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理論發展 

 
第一節  理論發展的步驟 

 
理論發展的步驟包括五個階段，簡要說明如下： 

 
1.對於知識系統的本體提出論述。 
 
2.類比知識系統是一個生理系統，生理系統是一個複雜系統，系統內的知識價值

累積狀態是非線性的。 
 
3.對於組織在處理資訊的狀態進行描述，由組織處理資訊的理論出發進行方程式

的推論。 
 
4.由於知識系統是一個類生理系統，依據耗散結構理論可以由資訊等於負熵的等

價關係進行轉換，類比出知識系統是「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 
 
5.知識系統是類生理系統，對它的新陳代謝與演化提出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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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識系統的本體 
 

一、知識系統的存在 
 
(一)、「知識系統」是「組織」的「存在」 
 

知識系統是一個在特定環境條件下，以吸收資訊（負熵）來維持自己生命

的「知識價值蓄積結構」。系統自身處在遠離資訊平衡的狀態，也就是說系統自

身是一直處在「正資訊流」的狀態，對此蓄積結構的認識是研究「組織內的智慧

財產」的發生學、發育學與型態學的共同基礎。 
 

哲學家 Heidegger（1927）的存在現象學揭示說，由於我們誤把「存在者」

當成「存在」，造成我們遺忘了『存在』本身，現在我們把『存在』找回來，要

達到『拯救現象』的目的。我們可說，被我們習以為常、雜多而不斷出現的「組

織實體及其活動」只是「組織」這種現象的『存在者』，「知識系統」是「組織」

的『存在』（being），它是「組織」的形而上體（metaphysic body），是一個被遺

忘與被遮蔽的對象。本研究是把長久以來被「組織實體及其活動」所遮蔽的『知

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過程重新揭示出來。這個研究活動的本身，也是一個去敝

的過程。這樣的一個過程，包括了哲學家 Quine（1980）對於本體論問題所區分

的兩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實際上有什麼東西存在的事實問題』，另一個層面是

『按照某一個理論說會有什麼東西存在，是一種本體論的許諾』。所以說有什麼

東西存在是一個本體先在的承諾，至於那會是一個什麼樣子的東西及具有什麼樣

子的特性，則是由理論來作出說明。所以，本研究提出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的

理論，看似已經承諾了有知識系統本體的存在，其實它不只是一種本體論的承

諾，如果在事實上知識系統不存在，那麼組織就變成一堆沒有知識的人與物資的

任意組成，更不可能有「處理資訊」的能力。所以可以有不同的知識系統理論來

作為組織之所以如此存在的依據，但不會發生跟本沒有知識系統存在的本體論層

次的問題。 
 

知識系統的自身是由不同功能的「子系統」所組成，依「子系統」間的分工，

持續在進行『資訊處理』的活動，此活動就是知識系統存在(being itself)的外顯

行為。實體組織之中的個人或物質都是可被取代的，不可取代的是：「為了處理

某種資訊所需要的那一塊知識體」，這一塊知識體必須要與整個知識系統有機的

結合，這一個部份的知識體，如果它顯現在可被我們所感知的實體上，可以由擁

有那一塊知識體的個人或若干人及所需的物質實體所組成。知識系統的運作，對

外所造成的效果是：有資訊被創造、被流通與被加值等等資訊的流變現象，這只

是知識系統的運作結果的表象，知識系統自身的演化方式及驅動演化的內在原因

是生存競爭的壓力。其實知識系統持續在進行『處理資訊』的活動過程中，系統

本身因為有內部資訊的產生及消耗及與外部交換資訊，所以系統在知識上也發生

不可逆的變化，知識系統本身的三個改變是：系統內元素的性質與數量的改變、

系統內知識結構（元素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改變、系統內資訊流的方式改變，這

些改變的組合就是使知識系統發生「智能轉變」的動因，知識系統本身發生進化

或退化的演化現象，就源自於此。知識系統內組成的子系統之間或不同的知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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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間發生交互作用，就是以「資訊」為媒介來達成。所以我們可預見知識系統

內知識形成過程是複雜現象，不是 Nonaka 與 Takeuchi 所描述的那樣簡單的機械

式的螺旋。 
 

知識系統不是孤立於環境之外而存在，而是處在與知識流動有關的社會制度

與社會資本所引導與規範下的資訊海（information sea）之中，「資訊」要被知識

系統選擇性的消化吸收才成為知識系統的知識，知識系統要存在，就必須與它所

在的環境持續進行資訊的交換，而知識系統的演化動力，就來自於系統與環境持

續以不同的速度交換對知識系統處理資訊能力有不同影響的不同資訊，知識系統

與環境產生的交互影響的媒介仍就是資訊。 
 
(二)、知識系統的疆界 

 
對於系統的認識首先在於系統疆界的定義，由於系統之外仍有系統，所以研

究對象的選擇與系統疆界的定義直接有關，系統疆界相對於環境的區別，首先要

排除對於系統疆界定義本身的同語反覆，只有系統疆界被明確化，進行系統的分

析才會可能是有意義的。進行系統的分析應包括：一、組成系統的元素本質。二、

組成系統的元素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整組的關係就是系統的結構。三、系統與它

所在的環境的交互作用的方式與對象。此三者統稱為『系統存在的狀態』。 
 

知識系統的疆界由以下三種定義來確立： 
 
1、組織因為掌握智慧財產，所以它處理特定的資訊的知識濃度，高於它所在的

環境的知識濃度，由於濃度差所以形成疆界，這是一種組織知識系統疆界的

化學描述。 
 
2、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成本主要是交易成本，由於知識系統處理某些資訊的成

本比市場低，所以知識系統的疆界得以存在，這是一種知識系統的疆界的經

濟學描述。 
 
3、相互作用、特性相異但是相關的知識所組成的複合體，以從事資訊的創造、

流通與加值為其功能，這是知識系統疆界的系統科學描述。 
 
組織擁有的智慧財產的質與量的多少及其運用的效益高低就是類比為知識

系統的知識濃度高低。知識系統的僵界會擴張或縮小，是以知識系統擁有處理資

訊的知識濃度高於它的環境的知識濃度的大小來決定，濃度差越大，組織的獨佔

力越強，組織從多對一的單向溝通萃取出綜合資訊的機會越高，所以知識系統從

累積的綜合資訊再轉為專屬知識的機會越大，因此知識系統的疆界擴張越容易進

入正向回饋循環，一直到競爭者出現，疆界擴張擴張才開始有明顯的阻力。 
 

知識系統所擁有的智慧財產，包括專利、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等，就是

它處理資訊的專屬性能力，它們是使知識系統成為一個有價值創造能力的活體的

根本原因。知識系統掌握以上的權利的質與量越高，資訊流向知識的濃度梯度高

的機會越高，所以系統本身知識價值累積的機會也越高，知識系統發生資訊流的

正向循環，系統本身的總知識價值以非線性的方式成長，這就是「隱敝的自然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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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三)、知識系統本身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 
 
活的生物是一種開放系統，該系統自身是一種「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此系統一直在耗散「熵」（entropy），系統之所以能持續生存，是因為

系統本身的熱力學型式處在遠離熵平衡的狀態，系統能夠持續保持淨負熵流入，

「耗散結構」的結構體本身就不會瓦解，這是非平衡系統熱力學者 Prigogine
（1969）在理論物理與生物學會議提出的耗散結構理論的精義。把它類比到知識

系統，知識系統本身是一個開放系統，而且是資訊的開放系統，但是它應該是一

個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它之所以能持續生存，是因為知識系統本身處於遠

離資訊平衡的狀態，它要維持持續淨資訊流入，才有機會持續進行「智能轉變」，

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就不會瓦解。 
 

熵有「正熵」與「負熵」，資訊也有「正資訊」與「負資訊」。對知識系統而

言，能使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能力增強的資訊是「正資訊」就是「負熵」，知識

系統吸入後，知識系統的智能會增加，反應在組織內的「決策有序的程度」會增

加，我們以社會科學的語言說是組織「決策理智的程度」會增加，所以組織的營

運所面對的不確定性相對會降低。「負資訊」是使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能力降低

的資訊，就是「正熵」，知識系統吸入後，組織「決策理智的程度」會降低，所

以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相對會提高，例如股市之中的假資訊，為其接受者所誤

信，這就是一種「負資訊」，電腦病毒對於無防毒能力的知識系統也是一種「負

資訊」。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過程同時要「蓄積知識價值」，就等同於組織在進

行生產與交易的過程之中有內部與外部的「交易成本」，交易成本類比為物理學

之中的磨擦力，是一種系統能量的消耗。交易成本的付出其實隱含著交易利益的

獲得。 
 

正熵是無序的程度，負熵是相對於無序概念下的有序程度，資訊被知識系統

處理的過程，被吸收的「正資訊」轉為知識系統的知識，知識系統因此更加有序，

知識系統的有序程度的提高就是反映在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能力提高，處理資訊

的能力越高的知識系統，被我們觀察到的組織的營運績效也應該越好。 
 
二、知識系統的生理現象 
 

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包括異化作用（catabolism）與同化作用（anabolism）。

前者是生物體內的細胞呼吸，透過此過程，細胞要「形成物質及獲得能量」，後

者是生物體內的細胞內的分子重組，此過程細胞要「分解物質及消耗能量」，就

是由細胞呼吸獲得的能量來支應。知識系統也有新陳代謝，包括異化作用與同化

作用。 
 

知識系統的異化作用是知識系統與環境交換「資訊」，就是如同生物的細胞

在呼吸，知識系統在此過程要「獲得資訊」，資訊是智能的最低階型式。知識系

統透過吸入「資訊」與吐出「資訊」，使知識系統有「智能轉變」的可能。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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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同化作用就是知識系統在「智能轉變」，形成知識系統的知識、智慧及智

慧財產，此過程就知識系統的自身而言是「形成知識與獲得價值」與「分解知識

與消耗價值」的異化作用同時在進行。所以知識系統如果要成長就必須是「知識

價值的累積速率大於知識價值的消耗速率」。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時，相對於知

識系統是「新」的資訊，才是被吸收的資訊，但是知識系統接收此新資訊之後對

知識系統而言就是舊資訊，新而且對知識系統的知識成長有益的資訊才是「負

熵」。只要整個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過程一直使系統自身的結構處在「淨正資訊

流入」的狀態，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蓄積結構就得以維持，如果知識系統先走向

衰竭，組織的實體部份就會開始發生營運衰退的狀況。 
 

如果一個組織的知識系統單純只有持續的淨正資訊流入，組織的知識系統並

不會成長，而只會維持現狀，組織實體要成長，它的知識系統就要能進行三階段

的「智能轉變」：第一、「轉資成識」：把資訊轉為對於知識系統有價值的知識，

此轉換的效率與效果與知識系統既有的知識能力直接有關。第二、「轉識成智」：

把知識系統的知識轉為智慧。智慧是以知識系統的知識為基礎，知識系統作出對

於自身的存活有益的綜合判斷，也就是知識系統的知識在實際的環境當中被「實

踐」的成功過程，所以「實踐」的成功靠的不只是知識還有綜合判斷，所以智慧

是使知識被成功實踐的綜合判斷，不以知識為基礎所作出的綜合判斷既使正確也

只是偶然。三、「轉智成財」：把知識系統所累積的智慧本身轉換為可以被交易的

財產，這就是我們法律上習慣所稱的「智慧財產」。知識系統因為有智能所以能

持續存活，因此知識系統把智慧轉為可以被交易的財產之後，知識系統的智慧財

產透過組織被交易，買受方的知識系統獲得此智慧財產所包含的知識，出售方的

組織也可以獲得對價的實質利益，知識系統本身的智慧財產透過此知識交易的過

程，也有益於其自身與知識社會的聯結，使自身持續生存的機會提高。 
 

知識系統進行以上三階段的智能轉換，此轉換過程詳細的內在機制，不是本

研究的主要的目標，但是可以確知的是瞭解知識系統的發育模式，會使我們對組

織的智慧財產的管理理論的建立更完整。知識系統有持續的淨資訊流入，是知識

系統發生三階段的「智能轉變」的前提，但是知識系統有持續的淨資訊流入，系

統不必然就會進行部份或全部的「智能轉變」。「智能轉變」的機制是知識系統內

部知識的「自組織」過程，知識系統因為有「智能轉變」所以才能持續存在。驅

動「智能轉變」發生的原因是生存淘汰的競爭壓力。 
 

三、知識系統的功能是處理資訊 
 

組織內部物資、能量、資訊與人員活動的動態過程很容易被觀察到並理解，

但是知識系統的「存在」很難被具體掌握。我們只能透過它『處理資訊』的活動

過程來瞭解。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能力改變是因為知識系統自身已經發生改

變，此與它在「處理資訊」的過程系統吸收的是正資訊或負資訊有關，此過程本

身是隱敝不明的。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同時，知識系統的結構與性質，受

到知識系統內部子系統之間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交換的資訊的影響，使知識系統

自身發生演化，這也是隱敝的自然傾向。 
 
組織的實體部份的運作為了生產與交易所進行的物質與能量轉換的過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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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遵守物質與能量不滅定律，因此任何的生產與交易過程都只是物質與能量的

重新組合。但是『如何重新組合成為某一個特定的型式』是受到知識系統所決定

的。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同時也發生吸入正資訊轉為知識的反應，這個反應機

制是非線性的，是複雜現象，不是一個單純的機械式現象。 
 

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過程之中，因有受到法律制度的保護，所以形成淨正

資訊流入的時間得以延長，同時因為智慧財產權保護制度促進資訊的合理公開，

又再鼓勵其它的組織進行技術創新，所以組織的消長、分化與重組其背後就受到

知識系統的消長、分化與重組的安排，知識系統不但存在而且有類似於生物學之

中的生命現象，它的行為總是先發生在組織實體的行為之前，此現象呼應了

Whitehead 在「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之中「精神總是走在物質之前」的名言。 
 
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活動與其「自身演化」二者同時發生。「自身演

化」是一種不可逆變化，以長期來看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狀態，從發生、成長

到死亡，都是暫時狀態，有意義的是進化、退化、或分化，有些知識系統以部份

或整體被吸收到其它的知識系統中，有些知識系統分散瓦解成部份的知識體或知

識元素，混雜或消失在龐大複雜的資訊海之中，或成為特定的知識系統的歷史，

例如留在當代人記憶之中過去曾經存在的產業之中的組織形態與專屬知識。 
 

由於我們對於事物的觀察，長期習慣依賴身體的感覺經驗及以主客體分立的

對象化認識模式，這阻礙了我們對於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及其自身隱敝不明的

自然傾向的瞭解，如果我們把觀察的對象放大到整個實體社會，實體社會有它的

本體，也有它的記憶，那個負擔記憶的本體不是人或物質而是實體社會的知識系

統，廣意的說就是社會文化體系，把文化體系當成一個承擔社會的知識與資訊的

開放系統，我們每個人都是影響實體社會的知識系統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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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識系統類比為生理系統 
 
一、知識系統與組織實體 
 

知識系統應該先有一個可以依附的結構，類比為生物才能進行動力學的探

討。一、知識系統所依附的結構就是指由一群有共同目標的人與管理制度所組織

起來的組織實體，組織之中的個人所擁有的知識與資訊是知識系統之中的元素，

以個人為一個資訊與知識的子系統，以組織內的部門分工的單位為更高一層的子

系統。組織之中的管理制度所規範出的個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知識系統的「主結

構」，由於管理制度所規範出知識系統內子系統之間相互傳遞資訊與知識的複雜

網絡，就是知識系統的「微結構」。類比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組織實體與知識系統的結構類比 

系統組成 組織實體 知識系統 輔助說明  

元素 

子系統 

個人 

單位或部門的人

員及設備 

個人的知識與資訊 

單位部門的知識與資訊

形成不同層次的子系統

個人的知識與資訊的狀態

隨時間而變。 

關係 組織分工所形成

的互動關係 

管理、制度、人際所形

成的訊流通網的部份。

關係是元素及子系統之間

交互作用的方式 

結搆 整體的關係組合 管理、制度、人際所形

成的整體資訊流通網。

結構是個別關係的整體組

合。 

 

在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過程之中，不同的資訊與知識持續的交互作用，產生

新的資訊與知識的同時，知識系統的本身也發生變化。知識系統在時間軸上的變

化，是系統內個別的子系統在時間軸上的變化的整體表現。 
 

例如一個新創公司，它的知識系統的發育與組織實體之中的人員增加及管理

制度的逐步建立，分工的細部化，是同時在進行的。管理制度把組織實體與它的

知識系統聯結起來，管理制度規範了組織實體之中的個人如何的把產出的資訊或

知識提供給組織之中的其它人，同時管理制度也規範了資訊與知識在組織內的流

程，知識系統的本身由於有資訊或知識在進出、重組與累積，所以逐漸發育成長

為一個支持組織實體能夠持續存在的知識體。 
 
知識系統是組織所累積的智慧財產的有機組合，不只是資訊、知識、專利、

商標、著作權以及營業密秘，使它們能有機的組合起來的是組織成員之間的在知

識與資訊上的合作與依賴關係，所以既使是在相同行業及相同規模的兩家公司採

用相同的生產設備及管理制度，但是由於它們的人員(元素)不同，人員之間的關

係也不同，所以知識系統也不同，所以處理資訊的效能不同。 
 
圖 3-1 是知識系統的結構圖，此結構是由組織的管理制度所規範的組織內所

有成員的知識分工以及資訊傳遞程序所形成一個複雜的網絡。網絡之內流通的資

 56



訊與知識，是一對多或多對多或多對一的複雜的互動關係。 
 

 

內部社會關係 

個人的資訊與知識

組成的子系統 
內部制度關係

外部社會關係 
外部制度關係 

系統僵界 

圖 3-1  知識系統的結構圖 
 

我們一般所看到組織實體的生產與交易系統的運作其實是它的知識系統的

運作下的安排，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組織實體的生產與交易系統的運作是知識系統安排的結果 

   知識系統 

生產與交易系統 
系統外部的

物質與能量 處理之後的

物質與能量 

系統外部的資訊

與知識 
處理之後的資

訊與知識 

 
二、知識系統為類生理系統 

 
廠商或公司被類比為一個生物體，有物質、能量、資訊的新陳代謝，並非新

的觀點，以生態學的觀點研究企業之間競爭也已經十分普遍。但是把廠商或公司

所擁有的知識當成一個有生命開放系統來研究確實很少，把進出知識系統內不同

的知識流與資訊流，以及資訊與知識的累積，和系統的成長與演化之間建立起關

係，更是沒有學者提過。本研究採取的類比是把知識系統本身視為是一個與組織

目標有關的各種資訊與知識所組成的生理系統。體系之內不斷的有資訊與知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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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及累積，就如人體是所有的營養素所組成，而這些營養素又不斷的進入人體

被累積與消耗。在知識系統之內有不同的資訊與知識的量及價值的消漲，就如同

人體裡面的營養素有新陳代謝一樣，新陳代謝的本身就是一種有週期性的消漲。

人體的成長不是沒有限制的，相同的，當組織發展到瓶頸時，其實也就是它的知

識系統的知識累積已經達到成長極限（carrying capacity）。 
 
一個組織的目標形成之後，就已經對於進入該組織的知識系統之內的資訊與

知識的類別作出選擇，目標如果持續改變，該知識系統之內的資訊與知識的類別

選擇也跟著改變，所以知識系統本身也是一個資訊與知識的累積與選擇機構，當

知識系統的運作模式固定下來之後，它的知識累積狀態也開始趨近成長極限，組

織內的資訊與知識的量及價值的消漲進入一個穩定飽合不再增長及振盪的狀

態，在環境條件穩定不變的情況下，組織的目標也不變時，知識系統只要使用既

有的知識來處理資訊，組織就可以存在。 
 
組織的知識系統達到成長極限的時候，如果環境條件改變(例如新的革命性

的技術產生，或法律制度的顯著改變)或是組織實體的元素或結構發生不利的變

更(例如掌握組織的關鍵技術的研發主管離職並且加入競爭對手的陣營)，知識系

統的運作就面臨危機與挑戰，知識系統的演化在此時最為明顯，等於是系統進入

一組新的初始條件。 
 
生物體是熵的耗散結構，靠累積負熵存在，耗散結構，本身是處在特殊的環

境條件配合之下達到遠離熵平衡的狀態。所以結構才持續存在，如果耗散結構本

身的熵達到平衡，耗散結構就要瓦解。對稱的概念是組織的知識系統是知識價值

的蓄積結構（因為資訊是負熵，知識是資訊間的關係，負熵程度更高），靠累積

的知識的價值而存在，知識系統本身是處在特殊的環境條件之下達到遠離資訊流

平衡的狀態，所以結構才持續存在。一個特殊的環境條件會促成特殊的商業模式

在該環境之中存在，例如台積電的晶圓代工模式這種價值創造的商業模式在

1980 年代以後的全球半導體產業生態之中能生存下來並且成長為一個巨獸持續

存活，並且消滅掉許多同業，當時這個特殊的環境條件至少包括五個因素要同時

具備：一、張忠謀先生的遠見與領導，二、台灣政府的資金與租稅等政策的支持，

三、當時已有許多的 IC 設計公司沒有先進的半導體工廠可受委託生產，四、工

研院電組所的半導體人才庫，五、半導體產業榮景的適時出現。台積電的知識系

統不但是一個半導體產業的知識生態之中新物種，而且是一種成功存活並且繁演

眾多的物種。台積電的知識系統本身的資訊流應該一直是遠離平衡的，其原因在

於晶圓代工的專業知識使需要代工的大量資訊向該系統流入，形成正的資訊流。 
 
如果知識系統本身的資訊流接近平衡，其實就是組織的知識系統面臨存亡的

時候，系統內資訊的淨累積率趨近於零，維持在一個穩定值，表示組織的學習能

力已經停止，組織將會因為它的知識系統沒有新的知識價值的增長而無法面臨環

境變更或系統自身的不利變更所帶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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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知識系統與生理系統的類比（一般性描述） 
類比構面 生理系統內的新陳代謝 知識系統內的新陳代謝  

系統所在

的環境 

物質,能量,資訊的供給與需求條件

組成為生理系統所在的環境  

資訊與知識的供給與需求條件組成

為知識系統所在的環境  

系統的 

 

元素 

 

子系統 

 

結構 

不同的蛋白質,脂肪,醣類為元素等

組成不同的細胞,各種細胞組成不

同的器官為子系統  

所有的器官彼此之間的關係的整體

組合是系統的結構.  

元素及子系統及及結構組成一個完

整的生理系統 

實體組織內個人及部門所擁有及產

出的資訊與知識為元素及子系統. 

正式與非正式組織所形成的資訊與

知識的創造,流通及加值的複雜網絡

關係的整體組合是系統的結構. 

元素及子系統及及結構組成一個完

整的知識系統 

新 陳 代 謝

基本原理 

同化作用: 物質形成與能量累積 

異化作用: 物質分解與能量消耗 

同化作用: 新資訊與新知識的形成

與累積 

異化作用: 資訊與知識的分解與新

資訊與新知識的消耗 

新 陳 代 謝

與 系 統 演

化 

生理系統內物質,能量,資訊的新陳

代謝方式及效率會影響系統自身的

成長與演化 

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的新陳代謝方

式及效率會影響系統自身的成長與

演化 

依 據 的 原

理 

能量的耗散結構 

dS/dt = dSi/dt + dSe/dt  < 0 

知識的蓄積結構 

dI/dt = dIi/dt + dIe/dt > 0 

 
表 3-3  知識系統與生理系統的類比（理論性描述） 
系統類比 生理系統 知識系統 

系統特性 物質,能量,資訊的 

開放系統 

複雜適應性系統 

資訊與知識的 

開放系統 

複雜適應性系統 

理論依據 

S = - I  

能量的耗散結構 

dS/dt = dSi/dt + dSe/dt << 0

dSi/dt 系統熵增加>0 

dSe/dt 與環境交換的熵<0     

知識的蓄積結構 

dI/dt = dIi/dt + dIe/dt >> 0

dIi/dt 系統資訊消耗 <0 

dIe/dt 與環境交換的資訊 >0 

系統存在的

狀態 

特定的環境條件下系統處在 

遠離熵平衡的狀態 

dS/dt << 0  

特定的環境條件下系統處在 

遠離資訊平衡的狀態 

dI/dt >> 0  

系統面臨瓦

解或是演化 

dS/dt 趨近於 0 

系統的熵耗增加或從環境交換得

的負熵不足 

(dSi/dt = - dSe/dt)  

系統接近飽合狀態  

dI/dt 趨近於 0 

系統的資訊消耗增加或從環境交

換得的資訊不足 

(dIi/dt = - dIe/dt)  

系統接近飽合狀態  

系統演化的

原因 

物質或能量的新陳代謝模式 資訊或知識的新陳代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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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識系統內的知識價值累積 
 
(一)、基本的方程式 
 

把知識系統內的不同的知識與資訊類比為一個生理系統內的不同細胞的新

陳代謝，遵守最基本的動力學方程式：  

 

dN/dt = bN - dN = (b - d) N = rN = r0(1 - N/C)N        (A) 

 

N：生理系統之中細胞的總數量 

B：細胞的出生率 

d：細胞的死亡率 

r：細胞淨生成率 

r(0)：細胞的淨生成率初始條件 

C：生理系統之中細胞的數量的穩定極(carrying capacity) 

 

dN/dt：生理系統之中細胞的數量遵守 logistic equation  

為非線性方程 ( dN/dt = r(0)( 1- N/C)N ) 

 

組織的知識系統內的知識價值如果以 K 表示，則此系統有知識價值累積機

制： 
 

dK/dt = r(0)(1- K/C)K  為標準的 logistic equation 
 

C : 知識系統內知識價值的成長極限 

 

假設 dt = 1, dK = K(t+1)- K(t) 

 

可推算: K(t+1)= K(t)+ r(0)(1- K(t)/C)K(t)             (B) 

 
組織的知識系統是一個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為達到組織的目標，知識系統

處理資訊所需的知識的價值累積是一種時間軸上的非線性曲線，遵守 logistic 
equation 的原則。 
 
(二)、知識系統的運作機制 

 
知識系統的運作機制是與生物體的生理系統有物質與能量的新陳代謝一

樣，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不是物質與能量的新增或消失，而是組成形式的改變，

知識系統新陳代謝的是資訊與知識價值，此運作包括資訊與知識的流入與流出，

對系統而言是新資訊與新知識價值的生成與既有知識價值的淘汰。一個知識系統

在單位時間內相對於競爭者而言，達到相同的組織目標要淘汰掉既有知識價值越

多，表示它消耗的資訊與知識越多，如果產出的新資訊與新知識價值比競爭者

少，表示該系統處理資訊與知識的能力比競爭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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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系統內知識的形成，從組織成立開始組織的成員就帶有知識，組織的知

識累積的來源包括組織成員加入組織時就帶來的知識，此為最基本的知識來源，

其次是組織運作之後成員內部互動產生的知識以及成員與組織外的其它知識來

源互動所得到的知識。組織成立的同時組織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資訊與知識的開放

系統，有資訊與知識的流入與流出，組織以既有的知識在組織目標的引導下處理

資訊，產出對於自身及市場有價值的知識與資訊，對自身有價值的知識與資訊為

組織內的智慧財產(大部份是知其所以然的知識與資訊,如生產技術或是配方或市

場情報等)，經過知識系統處理之後，對市場有價值的知識與資訊以物質商品為

載具傳達給客戶，是這些資訊與知識安排了商品的物質與能量的組合方式及其功

能，才使商品本身有被交易的價值。 
 

知識系統的發育過程就是系統之中的知識自組織成為某一種特殊型構的過

程，此發育過程受到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一、組織的成員的特質及配合的軟硬

體資源。二、組織內的管理制度，管理制度的本身就是決定組織的知識系統內知

識與資訊的創造、流通及加值的基本分工規範。 三、組織所在的環境條件會決

定知識系統外部的知識與資訊的來源。知識系統的發育受到組織目標的引導，系

統要發展出使組織運作更有效率與效果的知識與資訊組合。 
 
知識系統發育後的規模大小與範疇多寡與以上的三個主要因素有關，知識系

統的發育型態在時間上只有部份是可逆的，這是知識系統作為一個類生理系統的

重要特性，此不可逆性的主要原因在於知識價值的累積有路徑依賴效果。 
 

資訊與知識的消耗與一般常識上的經驗不同。本研究提出的資訊與知識的消

耗是以知識系統的本身的整體價值來看，知識系統自環境交換到的資訊與知識只

有部份對於知識系統有價值，因為它可以用來作為處理資訊的投入，但是這些資

訊與知識對於知識系統的本身整體價值的提高不一定是必然的，知識系統不是完

全理性的，所以錯誤的資訊與知識也可能被吸入系統之中，使組織的運作無序，

而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過程也會產生「新」的資訊與知識，但是對於知識系統

「新」不一定就是正確的或有益的，所以也不必然使知識系統更有序，所以知識

系統的本身的整體價值是相對於所在的環境需求而定的，當環境的需求對於知識

系統的產出一組知識所安排下的商品需求大時，該知識系統的整體價值就提高。

例如市場上的獨佔廠商可能因為專利技術獨佔或是管理模式獨佔或是制度環境

下的獨佔都使它的知識系統的價值因為環境（市場）對其產出的無可替代的需求

而提高。 
 
以上的概念是啟發自 Wiener 的控制論，他說我們對於資訊的定義是指在得

到資訊之前與之後對於我們增加了多少新的資訊，所以資訊的量是由信源發出由

信宿接收，其間的資訊傳輸量是以信宿在接收之前與接收之後增加多少「新」的

資訊來給定，不是由信源發出多少來給定。以投入產出的基本觀念來看，一個知

識系統如果在固定的時間距離之內，處理一定數量與質的資訊與知識，系統能產

出的知識價值透過實體商品來展現的越高，表示該知識系統的價值創造能力越

高。相對應的是知識系統內部在過程有新資訊與新知識的生成，在相同的時間距

離之內系統內既有的資訊與知識也發生價值上的淘汰，系統產出越多有價值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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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與知識透過實體商品來展現，隱含著該系統內既有的知識價值的淘汰率也可能

越高。 
 
組織的知識系統，在時間軸上呈現出的行為有漲落才有演化及狀態的躍遷或

衰竭，這些都與初始條件有關。知識系統初期的發育都是不夠完整的，此完整性

是相對於此系統之中的知識組成是否足以使知識系統處理資訊後，產出足夠的價

值被環境所認可，此過程本身才能有正資訊流入到系統之中。當知識系統經過一

段時間終於能夠發展出一整套處理資訊的知識(例如完全的掌握到採購/生產/銷
售某一種產品且使組織能獲利的全套知識)，此時點在組織的資源耗盡之前先達

到，知識系統才能存活下來。知識系統存活下來的時點發生在組織的資源耗盡之

前，組織開始發生轉虧為盈，引發資源的累積對於知識系統的再成長提供了必要

條件。 
 
雖然知識系統能存活下來，但組織為了追求效率必須要有制度，組織的行為

有常模可依據，才能降低組織運作協調的不確定性，但是制度的長期累積可能使

知識系統理資訊的方式變為一種固定的資訊與知識的刪選機制（其中包括組織的

文化以及意識形態），所以知識系統就會達到它的成長極限。組織的成長極限的

背後，其實是它的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先發生，所以在競爭的環境當中，競爭者

使市場原來的秩序打破，表示廠商以原來的知識系統來處理資訊，所能降低的不

確定性不再能夠應付環境改變所增加的不確定性，此時知識系統為求生存，必須

要把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方式改變，才能吸收到更多的資訊與知識，但是組織的

制度有慣性，知識系統累積的知識有路徑依賴效果，所以知識系統本身的改變不

是沒有限制的，在此雙重的限制之下，知識系統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選擇，朝向

最能降低不確定性的方向演化。 
 
知識系統本身有知識存量與質上的局限性，所以演化方向的選擇是由進入系

統的資訊與知識的價值在系統之中漲落所決定的，是否知識系統在此改變的過程

能夠再進入到一個新的知識系統成長週期的狀態，使系統的結構不至於瓦解，此

點與系統面臨漲落的初始條件有關。如果知識系統內的知識價值無法在漲落之後

躍遷到另外一個成長的曲線，使系統重新有一個新的成長機會，知識系統就會走

到資訊與知識價值衰竭及結構瓦解的路徑方向上。一個知識系統的資訊與知識價

值衰竭及結構瓦解，它的組織也必然走向瓦解。 
 
實務上的類比就是傳統產業之中的 A 廠商已經面臨利潤微薄的生存壓力（成

長極限已經達到），當競爭者 B 廠商掌握了一組新的技術及營運模式使產品價格

發生劇降，並且改變了原來的市場遊戲規則時，A 廠商面臨短期就要改變營運策

略的挑戰，所以首先就是在現有處理資訊的方式下收集更多的資訊與知識，但是

如此並不足以應付新的挑戰，必須從處理資訊的方式改變著手才能產出更多新的

資訊與知識，但是此改變又受的現有制度以及過去成功及失敗經驗（資訊與知識）

的限制，所以 A 廠商能選擇的不同生存方式（包括研發、授權、合資、代工等

等）是有限的，每一種方式其實都是對既有的處理資訊的方式進行不同程度的改

變，也就是組織內人員重組及大量流動及制度改變，使知識系統內的資訊及知識

價值創造方式改變，知識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價值漲落方式與幅度也發生顯著的

改變，A 廠商能否在處理資訊的方式進行變革之中存活下來，就在於所重新選擇

處理資訊的方式是否能使組織重新進入穩定成長的狀態，其背後其實是受到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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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系統的成長狀態所決定的。 
 
(三)、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 

 
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是指組織提供的資源條件及所在的環境條件限制之

下，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累積的價值達到一個穩定飽合的狀態，知識系統內的資

訊與知識的流進、流出、生成、消耗達到一個平衡的狀態。知識系統內單位時間

的資訊與知識價值累積率已經趨近於零，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產出附加價值固定不

變。相對應的是組織的學習能力停滯在一個固定的水準，學習能力停滯，創新也

就停滯，附加價值的增加固定不變，組織在競爭的環境之中，就有生存的壓力。 
 
一個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的大小是由三個因素決定的： 

 
1. 組織提供的資源越多，知識系統能夠累積的資訊與知識也越多，它的知識系

統的成長極限越高，系統達到資訊與知識價值飽合的穩定狀態越久，知識系

統由不平衡走向平衡的容許時間越長。例如公司增資以高薪聘請更多的人員

購買更多的儀器設備從事研究，所以產出的專屬知識越多，公司的成長極限

提高，達到成長極限的時間越長。 
 
2. 組織的資源條件與它所在的環境越配合，它的知識系統從環境交換到所要的

資訊與知識越容易，所以它的成長極限越高。例如一家高科技公司，選擇與

它的行業最相關的頂尖大學為鄰，不但不必購買貴重儀器而且與大學的人才

交流容易，組織內的創新動力源源不斷，表示它的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越高。 
 
3. 組織的管理制度，包括組織結構與任務分派，反映到知識系統上的，就是系

統內子系統之間為處理資訊而相互傳遞知識與資訊所形成的複雜網絡，組織

的管理制度越能與環境配合，表示知識系統內的複雜網絡在傳遞知識與資訊

上的效能越高，表示它的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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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知識系統是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 
 

一、知識系統的運作 
 

每一個存活著的組織都有一個它賴以維生的「知識系統」（knowledge 
system），Nonaka 與 Konno 以 Hypertext Organization 暗示了它的存在（Nonaka 
and Takeuchi，1995），在他們的研究之中，實體組織包括三層相互貫通的系統：

中層是事業系統層（business system layer），下層是知識基礎層（knowledge base 
layer），上層是專案團隊層（project team layer）。本研究所指的「知識系統」，類

似於知識基礎層，但是他們並沒有以系統論與生物學的觀點看待它。知識系統包

括所謂的群體知識（ collective knowledge），它有別於個人知識（personal 
knowledge）存在於個人身上，與 Nonaka and Takeuchi 提到的組織的知識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相類似。 
 

組織就是用它的知識系統來「處理資訊」。知識系統靠新陳代謝「資訊」與

「知識」來維生，類比生物組織要呼吸「空氣」，知識系統呼吸的是「資訊」與

「知識」。組織會有「利潤」，是知識系統在新陳代謝（metabolism）「資訊」與

「知識」的過程進行了「轉資訊成知識」、「轉知識成智慧」、「轉智慧與智慧財產

為利潤」的三段的「智能轉變」（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此三階段的轉變，

顯現在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能力改變與被處理的資訊的價值改變之間的關係

是非線性的。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being and becoming）的動力來源不在於

其處理資訊的量是多少，因為重複處理大量相同的資訊，知識系統是不會發生「智

能轉變」的，知識系統要「呼吸」多元及異質的「資訊」是使知識系統能發生三

階段「智能轉變」的必要條件，但非充份條件，此三階段「智能轉變」的效率及

效果，決定了知識系統的存在的型式與演化（being and becoming）的速度與方

向。 
 

對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的過程進行研究，就是揭示出知識系統的生命現

象，其中具有的一些隱敝的自然傾向（veiled nature tendency）。理論的發展是以

Bertalanffy 的一般系統理論（Bertalanffy，1972）及 Prigogine 的耗散結構理論為

基礎，以動態的觀點來解釋組織內的知識、智慧及智慧財產的存在與生存方式，

以有別於目前許多學者以智慧資本的靜態觀點對於組織的知識的存在方式的理

解，以系統論、有機論、複雜的觀點來看待組織之內的知識形成過程，以有別於

Nonaka 與 Takeuchi（1995）以還原論、機械論、簡單的觀點來看待組織內的知

識存在與生存方式。 
 

組織與知識系統之間的關係有必要先說明，知識系統是不可能在完全沒有組

織之中的人的參與之下而獨立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與運作，只要知識系統能夠

建立起來，組織之中部份的人暫時的不存在，群體知識仍可承擔個人知識暫時的

缺位，知識系統仍然能夠運作，所以一個實體組織的人員如果大量的流失，它的

知識系統就會面臨瓦解，但是此系統瓦解，主要是群體知識的瓦解，因為群體知

識是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知識，個人知識的瓦解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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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知識系統流失部份的知識，可能是使另外一個組織的知識系統創生或發

展，由於不同的組織之中的人的知識、組織結構與物質結構都不同，組織內的制

度及人與人的關係不同，資訊在組織之中流通的方式也不同，所以最後形成的特

定的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知識也不同，所以任何兩個組織的知識系統都是不同的。 
 

圖 3-3 說明知識系統的內外表現： 
 

 

組織知識系統 

(處理資訊的開放系

統) 

流入系統的資訊 

 (以物質,能量為載

體) 

 流出系統的資訊  

 (以產品的知識系統作

出表達) 

內隱活動表現在系統的內在知識

結構的改變. 

可直接由感覺經驗所觀察到的實體組織

的生產與交易活動  

外顯活動表現在系統指揮物

質, 能量與資訊的分化,重組, 
轉換. 

圖 3-3  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內外表現方式 

 

二、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動態 
 

Galarbith 於 1977年提出提出一個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是組織所要達成的目

標所要處理的資訊總量減掉組織為處理該全部的資訊已經有的知識。其詳細的概

念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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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擁有的確定性 
= 組織知識系統擁有處    

理資訊的知識 

 = K 

   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 
=  組織所要處理的資訊 

= U 

組織要能達成目

標所要處理的總

資訊 

 = R = U + K  

組織的目標= R 

 

圖 3-4  組織擁有的知識與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 
 
所以組織提高知識的存量是降低不確定性的主要方法，如圖 3-5。 
 

 

   組織擁有的確定性 
= 組織的智慧財產 = K  

    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 
=  組織所要處理的資訊 =U 

組織要能達成目

標,  所要處 理

的總資訊 
 = R = U + K  

由目標的多元程

度, 目標達成程

度, 組織設計決

定 : R  

組織的知識 增加 

= d K

圖 3-5  組織以增加知識來降低不確定性 
 

如果對時間微分，則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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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組織擁有的確定性 
= 增加組織的智慧財產 

 = d K/ d t  > 0 

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 
=  組織所要處理的資訊 
= d U/ d t 就會<  0 

組織要能達成目

標,  所要處 理

的總資訊 
 = R = U + K  

由目標的多元程

度減少, 目標達

成程度降低, 組

織設計改變 :  

d R/ d t <  0  

本圖參考Galarbith 提出的理論加以修改

圖 3-6  組織降低不確定性的方法 
 
 
本研究採用此觀點，但對其進行下列的討論，是 Galarbith 及後來的研究者

沒有討論的： 
 
1、由於組織的目標是要隨著環境條件而適應調整的，而且在競爭的環境之中，

組織的目標，短期可能降低，但是長期必需是提昇的。 
 
2、組織是用它的有限知識來處理資訊，如果組織的知識超過它所要處理的資

訊，組織會自動調高組織的目標，所以組織的知識總是相對的低於所要處理

的資訊，相對的意義是：沒有一個組織是沒有不確定性的，只是程度大小不

同。 
 
3、Galabith 雖然沒有以動態的觀點來看組織處理資訊的問題，但是卻為組織所

面對的不確定性（U）與組織的目標（R）之間的關係，以組織所要處理的資

訊總量就是組織的目標（R）及組織已經有的知識（K），之間建立起一個完

整的數學關係。 
 
4、為了以下的推論的一致性以及避免資訊與知識及目標有不同的計量單位，在

此統一以「價值」的觀點來說明。 
 
5、所謂以動態的觀點來看組織處理資訊的問題，是說組織的 U、R、K 都是變

數，而且都是時間的函數，所以我們可以微分來描述其動態方程。在取微方

之前，數學上須假設變數都是時間的平滑與連續函數。 
 

基於以上的討論與數學上的假設，我們可以對等式進行微方如下： 
 
組織處理資訊的 Galbaith 靜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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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U ＋ K                                    （1-1） 

 
R ：組織為達成目標所要處理的資訊等於是一組價值。 
U ：組織處理資訊所面對不確定性。 
K ：組織面對所要處理的資訊，本身已經具備的知識價值。 
 
對方程式（1-1）進行對時間的一次常微方，可得到如下的方程式 
   dR/dt = dU/dt + dK/dt                            （1-2） 

 
方程式（1-2）移項後得到： 

    
dU/dt = dR/dt - dK/dt                           （1-3） 

  
針對方程式（1-3）進行如下的討論： 

 
1、方程式（1-3）是組織處理資訊的方程式，方程式之中的每一項都是表示在一

段時間之後的變化，可以「流」（flow）的概念或「變化率」的概念來類比。

dU/dt 可稱為「不確定性流」、dR/dt 可稱為「目標流」、dK/dt 可稱為「知

識流」。 
 
2、組織所面對的不確定性的變化率，是組織目標的變化率減去組織的知識變化

率。由於長期而言，組織的生存目標是遞增的，所以 dR/dt＞0。在長期的情

況下，組織的知識是遞增的，所以 dK/dt＞0。而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的變化

率是降低（dU/dt＜0）或增加（dU/dt＞0）決定於目標變化率與知識變化率

的差距。實務上的解釋就是，傳統產業的技術競爭緩慢，產業之中的組織目

標不必快速變化，知識價值新增率與淘汰率都相對於高科技產業為低，所以

不確定性的變化也低。 
 
3、組織所面對的「不確定性」受到其自身的「目標」與累積的「知識價值」水

準的競逐所決定，此「目標」與「知識價值」水準還要與競爭者競逐。就長

期而言，組織為追求成長與發展而要持續調高組織的目標，為達成不斷調高

的目標，所以要持續的增加組織的知識價值，所以「不確定性」有持續增加

的傾向，但是與競爭者相比，如果其「不確定性」較高，反應在長期的生存

機率就較低。 
 
4、組織的「不確定性」大增的情況下，表示組織累積的「知識價值」明顯趕不

上其「目標」的提高，組織可能在競爭的環境之中被淘汰。其內在的原因是

組織的目標不是組織自身完全自主的，其目標常常是要由市場或客戶來決

定，例如客戶要求的產品的規格及價格等組織必須要與競爭者比，而組織要

累積「知識價值」卻是有時間性的與路徑依賴性的。 
 
5、在面對高度競爭的環境當中，實體組織要降低「不確定性」，只有持續的增加

「知識價值」是唯一的方法，而不是降低「目標」，這就是對企業的競爭策略

理論之中「資源基礎論」與組織要能持續動態調整核心能耐的論點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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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一個實例說明，甲公司為乙公司的競爭者，在相同的時間區間內，甲公司

投入在技術研發上所產出的績效比乙公司要好，所以其累積的「知識價值」

比乙公司高，由於客戶對於產品的要求嚴格，在規定的期間內只有甲公司可

以滿足該目標，所以在相同的「目標」限制下，甲公司的「不確定性」比乙

公司低，反映在長期營業績效比乙公司好的機率較高。 
 
7、市場完全獨佔或高度寡佔的廠商，由於其對於產品的市場有操縱權，直接反

映在對於「目標」提高的自主控制上，所以其所面對的「不確定性」，相對於

完全競爭市場的廠商所面對的「不確定性」要低。 
 

實務上的討論如下： 
 
企業會致力於研究發展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為了先建立技術獨佔使市場

獨佔成為可能，就是使組織處理資訊的過程之中的「知識價值」累積率比「目標」

提昇率還要快，來持續使「不確定性」降低。所以獨佔廠商，其面對的「不確定

性」會隨著其技術獨佔力的降低而增加，其技術獨佔力的降低可能是因為產業之

中的技術創新或是其獨佔技術被擴散所造成，這也就是廠商的知識系統內的知識

擴散，最後後反映在廠商的知識系統的價值衰退，所以組織的獲利機率下降。 
 

短期內廠商可以透過調低「目標」來使「不確定性」降低，但是這是短期的

求生現象，在競爭的市場當中，調低「目標」，表示組織沒有長期競爭力，最後

反映在組織獲利機率的下降。一個組織相對於它的競爭者而言，在長期的競爭之

中,它所面對的環境不確定性的變化速度越低，它持續存活的機率就越高，所以： 
 
1.我們將會看到在長期的競爭之中，廠商要持續累積知識價值與調整自己的目

標，組織才可能持續存活，知識價值累積是一個相對於環境的知識價值的問

題，廠商可以不增加新知識價值移動到相對於現有環境的知識價值差距較大

的地區求生存。 
 
2.在長期的競爭之中，一個組織的知識價值增長速度雖然高於它的競爭者,但是他

的目標增長速度更高於他的競爭者時，它的營運績效反而降低。 
 
三、知識系統是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 
 

Prigogine 於 1969 年提出的耗散結構方程式，如下： 
 
dS/dt = dSi/dt + dSe/d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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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瞬間總熵變化持續

在淨負熵累積的狀態（dS/dt＜＜0）。 
 

系統持續存在總熵遠離平衡（dS / dt＜＜0）的情況下，所以此方程式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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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量子物理學家 Erwin Schrödinger（1944）提出生物以負熵（negative en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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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系統持續有負熵累積，因為有負熵累

積，所以系統持續處在遠離熵平衡的狀況。 
 

由於 Wiener 在控制論之中提出「資訊」是「負熵」的概念已經在第二章的

文獻探討之中談過，所以可以把 I = –S 代入（2-1）式，可以得到： 
 

dI/dt = dIi/dt + dIe/dt                             （2-2） 
 

Prigogine 的耗散結構，所以耗散（dissipative）的負概念（反義）是蓄積

（preservative），所耗散的是正熵，正熵的對應負概念是知識系統有價值的資訊，

知識價值的產生來自於有對知識系統有價值的資訊的轉換，知識的價值可稱為智

能。所以方程式（2-2）之後的推論應是一個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 
 

此方程式說明了一個開放的知識系統持續存在的原因是，系統自身運作所消

耗的資訊流（dIi / dt＜0）加上系統與環境交換資訊所獲得的資訊流（dIe/dt＞0），
此兩組資訊流的總加，使系統的任何瞬間的總資訊變化持續存在淨資訊累積的狀

態（dI/dt＞＞0）。 
 

知識系統持續存在總資訊遠離平衡（dI/dt＞＞0）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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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entropy）維生的概念，的數學表示，對於現代的人工生命（Artifical Life），的存

在有重要的意義。 
 

由於熵有正熵與負熵，所以資訊也有正資訊與負資訊，如本研究的定義，只

有對於知識系統是有價值的資訊，才稱為資訊，而正資訊使知識系統的有序性增

加，負資訊使知識系統的有序性降低。 
 

假設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流」與它的「總資訊流」之間有一個轉換關係，

以α代表，α可為一個函數，則有： 
 

dK/dt = α‧dI/dt                                （2-3） 
 

所以依序把（2-3）代入（2-2）應該有： 
 
     dK/dt = dKi/dt + dKe/dt                            （2-4） 

 
所以依序把（2-3）與（2-2）代入（1-3），可得到下面的方程式： 

 
     dU/dt = dR/dt - dK/dt  
          = dR/dt -α‧dI/dt 
          = dR/dt – (dKi/dt + dKe/dt）                   （2-5） 
 

由於組織所面對的不確定性就是知識系統所面對的不確定性，組織的目標也

是知識系統的目標，所以方程式（2-5）稱為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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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方程式（2-2）、（2-3）、（2-4）、（2-5）進行如下的討論： 

 
1、方程式（2-2）說明知識系統是一個「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類比生物

組織是「正熵」的「耗散結構」。可以把企業組織視為生物，所以我們看到的

組織也是「正熵」的「耗散結構」。「資訊」與「負熵」是等價的概念，「負熵」

與「知識價值」也是等價的概念，因為知識是資訊之間的關係。 
 
2、知識系統是一個「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此結構的存在是要系統的本身

處在遠離資訊平衡的狀態，也就是 dI/dt＞＞0 的情況，當知識系統處在 dI/dt 
= 0，系統處於資訊平衡，知識系統面臨瓦解。一個知識系統的存在就是靠持

續有資訊淨流入持續為正，當資訊的淨流入停止時，表示知識系統處在資訊

平衡的狀態之下，以非平衡系統熱力學的語言來說就是處在動態的熵最大的

狀態（dS / dt = 0），耗散結構的本身就要瓦解。正常的情況下知識系統 在處

理資訊的時候，資訊消耗要持續降低（dIi/dt＜0），而與環境的資訊交換要持

續提高（dIe/dt＞0），才能使知識系統持續處在遠離資訊平衡的狀態（dI/dt
＞＞0）。 

 
3、方程式（2-3）說明知識系統透過把淨資訊流轉為知識價值流，此轉換的因子

是α，是說知識系統把淨資訊流轉為知識價值流的能力隨著不同的知識系統

而異，以實務的語言來說，不同的組織的資訊管理效能，就是α值不同。 
 
4、方程式（2-4）是透過α的轉換之後的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 
 
 
5、方程式（2-5）說明，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同時，由於知識系統有內知識價

值衰退以及與環境交換獲得新的知識價值，所以知識系統所面對的不確定性

高低，與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變動有關。 
 

實務上的說明如下： 
 

一個組織的知識系統相對於它的競爭者而言，在長期的競爭之中，知識系統

會努力於使自己吸入的資訊價值的提高，降低既有資訊的價值衰退，把資訊轉為

知識的能力(αα))提提高，使累積知識價值的速率提高，最終使知識系統面對的不確

定性降低。所以： 
 
1、當知識系統所處在特殊環境條件改變，使知識系統從遠離資訊平衡的狀況逐

漸走向近平衡狀況時，知識系統有面臨瓦解的危機，所以知識系統會透過自

身內在結構的調整來提高自身遠離資訊平衡的程度，或是在瓦解之前，知識

系統移動到使其自身能達到遠離資訊平衡的環境。 
 
2、一個知識系統處在淨資訊流為正的情況下，而且此知識系統的淨資訊流比競

爭對手高，但是如果把資訊流轉為知識價值流的能力（αα）比競爭者低，它

的知識價值流仍然可能會比競爭者低，所以在資訊充足的環境當中，各別的

企業之間的資訊流差異有限，企業之間的競爭決勝在於αα的的大大小小，，相相反反的的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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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不充足的環境當中，各別的企業之間的資訊流差異明顯，企業之間的

競爭決勝不在於αα的的大大小小，，而而在在於於誰誰能能在在資資訊訊不不足足的的環環境境之之中中比比對對手手吸吸收收更更

多多的的資資訊訊。。

                                                

  
 

四、知識系統的智能轉換 
 

圖 3-7 說明知識系統內累積的資訊不是全部可以轉為知識，也不是全部可以

轉為智慧財產權以及實質的利潤。 
 

組織出現的時間軸 

結
構
化,

有
序
化,

價
值
化
的

程
度
由
低
到
高

利潤 E 

智慧與智慧財產 I & IP 

知識 K 

資訊 I 

α 轉換 
β轉換 

γ轉換 

 
圖 3-7  組織的知識等級次序 

 
知識系統把資訊轉換為知識價值，其轉換的函數假設為 α ，α稱為知識轉

換因子, α為正函數，可為 0，所以方程式（2-4）如下： 
 
dK/dt = α‧dI/dt                            （2-4） 

 
 

五、知識系統的演化 
 

知識系統的整體或部份不斷的由創生走向死亡，在此過程之中，系統不斷的

演化來適應環境，追逐生存目標。社會的制度（秩序）的形成是無數的有目的性

的知識系統透過資訊交換的作用，協調出的暫時結果1。一個社會的文化就是該

社會實體的知識系統，也是一個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看似錯綜複雜的社會秩序

就是此開放系統的疆界。 
 

 
1海耶克（Hayek）在「自生自發秩序與文明」一文所主張的，社會秩序的形成是無目的綜合演

化結果，本文主張社會秩序的出現是眾多KSO以接續的資訊流交互作用下形成使彼此的生存能

持續下去的協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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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系統會追逐較開放的環境，以增加自身正資訊（負熵）流入機率。由於

知識系統是一個有生命的開放系統，任何有生命的開放系統都是以多層相套的開

放系統所組成，每一層次的開放系統的存活機會，都與它所在的環境的開放程度

高度正相關。如果一個開放系統被關閉在封閉的環境之中，最後此開放系統就不

再有正資訊（負熵）流入，最後本身的知識價值累積不足，會在既有的資訊海之

中死亡，所以要移動到使自身的知識系統可以形成淨正資訊流的地方，傳統產業

在台灣消失，重新移動到大陸再重生就是實例。 
 
知識系統會以部份或是整體的方式，移動到適合自身生存以及使自己價值最

大化的環境之中，而這樣的自然傾向的發生過程是有成本的。熱由高溫物體會自

然的流向低溫物體，但是流速、流量與流動方式會受到介質與環境的影響。同樣

的，知識系統的部份或是整體，也是由可形成正資訊流的機會較低的環境流向可

形成正資訊流的機會較高的環境。正資訊流的機會較低的的環境，就是組織的交

易成本較高的環境。 
 

知識系統自身的演化，表現在三個層次： 
 
1. 知識系統自身演化過程，整體或部份不斷的在發生分化、重組、複製、變異。

這些改變都是一個不可逆的過程，也是知識系統的微觀結構與性質的調整過

程，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同時，知識系統本身演化也對被處理的資訊產生

影響，彼此發生互為因果的關係。 
 
2. 知識系統自身演化，可能造成的系統範疇的改變，以及知識系統內知識元素

與結構的改變，造成系統規模的改變，最後會反映在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能

力的改變。 
 
3. 知識系統的整體或部份與其它的知識系統的整體或部份之間不斷的在發生資

訊交流、合作與競爭，這是知識系統族群演化的動力來源。不同的知識系統

之間在它的知識社會之中為求生存就必須面對自然淘汰的過程。實體的產業

之中，新的主流技術產品與舊的主流技術產品之間的競爭其實是知識系統之

間的競爭。 
 

知識系統的演化過程的自然傾向，包括五點： 
 
1. 知識系統對於它所在的環境，不斷的作出適應。此不斷適應的過程，由於個

別的知識系統對於處理資訊能力的不同，無法形成足夠的正資訊流的知識系

統就會被淘汰。 
 
2. 知識系統對環境的適應過程，有兩方面：a、對內表現在知識系統的不斷的調

整自身的元素、結構及資訊流方式為手段，消化它所面對的環境影響，以擴

大自身的環境適應性。b、對外表現在知識系統不斷改變處理資訊的方式，產

出不同的資訊處理結果，回應它所面對的環境影響，環境的演化也受到此回

應的影響，所以系統與環境在階段適應性的形成上是互為因果的。 
 
3. 知識系統的在處理資訊的同時產生兩種作用：一是資訊的創造、流通與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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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驅動實體組織的生產與交易行為所形成的物質重組。二是系統本身發生演

化，其實是系統內部不同子系統之間傳遞資訊的交互作用，此交互作用行為

在子系統之間發生正向與反向回饋效果，此交互作用的顯現，在任何兩個子

系統之間，一個子系統的特性被改變，對於另一個子系統造成的特性改變影

響，兩者之間是一種非線性關係，具有互為因果的循環影響效果，表現出知

識系統本身演化的複雜性。 
 
4. 知識系統內有兩組熵流在競爭，一組是因為需要處理資訊伴隨的正熵流（就

是內部交易成本），一組是因為資訊的創造、流通與加值對於系統所產生的負

熵流，此兩組速度的競爭，決定了系統本身內部的淨負熵流的大小。 
 
5. 知識系統持續能生存的原因，在於持續維持整個系統的「淨負熵流」，也就是

「淨正資訊流」。所謂的系統功能的進化或退化就是整個系統的「淨正資訊流」

加大或減低；就是組織在處理資訊的過程自身是越來越有序或越來越無序；

就是『組織生存能力』越來越提高或降低的表現。 
 

「智慧財產權」保護制度有助於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優勢維持。知識系統

處理資訊的過程會產生由法律所給予的專利、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但是對

組織是有成本的。知識系統所掌握的智慧財產，對其競爭者而言，會使競爭者在

處理資訊時的困難度增加（正熵累積），對與其買賣的交易對象而言，會使它的

交易對象處理資訊時的困難度降低（負熵累積）。 
 

例如一個電腦軟體公司研發創新所產生的軟體以專利進行保護，此創新的結

果給予它的客戶更佳的服務，許多的客戶以此產品作為其本身處理資訊的一個子

系統，獲得其組織處理資訊的的效益改善，但是由於申請專利必須資訊公開，因

此潛在競爭者可能依據此資訊進行一連串的創新，因此知識系統對其智慧財產的

策略選擇造成知識系統本身的演化與知識系統之間的關係的改變，是趨動知識社

會複雜(complexity)現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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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 

 
知識系統在長期的演化發展過程之中，由於本身的初始組成條件的組成及其

所經歷的環境條件的改變對系統產生的影響，系統為了適應環境求存必須進行知

識系統內在元素或結構的改變，此改變可能使系統只是局部的子系統的些微改變

反應在回應環境的系統功能上的改變，或是整個系統的巨大改變，反應在回應環

境的系統功能上的巨大改變，改變的過程是要經歷一段不穩定的振盪期，改變的

結果是系統演化走向猝死或衰竭的結構，或是走向新生或再成長的結構。 
 
知識系統存在形式的改變以及演化的過程與結果其實是知識系統內部知識

價值的新陳代謝所造成，在現實的環境當中我們無法直接的察覺，通常是我們看

到企業組織實體的興衰與變革或是組織規模與範疇的消長或是組織間的合作或

是購倂，所以要追溯到源頭，應該對於知識系統內的知識價值的新陳代謝以類比

的方式進行詳細的說明。 

 

一、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 

 

生物的生理系統是一個開放系統，系統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為系統的結構

和功能都嚴整有序。而此有序性是靠系統不斷的與外界環境進行物質和能量的正

常交換來維持的，這就是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各種生物都有自己新陳代謝的模

式。在此所謂的「正常」交換，隱含著一個重要的意義是：應該存在著一種動態

而有規律的運作機制，無論系統如何的與環境進行物質與能量的交換都脫離不了

此一個基本的原則。意思是，一旦系統與外界環境的物質和能量的交換停止或出

現「不正常」的狀態時，外顯的是系統的功能會無法表現出其應有的一定水準，

內顯的是系統本身的實體結構會無法維持，如果持續如此「脫序」下去，最後系

統的功能喪失結構解體。 
 
到底是什麼動態而有規律的運作機制可以使系統的結構和功能都嚴整有

序？所謂的「脫序」，表示脫離了何種應有的秩序？這個高度抽象而嚴肅的問題，

從非平衡系統熱力學找到了答案：「耗散結構方程式」就是這個動態而有規律的

運作機制，生物體的新陳代謝「正常」，就是指生物體不斷的與外界環境進行物

質和能量的交換，交換的物質與能量無論如何的改變，但是對於系統本身在進行

此交換過程中，系統因為能量的消耗造成「正熵增加」（dSi/dt > 0）以及因為與

環境進行物質與能量的交換而「獲得負熵」（dSe/dt < 0），此兩個造成系統熵變

化的淨效果（dSi/dt + dSe/dt = dS/dt），對系統而言，要持續是處在「淨負熵流」

狀態（dS/dt = dSi/dt + dSe/d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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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異化作用與同化作用 

 

生物體的新陳代謝包括異化作用與同化作用。異化作用是生物體內分解有機

物及消耗能量的過程。同化作用是生物體形成有機物和貯存能量的過程；沒有同

化作用就沒有異化作用，沒有異化作用也不可能進行同化作用，這兩個作用是新

陳代謝的一體兩面。新陳代謝是一系列極其複雜的、有精確順序的酶促反應的總

和。我們以「耗散結構方程式」來說：生物體在進行同化作用時，由於是形成有

機物和貯存能量的過程，此過程本身使生物體的負熵增加（dSe/dt < 0），系統因

此而趨向有序，生物體在進行異化作用時，由於是分解有機物及消耗能量的過

程，此過程本身使生物體的正熵增加（dSi/dt > 0），系統因此而趨向無序，新陳

代謝包括異化作用與同化作用（dS/dt = dSi/dt + dSe/dt），所以「正常」的新陳代

謝是生物體在此過程之中，持續處在「淨負熵流」狀態（dS/dt = dSi/dt + dSe/dt << 
0）。 
 

以人體為例，人體處在不同生理狀態下，新陳代謝的速率就不同，人體在休

息狀態下，維持身體的基本功能，如心跳、呼吸、體溫等的系統運作的熱量需求，

稱為基礎新陳代謝率，當然此基礎新陳代謝率的高低會因不同的人的身體狀況而

異。我們以「耗散結構方程式」來說：基礎新陳代謝率意謂著生物體在此過程之

中，不只是持續處在「淨負熵流」狀態（dS/dt = dSi/dt + dSe/dt << 0），而且此「淨

負熵流」有一個最低的水準（dS/dt << 0 且是一個接近於 0 的基值）。 
 
人體細胞負責基礎新陳代謝，因此細胞的數量(特別是肌肉細胞的數量)與基

礎新陳代謝率有一個適當的比例。隨著年齡增加人體老化，肌肉逐漸消失，基礎

新陳代謝率因而產生變化，所以年青時的基礎新陳代謝率就要年老時要顯著的

高。所以藉由重量訓練可以使肌肉增加，可以減緩與年齡有關的肌肉流失，可預

防因基礎新陳代謝率降低而導致的體重增加。加速新陳代謝的方法還有增加運動

的質與量、多喝水、.深呼吸、多攝取均衡的營養素、捐血等等。這些的努力都

是為了使身體的熱力學狀態持續處在 dS/dt = dSi/dt + dSe/dt << 0，而且使 dS/dt 
的絕對值提高。 

 
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分成同化作用（dSe/dt < 0）與異化作用（dSi/dt > 0）。

同化作用是從環境攝取物質與能量轉變為組成自身所需的物質及儲藏能量，異化

作用是分解自身的部份物質並釋放出能量。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兩者相輔相成。

兩者的關係有三個基本原則：1、方向相反 2、同时進行（没有明顯的先後次序） 
3、異化作用為同化作用提供能量，同化作用為異化作用提供物質。一般而言，

當同化作用大于異化作用時（dSi/dt + dSe/dt << 0），生物體內合成有機物與儲存

能量的速率比分解有機物與釋出能量的速率要快，所以生物體就生長，例如在人

體的表现可能是體型增大，體重增加等生理變化。當異化作用大於同化作用時

（dSi/dt + dSe/dt .>>. 0），生物體可能走向衰老，生物體的生命要持續存在，其

中一個必要的自然傾向是：同化作用大於異化作用（IdSe/dt I >>I dSi/d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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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識系統內的新陳代謝 

 
知識系統為達成組織的目標必須解決一聯串的問題，此為其存在的目的與理

由。知識系統內的新陳代謝也可以分成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同化作用是指知識

系統從環境攝取不同的資訊與知識（類似於物質與能量），經過轉化（認知、學

習、理解、體悟）成為組建知識系統自身所需的資訊與知識，此過程使知識系統

儲備自身長期營運所需的資訊與知識（例如研發產生的專利及營業秘密使知識系

統能產生有價值的商品），知識系統的知識因此而有價值。異化作用是分解知識

系統自身的部份的知識並運用（分析、綜合、解釋、洞察、判斷）到所要解決的

問題上。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兩者相輔相成，兩者的關係有三個基本原則：1、方向

相反：同化作用使知識系統內形成新的資訊與新的知識，異化作用使知識系統消

耗系統內既有的資訊與知識，在此所謂的「消耗」是說，知識系統內既有的資訊

與知識已經無法被運用在解決新的問題時，該知識相對於系統而言已經沒有解決

問題的價值，所以被視為已經被消耗，所以知識系統的目標越高，就要挑戰越困

難的問題，系統內既有的資訊與知識的價值淘汰就越快，知識系統本身儲備的資

訊與知識就可能不足以解決所要面對的所有問題。 2、同时進行（没有明顯的先

後次序）：問題的提出會促使答案被追尋，而答案的提出本身又引導出新的問題，

知識系統的運作本身是持續的問題產生與答案產生的交替過程，所以新資訊與新

知識在系統之中生成及被消耗是同時發生的。 3、同化作用使知識系統的自身價

值持續的被建構與累積，異化作用提供要建構這些價值所需的資訊與知識。 
 
組織知識系統之中的同化作用可被視為系統內部形成解決問題的答案或方

案的過程。解決問題的答案或方案本身是多種與解決該問題有關的新知識與新資

訊的關聯組合。在此過程，系統內同時發生貯存與解決該問題有關的新資訊與新

知識。（新是對於系統而言，系統在問題形成之前未知的資訊與知識就是新），同

化作用的運作結果包括：1)新資訊與知識在知識系統內部被創造或重組出來。2)
新資訊與知識由知識系統向環境學習或交換得來。 

 
組織知識系統之中的異化作用可被視為系統內分解、澄清、認識複雜問題的

過程。複雜問題的本身是與解析此複雜問題有關的新知識與新資訊的關聯組合。

在此過程，系統內同時發生重複使用系統內既有的資訊與知識及消耗新資訊與新

知識的過程。（新是對於系統而言，系統在問題形成之前未知的資訊與知識就是

新），異化作用的運作結果包括：1)新資訊與知識在知識系統內部被自用。2)新
資訊與知識由知識系統向環境輸出（教育別人）。 

 
一般而言，生理變化，當同化作用大于異化作用時，知識系統內知識價值累

積與儲存的速率比釋出或淘汰的速率要快時知識系統就生長，反映在實體組織上

可能是智慧財產的累積，創新活動的增加，創新水準的提高，解決問題的效率及

所處理的問題深度顯著提高等等。當異化作用大於同化作用時，知識系統可能走

向衰老，表現出來的是創新活動的頻率降低，組織內部老的問題堆積都無法解

決，所要解決的問題層次越來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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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同時在知識系統之中發生，但是知識系統要處在知識價

值的蓄積結構之下，它的同化作用要大於異化作用，知識系統才會持續存在而不

會走向瓦解，如果長期的同化作用小於異化作用，知識系統就會由衰竭走向瓦

解，知識系統的生命要持續存在，其中一個必要的自然傾向是：同化作用大於異

化作用。 
 
對於知識系統而言，為了達成組織的目標，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同時在知識

系統之中發生，當知識系統有一個組織目標形成之後，系統內部就會有一聯串與

目標達成有關的複雜問題產生。知識系統為了達成目標要先分解、澄清、認識複

雜問題，此過程就是異化作用。而知識系統在目標逐步達到的過程，就是系統內

部形成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解決方案的過程，此過程就是同化作用。但是每一次的

同化作用又會為下一次的異化作用創造條件，也就是說，任何複雜問題的解決本

身又是更高一層的新問題產生的來源。由於知識系統是處在競爭的環境之中，系

統的目標只有不斷的變化或提高，也就是新的目標就導致新的問題產生，也就需

要有新的答案來回應。此過程就是知識系統內部資訊與知識的新陳代謝。問題與

答案對於知識系統而言都是一組新資訊與新知識的關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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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新陳代謝的類型 
 

一、新陳代謝對比 
 
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與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對比如下表，其中對比二者的關

鍵步驟以知識系統的知識形成要有創意促成類似於人體的生理系統要有酶促

成，此部份由於涉及知識系統內部知識形成過程的反應工程，不在本研究的範圍

之內所以沒有在理論發展的部份進行詳細的說明。 
 

表 3-4  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與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對比 

 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 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 
與環境交換 物質與能量 資訊與知識 
同化作用 形成有機物與儲存能量的過程 形成知識與累積價值的過程 
異化作用 分解有機物與釋出能量的過程 分解知識與消耗價值的過程 
關鍵步驟與成份 生物系統的新陳代謝是一個複

雜而有精確順序的酶促反應的

總和。 
不同的生物攝取不同的食物，

其攝食先後次序的不同及其新

陳代謝能力的不同，會影響到

該生物的發育程度與型態。 

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是一個複

雜而有精確順序的創意（酶）2促

反應的總和。 
知識系統攝取的不同資訊與知

識，其攝食先後次序的不同及

其新陳代謝能力的不同，會影

響到知識系統的發育程度與型

態。 
 

生物成長發育的形態與其攝取的食物之中的營養素的成份有關，而且與其多

                                                 
2
生物體之中新陳代謝過程的「酶」本身是一種蛋白質，蛋白質是組成人體的必要營養素之一。「創

意」是一種使既有的元素能有新的組合價值的方法，由於方法就是一種知識類型，所以創意的本

質是一種知識，是使知識系統內有新的知識價被組成的關鍵要素。「酶」在此，「酶」是指生物個

體之中的「酶」，創意的產生也是源自於個體，既使集體創意也是由個體創意所重組而成。 

例如 1980 年代 Sony 推出「隨身聽」產品，是使「音響可以由人選擇自己喜好的音樂，但不便

移動」與「人在行進之中會有時間愉樂，但選擇有限」兩個「現象」能被組合起來的方法。「隨

身聽」這樣的「創意」本身使兩個現象之間的「關係」可被組合起來的方法。 

知識系統之中的元素是知識與資訊，知識與資訊的分解與重組的新陳代謝過程可視為是知識系統

之中知識的反應工程，「創意」作為知識反應工程之中的「生物催化劑」，類比為生物體之中新陳

代謝過程的「酶」。沒有創意，不同的知識與資訊的有價值的重組是不可能發生的。特定的資訊

與知識之間的組合要特定類型的創意，就有如生物體之中新陳代謝過程，不同性質的酶促反應，

要有不同類型的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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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及攝取的順序有關，因為攝取不同食物的順序，決定了生理系統內消化系統的

生化反應過程反應物的投入順序，我們可以對應的理解到知識系統內的知識發展

為某一種狀態，也與不同的資訊及知識進入到知識系統之中的順序有絕對的關

係。只有在實驗室內的化學反應的反應物投料順序可以人為的控制或是家養的生

物可以由飼主決定被飼養的食物內容與給飼的順序，在大自然之中的生物，攝取

不同的食物，不是完全由理智決定其對營養素的需要，而是受到其攝食的偏好及

隨機的以食物的來源的可能性決定，人類或許有能力以營養素的需求來決定其攝

食的內容與順序，但在實際的生活情況下也不是可持續貫徹的行為，所以知識系

統在攝取其所要的資訊與知識的過程，也不是絕對的可以自我決定不同的資訊與

知識的投入順序，仍然要受到該資訊與知識在該環境當中的來源是否可能的限

制，此點與本文之前的三點論述：資訊描述現象其描述過程受到人為因素的影

響，知識為特定資訊之間的關係而現象是與環境高度相關，知識系統之中的知識

成長與發育是有路徑依賴的，有高度的關係。 
 

二、知識系統內的新陳代謝類型 

 
以下針對生物體的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與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進行類比說

明。生物根據生長所需要的營養物質的性質不同，可分爲兩大類，類比說明如下： 
 
第一、生長時能以簡單的無機物作爲營養物質，稱爲自養型生物。綠色植物

就是自養的，因爲他們的營養是水和二氧化碳，在光的作用下，把水和二氧化碳

變成澱粉等有機物。類比到知識系統之中，自養型的知識系統只要的到基本科學

原理的知識（無機物）以及行業之中的基本資訊與知識（水），在自己的靈感或

別人的啟發（光）的抽象概念作用下就可以形成自己專屬的技術及市場資訊與知

識（有機物）。 
 
依據自養的能量來源不同，自養生物可再分成兩類：光能自養型與化能自養

型。光能自養型是透過光合作用形成有機物以自養。植物的細胞內有光合色素所

以能進行光合作用。硝化細菌等屬於化能自養，化能自養型是能利用無機物氧化

時放出的化學能形成有機物以自養。類比到知識系統之中，光能自養型的知識系

統是有很強的分析與演譯能力的知識系統，在獲得抽象概念（光能）的作用下就

可以形成自己專屬知識（有機物）。化能自養型的知識系統是有很強的綜合與類

比的能力，在吸收基本原理在其它方面的應用知識（化能）就可以轉為形成對自

己有用的專屬知識（有機物）。 
 
這樣的知識系統的生存能力強，所以如果它吸到其它知識系統所提供的專屬

資訊與知識就會被它快速重組。我們推論這種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很強，意思是

吸收不同層次的訊資與知識範圍很廣很深，把訊資與知識轉化為專屬性的能力很

強。 
 
第二、生長時需要複雜的有機物作爲營養物質的，稱爲異養型生物。動物屬

於異養生物，因爲他們必須依靠現存的有機物爲生，不能象植物那樣自己製造有

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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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有自養與異樣兩種，但大多數是異樣的，如細菌、病毒、真菌等寄生

性的微生物。類比到知識系統，完整的企業組織的所屬的知識系統是生物，個別

組織內部或跨組織間形成的專案而組成的知識系統要依靠大組織的存在可試為

微生物。 
 
異養型的知識系統不能從吸收到的基本科學原理的知識（無機物）以及行業

之中的基本資訊與知識（水），與靈感（光）的作用下形成自己專屬的技術及市

場資訊與知識（有機物）。而是要靠別的知識系統提供可以直接使用的知識，大

部份的知識系統屬於此類。同一類型之中的知識系統差異在他們要吸收的知識與

資訊的抽象化層次不同，有的只到概念層次（抽象化層次高）就可，有的是要到

操作程序層次（抽象化層次中等），最差的是要實作操演的層次（抽象化層次低）。

越幼稚的知識系統要形成知識的過程所能吸收的知識的抽象化層次越低。 
 
以上是生物體新陳代謝的類型，我們把此概念類比到知識系統，知識系統本

身是一個類生物體，知識在系統之中被新陳代謝。在此對系統而言是「知識」者，

類比為生物體內的「有機物質」，「科學原理」類比為「無機物質」，「運用知識的

能力」類比為「能量」。 
 
知識系統內的同化作用就是知識系統內形成新的知識價值與儲存「運用知識

的能力」的過程。例如一家化學公司擁有一個化學專利，而且已經在組織內培養

出如何運用該專利生產與銷售產品的能力，或是運用該專利與同業進行知識上的

競爭或合作的能力。知識系統內的異化作用就是知識系統內既有的知識價值被系

統自身或環境淘汰的過程。 
 
知識系統內的同化作用要持續的大於異化作用，知識系統的本身才能成為

「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類比生物體的新陳代行類型，知識系統可以依據相同

的概念，將同化作用之中的「自養型」與「異養型」對應到是否須要依靠另外一

個知識系統的知識傳授，分成「自識型」與「受教型」，其中「自識型」又分成

「自創型」與「自學型」。將異化作用之中的「需氧型」與「厭氧型」，對應到是

否須要依靠「環境提供資訊」才能發生異化作用，分成「被覺型」與「自覺型」。

新陳代謝的分類，以及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分類之類比，如表 3-5 及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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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生物新陳代謝的分類 

定義 能直接從外在環境涉取無機物合成自

身的有機物質並儲存能量。 

光能 

 

透過光合作用形成有機物及儲

存能量。例如：綠色植物 

自養型 

類型 

化能 透過環境之中的無機物氧化放

出的化學能合成自身的有機物

及儲存能量。例如：硝化細菌 

定義 不能直接從外在環境涉取無機物合成

自身的有機物質，只能攝取現成的有機

物。 

同化作用 

（生物體合成自

身的有機物質並

儲存能量的過程）

異養型 

例如 動物、寄生菌類。 

定義 必須從外界環境不斷攝取氧氣，氧化分

解自身的有機物，產生 CO2 及釋出能

量。 

需氧型 

例如 大部份的生物。 

定義 在缺氧氣的環境下，依靠酶發酵作用，

分解自身的有機物，釋出能量。 

異化作用 

（生物體分解自

身的有機物質並

釋出能量的過程）

厭氧型 

例如 酵母菌、乳酸菌、體內寄生虫等。 

厭氧型生物的特性是當氧氣充足時反

而會抑制酶發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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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分類之類比 

定義 不靠別的組織傳授就能形成自己的知識。

自創 

 

獨立思考就可發展出知識典範。

例如企業能獨自原創性發明。 

自識型 

（自養） 

類型 

自學 透過自學模仿別人的知識典範就

可發展出自己的知識。 

例如企業能從異業複製到本業創

新發明。 

定義 必需依靠別的組織傳授才能形成自己的

知識。 

同化作用 

 

受教型 

（異養） 

例如 不同層次的拜師學藝。 

不同組織型態安排下的技術轉移。 

定義 須依賴環境提供資訊，才能進行自身知識

價值的淘汰。 

被覺型 

（需氧） 

例如 不會自我檢討的組織。 

 

定義 不必依賴環境提供資訊，才能進行自身知

識價值的淘汰。 

異化作用 

 

自覺型 

（厭氧） 

例如 勇於自我挑戰不斷創新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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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識系統內的新陳代謝機制 

 

知識系統內新陳代謝的活動與組織實體活動的對應關係如表 3-7 所示。 

 

表 3-7  知識系統新陳代謝與組織實體活動 

知識系統內

的機制類型 

組織實體的活動 知識系統內的同化作用 知識系統內的異化

作用 

1.搜尋機制 上網搜尋市場情報 

拜訪客戶、供應商、

同業 

參展 

市場的知識的價值形成

 

 

 

市場知識的價值降

低 

2.創造機制 提案 

研究 

改善 

新創 

知識價值的形成 

 

 

 

部份既有知識的價

值降低 

3.輸送機制 發公告 

傳電子郵件 

訓練 

產品推廣 

知識的擴散使價值提高 知識的擴散使價值

降低 

4.加工機制 討論會 

撰寫研究報告 

統計與試算 

部份知識的形成或加值

 

 

 

 

5.消費機制 垂直或水平功能部

門間的資訊傳輸 

知識的擴散使價值提高

 

 

知識的擴散使價值

降低 

6.環安機制 檔案防毒與安全管

理 

過濾進入系統的資訊與

知識使既有的知識價值

提高 

 

過濾不到的資訊與

知識使既有的知識

價值降低 

7.整合機制 跨部門會議 

大型專案會議 

研/產/銷垂直整合

會議 

個地區生產協調水

平整合會議 

資訊與知識的創造、流

通、加值。 

 

部份既有資訊與知

識的價值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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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識系統內新陳代謝的知識 

 

廠商的知識系統以管理功能來區分其子系統，包括：採購、生產、銷售、行

銷、研發、人資（及制度）、財會、資訊等。組成該子系統的資訊與知識如表 3-8。 
 

表 3-8  各管理功能之知識系統 

管理功能 資訊（範例） 知識（範例） 

採購 1.原材料的規格、供應商是誰。

2.原材料行情、未來趨勢。 

3.各供應商的生產情況。 

1.不同的原材料規格對生產成本的

影響。 

2.原材料行情與供應商結構的關係。

3.原料採購策略與產品銷售策略的

配合機制。 

生產 1.生產設備的規格。 

2.生產出問題要找誰。 

3.競爭者如何生產。 

1.採用何種方法可以降低生產成本。

2.購、產、銷三者之間的配合機制。

3.原料或產品規格改變生產管理要

如何配合。 

銷售 1 客戶需求的產品規格、誰是客

戶。 

2.產品的行情、未來趨勢。 

1.產品行情與競爭者結構的關係。 

2.產品行情與客戶結構的關係。 

 

行銷 1. 客戶的真正需求是什麼。 

2. 市場的規模是如何。 

1.如何才能把產品賣給某個客戶。 

2.行銷策略與市場結構的關係 

研發 1. 競爭者的專利內容。 

2. 使用何種方法分析樣品。 

3. 誰是此領域的專家顧問。 

1. 組織現有的資源條件適合發展何

種產品。 

2. 公司研發投入與新產品獲利水準

之間的關係。 

人資(制度) 1.該產業的薪資水準。 

2.該產業的人力需求。 

3.競爭者的組織與人力素質。

1.公司不同發展階段的管理制度該

如何配合。 

2.薪資制度與公司獲利水準的關係。

 

財會 1.公司的資金成本。 

2.各個客戶的信用額度過高。

3.那一個銀行的放款利率最

低。 

1.公司的財務策略與產銷策略的搭

配方式。 

2.盈餘處份與長期借貸間的配合。 

 

資訊 1.競爭者使用何種軟體。 

2.公司資訊部門的成本。 

3.資訊管理權限的劃分方式。

1.本公司情況適合使用何種軟體。 

2.競爭者採用該軟體的原因。 

3.軟體外包與自製的利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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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分工都有它功能所屬的資訊（描述現象）與知識（說明不同的現象間

的關係），在子系統間及整個系統的內外持續的流動。資訊與知識：流進、儲存、

轉化、流出知識系統的過程是知識系統內的新陳代謝過程，此新陳代謝的過程直

接影響到知識系統自身的存在狀態是否延續與狀態演化的方向。 

 

知識系統是由不同的資訊與知識以組織分工的制度加以組織起來的一個開

放係統，隨著組織分工的複雜化與精細化，知識系統內處理資訊與知識的新陳代

謝的過程也越來越複雜化與精細化。以上所有在廠商的組成內發生的知識都可以

分為以下的四大類，我們以此四大類知識類型說明知識系統內的知識價值的新陳

代謝，如表 3-9 所示。 

 
表 3-9  組織內的四大類型知識 

知識的類型 說明 存在的特性 實例 

市場的知識 與廠商的採購與銷

售行為有關的知

識。 

建立與變更容易，生命

週期短。 

由多種因素(技術、經

濟、社會、政治、法律

等)所決定。 

產品與原料行情 

之間的關係。 

產品或原料的行情與

產業結構之間的關係。

技術的知識 與廠商如何生產產

品有關的知識。 

建立與變更的難易度及

其生命週期長短由多種

因素(技術、經濟、社

會、政治、法律等)決

定。 

生產某一種產品所使

用的方法是技術的知

識。 

生產某一種產品所使

用的方法與其原理的

關係是技術的知識。 

制度的知識 與廠商的事業經營

有關的組織規範。

建立不易、實施不易、

變更也不易，生命週期

長，路徑依賴強。 

組織目的與組織規範

的關係是制度的知識。

營運模式與組織規範

的關係是制度的知識。

管理的知識 使廠商的事業經營

的組織活動有效益

的知識。 

建立不易、實施不易、

變更也不易，生命週期

長，路徑依賴強。（但是

比制度的都要低） 

同業的薪資水準與獲

利績效的關係是管理

的知識。 

 

 
組織的知識系統由此四種知識組成，彼此相互作用，新的知識可以促進新的

資訊形成，反之亦然，彼此之間的關係存在正向的回饋關係。此四類知識各自對

於知識系統成長與演化的重要性或影響程度不等。此四類知識是組成知識系統本

體的四大成份，同時也在知識系統內不斷的被新陳代謝。 

 
生理系統與知識系統類比應進一步的詳細說明到子系統的類比，如下面所列

出的表 3-10。在該表之中生理系統的子系統是依據生理學對生理系統的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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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及其功能定義為依據，以一對一的方式對應到知識系統之中應該有的子系

統，在知識系統內的子系統，有的不以子系統為名稱而是以機制為名稱是因為便

於理解，其本質上是與系統相同意義的。知識系統本身是由不同的知識所組成，

在處理資訊的過程，知識系統先有知識的新陳代謝產生，使組成知識系統本身的

知識元素及知識結構發生了改變，這樣的改變，最後反應在整個知識系統的知識

價值的新陳代謝（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 

 

表 3-10 生理系統與知識系統的子系統與其功能類比 

生理系統的子系統與其功能 類比為知識系統的子系統：其組份與功能 

皮膚系統： 

生理體系的表層，整個系統與環境交流的界

面，具有接受刺激及保護系統的功能。 

知識系統的疆界： 

由資訊管理與知識管理的知識組成。 

是系統與環境交流資訊與知識的界面，保護及

調節知識系統與環境交流資訊與知識的過程。

骨骼系統： 

支撐、保護整個生理系統。一個整體結構的存

在，使生理系統整體的運動具有協調性。 

具有製造血球的功能。 

知識系統的主體結構： 

由核心的技術知識、市場知識、管理知識與制

度知識之間的主要關係的整體組合。支撐整個

知識系統的運作。新的知識由核心知識之間的

關係再延生出來。 

肌肉系統： 

維持生理系統的姿勢、支撐運動及使運動的協

調性可發揮。 

知識系統內各功能單位的基本知識體： 

知識系統內基本的技術知識、市場知識、管理

知識與制度知識的整體組成。使知識系統處理

資訊與知識的基本運作獲得支持。 

神精系統： 

接收、傳遞、分析、整合資訊之後作出決定，

使生理系統的運動可被調控。 

知識系統內的決策傳達機制： 

由與決策有關的制度知識與管理知識組成。指

揮知識系統內各子系統該如何處理資訊。 

內分泌系統： 

由不同的腺體組成，釋放不同的激素使系統內

的不同的生化反應能被驅動。 

知識系統內的創新驅動機制： 

由與知識創新有關的制度知識與管理知識組

成。 

此機制的存在使創意持續能被激發出來，創意

使以知識系統處理過的知識會有價值。 

呼吸系統： 

氣體的交換、輸送、及調節血液的酸鹼度。 

知識系統獲取、輸送、過濾、排出資訊的機制：

由與資訊流通有關的制度知識與管理知識所

組成。負責傳輸對系統有價值的資訊（氧氣）。

消化系統： 

食物的分解、養份吸收及廢棄物排泄。 

 

知識系統內處理（加值、重組、分解、

排除等）資訊與知識的機制： 
由與處理資訊的制度知識與管理知識組合。 

負責分解、吸收、排除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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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生理系統與知識系統的子系統與其功能類比（續） 

生理系統的子系統與其功能 類比為知識系統的子系統：其組份與功能 

循環系統： 

生理系統內的血液流動與輸送的分佈。 

知識系統內推動知識流通的管理機制： 

由與知識流通的知識管理知識所組成。 

負責知識系統內知識的流通分佈。 

淋巴系統： 

免疫自衛、血液過濾、製造血球。 

知識系統內的防衛機制： 

由資訊安全與智財管理的知識所組成。 

使知識系統不受到外來資訊或知識的破壞。 

體液恆定系統： 

調節體液、電解質、酸鹼平衡。 

知識系統內的資訊擴散與分享機制： 

由制度的知識與管理的知識組成。知識系統內

的體液，類比為在系統內流通的一般知識。 

生殖系統： 

個體繁殖延續後代 

知識系統的部份或整體的生殖機制： 

知識系統部份或整體的複製、新創、再生。由

知識系統內的四種知識的核心部份組成。 

 

知識系統內新陳代謝的四大類知識個別的新陳代謝特性如下表所示： 

 

表 3-11  四種知識的類型與新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關係 

知識類型 市場的知識 技術的知識 管理的知識 制度的知識 

知識的內

涵 

如何與環境交換知

識的知識 

如何處理系統內的

資訊與知識的知識

如何讓知識系統運

作更有效的知識 

對知識系統內知識的

創造,流通,加值,淘汰

的規範 

與知識系

統的新陳

代謝的關

係 

 

系統內生很不易 

須與環境交換 

 

系統內生成本不確

定 

與環境交換的成本

不確定 

系統內生不易 

與環境交換不易 

 

與環境交換很不易 

須系統內生 

 

同化作用 

(知識價值

提高)實例 

產銷聯盟使系統從

環境更容易交換到

系統所需的資訊與

知識 

共同開發提早使產

品商業化 

推動研發管理使研

發專利產出提高 

專利所有權與發明人

共享使專利產出與被

商業化的成果增加。

異化作用 

(知識價值

衰退)實例 

忽視商標被侵害 可商業化的技術因

資本不足拖延商業

化時間 

交互授權後未充份

使用對方的權利 

技術授權後產生競

爭者 

研發績效考核制度不

公使技術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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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四種知識的類型與新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關係（續） 

知識類型 市場的知識 技術的知識 管理的知識 制度的知識 

對知識系

統價值的

影響方式 

 

路徑依賴低,更改

易 

短效大長效小 

波動式的增減效果 

路徑依賴強,改不易

長階梯式的增減效

果 

路徑依賴強,改不易

短效小長效漸增 

緩慢平滑增減效果

路徑依賴很強,改很不

易 

短效很小長效很大 

很緩慢平滑的增減效

果 

廠商的商

業行為其

背後所代

表的知識

作為 

委外銷售 

加入協會組織 

價格勾結 

聯合商標 

推動電腦化 

受託代工 

共同研發 

智財管理 

交互授權 

流程改造 

章程訂定 

組織裁減 

組織併購 

合資 

 

 
 

以上是知識系統的理論發展的全部內容，發展的過程有下面三個主軸： 

 

1. 以活的開放系統作為知識系統理論發展的認識論基礎。 

2. 以耗散結構理論作為整合相關理論與發展知識系統理論的依據。 

3. 以生理系統類比知識系統，使知識系統的內在運作機制可被清楚描述。 

 

以下依照理論發展的程序與發展的重要內容整理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  本研究之理論發展過程 

1.開放系統 說明知識是開放系統，說明系統的元素、結構、疆界、環

境關係。 

2.資訊與知識 描述在系統內進出及組成系統的資訊與知識特性。 

3.理論方程式 從組織處理資訊理論、耗散結構理論、生物以負熵為食理

論、資訊等於負熵理論(控制論)整合出知識系統是知識價

值的蓄積結構方程式。 

4.模擬方程式 與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方程式與非線性方程(logistic 

equation)聯結，發展出可模擬的動態方程式。 

5.生理系統 將知識系統類比為生理系統，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說明知

識系統的運作。 

6.同化作用 說明知識系統內的同化作用是知識的形成與成長。 

7.異化作用 說明知識系統內的異化作用是知識的分解與淘汰。 

8.知識系統類型 以生物的新陳代謝類型對比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類型。 

9.知識分類 將進出系統的資訊與知識分類,定義四種知識作為新陳代

謝的成份。 

10.知識與營養素 

類比 

將四種知識以對知識系統必要性專屬性及為區分原則類比

到組成人體生理系統的六大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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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將以此理論為基礎建立一套模擬的方法，模擬的方程式主要是以「知

識系統是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的方程式為起點, 將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之中的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引進模擬方程式的設計。經由對於模擬方程式的參數改變進

行模擬，將模擬的結果與本章理論提出的觀點進行綜合，作為發展研究假說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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