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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組織認定(organizational identity)的觀點，採取個案研究方法，探討
四家臺灣廠商如何更新其組織能力，提出命題如次：(1) 當企業面臨環境威脅時，
組織認定的抽象性（抽象認定成分特質）
，有助於企業改變其明確組織認定。(2) 當
企業面臨環境威脅時，組織認定的外向性，有助於企業改變其明確組織認定。(3)
新的組織認定與原來的組織認定將會維持適當的認定差距。在抽象認定成分上，
新的抽象認定與原來的抽象認定差距不大，以期維持組織成員的深層認同；在新
的明確認定成分上，則會有較大的差距，但取決於企業本身原有的資源與能力是
否能夠運用到新的產業。(4) 新的組織認定將會驅動企業的資源槓桿、學習、整
合與重組流程，進行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之更新。
關鍵詞：動態能力、組織認定、組織能力更新、資源重組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enterprises renew their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embedded i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e. If enterprises want to renew their
core competences, their identity should be changed also. Thu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factors cause enterprises to change their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How does a new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be formed? How does this new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new resources and routines and result in
the renewal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cas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changing and
capabilities renewing processes of four Taiwanese firms. Based on these longitudinal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propositions as follows: (1) When enterprises
face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the abstractnes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bstract
identity components) contribute to change concrete identity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2) When enterprises face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the extraversion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ontribute to change concrete identity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3) The new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will keep a moderate gap
with the original identity. The identity gap of the abstract component between ne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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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s smaller to maintain the deep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members. The identity gap of the concrete identity component is
larger but is dependent on whether the enterprise can leverage its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o the new industry. (4) The new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will drive the
resource leveraging, learning, integrating, and reconfiguring processes in enterprises
and thus renew resource composi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Keywords: Dynamic Capabilitie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Renewal, Resources Reconfiguration

壹、緒論
在古典的策略管理文獻中，企業策略的擬定是基於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
脅、企業的優勢與劣勢、企業的使命與目標、主要執行者的個人價值、以及社
會的期望等而形成的 (Andrews, 1971; Porter, 1981)。其中依據外部環境分析制定
策略，主要是傳統產業組織經濟所導引出來的策略思想，認為產業結構是主導
廠商績效的主要因素，Porter 在 1980 年提出了產業五力分析模型，以產業結構
為主的外部環境分析便成為策略規劃最常被應用的分析模式。
雖然產業結構可以解釋為何廠商的績效為何不同，但所能解釋的變異並不
高，約僅有 8%左右 (Rumelt, 1991)。在 1980 年代以後，策略的研究領域便出現
了著重廠商內部資源分析的研究取向，此觀點基本假設認為廠商資源是異質的
(heterogeneity)且不易移動的(immobility) (Barney, 1991)，而廠商資源稟賦的不同
正是造成競爭優勢的來源，並以資源為基礎進行策略規劃的思考模式 (Aaker,
1989; Grant, 1991)。這種觀點的研究途徑被統稱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 RBV)，著重於根據企業內部資源優劣勢分析來制定策略。
近年來，在資源基礎觀點領域內逐漸形成以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
為探討對象的研究途徑，動態能力觀點強調企業可以利用動態能力，也就是企
業 內 部 的 組 織 例 規 或 程 序 ， 改 變 資 源 組 合 與 組 織 能 力 (Teece et al., 1997;
Eisenhardt & Martin, 2000; Zollo & Winter, 2002; Helfat & Peteraf, 2003; Zahra et
al., 2006; Agarwal & Helfat, 2009)。動態能力具體型態可能是新產品開發、購併、
或聯盟等組織流程 (Eisenhardt & Martin, 2000)；企業藉由這些流程或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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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es)，進行資源的槓桿、學習、整合與重組，更新其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
(Bowman & Ambrosini, 2003)。雖然，動態能力觀點嘗試回答企業如何因應環境
變動更新本身的資源與能力，以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不過，企業如何選擇策
略更新的方向，如何決定要發展什麼樣的組織能力，卻無法提出充分的解釋
(Ambrosini & Bowman, 2009)。
事實上，企業要更新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除了考慮企業本身現有資源基
礎與外部環境的機會威脅之外，企業本身的使命與目標、主要經營者的個人價
值、以及社會對該企業的期望等也會影響資源與能力的更新。換言之，企業經
營者與組織成員對於「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家企業」的認知，也會影響組織能力
的更新。Albert & Whetten (1985) 稱之為組織認定1(organizational identity)，指組
織管理者與成員對於其組織為何的一組核心(central)、獨特的(distinctive)、持久
的(enduring)之信念；也就是一種組織成員共享的及集體的「我們是誰」的意識
(Albert & Whetten, 1985)。Fiol (1991) 強調認定(identity)在組織文化中連結社會
意義與行為之間扮演的角色，主張組織認定將影響組織成員的意義詮釋與決策
行為。Livengood & Reger (2010) 從組織認定觀點，解釋企業的競爭行動與對競
爭者的反應，指出認定領域(identity domain)將影響企業競爭行動與反應的察
覺、動機及能力 (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ies) (Chen, 1996)；企業專注認定
領域內的事業經營、投入與能力發展，而忽略相對於認定領域外的競爭；同時
也更會防衛競爭者侵入其認定領域的競爭。Powell & Baker (2014) 則指出企業在
面臨不利的環境之下，企業創辦人的認定結構(identity structure)將會決定企業產
生不同的策略反應。綜合上述，組織認定將會影響策略更新2的方向及組織能力
的更新過程 (Stimpert et al., 1998)。
組織能力是由一組相互連結的例規(routines)或組織程序所組成，可以讓組織
有效地協調及運用組織的資源，達成組織的目標(Helfat et al., 2007)。組織能力鑲
嵌於組織脈絡(organizational context)當中，會與組織認定產生密不可分的相互關
1

2

本研究參考徐瑋伶、鄭伯壎（2002，2003）
，將 identity 翻譯為「認定」
；而 identification
則翻譯為「認同」，兩者意義並不相同，在中文翻譯應有所區分。賴志超（2004）認為
「組織認定(organizational identity)」是指組織成員對組織定義的知覺；而「組織認同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指組織成員部分的自我概念源自於組織類別的歷程。因
此，兩個構念的意義有所有差別，翻譯宜加以區別。在行銷、傳播或平面設計等領域，
identity 通常也被譯為「識別」，如企業識別、品牌識別。
策略更新(strategic renewal)是指企業為了達成其長期重要的目標，而更新(refresh)組織的
流程、內容或結果或更換(replace)組織的屬性 (Agarwal & Helfat, 2009)，也就是策略性
轉型(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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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Lowe et al., 2012)。而組織認定的慣性(inertia)也造成了組織能力的連貫性
(coherence)，讓組織能夠有效及一致地協調與運用組織資源產生達成組織的目
標。當企業要更新其組織能力之時，其組織認定也需加以調整。Fiol (2001) 也
指出環境不斷變化，過去導致競爭優勢的組織認定，可能會形成核心僵固性(Core
rigidity) (Leonard-Barton, 1992)，造成組織能力不易更新的原因。不過，目前在
組織理論與策略管理領域探討組織認定改變與組織能力更新之間關係的研究仍
有所不足(Ravasi & Schultz, 2006; Nag et al., 2007; Lowe et al., 2012)。
Fiol (2001) 從動態能力觀點提出企業可因應變動環境藉由情境化認同
(situated identification)來改變組織認定以獲取暫時性的競爭優勢，但企業仍藉由
深層結構認同(deep-structure identification)建立本身的核心價值及願景做為核心
的組織認定，以做為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雖然 Fiol (2001) 在概念上提出組織
認定的分類及改變機制，並未以實際個案進行深入探討。Ravasi & Schultz (2006)
則探討一家丹麥影音系統公司如何因應外部環境挑戰改變組織認定，指出面對
外部環境對組織認定的挑戰，企業基於原本的組織文化進行意義的詮釋
(sense-making) 以 產 生 新 的 組 織 認 定 ； 接 者 ， 藉 由 組 織 內 部 的 意 義 賦 予
(sense-giving)過程，以產生組織成員共享的新的組織認定。Ravasi & Schultz
(2006) 指出組織文化在新組織認定形成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對於形成
什麼樣新的組織認定，以及新的組織認定形成之後，如何影響組織資源與能力
的更新，並未進行探討。
Nag et al. (2007) 探討一家高科技研發公司的策略轉型過程，發現在策略轉
型過程中，組織成員傾向維持原本的組織認定及知識使用實務，阻礙企業從外
部移植新知識進行組織能力的更新。從 Nag et al. (2007) 的個案研究，可瞭解到
核心能力的僵固性與原有的組織認定息息相關，也說明了組織能力的更新需要
先改變組織的認定。Lowe et al. (2012) 則探討一家全球零售業者在進入國際市場
過程中，因當地市場、法令、競爭及基礎設施的差異或要求，產生能力的缺口，
需重新佈署與建構在當地的組織能力。Lowe et al. (2012) 的研究也指出組織認定
在企業更新其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更新的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企業在進入
國外市場過程中，需要維持部分原有組織認定，並進行組織認定的緩衝與調適，
以順利在當地佈署與建構所需的組織能力。
近年來探討策略或組織能力更新相關研究，已經瞭解到企業若要更新組織
的資源組合與核心能力上，必需要先調整或改變其組織認定，否則組織認定僵
固性可能會造成組織能力無法成功地更新。但企業面臨環境的變動或威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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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何改變其組織認定？國內外研究探討的仍相當有限（徐瑋伶、鄭伯壎，
2003；賴志超，2004）
。此外，雖然 Lowe et al. (2012) 指出企業可藉由組織認定
的緩衝與調適在國外市場上更新其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但組織認定的改變如
何影響組織能力的更新？仍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針對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將探討面臨環境的變動，什麼因素促使企業改
變原本的組織認定？企業如何形成新的組織認定？新的組織認定如何影響組織
能力的更新？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法，從組織認定變革觀點，探討臺灣企業
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的更新過程，並提出理論命題。

貳、理論基礎與觀念性架構
一、動態能力觀點
（一）動態能力之定義與本質
Teece et al. (1997) 將動態能力定義為「廠商整合、建立、與重組內部與外部
的能耐(competences)，以應付快速變動的環境所具備的能力」，可知動態能力的
目的是為了讓企業因應變動的環境與機會，藉由整合、建立、與重組企業內部
與外部的資源與能耐，以達成目的。從 Teece et al. (1997) 的定義，也可瞭解動
態能力是一種企業改變資源組合(resource compositions)或能耐組態(capabilities
configurations)的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而非個人層次的能力3。組
織能力是指組織以一種可靠的、令人滿意的方式執行特定活動的能耐(capacity)
(Helfat & Winter, 2011)。組織能力通常是藉由組織內的流程或例規而產生執行特
定活動的能耐，是企業為了特定目的而刻意發展的，可以讓企業重覆地、可靠
地執行特定活動 (Helfat & Winter, 2011)。
Ambrosini & Bowman (2009) 指 出 動 態 能 力 並 非 資 源 基 礎 觀 點 所 稱 的
VRIN(valuable, rare, inimitable, & nonsubstitutable)資源，動態能力是影響企業內
部資源組合的一種程序(a process that impacts upon resources)。動態能力之所以具
動態性(dynamism)，是因為動態能力跟原本的資源基礎交互作用之後，可以讓資
3

資 源 組 合 (resource compositions) 是 指 企 業 所 擁 有 資 源 的 集 合 ； 資 源 組 態 (resource
configurations)是指企業安排或組織其資源的型態。資源組合在概念上僅指企業具有哪
些資源；資源組態則不只是企業具有哪些資源，還包括這些資源之間的配置或結合方式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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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礎加以改變，並非指環境的動態性。因此，動態能力可以視為企業改變其
內部資源基礎或組態的一種例規或流程 (Eisenhardt & Martin, 2000)。

（二）動態能力理論
動態能力是一種改變企業資源基礎的特定組織與策略流程(Eisenhard &
Martin, 2000)。Teece et al. (1997) 認為企業藉由管理與組織流程(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產生改變資源基礎，而組織與管理流程具有三個功能：(1)
協調／整合(coordination/integration)：協調整合是「流程」所扮演的基本角色，
是屬於一種靜態的概念(a static concept)，目的在組織不同的活動一致地執行以達
成組織的目標，其特性如同組織例規(routines) (Nelson & Winter, 1982)。(2)學習
(learning)：組織學習亦可視為是一種程序，屬於一種動態的概念(a dynamic
concept)，是藉由反覆與實驗可使任務執行的快又好，也可以從學習過程中辨識
出新的生產機會。(3)重組(reconfiguration)：此功能特別適用於變動快速的環境，
是使企業重組資產結構的能力，以及完成必要的內外部的轉換的能力，需要監
視市場及技術發展的動態，並要有調整成為最佳實務(practice)的意圖，屬於轉換
(transformation)的概念。
Bowman & Ambrosini (2003) 指 出 動 態 能 力 包 括 四 種 主 要 流 程 ： 重 組
(reconfiguration)、槓桿(leveraging)、學習(learning)、及整合(integration)。重組是
指資產與資源的轉換與重組；槓桿指從某流程或系統在一處重複運作，或將某
資源部署到新的領域進行延伸；學習，指藉由實驗加以檢討，並將任務有效能
及有效率地進行；整合是指企業整合與協調其資產與資源，導致新資源基礎的
產生。
與 Teece et al. (1997) 相比，可發現 Bowman & Ambrosini (2003) 增加了槓
桿的功能；同時，對於整合的定義，兩者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Bowman &
Ambrosini (2003) 認為整合應該要產生新資源基礎，而 Teece et al. (1997) 則強調
協調的功能。基於動態能力的定義，整合功能不只是資源協調而已，整合的結
果應該要能提昇資源組合的表現或產生新的資源基礎。基於上述討論，可知動
態能力藉由整合、槓桿、學習、及重組等四種流程或例規，改變企業的資源組
合。
從早期的動態能力理論，可瞭解到企業可以藉由動態能力，包括槓桿、學
習、重組、整合等四種組織流程或例規，改變其資源組合及更新組織能力。本
研究將探討企業如何因應環境變革建立或形成這些組織流程或例規來更新資源
組合與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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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態能力的微觀基礎
早期動態能力觀點的研究，著重探討動態能力的本質與型態，以及實證在
不同產業環境下，動態能力對於企業競爭優勢或績效之影響，而較少探討企業
如何產生動態能力來更新其資源基礎與組織能力。最近動態能力觀點的研究，
則開始探討企業如何產生動態能力進行資源組合的更新。Teece (2007) 提出動態
能力的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s)，就從個別企業角度將動態能力的產生區分為
三個過程：(1)機會與威脅的感知與塑造；(2)機會的攫取；(3)有形及無形資產的
強化、結合、保護及重組。分述如下：
機會與威脅的感知與塑造，指企業內部是否建立一套機制或程序蒐集外部
環境的機會與威脅等情報，加以分析與學習，進而啓動內部資產的調整過程；
也就是學習、感知、過濾、形塑、評估機會的分析系統（及個人能耐）。重要的
機制與程序包括：內部研發與新技術的選擇流程、外部科學與技術進展的獲知
流程、供應商及互補創新者獲知流程、市場區隔、顧客需求變動及顧客創新的
辨認流程。
機會的攫取，指企業內部是否具有將辨識出的機會加以實現的策略決策與
組織系絡；也就是攫取機會的結構、程序、設計與誘因，包括顧客解決方案與
商業模式的相互配合、企業疆界的選擇及管理互補者與平台、選擇決策協定、
建立忠誠與承諾。
專屬實體及無形資產的持續調整與重新組合，指企業內部是否具有適當的
機制或程序可以因應企業的成長或市場與技術的變革重新組合或重新建構企業
的資產與組織結構。包括維持分權化及近似分解的組織結構、跟合作夥伴進行
共同專屬化、知識管理、企業的治理。
除了 Teece (2007) 從微觀的角度說明企業產生動態能力的過程之外，Harreld
et al. (2007) 以 IBM 為例，從企業經營者觀點提出企業產生動態能力要完成兩項
任務：首先，必需要能正確感知(sensing)競爭環境的變革；接著，要能因應這些
機會與威脅，並能藉由重組有形與無形資產以攫取(seizing)新的機會。Barreto
(2010) 也指出動態能力是一個多構面的構念，由四個獨特但相關的構面所組
成，包括：(1)改變資源基礎的傾向(propensity)：指廠商創造、擴充及重組資源
基礎的傾向。(2)感知機會與威脅的傾向：也就持續掃瞄能力基礎與環境變革的
傾向。(3)制定及時決策的傾向：是一種決策傾向的時機，指有積極主動想快速
回應環境的決策傾向。(4)制定市場導向決策的傾向：是一種決策傾向的內容，
指企業有系統地注意如何提供顧客卓越價值。Helfat & Peteraf (2015) 更提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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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認知能力(managerial cognitive capabilities)的概念，包括了感知(sensing)、攫取
(seizing)與重組(reconfiguring)等三個構面，並指出企業經營者的管理認知能力將
會影響策略變革，形成動態能力。
由 Teece (2007)、Barreto (2010) 與 Helfat & Peteraf (2015) 對動態能力進行
微觀的探討，可以瞭解到要創造或發展動態能力，企業需要關注及感知企業外
部環境的變化，尤其是機會與威脅的辨識，並藉由改變其策略與執行策略行動
方案，才能產生動態能力更新其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因此，動態能力的微觀
基礎強調企業或經營者對於外部環境變動與企業本身認知(cognition)對於產生動
態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也將採取組織認知觀點 (Narayanan et al., 2011)，
探討企業或領導人對企業本身的組織認定如何影響企業更新其資源組合與組織
能力。

二、組織認定理論
（一） 組織認定的意義
認定(identity)是指個體對於我是誰(Who is I)的看法，也就是個體對於自我
(self)的定義。自我概念(self concept)是人們在社會系絡中如何行為及如何感覺的
詮釋結構，可以協助個體進行自我描述及自我評估。人的自我概念可能由許多
不同的認定所組成。社會認定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主張自我概念 (self
concept)是由個人認定（包括個人的特異的特質，如身體特徵、能力、心理特質、
興趣）及社會認定（包括明顯的社會歸類）所組成 (Ashforth & Mael, 1989)。社
會認定理論強調人們會將他們自己及其他人分成不同的社會類別，例如所屬的
組織、宗教團體、性別及年齡層，藉由這樣的社會歸類(social classification)可以
幫助其定義他人，同時也幫助他自己在社會環境中定義他自己 (Tajfel & Turner,
1985)。
組織屬於一種社會團體，故組織認定(organizational identity)也是一種社會認
定(social identity) (Ashforth & Mael, 1989)，可以協助組織成員定義自我，進而對
組織成員的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Albert & Whetten (1985) 將組織認定定義為組
織管理者與成員對於其組織為何的一組核心(central)、獨特的(distinctive)、持久
的(enduring)之信念；也就是一種組織成員共享的及集體的「我們是誰」的意識
(Albert & Whetten, 1985)。在組織的系絡中，組織認定回答了「我們是誰(Who are
we?)」的問題，影響組織的策略與行為。
本研究採取 Albert & Whetten (1985) 對於組織認定的定義，將組織認定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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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集體對於「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組織？」的認知與意識，屬於組織層
次(organizational level)的構念，代表這個組織核心的、獨特的、及持久存在的特
質。Barney et al. (1998) 指出組織認定可以區分為五個構面進行探討，包括：(1)
同 質 性 (homogeneity)， 指 組 織 成 員 共 享 一 組 有 關 組 織 認 定 的 信 念 。 (2)強 度
(intensity)或確信度(conviction)，信念的強度及對於認定的正面情感。(3)複雜度
(complexity)，構成認定的信念數目及認定的數目。(4)抽象性(abstractness)，認定
被表達成為抽象語言的程度。(5)外向性(extraversion)，指認定內容(content)聚焦
於外部環境的程度。
自從 Albert & Whetten (1985) 提出組織認定的重要性之外，近三十年來持續
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與探討，Ravasi & Schultz (2006) 指出，關於組織認定，
有兩個主要的觀點：
其一為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觀點。此觀點是基於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的傳統 (Selznick, 1957)，強調自我定義在滿足個人及組織做為社會行動
者基本要求的功能特性：持續性、一致性、及獨特性。根據這個觀點，組織認
定是以一套制度要求(institutional claims)形式存在，也就是明確地陳述出組織是
什麼及代表什麼意義的觀點，藉由提供組織成員合法及一致的認定，建構出一
個集體的自我感，產生組織成員對於組織核心、持久、及獨特特質的知覺。Ravasi
& Schultz (2006) 稱之為組織認定的「意義賦予(sensegiving)」的功能，將認定建
構連結到提供組織成員應如何一致性行為的指引需求。
另一則為社會建構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觀點。此觀點主張組織在面臨內
部及外部刺激時，組織成員對於組織核心與獨特特質的信念可能會演變 (Dutton
& Dukerich, 1991; Gioia & Thomas, 1996; Fiol, 2002; Corley & Gioia, 2004)。此觀
點已將組織認定從制度要求(claims)的定義，轉移到組織認定是組織成員對於組
織的核心、相對持久、獨特等特質的集體瞭解(collective understanding)上。此觀
點認為，組織認定存在於成員集體建構的、共享的詮釋性基模(schema)當中，是
為了要提供成員經驗的意義 (Gioia, 1998)。這些共享的基模可能會或也可能不會
與組織正式的認定相一致 (Ashforth & Mael, 1996)。Ravasi & Schultz (2006) 認
為此觀點強調「意義詮釋(sensemaking)」的過程，藉由意義詮釋組織成員建構了
組織認定。
社會建構觀點預期當組織成員修正其對環境變動的詮釋時，共享信念將會
被修正。因此，此觀點比較不重視組織認定持久性這項特質，主張企業經營者
可能展望到環境的改變，並加以詮釋產生新意義(make new sense)，引發修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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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認定的可能 (Gioia & Thomas, 1996; Fiol, 2002; Corley & Gioia, 2004)。社會建
構觀點的研究強調組織認定的動態，探討環境中的重大變動，可能引發組織成
員重新思考其預設組織核心及獨特特質的持久性。
如同 Ravasi & Schultz (2006) 所說的，本研究認為組織認定是一種「制度要
求」，也是一種「集體瞭解」。企業現有的組織認定會對組織成員產生「意義賦
予」的功能；同時，雖然組織認定具有持久性，但是企業面臨的環境若過於動
態或發生重大改變，而影響到組織目標的達成，甚至是組織的生存時，組織認
定也可能會改變。透過組織成員定期地重新建構共同理解及修正其「我們組織
是什麼？代表什麼意義？」的正式要求。因此，本研究將採取社會建構者觀點
探討組織認定如何改變或新的組織認定如何形成。

（二）組織認定對於組織之影響
組織認定反映了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的定義，能夠協助解釋組織行動背後代
表的意義及基本價值 (Fiol, 1991)。Bouchikhi et al. (1998) 指出組織認定形塑
(shape)了組織成員在策略、組織及營運的決策與選擇，以及對組織決策或行動結
果的詮釋。Barney et al. (1998) 也指出組織認定是組織成員對於我們是誰(who
we are)的一套理論，會與組織策略及組織行動之間產生互動相互影響的關係。
從資源基礎觀點來看，組織認定可能對企業產生價值與貢獻，屬於一項具
有社會複雜性(social complexity)的獨特性資源，甚至可能成為競爭優勢的來源，
原因有四 (Stimpert et al., 1998)：首先，認定描述了組織的核心、獨特及持久的
特質 (Albert & Whetten, 1985)，因此組織認定成為企業向顧客、員工、供應商、
政府及投資者定義或描述他們自己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是顧客、員工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產生企業形象的依據 (Dutton & Dukerich, 1991)。認定若在顧客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心中創造一個獨特及特別吸引人的形象，可以產生顯著及正面的聲
譽效應，此可能成為持久性競爭優勢的來源。第二，認定協助管理當局聚焦於
最重要的策略議題。組織認定會影響企業經營範疇的認知 (Livengood & Reger,
2010)，決定企業應該要注意何種環境刺激，也會影響組織的策略性、組織性、
或作業性活動的決策。第三，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組織認定是一個主要的影響
力 ， 並會 與組 織 流程 、標 準 作業 程序 及 固定 資產 產生 緊密關 連 (Dutton &
Dukerich, 1991)，可能形成 Mintzberg (1978) 所說的組織完形(gestalt)。組織完形
不只讓企業產生獨特的競爭地位，也會讓企業建立一組支持或強化其組織認定
的組織能耐(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最後，認定可能是非常有激勵性。強烈
及有力的組織認定，可以提供管理者與員工一種具意義、目的及興奮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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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激發承諾甚至熱情。
針對組織認定對於企業的策略反應的影響，Powell & Baker (2014) 針對十三
家資源有限、由創辦人經營的紡織與服飾廠商進行縱斷面的實地研究，以瞭解
廠商面臨相同的逆境時，為何會有不同的策略反應？研究結果發現創辦人的認
定結構(founder identity structure)（單一認定、多重但一致的認定、多重但不一致
的認定），影響到其對於逆境的詮釋（機會、挑戰或威脅？），最後產生不同的
策略反應（轉型、維持、接受）。此研究發現創辦人認定的結構將驅使其如何因
應逆境及其企業的策略反應。當創辦人定義逆境是機會時，同時會擁抱逆境；
定義為挑戰時，會尋求對抗逆境；定義為威脅時，會接納逆境。
綜合上述，組織認定說明了「我們是誰」，會指引企業的策略與行動。企業
會根據組織認定決定要做什麼，以及詮釋各項企業行動的結果之意義。若行動
結果符合其組織的預期或績效目標之時，組織認定獲得強化；若行動結果不符
預期或績效目標之時，現有的組織認定可能會受到質疑，甚至是挑戰。因此，
組織認定對於企業的策略、資源配置、及決策與作業程序，均有密切關連，甚
至形成相互糾結的整體完形，與組織的能力與競爭優勢息息相關。

（三）組織認定與組織能力間之關係
Selznick (1957) 認為，組織的獨特能力與組織成員集體的自我定義意識有著
密切關係。組織資源，特別是知識、技能與專業才能，可能被組織成員的「做
為一個組織，我們是誰」的基本假設與參考架構，也就是組織認定所影響 (Kogut
& Zander, 1996)。
由於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competencies)是組織內決定資源運
作或任務執行的一組例規，負責協調組織內部人與人間、人與資源間的運作，
也 就 是 組 織 行 動 (Grant, 1991; Leonard-Barton, 1992; Amit & Schoemaker,
1993)。因此，組織認定將會影響組織內的例規或資源間的運作，進而對組織能
力產生影響；同時，組織能力的運作的結果也會藉由組織成員的詮釋，回饋到
組織認定，強化組織認定，甚至也可能挑戰組織認定的合理性。
Kogut & Zander (1996) 指出組織認定有助於組織成員之間的協調與學習，
有助於建構組織的能力。由於組織成員之間共享一致的認定，可降低成員之間
的溝通成本，也有助於建立成員之間內隱與外顯的協調規則，建立組織能力。
同時，Kogut & Zander (1996) 也指出組織認定也影響了組織成員搜尋新知識與
學習的方向，有助於組織能力的發展或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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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展組織能力過程中，組織認定扮演的角色，Lowe et al. (2012) 以紮根
理論方法探討一家全球性零售業(Tesco)進入美國市場後如何發展組織能力。其
研究發現組織能力發展會歷經轉移(transference)、接合(splicing)、及擴增性模仿
(enhanced imitation)等三個過程；在這三個過程中，組織認定鑲嵌在所發展的組
織能力當中，並非完全移植原本特易購母公司的組織能力，而是藉由組織認定
的緩衝(buffering)及變形(morphing)來保留原本核心的組織認定，並加入在當地系
絡運作所需的認定成份，以調整原本的組織認定以適應當地環境，藉此發展進
入國際市場運作的組織能力。
此外，Nag et al. (2007)也探討一家高科技的研發組織想要藉由移植(grafting)
新的、非技術性知識來轉型成為一家市場導向的組織。這家公司的策略轉型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並未成功，研究結果發現組織認定、知識、及實務的相
互結合，阻礙了新知識的發展，並削弱了策略轉型的努力。新知識的移植失敗
顯示原本的組織認定與既有知識之間緊密結合的關係，並存在組織成員的已有
的集體工作實務當中，造成策略轉型無法成功。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組織能力是組織認定運作的結果；也就是說，組織
成員因具共同的組織認定，形成彼此互動與合作的例規，甚至也因為具有共同
的認定，組織發展出特別的協調方式或能夠進行共同的學習，組織能力才能夠
加以發展。

（四）組織認定的改變
組織認定形成有時是企業創辦人刻意(heedfully)建立的，這些企業創辦時，
即具有一個極度深刻的組織認定意識；但有些企業並沒有，有些企業是遇到危
機或壓力時，才重新詮釋建立組織認定 (Barney et al., 1998)。組織認定具有慣性
(inertial)的特質，亦即 Albert & Whetten (1985) 所說的持久性，不過隨著時間進
展，一家企業的認定可能會變得不合時宜。當產業環境演變或產業的競爭本質
改變時，組織認定可能需要被更新，某些企業管理變革的過程比其他企業來得
有效，表示組織認定也是可以被調適或塑造的 (Stimpert et al., 1998)。4
事實上，有些研究已指出大幅度的環境改變可以會挑戰組織認定的持久性
(Bouchikhi & Kimberly, 2003)。企業經營者可能因環境的變化或組織績效不佳而
4

組織認定與組織變革是不同的概念；組織認定是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為何的一組信念，
屬於組織成員對於這家公司是怎麼樣的一家公司的認知。組織變革是組織在其組織結
構、技術、或人員等面向的重大改變(Robbins et al., 2011)。因此，組織能力的更新與組
織認定的改變，也都屬於一種組織上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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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到壓力(perceived stress)，進而詮釋(interpretation)可能的原因，並引發組織
認定檢討或調整的行動(action)，最後產生組織認定(identity)的調整。
Barney et al. (1998) 根據 Van de Ven & Poole (1995) 的組織變革理論模型，
提出認定變革的四種理論模型，包括生命周期理論、演化理論、目的性理論、
對話性理論，這四種理論的論點及管理者扮演的角色如表 1 所述。
表 1：四種組織認定變革的理論
變革理論
生命周期
(Life-cycle)

變革邏輯
當組織誕生、成長及成熟，他們
的認定自然地隨之演進與改變。
從一個發展階段到另一個發展階
段可能導致認定的危機。

管理者角色
在關鍵發展點介入（如
在認定危機時）以促進
順利轉換到新的階段或
狀態。

演化
(Evolutionary)

當組織成員或利害關係人被曝露 在組織認定中導入所承
在其他的自我定義時，組織認定 諾的變異，並且介入影
的 變 異 (variations) 自 然 就 會 發 響管理者的選擇過程。
生。藉由(a)管理者的介入（由上
而下），(b)成員的驗證（由下而
上），及／或(c)市場的影響，某
些變異會被選擇與保留。

目的性
(Teleological)

當管理者刻意及有目的地創造、
培養、改變、及／或重新釐清其
組織認定以完成特定組織目標，
如此認定就產生改變。

藉由願景與使命所陳述
出的價值及藉由小心地
管理主要象徵符號來形
成及塑造組織的認定。

對話性
(Dialectical)

當現有的認定（論點）面臨到另
一個認定（反論點）對抗時，認
定可能會改變。由這樣的衝突產
生互動結果有：(a)維持舊的認
定，(b)由另一個認定推翻舊的認
定，或(c)藉由綜合創造一個全新
的認定。

(1)藉由創造性重新建構
(reframing) 促 進 一 個 綜
合論點的產生。(2)做為
一個贊助者，支持一個
特定、偏好的認定。

資料來源：Barney et al. (1998)

組織認定的變革可藉由這四種理論解釋組織如何改變其成員共享的認定，
不過這四種理論並未明確說明組織管理者或成員如何因應外部環境變化而產生
改變組織認定的需要。事實上，有些研究已指出大幅度的環境改變可以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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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認定的持久性 (Bouchikhi & Kimberly, 2003)。組織管理者或成員可能因環境
的變化或組織績效不佳而知覺到壓力(perceived stress)，進而詮釋(interpretation)
可能的原因，並引發組織認定檢討或調整的行動(action)，最後產生組織認定
(identity)的調整。例如 Ravasi & Schultz (2006) 探討一家丹麥影音系統製造商改
變組織認定的個案，發現組織認定將受到環境變革而發生改變；同時，也發現
企業重新建構的組織認定時，一方面需要回應外部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會保持
原來的組織認定。Ravasi & Schultz (2006) 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改變組織認定過
程中，組織文化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提供意義解釋(sensemaking)的脈絡，另
一方面提供意義賦予(sensegiving)的平台，並協助組織成員在改變組織認定時維
持身份的連續感(a sense of continuity)。
Tripsas (2009) 也探討一家面臨挑戰性技術變革，而由數位影像公司轉型至
記憶體公司的個案研究，研究發現當廠商新技術挑戰原本的組織認定時，在採
用新技術上，組織面臨嚴重的障礙。個案研究結果發現，組織認定會成為技術
選擇的過濾器，也是組織認定影響廠商注意什麼、如何詮釋、及要採取什麼行
動 (Daft & Weick, 1984)。同時，認定、組織行動、產業與技術脈絡結合成為自
我增強的循環，創造了一個強烈的變革障礙。組織認定與現有的知識基礎、例
規、程序相互交織，因此改變組織認定需要一個有系統的能夠引導組織順利改
變其認定的過程。
組織變革是指企業在結構上、技術上、或人員上發生改變 (Robbins et al.,
2011)，組織能力的更新也是一種組織變革。企業通常需要因應環境的改變進行
組織變革，在進行策略性組織變革時，如上述 Ravasi & Schultz (2006) 及 Tripsas
(2009) 的個案研究的例子，企業需要改變其組織認定。
為了解釋組織認定與組織變革間關係，Gustafson (1995) 提出一個在動盪環
境下組織認定的規範性模型，將認定區分為兩種成分：一為抽象認定成分(abstract
identity components)，此成分是核心的組織認定，跨越任何產品、流程、時間或
環境，協助企業建立基礎的組織文化與基本的價值；另一為明確認定成分
(concrete identity elements)，這是與企業在特定時間及特定環境的情勢相結合的，
例如企業在特定產品、策略及地理範疇的認定。
由上述組織認定變革的文獻探討當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組織認定具有慣性，
而且鑲嵌於組織系絡(organizational context)當中，當組織成員察覺到內外部環境
產生壓力或威脅而重新進行意義詮釋時，才可能改變組織認定。不過，由於認
定的社會性及鑲嵌性本質，造成認定變革時，組織成員產生抗拒與調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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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組織認定不同於改變一條產品線，可以輕易地加以調整或改變。改變組織
認定不只牽涉到經濟上的成本，事實上，大部分的成本是發生在心理上及社會
上，而非經濟上 (Stimpert et al., 1998)。企業的管理者會發現放棄舊的意義而接
受新的意義的社會及心理任務的成本是很高的，造成組織認定的慣性。

（五） 組織能力更新與組織認定
如同前述，組織能力與組織認定有密切的關連，甚至組織能力是基於組織
認定所形成。Altmann & Lee (2015, 2016) 的個案研究指出，組織管理者的認知
(managerial cognition)將會影響組織資源的辨識與詮釋，也會影響組織能力的建
構。因此，組織能力的更新或重新建構，需要企業改變其組織認定，才可能建
構新的能力。
Gustafson (1995) 將組織認定區分兩種認定，一種是期望與理想的認定；另
一種是組織中實際上的認定。當這兩種認定不一致，代表發生了認定差距(identity
gap)，認定差距可能會促進或阻礙策略更新的過程。當認定差距過小時，可能創
造出認知上的慣性(inertia)；差距過大時，可能創造出認知上的對立(opposition)。
成功的策略更新導因於適當的認定差距，而廠商可以放棄某些不再提供競爭優
勢的明確認定屬性，同時再加上新的明確認定屬性，並將抽象認定屬性豐富化
或深化，以提供潛在優勢的來源。
同樣地， Fiol (2001) 提出了一個在動態環境下，以認定為基礎的競爭優勢
觀點。Fiol (2001) 認為，雖然組織認定是相對上比較難以模仿的資源，可能產
生較持久的競爭優勢；但是在超競爭(hyper competition)的動態環境下，舊的認
定所創造的競爭優勢會迅速消失，企業必需迅速因應環境的變化改變其認定，
組織成員需產生 Rousseau (1998) 所稱的情境化認同(situated identifications)，以
獲得短暫的競爭優勢。不過，隨著環境演變，企業必需再因應新的環境改變認
定，進行情境化認同，以再獲得短期的競爭優勢。
由於情境化認同造成組織認定不斷地改變，會讓組織成員對組織認定的認
同減弱，難以產生一個組織成員間共有的承諾 (Fiol, 2002)。組織成員對認定的
認同程度愈低，組織成員對組織也會變得冷淡，將導致組織認定的分裂，而無
法凝結組織成員的動機、知識與技能來面對未來的挑戰。
Rousseau (1998) 提到，隨著時間進展，情境化認同將導致深層結構認同
(deep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這是一種存在於跨角色、跨時間及跨情境之中的認
同。就此，Fiol (2001) 提出在動態環境之下，企業不僅要因應環境動態建立情
境化的認同。同時，也需要建立深層結構的認同，以回答「為何我們要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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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why we do what we do)」的問題。深層結構認同是建立在一組組織成員共享的
企業核心價值及願景之上 (Collins & Porras, 1994)。Fiol (2001) 認為企業要在動
盪環境建立持久的競爭優勢，除了因應環境不斷變化建立組織成員的情境化認
同，以產生短期的競爭優勢之外，組織成員也需深度認同企業核心價值及願景，
以提供組織成員不斷改變認定背後的動機及意義感，凝聚組織成員的共識與價
值觀。
綜合上述，在動盪環境企業若要更新組織能力獲得競爭優勢，則必需改變
組織認定以配合所處的環境需要。企業若無法修正或改變其組織認定，則組織
會產生慣性，無法辨認與吸收與原本認定不一致的知識、技能或技術 (Nag et al.,
2007)，而無法更新其組織能力。不過，改變組織認定過大，往往會造成組織成
員的抗拒，因此 Gustafson (1995) 認為適度的認定差距比較可能使策略更新成功。
另一方面，若環境變化過快，導致企業需要不斷改變組織認定時，也就產生情
境化認同時，Fiol (2001) 建議企業仍需建立對企業核心價值與願景目標的深度
結構認同，以維持組織成員的凝聚與協調合作，這也是 Gustafson (1995) 所說的
組織認定的抽象成分。

三、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
本研究探討企業因應外部環境變化，如何更新其組織能力？早期動態能力
觀點的研究，如 Teece et al. (1997)，強調動態能力本身，也就是企業內部槓
桿、學習、整合與重組等流程能夠改變企業資源組合，更新組織能力 (Bowman
& Ambrosini, 2003)；但對於如何產生動態能力，探討的較為有限 (Ambrosini &
Bowman, 2009)。近期動態能力的微觀基礎 (Teece, 2007; Barrteto, 2010; Helfat &
Peteraf, 2015)，則強調企業內部機會與威脅感知流程是啓動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
更新的關鍵，是從企業對於環境變動的認知，也就是組織認知(organization
cognition) (Narayanan et al., 2011)的觀點，探討如何更新組織能力。
基於 Teece et al. (1997) 提出的動態能力觀點，本研究將企業概念化為一組
資源與組織能力的組合，企業在面臨外部環境的變動，企業為了維持其生存或
競爭優勢，將依循策略路徑(strategic path)改變其資源組合與更新其組織能力。
在組織進行認知過程當中，組織認定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組織認定理論，組
織認定鑲嵌在其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當中，成為一種組織完形 (Mintzberg, 1978)，
其中組織認定扮演著協調組織成員工作及指導組織成員學習的功能 (Kogut &
Zander, 1996)。以社會建構觀點來看 (Dutton & Dukerich, 1991; Gioia & Thomas,
1996; Fiol, 2002; Corley & Gioia, 2004)，當外部環境產生改變，企業的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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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針對外部環境變化對企業造成的機會與威脅，例如技術創新、顧客需求改
變、或市場競爭情勢等，進行意義詮釋(sense making) (Daft & Weick, 1984)。當
企業經營者感知到外部環境變動對於企業的生存或目標造成壓力時，此時企業
的組織認定可能因此發生改變，並藉由動態能力的四種主要流程：重組、槓桿、
學習、及整合，促成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的更新。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1
所示，將以臺灣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是什麼因素造成企業改變組織認定？新的
組織認定如何決定？以及新的組織認定如何影響到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的更
新？
企業原來的資源組合

企業更新的資源組合

與組織能力

與組織能力

圖 1：觀念性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個案選擇
本研究試圖瞭解臺灣廠商如何改變組織認定而進行組織能力更新，屬於探
討「如何(how)」和「為什麼(why)」的問題。因目前國內外文獻對於企業改變組
織認定的探討，仍屬於探索的階段，符合 Yin (1984) 指出在真實的背景下進行
現象的研究。尤其當探討的現象與其背景間之界限不是非常清楚時，可藉由實
徵性探索研究來了解事實，加上本研究是以建構理論命題為目的，因此採取個
案研究法做為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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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案的選擇上，Eisenhardt (1989) 指出選擇研究對象時，其樣本應為特定
的母體(specified population)，並應以理論抽樣而非隨機方式來選取個案，意指選
擇符合研究問題之個案進行探討。
臺灣產業的發展，以往多採取低成本代工模式，較少著重於技術研發或品
牌建立。近年來由於大陸成為全球生產的基地，許多臺灣企業將生產活動外移
至大陸或東南亞，以維持原來的產品與營運模式；若留在臺灣，則面臨較高的
生產成本，形成競爭的劣勢。另方面，臺灣社會由於平均國民所得增加，生活
型態也發生改變，使得在休閒育樂及醫療保健市場的消費比重也逐漸增加。許
多傳統產業廠商面臨經營環境的改變，產生了升級或轉型的需求與壓力。近年
來，有些臺灣企業因應這樣的環境變化，改變了經營的產業或產品，成功地升
級或轉型。由於本研究探討企業如何因應環境變化更新其組織能力，臺灣產業
升級或轉型的實務情境符合本研究探討之問題，因此，本研究選擇臺灣企業做
為個案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採取理論抽樣的原則選擇研究個案。組織認定的明確認定成分是以
經營範疇或產業別做為認定內涵 (Gustafson, 1995)；因此，本研究是以成功轉型
或多角化到不同產業的企業做為判斷其明確認定成分發生了改變，以做個案挑
選準則。此外，並以轉型或多角化後企業是否能在新產業立足經營（也就是具
有顯著的名聲或市佔率）做為判斷是否更新組織能力的指標。
為了搜尋適合的個案，本研究先從報章媒體中尋求轉型成功之臺灣企業，
約找到八家左右轉型的企業；接者，本研究針對這些廠商原本產業及後來的產
業進行比較，找出產業差異較為明顯的企業，並進一步瞭解轉型是否成功；轉
型成功的準則是該企業在新產業的營收已超過原本產業，同時也已在新產業成
功立足，因此又排除了一兩家鎖定的臺灣企業。最後，本研究連絡與詢問這些
可能的研究個案之後，發現有四家企業願意成為本研究探討的個案，其基本資
料如表 1 所示。選擇這四家企業做為研究個案原因在於：這些企業皆重新定義
本身從事的產業，也就是改變明確認定成分；其中 A 科技公司完全捨棄其鞋跟
與鞋底的事業；B 科技公司及 C 文創旅店及 D 化妝品公司仍保留原本的事業，
從後續的個案訪談過程中，本研究已確認這四家個案的經營者的組織認定皆已
發生改變，並且在新的產業成功立足，也就是成功地更新其組織能力。因此，
適合做為本研究探討之研究個案。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遵循 Yin (1984) 的建議，使用多重資料來源的方式，蒐集個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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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變組織認定及更新組織能力。在初級資料上，採取實地訪談法、及實地
觀察法做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在實地訪談上，針對研究問題，本研究擬定
訪談大綱（如附錄一）
，並於 104 年 2 至 3 月之間進行訪談。訪問對象為個案公
司的經營者，如董事長、總經理或副總經理等高層主管。平均訪問一位經理人
員的時間約一個半至二個小時左右。本研究在取得受訪人員的允許之後，將訪
談的內容進行錄音，並轉錄成逐字稿，以利於資料分析。在實地觀察上，本研
究藉由訪問個案公司的機會，觀察其產品、辦公室、工廠或重要的展示設備，
瞭解個案公司轉型之後的表現，以確認是否已經在新的產業立足。
在次級資料來源上，針對個案公司的產業背景、公司概況、轉型前的產品、
轉型後的產業與產品、公司內部組織與企業文化、及經營績效表現，進行次級
資料的蒐集。次級資料來源包括：個案公司的官網、公司年報、公司的文宣品、
研究機構或同業工會的產業分析報告、聯合知識的新聞資料庫、網路上的評論
分析文章、個案公司高階主管的演講稿或投影片、及財金專業的報章雜誌的相
關報導。
表 1：個案廠商基本資料
廠商
創立時間
轉型前組織認
定
轉型時間
轉型後組織認
定
目前主要產品

目前員工人數
訪談對象

A 科技公司
B 科技公司
1978
1991
鞋跟、鞋底代工 金屬扣件模具
廠
及其相關工具
設備
1989
2006
碳粉匣公司
人工牙根醫療
器材公司
電射印表機與 人工牙根的研
影印機耗材的 發、設計、生
產、及行銷
研發製造
500
60
王總經理
鄭董事長

C 文創旅店
1995
建設營造公司

D 化妝品公司
1963
化工材料行

2011
文化旅店

2004
化妝品公司

商旅住宿、文化
旅遊住宿、輕旅
住宿
200
戴董事長
戴總經理
品牌長及其他
主管

化妝品的研發
、製造及品牌
行銷
150
黃副總經理5
陳企劃專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黃副總經理的先生為 D 化妝品公司之總經理，也是 D 公司創辦人的兒子，因黃副總高
度參與且熟悉其家族企業之變革決策與轉型過程，可做為 D 公司轉型關鍵資訊之提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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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個案公司（組織層次）為分析單位，根據本研究觀念性架構（圖 1）
進行資料分析與理論建構。資料分析過程是由一位研究者與四位研究助理共同
進行，步驟說明如次：
1. 提出觀念性架構與研究構念：本研究回顧組織認定與動態能力之相關文獻，
由主導研究者提出組織認定影響組織能力更新的觀念性架構（如圖 1），其中
要探討的研究構念包括：個案公司的原來的組織認定、原來的資源組合與組
織能力、當時個案公司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情況、新的組織認定、新的資源組
合與組織能力、以及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重新建構之方法。研究者針對如何
分析判斷研究構念在個案廠商的呈現與內容，發展出構念觀察分析表做為資
料分析協定(protocol)，做為分析四個的個案的參考。
2. 根據觀念性架構先進行單一個案之描述：根據研究問題與觀念性架構（如圖
1），本研究整合初級與次級資料進行分析，描繪這四家個案公司組織認定變
革前的環境、為何決定要改變組織認定、如何決定新的組織認定、以及新的
組織認定如何影響影響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的更新，四家個案的描述，請參
見附錄二至附錄五。
在進行個案描述之過程，基於初級及次級資料分析之結果，研究團隊會
共同檢視每個個案描述。在個案描述撰寫完成之後，就送交受訪者確認個案
描述的內容是屬實；若受訪者對於內容有異議，本研究會再查核確認之後，
予以修改。6
3. 分析個案公司在各研究構念上的表現：根據本研究發展之資料分析協定
(protocol)，整合個案之初級與次級資料，並由研究團隊共同分析與討論每個
個案公司在各研究構念上的呈現與內容，分析結果如表 3 與表 4。
4. 根據證據(evidence)發掘構念間之關係：本研究從個案公司資料分析結果與證
據，發掘出研究構念之間的關係，以形成研究命題。在提出構念間關係之命
題時，也是由研究團隊根據資料分析結果與證據，討論並發掘該個案呈現出
之構念間關係。
5. 進行跨個案之比較與分析：在完成個別個案的描述與分析之後，本研究進行
跨個案的比較與分析，試圖找出個案公司在因應環境變化，改變組織認定並
6

由於 C 公司與 D 公司有多位受訪者，在資料分析過程中，若多位受訪者回答同一個問
題，本研究會比對各受訪者的回答是否一致，做分析結論之依據。例如在 C 文創旅店
企業文化的描述上，戴總經理與品牌長均有描述，兩者的內容相當一致，本研究據此
來描述該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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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的共同特徵或現象。本研究使用複現邏輯(replication
logic)，藉由型態比對(pattern-matching)以分析結果是否產生原樣複現(literal
replication)的情況，意即某一個現象同時在多個個案中出現的狀況，確保本研
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效度 (Yin, 1984)。跨個案比較與分析結果如表 2、表 3、
及表 4。本研究藉由比對四個個案在因應環境變化、如何形成新的組織認定、
及新的認定如何影響資源組合的重構與組織能力的更新，由研究者整理歸納
個案之間共通的現象，並逐步收斂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命題。
6. 與現有文獻進行比較，提昇研究命題的理論層次：本研究結合現有相關文獻
推導研究命題，提昇個案研究的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與理論性。

肆、研究發現與命題推導
一、個案的描述
本研究探討的四個個案公司分屬不同產業，A 科技公司原本是傳統的鞋跟與
鞋底的代工廠，在 1989 年轉型成為一家碳粉匣的製造與行銷公司。B 科技公司
原本是生產金屬扣件及模具，在 2006 年轉型為一家生產與銷售人工牙根的醫療
器材公司。C 文創旅店公司原來是嘉義地區的營建廠商，2011 年轉型成為旅館
業，從事文創旅館品牌的經營。D 化妝品公司創立之初是一家從事化工材料代理
銷售的批發業，在 2004 年轉型成為化妝品品牌業者。關於這四家個案公司的描
述，包括在什麼條件或情境下決定要改變組織認定、如何決定新的組織認定、
以及新的組織認定如何影響組織能力更新（產生動態能力）等，由於篇幅較長，
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二（A 科技公司）
、附錄三（B 科技公司）
、附錄四（C 文創
旅店）
、及附錄五（D 化妝品公司）
。四家個案公司的分析摘要整理在表 2，以進
行跨個案的比較與分析。接著，針對各個研究問題，結合組織認定與動態能力
理論，提出研究命題。
表 2：個案公司的描述分析
個案
什麼條件
或因素會
促使企業
改變其組
織認定？

A 科技公司
原本的產業外移至
大陸及客戶訂單轉
往大陸並面臨到削
價競爭，體認到需
進行轉型，否則無

B 科技公司
C 文創旅店
原本經營的扣件模 原 本 營 建 業 已
具已成熟，未來成長 成熟，經營者已
與獲利空間有限，但 經 累 積 了 相 當
已累積相當的技術 的營建能力、顧
基礎與經驗。同時， 客服務經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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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化妝品公司
1990 年代臺灣
產 業 外 移 嚴
重，化工材枓訂
單減少，當時政
府實行周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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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永續經營，開始 經營者不斷地注意 商譽等資源，並
發掘與探詢新事業 外部市場的機會，希 有 意 再 擴 展 本
的機會。
望能夠找到新產品 身 的 事 業 。 同
與新事業的機會進 時，經營者非常
行發展。
注意外在環境
的變動，不斷尋
找機會，願意嘗
試新的事業。

為 何 決 定 要 踏 D 化工原本對
入旅館業？經 於化學原料非
營 者 過 去 對 於 常瞭解，從事化
建築硬體的設 學原料的代理
計 與 營 造 已 具 與銷售工作。在
有豐富經驗與 與牛爾老師合
能力，同時也擁 作 推 出 美 容 書
有 直 接 服 務 消 之後，瞭解到台
費者顧客的經 灣民眾生活型
驗 與 企 業 文 態改變且保養
化；加上看到當 化 妝 品 市 場 廣
時 台 灣 旅 遊 住 大，決定轉型成
宿市場蓬勃發 為化妝品品牌
展，因而決定跨 的公司。
入旅館業經營。

企業如何
決定新的
組織認定
？

為什麼決定成為專
業的碳粉匣供應
商？基於原本的塑
膠射出成型技術及
模具製造能力，希
望尋求製造更精密
產品的機會，藉由
經營者的人際網絡
發掘碳粉匣市場極
具成長潛力，且當
時並無臺灣廠商競
爭，因此決定進入
碳粉匣產業，鎖定
碳粉匣售後市場，
成為一家印表機與
影印機碳粉匣與耗
材製造商。

為何決定研發生產
人工牙根？在偶然
的機會中，發現台灣
人工牙根市場一年
約 25 萬支，價格非
常昂貴並完全仰賴
進口，國內並無任何
廠商從事生產。B 公
司基於過於在精密
模具與螺絲製造經
驗，認為有機會研發
生產人工牙根，並獲
得政府及學術單位
的支持，因此決定投
資轉型進行醫療器
材 —— 人 工 牙 根 的
研發與製造。

新的組織
認定如何
影響組織
能力的更
新？

在確認轉型為成碳
粉匣廠商之後，開
始購買先進塑膠射
出成形設備，提昇
本身生產技術與模
具製造水準。在產
品技術上，則招募
新的研發工程師進
行原廠碳粉匣專利
的破解及特殊零組
件的開發。在行銷
通路方面，也開始
拓展歐美的影印機
與印表機的經銷商
及碳粉廠市場，並
利用國外參展推廣
自有品牌，並提供
客戶售後服務。在
整體經營模式上，

在決定投入人工牙 在 確 認 轉 型 成
根的研發製造之 為 旅 館 業 之
後，B 公司組織一個 後，積極建構旅
跨 領 域 的 專 業 團 館業經營所需
隊，包括金屬加工、 的資源，包括設
表面處理、材料及醫 店位置、旅館硬
學等專業人才，進行 體建造、餐旅服
許多技術研發與專 務人才、旅館的
利破解。此外，也積 經營與行銷、服
極與外界的產、學、 務流程等等。一
研多方進行合作，例 開 始 在 營 運 管
如學習醫師對植牙 理 與 流 程 建 構
的需求與醫療器材 上，尋求外部的
相關的專業知識。在 知識來源；但在
製造方面，則研發出 確 立 文 創 旅 店
特 殊 表 面 處 理 技 的定位之後，經
術，採購高規格的製 營 管 理 與 品 牌
造 設 備 及 建 立 製 行銷的模式大
程。在行銷推廣上， 多 是 內 部 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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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策，民眾的
生 活 型 態 轉
變，經營團隊認
知必需調整經
營的領域與方
向，方能永續經
營，因此決定嘗
試新的事業。

由原本的化工
材料買賣業轉
為 化 妝 品 產
業，當中有許多
的能力都是需
要 重 新 學 習
的，要成為化妝
品牌最重要的
是產品，這需要
研發與生產部
門，也要確保產
品的品質；再來
就是品牌行銷
能力及銷售通
路門市。建構這
些 資 源 與 能
力，都需要學
習，例如產品研
發、ERP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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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純粹的鞋跟代
工生產，轉變成擁
有自有品牌，直接
面對經銷商、碳粉
廠、分銷商或進口
商的碳枌匣售後市
場，提供超過千種
以上的產品類型。

則與各大醫學院及
醫院合作，建立本身
的品牌及經銷業務
體系。

發展而來，結合 網路行銷、門市
獨 特 的 軟 硬 體 服務等流程，均
資源後，成為獨 由 D 公司內部
特的資產定位。 自 行 發 展 與 建
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跨個案分析與命題推導
（一）促使企業改變組織認定的條件
在改變組織認定之前，四家個案公司均面臨到外部環境的威脅或挑戰（請
參考表 2）。A 公司面臨鞋業外移大陸的威脅，B 公司面臨螺絲產業利潤低競爭
激烈的威脅，C 公司面臨嘉義營建產業停滯，及 D 公司也面臨化工產業外移的
問題。從這四家個案中，本研究發現，面對這樣的環境威脅，企業經營者為了
追求成長或永續經營，需要尋求新的市場機會。不過，成功轉型的企業畢竟有
限，這四家個案公司的經營者或領導團隊，對於環境威脅卻是正面看待，認為
是企業轉型或提昇附加價值的機會，並願意改變原本的經營模式與事業範疇的
認知，克服組織認定的慣性或僵固性 (Leonard-Barton, 1992)，進行新事業的投
資或舊事業的轉型。例如 A 公司總經理提到：
「我們手上只有兩種資源，一個是塑膠射出技術；另一個是旺盛的企
圖心！不能再做鞋子，那就做些新的吧！」
B 公司的鄭董事長也指出原有的模具產業並不能帶領公司走一輩子，在處於
不確定的風險與永續經營的責任之下，就進入與原先模具產業相距甚遠的醫療
器材產業。C 公司則是經營者本身求新求變，對於環境的變動與市場的脈動非常
敏感，認為環境變動代表新的機會，用正面與自信的心態擴大事業版圖與永續
經營。D 公司也是因應化工訂單明顯減少及民眾生活型態轉變的機會，進入化妝
品產業，追求永續經營。
面臨環境變動造成的威脅或挑戰，這四個個案公司的經營者均將企業面臨
的危機，視為企業轉型的契機，積極尋求新的機會或新的商業模式。Powell &
Baker (2014) 指 出 在 面 臨 不 利 的 經 營 環 境 時 ， 企 業 創 辦 人 的 認 定 結 構 (the
structure of founder identity)會影響其對於經營環境的詮釋，進而產生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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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本研究組織認定區分為抽象認定成分(abstract identity components)與明確
認定成分(concrete identity components)；前者主要是指核心組織文化與基本價值；
後者則是指企業經營範疇 (Gustafson, 1995)。如表 3 所示，A 科技公司原來的明
確認定是鞋跟與鞋底代工廠，而抽象認定成分是「附加價值提昇、永續經營」；
B 科技公司原來的明確認定成分是金屬扣件模具廠，抽象認定成分為「不斷自我
精進、自我要求、品質提昇、永續經營」；C 文創旅店原來的明確認定成分是建
設與營建公司，抽象認定成分為「活力創意、重視員工發展與顧客承諾」；D 化
妝品公司原來的明確認定成分是化工材料行，抽象認定成分為「重視品質、服
務與環保」。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個案公司原來組織認定中的抽象認定成分，是促成企
業改變組織認定的影響因素之一。例如 A 公司與 B 公司強調要永續經營，所以
會尋找新的機會，進行轉型。C 公司原本就一家具有創意且求新求變的建設公司，
因此不斷找尋不同產業的機會。D 公司則是一直強調重視環境保護，要推廣生活
化學應用及永續經營，因此才會想掌握台灣消費者生活型態的轉變，創造新的
事業。C 公司戴董事長曾提到：
「其實你說改變這個事情，我們其實是不斷地一直在動、不斷在改變
這樣子，像我剛創業的時候我本來成立一個工程公司，工程公司之後
成立一個營造廠，然後三十歲轉型做建設公司，三十八歲轉型做飯店
業，……」
。

表 3：研究構念內涵的分析
構念
原來
的組
織認
定

A 科技公司

B 科技公司

明確 鞋跟與鞋底ＯＥ 金屬扣件模具廠
成分 Ｍ代工廠

C 文創旅店

D 化妝品公司

建 設 與 營 建 公 化工材料行
司

抽象 提昇附加價值、 不斷自我精進、自 活力創意、重視 重視品質、服務
成分 永續經營
我要求、提昇品 員工發展、重視 與環保
質、永續經營
對顧客的承諾

原來的資源 傳 統 製 鞋 生 產
組合
線、貿易商接單
通路、低階技術
勞工、基礎的塑
膠射出技術

代工生產模式、傳
統模具人才、標準
化模具設計技
術、基礎模具製造
設備

~33~

建築設計、土木
工程人員、建築
設計與工程執
行、土地買賣能
力、顧客服務

化工原料知識、
國外化工原料來
源、國內客戶關
係、進口貿易實
務、B2B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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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組織 接貿易商給予國 依客戶需求設計
能力
外 鞋 子 品 牌 訂 製作扣件模具
單，利用低廉勞
力與塑膠射出成
型技術，生產鞋
跟與鞋底

從尋地、建案規
劃設計、營造工
程、房屋銷售及
顧客服務一條
龍

滿足國內化學材
料廠商的需求，
代理尋找國外供
應商，進口化工
原料

當時面臨的  設廠在中國大  扣 件 產 品 附 加  嘉 義 預 售 建  1990 台 灣 產
業外移，化工
屋市場已飽
價值不高，近乎
陸同業的競
外部環境因
原料訂單減少
和
完 全競爭市
爭，造成訂單
素
場，利潤微薄  外 在 環 境 不  台灣民眾生活
流失
型態改變，注
斷變動，存在
 臺灣並無廠商  臺 灣 進 入 老 年
重休閒
許多新事業
化社會，植牙市
進入碳粉匣之
牛爾帶動的
機會
場成長
生產
DIY 保養風潮
 國內廠商並無  旅遊市場成
長
人 工牙根廠
商，完全仰賴進
口
 政府政策鼓勵
引導
新 的 明確 全球性的碳粉匣 人工牙根全製程 文 化 創 意 旅 館 化妝保養品品牌
業
公司
組 織 成分 與 OPC 感光鼓精 製造商
密齒輪製造商
認定
抽象 突破創新、追求 研發、創新、品
成分 卓越、永續經營 質、安全、不斷追
求技術更新及卓
的一家公司
越

具有創意、活
力、文化的華人
文創旅店第一
品牌

環保、實用、健
康生活環境、產
品品質、顧客服
務

新的資源組 先進塑膠射出與 金屬加工、表面處
合
模具設計製造設 理、醫學專業人
備、技術研發工 才、精密模具製造
程師與技術能 及檢測儀器設
力、全球銷售通 備、精密噴砂技
術、直接銷售人力
路、自有品牌
與自有品牌

文旅品牌、行銷
資源、服務品
質、創意組織文
化、旅館餐廳服
務與管理人
員、建築設計與
工程

化妝品生產工
廠、保養／化妝
品研發技術、品
牌與行銷、B2C
銷售門市與服務
人員

新的組織能 碳粉匣與相關重 結合醫學知識、材
力
要 零 組 件 的 設 料科技、與金屬加
計、研發與量產 工等跨領域專業
人才進行人工牙
能力
根與植牙系統研
發、生產與行銷之
能力

旅遊住宿需求
之洞察與新服
務設計能力及
文化旅館品牌
之經營能力

觀察市場需求，
開發自然、簡
單、實用的保養
化妝品，進行生
產製造銷售，並
在台灣市場通路
銷售自有品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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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原有的組織認定會具慣性，要改變原有的組織認定，不只產生經濟上
的成本，組織成員也會產生心理上與社會面的成本，甚至造成抗拒 (Powell &
Baker, 2014)。由於組織認定的抽象成分代表企業的核心基本價值，當組織成員
對企業抽象認定成分產生深層結構認同(deep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之後，企業若
要更改經營範疇、產品或產業，抽象認定成分將提供組織成員不斷改變組織認
定背後的動機及意義感 (Fiol, 2001)，可以凝聚組織成員的共識與價值觀，而較
不會發生抗拒，進而降低認定變革的心理與社會成本。Fiol (2001) 提到組織認
定中若能回答「為什麼我們做這些事？」，也就是組織認定的抽象認定成分，也
就是組織成員對於企業的核心價值與願景的深度結構認同，則企業可以解決情
境化認同(situated identifications)產生的經營範疇或產業不斷改變造成的問題。據
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一：在面臨環境威脅之下，組織認定的抽象性（抽象認定成分特質），
有助於企業改變其明確組織認定。
此外，從四個個案分析結果（如表 2）顯示，企業通常在原本的事業面臨經
營困境時，才會想要改變組織認定。例如 A 公司面臨鞋業代工外移、訂單流失；
B 公司面臨螺絲業未來成長有限；C 公司則是營建業市場已難再擴展；D 公司則
面臨化工客戶外移。不過，這只是必要條件，並非所有面臨經營困境的企業，
均會改變組織認定。本研究發現，這四個個案在本業均已累積一些資源與能力，
讓他們能夠改變原本的事業或進入新的事業。例如，A 公司原本的塑膠射出成型
技術及模具製造能力；B 公司原本的扣件模具的技術與經驗；C 公司從事營造業
累積的營建能力與顧客服務文化；以及 D 公司的化工知識及對於化學原料來源
的掌握。
此外，這四家改變組織認定企業的經營者或領導團隊都有一個共同特質，
就是非常關注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地偵測外部環境並蒐集資訊進行詮釋，並
藉此調整本身的策略及資源佈署，甚至重新定位本身的經營範疇。例如 A 公司
瞭解產業外移趨勢之後，便開始不斷地發掘與探詢新事業的機會；B 公司則是確
認扣件產業進入成熟期之後，就不斷地注意外部市場的機會，希望找到新產品
或新事業的機會；C 公司則是非常注意外部環境變動而不斷調整自己的想法；D
公司則是觀察時代的趨勢，發覺民眾生活型態的改變而產生新事業的機會。企
業關注外部環境機會與威脅，並根據外部環境分析所顯現的機會點進而定義或
調整本身的事業領域或所屬產業，本研究認為這是一種組織認定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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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version) 的 表 徵 ； 亦 即 組 織 認 定 內 容 (content) 聚 焦 於 外 部 環 境 的 程 度
(Barney et al., 1998)。組織認定若聚焦於外部環境，也就是以因應外部環境情勢
來定位自己，那麼企業勢必將廣泛地注意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地進行意義詮
釋，來調整本身的策略及資源佈署 (Fiol, 2002)，甚至改變組織的認定，形成
Rousseau (1998) 所說的情境化認同(situated identifications)。例如行銷文獻所討
論的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的企業，強調因應市場情勢與情報進行策略性
決策 (Kohli & Jaworski, 1990; Jaworski & Kohli, 1993; Day, 1994)。相反地，組織
認定外向性低的企業，其組織成員是由本身固有的自我認知並非由外部環境的
需求來定義自我，較無法察覺環境變化對組織的衝擊或效應；在意義詮釋上，
也偏向以企業內部原本認定的信念為主，無法輕易調整或改變本身的認定。A
公司王總經理提到：
「大陸開始開放之後，臺灣所培養二十幾年的鞋業，很快地在兩年之
內就大部分搬走了，搬到中國大陸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被迫轉型，
要嘛，去中國大陸繼續，要不然在臺灣就必須要轉型，這是我們當時
所面對的情況。」
D 公司黃副總經理，也提到：
「外在的狀況改變，我們自己也有一些永續的想法，其實是很想去改
變對於化學這種比較刻板的印象，或是負面的影響，就是有這樣的想
法，才開始推廣說這些可以做染布、可以做蠟燭、香皂到後來美容保
養品，……」
此外，從動態能力的微觀基礎來看 (Teece, 2007; Barreto, 2010; Helfat &
Peteraf, 2015)，產生動態能力的第一步是從外部環境變動中機會與威脅的感知與
塑造開始，企業的組織認定若具有高度的外向性，則更可能從外部環境機會的
辨識過程中，重新定位本身的事業或產業，而改變企業的組織認定。根據上述
的個案觀察與推理，本研究提出命題如下：

命題二：在面臨環境威脅之下，組織認定的外向性，有助於企業改變明確組
織認定。

（二）新的組織認定如何形成
企業如何決定或形成新的組織認定？或會成為何種產業的公司？本研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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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2）
，企業傾向進入未來具有成長獲利遠景並可以槓桿運
用本身現有的資源與能力的產業。例如 A 公司之所以決定成為碳粉匣公司，除
了因為碳粉匣售後市場競爭者少且成長性，也因為本身原本就具有塑膠射出成
型與模具製造能力；雖然碳粉匣的製造雖然需要更高階或更精密的射出成型或
模具，但 A 公司是可以學習與精進的。B 公司則是看到了臺灣市場上缺乏本土
的人工牙根產品、獲利高且具高度市場潛能，再加上本身原本製造螺絲模具的
能力，而人工牙根事實上也是一種類似螺絲的醫材，因此決定進入人工牙根事
業。C 公司則是看見當時臺灣旅遊市場的成長，加上本身是營建業者，也在經營
大學生外宿房間，且已培養出客戶服務的文化，進而想進入旅館經營產業。D 公
司則是瞭解到臺灣消費文化的轉變，女性對本身保養與化妝品將會有更多的需
求與機會，再加上本身對化學材料非常瞭解，也掌握化學材料的來源，因此進
入由化學材料調配而成的化妝品產業，也是延伸應用本身原有資源與能力。
這四個個案顯示，當企業遇到環境重大改變時，會挑戰原本的組織認定
(Barney et al., 1998; Bouchikhi & Kimberly, 2003)。組織的管理者可能因環境改變
或績效不佳，知覺到壓力而去詮釋可能的原因，並引發組織認定調整的行動，
最後產生新的組織認定 (Stimpert et al., 1998)。本研究發現，這四個個案的組織
認定的形成，符合社會建構者觀點 (Ravasi & Schultz, 2006)；也就是組織在面臨
內部及外部刺激時，組織成員對於組織核心與獨特特質的信念會產生改變 (Fiol,
2002; Corley & Gioia, 2004)。藉由意義詮釋，也就是經營者或領導團隊會詮釋外
部刺激，藉此要進入什麼樣的市場或產業，從個案分析結果發現必須新的產業
需要能讓企業成長與獲利。在內部刺激的意義詮釋上，經營者或領導團隊將會
考慮企業本身是否具備或發展進入新產業所需的資源與能力。綜合內部及外部
刺激的意義詮釋，經營者或領導團隊對於未來企業的經營範疇或所屬的產業別，
產生新的意義，進而改變原有組織認定形成新的組織認定 (Gioia & Thomas,
1996; Fiol, 2002; Corley & Gioia, 2004)。
從組織認定的觀點來看，企業在面臨環境威脅或挑戰時，必需改變組織認
定以配合所處的環境需要，以維持競爭優勢，也就是情境化認同 (Fiol, 2001)。
Reger et al. (1994) 將理想組織認定與現有組織認定之間的差異稱之為組織認定
差距(identity gap)，其中理想組織認定是指組織未來期望要成為的特質(This is
who we want to be)。在本研究個案當中，當個案公司因應環境面臨的機會威脅形
成新組織認定，而決定要改變原本的組織認定，此時新的組織認定可以視為理
想的組織認定。Reger et al. (1994) 指出認定差距若太小，代表新的組織認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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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組織認定高度一致，可能造成認知慣性(cognitive inertia)，而無法讓組織
成員學習新知識與技能，更新其組織能力。相反地，若是認定差距過大，則改
變組織認定會造成組織成員相當大的壓力，而知覺到變革是無法達成，也會對
改變組織認定產生抗拒。
本研究整理出四家個案公司原來的組織認定（明確成分與抽象成分）及新
的組織認定（明確成分與抽象成分），如表 3 所示。在明確認定成分上，四家個
案公司所進入新的產業或產品領域，如同前述的分析，其實背後是可以槓桿運
用本身原來的組織能力或核心技術。例如 A 公司王總經理提到所進入新的產業
將會運用原本的塑膠射出成型的能力：
「本來做模具，模具我們以前就會經驗多一些，因為以前做鞋子鞋跟、
鞋底，天天在開，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舊的設備不行，就是更換
掉，就買新的設備；可是新的設備以後也要做什麼其實也不知道，只
知道說，射出成型這個產業，塑膠射出成型這個產業在這個市場上，
它永遠都有地位。所以我們那時候一開始就是買世界上很先進的設備，
德國版的機器，先買來放在家裡，那看看再來說那要做什麼？！」
C 公司戴總經理也提到基於原本營建業的優勢及活潑的企業文化而跨進飯
店產業：
「我是覺得其實我們有垂直整合的優勢，就是說我們本來對於，如果
說從來沒有去碰過土地的人來講，要買一塊地對他來講是困難的，那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土地的開發者，然後如果說你要在這土地上長出什
麼樣的產品、建築物，要去設計，我們本來就有設計公司，然後去蓋
他，我們本來就有營造廠，那甚至於說我們本來我們的團隊或老闆本
身就是比較年輕的一種趨勢，我們公司整個就是比較年輕化，對，企
業文化上面也比較活潑。」
B 公司鄭董事長也提到經營理念與組織文化與原本模具公司是相同的：
「文化是一樣啊！無不是希望來這邊上班的員工能夠在這邊能夠跟公
司一樣是一個永續經營的理念，對不對？」
D 公司黃副總也提到化妝品公司也延續了原來化學品買賣服務客戶及環保
的理念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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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早期做原料的銷售的時候本來就有客服的一些基本的能力
吧！…，如果今天在全省各地，不是我服務的時候，我讓其他的店員
服務的時候是不是也能具備一樣的能力，只是將這樣的經驗傳承，再
去細緻化，因為以前服務，那樣的服務可能只要對原料的專業度了解，
可是到後來進入到賣場或者是自己在開店之類的，可能他的服務上又
有不一樣，消費者希望收到的服務他的期待是不一樣的，……」
「我們當初在做原料的時候，就在講怎麼讓客人達到最適合的，那怎
麼最好的運用能最有效率，最節省不破壞環境，其實這個部分還是，
我覺得還是說適合你的這些東西，這延伸出來的，講大一點，就是對
於環境上的一些保護，講近一點就是怎樣給客人最好的服務，……」
在抽象認定成分上，如表 3 所示，A 公司的抽象認定由「附加價值提昇、永
續經營」變為「突破創新、追求卓越、永續經營」；B 公司的抽象認定由「不斷
精進、提昇品質、永續經營」變成「不斷追求技術更新與卓越」；C 公司則是由
「活力創意、重視員工發展與顧客承諾」變為「具有創意、活力、文化的華人
文創旅店」；D 公司則是由「重視品質、服務與環保」變為「環保、實用、健康
生活、產品品質與顧客服務」。我們發現新的組織認定在抽象認定成分是在原來
抽象認定基礎，予以擴增或深化，基本上的組織價值觀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代
表個案公司傾向維持原來組織認定中抽象認定成分，也就是維持深層結構認同。
而在明確認定成分上，經營的產業則具有明顯的差異，代表在明確認定成分上
則具有相當的差異，不過新的產業仍可以槓桿運用原本的組織能力與核心技術，
這代表新的組織認定與原來的組織認定之間仍維持適當的認定差距 (Reger et al.,
1994; Gustafson, 1995)。
因此，根據四個個案公司的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新的組織認定在抽象
認定成分上，為了維持深層結構認同，企業傾向維持相同的經營理念或基本價
值觀；在明確認定成分上，則維持適當的認定差距，也就是明確認定差距適中，
也就是新的產業要與原來的產業有明顯的差異，以期能更新資源組合與組織能
力，但差距也不宜過大，要讓組織成員認為是有機會轉型與跨越的。基於上述
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三：新的組織認定與原來的組織認定將會維持適當的認定差距。在抽象
認定成分上，新的抽象認定與原來的抽象認定差距不大，以期維持
組織成員的深層結構認同；在新的明確認定上（進入哪個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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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有較大的差距，但取決於企業本身原有的資源與能力是否能夠
運用到新的產業。

（三）組織認定對於組織能力更新的影響
從本研究四個個案中發現企業改變組織認定，的確影響了企業資產的重新
配置、資源的取得與能力的發展。例如 A 公司在決定成為碳粉匣公司後，即購
置高階設備、聘任研發工程師、布建行銷通路、甚至自創品牌。B 公司則是決定
成為人工牙根公司之後，就開始招募各種專業人才、投入技術研發與專利破解、
尋求外部技術合作、及建置本身品牌與通路。C 公司則是確認文創旅店的定位
後，即著手建立人才招募訓練、管理制度、組織文化、及品牌行銷溝通等資源。
最後，D 公司在確立成為化妝品公司之後，就建立研發部門及工廠、自有品牌、
經銷店面及網路商店、以及人力資源。也就是說，從本研究個案發現，當企業
調整組織認定而決定進入一個新的事業領域之後，改變組織認定會影響企業建
構新的資源組態(resources configuration)（資產定位與組織流程的組合）
。其中不
符合新認定的舊資源會予以跟新事業隔離（如保留在原本的事業部門，而非新
事業部門）
；新認定所需的新資源，則會藉由投資或學習加以建置，也就是積極
尋求外部知識與技術來源，建構符合新的組織認定所需的資源組態。
組織能力更新一般伴隨著資源組合更新，兩者合而為企業資源組態的更新，
組織能力協調整合新資源組合讓企業能夠創造更多或新的顧客價值。改變組織
認定之後，如同企業已定位好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家公司，在朝向理想認定運作
時，組織成員知道他們是誰之後，就能夠建構新認定所需的資源或能力 (Kogut &
Zander, 1996)。動態能力理論提到企業可以藉由動態能力進行資源的槓桿、學習、
整合、重組 (Bowman & Ambroini, 2003)，從組織認定觀點來看，動態能力產生
是奠基於新的組織認定，是由新的認定驅動企業進行原來資源的槓桿產生新資
源、藉由學習新知識與技術產生新資源、將新舊資源或組織內外有利用整合運
作或重組產生新的資源。本研究將四個個案公司在形成新的組織認定之後，所
引發的槓桿流程、學習流程、整合流程、及重組流程整理在表 4。由表 4，我們
可看到組織認定在企業建構動態能力當中，發揮必要的功能，讓企業在更新資
源組合與組織能力時，知道要取得什麼資源、放棄什麼、學習什麼、整合哪些、
以及如何重新組合資源。為了成為碳粉匣公司，A 公司王總經理提到破解原廠專
利的學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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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期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有專利這回事，就被告過一次，那從此之
後，我們決定內部成立很強的這種專利研究小組，每個成品拿來都要
研究專利，OEM 到底有多少專利都要搞清楚，然後去研究它，重新設
計，這是我們已經做了很久的一件事情，這是很重要的特點，那個你
要是不研究專利，你沒有解決的話，他就隨時可以告你，他一告你，
你就輸了，你就不能繼續賣。」
表 4：新的組織認定引發之動態能力
A 科技公司
槓桿流程
將塑膠射出成型
新
的
技術應用到碳粉
組
匣的生產流程並
織
予以升級
認
定
引
發
的 學習流程 專利破解、新產
動
品研發
態
能
力
整合流程 將 模 具 設 計 研
發、塑膠射出成
形技術、專利破
解、AF市場知識
與顧客關係、銷
售等資源整合，
跨入碳粉匣與感
光滾筒AF市場，
不斷開發生產多
樣化產品
重組流程 放棄舊設備，升
級生產線，建立
新工廠；聘任技
術研發人才；拓
展歐美 AF 市場

B 科技公司
將扣件模具設計
製造技術予以升
級應用到牙根模
具設計與生產

植牙醫學領域知
識、經驗與技術
的學習；牙根材
質與設計之技術
研發
企業內結合跨領
域（金屬加工、
表面處理、醫學
等）專業團隊進
行牙根與植牙系
統的研發，同
時，也與外部單
位（醫學院、大
學、政府）合作
進行技術研發
維持原模具工
廠，創立新的事
業，除了由內部
調動模具設計製
造人才之外，購
置新設備與聘任
各領域技術人才

C 文創旅店
將土地規劃、建
築設計與營造
工程品質管理
及原本重視創
意、顧客服務文
化應用旅館的
計、建造與經營
旅館的創新服
務流程與品牌
經營流程；各地
分館的規劃與
開設
整合原本的營
建與建築能
力，結合各地的
觀光特色與文
化，以及聘用具
有創意的人才
設計旅遊服務

D 化妝品公司
將化工原料知
識與國外原料
來源的掌握及
化工專家的知
名度運用在化
妝保養品研發
生產
保養品與美妝
產品的研發流
程：門市開設與
銷售管理流程

維持原建設與
營造公司，另成
立文化旅店事
業，招募培訓旅
店經營行銷人
才

聘任人才，建立
工廠與產銷流
程，成立新事業
部，形成集團分
工運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

將原本化工原
料知識與進口
來 源 管 道 掌
握、結合對台灣
市場趨勢的瞭
解，整合新聘人
才建立保養化
妝 產 品 的 研
發、生產與銷售
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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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鄭董事長也提到，為了研發人工牙根，也與台北醫學大學合作進行開
發，進行外部知識整合流程：
「對，我們當初有跟北醫有一個合作，…他們也提供了我們一些入門
的一個知識？當然公司，一定要自己有研發，然後，才從研發裡弄得
到更多的理解……」
C 公司戴總經理也提及是將原本的營建與建築能力結合各地的文化旅遊進行
知識整合：
「傳統的飯店可能只是要求一個標準化、SOP 啊，或是就是知識的都
是國外引進的一些品牌的概念，可是當我們做飯店的時候，我們在思
考的是，如何從旅人的角度來看待旅行這件事情，如何從在地這件事
情來看待在地文化、在地的品牌、在地的飯店這些品牌的一些結合。」
Ｄ公司黃副總也提到內部知識學習與整合的流程：
「我們也是在決定做（化妝品）邊建構如何服務消費者，如何做門市
的服務與管理跟培訓，因為早期是都是老闆在服務客人，但後來你要
變成店員去服務客人，你要去將這些人培養起來，慢慢去建構另外一
塊能力；就是本來是一個一班的門市對於專業的，到後來是各百貨公
司都有通路，而且他們要服務的是消費者，這個部分是我們大概在 05
年開始建置門市的時候開始建立的一些能力，但是我們很好的是在
05-07 之間，其實我們最早做的就是重視教育訓練，我們很怕員工的專
業知識不具備，拿錯東西給客人，所以其實在建置這一塊的時候將員
工的訓練放在最前面，把它當作是重點，當然就是慢慢地學習的這一
塊，在公司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很多專業知識你必須懂你才能服
務客人，你能呈現出一些專業，客人才會信任你，這都是一些重要的
循環。」
「一直都要學新的東西，從早期開始學可能就是店務的管理到後來的
客戶服務，到後面納入一些品質系統、電腦系統，還有一些網站上或
者是網購或者是物流，因為那些其實都要學的，一直都在學習新的東
西的。」
Stimpert et al. (1998) 指出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組織認定是一個主要的影響
力，並會與組織流程、標準作業程序、及固定資產有緊密關連 (Dutton & Duke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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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可能形成一種組織完形 (Mintzberg, 1978)。這種組織完形不只是讓企業
產生獨特競爭地位，也會讓企業建立一組支持或強化其組織認定的組織能力，
提供組織成員意義、興奮、承諾、及熱情。Kogut & Zander (1996) 也指出組織
認定有助於組織成員之間的協調與學習，有助於建構組織能力。同時，組織認
定也影響了組織成員搜尋新知識與學習的方向，有助於組織能力的發展與提昇。
從動態能力微觀的角度來看，企業要發展動態能力改變資源基礎或形成新的資
源組態，企業經營者或管理團隊需先察覺到環境的改變，進行改變原有的組織
認定。由於組織認定說明了「我們是誰」及「從事什麼的事業」，會指引企業的
策略與行動 (Barney et al., 1998)。因此，組織認定將會影響組織成員的協調與學
習、資源配置與流程運作，進而對於企業建構新的資源組合與更新組織能力產
生影響 (Kogut & Zander, 1996)。
新的組織認定確立之後，組織成員之間共享一致的認定，可降低成員之間
的溝通成本，建立組織成員間內隱與外顯的協調規則，有助於企業建立所需的
新資源或能力 (Kogut & Zander, 1996)，形成新的資產定位與組織流程組合，更
新原來的資源組態。同時，Kogut & Zander (1996) 也認為組織認定影響了組織
成員搜尋新知識與學習的方向，有助於企業發展新的資源或技能，更新組織能
力或資源組合。根據上述的個案觀察與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四：新的組織認定將會驅動企業進行資源的槓桿、學習、整合與重組流
程，以更新企業的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

伍、討論與結論
一、研究結論與涵義
早期動態能力觀點 (Teece et al., 1997)，提出動態能力的概念，將動態能力
定義為一種改變資源基礎的組織流程或例規，但未提及企業如何產生動態能力
(Ambrosini & Bowman, 2009)。近期動態能力的微觀基礎的研究 (Teece, 2007;
Barrteto, 2010; Helfat & Peteraf, 2015)，則強調企業對於環境機會威脅的感知與詮
釋，是啓 動企業改變內部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的關鍵；但未說明企業如何克服
認知慣性或核心僵固之問題，來改變其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本研究從組織認
定觀點試圖解釋企業在面臨環境威脅或挑戰時，在什麼條件下會改變其組織認
定？如何形成新的組織認定？以新的組織認如何造成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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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從組織認定觀點，可以解釋企業如何克服認知慣性或核心僵固，進行資源
組合與組織能力的更新；也可以說明產生動態能力的驅動因素。本研究之結論
與理論意涵，討論如下：

（一）組織認定特質與改變組織認定
在什麼條件下企業會改變組織認定？本研究結果顯示，組織認定的特質將
會影響到企業是否容易改變組織認定 (Barney et al., 1998)。從個案公司的分析結
果，顯示組織認定的抽象性與外向性有助於企業因應環境威脅改變其組織認
定。
組織認定的抽象性是指組織認定可以被表達成為抽象語言的程度 (Barney
et al., 1998)，也就是 Gustafson (1995) 提到的抽象認定成分。本研究發現組織認
定的抽象認定成分，有助於企業調整或改變其組織認定明確成分，讓企業可以
隨著環境情勢的變動，改變企業的產業或經營範疇。同時，本研究也發現維持
組織認定的抽象認定成分，可以建立組織成員的深層結構認同 (Rousseau, 1998;
Fiol, 2001)，讓組織成員對企業核心價值產生認同之後，將會讓組織成員瞭解組
織為何要改變產業或經營範疇。
組織認定的外向性是指企業組織認定內容聚焦於外部環境的程度。若外向
性高，企業將會廣泛地聚焦在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地進行意義詮釋來調整本
身的經營範疇與產業；換言之，組織認定的外向性高，則比較容易產生情境化
認同 (Rousseau, 1998)；也就是為了獲得短期的競爭優勢，企業需因應環境變動
而改變的組織認定 (Fiol, 2001)，藉此調整企業內部的資源或能力。
過去組織認定對於組織變革的影響，大多探討認定的複雜性或多重性的構
面，例如 Powell & Baker (2014) 探討企業創辦人的認定的雙重性，也就是，個
人角色認定與社會認定之認定結構，如單一性、不一致性、一致性，對於企業
在環境壓力下的策略反應產生影響。本研究結果則顯示，除了認定的多重性之
外，組織認定的抽象性特質與外向性特質，也是會造成企業（經營者）是否容
易調整組織認定或經營產業的重要因素之一。換言之，Powell & Baker (2014) 的
個案研究主要聚焦在認定的複雜性或多重性之特質，本研究則進一步探討組織
認定抽象性與外向性等特質對於策略更新或組織變革之影響。

（二）新的組織認定的決定
在如何形成新的組織認定方面，個案研究顯示新的組織認定取決於企業本
身資源與能力或技能可掌握的新產品或新事業機會為主，此結論符合 Gustaf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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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與 Reger et al. (1994) 所提「認定差距」(identity gap)的概念，其主張適度
的認定差距可能會促進策略更新或組織變革的過程。當期望的認定（新的組織
認定）與實際的認定（原有組織認定）差距過小，會造成組織慣性，致使組織
的策略或資源無法更新；但差距過大，則可能創造出認知上的對立而無法進行
策略或資源的更新。本研究結果顯示，這四家成功更新組織能力的個案，其新
的組織認定與原有的組織認定是有差異的（與目前經營的產品或市場不同），但
並非是差距很大（新的組織能力可藉由原有資源與能力的槓桿或進一步發展來
達成）。因此，企業若要重新定義其組織認定或經營範疇，除了考慮產業的獲利
性與成長性之外，本身是否可以取得或發展該產業所需的資源與能力，更是重
要的決定因素。此點結論也與動態能力理論強調的路徑依循性(path dependency)
(Teece et al., 1997) 相符合。
此外，本研究將組織認定區分為抽象認定與明確認定兩成分，並發現個案
公司在形成新的組織認定時，為了要維持深層結構認同 (Rousseau, 1998; Fiol,
2001)，抽象認定成分不會改變太大，僅小幅地進行擴增或深化。但為了達到資
源組合重組與組織能力更新，變革前後組織認定的差距就不能太小，以免產生
組織慣性而無法更新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 (Reger et al., 1994; Gustafson, 1995)。
本研究結果發現，個案公司在明確認定成分上的差距會為明顯（相較於抽象認
定成分），但為了要讓組織成員認為是可達成的，通常進入的新產業會是企業能
夠槓桿運用本身原來的核心能力或技術，也不致於差距太大。
本研究結果擴充了 Reger et al. (1994) 的研究結論，進一步將組織認定差距
區分為「抽象認定差距」與「明確認定差距」兩個部分，研究結果指出為了企
業因應環境改變，讓組織成員產生情境化認同 (Rousseau, 1998; Fiol, 2001)，以
達成組織變革（資源組合重組與組織能力更新）
，組織認定在明確認定成分的差
距會較大；但為了要維持組織成員的深層結構認同，抽象認定成分的差距會較
小，只做小幅的擴增或深入。

（三）新的組織認定與組織能力更新
在新的組織認定如何造成組織能力更新方面，從本研究結果觀察到，改變
後的組織認定會藉由形成企業內資源槓桿、學習、整合、及重組流程，改變企
業內部資源組合與更新組織能力。這部分的研究結論呼應了組織認定鑲嵌在組
織系絡，並與組織的資源、流程與能力形成一種組織完形的觀點 (Dutton &
Dukerich, 1991)。也就是，企業要更新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那麼組織認定也必
需加以改變。早期動態能力研究強調實質動態能力的辨認，本研究進一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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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改變組織認定將會啓 動企業內部資源槓桿、學習、整合及重組等流程，也
就是更新組織認定將產生動態能力，因而更新資源組合與組織能力。從本研究
個案公司當中，也發現企業內部進行資源槓桿、學習、整合及重組流程之動態
能力具體型態，包括：新事業組織設立、新產品／技術／製程開發流程、外部
聯盟或合作的程序、新工廠設置與運作、行銷與品牌部門的運作。
近年來，動態能力微觀基礎主張企業要先感知到外部環境的變化，察覺到
環境的機會與威脅，進而才調整其資源與能力，產生動態能力 (Teece, 2007;
Barreto, 2010)。改變組織認定是企業經營者感知環境變化並察覺本身改變經營範
疇或產業的結果，進而影響到企業調整資源與能力組態。Ambrosini & Bowman
(2009) 也認為策略經理人對於環境動態性的知覺會影響到動態能力的創造。本
研究則從組織認定的觀點 (Kogut & Zander, 1996)，呈現組織認知在更新資源組
合與組織能力過程扮演的角色，並進一步提出環境動態性的知覺會藉由改變組
織認定，而影響到企業進行內部資源組合的調整（藉由槓桿、學習、整合、重
組流程），進而產生組織能力的更新。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探討四家不同產業公司的組織認定變革與組織能力
更新，可能具有以下的限制：首先，探討的個案廠商屬於中型企業，研究結論
可能無法直接推到大型企業。其次，在進行個案研究設計時，未納入對比性個
案，例如組織認定未改變的企業，或組織能力未更新的企業進行比較。最後，
本研究採取事後回溯方式探討企業的組織認定的變革與組織能力更新，有些個
案組織轉型時間較早，有的缺乏次級資料佐證，大多依賴受訪者的訪談資料，
因而可能有回憶上的誤差。
由於過去從組織認定觀點探討企業轉型或組織能力更新的文獻較少。本研
究雖然試圖以探索性研究進行探討，但後續仍有許多議題可研究，例如企業全
體組織成員如何接受新的組織認定？多重組織認定是否會存在？如何運作？組
織 認 定 特 質 的 其 他 構 面 ， 例 如 同 質 性 (homogeneity) 、 確 信 度 (conviction) 等
(Barney et al., 1998)，如何影響組織能力更新？
除了質性研究之外，也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思考如何以量化研究方式探討
企業的組織認定。例如發展企業經營者或員工的組織認定量表，探討影響組織
認定的前因，或是組織認定產生的結果或影響，例如策略更新、策略彈性、組
織變革等皆是後續研究可深入探討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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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問題大綱7
《企業變革前面臨的環境與認知》
1. 在變革之前，請問貴公司是怎麼樣的一家公司？
2. 當時基於什麼原因要進行改變？
3. 是否是為了因應外部環境而進行變革？經營者為何會想要改變？
《企業變革的過程》
4. 當時的變革是希望將公司變成什麼樣的公司？
5. 變革的新願景是由誰提出？如何啓動？過程為何？
6. 新的願景與目標如何讓全體員工接受？
7. 為了變革成功，公司如何調整其策略與資源佈署？如何改變其技術與能力？
《企業變革的結果》
8. 貴公司是否已經成功進行變革？為什麼？
9. 貴公司是否已產生新的核心能力或更新舊有的能力？

附錄二：A 科技公司的個案描述
一、個案簡介
A 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成立於西元 1978 年，當時以
生產鞋跟與鞋底為主；直到 1989 年，A 公司轉型做碳粉匣。目前公司位於台中
港關連工業區，有近 500 名的員工，主要從事雷射印表機與影印機耗材之研發製
造，是國內唯一具備碳粉匣及 OPC 感光鼓精密齒輪研發設計能力的廠商，並以
自有品牌「GPI」與「Cartridge Web」行銷全球。目前 A 公司的產品有多功能數
位印表機碳粉匣、雷射印表機碳粉匣、影印機碳粉匣、感光鼓精密齒輪四大類，
客戶均為歐、美、日知名之碳粉大廠、OPC 感光鼓製造商及地區性經銷商，銷售
7

由於受訪者不一定瞭解研究者使用之專有名詞與術語（如組織認定）
，本研究將三個主
要研究問題轉譯成業界較能夠理解之問題進行訪談。因組織能力更新屬於一種組織變
革，故本研究在訪談大綱當中使用組織變革這個詞彙，希望受訪者比較容易理解我們的
問題。附錄一訪談問題的第 2 題及第 3 題是在探索「什麼條件或因素促使企業改變其組
織認定？」
。訪談問題的第 4 題及第 5 題，是對應「企業如何決定新的組織認定？」
。訪
談問題的第 7 題、第 8 題及第 9 題，是對應
「新的組織認定如何影響組織能力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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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包括美洲、歐洲及亞澳地區。如今 A 公司已成為全球市場上影印機、雷射印
表機及多功能數位印表機的空碳粉匣、配件及感光鼓精密齒輪的領導廠商之一，
並且持續邁向永續經營之路。

二、企業轉型前的組織認定
A 公司早期名為 A 工業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西元 1978 年，主要以塑膠
射出技術生產傳統的鞋跟、鞋底，營運模式為各大知名鞋廠 OEM 代工製造傳統
鞋材零件。

三、企業轉型當時的內外部情勢
轉型的前因為 1989 年大陸開放，當時臺灣的鞋子、成衣、玩具等勞力密集
的輕工業，因大陸勞力成本較低，紛紛將工廠遷移至大陸。因產業外移嚴重，促
使台灣的鞋業不到兩、三年的時間而被擊垮。A 公司當時所面臨的困境是客戶訂
單明顯減少（主因），且貿易商也要求到中國大陸設廠生產，而訂單紛紛被大陸
鞋廠搶走，要跟對岸競爭只能以更低的價格賣出。削價競爭只會擁有微薄的利
潤，危機意識致使公司開始思考是否也該跟著外移去大陸？還是繼續根留在台
灣？
當時的董事長曾進行大陸考察，覺得當地環境不佳，回來後與家族企業成員
進行商討，去大陸得做更進階的鞋跟鞋底及開發新的塑膠射出鞋製品，留台灣就
得進行轉型，明白轉型的必要性才能永續經營。A 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塑膠雛型
廠，認為塑膠射出成型在製造業永遠有其重要性，所以決定先把舊有的機器設備
賣掉，並思考從粗糙轉往做精密的產品導向為主軸，進而投資購買最先進的歐洲
塑膠射出設備，持續琢磨 A 公司該轉型做什麼樣的產品。轉型契機的主因為人際
網絡，也就是總經理的哥哥，為華人第一位研究碳粉配方的專家，剛好在美國經
營一家叫 Color Image 的碳粉公司，便建議 A 公司以做鞋材時所培養的塑膠射出
與模具技術，轉型做碳粉匣，認為該市場是非常有潛力的。因為如惠普、理光等
公司，其實不是靠賣機器賺錢，而是從碳粉匣、墨水等耗材上賺取豐厚利潤。碳
粉卡匣同樣是塑膠成型但產品更為精密，剛好符合 A 公司尋找的產品導向，所以
A 公司家族成員達成共識後，決定將 A 公司投入做碳粉卡匣。

四、新組織認定的形成
新的組織認定是由上而下形成。在1989年，最初機緣來自正在美國研究碳粉
配方的王家兄弟，在美國經營Color Image碳粉公司的哥哥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及
了解碳粉匣在歐美市場的獲利與成長潛力，故建議A公司轉型做碳粉卡匣，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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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認同碳粉卡匣的市場潛力，當時台灣還沒有廠商製造碳粉卡匣，便說服家族
成員嘗試；當時董事長也支持投資A公司轉型做碳粉卡匣，加上美國的王家兄弟
利用經驗與人脈引薦A公司開始步入碳粉卡匣市場。
因碳粉卡匣是較精密的塑膠產品，為了要轉型，A公司把塑膠射出設備全面
更新。但這批從西德進口的頂尖機器，並未附贈轉型所需的關鍵技術，所以A公
司便從一片最簡單的封口膠膜開始摸索起。碳粉匣的塑膠膜有四層，拉力、緊度
要足夠，又不能一撕之後剝離不完整，導致碳粉卡匣阻塞，因此研發的過程要相
當有耐心及毅力。而A公司剛轉型的前幾年，也不斷投入大量的資金及聘請專業
人才，專心研究精密技術及改善產品品質。後續更成立專利小組，搜尋、整理全
球的相關專利，讓專利工程師與研發人員想辦法破解，有新的發明即申請專利，
掌握了自我的技術。但印表機與影印機耗材售後市場的特性，就是產品量少、樣
多，每一家原廠還有林林總總的產品規格，所以A公司有精密的塑膠射出及模具
技術，進而能夠快速的開發設計，累積出1000種以上的產品類型，隨時滿足客戶
的刁鑽需求。
A 公司轉型後的組織認定成為碳粉卡匣的製造商，生產 Copier（影印機碳粉
匣）
、Printer（數位與雷射印表機碳粉匣）、All in One 碳粉匣、OPC 感光鼓齒輪
（影印機和印表機的關鍵精密零組件），主要賣給北美、西歐等世界各地的經銷
商及碳粉廠。目前碳粉匣製造主要分為原廠代工(OEM Market)及廠商自有市場品
牌(After Market)兩種，A 公司即為事務機器耗材售後市場(After Market)的製造
商。

五、組織程序、資產定位與策略路徑的調整
形成新的組織認定之後，A 公司開始將大量資金投入碳粉卡匣的研發，聘請
新人才工程師及設計師及專利小組來破解他人專利，研究原廠碳粉卡匣裡面的構
造及零件，解決內部薄膜的漏粉或軸線用什麼角度來帶動碳粉及運轉不順等問
題。為了改善品質，找工研院進行技術移轉，從日本聘請退休的模具老師傅做輔
導，引進國外測量儀器，並雇用汽車廠師傅，利用汽車的生產管理來做碳粉匣。
並在公司內部架設當時中部第一套視訊會議系統，每周兩次與美國 Color Image
碳粉公司的工程師討論，重新設計成新的碳粉卡匣，連續五個月進行品管測試，
確保 ISO 品管認證。而舊的塑膠射出人才則學習新設備的操作，讓流程更完善，
研發到量產的過程中直到 1996 年才開始獲利。且因為產品特性的關係，使 A 公
司培養出碳粉卡匣專利的研發及破解的能力，及更精密的塑膠射出技術及模具製
造的能力，也進一步成立自有品牌 GPI 行銷推廣全球世界各地；針對主要歐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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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經銷商及碳粉廠或分銷商及進口商，成功突破原廠的專利。A 公司以低於原
廠約兩成的價格優勢及品質的保證，使 A 公司成功地搶占全球碳粉卡匣市場，A
公司的組織認定已明確轉變成碳粉卡匣公司。綜合上述，A 公司組織認定與資源
組態改變的示意如圖 2 所示。

圖 2：A 公司資源組態的更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企業轉型後的結果
A 公司以多項專利的技術優勢，再運用低於原廠兩成的價格策略，成為全球
副廠牌碳粉匣最大供應商，並自創「GPI」與「Cartridge Web」品牌行銷全球，
而產品以外銷為主。根據 2014 年年報公佈 2013 年市場營收佔比中，美國約佔
50%、英國 7%、德國 5%、中國 6%、台灣 15%、其他國家約 17%。而公司自 2002
年上市至今整體營運穩定， A 公司碳粉匣主攻售後市場(after market)，市場需求
主要來自原廠推出新機，每年市場維持一定的卡匣需求。根據 102 年財報，A 公
司的整體營運及獲利能力為：102 年度營收淨額為 1,677, 691,000 元，稅後淨利
102 年度為 219,734,000 元。全球市場占有率可知：2013 年公司之碳粉匣銷量
11,390 ,000 Pcs，碳粉匣佔全球碳粉匣市場約 1.4%；2012 年公司之 OPC 感光鼓
齒輪銷量 32,303,000 Pcs，佔全球 OPC 感光鼓齒輪市場需求量約 12.3%。從以上
數據得知 A 公司的整體營運是持續成長的，目前 A 公司營收結構為事務機耗材
部門約佔 95%。事務機耗材部分，公司以 ODM 為主，約佔 8-9 成營收比重，自
有品牌 Cartridge Web 則佔 1 成以上。A 公司近年除持續進行產品專利佈局，保持
競爭力，並將持續開發毛利較佳的彩色碳粉匣。A 公司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
避開傳統產業沒落的命運，並成功轉型為全球知名的碳粉卡匣製造商並成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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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組織能力。

附錄三：B 科技公司的個案描述
一、個案簡介
B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先生於民國 80 年在螺絲產業最發達的高雄市
岡山區創立 B 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設計及生產金屬扣件成型模具及相關工具、
設備為主。鄭董事長憑藉著自己在金屬扣件產業領域之專業優勢，早先一步看到
高階植入式醫療器材的發展商機，於民國 95 年在台北醫學大學鼎力協助下，成
立研究團隊，配合政府引領南部金屬扣件產業的傳統製造業者轉型為高附加價值
醫療器材產業之政策下，選擇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之生技醫療器材產業專區（路
竹基地）
，設立 B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轉型發展高階植入式醫療器材產業，
為台灣第一家人工牙根研發、設計、全製程生產及銷售的醫療器材公司，並開發
出台灣的第一根人工牙根，定名為「Ti-One」(音同 Taiwan)，成功地從傳統金屬
加工業跨足到醫療器材產業。

二、企業轉型前的組織認定
B 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在高雄市岡山區擁有緊密地緣的產業結構鏈關係，無
論是上游材料供給，或是下游的螺絲成品製造，配合精密技術與設備的支援，使
B 模具於此處生根、發芽，並從剛開始最初每月 50 萬的營業額，持續穩定成長
25 年，成為一家金屬扣件成型模具廠商。

三、企業轉型當時的內外部情勢
1960 到 1970 年代台灣經濟快速蓬勃發展，以十大建設當中石化、鋼鐵、造
船業，為高雄帶來龐大的就業機會與重工石化中下游產業的發展效益，也逐步讓
高雄成為周邊城鎮的移居城市。但隨著全球貿易版圖的變化，唯有透過產業升級
才能繼續開創新的商機，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螺絲產業更成了台灣出口具優勢、利
基的產業。2013 年台灣螺絲出口達 146 萬噸、38.4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其中
高雄岡山、路竹等地業者的產值就占全台七成，但是國內扣件產品附加價值不
高，產業進入門檻低，螺絲業可說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相對的研發成本投入也較
少。政府為了改善這些傳統金屬扣件業者所以開始進行輔導轉型投入至較高的附
加價值產業中。
隨著逐年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B 公司看見了 2008 年全球人工牙根市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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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31 億美元。根據金屬中心的估計，台灣牙醫師每年都要植入 20 萬顆牙，可見
於人工牙根的需求相當可觀。然而傳統人工牙根也是透過長期仰賴國外進口的方
式，讓需要植牙的患者都需負擔高價的金額。這樣的外部環境機會下讓鄭董事長
有了跨領域的想法，加上 B 模具一直是家穩定成長的企業，透過政府從旁的協
助，開啟了需要創新或不一樣的目標方向。鄭董事長認為企業的穩定成長來自於
要企業本身永續經營的理念，因此造就了傳統產業轉型到醫療器械的契機。

四、新組織認定的形成
B 科技公司隨著政府成立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及看好人工牙
根的大量市場需求後等情形，加上董事長本身抱持著永續經營的理念，因此開啟
B 科技公司跨領域發展的道路。
在 2004 與 2005 年左右，鄭董事長憑藉著自己在金屬扣件產業領域專業的優
勢，早先政府一步看到金屬扣件成型模具形狀相似於醫療器械人工牙根的發展商
機；不過兩者差異在於螺絲論斤以百元計算，而牙根植體則論根以萬元計，兩者
相較，人工牙根的附加價值明顯高於一般金屬扣件。以目前市場環境來看，台灣
每年有 20 幾萬人有植牙的需求，不過國內植牙市場，竟然沒有國人自有品牌，
鄭董事長為求產業升級、永續經營，組織專業團隊設立 B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減少對進口植體之依賴，不但能降低人工植牙的成本，也能提昇國內植體產業競
爭力，為 B 科技公司設立的初衷。

五、組織程序、資產定位與策略路徑的調整
從一開始的 B 模具是傳統金屬扣件成型模具，其生產方式更是一套講究標準
化，為使金屬扣件製程自動化，在產品研發上金屬扣件模具更是一套標準走天
下。在轉型的路上，鄭董事長表示，組織一個跨領域，從金屬加工、表面處理、
醫學專業結合的專業團隊是首要條件。由於每一個人的齒槽骨構造不同，要做出
好的人工牙根必須經過特殊表面處理、抗鬆脫等專有技術，B 科技的專業團隊也
憑藉著在醫學、機械加工與表面處理之專業經驗，開發出特殊表面處理技術，包
含濕式表面處理與乾式表面處理，將該技術應用於所生產的人工牙根及手術器
械。在建置硬體設備方面，則備有 class 1000 高規格無塵室及醫療級全自動表面
處理、清洗包裝設備，更重金打造了高規格實驗室及檢驗儀器的設備，如疲勞測
試、場發式電子顯微鏡、奈米微影機等，來確保嚴謹的產品品質，這對於一般傳
統扣件業者要轉進這個領域，可說是困難重重。不過，為求擺脫傳統製造與代工
的角色， 六年來積極與產、學、研多方進行合作。鄭董事長回憶，做為一家模
具製造工廠，投入人工牙根研發並非想像中容易，一切都不是只要有機器就能開
~57~

組織能力之更新：組織認定觀點

始生產工作，除了具備上述提到的軟硬體設施之外，還要深入去了解細菌培養、
無毒測試、法規等許多複雜的知識，慢慢地在企業起步穩定後便開始投入人工牙
根等醫療器材的製造與銷售。
由於人工牙根相較於傳統金屬扣件屬於高度困難產品，鄭董事長更提到其實
一家公司，最寶貴的還是人才。B 公司平均年齡大概三十五歲以下，大部份都是
碩士、博士的學歷出身，也都明白自己走入人工牙根這個行業是條持久性的長遠
路。B 科技公司指出培訓一位人才最少要十年到十五年，到他們四十歲、四十五
歲，剛好是公司的最高層，成為公司重要的資產。在人才的選用分佈範圍有理工、
醫學、化工、管理領域都有。在醫學的部分，B 科技委託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
院，成大醫工所幫忙培訓一些對口腔、醫材、骨材的一些基礎知識。再透過跟成
大骨科一些教授，以前教學遇到一些瓶頸，由 B 科技董事長引領的團隊前進開刀
房去一探究竟整個療程的經過。
這段學習的時間，鄭董事長有問過有很多骨科醫師把骨頭放進去是靠什麼感
覺完成，這樣的問題讓醫師們並沒有辦法回答，因為「這是憑藉骨科醫師在醫科
三十年的經驗」。藉由醫生的經驗，B 科技公司根據許多數據來了解牙醫師植牙
的技術需求，例如扭力最好三十牛頓，不能超過四十。B 科技公司知道醫材這種
東西都是重複使用。有很多東西也沒有辦法透過數據來呈現，這一點也讓 B 科技
的團隊們很頭痛。在醫療的產業裡，像是骨科，醫師們做了那麼久，都是靠感覺，
用經驗去教導底下的學生。B 科技公司在未知的情況下，為了幫忙這些醫師解決
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也開始訓練其研發團隊學習材料學等相關課程。所以 B 科技
在人才的取得是從各行各業，包括醫學院、理工、化工，包括產學合作、人才培
育都是非常落實、很踏實的跟台北與南部很多學校合作進行人才的長期訓練。綜
合上述，B 公司組織認定與資源組態改變的示意如圖 3 所示。

圖 3：B 公司資源組態的更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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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業轉型後的結果
B 科技公司透過給予臨床醫師不同於歐美進口的改良人工牙根，數據顯示，
植牙的成功率也逐漸地提高。B 科技人工牙根產品系統算是台灣第一個在做、也
是目前市場上產量最大、醫師認同感最高的人工牙根系統，並以『Ti-one 101』
自有品牌正式進軍市場，市占率約佔 5%。B 科技公司除了一步一步立足在台灣
人工牙根市場，更利用 SLAffinity 表面處理之創新技術研製人工牙根材料，此屬
於第三等級醫療器材，技術門檻高，已獲得台灣專利，且為國內第一個取得 TFDA
查驗登記許可之人工牙根品牌，經動物試驗與臨床研究證實可加快骨整合速度，
具市場應用性，並在人工牙根產品上更是獲獎無數，如第八屆國家新創獎、莫斯
科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獎義大利國際發明展–金牌獎。B 科技公司未來也設
定要讓植牙率達到百分百的成功目標，並將產品推廣到國外其他市場上讓更多患
者都能受惠。因此，B 科技公司已更新其組織能力，由傳統工業轉型為一家高階
高附加價值醫療器材品牌的廠商。

附錄四：C 文創旅店的個案描述
一、個案簡介
C 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5 年，並於 1998 年又成立了三本營造有限公司及
C 建築研究。在 2000 年，整合成「C 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主要以土地開發營造
及建設為主。在推出多項建案後，2006 年在中正大學附近推出自建自營的學生宿
舍，也大受好評。2011 年 5 月，正式跨足飯店業—嘉義商旅開幕，並陸續在淡水、
台中等地設立飯店。至今已有一間商務旅館、三間文創旅店（另有兩間已在籌畫
中準備開幕）
，以及數間輕旅。

二、企業轉型前的組織認定
1995 年，戴董事長成立了他的第一間公司：C 工程有限公司。並於 1998 年
在旗下又成立了三本營造有限公司及 C 建築研究，主要經營其在嘉義的土地營造
及建築建設。並於 2000 年，整合成 C 開發建設有限公司。C 公司推出各項建案，
諸如：深居、無為、法國森居等，除了公部門建築建案，也有自行研發建設的民
宅建案。在 2006 年，更是突破自我，於中正大學、南華大學附近興建學生宿舍
並自行經營，也廣受好評。C 公司也因此逐漸成為嘉義數一數二的建設營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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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轉型當時的內外部情勢
C 公司在建設公司時期，便致力於客戶端的服務，除了一般的售後服務，還
有房屋健診等等，他們認為建築是一輩子的服務，不是房子出了問題再由客戶來
找自己解決，而是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如此一來才能跟客戶做一輩子的朋
友。而後來，在學生宿舍出租的服務部分，不但利用年輕人擔任管理者，也有各
種不同風格的房間，如此的差異化，也讓這些宿舍七八年來都呈現滿租的狀態。
而從建築、宿舍一直到後來的飯店，C 公司一直堅持的信念便是一定要站在客戶
的角度為客戶提供服務。
因為 C 公司為客戶著想的作風，使得 C 公司無論是在建設營造上，還是宿
舍租賃方面都取得了還不錯的成績，儘管如此，戴董事長並不滿足於現況。他覺
得現今的環境變遷極為迅速，若是企業不能與時俱進，每天不斷的更新自己的想
法與模式，企業便會漸漸的無法在大環境生存下去。也因此，在他創立公司初期，
便定下了整個企業要不斷變革創新的目標。

四、新組織認定的形成
在建設及營造業已經站穩市場後，C 公司建設漸漸地將心思轉到其他產業
上。買下了位在嘉義市東區垂楊路上近乎廢棄的大樓，戴董事長與其姐姐戴總經
理，思考著要如何妥善運用這棟大樓。因為建築的規模較大，並不適合改裝為餐
廳，戴總經理發現了目前旅遊市場的蓬勃發展，因此決定將這棟大樓改建成飯
店，踏出了 C 公司在飯店業的第一步。
因為 C 公司在建築的建造、設計上浸淫多年，飯店的建造並沒有遇到多少阻
礙，但是在蓋好飯店後，內部營運卻出現了困難。因為一直以來都只是在做建築，
就算有客戶端的服務，也僅在房屋售出後的顧客服務。儘管 C 公司也有做房間租
賃的服務，但是那都與需要高度服務品質的飯店不同。也因此，在籌備階段，戴
總經理找來了顧問公司前來幫忙組織及規畫這個飯店。但是很快的，她感到了失
望，因為顧問公司所提出的意見、計畫等等，都無法達到她的要求，而都是目前
業界千篇一律的 SOP，並無法讓這間飯店成為一個特別的飯店。在放棄顧問公司
後，戴總經理又找來了許多目前業界有名的飯店管理者前來幫忙，希望可以一起
找出讓這間飯店更好、更特別的經營方式…。但是，終究是失望了。最後，戴總
經理決定自己來，從最基礎的開始學起，招募全新的人員，自己培訓服務人員，
並從做中學，遇到問題便想辦法解決問題，不依賴他人的經驗，在這個大膽的嘗
試下，2011 年 C 公司的第一間飯店—嘉義商旅，開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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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程序、資產定位與策略路徑的調整
儘管飯店順利的開幕了，但是 C 公司畢竟算是飯店業的新手，很多東西都比
不上老牌的飯店業，C 公司為了走出自己的路，也為了能堅持自己的信念─站在
客戶的角度為客戶提供服務，C 公司從館長（飯店管理者）的選擇開始，便與眾
不同。他們設計了一系列的比賽，考驗著參賽者的顧客關係、作業流程、品質控
管、計畫撰寫等等的能力，就像打擂台一樣，最後脫穎而出的人，就能成為館長。
而參賽的人，不只限於原本公司內部，就算是路人甲，只要你有心、有能力，也
是有機會獲勝的。除了館長的選拔方式特別外，飯店的員工，除了真的需要專業
技能的，比如廚師之類的人員之外，也一律由公司自行培養，自己做員工訓練，
灌輸公司的經營理念，要員工們是真心誠意要為客戶服務，而不是因為公司的規
定才去服務客人。微笑不用像 SOP 一樣規定要露幾顆牙齒，而是發自內心最真
誠的微笑。就連公司的內部高層，也都不用飯店業的人才，而是自己提拔新人，
慢慢培養起來。這種種的嘗試，無疑是一個挑戰，挑戰著自己的能力，也挑戰著
市場能不能接受這個新興的服務模式。
解決了飯店內部營運的問題後，還是有其他問題需要去面對。畢竟 C 公司原
本是建設營造廠，在飯店經營方面的經驗可以說是零。要如何讓客戶知道這間飯
店、如何行銷這間飯店等等，都必須自己想辦法。為此，戴總經理不但要自行培
養公司的行銷、品牌人才，也自覺自身的知識、能力不足，更是到附近的大學修
課，提升自己的能力以用於公司之中。戴總經理說：創新的企業文化，就是 C 公
司現在最重要的能力所在。因此，C 公司也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條與過去的
飯店完全不同的道路。綜合上述，C 公司組織認定與資源組態改變的示意如圖 4
所示。

圖 4：C 公司資源組態更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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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業轉型後的結果
很快地，C 公司又在台北淡水開幕了另一間飯店：淡水風吹。不同於嘉義商
旅，C 公司在這間飯店，開始走出了自己的特色，開創了一個新的旅店型式：文
旅。文旅，亦即文創旅店，結合在地文創產業為主題而生的旅店，又是一個很大
的突破。C 公司用自己的創意與行動力，證明了不需要有太多的飯店經歷，不需
要有太多的 SOP，只要努力去學、努力去做，也是可以做出一片天。而後面陸續
推出的台中鳥日子、桃城茶樣子，也都一樣獲得了成功。
近來，C 公司又打算推出新型態的飯店：輕旅，是以背包客棧為主題、以背
包客為主要客群的旅店，又是一個大膽的新嘗試。到現在，C 公司已經開了一間
商務旅館、三間文創旅店（另有兩間已在籌畫中準備開幕）
，以及數間 C 輕旅，
盡管戴董事長認為 C 公司的旅館路才剛開始，遠遠還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標準，
但就外界的眼光來看，C 公司的旅館業，可以說已經成功起步發展了。

附錄五：D 化妝品的個案描述與分析
一、個案簡介
D 化工創立於 1963 年，當時是專門銷售基礎原料的化工材料行，1985 年第
二代的加入，D 化工開始進口一些特別的化學原料、香料、精油等商品。
1999 年開始，政府開始提倡周休二日的觀念，消費者比較有時間開始自己動
手 DIY，D 化工當時就開始提倡生活化學之概念。在 2000 年，牛爾老師的愛美
書保養原料和 DIY 配方被廣為宣傳，而 D 化工的知名度因此而提升。隔年 2001
年，D 化工的網路門市成立，可以直接從線上購物；同年，也從保加利亞進口玫
瑰水，這也成為 D 公司的旗艦商品。
2004 年，正式成立 D 化妝品，推出「de」品牌，推廣「自然、簡單、無負
擔」的保養概念。2005 年開始拓展實體店面，第一家 de 品牌旗艦店於延平北路
成立，之後於各大商場設櫃，實體店面陸續成立，到目前為止全台直營門市共 17
間，網路直營門市 4 間。
D 化妝品公司，目前擁有品牌及研發化妝品的工廠，從原來的化工原料行，
轉型成為現在美妝保養品牌的化妝品公司。

二、企業轉型前的組織認定
D 化妝品始於 D 化工，D 化工早期是以買賣化工基礎原料的零售商，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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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廠的工業原料，及生活原料，客人都是以專業型、B to B 為主，而 1985 年
第二代接手後，開始致力於發展特用化學品、化妝品原料、天然精油及香精、色
料、染料、水質處理劑、測試劑、DIY 材料等較特殊的原料。這個時候的原料容
量都是大量桶裝，一桶 30 公斤，是一般消費者不可能買的專業原料，也因為 D
化工的專業，所以在當時候也有了 D 化工為台灣化工的原料專家的稱號。

三、企業轉型當時的內外部情勢
1990 年代左右，當時台灣的產業外移嚴重，許多工廠都移出台灣，以前使用
大量原料的客人產業移出台灣，D 化工明顯感受到訂單的數量減少，使得客戶越
來越少。而當時政府的政策調整，改變成周休二日，台灣人民的生活型態跟著改
變，有更多的時間嘗試多元的活動，掀起一股 DIY 的風潮，假日的時候大家有時
間做一些串珠、編織、剪紙等風潮，但是沒有人有做和化學有相關的 DIY 部分。
最早一開始 D 化工從肥皂、蠟燭、染布著手，2000 年牛爾老師想完成一本可以
將化妝保養品自己 DIY 做得出來的美容書，化妝保養品的原料也是大家可以買到
的，牛爾老師就找到是原料專家的 D 化工合作，一起完成這一本可以自己動手做
的 DIY 美容書，因而也有掀起了一股自己動手做美容保養品的風潮。之後因為顧
客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長期自己製作美容化妝品，消費者需要有製作好可以直接
使用美妝保養品，D 化工察覺到消費者的需求，開始思考製造化妝品這件事情的
可能性。
D 化工在一些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再加上也是一家幾十年的企業，本身自
己也有危機意識的概念，需要有些創新或不一樣的目標方向，D 化工的管理團隊
本身自己就有一些永續經營的一些想法，造就了轉型之契機。

四、新組織認定的形成
D 化工為了想改變對於化學的刻板印象，剛開始推行蠟燭、染布、香皂這一
類的 DIY，和建置相關的網站，從生活中的化學去開始推動，改變大家對於化學
的既定印象。當時，牛爾老師想推動 DIY 的美容保養書，D 化工可以提供相關的
原料，就一起共同完成，造成了一股風潮。由於消費者無法每一次都自己調配所
需的保養品，詢問是否有現成的保養品，而管理團隊也討論與評估決定試試看。
蠟燭、染布、香皂 DIY 皆是小眾市場，而美妝保養品的市場廣大，消費者也是有
一定的需求，所以最後選擇化妝品。
另一方面，D 化工內部本身，對於化工原料的了解有一定的基礎，化工原料
進口商仍有一些相關資訊可以參考，D 化妝品的黃副總也與牛爾老師也親自到保
加利亞玫瑰的產地處理 D 化妝品要進口的產品。D 化妝品也有開始研發自己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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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品，因為有化學原料相關知識的專業，可以更加對於化妝品的性質更加了解。
D 化工管理團隊因而決定成立了 D 化妝品公司，專門做美容保養品提供給需要的
消費者，D 化工也藉由此機會轉變。

五、組織程序、資產定位與策略路徑的調整
D 化工從一開始的化學原料的買賣行到現在的 D 集團，從 B to B 的客人轉
至 B to C 的客戶群，過程當中需要不斷的轉變及學習。
從產品來看，原本只是需要一般的原料大量進口或販售，D 化妝品則是為了
要符合消費者的需求，DIY 的原料需要小量包裝，還有需要經過調配及研發直接
可以使用的化妝品，這部分影響了公司的生產配置。
經營化妝品產業，需要申請化妝品的核准證明，也會去申請各個獎項以提高
品牌的知名度。同時，化妝品需要研發，調配出適合消費者的化妝品，D 化妝品
在桃園華亞成立新廠，其中就包含研發中心，並且嚴格的控制產品品質，這是之
前在做原料行時，所不須觸及之工作。
因為組織規模變大，D 化工從製造銷售到化妝品品牌的產業，之前的人員便
至不需要那麼多，所以員工人數從十幾人轉變成為一兩百人，管理團隊自己本身
就有更多負責的項目，像是 D 化工、D 化妝品及門市拓展經營就分屬於不同的業
務層面，也因為之前員工數不多，可以直接快速的溝通，現在員工數與規模增加，
工作上規劃執行的中間是需要更多的管理。
D 化妝品是一個品牌，所以需要做許多品牌經營與行銷的工作，寫出 D 化妝
品的故事、廣告、銷售優惠等等，這些都是與品牌經營相關的事，而要將品牌做
好，除了本身產品的品質要好之外，店員的門市銷售服務也是需要經營的，銷售
人員都是需要經過培訓，除了了解適合各種消費者的產品，需要學習如何服務消
費者提供消費者一個無壓舒適的環境。而品牌另一個部分就是通路，D 化妝品拓
展實體門市及網路商店的部分，現在實體門市總共有 17 家，網路商店的門市有 4
家，全部都是 D 化妝品自己經營銷售。品牌的拓展要先將公司內部的 ERP 系統
建立，產品進出之流程規劃好，也因為這些剛開始對於 D 化妝品都是新的事物，
就是在過程中邊做邊學習。綜合上述，D 公司組織認定與資源組態改變的示意如
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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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D 公司資源組態更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企業轉型後的結果
原本的 D 化工，和 D 化妝品為 D 集團，而目前營業額部分是 D 化妝品
比較高，占總集團的三分之二，D 化妝品的幾乎都是 B to C，消費者的市場更廣，
而 D 化妝品也有購物網上線，提供 24 小時海內外訂購服務。目前 D 化妝品的直
營門市共有 17 間，網路直營門市則是有 4 間，在化妝品的銷售部分仍是以國內
為主，而現在也開始於中國大陸做耕耘與銷售，未來會將進入中國大陸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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