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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本章針對國內外學者對於本研究議題所曾進行的相關研究及理論作一彙整，

並藉由文獻回顧來釐清研究架構中，各項變數的操作型定義。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技術知識特技術知識特技術知識特技術知識特性性性性 

在技術知識特性方面，許多學者有相關的文獻理論，本研究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    技術知識的創新技術知識的創新技術知識的創新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一般產業在技術發展上，通常會依循特定的路徑軌跡，受到某種特殊技術典

範的影響 (Dosi，1982)，也就是面對特定的問題，基於現有的資源選擇，最後得

出特定解決方法，這也會讓組織在發展新產品或新工具/程序時，常常會依據過

去特定技術軌跡來累積成功經驗，進而形成的一種特定解決方法。 (Teece，

1997)。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以公司的創新程度和市場創新兩構面將新產品

分為六大類：1.獨創的產品，2.新產品線，3.擴充現有產品線深度，4.改良或修正

現有產品，5. 現有產品之重新定位，6.降低產品的成本等。而Cohen & Hevinthal  

(1990)認為創新績效的好壞和路徑相依度有關，公司先前的知識對於新知識取得

和再利用，會影響吸收能力，故而如果公司的先前知識與新知識彼此之間，若有

高度的相連性，會使知識擴散和移轉變得比較容易。因為在某一時期所累積每一

個領域的吸收能力，會使下一階段更有效率，如果公司原先就擁有與這項技術相

關的投資，之後就比較容易達到創新的目標。 

 

Tushman & Anderson (1986)曾發現技術進展通常是一個連續演化的過程，有

時中途會被不連續的技術改變所中斷，而重新進行另外一段新技術，他們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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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能耐增強型以及能耐破壞型兩種。 

1. 能耐增強型：技術改變是在既有知識的基礎，對於產品的成本或是功能上進

行微調，這種技術改變會改進現有的技術，並增強組織現有的技術能耐。 

2. 能耐破壞型：技術改變會出現新的產品種類，改變競爭型態，使技術知識，

組織能耐與生產流程等都發生變化，能耐破壞型是在科技上有重大突破，和

原來的技術知識以及能耐等都和固有的不相容。 

另外，若現有廠商投資於能耐破壞型的技術，會比新進廠商更為不利，原因

是通常學習是漸進式的，所以組織會因為技術的依賴性及僵固性，難以打造新的

組織能耐。 

 

二二二二、、、、    技術的變動程度技術的變動程度技術的變動程度技術的變動程度 

變動程度是一種連續的概念，最極端狀況為「快速」與「緩慢」，會依照系

統組成元素以及隨時間變化的程度來改變。變動越快的屬於「快速」，變動越慢

的則屬於「緩慢」。例如產品汰換率、顧客偏好的頻率 (Scott，1992)，並可以定

義為「與目標達成的相關技術知識變數的變化程度」。 

 當外界環境的變動快速或是技術變動具不確定性時，如果知識吸收界面過於

集中會有困難，或公司發展方向不明確時，守門員比較難以與外界知識做有效的

連結，所以組織最好可以應用大量而多元的知識接收器，讓組織成為一個較具高

彈性的「有機式組織」，來獲取較佳反應的吸收方式。 (李仁芳，1996) 

 

三三三三、、、、    技術知識複雜度技術知識複雜度技術知識複雜度技術知識複雜度 

Simon (1979)用系統中不可分解的單元來衡量複雜性，Tyre (1991)以技術的

特徵及觀念數目、新奇程度、錯綜複雜程度來衡量複雜度。而Zander (1995)以製

造過程衡量複雜度，另外Miyazaki (1997)則認為則透過零件數目及零件之間的連

結關係來衡量複雜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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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terback (1994)認為，組裝品在同個產業中可以用零件數目來衡量，而非組

裝品可以考慮使用生產步驟的總數，因為對於不同的產業，如電子業與機械業，

純粹用零件數目來衡量則不是很容易區分。另外，李仁芳 (1997)提出例如個人

電腦的零件數目很多，但是其裝配卻很容易，因為其零組件都已經模組化及標準

化，反之，工具機的零件約為一千件左右，但其裝配則較為複雜，因為其零件的

標準化及模組化程度較低，此時可以考慮另一個衡量複雜度的指標是技術層次高技術層次高技術層次高技術層次高

低低低低，針對不同產業其衡量標準會有不同。以精密機械是指公差的大小；公差越小

則複雜度越高，半導體業係指製程線距的大小，製程線距越小則複雜性越高，光

資訊產業則是指精準度要求的高低，精準度越高則複雜性越高。 

 

四四四四、、、、    技術知識的模組化程度技術知識的模組化程度技術知識的模組化程度技術知識的模組化程度 

在技術研發的過程中，可以將其系統分離成數個單獨運作的子系統或零件

(Clark，1997)。而通常這些零件有一個標準介面可以相連接。通常模組化可以分

成三個層次，包括生產的模組化、設計的模組化，以及使用的模組化等。Sanchez 

(1996)認為設計的模組化，可以使企業重現現有的模組而有所更多樣化的產品產

出，通常標準化介面也會使不同地區的零件開發者可以配套組織結構來加以協調。

因此公司可以透過模組化產品架構來協調全球之合作網路(Langlois，1992)。所

以標準化的零件介面在模組化的產品架構中，是用一種協調方式來替代原本的集

中管理方式，使用較鬆散的組織方式，在技術開發過程中，以模組化的設計方式

來產生新的技術知識。 

 

五五五五、、、、    技術知識的專質技術知識的專質技術知識的專質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性性性 

李仁芳 (1990)認為組織知識可以分為科技性知識與專質性知識兩種。前者

指的是經過系統整理的知識，可外包、且很多組織中可以互相流通使用。專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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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則指只適用於某些特定的環境，通常是資訊被組織消化過後，才能進一步再

產生的特定知識。專質性知識由團隊成員在特定位置上進行技術能力的累積，這

種知識不易外包移轉，需要長期培養才能得到，也是公司超額利潤的來源。 

Teece (1994)以專質性來衡量知識被模仿的程度，認為當技術知識難以被複

製、內隱性高、且智財權等法律制度相對完善時，專用性就比較高。另外Teece 

(1997)也提出專質性是指個人或組織擁有某種可以創造獨特價值的資源獨佔力。

通常內隱性知識比較不易移轉。而外顯知識分成兩個層面，一個是當它屬於公司

的公共財，任何人可以自由的使用，另外，某些知識公開後會失去其專質性，這

時就要透過專利等保護方式。Harabi (1995)則認為下列三個指標可以用來衡量創

新成果之專質性： 

1. 創新/改善的產品所獲得的專利被模仿的程度 

2. 專利可獲得的權利金 

3. 技術知識的內隱性 

 

Leonard-Barton (1995)提到知識與技能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1. 科學的 

(公用的)、2. 產業特定與3. 公司專屬等，越往後知識的移轉就越困難，例如鋼

鐵公司中，冶金知識是大家共享的並無差別，產業特定的知識也可以在業界中取

得，但是像是公司專屬的知識就難以模仿，即使擁有相同的基本科學知識，相同

的顧問或合作供應商，但是沒有相同公司內部資源還是不行，因為通常最關鍵的

技術還是會留在公司內部來自行設計。若科技能力越稀有，其競爭價值也越高，

而即使是公司基層的人員，其內隱知識都可能是構成重要科技能力的一部分。 

 

六六六六、、、、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生命週期生命週期生命週期生命週期 

Hamilton & Singh (1992)從技術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技術的技術的不確定性，

其認為技術也有出生、成熟、以及衰老等現象，而廠商在技術創新的過程，共共共共有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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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不同的階段三個不同的階段三個不同的階段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初始初始初始、、、、選擇以及定位選擇以及定位選擇以及定位選擇以及定位，，，，其特性分別為下列所述其特性分別為下列所述其特性分別為下列所述其特性分別為下列所述。 

1. 在初始階段，新廠商進行探索性研究 

2. 在選擇階段科技創新會逐漸形成標準，逐漸的例規化、系統化和程序化 

3. 在定位階段新廠商會進行商業化，逐漸擴展到生產以及行銷等活動。 

 

 

 

 

 

 

 

 

 

 

 

 

 

圖 二.一 技術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Hamilton & Singh (1992)，本研究整理 

 

Thshman (1996)則指出產業存在一個持續性的技術循環的現象，每個循環都

是技術的不連續所引起，而造成一種無法預測的現象。Anderson & Tushman (1997)

提出，新技術在舊技術達到某極限時就會出現，但是舊技術在新技術出現時通常

也會有所變化，以下是主要幾個不同的技術階段。 

 

1. 技術萌芽期技術萌芽期技術萌芽期技術萌芽期 

在這期間有各種大同小異的技術，有不同的運作方式，相互競爭來爭取

市場的接受。此種競爭發生在既有科技和新技術間，也同時會發生在大同小

異的新科技之間，競爭的最頂點就是主流科技的出現 

不

確

定

性 

初始策略 選擇策略 定位策略 

時間 

探索性 

研究 

選擇性

發展 

定位 

商業化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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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主流設計的出現主流設計的出現主流設計的出現主流設計的出現 

當具支配性的產業標準出現後，代表上階段的結束。產業標準出現不單

只是由於科技因素，諸如競爭者、政府管制，結盟等團體，各自支持的可替

代科技競爭的結果，最後導致支配性設計的出現。因為這些科技本身夠好，

加上其它行銷輔助策略成功，最後得以脫穎而出。 

3. 漸進漸進漸進漸進改善改善改善改善期期期期 

這時候創新的重點由產品的大幅變異，移轉到流程的大幅創新，再移轉

到漸進式創新。也會出現以不同的方式，來重新連結或組合既有科技。在這

個階段設計的實驗大幅減少，競爭的焦點轉向市場區隔與降低成本。 

 

最後，後續這種科技不連續現象，會有不斷的周期循環，整個期間各階段的

長短，會因技術層次高低有所差別，有許多不同的創新要求。表二.一就歷年學

者對於技術知識的研究結果及分類作一彙整。 

 

表 二.一 技術知識分類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 理論內容理論內容理論內容理論內容 

技術知識的創新

程度 

 

 

Dosi（1982） 在某些特定問題上，基於現有的科學原 

理及材料選擇所推導出的一組特定解決 

方式。技術軌跡是指基於這些技術典範的

碁盤，所形成的日常解決問題的形式。 

Booze-Allen &  

Hamilton（1982） 

以公司創新程度與市場創新兩大構面，將

新產品之生產歸為六類：獨創的產品、公

司的新產品線、擴展公司現有產品線的深

度、改良或修正現有產品、現有產品的重

新定位、降低產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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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man &  

Anderson（1986） 

技術進展是一個持續演化的過程，中途有

時會被一些不連續的技術改變所中斷，而

重新進行另一個新技術的演化。將技術改

變分成兩類：能耐增強型及能耐破壞型。 

技術知識的變動

程度 

Mintzberg (1993) 技術知識不確定高時，組織應該採取學習

性的吸收方式。 

李仁芳 (1996) 技術環境變動快速時，組織應該採取廣泛

的吸收界面，以便能取得最新資訊，若較

為緩慢時，應該設立一個集中性的吸收界

面，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將外界知識吸收進

入組織內部。 

技術知識的複 

雜度 

Simon（1979） 以系統中不可分解單元的數目來衡量。 

Garud &  

Nayyar（1994） 

技術複雜度與技術在時間構面上的轉化

能耐有關。在選擇時，當知識複雜度愈

高，技術的不確定性愈高，需要更多的資

訊以幫助選擇；在維持時，知識複雜度愈

高，越需要更多的資訊來保存；在再生與

綜合時，愈複雜的知識需要愈多的資訊。 

Tyre (1991) 用一個新技術中的特徵及觀念數目，新奇

程度以及錯縱複雜程度來衡量複雜度。 

李仁芳 (1997) 對不同產業，如電子業和機械業，純粹用

零件數目來衡量則不是很容易區分其技

術知識複雜程度，應以「技術層次高低」

作為衡量複雜度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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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知識的模組

化程度 

Clark (1993) 可以將複雜系統分離成單獨運作的零件

或子系統，且分為三個層次，包括生產的

模組化、設計的模組化以及使用的模組化 

Sanchez (1996) 企業可以藉由新的模組化過程來創造多

樣性的產品以回應市場的需求，而標準化

的界面也使散佈於不同地區的零組件開

發者以分散型組織結構來協調 

技術知識的專質

性 

Teece (1997) 專質性指個人或組織擁有某種創造資源

獨佔力的能力，因為內隱知識較不易移

轉，所以容易產生專質性。 

Harabi (1995) 使用以下指標來衡量技術的專質性： 

1. 創新產品的專利被模仿程度 

2. 專利可獲得權利金 

3. 技術知識的內隱性 

技術生命 

週期 

Hamilton &  

Singh (1992) 

新興廠商在技術初期所進行的技術改

進，有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選擇及定

位。在初始階段廠商會進行探索性研究，

在選擇階段會逐漸例規化，在定位階段會

逐漸擴展到下游的生產與行銷等活動。 

Anderson &  

Tushman(1997) 

技術創新需要經歷三個主要階段—技術

萌芽期、主流設計期及漸進改善期，各有

不同階段的特性表現及需要相關輔助條

件，例如行銷製造能力的配合等。 

參考來源：歷年文獻探討；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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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知識創新的知識創新的知識創新的知識創新的管理活動管理活動管理活動管理活動 

底下就開發團隊特質及知識的創新管理等相關文獻作一整理。 

一一一一、、、、    知識創造的知識創造的知識創造的知識創造的團隊特質團隊特質團隊特質團隊特質 

團隊類型團隊類型團隊類型團隊類型 

Clark & Wheelwright (1995)依照團隊的運作模式，諸如平時研發活動及任務

執行等情況，可以分為下列四種類型： 

(一一一一) 功能型團隊功能型團隊功能型團隊功能型團隊 

功能型團隊屬於傳統的功能性結構組織，不同部門間的溝通協調有工作規範

或不定期會議。在此種功能為主的運作下，專案開發的責任會隨時間從一個部門

移轉到另一個部門，責任移轉是一種「丟過牆」的方式，通常原部門之後不過問

此專案。好處在於由於權責明確，經理人的權責合一，管理上更有效能。但是，

條件是在專案可以完全切割下才能發生，但仍須要有許多的協調與整合。 

大部份的升遷與成績是由部門的主管審核，但團隊裡個別成員的績效，則有

關整體專案的成敗，若個別成員對於專案成敗不必負責，則會成為成功共享，但

是失敗沒人負責的情況。另外，通常由同功能部門成員專門負責某項設計，藉此

累積經驗，但也常太過技術導向，較少注意整體系統協調，及忽略了市場要求。 

 

(二二二二) 輕量級輕量級輕量級輕量級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輕量級團隊結構在各功能別下，分出一名成員與團隊之「輕量級專案經理」

一起工作。稱之為「輕量級」是因為團隊通常由中低階主管來擔任，在組織內的

位階或影響力都不高。而這種輕量級專案的關鍵資源，仍在各部門經理的手中，

專案經理很難有效掌控相關資源。另外，輕量級專案經理在單一專案上，也不會

花太多的工作時間。 

輕量級團隊的優缺點大致上與功能性團隊雷同，這時通常由專案經理負責監

督整體專案的運作。從功能性變成輕量級團隊時，溝通協調是主要關鍵，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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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關鍵權力仍然掌控在各功能別經理手中，因此專案的速度、品質與效率仍然

不易提昇。 

 

(三三三三) 重量級重量級重量級重量級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重量級團隊的專案經理可以直接指揮所有專案團隊成員，同時也負責成敗的 

直接責任，稱之為「重量級」是因為：1.他們通常是組織內部的資深經理，而且

職位常高於功能部門經理，同時也有很大的權力﹔2.他們對於團隊成員有影響力，

並可直接監督。通常，團隊成員會與專案經理一起工作，並且全心投入此專案，

但考核方面問題仍然需要與原來部門間劃分清楚，否則會有雙老闆現象出現。 

(四四四四) 自主型團隊自主型團隊自主型團隊自主型團隊 

自主型團隊的特徵包括：1. 來自不同功能別的人員被編派在一起，全心投

入專案運作，2. 專案經理對於資源可全權掌控，3. 專案經理是團隊成員唯一的

績效考核者。所以基本上自主型團隊不會被要求去遵循組織現有的規範或例規，

相反的，他們可以自行創造，因此，專案成員必須對專案的成敗負完全的責任。

自主性團隊最基本的優點是資源及成員心力的集中，他們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進

行跨功能部門的整合，而且可以擴張其原來組織的邊界或定義，及重新設計舊有

產品。但自主型團隊也得事先建立清楚目標，領導者才能在專案進行中進行適當

的修正，以及確保專案的成功執行。 

 

影響知識創造影響知識創造影響知識創造影響知識創造的團隊特質的團隊特質的團隊特質的團隊特質 

在知識創造的過程中，不同類型的團隊，會形塑出不同的團隊特質，其中 

會影響組織知識吸收、創造與蓄積的團隊特質包括： 

 

1. 開放性開放性開放性開放性：：：：Quick (1992)研究團隊運作的效率，發現資訊的公開程度是專案中重

要影響因素，亦即在團隊開發過程中，資訊最好能上下、左右自由地流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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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可誠實公開、完全地分享。Cusumano (1997)研究微軟的產品開發團隊也發

現，微軟很重視各產品功能與團隊之間維持良好的溝通關係，包括責任分擔、在

同一地點工作、使用共同的語言、與開放的組織文化等，顯示出當團隊開放性越

高，越有利於團隊成員從組織內外吸收新的知識。 

 

2.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Nonaka (1995)認為在情況許可下，組織的個別成員應該被賦予

自主行動的權力。讓員工及產品開發團隊享有自主權，將可以增加員工創造新知

識的機會， 

因為知識創造組織中，給與個體及團體足夠的自主性，然後藉由設定任務界

限，這樣的方法比較容易促使原創性的觀念，從具自主性的個人釋放出來，進而

擴散到整個團隊裡面，或更進一步成為產品創新概念來源。Fleming & Koppeman 

(1997)也認為團隊自主性是影響產品開發成功的關鍵因素。 

 

3. 團隊共事經驗團隊共事經驗團隊共事經驗團隊共事經驗：：：：係指組織資訊的重疊，Nonaka (1995)以「重覆」來代表個人 

可以入侵他人的知識領域，從不同的觀點來提供或建議新的資訊，但是也要能明

確劃分不同知識儲存方式，包括透過文件或團隊成員共識經驗。另外，日本經常

使用「策略性的輪調」，藉此增加員工多樣技能與資訊來源，以及不同部門間共

事的經驗，協助組織擴大知識創造的能力。 

此外，專案也常透過師徒制或會議方式等，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管道，都

有助於增加團隊的共事經驗，有助於組織知識以重複的方式加以蓄積。 

 

二二二二、、、、    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 

Leonard-Barton (1995)將核心能耐區分為技術知識、管理系統、實體設備以

及價值觀四個構面，並且認為組織會透過從外部輸入知識、實做與整合、實驗與

原型試製以及共同解決問題四項知識創造活動來克服核心僵固。這種以不斷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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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識創造活動以克服核心僵固的情形，即為動態能耐的表現。 

 

Leonard-Barton (1995)提出之知識創造的管理活動如下： 

(一)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 

在組織學習的過程中，組織的進步是所有成員進步的結果。在問題產生時，

所有成員都要能願意貢獻其知識，投入問題解決的活動中，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在問題解決時，個別的差異來源，包括專業的不同，偏好的認知風格以及工具等。

這三種差異的來源有時會導致分裂，造成解決問題的阻礙。但如果處理得當，差

異也可以為創造力提供機會。有些經理人會刻意造成組織內的差異性，將這種差

異性變成正面成果。 

個別差異的產生會因為固定的思考模式或招牌技巧造成，招牌技巧指得是人

會偏好去界定自己的專業能力，可能來自於教育訓練以及工作經驗等。 

將招牌技巧、個性和價值觀等不同的人組合安排在一起是避免在解決問題時

成員會畫地自限。若運用得當就會提供創新機會。 

Leonard-Barton (1995)也提出管理專業化的關鍵之一在於是否擁有T型技巧的

人才。T型技巧型技巧型技巧型技巧指隨著經驗增長，有些人會發展不同的招牌技巧，而可以結合學

理與實務經驗的成員，因為他們可以同時結合兩種以上的專業可以同時結合兩種以上的專業可以同時結合兩種以上的專業可以同時結合兩種以上的專業「「「「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同時用同時用同時用同時用

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成為整合各類知識的人才成為整合各類知識的人才成為整合各類知識的人才成為整合各類知識的人才。。。。他他他他們不僅是特殊領域的專家們不僅是特殊領域的專家們不僅是特殊領域的專家們不僅是特殊領域的專家，，，，

也同時知道其任務對系統可能產生的互動與衝擊也同時知道其任務對系統可能產生的互動與衝擊也同時知道其任務對系統可能產生的互動與衝擊也同時知道其任務對系統可能產生的互動與衝擊。。。。 

 

另外，Clark & Wheelwright (1993)認為在新產品發展過程，問題解決是一種

學習的過程。很多不同的成員包括工程師，製造人員或行銷等，其對問題的瞭解

程度有關設計活動是否能夠順利完成。問題解決的循環包括了設計目標階段、建

構原型階段、以及測試模擬階段。另外，其以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的角度

來處理原型建構與檢驗的過程。當實際成果與原設定目標產生落差，就是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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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循環開始。在這個階段會對落差做分析與重新設計，也有可能調整目標直

到兩者相符。每一次成功的原型模擬，可以做成下一階段的里程碑。 

 

(二) 實做與整合實做與整合實做與整合實做與整合新工具新工具新工具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組織引入外界的新工具與現有的設備整合，從實際的執行中產生創新。透過

使用者的涉入以及相互調整的方式，可以促進組織間的知識流通，整合創新的流

程與工具。另外，專案的進行中會讓使用者涉入，使其實際去參與專案或是新技

術系統的開發，透過此種方式可以將使用者專屬知識融入裡面，使用者也因此較

能接受改變。 

Leonard-Barton (1995)提到如果可以把使用者的專屬知識融入專案中，可以增

加專案成功的機會，以提高對新工具的滿意度。使用者涉入的程度分成四類： 

1. 交付模式：開發者自行開發規格，使用者不參與 

2. 諮商模式：開發者定期跟使用者諮詢對工具的功能和特性的意見，以做為

開發設計的準則 

3. 共同開發模式：使用者是開發團隊的成員之一，全程參與 

4. 學徒模式：使用者負責由開發者那邊學習建構新工具的知識，併帶回去裝

設在自己的工作地方。 

Leonard-Barton (1995)以「在自己公司內部」自行產生的程序/工具為焦點，因

為他們代表專屬的知識，對於核心能耐比較有潛在貢獻。因為專屬資訊也可能造

成核心能耐的僵化，所以特有知識並非直接代表價值。除此如果將執行過程當成

實際的創新活動，而並非只是一項計畫的執行，如果這樣即使是將市場已有的工

具或程序加以整合內化，也可以構成競爭優勢。 

對組織而言，重要的是在組織成員在某特定環境下的專有知識，這些知識使

工具成為核心能耐的幫助很大，了解工作程序和高度技巧的成員通常是這類知識

的來源，而讓使用者的知識整合到新工具中，也是創新活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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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 

組織必須建立一個鼓勵成員實驗、容忍智慧型犯錯的組織環境，並且利用原

型，加速理念或成果的溝通，有效地促進更多的學習。 

Maidiue & Zirger (1985)曾提出，因為新產品的發展失敗有時候也會產生其他

重要的副產品，例如組織、技術或市場經驗等，這些都是創新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或成功基礎。並認為必須從錯誤中學習。組織必須建立一個鼓勵成員實驗，容忍

智慧型犯錯的環境，利用原型概念加速溝通有效地促進學習，朝既定的方向改善

其能耐。 

 

另外，Leonard-Barton (1995)在知識創新之泉提到，組織在追求改善核心能力

時，必須有目的地向前移動組織學習，而實驗與原型試製是激發學習的重要活動。

經理人主要的任務有三：第一是創造容忍，鼓勵實驗的環境。第二是確保眾多實

驗和原型試製的活動產生，最後設立讓組織由這些活動學習的機制。 

實驗可以創造產品與製程等所需的多樣性，例如不同科技選擇的組合，同時

實驗本身也可以產生創新的有效循環。當成員可以支持所謂的「異端學說」時，

就可以創造出有別於主流科技的新概念。 

 

經理人應該去區別「智慧型失敗」與「不必要的失敗」，並了解其在建立知

識上的意義。而在某個方向上的探索，可能是意外導致其他方向未曾預期的成功。

而許多組織也會利用快速的原型周期來增加學習的速度。並提出有兩種實驗的方

式，一種是「快而草率」，另外一種是「慢工出細活」，依照產業不同各有其適

用之處。另外，Clark & Wheelwright (1992)認為，原型是提供一個在中間階段將

所有功能相結合，決定目前進度以及考慮其他解決方案的好方法，原型試製可以

是跨部門討論，解決問題和整合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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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外部輸入知識：：：： 

Leonard-Barton (1995)認為，當公司發現重要的策略性資產欠缺時，就必須從

外部尋找以獲取知識，外部的科技知識來源有很多，公司必須培養吸收知識的機

制，判別是否可移轉以及其可適用性。另外組織必須監督外界的技術變化，培養

技術守門員 (Technological Gatekeeper)，以有效地從外界汲取知識。圖二.二為一

般研究單位之外部知識主要來源，包括相關合作或競爭廠商、大學、供應商、顧

問、使用者或其它外部研究單位等。 

 

 

 

 

 

 

 

 

 

 

 

 

 

圖 二.二 外部之技術網路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 (1995) 

 

Leonard-Barton (1995)並進一步提出多項可以建立吸收能力的管理活動： 

1. 廣泛地掃描：因為知識來源廣泛，經理人必須把網擴大才有可能獲取重要技

術來源。 

2. 提供持續互動： Leonard-Barton (1995)研究中發現一般績效高或低的差別在

於，績效低的小組在資訊搜尋的變異太大，而績效高的小組是因為在進行專

案過程，都與所有資訊來源保持穩定持續的關係。 

相關廠商 

技術網路 

大學 

供應商 顧問 

外部研究單位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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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養科技守門員：在資訊來源和流動的方向上，守門員扮演重要角色，他通

常比一般同事更主動去接觸外在來源，此外他們也負責知識篩選和傳播，他

不一定要是資訊人員，而是經常讓同事知道現在最新發展技術為何的關鍵角

色(Key Person)。 

4. 培養跨越疆界者：科技守門員除了在知識吸收上，更進一步可以跨越疆界加

以擴充知識範疇，當做公司內部與外部的翻譯和傳遞者。 

 

Cohen & Levinthal (1990)則以「吸收能耐」強調組織對吸收新知識的能力。

吸收能耐可以分為個人層級與組織層級，組織必須隨時監督外界的技術變化，以

廣泛的吸收機制，對外引進新知識。另外，吸收能耐與是否擁有先前相關的知識 

(Prior Related Knowledge)有很大的關係，先前相關的知識包括基本技能、共通語

言以及對相關領域是否有先進的技術發展知識。先前相關知識可以判斷新資訊是

否有價值，進而去獲取新資訊而能快速的在組織中擴散，最怕將其商業化的能力。

組織之前的累積知識基礎也會影響新知識所能發揮的效用，最後組織與外界的正

式或非正式聯結關係，也會影響產品創新速率及組織動態能耐建構 (Teece，

1996)。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研究於技術知識特性中，選擇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

技術知識的複雜程度、技術知識的專質性以及技術生命週期等來作為本研究架構

之主要觀察面向。 

 

一一一一、、、、    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技術知識特性 

(一一一一) 創新程度的高低創新程度的高低創新程度的高低創新程度的高低 

本研究對於採取Hamilton (1982)等學者對於創新程度的分類，以產品構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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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依照產品創新型式分為獨創的產品、公司的新產品線、擴展原有產品線的深

度、改良或修正現有產品，或僅降低產品成本等，越往前者則路徑相依程度越低，

則創新程度越高，越往後者則路徑相依度越高，則其創新程度較低。 

另外，本研究依Cohen & Levinthal (1990)等學者所提出，觀察現在進行的技

術專案是否與先前知識有高度的關聯性，若技術的關聯性較少則其創新程度會比

較高。 

 

(二二二二) 變動程度的快慢變動程度的快慢變動程度的快慢變動程度的快慢 

本研究以 Scott (1992)等所提出之產品汰換速度是否很快，以及相關技術知

識是否變化快速或變動程度具不確定性 (李仁芳，1996)等，來衡量研究目標的

技術變動程度為何。 

 

(三三三三) 技術複雜度的高低技術複雜度的高低技術複雜度的高低技術複雜度的高低 

本研究針對太陽光電領域，在考慮產業特性下，本研究對於技術複雜度高低

的操作型定義是採用李仁芳 (1997)學者提出，以技術本身產業的技術層次高低

做為判斷標準，另外，以技術本身所需整合的技術領域多寡來做為判斷準則。也

就是若技術需要整合很多不同技術領域，其技術複雜度就相對較高，反之若技術

較為單一，技術上比較成熟而較容易處理，則其複雜度就較低。 

 

(四四四四) 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技術知識的專質性 

本研究主要以Harabi (1995)所提出的若干衡量指標，來判斷技術知識之專質

性程度，並考慮太陽能技術領域的適用性，本研究以內隱程度，與被模仿程度等，

來判斷是否屬於該技術單位所獨佔之技術知識 (Leonard-Barton，1995)，反之，

則只是產業之所屬知識，但已為普遍所知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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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 

 本研究對於技術生命週期的定義，主要是以Anderson & Tushman (1997)等學

者所提出的技術創新需要經歷的三個主要階段—技術萌芽期、主流設計期以及漸

進改善期，並有不同階段的特性表現，以做為本研究之不同發展階段的分類。不

同階段的特性表現則主要觀察其關注焦點為何、創新來源為何、技術不確定性高

低以及標準化程度為何。 

 

二二二二、、、、    開發團隊特質與開發團隊特質與開發團隊特質與開發團隊特質與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 

本研究從技術團隊特質以及知識的創新管理等構面，觀察團隊在知識創造時

其團隊運作特色及實際狀況。 

(一一一一) 知識創造之團隊特質知識創造之團隊特質知識創造之團隊特質知識創造之團隊特質 

就實際技術創新的執行，很難去清楚化分為上述之四種團隊類型，更多的情

況是一種視情況而定的團隊分工方式。故而，本研究對於知識創造之團隊特質，

不欲強制歸類為哪一個團隊類型，而是抓出主要知識創造團隊之平常運作狀況，

就幾個重要面向去做觀察和分析。本研究依照Nonaka & Fleming (1995，1997)等

學者提出的重要影響變數，定出主要觀察面向為團隊領導人的特質、團隊的自主

性為何，以及團隊成員的多元性程度等，來觀察負責知識創造之團隊特質。另外，

本研究亦觀察領導者是否比較屬於Lenard-Barton (1995)所提出的T型技巧的領導

者，同時需具備技術專精與市場管理能力，抑或比較專注在本身技術深入的技術

型領導者。 

 

(二二二二) 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創新管理 

本研究主要以Leonard-Barton (1995)提出的四種知識創造的管理活動—共同

解決問題、執行與整合新工具/程序、實驗與原型試製以及外部輸入知識等四個

主要構面，來觀察研究對象之相關知識的創新管理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