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資訊與知識的本體 
 
一、資訊與知識 

(一)、資訊與知識的存在 

 
德國學者 Manizer 在「複雜性中的思維」一書中提到，Boltzmann 提出活體

組織是一個開放的耗散系統。開放系統耗散「正熵」，使環境的「熵」增加，由

於開放系統與環境持續進行物質、能量與資訊的交換，所以並不違背封閉系統下

的熱力學第二定律（Manizer，1994）。所以「資訊」是在任何的活體組織內流動

的「實在」（reality）的重要成份之一。哲學家 Whitehead (1929) 在「過程與實在」

一書提到，宇宙是有生命的有機體，它處於永恆的創造進化過程之中。構成宇宙

的不是原初的物質或客觀的物質實體，而是由「性質」和「關係」所構成的有機

體。Whitehead 的論點是：世界的本體沒有終極的「實在」，真正的「實在」只是

一種變化的潛能，在「過程」之中體現。Barlow（1994）提出「資訊」是一種「關

係」，其價值決定於發送者與接收者。如果我們把資訊的傳遞放到生物細胞的層

次，來觀察細胞體內的新陳代謝，則「資訊」是一種「關係」，這個「關係」的

意義就是：「由於有訊號的傳遞使被驅動的一連串的活動成為可能」。 
 
如果我們再近一步踏入當代對「人工生命」（Artifical Life）的研究（Waldrop，

1992）就會發現，「資訊的自組織行為」成為對生命的一種新定義，它顛覆了「生

命必須是由物質組成的有機體」的基本概念。經濟學者（Arthur，1988）的研究

也指出經濟組織本身複雜程度與規模的極限可以從組織中包括的資訊量來解

釋，其中也隱含著組織內部資訊的質與量與組織成長的關係。 
 

依循Whitehead的論點，「性質」和「關係」在本研究之中的意義是「資訊」

與「知識」，它們既不是物質也不是能量，但是它們卻是使一切的「過程」發生

的最基本條件。我們可以從Brillouin假設的熱力學實驗對Maxwell’s Demon（Leff 
& Rex，1990）最終仍要有「光」為「信號」（資訊）才能決策得到應證1。如果

我們把極微小而且只瞬間存在的基本粒子間的交互作用，當成是一種粒子間的資

訊傳遞，那麼就可以瞭解到「資訊」其實是使一切「過程」發生的「實在」。如

果我們把焦點放在有生命的生物體上，那麼由「資訊」所組成的「知識」也應該

包括在內，因為「知識」只對於有生命的生物體有意義。2

                                                 
1 Marxwell在 1871 年提出「Maxwell’s Demon」，如果小妖對氣體分子運動的干預可使封閉系統

的「熵」降低，熱力學第二定律(封閉系統的熵必然走向最大化的自然規律)就可能被推翻。Brillouin
在 1950 年提出「資訊」是「負熵」的概念，論證小妖沒有「資訊」就無法決策，而「資訊」的

取得的代價是造成系統的「熵」增加，所以熱力學第二定律無法推翻。（Brillouin，1950） 
2 我們說「生物體」而不只是說「人」，是因為人以外的生物之間也有其同類種屬族群的「資訊」

 17



 
Davenport & Prusak(1998)認為，「知識」包括「資訊」在內，是一種流動的

綜合體，存在於組織活動的所有過程當中。這顯示了我們經驗之中的組織之中存

在一個會流動的綜合體，對於組織的活動產生影響。其實在此之前，Nonaka & 
Takeuchi (1995)提出的超聯結組織(hypertext organization)早已經先暗示了此綜合

體的存在3。如下圖所示： 
 

 
 

知識庫層 

專案小組層

企業系統層 

圖 2-1  Nonaka 與 Konno (1993) 的超聯結組織概念 
 
 
(二)、資訊與知識的意義、關係及其客觀性 
 

Sena & Shani (1999) 將「知識」依據對人的影響分成四種：記錄事實的「資

料與數據」、能啟發接收者的「資訊」、經過文字化且反映經驗及價值的「知識」、

以及應用知識採取行動的「智慧」。由「資料與數據」到「資訊」，由「資訊」到

「知識」，由「知識」到「智慧」，發生三階段轉換，每一次的轉換都是一次價值

遞增的創造過程。Sena & Shani 的這種論點，其優點在於把知識轉化的過程清楚

分出層次，並且對於「知識」與「智慧」明確地以有無「行動」來分野。但其中

「資訊」與「知識」的區分仍不明確，所以我們先對影響「資訊」與「知識」的

存在的人因特性及彼此之間的關係進行詳細的說明。 
 

「資訊」4描述並揭示「現象」的內容。由於對現象的描述此一動作是人的

認識能力的操作過程，而資訊是此過程的產出，所以資訊本身已有人的因素在

內。因為「現象」本身並非孤立存在，而與它所在的環境相關，且人的認識能力

不同，因此，不同的人處在相同的時空環境當中，或相同的人處在不同的時空環

                                                                                                                                            
傳遞方式，而動物從適應環境所學習到的生存方式其實對牠們而言就是我們所謂的「知識」。 
3只是他們的研究焦點放在對實體組織內知識形成的過程描述，而且是從日本企業的個案之中整

理出「知識創造的螺旋」模型，並沒有對流動的綜合體自身如何流變進行說明。 
4本研究有定義「符號」（symbol）被組成「數據或資料」（data）或文字（word），「數據或資料」

與「文字」被組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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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當中，對於現象的認識也會不同，產生不同的「資訊」。所以，「資訊」的本體

及其意義是多變的。 
 

以數學函數語言表示，資訊所揭示「現象」的內容是應變數（Y），它至少

是以人的認識能力（X1）與「現象」所在的環境條件（X2）的函數：Y=f (X1,X2)。
也就是說，資訊受到人的因素影響，不是客觀的。以下更詳細討論資訊與知識客

觀性的問題。 
 

許士軍定義「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是「知識」。5因為此種定義使「資訊」

與「知識」之間可以明確的區分開來。由於不是任何的資訊之間都有關係，所以

知識的本質雖是對「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的描述或解釋，但是現象

與現象之間實際有什麼關係存在，就在於知識本身「逼真」的程度，而知識的真

與不真，就受到知識產生過程的影響。一般認為「科學知識」是透過嚴格的科學

方法所產生的，所以它較其它的知識要更接近「真」的「關係」。 
 

個人或組織透過資訊與先前的知識來掌握現象的內容，將現象與現象間建立

起關係，成為知識。因為有了知識才可能對世界有所「理解」，「理解」是把知識

嵌回到現象所在的環境中，個人或組織體認「關係」的存在。所以「知識」是「理

解」存在的前提。一聯串的「理解」成為個人或組織的「記憶」，對於下一次決

策有影響的「記憶」就是「經驗」。「經驗」包括在「記憶」當中，所以針對某一

個「現象」的描述所產生的「資訊」，及之後所產生的「知識」、「理解」、「記憶」、

「經驗」，此五者都不是「物」，在空間之中都找不到位置，只存在於時間之中，

每個後者都包括了前者，而且有先後依序發生的關係，前面的變動會影響後面的

變動；個人或組織因為有新的「資訊」與新的「知識」，所以對世界有新的「理

解」，所以「記憶」與「經驗」的內容也都改變。 
 

由於個人或組織的知識狀態是變動的，所以個人或組織對於世界的「理解」、

「記憶」與「經驗」也是變動的。個人或組織因為攜帶著不同於別人的知識，所

以在社會之中有不同的角色，因此知識是決定人社會中角色的先決條件

（Znaniecki，1940）。如果「現象」本身變動，而個人或組織對於它的「描述」

與「理解」，仍然依賴過去的「資訊」與「知識」時，決策就可能發生錯誤。錯

誤程度的大小，決定個人或組織是否仍然能夠持續生存下去。我們如果把

Znaniecki（1940）所說的「知識人」換成「組織」的知識系統，那麼廠商之間知

識的不同，仍然是所有的廠商不同的先決條件。「組織」也會擁有「資訊」、「知

識」、「理解」、「記憶」與「經驗」，當然其形成的過程與內容會比個人更複雜。

如果放大尺度來看，「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的生命體，社會因為有過去的「知

識」，所以有「社會記憶」作為現在的社會秩序合法化的基礎（Connerton，1989）。 
 

無論知識是由何種方法產生的，對於「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的「發現」，

仍然是由人所給出。如果給出的過程是透過「科學方法」，任何人依此方法都能

獲得相同的結果，即為客觀存在的知識，我們稱為理論或稱為「科學知識」，但

                                                 
5 例如某甲告訴某乙，最近幾天金融股會跌，這對於乙而言只是一個新的「資訊」，但是當某乙

問某甲為什麼會跌時？某甲回答由於最近台幣升值所以金融股會跌，這對某乙而言就是一個「知

識」，至於這個知識所反映的現象（最近台幣升值）與現象（最近金融股跌）的關係，的客觀性

與產生該知識的方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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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只是「知識」產出的方法之一6。 
 

本研究同意，絕對的「客觀知識」確實是不存在的，關鍵在於被「證否」的

時間。習以為常的「科學知識」在沒有被「證否」之前，只是暫時的「客觀知識」，

所以知識的客觀程度是一個相對於時間的函數。我們只能說，某知識未被「證否」

的時間越長，它的客觀性越高7。 
 
由以上論述可知，知識都只是相對客觀的。不僅如此，而且所有的知識都在

演化，只是演化的速度與程序不同。在時間長河中，「科學知識」只是逼近真理

而不是真理的本身，不是真理的鏡像反映。也因為如此，由於「資訊」本身不斷

變化，組織用來處理「資訊」的「知識」也要能不斷的變化，所以組織所面對的

「不確定性」永遠存在，這個論點呼應了 Prigogine 所提出的「確定性的終結」

（Prigogine，1997）。有關知識與不確定的關係，本節稍後會再討論。 
 

「現象」雖然多變，但是現象在「認識與觀察活動」之外是客觀存在的。人

對於「現象」的描述產生「資訊」，而由於量子力學發現人的觀察活動對於現象

自身可能產生影響，所以人對於「現象」描述所產生的資訊，已經不是觀察之前

的現象自身。人是有限理性的，必須以過去有限且非絕對客觀的知識作為描述現

在的「現象」的基礎，所以人對於現象描述所產生的「資訊」，也不是全然客觀

的，所以兩個不全然客觀的「資訊」之間的「關係」，必然有其不客觀性。所以

「知識」是相對客觀的，即使是經過所謂的「科學方法」所建立的知識，其完備

性也受到「科學方法」本身的完備性的影響，「理論」的解釋能力也受限於它的

前提條件（initial conditions）與邊際條件（boundary conditions）的限制。8因此

可以理解，「資訊」與「知識」的產生是交互影響的。 
 
 

當科學家基於對生物及非生物世界的研究，而提出被稱為「複雜」

（complexity）的理論時，人們才理解到 Newton 機械論的宇宙觀只是整個多元

                                                 
6 「知識」的來源不是只有「科學方法」，神啟、權威、習俗都是知識的來源（Barrie，1998）。
所以不是經由「科學方法」所產生的「知識」不是「理論」，例如以權威或神啟的方法對「現象」

與「現象」之間的關係所作出的描述與解釋，就不能說是「理論」。一般認為「科學知識」是「客

觀知識」（Popper，1972），但是關於有沒有所謂的客觀知識的存在，則有疑義。例如Polanyi（1958）
提出只有「個人知識」（personal knowledge），「客觀知識」根本不存在，因為產生「科學知識」

的「科學方法」也不是絕對客觀的，「科學知識」的本身仍然有科學家個人的判斷力、激情與信

念在內，這也是「科學知識社會學」的基本主張（Bloor，1976）。 
7例如在Copernicus的「日心說」被接受之前，自古希臘哲學家Aristotle以來，長達數千年的「地心

說」一直都是當時的「客觀知識」。意思是說，當Copernicus的「日心說」提出時，由於抵觸當時

教會對聖經的解釋，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它被認定為只是Copernicus個人的「主觀知識」。由

於我們不知道未來會不會再發生一次Copernicus革命，改變我們現在對宇宙的觀點，使「日心說」

又由現在的「客觀知識」再度變成為「主觀知識」。所以所謂的「科學知識」，其實只是比由神啟、

權威、習俗而來的知識，在時間之中與個人之間相對客觀性較高。 
8 例如Newton的力學原理只能適用於解釋巨觀尺度的物理世界的現象之間的關係，對原子層次

的微觀尺度的物理世界的現象之間的關係則要由量子力學來解釋，而對於宇宙層次的巨觀尺度的

物理世界的現象之間的關係則要由Einstein的相對論來解釋。但是，既使是在中觀的世界之中，

Newton的力學原理仍然只能對於兩體之間的力的作用作出解釋，而無法對三體的交互作用作出

解釋，此涉及現代的「複雜」（complexity）（Waldrop，1992）科學理論，為現代科學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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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一種特例。但由於我們周遭的生活環境與現在所使用的大部份技術的科

學根據，都是以它為基礎，所以我們自然地被引導，認為所見到的所有運動邏輯

都服膺 Newton 力學原理。即使偶爾有「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與該原理

不一致，也可能先對「現象」本身的真假發生懷疑，或硬把 Newton 的力學原理

套上去，勉強對新的關係作出舊的描述。這就是科學知識的「意識形態」

（ideology），也就是 Kuhn（1962）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之中提到的：某

一個科學知識典範（paradigm）發生危機時（新的事實挑戰原來的典範），原來

的典範就是被認為是「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的知識，仍然會被支持它的

科學家堅持使用。所以當知識的典範被人堅持使用於描述某一類「現象與現象之

間的關係」，而不論其是否有效時，此知識變成一種「意識形態」，因此「意識形

態」其實是一種「知識演化的停滯」，對於之後的認識與決策都會造成偏於一方

的影響。 
 

科學知識的意識形態，只是人的眾多意識形態（Mclellan，1986）之中的一

種。意識形態是基於過去經驗的一種對資訊的選擇與過濾機制，所以主觀認為「應

該」如何描述「現象」，是人在運用經驗的過程之中的必然存在的部份。人對於

「現象」所作出的描述，不是全然客觀的鏡像反映，而是會受到他們自身的好惡

或利益取向而不同，這是「知識社會學」（Mannheim，1936；Bloor，1976）理

論存在的主要原因。人與人在意識形態上的差異，不是有或無的問題，而是程度

的問題。人因為有意識形態，所以自己對於現象的描述就不客觀，由人產生的資

訊就不是全真的反映現象，對於資訊的解釋也不客觀，所以對於自己或別人所產

生的「資訊與資訊之間的關係」亦即「知識」，的認定與解釋也不客觀。 
 
我們絕對意義上的「客觀知識」是不存在的。資訊與知識由人所產生，由於

意識形態的程度與型式的差異，無法全真的揭露「現象」自身，而當「現象」自

身又是多變的時候，由人所產生的資訊與知識本身也就是多變的。組織是有知識

的人的分工，所以組織也有它的「意識形態」，成為它處理資訊的一種固定選擇

與過濾的模式。 
 
(三)、知識與不確定性 
 

前曾述及，資訊所揭露的現象內容，是人的認識能力與環境條件的函數，正

因為如此，個人或組織在處理資訊時，需要有足夠的知識，才能對所要處理的「資

訊」的意義作出判斷。而由於在競爭的環境中有決策時間的限制，所以在有限的

時間內，個人或組織為處理資訊所需要的知識是相對不足的，亦即個人或組織都

會有「不確定性」。 
 
如果我們把視野縮小到交易環境當中，組織之間由於「資訊不對稱」

（Williamson，1975，1985）產生的交易成本，意指某一個組織比另一個組織掌

握較多的交易「資訊」，所以可以欺騙對方。而所謂欺騙是指在交易過程中一方

或雙方隱瞞或扭曲「資訊」（Rindfleisch & Heide，1997）。有一個重點不能忽略：

處理資訊的「知識」多寡，是影響交易成本的重要因素。意即，一個有豐富知識

的組織，對於某一種現象的資訊雖然有限，但是它所作出的判斷，可能比一個知

識貧乏，但對於現象擁有大量的資訊的組織所作出的判斷要正確與有效。所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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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雙方的知識水準差異也是產生「資訊不對稱」、進而發生交易成本發生的原因。 
 
在現實的世界中，不同組織的知識水準很難相同，而組織的知識水準決定其

是否能有效處理資訊，也就決定了組織是否能持續存在。組織為求生存，要持續

作出一連串的決策，而決策時所面對環境的「不確定性」高低，與組織對於資訊

與知識的掌握程度直接相關。從經驗與邏輯上都可說，組織對於「資訊」與「知

識」的掌握程度越高，所面對的環境「不確定性」越低。 
 
人是資訊與知識的生產源頭，而人所處的世界，就有如一個充滿著不斷變化

的資訊與知識的大海，而且這些資訊與知識的本身，不論其客觀程度如何，在個

人間、組織間或整個社會之中被大量交雜的傳遞、運用與操縱。現代的社會已經

是一個普通資訊氾濫的社會，而專屬資訊與知識由於智慧財產權制度的持續建

立，自由取得的困難度增加，或說是相對的供給不足，所以誰能比競爭對手先取

得該專屬的資訊或知識並作出正確的判斷後，採取正確的行動，誰就能在競爭之

中獲勝9，所以在越競爭的環境之中，組織決策的容許時間越短，組織處理資訊

所需要的知識，相對供應越不充足，組織所面對的「不確定性」也就越高。 
 

在高科技的產業之中，廠商之間在技術與市場的競爭之所以激烈，組織所面

對「不確定性」之所以高，其原因就在於技術創新快速，使資訊或知識的淘汰太

快，今天有價值的資訊或知識明天就不再有價值，組織原來處理資訊所擁有的知

識，用來處理新的資訊時，無法再創造出足夠的價值，所以需要有新的知識來處

理新的資訊。組織要有新的知識，此「新」不該只是相對於組織自身而言的，當

對於組織自身是新，但是對於競爭者而言並不新時，組織處理資訊就創造不出比

競爭對手要高的價值，組織仍然無法持續生存。所以組織要持續存活，顯然要持

續的獲得相對於競爭者而言是「新」的知識。 
 

在競爭的環境當中，組織要掌握到生存機會所要的完整資訊與知識，在決策

時間的限制下往往是不足的。所以，Galarbith 才用一整本書來說明組織設計要以

處理資訊（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效率與效果的提高為目標，他提出組織所

面對的「不確定性」就是組織為達成目標（掌握到生存機會）所要處理的全部「資

訊」減掉組織為處理該資訊所已經具備的資訊（Galarbith，1977），這是一個重

要的論點，為本研究所採用，但是應該強調的是在 Galarbith 的定義之中「資訊」

是等同於「知識」的，本研究加以修改為組織以擁有的「知識」來處理「資訊」。

Galarbith 與之後的研究者沒有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組織處理資訊的活動，也沒有把

資訊與知識本身的變化考慮在內，本研究將在第三章有詳細的論述。 
 
(四)、科學知識與技術 
 

科學知識與技術知識在所有的知識之中客觀程度最高，而且是組織在處理資

訊時所必然要有的一種知識。所謂的高科技公司或產業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念，

我們可以說組織在處理資訊時所要用到的科學知識與技術知識淘汰速度越快

                                                 
9在此要強調的是，其前提是「競爭」的環境，Marx提到「競爭」是在特定的歷史範疇之中，意

思是競爭雖然是經常存在的，但不是必然存在的（許光泰，1995），相對於共產社會體制而言，

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內，人與人對生活物質的「競爭」是較激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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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越高科技的公司或產業10，科學與技術的本體雖然都是以自然的「性質

與關係」為其本質，但是這裡面有哲學層次上「本體論」的不同：科學本體是「被

發現的」（be discovered），所以「科學本體」的自身是早在它被發現之前，就已

經「先」於人的「發現」而「客觀」存在於世界，也因此它是公有的智慧財產。

這個「本體」的存在，不因為有沒有人發現它，而決定它存不存在，這是對科學

本體的實在論觀點，本研究遵守此觀點。科學本體雖然是以「性質與關係」為其

本質，但它不同於科學家所提出的「科學知識」，因為「科學知識」只是科學家

對「科學本體」的「描述」，這是「科學知識」建構論的觀點，本研究遵守此觀

點。 
 

「科學知識」是否對「科學本體」作出正確的描述，這是「科學知識」建構

過程的問題，不是「科學本體」的問題，不完整的「科學知識」部份的揭露了「科

學本體」的存在，而錯誤的「科學知識」指向一個根本不存在的「科學本體」。

例如在Einstein的狹義相對論提出之前，物理學理論之中一直認為電磁波傳遞的

媒介是「乙太」（etheric），「乙太」是古西臘學者想像出來的一種介質，為Descartes
延用為宇宙的模型，藉由它，電磁波才能以波之形式傳播，然而許多實驗都無法

證實「乙太」存在，有趣的是，德國物理學家Marxwell與美國化學家Morley完成

的重複實驗，得到沒有「乙太」這樣的東西的實驗結果時，他們還否定自己提出

實驗結果，認為實驗有誤。一直到 1905 年，Einstein提出「狹義相對論」，才解

決此問題，他首先否定牛頓力學的基本假設，推翻時間與空間是絕對不變尺度的

概念，然後又接受光的速度是絕對不變的事實，此事實等於否定了「乙太」的存

在，也使Marxwell與Morley的實驗被認定為是成功的實驗（吳國盛，1998）。11

 
技術是「被發明的」（be invented），既使是以「科學知識」為其基礎，也是

一種無中生有的過程，沒有人發明它，它就不存在，所以它可以是私有的智慧財

產。例如距離現在二十年前，既使通訊的科學原理已經存在，世界上仍然沒有行

動電話。所以，人所在的世界之中，任何「技術本體」，完全是「人」為建構的12，

技術本體的存在是「後」於人的發明而「主觀」存在於世界，這裡的「主觀」是

相對於「科學本體」的客觀存在而言的，指人為建構對技術本體存在與否的影響

性。 
 

「技術本體」被發明的過程有三種：一、完全根據經驗的重複有效，但不知

其科學根據。二、完全根據科學原理所發明出來的技術。三、在原理與經驗二者

                                                 
10所以沒有絕對意義上的高科技公司或產業，今天的高科技產業會變成明天的傳統產業，就是組

織處理資訊時所要用到的科學與技術知識的淘汰速度已經降低，以技術生命週期的觀點來說，傳

統產業就是指組織用來處理資訊所用的的技術知識已經處在產業的主流技術典範確立之後技術

生命的成熟期，產業之中的維小創新都是使主流技術的典範延續，而不是推翻主流技術。 
11從「乙太」的從有到無的驗證過程，我們發現到科學的意識型態的作用，科學家可能相信先前

的理論而否定自己可以推翻該理論的實驗，要有新的理論使觀察的角度改變，才使原本被否定的

正確實驗重新被肯定。所以，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實踐雖然是檢驗真理的最好方式，但它卻不是

檢驗真理的唯一方式。 
12 其實大自然之中，其它生物的世界也有它們自己的技術，例如蜜蜂會建立六角形的蜂巢，螞

蟻會建立自己適合的巢穴，不同的魚類會有屬與其自身不同的覓食技巧，這些技術都是生物以其

生存的經驗所累積而成的，人類向昆蟲學習的技術，例如仿甲蟲搬動巨石的怪手機器、仿蠶吐絲

的紡織抽絲方式，多的無法可數。 

 23



相互激盪下所產生。第一種例如許多治病的偏方，我們知道它對治療某種疾病有

效，但是卻不知其中的之所以使疾病消除的科學根據。第二種例如依據化學的合

成與反應的基本原理（它是被發現的科學），我們可以針對不同的產品需求，進

行化學分子的設計並合成許多不同的化學藥品（它是被發明的技術）。第三種例

如許多的科學原理雖然已經被發現，但是我們對它的瞭解仍然有限，所以以它來

建立的技術，要經過反覆的實驗，由實驗的失敗經驗之中來找到該如何修正技術

本體，此種情況往往會發生，科學原理的本身也可能透過此技術本體建構的過

程，找到修正自身知識內容的機會。13  
 

無論是「科學」的發現或「技術」的發明，都是透過人的知識產出來實現，

以法律的語言說是「智慧財產」的生產行為，目前一般的認定，科學是不可私有

的智慧財產，技術是可私有的智慧財產，科學家因為科學的發現享有殊榮與科學

界的地位就是社會對他們最大的回饋，技術家除了技術發明能享有殊榮之外，技

術所創造的經濟利益，無論是否有專利保護，也是最直接的報償。 
 

除了「科學」與「技術」的知識為組織在處理資訊時所必需具備之外，其它

的知識，包括管理的知識、經濟的知識、政治的知識、社會的知識也都是必要的，

管理的知識與經濟的知識使組織的行為有效率與效果，政治的知識使組織內的權

力與利益的分配得到妥協，社會的知識使組織的關係被理解與調和，這些知識彼

此相互影響，所以組織在處理資訊時的效率與效果也受到各種知識不同程度的影

響。 
 
(五)、資訊、知識與智慧 
 

「知識」在本研究之中是「資訊」與「智慧」之間的橋樑，過去學者對知識

的研究概略有下面三個方向： 
 
1、研究特定知識的內容，由所要研究的問題出發，對於特定知識的內容及其特

質進行分類，從分類的結果對於問題進行解答，例如從對技術知識特質的分

類來研究與技術創新活動之間的關係，這是目前許多學者的對知識的研究方

向，例如 Sarvery（1999）將組織內的知識活動分成「創造」與「使用」兩類，

所以主張對不同的類型的知識管理策略不同。涂瑞德(1998)的研究發現技術

特質與產品團隊特性及組織的動態能耐之間有重要的關連。 
 
2、把知識當成一個整體來研究，不研究某一類知識本身的內容與特質，只談知

識的一般特質，研究它在組織之內是如何的形成，在組織間是如何的移轉

（Nonaka & Takeuchi，1995；Leonard-Barton，1995）。在此所指的組織通常

是廠商或產業，許多的知識管理研究及智慧資本研究，都是納入此方向，智

慧資本的研究可以說是一種組織的知識解剖學，對組織所掌握到有價值的知

識及其依附體進行不同的分類，其最終的目的是由不同的智慧資本分類對組

                                                 
13以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為分野，古代的技術發明靠第一種的方式居多，現代的技術發明則靠第

三種居多。在此要強調的是，在「科學本體」不存在的情況下，「技術本體」是不會存在的，無

論我們是否已經有「科學知識」對「科學本體」進行描述，而「技術本體」的建構過程有助於「科

學知識」對「科學本體」更逼近全真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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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知識組合所產生的價值進行評估（吳思華等，2002；Edvissson & 
Sullivan，1996），其實對組織的智慧資本研究就是對其無形資產的研究

（Booth，1998；Dzinkowski，2000），而組織無形資產最核心的部份是組織

內的專屬知識。 
 
3、最廣、最基本、最早的研究方向，從哲學、心理學、社會學、歷史學、經濟

學、法學的不同角度對知識進行研究。知識在此也是被當成一個整體來看待。

哲學之中的各種認識論，都是在回答人認識世界如何可能的問題，這是最基

本的研究，也是一切對知識研究的源頭，認識論本身被定義為知識的科學

（science of knowledge）。心理學的研究從個體或組織的知識是如何透過認識

的主體與環境互動，以何種的認知方式取得，最典型的研究如 Piaget 的「生

物學與知識」（1971）及「發生認識論」（1972），他的研究還對於 Kuhn 的「科

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產生重要的影響。社會學對知識的研究可歸屬在廣義「知

識社會學」之中，從最早對意識型態的研究到現代的科學社會學及科學知識

社會學的大量研究，從 Nowotny & Taschwer (1996)的整理可以知其浩瀚。從

歷史學的角度研究知識可從早期 Lovejoy（1970）對觀念史的研究及 Kuhn
（1962）對科學革命的研究可為代表，及之後延續下來的大量的科學史及技

術史的研究可為線索。經濟學對知識的研究，最早並沒有把知識獨立出來，

而是把知識歸在資本（capital）之中的設備，或是勞力（labor）之中企業家

的能力，把資本與勞力組合起來的方式是「生產函數」，生產函數就是經濟學

家眼中的技術，技術被當成一個整體，研究它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影

響，針對技術的本身作為一種知識或財貨來研究是從「技術經濟學」（economic 
of technology）（Grandstand，1994）的誕生才開始，而以賽局理論（game theory）
為基礎的「資訊經濟學」（Ramusen，1994）也是新的研究方向。法學對知識

的研究都歸在「智慧財產權」的研究當中，知識的本身被當成一種無體財產，

從知識本身的一般特性及財產權的角度來研究人在生產知識、運用知識、傳

播知識的行為過程所涉及的法律關係，從個別組織內的智慧財產權管理，到

國家的專利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營業祕密法的建立，再到 WIPO 及 WTO
下的 TRIPS 的建立，都是從不同的組織層次對資訊與知識的生產、運用與傳

播所牽涉到的財產權問題加以規範（黃俊英、劉江彬,1998）。 
 
本段小結 
 
1、以上回顧了不同的學門對「資訊」與「知識」的研究，使我們深入的理解到

知識本身是充滿不確定性的、知識不是客觀存在的、知識的內容是高度受到

人因及制度因素涉入的。 
 
2、以具有這樣的特性的東西要由它作為元素來組成一個整體，其本身就是一個

充滿變化的主體，把它作為一個開放系統來處理進入到系統之中的資訊與知

識，產出的結果也是變動的。 
 

3、要對如此高度變動的對象加以掌握，不宜對單一的知識或單一的組織的部份

知識進行研究，本研究對於「經濟組織」內的「資訊」與「知識」的探討將

採取一個綜合的新視野，在第三章之中，將從熱力學、生物學、及系統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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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出發，重新來看待組織內的「資訊」與「知識」。熱力學的理論根據是

Prigogine 的耗散結構理論、生物學的理論根據是量子物理學家 Erwin 
Schrödinger（1944）在「生命是什麼」一書之中，提出生物以「負熵」維生

的概念，系統論的理論根據則是依據 Wiener 在「控制論」之中提出的系統

吸收到新的資訊對系統產生有益的效果，該「資訊」就是「負熵」，將在本章

第三節討論。 
 

二、智慧與智慧財產 
 
過去的學者對於智慧有不同的的定義，最早的定義來自於哲學家Aristotle 在

他著的形而上學一書第一章就提到，他認為「智慧」14是一種相對的概念，所謂

某人「有」「智慧」，是以他相對於其它的人對於事物的原理及原因所瞭解的深度

高低來區分他的「智慧」程度，所以他舉例說技藝家比一般有經驗的人要有更多

的「智慧」，而一般有經驗的人比單純以憑感覺來做事的人要有更多的「智慧」

（李真,2001）。最後Aristotle 說「智慧」是關於某種原理和原因的「知識」，而

最高的「智慧」是事物的第一原因，此第一是指邏輯上的先，不一定是時間上的

先。Aristotle 對於「智慧」的定義比較接近於我們現在所說的科學知識，由於科

學知識只是所有知識之中的一種類別，如果只把科學知識等同於「智慧」，則不

屬於科學知識的知識都不是「智慧」，又為何需要有「智慧」一辭。顯然知識與

智慧應該有層次上的不同，晚近的學者界屋太一（1987），認為「智慧」的層次

高於「知識」，Sena & Shani (1999)認為「智慧」是以「知識」為基礎的「行動」，

本研究認同此概念。 
 
人對於外在與自身的「知識」是經由對「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的理

解來形成的。所以人獲得知識的「過程」為「認識」，此「過程」之中最基本的

仍然是組成「知識」的「資訊」。 
 

所以「資訊」是「知識」的基礎，人綜合不同的知識所做出的適當的選擇是

本研究定義的「智慧」。所以，「智慧」的內涵有兩個重點：一是要能對不同的知

識進行綜合，二是要以此綜合為基礎，做出適當的選擇。此適當的選擇是指相對

於選擇者自身的利益及其對環境的影響而言的。所以，某人有「知識」，但不一

定有「智慧」，但是某人有「智慧」卻一定要以「知識」為其基礎，而此知識基

礎的來源不一定是透過科學方法，許多重複有效的經驗就是「知識」。15  
所有的知識都是廣義的智慧財產，只是此財產是公有或私有的問題，科學原

理是被發現的大自然的規律，所以科學原理不能當成私人的智慧財產，但是以此

原理為基礎所發明的新技術，發明人可以申請專利，當成其個人的智慧財產。

Karl Marx 在資本論之中定義「財產」是生產關係的法律語言，資本論談的是「物

質生產關係」，我們依據此定義，加以延申，可以說：智慧財產是知識生產關係

                                                 
14 中文把intellect 與 wisdom 都翻譯成智慧，為求區別,前者是針對知識本身的水準而言，後者

是對於人的知識水準所產生的決策效果而言的。人因為有intellect 所以作出的決策是wisdom。 
15 例如農人在夜間以油燈誘捕青蛙或鳥的技巧，這只是經驗，農人並不知道夜間的燈光與青蛙

或鳥類的視力之間的關係是什麼，只知道當夜間的燈光一照到青蛙或鳥，牠們就不會移動而便於

補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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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律語言。此「知識生產關係」，的解釋是說：某甲生產某知識，此行為的過

程及其結果，使某甲與社會上的其它人的知識活動發生關係，此關係之中涉及法

律的部份總稱其為智慧財產，現代的社會就是透過智慧財產權法律來使「知識生

產關係」被制度化與合理化。例如著作權，是對著作人所生產的知識「表達方式」

所給予的權利，權利的本身不包括著作之中的知識。當此著作完成之後，它就有

著作權法所規範下的權利，此權利的規範與其它與其他的人的的知識生產有關，

也與引用此著作的一般人有關，著作權法律就是在規範此關係。 
 

廣義而言，所有的知識都是智慧財產，但是就法律上嚴格的定義，知識要透

過一個權利化的過程，使其內容所及的權利範圍及所有權的歸屬明確化，它才能

成為智慧財產權。任何財產權的明確化，都是使財產交易的交易成本降低，而財

產權的明確化有賴於制度的建立，但是不同的制度對於財產權的規範不同，所以

就會影響到財產權本身的型式與其流通的方式，最後反應在經濟體系的成長，制

度經濟學所談的問題就是以此為核心（North，1981）。而從美國的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的通過對於產業技術創新的正面影響可以為證（Mowery，
Nelson，Sampat & Ziedonis，2001）。 
 
本段小結 
 
1、組織裡的智慧財產不該是單純法律上的定義，知識本身是智慧來源的基礎，

但是知識本身的來源有是多重的，不是只有科學知識才是知識，我們應注意

智慧與知識二者的從屬關係，技術專利只是科徐知識延申出來的智慧財產，

而智慧財產的來源不一定是源自於科學知識。 
 
2、財產權的明確化是使智慧財產可以合法交易與流動重要條件，此要件不只是

在組織之間，在組織之內也應該有此要件，知識才容易在組織內流動。 

 

三、組織的智慧財產 
 

組織的智慧財產是什麼？廣義的說是組織所擁有的「知識」。狹義的說組織

所擁有的知識有被權利化的部份才算是「組織的智慧財產」。這樣的觀點仍然是

在法律學者的視角下來看組織裡面的「知識」。其實社會學家對組織早有研究，

Durkheim 在「社會分工論」之中提出，「組織」其實就是一個知識分工的結果，

組織內知識分工使組織內的成員為了成就組織目標，彼此在知識上的相互依賴關

係而行成一個整體。所以我們可以從「組織」與「知識」的關係來重新找出「組

織的智慧財產」的涵義是組織的知識分工下產生的知識體。 
 

有經濟學者把「組織」看成是「市場」與「階層」兩種統治資源的方式

（Williamson，1975），當以「市場」這種方式來指導交易與資源分配時，如果

交易成本高，「階層」就會出現，在此的所指的「階層」就是本研究之中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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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這樣的組織型式，而「廠商」之間的垂直整合是因為可以減少彼此間的

交易成本。如果說「廠商」其實就是一個知識分工的結果，那麼交易成本的發生

源頭就是因為知識分工之後，廠商內部成員之間及與外部為交換資訊與知識的過

程所發生的成本。我們可以由邏輯推論，此交換資訊與知識對廠商所產生的利

益，要比所產生的交易成本高，個別的組織才能持續生存，此概念類似於生物體

內的「「負熵」累積速度要持續比其自身的「正熵」增加速度快，生物體才能持

續存在。在此的「利益」類似於組織獲得「能量」，而交易成本類似於組織耗散

的「能量」（Foster，2000），前者會造成組織的有序程度的增加，而後者會造成

組織無序的程度增加。 
 
學者 Alchian & Demsetz（1972）主張「組織」其實是法律虛構出來的，其

實它是在社會因素促使下的一系列聯鎖的契約關係，此契約關係規範組織內的個

人之間與個人與組織整體之間的交易。其實這些契約關係所要規範的是組織之中

個人的工作權責，當組織之中以知識工作者為主時，這些契約關係所要規範的是

他們的知識工作（包括知識的創造、流通與加值）的權責。以系統的觀點來看，

契約關係的整體是一個制度系統，知識的創造、流通與加值在此制度渠道內運

行。所以我們可以從「制度」與「知識」的關係來重新找出「組織的智慧財產」

的涵義是在一組契約關係的約束下的知識流動現象。 
 

物理學界對於「組織」的「出現」有如下的概念，他們以「有序的型式」這

個概念來取代「組織」（Isabel & Prigogine,1986）。有序是相對於無序而言的，正

熵是對無序程度的描述，負熵是對有序的程度的描述，所以越有序的組織，它的

組織內的負熵累積程度越高。從系統的觀點來看「組織」，「組織」就是一群元素，

彼此存在某種特殊的「關係」16。我們稱此一群元素之間的所有關係的整體為「結

構」，當此結構之中的某一組關係改變，則該組織的結構就改變，所以「組織」

可以被看成是一群元素依照結構所決定的相互關係的一個整體，組織的成員可以

不一定是人，可以是一群化學分子。「有序的型式」的「出現」是因為在持續變

化的特定環境條件的促使之下，無組織的元素之間的關係持續在變化，在某一個

時點，當環境條件俱足，使元素之間的關係的「有序的型式」「出現」。此「有序

的型式」的自身一定是一個開放系統，它與所在的環境持續進行物質、能量與資

訊的交換，只要此開放系統在當時的環境之中，能持續保持系統的負熵淨流入速

度為正，此開放系統的「有序的型式」就能維持，這就是Prigogine的耗散結構理

論的主要內容。所以我們可以從「組織」，或稱為「有序的型式」，與「知識」的

關係來重新找出「組織的智慧財產」的涵義是一個開放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的流

動現象。 
 

管理學者 Magretta（2002）指出組織的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不是目的本身，

組織存在的目的是為了「創造價值」來滿足組織以外的人。所以組織的「出現」

與「消失」與它的價值創造能力的高低直接有關，創新是價值創造的最重要來源，

但是創新也給組織帶來不確定性，不確定性的降低有賴於資訊的取得與分析，但

是更根本的問題是擁有的資訊不是想要的、想要的資訊不是需要的、需要的資訊

                                                 
16 每一個元素與其它的元素發生不只一種的關係，例如家庭這樣的「組織」之中，父母與子女

之間有血源關係，有親情關係，有法律上的財產繼承關係。又例如物理學之中，基本粒子之間有

許多不同類型的交互作用，此為基本粒子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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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不到或付不起的，所以在有限的決策時間下，只能以專業知識為基礎大膽的

假設與作出判斷。在知識經濟的環境當中，資訊與知識的淘汰太快，組織之間的

競爭，以組織「處理資訊」的效率與效果，決定了組織能否持續存活下去。我們

可以用實例說明：兩家彼此競爭的廠商，生產相同產品，客戶端要求產品的價格

越低越好，所以廠商只能追逐成本的降低，來提高利潤，這樣的情況甚至發生在

產品品質較佳的新進者必須以相同甚至更低的價格來與現有的生產者競爭。他們

之間到底在競爭什麼？是價格的競爭嗎？這只是所有的競爭的總結，如果把他們

的競爭以「處理資訊」的語言來說明，至少就有五種之多：一、他們在競爭誰先

蒐尋到最低的原料供應商資訊、找到何時買原料的最佳時點的資訊、探聽對手的

原料採購數量、價格、來源、交易條件等等資訊。二、他們在競爭誰先找到可降

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產品良率的的製程技術知識，這當然包括各種研發活動（就是

新知識的挖掘）及取得競爭對手的資訊，包括從相同的設備供應商或原料供應商

甚至是客戶端蒐及競爭對手的生產方式的資訊。三、他們在競爭誰先掌握到客戶

需求的詳細內容、交易時機、促使交易達成的方法的資訊。四、他們在競爭誰能

先預見環境條件與市場趨勢改變的訊息，找到該如何對於目前的生產行為作出因

應（re-action）甚至是前制（pro-action）的方法的資訊。五、最基本也是必然發

生的是，他們在競爭誰在組織之中長期「處理」大量複雜的資訊時，誰能犯錯最

少，但是犯錯的降低仍然要靠誰先掌握到降低犯錯的「資訊」。 
 

對以上的五點的綜合觀察，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來理解：一、組織因為生存

競爭，所以要比對手「先」「有」對「如何更好的處理資訊」的「獨特方法」。「獨

特方法」的本質其實就是「一組專屬的知識」，我們一般所謂的組織的智慧財產

就是它。它是組織存活的必要條件，但不是充份條件。二、組織在持續「處理資

訊」的過程之中，由於環境條件及競爭者的能力不斷改變，所以第一點的這些行

為不是一次性的行為，而是一直在發生的，所以組織的智慧財產的「內容」，也

就是它的「存在方式」也必須一直演化。三、要使處理資訊的方法比競爭對手更

佳，仍然要靠資訊，組織進行的研發目的就是組織挖掘新知識來更好的處理資

訊。在現實觀察到的組織現象之中，因為組織要面對競爭的壓力，在有限的決策

時間之內，組織內的專屬知識相對於組織要處理的資訊總是不足的。 
 
本段小結 
 
1. 組織的出現與組織能否持續存在與它的價值創造能力直接相關，價值創造能

力的高低反應在處理資訊的結果。 
 
2. 我們所關切的不是價值創造的結果，而是其過程，此過程發生在一個開放系

統之中，價值創造的結果造成對內此開放系統有序性的增加，對外則反應在

系統與環境交易的過程對環境的需求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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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的知識系統 
 
從前節的探討可以發現，無論是生物學或是管理學定義下的「組織」，都存

在著一個處理資訊的內在機制，這樣的機制以「系統」的觀點來看它，它應該要

是一個資訊的「開放系統」。系統的組成元素就是不同的資訊與知識，知識之間

的關係形成此系統的「結構」，整體的結構運作表現出系統的「功能」。由於流入

組織知識系統的資訊是變動的，所以系統內的知識也是變動的，所以知識之間的

關係也是變動的，所以組織知識系統的整體結構是持續的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

所謂系統的「有序」有兩面：一、對內而言，系統的結構持續變動過程仍然有其

內在的一致性。二、對外而言，是系統有能力展現持續創造價值的功能，或反過

來說，一個內在「無序」程度高的系統，不可能展現出持續創造價值的功能。 
 

資訊持續流入知識系統，系統處理資訊創造出價值，價值是由環境的接受程

度來定義的，系統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要付出代價，此代價就是經濟學意義下的

內部與外部的交易成本的消耗或是熱力學意義下的系統熵增加，這是使組織無序

的自然力量。系統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之中有兩個效果發生：一、系統透過處理資

訊的過程，把資訊經過內在的聯結變成系統專有的知識，系統對內形成新知識累

積與舊知識代謝，成為下一次處理資訊的知識基礎。二、系統對外產出一組資訊

與知識，對物資與能量作出新的組合安排，來滿足環境的需求。 
 

系統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之中持續的與環境互動，系統的內在結構因為受到環

境因素的影響而改變，環境又因為系統的回應也相應的改變，所以系統與環境的

狀態是一種處在持續進行之中的互為因果的正反饋改變。 
 
在社會科學領域之中，如早期經濟學對於組織的知識，並非以系統的觀點看

待之。以下本文回顧經濟學觀點下的知識，再演進到當代創新管理、知識管理、

智慧資本對組織內的知識的不同觀點，進而逐漸浮現「知識系統」的觀點。 
 
一、經濟學觀點 

 
知識在傳統經濟學者的眼中是指技術，而技術就是生產函數，當廠商的技術

不同，就是指廠商把勞力與資本組合起來的方式改變了。資本論的著者,卡爾.馬
克斯(Marx, K)可能是最早將技術的變動納入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的學者。他觀察到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使機械大量取代勞工而且生產工具為資本家所掌

握，因此他推論社會將變成資產階級與勞動階級的對立，最後必然會爆發社會革

命。不論他的論點是否正確，至少他是首先注視到技術變革對社會經濟影響的學

者。在馬克思之後最令人注目的技術經濟學者是 Schumpeter,他最大的貢獻在於

比以往的經濟學者更清楚的說明了創新以及創業精神對於經濟發展與成長的影

響與重要性（Schumpeter，1934）。在 Schumpeter 之後較著名的學者例如 Solow
則針對技術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提出了總合的生產函數的理論，由技術殘差的測

量可分析出技術進步對於經濟成長的貢獻。一直到 Arrow（1962）將研究發展清

楚的定義為產出新資訊與知識的活動，Machlup（1962）提出教育、研究發展、

傳播、資訊設備與服務等五種產業為「知識產業」之後，大家開始把資訊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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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一種財貨來研究，當它成為財貨之後，引發出的知識交易之中財產權問題開

始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重點，Barlow(1994)提到資訊作為一種財貨它的價值由發

出者與接受者來決定，Barzel（1997）則提出知識的財產權界定愈清楚，財產權

的排他性愈高，則知識的可交易程度就愈高，我們可以常識來看，know how 的
移轉過程之中如果對於該 know how 的內容及權利歸屬愈清楚，當然技術移轉的

契約就愈容易定訂。 
 

重新回到廠商的層次來看，一個只有物質原料、生產設備與人而沒有技術知

識的組織，是絕對無法產出產品的。在這裡，技術知識就不應該被狹義的認定為

使只是使生產工具作動的「生產技術」，而應該以廣義的觀點看待技術為一整組

使人與物質能組織起來的有組織的知識體，而且是一個有生命的知識體，此知識

體包括了生產產品的技術知識、營運管理的知識，當然還包括了企業家把資訊組

合起來的「創業知識與創業精神」，有它才能使整個知識體被組織起來並發揮其

功效，企業家的創業知識與創業精神有如生命體內的「隱得來希」（Entelechy）17，

沒有它的持續存在，任何經濟學意義上的「生產的」組織活動都不可能持續存在。 
 

演化經濟學的誕生代表著經濟學家對經濟體系或組織重新以生物學的眼光

來看待，典型的學者如 Nelson & Winter（1982）把單一的企業視有機體，把產業

視為生物群體，把企業的獲利能力當成生物學中的適應能力，把企業內的營運慣

例與常模當成生物基因，把創新視為變異，而企業之間的模仿的不可完全，是因

為隱藏在慣例之專屬知識，有如基因的密碼，是默示的（Vromen，1995）。由於

複雜科學的快速發展，對於經濟體系或是組織進行類生物學的研究更深入，在這

裡機械論觀點下的系統「平衡」就代表「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機體論觀點下系

統「非平衡」所代表的「生生不息」。Arther（1999）在「企業生物學」（biology 
of business）的文章中特別指出，人的主觀信念就如經濟體系內的 DNA，過去認

為主體的人與客體的產品、市場、需求、資源可以分開來看是有問題的，這是機

械論下的產物，人的主觀信念直接支配了資本流動、人的策略行為與人與人之間

的溝通模式，把這些因素與關係納入到對經濟體系的研究，使我們發現非線性與

機體論的才能使我們更接近真實世界。 
 

二、創新管理與知識管理觀點 
 

創新的定義在經濟學中的觀點是以 “生產要素” 的重新組合, 產出不同的

產品, 如果依照 Schumpeter 的觀點將包括下列五種創新（Schumpeter，1934）：
一、引進新產品或改變產品的品質。二、引進新的生產方法，未必是科學上的新

發現，而單純的以新方法把商品商業化也包括在內。三、開發商品的新市場。四、

獲得原料及或半製品的新來源。五、實現任一產業的新組織，或者是開創獨占的

局面，或者是把獨占的局面打破。 
 

創新的前提是知識或資訊的翻新走在創新行為之前，既使行為人沒有把新的

                                                 
17 隱得來希（Entelechy）Aristotle 提出的概念，有生命體與無生命體的差別就在於有沒有隱得

來希，詳細的討論可見Bertalanffy 著的「生命問題」（Bertalanffy，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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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或知識表達出來，他仍然要在心中已經產生此新資訊或知識或從外部獲得此

新的資訊或知識。我們該注意到，Schumpeter 對創新的定義不是局限在生產的

技術知識的翻新，他隱含著組織管理的知識變革、開拓與操縱市場的資訊與知識

的變革都是創新的源頭。一般學界對創新分類有產品創新、製程創新及制度創

新。從知識角度來看，產品創新是使新產品產生的一整組原型知識的形成，製程

創新則是在生產某個已知產品的過程之中在生產方法上部份或全部方法上的知

識改變，而制度創新則翻越到組織管理的層次，透過管理知識的變革使人與資源

的配置方式發生改變，它的影響遠遠超過了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 
 

創新管理學門的產生其實是擴大了研發管理的研究層面，創新不再只是組織

裡面研發單位的任務而是整個組織要面臨的挑戰。大部份對於企業組織內的創新

管理研究都放在組織內的管理制度如何能使組織的創造力提高，而把組織的規模

拉到國家的層次則是國家創新系統的大量研究，研究的結論仍然是透過與知識的

創造、流通及加值有關的法律制度與政策的變革及彈性的提高來使國家的產官學

研的創新活動可以提高。 
 

現代企業的典範。如何管好組織裡的知識已經不是狹義的管好組織在法律上

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就足夠，如何使組織內的知識的創造、流通與加值能更有效

是一切研究的目標。 
 

管理學界對於組織內知識該如何的管理可以整理成三個構面： 
 

「研發」只是組織活動功能分類的一環。研發管理研究一項產品被研發出來

的過程之中，所有與產出此產品有關的組織活動該如何的安排才能有利於產品的

產出。研發活動的本質是挖掘與新產品有關的新知識，那麼研發管理就是在研究

以何種管理工具可以使挖掘新產品知識的過程更成功。產品的新知識只是組織的

新知識產出的一部份。 
 

「創新」只是組織活動性質分類的一種。創新管理研究一個組織的制度與管

理策略該如何安排才能增加組織的創新能力。創新不一定只是產品創新或技術創

新，制度創新與文化創新也是研究的重點。一切的創新都要以知識創新為起點，

而創新管理關切的是組織的所有新知識產出的活動。 
 

「知識」只是組織活動產出分類的一種。組織活動之中最先發生與最難掌握

的項目是它的知識活動。知識管理研究組織裡的全部知識活動（包括：創造、流

通與加值）要如何管理才能更有效，新知識的產出只是組織的知識活動的一個部

份。 
 

我們以知識為主軸，可以發現研發管理、創新管理及知識管理三者存在著一

種共生關係，知識管理指向組織的知識土壤與生長在上面的知識樹、創新管理指

向知識樹與它的新枝，而研發管理是指向知識樹上的果實。 
 

三、智慧資本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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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年經濟學者 Galbraith 提出智慧資本概念，用來解釋公司的帳面價值與

市場價值的差異。他強調智慧資本是應用腦力的行為（intellectual action），而 Roos
（1997）則提出智慧資本是一種「價值創造的型式」，在此期間有大批的學者以

不同的方式來區分組織內部的智慧資本，如 Edvinsson & Sullivan（1996）把凡

是可以轉換成有價值的資訊的組織能力都當成智慧資本，Petrash（1996）把組織

的智慧資本分成人力資本、組織資本與客戶資本，Booth（1998）、Booking et al
（1998）、Johnson（1999）、Knight（1999）把組織內的無形資產或因使用智能及

創新所產生的財富定義為智慧資本。對於智慧資本的不同衡量方式學者如 Bontis 
& Girardi（2000）、Joia（2000），他們認為應該把公司的長期策略也考慮在內。

實務界也根據學界的指標建立紛紛提出自己的「智慧資本報告」。 
 

對於組織的智慧資本研究，成為現在研究組織內的知識的顯學，我們可稱之

為最典型的「組織知識解剖學」。意思是學者對於實體組織所掌握到的知識能力

看成是一種可以創造價值的資本，所以透過不同的角度來解剖組織的知識能力，

並企圖加以衡量其價值。 
 

我們可以假想研究智慧資本學者用一種自己設計的 X 光機在照射實體組

織，底片所顯現出來的是組織內部的主要以知識為基礎的資本結構，學者們由自

己所照出來的結構對於組織的智慧資本進行評價，及努力要建立評價各種實體組

織的智慧資本的客觀標準。學者 Martin（1998）指出，一個實體組織我們可以用

不同的模式與分法來看待它的智慧資本的結構與組成，所以一種分類方式就產生

一種分析的結果。例如：以系統觀點來分（經濟資本、結構資本、流程資本），

將會遇到如何處理一個系統內部子系統之間交互影響的問題。如果以價值觀點來

分（人力資本、利益關係人資本、關係資本），對每一種資本的描述不同的人的

定義可以有很大的差別。更重要的是不同的觀點所產生的分析結果指向不同的管

理的訴求重點。思考 Martin 提出的問題，我們從組織的知識解剖學的觀點，重

新把智慧資本的研究類比如下： 
 

我們會發現下面的問題：一、人體的骨格結構是客觀存在的，醫生可以透過

公認有效的X光機照射之後，清楚的看到人體的骨格結構，可以對此結果進行診

斷與開出處方。但是，對於組織的智慧資本研究，組織內部的知識能力結構是如

何的安排，不同的學者有不同的分類，所以不同的分類方式就有不同的知識能力

結構與不同的評價標準類比為人體的骨格結構形式是由醫生給出。二、組織的知

識能力是一個持續在變動之中的活體，不但在對它的結構觀察是要以動態的眼光

來看，對於它的價值衡量就如對於一個個人我們要由測驗他的智商之後決定此人

的市場價值一樣的困難。18

 
上面的論述不是企圖要否定學者們對智慧資本研究的努力與貢獻，而是要點

出研究上的困難起源於認識論層次的問題，也就是說我們不能以靜態的封閉系統

與機械論的觀點看待組織內部的知識能力，而是要以動態的開放系統與機體論的

觀點來看待它。組織內部的知識能力的轉變與組織所得到的資訊與知識的質與量

之間的關係不是線性的關係，所以在沒有弄清處之間的非線性關係之前，對於它

                                                 
18 對於人的智商測量是否能真正反映一個人的智力仍然有問題，我們如何能對於一個人的智商

程度的價值訂出共同的衡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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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衡量是不容易精準的。所以對於智慧資本的研究，以目前的方法而言，只能當

成一種參考，對於它的價值衡量也是一種共識決，對於組織的知識能力的認識，

在堅實的科學基礎的找尋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努力。 
 
本節小結 
 
1. 目前的智慧資本的研究方向對於以開放系統的觀點來重新檢視組織理的知識

體提供了一個機會。 
 
2. 智慧資本的研究可視為是組織的知識體的一種解剖學，如果要觀察組織的知

識體的生命現象，解剖學是無法達成此任務的，而是要交給生理學來處理，

問題是組織的知識體的生理學先要有一套理論來作為觀察的工具，所以本研

究企圖以開放系統的觀點來建立組織知識系統的理論。 
 
3. 把組織的智慧資本的研究成果放在時間軸上，觀察智慧資本之中的組成成份

隨時間變化及其變化的綜合效果造成組織的價值產出的改變，此種觀點就比

較接近於生理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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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科學相關理論 
 

本文探討的主題既是組織的「知識系統」，因此本節針對「系統科學」的重

要理論進行回顧，包括一般系統理論與耗散結構理論。 
 

一、一般系統理論 
 

一般系統理論（general system theory）是理論生物學家 Ludwing von 
Bertalanffy 以他在 1952 年著的「生命問題」一書為思想基礎於 1968 年發表的一

本重要著作。一般系統理論是一種認識論或稱之為看待世界的方法，它不但成為

系統理論的開山之作，也成為整合社會科學理論與自然科學理論的重要工具。本

研究不是要討論一般系統論的細節及其之後對科學界的重大影響，而只是要運用

到該理論之中對於「系統」原理的核心概念，無論後來的學者對於該理論的批評

如何，這些概念在之後發展的系統理論之中仍然有效與被廣氾使用，以下根據該

著作及學者（魏宏森、曾國屏，1999）對該理論的整理，摘要如下： 
 
1、系統整體性原理：當我們講「系統」，指的是整體或統一體。「系統」是由若

干元素組成有新功能的有機體，要素一但組成系統之後，就具由獨立要素所

沒有的性質與功能，成為系統的質性，系統所表現出的性質與功能不再等於

個別元素的性質與功能的簡單加總。系統之間的差異就在於整體性的不同，

而整體性的由來是因為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協同作用，是非線性。透過分

析認識部份，透過綜合認識整體，分析的目的仍是為了綜合。系統論有別於

整體論（holism），後者沒有交待整體性的內容，也不問系統內的要素之間的

關係。 
 
2、系統層次性原理：由於組成系統的元素性質及組合方式的差異，所以系統在

結構與功能上產生等級秩序性。一個系統對其要素而言是系統，對它上一級

的系統其自身為子系統即要素。系統的層次可以依照不同的時空尺度、動態

方式、組織化程度等方式來劃分，使系統的縱向不同水平的共性被揭示出來，

而系統的橫向共性就是系統的類型性。同一類型貫穿多重層次，同一層次跨

越多種類型。 
 
3、系統開放性原理：系統具有不斷的與環境交換物質、能量與資訊的功能，此

為系統向上發展的前提與系統穩定的條件。系統內在的調節機制使系統有條

件的、有選擇的對環境開放，當系統的開放度為零時，系統關閉成為封閉系

統。系統開放是自組織的前提，也是活組織要在動態之中穩定存在的前提。 
 
4、系統目的性原理：系統與環境相互作用，在一定的範圍內不受到環境與經歷

的影響，表現出一種趨向於原先預定的狀態的特性。目的性是系統內在複雜

的正與負反饋機制發揮作用得到的結果。系統的目的性表現在系統發展的規

律上。系統發展的確定性與不確定性，分別表現在系統發展的合目的性與非

目的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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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統突變性原理：系統的要素發生質變，使系統失穩，由一種狀態進入另一

種狀態稱為系統突變，從系統的整體來看是稱為漲落，由於突變會產生不同

的分叉，使系統演化有多種的可能性。分叉的過程是資訊量倍增的過程，系

統從資訊流之中選擇有價值的資訊，產生新的意義後，對於演化的方向作出

選擇。 
 
6、系統穩定性原理：開放系統在與環境交換物質、能量與資訊的過程，能在一

定的範圍內自我調節，保持原來的有序的結構與功能狀態。系統內的負反饋

能力使系統走回到穩定態，正反饋能力使系統走向不穩定。系統不是完全的

穩定，不穩定的原因來自於漲落，但有漲落才有發展，所以系統在部份穩定

之中求發展，為求發展而處於過度的不穩定狀態下，反而會不利發展。 
 
7、系統自組織原理：系統通過漲落達到有序的現象。開放系統與環境的複雜非

線性的相互作用下，系統內的某些使系統偏離穩定狀態的漲落由於正反饋效

果而被放大，使系統內的元素之間的關係發生重組，系統由無序變成有序或

由低級的有序變成高級的有序。 
 
8、系統相似性原理：不同的系統之間在結構、功能、存在方式與演化方式有所

共性。相似性不一定是實體上的，可以是關係上的。因為有相似性才能談模

擬，包括：一、實體模型與原型之間的物理模擬。二、虛體模型與原型之間

的數學模擬。三、不問系統內在結構與機制的黑箱方式，只觀察系統功能的

功能模擬。 
 

二、耗散結構理論（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熱力學是理論物理學之中的一個重要部份，「熵」是熱力學之中對「系統」

內部「無序程度」的一種衡量方式，例如在一個中間有隔板的密閉箱子之中，左

邊的部份注入一定數量的氧氣，在右邊的部份注入一定數量的氮氣，當把中間的

隔板抽離開之後，兩邊的氣體開始混合，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在箱子之中任何一

個部份所採集到的氣體，其中的氧氣與氮氣的分佈比例都是同的，也就是說氧氣

與氮氣已經均勻混合，此種狀態不可逆，而且在沒有外力作用之下，此為自然傾

向的最後均衡狀態，氧氣與氮氣氣體分佈的機率在箱子中的任何一個局部都是相

同的，是系統的「熵」最大的狀態，而且這是一個不可逆的過程。類似的案例是

我們可以在一杯清水之中滴入一滴黑色的墨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清水的顏色自

然變成顏色均勻的淡黑色，此種狀態是水分子與墨汁裡面的黑色顏料的分子均勻

的分佈，從杯子內抽取任何一個微小的部份的水，其中顏料的分子與水分子的分

佈機率是完全相同的。以上兩個案例的理論基礎就是，任何的封閉系統最終都會

不可逆的、自然的傾向「熵」最大的狀態，這就是熱力學第二定律。因為如此，

所以推論地球上萬物都走向死寂，不該有生物存在，更不可能有生生不息的不同

物種的誕生，但是這樣的推論與人類所在的自然環境的事實不合，這個矛盾一直

到量子物理學家 Erwin Schrödinger（1944）在「生命是什麼」的一系列演講之中

才在概念上獲得了解決，他提出生物不是封閉系統而是開放系統，開放系統持續

與環境在交換物質、能量與資訊，生物之所以能持續存在，就是它自環境不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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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負熵」來維生。 
 

個別的生物雖然由創生開始最後都要走向死亡，但是它在有生之年，不但存

在並且會成長發育與繁延，不只是單方向的走向毀滅，原因就在於生物的攝食，

食物本身對生物而言是「負熵」因為食物本身的物質與能量的內在結構是有序

的。生物體內所持續消耗的「正熵」要由持續被生物吸入的「負熵」來支應，此

過程就是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Schrödinger，1944）。生物因為持續有「負熵」

累積所以會發育成長與維生，當體內「新陳代謝」的功能逐漸衰退之後，「負熵」

累積的速度無法再支應「正熵」消耗的速度，最後開放系統的開放程度逐漸萎縮，

系統逐漸走向關閉，「負熵」流入系統的量降低，封閉系統走向「正熵」的最大

值，系統的熱力學意義下的生命現象結束，系統走向熵平衡，也等於宣告死亡。

現代的生物學研究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的功能之所以逐漸衰退，是因為組成

系統的細胞自新功能的衰退所造成，而其根本的原因與基因有關，如果能找到全

部的原因並能加以控制，那麼生物體的生命就可以延續，用熱力學的語言來說，

如果生物體內「新陳代謝」的功能不會逐漸衰退，開放系統的開放程度就不會逐

漸萎縮，「負熵」流入系統的速度，足以支應系統的「正熵」消耗，系統就可以

持續存在。 
 

Schrödinger的論點只是對於熱力學第二定律與地球上的生物存在的矛盾，在

概念上加以疏解，但是此一步已經是科學思想上偉大的一步。一直到 1969 年，

Prigogine在一次「理論物理與生物學」會議之中公開提出耗散結構理論（湛塵華、

沈小峰，1998），以數學公式清楚地描述開放系統的「負熵」流為正，系統自身

處在遠離「熵」平衡的狀態，所以耗散結構的有序型式持續存在19；生物體本身

是一個開放系統，生物體自身的有序型式得以維持及發育，就是依靠「負熵」流

為正來維持。Prigogine提出耗散結構理論的實驗基礎是以化學反應過程持續有物

質及能量流入及流出系統，系統會在某一個特殊條件下出現有序的結構，所以他

的實驗是針對開放系統而言的。並不是所有的開放系統都是生物體，但是生物體

卻一定是開放系統。所以耗散結構理論能解釋開放系統的有序結構存在的原因，

也能用來解釋生物體以「負熵」來維生的道理。 
 

Prigogine 的耗散結構理論指出：一個遠離平衡的開放系統，無論是力學、

化學、生物、社會、經濟、乃至於思維的系統，通過不斷的與環境交換物質、能

量、資訊，當環境條件達成某一種閥值時，系統會由原來混沌無序的狀態變成在

空間與時間上有序的狀態，系統還持續的進行結構的演化，每一次的演化都等於

是象轉變，而結構的演化動力來自於系統的不穩定點，不穩定點代表原來支持巨

觀有序的因素的破壞，會產生出數種不同的解決方案，由於對稱性破缺形成每個

方案發展機會的不均等，所以優勢的方案由於自我催化的回饋效果，突破混沌支

配全局，於是新的結構產生。（Stengers & Prigogine 1986；蔡紹洪等，1998） 
 

耗散結構理論的重點是耗散結構方程式： 
 

dS/dt = dSi/dt + dSe/dt 

                                                 
19 Prigogine 就是因為此理論，才於 1977 年取的了諾貝爾化學獎，但是他對人類的貢獻不只限

於對化學知識的開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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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程式說明了一個開放系統持續存在的一個動態的穩定結構的原因是系

統自身運作所產生的正熵流（dSi / dt＞0）加上系統與環境交換物質、能量、資

訊所產生的負熵流（dSe/ dt＜0），此兩組熵流的總加使系統的任何瞬間的總熵變

化持續存在淨負熵累積的狀態（dS / dt＜0）。 
 
只要系統持續存在總熵遠離平衡（dS / dt＜＜0）的情況下，系統就不會瓦

解，所以此方程式也等於是對於量子物理學家 Erwin Schrödinger（1944）提出生

物以負熵維生的概念的數學表示。因為生物是一個開放系統，其自身的正熵持續

的在增加，所以系統必須持續自環境吸入負熵，所以系統持續處在遠離熵平衡的

狀況。 
 

耗散結構理論是系統科學的一大突破，它的解釋力極為廣範（Jantsch，1980；
Daft&Lewin,1993），被應用在包括生物體、生態系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Lazlo，
1986；Baum & Singh，1994；Rosenkopf & Tushman，1994；Anderson，1999)、
團隊組織 (Lichtenstein，1995)都有人研究。在企業管理領域有學者（汪維揚，

2001）把企業組織視為一個鑲嵌在環境之中的「類生命體」，以該理論用來研究

組織轉型的演化過程；在資訊管理領域有學者（陳朝福，2002）研究團隊組織的

學習認知過程，以該理論及系統動力學來建立團隊學習認知的自組織的動態模

型，這些研究都顯現該理論的普遍解釋能力。本研究將以此理論來應用到組織的

知識系統的假說發展。 
 
三、仿生學與生物物理學 
 

依據生物學的原理來建造一個「活」的機器（Bogatyrev，2004），是仿生學

（biomimetics）的目標，因為人類從生物系統可以學習到的許多的知識，可用來

突破長期以來機械論觀點下的技術與工程極限。生物物理學（林克椿，1999）則

是研究生命物質的物理性質，生命過程之中的物理化學規律。如果說仿生學是工

程技術，那麼它的最主要的科學根據就是生物物理學。本研究之所以提到此兩個

學門是因為從實體組織之中抽離出來的組織知識系統像是一個生物體，如果我們

能對於它的結構組成與變遷的來龍去脈有所瞭解，應該對於組織管理，尤其是知

識管理，會更能掌握。把組織管理當成是一個持續在進行之中的組織工程，那麼

仿生學的概念就在此發生了，因為我們透過對於組織知識系統類生物的特性與行

為的瞭解可以更好的掌握到組織工程。耗散結構理論是生物物理學之中重要的一

環，本研究對於組織的研究只針對它的「知識系統」，應用耗散結構理論，透過

耗散結構的理論引導發展出本研究的假說，如果假說成立，就可以把組織知識系

統的理論當成組織知識管理的理論基礎之一。 
 
本節小結 
 
1. 系統科學本身系統哲學的產物，系統哲學作為一種認識論，向系統科學發展

的第一步是從理論生物學開始的，而理論生物學之中的一支就是理論生理

學，耗散結構理論本身就是一個理論生物學的理論。將耗散結構理論可作為

生物體新陳代謝的熱力學理論，而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現象正是生理學研究的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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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耗散結構的理論引入知識知識系統理論的建構，理論發展的橋樑在於將資

訊與知識及熵建立起關係，此關係在先前的研究者已經建立，缺乏一個整者

將此橋樑接起來，此點為本研究提供了一個機會。 
 
3. 從仿生學的概念來思考知識系統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知識體，它的仿生對象最

直接的就是人，每個人都以他的知識系統，會影響到其肉身的成長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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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物學觀點下的經濟組織 
 
誠如前節所述，耗散結構理論不只是一種物理學，此一系統的觀念也可以廣

泛應用在其他各種學門中，包括生物學在內。換言之，如果對「知識系統」的理

解，能從耗散結構理論中找到線索，那麼生物學的相關理論，也應有助於對知識

系統的研究。本節以生物學觀點來分析經濟活動中，產業及企業的「發育」及「流

變」。 

 

一、經濟體系的生理現象 
 
(一)、產業組織層次 

 
Schumpeter（1934）縱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他發現「企業家」洞悉到創

業機會，為追逐機會所帶來的經濟利益，持續的領導與協調資源重組的創新活

動，是資本主義下企業組織不斷的創生與毀滅的主要原因，也是整個資本主義經

濟體系消漲的內在邏輯。我們可說他的理論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生理學。因為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新陳代謝就是體系之中無數的企業組織不斷的創生與毀滅

的總體表現，如果從物理學「質能不滅」的觀點出發，則此過程之中，社會上反

覆被重組的物質與能量不再是重點，而是使物質與能源重組成為可能的「資訊」

與「知識」的流變，是它們的內在組成與流動方式的持續改變使物質與能量不斷

的發生重組，而重組的目的性是在於滿足人類不同層次及持續變動的需求。 
 

Chandler（1990）站在產業組織生態體系的外面，以產業史為研究對象，

他對各別組織的發育方式與整體產業發育過程的研究，發現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的原則交互演替的支配著廠商的發展取向，其實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產業組織的

發育學。規模經濟（單一產品生產規模的擴充）與範疇經濟（新產品或新事業的

開發）之間的交替，其實是一種「試誤的過程」，當規模經濟發展有限時，廠商

自然會開始嚐試追求範疇經濟，當範疇經濟走不通時，廠商又會回來追求規模經

濟。無論是採取那一種方式來發育，此「試誤的過程」其實是一個能如何發育的

「資訊」與「知識」的探索過程，廠商透過不斷的重新認識自己與重新認識環境，

來尋求生存與發育的途徑。 
 

(二)、企業組織層次 

 
Coase（1937）把層級（hierarchy）與市場當成兩種不同的組織，說明廠商

為什麼會出現。他觀察整個經濟活動之中的市場交易的現象，他發現交易過程是

『有』成本的，交易成本的「存在」是他的交易成本理論的本體論承諾。Coase
認為「層級」這種調動資源的安排之所以能取代「市場」這種安排的原因，是因

為對某一種交易而言，「層級」的交易成本比「市場」的交易成本低，所以「層

 40



級」才會出現。「層級」的典型如「廠商」，「廠商」為什麼會「出現」其原因就

在此。他的理論可說是廠商的發生學，但是我們發現到 Coase 沒有說階層的交易

成本要比市場的交易成本低多少，才能促使「廠商」出現，我們只能說當此差距

越大，「廠商」出現的機率就越高，但是我們至少可以說「廠商」出現後，如果

不能持續維持比市場要低的交易成本，就有消失的可能，而差距越接近，消失的

機率越高。Coase 的理論其實是說了「廠商」出現的「外部條件」，他似乎假設

只要市場的交易成本夠高，就必然會有「廠商」出現，但是這樣的假設是等於只

要降低交易成本的「需求」持續存在，降低交易成本的「供給」就會發生，但是

「廠商」出現的「內部條件」是要有企業家「看到」某一個產品的市場交易成本

太高所帶來的機會（掌握到特殊的資訊），而且「知道」可以由某一種層級把資

源重組來降低交易成本（掌握到特殊的知識）。這裡的關鍵其實不是某個特定的

企業家個人，而是被企業家「看到」的「資訊」與「知道」的「知識」的出現。

我們可以說，特殊的「資訊」與「知識」的聚集是使「廠商」發生的「內部條件」，

而「外部條件」與「內部條件」的同時契合才能使「廠商」發生。由於「廠商」

之間的交易與競爭，導致「資訊」與「知識」的擴散，可能使資訊不對稱性降低

或提高，是使某一些「廠商」再度消失的原因，所以「廠商」要持續的創新來產

生獨佔力，才能持續存在。在知識經濟時代，「資訊」與「知識」的不斷流變，

直接影響到「廠商」的創生或死亡。 
 
以現實的廠商行為來說，靠專利技術取得市場獨佔的廠商，在與客戶交易的

過程，由於它是唯一的供應商，所以可以在交易的溝通過程之中持續累積客戶新

的需求的專屬「資訊」，變為進一步改進技術的「知識」，以保持獨佔力，由於獨

佔勢力使交易成為賣方市場，買賣雙方的交易成本大部份由買方來承擔，但是由

於廠商的技術擴散或新競爭者的技術創新，原來的獨佔廠商的地位變為寡佔廠

商，廠商的超額利潤及對產品價格的控制都下降，對客戶需求的專屬資訊也無法

壟斷，當技術持續擴散或競爭者持續的加入，市場由寡佔走向完全競爭，市場上

的所有廠商完全無法左右產品價格，廠商營運開始逼近虧損的邊緣，交易成為買

方市場，買賣雙方的交易成本大部份由賣方來承擔。由以上的分析可發現，是「資

訊流」與「知識流」使市場結構發生改變，直接影響到廠商的市場地位以及營運

的績效。 
 
Williamson（1985）觀察經濟組織，他發現組織的運作不只使交易成本降低，

他以組織的範疇經濟來說明組織間的垂直整合可以使交易成本降低，是組織的疆

界得以擴張的原因，他的理論可說是企業組織的發育學。Penrose（1959）鑽進

企業組織的內部去觀察，他發現企業組織內部剩餘資源用途效益的最大化，是企

業組織成長的驅動原因，其實這是企業組織發育方式的一種理論。 
 
Teece, Pisano & Shuen（1997）關心的是企業組織內部的核心能耐的形式以

及企業組織之間此種能耐的移轉所涉及的交易成本問題，他從交易成本理論與資

源基礎理論的角度來看企業組織的能耐發育過程，他的理論特別提出動態能耐

（Dynamic Capabilities）是組織能持續創造價值的源頭。如果說核心能耐是主宰

廠商生長發育的細胞，那麼能耐的動態調整就是廠商體內的細胞變異。因為細胞

是一個開放系統，它以生物組織體為環境，研究系統如何與環境交換物質、能量

與資訊，及如何隨著時間在環境之中變異。廠商的能耐的動態調整其實就是廠商

為適應環境，而隨著時間不斷的變異組織內的知識與制度。那麼廠商的能耐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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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調整」就是從一組專屬「資訊」與「知識」翻越到另一組專屬「資訊」與「知

識」的過程。 
 
在 Manville （1999）以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與複雜理論解釋 Mckinsey

顧問公司的知識管理的個案研究之中發現，一個現代的企業組織，已經不再是一

台簡單的機器，而是一個如生物一樣的複雜適應系統，此系統應該被看成是一個

由物質流、人流、資本流、資訊流所組成的自組織，組織的結構及其特性則是由

這些「流」所決定。Leuw（2001） 把觀察的尺度放到社會的層次，它的研究也

指出，社會是一個開放系統，是一個由「資訊流」所組成的自組織，在個人層次

的處理資訊為認知與學習，在社會層次則是溝通與談判，資訊與知識的流動影響

了社會結構的改變。 
 
二、環境條件 
 

本研究所考慮的「知識系統」所在的環境，分為兩個構面：一、影響資訊流

與知識流的硬條件，是「智慧財產權制度」，而且是從制度經濟學的觀點討論。

二、影響資訊流與知識流的軟條件，是「社會資本」，以人與人之間的信賴、社

會關係、友誼等等為其內涵。「智慧財產權制度」約束了知識及知識系統的流變，

而「社會資本」則是降低知識及知識系統的流變過程的磨擦。 
 

(一)、制度經濟學理論 

 
在本研究之中要提到制度經濟學的原因是，實體組織包括處理資訊的知識系

統與處理物質與能量的生產與交易系統，在它所在的環境之中，「制度」是本研

究認為最主要影響資訊與知識流動的環境因素。我們不是要在此詳細談論制度經

濟學的理論，而是要用到它的概念進行類比來建立我們所要發展的假說。在對於

「制度」的研究之中與本研究最直接有關係的是 North 的制度創新理論，雖然他

是經濟學家，但是我們從他的理論之中看到了經濟學者在談制度的出現與變革

時，裡面是滲透著生物學視野在內，本研究類比闡釋如下： 
 

經濟學界研究「創新」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包括「技

術創新」與「制度創新」兩個面向。在此，「創新」可以類比為「生物的成長現

象」，「國家」類比為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組織」，「經濟發展」類比為「對生物不

同階段成長狀態的描述」。「技術創新」的本質是新資訊或新知識的產出與實踐，

類比為生物的生長過程中，內在的資訊流與知識流，向有利於持續生長的方向變

化。「制度創新」類比為外在環境因素朝向對生物的生長有利的方向變化。20

 
North（1981）對「制度」的定義，本研究重組原文如下： 

 
「制度是一種秩序，人得以在裡面相互影響，制度確立合作與競爭的關係，這些

                                                 
20 在此我們對於「技術創新」與「制度創新」都給予正面的解釋，因為創新的目的本質是指「朝

向好的方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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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構成一個社會，制度是一整套規則、應遵循的要求和合於倫理道德的行為規

範，個人行為因此受到約束」。 
 

我們把這樣的定義與本研究結合：「系統」所在的「環境」之中，「制度」是

一個外在的環境因素，對於知識系統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模式，主要就是受到「智

慧財產權制度」的約束，對於生產與交易系統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主要就是受到

「實體財產權制度」的約束，所以「財產權制度」是使系統在合作與競爭過程之

中結構發生流變的外在影響力量。例如兩個交互授權的技術合作廠商，在彼此技

術授權的範圍之外發生技術的侵權，兩家公司考慮與其纏訟之後兩敗俱傷，不如

合併為一家公司，但是兩公司的合併又受到國家所強制規定的與「智慧財產權制

度」有關的反托拉斯法的限制，所以只能雙方妥協。反托拉斯法在此可解釋為一

種經濟上的倫理道德，約束了廠商合併後竭取壟斷利益對社會造成傷害。 
 

North 從經濟史的長期研究得到一個重要的結論是，一種能夠給與個人或組

織的重要刺激的有效制度，是使經濟能持續成長的決定性因素，其中又以財產權

制度最為關鍵。財產權是一個排他性的權利，只有透過暴力的約束才能加以界

定，而代表國家的政府，相對於其它的個人或組織是在此暴力的行使上比較有優

勢的組織。所以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它的政府是否持續努力於財產權制度的更

新有直接的關係。對於經濟發展而言，技術創新固然重要，但是制度創新才是更

重要的根本，因為科學知識的產生故然是使知識存量增加，是創新的基礎，但是

一個新技術的誕生在社會上被實施與受到保護以及社會上的人能受到鼓勵持續

的使新的技術產出，這些都有賴智慧財產權制度的建立才有可能。 
 

制度的變遷就是由制度均衡到制度創新，再回到制度均衡的反覆過程。所謂

的制度均衡是指制度的供給與制度的需求相等。我們可以說制度創新是一種暫時

性的制度不均衡下的產物，制度的供給無法滿足制度的需求，此缺口為制度創新

帶來了機會，其真正的原因是在現有的制度之下有潛在的獲利機會，這些潛在的

利益是由於市場的擴大、技術的發展或人們對現存制度下的成本與收益之間的看

法改變等因素所引起的。但是，要取得這些利益又有經濟規模的要求、外部性內

部化的困難及人對風險的厭惡及政治壓力等因素，使潛在的利益無法在現有的制

度之下被實現，所以社會上總會有某些人會想要帥先克服這些障礙，但是只有當

潛在的利益大於克服這些障礙的成本時，這項新的制度才會「出現」。 
 

制度作為一種知識的形態被社會系統所吸收就如蛋白質是建構人體的主要

成份，制度是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存在的重要原因，有社會秩序才使我們才能感受

到社會系統疆界的存在，其它如文化與到德的規約都是社會系統的結構組成之一,

但是制度是最明顯能被感知道的一種規範人與人之間的各中關係的實體。 

 

(二)、社會資本理論 

 
社會資本在本研究之中的角色是使知識系統在知識社會之中流變的載體。典

型的社會資本定義包括：Bourdieu （1992）指出「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這

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係所組成的持久網絡，由於這些關係或多或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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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化的，所以它會自然的累積」。Butt（1992）指出「朋友、同事、其它的更

廣范的關係，通過他們你得到使用資本的機會…，企業內與企業間的關係是社會

資本，是競爭成功的最後決定者」。Putnam（1993）指出「社會組織的特徵，例

如信任、規範和網絡，它們能夠推動協助的行動提高社會的效率」。由於社會資

本不是本研究的焦點而是作為系統所在的環境因素之一，所以只摘要三個主要的

定義，並從他們的研究整理出下列的觀點：一、社會資本最共通的意義是使資源

的流動可以更方便的社會人際網絡關係。二社會資本是可以被生產累積，但是也

可以被破壞的一種流動性的資產，社會上的實體資源流通的效率與社會資本存在

的豐富程度的影響正相關。三、在競爭的環境之中，社會資本掌握越多的人或組

織，持續存活的比別人更好的機會較高。 
 
我們引用社會資本的概念在於說明知識在社會之中流通不是完全依賴制度

的規定而是社會資本起了潤滑劑的關鍵作用，社會資本缺乏的社會，人與人的相

互信賴很低，其根本不是沒有知識在流通而是真知識或正確的知識佔在所有的社

會系統裡流通的知識總量是相對偏低的，那個使人與人不能相互信賴的媒介正是

人與相互傳遞的假知識與假資訊。 
 
本節小結 
 
1、.從生物學的觀點看經濟組織，小到組織理的核心能耐，有如觀察生物體的細

胞，大到整個產業組織有如觀察整個生態體系，不同的層次有不的關切重點，

但是彼此之間層層相套，關係嚴密，回溯到經濟學的的源起其實是就從生物

學的觀點出發的。 
 
2、本研究的焦點指向知識系統的理論建立，對於系統的描述必需也對環境進行

說明，在此只提出制度經濟理論與社會資本理論的原因是，本研究的對象是

放在經濟組織，而此兩個理論與經濟組織的知識系統之間的知識流通息息相

關，如果要更詳細的考慮，應把知識社會學理論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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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跨學門的理論整合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做為整合跨學門的理論的基礎。談理論整合，仍然要從

視角的整合出發。在本研究之中有三種視角將整合為一體： 
 

一、資訊與知識的流變視角，此視角包括把資訊與知識當成驅動物質移動的源

頭，而且資訊與知識的本身是流變的，當我們把資訊與知識放到組織的「知

識系統」之內來看時，「資訊流」與「知識流」的概念本身已經提供了一種

動態的觀點。 
 
二、理論生物學的視角，也就是仿生學與生物物理學之的視角，仿生學使我們對

於組織的「知識系統」與生物的類比成為可能，生物控制論著重對生物體內

的資訊傳遞的研究，與本研究的焦點一致。 
 
 
三、系統論下的開放系統視角，就是一般系統論與耗散結構理論的視角，我們所

看到的活體組織都可以從不同的層次納入在層層相套的開放系統之中，此層

層相套的開放系統，每一層的「系統」都把它自身以外的部份當成「環境」。

由於一般系統論與耗散結構理論已經廣泛的被應用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的研究方法與自組織的理論基礎，所以本研究將系統的範圍推論到知識社會

系統的層次，社會本身是一個大型的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optive 
System），包括法律、習俗在內的廣義社會制度（social institution）是使社會

系統「有序」的必要條件，它們也是社會系統的疆界組成的部份。當社會系

統的制度崩潰，社會秩序就瓦解，也代表著系統的所在的環境發生不利於系

統生存的變化。 
 
在本研究之中，組織的「知識系統」可以被視為是知識社會系統的組成部份，

所以其自身也以知識社會系統為其環境。約束與引導組織的「知識系統」流變的

制度環境以廣義的「智慧財產權制度」為主，而促使組織的「知識系統」流變的

社會條件是廣義的「社會資本」，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信賴、親源、有誼。一個組

織的「知識系統」會存在與演化成何種狀態，它的環境影響因素，在本研究只限

制在「智慧財產權制度」與「社會資本」。 
 

我們由以上的文獻探討可以有以下綜合的看法： 
 
一、我們所看到的組織，例如企業或廠商，應是一個活的開放系統，它持續在用

知識來處理資訊，同時在此過程之中累積知識，被它處理的資訊與產生的知

識與資訊本身是多變的。 
 
二、不同的學門與研究領域對組織裡的知識的研究預到困難時都隱約的有兩個傾

向：一個是向系統科轉向，一個是向生物學轉向。 
 
三、由以上的文獻探討發現，過去學者對於組織的知識及其整體的認識包括了三

個重點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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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單純關切組織內的資訊與知識與組織運作效率的關係，逐漸走向關切資訊

流與知識流與組織動態能耐的關係。 
 
2、從靜態的及偏向機械論的觀點看待組織內的資訊與知識的形成，逐漸走向以

動態的及機體論的觀點看待組織內的資訊流與知識流與與組織演化的關係。 
 
3、從組織的無形資產是依附在有形資產的簡單依存關係，逐漸走向無形資產的

演化是走在有形資產的演化之前，且對彼此的從屬關係的認識已經在改變。 
 

整理與本研究的範圍內直接相關的理論演變過程如圖 2-2。 
 

 
 

Nonaka and Takao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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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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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系統觀下的組

織知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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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peter 1934 
Galarbith 1977 

圖 2-2 與本研究範圍直接相關的理論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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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理論發展前述 
 

一、本體論與認識論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的結果是一種知識系統的本體論與認識論，純哲學上有對於本體論、

認識論二者有嚴格定義。對於某對象的本體論是指對「有」與「存在」（being）
之所以可能的論述。此「有」是透過對該對象的本質屬性「是」什麼及「在」那

裡的論述，對「存在」（being）加以掌握。對於某對象的「認識論」是我們認識

它如何可能的論述。有些東西是我們所不可能認識的，例如宇宙是有限還是無限

的？如果說是有限的，那麼宇宙之外是什麼？所以對某些東西或現象認識上的不

可能，是我們人類自身的認識能力的局限性所造成，我們對認識上不可能的對象

的存在方式「存疑」，而不說它的本體不存在，隨著科技的進步，過去只在認識

論意義上的存在，現在有可能被清楚的驗證，例如電子顯微鏡的發明使我們對於

細胞的觀察成為可能，所以本體論意義上的存在得以確立。無論認識的層次如

何，我們都是先透過認識才能先對「存在」作出描述，本體論要透過認識論來給

出的道理也在此。 
 

由以上的論述我們發現存在著邏輯上的兩重逆向的關係，把對象的本體論、

認識論、方法論串聯起來。一重關係是由上而下推論「是」什麼及「在」那裡的

的預言過程，一重是由下而上驗證「有」與「存在」的證成過程。我們「說」某

對象的本體存在，是我們可認識的，並且應該以某種方法來認識它才可以掌握到

其本質，這是由上而下推論的過程。我們遵行方法論所指導下的方法，進行實證，

使我們能認識到所要研究的對象確如所言，「有」此本質，由認識論成立之後確

定本體的存在，這是由下而上證成過程。 
 

二、存在與演化 
 

Prigogine 提到「時間先於存在」（Prigogine，1996），此意思是「存在」是「在

時間之中的持續出現」，如果時間的尺度消失了，就沒有存在可言，更重要的是

時間是不可逆的，所以有時間之箭（Coveney. & Highfield，1992）。因為有時間

之箭所以才有演化可談。演化不是只在生物的世界發生，在非生物的世界也發

生。所以 Einstein 晚年寫演化的物理學（1938），意思是物理原理的自身也是演

化的，我們不能以無時間尺度下的永恆視之。在 Prigogine 的著作「從存在到演

化」一書中，Becoming 一般譯為「流變」與 Evolution 譯為「演化」的意義類似，

前者用於非生物，後者用於生物，本研究以類比方式描述知識系統的類生物現

象，英文採用 Becoming，中文延用「演化」。 
 

哲學家 Sartre 提到「存在先於本質」，他的本意是人在被任何概念界定之前，

就已經被拋到這個世界，我們取其中的精義，存在要先發生，才有本質可言。客

體的本質是主體對於它的一種認識，客體的本質是否真如認識者所言，我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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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所以，Heidegger 才說「語言」是「存在」的故鄉，我們透過「語言」來

掌握對象的「本質」，透過「本質」來認識到對象的「存在」。在本研究之中所謂

的「語言」是指「理論」。在本體論的發生序上是時間先於存在，存在先於本質。

但是在認識論的發生序上是時間先於理論，理論先於本質，本質先於存在，時間

在本體論與認識論上都的是最先發生的，理論是嚴格定義下的「知識」，「知識」

使「存在」「有」「本質」，所以我們仍然必需先讓知識系統的「理論」先「有」。 
 

客體的演化是其自身本質的變異與環境的自然選擇結果，因為有變異所以有

演化可言，演化也可說是客體由於內在的本質改變所顯示出自身整體階段性的進

化或退化，進化與退化在生物學之中的意義是針對器官的功能而說的，在本研究

之中，演化是指知識系統的本質改變所顯示出系統自身整體價值階段性的消漲或

穩定與不穩定。 
 

以開放系統的觀點整理以上的概念，一個開放系統因為主客觀條件的具足而

創生，創生是開始存在，存在是在時間之中持續的出現。開放系統的內在本質是

指它的動態結構與運作方式。開放系統的存在不是孤立的，它要持續的與環境進

行物質、能量、資訊的交換，所以系統的本質會受到內在元素或關係的突變（自

發的或是環境衝擊造成的）而發生變異，我們透過對系統的本質改變的瞭解，來

掌握此演化是走向進化或退化或死亡。 
 

 

 

 開放系統 

開放的環境 

系統與環境持續 

進行物質,能量, 

資訊的交換 

圖 2-3  在開放的環境之中的開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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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演化要先對「變化」作出明確的定義的。變化是相對於觀察者而言，系統

「演化」，導致系統持續的進化或退化，反應在系統『處理資訊的能力』的改變。

系統的狀態變化，在時間上有可逆與不可逆之分，不逆的變化才稱作「演化」，

系統內部有序化的狀態，發生了不可逆的改變，此改變的型式包括系統部份或整

體的分化、重組、複製、變異，最終反應在系統處理資訊能力的進化或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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