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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企業競爭力新思維－創新動態學 

陳彥曲1、游伯龍2 

摘要 

企業要有競爭力，須能比對手更快、更有效地看到並解除目標族群的痛苦與

煩惱，以創造企業價值。為取得永續發展，維持競爭力，企業必須思考如何運用

IT、科技及管理以提昇其創新能力、競爭能力與企業價值。由習慣領域角度觀之，

「企業創新」乃企業經過目標建立，情況評估，了解顧客需求並提出最適的產品

或服務，為企業與顧客創造價值的一個動態循環。透過創新，企業才能比對手更

快、更有效地解除目標族群的痛苦與煩惱，也才具有競爭力。 

本文以「習慣領域理論」(Habitual Domains Theory) 與「能力集合分析」

(Competence Set Analysis) 為基礎，由「透視目標族群潛在領域 (potential domains) 
的壓力結構，解除其潛在領域中的煩惱與痛苦」角度，提出「創新動態學」 
(Innovation Dynamics) 此一動態循環架構，探討研究企業如何深入潛在領域，有

效獲取、轉化其能力集合，滿足顧客需求，並且創造價值。文中並以知名企業為

例進行個案分析，期望透過個案分析方式幫助企業了解如何落實創新與創造價

值，以提升企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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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houghts for Upgrading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 

Innovation Dynamics 

Yen-Chu Chen, Po-Lung Yu 

Abstract 

In order to ha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rporations need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argeted customers and relieve their pains and frustrations by providing better and 
fast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rporate Innovation itself is a dynamic process 
involving corporate goal setting, state evaluation, understanding customers’ need, 
output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creating values for the targeted customers and 
themselves. Through innovation, corporations can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by 
releasing the pains and frustrations of targeted customers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han the competitors. 

This research based on Habitual Domains Theory and Competence Set Analysis, 
will get into potential domains to study the charge structures and relieving the charges 
and pains of the targeted customers. By studying two cases from two well known 
companies, we will explore how corporations gain the competitiveness by deeply 
getting into potential domains as to effectively get and transform their competence 
sets to produce needed products or service to satisfy the need of potential customers 
as to create value and make innovation a reality. 

Keywords: Innovation, Habitual Domains, Potential Domains, Charge Structure, 
Competence Set Analysis, Innovation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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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企業管理領域中，「競爭力」一直是受到各界關注的話題。具有競爭力的

企業得以永續發展，創造獲利；而不具競爭力的企業則很快便被市場淘汰。在產

業環境中，競爭力最直觀的表現，在於一企業能夠持續地比其他企業更有效地向

消費者（或市場）提供產品與服務，以為企業本身獲得利潤。因此，企業要有競

爭力，須能比對手更快、更有效地看到並解除目標族群的痛苦與煩惱，以創造企

業價值。想要具有競爭力，企業就必須不斷地創新、創造價值，擴展自我的能力，

方能提供更多更有效的產品或服務，以領先對手，滿足更多人的需求。無法有效

的創新、創造價值和擴展自我的能力，要有競爭力是很難的。 

管理大師彼得‧杜拉克曾說：「不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 (Drucker, 
1999)。誠然，「普通的決策者思考如何在現有固定的參數（如資源、環境與條件）

下求得最優化解，而上乘的策略家則思考如何跳出既有框架，改變參數以產生新

的最佳解。」（游伯龍，2002）。因此，如何改變轉化原有之資源、條件等參數，

落實創意，使之發揮價值，並賦予企業新的生命，成為所有企業經營者最關心的

課題。而「創新」也因此成為近年來企業管理領域的顯學。 

以 2006 年末著名的企業併購案為例，知名的搜尋引擎網站 Google 以 16.5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了當時才成立一年半的影音分享網站 YouTube。該併購案在

當時是 Google 併購史上最大宗的交易，引起廣大的討論與矚目。 

YouTube 的三名創辦人在創業之初，本意是想將研發出來的產品提供給拍賣

網站 eBay 的賣家使用，作為賣家在介紹拍賣物品時，除了靜態的圖片和文字說

明之外的另一種新的管道。這個點子乍看之下似乎符合顧客（拍賣網站的賣家）

的需求，結果卻未能成功。後來他們將觸角伸進「可能使用者」 (potential users) 
的潛在領域（Potential Domains，簡稱 PD，為習慣領域四個重要概念之一）(Yu, 
1990, 2002)，發現在無國界的網路世界裏，有廣大群眾心中潛藏了旺盛的發表

欲，無窮的好奇心，以及在網路世界中結交同好的渴望。這些欲望和需求一直被

埋在這廣大群眾的潛在領域之中未曾被發現。直到 YouTube 放下了原有的利益

考量，調整方向，才終於精準地找到了引線，挖掘並滿足了這廣大群眾（新的顧

客族群）潛在領域中的需求。 

從最初的三名年輕人車庫創業開始，到後來成為具有超過十六億美金身價的

網站，YouTube 一路上的發展，是不斷的能力集整合與轉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他們解除了廣大族群的潛在壓力與痛苦。別人沒有想到的，他們先想到了；別人

沒能實現的，他們也做到了。因此，他們提升了企業競爭力，並據以創造了巨大

的價值。 

再以任天堂 (Nintendo) 所出產的家庭遊戲機 Wii 為例。任天堂自七零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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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即開始經營遊戲機產業，但過去對於遊戲機的設計變化不多，玩家必須兩手操

作遙控器，並且只能靠大拇指在遙控器上的方向鍵上，上下左右地移動。一直到

2006 年，上任不滿五年的任天堂社長岩田聰 (Satoru Iwata) 帶領任天堂打破三十

年來的傳統設計，以「單手即可操作」的簡單創意，創造出 Wii。Wii 的出現開

啟了遊戲新世代，它帶給人們新的娛樂體驗，其創新的遊戲控制介面，成功地減

少了新玩家對遊戲的學習時間；而它具有震動及方位指向功能，甚至可以隨著遊

戲發出音效的控制搖桿，更為使用者帶來前所未有的遊戲體驗；使用者可以模擬

真實世界裏的情境與行為，在遊戲的過程中得到逼真的感受。 

在 Wii 問世之前，任天堂公司已喪失了其原先在遊戲產業的龍頭地位，也就

是說，失去了企業競爭力，而使得該公司在市場上的佔有率落後。而 Wii 的出現，

正是任天堂公司創新突破的成果。它的創新並不僅止於「顛覆傳統設計」而已，

更重要的是，它滿足了人們在潛在領域中「想要逼真地體驗遊戲情境」的欲望與

需求。以往遊戲機業者無不致力於追求遊戲畫面的精緻與聲光效果，試圖滿足玩

家在這方面的欲望，然而華麗的畫面與聲光，是玩家們在進行遊戲時「實際領域」

方面的需要（視聽方面的欲望）；讓身體動起來，隨著遊戲感受速度、方向甚至

力道，更是潛藏在玩家「潛在領域」裏的強烈需求。Wii 因為能滿足潛在領域裏

的需求，因而重新塑造了玩家與遊戲之間的互動關係，不但為任天堂公司創造了

企業價值，也使該公司重新取得企業競爭的優勢地位。 

由前述兩則引例可以知道，要提升企業競爭力，就必須了解並且落實企業創

新。過去數十年來，學術界與實務界皆有許多學者專家針對「創新」議題提出不

同的討論。從創新的定義到方法或工具，乃至於其所創造的價值，皆有豐碩的成

果發表（例如 Schumpeter, 1934; Dosi, 1982; Kline & Rosenberg, 1986; Cohen &  
Levinthal, 1990; Dogson, 1991; Patel & Pavitt, 1994; Edquist, 1997; Frenkel, Maital, 
& Grupp, 2000;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 Kim & Oh, 2002; Kim & 
Wilemon, 2002; Thompson, 2003; Burgelman, 2004; Hipp & Grupp, 2005; Jacobides, 
Knudsen, & Augier, 2006; 以及第二節之文獻探討）。然而，這些創新相關研究多

半著重在某一特定環節，少有從「滿足或解除潛在的欲望或痛苦」為觀點出發，

以探討創新的成功關鍵；也沒有一個架構能夠完整地涵蓋並且描述企業或組織如

何從轉化自身的能力集合開始，啟動創新的流程，解除目標族群的痛苦與壓力，

從而創造價值，進一步將價值投資或再分配，再次啟動下一個創新的循環。 

為此，本文將以「習慣領域」與「能力集合分析」理論為主軸，深入潛在領

域，探討企業組織之能力集合擴展與創新／創造價值的過程，並且提出一全方位

的整合性架構－創新動態學 (Innovation Dynamics)。有別於傳統的創新研究，創

新動態學將著重於潛在領域的探討。為了使讀者對潛在領域能有更清楚的認識，

本文將先簡述創新動態學的基礎－習慣領域理論與能力集合分析，再進一步說明

創新動態學之架構，並且以此架構剖析企業個案。文中將針對前述兩個企業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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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探討，期望經由實際之企業創新經驗探討，印證創新動態學確實為一有系統

之整合性架構，並能幫助企業在激烈的競爭環境中，應用創新動態學觀念，得到

突破與創新，且為企業創造競爭力。 

2. 文獻回顧與一個研究的新方向 

2.1. 創新的概念 

自有文明以來，人類即不斷從事創新活動，使其生活獲得改善，生命更加豐

富有趣。文具，交通工具，紡織品，商業活動，社會制度….，無論是有形的產

品或是無形的服務，這些偉大的發明或想法行為，都是人類從事創新活動的證

明。關於創新的概念，學者 Schumpeter 於 1934 年首次對「創新」提出詮釋，他

認為創新與經濟的發展有關，並且將創新定義為「生產性資源的重新組合」

(Schumpeter, 1934)。自此之後，「創新」的研究不斷蓬勃發展。近年來，創新的

概念更趨向整合，不再只是某一特定行動之後的結果而已。我們從圖書館的資料

庫中搜尋相關研究的文獻，整理之後，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敘述列舉如下，這些

學者們對於創新概念的敘述不見得是最完整的，但是可作為我們的參考，更多的

詳述，請見相關文中所引用之文獻。 

 創新是一個「問題解決」的過程 (Dosi, 1982) 。 
 創新是一種互動過程，它與企業和不同個體之間的關係有關 (Kline and 

Rosenberg, 1986)。 
 創新是一種多樣的學習過程。學習可能經由不同的方式得之：邊用邊

學、邊做邊學、邊分享邊學習…等。它也是企業將內外部知識吸收整併

的結果 (Cohen & Levinthal, 1990; Dogson, 1991)。 
 創新是一種明示或暗示的知識交流的過程 (Patel & Pavitt, 1994)。 
 創新是一種在「創新系統」或「創新群組」的創造者與個體之間學習和

交流的互動過程 (Edquist, 1997)。 
 有效的事業創新指「個人或勞動者因應環境改變，而以其創造能力回應

環境的過程，此過程乃透過技術與生產上的流程改善，以及新奇品的設

計與開發，使產品、流程或程序造成差異化或更好」 (McAdam, 2000) 。 
 創新是企業將其所提供的產品、服務或是技術加以重新改良，企業透過

產品、製程與服務的創新獲得競爭優勢且繼續生存及成長  (Tidd, 
Bessant, & Pavitt, 2005)。 

 創新是將新產品或新服務引入市場上的過程，其牽涉的範疇廣泛，包括

了行銷、品質管理、生產管理、科技管理、組織行為、產品發展以及策

略管理等等 (Hauser, Tellis, & Griffin, 2006)。 

 對於創新的整體性思維，許多學者也提出了不同的看法。茲列舉一些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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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著作如下。 

 1969 年杜拉克於「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一書中提出「知識工作者」的觀念 (Drucker, 1969)。此後知識

便成為經濟體系裏一股主要力量，它被視為是一項有價值的資源，可以

累積，也可以轉化並且永續傳承。企業和個人一樣，都需要在知識的創

造和利用上一較長短。專業知識和技能除了能累積在人員的腦海中，也

能具體呈現在企業的日常組織作業程序以及軟硬體裏。這本著作的提

出，使得之後許多關於創新的相關研究皆與知識的創造、累積與傳承有

關。 
 1995 年李奧納巴登出版了「Wellsprings of Knowledge」(Leonard-Barton, 

1995) 一書，對創新研究提出整體性架構，描述了企業創新來源的建構

與維持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李氏認為只有

核心或策略性能力 (core or strategic capabilities) 才能賦予公司競爭優

勢。在李氏所提出的創新架構中，企業的核心能力乃築基於知識的創造

與累積。透過問題解決、實施與整合新工具或新方法、實驗與雛型設計，

以及引進／吸收企業外部的新知識等四個方式可促使企業強化其核心

能力。知識，當然是創新裏的一股重要力量。但是企業的創新與價值創

造，絕不僅止於知識的管理與創造而已。知識的創造與累積可以豐富企

業的核心能力，改善企業體質，幫助企業在創新與價值創造的過程中奠

定良好基礎。李氏的架構對於知識的創造活動與方式，以及核心能力的

培養與發展有著全面性的探討，卻忽略了如何看到潛在領域（潛在的知

識，需求，以及潛在的能力等等）。而在價值創造的部份，對於「如何

進一步使知識與能力發揮價值」，李氏亦無深入探討。事實上，「使知識

與能力整合起來，發揮價值」必須更深一層探索到潛在領域，才能使人

性潛在的需求得到滿足。 
 1997 年克里斯汀生出版了「The Innovator’s Dilemma」 (Christensen, 1997) 

一書，提出了「破壞式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的觀念。該著作

指出傳統的企業經營法則是「將所有的投資與科技都集中在開發現有重

要客戶最需要、可以創造最大利潤的產品上」，但這種延續性創新 
(sustaining innovation) 的作法，卻往往不敵一些市場新進者所使用的

「破壞性創新」策略，以價格低廉、性能較差（但足夠使用）的產品，

爭取主流廠商的低階顧客，待技術進步、逐漸提高產品性能後，便能以

低價優勢席捲高階市場，一舉取代舊產品。這樣的創新策略讓一些具有

創業家精神、掌握新一代產業成長趨勢的企業得以趁勢崛起。「破壞式

創新」強調從非主流客戶裏尋找契機，這樣的概念正與習慣領域中「挖

掘潛在領域裏的客戶，滿足潛在領域裏的需求」的觀念不謀而合。 
 2001 年夏畢洛在「24/7 Innovation: A Blueprint for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an Age of Change」 (Shapiro, 2001) 一書中針對組織創新整理出 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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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透過重新思考 (Rethink)、重新組合 (Reconfigure)、重新定序

(Resequence)、重新定位 (Relocate)、重新定量 (Reduce)、重新指派 
(Reassign) 以及重新裝備 (Retool) 等七個步驟，為企業建構出一套孕育

創新思考的架構，但該架構乃針對企業組織（供給方）的改善提出建議，

對於消費者（需求方）部份則甚少提及。 
 2006 年賴聲川出版了「賴聲川的創意學」（賴聲川，2001），以一名藝

術工作者的角度來詮釋創意與創新。賴氏提出了「創意金字塔」的概念

來詮釋創新的過程，他將創意學習剖成「創」與「作」兩部份，以「智

慧」與「方法」來分別代表這兩個並存的場域。前者包括了內容、靈感

與知識；後者則涵蓋了形式、工具和技巧。賴氏回歸到哲學性的本質上

來探討創新，其許多觀點與角度與習慣領域的一些觀念頗為相似。例如

本研究所提出的創新動態架構以習慣領域為基礎，強調創新的過程與結

果必須能滿足人性，此觀點即與賴氏在該著作所強調之「從心出發」的

人本角度相當吻合。 

2.2. 創新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在創新研究的領域上，因每位學者的專長領域與經驗皆不相同，所提出的創

新理論研究也因此而帶有不同的習慣領域，展現出多樣的面向與風貌。然而，無

論是針對創新的架構、方法或實例探討，目前學界對於創新的研究多半都僅侷限

於片面的、特定範圍的討論（例如創新思考、創新產品設計或創新流程等特定主

題）。這些討論通常著重在企業本身創新管理的方法分析，或針對組織的特定問

題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或策略。它們能為企業當前的困難或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卻缺乏一整體性的、全方位的系統化模式方法，協助企業組織從顧客／使用者的

潛在需求著手，解除潛在的、看不到的痛苦與煩惱，進而創造價值。換言之，目

前關於創新議題的研究，確實探討或解決了企業組織或顧客的某實際領域 
(actual domains)中可觀察到的問題，然而，對於潛在領域中的問題、壓力、痛苦

與煩惱，卻從未有相關研究深入地探討。 

為能提供一全面性的架構以彌補現有創新研究未盡完善之處，本研究將從

「習慣領域理論」與「能力集合分析」角度出發，深入潛在領域，探討企業組織

之能力集合擴展與創新及創造價值的過程，並且提出創新動態學 (Innovation 
Dynamics) 此一整合性架構。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學術界在這方面尚缺乏

有系統的分析。此架構除了可以提供企業經營者一個具體的經營理念和方法，幫

助他們在激烈的競爭環境下，能夠繼續不斷地創造價值而永續經營之外，也可以

應用在個人身上，透過個人所擁有的能力（包括潛在領域裏的，如人脈資源、廣

結善緣的技能…等）發揮價值，解除別人的痛苦與煩惱，進而創造自己的價值。

這樣的研究方向將為企業創新研究領域開創出一全新的視野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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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習慣領域、能力集合與創新動態學 

3.1. 習慣領域學說 

3.1.1. 習慣領域的概念 

人類的記憶、想法、觀念、判斷、反應…等等（簡稱為念頭、思路）雖然是

動態的，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會漸漸地穩定下來，停留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

這使人的思維和行為具有習慣性。這些念頭和思路的綜合範圍，包括它們的動態

和組織，就是所謂的「習慣領域」(habitual domains)。它是我們大腦內所有念頭

與思路的綜合，也是操作我們大腦的人性軟體 (Moskowitz 與 Yu, 1996)。關於習

慣領域更詳細的內容，請參考相關文獻 (Yu, 1981, 1990, 1991, 2002；游伯龍，

1987，1998，2002)。 

習慣領域包含了四個重要的子概念： 

(i) 實際領域 (actual domains)：指此時此刻佔有我們注意力的念頭與思路。 
(ii) 潛在領域 (potential domains)：指在我們腦海裏所有可能產生的念頭與思

路。 
(iii)可達領域 (reachable domains)：由實際領域的運作而延伸出來的一些想法

或看法。此延伸出來的念頭與思路即為可達領域。 
(iv) 可發概率 (activation probability)：每個電網實際上占有我們注意力的機

率。 

每個人都有自己的習慣領域，同樣的，企業組織亦有其習慣領域。無論是個

人或企業，在面對問題或挑戰時，都有其實際領域、潛在領域與可達領域引領其

發展出處理問題或挑戰的方式。其中實際領域因較容易被察覺得知，因此企業所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很多是針對目標族群的實際領域而來。然而，實際領域只是

潛在領域的一小部份，要探索產品或服務的可能價值 (potential value)，就像採礦

一般，我們須進入看不到的、無形的，但是卻很豐富的潛在領域去尋索。 

3.1.2. 習慣領域與企業創新 

當企業提供一產品或服務時，其所創造之價值可以用一句話說明之： 

“該產品或服務在何種情況下，解除哪些人的哪些痛苦與煩惱？” 

換言之，在估算價值時，我們必須由以下兩個方向進行探討： 

 該產品或服務的「目標族群」是誰？為哪些人解除煩惱？ 
 該產品或服務的功能為何？可以解除什麼樣的壓力、煩惱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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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人（目標族群）或事（待解決之問題或功能），都有其實際領域，可

達領域及潛在領域。就目標族群面觀之，以前述之 YouTube 個案為例，一開始

該影音平台所欲服務的對象是 eBay 網站上的賣家，此為該企業在那時間點上實

際領域所能看到（並且所欲服務）的顧客族群。在失敗之後，才轉而將顧客族群

拓展至「所有網路上的使用者」，而此廣大族群事實上是存在於潛在領域之中的。 

而就功能構面來看，產品或服務所能解決的問題，同樣也有實際領域，可達

領域以及潛在領域三個層面。多數企業致力於解決眼前急迫性的問題，這是由實

際領域面著手，例如 YouTube 之所以產生，是為了能提供一好用的平台以解決

影音分享的困難。但真正想要創造價值，帶給顧客快樂滿足的感受，卻必須深入

潛在領域，發掘出潛在領域的壓力並且有效解除之。 

潛在領域不僅存在於人（目標族群）身上，也存在於事（問題集合或能力集

合）之中。因此，企業除了應思考可能有哪些潛在的顧客之外，也應設法了解目

標族群潛在的痛苦與煩惱是什麼。除此之外，在擴展或轉化能力集合（將於下節

說明）時，更應深入尋找在潛在領域中的資源或能力，以便善加利用，使自己的

能力集合更為豐盛。 

3.2. 能力集合分析 

3.2.1. 能力集合的概念 

所謂能力集合（Competence Set；簡稱 CS），指的是處理問題時所需的相關能

力、技巧、信息、知識、資源…等等，簡稱為能力集 (Yu, 1990, 2002)。凡能解

除世間在某時空情況的痛苦、煩惱與壓力者，包括產品與服務，皆具有能力。每

個人、每個企業也皆有其能力集合。 

在能力集合轉化的過程中，來自於自發式或觸發式的創意引發了事件輸入

時，我們會先設立目標，並評估為了達成該目標，我們所需的能力集（包括人、

技能、資源…等）為何，現有的能力集能否幫助我們有效地解決問題 (Yu & Lai, 
2004)。若現有的能力集不足以有效解決問題，我們便開始思考有哪些能力集是

必須但尚未獲得的，應如何有效的獲得這些能力集（人、技能、資源…等）。企

業或生產者的能力集合轉化過程也是如此。 

欲分析企業的能力集合，可以先將企業的能力集合進行分解，表示如下： 

 1 2 3( , , ,..., )n
t t t t tCS CS CS CS CS=  (1) 

其中 k
tCS 代表分解後的能力集合在 (t) 時間第 (k) 個子項，因能力集合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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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著時間 (t) 的變動而變化，故以 tCS 表示之。 

3.2.2. 能力集合的有效獲取、擴展與轉化 

當企業遇到問題待解決時，必先衡量其目前的能力是否足夠以解決問題。若

目前的能力集合不足以解決問題，就必須進行能力集合的轉化或擴大。能力集合

的轉化可以下列函數表示之： 

 1 T ( , )t t t tCS CS E+ =  (2) 

此處Ｅt代表企業欲解決的問題或事件 (events) 及可能的客觀環境  
(environment)。它可能是一個企業所面臨的挑戰，也可能是一個外來訊息，是一

個促成企業改變的動力。原有的能力集合 CSt 經過轉化之後，產生新的能力集合

1tCS + 。 

當然，在能力集合轉化的過程中，企業可能藉由在原有的產品或服務上加上

新的功能或新的能力，將原有的能力集合擴展開來。為方便表達，我們暫把時間 
(t) 的符號放下。假設 kCS 為企業原有之產品／服務的能力集合，而 *kCS 則為擴

展之後的能力集，那麼綜合式(1)與式(2)，能力集合的擴展可以下式表示之： 

*

1 2T ( , ,... ; )

k k k

k n

CS CS
CS CS CS E
= ⊕Δ

=
         (3) 

其中 kΔ 代表新的功能或是新的能力，它可能是某個單一項目／功能，也可能是

綜合性的能力集合，在經過轉化函數 Tk的作用之後，將原本的能力集合由 kCS 轉

化為 *kCS 。 

例如傳統的雜貨店在自己的能力集合之外，加上資訊技術、經管能力、現代

化設備…等，化身成為便利商店，可以服務更多客戶，解除更多人的壓力與痛苦，

即為能力集合擴展之一例。又如 Google 原本是專精於資料搜尋技術的網站，在

接連合併了 YouTube、DoubleClick…等公司之後，其能力集合亦進一步擴展，成

為功能更為齊備的複合式入口網站。 

對企業而言，當目標確立時，下一步要進行的便是進行能力集合的轉化，使

式(3)成為可能。能力集合的擴展轉化可經由以下兩種方式進行： 

(i)  企業內部的調整或開發 (internal adjustment or development)：經由企業資源、

時間或管理流程或方法的調整，改善／轉化原有的能力集合，以達成目標或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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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外部資源的整合 (integrate with external competence)：透過借用、善用或

分享外部的資源或能力集合，以擴展轉化原有的能力集，幫助企業解決問題。

例如中國的蒙牛企業欲改善其酸乳產品的銷售狀況，於是與電視媒體、通訊

業者、網路業者等共同合作，透過「超級女聲」節目的傳播與觀眾的力量，

果然成功地達成提升業績銷售的目標。此外，諸如委外 (outsourcing)、策略

聯盟或併購等，也都是經由向外獲取能力集合以擴展自身能力集合的方式。 

以上式 (1), (2), (3)描述了能力集合分解與擴展轉化等抽象概念，為使本研究

聚焦於企業實例上，此處暫且不詳細探究能力集合分析之數學模式與證明。  

3.2.3. 能力集合分析研究方向 

 
圖 1：能力集合分析示意圖 

能力集合分析中包含兩個集合，一為「個人或企業所擁有的能力」，另一則是

「個人或企業所需處理的問題」。當企業擁有某一能力時，可思考該能力能夠解

決何種問題以創造價值；相對地，當面臨某一問題或挑戰待解決時，企業亦可反

向思考應具有何種能力，方能有效地解決該問題。因此，如圖 1 所示，能力集合

分析之研究方向可歸納如下： 

(i) 當人或企業面臨問題或瓶頸待解決時，如何深入潛在領域，獲取所需的

能力集合以有效地解決問題與挑戰？ 
(ii) 當人或企業擁有某項能力集合（包括產品與服務）時，如何深入潛在領

域，善用該能力集合以發揮/創造價值? 

3.3. 創新動態學 

綜合前述，以「習慣領域理論」和「能力集合分析」為基礎，我們可歸納出

一套企業在轉化能力集合之後，進一步創新並且創造價值的動態流程架構，如圖

2 所示。 

有效地發揮價值 

能力集合 

潛在的能力集合 

問題集合 

潛在的問題集合 
有效地獲取能力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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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創新動態流程圖 (Innovation Dynamics) 

 以順時針方向（(i)至(vi)）觀之，此一創新動態循環包含以下過程： 

(i) 企業、組織或個人在受到來自於內部或外部的壓力之後，為了解除壓力，會

進一步謀取解決問題的方法。企業將衡量自身所擁有的能力集合是否足以解

決問題、達成目標，此即為目標設定與情況評估。當目標與現狀有所差距時，

壓力結構產生，企業將因此而設法進行能力集合的轉化或擴展，以便達成其

理想目標。 
(ii) 能力集合轉化的結果，將以有形或無形的形式出現，也就是企業所提供的產

品或服務。 
(iii)企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必須可以解除某特定族群的痛苦、問題與煩惱。

此處所指之特定族群（以及其痛苦、問題與煩惱）亦有其實際領域，可達領

域，與潛在領域。 
(iv) 除了解除壓力之外，企業可以透過廣告、推銷等方法對特定族群創造壓力；

反之亦然。 
(v) 當特定族群的痛苦、問題與煩惱被解除，這個產品或服務便產生了價值，企

業因此得到利潤，顧客也因此獲得壓力的解除，此即為價值的創造。 
(vi) 價值可能經由分配送達員工或股東，投資人…等參與者的手上，也可能再投

資到企業身上，再度開啟一個新的價值創造的過程。 

這樣的流程架構，勾畫出創新動態學（Innovation Dynamics）順時鐘方向的結

構，如圖 2。 

(D) (A)
(E)

(B)(C)

(vi) 

(iv)

(ii)

(iii) 

人、組織、
企業 

參與者:員工、志工、
股東、供應商、
社會(稅…) 

創造價值

產品/服務

某特定族群的
痛苦與壓力 

內部壓力 

外部壓力 

(i) 

(v)

能力集合轉化 
供給／解除 

價值分配

投資

創造或解除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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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順時鐘方向，創新動態學亦有其逆時鐘方向（(A)至(E)）的循環（請

參閱圖 2）如下： 

(A) 企業為創造價值，須考慮要解除什麼特定族群的什麼痛苦與煩惱？ 
(B) 為解除此族群之痛苦煩惱，我們須有什麼樣的產品／服務才有競爭力？ 
(C) 如何轉化我們的內部及外部的能力、資源來有效地創造所要的產品和服務？ 
(D) 能力集合轉化成功了，企業內外壓力可獲得解除。 
(E) 新的目標－建立新的價值－可重訂，如此由(E)再重新轉換到(A)  (B)  (C) 

 (D)  (E) 

無論是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的循環，創新動態學架構中的各個環節與傳統企

業管理中的各個學門其實是環環相扣，存在著密切關係的。表 1 簡略歸納了創新

動態學與傳統企業管理的關係。企業在進行創新與創造價值時，亦應特別注重與

各環節有緊密關聯的管理活動。 

表 1：創新動態學與傳統管理學關係對照 
創新動態學各環節 簡述 相關之傳統管理學門 

企業能力集合轉化 
各項資源（包括人力、科

技、技術、原料…等）之

配置與調整 

人力資源管理、組織管

理、生產管理、研究發展、

採購管理、物流管理… 

產品製造／服務提供 能力集合轉化之成果 
研究發展、生產管理、倉

儲管理、物流管理… 
解除目標族群的痛苦與

煩惱 
目標族群之發掘； 
目標族群需求了解與探索

行銷管理、服務管理、顧

客關係管理… 

製造壓力／解除壓力 
透過廣告、促銷等方式對

目標族群創造或解除壓力

行銷管理、顧客關係管

理… 

價值創造／價值分配／ 
再投資 

顧客壓力獲得解除時即創

造了價值，此價值可適當

分配至關係人身上，亦可

再投資於企業本身 

財務管理、薪資管理、投

資管理… 

創新動態流程可描述企業或組織欲創造價值所必經的過程與方法。以下即以

實際之企業案例，探索並印證「創新動態學」流程。 

4. 企業實例探討 

4.1. 個案一：YouTube 的創新與價值創造 

4.1.1. 個案檢視（資料來源：YouTube 官方網站；商業週刊 1009 期(2007/3/26)；遠見雜誌 2006

年 1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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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ouTube 簡介 

YouTube成立於2005年2月，由三名年輕人－賀利 (Chad Hurley)、陳士駿 
(Steve Chen) 以及卡林姆 (Jawed Karim) 所共同創立。它是線上影片的領導者，

也是在全球網路上觀看及分享原版影片的先驅。使用者可以很容易地在YouTube
網站上上傳及分享影片，並且透過網站、行動裝置（如：手機）、部落格 (Blog) 與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觀賞影片。 

任何人都可以在 YouTube 上觀賞影片，使用者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最熱門的

議題、任何和自己興趣或嗜好有關的影片與千奇百怪的短片等。當越來越多人利

用影片紀錄特別的一幕時，YouTube 同時也使這些人成為了未來的傳播媒體。 

2005 年 11 月紅杉創投公司 (Sequoia Capital) 投資 YouTube，一個月後 
(2005 年 12 月)，YouTube 正式成立。賀利和陳士駿接著成為管理團隊的成員，

現在分別為執行長與技術長。 

2006 年 11 月，Google Inc.以 16.5 億美元的價格購買了 YouTube，成為迄

今談論最多的企業併購話題之一。 

(2) 成立動機 

2005 年 1 月的某次聚會後，陳士駿與賀利原本想把聚會拍攝的影片，放到

網路上分享給參與聚會的親友，卻遭遇重重困難而感到苦惱，因為他們發現，現

有的線上影音分享平台，無法讓他們方便使用，有些業者要求使用者下載特殊軟

體，有些影片上傳後必須經過業者審查，有些則甚至必須等待多天後才能觀賞影

片。 

在 PayPal 線上付費公司工作的賀利和陳士駿討論後，認為這些技術問題對

於擁有技術背景的兩人而言，並非難事，只是一直沒有人花心思執行，解決使用

者使用影音分享平台的困擾。 

一個月後，即 2005 年 2 月，賀利和陳士駿便開始在賀利家裡，設計可以在

網路上分享影音內容的平台，YouTube 於焉誕生。 

(3) 發展過程 

2005 年 5 月，YouTube 網站草創上線，陳士駿、賀利和卡林姆三人想提供

網站給 eBay 拍賣者使用，但卻乏人問津，這項服務並不受到 eBay 賣家的歡迎。

為什麼賣家不願使用他們提供的平台？三人檢討後才了解，原來當初口口聲聲強

調消費者，但實際上他們的行為，卻是以利益為優先，他們腦海中想的是要提供

YouTube 給哪些人用才會賺錢，希望為未來收費服務鋪路。這種唯利是圖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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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讓他們忽略了該如何讓消費者輕鬆容易地在平台上分享影片，違背一開始創

立 YouTube 的初衷－提供消費者容易使用的平台。 

檢討失敗原因後，創辦團隊調整方向，決定放下利益考量，「不是賣我們創

造的產品給消費者，而是創造消費者想要的產品。」於是他們宣布，提供「嵌入

式服務」，當網友把影片傳到 YouTube 網站上之後，不需要連結至 YouTube 網站

也可以觀賞影片，也就是允許網友們在自己網頁上設立連結，就可以在自己的網

頁上看見 YouTube 的影片。 

這項服務降低了網友造訪 YouTube 網站創造流量的次數；換言之，它降低

了為 YouTube 帶來廣告收益的機會。事實上，YouTube 為了提供消費者不受干擾

的環境，在成立的第一年，不斷的拒絕廣告商，忍痛將已經放在眼前的廣告收益

拒於門外。直到第二年才開始推出網路廣告。 

2005 年 10 月，一群年輕網友們發現了容易使用、方便分享的 YouTube，於

是開始有人用影片在當時全球最大的社群網站 MySpace 撰寫網路日誌。此舉在

MySpace 造成轟動，也造成了 YouTube 的迅速竄紅。 

YouTube 在 MySpace 造成轟動後，透過 PayPal 同事的牽線，曾經贊助過

Google 和 Yahoo 的「紅杉創投」(Sequoia Capital) 看中了它暴漲的閱聽人數，找

上了 YouTube，願意出資投資它們，於是便在 YouTube 財務最窘迫的時候，紅杉

創投出資三百五十萬美金（台幣一億一千六百萬元），解決了 YouTube 的燃眉之

急。 

2006 年 11 月，知名的搜尋引擎網站 Google 以 16.5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了

當時才成立一年半的影音分享網站 YouTube。該併購案在當時是 Google 併購史

上最大宗的交易，引起廣大的討論與矚目。 

4.1.2. 個案分析 

根據創新動態學的循環過程，我們將 YouTube 的創新與創造價值的流程分

為以下幾個部份進行探討。 

(1) 能力集合分析 

在 YouTube 草創時期，能力集合除了三位創辦人的知識、技術和能力之外，

當然也包括了資源以及信息的部份。一開始創業維艱，三人所擁有只有幾台破電

腦，一張信用卡，和簡陋的車庫權充辦公室而已。然而，當時的資訊科技與網路

環境（資源），以及網路使用者們所展現的力量（信息）都成為了 YouTube 能力

集合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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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 2005 年 5 月，其能力集合加入了新的人力（eBay 使用者）及新的信息

（eBay 的挫敗及 PayPal 工作經驗指出消費者為王）。在經歷了失敗經驗，調整服

務方向後，網路使用者（以 MySpace 為首）以及資源（如部落格和影音日記等

等）也進入了 YouTube 的能力集合。 

正式創立開站之後，資助者的能力集合也隨之而來，其中包括了來自舊同事

的人力、紅杉創投人員的協助輔導，Google 與紅杉創投的資金投入等；當然也

包括了網路及媒體的推波助瀾（例如許多新聞內容乃翻拍自於 YouTube）。表 2
列示了 YouTube 從創立以來，隨著時間經過，其能力集合擴展的軌跡。 

表 2：YouTube 能力集合演變過程 

時間 能力集合（人力、能力、技術、資源、知識、資訊、信息、努力、態度…）

2005/02 

人力：陳士駿、賀利、卡林姆 

技術及能力：伊利諾資訊科學系技術背景 

資源：賀利家車庫、信用卡 

信息：2004 年顯示了網路消費者的力量；維基百科證實網友熱愛 

分享；數位寬頻環境成熟、數位相機普及 

2005/05 

人人力：eBay 賣家 

信息：eBay 賣家不願使用 YouTube，因為沒有優先考量消費者，促使其

調整服務方向。PayPal 的工作經驗指出「消費者為王！你最重要」的概

念。 

2005/10 
人力：網路使用者 (MySpace) 

資源：數位環境當中的部落格及影音日記 

2005/11 
人力：舊同事 

資源：資金、紅杉創投看中 YouTube 潛力 

2006/10 
人力：網友群、紅杉創投 

資源：資金、媒體及網路傳播 YouTube 消息、Google 

由表 2 可以看出，成就 YouTube 大業的參與者除了創業團隊之外，還包括

了廣大的使用者，創投公司，以及日後併購它的投資業主 Google。這些參與者

形成一龐大集合，集合中各種能力彼此激盪，協同運作，不斷靈活轉化的結果，

便產生了「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表 3 再次以參與者角度，彙整了 YouTube
的能力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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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YouTube 創業團隊與其他參與者的能力集合分析 

參與者 能力集合（人力、能力、技術、資源、知識、資訊、信息、努力、態度…）

YouTube 

創業團隊 

人力：陳世駿、賀利、卡林姆 

技術及能力：伊利諾資訊科學系技術背景 

資源：賀利家車庫、信用卡 

信息：2004 年顯示了網路消費者的力量；維基百科證實網友熱愛分享 

廣大網友群 
人力：eBay 使用者、部落格作者（如：MySpace）、及觀賞部落格的人 

上網的能力、想要分享的能力、拍影片及上傳的能力、創作的能力 

紅杉創投 
人力：曾投資過 PayPal，故能透過 PayPal 認識的人牽線，投資 YouTube

資源：資金、經營管理經驗、談判議價 

Google 
人力：廣大使用人數 

資源：資金、現有之搜尋平台資源… 

由表 3 可看出在 YouTube 的個案中，其能力集合的來源並非僅取自於創業

團隊而已，廣大使用者在網路上傳播資訊，分享資訊的能力乃促使 YouTube 成

功的重要功臣。當然，不能忽略的是來自於投資者的資源浥注，無論是資金支援、

經營管理經驗之授受，乃致於最後併購時其所提供的議價、談判能力，都是造就

YouTube 能在瀕臨財務困境時能存活下來，最後終於受到使用者的認同、歡迎，

並且創造價值的關鍵。 

再以內部能力(internal competence sets) 與外部能力(external competence sets) 
的角度來看，整體的資訊科技環境，其實蘊藏了豐富的能力集合。因為網路以及

寬頻的普及，使得使用者在線上存取影片成為可能；數位攝影的平民化，也使得

人人皆得化身為導演或攝影師，製作影片；網際網路上社群平台的出現，也具有

推波助瀾的效果。這些都是外部的能力集合，它們潛藏在整體的外部環境裏，若

不是因為這些資訊科技的進步，YouTube的成就幾乎是不可能的。而正因YouTube
能看到並且有效善用這些外部能力集合或習慣領域的進化，所以使得它本身的能

力集越加豐盛廣大，也造就了它的成功。 

(2) 壓力結構分析 

由壓力結構的角度來看，可以發現 YouTube 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

它不但精準地看到了使用者在實際領域中的需要（有影音檔案，但苦無好用的分

享管道），更深入了使用者的潛在領域，看到了每個人潛藏的表現欲望和渴望受

到注意或肯定的需求。表 4 列示出不同的參與者所具備之壓力結構。 



提昇企業競爭力新思維－創新動態學 

 36

表 4：YouTube 相關參與者之壓力結構分析 

參與者 壓力結構（包括實際領域與潛在領域） 

YouTube 

創業團隊 

期望解決影片分享問題 

喜歡分享 

期望事業有成 

分享者 
熱愛分享 

渴望表現自我、獲得認同 

瀏覽者 

無聊，渴望藉由網路解除無聊的壓力 

期望滿足好奇心，窺探欲 

樂於吸收資訊與新奇事物 

投資者／購併者 

提供更好的服務以吸引更多客戶 

獲取利潤 

協助被投資者發展，證明自己眼光精準 

YouTube 提供一個好用又友善的影音分享平台，不但解除了使用者在分享短

片檔案時的痛苦，更滿足了大眾的表現欲，讓所有人可以輕鬆地自己拍攝短片，

上傳分享給全世界觀賞。YouTube 成了讓人人都有機會化身為影片主角的管道，

在網路無遠弗界的力量之下，透過滿足使用者在創作／發表方面的需求，解除廣

大族群的「表現欲」和「被注意」的壓力，無形中便創造了廣告價值。 

(3) 價值創造 

價值之估算，可以有形與無形觀之。有形的部份很容易以數字或金額衡量，

而無形的部份則來自於潛在領域中的壓力被解除以及需求被滿足後，所帶來的快

樂滿意的感受。當 YouTube 以 16.5 億美金的價格被 Google 併購時，世人多投以

羨慕眼光（尤其是三名創辦人都三十歲不到便擁有億萬身價），並據以認定此即

為 YouTube 所創造的價值。其實，YouTube 所創造的無形價值遠勝於有形的部份。 

對分享者而言，YouTube 最直接的貢獻是提供了一個方便易使用的平台，讓

分享者更樂於分享（當分享的意願與人數增加，意味傳播的力量更為強大，所可

能帶來的有形價值亦隨之增加）；而網路的普及與平台介面的成熟、人性化，也

使的分享者的自我重要感更容易得到滿足（因為有更方便的管道讓他們展現自

己）；YouTube 的群組功能，除了可以讓使用者彼此分享資訊外，分享者甚至可

以建立起屬於自己的歌迷影迷俱樂部，從而得到社會讚許方面的滿足。 

對瀏覽者而言，YouTube 為這些需要解除無聊的人提供了更多的選擇。使用

者們可以上網看影片、電視新聞、綜藝節目等；而 YouTube 在介面上也提供了

方便多元的搜尋引擎，讓瀏覽者可以自由加入自己感興趣的社群，與其他網友交

流資訊，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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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助者來說，其壓力結構無非來自於營利。YouTube 的成功，為紅杉創投

帶來利益，解除了它的壓力。除此之外，資助 YouTube 對紅杉創投來說，亦帶

來不小的形象助益。紅杉創投曾經投資 Google，而 Google 日後成為最大的搜尋

引擎網站；對於 YouTube 的投資再次顯露了紅杉創投精確的眼光，以及其幫助

新創公司的能力。對創投公來說，YouTube 的成功著實為其創造不少價值。 

Google 亦因為併購 YouTube，而得以提供消費者更優良的服務，吸引更多使

用者，進而帶來更多廣告商，獲得更多的利潤。另一方面，併購 YouTube 能夠

幫原本以搜尋技術見長的 Google 省下一筆研發成本（不需要額外費心研發影音

分享技術），可將原本的研發人才投入其他產品的開發上。 

(4) 價值的再投資／分配 

在成為 Google 的一部份之後，YouTube 仍不斷地改善增加新的服務，將已

創造出來的價值再投入在產品及服務之中，以滿足更多人的需求。舉例來說，自

2007 年 6 月開始，YouTube 即積極拓展全球「在地化」服務，第一波首先推出

9 種語言版本。目前網站界面可供選取多國語言，也會根據地區結合當地民眾的

搜尋習慣和熱門瀏覽（如表 5）。這樣的服務讓使用者就近方便搜尋到本地區的

熱門影片，並可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進行分享和交流，更貼合人心。 

表 5：YouTube 不同語言版本推出時間（資料來源：YouTube 官方網站） 

 除此之外，配合現代人的行為特性，YouTube 亦不斷地開發新產品，例如

YouTube Mobile 服務，允許使用者不需要坐在電腦前上網，利用行動電話即可觀

看或上傳影片。在台灣地區，自 2008 年 8 月起，中華電信也推出了 YouTube 行

動版影音服務，用戶透過 3G 門號即能利用手機上網，在線上觀看全球及台灣地

區的 YouTube 影片。此舉不但靈活運用了行動通訊技術能力，使 YouTube 的能

上線時間 上線版本 

2005/02 美國(英語) 

2007/06 
英國(英語)、巴西(葡萄牙語)、法語、愛爾蘭英語、義大利語、日語、 

荷蘭語、波蘭語、西班牙語 

2007/10 
墨西哥(西班牙語) 、香港繁體中文、台灣正體中文、紐西蘭英語、 

澳大利亞英語 

2007/11 加拿大(英語)、德語、俄語 

2008/01 韓語 

2008/05 印度 

2008/09 以色列 

2008/10 捷克、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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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集合更加擴展，也為行動電話創造了新的價值。在創新與能力集合轉化之後，

YouTube 創造了價值；此一價值再度投入能力集合的轉化擴展，開發了新的服務

與產品，解決更多目標族群的潛在痛苦與煩惱，創立了更多價值。這樣的動態循

環不斷地流動進行，足為「創新動態學」的最佳例證。 

4.2. 個案二：Wii-改寫遊戲歷史的創新產品 

4.2.1. 個案檢視（資料來源：任天堂官方網站；數位時代雜誌第 148 期 (2007/2/15)） 

(1) 任天堂產品發展 

Wii 是任天堂公司所推出的第五部家用遊戲主機，GameCube 的後繼機種。

主要特色為前所未見的控制器使用方法、懷舊遊戲主機軟體下載販賣及待機時網

路連線等。Wii 屬於第七世代家用遊戲機，同時期的競爭對手是微軟的 Xbox 360
及 Sony 的 PlayStation 3。 

任天堂公司從七零年代起，即投身遊戲機產業。1996 年任天堂推出第一台

六十四位元的遊戲機 N64，2000 年它的掌上型遊戲機 Game Boy 更創下全球一億

台的銷售。當時任天堂在美國與日本兩地上市，那斯達克股價一度達到 28 美元

高峰。但是，插卡式的 N64 不敵新力公司 (Sony) 的 PlayStation (PS) 系列遊戲

機，任天堂為挽回失勢的遊戲產業市場，於是推出 GameCube，與 Sony 的 PS 以

及微軟的 Xbox 相抗衡。然而，任天堂的遊戲產品仍不敵對手，2002 年起其股價

一路下滑，到了 2003 年五月甚至不到 9 美元。 

在強敵環伺之下，任天堂自九零年代末期開始，便不再擁有遊戲機產品的領

先地，而落居第三。直到 2006 年中，代號 Revolution 的 Wii 問世，終於讓任天

堂公司重返遊戲機產業的龍頭地位。Wii 的成功帶給任天堂公司驚人的獲利，其

股價亦可反應該產品受歡迎的程度。2007 年任天堂公司在那斯達克股價站上 35
美元，創下六年來的新高。 

(2) Wii 特色簡介 

Wii 最與眾不同的特色是它的標準控制器「Wii Remote」。Wii Remote 的外

型為棒狀，就如同電視遙控器一樣，可單手操作。除了像一般遙控器可以用按鈕

來控制，它還有兩項功能：指向定位及動作感應。前者就如同光線槍或滑鼠一般

可以控制螢幕上的游標，後者可偵測三維空間當中的移動及旋轉，結合兩者可以

達成所謂的「體感操作」。 

「體感操作」的概念在以往的遊戲中已經出現過，但它們通常需要專用的控

制器；將體感操作列入標準配備，讓平臺上的所有遊戲都能使用指向定位及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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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則可說是 Wii 的創舉。這使得 Wii Remote 在遊戲軟體當中可以化為球棒、

指揮棒、鼓棒、釣魚桿、方向盤、劍、槍、手術刀、鉗子…等工具。使用者可以

揮動、甩動、砍劈、突刺、迴旋、射擊…等各種方式來使用，在身體動靜之間，

想像自己真的化身為遊戲中的主角，隨著情節進行實際的動作或行為。 

「Wii」聽起來像是「we」（我們），發音亦相同，強調該主機老少咸宜、

能讓一家大小都樂在其中的概念。名稱中的「ii」不僅象徵著其獨特設計的控制

器，也代表人們聚在一起同樂的形象。藉由簡單、直覺、創新的操作玩法，Wii
徹底改變以往玩家「坐在沙發上動拇指」的操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要玩家全身

動起來，在實際的身體活動中體驗玩遊戲的快感。 

4.2.2. 個案分析 

Wii 在任天堂公司社長岩田聰口中是「破壞式的創新」，他的目標是「想辦

法擴增遊戲人口，讓不玩遊戲的人也能玩」。在這樣的目標前提下，Wii 的創新

流程必須能夠找到潛在領域裏的客戶，使遊戲人口增加；而深入潛在領域裏找玩

家，就必須找出真正能夠吸引人（無論原先是不是遊戲愛好者）的要素。這些要

素，其實就是玩家潛在領域裏的需求。換言之，只要能夠深入潛在領域，滿足玩

家潛在領域裏的欲望與需要，就能夠吸引更多的人，找到更多潛在領域中的客戶

族群。 

(1) 能力集合分析 

從創新動態學的架構來看，Wii 的創新成功，無疑地，其能力集合的轉化與

擴展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人員的腦力激盪，資訊科技，通訊技術，甚至勇氣與熱

忱，都是它能力集合裏的重要元素。 

Wii 遙控器的設計靈感，始於岩田聰對電視遙控器的醋味開始。「人們願意

拿起電視遙控器互動，遊戲機的遙控器，卻不是家中每一個人都會去碰。」岩田

聰向研發同仁丟出難題，要他們做出像電視遙控器般受歡迎的遊戲機。為了達成

這樣的概念發想，任天堂情報開發本部 (Entertainmen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總監兼總經理宮本茂 (Miyamoto Shigeru) 把設計師、工程師都找來，要大家集

思廣益，創造能輕鬆說服家裡長輩掏錢的遊戲機。人員腦力激盪的結果，Wii 的
基本目標和概念漸漸成形，包括簡單、開機迅速、省電、安靜…等等。腦力激盪

的過程也出現了許多影響 Wii 設計的重要建議，例如「新遊戲機不能有太多電

線，否則容易弄亂環境，會惹媽媽生氣。」這類建議此起彼落，也使得 Wii 成功

瞄準從來不玩電動的女性與長輩族群。 

在資訊與通訊科技方面，Wii 成功地結合了無線通訊技術、感應器 (Sensor 
bar)、紅外線感應 (infrared pointer) 等等，將這些資訊技術內化成為其能力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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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份。Wii 的主機內建了標準的無線網路功能，可透過無線網路連線至網際

網路。控制器與主機則是以藍芽方式連接。如果需要以網路線連接時，使用者可

另外購買 USB 網路轉接卡，讓使用者能對應使用 Nintendo DS 內建的 
「Nintendo WiFi Connection」及「WiiConnect24」等服務。 

此外，在能力集合擴展轉化的過程中，還有一些無形的，但是卻極為重要的

元素支持企業的創新活動，例如勇氣與熱忱。在一次訪談中，負責 Wii 晶片的工

程師鹽田興（Kou Shiota）舉例，遊戲機的競爭生態裏，業界總是追求更快的 CPU、
更大的記憶體、更高的解析度。然而，基於高解析電視尚未普及、好玩比好看重

要等策略，任天堂選擇在高解析圖像上妥協，優先解決降低耗電量，以達成二十

四小時連線的訴求。Wii 不支援高解析度 HD，視覺效果被對手的 PS3、Xbox360
遙遙領先。想要脫離傳統軌道做事，需要極大的勇氣。 

岩田聰也在訪問中表示：「員工對 Wii 的熱忱，對 Wii 順利上市有很大貢獻。」

由於 Wii 的創新改革與傳統背道而馳，使得不少員工心中充滿問號與懷疑。為了

將 Wii 散播到全球，岩田聰親自訪問 Wii 第一線的研發人員，親自講解 Wii 背後

的每一段故事。任天堂研發四部的玉城真一郎在訪談中說，「從進任天堂上班第

一天起，就想創造一種可以和奶奶一起玩的遊戲，不是那種自己坐在房間孤單玩

的那種，Wii 讓自己的夢想成真，研發過程中的煎熬也不算什麼。」正是這樣的

熱忱與勇氣，支持著 Wii 不斷地吸收各種能力，擴展轉化自己的能力集合。 

(2) 潛在領域需求的滿足 

電玩遊戲產業發展已久，過去的同類型產品無不致於畫面與聲光效果的追

求，這是因為當企業從實際領域的角度思考玩家所需要的東西時，很真覺地認為

玩家在所希望的便是眼睛／耳朵等官能上的滿足，因此畫面要精緻真實，五光十

色的炫麗聲光更是不可或缺。 

然而，任天堂在開發 Wii 時，則完全顛覆了過去三十年來的作法。它的畫面

效果並不如競爭對手那般精緻，甚至可說是有點過於簡單，但是它創新的所謂「體

感設計」卻可讓玩家在進行遊戲時，全身總動員，隨著遊戲情節做出或揮或打的

動作。以 Wii-Sports（Wii 的入門遊戲之一）中的網球遊戲為例，當玩家手執搖

桿時，搖桿即化身為網球拍，玩家可以模擬網球場上的動作，或擊球，或殺球。

體感設計的搖桿在畫面擊到球的瞬間，會發出震動及擊到球的音效，讓玩家以為

真的殺出漂亮的一球。當玩家殺下一球得分時，藉由真實的肢體動作所引發的可

達領域，可能讓玩家心跳加快，彷彿真的在網球場上得分那般榮耀與興奮。這種

真實的感受，正是滿足了玩家在潛在領域裏的欲望與需要。 

在現代忙碌緊張的社會中，許多人從事運動休閒活動，其目的正是為了解除

身體與心理上的壓力、痛苦與煩惱，但是卻不是每個人都有時間或機會親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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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或休閒場所抒解壓力。這些都是人們潛在領域中的壓力與痛苦。Wii 的出現，

讓家庭客廳變成運動場所，或賽車場，或釣魚池…，玩家透過擬真情境在心理上

得到的快感、興奮感，其潛在領域中的壓力得到抒解，這正是 Wii 之所以能在短

時間內席捲全球，受到廣大玩家歡迎的最重要原因。 

(3) 從創新動態流程看任天堂的創新 

任天堂公司自 1970 年代起即經營遊戲產業，它曾經叱咤一時，卻在新力的

PS 系列與微軟 Xbox 等競爭對手環伺之下，落居成為遊戲市場中的第三名。對照

於圖 2 之創新動態流程圖，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壓力可說是促成任天堂公司急於

創新改革的主要動力來源。 

在結合了創意思考、腦力激盪、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之後，任天堂在 2006
年正式宣布推出新一代的家用遊戲機 Wii，這是能力集合擴展轉化之後所產生的

結果（圖 2 之(i)）。值得注意的是，產品本身亦有其能力集合。Wii 的能力集合

中除了遊戲本體之外，還包括了許多外部的能力，例如 Wii Channel（可提供一

些與遊戲無關的生活資訊－天氣頻道，照片頻道，購物頻道…等等），Nintendo 
Wi-Fi Connection（利用網際網路可與全世界的遊戲玩家一同進行遊戲或是聊

天）…等等。許多 Wii 所提供的與服務，乃透過資訊及通訊技術連接網際網路而

取得，因此我們也可以說，Wii 除了從實際領域（玩家，遊戲本體，軟硬體設備…
等等）裏獲取能力之外，它也從廣大的潛在領域（網際網路）取得資源，加以運

用，並從而為目標族群解決更多的壓力、痛苦與煩惱。 

如前所述，Wii 的體感設計讓玩家們脫離了傳統「坐著打電玩」的遊戲方式，

起而代之的是全身活絡起來的動感體驗。當越來越多人從 Wii 遊戲中獲得滿足

時，客戶群便隨之擴展開來，原先對遊戲不感興趣的老人與女性，屬於潛在領域

中的客戶，也因為產品本身的成功，而被挖掘出來，達到了原先企業所設定之「想

辦法擴增遊戲人口，讓不玩遊戲的人也能玩」目標。請參照圖 2 之(ii)至(iii)。 

當目標族群擴增，他們潛在領域中的壓力被解除之後，目標族群獲得快樂滿

足，自然而然地，產品便具有價值；更進一步的，因更多的客群樂意使用該產品

或服務，企業的獲利自然增加，企業價值也跟著被創造出來。Wii 上市後一路暢

銷，目前全球已銷售達一千三百萬台，軟體銷售更超過六千五百萬套，不但為任

天堂創造了巨額的利潤，也幫助它搶回遊戲產業龍頭地位，此足以印證圖 2 之(iv)
階段。 

2007 年十二月，任天堂進一步推出新一代的軟體 Wii Fit，其最大賣點在於

它可以透過名為 Balance Wii Board 的平衡感應塑身板，測量體重與平衡度，控管

體重且能自動記憶，將每天的體重記錄成為圖表，讓使用者得清楚掌握體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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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取代一般體重計無法自動記錄每天體重變化的缺點。最初 Wii 甫上市時所推

出之遊戲－Wii Sports，讓客廳變成運動場；而 Wii Fit 的推出，進一步讓任天堂

跨界到健身產業，讓客廳不僅只是交誼聽，也是運動場、滑雪跳台、健身房、瑜

珈教室。從企業角度來看，任天堂也不再只侷限於遊戲產業，而成為與通訊、網

路、健康有關的多角化遊戲產業。由此可以看出任天堂在創造企業價值之後，能

力集合因價值的再投資而更加豐盛壯大，因此能不斷推陳出新，提出更多的產品

與服務，開啟另一次的創新循環（如圖 2 之(v)(vi)）。如此周而復始，創新的流程

不斷地動態循環，企業的能力集合將不斷擴展，競爭力自然也就跟著提升。 

5. 結論 

「企業創新」本身是一個動態循環的過程，是企業經過目標建立，情況評估，

了解顧客需求後，轉化自身的能力集合並提出產品或服務，為企業與顧客創造價

值的一個連動性的循環過程。在這個動態過程中，無論是產品開發或顧客需求，

企業都必須對其習慣領域的內容與變化有所了解，尤其是潛在領域的探索更為重

要。企業或個人的習慣領域皆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在本文所提

出的創新動態學架構裏，企業的能力集合與目標設定會動態變化，顧客的需求與

壓力結構也會動態變化，因此從本質上而言，創新動態學描述出一種在可變空間

裏的動態性多準則決策制定  (Dynamic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in 
Changeable Spaces) 的過程。此架構與傳統管理學裏所探討的各個學門不但有緊

密連結，可相互為用，更進一步牽涉了心理學與行為科學的範疇，使創新的過程

與成果能更滿足人性真正的需求，也更有效地解除廣大族群的痛苦、壓力與煩惱。 

正因創新動態學所描述的是一個動態循環不斷的架構，故其所傳達的是「永

續創新、不斷創造價值」的概念，與企業創立的基本目標－永續經營、獲取利潤

－可說是完全吻合。本架構所著重的並非一次性的創新成功，而是藉由不斷地發

掘探索潛在領域中的豐富資源，幫助企業繼續不斷地經營發展。 

創新動態學除了有「順時鐘」的循環，由能力集合轉化到產品服務，到創造

價值，到分配價值；另一方面亦有「逆時鐘」的循環，由設定目標的價值，尋找

可能顧客族群的痛苦、煩惱與壓力，再找到適當的產品或服務，進而尋找所需要

的能力集合轉化，而化解所有當事人（企業及可能的顧客族群等）之壓力與痛苦，

或滿足他們的需要。前者為「已具有某特定能力集合卻不知如何使之發揮價值」

的企業提供努力的方向；後者則為「苦無創新靈感，不知從何轉化能力以開啟創

新流程」的企業提出參考。無論是順時鐘或逆時鐘的循環，創新動態學皆可圓滿

詮釋企業創新與創造價值的流程，足證其為一全面性之理論架構，此亦為其重要

貢獻之一。本文所討論之個案－YouTube 與 Wii 成功的創新與價值創造，證之於

「創新動態學」模式，可說是相當吻合，並且具體有力地描述了企業或組織欲創

造價值與提升競爭力所必經的過程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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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提升企業競爭力並創造企業價值的研究領域中，創新動態學架

構提出了一個新的觀點，它由習慣領域與能力集合分析的角度為基礎，分析以往

在創新與企業競爭力研究上很少被觸及的部份。它敘述了在企業提升競爭力的過

程中，企業本身習慣領域必須要有所突破、擴展，也就是企業的能力集合須有效

地轉化與運用；在目標族群的部份必須設法找出潛在領域的顧客；在滿足顧客需

求的部份，則強調必須能夠發掘並滿足潛在領域裏的欲望與需求。應用在實務上

時，企業各個不同部門可以依其屬性，在創新動態流程裏的不同階段發揮所長，

使創新動態架構能夠更加靈活運作。 

企業若不能創新，就只能原地踏步無法向前而被淘汰；若不能創造價值，就

不能實現企業存在的意義，更無法永續發展，維持競爭優勢。本文期望藉由創新

動態學的架構介紹，使企業經營者知道提升企業競爭力的正確方向，了解如何從

潛在領域裏創造價值，並且比對手更快、更有效地解除人們（特定族群）在某情

況下的痛苦與煩惱，或滿足其需要。如此，企業不但能創造競爭力，也能讓每個

參與者都可自稱為勝利者時，進而創造了「贏贏」或「共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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