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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主要從創新的概念出發，就創新的定義、類型以及組織創新

的相關理論及研究取向，進行探討與分析，以了解創新的重要性，以及決定企業

組織創新程度的影響因素為何，並進一步分析組織創新的構面，以衡量各因素在

圖書出版業組織創新中之重要程度。

第一節 創新

在本節中，首先整理分析文獻中各學者及研究者對於創新的定義及分類，以

釐清創新的內涵及其類型。

一、創新的定義

早期關於創新（innovation）的學說，最早是由經濟學者熊彼得所提出，他

認為創新與變化才是正常經濟體系之常規，具有組織創新能力的企業，應將改變

視為正常的現象，利用變化作為發展的契機。他並進一步指出創新的五種形式：

新產品的引進、新生產方法的採用、新市場的開拓、新原料的取得、以及新的產

業組織的推行（轉引自吳怡瑄，2003）。

而對於創新的內涵，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指出，只要能使既有資源產生財

富的潛力有所改變，都足以構成創新行為。因此創新並不一定要涉及技術問題或

者一個實體的「東西」，創新是改變資源的產出。他強調系統化創新的必要，並

提出創新機會的七大來源，同時將創新界定為改變資源所給予消費者的價值與滿

足，認為創新乃是使用新的知識，提供顧客所需新的服務及產品（蕭富峰、李田

樹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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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學者開啟了對創新的研究之後，陸續又有許多學者也對創新提出了如下

的定義與看法。

Holt（1988）認為創新是一種運用知識或關鍵資訊而創造或引入有用的東

西；Frankle（1990）認為創新是修正或發明一項新的概念，使其符合現有或未來

潛在的需求，並藉由改進與發展使其原有之功能達到商業化目的；Gattiker（1990）

認為創新活動乃是經由個人、群體及組織努力和活動所形成的產品或程序，該過

程包含了用來創造和採用新的、有用事物之知識及相關資訊（轉引自莊立民，

2002）。Damanpour（1991）認為創新可能是一種新的產品或服務、一種新的製

程技術、一種新的管理系統及結構，或是一種組織成員的新計劃；Higgins（1995）

提出，所謂創新是創造對個人、團體、組織、產業或是社會有重要價值的新事物

的過程，也是企業或個人從創意中獲利的方式。國內學者孫均恆（1996）從社會

學的角度觀之，認為任何一個概念只要被一群人認為是新的東西，就稱之為創

新；而 Clark & Guy（1998）則認為創新是指將知識轉換為實用商品之過程，強

調過程中人事物及相關部門的互動與資訊之回饋，且創新是創造知識及科技知識

擴散之主要來源，是提升競爭力之主要手段（轉引自吳怡瑄，2003）。 Afuah（2003）

認為創新指的是運用新知識（包括新科技或新市場知識）提供顧客想要的新產品

或服務，是一個發明（invention）加上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的行為；根

據 Porter（1990: 780）的說法，「就是用新方法去做一些被商業化的事物…創新

的過程無法從企業的策略及競爭內涵中分離。」此外，Van de Ven & Andrew（1986）

也從管理的角度，認為創新是人員發展和執行上新的創意，以持續在組織環境下

與他人進行交易；此定義也說明了創新的幾項重要構面，就是人員、創意、交易

和環境。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對於創新採取較廣義的定義，認為無論是產業

外部環境、內部組織、科技、人員、乃至於管理層面的改變，只要是對於企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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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一種新的事物、知識或態度，並得以運用來提供顧客新的產品或服務，使企

業組織或個人能從創意中獲利者，皆可稱之為創新。

二、創新的類型

創新的研究主張經由創新過程，可創造市場價值，因此除了透過新科技的創

新外，組織尚可運用可能的創新形式如：新的經營模式、優勢競爭策略、改良的

生產方式、創新的產品型態、創新的行銷模式、便利的服務、創新的科技等做法

（吳怡瑄，2003），來達到創造市場價值的目的。

由文獻資料中可以發現，實務上有許多學者都曾對創新進行分類，分別探討

不同的企業或產業，會採取哪些不同類型的創新型態，創新的分類亦常因研究者

的觀點及研究重點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過去研究的學者認為，區別創新的類型，

對於了解組織採用創新的行為以及證明創新決定因素是必須的，因為不同型態的

組織之環境機會與威脅不同，亦會影響它們創新的程度（Knight, 1967; Downs &

Mohr, 1976）。

一般而言，最常見的創新研究，有三種分類，且每一種皆有兩個相對的類型

（Damanpour, 1991; 吳健鑫，2003）：

（一）技術創新及管理創新

技術創新（technical innovations）指的是與產品、服務、生產過程等企業主

要活動有關之創新，與企業之基礎活動相關，同時涉及產品與過程；管理創新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s）則是包含組織結構及管理程序，與管理直接相關，

而與企業主要活動間接相關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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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創新及製程創新

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是符合市場及顧客需求產生的新產品或服務；

製程創新（process innovation）則是組織為提供產品或服務所採用的新流程或新

方法。

（三）漸進式創新及激進 / 躍進式創新

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是在既有科技中，進行改善績效或降

低成本的創新，於科技演進中嘗試並累積學習經驗。激進 / 躍進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s）通常以重大發明為基礎，創造一個新的產業或使成熟產業的能力逐

步增強。

針對以上分類，本研究根據林義屏（2001）、莊立民（2002）所列出之創新

分類，將主張的學者及其他亦具代表性的分類，進一步加以整理如表 2-1。

表 2-1 創新的類型

作者（年代） 創新之分類

Knight（1967） 1. 產品或服務創新 3. 組織結構創新

2. 生產程序創新 4. 人員創新

Daft（1978）、Kimberly
（1981）、Damanpour &
Evan（1984）

1. 管理創新（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s）
2. 技術創新（technical innovations）

Marquis（1982） 1. 漸進式的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
2. 系統的創新（systems innovation）
3. 突破式的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Ettlie, Bridges & O’Keefe
（1984）、Dewar & Dutton
（1986）、Nord & Tucker
（1987）

1. 躍進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s）
2. 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s）

Gobeli & Brown （1987） 1. 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
2. 技術性創新（techn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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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性創新（application innovation）
4. 激進性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生產技術的變化

低 高

低 漸進式創新 技術性創新

消

費

者

利

益

高 應用性創新 激進式創新

Betz（1987） 1. 產品創新

2. 程序創新

3. 服務創新

Holt（1983） 1. 技術創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 管理創新（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
3. 社會或組織的創新（social o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4. 規律型創新 （regular innovation）

Frankel（1990） 1. 連續性創新（continuous innovation）
2. 動態連續性創新（dynamic continuous innovation）
3. 非連續性創新（discontinuous innovation）

Henderson & Clark
（1990）

1. 漸近式創新 3. 架構式創新

2. 模組式創新 4. 突破式創新：

Schuman（1994） 提出創新矩陣（innovation map）的觀點，認為組織中

的創新活動可依創新性質（nature）及創新類別（class）
兩構面分成九類。

依性質分：

1. 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
2. 製程創新（process innovation）
3. 程序創新（procedure innovation）

依類別分：

1. 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
2. 顯著性創新（distinctive innovation）
3. 突破式創新（breakthroug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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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矩陣：

性質

種類

漸進性 顯著性 突破性

產品

過程

程序

Higgins（1995） 1. 產品創新 3. 行銷性創新

2. 製程性創新 4. 管理創新

李仁芳 （1995） 1. 「厚基創新」：需要持續在同一組織長期累積能耐

的創新。

2. 「網路創新」：強調彈性與組合，知識蓄積在各個

角色（actor）中，透過不同角色的結合，達到創新的

成果。

Tushman & O’Reilly
（1997）

1. 漸進式創新

2. 構築式創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3. 不連續性創新

Lynn & Akgun （1998） 1. 應用性創新 3. 漸進式創新

2. 激進性創新 4. 技術性創新

新穎 漸進式創新 技術性創新

既存 應用性創新 激進式創新

市

場 既存 新穎

技 術

吳思華（1998） 1. 製程創新 3. 組織創新

2. 產品創新 4. 策略創新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義屏（2001）；莊立民（2002）。

綜合上述文獻研究中對創新的分類，由於本研究對創新採取廣義的定義，探

討產業中產品、技術乃至於管理層面的創新行為，因此，將根據 Daft & Becker

（1978）、Kimberly & Evanisko（1981）、及 Damanpour（1991）等學者的看法，

採取將創新分為「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兩大類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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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技術創新的部分，由於其同時涉及產品與過程，因此本研究參考蔡

啟通（1997）與莊立民（2002）採用的量表，根據產品與製程方面的創新，篩選

出下列相關變項（表 2-2），其中第 1 至 5 題為產品創新的問項，第 6 至 10 題則

為製程創新的問項：

表 2-2 技術創新構面衡量變項

1. 本公司之產品開發與設計技術能力較同行強

2. 本公司有相當高的利潤來自新開發的產品或服務

3. 本公司的產品或新技術在市場上創造出許多商機

4. 本公司在產品創新方面是相當有名的

5. 本公司能推出豐富而多樣化的產品

6. 本公司經常引進一些可以改善製程或作業流程的新技術

7. 本公司推出產品的成本較競爭者低

8. 本公司能在短時間內調整生產的產量

9. 本公司能依顧客臨時需求，彈性且快速的生產和交貨

10.本公司會添購新的工具或設備，對生產或工作效率的提高很有助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組織創新

瞭解了創新的定義與分類後，本節將接著探討組織創新的概念，亦即創新在

組織上的應用，試圖了解究竟是什麼因素使一個組織比其它組織更具有創新性？

組織創新的程度應該從哪些層面來看？接下來本研究將就組織創新的定義、研究

觀點及取向、相關理論以及影響創新程度的因素進行整理與探討。

一、組織創新的定義

組織創新不僅是技術上的創新而已，它已漸漸從技術創新的層面走向多元的

構面，逐漸導入管理創新的概念，且隨著研究者的興趣與觀點的不同，對組織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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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定義會有所差異（莊立民，2002）。

一般容易與組織創新混淆的名詞有「創造力」（creativity）與「組織變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莊立民，2002）。創新與創造力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但

並非同一個構念，創造力是在任何領域中產生新奇有用的創意，而創新為在組織

中成功地執行創意（Amabile et al., 1996）；3M 創新中心對創造與創新的差異所

做的定義為：「創造是想出新事物（creativity is thinking up new things），創新則

是做出新事物（innovation is doing new things）」（轉引自吳怡瑄，2003）。因此，

簡單來說，創造力的表現是創新的重要要素，但組織的創新需要的是將創意付諸

實行。

而組織創新與組織變革的區別則在於，所有的創新都算是一種變革，但並不

是所有變革都是創新（莊立民，2002）。Daft（l995）把「組織變革」定義為一個

新構想或行為被組織所採用，而「組織創新」則是採用對整個組織、市場、大環

境而言是「新」的構想或行為（轉引自莊立民，2002）；King & Anderson（1995）

認為「組織創新」的研究是強調變革的動機起始與實行，而「組織變革」的研究

則主要強調其實行面。

由以上區別可知，「組織創新」就是將一個對組織與環境而言的新構想、新

創意加以付諸實行；而不同學者對於組織創新也有一些不同的定義，本研究整理

如下（表 2-3）：

表2-3 不同學者對組織創新的定義

作者（年代） 定義

Kim（1980） 以三種不同的意義闡述組織創新：首先，組織創新是綜

合兩個以上的現有概念或實體產生新配置的創造性過

程，這點與發明是相同的意義；其次，組織創新的基本

涵義在於新穎，因此可視為新創意；最後，組織創新是

個人或社會系統接受、發展和執行新創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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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e Ven（1986） 創新走出人員發展和執行新創意，以持續在機構的環境

下與他人進行交易。

吳淑靜（1992） 在經營環境變動下，組織成員透過組織氣候的激勵發揮

個人的創造力，由個人層次、團體層次推進到組織層次，

使組織形成創新的組織氣候，以迎接環境的變化。

Oates（1997） 創新的原則包含策略、科技及管理三方面。策略上創新

會提昇對顧客滿意度、新產品、新服務及新市場的重視。

科技創新代表產品的卓越。管理創新指工作實務、訓練

與教育、如何對新意念形成的文化有所貢獻。

蔡啟通（1997） 組織目前經由內在產生或由外部購得的技術產品或管理

措施之創新廣度及深度；創新廣度包括設備 (device)、系

統 (system)、政策 (policy)、方案 (program)、過程

(process)、產品 (product)、服務 (service)等等；創新深度

則包括各項創新對企業經營之重要性 (importance)、影響

程度 (influence)、或長期潛在獲利性 (profitability
potential)等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學者們對於組織創新所持的研究觀點不同，因此對於組織創新的定義也

會有所差異，常見的研究觀點有產品觀點、過程觀點、產品及過程觀點、多元觀

點（蔡啟通，1997；林義屏，2001）（表 2-4 整理）。許多學者都傾向支持多元觀

點（Zaltman, Duncan & Holbek, 1973; Daft & Becker, 1978; Hage, 1980; Damanpour,

1988, 1991），他們認為過去學者們對於「組織創新」持有的產品或過程觀點，大

多著重在「技術創新」的層面，對於管理政策或措施等「管理創新」層面有所忽

略。

表2-4 組織創新的研究觀點

研究觀點 內容

產品觀點 重視的是創新所產生的結果，其衡量創新是以具體的產品

（product）為依據，認為「組織創新」是指組織產生或設

計新的產品（Burgess, 1989），進而該產品可以獲取得獎或

成功上市（Blau & McKinley, 1979）。

過程觀點 認為「組織創新」是一種「過程」（process），著重從一

系列的歷程或階段來評斷創新（Kimberly, 1986; Amabil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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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過程觀點 認為「組織創新」是任何對事業單位而言是新的產品、或

程序的創造，應以產品及過程的雙元觀點來定義創新，將

結果及過程加以融合（Tushman & Nadler, 1986），Dougherty
等人（1995）認為「組織創新」是一項複雜的問題解決過

程，涉及的活動包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功能部門協調，

公司資源、結構、策略的配合。

多元觀點 認為不管是產品或過程觀點，只著重在「技術創新」層次，

而忽略了「管理創新」的層次，因而主張採取多元（multiple）
的觀點定義「組織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包括產品、

過程、及設備）與「管理創新」（包括系統、政策、方案、

及服務）。

資料來源：整理自蔡啟通（1997）；林義屏（2001）；莊立民（2002）。

而蔡啟通（1997）也根據各種觀點整理出各學者對於組織創新的定義，本研

究將之整理如表 2-5 所示：

表 2-5 組織創新的觀點與各學者之定義

研究觀點 學者 定義

Blau & McKinley（1979） 組織生產或設計的新產品可

以得獎或成功上市。

Burgess（1989） 組織產生或設計新的產品。

Kelm et al.（1995） 以華爾街期刊索引的檔案為

依據，計算組織宣布上市的

新產品之成功數量。

產品觀點

Kochhar & David（1996） 以美國 PTS NAP 的檔案資

料為依據，計算組織宣布上

市的新產品、新科技等之發

展數量。

Kimberly（1981） 組織在創新過程中採用的新

活動

過程觀點

Drucker（1985） 創新是一個過程，它是一像

有組織、有系統、且有理性

的工作。任何改變現存資

料、財富創造潛力的方式，

都可稱作為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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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bile（1988） 一種過程，包含了五個階

段：設定議程、設定程序、

產生創意、創意測試與實

施、結果評估。

Kanter（1988） 新的構想、程序、產品或服

務的產生、接受與執行。

Johannessen & Dolva（1994） 一項過程。包括知識及相關

資訊的運用，目的在創造及

引進新的及有用的某些事

物。

Scott & Bruce（1994） 從問題的發現、尋求資金支

持、完成問題解決等多階段

過程來界定。

Tushman & Anderson（1986） 對事業單位而言，任何新的

產品、或程序的創造。

Dougherty & Bowman
（1995)

一項複雜問題的解決過程，

涉及的活動包括產品設計，

產品創新功能、部門協調、

與公司資源、結構和策略的

配合。

產品及過程觀點

Lumpkin & Dess（1996） 反應了公司對於新意念、新

奇性、實驗性及創造過程的

經營及支持，而其結果將產

生新的產品、新的服務、新

的科技。

Damanpour（1991） 指組織內部自然產生或組織

向外購得的某項活動之採

用，而該項活動對於採用的

組織而言是新的。該項活動

可以是設備、系統、政策、

方案、過程、產品、服務等。

多元觀點

Russel（1995） 是以過去三年內公司產品、

市場、過程、系統等方面激

進的及非線性的改變數量來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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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bins（1996） 認為創新是指一個新的意

念，該意念可應用在啟動或

增進某項產品過程或服務。

組織創新是同時包括產品創

新、新的生產過程技術、新

的結構及管理系統、新的計

畫及管理方案等。

資料來源：蔡啟通（1997）。

本研究採用多數說的看法，對組織創新的定義採取多元觀點，認為組織創新

應兼指產品技術與管理制度層面，將組織創新定義為「在變遷環境中，組織採用

對其而言，無論是產品、技術、製程，或管理、政策上的新概念、新行為或創意。」

二、組織創新理論與研究取向

（一）組織創新理論

Wolfe（1994）認為，在組織創新的研究文獻中，幾乎所有的研究結果都不

一致，可能的原因有（轉引自劉春初、蔡明田、莊立民，2001）：1. 不同的新類

型並沒有很明確的區別（Daft, 1978）；2. 未詳細考慮到創新的引進是多階段的過

程，而且會產生多種結果（Zaltman & Duncan, 1976）；3. 相同名稱的變數有不同

的衡量方式（Downs & Mohr, 1976）；4. 在研究過一小部分特別領域的組織後，

便將創新引進的過程一般化（Daft & Becker, 1978）。因此，創新理論的建構並不

容易，以下是學者根據組織創新的相關理論，歸納出的幾種理論模式（整理自蔡

啟通，1997；Damanpour, 1991）：

1. 機械與有機式組織（mechanistic and organic organizations）

Burns & Stalker（1961）根據組織對技術與商業變遷的採納模式作分類，認

為有機式組織（organic organization）的關鍵成分是對創意與創新的組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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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較機械式組織（mechanistic organization）有利於創新的採用。並主張有機式

組織與機械式組織相較之下，前者具有較高的複雜度（也就是其具有較高的專業

化與差異化）、較低的正式化及集權化，較高的內在及外在溝通，及較低的垂直

分化。

有機式與機械式的組織則是連續帶上兩端之理想型式（ideal types），有些學

者亦曾企圖探討加入連續帶上的中間理想形式（intermediate types），並發現其較

這兩種組織更具有採納性及較高的績效，惟目前研究對此類型的組織特徵研究尚

不足（Hull & Hage, 1982；Kimberly, 1986）。

2. 雙核心模式（the dual-core model）

此種模式將創新分成「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兩類（Evan ＆ Black, 1967;

Daft, 1978）。Daft（1989）認為，機械式結構較適合「管理創新」，而有機式結構

則有助於「技術創新」，其中專業化、功能分化、集權化、垂直分化等變項則是

支持雙核心模式的命題。Damanpour（1991）發現組織成員的專業性會同時影響

「管理創新」及「技術創新」，因此，「管理創新」及「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或

績效表現可以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課題。如 Kimberly 等人（1981）探討影響醫院

組織「管理創新」及「技術創新」的個人、組織、及外在系絡因素。Damanpour

及 Evan（1984）以公立圖書館為研究對象，探討「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

之配合度對於組織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一般而言，技術創新的實行狀況較管

理創新為佳，而實施技術及管理創新的組織其組織績效較高。

3. 雙邊俱利模式（the ambidextrous model）

此種模式將創新的採用，區分成起始（initiation）及執行（implementation）

兩個階段（Duncan, 1976），主張有機式組織有助於創新的執行。Beyer 及 Trice

（1978）發現正式化及集權化程度越高，越容易抑制創新的執行；然而 Zm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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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的研究則發現，這個正式化及集權化的命題，對於「技術創新」是正

確的，但對於「管理創新」是不正確的；Damanpour（1991）認為專家主義之組

織特性不符合此模式之預測，集權化與創新的起始及執行均存在負相關，專業化

及功能分化則是與創新起始的關係低於創新執行。所以，將本模式與雙核心模式

做比較將有助於解釋不一致的研究結果。

4. 雙核心及雙邊俱利模式（the dual-core and ambidextrous models）

此模式建立在「創新起始及執行階段」與「技術創新及管理創新」的組合之

上，區分「技術創新」的起始階段以及「管理創新」的執行階段。該模式主張，

有機式組織有助於促進「技術創新」的起始階段，機械式組織則有助於「管理創

新」的執行階段（Damanpour, 1988）。針對「創新起始及執行階段」與「技術創

新及管理創新」的四種組合之中介效果（moderator effects），將可以更進一步了

解組織因素與創新之間的關係。此外，Damanpour（1991）發現有機式組織有助

於「技術創新」的執行，而較不利於「管理創新」的起始。

5. 激進式模式（radicalness of innovation）

此模式由 Hage（1980）提出，認為組織若能使「主控組織領域的結盟者之

正向改變態度」及「集合專精主義者」共同發揮作用，那麼將會促進激進式的創

新。Damanpour（1991）驗證 Hage 的假設，但「管理者面對改變的態度」與激

進式創新的正向關係低於漸進式的創新，不符合 Hage 的假設。因此，部門成員

間的溝通與領導對於漸進式創新及躍進式創新的影響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課題。

Damanpour（1991）認為上述的各種理論模式，大部分研究支持機械與有機

模式以及雙核心模式，有些研究支持躍進式創新的理論，較少部分支持雙邊俱利

模式；而雙核心與雙邊俱利的模式則共同解釋了「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以

及開始與實施階段之重疊處。雙核心模式將「組織創新」分為「技術創新」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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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創新」可以說是學者們較一致的看法，而這也是雙核心模式的主要貢獻。本研

究根據雙核心模式的看法，將「組織創新」分成「技術創新」及「管理創新」等

兩大構面來進行探討。

(二)組織創新之研究取向

根據 Wolfe（1994）的研究整理，組織創新主要分為三種不同的研究取向，

每一種取向各有其關切的研究問題、模式及其資料收集方法，說明如下（表 2-6）：

1. 創新傳佈（diffusion of innovation）之研究取向

此研究取向係探討透過組織中一群潛在的創新採用者，將創新的產品以某些

方式擴展散佈出去，研究的重點主要在採用者的創新傳佈型態（pattern）及其速

率為何，研究的模式則是以 logistic growth model，來探討假設的創新傳佈模型

與實際的傳布情況之配適（fit）程度。資料收集的主要方法是以橫斷面大樣本的

問卷調查（cross-sectional surveys）、專家判斷、及次級資料之檔案法等為主。

2. 組織創新能力（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ness）之研究取向

此取向研究的焦點是發現影響組織創新性的決定因素為何，而組織創新能力

係由組織採用創新的數目來界定。以組織作為分析單位，將組織的創新性作為主

要的應變數，用變異 / 迴歸的模式（variance / regression model）加以衡量，來

探討何種相關影響因素對於「組織的創新能力」的解釋力較大（Daft, 1978;

Kimberly & Evanisko, 1981）。主要的資料收集方法是橫斷面的問卷調查。所發現

的影響因素則有個人的、組織的、及環境的等三大類影響變數。

3. 歷程理論（process theory research）之研究取向

此取向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創新歷程的特性，即研究創新是如何（how）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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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why）會有出現、發展、成長及結束等歷程，主要的研究問題是組織在

執行創新時的整個過程為何，研究的模式通常是以階段 / 歷程模式（stage /

process model），來探討「組織創新」的歷程，並試圖了解各歷程之影響因素。

主要的資料收集方法是橫斷面的回溯調查及深度田野調查。

上述三種研究取向各有其研究貢獻，而在本研究中，主要分析探討的是影響

產業組織創新的決定因素，因此採用以組織為分析單位的「組織創新能力之研究

取向」較為適切，可從中找出影響組織創新程度的因素為何，探討何種決定因素

對於組織的創新程度的解釋力較大。

表 2-6 組織創新主要研究取向

研究取向 研究焦點 分析單位 研究模式 資料收集方法

創新擴散 採用者的創新

擴散型態

（pattern）及其

速率為何

創新本身 logistic
growth
model

橫斷面大樣本的

問卷調查、專家

判斷、及次級資

料法

組織創新能力 影響組織創新

性的決定因素

為何

組織 variance /
regression
model

橫斷面的問卷調

查

歷程理論 組織在執行創

新時的整個過

程為何

創新的歷程 stage /
process
model

橫斷面的回溯調

查及深度田野調

查

資料來源：Wolfe（1994）；林義屏（2001）。

三、影響組織創新程度的決定因素

在組織創新的過程中，本研究欲探討究竟什麼因素會影響組織採行創新及其

創新程度，以及這些影響因素中哪些對組織創新程度的解釋力較大。Wolfe（1994）

認為影響組織創新程度的因素有：個人、組織及環境變項；Higgins（1995）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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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創新方程式（innovation equation，參見圖 2-1）的概念，認為創造力與組織

文化是影響創新程度的重要因素；King & Anderson（l995）認為組織創新程度的

影響因素可以分為：人員、結構、氣候與文化、以及環境，強調創新組織的建立，

必須落實於個人、團體、與組織三個層次中，並提出創新組織的分析層次與構成

成份，包括組織的結構、個人扮演的角色、員工的訓練發展、團隊工作的建立、

人員涉入創新的程度以及組織本身如何去學習及分享知識等等。關於組織創新程

度的影響因素，許多文獻皆顯示：個人變項、組織變項與環境變項對於組織創新

程度均具有解釋力 （Amabile, 1988; Damanpour, 1991; 翁明祥，1996；蔡啟通，

1997；劉碧琴，1998；沈明權，1999；簡文娟，1999) 。

綜上所述，由於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在於影響組織創新程度的決定因素，因

此將進一步根據文獻就個人、組織以及環境三大變項，探討其與組織創新間的相

關性，分析各因素的解釋力，以期得到影響圖書出版產業創新程度的關鍵因素及

構面。

創造力 Creativity 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

創新 Innovation

程序(技術)
人員與團體創造力

+
實現可能性

=
4Ps：
產品創新、製程創新

行銷創新、管理創新

圖 2-1 創新方程式
資料來源：“Innovation: The core competence”, by J. M. Higgins, 1995, Planning

Review, 23(6), 33.

（一）個人變項與組織創新之關係

根據 King & Anderson（l995）的研究，從個人層次探討創新組織的特點在

於強調關鍵人物的重要性以及個體創造性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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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鍵人物與組織創新

組織創新研究中，組織內人員的特質對組織創新的影響是其中一個重要因

素。早期的研究焦點以領導者與高層決策制定者為主，如學者 Hitt（1975）指出，

一個具創造性的組織，應該要有創意的管理者，Utterback, Allen & Sirbu（1976）

亦認為，創新是由高階主管帶動的；近來的研究則擴大到其他具影響力的個人，

如，賴姿蓉（1998）便以領導者、變革推動者及創意領袖三個方向來詮釋關鍵人

物：

(1)領導者（leader）

組織創新與否，領導者往往位於首當其衝的角色。Senge （1990）在第五

項修鍊一書中指出，今日領導者的新角色是扮演設計師、僕人及教師。而

這些角色需要新的能力包括：整合共同願景、價值觀的能力；促進系統思

考的運作；發揮員工創造力，協助組織學習；民主的、參與的領導風格；

自我超越的能力。

(2)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s）

變革推動者可以被定義為一組織中被賦予明確責任，監督整個特定變革引

進的人。他可能是組織中的一個成員（內在的變革推動者）或是外來的諮

詢者（外在的變革推動者）。變革推動者主要擔負的任務如下：協助診斷

顯示應改革的問題、困難及論題；協助澄清及溝通如從事變革可望獲得何

種結果；指出組織成員未知悉及難以說出口的問題；協助變革計畫；擔任

整合及評估的工作；確保變革活動的持續進行。

(3)創意領袖（idea champions）

創意領袖是指在組織中，對某一特定新構想有強烈的主張，並能將它推銷

給組織中其它成員的人。他會主動並熱情地提倡它、建立支持、克服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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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確定創新會被執行。創意領袖的成功，在於他有能力可以說服組織中

的主導者，認同其創新的價值。

此外，Afuah（2003: 37-39）認為有五種人在認知潛在創新以及創新模式的

進行上扮演重要角色：

(1)創意產生者（idea generators）

這些人具有發掘更有效率的新程序、新的解決策略的能力與知識，他們是

具有特定專業，但又同時能夠了解並與其他領域合作的T型人。

(2)守門人（gatekeepers）與環境偵測者（boundary spanners）

守門人是公司中能了解公司內外部特質的人，可協助公司及外部團體交換

資訊，他們能將公司內的資訊轉換成與外部溝通的語言；而環境偵測者則

是公司與團隊間的把關者角色，能夠將公司外部的資訊轉換成公司可以理

解溝通的資訊。

(3)盟主（champions）

他們能盡其所能的實現創意（無論是自己或是他人發想的），積極主動的

推廣該創意，並激勵其他人創新的潛能。他們是具有魅力且有表達對產品

或服務願景的能力者，懂得推銷創意，藉由溝通與激勵幫助組織實現創

新。他們與整個價值鏈相關，因此他們也同樣需要具有T型人的技巧。

(4)贊助者（sponsors）

能夠提供支援、資源近用、保護公司不受政治危害者，同時也是保證創意

的關鍵人物能得到全力支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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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案管理者（project managers）

當領導者擁有對創新潛能的遠見以及與組織溝通此種遠見的能力時，專案

管理人在這裡扮演了一個確實的執行者的角色，以確定這些創新能夠有效

率、有方法、按部就班的實現。

以上所述之關鍵人物除了可以帶領組織成員朝向目標發展之外，還可以主動

發展創新的行動，並運用其專業能力，推動組織創新與發展；而中高階主管對創

新的了解、支持與承諾，更能夠使創新的動力源源不絕（張莉惠，2001）。

2. 組織成員創造力與組織創新

創造力（creativity）是一種個人特徵的表現，可經由個性及才能的結合表現

出來（Amabile, 1988）。Kanter（1988）及 Amabile（1988）曾指出個人創造性變

項是影響組織創新的重要因素，Amabile 更特別強調，個人創造力是組織創新的

主要元素，無個人創造力便無組織創新；Woodman 等人（1993）的組織創造性

互動模型也視人格為個人創造性之要素。員工個人的特質會影響個人創造力的發

展，而員工個人創造力的發展又進一步影響組織創造力之發展。

長期研究組織創新的 Amabile（1996），以創造力成分理論（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為基礎，強調個人內在的動機、任務相關的技巧與創造性思

考的技巧等對創新之重要性，並提出組織創新的五大階段說，特別重視個人創造

力對組織創新之影響；而後更從個人動機進一步到探討工作環境的氛圍對創造力

之影響。從組織創新模型到創造力工作環境的系列發展，已經使個人因素、組織

因素其與組織創新之關聯有了較為清晰的研究輪廓。

個人變項影響組織創新的結果在劉碧琴（1998）與沈明權（1999）的實證研

究中得到驗證，員工的創造性人格特質愈佳則組織創新成效愈高；員工個人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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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發展亦會影響組織創造力之發展，並進一步影響組織創新。以下表 2-7 整理

組織創造力的相關理論：

表2-7 組織創造力相關理論

研究學者 內容

Amabile（1988） 個人創造性觀念的產生是創新過程的核心建構成

份，而組織創新則為組織將個人創造力加以成功實

踐的展現；強調組織與個人間的互動。

Majaro（1988, 1991） 創造力是一種幫助產生創意的思考過程；創新為產

生新商業行為之基本條件。

Mumford & Gustafson
（1988）

創造力最主要是「產生新奇的、社會所珍惜的產

品、想法或歷程」；界定創造力之定義。

Sternberg（1988） 主張創造力三構面模式，及智力、認知風格與人格

動機；以個人為研究單位之發現。

Woodman, Sawyer &
Griffin（1993）

組織創造力為在一複雜社會系統中，一群人在一起

工作所產生有價值、有用的新產品、服務、創意、

程序的能力；突顯個人創造力是組織創造力的前置

條件，同時和社會及環境因素互相影響。

Feldman 等人（1994） 提出組織創造力理論架構－DIFI framework。此理論

架構包括三項次系統：個人、領域、場合。

Csikszentmihalyi &
Sawyer（1995）

創造過程相當依賴社會互動，而且最有突破的洞察

通常來自不同領域資訊的整合；主張社會互動與整

合式創造力來源的主要因素。

Ford（1996） 提出創造性行為多領域模式，認為創造行為同時受

到各種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影響與評

估；創造力需要不同領域知識之整合。

Herbig & Jacobs（1996） 解決問題的創造力可分為二種方式：適應性與創新

性；創造利亦針對問題解決方式有程度之分。

Amabile（1997） 提出組織創造力與創新之成分理論，認為創造表現

包括三個成分：（1）與領域有關的技巧、（2）與

創造力有關的技巧、（3）工作動機；從個人所應具

備的條件探討組織創造力的形成，與相互之影響。

Robinson & Stern（1997） 當公司員工能夠自動自發地從事嶄新與有價值潛力

之工作，可稱此公司具有創造力；創造力的具體成

果為改善或創新。

資料來源：整理自沈明權（1999）；蔡明達（2000）；莊立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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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個人變項中，主管的鼓勵與員工的創造力皆為影響組織創新程

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參考 Torrance（1966）、蔡啟通（1997）、張莉惠（2001）

以及莊立民（2002）所採用的量表，針對主管的支持與領導風格的部分，並考量

員工思考的變通性、獨創性，及其個人的工作態度，篩檢出下列問項（表 2-8）：

表 2-8 個人變項中主管風格與員工創造力問項

1. 本公司同仁能夠產生許多新的意念及做法

2. 本公司同仁經常能找到一些變通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3. 本公司同仁在工作時較喜歡有具體指示，而較不喜歡自己決定細節

4. 上司經常帶領員工腦力激盪

5. 上司經常給員工讚美與鼓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變項與組織創新之關係

在所有對組織創新的潛在影響中，組織變項最常被研究，並被許多學者認為

是最具有解釋力之決定創新程度的重要因素（Damanpour, 1991; Kim, 1980;

Kimberly & Evanisko, 1981; 蔡啟通，1997）。Damanpour（1991）更將影響組織

創新的決定因素依結構、製程、資源及文化等類別列出十三個決定因素的變項。

根據文獻顯示，組織變項的內容可包括「組織特性」、「組織文化」、「組織氣候」

與「組織結構」（Amabile, 1988; Damanpour & Evan, 1984; 蔡啟通，1997；簡文

娟，1999）。以下將分別就組織變項的幾個構面與組織創新間的關係進行探討。

1. 組織特性與組織創新

組織特性變項主要是指產業別、組織生命週期與組織規模（Damanpour,

1991；蔡啟通，1997；王柏年，1998），其中較具關係的是產業別與組織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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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業別：

根據 Damanpour（1991）的研究，在產業別這個變項上，許多學者都曾區

分不同類型企業在組織創新上的異同，Miller & Friesen（1982）在產品創

新的組織變項上，區分了創業型與保守型的企業，Hull & Hage （1982）

也在創新與結構變項上區分了傳統型、機械式、有機式、混合式四種組織，

Damanpour（1991）則將組織型態分為製造業、服務業、營利與非營利組

織，主要是這些組織在科技與結構面上都有顯著差異，在活動本質及管理

方式上也有不同，而這些差別會影響創新的決定因素及其在各層面的影響

程度。

出版業為文化產業的一環，雖然在發展機制與商業化過程上，與其他企業

並無二致，但其本業畢竟是文化，其經營的文化產品和提供的文化服務，

和其他產業有明顯的區別；在文化與商業的拉鋸下，影響圖書出版組織創

新程度的因素與其他產業便可能有所差異。

(2)組織規模：

組織規模與組織創新程度間關係的研究，學者研究中有不同看法。Freeman

（1973）針對影響創新的成功因素做研究，結果發現組織規模與創新的成

功並無正相關；Baldridge & Burnham（l975）以創新的擴散來界定組織創

新並探討個人、組織、及環境變項對於組織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組織

規模大小及複雜化程度對於組織創新行為影響力非常大；Moch & Morse

（1977）探討規模對創新採用的影響，結果發現組織的規模會影響組織架

構及專業化程度，創新的採用較易發生在大型、專業化、功能分化、且去

集中化的組織中；Blau & McHinley（1979）的研究則指出，創新績效與

組織規模成正相關；Kimberly 等人（1981）以醫院組織為分析單位探討影

響醫院組織創新的個人、組織、及外在脈絡因素，發現組織大小在排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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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素之後，無論對於管理或技術創新的解釋力均可達 0.3 以上之顯著水

準；Dougherty 等人（1995）研究組織縮編對於產品創新的影響，結果發

現組織規模大小與創新存在正向關係。

台灣圖書出版業者的規模大小懸殊，根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圖書出版產

業調查研究報告》指出，平均員工人數從三到七百人不等，有八成的企業

員工人數少於十人，擁有三百人以上的大型企業僅有四家，又約五成的業

者營收在一百萬到五百萬元之間，僅有 4.1%的公司營收在一億元以上，

但其營收佔了整體出版業的 65.5%。上述文獻研究指出，組織的規模大小

與創新程度之間存有一定的相關性，因此本研究於問卷項目中加入企業員

工人數、資本額、營業額等基本資料，藉此釐清規模大小與創新程度間的

關係。

2. 組織文化、氣候與組織創新

「組織文化」是組織的參與者共同接受的價值觀、標準、信念及採用的方式

（莊立民，2002），是由各項共通價值與規範所構成的體系，而這些價值規範，

界定了組織成員所應採行的適切態度與行為，當組織企業面臨創新時，組織文化

可以是造成短程成功的關鍵，卻也可能是造成長程失敗的關鍵，因此需加以妥善

管理（Tushman & O’Reilly Ⅲ, 1998）。

一個具有創新能力的組織，關鍵因素在於一個具有創造力的組織文化與氣

候，賴姿蓉（1998）指出，創造性的文化氣候應具備：彈性及多樣化的文化、容

忍失敗的文化、足夠的工作資源、支持創新的活動、良好的溝通及人際互動、與

激勵創新的各種措施及獎賞制度；Tushman & O’Reilly Ⅲ（1998）亦指出，公司

應支持冒險與變革來鼓勵創意的產生，並以容忍錯誤的態度，來激發員工挑戰現

狀、實行創新；劉碧琴（1998）研究發現，企業文化因素與個人創越（如：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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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對組織創新（包括產品與技術創新）皆有顯著正相關，而企業文化因素對

個人創越因素相關分析中，大部分呈正相關，又個人創越因素對組織創新有顯著

的正相關。

而「組織氣候」則是一種氣氛、態度及行為傾向，其研究可追溯到 Lewin、

Lippett & White（1939）的研究，組織氣候乃組織內人員與環境交互影響所構成，

所以組織成員的心理反應與動機作用是構成組織氣候的一個主要變數（莊立民，

2002）。一般來說，學者對於組織氣候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共識：(1)組織氣候是

成員對工作環境的知覺與描述；(2)組織氣候是成員間所共有的；(3)組織氣候有

不同的分析層次；(4)組織氣候有多種的向度；(5)組織氣候會受到組織文化的影

響；(6)若能針對特定的層面，組織氣候的測量會更精準（任金剛，1995）。

Amabile（1988）對衡量組織氣候之構面，採取與以往不同的觀點，認為與

組織創新相關的三大分析構面是：激勵創新的方式、工作領域中的資源，以及創

新的管理技能。蔡啟通（1997）、莊立民（2002）將此三大構面與定義整理如表

2-9 所示：

表2-9 影響組織創新氣候之構面與定義

構面 向度 定義

鼓勵建言 鼓勵新觀念的提出與自由發言激勵創新的方式

酬賞與肯定 創意的作品能得到適當的回饋與公

平的獎勵

自由度 自由決定所做的事及需要完成的工

作

管理者楷模 管理者是充滿熱誠、善於溝通的楷

模

充裕的資源 組織提供達成創新的相關設備、資

訊、資金、人力…等資源

工作領域中的資源

冒險取向 組織成員願意冒險完成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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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特性 合作、支持創新、過度競爭…等的

組織特性

挑戰性 具挑戰性的管理工作

創新的管理技能

壓力 與外在組織競爭的工作壓力

資料來源：蔡啟通（1997）；莊立民（2002）。

Amabile 為評鑑組織工作環境對創造力與激勵的影響，與其他學者合作了一

個關於組織創新與創造力之研究計畫，並於 1995 年發展出工作環境創造力的基

本架構，以及評鑑創造性氣氛之 KEYS 量表（KEYS：assessing the climate for

creativity），在此量表中，Amabile, Conyi, Coon, Lazenby & Herron（1996）將影

響創造力的工作環境分為五大類，進而由每一類中衍伸出評估創造力的八大構面

（表 2-10），包括：(1)組織鼓勵構面；(2)主管鼓勵構面；(3)工作團隊支持構面；

(4)自由度構面；(5)足夠資源構面；(6)挑戰性工作構面；(7)工作壓力構面；(8)

組織阻礙構面。

表 2-10 KEYS 量表

影響創造力

之工作環境

類別

評估創造力之構面 定義 例題

組織的鼓勵 一個鼓勵創造力的組

織文化是經由對想

法、報償給予公平、建

設性的評斷，同時認可

創意工作及發展運作

新想法是一積極的流

程，並分享組織未來的

願景。

每個人都被鼓勵

以有創意的方式

解決問題。

組織對創造

力的鼓勵

主管的鼓勵 一個具工作典範的主

管必須要能設定適當

的目標，支持工作團

隊、珍視個人貢獻與信

任工作團隊。

我的主管是一個

良好的工作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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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團隊的支持 在多元技巧的工作團

隊中，每個人都能良好

溝通，並以開放的態度

來面對新想法，同時對

他人的工作給予建設

性的挑戰，也幫助每一

個人對工作體認到承

諾感。

在我的工作團隊

中有自由和開放

的溝通。

資源 資源充足度 適當的資源包括資

金、原料、設備和資

訊。

一般來說，我能得

到工作上需要的

資源。

自主性 工作自主度 有自由去決定做什麼

工作、如何去做，而且

覺得能控制自己的工

作。

我有自由去決定

如何實現自己的

方案。

工作的挑戰性 理解到必須在具有挑

戰性的任務和重要的

方案上努力工作。

在現在的工作

上，我感受到挑戰

性。

壓力

工作壓力 極端的時間壓力。對生

產力有不切實際的期

待，並且無法專注於創

意工作上（精神分散、

心煩）。

我在很少的時間

內要做太多的工

作。

組織中對創

造力的阻礙

組織的阻礙 一個有礙創造力的組

織文化可能經由內部

政治性的問題、對新想

法嚴厲的評斷、破壞內

部的競爭、避免承擔風

險或過度強勢的組織

文化。

在組織中有很多

關於政治、黨派性

的問題。

資料來源：Amabile et al. (1996)；莊立民（2002）。

因為 KEYS 量表對於影響「組織創新氣候」的影響構面分類明確且涵蓋相

當完整，因此為許多學者所採用，國內有些研究者也以該量表為基礎加以發展成

本土的量表（沈明權，1999；莊立民，2002），因此，Amabile et al.（1996）的

KEYS 量表算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組織創新衡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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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組織創新氣候之問卷題項，亦以 Amabile et al.（1996）的 KEYS

量表為基礎，並配合國內研究者所發展的量表來篩檢與衡量（表 2-11），Amabile

提出的八個構面中「主管的鼓勵」一項，已於個人變項中加以討論，暫不列入下

表中。以下分別就其餘七個構面，提出相關的衡量變項，其中第 1，4 題屬於「組

織的鼓勵」；第 7 題為「組織的阻礙」；第 2，3 題為「工作團隊的支持」；第 5，

8 題為「資源充足度」；第 6 題為「工作的挑戰性」；第 9 題為「工作壓力」；第

10 題為「工作自主度」。

表 2-11 組織創新氣候衡量變項

1. 我覺得本公司歡迎、接納不同的聲音

2. 團隊成員經常互相討論並產生新想法

3. 我覺得部門中有自由開放的溝通氣氛

4. 員工經常因提出創意想法而得到肯定與獎勵

5. 我能得到工作上所需資源

6. 我覺得工作能讓我發揮潛能、接受挑戰

7. 我覺得本公司作風保守

8. 本公司能提供寬裕的資源，讓員工從事創新活動

9. 本公司同仁們每天的工作負擔很重

10. 我有權利決定是否主動運用新技術、新方法來實現自己的方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組織結構與組織創新

在組織變項中，學者們最常以「組織結構」（organization structure）來探討

其對組織創新程度的影響。組織創設出其結構，係為了協調及控制其成員的活動

（Robbins, 1996），但對於組織結構的定義，學者們並無一致的看法，不過對組

織結構的分析構面，則大多以集權化（centralization）、正式化（formalization）、

專業化（specialization）等面向為主（Damanpour, 1991）。

所謂「集權化」，Hage & Aiken（1970）將之定義為「任何組織中權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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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認為一個組織的集權化程度越高，組織改變的程度就越小，高集權化

的組織一般而言改變的速率較慢，因為組織內成員與主管間溝通的管道較少，新

的想法要被接納或是被應用的過程會因此較為漫長；而 Robbins（1996）則將集

權化視為組織內決策權集中的程度，如果高階主管在作決策時很少參考低階人員

所提供的情報，則該組織的集權程度較高。而「正式化」則是組織中工作被法制

化、標準化的程度（Hage & Aiken, 1970；Robbins, 1996），Hage & Aiken（1970）

更將正式化程度分為三個子構面來衡量—工作法制化程度、工作特定化程度與規

則監督程度；一個高度標準化、正式化的組織，公司會有明確的工作說明書與流

程供員工遵守，員工很難去思考可能的替代方案，也可能扼殺想法的產生。「專

業化」面向，則根據許碧芬（1995）與蔡啟通（1997）的研究，係指組織內功能

分工的程度，擁有越多各種專業知識技能的人才，並能夠適時協調、調整每個部

門的專業分工，則組織便較競爭對手更能掌握環境的變遷與創新速度。

Damanpour（1991）曾以後設分析法（meta-analysis）探討「組織結構」與

「組織創新」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集權化」與組織創新呈現顯著負相關；而

「正式化」與組織創新之間關係，一般理論認為兩者間應呈現負相關，有些學者

認為在創新的初始階段應採取低度正式化，執行階段則採取高度正式化（Zaltman

et al., 1973），但在 Damanpour 的研究中，正式化與組織創新間的關係並未達到

顯著性；而「專業化」則與組織創新呈現顯著正相關。

此外，組織制度也可能會影響組織架構、組織績效及專業化程度（Baldridge

& Burnham , l975; Moch & Morse, 1977; Blau & McHinley, 1979; Kimberly &

Evanisko, 1981），組織制度的創新亦屬於管理創新的層面，可衡量組織創新的程

度，包括人力資源的甄選及訓練發展、員工績效的評估方式、領導及溝通的手段

以及財務狀況的評估等等（Daft, 1978; Kimberly & Evanisko, 1981; Higgin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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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在組織變項的部分，透過文獻整理及參考 Damanpour（1991）、

Robbins（1996）、蔡啟通（1997）、莊立民（2002）等研究者的心得，綜合整理

出與組織結構、規模、制度等相關特性的題項（表 2-12）。其中「集權化」的相

關題項為第 2，3 題；「正式化」的相關題項為第 4，10 題；「專業化」的相關題

項為第 1 與 9 題；組織制度創新的部分則參考莊立民（2002）的衡量變項，關注

於組織制度的領導與溝通、資源、績效評估、財務控制等管理層面的問項，相關

題項為第 5 至 8 題。

表 2-12 組織結構與制度之衡量變項

1. 本公司擁有許多不同的專業部門及專業人才

2. 基層主管有機會參與公司決策

3. 本公司授權員工在大多數事情上可以自己做決定

4. 員工需遵循嚴格的作業程序

5. 本公司採開放的溝通環境與良好的溝通管道

6. 本公司主管會應用新的管理方式，領導並結合成員力量來完成任務

7. 本公司採用新的績效評估方式，能正確評估員工的貢獻度

8. 本公司採用新的財務控制系統，能有效檢視實際績效與目標差距

9. 本公司會配合環境需求，變更各部門的專業分工

10. 在一般情況下，員工處理事務時都有明確的程序可以遵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環境變項與組織創新之關係

環境是創新的來源之一，企業無論何時都在與其供應商、客戶、競爭對手、

相關產業進行協商與拉鋸，亦即與其所處的整體環境進行互動（Afuah, 2003；圖

2-2），組織與外界溝通的質量會影響組織的創新能力，內部人員透過各種正式與

非正式的溝通管道與他人接觸，可以將新的創意應用於組織之中，而組織對環境

的知覺也會影響創意的採用（莊立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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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企業與其環境之互動
資料來源：摘自 Innov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implement, and profits(p.154),

by A. Afuah, 200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企業在決定經營創新市場時，面對的風險及影響的決策因素，不僅只是組織

內部的規模、結構、文化氣候而已，組織的外部環境與市場競爭亦為重要關鍵，

如相關產業的競爭情形（Kimberly & Evanisko, 1981; Frambach, 1993; Tan & Lung,

1997；葉義政，2001；邱琪瑄、黃宗仁，2004）、環境的不確定性（莊沛洋，1997；

葉義政，2001）、產業進入障礙（李保成，1995；賴文樹，1997）、同業採用壓力

（李保成，1995；賴文樹，1997）、政府相關單位輔導措施（葉義政，2001；邱

琪瑄、黃宗仁，2004）等等。

而因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的市場行銷手法與策略運用亦應隨之調整。

Higgins（1995）提出創新方程式的概念，並引進創新商數量表（innovation quotient

inventory, IQI），將創新組織的 49 個組織特徵分為七大類：策略、結構、系統、

相關產業

供應商 製造商 顧客

競爭者

‧新產品資訊

‧創新

‧產品

‧創新

‧議價能力

‧創新

‧需求偏好與期待

‧議價能力

‧創新

‧製造商需求的資訊

‧議價能力

‧創新

‧機會

‧進入威脅

‧技術人員

‧創新

‧機會

‧進入威脅

‧產量因素

‧競爭或合作 ‧競爭或合作

‧互補產品

‧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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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人員、共享價值、技能，用以衡量組織中的產品創新、過程創新、行銷創

新及管理創新；蔡明達（2000）研究行銷創新的議題，並提出行銷程序創新量表，

用來衡量行銷創新的程度；學者蔡明田、胡聯國、莊立民（2001）提出組織創新

的層級架構中，針對行銷及市場創新提出三個衡量的次要構面（轉引自莊立民，

2002）；而莊立民 （2002）亦於組織創新衡量量表中針對策略創新，提出十一道

題目。

由於環境變項與組織創新程度間的關係十分複雜，甚至包含了個人與組織的

因素在內，因此，本研究主要根據莊立民（2002）的衡量量表，將企業的環境因

素、行銷方式與策略手法的創新等綜合列入環境變項之中，篩檢出相關問項。其

中第 1 至 5 題屬於行銷策略的問項；第 6 至 10 題則綜合了環境與策略因素，主

要是為因應外部環境變動所做的策略創新（表 2-13）。

表 2-13 組織環境與行銷、策略創新之衡量變項

1. 本公司在廣告創新方面相當有名

2. 與競爭者相比，本公司的行銷活動是相當創新導向的

3. 本公司在拓展通路上的步伐落後競爭對手很多

4. 在去年（2003 年）中本公司有很高的行銷預算運用在新的行銷活動上（包

含新廣告、新通路）

5. 本公司重視顧客關係管理

6. 本公司能因應外部環境、掌握市場機會

7. 本公司能掌握競爭對手的做法，且採取適當的因應策略

8. 本公司具有建構與管理國際通路之經驗或能力（如：開發大陸、歐美市場）

9. 本公司擁有建立及提升國際性品牌之經驗或能力（如：開發大陸、歐美市

場）

10. 政府對出版業者創新的相關輔導程度越多，本公司越願意進行創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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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創新的衡量

為了衡量組織創新的程度，許多相關的實證研究常依研究者不同的觀點與需

要，而採用或發展出不同內涵的量表。本章中探討了許多可能影響組織創新的決

定因素，並可區分為三大構面—個人、組織、環境變項，在這些變項的衡量上，

學者們亦發展出許多相關的量表，如：衡量組織創新氣候的 KEYS 量表（Amabile

et al., 1996；簡文娟，1999；沈明權，1999）、診斷整體性產品創新的 IQI 量表

（Higgins, 1995）、行銷創新量表（蔡明達，2000；莊立民，2002）、蔡啟通（1997）

編製了衡量組織氣候、組織成員整體創造性及組織創新的量表，以及蔡明田、莊

立民等人（2001）以台灣高科技產業為研究對象建構的組織創新衡量模式。

在本章第一節的部分，曾對創新的研究觀點進行整理分析，本研究採用多數

說的看法，對組織創新的定義採取多元觀點，認為組織創新應是指在變遷環境

中，組織採用對其而言，無論是產品、技術、製程、或管理、政策上為新的概念

或行為。本研究亦曾對文獻中創新的類型加以整理，根據 Demanpour（1991）對

組織創新理論的歸納，將創新區分為「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雙核心模式

是受到較多學者研究支持的分類（Daft, 1978; Kimberly & Evanisko, 1981），且

兩者對績效的影響亦被許多學者驗證過（Damanpour & Evan, 1984; Damanpour,

Szabat ＆ Evan, 1989）。

因此本研究將依 Daft（1978）的觀點，將組織創新區分為「管理創新」與「技

術創新」兩個主要構面，並經過文獻探討，主要依據蔡啟通（1997）與莊立民（2002）

所建構之組織創新衡量架構，將「技術創新」分為「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

（Daft, 1978; Kimberly, 1981; Damanpour & Evan, 1984；翁明祥，1996）；並將「管

理創新」依個人、組織與環境三大變項，綜合整理分為「組織創新氣候」、「組織

結構與制度創新」、「組織環境、行銷與策略創新」三個子構面（Daft, 1978; Kimb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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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Amabile, 1988; Damanpour & Evan, 1984; Damanpour, 1991, 1996；林靈宏、

劉水深及洪順慶，1994；Higgins, 1995；蔡啟通，1997）；並根據文獻探討發展

出相關變項及題目，以衡量組織創新的程度。整理如下表 2-14。

表 2-14 組織創新衡量架構

主要構面 子構面

產品創新技術創新 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

製程創新

個人創造力組織創新氣候

工作環境創造力

專業化

集權化

正式化

組織結構與制度

組織制度

行銷創新

管理創新

組織環境、行銷與策略創新

環境與策略創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將透過這個衡量架構所產生的問卷，進一步探討對台灣圖書出版業者

而言，影響其組織創新程度較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有哪些，又其原因為何，以期能

對欲從事創新的出版業者提供適切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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