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模擬設計 
 

本研究的主題是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由於主要的變數是資訊與知識，在

實證上有測量的困難，故本研究採取系統模擬的方式。從理論發展的結果來看，

要模擬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方式有四個要點應事先明如下： 

 

1. 對於知識系統的存在的模擬是針對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曲線變化的模擬，

曲線的斜率為正且越增加時，表示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越遠離平衡，系統存

在的可能性越高，當斜率為負且絕對值越增加時，系統應是由平衡走向衰亡，

由系統的庫存的知識價值來維持一段期間。如果組織的目標不變，當知識系

統的知識價值逐漸增加時組織面對的不確定性逐漸降低，從自然選擇的觀點

來說，表示組織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之中，存活下來的可性越高，反之則越低。 

 

2. 對於知識系統的演化的模擬，應是從知識系統內部的新陳代謝的變化來觀

察，因為演化是系統內在變異與自然選擇的共同結果，驅動演化發生的原因

是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是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合，前者是知識系統內在

新的知識價值形成與累積的過程，後者是知識系統內的既有的知識價值的分

解與淘汰的過程。 

 
3. 在一個固定的環境條件及知識系統的生理條件之下，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有

成長極限及一定的成長速率，知識系統的異化作用有衰退極限及一定的衰退

速率。當系統與環境互動進行資訊與知識的交換之後，系統內的知識（元素

與子系統）及知識之間的關係（部份與整體的結構）會發生改變，所以造成

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的成長極限與成長速率，異化作用的衰退極限與衰退速

率發生改變，所以系統的整體知識價值的累積發生改變，包括穩定成長到一

種穩態或是在兩個以上的穩態進行週期振盪或是不規則的多穩態的隨機振

盪，除分有外來因素使系統有振盪回到單一穩態，否則在系統的資源耗之後

系統就會瓦解。 

 
4. 本研究的模擬是以不同的方法直接操弄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參數，來觀察

知識系統新陳代謝結果是如何的反應在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改變，不進行

知識系統內部的變異的動因及變因之間的交互作用的探討。 

 
依據以上的四點原則，本研究採取系統模擬的方式。進行的程序如下： 

 

一、模擬的程序 
 

1 以本研究提出的理論為基礎,以生理系統的新陳代謝類比使模擬方程式可建

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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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模擬的方程式進行模擬參數的選擇。 

3.選擇不同的模擬目的，轉換為模擬參數的設定。 

4.實際進行模擬 

5.針對模擬結果進行討論及推論可能發展的假說。 

 

二、模擬的目的 
 

進行系統模擬是為了達到下面三個目的： 
 

1. 透過模擬的過程，使第三章的理論發展能更容易與實際的現象結合，使理論

的本身的可理解性提高，理論所指涉的範圍被收斂在合適於模擬的範圍之內。 

2. 模擬的結果可以用來來檢驗及修正第三章的理論發展，使理論發展的預示，

可以從模擬的結果與實際經驗與直覺對照，更清楚的指出可以發展假說的方

向。如果模擬的結果與我們想當然爾的直覺常識相違背，要討論是因為模擬

的系統本身的局限性問題，還是應該有新的研究意義，可以推翻我們習以為

常的經驗與直覺。 

3. 模擬的最終目標是協助理論作出預測，本研究的程序是由理論發展到系統模

擬再發展假說，假說本身就是預測。透過模擬來作出的預測的可信度可以提

高。 

三、模擬的方法 

本研究的模擬方法是先選擇可以包括下面特色的方程式進行模擬的設計： 

 

1. 應是非線性方程式。 

2. 方程式本身有疊代效果可代表前後期的路徑依賴關係。 

3. 已經在生物學上或生理系統上常用而簡單的方程式。 

4. 方程式的參數可以在概念上與本研究的第三章的理論結合的方程式。 

5. 方程式中各參數應該就是要模擬操作的變數，可以作出經驗上的合理假設。 

 

本研究的模擬，有下面幾個考慮要點： 

 

1. 所建立的模型，越複雜並不是就越能與實際的現象及其所在的環境相砌合，

反而是考慮型式精簡而在常識上可以接受的模型會較有效。 

 

2. 除了以本研究第三章所提出的理論為指導，要建立模型所根據的數學工具，

採最常用的非線性方程式;logistic equation。 

 

3. 不對於全部的理論所可能指涉的範圍進行模擬，只針對理論的核心部份並且

考慮到與實際經驗會有關係的的部份進行變數的操作，並且排除掉模型本身

數學上的限制所造成在數學上有意義但實務上沒有意義的部份。 

 

4. 模擬的數據的大小並沒有絕對意義，最重要的是模擬出來的動態曲線所反映

出的整體意義以及以不同的參數改變之下所產出的改變前後的意義，可對於

抽象而眾多不同的現象進行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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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擬的流程 

 
本研究從理論發展之後的研究流程之中有關模擬的部份詳細明如下： 

 

 

第三章 發展出的

理論 
研究方法的選

擇採用模擬 
模擬方法的設計 

模擬方程式設計 
參數組合與模

擬組設計 
參數設定與意

義說明 

  進行模擬 

對模擬的結果

進行分析與解

釋 

  
  研究假說提出 

 

 

圖 4-1  模擬的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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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型設定 

一、模擬方程式建立 

知識系統得到對其自身的知識價值累積有益的資訊等於系統獲得負熵:  

 

資訊（I）=負熵(-S)，兩個基本的方程式： 

 

dI/dt = dIi/dt + dIe/dt >> 0 ------------- (2-2) 

 

dK = αdI，α 是將資訊（I）轉為知識價值（K）的因子 

 

知識系統是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方程, 是本研究提出的論點: 

 

dK/dt = dKi/dt + dKe/dt >> 0               (2-5) 

 

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新陳代謝 = 同化作用 +異化作用。 

 
同化作用：知識系統內知識價值形成與增長的過程 
異化作用：知識系統內知識價值分解與淘汰的過程 

 
dKe(t)/dt= 同化作用，假設是一個 logistic equation： 

 

dKe(t)/dt= re(0)( 1- Ke(t)/Ce) Ke(t) ---------------(2-6) 
 
dKe(t)/dt > 0,= 0 ,< 0 

 

Ke(0)<Ce 

 

re(0) > 0 
 

Ce：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中新知識價值累積極限。 

 

re(0)： 同化作用下的初始新知識價值的生成率。 

 

系統內新的知識價值生成，可能會使系統內已經累積的知識價值發生衰退或

增加。 

 
dKi(t)/dt= 異化作用，假設是一個 logistic equation 

 

dKi(t)/dt = ri(0)(1-Ki(t)/Ci)Ki(t)                 (2-7) 
 

dKi(t)/d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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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0) < 0 
 

Ci：知識系統在一組環境及自身的條件組合下的既有的知識價值衰退的極限。 
 

ri(0)：異化作用下的初始既有的知識價值衰退率。 

 
系統外新知識的生成，會使系統內已經累積的知識價值發生衰退或增加。 

 
dK(t)/dt  = 知識系統在 dt 的時間內知識價值的新陳代謝結果 

 

        = re(0)(1- Ke(t)/Ce)Ke(t) + ri(0)(1-Ki(t)/Ci)Ki(t) 
 

知識系統從環境持續交換得到的新知識價值是非線性的，由於系統對知識的

吸收是有選擇的，是有路徑依賴的，所以每一期獲得的知識價值都與前一期得到

的知識價值有關，所以假設： 
 
Ke(t) = Ke(t-1)+ re(0)＇(1- Ke(t-1))Ke(t-1)   (2-8) 

 
re(0)＇：知識系統吸收到的知識價值初始形成率或增長率 

 
知識系統內的知識價值的衰退是非線性的，並與前一期的知識價值衰退有

關，所以： 

 
Ki(t) = Ki(t-1) +ri(0)＇(1-Ki(t-1))Ki(t-1)     (2-9) 

 
ri(0)＇：知識系統分解掉的知識價值初始分解率或衰退率 

 
設 dt = 1,dK(t)=K(t+1)–K(t) 

 

K(t+1)=K(t)+re(0)(1-Ke(t)/Ce)Ke(t)+ri(0)(1-Ki(t)/Ci)Ki(t)  (2-10) 
 

方程式(2-10) 說明： 

 
知識系統在時間t發生同化作用及異化作用，從環境得到的新知識價值

（Ke(t)）及系統內既有知識價值（Ki(t)）淘汰，加上知識系統在時間t 的知識

價值（K(t)），等於知識系統在時間t+1 的知識價值。 

 

由於K(t) = Ke(t) + Ki(t)，所以方程式(2-10)可改寫為： 
 

K(t+1)= Ke(t) + Ki(t)+re(0)(1-Ke(t)/Ce)Ke(t)+ri(0)(1-Ki(t)/Ci)Ki(t)   
 

-------(2-11) 

 

將 方程式 (2-8) 與 ( 2-9 )改時間為(t+1) 代入方程式(2-11),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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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1)= Ke(t+1) + Ki(t+1)                ( 2-12) 

初始條件 = 系統模擬的參數，共有下面 9個： 

K(0) ,re(0),ri(0), re(0)＇，ri(0)＇,Ke(0) ,Ki(0) ,Ce, Ci 。 

模擬方程式的說明： 

K(t+1) = K(t)+re(0)(1- Ke(t)/Ce) Ke(t)+ri(0)(1-Ki(t)/Ci)Ki(t) (2-10) 
K(t+1)= Ke(t+1) + Ki(t+1)                ( 2-12) 
 

方程式(2-10)、(2-11)、(2-12)是根據第三章的理論而來的，此方程式可以

有下面的特性滿足模擬上的要求： 

 

1. 是非線性方程：知識價值的累積是非線性的。 

2. K(t)是代表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之合，作為產出K(t+1)的投入。 

3. 是疊代方程，可代表知識價值的成長與淘汰是有路徑依賴的。 

4. 每一次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交互作用完畢之後（K(t)）作為下

一次新陳代謝產出（K(t+1)）的投入。 

5. 採用 logistic equation 包括初始同化作用的速率（re(0)）與極限（Ce）

與異化作用的速率（ri(0)）與極限（Ci）。 

6. re(0)(1- Ke(t)/Ce) Ke(t)> 0, ri(0)(1-Ki(t)/Ci)Ki(t)<0, 滿足耗散結

媾的條件，所以應在模擬時將ri(0) 設為負值。 

 
由於此方程式有以上的特性可以滿足知識系統應有的基本特性，所以數學模

擬的結果是有意義的。 
 

 

二、模擬變數操作策略 

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形構主要與下面兩組變數有關： 

 

K(t+1)= Ke(t) + Ki(t)+re(0)(1-Ke(t)/Ce)Ke(t)+ri(0)(1-Ki(t)/Ci)Ki(t)
 

1.知識系統生命週期內各區段的 re（0）、ri（0）、ce、ci。 

 

2.知識系統內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 Ke（t）與 Ki（t）。 

 

變更知識系統的兩組變數，模擬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蓄績結果，K（t），的

變化。 

 

 

 96



 

知識系統生命週期分成四期，各期的特性如下： 

 

表 4-1  知識系統生命週期各期特性 

期別 說明 

1.初生期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都小，系統脆弱，系統是否可存活下來不很

確定。 

如果同化作用大於異化作用，系統就生存下來，反之則早夭。 

2.成長期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都大，且同化作用顯著大於異化作用，

系統確定存活下來。 

如果同化作用大於異化作用的程度越高，系統進入成熟期越快。

3.成熟期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都中等，且同化作用略小於異化作用，系統

面臨演化抉擇。 

如果同化作用小於異化作用的程度越高，系統進入衰退期越早。

4.衰退期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都小，且同化作用明顯小於異化作用，系統面

臨衰亡。 

如果同化作用小於異化作用的程度越高，系統衰退越快。 

 

各期的同化作用速率，re（0），與同化作用極限，Ce，異化作用速率，ri

（0），與異化作用極限，Ci，在正常情況有下面的規則，作為模擬數據給定的依

據： 

 

表 4-2  模擬數據給定規則 

期別 速率（取絕對值） 極限（取絕對值） 

1.初生期 

 

re（0）＞ ri（0） ce＞ci 

2.成長期 

 

re（0）＞＞ri（0） ce＞＞ci 

3.成熟期 

 

re（0）＜ ri（0） ce＜ci 

4.衰退期 

 

re（0）＜＜ri（0） ce＜＜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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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模擬的類型 
 

一、針對方程式(B)的模擬(第 60 頁) 
 

計算組織內的資訊量與知識價值隨時間的變化率,經由方程式的運算，計算

出組織理的資訊量與知識價值量的變化。 

 

模擬的方程式假設為 K(t+1) = K(t) + r(0)(1-K(t)/C)K(t) 

由於 dK = αdI，α 是將資訊（I）轉為知識價值（K）的因子，所以可以

反算出 dI = dK/α，由於 I(0)=K(0)/α，可計算出 I(t)。 

二、針對方程式 2-10 的模擬 

給定一聯串的Ke(t) 與 Ki(t)數據，由方程式 (2-8) 及 (2-9)先試算出

來，輸入方程式(2-10)之中，此目的是在於瞭解在給定不同的全程的同化作用與

異化作用的情況下，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形構會發生何種變化。此概念是透過

計畫的新陳代謝，來觀察知識系統本身的蓄積結構會發生何種改變。 

 

此種方式由於是計畫式的給定每一個時點的Ke(t) 與 Ki(t)，數學上是一個

線性的方程式，其詳細的模擬的原理如圖 4-2。 
 

 

 
 
 
 
 
 
 

re(0) , Ce 

ri(0) , Ci 

τ

K(t)K(0) 

Ke(t) 

Ki(t) 

K(t+1) = K(t) + re(0)(1- Ke(t) /Ce) Ke(t)  + ri(0)(1- Ki(t) /Ci) 

K(t+1) 

圖 4-2  給定全程條件的系統迴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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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出 Kt 在長時間週期下的曲線。在長週期之中的某一個時點上給予參數

一個增量或減量，可以使系統的狀態發生改變。 

 
模擬參數選擇： 
 

1. 選擇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參數：（re0, Ce）與（ri0 ,Ci）。 
2. 針對知識系統在生命週期（初生, 成長, 成熟, 衰退）設計不同的參數組

合，進行不同模擬。 
3. 透過參數的交叉選擇, 找出同化作用及異化作用組合比較特殊的幾組進

行模擬。 
4. 針對模擬的結果用第三章理論所指出的論點連解釋模擬的圖形,並思考

是否與實務上的概念是一致的。 
5. 由以上的研究結果作為假說提出的基礎。 

 

參數組合設計 

 

可能的速率 r和極限 C的組合非常多，為了縮減模擬的數量，找到較有意義

的模擬組合，本研究分別針對同化與異化的速率與極限，分別給四個值，如表

4-3 及表 4-4 所示。並據此選出 14 組模擬，如表 4-5 所示。 

表 4-3  同化作用速率與異化作用速率參數表 

       re0’ 
ri0’ 

1.9 2.9 3.9 4.9 

-0.8 
 

（re0’ , ri0’） 
   R1 

  （re0’ , ri0’） 
   R5 

-1.8 
 

 （re0’ , ri0’） 
   R2 

  

-2.8 
 

  （re0’ , ri0’） 
   R3 

 

-3.8 
 

（re0’ , ri0’） 
   R6 

  （re0’ , ri0’） 
    R4 

表 4-4：同化作用極限與異化作用極限參數表 

       Ce 
Ci 

2.5 3.5 4.5 5.5 

-1.4 
 

( Ce ,Ci) 
  C1 

  ( Ce ,Ci) 
  C5 

-2.4 
 

 ( Ce ,Ci) 
  C2 

  

-3.4 
 

  ( Ce ,Ci) 
  C3 

 

-4.4 
 

( Ce ,Ci) 
  C6 

  ( Ce ,Ci)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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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交叉選取出的模擬組 (* 表示被選出最具代性的模擬) 

模擬 1： R1C1 ( * ) 

模擬 2： R4C4 ( * ) 

模擬 3： R5C5 

模擬 4： R6C6 ( * ) 

模擬 5： R4C1 

模擬 6： R1C4 

模擬 7： R6C4 

模擬 8： R6C4 

模擬 9： R5C6 

模擬 10：R1C5 

模擬 11：R6C1 ( * ) 

模擬 12：R5C4 

模擬 13：R1C6 

模擬 14：R4C5 

 

三、針對方程式 2-11 的模擬 

只給定一個Ke(0) 與 Ki(0) 數據，輸入方程式 (2-8) 及 (2-9)。將方程式 
(2-8) 及 (2-9) 加總 等於方程式(2-12)，此目的是在於瞭解在給定不同的初始的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條件下，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形構會發生何種變化。此

概念類似是自然的新陳代謝，來觀察知識系統本身的蓄積結構會發生何種改變。 

由於Ke(0) 及 Ki(0) 的代表系統初始（t=0）從系統生成的知識價值及系統

淘汰的知識價值，經驗上的合理假設是Ke(0)大於Ki(0)。此初始值假設的越小，

系統達到穩態或不穩態的時間越久，模擬上的意義單純，固本研究為減少篇幅以

兩組模擬說明之後，直接給出一組（Ke(0)，Ki(0)）數據，Ke(0)＞ Ki(0)。 
 
此種方式是自然的新陳代謝，只給予出始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條件，數學上是

一個非線性的方程式，其詳細的模擬的原理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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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0) , Ce 

ri(0) , Ci 

τ 

τ

τ

K(t) 

K(t+1)

Ke(t+1) 

Ki (t+1) 

Ke(0) 

Ki(0) 

Ke(t+1) = Ke(t) + re(0)(1- Ke(t)/Ce)Ke(t) ----同化作用 

Ki(t+1)  = Ki(t) + ri(0)(1- Ki(t)/Ci)Ki(t)  ---異化作用 

K (t+1)  = Ke(t+1) + Ki(t+1)  ----------------新陳代謝      模擬 12,13,14,15  

τ 

Ke(t) 

Ki(t) 

圖 4-3  給定初始條件的系統迴路圖 
 

此種方式的模擬，只給予初始條件的設定，使系統的狀態有下面三種基本的

類型： 

 

1.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共同結果收斂到一種穩態。 

 

2.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共同結果收斂兩個或以上的穩態並有規律的振盪。 

 

3.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共同結果隨機出現三個以上無規律的穩態。 

 

描繪出 Kt 在長時間週期下的曲線的斜率變化。 

 
在長週期之中的某一個時點上給予參數一個增量或減量，可以使系統的狀態

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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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模擬共 15 組，整體的模擬組別類型，說明如下：  

 

1. 模擬的第1組到第4組主要是透過簡單的模擬與試算說明logistic equation 

在本研究中如何被應用，說明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變化的非線性效果以及說

明知識系統內的資訊量與知識量可以經由模擬方式式的反算獲得，使系統內

的資訊量與知識量的抽象概念可以被清楚理解。 

 

2. 針對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模擬採取兩種模擬的策略，第一類是在模擬的週期

全程之中，給定每一期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結果。這就類似於對於一個

生物體直接的操作它體內的新陳代謝的每一個細節，觀察不同的操作方式，

生物體的生長結構會改變成如何。此類的模擬在第 5到第 11 組進行，各組所

不同的是在給定的新陳代謝上的規律性假設不同。第二類是在模擬的週期全

程之初，只給定第一期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初始條件，觀察不同的初始

條件給定方式，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的變化是如何，顯現在知識系統的整體的

知識價值的改變是如何。 

 

以上的說明，整理為流程圖，如下圖所示： 

 

   

 

全程同化作用與 

異化作用都給定。 

全程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

穩定、遞增、遞減、不變

的三種組合： 

模擬：5,6,7 

    

 對方程式 B 的模擬： 

1.瞭解logistic equation基

本特性 

2.模擬及試算知識系統內

的資訊量 

  模擬：1,2,3,4  

 

 
 

全程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不

穩定的四種組合： 

模擬：8,9,10,11 

 

    

   

只給定同化作用與 

異化作用的初始條件。 

四種變更初始條件的方

法：   

模擬：12,13,14,15 

 
 

圖 4-4  模擬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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