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本論文主要在探索作為產業組織核心之「公司」，將其知識以公開或特定之標準或

程序加以模組化(modularization)後，進行公司內部與外部以產品開發為主之知識分工

(division of knowledge)與再用(reuse 活動，因而衍生的組織與管理問題，以及公司間知

識移轉與學習問題。並希望藉由產業實證，發展以「知識模組化與再用」為基礎之技

術創新理論。 

「知識模組化(knowledge modularization)」是人類歷史步入的資訊化社會

(Information Society)或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階段後，1一種新興的產業發展

模式。其顧名思義，係將無形之知識以系統化的方式裁切、整理，然後將之附著(或儲

存)於一有形的物體之上，使之得以再使用(reuse)。「知識模組化」本質上是屬於技術

的一種型態，然而，模組化的演進過程，不管在組織內或組織間，均涉及相當複雜的

管理運作(managerial efforts)。 

若將產品發展區分為研發與生產二個階段來看，模組化本身的意義，包括(1)生產

過程中製程的模組化(譬如在生產階段前預先規劃設計好，可加速生產或降低成本之零

組件、次系統或系統模組)，及(2)將研發過程的各種知識投入加以模組化，以便於進行

另一研發計畫時得以於公司團隊內部與團隊間交換使用，甚至得以將知識模組作為商

品，以交易或交換的方式，授權給其他公司作為研發產品之用。前者(1)側重在產品生

                                                 
1 Fred Block (1990)指出，後工業化社會概念首先由 Daniel Bell 於 1960 年提出，主要區別人類歷史發展

的三個重要時期，亦即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他並指出，同一時期其他學者從歷史斷裂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概念，亦有將之稱作資訊化社會(service society)、服務業社會(service society)、
科技電子社會(technetronic society)或第三波(the third wave)者。詳見 Fred Block，鄭陸霖、吳泉源譯，

《後工業機會》(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台北：群學出版，2004 年)，頁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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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效率與效果，後者(2)則側重在產品開發之效率與效果。本論文研究重點在於後

者，亦即偏重於「知識模組化(knowledge modualarization)」的探究。 

知識模組化，係自 1960 年代資通訊科技革命開啟第五次「康德拉提夫長波潮

(Kondrativeve Long Wave)」後，所產生技術與組織創新群集(constellation of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中的一種現象。演化經濟論者認為，一項新技術從誕生之

初到成熟之間，會循著一條相當標準的軌跡，而公司與產業結構則會與該技術「共同

演化(co-evolution)」。
2Perez(1983)與 Freeman(1991)根據長波潮與熊彼德(Schumpeter)

理論所發展出來的「技術經濟典範(Techno-Economic Paradigm)論」，3曾將舊的「福特

式(Fordist)典範」與新的「資通訊典範」之間的變遷作了比較(表 1.1.1)，其中提到公

司組織結構已從層級式轉變為水平式結構，而產業結構則從單一公司演變為眾多公司

所形成的網路。此看法或許尚可描述整體資通訊產業的大致輪廓，但對於次產業部門

是否仍然適用？非常值得探究。譬如，若公司組織結構與產業結構會與「知識模組化」

間共同演化，則與「非知識模組化」之間的共同演化必不相同。 

事實上，拜資訊科技之賜，技術與知識開始容易加以碼化(codified)並且貯存，而

成為模組型態。也因此，與傳統「技術」與「知識」不同之處在於，「知識模組」的開

發具備了資訊產品高研發成本與極低再製成本的特性。4這樣這樣的特性，也使得組織

與管理的安排必須產生改變，並且演化出新的產業結構出來，此正是本研究試圖探究

之核心。 

                                                 
2 Richard R. Nelson, “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in 

G. Dosi, et al, eds.,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19-335. 

3 「技術經濟典範」意指一組已習用為引導技術及投資決策的指導原則，見 Chris Freeman & Francisco 
Louçã , As Time Goes By –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25. 

4 Carl Shapiro and Hal R. Varian 著，張美惠譯，《資訊經營法則》(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台北：時報文化，1999 年)，頁 13。 

2



表 1.1.1    技術經濟(techno-ecnomomic)典範之變遷 

「福特(Fordist)」式典範(舊) 資通訊典範(新) 

能源密集(Energy-intensive) 資訊密集(Information-intensive) 

設計與工程在「繪圖間」進行 使用電腦輔助設計 

循序設計與生產 同步(Consurrent)工程 

標準化 客製化 

相對穩定的產品組合(product mix) 快速變動的產品組合(product mix) 

自動化 系統化 

單一型態公司(Single firm) 眾多公司形成的網路(Networks) 

階層式組織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s) 水平組織結構(Flat horizontal structures) 

部門別(Departmental) 整合體(Integrated) 

產品為主服務為輔 服務為主產品為輔 

中央化(Centralization) 分散式的情報(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專業化的技能(Specialized skills) 多重技能(multi-skilling) 

政府控制或者擁有 政府扮演資訊提供、協調與管制角色 

「規劃式(Planning)」 「願景式(Vision)」 

來源：Perez(1989)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台灣現階段以電子資訊產業為主力的高科技產業發展，以資訊硬體海內外產值為

例，2005 年即已突破 770 億美元，等於掌控全球終端資訊產品之絕對優勢；至於上游

產業方面，「兩兆」產業之半導體產業與平面顯示產業，也分別在 2005 年及 2006 年正

式突破兆元新台幣，站穩全球生產重鎮之地位。5相較於硬體產業的亮麗表現，台灣的

                                                 
5 吳明機著，〈台灣電子資訊產業之展望〉，《兩岸經貿》，2006 年 1 月，頁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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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軟體產業，雖然起源比硬體產業更早，6但至今仍以國內市場為主，並未能夠在國

際市場上嶄露頭角。從軟體產業角度來看，若我們能將硬體產業的成功經驗移植至軟

體產業，或許可促使台灣軟體產業重生？至於從發展知識經濟角度來看，軟體產業一

般被認為是知識經濟的指標性產業，若我們能夠發掘出軟體產業成功之密，將有助於

促使更多產業透過知識模組化過程爆發強大競爭力，讓台灣更穩建地邁向知識經濟之

路。 

德崔克與格雷曼(2000)曾歸納出台灣電子資訊產業成功的四項關鍵為：(1)民間部

門積極進取、(2)高度專業分工的產業結構、(3)台灣與全球產業關係的廣度及活躍力、

及(4)政府產業政策。7以軟體與硬體產業相較，上述第(1)、(3)與(4)項應該差異不大，

但吾人應可明確看出，在軟體產業中，並沒有發展出「高度專業分工的產業結構」。也

正因為如此，軟體業界在 2004 年第一次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中，亦曾倡議台灣應發展

「垂直分工．水平整合」的軟體產業結構。 

因此，若想探討軟體產業如何成功，實有必要再重新審視分工(division of labor)

這一命題。回顧過去，史密斯(Smith)在「國富論」花了整整前三章進行分工的討論，

其重要性自不言可喻。8雖然凃爾幹(Durkheim)指出勞動分工是人類社會自古以來的現

象，9但經濟上的分工確有不同的意涵，若以「常規(routine)」觀念(Nelson & Winter, 

1977;1982)加以解釋，則分工應該可稱為從工業革命以來產業體(公司間)或公司內促進

高效率運作很重要的一項常規。而且，我們甚至可以臆測，此項常規的廣泛被採用，

                                                 
6 我國軟體工業之起源，一般認為以民國 48 年中華電腦中心前身之美援運用委員會資料處理中心成立

從事資料處理服務是為濫觴。至於硬體工業，則直到 1970 年代中期蘋果電腦問市後，大量台灣廠商

投入仿造為啟始。 
7 Jason Dedrick and Kenneth L. Kraemer 著，張國鴻與吳明機譯，《亞洲電腦爭霸戰》(台北：時報文化，

2000 年)。 
8 Adam Smith 著，黎冷譯，《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 (台北：華立文化，2003 年)。 
9 Emile Durkheim 著，渠東譯，《社會分工論》(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台北縣新店市：左岸文

化，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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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劃分農業經濟時代「物品手工生產模式(craft production of goods)」典範進展至工

業經濟時代「物品大量生產模式(mass production of goods)」的關鍵。至於現代的分工

觀念，除了是企業體內指引組織設計以促進生產及經營效率之重要元素；在企業間(產

業體內)，則會影響產業聚落之形成及國際競爭力。 

此外，工業時代的生產分工觀念，在先進國家經濟體已處於後工業化時代(post 

industrial era)，正要轉型進入知識經濟體之際，其內涵已開始產生質變。吾人臆測，

工業時代經由生產分工所促成的大量生產模式，已隨著製造業的大量外移至後進國

家，而逐漸在先進經濟體中消退。取而代之的，似乎應該是知識分工觀念(division of 

knowledge)。但顯然因現有工具(instruments)及產業知識尚未有突破進展，知識分工模

式尚未具體成為產業常規，知識基本上仍然是以手工生產方式(craft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為之。不過值得關注的是，某些產業(譬如軟體以及半導體設計)在知識分工

上的發展，已透過知識模組化的努力，嘗試為知識經濟時代的知識大量生產模式(mass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產生先導作用。一旦成功，勢將引爆新一波知識生產力革命。

(表 1.2.1) 

表 1.2.1    經濟發展階段與生產模式之特徵 

經濟發展階段 物品(goods)與知識(knowledge)之生產模式 

農業時代(Agricultural Era) 物品手工生產模式(Craft production of goods) 

工業時代(Industrial Era) 物品大量生產模式(Mass production of goods) 

後工業時代(Post Industrial Era) 知識手工生產模式(Craft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知識時代(Knowledge Era) 知識大量生產模式(Mass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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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代知識分工發展的路徑來看，主要有二個驅動力量，一是來在技術知識的進

展(以及隱含於其中的科學知識)，譬如基因科學知識與資訊科技之結合對生物技術與

製藥產業研發速度之提升、電腦輔助模擬工具對於機械與航太產業之模組化設計、以

及正發展中之協同運算軟體工具對資訊科技業研發速度之影響等；另一則是來自組織

知識之進展，此除為因應前述技術知識發展所需之組織調整與變革知識外，亦包含知

識分工相關之標準化、合作策略(開放或封閉)、知識交易/交換等知識。這二方面知識

之進展相輔相成，缺一不可。 

換言之，研究「知識模組化」作為「知識大量生產模式」之核心，並非單只為了

提供軟體產業發展建議，而是為了因應台灣電子資訊產業未來發展的隱憂與需求而

來。甚且，近年來在半導體產業，我們也逐漸看到了設計端產生了將半導體設計變成

系統單晶片(Systems on Chip)或可再用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SIPs)等新

技術發展模式。 

就台灣電子資訊產業現況來看，雖然已在全球名列前矛，但仍然以生產製造為主。

至於知識生產端的研發活動，由於國內企業規模與國外設有中央研究所或跨國研發中

心之多國籍企業相較之下仍然偏小，因此仍需藉由與國際技術知識生產重要聚落(譬如

美國矽谷地區)接軌或與具高科技創新能力之多國籍企業策略聯盟，然後在台灣進行商

業化、產品開發與小量生產，藉由市場對新產品之創新價值感受(perception)而賺取創

新利潤。待市場對此創新價值感受隨時間漸漸降低時，再運用「台灣－大陸」生產網

路，將生產線複製與放大，從而運用生產要素之優勢賺取低成本利潤。此模式為現階

段台灣資訊科技產業之動態能力，也是台灣國際競爭優勢之來源。 

然而，隨著技術知識與經營知識不斷擴散，後進國家與地區之知識資本亦在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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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之中(如印度與中國大陸)，台灣現階段擁有之新產品快速開發能力很可能成為後

進國家模仿與複製的對象，若未能持續發展新的動態能力，則競爭優勢將漸漸消失。

屆時，不僅製造業會有外移之現象，高科技新產品開發中心之核心地位也會動搖。因

此，若藉由新的知識分工模式促使台灣知識大量生產效率化，將有機會成為下階段台

灣產業動態能力之來源。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綜合前述，為促使本論文之研究過程能深入且具體，茲將研究問題聚焦為： 

(一) 探討影響知識模組化與再用之企業內常規為何？ 

(二) 探討影響企業間知識模組交換/交易之產業因素為何？ 

(三) 瞭解公司身處於以知識模組化為競爭基礎之產業中，如何構築動態核心

能力？ 

(四) 這些因素或能力在不同產業間，其相同處/相異處之原因為何，是否有可

能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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