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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已步入消費者時代與行銷時代，企業紛紛以價

格競爭、商品服務、商店形象、強勢宣傳活動等來誘發消費者的消費意

願。因此，以往單打獨鬥的商業模式，已不符經濟效益，連鎖加盟體系

在現代商業活動中，成為最流行的經營型態，透過多據點的行銷、集中

採購、整合體系宣傳及促銷，不但可降低成本及經營風險，更可提高企

業競爭力。 另一方面，由於知識已成為企業成長動力與最重要的策略性

資產。因此，組織的知識管理活動，愈發受到重視。況且，對於進行國

際擴張的連鎖業者而言，如何將本身的品牌經營知識，與當地的市場及

顧客知識相結合，將會影響到進入國際市場的成功與否，國際連鎖加盟



體系中的地區加盟主，則成為這種整合加盟總部之經營知識與當地市場

知識的平台。故本文以加盟者的角度和層級，來探討國際連鎖體系業

者，在發展過程中，有關知識移轉、整合與組織學習之知識管理活動，

希望有助於加盟總部充份瞭解將經營知識當地化之方式，且對於加盟者

之當地市場擴展與開發有積極的正面效益。 本研究選定三個研究個案，

透過相關文獻及資料的研究及探討，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連鎖加盟總

部給與加盟者自主經營空間越高，越可以刺激地區加盟總部自發性的知

識管理活動，並可提升經營績效。2.如以企業集團的方式參與連鎖體系

經營，會較以個人方式參與為佳。3.運用資訊科技程度越高，則加盟者

間的經營風格、技術與成效等，就會越接近，也會讓後續加盟者更加容

易跨入經營的門檻。  

摘要

(英) 

Following high 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are now at the dawn of age 

consumers and marketing age. In the wake of high 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siness are using price wars, commodity services, store image and overwhelming 

marketing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will directly drive consumers’ desire to buy. 

The conventional isolated individual business does no longer live up the economic 

effectiveness. Chained franchising has become the most stylish popular business 

model. Through multiple point marketing, packaged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multiple point marketing and collective integrated advertising and sales 

promotion, business operators could bring down cost, erode risks and boost create 

competitive edgeadvantage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knowledge management 

activiti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ssets, knowledge 

management activities of organizations catch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and 

become the main means of enterprise growthing. For franchisees, also knowledge 

management activiti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ssets. 

The topic of how to integrate the existing global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nd 

local market knowledge, for franchisees, will influence the success of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s. And master franchisees in chained stores will exactly 

play the rol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uch knowledge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knowledge transfer,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franchis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nchisees. Try to get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way of localizing business 

operation knowledge, and to benefit the chain franchisees in expanding local 

markets. Initially, this study compares three International chain stores which had 

developed in Taiwan local marke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franchisees interviews. Three observations are derived from the 

study. First, the higher the flexibilities local franchisees have, the higher self 

motiva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activities will implement. Second, to operate 

the chain system with conglomerates participants will bring the better expansion 

than with individuals. Finally, the support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 in 

the chain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activities will let the chain be 

more unified in business stylish and store images, and will also improve the 

business efficiency and attract more potential franchis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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