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綜合討論 
 

以下針對與本論文有關的主要問題進行討論, 討論分成三大部份： 

 

一、假說的討論，是對本論文提出的假說進行自我挑戰與實務經驗上的對應，說

明其解釋能力及局限性。 

 

二、理論應用的討論，將理論用於對現實社會已經發生的現象的討論。 

 

三、基本問題的討論，是對本論文內容的形成為什麼是如此的討論。 

 

 

第一節  假說討論 
 
假說的討論，是對本論文提出的假說進行自我挑戰與實務經驗上的對應。 

 

一、 知識系統的存在 
 
1.對於知識系統的存在假說的第一個挑戰是能否在現實的世界之中可以看到一

個實體組織持續處在知識的淨流出狀態，組織仍然能夠存在。針對此問題討論

如下： 

 

(1)現實的社會有持續處在知識的淨流的組織仍然能夠存在，例如國營事業的營

運虧損組織仍然存在。其實此為表象，人才流失與制度與管理上的缺失才是

問題的根本，人才流失代表著知識的不斷損失，制度與管理上的缺失代表知

識無法流入組織，舊的知識仍然堆積阻礙了組織的良性運作，另外管理上的

不當相當大的比例都是溝通不良或無效，所以組織處理資訊無效甚至有反效

果，努力處理資訊的人反而優先被組織淘汰。回答這個「存在」的問題，其

原因是國營事業的組織不是一個獨立的組織，它的虧損可以持續的由納稅人

來均攤，它的知識系統已經接近瓦解，組織實體的存在只是制度上的問題，

顯然持續有負熵（資金與各種資源）從另外一個大組織（政府）在持續的給

與此國營事業支持。台鹽是國營事業，能轉虧為盈是因為有新產品的推出，

新產品是台鹽組織改造之後它的新知識系統的價值創造的顯現，台鹽的知識

系統的演變才是使企業轉虧為盈的真正原因。 

 

(2)學校持續在提供知識給社會，是不是知識的淨流出，為何學校可以持續存在？

學校也是處在競爭的環境當中，無論是公立或私立的學校，學生持續在流動，

學校提供的知識不是學校教授所有的知識，學校的教授在提供知識的同時也

不是沒有知識的創造與加值，另外學校不只是教學還有研究，研究是生產知

識的行為，所以一個好的學校一定是一個知識價值淨流入的動態組織，在他

們提供知識給社會的同時他們應該在此交換的過程得到更多的知識與資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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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學校持續從事更多新的研究產出更多新的知識價值，好的學校吸收好的

老師與學生，產生知識系統成長的正回饋現象，可以為例證。 

 

2. 對於知識系統的存在假說的第二個挑戰，要問是不是遠離資訊平衡的知識系

統就一定能存在？針對此問題討論如下： 
 
(1) 並不是遠離資訊平衡的知識系統就一定存在，因為持續有資訊淨流入的不平

衡，是知識系統存在的必要條件，不是充要條件，反過來說，是不是有實體

組織因為有資訊的淨流入的遠離平衡而仍然瓦解的。當然是有的，違法侵害

別人著作權的盜版公司持續在獲利之中，大量的著作被他們翻印之後販賣，

他們對於著作本身可能一無所知，但是知識商品的價值被他們違法操作而被

貶值，這種違法的組織一旦被查獲，法律就勒令解散，知識系統就瓦解。他

們存在的期間，仍然靠的是資訊的淨流入而存在，他們要持續掌握會購買盜

版產品的銷費者資訊以及如何防止被查獲的資訊，檢調單位來查時，要能有

外援通風報信（資訊）他們才能存在。 
 
(2) 遠離資訊平衡的知識系統要將其資訊轉為知識價值，持續的蓄勢，系統內部

同時在發生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必需要使系統的知識價值的蓄積持續處在

正的知識價值流，知識系統的存在才能持續，在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持續在

流失的過程，知識系統仍然存在一段時間是因為系統庫存的知識價值仍然沒

有耗盡。 
 

二、 知識系統的成長、演化與新陳代謝 
 

1.知識系統演化的型式，可以從組織進行智慧財產的創造、流通與加值直接有關

的各種行為來瞭解。研究發展（知識系統的新知識價值的成長）、技術移轉（知

識系統間的知識價值的再創造）、組織合作（知識系統間的共同演化）、組織併

購（兩個知識系統之間部份或整體的重組）。此四大類依先後次序代表知識系

統與另外一個知識系統之間的所涉及的知識價值的創造或重組，其複雜層次由

低到高，分別說明如下： 
 
(１)研究發展：有新資訊及新知識的產生，促成系統自身演化。知識系統透過研

究發展使其自身在環境之中生存的機會增加。以知識系統的知識產出來源類

別區分： 
 

A. 自力研發：知識系統的自身進化，由於知識的取得是由內在 自發性的，

有利於後來的自身再進化傾向，但在競爭的環境之中自力研發不一定是最

佳選擇。 
 

B. 共同研發：兩個知識系統的共演化，由不同的知識系統共同產出一組新資

訊與知識。 
 

C. 委託研發：知識系統自身進化產出的知識與資訊，由另外一個知識系統承

接，承接者進一步進行自身的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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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技術移轉：知識系統移轉別的知識系統的知識，來提高自身處理資訊能力，

由於技術移轉是由外而內，會有相同於委託研發所形成的路徑依賴的自然傾

向。以知識系統吸收智慧財產(專利、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的知識與資

訊來源類別區分： 
 

A. 授權：一方允許有條件的使另一方以其相同的方式處理資訊。 
 

B. 買斷：一方把處理資訊的方式及權利賣給另一方，之後不再賣給其它第      
三者。 

 
(３)組織合作：兩個知識系統部份或整體的重新組合，來提高自身的處理資訊的

能力，是知識系統適應環境的一種策略。以兩個實體組織被重組

的方式類別區分： 
 

A. 股權合資：各自將自己部份的知識系統複製出來，組成新的知識系統。新

的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方式，持續受到各自原來的系統的演化動力的影

響。 
 

B. 生產合作：代工、OEM、ODM，都是兩個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方法上

的部份重疊，因為受託的一方處理資訊的困難度較低。雙方對於所要被處

理的資訊的知識濃度的差距越大，是使委託關係持續存在的關鍵。 
 

C. 銷售合作：互補產品或關聯產品在通路及品牌上的合作，委託方的知識系

統為降低處理銷售端資訊的困難度，由被委託方來負責。雙方對於所要被

處理的資訊的組織知識濃度的差距越大是使委託關係持續存在的關鍵。 
 
D. 採購合作：互補產品、相同產品、關聯產品在採購上的合作，委託方的知

識系統為降低處理採購端資訊的困難度，由被委託方來負責。雙方對於所

要被處理的資訊的組織知識濃度的差距越大是使委託關係持續存在的關

鍵。 
 
(４)組織併購：知識系統本身的部份或整體所有權的移轉，現有的交易關係也發

生移轉。以組織的實體部份或整體的價值類別區分如下： 
 

A. 資產併購：取得賣方的知識系統及所依附的全部或部份的『物質』實體的

所有權。重點是買方的知識系統要能與賣方的知識系統及相契合。 
 

B. 股權併購：取得賣方知識系統及依附的全部或部份的實體的所有權。重點

是兩者併購後的知識系統要相契合。 
 

C. 管理併購：實體組織之中的行為人，取得知識系統及依附的全部或部份的

組織實體的所有權。知識系統與組織實體相契合的的情況不變，但是知識

系統產出的價值分配方式改變。 
 
2.從第五章的模擬可知，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成長與變化是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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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我們可以由下面的概念圖來說明，企業的管理作為在其間的對應也包

括在內： 
 

(1)整體而言，組織知識價值淨值 Kt 變化，不外透過其同化作用的速率 re、異

化作用的速度 ri、同化作用的極限 Ce 及異化作用的極限 Ci 來解釋，如圖

7-1。 
 

 

re 

ri 

Ce1 

Ce3 

Ce2 

Kt 

Ci1 

Ci2 

Ci3 

同
化
作
用 

異
化
作
用

Kt3 

圖 7-1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速率與極限對知識價值的影響 
 

其中，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極限及速率的改變，可能肇因於環境因素，也

可能來自於組織自身的因素（例如前述的研究發展、技術移轉、合作與併購，或

在制度與管理方式上的變化等）。以下以八個圖形（圖 7-2 至 7-9），說明同化作

用或異化作用變化的各種可能情形。 
 

圖 7-2 為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均擴大： 
 
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的兩種作用同時增加，淨的知識價值可能增加、不變或降

低。在創新快速的產業之中，同化作用增強的系統，要面臨知識價值衰退快速(異
化作用也強)的環境(系統之中既有的知識價值衰退遞增，Ci 的絕對值增加是因為

環境所造成)。 
 
如果廠商努力從事知識的創新同時卻不做好智慧財產的保護，任人侵害，就會面

臨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同時增加的情況。在管理上異化作用增加表示

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衰退速率與極限都增加，不是管理者所樂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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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限均擴大 

 

圖 7-3 為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的兩種作用同時降低，淨的知識價值可能增加、不

變或降低： 

 

在創新機會減少的產業環境之中或廠商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減弱，所以只能設

法降低既有的知識價值衰退的幅度(降低異化作用)(使系統之中既有的知識價值

衰退減緩，Ci 的絕對值降低可以因為管理制度的改善所造成)。如果廠商從事知

識創新的成果持續降低的同時，依靠做既有的好智慧財產的保護，則同化作用與

異化作用會同時降低，知識系統的存活仍然可能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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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均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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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為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擴大，但異化作用縮小的情形： 
 
實務上而言，此一情形對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累積最為有利：同化作用增加而

異化作用降低，使得知識系統的知識淨價值因而提高。例如創新能力強的廠商，

它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強，又做好智慧財產的保護(異化作用改善)(系統之中既

有的知識價值衰退遞減，Ci 的絕對值降低是因為廠商的制度改善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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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同化作用擴大、異化作用縮小 

 
相反的，圖 7-5 對組織而言是最不利的情形：同化作用縮小，但異化作用卻擴大，

這使得組織知識淨價值確定是降低。 
 
創新快速的產業之中，所有廠商的知識系統都要面臨既有的知識價值衰退快速的

環境，知識系統之中既有的知識價值衰退遞增，Ci 的絕對值增加是因為環境所

造成。廠商從事知識創新的能力衰退的同時又不做好智慧財產的保護，任人侵

害，就會面臨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同時都不利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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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同化作用縮小、異化作用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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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至 7-9，為固定同化作用或異化作用，變化另一個作用的圖示。 
 
圖 7-6 為同化作用擴大、異化作用不變；圖 7-7 為同化作用縮小、異化作用不變；

圖 7-8 為同化作用不變、異化作用縮小；圖 7-9 同化作用不變、異化極限擴大。 
 

圖 7-6 為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的同化作用增加，異化作用不變，淨知識價值提高。 
 
例如技術、市場、管理方式或制度獨佔的廠商，同化作用增強的知識系統，異化

作用不變是因為無競爭者出現，系統之中既有的知識價值不衰退，Ci 的絕對值

不變)。當廠商從事知識創新同時做好智慧財產的保護，或是自己穩定的淘汰自

己的知識價值，則異化作用維持不變(系統之中既有的知識內容改變但價值不

變，Ci 的絕對值不變是因為廠商自己管理作為所造成)。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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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圖 7-6  同化作用擴大、異化作用不變 

 
 
圖 7-7 為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的同化作用降低，異化作用不變，淨知識價值降低

的情況。 

例如廠商從事知識創新的動力持續衰退，只保護既有的智慧財產的價值不衰退，

則同化作用降低而異化作用維持不變(系統之中既有的知識價值維持不衰退，Ci

的絕對值不變是因為廠商自己的管理作為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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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同化作用縮小、異化作用不變。 

 
圖 7-8 為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的同化作用不變，異化作用降低，淨的知識價值增

加的情況。 

 

當廠商不從事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改善，只做不斷改善既有的智慧財產的保護,

使既有知識價值的的衰退持續降低(Ci 的絕對值降低是因為廠商自己的管理作

為所造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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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同化作用不變、異化作用縮小。 

 
圖 7-9 為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的同化作用不變，異化做用增加，淨的知識價值降

低的情況。 

例如廠商不從事同化作用的改善，也不做好既有的智慧財產的保護，任人侵害，

就會面臨系統之中既有的知識價值衰退遞增。此情況 Ci 的絕對值增加是因為廠

商自己不作為與侵權者的作為所共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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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同化作用不變、異化作用擴大。 

 
在實際的情況中，由於組織各種內外在因素隨時可能產生變化，因此同化及異化

的速率及極限都在不斷變化中，不會是如圖 7-2 至 7-9 的規則平滑圖形，而較可

能如圖 7-10 的不規則變化圖形。所以將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加總之後的知識系

統的知識價值的變化曲線應有無限種可能。但是當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總合為負

時知識系統不會存在或是知識價值曲線的斜率是遞減時不利於知識系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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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實際的同化作用及異化作用速率與極限的變化 

 
綜合前述，有關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假說，本研究提出以下的討論。 

 

首先，知識系統新陳代謝之中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速率、極限及形構，

不是完全由系統自己決定，而是與環境共同決定的。例如圖 7-2 至 7-9 中，環境

中新知識的出現、組織自身的管理或制度改變，都會影響知識價值的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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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可以產業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初生、成長、成熟、衰退），來

討論環境對於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的消長產生的不同影響，如圖 7-11 所示。 

 

 
時間 

生

存

能

力 

圖 7-11  產業生命週期與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 

 
產業初生期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明顯出現，消長主要是系統決定，異化作

用的消長尚未明顯出現，但是由環境決定。 

 

產業成長期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的消長，偏向系統為主環境為輔的共同決

定，異化作用的消長開始發生。 

 

產業成熟期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的消長與異化作用的消長偏向環境為主

系統為輔的共同決定，異化作用的消長顯著發生。 

 

產業衰退期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的消長接近消失，但是由環境決定，異化

作用的消長是系統決定。 

 

第三、環境對於知識系統的自然選擇（對知識系統新陳代謝的影響）與知識

系統自身的新陳代謝模式，二者在產業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期間的砌合程度，決

定了該知識系統是否能在該期間生存下來： 

 

1)善於管理同化作用的知識系統在產業的初生期及成長期較容易存在。 

 

2)善於管理異化作用的知識系統在產業的成熟期及衰退期較容易存在。 

第四、從實務的經驗可知，一個知識系統從創生開始，四種知識在知識系統

內出現的次序通常是技術的知識或市場的知識先交替出現，而且技術知識要受到

市場的知識的檢驗才能在知識系統之中穩定形成，之後隨著知識系統的發育，管

理的知識與制度的知識交替出現，而且制度的知識要從管理的知識之中被重複吸

收與消化才能在知識系統之中穩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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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四種知識在環境中出現的次序也有類似的次

序，其實是知識系統對環境的知識擴散，此擴散速率會影響此四種知識在環境當

中出現的快慢與多寡。 

 

此外，依據本研究第三章「理論發展」中，類比於生物的新陳代謝方式（自

養或異養／需氧或厭氧），可以將組織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劃分如表 7-1。 

 
表 7-1  知識系統新陳代謝的分類 

 受教型（異養型）         自識型（自養型） 

自 

覺 

型 

 

D：受教/自覺型 

（類似典範跟隨者） 

依賴技轉新知識後就會自我淘汰

自己的舊知識。 

A：自創/自覺型 

（大典範的開創者） 

勇於自我挑戰的典範原創者 

B：自學/自覺型 

（從屬於大典範下的次典範開創者） 

勇於自我挑戰的從屬典範開創者 

被 

覺 

型 

E：受教/被覺型 

（類似典範寄生者） 

依賴技轉又不知自我淘汰自己的

舊知識。 

C：自識/被覺型 

（小典範開創者） 

有獨創能力但不知自我淘汰自己的舊

知識者。 

 
由表 7-1 可得到五點涵意，首先，以上 A, B,C,D，E 五種知識系統的類型，

類型的演化可能的途徑有：把台灣的產業本身看成一個大型的知識系統，最初是

以開發中國家的條件，以廉價勞力及政府政策誘因形成 E型產業，如四十年前的

台灣興起的高雄加工口區行業，之後政府設立工研院及扶導企業研發形成 D型產

品，如三十年前台灣興起的傳統化工業，隨著產業加工能力的提高及人才的培養

充足才形成 C型產業如二十年前台灣興起的銷費性電子業，台灣最進十年興起的

半導體工業以及光電產業由大部份的 C已經逐漸漸轉為 B，只有極少數如 TSMC

等世界級企業能進入 A的類型。 

 
其次，對於單一的知識系統生長的過程來看 E/D/C/B/A 的演化路線並不容

易，因為每一次都是一次知識系統的巨大改變，翻越的過程不一定會成功，因為

創新是有風險的。 

 
第三，單一的知識系統生長的過程如果初使條件具足，仍然可以使知識系統

直接進入 A, B 的層次，關鍵是要看知識系統本身要處理的問題（涉入的行業）

而定。例如一家 IC 設計公司創立之初就有第一流的設計團隊與資金的支持，知

識系統的初始條件就已經站在 A 的起點上，但是如果公司的人事、薪資、出勤、

會議等管理制度無法配合新創事業與該行業靈活的要求，造成組織內的溝通（知

識系統內的知識與資訊的代謝）不良，智財管理不良（關鍵知識的流失大於研發

新創知識的流入），引發專業優秀的領導人員離職（知識系統的關鍵元素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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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由其它人員擔任領導工作，組織活動的重心由追逐創新改偏向追逐效率（由於

知識系統的結構發生改變，系統外顯的功能發生變化）。 

 
第四，新創企業由於技術獨占，可能首先站上 A的地位，但是由於獲利容易，

殆於研發，就退為 B，等競爭者出現就走向 C以求快速取的技術，但是競爭者持

續快速增加，並且壓縮市場的機會空間後自己就退為 D，最後為求生存同業間殺

價競爭不求創新就淪為 E。 

 
第五，產業之中發生劇烈的市場或技術競爭或技術斷裂的現象時，就是在該

產業之中原來的的公司的知識系統猝死或驟生、原有的知識系統快速分裂重組、

新的知識系統形成的時候。產業之中同時發生 A，B，C，D，E的變動與生滅。 

 

由此進行衍伸討論。我們可以把公司或廠商的營運行為，依其對知識掌握的

程度分成三個等級：第一流的公司是整套知識典範的創造者：他們在實體產品還

沒有出現在「有形世界」之前，就已經先在「無形世界」中佔有法律上、知識上

及商譽上的競爭優勢。他們對該產品的「知識主權」（sovereignty of knowledge）

有絕對的地位。實例之一是美國 3M 公司，一向以技術創新驅動公司成長，成為

全球企業的典範。該公司在有形產品的市場條件尚未熟之前，就先取得該產品相

關領域的一系列專利。這意謂著 3M 的競爭對手在著手進行產品研發時，才剛剛

要開始思索該技術的眾多可能路徑時，就已經先面臨重重的專利障礙，更不必說

要開發類似產品的雛形。又如微軟公司不但有自己龐大的跨國研發組織，仍然有

計畫地持續合併新創的研發小公司，使公司的新技術來源內外兼具，不但消滅了

明天的競爭者，而且持續保持公司在智慧財產權市場的領先地位，鞏固公司在「無

形世界」中的「知識主權」。 

 

第二流的公司是，其在無形的智慧財產權市場上沒有顯著的優勢，產品沒有

原創性或市場領導地位，他們依靠的是在實體產品上的部份創新與競爭者一較高

下。它們不是主流產品的典範創造者，而是歸順於主流典範所規劃出的知識範圍

內，靠進行局部或小型的創新來生存，只是典範的擁護者或依賴者。他們對自己

產品的「知識主權」是相對低的，在「無形世界」之中，他們是處於產品知識上

的「知識殖民地」或「知識附庸」的地位。 

 

第三流的公司是數量最多也最常見到的。他們依靠模仿甚至違法抄襲主流產

品來生存，根本不從事創新，組織活動的一切思維都以確保技術上「我也會」（me 

too）的老二主義，所以他們生存的條件是靠生產與模仿的效率，而不是靠技術

創新、典範開創、智慧財產權的競爭來生存，所以他們只會做的與最會做的就是

「代工」，通常都以「代工」的規模增加，使成本降低來爭取訂單。但是「代工」

的規模增加又面臨實體資產配置的套牢問題（王俊如、林文鼎、于卓民，2002），

所以只好任由下單的大客戶壓低價格。具體實例如Dell、IBM、HP等跨國大電腦

公司先以大訂單誘使台灣的電子產品組裝代工廠商擴充規模及產能，再以移動訂

單為威脅，來壓低代工費用。由於這種代工廠商對產品的知識主權貢獻度與控制

度都是最低的，當然代工也就是利潤最低的生產行為。所以第三流的公司在「無

形世界」之中，是處於產品知識上的「知識次殖民地」的地位，他們的地位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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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知識典範上有宗主國的二流公司還要低，所以經營利潤受到壓迫是當然的1。 

 

相對於歐美先進國家，日本以外的亞洲大部份企業都只是第二流或第三流的

公司，所以才有 MIT 的教授 Paul Kurgman 所說的，亞洲國家的經濟奇蹟不是靠

專業與制度所建立的，而只是靠勞力及資本所堆積而成，所以基礎脆弱

（Kurgman，1994），隨後於 1997 年而來的亞洲經濟風暴應證了他的論點。 

 

中國大陸自 1978 年開始漸進走向資本主義的道路，大量的廉價勞動力投入

市場，大量的國際資本進入當地設廠。由於台灣大部份企業都面對產品創新不足

與代工效率不敵的兩難情境，所以只能把原來的生產設備與整套經營管理知識移

到勞力成本相對低的地方，重複原來的組織活動。雖然看似解決了問題，但是原

來的組織活動仍然要適應當地的制度與環境，而適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而且不

一定就比研發創新的成本要低（例如研發人才的取得不易等），其背後的原因是

只追逐勞力成本降低的經營模式是會走到「智窮」盡頭的，而投入在研發創新上

的經營模式，卻因為「智富」而有源源不斷的生存機會。 

 

因為如此，長期以來許多公共訴求的「根留台灣」只是一種迷思，並沒有其

真正的價值。真正要保留的「根」，不是什麼特定的產業技術與人才，因為今天

的高科技產業，一段時間後就變成了傳統產業，所以文化上持續鼓勵創新的社會

氛圍，制度上政府持續不斷地推動制度進步，使新知識與新產業的創造可以生生

不息，才是根本之道（林文鼎、劉江彬，2002）。為什麼學者會提出以知識為本

的人力資源與產業、法治的價值鏈（劉江彬、徐小波，1999），其深層的意涵亦

正如此。 

 

總體而論，過去數百年來，大部份的國際貿易都是亞洲國家把原材料賣給西

方先進國家，西方先進國家的原創商品或技術向亞洲國家流動，看似西方國家的

技術持續地輸出到亞洲國家。為什麼西方國家都不會有「創新枯竭」的問題，與

所謂「根」留那裡的迷思，其真正的原因也就在此。哈佛大學教授 Leonard-Barton

寫出「知識創新之泉」一書( Leonard-Barton, 2001)，其背後的意義也在此。所以，

面對知識經濟時代的新形勢，對於組織如何進行知識的創造、流通與加值的各種

深入的研究，成為必然的趨勢。 

 
綜合產業生命週期階段及組織的新陳代謝，提出以下討論： 

 

1) 產業越接近成熟期，環境之中四種知識的來源越充足形構也越固定，所

以在產業之中能存在的知識系統的組織形構與新陳代謝模式也趨於固

定。 

 

2) 產業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新陳代謝類型不同的知識系統在產業生命週

期之中出現的先後次序與消失的先後次序是：自識/自覺型，自識/被覺

型，受教/自覺型，受教/被覺型。先消失不是失敗的表現而是進入另一

                                                 
1 當然有人會說台積電的「晶圓代工」並非如此，我們要瞭解的是台積電的組織活動不只是包括

二流與三流公司的作為，他們是同步在進行一流公司的組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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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的生命週期，是生存境界的提高。 

 

3) 自識/自覺型在產業成長接近成熟之前，就已經先操作同化作用使自身成

為另一個新的知識價值創造系統，並且操作異化作用利用受教/自覺型，

受教/被覺型形成知識上的依賴關係，來降低既有知識價值的衰退速率與

極限，當產業走向成熟與衰退期時，自識/自覺型已經從該產業之中逐漸

消失，受教/被覺型的知識系統才顯著的滋生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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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論應用的討論 
 
 

1、本理論對於企業界及政府投入研發計畫的啟發或作用 

 

研發就是挖掘新的知識，就是組織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的運作過程，所以

先進行要發展的新知識的知識需求規劃，再進行組織的知識系統供給規劃，這是

兩個必要的工作，可使研究計畫在發動之前就降低失敗的機率。例如大型研發計

畫展開之前應進行所要達成的研發目標的可能的新知識圖譜的描繪，找出專業知

識組合的需求分析（應該要何種專家才能解決此研究問題）與供給分析（誰會是

適當的專家），由於在研發之前有我們不知道自己不知道什麼的矛盾現象，所以

透過研發案規劃期的小組交叉訪談可以使我們知道我們不知道什麼，這是知識系

統規劃最重要的第一步。 

 

2、以本理論說明「如何創造需求」的知識，並可納入知識系統規劃 

 

所謂對「未來需求」的知識，其實是落實到對於「未來產品」的描述。未來

產品的產出其實是「未來的知識系統」的產出結果，所以溯其源頭，我們只能追

問未來的市場知識、技術知識、管理知識、制度知識會是如何，未來的知識系統

能描述出來，未來需求的知識（未來產品的描述），才有跳出現有的典範使未來

產品能產出。 

 

「如何創造需求？」其實是如何使未來可能的需求提早被實現的一聯串方法

（就是一聯串的知識）。任天堂在 Wii 的開發過程事實上就是進行了從找到「未

來需求」，之後使「未來需求」在一聯串的作為之下被提早被實現的方法。 

 

研究任天堂的岩田社長在他為推出 Wii 的「革命」企劃案之中的要旨，雖然

他沒有直接指明是本論文所提出的四種知識，但可以解釋如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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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革命企劃案與四種知識 

岩田社長的革命企劃案要旨 與四種知識相關的解釋 

1.有別於現存的主流電玩主機的

遊戲進行風格，開創出以全新的

訴求為主的主機吸引消費者。 

其實是以未來的市場知識為主軸進行產品賣

點的設計，而不是以今天的市場知識與需求

簡單的向後推演未來的需求。 

2.以「容易上手」的遊戲操作方

式，來實踐「老少咸宜」的商品

訴求。 

其實是要解決「容易上手」的一聯串技術問

題才有可能，所以找出遊戲機的新的技術知

識典範，才能從現有的典範跳出來。 

3.借由新的完法來留住舊玩家、吸

引新玩家、提供遊戲製作商新的

遊戲開發空間等等多重目的。 

其實是該如何管理未來的消費者（新舊玩家）

知識。 

給予價值鏈中的關鍵者（遊戲製作商）新的

遊戲開發空間是技術的知識、管理知識與制

度的知識的結合。 

 

3、知識系統規劃的詳細程度與創業企圖之間的關係 

 

知識系統規劃太詳細，知識變成負擔，沒有人敢創業，例如，有些創業者認

為台灣相對於新加坡比較 chaotic，但創業的機會反而多。本研究可以解釋如

下：知識系統規劃的功用對於創業者而言是提早發現問題，降低創業的風險，而

不是保證創業的成功，對於知識變成負擔是因為知道太多，反而不敢創業，是指

該創業而沒有創業的情況，此種情況有兩種原因： 

 

(１)知識系統規劃本身發生錯誤，造成可創業的個案被誤判而沒有創業，例如過

度悲觀的市場預測造成負面的創業決策。 

(２)知識系統規劃後證實確有機會可以創業，但創業者自己不敢創業。 

 

以上兩點都與知識系統規劃作為一種方法論無關。創業的機會最後仍然會由

創業的市場所決定，因為看到該創業機會的不會是只有一個人。 

 

台灣相對於新加坡比較 chaotic，指的是制度環境與市場交易環境本身較不

規律與多變，所以所提供的創業機會反而比較多。由於知識系統規劃的四個面向

之中制度的知識與管理的知識也在內，當制度環境與市場交易環境本身較不規律

與多變時，創業的機會多，但風險也相對的提高，知識系統規劃的本身對於越 

chaotic 的環境越有其需求以降低風險，但是因為環境多變所以預測也越不準。 

知識系統規劃不能取代創業精神，它只是協助創業精神的實踐過程可以更穩健，

企業組織的生命力展現在於創業精神的持續維持，知識系統存活的第一動因，是

創業精神，使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蓄積結構能持續維持不平衡的最源頭仍然是創

業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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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 module 的概念定義知識，使知識系統的組成更能在系統上有意義 

 

沒有整體知識系統的描述就看不到知識子系統，也看不到產品本身背後的

「規範組合」的包括的知識體系。 

 

所以知識的 module 概念應有兩個層次，一個是產出某產品的知識系統的子

系統的模組化，一個是產品本身的組件上的組件知識的模組化。前者是「因」後

者是「果」。 

 

知識系統理論關心的是「因」而不是「果」，如何進行活的知識系統的內在

子系統的模組化，是值得研究的知識管理問題，因為模組化是使知識系統運作效

率提高與重組容易的關鍵。 

 

5、以知識系統理論解釋廣達電腦公司與美國 MIT 實驗室的合作 

 

廣達電腦公司與美國 MIT 實驗室的合作，設計在台灣，生產在大陸，用知識

系統的角度來看，就在建造他們的未來知識系統。廣達電腦的作為是在進行該公

司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改善，其原因是該公司現有的知識系統已經達到知識價

值的成長極限，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結果無法顯著創造出價值，所以有保二總隊

的稱呼。該公司是典型的代工廠商，在本研究的討論之中被歸屬於第二與第三流

的廠商。從知識系統理論來看，廣達的發展有三條路線： 

 

(１)持續目前此種作為，與 MIT 的合作規模的太小，對於廣達的知識系統的知

識價值產出有不同層次的影響，如何管理合作的初始條件是對於合作的效能

有關鍵的影響。 

 

(２)推動漸進式的知識系統改造，如切割事業部門，或制度改革等，仍然在現有

的知識系統的架構下求生，是一種偏向異化作用為主的改善。 

 

(３)大破大立，進行公司購併，徹底重組知識系統的元素與結構，知識系統可能

經歷一段劇烈的振盪之後重生或猝死。是一種同時進行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

與異化作用的革命性變革。 

 

從明基購併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的案例來說明，是典型的知識系統大規模重

組失敗的案例。因為他們只看到兩個知識系統在技術的知識與市場的知識上的綜

效，但卻大大的忽視了管理的知識與制度的知識，在合併之後的知識體內相互排

斥的負面效果。購併之後的財務的虧損是結果不是原因，知識系統重組失敗的可

能原因，仍然在於沒有先進行購併前後的知識系統規劃與分析。此點也證明兩個

知識體的融合本身就是一個高度危險的知識系統重組工程，重組之前的規劃、重

組過程的手術技巧及重組之後新知識體內在不同知識元素或子系統之間的排斥

作用如何處理都直接影響到合併之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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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緒論提到的六點實際上組織內部面對的與知識有關的問題，從本研究的結論給

予綜合的解釋如下： 

 

由於對組織知識系統的存在及它與實體組織之間的關係在本論文提出以前，我們

對於它幾乎是無所認識的，對於知識系統內的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及該作用與組

織的知識價值累積之間的關係更無法被具體理解，所以組織很容易的面臨到在緒

論之中提到的一系列問題。從本論文的理論及模擬，我們可以得到下面一些綜合

的解釋： 

 

(1)目前的組織要先進行自身的知識系統的實然性描繪，並以組織目標為理想進

行應然性的描繪，經由組織目標的階段性區分及組織達成該階段性目標的策略

群進行實然性知識系統與應然性知識系統的對映相修改，把應然性之中不可行

的部份去除掉，把實然性的部份內容不足的補足，這是知識系統規劃的第一

步。由於知識系統是一個活體，所以這樣的工作不是一次性而是應該為週期性

的工作。當組織面臨大規模的改造、合作、重組、合資、聯盟、合併等等，要

進行改變之前與改變之後的可能知識系統變化的比對，從其中可先找到各種可

能的知識系統問題，作出預先的因應規劃與防備。 

 

(2)知識系統要產出產品不是只靠對組織是新的技術知識或新的市場知識就可以

完成，實際的情況經常是管理知識與制度知識的不足使新的技術知識或新的市

場知識無法被具體的實現在一個規範組合的形成過程，所以對於知識系統的四

大類知識的配套組合的認識幾乎決定了新產品是否能成功商業化的大部份因

素。 

 

(3)從失敗的技術商業化案例的該失敗過程的知識系統的運作描繪，我們應該很

容易的可以找到其失敗的原因，最後可被歸結到是此四種知識在此過程之中出

現的時機不對或組合不對或個別的不足。 

 

(4)由於知識系統規劃不可能完全預知任何的產品發展計畫或合作案的執行過程

會遭遇到的所有問題，但是它可以排除掉許多因為沒有進行知識系統規劃組織

必然會面臨的基本的知識系統上的問題，在知識管理上，這已經有其價值，必

竟人的知識與認識能力是有因人、因事與因地的局限性。 

 

(5)在本論文的圖 6-3 之中說明，知識系統的演化可能因為系統走向不穩定之後

瓦解，此瓦解的原因可能由於系統自身的知識價值的新陳代謝過程發生問題，

也有可能由於整個制度環境的改變或不改變所造成，本研究之提到交易成本理

論與社會資本理論作為環境之中影響知識系統演化的兩個主要因素，當知識系

統所在的環境的交易成本本高且社會資本很稀少時，知識系統與環境進行資訊

與知識的交流會很困難，知識系統的生存壓力就會很大，普遍的知識系統都會

面臨同的生存問題，但是當兩個社會因素的傾向不同時，知識系統的演化會順

應環境的有利因素的方向形塑自身。 

 

從政府的政策角度出發，如何透過法律的鬆綁與制度的改造來降低廠商的知識

系統之間的交易成本，如何透過公正的執法及教育與文化的宣導來使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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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這是使企業的知識系統可以蓬勃發展的關鍵，也是把政府作為一個知識

系統來看，它所要產出的商品（制度的知識與產品的知識的「規範組合」）的

價值。 

 

(6)台灣的農業科技在沒有進行技術包裝的情況下，大量的輸出到中國大陸，

這個現象從本論文提出的理論與研究結論之中，可以有幾點可解釋： 

 

第一點：農業科技在沒有進行技術包裝的情況下大量的輸出到中國大陸，這只

是結果不是原因，其原因是因為大家對於這些農業科技的產出單位包括研究機

構或是廠商或是個人沒有進行知識系統的描繪，更沒有進行農業科技產業整體

的產業知識系統的描繪，所以無論是產、官、學、研對個別的或是整體的農業

科技的知識系統及其長期累積的價值沒有清楚的認識，就如一個長期生長出的

有價值的「知識森林」任意被有心人盜伐或摘取，甚至是破壞、 

 

第二點：技術包裝是對於知識系統產出的「規範組合」進行價值化的過程，使

這樣的「規範組合」被作為一個商品，而不是「規範組合」依在物質商品上，

能在知識的市場上有較高的銷售價格，所以要進行技術包裝之前應該先進行產

出該技術的知識系統的描繪，這個作為至少有下面三個意義：1.透過知識系統

的描繪，對於產出的技術的價值容易定位。2. 透過知識系統的描繪，使已經

可被包裝的技術及可以規劃再被包裝的其它技術能有清楚的認識。3.透過知識

系統的描繪，使被包裝的技術之間的關聯性的清楚的被認識，對技術的關聯性 

的掌握是對關鍵技術控制及技術模組化與技術重組的必要工作。 

 

第三點：從知識系統新陳代謝的角度來看，今天大部份的企業或研究單位所推

動的創新活動都只是專注在他們的知識系統的同化作用改善，但是大大的忽視

了對他們的知識系統的異化作用的改善，把台灣的農業科技產業的本身看成一

個知識系統，農業科技在沒有進行技術包裝的情況下大量的輸出到中國大陸，

就是因為整個產業的異化作用的改善工作被大大的忽視的結果。 

 

7.國家創新系統的理論與本論文提出的知識系統理論的關係說明如下： 

 

所有的創新都是要由知識創新為起點，所以國家創新系統只是把國家當成一個

知識系統，在改善它的同化作用。改善行為的主要發動者是政府，是透過鼓勵

創新的一系列政策，來使產、學、研三界各自的同化作用的環境條件可以改善。 

 

知識系統的概念層次比創新系統要廣要高，所以知識系統關切的問題包括了創

新系統的範圍，在系統發生的時間次序上、在系統被研究與認識的邏輯次序

上、在根本解決組織裡與知識有關的問題上，先研究組織的知識系統才是正確

的，因為組織裡與知識有關的問題不一定是由創新系統的理論可以觀察的到，

創新系統之中的問題也不是全部能由創新系統的理論可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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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本問題討論 
 

1.以系統論來看實體組織裡的資訊與知識的理由 

 

因為組織裡擁有各種不同的資訊與知識，以公司為例，組織內的知識類型可

以依知識的本質特性來分，比如將知識區分為內隱性知識與外顯性知識。可依知

識的專業類型區分，例如本論文所提出的四種知識：技術的知識、市場的知識、

管理的知識、制度的知識。可依產品類別區分、依組織所在地區環境區分。無論

如何的區分組織裡擁有各種不同的資訊與知識，一個共同特性是它們的存在狀態

都不是孤立的，而是彼此相互影響與有關聯的，所以不能獨立的看待組織裡個別

的的資訊與知識對組織存在的影響。 

 

本研究由系統的觀點來看組織裡的資訊與知識對組織存在的影響，我們先從

組織抽離出「知識系統」，代表組織所擁有的「全部知識的有機組合」，以它作為

單獨研究的對象。組織的生產與交易行為，其根本只是物質與能量的重組、分解、

移動，而這都只是知識系統運作下的過程與結果。如此組織的生產與交易行為(物

質與能量的重組、分解、移動)，都只是受到知識系統運作後安排出的結果。如

此可使問題單純化，不必涉及物資與能量在組織內的流動如何影響實織存在的問

題。 

 

知識系統的「元素」是包括組織內的個人所擁有的知識與資訊以及組織內的

軟硬體所攜帶的資訊與知識，作為組成知識系統與子系統的「元素」。知識系統

的「結構」是由組織內與資訊及知識的流通有關的制度及軟硬體所規定下的溝通

渠道以及由組織內的人際關係所形成的非正式的資訊與知識的流通管道共同組

成的複雜網絡，此複雜網絡聯結元素與子系統共同組成「知識系統」本身。知識

系統內的「元素」的存在方式是：數據組成資訊、資訊描述現象、知識是現象與

現象之間的關係。知識系統的資訊與知識的投入與產出可以是片段的資訊與知

識，也可以是一整組複雜的資訊與知識的組合。這些不同的組合形式的最終目的

都是為了解決組織要達成組織目標所要面對的各種問題。 

 

從一個開放系統的角度來看組織裡面的資訊與知識與組織之間的關係，組織

內的人是它的知識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的產出源頭，知識系統與組織相龕在一

起，組織內的個人或組織間的互動使資訊與知識在複雜網絡之中不斷的被創造、

流通、加值、重組。 

 

一個或一組知識本體的存在形式（Y）由其內容(所揭示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

係)所指攝的意義（X1）及該知識對組織的價值（X2）而決定（Y=F(X1,X2)）。 

 

當該組知識對於知識系統的意義與及其對組織的價值改變時，知識本體的存

在形式也會隨之改變（消失或增長或變異）。 

 

一個或一組知識的意義與其對組織的價值會受的知識系統內其它的資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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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影響，因為單一的資訊與知識，對於知識系統的存在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而是要與知識系統內其它的資訊與知識組合起來，才能顯現其自身是如何的支持

知識系統的存在，找到其自身在知識系統內的角色及功能。 

 

所謂某資訊與知識對知識系統有「意義」是說：組織的任何一項組織行為是

由「知識系統」內的多組的知識與資訊的組合指導之下才能進行的。如果該資訊

與知識在指導組織的組織行為(作為與不作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對組織行為的指

導有其必要性（如果知識系統內沒有這個資訊或知識，組織就無法作為），則此

必要性越高，該資訊與知識對於知識系統的「意義」就越高。 

 

所謂某資訊或知識對組織有「價值」是說：該資訊或知識在指導組織的組織

行為（作為與不作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對組織產生利益的大小，該資訊或知識產

生的利益越高對知識系統的「價值」也越高。 

 

針對資訊或知識對組織有「意義」與有「價值」，舉例說明如下： 

 

例 1：「甲公司內部的研發經費支出與產出的專利之間的關係」是知識系統

內的一個「知識 A」。如果單獨看此數據，對於知識系統是沒有太多意義的。但

是如果知識系統內掌握有同業（乙公司）的此知識（知識 B），兩組知識的比較

分析結果（知識 C）及相對於整個產業之中的統計趨勢（知識 D），則知識 A就很

有意義了。「知識 A」對於甲公司意義，又因為甲公司是屬生產導向的經營策略

或是研發導向的經營策略，此數字對於公司的意義又有不同。 

 

例 2：生產某一種產品的特殊配方及如何生產該產品的製程是兩組知識，此

兩組知識對於甲公司沒有進入該行業時，是無意義也無價值。當甲公司決定進入

該行業之後，在甲公司已經有實驗室，但是還沒有設備來生產該產品之前，該兩

組知識對公司只有一點點的意義，但是價值不大。如果公司生產該產品之後，才

發現市場上知道該知識的公司其實越來越多。所以，擁有該知識，對甲公司的意

義雖然因為生產該產品而提高，但是價值卻是在下降。生產某一種產品的特殊配

方及生產條件是一組知識（A），但是這一組知識要能與其它的知識，包括該產品

的市場知識（B）、生產該產品的原料知識（C）、如何改變配方及生產條件使產品

能滿足不同的客戶需求的知識（D）….等等，一聯串的知識要能組織起來，這一

組知識（A）對組織的行為（包括買原料、生產產品、賣產品等等）的價值才能

發揮出來。 

 

例 3：當 A 公司的資金不足時，A公司的知識系統內的一個專利沒有發揮的

機會，當 A 公司已經有資金時該專利的技術優勢已經失去，所以這個專利(一組

知識)的價值對於 A公司的價值是隨時在改變的。如果 A 公司在早期就把該專利

賤價賣給 B公司，B公司的知識系統只差這個關鍵技術就可以突破整套技術上的

不足，B公司購買該專利之後使原來整套的技術能發揚光大，甚至驅動了一聯串

的產品創新，那麼該專利對於 A公司只有一點點的價值，但是其價值對於後來擁

有它的 B公司卻是以非線性的方式遞增。 

 

2.把知識系統從組織中抽離出來看待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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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是一個對於能量、物質、資訊、知識的開放系統。但是，組織的一切組

織行為都是由組織裡面的資訊與知識的不同組合所決定的。組織生產任何的產品

都只是物質與能量的重新組合，關鍵在於組織產出的商品具有何種形構及能產生

何種功能，這些形構與功能其實就是組織內的資訊與知識的特定組合以物質及能

量作為載具的一種「顯現」。 

 

追問是「誰」使這樣的形構能夠「顯現」出來？本論文提出是由一個「知識

系統」的持續運作來不斷的產出具有特定目的組合的資訊與知識，它們指揮組織

的組織行為使「產品」被「生產」出來，「產品」只是這一組資訊與知識的特定

組合「顯現」過程的「載具」。哲學上定義「存在」是「在時間之中的聯續出現」，

所以「產品」本身是知識系統產出的一整組資訊與知識的一種「存在」方式。 

 

組織內的能量流、物質流、資訊流、知識流其實是有主從關係的，資訊流與

知識流（主）決定了能量流與物質流（從）。因為組織的組織行為是「能知而後

能行」，所以我們把組織內處理資訊流與知識流的活動全部納入「知識系統」拿

來單獨研究，與處理能量流與物質流的組織的運作分開來。其優點在於使研究的

對象及問題單純化，只要處理知識系統內的資訊流與知識流就可以回答組織走向

有序與走向無序的問題，而且透過對知識系統的深入研究才能對於組織內的資訊

與知識有一個整體的認識。其缺點在於必須以較高的抽象層次來描述知識系統的

本身，描述的本身如果沒有一個資訊或知識的理論可以為依據，理論的發展會有

困難，本研究結合 Galarbith 提出的組織處理資訊的理論及 Winer 提出的「資訊

等於負熵」的理論及 Prigogine 提出的生物體是能量的「耗散結構理論」為研究

的基礎，提出組織的「知識系統」是一個知識價值的蓄積結構，解決了此缺點所

造成的主要困難。 

 

3.用生理系統來類比知識系統的意義 

 

將知識系統類比為生物的生理系統，在於兩者之間具有的共性與可類比性： 

 

(1)內部構成的相似性 

 

生理學所指的生理系統，以人體的的生理系統為例，是指人體由不同功能的

器官組成，生理系統包括肌肉與神精系統、內分泌系統、維生系統（包括呼吸系

統與消化系統）、循環系統、生殖系統等，整個生理系統內部存在著資訊流、能

量流及物質流，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亦進行資訊、能量及物質的交換，此過程統

稱為新陳代謝，新陳代謝反應包括同化作用是物資的形成與能量的累積，異化作

用是是物質的分解與能量的消耗。生理系統與環境進行不同層次與類別的互動，

它所處在的環境條件，會影響到系統內的新陳代謝，系統內不同的資訊、能量及

物質在系統之中消長。 

 

從生理學的觀點描述一個知識系統，以組織的知識系統的生理現象為例，是

指知識系統是由不同功能的器官組成，知識系統包括資訊與知識的創造系統、流

通系統、加值系統等，系統內的活動包括：學習、認識、分析、綜合、判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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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創意等等。整個知識系統內部存在著資訊流與知識流，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

亦進行資訊及知識的交換，此過程統稱為知識系統的新陳代謝，新陳代謝反應包

括同化作用是新資訊與新知識的意義的形成與其價值的累積，異化作用是既有資

訊與知識的意義的瓦解與其價值的衰退。知識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的意義與價值

有時間性也有空間性，特定的資訊或知識的重新組合，可能對知識系統自身及環

境之中它的資訊與知識產生不同的意義與價值上的影響。 

 

組織內的不同功能部門的人員所擁有的資訊與知識，依功能分類方式可以看

成知識系統內不同的器官，知識系統的創造系統、流通系統、加值系統聯結這些

器官組成，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的活動包括：學習、認識、分析、綜合、判斷、

記憶、創意等等。 

 

因為知識系統是一個開放系所以不同的資訊與知識能夠進出此系統，而知識

系統的大環境條件則是與知識系統運作有關的產業結構、法律制度、社會關係、

風俗文化等所組成，知識系統的投入與產出的環境條件則是指與系統內的資訊與

知識的活動有關的系統外在條件，例如知識系統投入的資訊與知識的來源及其限

制。知識系統產出的資訊與知識，透過實體組織以物質及能量的重組表現在產品

的顯現上，的市場機會及限制。 

 

(2)運動形式的相似性 

 

生理系統與其所在的環境之間及生理系統內部不斷進行著物質及能量的交

換或轉換，系統內的不同層次的子系統之間及與環境之間，持續的發生相互作用

與相互影響，產生不同的回饋與調節結果共同形成系統整體動態平衡。生理系統

早期發育，以嬰兒的生理系統為例，系統內的能夠新陳代謝的物質、能量與資訊

及知識的較大人簡單，對外界的干擾反應敏感且抵禦能力低，所以系統比較脆弱

而不穩定，但是當生理系統進入成熟時期，系統內的能夠新陳代謝的物質、能量

與資訊及知識的複雜程度就明顯提高，系統的穩定程度相對較高，系統內某些環

節或部分受到衝擊或破壞，可以通過其它系統內的其它部份的補償加以修補，不

至於使整個系統瓦解。 

 

類比到知識系統，知識系統內不同的資訊與知識的子系統與其所在的環境之

間及系統內部不同元素及子系統之間不斷進行著符號、數據、資訊與知識的交換

或轉換，知識系統內的不同層次的元素及子系統與環境之間，持續的發生相互作

用與相互影響，產生不同的回饋與調節結果，共同形成知識系統整體動態平衡。 

 

(3)等級結構的相似性 

 

生理系統的等級結構是蛋白質、脂肪、醣類等組成細胞，性質與功能類型的

細胞結合成組織，兩種以上的組織組成器官達成某一任務。相關的器官在協調之

下組成一個器官系統，進行各種配合的過程，得以達成某項複雜的生理功能。 

 

知識系統本身是資訊與知識的有機組合，數據由符號組合而成，資訊由數據

及符號組合而成，資訊的功能在於描述現象，知識是由不同的資訊之間的關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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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知識的功能在於描述或解釋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知識的組織化程度

比資訊要高，相關的知識的組合在於描述或解釋多種交雜的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

係，得以達成解決某項複雜的問題的任務。 

 

知識系統之中的「投入與產出」是指組織為生產各種不同的產品，在整個生

產流程之中需要不同的資訊與知識，所以每一個生產環節重組物質與能量「之

前」，對應由知識系統先「產出」「該如何的」資訊與知識，此「產出」其實就成

為知識系統要為下一個生產環節「該如何的」重組物質能量所對應需要的資訊與

知識的「投入」。 

 

知識系統的「投入」是資訊與知識，而「產出」仍然是資訊與知識，只是組

合方式已經不同，所以才稱為「處理資訊」。只是在知識系統內部處理資訊的長

鏈之中，每一階段的處理資訊過程，都有資訊與知識的「產出」作為下一個階段

的「投入」，而且知識系統內部不同的分工體系，同時有不同的資訊與知識在「產

出」，並交互成為對方的「投入」。 

 

對生理系統的研究是為了找出生理系統的管理要點，對知識系統的研究是為

了找出組織的知識系統的管理要點，我們透過生理系統的類比找到其間的共性，

才容易找到知識管理要點由此說明其意義。 

 

由以上三個相似性來支持知識系統與生理系統的類比，目前沒有其它更簡單

及更適合的系統來作為類比的對象。 

 

Prigogine 提出的生物體是「耗散結構」的理論，作為研究生物體新陳代謝

中要的數學依據，波蘭的心理學家，A.Kempinsky, 於 1970 年代就提出的資訊新

陳代謝（information metabolism）的理論，他主張人的肉體生命現象依賴的是

物質與能量的新陳代謝，人的心理生命現象依賴的是進入大腦的資訊新陳代謝。

以上的兩大學者的理論可以對於本論文提出的類比與理論上的支持。 

 

4.用生理系統來類比知識系統的優點 

 

(1)可以看到成長的極限與衰退的極限 

 

生理系統之中的新陳代謝，是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綜合結果，直接影響到

系統的成長與衰退，如果生理系統的資源條件維持不變，最後生理系統會達到成

長的極限，持續進行資源條件的改善，可以使生理系統的成長極限突破，但是仍

然不是無限制的。 

 

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成長與衰退，也是同化作用與異化作用的綜合結果，如

果組織的資源條件維持不變，最後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的的成長就會達到極限，

持續進行組織資源條件的改善，是使知識系統成長極限可以突破的方法之一，包

括制度的改善在本研究是知識系統獲得制度的知識，企業組織可以由小企業變成

大企業及集團企業，制度的不斷改進是使企業規模可以成長的重要前提，但是企

業成長也是有極限，組織越龐大層級越多，組織內部的溝通效率越低，其時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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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在越大的組織內被傳遞，越容易造成資訊的扭曲及傳遞時效的降低，這也是組

織要重整或分裂的最基本原因之一。不以生理系統來類比不容易讓我們認識到系

統內部成長的同時有衰退同時在發生，而成長停滯或降低的原因是系統內部的異

化作用大同化作用。 

 

(2)可以看到非線性成長關係 

 

生物體的生理成長有路徑依賴，本期的成長的與前期都有關，並且與期初的

條件有關，所以成長達到極限的過程是非線性的。知識系統的知識的成長，本期

的成長的與前期都有關，最基本的原因是知識的累積是有路徑依賴的，達到成長

極限的過程也是非線性的，並且與期初的知識累積的質與量有關，也因此知識的

價值是經由使用知識的人所附予的，所以知識的價值累積也不是線性的，例如一

個發明專利的市場價值不是隨時間線性增加的，一個公司的品牌價值也不是隨時

間線性增加的，所以一個廠商的知識系統的整體價值也不會是隨時間線性增加

的。 

 

(3)可以看到系統存在的必要條件以及系統演化的動因 

 

生理系統是一個物質與能量的開放系統，系統的結構是熵的耗散結構，系統

要持續獲得負熵，且持續處在遠離總熵流平衡的狀態，系統才能存在，此為系統

存在的必要條件。由於生理系統之中的異化作用，持續消耗系統之中的能量，如

果系統的資源條件不能改善，系統的負熵流無法持續大於正熵流，總熵就會走向

平衡，生理系統的生長就會達到極限。如果要使成長極限提高，生理系統的自身

就必需演化，透過結構或元素的改變使系統自身改變，或移動系統到負熵流容易

獲得的環境之中，可以將逐漸接近平衡的總熵流再變為遠離平衡。求生（系統存

在）是生物的本能，也是系統演化的動因，但是系統演化的過程因為要面對自然

選擇，所以個別的系統不一定演化之後就能存在，但市不演化就會面臨先被淘汰

的命運。 

 

知識系統是一個資訊與知識的開放系統，系統的結構是知識價值的蓄積結

構，系統要持續獲得資訊，且持續處在遠離總資訊流平衡的狀態下，系統才能存

在。由於知識系統之中的新陳代謝現象，系統之中的資訊與知識價值持續在衰

退，如果知識系統的資源條件不能改善，系統的總知識價值就會走向平衡之後衰

退，知識系統生長先達到極限之後就衰退。如果要使成長極限提高，知識系統的

自身就必需演化，但是系統演化結果卻不一定對於知識系統的穩定成長一定有

利。 

 

例如：廠商（組織）一段長時間都沒有技術創新（新知識的增長），產品的

利潤降低到接近成本（負熵流接近於零），主事者為了尋求突破，所以進行人員

素質的調整與訓練、組織結構的調整、流程制度的調整、專案管理制度的調整、

組織與產業社群互動方式及對象及次數的調整，這一切的改變都將導致它的知識

系統的資訊與知識的新陳代謝方式及結果發生改變，當然也會造成整體知識系統

的價值改變，但是這些改變的總合卻並不保證會使知識系統的價值一定會由原來

的漸趨平衡，走向突破而而邁向另一個成長期。所以面臨環境壓力的企業改造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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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成功與生物演化不一定可存活下來的道理是相通的。 

 

(4)可以看到初始條件的敏感性 

 

因為生理系統與知識系統內的成長達到成長極限的過程是非線性的，表示初

始條件對於系統成長達到極限的過程十分敏感，初始條件的些微改變，就會造成

成長極限提早或延後達到，如果初始條件太強，系統會處於高度的不穩定甚至瓦

解。 

 

例如：組織為了推動技術創新所以進行人員的調整、組織結構的調整、流程

制度的調整、專案管理制度的調整、組織與外界交換資訊及互動方式及對象及次

數的調整，這一切的改變都將導致它的知識系統的資訊流與知識流的改變，但是

由於知識系統的非線性特性。改革太多太快，不同新資訊與知識同時進到知識系

統，預期的知識穩態無法順利演化出來，反應在組織的組織行為上是決策快速而

混亂（知識系統振盪）。改革不足，必要的不同新資訊與知識無法同時進到知識

系統，預期的知識穩態遲遲無法順利演化出來，反應在實體組織的管理行為上是

決策猶豫不決或保守（知識系統衰竭），正確的知識無法被組織適時的實踐。 

 

5.引入生理系統的成長極限概念的理由 

 

既然知識系統是以生理系統來類比，其前提是它是一個類生物體，生物體本

身就有成長的極限。從實務經驗發現，所有的創新都要以知識創新開始，為何許

多的公司都面臨創新上的困難，其原因大部份都是資源條件的限制下使知識創新

的進展走到了盡頭，例如研發資金不足，人才不足，創新管理的能力及至制度不

足等等。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來源有兩種： 

 

一個是組織內部自己造成的極限，由資源條件所造成（包括人員的素質、處

理資訊的制度、實體的物質條件等等），此成長極限可以透過資源條件的改善來

提高，是本研究的重點。另一個是組織外部造成的極限，通常是產業的技術典範

的極限，或法律制度所設下的極限（例如禁止複製人的技術研究），不是能由組

織的資源條件改善而改變的，此條件大部份對於所有的競爭者是相同的，不是本

研究的重點。 

 

6.用生物的耗散結構來類比知識系統的意義及優點 

 

如果不用此類比，我們就無法瞭解到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累積是一個動態的

平衡狀態，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累積不是單純的隨時間的遞增，因為資訊與知識

的價值會被市場所淘汰，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動態的機制來說明知識系統的知識價

值累積。 

 

如果不用此理論來推論出知識系統的存在，我們會單純的認為知識系統有管

理知識的投入使知識系統的資訊流與知識流增加就必然可以使知識系統更有

序，其實資訊流與知識流的增加只是動態的表象，我們要的是動態的淨效果是系

統持續處在總資訊流是淨流入，實體組織才會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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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一個廠商為求創新，大量的進行不同行業與同業之間的互動，但是在

互動的過程，知識系統給出的新資訊（相對於互動的對象）比獲得的新資訊（相

對於自己），要多時，此廠商的知識系統成長對於競爭者而言，不但不會更好，

反而會更壞，反應在實體組織的現象是一系列的資訊交換活動之後，實體組織之

中的關鍵知識者被挖角，知識系統發生知識虧損，實體組織的關鍵決策無法如原

來順利作出，後續的知識創新也面臨困難。 

 

從管理上我們會發現，對於知識系統管理而言，資訊守門機制(information 

gate keeper mechanism：in /out/treatment)對於知識系統的的淨資訊流入非

常的關鍵。而資訊守門機制只是知識系統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組織應該如何的累積資源才能對於知識系統的價值的成長極限的提高有幫

助，這是組織的資源守門機制(resource gate keeper mechanism： in 

/out/treatment)如何設計的問題。 

 

7.負熵在管理上的意義，及其與知識系統負熵的關係 

 

負熵是物理學的名詞，在管理上可以被解釋為組織運作更「有序」，包括決

策的一致性、組織內協調溝通的效能高、內在制度應變外來衝擊的彈性高等等。

因為知識型企業的組織行為本質是在處理資訊，所以它的知識系統持續在獲得及

流出資訊與知識，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也一直在改變。如果此過程是使組織的運

作更有序（獲得負熵），表示組織的知識系統不斷的因為有正確的情報（獲得負

熵）進來，經過處理使組織正確的新知識（獲得負熵）為指導，作出正確的作為，

所以組織內部的秩序更好，組織運作更穩定，又因為知識系統內部處理資訊的結

果（由產品為載具的顯現）與環境交換是有價值的，所以組織可以獲利（獲得負

熵）。 

 

對於組織的實體部份而言，「負熵」是對組織資源累積有用的物質與能量的

流入，知識系統的負熵是有益的資訊與知識，二者之間可以透過價值的轉換其轉

換的媒介是各自換算為金錢。金錢本身是一種「負熵」可以用於換取物質、能量、

資訊、知識。 

 

例如：廠商因為擁有某一個特殊的技術（知識：初始條件），可生產某種特

殊的高價產品，所以買進（花錢，支出負熵）某一種特殊設備（累積資源，獲得

負熵）而生產某一種產品（物質及能量的轉換）而獲利（有創造價值，獲得負熵），

所以可以聘請（花錢，支出負熵）更多的研究人員（累積資源）進行研發（知識

系統成長，獲得負熵），由於人員的增加，進行制度化的管理，組織運作更有效，

所以成長空間加大（成長極限提高）。 

 

8.組織資源累積與知識系統成長極限的關係 

 

組織的資源累積是知識系統成長的必要條件但不是充份條件，因為不同的資

源累積方式對知識系統成長極限的提高效果不同。資源累積不必然導致知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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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極限的提高，但是知識系統成長極限的提高卻要以資源累積為基本條件。例

如一個研發人才欠缺的組織，只購買新的研發設備，或是銷售人才欠缺的組織，

只增聘技術人員，雖然都是累積資源，但都不能使它的知識系統成長極限提高。 

 

9.組織行為與知識系統的負熵增加 

 

組織的行為如果能使組織的運作更有效能，其背後的原因是因為它的知識系

統持續處在資訊的淨流入（知識系統的有序來自於淨資訊流的增加）。 

 

例如：廠商的知識系統處理資訊後，持續有正確的情報（負熵）進入系統，

指揮組織行為作出正確的決策，所以實體組織的生產行為順利（有序），所以產

品銷售獲利（負熵）。 

 

例如：廠商的一直找不出生產不順的問題（知識及資訊欠缺：負熵欠缺）造

成生產上的操作持續錯誤（正熵增加），導致產品良率降低，不良品增加（無序

增加：正熵增加），廠商的利潤持續降低（負熵流入持續降低），公司的人員士氣

低落，人員浮動（無序增加：正熵增加），由於公司面臨虧損（正熵增加），董事

會決定，更換總經理及生產主管並增資（負熵流入），經過一段痛苦的改革（負

熵增加但是增加的速度在增加），生產不順的問題終於解決（找出關鍵的知識及

資訊，獲得負熵），產品良率大增（有序增加：負熵增加），所以公司開始獲利（負

熵增加）。 

 

10.組織的存在與演化與知識系統的存在與演化之間的關係 

 

以營利的組織為例，組織成立並開始運作（存在）之後，知識系統開始成長，

組織的資源持續在消耗，如果知識系統持續是淨資訊流出，知識系統由成短暫的

成長後就走向衰退最後組織名存實亡後瓦解。 

 

如果知識系統持續是淨資訊流入，知識系統成長，實體組織的資源持續在消

耗，但是所趨動的物質與能量重組，造成組織的資源累積速度超過消耗的速度，

組織的資源開始累積之後對於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的提高有益，再趨動的物質與

能量重組效能提高，組織進入良性的成長循環。 

 

知識系統持續是資訊淨流入，所趨動的物質與能量重組，造成使組織的資源

累積淨增加，則知識系統達到成長極限的情況有下面三種： 

 

創造典範的一流廠商，可以站在知識系統成長極限的設計者位置，知道生產

該產品的知識系統的成長極是可以突破的。 

 

跟隨典範的二流廠商，站在知識系統成長極限的受限者位置，認定生產該產

品的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限是不易突破的。 

 

第三流的廠商是典範的奴隸，為一流與二流廠商的存在提供最廉價的服務，

認定生產該產品的知識系統的成長極遙不可及並且不可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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