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知識管理的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 

 65

第三章 知識管理的理論基礎 

與相關研究 
知識存在於人類的心智模式當中，而心智模式會對感覺得到的刺激進行篩

選、比對與辨認，應用於組織管理上可做為組織決策、執行、回饋、修正等參考，

本章針對知識管理的理論與相關研究進行探究，共分為五小節，分別為： 

第一節 知識的意義、內涵與分類：探討知識的定義，進一步瞭解資料、資訊與

知識的關係，並論述知識的分類。 

第二節 知識管理的意義、內涵與測量：探討知識管理的意義，針對知識管理的

內涵進行分析，並以現階段知識管理測量的工具進行論述。 

第三節 知識管理的原則、策略與作法：探討知識管理的原則，及在組織執行上

可運用的策略和可行作法的探究。 

第四節 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針對國內外文獻在知識管理上的相關研究，及背

景環境變項研究上對知識管理的差異情形，進行論述。 

第五節 知識管理文獻探討總結：綜合以上在知識管理上的相關研究，研究者提

出總結分析。 

 

第一節 知識的意義、內涵與分類 
 

本節將針對知識的意義加以論述，了解其與資料、資訊和智慧的關係，並

針對現階段文獻對知識的分類加以討論。 

 

壹、知識的定義 
知識是一個非常廣泛、複雜、抽象甚至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

角度來定義，很難有單一的定義，以下列舉一些重要學者的定義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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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者（epistemologist）對「知識」抱持兩大觀點：一是視知識為「產品

（object）」的「實證論（postitivist）」；另一為「過程（process）」的「建構論

（constructivist）」（吳清山、黃旭均，2000）。 

在商業領域上，「知識」定義為具有價值的情報，它存在於組織內日常工作

經驗及組織外的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中（吳承芬譯，2000） 

Wiig（1993）認為知識包括一些事實（truth）、信念、觀點（perspective）、

觀念（concept）、判斷（judgement）、期望（expection）、方法論（methodology）

和實用知識（know-how）等。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將知識定義為是一個流動、動態的混合體，

隨著刺激與學習而改變，由經驗、價值觀、情境資訊與專業洞察力所組成，在組

織中不僅存在文件與知識庫中，也存在例行的工作、流程、實務與文化當中。 

劉常勇（2004）則認為知識與人有關，需由客觀分析與主題認知形成，比

較難系統化與明確化的萃取，所以包括組織的軟體，亦即結構性資料、專利、方

案、程式，以及較無形的知識和人員能力。 

張淑萍（2000）認為知識是一種結合資料、資訊、個人的經驗分析與主觀

認定並與實際情形相呼應後，所產生一種可運用的結果。 

方世杰和方世榮（2000）將知識定義為一切有系統的組織性資產，為解決

組織經營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張簡天瑞（2001）認為知識是一種知道的狀態或事實，被人類所理解、發

現和學習的加總，是對經驗得來的了解。 

 

綜合以上，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有些以知識的型態、有些以組成要素、

有些以主要作用的來詮釋知識。綜合以上文獻，研究者認為：「知識是一種包含

了結構化的經驗、價值觀、知覺、瞭解，經由心智的認知學習而來，從事實與原

則中累積後判斷的結果，可以用來指導人類的思考、行為與溝通的動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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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識與資料、資訊、智慧的關係 
資料、資訊、知識與智慧四者間有其密切之相關，也有層次與目的間的差

異，四者經常被混淆運用，以下針對彼此間的關係與差異加以說明。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從過程（process）與庫存（stock）的角度來

看知識，包含了「資料」（data）、「資訊」（information）、「知識」（knowledge）

與「智慧」（intellect）這四個概念論述如下： 

 

一、資料 

是所觀察或搜集之紀錄、符號、數字、文字，僅在於顯現事實，無特別意

義。資料通常是一系列組織活動及外部環境的事實，可能是事實（facts）、圖片

（pictures）及數字（numbers），而且呈現時沒有脈絡（context），欲提高資料的

價值，必須經過分析綜合，將資料化為資訊與知識。 

 

二、資訊 

未處理過的數據，將經驗與構思加以融會整理的成果，在某一脈絡中呈現

有條理的資料，是有目的的整理來傳達意念，以文字描述來表示資料與數據間之

關連性和其意義的資料組合，其價值在於易於搜尋與重覆使用。Davenport 和 

Prusak（1998）提出一個 5C 的過濾模式，說明多樣雜亂的資料如何透過濃縮、

計算、脈絡化、校正和分類來轉換成資訊，如表 3-1 及圖 3-1 所示。 

 

三、知識 

是經過分析處理的資訊，為資訊流動的綜合體，含有許多不同的元素，在

脈絡中呈現有條理的資料，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文字化的資訊、專家獨

特見解以及新經驗與資訊的整合等，不僅存在於文件和儲存系統當中也蘊含於日

常例行的工作、過程、執行與規範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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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加工方法 結果 

濃縮(condensation) 資料以更精確的形式做成重點摘要，去除不必要的深度資料 

計算(calculation) 分析資料，與資料的濃縮類似 

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 我們知道為何要蒐集資料 

更正(correction) 刪除錯誤，去除「資料的黑洞」 

分類(categorization) 可以得知分析的單位 

資料來源：引自 Working knowledge：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 

(p.36), by T.H. Davenport & P. Laurence ,1998,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Nonaka 和 Takeuchi（1995）指出知識與資訊的主要差異為，首先知識涉及

到信仰與承諾，關係著某種特定立場、看法與意圖；其次知識涉及行動，通常含

有某種目的；最後知識涉及意義，須與某些特殊情境相呼應。 

 

四、智慧 

是知識應用與行動後，所產生有價值的結果或效益。Stewart（1997）更指

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是每個成員能為組織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與能

力的總和。James 認為由知識到智慧依其重要性高低可排列如下（洪明洲譯，

2000）： 

（一）認知型知識（cognitive knowledge） 

或稱為基本知識（know what），某項原理的規則與事實，掌握一門學科的

基本知識。 

（二）高深的技巧（advanced skills） 

或稱技術訣竅（know how），把書本知識轉化成有效實踐的能力，應用到解

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上，是最普遍創造價值的專業能力。 

 

表 3-1 對資料賦加意義以創造出資訊的各種不同方式—根據 5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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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自 Working knowledge：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 

(p.37), by T.H. Davenport & P. Laurence ,1998,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三）系統理解（system understanding） 

或稱深刻知識（know why），能掌握較深入的知識了解因果關係，超越具體

任務的執行，去解決更大更複雜的問題，以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可以察覺微妙的

聯繫，預見難以想像的後果。 

資料 

濃縮（condensation） 

計算(calculation) 

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 5C 的過濾 

分類(categorization) 

圖 3-1 5C 的過濾將資料轉換成資訊 

更正(correction)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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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動性創造力（motivated creation） 

或稱在乎原因（care why），運用原理間相互關聯的關係產生全新效果的能

力，可積極的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變動的外部條件，隨時更新需要淘汰的舊知

識。 

（五）統合與專業直覺（synthesis and trained intuition） 

具有覺察方法和原因的能力，能了解無法直接測量的關係間之能力，智慧

不僅存在組織成員中，而可以從組織系統、資料庫或作業程序與技術中獲得。 

 

Sena 與 Shani（1999）根據 Davenport 與 Prusak 兩位學者的觀點，繪製相關

流程架構，用以說明知識演進的過程，其中所呈現的程序，首由資料處理，進入

資訊管理，再成知識管理，而未來可預見的發展為智慧管理與價值管理，如圖

3-2 所示： 

 

資料來源：引自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creation：Toward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p.42), by J.A. Sena & A.B. Shani, 1999, New York : CRC 

Press. 

 

綜合以上，資料、資訊、知識與智慧四者之間有其密切的相關性，也有其

層次與目的的不同處，四者常被混淆運用。研究者認為其間的關係與差異性如下： 

文字化、分類、計

算、更正、濃縮 

比較、結果、關

聯性、交談 

行動導向、重大效

益、智者決策 

資料 

對事件審慎且

客觀的紀錄 

資訊 

能啟發接收者且

能做為重要證據 

知識 

經驗、價值以及經

過文字化的程序 

智慧 

蒐集與應用知

識來採取行動 

圖 3-2 知識演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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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 

只是數據與事實的堆積，本身並不具意義，是指客觀事實或人、事、時、

地、物的紀錄。例如：代號、姓名、數字等。 

 

二、資訊 

而資料在被賦予關聯性與目標之後，就成了資訊但本身仍是客觀、被動，

不具行動力的素材。例如：組織內部的月報表、財務分析表、趨勢預測表等。 

 

三、知識 

當人們將所擁有的資訊比較關聯透過使用者心智模式的詮釋、思考、歸類

等處理過程後，知識才能產生，換言之，知識是由資料、資訊的獲得經由思考辯

證彙整而來，除具體的事實、數據、資料文件外，更是透過思考辯證，將經驗、

事實、資訊，加上個人本身的價值觀與信念的融通而形成一套因應與解決問題的

架構，並且具有與周遭環境互動而不斷的進行修正、調整、回饋與創造的功能。 

 

四、智慧 

面對不同的問題情境，能有效整合、選擇、利用各種不同知識予以解決的

內隱能力。 

 

参、知識的分類 
研究者綜合文獻，根據知識的性質，將知識分類並分別論述如下： 

 

一、程序性知識、陳述性知識、事實性知識、概念性知識 

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是指知道「如何」的知識，可由行為

表現者觀察取得之知識；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是指透過語言文字

來描述的知識，屬容易傳達交換的知識；事實性知識（facutral knowledge）是指

知道「什麼」的知識，通常根據數據、圖表或發現事實；概念性知識（concep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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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是指較為深層之知識，不易為他人所觀察得知的知識。四種知識意

義不同，解決問題需要程序性及陳述性知識，但必須以事實和概念知識作基礎

（Tomaco,1999）。 

 

二、個人知識、組織知識、結構知識 

將組織的知識分成三種，個人知識只存在於組織成員的心智當中，而組織

知識是發生於一個團體或部門層級的知識，結構知識係透過組織作業程序、手冊

及倫理信條而存在，三者均可能是顯性或隱性知識（O’Dell & Grayson,1998）。 

 

三、公共知識、個人知識 

公共知識（public knowledge）必須是顯性的知識，相對的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可以是顯性的，能夠公開與分享，也可能是隱性的，沒有被轉化成

某種顯性呈現方式，無法公開和分享，兩者通常會產生互動，在組織中所佔比例

多寡存有差異（Kudva,1999）。 

 

四、特定領域知識、公司的知識、引導性知識、整合性知識 

Garrity 與 Siplor（1994）認為知識的類型可分為四種，特定領域知識與專家

進行決策直接相關；公司的知識與公司的價值、規劃、目標、目的、策略、政策、

及程序相關；引導性知識為操作與決策相關軟體及系統模式所需要；整合性知識

包括整合前述三種知識所使用方式的了解（陳儀澤，2001）。 

 

五、外部知識、內部知識 

外部知識（external knowledge）是傳統圖書館的服務範疇，組織外部知識來

源必須受到合理的評價與整理，其重點在於擁有容易使用，而且易於取得的外部

資訊搜尋系統，外部知識較易為組織所掌握與應用，相對地內部知識（internal 

knowledge）因存在於個別知識工作者腦中，較難與以直接取得和利用，須在組

織建構普遍分享的設施（pervasive sharing infrastructure）與文化（culture）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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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中流通並利用（Brooking,1999）。 

 

六、熟知的知識、未察覺的知識 

熟知的知識（known knowledge）是指個人知道親身獲悉的事物；未察覺的

知識（unknown knowledge）係指個人並不知道本身獲悉的知識，此種知識隱含

於工作當中（Bukowitz & Williams,1999）。 

 

七、外顯知識、內隱知識 

Polanyi（1967）在「內隱的層面」（Tacit dimension）一書中提出知識的內

隱性，並將知識分為內隱與外顯知識兩種，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早已存

在，是個人的，和特定的人、事、物、情境有關，難以形式化與溝通，就是那種

非正式難以言傳的「know how」的技能；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則指可

形式化、可制度化、可語言傳達的知識，透過資訊科技的轉化，可藉由聲音、文

字、圖表突破時空限制，加速傳達流程。 

 

Nonaka 和 Takeuchi（1995）承繼 Polanyi 觀點認為內隱知識寓意著有機體

統整知識的整體面，其優勢在自動反應，但是無法用文字或句子來表達主觀且有

形的經驗式知識，不容易文件化和標準化，必須經由人的互動才能產生共識的組

織知識，具有個人的特性；而外顯知識可以由內隱知識轉化而來，也可以形式化、

制度化或語言傳遞的知識，可以從知識庫中直接複製與進行獨立的學習，其特點

為具有廣泛適用性、可重複使用、與人分享等。 

 

Tiwana（2000）認為內隱知識是個人化的，有特定背景的知識，難以被正

式化、紀錄或記載；是儲存在人們的頭腦中，有各種的組成要素，如直覺、經驗、

原始事實、判斷、價值觀、假設、信仰與智慧，主要是由實務當中嘗試錯誤來開

發；而外顯知識是用系統化的語言，如文字、資料庫、網頁、電子郵件與圖形，

來記載或移轉知識要素。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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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徵 內   隱   性 外   顯   性 

本質 個人化的，有特定背景的 可被文字記載且顯露於外的 

正式化 難以正式化、紀錄、編碼與記載 可用系統化與正式化的語言來記載或移轉 

開發過程 以實務中的試誤法來開發 以彰顯資訊的內隱認知與解釋來開發 

所在位置 儲存在人們腦中 儲存在文件、資料庫、網頁、電子郵件、

圖形…….等等 

轉換過程 透過隱喻或類比等外部化的方式來將

知識外顯 
 

IT 的支援 難以用 IT 來管理、分享或支援 可以獲得現有 IT 良好的支援 

所需媒介 需要豐富的溝通媒介 能透過傳統電子管道來傳輸 

資料來源：引自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 kit：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building a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p.45), by A. Tiwana, 2000, 

NJ：Prentice-Hall. 

 

 
 

八、核心知識、精進知識、創新知識 

核心知識，係指組織運作所需的基本知識；精進知識是指透過競爭分化讓

組織具有競爭力的知識；創新知識能提供明確競爭分化讓組織領導該產業，甚至

改變制定規則（李金梅譯，2002）。 

 

九、鑲嵌性知識、移動性知識 

鑲嵌性知識（embedded knowledge）是指透過內化的技巧、建立團隊、組織

常規，或以較廣的專業性知識聯合網路所發展的組織知識，這些知識存在於個

人、組織的特殊關係、規範、態度與資訊流程及決策過程中，很難透過文字或是

符號來移轉給他人，且必須經過長期努力及熟悉才能習得的知識；而移動性知識

表 3-2 內隱性知識與外顯性知識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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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ory knowledge）是明確成套的，個人和組織在學習上沒有障礙，能夠具

有學習動機去開啟了解並吸收（Badaracco,1992）。 

 

十、標記知識、流程知識、技能知識、人際知識 

標記知識（label knowledge）是指識別與規範組織內各類群組，所設計出的

名稱、術語，以及分類描述的方式；流程知識（process knowledge）是指一種有

關事務運作程序的知識；技能知識（skill knowledge）是一種具體因應議題與特

殊需要來執行的知識；人際知識（people knowledge）是一種含括面向極廣的知

識類別，包含人們所有的洞察力、直覺，以及人際互動應對的訊息（Housel & 

Bell ,2001）。 

 

綜合各家文獻對知識的分類，發現不論是從單面向或是雙面向的角度來對

知識加以分類，都可以清楚看出知識在內涵上的轉變。論述如下： 

 

一、分類的考量觀點 

大致分類的觀點是依現象的了解與利用的目的、知識呈現的性質、知識的

確定性、組織核心的內外關係、決策支援的角度、知識轉移的過程階段、專業智

慧在組織運作的重要性、智慧資本與可移動性來加以分類。 

 

二、知識分類上的意義 

（一）在單向度的分類中，發現逐漸注意到內隱知識、相關程序與經驗的知識。 

（二）在雙向度的知識類型中，則發現從事實性的知識與概念性的知識，轉變為

強調期望性與方法性的知識。 

這些轉變顯現出知識的學習須不斷獲取、分享、應用與創新的歷程，這些

流程便是組織知識管理的核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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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管理的意義、內涵與測量 
 

暸解知識的意義後，本節首先將從知識管理的意義來探討，接著針對知識

管理的內涵與測量來加以論述。 

 

壹、知識管理的意義 
Smith（1995）認為，知識管理講求的是組織整體面向的系統運作，包括持

續改善，保持開發知識的進行，具有實施工作和體制調整的配合等要素。 

Malhotra（2000）認為知識管理是以知識的角度來組織資訊的程序，而這些

程序是藉由資訊相關科技的能力來處理資訊，以及將資訊轉換為行動（轉引自楊

政學，2004）。 

Spek 和 Spi jkervet（1997）認為，知識管理是提供組織成員，協助他們管

理知識，支援學習的能力，具有四個基本操作：知識發展、知識貢獻與轉化、知

識的安全性與容易取得、結合各種知識，來達成組織預期目標。 

Watson（1998）認為知識管理是將組織內的知識，從不同來源中萃取主要

的資訊，並加以儲存、記憶，使其可以被組織中的成員所使用，以提升組織的競

爭優勢。 

Bukowitz 和 Williams（1999）主張，知識管理是指組織透過一系列的作業

程序，將原組織中具有的智慧或資產，轉化產生價值的過程。 

Snowden（2000）認為，知識管理是智慧財產的認定，用最佳化的積極管理，

包括人工產品的顯性知識和個人與社群擁有的隱性知識。 

Hoven（2001）將知識管理界定為組織中所察覺、發現和學習知識的專業化

行政管理，經由蒐集、整合、組織、分析和分享組織的知識，使其能得到利用，

採有效行動以達到組織目標。 

Sydanmaanlakka（2002）認為知識管理是知識的創造、獲取、儲存、分享及

應用之流程，其最終目的在於決策時能夠有效的運用知識，知識本身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知識必須具有意義，而且可被應用（轉引自楊政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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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iby（1997）認為，知識管理是將是將知識資本管理視為一門科學學門，

將組織中無形資產創造出價值的藝術，包括涉及技能和行為的「資訊管理」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和涉及學習管理的「人員管理」（management of 

pepole），換言之包含硬體、軟體工程和人員素質等三方面。 

王如哲（2000）提出，知識管理等於「資訊和通訊科技」加上「新的工作

組織」，強調無形資產的管理，對象是智慧資產，是一種有意的策略，將隱形知

識外顯化，重視知識循環，整合知識系統，透過資訊管理和組織學習來改進知識

的使用。 

劉常勇（2004）認為，知識管理是將知識視為資產加以管理，含有關知識

的清點、評估、監督、規則、取得、學習、流通、保護和創新，能有效增加知識

資產的活動稱之。 

吳清山、林天祐（2000）指出，知識管理是將組織內的資訊和人員做有效

的管理和整合，透過組織成員知識的共享、轉化、擴散等方式，成為團體制度化

的知識，促進知識不斷創新，以增加知識的資產，擴增組織的財產和創造組織的

智慧。 

張明輝（2001）認為，知識管理係指組織應用資訊科技方法，配合組織結

構、組織文化等之特性，對組織的知識進行蒐集、組織、儲存、轉換、分享及運

用之過程，經由一連串的過程，促進組織知識不斷創新和再生，以提高組織的生

產力，增進組織的生產，並藉此提升組織因應外部環境的能力，及不斷自我改造

的動力。 

黃金木（2002）認為知識管理是以知識為主體的管理，透過人員、知識、

文化、科技與測量等重要因素的互動，促使知識產生動態轉化，並提升個人及組

織價值的歷程。 

林海清（2002）認為知識管理從功能而言是系統的管理與運用組織智慧，

包含有形與無形人才與經驗，並透過網路與資料庫的技術加以整理儲存管理，作

為組織提高產能的有效工具和策略以創造價值；就知識建構而言，它代表一種管

理思潮，是一種新的觀念、新的思考、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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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堅（2002）認為知識管理係指藉由管理的機制，利用組織內外之內隱

與外顯知識，配合組織文化、領導、資訊科技等因素的互動，以有效運作知識取

得、分享、應用與創新等之流程。 

林金福（2003）認為知識管理是組織運用資訊科技，配合組織文化、組織

結構特性，進行搜尋、儲存、轉換、擴散、移轉、分享、運用知識的過程。不僅

可以對內達到提高效率之實，對外更能保持組織的穩定與發展及提高競爭力，實

為一種提升組織績效的策略。 

楊政學（2004）認為知識管理係指知識經由資訊系統的建置，而融入文化

生態的價值，是為知識管理資訊化與價值化的過程。 

微軟總裁 Bill Gates 認為知識管理是始於企業目標和流程，其核心是管理資

訊的流動，讓需要者能獲得正確的資訊，進而快速地採取行動策略，所以知識管

理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目的（引自樂為良譯，1999）。 

 

從各家的定義中，發現知識管理是一種改善組織效能的管理策略，也是個

人專業成長的一種學習策略，其目的乃是希望提昇組織與個人的效能。知識管理

係管理概念的一種，其關鍵核心為「知識」，而且藉由管理的機制，激發組織內

外相關的內隱與外顯知識，配合組織運作的相關因素，有效實踐知識流通、知識

創新、知識分享、知識轉化等管理流程，進而營造優質的組織文化，以提昇組織

效能，建構組織長期發展與競爭優勢的一種管理藝術。 

 

研究者綜合文獻後，將知識管理定義為：「是指組織為實現其管理目標，運

用現代理論和技術，對組織內部和外部知識資源進行發現、挖掘、整理、儲存、

分享、轉化和創造，並透過科技管理維護，在最恰當的時候，把最恰當的知識，

傳送給最需要的人，以保持組織的競爭能力、創新能力與持續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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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識管理的內涵與測量 
 

一、知識管理的內涵 

（一）Davenport 和 Prusak（1998）的觀點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認為知識管理的內涵流程有五項重點，分別論

述如下： 

1.擷取知識：依組織任務的應用需求擷取必要的知識，將此知識形成文件，或將

知識建置在資訊系統當中。 

2.編輯知識：透過編輯、包裝以及剪裁等知識再加工的過程，增加組織知識、團

隊知識與個人知識的應用價值。 

3.發展知識的分類方法：將新知識依分類方法，歸檔到原設定位置，以方便作後

續的知識搜尋和進一步應用知識。 

4.健全基礎建設與建立應用知識的機制：發展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知識管理平

台，以利組織成員存取應用知識。 

5.教導組織成員使用、分享與創新知識：從管理面著手，導引組織成員參與知識

累積、知識擴散與知識創新的各種活動。 

 

（二）Sarvary（1999）的觀點 

Sarvary（1999）認為知識管理包括三個主要的流程內涵： 

1.第一個流程：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是指組織獲取知識與資訊的

過程。 

2.第二個流程：知識生產（knowledge production），將所取得的資訊轉換並整合

為知識的過程，而這些知識可以協助組織解決執行業務的問題。 

3. 第三個流程：知識傳播（knowledge distribution），讓組織的成員能夠取得並使

用組織知識的過程。 

 

（三）Prosbst, Raub 和 Romhardt（2000）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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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bst, Raub & Romhardt（2000）將知識管理的內涵分成六個核心活動，這

六個活動彼此關係密切相互影響，如圖 3-3 所示，分別論述如下： 

 
 

資料來源：引自 Management knowledge：Building blocks for success. (p.40), by G. 

Prosbst,S. Raub, & K. Romhardt, 2000, NJ：John Wiley & Sons. 
 

1.知識的鑑定：鑑定知識是對組織的知識環境加以分析和描述，大多數組織都發

現難以對內部與外部資料、資訊和技能充分掌握。 

2.知識的獲得：組織有絕大部分的知識都是由外界輸入，而且存在著個人與成員

間的潛在資源，這些資源往往沒有被完全利用，組織可透過延攬專家或合併來獲

取知識。 

3.知識的開發：知識開發和知識獲取是互補的。知事開發著重於創造新的技能、

新的產品、更好的創意，以及更有效率的流程。 

4.知識的分享與配置：組織成員各有所長，如何讓知識向團體或組織移轉需依賴

知識的分享與配置，使得修正分散的資訊或經驗供組織整體來應用。 

5.知識的運用：即使成功的鑑定並分配重要知識並不能確保知識會應用到組織日

常運作上，因此組織須採取行動來確保有價值的技能和知識資產被完全應用。 

6.知識的保留：依時取得的專長並不會自動長期存在可供利用，要達成資訊、文

知識的鑑定 知識的保留 

知識的運用 

知識的開發 

知識的獲得 

知識的分享與
配置 

圖 3-3 知識管理的核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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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專長的選擇性保留，必須仰賴適切的管理來謹慎規劃選擇、儲存及定期更新

擁有潛在未來價值的知識。 

 

（四）美國生產力與品質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 APQC）的觀點 

美國生產力與品質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 APQC）視

知識管理是一種有意識的策略、是一種複雜的過程，它必須有強力的「能力因子

（enablers）」為基礎來加以支持，這些因子包括：策略與領導（strategy and 

leadership）、文化（culture）、科技（technology）和測量（measurement），而它

必須與知識管理的過程相結合才能發揮功能，知識管理的過程包括創造

（create）、確認（identify）、蒐集（collect）、調適（adapt）、組織（organize）、

應用（use）和分享（share）七項（楊政學，2004）。 

 

（五）吳思華 (1996)的觀點 

吳思華 (1996) 認為組織知識管理應透過以下的運作機制以達成其內涵： 

1.知識萃取：組織中具有無形的人力資源與知識，可藉由書面化與電子化的公文

檔案，加以蒐集彙整並公開於組織，進而融入組織的運作系統中。 

2.知識轉化：組織能維持運作不墜的主要因素在於將隱性知識，順利的轉化成應

用的顯性知識，進而促成組織的運作績效，以面對組織外部的衝擊與挑戰。因此，

可透過企劃小組、師徒傳授制度、以及團隊合作的方式，將組織成員個人的知識

透過共享激盪的方式，進而轉化擴散成為組織運作的參照資源與應用的制度化原

則。 

3.機構化：組織可成立專責的機構來管理組織的知識資源，使知識資源加以系統

化及制度化，以發揮知識資源的功能與價值。 

 

（六）陳依萍（1999）的觀點 

陳依萍（1999）提及 Arthur Anderson 對知識管理內涵要素的看法，認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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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大要素，包括： 

1.領導（leadership）：知識管理是否為主要策略、績效的關聯、提升核心競爭優

勢等皆與領導的認知直接相關。 

2.組織文化（culture）：組織管理的落實與組織是否鼓勵知識分享、是否開放信任、

是否充滿彈性創新的文化，有著直接的相關。 

3.資訊科技（technology）：組織知識管理的落實與組織是否透過科技與其他成員

甚至外部人員聯繫、是否以人為中心為設計、是否讓經驗傳承更快速、是否及時

提供整合的介面平台直接相關。 

4.衡量指標（measurement）：組織是否已發展出知識管理的衡量指標，是組織知

識管理是否成功的要項。 

5.知識管理流程（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知識間的落差是否透過有效

的流程來彌補，完善的搜集知識機制是否發展，最好的經驗是否以程序化等。 

 

（七）劉淑娟（2000）的觀點 

劉淑娟（2000）以為對於國民小學的總務處營繕工程，可以採取以下四項

知識管理的內涵，來促進營繕工程的有效運作: 

1.知識取得：知識取得係指運用任何方式取得隱性與顯性知識，劉淑娟則採用「焦

點團體」與「文件處理」兩種方式取得總務處營繕工程之知識。 

2.知識分享：知識分享為利用總務處營繕工程網站作為知識分享與溝通之場所。

知識分享過程分為二種，一是靜態的網站文件下載功能;二為動態的電子郵件與

網站討論區，上網者利用電子郵件與討論區功能將總務工作經驗與知識呈現於電

腦介面上。 

3.知識應用：知識應用則是針對知識的可用性、正確性與完整性和解決問題的限

度等作為參考依據。本網站提供相關公文與解決營繕工程的檔案文件，以期順利

完成行政業務。 

4.知識創新：知識創新係指行政人員在面臨行政難題時，會主動尋求解決之道，

以期創造新的工作契機。行政人員在知識創新的過程中，並不侷限於本研究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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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行政人員將依個人認知過程擴展知識創新的深度與廣度。 

 

（八）鍾欣男（2001）的觀點 

鍾欣男（2001）針對國民小學知識管理，應用在學校本位教師專業成長運

用之研究，將知識管理界定為以組織系統之管理概念，乃融合個人與組織潛在之

資產，透過知識取得、知識分享、知識蓄積、知識擴散、知識創造等模式，引爆

組織活力，進而建構組織長期競爭優勢條件。 

 

（九）尤曉鈺（2001）的觀點 

尤曉鈺（2001）以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以了解國民小學知識管理的

現況，其認為知識管理，係指以系統化方式管理與應用學校中所有有形與無形的

知識資產，包括學校的科技設備、教學人員的經驗與專業能力等，並促使學校教

師與行政人員藉由獲取、分享與應用知識，來達到學校的永續經營與不斷創新。

其研究知知識管理之內涵包含以下八個層面。 

1.知識領導：指學校有明確且具吸引力之願景、提高學校知識生產與創造力之方

案，以及引導此一方案進行的專門人員。 

2.知識蒐集：指學校能運用方便操作且能支持教師與行政人員知識分享的校內網

路設施，來蒐集與儲存學校所具有的知識資產。 

3.知識中心：指學校有用以蒐集、建構與傳播大量知識，並能作為教師與行政人

員知識分享空間的圖書館。 

4.知識分享：指學校會藉由鼓勵對話或建立非正式的知識交換機制等方式，促進

成員不斷地分享與創新彼此的知識。 

5.知識確認與測量：指用系統化且為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認同的方法，來測知與

確認校內有形與無形的知識資產之價值。 

6.知識管理流程：指學校以系統化程序來創造、蒐集、組織、儲存、傳播、使用

與維護知識，並有清楚的政策、實務與指南。 

7.人員與技術：指學校重視並促進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知識管理能力的取得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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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8.市場效果：指學校能蒐集與回應顧客群(諸如學生、家長、社區人士)之需要，

並能將本身的最佳實務經驗與做法轉移到其他學校或機關。 

 

（十）張紹勳（2002）的觀點 

張紹勳（2002）認為知識管理的內涵可經由程序機制分成四個部分，分述

如下： 

1.知識輸入：即「知識創造」為知識的來源（source），也就是知識取得方式。例

如：組織內的研發創新、採購物料、設備供應、同業競爭、顧客瞭解以及其他大

環境的知識。 

2.知識處理：即「知識蓄積」為知識處理的媒介（media），也就是知識的分類、

篩選及處理過程，將新知識保留在組織中。例如：知識資料庫、資訊蒐集、分類

系統、品管圈活動、提案制度、教育訓練等。 

3.知識輸出：即「知識擴散」與「知識轉移」為知識的流向與接受者（receivers），

也就是知識的傳播、分享，將新知識快速地融入組織產品與服務當中，達到知識

內化、知識應用的目的。例如新知識的流向。 

4.知識回饋：即「績效評估」，知識會因時間與環境的變遷而失去價值，回饋

（feedback）就是提供知識更新、知識再創造與知識實用性再檢討。 

 

從上述學者所提出之知識管理的內涵中發現，知識管理內容包含程序、人

員、資訊科技等重要的核心議題；知識管理的歷程主要是在於蒐集、組織、傳遞

與創造知識。因此，知識管理的核心概念著重在知識管理之內容與歷程，而且兼

顧組織內部與資訊科技等因素方能促成知識的創新與應用。綜合以上各家主張之

知識管理內涵分析，可從「理論取向」與「實務取向」來論述之： 

 

一、理論取向 

（一）視知識管理為資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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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資訊管理系統、人工智慧、流程再造，組織著重在「資訊科技」的管

理，透過資料庫的建立，與資訊管理系統的運作，網際網路的流通等資訊科技，

來落實執行知識的傳遞、流通、分享與創新工作，以提昇員工效能與組織的競爭

力。 

（二）視知識管理為人員管理 

是從個人的學習模式的規劃著手，關注組織成員知識的學習與行政管理能

力的養成、評估、以及作業技巧和行為的改進，隨著資訊越來越多，組織強調「人

員學習程序」的管理，必須要有人去蒐集與解讀、整理與分類各種資訊的意義，

重視成員的觀摩學習，以及知識分享、應用與創新的學習策略。 

 

二、實務取向 

（一）內容面向 

主要包括「知識的內容分析」、「管理程序的內容分析」、「資訊科技的設施」

「組織與成員的配合因素」等內容。從需要學習哪些知識出發，進一步探討學習

過程中以何種方式來學習，需要哪些支援系統和配套措施來增進組織知識的運

用。 

 

（二）歷程面向 

主要在強調知識的學習與管理的程序步驟，包括知識的確認、蒐集、整理、

儲存、轉化、傳遞、分享、應用與創造，也可說是將知識視同資產，進行管理的

活動歷程。從知識的鑑定分類開始，分析組織所必須要擁有的知識，運用各種管

道來蒐集獲取，接著透過理想程序擴散知識，分享知識，與工作結合將知識轉化

運用在解決問題上，再從內外在執行與學習到的經驗反思回饋，創造新的知識。 

 

（三）應用面向 

視為組織應用與創新知識，只是位了維持組織生存，保有永續的競爭優勢

的一項工具、策略或方法，換言之，知識管理是一種策略手段，目的是為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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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界環境急速轉變時，能快速吸收新知識，避免結構僵化，藉此改變組織構

型來符應環境的需求，求得組織繼續發展。 

 

二、知識管理的測量 

有關組織知識管理的評量工具，近年來不斷地被開發出來，包括針對組織

知識管理現況的評量問卷、知識管理態度與績效的評量問卷、以及組織知識管理

策略的評量表等。若就組織知識管理現況而言，國外主要有 Arthu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 公司和 APQC 的「知識管理評量表」、Bukowitz 和 Williams

的「知識管理診斷量表」、David Skyrme Associates 的知識管理評量工具，Edward 

和 Gary（2002）發展出知識管理檢核表；國內主要有尤曉鈺依據 David Skyrme 

Associates 的知識管理評量工具，針對國小知識管理現況修訂之知識管理量表，

以及賴文堅所發展的高中職學校知識管理量表。茲分述如下： 

 

Arthur Anderson 顧 問 公 司 發 展 出 「 知 識 管 理 評 量 工 具 （ Knowledge 

Management Assessment Tool,KMAT）」代表一項測量的標準工具，可指引機關重

視需要投入更多注意的領域，並指認出本身知識管理實務上之優點，通常有不同

的 標 準 方 法 可 供 知 識 工 作 者 利 用 ， 分 別 是 ： 競 爭 的 基 準 （ competitive 

benchmarking）、合作的基準（cooperative benchmarking）、共同研究的基準

（collaborative benchmarking）及內部基準（internal benchmarking），而「知識管

理評量工具（Knowledge Management Assessment Tool,KMAT）」是建立在共同研

究的基準測量工具，分成：領導、文化、科技、測量和程序五個部分（Matha,1998）。 

 

Bukowitz 和 Williams（1999）曾提出知識管理的流程架構，此一架構植基

於組織會同時出現兩類主要活動，一是組織會以日常運用的知識，回應市場的需

求或機會；二是促使組織的知識資產能夠符合長期的策略性需求。而其知識管理

流程架構之戰術層面，包含四項基本步驟，即取得、使用、學習以及貢獻四者。

另外，其知識管理流程架構之策略層面，包括評量、建立和維護、去除等三項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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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此一量表包括七大部分（取得、使用、學習、貢獻、評量、建立和維護、

去除），每一部分均包含 20 個題目，每一個個題目以強、中等、弱三個等級的評

量水準，來對組織加以評量。 

 

David Skyrme Associates（2000）的知識管理評量工具是根據「創造知識為

基礎的企業所從事的最初研究」報告書中指出，最成功的知識方案經常出現的因

素，論述如下： 

1.與企業有強力連結的絕對必要性：知識管理明顯地增進企業的表現，如對顧客

的服務、新產品上市的時間，以及改進的生產力。 

2.具有吸引力的願景和結構：知識管理的方案是以對所有員工均有意義的方式來

描述的，通常會用一些有效且看得見的事務和訊息，來協助溝通。 

3.知識領導：知識角色的妥善瞭解和對於知識方案之強烈高度支持，如設置指派

知識主管人員（Chief Knowledge Officer）的例子。 

4.知識創造與分享的文化：組織的行為、獎勵、認可及時間分配，將會鼓勵知識

的自由流通，而非儲藏為個人所獨有，此乃「知識就是力量」的表現。 

5.持續學習：組織另一個重要焦點是個人與組織學習，組織成員受到鼓勵進行實

驗和學習，而非陷入「分析停頓」（analysis paralysis）中。 

6.良好發展的資訊與通訊基礎設施：外顯知識（資訊）是透過組織的網絡（例如

網內網路）可以容易進入利用的；人對人溝通是直接的（例如電子郵件）；基礎

建設是普遍可利用的、可靠的，以及有回應性的。 

7.系統性的知識程序：創造、蒐集、組織及儲存、傳播、使用、利用和維護知識

是以系統的方式來完成，通常組織也會有清楚的政策、實務及指南。 

以系統性實務和前述之因素互相比較之下，David Skyrme Associates所發展

出的知識方案架構，是以行動為焦點的架構，作為評量問題的基礎。在這個架構

內之影響因素共有三個層次（尤曉鈺，2001；賴文堅，2002）： 

1、促動因素或觸媒（enablers）：有一些知識方案的先決條件已經融入在組織中，

成為長期的觸媒。當有許多方案可促成一些進步時，若缺乏促動因素將會是一種

「顯現的阻塞（show stopper）」。此一量表最前面的兩部份的問題，是屬於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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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此一部份的得分良好，係指知識被視為是一種策略，以及對企業的貢獻

是清楚的敘述；而且組織的結構文化環境會激勵知識的發展與分享。 

2、工具（levers）：這些因素扮演增進者的角色。小的方案可以對結果造成大的

差異。因此，工具包括知識促進知識流通的過程、知識中心提供較快速的進入、

以及利用知識成為掌握內隱知識的較佳方式。這些相關的問題包涵在此一量表中

的第三至第八部分。 

3、基礎（foundations）：是提供將知識深植於組織基本設施中的能力與功能。是

代表可被發展出的最後能力。包括兩類互補的因素，一是「硬體」，支持知識合

作的資訊與通訊之基本設施；另一是發展知識增強的角色、技術及行為的「軟性」

之人文與組織的基本設施的。量表中的第九至第十部分包含此兩類的基本設施。 

David Skyrme Associates 所發展之量表（KMD）共分為十個部分，包括領導層面、

文化/結構層面、程序層面、外顯知識、內隱知識、知識中心、市場效果、測量

層面、人員/技術層面，每一部分皆有五個題目，共有 50 題。如表 3-3 所示。 

 

Edward 和 Gary（2002）參考 Teleos 八個知識管理層面，分別是：成功建

立一項組織的知識文化；高層管理對管理知識的支持；開發和傳送知識為主的產

品服務能力；成功獲取組織智慧資本的最高價值；創造知識分享環境的效能；成

功建立持續學習的文化；管理知識以創造出股東價值的能力。兩人參考後注重在

策略性和領導因素，發展出知識管理檢核表，共分成十大面向，分別是：遠景和

任務；策略；組織文化；智慧資本；學習型組織；領導與管理；團隊和學習社群；

分享知識；知識創造；數位精進等。共計 49 題的五分量表（王如哲、黃月純譯，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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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題                 目 

 
領 

 
導 

1. 是否有令人注目而消極從事的知識願景？ 
2. 在組織的任務、目標及計畫中是否清楚敘明知識的角色？ 
3. 是否有針對知識策略與活動之明確職責？ 
4. 知識和資訊是否被視為是重要的資源，以及經常在管理會議中予以檢討？ 
5. 是否組織中的知識主管人員或資深行政主管會促進其團隊內和外在世界的知識管理？ 

 
文 
化 
結 
構 

6. 是否審慎選擇方案團隊，以包含擁有廣泛經驗、不同技術及年齡層的人員？ 
7. 個人表現的評審是否會評量和獎勵個人的組織貢獻？ 
8. 是否學習思考反省的時間被視為是組織中良好時間投資？ 
9. 職場環境是否鼓勵互動和資訊的自由流通，例如非正式的會議區域，開放計畫的辦公室及

方案室 
10. 個別的專家是否受到鼓勵，來奉獻出時間和專門技術以支持其他的團隊 

 
程 

 
序 

11. 你是否知道什麼是重要的知識—你的核心企業程序所植基的知識？ 
12. 前述知識是否立即可資使用，以及自然統整融入於工作流通之中？ 
13. 組織是否有監視、蒐集並分類外部知識來源的系統性程序？ 
14. 是否有針對什麼是重要而需要與以保護所擁有的知識以清楚政策指引？ 
15. 是否對照其他公司和世界級的最佳實務，來評定你的組織之知識管理活動？ 

顯 
性 
知 
識 

16. 在公司內是否有立即可資利用的資源與知識清冊，例如經由網內網路？ 
17. 是否有獲得確認品質的資訊來源？ 
18. 是否你的資料庫經常受到維護，尤其是本文性質的資料庫？ 
19. 關於特殊的資訊資料庫之擁有者和專家是否被清楚指認出，並肩負此種資訊統整責任？ 
20. 你是否有諸如點子銀行的機制，因而未立即使用的點子不會失去未使用的機會？ 

 
隱 
性 
知 
識 

21. 你是否知道誰是各類知識領域的最佳專家？ 
22. 重要的會議是否錄影或錄音，以供後來參考和知識分享？ 
23. 是否重要的討論處有以可供接續的電子郵件備忘錄或討論資料庫來作成文件？ 
24. 取自顧客介面的知識是否予以回饋，並運用至服務的改進上？ 
25. 專家是否受到鼓勵以轉化其隱性知識而成為顯性知識，例如經由(錄製的)專題討論、「如何

引導」等？ 

知 
識 
中 
心 

26. 是否有扮演主導知識流通的中心，亦即可指引你至知識之來源？ 
27. 是否有良好目錄的圖書館，來掌握外部的出版品？ 
28. 是否外部生產的資訊購買受到協調，以避免重複並填補實質之知識落差？ 
29. 是否有核心團隊來負責創造並維護重要的知識圖？ 
30. 是否有資訊科學和圖書館技能的儲藏，以扮演知識管理專門技術之來源？ 

市 
場 
效 
果 

31. 資訊與知識是否以增進對於你的利益關係人之服務方式而立即可資利用？ 
32. 是否考慮過以知識創造新主要收入的方式，來重新出售你的核心專門技術？ 
33. 你的服務是否聰明，亦即可訂定的與可調適的，例如自分殊的來源將知識予以分離？ 
34. 你是否被顧客與同事視為是良好知識管理實務之範例？ 
35. 是否你的宣傳和行銷訊息會傳送你的知道如何的深度與重要性？ 

 
測 

 
量 

36. 知識管理的底限利益是否以你的所有管理人員瞭解的方式予以清楚敘述？ 
37. 你的組織是否以系統方式來測量並管理其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 
38. 是否你的表現測量制度明顯包括無形的和以知識為基礎的測量，例如顧客？ 
39. 你是否經常報導你的知識資產，諸如作為年度報告書之補充？ 
40. 是否使用你的測量制度作為對話與學習之焦點？ 

人 
員 
技 
術 

41. 特殊的角色是否受到指認與指派，例如知識編輯者、知識分析師？ 
42. 知識管理是否被視為是核心管理技術，因而每一位管理者專業人員均有一些熟悉？ 
43. 在每一個主要團體是否有在其團體內有負責展顯良好知識管理實務並扮演別人的指導者？ 
44. 你的訓練類型是否為以學習者為中心而且是組織日常生活之統整單元？ 
45. 知識管理能力的取得與知識分享行為是否受到肯定和獎勵？ 
 
 

表 3-3 David Skyrme Associates 的知識管理評量工具之層面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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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David Skyrme Associates 的知識管理評量工具之層面與題目（續） 
 

科 
技 
基 
本 
設 
施 

46. 是否所有重要的資訊會在你的網內網路中，例如點三次滑鼠之下而受到新的使用者之迅速
發現？ 

47. 你是否使用智慧的代理者或過濾者來篩選，找尋與分類重要的，但通常可能尚未可利用的
外部資訊？ 

48. 人員是否能透過內部網絡來立即分享文件和多媒體物件？ 
49. 是否有支持學習網路或實務社群之討論論壇或電子會議？ 
50. 是否使用視訊會議來連結分散的處所而成為定期的會議？ 

資 料 來 源 ：引 自 David Skyrme Associates （ 2000 ） .Knowledge management 

assessment tool. P.7-10 from：http：//skyrme.com/tools/index.htm. 
 

尤曉鈺依據 David Skyrme Associates「知識管理評量工具」發展出的量表

（KMD）之促動因素、工具、基礎三個層面，將它細部化之後，以台北市與嘉

義縣市國小行政人員與教師為樣本，修訂成學校知識管理評量工具，而其所發展

之知識管理問卷內容，經轉化使其適用於學校情境，主要希望能反映出國民小學

對於知識管理概念的實際運用情形，分為：領導層面、文化╱結構層面、程序層

面、外顯知識層面、內隱知識層面、知識中心層面、市場效果層面、測量層面、

人員╱技術層面和科技基本設施等十層面，共計 37 題（尤曉鈺，2000）。 

賴文堅（2002）所編制之「學校組織知識管理評量量表」，是植基於知識管

理上教育實用技能的創造、傳播及使用，針對教育體系的知識管理特性，以及學

校知識管理實務修編而成，主要包括： 

（一）知識的內容要素：包括外顯知識、內隱知識和知識中心。 

（二）知識轉換相關要素：包括資訊科技、人員 和 程 序。 

（三）知識管理社會環境因素：包括文化 領導。 

因此，賴文堅（2002）將學校組織知識管理量表分成上述等八個層面，共

35 題，如表 3-4 所列。 

王瑞壎（2003）以學校知識管理指標的建構為研究主題，分別從個人知識

管理、知識的轉換和組織知識管理來構成學校知識管理指標的構念，並以 CIPP

模式轉化的 CIPO 模式（背景、輸入、過程、成果）來建構指標，經由德懷術評

估將知識管理彙整成 15 項指標，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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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題                 目 

顯 
性 
知 
識 

1. 學校教職員經由文件檔案或校園網路，有立即可資利用的資訊與知識。 
2. 學校提供經過篩選且明顯有助於教學與行政工作的資訊。 
3. 學校中建立的教學與行政檔案、相關網站資料常受到維護與更新。 
4. 學校有明確的教學與操作手冊，能提供教師運用於教學實務。 

隱 
性 
知 
識 

5. 學校通常會安排教學上有優異表示者，擔任教學示範和觀摩，以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6. 學校舉行教學觀摩時，該科老師多數會主動且積極參加。 
7. 學校會鼓勵資深或優良教師，透過專題研討與教學觀摩、讀書會或參與團隊行動研究的方

式，來傳遞與分享他們的教學知識與經驗。 
8. 資深或優良教師會將自己的教學知識與經驗，製成文件或教學檔案，供其他老師參考。 

知 
識 
中 
心 

9. 學校圖書館已建立良好與完整的圖書與資料目錄，隨時均能掌握及查詢各學科領域專業的
出版品。 

10. 學校圖書館有專人提供圖書資訊查詢與所需之諮詢服務。 
11. 學校圖書館有儲存書籍與建立相關網路資源，提供閱讀、知識分享與研究的空間。 

領 
導 

12. 學校行政主管會要求各單位管理人員，將知識管理納入本身的業務計畫之中。 
13. 學校行政主管能提出知識管理的遠景，並積極推動。 
14. 學校相關主管在重要會議中將「知識與資訊提升」視為重要的議題並訂定具體辦法來執行。 
15. 學校中各單位主管會提倡學校知識管理的理念與作法。 

 
文 
化 

 

16. 學校教職員認為知識分享與創新是必需的學習歷程。 
17. 學校教職員間充滿開放和信任的氣氛，能鼓勵教職員自由的創新。 
18. 教師個人或教學研究會，會經常分享個人或團體的專業知識。 
19. 學校老師大都有自我學習的共識：自己必須不斷的學習、吸收新知。 

 
 
 

程 
 

序 
 
 
 

20. 學校已建立完備的機制，有可供教職員製作文件、分享資訊的參考方式。 
21. 學校已建立蒐集個人、團體最佳教學工作的機制。 
22. 學校已透過文件製作、個人檔案分享，將良好實務工作者之知識做儲存與傳遞。 
23. 教學工作上重要且關鍵的知識，本校已有文件或已電子化，能有系統的提供學校成員查詢

與利用。 
24. 學校已規劃出進行知識管理的制度與辦法。 
25. 學校有監控、蒐集並分類各種教學專業知識的系統性程序，以供教職員便利運用與遵守。 
26. 學校對於已擁有的各種專業知識與資訊，會針對重要的知識(本校獨特的教學方式與教材)

範，加以保護其智慧財產權。 

 
人 
員 

 

27. 學校有指派「固定或專門」的人員或單位來管理與建立教學或行政工作知識資料庫 
28. 學校中有專責的人員進行分類、摘述與傳遞學校中個人與團體的知識。 
29. 學校設有專人從事知識管理的規劃與推動。 
30. 每一個學科領域，學校都有人負責展現良好教學工作實務並扮演別人的指導者。 

 
科 
技 
設 
施 

31. 學校資訊系統都相當完整，且能即時傳達所需訊息給學校教職員。 
32. 學校重要的資訊都會透過學校網路傳達給每位教職員。 
33. 學校教職員大都會透過校園網路，立即分享文件資料與教學資訊與知識。 
34. 學校已建立學習網路或實務社群之討論論壇或電子會議。 
35. 學校重要的會員場所所有可供接續的資訊設備，記載各項意見而且能隨時透過網路傳遞與

交流意見。 

資料來源：高中職知識管理之評量工具發展與實證研究分析，頁 257-259，賴文堅，2002，國立

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論文，未出版。 

 

1.背景指標：學校制度結構、資訊基礎建設。 

2.輸入指標：資訊科技資本、學校網頁建置、學校知識庫建置。 

表 3-4 學校組織知識管理評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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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過程指標：人才的任用、知識管理策略、知識管理制度、教師教學過程、行政

運作過程。 

4.成果指標：知識管理文化、知識管理願景、資訊與通訊科技成果、知識管理評

鑑、知識庫的成效。 

 

綜合以上文獻，發現知識管理的評量工具，大多偏於企業界方面，主要用

來測量組織的知識分享、管理知識的程度以及組織知識管理實務的優劣，著重於

知識管理的過程如何提升組織績效與競爭力。至於教育行政領域的知識管理評量

工具，仍屬於萌芽發展階段，國內也僅有部分係針對學校知識管理評量而發展。 

 

研究者認為教育行政機關知識管理的成效，主要可以從知識管理的流程活

動來呈現，並將知識管理分成四個主要層面來呈現，分別是知識的獲取、知識的

分享、知識的轉化與知識的創新。研究者參考文獻各測量層面之內涵，茲將不同

層面趨向分析歸納之結果，整理如表 3-5。 
 

本研究有關知識管理之量表主要是分成知識的獲取、知識的分享、知識的

轉化與知識的創新四個層面來探討，內涵上包括：知識的存量、取得管道、建立

流程、支援決策、資源使用、轉化外顯、激勵創新、解決問題、數位環境、運用

效率、領導激勵、分享動機、合作互動、績效考核等不同的管理方式來測量。分

析其內涵可從以下六個觀點來加以論述： 

 

一、注重在知識的量與質的水準 

包括個別成員的專業知識、經驗能力，以及存在整體組織的技術、專利、

制度、流程、作業規範等。 

 

二、知識獲取的能力 

包括評量組織是否能夠自內部成員與外部機構有效取得各種知識，評量的

範圍包括是否能將存在個人身上的經驗、心得等隱性知識，加以顯性化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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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部取得之知識能將之轉移成組織知識存量一部份的能力。 

 
表 3-5 知識管理層面文獻探討分析歸納表 

知     識     管     理     層     面     分    析 研究者 
知識的創新 知識的獲取 知識的分享 知識的轉化 其他層面 

 吳思華 (1996)  知識萃取  知識轉化 機構化 

陳依萍（1999）   資訊科技 

知識管理流程 
 

領導 

組織文化 

衡量指標 

劉淑娟（2000） 知識創新 知識取得 知識分享 知識應用  

尤曉鈺（2001） 知識領導 
知識蒐集 

知識中心 

知識分享 

知識中心 

知識確認與測

量 

人員與技術 

知識管理流程 

張紹勳（2002） 知識回饋 知識輸入 知識處理 知識輸出  

賴文堅（2002）  
科技設施 

知識中心 

顯性知識 

科技設施 

知識中心 

顯性知識 

 

隱性知識 

領導 

文化 

程序 

人員 

王瑞壎（2003） 成果指標 輸入指標 過程指標  背景指標 

Davenport & 
Prusak（1998） 

創新知識 擷取知識 
編輯知識 

分享知識 

發展知識 

應用知識 
 

Matha（1998）  科技 科技 程序 

領導 

文化 

測量 

Bukowitz & lliams
（1999） 

貢獻 取得 建立與維護 
使用 

學習 

評量 

去除 

Sarvary（1999）  獲取知識 知識傳播 轉換整合知識  

Prosbst, Raub & 
Romhardt（2000） 

知識的開發 

知識的鑑定 

知識的獲得 

知識的保留 

知識的分享與

配置 
知識的運用  

David Skyrme 
Associates（2000） 

市場效果 知識中心 

顯性知識 
知識中心 

顯性知識 

人員技術 

程序 

領導 

文化結構 

隱性知識 

測量 

Edward & Gary
（2002） 

知識創造 
數位精進 智慧資本 

分享知識 
團隊和學習社

群 
策略 

遠景和任務 
組織文化 
學習型組織 
領導與管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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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創新的能力 

評量組織使用知識來產生創新成果的能力，包括成員的創意思考能力、分

析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輔助決策專家系統、資源使用彈性、激勵創新機制等。 

 

四、知識流通的效率 

評量組織資訊系統的完整度，包括作業資訊是否已數位化、文件化、程序

化、網際網路的使用程度、資料擷取的效率、輔助決策分析的能力等。 

 

五、組織團隊溝通的能力 

評量組織內人際關係、領導與激勵、專案管理、團隊互動與組織共識等方

面的表現。 

 

六、員工在知識學習與分享的價值觀 

評量組織在知識學習的運作水準，以及員工之間是否已形成樂於與他人分

享知識心得的文化形成。 

 

第三節 知識管理的原則、策略與作法 
 

本節將從知識管理的原則出發，接著針對文獻中實施知識管理的相關策略

與作法加以論述。 

 

壹、組織知識管理的原則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指出當組織決定採用知識管理所遵行的原則後，

就可以創造出詳細的知識管理取向與計畫，其所提出的原則如下： 

 

一、知識管理是昂貴 

有效的知識管理需要投資，而無知與愚蠢將付出更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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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的知識管理需要人與科技的混合對策 

透過互補的方式，可以建構出人與資訊科技交織而成的知識管理環境。 

 

三、知識管理是高度政治性的 

如果知識管理活動的週遭沒有政治出現，組織會認為一切正在發生的事情

並不具有價值。 

 

四、從圖像所獲得的利益甚於模式，從市場甚於階層制度 

知識市場自行運作，並且提供與繪製顧客所想要的知識及其圖像，對使用

者而言，比假設性的知識模式更有幫助。 

 

五、知識管理需要知識管理人員 

知識不易被善加管理，故需組織中的團體對此有明確的職責，負責蒐集與

分類知識，建構知識導向的科技基礎結構及監控知識的使用。 

 

六、知識的分享和使用常常是不自然的行動 

讓外來的知識進入我們的知識體系，以及從他人之處尋找知識，不僅具威

脅性，且須付出相當的努力，以激勵人人具有高度的動機從事知識分享的活動。 

 

七、知識管理意指改進知識工作歷程 

改善措施需涵蓋市場研究、產品設計與開發及工作執行程序等過程。 

 

八、知識的存取只是知識管理的開始 

接近知識是重要的，成功的知識管理需要注意與約定。需透過消極的知識

接受和積極的參與、他人的敘述和報導、角色扮演和遊戲及與知識提供者的密切

互動來接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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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知識管理永遠沒有終止的時候 

知識管理的任務永無止境，知識也沒有被完全管理結束的時候。知識環境

變遷快速，其有關的描述應是快速而容許模糊的，並且只擴展至保證受到使用的

程度。 

 

十、知識管理需要一種知識契約 

如果知識已成為組織中更具有價值的資源，人們會有更多的關注投注於知

識管理的合法性，畢竟智慧財產法已經成為法律專業中成長最快速的領域。 

吳清山和黃旭鈞（2000）針對學校推動知識管理提出十大原則，分別是：

顧客服務原則；人力與科技結合原則；自我管理原則；忠誠信賴原則；持續發展

原則；不斷更新原則；共同參與原則；激勵創新原則；自然而然原則；充分支援

原則。 

 

貳、組織知識管理的策略與作法 
 

一、知識管理的策略 

從組織如何界定組織的知識缺口與策略缺口出發，了解組織的需要，再進一

步探討組織實施知識管理的策略。 

 

（一）Zack（2002）的觀點 

Zack（2002）利用 SWOT 模式來瞭解及分析組織策略與知識策略所產生的

缺口，雙方如何達到密切地連結，此即為缺口分析（Gap Analysis），如圖 3-4 所

示並說明之： 

1.知識缺口 

為了支援組織做必須執行的策略，組織必須要清楚明瞭相關的知識（What 

Firm Must Know），然而組織目前掌握了哪些知識？有那些人才、技能、能力等

（What Firm Knows），兩者之間的差距稱為知識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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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自“An Architecture for Managing Explicated Knowledge”,by M. Zack, 
2002 ,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68, p.45.  

 

2.策略缺口 

組織必需做什麼？指的是組織為有效地掌握「機會」抗拒「威脅」，必須採

取何種策略因應，然而每個組織有自己的「優勢」和「弱勢」，組織能夠做到的

（What Firm Can Do）與必需做到的（What Firm Must Do）差距稱為策略缺口。 

 

基於此，為降低組織實施知識管理策略間之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差距，以下

針對組織實施知識管理的策略與步驟作法加以論述： 

 

（二）Boyton（1996）的觀點 

Boyton（1996）曾提出從事知識管理的四個步驟： 

1.使知識顯現出來（making knowledge visible）； 

2.建構知識的強度（building knowledge intensity）； 

3.發展知識文化（developing knowledge culture）； 

4.建構知識的基本設施（building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組織應該做什麼 組織必須知道什麼 

組織目前知道什麼 組織能做什麼 

知識缺口 策略缺口 

圖 3-4 組織的策略與知識缺口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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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之間是相互依賴、相輔相成的，若只從事其中一項步驟忽視其他步驟，

將會阻礙整個知識管理的推行，且知識管理將無法成為組織的重要核心事務。 

 

（三）Hansen（1999）的觀點 

Hansen（1999）針對兩種相對的知識管理策略，分類編碼策略和個人化策

略，論述如下（如表 3-6 所示）： 

1.分類編碼策略（the codification strategy）：從人力資源、資訊科技、管理策略和

經濟模式出發，以提昇組織競爭力，此策略指的是組織將其策略集中於電腦。知

識受到仔細的分類，並將這些分類編碼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容易讓組織成員

所利用。 

2.個人化策略（the personalization strategy）：如同上述面向出發，此策略指知識

與其發展緊密相結合，知識的分享主要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互動，電腦是協

助溝通知識，而非儲存知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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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兩種知識管理策略之對照 

         分類編碼                                    個人化 

 
 
 
 
 
 
 
 
 
 
 
 
 
 
 
 
 

資料來源：引自“What is your Strategy for Managing Knowledge？”,by D.B.Hansen, 

1999 ,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72（2）, p.109.  

 

二、知識管理的作法 

（一）Tiwana（2000）的觀點 

競爭的策略 

重複使用經濟學： 
一次的知識資產投資； 
多次重覆予以使用； 
運用包含高比率與伙伴
聯繫的大型團隊 

經濟的模式 

藉著再次使用分類編碼的知

識，來提供高品質、可靠的，
以及快速的資訊系統 

人員至文件： 
發展分類編碼、儲存、傳 
播，以及容許知識重覆使用
之電子文件系統 

資訊科技之高度投資；目標

是將人員與可再次使用的分
類編碼知識相聯結 

聘用有能力將知識再次使用

並將解決對策付諸實踐的大

學畢業生； 
獎勵利用並貢獻於文件資料
庫之人員 

人員對人員： 
發展聯結人的網絡組織，因 
而可以分享隱形知識 

資訊科技的低度投資；目標

是促進隱形知識的對話與交
換 

晉用喜歡問題解決並能容忍 
模糊之企管碩士； 
透過一對一的監督來訓練人

員獎勵直接與他人分享知識
的人員 

知識管理 
策略 

資訊科技 

人力資源 

專家經濟學： 
對獨特問題的特別設計之對 
策，並收取高額費用； 
使用包含低比率的伙伴關係
人員之小型團隊 

透過傳輸個人專門技術，來

提供針對高層次的策略性問

題之創造性、分析的嚴密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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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wana（2000）針對知識管理提出十個步驟的路徑圖（如圖 3-5 所示），其

將推動知識管理分成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不同的步驟，論述如下： 

1.第一階段為「基礎建設的評估」：細分為兩個步驟。 

（1）分析現有的基礎建設：透過分析計算組織中現有的事物，找出現有基礎建

設主要不足之處。 

（2）將知識管理與組織策略連結：針對組織策略，提出知識管理平台的設計，

把知識管理的目標與組織策略相結合。 

2.第二階段為「知識管理系統分析、設計與開發」：細分為五個步驟。 

（1）設計知識管理的基礎建設：選擇系統架構的建設元素，考慮資訊結構找出

合作智慧層的元素，如人工智慧、資料倉儲、類神經網路、專家推理系統、規則

庫、個案式推理機制等。 

（2）稽查現有的知識資產與系統：從組織中各單位成員組成稽核小組，對知識

資產進行預備盤查，找出重要部分與較弱部分。 

（3）設計知識管理團隊：組成小組設計、建立、導入與開展知識管理系統，找

出組織內外部主要利益關係人，管理多元和分歧的利益期望。 

（4）創造知識管理的藍圖：知識管理小組需提供建立與逐步改善知識管理系統

的計劃藍圖，整合上述之步驟集其大成。 

（5）開發知識管理系統：跨越不同層級來整合系統，以建立一致且穩定的知識

管理平台。 

3.第三階段為「展開階段」：細分為兩個步驟。 

（1）展開、並使用結果導向的漸進式方法：考量使用者的真正需求，並透過前

導測試來進行實況檢查，可以找出失敗點並將之隔離剔除。 

（2）管理變革、文化與薪酬架構：知識分享非下令就可做到，需鼓勵使用並獲

取員工的支持，應建立新的薪酬結構才能激勵組織成員。 

4.第四階段為「評估階段」：具評估績效、衡量投資報酬率並漸進地改良知識管

理係單一步驟，此步驟為從財務面與競爭面衡量知識管理對組織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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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開、並使用結果導向的漸
進式方法 

7      開發知識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引自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 kit：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building a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p.69), by A. Tiwana, 2000, 
NJ：Prentice-Hall. 

 

分析現有的基礎建設 

將知識管理與組織策略連結 

設計知識管理的基礎建設 

稽查現有的知識資產與系統 

設計知識管理團隊 

創造知識管理的藍圖 

第
一
階
段
： 

基
礎
建
設
的
評
估 

1 

2 

3 

4 

5 

6 

第
四
階
段
：
評
估 

9  管理變革、文化與薪酬架構 

10  評估績效、衡量投資報酬率 
並漸進地改良知識管理系

圖 3-5：十步驟的 KM 路徑圖 

第
三
階
段
：
展
開 

第
二
階
段
：K

M

系
統
分
析
、
設
計
與

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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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onaka（2000）的觀點 

Nonaka（2000）提出一廣義的知識管理架構，可分為下列六的步驟解釋： 

1.知識資產的開發、調查與維持：對於成為組織關鍵的知識資產進行解析、體系

化及分類，不足的資訊由外部獲取，以知識資產為基礎而產生某種程度的價值，

此措施是為了要完成知識策略的最高水準所必要施行的。 

2.知識創造過程的領導：延續知識經營的目的，為了使知識資產活用，驅動組織

內的知識創造過程，對於最有價值的知識，建構出一知識創造實踐的「場」是很

重要的。 

3.知識資產的活用、共享與移轉：由文獻轉變成共享的知識基礎，此時的檢索可

以適時適所的透過專家網路來共享知識及活用。 

4.知識資產的蓄積：在知識創造的過程中，在產生新的知識，來成為資產在蓄積

起來，非只是情報或數據的蓄積，而是要將脈絡、情境、內隱知識等，試著重現

案發現場的方式將知識記錄起來。 

5.創出從知識資產來的收益：專利、技術、版權等並不經過知識創造過程引出的

知識資產價值與收益，然而此知識資產的活用在組織策略上也是很重要的。 

6.依據創新、問題解決讓知識產生效益：經由知識創造過程，從結果看執行顧客

的問題解決，依據知識提供產生價值。 

 

（三）馬曉雲（2000）的觀點 

馬曉雲（2000）認為知識管理的推動具有五個步驟，分別是： 

1.組織知識管理團隊（organize task force）：溝通建立知識管理的必要性與建立推

動計畫，進行種子人員訓練，階段目標在凝聚組織共識。 

2.知識分析與盤點（knowledge analysis and check）：瞭解組織知識管理的現況與

作法，檢視策略目標、願景等組織現況。 

3.知識整合（knowledge integrated）：有系統、有目的、有組織的學習，整合管理

系統、標竿學習等，以建立競爭優勢。 

4.知識規劃與設計（knowledge planning and design）：管理知識轉化為資訊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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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立管理架構，讓成員善於使用組織智慧。 

5.數位化學習與實施（e – learning and implemented）：建立虛擬化的學習系統，

提升知識工作者的創造能力，以塑造組織文化。 

 

（四）林東清（2004）的觀點 

林東清參考 Arthur Anderson 顧問公司作法，修正後認為知識管理的實施作

法有下列六大步驟，分別是： 

1.認知管理階段：主要是透過高階主管的領導，提出願景、宣示決心來發起，接

著進行文化風氣的形成，透過儀式、典禮、酬賞制度、說明會及研討會來形成知

識管理的風氣。 

2.策略階段：此階段包括擬定知識管理策略，亦即擬定知識管理的目標和範圍、

IT 系統、組織結構、作業流程等面向。如：網路架構、知識庫架構、線上學習

架構、文件管理系統架構，及這些架構如何整合等的規劃工作，明定知識管理的

專責單位等。 

3.設計階段：此階段包括兩個重要工作，首先是先導計畫的選定，選擇一個抗拒

較小、接受程度較高、能凸顯成效、明確易產生迴響、較易成功、高階主管感興

趣的地方開始，來鼓舞士氣，提高整體推動的決心。再則就是進行構面的設計，

針對策略階段所規劃出的目標與方向來進行，屬於操作導向的設計，如：針對知

識庫中的內容、架構、元件、模組、索引、介面的設計、作業管理流程、工作環

境等的設計。 

4.原型開發與測試階段：先從小部分導入，並邊做邊學與邊做邊改，透過使用者

與各知識管理相關單位不斷地溝通來執行，開發、測試、修改、再測試等不斷循

環的工作，以便學習及擴大延伸知識管理的範圍，避免定死後不合用，浪費投入

成本。 

5.導入階段：當使用者能接受使用後，就進入導入上線的階段，此步驟要特別注

意教育訓練、支援、服務、維修和改錯等工作，並注意須避免組織員工抗拒與排

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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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評估與維護階段：透過各種明確、公平、適合、重要的量化、質化、財務性、

非財務性、內外部的各種衡量指標，定期持續地評估知識管理的績效，並據此改

善與補強知識管理的功能，另因應環境的變化，知識管理的內容和作法也要隨時

更新。 

 

教育行政機關因為人員異動頻繁，許多隱性知識透過人員流動而白白流

失，且大量的資源投入在與施政關鍵互不關聯的研究領域上，知識集成能力表現

較差，知識管理與人力資源管理脫節，忽視人與知識的關係。綜合文獻，不管是

分類編碼的策略或個人化策略、Tiwana（2000）針對知識管理提出十個步驟的路

徑、Nonaka（2000）的知識管理架構，研究者認為組織知識管理的實施策略與步

驟，可從下列方向來進行思考： 

 

一、建構知識社群建立重點議題 

推動知識管理體系的工作，應由各機關首長積極參與推動，並成立專責單

位統籌推行與追蹤，依據機關的任務、遠景、目標研擬知識管理議題，議題須回

歸機關的基本使命及競爭優勢之上，避免無焦點地擴大服務範圍。 

 

二、尋找組織合適的切入點 

當組織要推展知識管理之時，應先仔細所屬組織的文化特質與所擁有的資

源特性，來加以考量分析，從員工抗拒及衝擊最小處進行切入，才能順利踏上第

一步。 

 

三、加速建立知識傳播與共享的環境 

要促使組織之知識管理能長期持續發展，過程中必須採取多重條件取向來

建置，透過檔案文件化、程序制度化、溝通科技化、訊息網路化等，另同等重視

員工內部的創造與外部知識的獲取，建立整合系統來累積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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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隱性知識的外顯化 

個人知識的隱性特徵和私有性阻礙著知識的轉化與傳播，是屬於個人信仰

和個人價值的產物，具有思維延續性和知識由淺到深的縱向關聯，即使擁有內隱

知識的人員願意將知識傳授給他人，由於每個人的價值觀存在差異，內隱知識遠

不足外顯知識那樣容易讓第三者獲得，組織應有計畫對內部隱性知識進行外顯化

的處理。 

 

五、促進知識創新文化的發展 

創新文化是組織文化最重要的成分，應營造具有下列特點的內部環境，包

括：在組織的所有層面上建立知識獲取、創造、累積、保護、探索的機制；鼓勵

組織成員的積極態度，讓成員能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與他人分享所擁有的知

識；建立良好的交流條件，提高成員間能充分交流的機會，加深相互了解的程度；

讓組織成員清楚了解組織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了解單位彼此間的異同。 

 

六、培養知識專家重視流程管理 

知識管理人員應具有的職責包括：考察研究組織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分析

哪些知識已經存在於組織內部，哪些可以從組織外獲得，哪些知識需要進行新的

研究才能取得，接著應對現有知識進行分類，此為尋求知識發展規律的基礎，也

是加快知識發展的途徑，然後決定知識交流中應進行哪方面的投資，以期建立知

識管理流程，促進知識創造與共享。 

 

 

第四節 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對於知識管理的研究趨向於探究組織行為之相關主題，偏重企業的

組織與學校組織行為的研究。至於文教行政組織行為的探究相當缺乏，以下茲針

對本研究層面在國內外重要相關的知識管理文獻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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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外在知識管理層面的相關研究 
知識管理研究，主要在於對知識管理的內涵與影響因素的分析，茲針對本

研究架構層面之相關文獻論述如下: 

 

一、知識獲取的研究 

（一）Huber（1991）的觀點 

Huber（1991）以組織學習的觀點出發，提出五種知識取得的方法，強調由

內而外的知識獲取方式，分別論述如下： 

1.天賦學習（congenital learning）：是指組織制度化的知識及歷年來領導者傳承下

來的知識，是經由「繼承」所得來的知識和觀念稱之。例如：組織悠久的歷史，

良好的組織文化氣氛，有績效的行政程序規章等。 

2.經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細分成五種，分別是 

（1）組織的試驗：對組織的回饋加以運用和分析，組織因此而得到知識。 

（2）組織的自我評估：注重組織成員的參與與互動，以改善成員心智及關係為

重要的學習目標。 

（3）試驗中的組織：也稱為「自我設計組織」，指組織將本身維持在一個時常改

變的狀態，不斷變動其結構、程序、符號、領域及目標等，這種運作可使組織獲

得好的調適能力，而在快速變遷的環境生存下來。 

（4）非蓄意與非系統學習：學習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但無法有系統的累積。 

（5）經驗基礎的學習曲線：經驗對於組織績效有正面的影響，組織隨著經驗增

長學習，營運成本能明顯降低。 

3.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是指組織向其他組織學習策略、管理方法及技

術，以這種方式獲得知識的速度較快，但須注意別人的經驗未必一定適合自己的

組織。 

4.移植（grafting）：是指組織招募具有新知識的成員，注入新血，將知識引入組

織當中，人員所擁有的知識可以藉由雇用成為組織內的知識。 

5.搜尋（searching & noticing）：是指組織透過掃描、集中搜索、績效監視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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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掃描是廣泛地觀察外界環境；集中搜索是針對範圍的內外環境加以瞭解；績

效監視是指瞭解過去組織行動所得到的績效。 

 

（二）Hedlund（1994）的觀點 

Hedlund（1994）認為知識獲取的方式可分為五種方法： 

1.完全由內部自行發展：依靠組織內部來強化現有的能力，可以由研發、顧客服

務單位開始，不易被競爭者所模仿，但容易受到組織現有能力所限制。 

2.外部輔助內部發展：利用組織外部的顧問來協助組織發展能力，外部知識的來

源必須要和組織成員一起工作，且知識的交流要被驗證，最後要能確定知識是儲

存於組織內，但是這樣的知識也會被競爭者以同樣方式取得。 

3.公開市場採購：透過專利或外包契約採購市場上可取得的能力，組織必須要能

深度的了解與評估所獲得的知識，並將其重新格式化以適合組織記憶。 

4.組織間的合作：與其他組織合作以強化或建立能力，學習必需是合作的重要目

標，這樣的合作可以轉移內隱知識，並創造知識的效益。 

5.合併與購併：獲得具備特定能力的組織，必須在整合與毀損組織的風險中取得

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兩個組織的知識可能會難以整合，而且不容易在不破壞被購

併組織的情況下取得內隱知識。 

 

（三）Davenport 和 Prusak（1998）的觀點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提出組織取得知識的方式分為下列六種方法： 

1.收購：組織內部知識創造包括組織透過收購所得到的知識，以及在組織內部產

生的知識，而獲取知識最有效地方法通常是用「買」的，收購某個組織或雇用某

種專才的人員。 

2.租用：租用知識指的即是租用知識的來源，是指組織透過與大學研究研究機構

合作或聘僱成為組織顧問，藉此獲得他們的研究知識，或將他們的知識運用到某

個領域為組織帶來益處。 

3.指定專責單位：組織取得知識的傳統方法是設立專門的單位或團體。如設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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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單位。 

4.融合：組織特意在複雜性與衝突當中，創造出新的合作模式。如組織將觀點迴

異的成員結合起來，共同為某計畫目標或是問題解決而努力，並迫使彼此攜手找

出解答。 

5.適應：提高組織對環境的適應力，而提高組織適應力的方式，透過組織學習的

方式讓成員願意學習，並讓願意吸收新知的成員成為組織適應環境的重要元素。 

6.知識網路：組織內非正式的網路也是知識產生的來源之一，透過知識的交流成

為組織有用的知識。 

 

（四）伍忠賢（2001）的觀點 

伍忠賢（2001）認為知識取得的方式是透過知識槓桿（knowledge leveraging）

來達成，包括下列三項： 

1.外力借助：透過外界力量以收購或合併方式辦理，過程中含有技術知識的轉移。 

2.策略聯盟：各組織各有所長，可以截長補短，利用不同組織的「力」或「智」

來達成學習，包括技術聯盟、技術合作、合資式的研發組織等。 

3.契約研究：透過外包和產學合作來達成學習，組織將核心能力以外的活動外

包，是組織企業再造的主要議題，美國戴爾電腦有 90%外包，福特汽車亦高達

70%。對知識管理來說策略性外包（strategic outsourcing）不僅是利用外包單位

的 勞 力 ， 更 重 要 的 的 是 利 用 並 吸 取 其 智 力 ， 可 稱 為 知 識 本 位 的 外 包

（knowledge-based outsourcing），也是一種外部知識槓桿的作用（ leveraging 

intellect），藉外力以吸收知識，提升自己的知識能力。 

 

二、知識儲存的研究 

知識可視為組織內所有可以創造的價值，但卻看不見實體，若以知識的存

量與流量來看，知識可以乘載組織內的智慧資本到處流動，或將智慧資本轉換為

某種形式的知識能力保存於組織中，由於知識的無形及所有權不屬於組織，因此

管理知識須著重知識的儲存。茲針對知識儲存的相關研究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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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adaracco（1992）的觀點 

Badaracco（1992）探討組織知識的儲存方式，提出組織是透過下列方式來

儲存： 

1.組織設計物或產出物本身。 

2.機器設備之中。 

3.組織成員腦海當中。 

4.透過電腦科技，附著在組織資料庫當中。 

 

（二）Nonaka 和 Takeuchi（1995）的觀點 

Nonaka 和 Takeuchi（1995）主張以一種「超聯結型」組織結構來儲存組織，

這種連結型組織結構分成三層，分別是知識庫、企業組織系統和專案系統，逐層

分別蓄積知識，層與層之間可相互連接交流。 

 

（三）Grant（1996）的觀點 

Grant（1996）認為組織中知識的整合有賴於共同知識，通常共同性知識可

分為下列五種形式來儲存： 

1.語言：共同語言的存在對於需要依賴語言溝通的整合機制來說相當重要，這樣

的溝通包括規則、常規與透過團隊的問題解決與決策。 

2.符號溝通的其他形式：可將語言擴充包含所有符號溝通的形式，如數字化、規

則化、表格化等。 

3.專門知識的共通性：不同的專門知識間必須有一些共通的知識基磐，不同的知

識基磐將使知識無法整合在一起。 

4.共享的意義：內隱知識轉換為外顯知識，常常造成「知識損失」，透過建立彼

此共享的瞭解將有助於內隱知識的溝通。 

5.認識個別知識領域：有效地知識整合需要每一個人了解其他人的知識技能，透

過相互適應的方式，減少外顯知識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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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avenport 和 Prusak（1998）的觀點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認為組織中知識的整理，純粹是把它變成易懂

可應用的形式，組織中知識管理者能夠為知識分類、加以形容、製作分佈圖、進

行模擬，並進一步將知識融入規章或工作的秘訣當中。另他們認為在進行知識儲

存之前組織必須先做到下列兩件事項： 

1.整理、儲存與更新：知識的分法有許多，大致上以知識能否言傳、能否教授、

能否用語言表達、使用時能否觀察、是否已歸檔等方式來區分，各種分類法也都

有其相對應的整理方式。特別是不能言傳、無法教授的知識，組織往往只能侷限

於扮演提供與促進知識的需求予需求者互動的角色，因此，製作知識來源分佈圖

就變成整理知識時相當重要的步驟，另也可利用專家系統、人工智慧系統等科技

工具把組織成員專業知識的精華記錄下來，或者運用獎勵與肯定制度讓握有關鍵

知識的員工留下來。 

2.製作知識來源分佈圖：此機制雖不是直接對知識進行整理儲存，卻能提供需要

知識的人知道去哪找到這些知識。以 1995 年微軟公司為例，進行「技術開發計

畫」，把系統開發人員的知識製作成分佈圖，分佈圖裡包括了文件、結構化知識

與人員，透過四種知識結構型態來進行知識分類，分別是：入門能力、基礎知識、

地區性或獨特的知識、全球性知識。每層的知識都記載了兩種外顯與內隱的知識

項目，儘可能詳細描述知識能力的內涵，並架構在伺服器上，全球每位員工都可

進行查詢（Davenport & Prusak,1998）。 

 

（五）楊政學（2004）的觀點 

楊政學（2004）認為組織知識蓄積的方式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 

1.以資訊科技為主，強調資料庫、管理資訊系統、網際網路等方式。 

2.藉由具有知識之專家或個人來協助組織成員記憶知識，如採取師徒制之方式。 

3.將組織知識存在組織的「物件」當中，包括組織活動、組織結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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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分享的研究 

知識分享在研究上不管在定義與描述上沒有一致的看法，舉凡知識的擴散

（knowledge diffusion）、知識交換（knowledge exchange）、知識轉換（knowledge 

conversion）、知識交易（knowledge transaction）等都是常被使用的相似概念。研

究者針對重要相關文獻，分從四個觀點加以討論，並探討知識分享的障礙，分述

如下： 

 

（一）「溝通觀點」的知識分享 

溝通是企圖建立共同的暸解基礎，以共享事實（facts）、觀念（ideas）、態

度（attitudes），簡單來說就是交換意見（exchangeing meaning）的意思，因此在

組織成員之間，有效地溝通實為知識分享的基礎，Berlo 曾提出溝通的要素，分

別是：溝通來源 /發訊者（communication/source）、編碼（encoding）、訊息

（message）、管道（channel）、解碼（decoding）、接受者/收訊者（acceptor/receiver）。

而 Hansen（1999）以 Berlo 的溝通理論為基礎，建立一個知識分享的模式，他認

為知識分享就是一種溝通，當組織成員由他人獲得知識時，就是在分享他人的知

識，其中知識分享牽涉到兩個主體： 

1.知識擁有者（knowledge owners）：擁有知識的個人，這些個人願意以演講、著

作、行為或其他方式與他人進行知識的溝通。 

2.知識重建者（knowledge reconstructors）：有能力重建知識擁有者所分享出來的

知識，以模仿、傾聽或閱讀等方式來認知、理解這些知識。 

 

Hansen（1999）認為知識分享有兩個步驟： 

第一步：知識擁有者將知識外化（externalization），透過演講、編輯知識系

統、建構檔案或建立知識資料庫等方式外化。然而知識的外化未必是個人所知覺

的行為，也不一定是針對被分享者所做的行為，如可以藉由觀察別人執行任務的

過程從中學習，而知識的擁有者未意識到執行該任務需要特定的知識，也不知道

自己已經成為知識分享的對象，亦即多鼓勵知識擁有者將知識以某種方式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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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產生知識分享的活動。 

第二步：將知識擁有者外化的知識加以內化（internalization）的行為。強調

接受知識的一方不單只是被動的行為而已，尚需重建這些被外化的知識並加以內

化，故稱之為知識重建者，而非消極的收訊者而已。 

 

（二）「學習觀點」的知識分享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認為知識分享或轉化並非特殊的專有名詞，

而是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周遭環境當中。不管是課題間的討論、或是向同事詢問如

何填寫預算申請表等，均為知識分享的過程。基於此，Davenport & Prusak 建立

了一個知識分享的公式:「知識分享 = 傳達 ＋ 接收」。知識分享的成功與否，

除了「知識提供者」能否有效地表達出其所擁有的知識外，「知識接受者」是否

有能力吸收亦是重要關鍵。Davenport & Prusak 亦提出一些組織如何促進知識分

享的方式，也就是想辦法讓知識提供者有機會與知識接受者面對面接觸，方式如

下： 

1.談話室與交誼廳：讓組織成員有自由的交流空間，鼓勵一些無法預測的、可能

含有創意的知識融合與分享。過去管理階層可能認為在交誼廳的談話是浪費時

間，毫無效率，但是這其實提供了彼此交流且共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2.知識展示會：藉由各部門員工有機會向其他部分員工展現自己的知識，跨越部

門藩籬，促進彼此交流。 

3.影音多媒體紀錄觀摩與師徒傳授機制：組織成員透過運作過程影音多媒體紀錄

觀摩，以及師徒傳授等方式，有助於內隱知識的轉移與分享。儘管有各種促進知

識分享的方式，同時也強調組織文化與價值觀必須要有利於知識分享，否則一切

設計可能淪於形式。 

 

另 Senge（1998）認為知識分享並不是「購買過程中一個取得的動作」，而

是一種「學習」，是一種使他人獲得有效行動能力的過程，進一步而言，資訊分

享是讓他人知其然（knowing about things），僅是單純給予的觀念；而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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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協助他人「知其所以然」（knowing how）。 

 

Gilbert 和 Gordey-Hays(1996)認為當組織內缺乏某種知識時，便產生所謂

「知識落差」(Knowledge gap)，必須透過動態學習的方式將知識引進或移轉進

來，才能達成組織或取知識的目標。因此其提出知識移轉的五個階段，說明如下： 

1.取得(acquisition)：在知識移轉前，組織或個人對知識的獲取管道，其方式可藉

由過去經驗和工作中取得，也可從組織外部（如：競爭者、研究機構、學術單位、

專家或顧問等）及員工身上獲得，組織也可經由不斷搜尋和管理過程取得知識。 

2.溝通(communication)：組織若希望有效的移轉知識，必須先發展溝通機制，不

論是透過口頭言語或書面上，皆必須建立在順暢的溝通管道上。 

3.應用(application)：獲取知識的目的在於應用知識，再進一步鼓勵組織學習，組

織的學習主要的目的在於應用所獲取的知識，不是僅取得知識而已。 

4.接受(acceptance)：被移轉的知識在同化前，必須先被組織內的個人接受，同化

現象才會發生，組織內由高層主管階級探討所獲得的新知識，促使下層部屬接受

此一新知識，不過由於此階段並未讓下層部屬共同參與知識的探討，僅被動的接

受主管的指示，未能完全了解與吸收。大多數組織知識移轉僅停留在接受階段，

而知識移轉必須進行同化階段才算是完全的吸收。 

5.同化(assimilation)：知識移轉過程中最關鍵的階段就是「同化」。同化是知識移

轉實際應用的結果，屬「知識創造」的過程，是知識應用與省思的結果，並將此

結果轉化為組織日常工作，變成組織運作的規則。 

 

因此，知識透過搜尋、蒐集、通訊技術的方式，已獲取學習所需要的知識;

當組織獲取知識之後，必須透過溝通的管道，使知識能有效移轉，以促進組織對

知識的運用與學習；而應用的階段，下層部屬僅停留於被動接受來自主管階層的

知識，不能親身體驗與參與探討，因此必須再進一步使所獲取的知識落實並同化

於組織的運作，而形成組織運作的制度與文化，如此知識的獲取才能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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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互動觀點」的知識分享 

Hedlund (1994) 對知識互動過程模式，提出沉思、對話、吸收與散佈等三

個步驟： 

1.沉思（internalization）：「沉思」乃「成文化」(articulation)與「內化」（internalization）

之互動，「成文化」乃指讓內隱知識可以清楚表達的過程，增強資訊的移轉、擴

散與進步，是企業組織成長的關鍵。相對的，「內化」意旨將外顯知識轉換成個

人內隱知識的過程，使得有限認知的、知覺的、協調的資源變得更為經濟。而真

實的知識往往是藉由兩者問的互動。「沈思」而產生，其互動方式，就猶如學生

對外界所吸收的知識，必須透過「沈思」的過程與內在經驗結合，最後形成自我

的認知系統。 

 

2.對話(dialog)：「對話」乃指「延伸」(extension)與「凝聚」(appropriation)之互動，

「延伸」是指由較低層吹往較高層吹的知識移轉方式(層次分為個人、小團體、

組織、跨組織)，而「凝聚」恰與「延伸」反方向的過程。兩種過程牽涉的知識

種類可能為外顯知識，亦有可能為內隱知識。以學校為例，向新進教師介紹學校

特色與發展現況，均屬外顯知識;相對地，新進教師對學校組織文化的瞭解與對

組織之承諾，則屬於內隱知識。至於「延伸」與「凝聚」兩種過程互動間之「對

話」，發生在某一特定層級當中(從個人到跨組織的領域)。 

 

3.吸收(assimilation)與散佈(dissemination)：「吸收」與「散佈」基本上，屬於知識

的輸入與輸出的系統概念，故這些知識可是內隱的，亦可是外顯的，包括認知、

產品及技能等形式。 

 

（四）「時間與對象觀點」的知識分享 

汪金城（2001）指出知識分享行為具有六個具體內涵，分別是： 

1.與他人就工作上的問題進行面對面的溝通。 

2.工作中的實地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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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知識具體化後儲存在組織的資料庫中。 

4.發表有關工作上的問題的文件。 

5.公開的演講。 

6.在訓練與研討會中進行知識的教授。 

這六個知識分享的具體作法，可以依「需不需要特定時間」與「特定對象

的有無」兩個構面，區分為「有特定對象/需要特定時間」、「有特定對象/不需要

特定時間」、「無特定對象/需要特定時間」「無特定對象/不需要特定時間」四種不

同的知識分享行為類型。 

 

（五）知識分享的障礙 

Krogh（1998）認為組織中知識分享主要有四個障礙： 

1.合法性語言（legitimate language）：個人的知識必須經由語言的外化，方能使

知識被團隊成員與組織所了解與接受，而這些語言所運用的字句通常是組織成員

所熟悉，部分專業性的語言在非專業人員眼中有如無字天書。 

2.習慣（habits）：組織如同個人一般，有一些行為會一再重複，但原因非這種

行為有利於組織，而是很少人會質疑這種已成為組織信仰的習慣，組織中最常見

的一句話：「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做，以後也將這樣做下去」。 

3.正式的程序（formal procedures）：正式程序來自於許多的經驗累積，曾成功解

決許多複雜的問題，但正式程序也使知識分享的過程受阻。 

4.組織的典範（company’s paradigms）：此為知識分享最基本的障礙所在，組織

的願景、核心價值、任務、策略建構了組織的典範，成員處於組織當中很難不依

循組織的典範。 

Leonard 和 Sensiper（1998）在研究內隱知識的創造與分享時，發現有多重

的障礙阻隔了組織內隱知識的分享，主要障礙有： 

1.組織對知識分享缺乏獎勵與成員自利心理：組織中如果對知識分享缺乏獎勵機

制，許多自利的同仁很快發現，保存知識對自己才是最有利的，特別是當分享這

些知識需要大量的時間與人接觸時，更難讓知識擁有者產生知識分享行為。 



 

 116 

2.不平等的參與地位：組織中具有層級，不平等的參與地位常成為知識分享的障

礙，加上組織經常對不同層級所應具有的知識有著不同的評量架構，更加大此障

礙。 

3.距離：包括空間和時間的分隔，組織中最明顯外部的障礙是距離的障礙，因此，

組織通常運用資訊科技期盼解決，雖解決部分問題，但許多需要經由肢體語言、

實地示範、多面向團體互動及人際交流所傳遞的內隱知識仍無法克服。 

 

四、知識轉化的研究 

（一）Zack（1999）的觀點 

Zack（1999）認為知識從創造到傳播利用是一種精鍊（refinery）轉化的過

程，這種過程包括五個步驟： 

1.取得（acquisition）：組織創造知識與資訊，以及從內在與外在的來源獲取知識。 

2.提煉（refinement）：將擷取到的知識存入知識庫之前，組織必須賦予其附加價

值的過程，像是過濾、標號、建立索引、分類、摘要、標準化、整合等。 

3.存取（storage and retrieval）：建立知識庫，能有效地儲存知識與擷取知識。 

4.傳播（distribution）：透過組織內各種設備，如內部網路、電子郵件等，有效地

將知識傳播出去。 

5.呈現（presentation）：組織能將所使用的知識，在安排、選擇及整合的過程更

彈性化，讓內容更有價值。 

 

（二）Fielden（2001）的觀點 

Fielden（2001）認為組織的知識管理架構，最好能與組織的策略、政策以

及組織的運作相結合，才能讓知識的利用發揮極致，針對知識的利用過程其認為

至少包括下列四項（張紹勳，2002）： 

1.擷取知識（knowledge acquisition）：知識透過許多方式與途徑被取得，例如：

員工參與各種研討會或商展，即可帶回最新的資料與資訊，最重要的是，必須要

將這些帶回的資料與資訊文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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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儲存與組織知識（knowledge storage & organization）：取得有價值的資料與資訊

後，組織應能將它們加以整合與分析，並能做最完備的儲存。 

3.傳播知識（knowledge distribution）：知識能否被組織員工自由的取得，成為知

識管理最重要的關鍵之一，組織可透過內外部網路（internet & intranet），將有用

的知識傳播給需要的員工，讓組織成員自由地擷取適合的知識。 

4.應用知識（knowledge application）：知識管理最終的目的，即是要組織成員能

夠應用有價值的知識於工作當中，組織進而能產出更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以符

合顧客的需求。 

 

（三）溫源鳳和湯凱喻（2005）的觀點 

溫源鳳、湯凱喻（2005）將知識轉化視為知識的精煉，目的在於將組織員

工個人的主觀知識轉變為客觀知識，透過書面檔案或是文件的建立方式，將組織

無形的知識資產以及組織成員個人的能力逐一轉化成組織公開的資訊，並將其融

入日常規律的組織運作體系當中，不只將知識歸類並予以系統化，同時仍不斷回

顧以往的經驗，促使組織產生知識的成效。 

其最主要的方式，即在要求組織成員務必將日常工作上的成果與外部搜尋

新發現回饋到組織，並以系統化方式加以歸類儲存於組織資料庫中，最常使用的

方法包括專家資料回饋、顧客資料回饋與組織工作報告三種。 

 

五、知識創造的研究 

日本企管學者野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Nonaka & Takeuchi)(1995)提出的

SECI（socialization、externalization、combination、internalization）知識創造模式，

認為組織本身不會創造知識，個人的隱性知識是組織知識創造的基礎，而此種知

識創造的過程則稱為「知識螺旋」，指出知識創造的互動形式取決於不同轉換模

式的輪替，這些輪替誘導因於下列四種不同場域（Ba），由資訊轉為知識是透過

「場」的協助，論述如下（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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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引 自 “The Concept of‘Ba’: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by I. Nonaka & N. Konno, 1998,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0 (3). p.45.  

 

1.共同化（socialization）與創作之場域（originating Ba）：人們通常透過觀察、模

仿與練習去學習對方的隱性知識，重視的是人際間的交流、關懷、愛、信任與責

任。 

2.外化（externalization）、表達（articulation）與互動之場域（interacting Ba）：因

為內隱知識很難透過語言表達，因此常需要使用隱喻、類比、觀念、假設與模式

等互動方式，來直覺地了解某一件事。 

3.整合化（combination）與虛擬之場域（cyber Ba）：人們經常把外顯知識的各個

片段，整合成為一個新的整體知識，虛擬空間的互動在此能夠取代真實空間的互

動。 

4.內化（internalization）與演練之場域（exercising Ba）：當組織中能分享顯性知

識時，其他組織成員也開始內化這些知識。 

共同化(socialization) 

i    i 
   i       i 

 i     g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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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化(articulation) 

圖 3-6 四種知識轉換模式 

內隱知識 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 外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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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自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p.71), by I. Nonaka & H. Takeuchi, 1995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兩位學者更進一步指出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可以交互轉換，知識創造就奠

基於此基礎上，將存在於個人的內隱知識貢獻出來是所有人的責任，組織應動員

所有的人並建立一個組織的知識網絡，並將這些內隱知識轉化為組織中所有人共

享的外顯實務社群，造就知識創造的第一步，進一步將組織中的個別知識擴大打

破組織的層級與界限，形成一個互動方式，接著再藉由這些外顯知識創造個人的

內隱知識，強化個人知識的涵養。組織層次的知識創造與個人層次的知識創造最

大的不同點，在於組織與個人間的互動擴大形成知識的提升，這個擴大的過程以

螺旋狀方式呈現，稱之知識創造螺旋（knowledge-creating spiral），如圖 3-7、3-8

所示。 

 

 

共同化 外化 

內化 整合化 

系統化知識 

概念性知識 共鳴的知識 

操作性知識 

對話 

做中學 

聯結外顯知識 

圖 3-7 知識螺旋 

建立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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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自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p.73), by I. Nonaka & H. Takeuchi, 1995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兩位指出組織知識的創造即是一種螺旋的過程，由個人層次開始，逐漸上

升並擴大互動範圍，超越單位、部門和整個組織的界限，共有以下五種推動力： 

 

1.意圖（intention）：知識螺旋的推動力來自於組織內部愈達成目標的意圖，有了

組織意圖才能發展出清楚而明確的策略架構，有了策略架構，組織才能了解如何

進行發展，進而創造所需求的知識。 

 

2.自主權（autonomy）：若將自主行動的權力賦予組織成員，則有助於組織對於

資訊搜尋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在知識創造中經授權的自主性個體與團隊會自動設

定任務目標，追求更高層次的組織意向。 

 

 

個人 團體 組織 組織之間 

內化 

組合 

社會化 

本體的知識層次 

本體論層面 

認識論層面 

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 外部化 

圖 3-8 組織知識創造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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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波動與創造性渾沌（fluctuation & reactive chaos）：外界環境充滿無序、不穩定、

多樣性、不平衡與非線性關係，而組織例行的程序與應對，並不能有效的全面應

付突如其來之變動衝擊，若是能讓組織成員改善心智與思考模式，使得創造性渾

沌能得以形成，促進組織成員重新思考運作的新方法，則有助於組織知識的創

造，進而提升面對變故的適應與處理能力。 

 

4.重複（redundancy）：在效率與減少浪費的要求下，重複由大家共同參與，使組

織成員之間，可以彼此涉獵他人的職責範圍與權限，促進成員彼此問有機會透過

不同的觀點提供建議，強化知識通訊與分享，進而激發知識創造的動力，另亦可

協助建立非正式溝通管道，打破直接隸屬的溝通，不過過程中會造成資訊超載與

成本加重的問題。 

 

5.知能多樣性（requiste variety）：組織內部必須具備多樣性的知能，始能應付組

織外部複雜問題的衝擊，因此，組織成員能力的多元化與組織內部相互支援的能

力提昇，才能有效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此外，兩位學者亦提出若欲有效的營造組織知識創造的氣氛，則組織必須

包含以下三大設計系統: 

1.知識基礎 (knowledge-base)：所謂知識基礎乃指包含組織文化、價值觀、意識

形態等有關隱性知識，以及文件、檔案、數位與電子化資料等顯性知識等總稱。 

2.行政系統 (business system)：所謂行政系統乃指透過正式化、科層化等管理組

織來達成日常業務運作的功能。 

3.企劃系統 (project system)：所謂企劃系統乃指依據組織的發展願景，籌組各專

案的企劃小組，並將各企劃小組加以連結成企劃團隊，以促成團隊聯合創造知識

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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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知識管理與環境個人背景變項探討之研究 
有關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知識管理的表現程度差異的探究，以下舉出與本

研究有關的國內知識管理相關研究，包含性別、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以及組織規

模等項。 

 

一、性別與知識管理 

鍾欣男 (2000) 以台中縣市、彰化縣與南投縣的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由

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的表現程度上，男女教師的表現有顯

著差異，而且男性教師優於女性教師。 

 

張簡天瑞 (2001) 以高屏地區的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由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應用於學校課程統整的實施，以及學習型組織的發

展，女性教師的表現程度，顯著優於男性教師。 

 

石遠誠（2002）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知識管理知覺上，會因性別的不同，

而有顯著的差異，以男性學校人員知覺較佳。 

 

蔡主民（2003）以嘉義縣市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

實施知識管理的部份層面上，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女性學校人

員知覺較佳。 

 

楊金量（2003）以台灣中部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在對知識管理的知覺上，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女性教師知覺

較高。 

 

二、服務年資與知識管理 

鍾欣男 (2000) 以台中縣市、彰化縣與南投縣的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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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研究發現，資深教師的知識管理程度亦較高。 

 

廖勝能 (2001) 以全國國民小學行政人員為樣本，經由問卷調查的研究發

現，服務年資「25 年以上」的學校行政人員，其知識管理的表現程度較佳。 

 

尤曉鈺 (2001) 以台北市與嘉義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由問卷調查研

究發現，資深教師的知識管理程度較高。 

 

吳宗成（2002）以彰化縣和嘉義縣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在知識管理文化知覺上，會因服務年資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服務年資

較長的學校人員知覺較高。 

 

施東陽（2003）以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之國小教師為樣本，經

問卷調查研究發現知識管理表現，會因服務年資不同，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以

年資較長的表現較佳。 

 

卓鴻賓（2003）以中部地區國小教師為樣本，發現不同服務年資對知識管

理的看法有著顯著差異。 

 

楊金量（2003）以台灣中部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在對知識管理的運用程度，會因年資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年資長的學

校人員知覺較高。 

 

三、擔任職務與知識管理 

尤曉鈺 (2001) 以台北市與嘉義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

發現，擔任不同職務的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在知識管理的表現程度有顯著差異。 

 

鍾欣男 (2000) 以台中縣市、彰化縣與南投縣的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由



 

 124 

問卷調查研究發現，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在知識管理的表現的程度上有顯著差

異。 

 

廖勝能 (2001) 以全國國民小學行政人員為樣本，經由問卷調查的研究發

現，擔任不同職務的學校行政人員，在知識管理的表現程度有顯著差異。 

 

張簡天瑞 (2001) 以高屏地區的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由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應用於學校課程統整的實施，以及學習型組織的發

展，在擔任不同職務教師的表現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 

 

吳毓琳 (2001) 以台灣地區的國民中學現任的行政人員包括校長、主任、兼

任組長與副組長的教師為研究樣本，經由問卷調查研究發現，擔任不同職務的國

民中學的學校行政人員，在知識管理的推動表現上有顯著差異。 

 

鄭曜忠 (2001) 以全國 89 所公私立高級中學的學校行政主管為樣本，經由

問卷調查研究發現，擔任不同職務的主管，在知識管理的態度亦有顯著差異。 

 

張榮嘉（2002）以台灣地區國小行政人員為樣本，探討知識管理在國民小

學學校行政應用之研究，亦發現行政主管與成員之間在知識管理的認知上有顯著

差異。 

 

吳宗成（2002）以彰化縣和嘉義縣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

發現在知識管理文化知覺上，會因職務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主任的知覺

程度較高。 

 

卓鴻賓（2003）以中部地區國小教師為樣本，發現不同職務對知識管理的

看法有著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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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量（2003）以台灣中部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在對知識管理的運用程度，會因職務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主任知覺較

高。 

 

四、學歷與知識管理 

鍾欣男 (2000) 以台中縣市、彰化縣與南投縣的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由

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具有研究所學歷的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的表現較佳。 

 

廖勝能 (2001) 以全國國民小學行政人員為樣本，經由問卷調查的研究發

現，具有研究所學歷的行政人員，知識管理的表現亦較佳。 

 

吳宗成（2002）以彰化縣和嘉義縣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

發現在知識管理文化知覺上，會因學歷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師範師專畢

業的學校人員知覺較佳。 

 

蔡主民（2003）以嘉義縣市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

實施知識管理的部份層面上，會因學歷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師範師專畢

業的學校人員知覺較佳。 

 

楊金量（2003）以台灣中部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在對知識管理的運用程度，會因學歷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研究所（含

四十學分班）畢業學校人員知覺較高。 

 

五、組織規模與知識管理 

尤曉鈺 (2001) 以台北市與嘉義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 經由問卷調查研

究發現，學校規模較大的學校，知識管理的表現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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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簡天瑞 (2001) 以高屏地區的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以知識管理促進學習型組織的建構，會因不同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的

表現差異。 

 

賴文堅（2002）以高中職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知識管

理表現上，會因不同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以規模大者表現較

佳。 

 

吳宗成（2002）以彰化縣和嘉義縣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

發現在知識管理文化知覺上，會因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小型學校的

學校人員知覺較佳。 

 

俞國華（2002）以中部四縣市公立國小教師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

在知識管理上，會因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中型（13-24 班）學校的

學校表現較佳。 

 

詹達權（2003）以中部五縣市國小校長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推動

知識管理部分層面，會因不同學校規模，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 

 

施東陽（2003）以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之國小教師為樣本，

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知識管理表現，會因不同學校規模，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

以規模小的學校表現較佳。 

 

蔡主民（2003）以嘉義縣市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

實施知識管理的可行性上，會因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以中大

型學校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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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量（2003）以台灣中部地區國小教育人員為研究樣本，經問卷調查研

究發現在對知識管理的運用程度，會因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規模小

學校人員知覺較高。 

 

王金龍（2004）以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知

識管理的表現上，會因不同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以規模小的

學校人員知覺較高。 

 

六、組織地區與知識管理 

吳宗成（2002）以彰化縣和嘉義縣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

發現在知識管理文化知覺上，會因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偏遠地區的

學校人員知覺較佳。 

 

俞國華（2002）以中部四縣市公立國小教師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

在知識管理上，會因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城市學校的學校表現較佳。 

 

石遠誠（2002）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知識管理知覺上，會因地區的不同，

而有顯著的差異，以一般地區的學校人員知覺較佳。 

 

蔡主民（2003）以嘉義縣市國小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

實施知識管理的可行性上，會因學校城鄉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 

 

楊金量（2003）以台灣中部地區國小教育人員為研究樣本，經問卷調查研

究發現在對知識管理的運用程度，會因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城市學

校人員知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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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組織類型與知識管理 

賴文堅（2002）以高中職學校人員為樣本，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知識管

理表現上，會因不同學校類型，而有顯著的表現差異，高中學校優於高職學校，

私立學校優於公立學校。 

 

綜合文獻資料之見解，將企業界相關之知識管理理論，予以解讀分析後，發

現知識管理的要素除了「人員」與「知識」兩者外，其中主要包括：「知識管理

的流程」與「組織配合的因素」兩個部分。分別論述如下： 

 

一、知識管理的流程 

主要關注在組織或個人對於知識管理的學習程序上，包括對於相關資料資

訊與知識的蒐集、儲存、整理、傳遞、轉化、流通、分享、應用與創新等歷程。

就主要的學習程序，分成四部分說明如下： 

 

（一）知識的獲取 

係指組織能了解組織的知識缺口，分析內部外部有那些重要知識適合於組

織的需求，進一步決定獲取的標準，並可以透過多方途徑，包括：環境的掃描、

焦點搜尋、績效監督等管道，成功的由組織內、外部環境、利害關係人、焦點議

題等來吸收取得知識，組織進一步將有價值的知識經過選擇（Select）、過濾

（Filter）、加工與提煉（Refinement）後，以適當多元媒介儲存知識的機制，以適

當的形式儲存於組織知識庫中，並能使成員能便利快速的擷取使用，並與時俱進

更新重整內容與結構。 

 

（二）知識的分享 

外顯知識最有效的知識分享方式是透過資訊科技來傳遞，但在內隱知識的

分享上，主要透過人際網路才能有效分享，因此，擁有先進的資訊科技，並不能

確保知識分享的效率會提升，換言之，知識的分享係指組織的員工或內外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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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內或跨組織間，彼此透過正式與非正式機制交換和討論知識，讓成員內隱

知識外化成組織知識，透過交流擴大知識的利用價值並產生具有價值的集體知

識，更需要透過激勵制度、價值共享等方式，去建立教育同仁知識分享的價值觀。 

 

（三）知識的轉化 

係指主管、組織成員或團隊將採納、吸收的外來新知識，實際運用於決策、

工作流程和問題解決上，為組織展現知識的最大價值。 

 

（四）知識的創新 

係指組織除了由外部獲取所需要的知識外，組織內部的成員、群組及整體，

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包括：創意、實驗、教育訓練、討論互動等）來增進和強

化原有知識，透過分享內隱知識、創新觀念、確認觀念、建立創新原型及跨層次

的知識擴展，將內隱知識轉變成外顯知識，當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互動時，便會

產生「知識的螺旋」效果，創新開發原來不存在或不顯現，而對組織有價值的新

知識。  

 

二、組織配合的因素 

主要強調在組織知識管理的推動上，為發揮知識管理的成效，組織必須重

視與知識管理息息相關的脈絡因素。主要包括領導與激勵、氣氛文化、資訊科技、

績效評量等四項重要的配合因素，論述如下： 

 

（一）領導與激勵 

包括組織的發展願景、領導者的支持、與組織資源的界定、專責人員推動

執行、有效的計畫方案讓全體成員了解，相互溝通形成共識。 

 

（二）氣氛文化 

包括組織充分授權、型塑學習與創新的組織文化，提供知識創新與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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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措施，以及開放與信任的空間、氣氛，增進成員互動與分享經驗的機會。 

 

（三）資訊科技 

提供組織成員方便進行知識蒐集、儲存、傳遞、分享與運用的資訊科技與

網路設施，包括基礎的硬體支援設備與軟體的應用系統等。 

 

（四）績效評量 

採用成員支持認同的評量方式，來測量顧客的滿意度、新產品的開發時間、

公司知識資本的累積或知識分享的效率等，以了解組織知識管理的成效。 

 

 

圖 3-9 教育行政機關知識管理基礎與流程能力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教育行政機關除了領導者的激勵、營造良好的分享

組織氣氛文化外，影響知識管理的績效好壞可以從兩方面的能力來論述，首先

是知識管理的基礎能力，主要是從資訊科技建置的基礎條件來看，包括：知識

知識庫的建立 

知識管理系統的
建置 

網際網路的運用 

知識管理的基礎能力 

知識的獲取 

知識的分享 

知識的轉化 

知識的創新 

知識管理流程能力 

知識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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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的建立、知識管理系統的建置、網際網路的運用等，另一方面的能力是

知識管理的流程能力，即本研究實證研究的面向，它包括：知識的獲取、

知識的分享、知識的轉化和知識的創新（如圖3-9所示）。教育行政機關透過基

礎能力與流程能力的強化，來有效提升教育行政機關知識管理的績效。 

 

本章小結 
 

綜合以上的研究文獻，在知識管理的研究上顯現出部分問題，研究者分析

如下： 

一、研究對象 

發現在知識管理的研究上，在教育領域上幾乎都偏重於學校層級，包括：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中、大學等等，目前國內外針對知識管理的研究對象大

致上以企業組織與學校為主，國內對於教育行政機關並未有實證的研究結果。 

 

二、研究變項 

從研究的「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上發現在：「性別」、「年資」、

「職務」、「學歷」、「規模」、「地區」與「類型」的不同分別在知識管理的研究上

有著不同的結果。 

 

三、研究方法 

大多數國內的研究皆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進行量化分析。 

 

四、研究內容 

有些以知識管理的層次為研究內涵，分個人、團隊與組織，有些以顯性知

識；隱性知識；知識中心；領導；文化；程序；人員為研究內涵，有的以知識的

獲取與應用的過程為研究內涵，有些以 CIPO 模式（背景、輸入、過程、成果）

來建構指標，顯現出知識管理在研究向度上具有高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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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研究主題 

與知識管理相關的研究領域，分別是：學校效能、資訊科技、教師專業成

長、組織創新、指標建立、轉型領導等領域。 

 

基於此，研究者以「教育行政機關」為對象，研究工具採用「問卷調查法」

與「訪談法」來進行，並以「知識的獲取」、「知識的分享」、「知識的轉化」與「知

識的創新」4 個層面為研究內涵。並針對以上文獻探討主要差異之背景變項：「性

別」、「年資」、「職務」與「學歷」；環境變項：「規模」、「地區」與「類型」來進

行差異考驗。如表 3-7 所示知識管理在不同背景環境變項研究分布情形。 

 

表 3-7 知識管理在不同背景環境變項研究分布彙整表 

變項 研究者 性別 年資 職務 學歷 規模 地區 類型 

鍾欣男 (2000) ˇ ˇ ˇ ˇ    

張簡天瑞(2001) ˇ  ˇ  ˇ   
廖勝能 (2001)  ˇ ˇ ˇ    
尤曉鈺 (2001)  ˇ ˇ  ˇ   
吳毓琳 (2001)  ˇ ˇ ˇ ˇ   
鄭曜忠 (2001)  ˇ ˇ  ˇ   
石遠誠（2002） ˇ ˇ  ˇ  ˇ  
吳宗成（2002）  ˇ ˇ ˇ ˇ ˇ  
張榮嘉（2002） ˇ ˇ ˇ  ˇ   
俞國華（2002）  ˇ   ˇ ˇ  
賴文堅（2002）  ˇ ˇ  ˇ  ˇ 
卓鴻賓（2003）  ˇ ˇ ˇ ˇ   
蔡主民（2003） ˇ   ˇ ˇ ˇ  
施東陽（2003）  ˇ ˇ  ˇ   
楊金量（2003） ˇ ˇ ˇ ˇ ˇ ˇ  
詹達權（2003）  ˇ ˇ  ˇ   

知 
識 
管 
理 

王金龍（2004）  ˇ ˇ ˇ ˇ   
次數 6 15 14 9 14 5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