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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透過新產品開發專案﹐探討知識環境變動程度?業務型態與組

織動態能耐演化之關係。研究範圍以台灣通訊產業製造商的產品開發專案

為主，深入訪談該開發專案負責人與核心成員﹐瞭解其產品開發的歷程﹐



與組織動態能耐累積的過程。 研究結果顯示 1.知識環境變動程度對組織

結構的影響(研究問題 1) 1.1：知識環境變動程度低組織採功能別 1.2：知

識環境變動程度中等，組織採產品別 1.3：知識環境變動程度較高，組織

採新組織結構 2. 知識環境變動程度對組織學習的影響(研究問題 1) 2.1：較

低的知識環境變動程度，組織組內學習較低、市場學習中等。 2.2：中等

的知識環境變動程度，組織組內學習中等、跨組學習與市場學習較高。 

2.3：較高的知識環境變動程度，組織組內學習較高、跨組學習偏低，市

場學習中等。 3. 知識環境變動程度對組織記憶的影響(研究問題 1) 3.1：較

低的知識環境變動程度，組織記憶傾向以文件化方式紀錄知識。 3.2：中

等與較高的知識環境變動程度，組織記憶傾向以個人化方式紀錄知識。 4. 

組內學習程度對專案發展階段重疊程度的影響 4.1：組內學習較低的組織

對專案發展階段重疊程度較低。 4.2：組內學習中等的組織對專案發展階

段重疊程度為中 4.3：組內學習較高的組織對專案發展階段重疊程度為較

高。 5、組織有不同動態能耐演化方式 5.1：沃土型的動態能耐演化，組

織結構為產品別，中等的組內學習、較高的跨組學習與市場學習。採個人

化方式紀錄知識。 5.2：螺旋階梯型動態能耐演化，組織採功能別分工，

較低的組內學習與中等的市場學習，傾向以文件化的方式紀錄知識。 

5.3：精靈型動態能耐演化，發生在新組織上，組內學習高，跨組學習

低，市場學習也較低。傾向採取個人化的方式紀錄知識。 6、業務型態不

同，組織對專案團隊有不同的選擇(研究問題 2) 6.1：業務型態為獨立設計

產品階段，專案參與的層級最高且專案團隊為重量級或自主團隊。 6.2：

業務型態為產品再設計階段，專案參與的層級較低且專案團隊為輕量團

隊。 6.3：業務型態為調適與零件本土化階段，專案參與的層級低且專案

團隊為功能式團隊。 7、在調適與零件本土化與產品再設計階段，廠商運

用跨組學習累積知識技能(研究問題 2) 8、業務型態對組織記憶的影響(研

究問題 2) 8.1：調適與零件本土化階段廠商的組織記憶為生產技巧與管理

系統。 8.2：產品再設計階段廠商的組織記憶為對供應商的了解與關係。 

8.3：獨立設計新產品階段廠商的組織記憶為前一代產品的經驗。 9、台灣

無線通訊廠商多採半開放式的辦公空間。  

摘要

(英) 

Under the rapid-changing environment,it is not possible that a firm’s capabilities 

can hol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strength forever,therefore a firm must have 

technology or product innovation continually. The stronger a firm’s technology or 

product innovation abilities are, the more opportunities it has to restructure its 

capabilities to gain advantages in the everchanging market.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is one if the key factors of the knowledge creation on the 

organization. So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nquired ho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nfluences the platform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in Taiwa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We interviewed 

some project leader or memb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Taiwanes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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