附性賴於彼此共同合作協調的效果，而相似性則賴於表

現及操作模式的接近（Coenen et al.，2003），此二者對於網絡運作成效有相

當影響。地方提供資源，透過這些資源運作網絡，在這個網絡內的互動產

生了互相的預期，形塑了制度的安排，例如藉由策略聯盟的方式，制度的

轉變會隨著全球科技和市場的發展而改變，形成網絡運作之影響。 

網絡型態包括社會網絡、策略網絡（strategic networks）、產業網絡、

組織及知識創新網絡等。網絡理論中提及，與組織間交往越密切的行動者

彼此的影響力將越大，以組織關係探討，網絡涵蓋策略聯盟4、合作、網絡、

連結或夥伴關係、契約關係5（黃銘章，2002；Nooteboom，2003）。而

Granovetter則認為人際互動網絡才是解釋網絡組織效率高低的主要原因，

組織在市場中能夠生存，是因為緊密的社會人際互動關係網絡變成連結他

們的生產關係網，從而減低垂直整合的壓力（王俊閔，2002）。另外，知識

創新網絡的建立會促進隱性知識的累積，而這很難被競爭者所仿製，也因

                                                 

4所謂「策略聯盟」是指兩個以上的組織間有目的的策略關係，自願地進行資源交換或創

造的過程，形成一持續而正式的關係（王俊閔，2002）。 
5
 「契約關係」是指合作雙方分享相容的合作目標，追求相互之間的利益，並有高度互賴

的計畫性策略關係（Hagedoor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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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成為產業持久競爭優勢的基礎。從目前幾個成功的區域發展過程來

看，如矽谷、竹科等，這些區域的發展成功關鍵可以歸功於區域內的各行

動主體間產生了良好的互動，使得無論是生產關係、人力資源、資本、技

術與知識能夠順暢的流動，進而形成了創新網絡，使創新不斷激發、擴散、

增值。 

當區域內各行為主體在交互作用與發展關係的過程當中，建立起穩定

而能促進創新的網絡或是關係總合，區域創新網絡便逐漸成形。區域創新

網絡包括兩種層次，一種是正式的合作網絡。從各種正式的制度、組織、

合作關係來看，以企業為主體，與其他的行動者之間發展出一套長期穩定

的創新關係，包括生產、合作研究、授權等等。這種正式的合作網絡之主

要內容是傳遞符碼化的知識與創新。另外，另一層次的網絡─包括社會網絡

關係與人際網絡關係─也就是非正式網絡在創新網絡當中更為重要，社會與

人際網絡是建立在基於共同的社會背景與人與人交流的接觸當中，這些網

絡的形成更強調信任基礎的存在，透過此種非正式的網路，隱性知識得以

傳遞、激發，創新在這種的網絡關係當中更能有效的傳遞與累積（彭蕙仙、

常雲鳳譯，1999）。方世杰（2001）即以知識流通介面的角度，將創新網絡

關係整理為：產學研機構、上下游關係、人員流動與合作授權；Arundel & 

Geuna（2001）提出兩種網絡合作型態的知識傳遞：廠商之間，即廠商間合

作研發，使用者生產者之間的網絡及競爭公司之間的連結；公司及公共研

究組織間，包括大學、政府研究機構、公共研究技術機構。創新系統當中

的主要行動者及其之間互動關係形成了區域創新網絡（如圖 2.2），其中各

參與的角色為主要的網絡節點，知識與創新透過此網絡在節點之間產生、

流動。OECD對於創新特別提出強化產學與技術網絡連結，調整智慧財產

權規範以促進技術移轉與研究合作；趨向對產、學、研合作進行補助，均

在對創新網絡連結重要性的強調，尤其是跨界流動與交流的促成。廠商在

合作過程中，依賴廣泛性的社會各層面的專門知識，比對傳統印象中所謂

勞動力、供應商、消費者、技術及訓練機構等的倚賴更甚，強調廠商在這

個區域中，經由創新網絡關係，能花費較少的成本從事創新活動，這尤其

對以中小企業為主要產業發展型態的臺灣更為關鍵（林佳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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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行政機構

*補助

*政治支持
*協調

*法律、管制

共同供應商

*關鍵技術互補
*解決介面問題

顧問

*創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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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功能

配銷商

*需求的更改與權衡
*蒐集競爭者發展資訊

供應商、產品製造者

*元件與系統的新技術要素

研究和訓練機構

*研究
*訓練

*高素質人員

競爭者

*基礎研究參與
*標準的建立
*獲得補助

  

 

  
 

 

 策略
聯盟

人員
流通

研發
合作

上下游

關係

契約
關係

夥伴
關係

子公司或
轉投資

長期契約
關係

 

圖 2.2 創新行動者間創新網絡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正自 Gemunden，Heydebreck & Herden（1992）。 

而從以上創新網絡關係性質，主要可歸結於四種面向，分別為強調知

識、技術人才交流的人流因素，其次為基於生產關係而建立的策略聯盟、

上下由關係伙伴關係及合作研發等連結，第三則是與行政機構、消費者間

以提供最終產出為目的，以產出連結所形成的契約關係，最後是現金資本

獲得而形成之資金流連結關係。 

2.1.4 三螺旋模型 

近年來相關研究均提出創新互動不僅限於廠商與廠商之間，還包括廠

商與學術機構、研究機構、廠商與金融市場（含創投基金）、創新行為與制

度等，包括多面向的結構性互動。學術界扮演創造知識的角色，隨著知識

有效轉化在經濟活動中運用，促使學術與產業需求有更密切的結合。林佳

樺（2002）指出區域發展是奠基在研究機構與大學所提供的知識，而研究

機構的影響潛力，緊繫於地方吸收創新能力的條件，地方創新能力條件即

與地方創新氛圍相關，氛圍的塑造即來自於企業、研究及教育機構、政策

決策者及人力資源的知識互動。近期所興起的三螺旋模型正是強調創新行

動者間的密切互動連結。 

三螺旋從早期自由放任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下所發展出的一種創新模

式，因知識技術傳遞網絡的發展而形成，將焦點置於政府、學術界及產業

界三者在創新過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促使互動關係強化，同時每一

方又保持本身的獨立身份及功能。在先前研究提出的國家創新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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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以廠商為主要的創新動力；但在三螺旋模型中，則是轉換以學術機

構為主，與產業界進行研究合作及整合產業創新動態，並加強應用研究技

術發展的能力（Etzkowitz &Leydesdorff，2000）。當知識資本成為新產品開

發和形成未來產品開發基礎結構的重要因素，知識被開發既是為了學科發

展，也是為了產業應用，知識生產機構，也就是大學，對於創新而言就極

具重要性。尤其創新能力的發展往往牽涉到以大學為主的知識中心，具備

廣泛的技術、知識能力，並能跨領域融合應用，多樣化與產業界的互動管

道，不僅要在區域內形成知識網絡，更要促成跨區域間的知識流動。 

發源於大學研究與教學活動的新公司的出現和發展，就說明了在日益

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中正在進行明顯的組織重組。大學和知識生產機構正

在成為社會主要機構，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將取代政府和產業，成為創新

組織中的領導者。許多高技術公司喜歡座落於大學城裡，特別是那些技術

建立在大學研究基礎之上的公司，因為那裡有大學的文化氛圍、大學活動

形式和科學與工程學基礎。而政府的角色則為塑造適合技術創新的環境，

提供風險資本、並在知識產權分配和建立合法技術移轉體系的過程中，促

成知識中心與產業界的互動（Looy et al.，2003）。所以，三螺旋模型的主

要論點是：在以知識為基礎的大學、產業和政府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改善創

新活動的關鍵（周春彥譯，2005；劉孟俊，2001；Etzkowitz &Leydesdorff，

2000），也是區域經濟成長和更新發展的重要關鍵（Dzisah，2005）。 

近年來已經有相當多說明大學、產業和政府間關係傳遞過程模式相關

概念的提出，如 Lundvall 所提出的國家創新系統以及 Gulbrandsen 提出的區

域創新系統。三螺旋模型是假設在個別的大學、產業和政府本身內部，以

及在他們之間的知識流動過程中，知識與技術移轉不再被認為是從起源到

運用間線性的過程，之前傳統的互動形式重新被建構。之前創新模式是屬

於前向線性模式，從科學研究發現出發，透過發表出版物和提供畢業生的

形式，將知識由大學轉移到產業，進行開發新產品和技術的活動；而反向

線性模式則是從生產面出發，利用科學研究解決實際生產問題，反過來促

進科學研究工作。在大學，具有商業專業知識的人們參與在產業領域尋找

合作伙伴；而在公司裡，具有技術專門知識的人則負責到大學裡尋找有用

的知識與技術。三螺旋的創新即包含了上述分別起始於科學研究與實際生

產的前向與反向線性模式，再加上可能從任何創新過程中發生的輔助線性

模式，不斷對三螺旋中的創新活動產生刺激。不只觀察知識生產節點功能

的移轉，更使每一個行動者均能承擔其他行動者的角色而互為替代

（Leydesdorff，2001），任何一者都可以替代另一者成為主要發展的驅動

力，而其他二者就成為支撐性的機構，三者相互作用，實現動態平衡。創

新空間中組織的運作既有益於聚集資源，又可以減少創新活動的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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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模型是建立在多向互動形式的基礎上，不同的成員從個別的觀

點結合，在接觸過程中透過不斷地解決彼此間衝突、調和、重組，對現有

規則與環境的改變，促使新觀點的提出。三螺旋並非是穩定的，兩兩行動

者間的關係與其所處地方環境共同演化，所以其態樣及組成介面會因地方

環境而有所差異，形成不同的三螺旋模型，如圖 2.3 所示。 

 

圖 2.3 三螺旋互動型態 

資料來源：Inzelt, A.(2004)。 

三螺旋這個複雜的模型依賴於地方過渡（移轉變遷）的制度

（Leydesdorff & Etzkowitz，1998），見證了在產業、大學和政府間制度的動

態，在三者間的特點和範圍因為其所擁有不同的功能，而會重新產生。在

知識生產、交換和應用上，三螺旋可描繪四種動態的改變：與各行動者內

部功能轉換相關的改變、各行動者間的彼此影響、行動者間連結重疊關係

介面的建立，可刺激組織的創造與區域的凝聚及其所形成的影響，代表了

三者間的網絡型態（Etzkowitz et al.，2005）。 

在三螺旋模型中，可以觀察到三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在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之間的關連互動。這三個相對不同的階段都朝向共同

的發展目標，並且存在於其間的界線也不再嚴格，成為彼此混合、來回變

動，呈現出非線性的特徵。第二個轉變在於不同的技術領域之間。不同的

學科與產業因素在不斷的綜合與再綜合過程中，形成新領域。最後則是充

分認識到改善創新環境，如政策與法規的重要性。 

以美國的產學關係為例，曾對強化產學關係提出質疑，認為可能造成

整體研究資源偏向於產品開發研究，而高風險、收益期長的基礎研究則對

被犧牲；但實證顯示，產學關係的強化，反而促使彼此之間在基礎研究上

有相互提攜的正面效果（劉孟俊，2001）。在產學研合作成功的關鍵因素，

包括合作伙伴的信任度、廠商發展策略與政府、學校研發計畫的結合程度、

產學雙方資源互補及運用的情形、研發過程中成員互動交流情形與動機及

參與者本身的經驗。Dzisah（2005）也透過對於加拿大薩克斯其萬

（Saskatchewan）省的觀察，顯示藉由三螺旋模式對於地方資源的應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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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知識研究與經濟活動確實引導區域經濟發展的活化。 

2.1.5 小結 

經由對於地理鄰近性、網絡關係及三螺旋創新模式的相關文獻整理，

本研究可初步得到下列結論： 

一、地理鄰近性促使創新活動的發生，在生物科技產業中流向知識提供之

處的現象尤其明顯。 

經由相關文獻統整，學者認為地理鄰近性在創新活動中為促進知識交

換及互動學習的觸媒，透過減少交易成本，增加技術與人力資源之流通、

回饋，並藉由正式與非正式關係提供持續且穩定的知識交流。Jaffe（1989）

的研究成果也顯示知識外溢的現象確實存在，而知識外溢的效果與地理鄰

近性有密切關係。尤其以本研究對象生物科技產業為例，相關實證也提出

了地理鄰近性對於生技產業發展的必要性，在相同的在地環境下，有助於

創新活動密集產生，知識流動快速，提升創新成效。 

二、網絡關係為創新行動者知識傳遞之媒介，尤其是創新行動者與機構間

知識的流動，以資金、人員、技術等流動形式進行。 

網絡關係中行動者間頻繁的交流，促發了資訊和知識技術的交換，進

而達成共同學習和降低不確定性，使網絡內的成員可以獲得網絡外所無法

取得之異質性資源與能力，而這正是影響產業競爭優勢的關鍵點。以知識

傳遞為主軸的創新網絡，不僅易於顯性知識的取得，更促進隱性知識的累

積，藉由行動者間頻繁的互動，以增加知識基礎觀點的多樣性，進而提升

創新動態的潛力，促使知識創新成效的產生。 

三、創新系統藉由知識傳遞網絡的發展，演化形成強調三個主要行動者間

動態變遷的三螺旋模型，模型內的知識行動者透過知識連結促進學習機制

而產生互動影響，進而影響到知識傳遞的特性。 

將區域內不同的行動者納入，創新的模式及過程越趨複雜，逐漸形成

以產學研三者為主體的三螺旋模式，著重於探討創新行動者間所形成的互

動介面及其對知識傳遞活動效益的討論，尤其將創新研發焦點從廠商為主

軸，轉而著重於大學在創新研發活動中的影響。藉由模型內行動者接觸過

程中，不斷地解決衝突和重組合作的型態，不僅重構知識互動的形式，移

轉知識生產行動者的功能，更與地方環境共同演化，促使創新觀點的提出，

提升創新產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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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知識傳遞相關文獻知識傳遞相關文獻知識傳遞相關文獻知識傳遞相關文獻 

知識包含了知識的創造、取得、學習、擴散、建構與儲存等階段，從

過去的研究可發現活動者會基於資源缺口（Zack，1999），而產生一連串的

知識移轉過程，包括了知識的取得（acquisition）、學習轉化過程

（communication）及知識應用（application）（Gilbert & Cordey-Hayes，

1996），如何利用知識再創造知識，進而運用於產業創新活動，這樣的知識

才能產生價值（吳思華，1998）。從許多面向進行探討，均顯示知識傳遞的

主要目的為將知識成功傳遞給接受者，而且知識傳遞是存在於知識每一個

階段中，所以對於知識傳遞路徑的理解，即可增進對知識產生效益之瞭解。

尤其目前產業競爭力建立在『異質性資源』或『能力』之上，沒有公司可

以自給自足而不需要其他環境因素，所以互補性知識資源的取得，完全視

其與不同階層或領域互動的能力，所以知識傳遞的能力及影響也相形重要

（吳淑貞，2002）。 

目前相關文獻針對知識傳遞成功與否之檢驗，主要包括四種方式，由

Hakanson & Nobel在 1998年所提出將移轉成功定義為知識在某一段特定時

間內知識傳遞的數量；其次為在一既定時間與預算內，完成一項令人滿意

的接受者。第三為制度面向，探討接受者進行知識獲取、承擔及履行移轉

知識所擁有知識的產權（knowledge ownership）程度。最後則為著重於技

術移轉和創新面向，強調接受者獲得知識後再從事創新的程度。知識移轉

視為是經由動態學習過程，組織持續地與其他行動者進行互動以達到創新

與具創造力的學習仿效（Cumming & Teng，2003）。知識是鑲嵌在不同的結

構性因素中，如員工、技術工具、組織的例行公事與系統，以及各項因素

間網絡的形成。而本研究即利用最後一種方式進行知識傳遞路徑之探討。 

2.2.1 知識資源的獲取 

知識資源包括了鑲嵌於機器、專利、文件與電腦程式中的顯性知識，

以及鑲嵌於個人的經驗，需透過『用中學』（learning by using）或『作中學』

（learning by doing）和訓練等方式的隱性知識。其中，隱性知識被廣泛認

為影響產品創新的關鍵因素，而知識流通的質與量則藉由知識流通介面或

知識流通的方式具體呈現（吳思華，1998）。 

獲取知識的介面包括透過商品本身、與其他公司組成合作夥伴關係、

產學合作關係、公共機構以及透過僱用擁有知識和技術人員的流動與地緣

關係（劉權瑩，1999）。花櫻芬(1996)指出獲取知識的方式主要為五種，內

部自行發展、外部輔助內部發展、公開市場採購、公司間的合作以及合併

及購併；另外若以知識的特性為區分，當知識內隱性高（複雜性高、系統

化高、不易教授）時，大部分藉由內部化方式進行知識移轉，反之，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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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越外顯，則較適合採取外部化的方式移轉（侯勝宗，1995）。綜合上述之

論點，並參考沈明展（2005）對知識取得特性之區分，可發現知識取得方

式可歸納為具有有形個體而可經由市場交易機制取得區分為兩大類，所以

本文即將知識資源的獲取分為市場與非市場資源配置兩個面向。 

一、市場配置 

（一）商品、技術或專利權的購買 

商品及專利權的交易是典型的知識市場交易方式，透過市場價格機

制，尋求符合效用的知識並取得知識使用產權。另外，企業間的技術購買

移轉，也為知識交易的另一種模式。 

（二）高階勞務僱用關係 

高階勞務者往往擁有公司中重要的隱性知識，雖然隱性知識為無形資

產，但可直接藉由人員的轉任，將鑲嵌於這些人員的知識經由人員的移動

而促使知識傳遞。所以此類型人員在市場上的流動也為重要的知識交易方

式。 

二、非市場配置 

上述能夠透過市場交易機制所獲得的知識資源，是具有有形資產之特

性，可以受到法律保障且直接經由市場機制交易進行。但無形的知識（如

隱性知識）創新是以何種方式進行交易？透過與其他組織的合作研發即為

一種重要的方式，或是透過自行研發產生創新。 

沈明展（2005）整理 Saez、Marco & Arribas 針對進行合作研發的理由

包括：從合作伙伴身上獲得學習的機會並吸收新知識技術、並且滿足不同

領域知識的需求。藉由合作以達到與國際知識網絡連結之目的。廠商參與

合作研發之動機還包括了技術之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成本與風險的降低與

分攤及廠商本身技術能力考量等因素。 

（一）與其他公司形成合作關係 

公司間的合作關係，常以組織產業聯盟、產業上下游關係達到知識流

通之目的。開發中國家常獎勵國外廠商進行直接投資的原因之一即為了引

進新技術與投資方法，Jansson（1982）以跨國企業在印度投資為例，跨國

企業多會於投資地進行技術移轉，所以與其他公司間的合作關係可刺激知

識互動傳遞的活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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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其他組織（如研發機構或大學）形成合作關係 

李仁芳與蘇錦夥（1998）提出我國產業經由網絡合作的方式取得外部

知識，並說明外部知識學習效果要好，應要求企業與研發機構間長期的合

作關係及同步的知識互動傳遞過程。產學研合作相當受到重視，透過此合

作關係，有助於產業界快速取得新技術並加以商品化，並能降低不確定性，

提升產業競爭能力；而在大學，則因產業界資金的贊助，加速研究設備之

升級與研究人才之投入。 

（三）自行研發 

自行研發對於廠商或學研機構來說，均為維持競爭優勢之方式，因為

透過自行研發所獲取之知識創新成果多具高度專用性，正為創新行動者間

存在之差異，並提升行動者競爭力之利基。 

2.2.2 知識傳遞管道 

透過知識傳遞管道相關文獻，可歸納出組織內部知識移轉管道的多樣

性，包括人員活動、溝通、觀察、技術移轉、專利、技術出版品和成品、

電子公佈與論壇（Forums）以及其他組織內部關係的其他形式聯盟。但知

識來源廣泛，僅聚焦於組織內部過於侷限，並且當相關策略性技術專業無

法從內部取得時，即產生能力落差（capability gaps），組織就必須從外部獲

取知識。Mathew（1996）與 Groose（1996）指出活動者跨組織合作的多元

型態包括內部發展、協助內部發展、市場採購、廠商間合作、購併、技術

授權、聯盟、共同研發合約；OECD也提出六種管道進行知識傳遞，包括

產業聯盟、產學互動、產研互動、技術擴散、科技人員移動與其他支援創

新活動；Leonard-Barton（1995）則提出獲得外界技術的機制主要為觀察、

授權、研發合約、技術股、共同研發、特許、合資及購併或合併等八種方

式；另有學者（許強，1999；吳思華，1998；侯勝宗，1995）以知識網絡、

資訊網絡與合作網絡等網絡觀點描述知識獲取與擴散的管道。當知識鑲嵌

於網絡或更上階級如連鎖、聯盟關係時，知識在有合作關係組織間的移轉，

會較未合作關係組織更為容易。社會網絡還會影響知識移轉的程度，組織

與其他組織間無重要的社會連結，相較於有社會連結或重疊關係的，更需

要新的資訊增加其能力，也更能促成知識傳遞的機會。另外知識載體本身

也為影響的因素，包括實體、網路、人員記憶、組織、結構及關係網絡均

為影響知識傳遞的載具（蘇政宏，2001）。 

再者，知識設施也為促進知識傳遞之重要管道（Doloreux，2002），依

其功能又可區分為兩種：提升技術和知識的擴散，如科技園區、技術育成

中心、公共技術移轉和創新顧問機構；R&D 和教育機構，如參與知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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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生產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公共實驗室。 

另外，其他學者更提出知識本身的屬性和特性與組織吸收外來知識的

能力（花櫻芬，1996；Howells，1996），還包括成員間的學習默契、互動

和經驗（蘇政宏，2001）、組織本身技術與知識能量、組織於執行整合時以

及組織所擁有的網絡關係與基本的環境背景（吳思華，1998）等都是影響

知識傳遞時的因素。Cummings & Teng（2003）則指出知識移轉成功決定於：

（1）研發單位獲取所需知識的來源；（2）伙伴共享相同知識的程度以及資

源和接受者之間的互動程度；（3）移轉知識；（4）透過接受者可獲得的知

識來源所參與的連結過程。 

2.2.3 知識傳遞活動者 

知識是鑲嵌在三個組織的基本因素中，人員、工具和工作，以及由這

些因素結合或跨越所形成的次網絡中（Argote ＆ Ingram，2000）。知識傳

遞主要活動者即擔任知識取得的「人」，為知識之載具（劉孟俊，2001），

其應有的條件包括吸收知識的能力（吳思華，1998），以及建立「種子部隊
6」來擴散知識（劉權瑩，1999），使知識傳佈並形成融合。知識移轉發生

在一個組織經驗影響到另一個的時候，藉由知識載具的移動或塑造而移

轉，進行接收、重建知識及移轉隱性、顯性知識（Argote ＆ Ingram，2000），

人員的連續性是影響知識吸收成敗的關鍵（Leonard-Barton，1995）。Argote 

＆ Ingram（2000）認為人員的移動並非直接造成影響，而是人員由組織外

部重新回到組織中，會同時刺激內部及外部創新想法的產生，比人員移動

之前或當下更具影響力。透過技術工具面向，技術必須被新環境所接受才

為有用的，而且伴隨著人員移動更提升其效力。當技術鑲嵌於產品中，比

在組織過程中外溢更為迅速。而在個人到組織範圍內，工作內容越相似，

移轉的可能性越大。 

2.2.4 小結 

一、知識資源的獲取包括商品、技術或專利權的購買，雇用關係等市場交

易型態；而在非市場交易配置型態則有與其他公司或組織合作研發及自行

研發。 

知識資源流通的成效可經由知識流通介面具體呈現，透過知識配置的

不同型態，瞭解知識資源於知識獲取時，可能形成的連結關係，及不同的

配置方式對於知識傳遞可能造成程度上的差異。 

                                                 

6
 Nonaka & Takeuchi（1995）指出知識取得的工作小組，他們通常是一群兼具科技、組織、

人際關係等技能的人，擔任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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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傳遞路徑會受到傳遞管道及傳遞行動者間所建構成的知識傳遞活

動所影響 

影響知識傳遞的因子，主要可歸為三大類，包括創新本身（採用創新

所需要的成本與利益）、創新者（對創新的熟悉度、地理特性、社經特性、

網絡中的位置、個人才能）及創新環境（地理情境、社會文化、政治狀況、

全球齊一性）。這三者解釋了在知識傳遞過程中不同傳遞管道的出現，也藉

由這些行動者的移動或塑造，進行知識的接受與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