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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知識創造來源、知識管理能力及知識屬性對創新

績效之影響。透過文獻探討來確認重要變數構面及建立研究架構。接著以組織

學習的觀點來分析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提出研究假設。本研究以問卷分析的

方法進行調查，寄發問卷共 500份，回收有效問卷 95份。研究結果顯示：組

織對知識創造來源之選擇與知識管理能力對創新績效有顯著之影響；另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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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屬性及組織知識管理能力兩者會與知識創造來源產生顯著交互作用來影響

創新績效。本文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為企業界和後續研究者參考。 

關鍵字：組織學習理論、知識創造來源、知識管理能力、知識屬性、創新績效 

Abstr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sourc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knowledge type on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was done to identify key dimensions of the research variables and to 

build up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was used to propose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50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received 95 effective respon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affected by knowledge sourc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ability. In addi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knowledge type 

hav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s with knowledge sourcing on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business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Knowledge sourc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Knowledge typ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世界進入了無形資產的時代，舉凡專門技術、創造力、創新等無形的資

產都是今日組織創造競爭優勢的利基，也是世界的趨勢，而這些無形資產都囊

括在知識之範疇內 (Harari, 1997)。現今科技的發展可以用一日千里來形容，

要跟得上科技發展的脈動，以及確切掌握必勝良機的關鍵因子就在於「知識」。

隨著競爭愈趨激烈的態勢出現，新知識可以提供組織持續的競爭優勢，因此新

知識的創造己成為組織在經營管理上的優先考量課題(Inkpen, 1996)。 

近來有許多學者探討組織間如何合作創造知識，或如何自行創造所需的知

識(Nonaka, 1991,1994; Inkpen, 1996; Nonaka and Konno , 1998; Eleuterio, 2000; 

Wong , 2000)。然而，探討知識創造來源選擇如何對組織創新績效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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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並不多見。組織知識創造的最終目的在於創新，創新的績效攸關組織的競爭

力，唯有不斷的創新才能確保組織的永續生存 (Dietzenbacher, 2000)。因此組

織在創造知識時，所採用的方式是否對創新績效有所影響，是一重要的課題。

另一方面，組織在選擇知識創造來源時，所欲創造之知識屬性可能會影響其績

效(Hedlund, 1994)。就知識的類型而言，有些類型的知識是適合組織與外部合

作來創造的，但有些則否，端看組織之需求而定。因此，在探討知識創造來源

對創新績效之影響時，所欲創造之知識屬性必須加以考量。 

 再者，組織擁有了知識後，如何才能將其妥善運行於內部，擁有很好的

成效。組織所創造出的知識必須能讓組織成員都可以享有，隨時予取予求，組

織對知識的管理能力強弱，攸關組織成員是否能自由獲取知識，進行創新

(Harari, 1997 ; Nonaka and Konno, 1998)。因此如何透過有效之知識管理來正面

提昇創新績效，實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由上述可知，針對所欲創造之知識屬性，如何透過對正確之知識創造來源

選擇及有效之知識管理來正面提昇組織創新績效之重要性與日俱增，然而學術

界在此方面之相關研究卻相當缺乏。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組織對知識創造

來源選擇及知識管理能力對創新績效之影響及探討組織之知識管理能力及創

造之知識屬性對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間關係的影響。就研究程序而言，

首先透過文獻探討來確認重要變數構面及建立研究架構。接著以組織學習的觀

點來分析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提出研究假設，最後以統計分析的方法分析回

收之問卷資料來驗證各研究假設，進而提出討論與結論，以補文獻之不足。 

貳、文獻探討 

一、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方向 

 國內外的學者在知識管理方面相關課題之研究，大抵可分為組織內部方

面與組織外部方面二大方向，研究範圍從組織內部的知識創造與流通整合，到

組織間的知識移轉、策略聯盟等，並涉及創新的概念。以下茲就國內外學者所

探討之知識管理相關研究方向，分成組織內外部及創新來做一回顧。 

 



知識創造來源、知識管理能力 及知識屬性對創新績效影響之研究─組織學習理論觀點 

 ～392～

(一) 組織內部方面： 

1.知識創造與管理：近年來有許多學者針對組織自行創造知識之過程進行研

究 (Nonaka & Takeuchi, 1995; Nonaka and Konno , 1998; Eleuterio , 2000; 

Wong, 2000)。學者在探討知識創造時大部份以 Nonaka所提出的知識創造

相關理論為標竿。Nonaka (1991,1994)提出知識創造是由內隱與外顯知識

的互動而來，並提出知識螺旋與知識創造過程的概念。由於這些概念，學

者在探討知識創造時便衍生出不同的相關研究，例如 Nonaka & 

Takeuchi(1995)研究組織的知識創造情境與知識核心的概念，並發展出五

種適合組織創造知識的內部情境。而 Nonaka & Konno(1998)則探討在四種

場合(ba)下，組織知識創造的動態過程。其研究顯示，組織的知識創造是

由個人間的互動到團體間的互動，並且有不同的特點。Eleuterio (2000)是

以材料科學工程公司為個案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知識是經由一段時

間的累積，並透過個人間的互動而來。 

2.知識整合與擴散：在此一方面，主要探討組織內部的知識如何整合與擴

散，使知識能透過整合機制而融入組織實務中 (Hedlund, 1994; Leonard- 

Barton, 1995; Grant, 1996, Teece et al., 1997)。例如 Hedlund (1994)以西方與

日本公司為研究對象，透過組織層級來研究西方與日本組織在知識整合作

法上的異同。他認為不同種類的知識會透過不同的方式如對話等，在組織

內擴散與流通。另外，他並將 M-form(Multidivisional form)組織和

N-form(Novelty form)組織做一比較，結果顯示 N-form組織在知識整合上

的效能比M-form組織來得較佳。而 Grant(1996)及 Teece et al., (1997)等人

則是研究在動態環境下，組織如何配合本身的條件來整合知識。其認為組

織必須視本身內部的工作內容、結構、以及共同的文化等因素來決定透過

何種方式來整合組織的知識，然後再配合管理機制的運作，來幫助知識在

組織內擴散開來。 

(二) 組織外部方面 

1.策略聯盟與組織學習：組織採取聯盟方式的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學習與合作

創造知識 (Inkpen, 1996)。因此隨著全球化時代之來臨，策略聯盟在知識

管理探討上愈趨重要。過去之研究主要在探討組織採行策略聯盟時，如何

影響其知識管理流程與互動機制等相關方面(Teece, 1986; Inkpen, 1996; 

Inkpen & Dinur, 1998; Crossan et al., 1999; 方世杰, 1999)。例如 Inkpen(1996)

及 Inkpen & Dinur (1998)研究美國與日本的合資公司的知識管理流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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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聯盟母體如何經由學習與利用聯盟的經驗來創造及管理知識。其提出了

四種知識管理流程，並依知識的內隱與外顯屬性來分別探討此四種管理流

程在組織層級間的影響。方世杰(1999)則以參與工研院電子資訊科技專案

之廠商為研究對象，探討組織在研發聯盟績效方面，廠商特性、技術特性、

與互動機制等因素的影響。其結果顯示，擁有較多合作經驗、研發能力強

的組織，會選擇較佳的互動機制，因此會導致較佳的績效。 

2.知識移轉與流通: 在組織間的知識移轉與流通上，過去之研究主要在探討

知識的移轉網路類型與流通介面之影響 (Appleyard, 1996; 李仁芳及花櫻

芬, 1997)。例如，Appleyard (1996)研究半導體組織間知識的流通，發展出

一套知識分享模式給予組織管理者。李仁芳及花櫻芬(1997)則研究技術知

識類型與組織知識交流網路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當技術知識的類型不同

時，組織與外界交流的網路也有所不同。 

(三) 創新 

近年來在探討組織與外部合作聯盟，或是內部自行發展的知識管理相關研

究中，都將組織的創新視為一重要的研究變數，從創新類型到創新績效皆有涉

及 ( Abernathy & Clark, 1985; Van de Ven, 1986; Yorukoglu, 2000; 張如蓮, 1996; 

黃仲銘、方世杰、陳文章, 2000)。例如 Abernathy & Clark(1985)以汽車製造業

為例，在研究中指出組織會歷經四種不同的創新階段，而每一階段所需的知識

亦有所不同。張如蓮(1996)研究高科技事業之產品特質、知識路徑相依度與知

識創造方式之關係時，認為組裝品較偏向產品創新，在知識處理的過程上，可

以藉由模組化來達成創新;而非組裝品較偏向製程創新，在設計與製造間有清

楚的介面，可以和組裝品分開來運作。黃仲銘、方世杰、陳文章(2000)則以探

討技術知識來源、技術能力與特性對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廠商因

為大多具有多重技術知識來源，因此其對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不大，而技術能

力與特性則對創新績效有一定的影響。 

二、本研究衡量變數相關文獻 

(一) 知識創造來源相關文獻 

 過去研究對組織要獲取所需的知識來源，提出不同之取得方式(Inkpen, 

1996；Leonard- Barton, 1995；Helleloid & Simonin, 1994; 張如蓮, 1996)。

Inkpen(1996)認為公司在搜尋新知識時，會因為特殊的學習目的，而與其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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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作，採合資聯盟的方式來創造知識。Leonard- Barton(1995)將知識的來源

分為諮詢者、顧客、國家實驗室、大學、競爭者或非競爭者、供應商，範圍含

蓋組織外部與組織之間。Helleloid & Simonin (1994)的研究中認為有五種方式

可以幫助組織取得知識，包括內部自行發展、外部輔助內部發展、公開市場採

購、公司間的合作、及合併與購併。張如蓮(1996)探討在高科技產業中知識創

造路徑相依度與知識來源之關係時，則將組織知識來源分成內部與外部，而以

公司及市場對產品與製程的熟悉度來衡量知識創造的路徑相依度。其認為若發

展知識的路徑相依度愈高，則知識來源大都來自內部；反之，則愈依賴外界知

識來源。綜觀上述文獻可知，組織知識創造之來源主要可分為內部創造及自外

部取得兩大類。本研究在後續變數衡量時將綜合參考 Helleloid & 

Simonin(1994)、Inkpen (1996)、Leonard- Barton(1995)及張如蓮(1996)等人的觀

點，將組織知識創造來源分成內部創造與外部取得二種。 

(二) 知識管理能力相關文獻 

 一個組織要追求進步，不但要時時注入動力，也要發展健全的管理體制

來運行此動力。組織的動力來自知識，有了知識之後，組織要能確切運行它、

管理它，使它能真正在組織內部活絡起來，此時組織對於知識的管理能力便是

關鍵所在。Nonaka(1991)認為組織知識要能更易流通及應用，組織必須在結

構、策略上有所作為，他並提出創造累贅(redundancy)與策略性工作輪調會有

效促進組織知識創造與執行能力的提升。Simon(1996)研究組織知識與其運用

的時間時表示，組織必須建立一套資訊系統來使豐富多變的知識能在內部散播

流通，而完善的溝通系統的建立將可以幫助組織解決知識運用的問題。Nonaka 

& Konno(1998)認為當組織成功地創造知識之後，組織便要將焦點放在組織成

員對知識的處理、以及建立知識庫的工作上。因此，對組織成員如何善加利用

與取得知識，便涉及組織如何使知識能在內部廣泛應用與流通，進而有好的效

能。Ghingold (1998) 認為組織要有效地使用與管理技術知識，才能掌握在未

來成功的利基。他們研究組織內部管理者與技術知識的相關性時，以製造業為

例，提出了組織對知識的管理有三個部份，包括應用、效能與流通。應用指的

是知識在設備與製程科技上的使用；效能指的是知識在管理設備與製程科技上

的成效；流通則是指目前最新的知識在組織內部流通的程度。綜觀上述文獻可

知，組織知識管理能力可分為應用、流通與效能管理。本研究在後續變數衡量

時將綜合參考 Ghingold (1998)、Nonaka (1991)、Simon(1996)及 Nonaka & 

Konno(1998)等幾位學者之觀點，將對企業所創造出的知識在管理上，從應用、

效能與流通等方面來予以衡量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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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識屬性相關文獻 

就知識屬性而言，過去研究有不同之分類方式。有一些研究依知識的可表

達程度來區分：Nonaka(1991)及 Nonaka & Takecuchi(1995)探討企業內部知識

創造時，將知識分成二類：(1)內隱知識：指的是知識無法以字句等明文的方

式來表達，這類型知識包括認知技能與透過經驗所產生的技術才能。(2)外顯

知識：可以明文化、系統化，容易傳播、分享，讓人易懂的知識。Inkpen(1996)

從合資公司的觀點出發，探討合資公司知識創造與管理流程，其亦將知識分成

內隱與外顯知識。Hedlund(1994)探討四種組織層級的知識管理模式時，將知

識類型分成無法言喻的內隱性知識，以及可以言喻或書寫的吸收性知識。 

有些研究則依知識的專屬性來區分: Teece(1986)將專屬性的知識定義為擁

有該技術知識者，可以獨享該知識所衍生之全部利益的程度，故其與公共財及

資訊不對稱等交易特質有關。Matusik & Hill (1998)認為組織知識是由專屬性

與一般性的知識所組成。專屬性知識是指公司獨特的知識，包括公司的慣例、

流程、文件、以及商業祕密等，主要是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一般性知識則指

的是公開的知識，對公司而言這不具有獨特性，存在於組織之產業環境中。本

研究採 Teece (1986)及Matusik & Hill (1998)等幾位學者的觀點，將知識類型分

成專屬性知識與一般性知識，所謂的專屬性知識指的是企業獨特的知識，和企

業的競爭優勢相關；而一般性知識則指的是企業日常營運所需的知識。 

(四) 創新績效相關文獻 

 創新績效指的是企業衡量是否達到創新目的之指標。過去研究在創新績

效之探討上，主要以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為主要研究變數(Dietzenbacher, 2000; 

Yorukoglu, 2000; 顏春華, 1997)。Dietzenbacher (2000)以製程創新與產品創新

績效的擴散來研究不同部門間的差異。其對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之區分為：(1)

製程創新：指的是一個部門可以在一定的投入下，生產大於投入的數量。(2)

產品創新：指的是每一個部門在少量的資源投入下能生產出相同的數量。研究

結果發現，製造部門在產品創新績效的擴散較快，而服務部門則在製程創新績

效的擴散有較佳的效果。Yorukoglu(2000)研究在經濟波動之下，針對產品創新

與製程創新績效而言，哪一種具有影響力，以及探討製程創新在短期內是否會

造成就業的減少。其對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之區分為：(1)產品創新:指公司新

產品與服務的創造。當不同來源的財貨數量低於組織生產力時，以及少量的消

費限制下，此時產品創新績效影響較顯著。(2)製程創新：主要是指組織生產

力之改善。當組織生產力低於不同來源的財貨數量時，製程績效影響較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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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春華(1997)研究製造業的網路建構與創新績效的關係中，其衡量產品創

新績效的指標有：(1)產品開發成功百分比。(2)產品佔公司銷售額百分比。(3)

產品佔公司利潤的百分比。(4)產品計畫達成目標的百分比。(5)產品與主要競

爭者類似產品績效衡量。而在製程創新績效的衡量上，則為(1)技術創新績效：

如勞工成本之減少、生產力增加等。(2)經濟重要性：包括企業的利潤、成長

與生存。本研究綜合 Dietzenbacher (2000)、Yorukoglu(2000)及顏春華(1997)等

相關研究的觀點，將創新績效分成產品與製程創新績效。產品創新績效指的是

企業在開發新產品上的績效，而製程創新績效則是指企業在內部運作流程上的

績效。 

三、組織學習理論(Organization Learning Theory) 

就古典經濟之範疇而言，財富之來源包括土地、勞工、及資本，然而在新

經濟時代下，知識已儼然成為創造財富最重要之動力 (Badaracco, 1991)。知識

以許多之方式存在，譬如科技、專利、及密笈(know-how)等。近來許多管理學

者已開始探討組織如何學習或創造卓越之知識來改善本身之競爭地位 

(Barney, 1991; Eisenhardt & Schoonhaven, 1996; Helleloid & Simonin, 1994; 

Reed & DeFillippi, 1990)。知識被視為一項重要之競爭資產，而組織則被視為

一學習整合知識之機構  (Grant & Baden-Fuller, 1995; Conner & Prahalad, 

1996)。因此組織存在來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之理由乃是因為其可為眾人提供

學習與整合他們各自擁有之專業知識之場所。知識有幾項特質包括可移轉性

(transferability)、整合容量(capacity for aggregation)、專屬性(Appropriability)、

獲取專業性(specialization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及生產必要性(knowledge 

requirements of production) (Grant, 1996)。 

就組織學習觀點而言，組織可經由內部發展或外部移轉來學習新知識 

(Ciborra, 1991; Hagedoorn, 1993)，組織透過學習的動作，能夠累積一定的經

驗，進而可以達成組織的創新。組織的學習是經由個人學習而推動的，發生在

組織層級間的組織學習是一種動態學習過程，包含四種流程：(一)直覺

(Intuiting):指組織成員的主觀認知過程，只有在成員彼此間互動時才會有所影

響。(二)詮釋(Interpreting):指組織成員對文字、他人的語言、動作的詮釋過程。

(三)整合(Integrating):指組織成員彼此分享所學、採取整合行動的過程。(四)制

度化(Institutionalizing):指組織內產生例行性的行動之過程，包含組織成員與團

體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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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學習是日積月累的過程。首先，組織內的成員會透過主觀的判斷，再

透過語言等方式來加以詮譯所接受到的訊息。接著，組織成員會透過分享、互

動的過程，來將所學到的知識做一整合，以擴散至整個組織內。最後在組織間

形成制度化的景象，產生例行性的行動。過去在知識管理的領域，學者們如

Inkpen & Dinur(1998)、Crossan et al.(1999)皆曾運用組織學習理論來探討組織

如何可透過策略聯盟、建構學習性組織等來強化組織獲取知識之能力。本研究

延續此思緒，將以組織學習理論的觀點，來探討知識創造來源選擇、知識管理

能力、及創造之知識屬性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四、 研究假設 

 組織創造與管理知識的目標在於提高本身之競爭優勢，進而獲取良好之

績效，而組織是否能達成此一目標，慎選知識創造來源是相當重要的(Nonaka & 

Takeuchi, 1995)。就組織學習觀點而言，組織採取外部取得知識的方式，雖可

較迅速地學習到組織本身所缺乏的部份知識與能力，然而此種速成之知識往往

流於表面而未能實際增進組織之核心能力(Helleloid & Simonin, 1994)。相反

地，組織若採取內部自行創造知識的方式，在創造過程中雖較由外部取得知識

困難艱辛，然而一旦取得突破後，便可深植於組織之中，而具體呈現於產品與

製程創新績效上。因此由內部創造的知識在創新績效的表現較由外部取得知識

的方式佳。根據以上之推論，本研究認為當組織選擇不同的知識創造來源時，

會影響組織之創新績效。 

研究假設一：組織採不同的知識創造來源會影響組織創新績效。 

 組織在獲取知識之後，對於其是否能擴散至組織各階層而能實際應用

之，端視組織對知識的管理成效而言(Nonaka & Konno, 1998)。以組織學習理

論觀之，組織創造知識的階段是必須經由個人到團體的步驟(Crossan, et al., 

1999)，因此組織若能將個人所創造之知識有效地在組織中流通，且能應用在

內部的製程或研發上，則組織的效能愈佳(Nonaka, 1991 ; Ghingold, et al., 

1998)。換言之，組織必須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如應用與流通等，方能有效利用

所創造之知識以增進組織的創新績效；相反地，當組織對所創造出的知識不能

有效運用與促進流通時，組織的創新績效便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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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二：組織之知識管理能力會影響組織創新績效 

 組織所選擇的創造知識來源會受組織知識管理能力所影響，導致創新績

效有所差異(Inkpen & Dinur; 1998)。以組織學習理論觀之，組織採外部取得知

識的方式，是為了學習其他組織的知識以提昇本身之能力，然而藉由此種方式

所得的知識若要為組織成員所接受，必須視組織之知識管理能力而定(Nonaka 

& Konno, 1998)。當組織採內部自行創造知識的方式時，若其對知識的管理能

力不佳，則其所導致的創新績效，會因為組織成員的接受度較不佳，而較組織

經由外部取得知識但本身具有良好知識管理能力所導致的創新績效來得差;而

當組織對知識的管理完善時，不論組織採何種知識創造來源，都會導致良好的

創新績效。因此本研究建立研究假設三： 

研究假設三：組織對知識的管理能力會影響組織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

之間的關係 

組織在選擇採取何種知識創造來源時，應當視所需求的知識種類而定。組

織所需之知識可分為專屬性及一般性兩層次。以組織學習觀點而言，若組織所

需求的知識為與組織競爭優勢有關的專屬性知識，採內部創造的方式較有利

(Teece, 1986; 李仁芳及花櫻芬, 1997)。反之，當組織所需的知識是專屬性程度

較低之知識，則組織雖採外部取得知識的方式，仍可以有效地獲得所欲移轉之

知識(Matusik & Hill, 1998)。換言之，當組織所欲獲得之知識專屬性程度較低

時，經由外部取得知識之方式其創新績效雖較採內部自行創造知識的方式為

差，但差異不大。然而若組織欲取得專屬性程度較高之知識時，則透過內部自

行創造知識的方式會較經由外部取得知識之方式所導致之創新績效顯著較

佳。因此，知識屬性不同會影響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係。 

研究假設四：組織創造之知識屬性會影響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間的

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觀念性架構 

 本研究經由上述研究動機與相關文獻探討，建構觀念性架構，如圖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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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來探討知識創造來源、知識管理能力、及知識屬性對創新績效之影響。 

二、研究變數 

 本研究之主要變數有四項。在變數衡量上，本研究首先根據文獻探討提

出衡量項目與分類構面，接著以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來驗證分類之可靠度。茲

先就各項變數逐一說明其文獻根據、衡量項目與分類構面： 

 

圖 1 觀念性架構 

1. 知識創造來源 

 就知識創造來源而言，本研究參考 Helleloid & Simonin(1994), Inkpen 

(1996)、Leonard- Barton(1995)及張如蓮(1996)等人的觀點，提出兩項衡量項

目，將組織知識創造來源分成內部創造與外部取得二種。 

2. 知識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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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對知識管理定義為，組織將所創造出或獲取的知識，在組織內應

用及流通之管理。本研究參考 Ghingold (1998)、Nonaka (1991)、Simon(1996)

及 Nonaka & Konno(1998)等幾位學者之觀點，提出九項衡量項目，將組織之

知識管理能力分為應用和流通效能兩部分來探討。 

3. 知識屬性 

 在知識屬性方面，本研究參考 Teece (1986) 及Matusik & Hill (1998)等幾

位學者的觀點，提出三項衡量項目，將知識屬性分成專屬性知識與一般性知識

二類型來探討。 

4. 創新績效 

 對於創新績效的分類有很多，本研究綜合 Dietzenbacher (2000)、Yorukoglu 

(2000)及顏春華(1997)等之觀點，提出十項衡量項目，並將創新績效分成產品

與製程創新績效兩類型。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的方式，在問卷的設計上採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相

關研究變數之問卷內容如附錄一所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以天下雜誌出版的

「2000 大公司」為樣本母體，採隨機抽樣的方式發放問卷，共計發放 500 份

問卷。本研究回收的有效問卷共 95份，回收率達 19%。就回收樣本公司的基

本資料而言，在產業別方面，以一般製造業為最多，佔 45.3%，其次為服務業

(33.7%)，最後為高科技製造業(21.1%)。在公司成立年數上，最多集中在 20

年以上，佔 33.6%，其次為 10-20年，佔 26.3%，5-10年及 5年以下所佔之比

率分別為 21.2%及 18.9%。由上述樣本公司基本資料可知本研究所收集之樣本

分布相當平均，應具有足夠之代表性。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首先利用敘述統計分析方法整理分析回收樣本的

基本資料。然後針對本研究的研究變數包括知識創造來源、組織知識管理、知

識屬性以及創新績效進行因素分析，以萃取主要的因素。接著探討知識創造來

源與知識管理能力對創新績效之影響則採用 T 檢定。最後針對組織知識管理

能力與知識屬性對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間的影響採 ANOV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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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度與效度檢定 

 本研究將回收後的有效問卷，以 Cronbach's α值信度分析來檢定回收結

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在效度方面，可分為內容效度與準則效度。內容效度又稱

表面效度，指內容的代表性，屬於主觀的判斷。準則效度包括預測效度與同時

效度，指衡量工具能顯示其所欲衡量或預測之變數的特質。一般而言，研究都

應該同時具有此兩種內容效度。本研究以組織學習理論為基礎，在問卷之設計

上參考過去文獻，因此應能滿足內容效度與準則效度的要求。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為濃縮構面並探討各因素所包含變項之內部一致性，將各研究變數

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因素分析法，而萃取的準則是依

Hair、Tathama and Black(1998)的建議取出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再以最大變

異數(Varimax)轉軸旋轉法旋轉，旋轉後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之絕對值

必須大於 0.5，且與其他因素負荷量之差必須大於 0.3，才能成為因素之因子，

最後參考組成因素之因子的文意及負荷量分別予以命名。 

表 1 列出本研究針對各研究變數所萃取出的因素內容、因素負荷量、特徵

值及累積解釋變異量。在知識創造來源部分，依據因素分析的原則，兩個變項

共萃取出一個因素，並依據所包含的問項意義，將此因素命名為「知識創造來

源」，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3.108 %。針對知識管理能力變數，九個變項共萃

取出二個因素，並命名為「應用管理」與「流通效能管理」，其累積解釋變異

量為 76.777%。在知識屬性部分，依據因素分析的原則，三個變項共萃取出一

個因素，並依據所包含的問項意義，將此因素命名為「知識屬性」，其累積解

釋變異量為 60.400 %。在創新績效上，九個變項共萃取出二個因素，並命名

為「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0.855%。本研究對於

信度的量測，以 Cronbach’s α值來衡量因素的信度及變數間聚集的內部一致

性。由表 1可知各研究構面之 Cronbach’s α值皆大於 0.6，顯示本研究問卷內

部信度達一定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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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研究變數之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結果 

 

二、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首先將知識創造來源之兩變項之分數相加再予以平均，然後再以中

位數為基準，將所得之平均值分成 2 群。第 1 群之平均值在 1.0到 4.5，命名

為外部取得知識群，樣本數為 50個。第 2 群之平均值從 5.0到 7.0，命名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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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創造知識群，樣本數為 45個。接著進行知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之差異性

分析，所採用的檢定方法為 T 檢定。 

由表2之T檢定的結果顯示，內部創造知識群與外部取得知識群兩者在產

品創新績效(T=-3.150，P=0.0021)與製程創新績效(T=-4.341，P=0.0001)上皆達

顯著差異，且內部創造知識群在產品與製程創新績效上，皆較外部取得知識群

為佳。這顯示出組織選擇不同之知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確有影響。從組織學

習之觀點而言，組織採內部自行創造知識的方式，在創造過程中雖較由外部取

得知識困難艱辛，然而一旦取得突破後，便可深植於組織之中，而具體呈現於

產品與製程創新績效上。由表2之結果可以判定知識創造來源之選擇的確對創

新績效具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一可獲支持。 

表 2 知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之 T 檢定結果 

平均值 
構面名稱 因素名稱 內部創造知識群 

(n=45) 
外部取得知識群

(n=50) 

T值 P值 

產品創新 4.946 4.384 -3.150 0.0021 
創新績效 

製程創新 5.244 4.465 -4.341 0.0001 

註：n表樣本數 

三、知識管理能力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針對組織知識管理能力之兩個因素應用管理及流通效能管理，本研究亦以

中位數為基準，將其各分成2群。就應用管理而言，第1群之平均值在1.0到5.25，

命名為低度應用管理群，樣本數為50個；第2群之平均值從5.50到7.00，命名為

高度應用管理群，樣本數為45個。就流通效能管理而言，第1群之平均值在1.0

到5.0，命名為低度流通效能管理群，樣本數為45個；第2群之平均值從5.0到

7.0，命名為高度流通效能管理群，樣本數為50個。接著進行組織知識管理能

力對創新績效之差異性分析，所採用的檢定方法為T檢定。 

在知識應用管理與創新績效之關係方面，由表3之T檢定的結果顯示，低

知識應用管理群與高知識應用管理群兩者在產品創新績效(T=-4.302，P=0.0001)

與製程創新績效(T=-4.818，P=0.0001)上皆達顯著差異，且高度知識應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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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產品與製程創新績效上，皆較低度知識應用管理群為佳。此顯示出組織對

知識應用之熟悉程度對創新績效確有影響。 

表 3 組織知識應用管理對創新績效之 T 檢定結果 

平均值 

構面名稱 因素名稱 
高知識 

應用管理群

(n=45) 

低知識 
應用管理群

(n=50) 

T值 P值 

產品創新 5.044 4.296 -4.302 0.0001 
創新績效 

製程創新 5.288 4.425 -4.818 0.0001 

註：n表樣本數 

 

在知識流通效能管理與創新績效之關係方面，由表4之T檢定結果顯示，

低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與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兩者在產品創新績效 

(T=-2.771，P=0.0068)與製程創新績效 (T=-5.359，P=0.0001)上皆達顯著差異，

且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在產品與製程創新績效上，皆較低度知識應用管理群

為佳。此顯示出組織對知識效能與流通之管理對創新績效確有影響。以組織學

習理論觀之，組織創造知識的階段是必須經由個人到團體的步驟，因此組織若

能將個人所創造之知識有效地在組織中流通，且能應用在內部的製程或研發

上，則組織的效能愈佳。由表3及表4之結果可以判定組織之知識管理能力的確

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二可獲支持。 

表 4 組織知識流通效能管理對創新績效之 T 檢定結果 

平均值 

構面名稱 因素名稱 
高知識流通效

能管理群 
(n=50) 

低知識流通效

能管理群 
(n=45) 

T值 P值 

產品創新 4.888 4.386 -2.771 0.0068 
創新績效 

製程創新 5.270 4.350 -5.359 0.0001 

註：n表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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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管理能力與知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之交互作用 

本節利用知識創造來源所分出的二群，以及組織對知識應用管理與流通效

能管理所各分出的兩群來做兩兩配對分群，其結果如表5所示。表6顯示知識創

造來源與組織知識應用管理之配對分群後，對創新績效所做之ANOVA分析。

由表6可看出，在產品創新績效(F=7.67，P=0.0001)與製程創新績效(F=11.96，

P=0.0001)的P值皆達顯著水準，顯示組織知識應用管理對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

績效之關係有影響。就產品創新績效而言，在所分類之四群中，內部創造知識

與高知識應用管理群及外部取得知識與高知識應用管理群之產品創新績效平

均值較高，平均值分別為5.126及4.880。而內部創造知識與低知識應用管理群

之產品創新績效居第三(平均值為4.586)，其產品創新績效平均值高於外部取得

知識與低知識應用管理群 (平均值為4.171)。就製程創新績效而言，其分析結

果與產品創新績效相似。在所分類之四群中，內部創造知識與高知識應用管理

群及外部取得知識與高知識應用管理群之製程創新績效平均值較高，平均值分

別為5.525及4.816。而內部創造知識與低知識應用管理群之製程創新績效居第

三(平均值為4.683)，其製程創新績效平均值高於外部取得知識與低知識應用管

理群 (平均值為4.314)。 

表 5 知識創造來源與組織知識管理之配對分群表 

知識創造來源 
研究構面 

內部創造知識 由外部取得知識 

高知識應用

管理 

內部創造知識與高知識應用管理群 

n=30 

外部取得知識與高知識應用管理群 

n=15 組織知識應

用管理 低知識應用

管理 

內部創造知識與低知識應用管理群 

n=15 

外部取得知識與低知識應用管理群 

n=35 

高知識流通

效能管理 

內部創造知識與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

n=36 

外部取得知識與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 

n=14 
組織知識流

通效能 

管理 
低知識流通

效能管理 

內部創造知識與低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

n=9 

外部取得知識與低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 

n=36 

註：n表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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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知識創造來源與組織知識應用管理對創新績效之 ANOVA 分析結果 

平均值 

構面名稱 因素名稱 

(4) 

內部創造

知識與高

知識應用

管理群

n=36 

(3) 

內部創造

知識與低

知識應用

管理群 

n=9 

(2) 

外部取得

知識與高

知識應用

管理群

n=14 

(1) 

外部取得

知識與低

知識應用

管理群

n=36 

F檢定 P值 Duncan檢定 

產品創新 5.126 4.586 4.880 4.171 7.67 0.0001 1-4 
創新績效 

製程創新 5.525 4.683 4.816 4.314 11.96 0.0001 1-4, 3-4 

註：n 表樣本數 

 

表7顯示知識創造來源與組織知識流通效能管理之配對分群後，對創新績

效所做之ANOVA分析。由表7可看出，在產品創新績效(F=6.09，P=0.0008)與

製程創新績效(F=14.08，P=0.0001)的P值皆達顯著水準，顯示組織知識流通效

能管理對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關係有影響。就產品創新績效而言，在所

分類之四群中，內部創造知識與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內部創造知識與低知

識流通效能管理群、及外部取得知識與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之產品創新績效

平均值較高，平均值分別為4.888, 5.177及4.885。而外部取得知識與低知識流

通效能管理群之產品創新績效最低，其平均值為4.188。就製程創新績效而言，

在所分類之四群中，內部創造知識與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內部創造知識與

低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及外部取得知識與高知識流通效能管理群之製程創新

績效平均值較高，平均值分別為5.270, 5.138 及5.267。而外部取得知識與低知

識流通效能管理群之製程創新績效最低，其平均值為4.152。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出，當組織採內部自行創造知識的方式時，若其對知識

管理能力不佳，則其所導致的創新績效，會因為組織成員的接受度較不佳，而

不會比組織經由外部取得知識但本身具有良好知識管理能力者所導致的創新

績效來得好，甚至較差；而當組織對知識的管理完善時，不論組織採何種知識

創造來源，都會導致良好的創新績效。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組織知識管理能

力的確會影響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三可獲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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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知識創造來源與組織知識流通效能管理對創新績效之 ANOVA 分析

結果 

平均值 

構面名稱 因素名稱 

(4) 

內部創造知

識與高知識

流通效能管

理群 

n=36 

(3) 

內部創造知

識與低知識

流通效能管

理群 

n=9 

(2) 

外部取得知

識與高知識

流通效能管

理群 

n=14 

(1) 

外部取得知

識與低知識

流通效能管

理群 

n=36 

F檢定 P值 Duncan檢定 

產品創新 4.888 5.177 4.885 4.188 6.09 0.0008 1-3, 1-4 
創新績效 

製程創新 5.270 5.138 5.267 4.152 14.08 0.0001 1-2, 1-3, 1-4 

註：n表樣本數 

五、知識屬性與知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之交互作用 

就知識屬性而言，本研究首先將其三變項之分數相加再予以平均，然後再

以中位數為基準，將所得之平均值分成 2 群。第 1 群之平均值在 1.0到 4.33，

命名為一般性知識群，樣本數為 51個。第 2 群之平均值從 4.67到 7.0，命名

為專屬性知識群，樣本數為 44個。 

接著，利用知識創造來源所分出的二群，以及知識屬性所各分出的兩群來

做兩兩配對，其結果如表 8所示。 

表 8 知識創造來源與組織屬性之配對分群表 

知識創造來源 
研究構面 

內部創造知識 由外部取得知識 

專屬性知識 
內部創造知識與專屬性知識群

n=21 

外部取得知識與專屬性知識群 

n=23 知識 

屬性 
一般性知識 

內部創造知識與一般性知識群

n=24 

外部取得知識與一般性知識群 

n=27 

註：n表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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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知識創造來源與知識屬性之配對分群後，本研究針對知識屬性與知

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之交互作用進行ANOVA分析。由表9可看出，在產品創

新績效(F=4.05，P=0.0095)與製程創新績效(F=6.66，P=0.0004)的P值皆達顯著

水準，顯示知識屬性對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關係有影響。就產品創新績

效而言，在所分類之四群中，內部創造知識與專屬性知識群及內部創造知識與

一般性知識群之產品創新績效平均值較高，平均值分別為4.990及4.908。而外

部取得知識與一般性知識群之產品創新績效居第三(平均值為4.548)，其產品創

新績效平均值高於外部取得知識與專屬性知識群(平均值為4.191)。就製程創新

績效而言，其分析結果與產品創新績效相似。內部創造知識與專屬性知識群及

內部創造知識與一般性知識群之製程創新績效平均值較高，平均值分別為

5.226及5.260。而外部取得知識與一般性知識群之製程創新績效居第三(平均值

為4.548)，其製程創新績效平均值高於外部取得知識與專屬性知識群 (平均值

為4.315)。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出，當組織採內部自行創造知識的方式時，不論知識屬

性為專屬性或一般性，所導致的創新績效皆相當良好。而當組織採外部取得知

識方式時，則一般性知識之移轉績效會較專屬性知識之移轉績效佳。以組織學

習觀點而言，若組織所需求的知識為與組織競爭優勢有關的專屬性知識，採內

部創造的方式較有利。反之，當組織所需的知識是專屬性程度較低之知識，則

組織雖採外部取得知識的方式，仍可以有效地獲得所欲移轉之知識。因此，知

識屬性的確會影響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的關係，本研究的假設四可獲支

持。 

表 9 知識創造來源與知識專屬性對創新績效之 ANOVA 分析結果 

平均值 

構面名稱 因素名稱 

(4) 

內部創造知

識與知識專

屬性群 

n=21 

(3) 

內部創造知

識與知識一

般性群 

n=24 

(2) 

外部取得知

識與知識專

屬性群 

n=23 

(1) 

外部取得知

識與知識一

般性群 

n=27 

F檢定 P值 Duncan檢定 

產品創新 4.990 4.908 4.191 4.548 4.05 0.0095 2-4 
創新績效 

製程創新 5.226 5.260 4.315 4.592 6.66 0.0004 2-3, 2-4 

註：n表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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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知識創造來源、知識管理能力及知識屬性對創新

績效之影響。在研究程序上，首先透過文獻探討來確認重要變數構面及建立研

究架構。接著以組織學習的觀點來分析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提出研究假設，

最後以統計分析的方法分析回收之問卷資料來驗證各研究假設，進而提出討論

與結論，以補文獻之不足。研究結果顯示：在知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之影響

方面，當組織選擇創造知識的來源不同時，在產品與製程創新績效上有顯著差

異。組織採用內部創造知識的方式時，能獲得較佳的創新績效。在組織知識管

理能力與創新績效之關係上，組織知識管理能力會對創新績效有顯著影響。當

組織對於所創造出的知識採取較完善的知識管理時，會比其對知識的管理不佳

時，擁有更良好的產品與製程創新績效。 

在組織知識管理對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間關係之影響方面，組織知

識管理與知識創造來源會產生交互作用來影響創新績效。當組織採內部自行創

造知識的方式時，若其對知識管理能力不佳，則其所導致的創新績效，會較組

織經由外部取得知識但本身具有良好知識管理能力所導致的創新績效來得差;

而當組織對知識的管理完善時，不論組織採何種知識創造來源，都會導致良好

的創新績效。在知識屬性對知識創造來源與創新績效之間關係之影響方面，知

識屬性與知識創造來源也會產生交互作用來影響創新績效。當組織採內部自行

創造知識的方式時，不論知識屬性為專屬性或一般性，所導致的創新績效皆相

當良好。而當組織採外部取得知識方式時，則一般性知識之移轉績效會較專屬

性知識之移轉績效佳。 

本研究在學術研究上之貢獻包括：第一，過去有許多學者探討組織間如何

合作創造知識，或如何自行創造所需的知識。然而，探討知識創造來源選擇如

何對組織創新績效影響之研究卻附之闕如。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來確認重

要變數構面，建立研究架構，探討知識創造來源、知識屬性及知識管理能力對

組織創新績效之影響，彌補了知識創造來源方面文獻之不足。第二，本研究以

組織學習理論作為理論基礎，提出研究假設，來分析知識創造來源、知識管理

能力及知識屬性等變數對創新績效之影響。實證結果明顯地支持本研究所提出

之研究假設，顯示以組織學習理論觀點來探討本研究主題之適切性。 

本研究之結論在實務上之意涵為：第一，在知識創造來源方面，廠商應體

認到選擇不同之知識創造來源對創新績效確有影響，內部創造知識在產品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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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創新績效上皆較外部取得知識為佳。這對於台灣企業具有重要之意涵，過去

廠商基於短期成效之考量，往往尋求自外部取得知識來源，如此做法雖可快速

地獲得所需知識，解決燃眉之急。然而，相對地卻無法培養企業本身之知識創

造能力，以致需長期持續依賴外在來源提供所需之知識。採內部自行創造知識

的方式，在創造過程中雖較由外部取得知識困難艱辛，然而一旦取得突破後，

便可深植於組織之中，而具體呈現於產品與製程創新之績效上。因此本研究建

議台灣企業在發展時應特別注重本身內部知識創造能力之培養，如此廠商才能

在現今知識經濟時代，能夠因掌握關鍵之知識資源，從而建構本身之競爭優勢。 

第二，廠商應了解到本身知識管理能力之建置對創新績效會有顯著之影

響。當組織對知識的管理完善時，不論知識是由內部創造或自外部取得，都會

導致良好的創新績效。因此本研究建議廠商應培養本身之知識管理能力，包括

應用、流通及效能三部份。企業可透過組織文化及獎勵制度促進員工將新知識

做有效之應用。此外，企業可透過建立完善之資訊系統、溝通體制與工作輪調

等方式，來促進知識之流通。若能再透過定期舉辦紮實之教育訓練，則可增進

組織之知識管理效能。 

第三，雖然由內部自行創造知識對組織建構本身競爭優勢是較佳之方式，

然而在現今競爭激烈之全球化環境下，企業可能無法負荷由內部自行創造所有

需要之知識，因此必須進行篩選，將重要部分由內部自行創造，其他則應考慮

自外部取得。若以知識屬性而言，此重要部分即為與組織競爭優勢有關的專屬

性知識。因此本研究建議企業在選擇知識創造來源時，應先評估所欲獲得知識

之屬性，若其是與企業競爭優勢有關的專屬性知識，應採內部自行創造知識的

方式來進行創造。反之若所欲獲得之知識為企業日常營運所需的一般性知識，

普遍存在於產業環境之中，則組織可採外部取得之方式來獲得。 

在未來研究上，本文提出下列值得探討之議題：第一、本研究只以新興工

業化國家之台灣的組織為研究對象，探討知識創造來源、知識管理能力及知識

屬性等變數對創新績效之影響，建議後續的研究可以針對先進國家及開發中國

家之組織進行研究，以進一步驗證與擴大本研究架構及假設之範圍，並了解不

同開發狀態國家之組織在此主題下之差異。第二、在知識創造方面相關領域之

理論研究並不多見，本研究引用組織學習理論來加以研究，後續研究可以引用

其他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資源基礎理論等，來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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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知識創造來源：此部份問項想請問 貴公司如何取得所需要的知識或技術，

請您依實際狀況來作答，並在適當的□打√，謝謝。 

 

 

二、知識管理能力：此部份問項想請問 貴公司在擁有所需要的知識或技術之

後，如何來實行與應用，請您依實際狀況來作答，並在適當的□打√，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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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屬性：此部份問項想請您衡量 貴公司所需要的知識或技術之特性，

請您依實際狀況來作答，並在適當的□打√，謝謝。 

 

四、組織的創新績效：此部份問項想請問 貴公司在決定如何創造知識，再透

過組織的管理之後，組織的創新績效為何，請您依實際狀況來作答，並在

適當的□打√，謝謝。 

 

五、公司之基本資料: 

1.貴公司所屬之產業  

□高科技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服務業 

2.貴公司成立的年數 

□3年以下  □3-5年  □5-10年   □10-20年  □20年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