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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長久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

中小企業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

似乎又以高科技中小企業的發展更具關鍵

性的角色。吾人現在所見科技公司，幾乎

都是由之前的高科技中小企業在很短的時

間內不斷創新、高速蛻變而來，換句話說，

如果這類型的企業能夠有很好的創新與管

理，那麼它們對於一個國家的未來及經濟

成長將有重大的影響。儘管如此，學術界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卻是不多，即使有的

話，都是比較偏向巨觀–政府政策、公司

策略、融資等方面的研究。本研究計畫主

要的構想即希望能夠對於此議題進行較為

深入的個案探討，以其成果有些實務上與

學術上的貢獻。 
本研究在觀念架構上，主要是分別從

研發創新專案的技術知識特質：內隱性、

複雜性、標準性以及中小企業的特質：企

業正式化程度及研發團隊自主性程度，來

探討其對知識創新行為的影響。個案研究

對象包括資訊硬體與軟體廠商。初步研究

發現：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特質及

中小企業特性確實影響其知識創新行為與

管理。 
 

關鍵詞：高科技、中小企業、創新管理 
    、技術知識特質 
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mong 
them, the high-technology SMEs are ever 
more critical. Currently existing large 

high-tech companies, which are important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re all derived 
quickly from then high-tech-SMEs. On the 
other word, their solid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a 
nation’s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Nevertheless, the subject of “how to 
upgrade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of high 
technology SMEs?” is not widely studied 
in the academic. The outcome of research 
in the area will lead to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 The study aims to  
focus on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ncluding 
tacitness, standardization, and complexity, 
will affect the high-tech SMEs’ innovation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solving, execution and integration, 
absorbing external knowledge, and 
experimenting and prototyping. The 
research subjects for case study are selected 
from both computer hardware and 
information software industry.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l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ndeed affect the innovation 
behaviors of high-tech SMEs. 
 

Keywords: High-technology, SMEs,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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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背景 
 

長久以來，推動臺灣經濟不斷成長的幕後

英雄，正是占全部企業達九成七以上的中

小企業，過去五十餘年來，中小企業在台

灣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過程中，無論在拓

展對外貿易、增加國民所得、創造就業機

會、或是促進社會安定等方面，一直扮演

著極為的重要角色，大部分的大企業也都

曾歷經由中小企業之草創時期，進而轉

型、蛻變而成長為大型企業。對我國的經

濟成長有極大的貢獻。 
    但是另一方面，中小企業近幾年在發
展上也面臨許多挑戰，尤其是研發創新方

面的投入與管理。儘管如此，有關高科技

中小企業創新行為的研究仍然很少。本研

究試圖由組織知識創新管理的角度切入，

探討高科技中小企業的創新行為。 
 

參、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下列問題 
（1）影響高科技中小企業行為與知識管理
的重要特質為何？ 
（2）高科技中小企業的技術研發所具有的
技術知識特質為何？ 
（3）這些技術知識特質如何影響高科技中
小企業的知識創新行為與管理？ 

 
肆、扼要文獻探討 
   
（一）中小企業特質：蔡渭水（1996）指
出台灣中小企業的特質：股權擁有方式、

彈性經營作為、家族企業、企業家特性。

此外黃鎮台（2001）表示台灣中小企業的
特質：強烈企圖心的企業家精神、靈活的

經營彈性、綿密的產業網絡、高度的學習

熱忱、產品轉換的能力及彈性非常強。 
（二）技術知識特質：近來許多學者

（lansiti，1994；李仁芳，民 86年；Teece，
1996；Teece，1997；Utterback，1994；
Nonaka，1995）由「技術知識特質」觀點

研究其對組織吸收、創造或蓄積的影響。

研究組織創新的過程中發現，技術知識特

質才是影響組織進行創新時最需注意的關

鍵。 
（三）知識創新管理： 

Spek & Spijkervet（1996，1997 ）認
為知識管理應具有「知識創造」、「知識

保存」、「知識擴散」與「知識檢索」四

項基本活動。陳文賢（ 1998 ）、譚大純
（1999 ）、汪昭芬（ 2000） 則將知識管
理程序分為五大類：（1 ）知識選擇管理
（2）知識取得管理（3）知識擴散管理（4）
知識建構管理（5）知識儲存管理。賴建男
（1997）、許月瑛（1998）將知識動態能
耐分為知識吸收能耐、知識創造能耐與知

識蓄積能耐三個程序。 
知識吸收：認為當公司發現重要的策

略性資產沒有或是不能內部獲取時，「能

耐落差」即出現。這時，公司就必須從外

面獲取知識。外部的科技知識來源有很

多，公司需培養吸收知識的機制，判別是

否可移轉與可用性，且必須有管理學習的

能力。因此，公司有效成功的吸收外界技

術知識對公司來說是很重要的。其指出技

術知識可能有以下的外部來源：顧問、顧

客、國家實驗室、供應商、大學、其他競

爭或非競爭公司。 
知識創造：從 Leonard-Barton（1995）

的核心能耐建立過程，可以發現組織除了

是知識的儲存庫外，同時可以產生與創造

知識，經由知識創造的活動來建立組織獨

特的能耐，有四種主要的學習活動，可以

創造與擴散知識，並累積組織的動態能

耐，各個知識創造與擴散活動的作法包

括：共同解決問題、引進新科技與工具、

實驗和原型試製、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知識蓄積：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以超連結組織描述知識蓄積的碁
盤，基本上超連結組織可以分為三層：知

識庫層 (knowledge-base)、企業系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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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ystem)、專案系統層（project 
system)。Leonard-Barton（1995）指出透過
實體系統、技能與知識、管理系統與價值

觀，來作為組織知識蓄積的載體。 
知識擴散：Nonaka（1994）以動態觀

點說明組織知識應由社會知識、外部知識、

結合知識到內部知識四個程序來流動。

Howells（1996）提出內隱知識對技術移轉

的功能。強調技術移轉不僅要外顯知識，內

隱知識也很重要。吳思華（1998）組織的
知識領域和其運用的產品領域不一定搭

配，導致知識具「範疇經濟」。因此應以合

作網路減低範疇經濟特性。Leonard-Barton
（1995）指出技術擴散有七種方式：1.技術
轉移。2.授權/交互授權。3.衍生公司。4.研
討會。5.成果展示。6.人員訓練。7.人員流動。 

 
伍、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變數 

（一）技術知識特質 
1. 技術知識外顯程度：外顯程度越高的技
術知識，越容易溝通或與他人分享；以人

為媒介或以文件為主，來衡量技術知識外

顯程度之高低。亦即偏重附著於人時，技

術知識外顯程度較低；偏向以文件為主

時，技術知識外顯程度較高。 
2.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觀察產品與技術
是否具有產業標準？此外也觀察零組件的

相容性與標準化？在此分為五個衡量向度

（由高而低）：標準跨越產業間、產生組

件的產業標準、組件稍做修改即可混用於

不同廠商間、在單一廠商內部標準、在單

一廠商內各產品組件亦無法混用。 

3. 技術知識複雜度：產品開發所需耗費的
人年數、該產品開發專案所需整合的技術

知識領域的多寡、技術層次高低(例如：以
精準度的要求高低來衡量)。 
（二）中小企業特質 
1. 企業主參與程度：企業主涉入組織內各
項功能性活動的頻率與深度 
2. 成員自主性程度：成員於產品研發中的
自主空間與發揮空間 
3. 企業正式化程度：指組織藉著手續和規
定來引導員工行為的程度。規定和管制越

多，組織結構就越正式化。 
（三）知識管理 
1. 知識吸收：以知識輸入的構面，探討個
案公司有關知識吸收的管道、方式和機制

 
 

2. 知識創造： 
 共同解決問題：員工在專業、認知

風格以及偏好工具的差異性，以及專

技術知識特質 

1.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2.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3.技術知識複雜程度 

中小企業特質 

1.企業主參與程度 

2.企業正式化程度 

3.團隊成員自主性程度 

知識創新管理 

知識吸收：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知識創造：共同解決問題； 

          引進新科技與工具； 

          實驗和原型試製 

知識蓄積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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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領導人對待這些差異的方式。如何

讓知識在創造性摩擦中增長，如何鼓

勵員工共同解決問題？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觀

察團隊或部門中，主要由誰來負責與

決定引進新技術和工具。領導者又如

何激勵成員引入新的技術與工具？ 
 實驗與原型試製：組織是不是很強

調由原型試製來溝通概念？領導者

如何在組織內部創造實驗的風氣，鼓

勵智慧型的失敗，並從失敗中進行系

統化學習。作實驗的過程中，如何當

有成員提出點子的時候，如何決定該

不該進行？ 
3. 知識蓄積與擴散：蓄積的媒介：以文件
或是人員為主。擴散的方式：以何種活動方

式將知識蓄擴散於組織中（師徒制、內部訓

練、專案檢討…）。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選取 
本研究主題主要在探討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

術知識特質、產品創新與知識管理作為，選

取的研究對象以【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獲

獎廠商與【SBIR電子領域績優表揚廠商】為
主。包括資訊硬體公司：互億科技、瓏葳科

技、萬國電腦、盈政豫順電子、聯聖科技、

信億科技等六家及資訊軟體公司：蒙恬科

技、活躍動感、網際智慧、超網路科技、甲

尚公司等五家。 
（二）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有兩種，一

種是初級資料的蒐集；另一種為次級資料的

蒐集，方式如下： 
一、初級資料 

本研究採取人員深度訪談作為研究結論

推導的主要依據。 
二、次級資料 
次級資料的收集主要是幫助研究者瞭解個案

公司的營運狀況與經營理念，主要來源有

下：個案公司網頁上之資料、個案公司內部

文件、個案公司的公開說明書、年報、期刊、

雜誌報導、網際網路上之資料。 
 
  大多數關於產品開發與技術研發的研究

與文獻，主要是以硬體產品為對象，有關軟

體（尤其是套裝軟體）方面研發的研究實在

很少，因此，本研究可以說比較是屬於採索

性的，所以個案研究是較為適當的研究方法。 
 
陸、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以『技術知識特質』與『中小企

業特質』兩項變數探索台灣高科技中小企業

『產品創新與組織知識管理』之影響。本研

究發現，如下所述： 
一、技術知識特質對知識創新管理的影響 

本研究選取之『技術知識特質』包括：

『技術知識外顯化程度』、『技術知識標準

化程度』、『技術知識複雜程度』做為本研

究之技術特質觀察變數，其對於組織知識管

理的影響如下所列。 
（一）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外顯程度

影響組織知識管理 
1.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
越高，外部知識吸收的方式越需透過人員直

接密切互動來完成。 
2.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
越高，成員在共同解決問題越需透過更多的

人員互動。 
3.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的內隱／外
顯程度會影響組織知識蓄積的方式。 

3-1 技術知識外顯程度高，文件是重要
的蓄積載體； 
3-2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低，人員是重要
的蓄積載體。 

（二）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

度影響組織知識管理 
1.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會影響組織進行知識吸收時的廣泛程度與吸

收方式。 
2. 高科技中小企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
知識在市場上標準化程度的高低不同，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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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技術的溝通媒介有所不同 
2-1 開發專案的技術知識在市場上的標
準化程度越低時，由於產品概念不清

析，組織內往往越利用原型來溝通產品

概念與培養技術。 
2-2 開發專案的技術知識在市場上的標
準化程度越高時，由於市場上有詳細的

規格訂定，研發團隊越可利用市場規格

來溝通產品概念與技術。 
3.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會影響知識創造活動中的實做與整合。 

3-1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越低，開發團
隊內部成員傾向自行設計或製做設備。 
3-2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越高，開發團
隊內部成員傾向直接向外部購買設備。 

（三）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複雜程度

影響組織知識管理 
1.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複雜度會影
響知識吸收來源的廣泛程度。 

1-1 技術知識複雜程度愈高，知識吸收
來源愈廣泛。 
1-2 技術知識複雜程度愈低，知識吸收
來源愈集中。 

2.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複雜度會影
響知識創造活動中之團隊共同解決問題時團

隊成員的背景多元性。 
2-1 技術知識複雜度愈高，團隊成員異
質／多元化程度愈高。 
2-2 技術知識複雜度愈低，團隊成員異
質／多元化程度愈低。 
2-3 團隊成員越多元性，團隊領導者越
屬於 T型人。 

3. 高科技中小企業之技術知識複雜度越
高，知識創造活動中之團隊共同解決問題時

越需要透過頻繁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 
二、中小企業特質與組織知識創新管理之關

係 
本研究選取之『中小企業特質』包括：

『企業正式化程度』、『專案團隊成員自主

性程度』、『企業主於新產品開發中的參與

程度』做為本研究之中小企業特質觀察變

數，其對於知識創新管理的影響如下所列。 
1. 高科技中小企業正式化程度越高，越有助
於企業知識的蓄積。 
2. 高科技中小企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研發
人員具較高之自主性，對於研發人員進行知

識創造有正面的影響 
3. 高科技企業主參與程度越高，對於知識創
造有正向影響（概念的生成、團隊的管理） 
柒、研究建議 
（一）、對於產業界的建議 
1. 高科技中小企業應依據不同的技術特質
來進行組織知識管理 
2. 處理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需要採取不同
的管理方式。 
3.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低時，企業應考量與
學研機構進行研發合作。 
4. 高科技中小企業應培養可以使用多種技
術語言的經理人。 
5. 高科技中小企業應加強企業內部成員間
非正式的交流。 
6. 考量經由正式化的制度以落實其企業的
知識蓄積。 
7. 考量提升研發研發環境自主性以促進其
知識創造。 
8. 中小企業應妥善運用研究機構的能量，提
升企業的技術能力。 
9. 企業主應將公司策略方向融入產品研發
當中。 
10.應考量透過師徒制與文件化，傳承組織所
蓄積的知識。 
（二）、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對於後續的研究，本研究建議在未來的研究

中，可以 
1.探討其他技術特質對不同高科技中小企業
的影響； 
2.將個案研究對象鎖定在單一專業類型之中
小型資訊公司； 
3.可以深入單一組織中進行跨專案產品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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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4.增加多重訪談以提昇研究構念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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