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實務背景 
 
管理學大師 Peter Drucker（1993，1999）提到，自工業革命時代以來，勞動

的工作大都交給了機器，組織內的工作者除了操作機器之外，為了提高工作者的

效率，開始有部份人力投入在修改工作的流程，這是泰勒式科學管理的由來。從

早期組織內的知識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開始出現，到現代的電腦、網路

及通訊科技的發達與普及，使組織內的知識工作者大量增加，組織內的大部份人

力都投在以知識來「處理資訊」的工作上。不僅如此，協助組織如何更好的「處

理資訊」，這個任務的本身，成為了巨大的「資訊產業」，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

代最主要的產業之一。資訊商品及處理資訊的軟硬體製造業與服務業，成為知識

經濟體系之中最重要的一環，美國微軟公司的出現，並快速成長成為全球最知名

與獲利最高的企業之一，可為實例。Bill Gates 提到，無論是組織或個人，你「收

集、管理和使用資訊的方式，決定了輸贏」。他特別指出資訊科技已經是競爭之

中最重要的策略資源，資訊的流動就是生存命脈，所以組織內需要有使資訊可以

快速流通的資訊高速公路（Gates，1999）。 
 
約自 1970 年代起，組織「處理資訊」的目的、過程、結果、組織裡處理資

訊的行為與行為人都成為學術界研究與實務界管理的重點。追究其背後的原因，

從資源基礎論的角度來看，組織之間的競爭工具，已經從「有形資產」的型式轉

為「無形資產」的型式，最典型的案例就是：高科技公司只透過組織內各種型式

的智慧財產權（如專利、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等）的有效運作來獲利，或發

動侵權訴訟來壓制競爭者的發展，以及促成合作，或是以交互授權來壟斷或瓜分

市場，聯手排除授權範圍以外的競爭者。這些組織的經營活動，根本就沒有進行

實體物質的生產，也沒有提供什麼服務，只是專屬知識的價值化操作，組織就能

持續獲利與生存。許多的 IP 公司只研發技術或專利，即只從事知識的生產，不

從事物質的生產，組織只靠技術授權獲利，是最極端的純粹透過「處理資訊」創

造價值就能使組織存在的實例。類似的組織如各式各樣的顧問公司及設計公司，

他們之間的不同表面上是所處理的資訊不同，實際上是處理資訊所必需的那一組

知識的不同。 
 
這些在智慧財產的「世界」所發生的戰爭，不在有形的物資世界中，而在知

識與概念的無形世界中，所以稱之為「知識戰爭」（Shulman，1999），知識戰爭

的歷史過程來看，有如黑格爾所言是「高尚心靈的更迭與思想英雄間的教量」。

知識戰爭不只局限於廠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知識戰爭更是明顯（趙橋梁，

 1



1999），所以才WIPO存在的必要，以及「知識外交」的出現（Ryan，1998）。1所

以我們可以把「市場」或「世界」的概念區分為兩種類型：一類是實體產品的市

場：實體產品的生產與交易行為在此「有形世界」之中不斷的創生、演化與消滅。

另一類是使這些實體產品成為可能的智慧財產權市場：知識的生產與交易的行為

在此「無形世界」之中不斷的創生、演化與消滅。以生產一個實體產品為例，組

織「處理資訊」的結果是在「無形世界」產出「一組或多組有價值的資訊與知識」，

以它作為物質與能量在「有形世界」該如何被組合成實體產品的「規範組合」，

技術越複雜的實體產品其中所具有的「規範組合」也越多，例如一輛汽車所包括

的「規範組合」就比一輛腳踏車所包括的要多。此一組或多組「規範組合」以實

體產品作為的載具，展現其自身的價值。我們所謂的第幾「代」產品，其實是該

種實體產品歷來所承載的「規範組合」的階段性改變的區隔。 

 

如果從知識管理的角度追根究底，實體產品其「規範組合」的形成與改變應

包括行為人(組織裡的知識工作者)、行為過程(處理資訊的方法與過程)、行為結

果(規範組合)，我們關切到下面一些實際的現象（及其背後可能隱含與知識有關

的問題），例如： 

 

一、組織推出的新產品沒有在市場上產生預期的效果或是忽視產品的推出需要

鄉關配合的其它產品的存在及制度條件的存在（「規範組合」的形成過程，

組織內沒有掌握到市場知識或是對新產品所在應該有的制度條件認識不

足，所以使產品生不逢時）。 

 

二、組織研發一個新產品研發工作進行到一半才發現研發的問題不斷增加，組織

要投入的研發成本不斷的增加，使研發計畫處在進退兩難的情況：不追加預

算就等於使前期的投入都白費，追加預算又必需先具體承諾提高研發目標與

達成的時間，但這些都有其不確定性存在，因而使新的預算爭取有困難（發

展一套完整而且有價值的「規範組合」的實際需求比原初計畫的預期要複雜

太多）。 

 

三、組織為生產新的產品，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但是組織內的管理制度無法配

合，所以新技術無法在組織內發揮其應有的效果，使新產品的產出過程問題

叢生（「規範組合」的形成過程需要不同類型的知識配套促成，無法靠單一

類型的知識完成）。 

 

四、組織產出的產品沒有利潤，發現原因之一在組織的生產效率低弱，所以推動

流程改造，但是改造之後不但沒有如預期的成效，新的管理問題又在生出來

（組織處理資訊的過程改變，並不足以解決組織的「規範組合」的形成過程

的所有問題）。 

                                                 
1最明顯的實例是，美國是知識經濟的領導國家，知識商品是其出口貿易的主要項目，包括各種

電腦軟體、影音產品等，所以美國政府多年來都把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議題當成該國在外交談判的

主要訴求，以此來要求對手國在其它的議題上妥協。又如美國在WIPO的運作，把著作權的保護

年限由五十年改為八十年，法案通過之後，要求所有國家立法配合，其背後的目的當然是為了增

加美國出口知識商品的利益，而美國對這些國際智財權議題的主導與操弄，是其它國家很難與其

抗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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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以稅收投資大量的資源在各大研究機構，其目的都是在於產出有價值的

知識來趨動經濟發展，但是經常面臨的問題都是認為研發機構的績效不夠顯

著。（組織為產生一組新知識所需要的知識發展規劃、產出的知識價值的目

標訂定、知識產出流程的管理有許多的困難，尤其對越先導性的知識產出越

有績效管理上的困難）。 

 

六、企業之間的各種合作，如合資、併購、策略聯盟、生產代工、共同研發等等，

在競爭越激烈的產業之中這些合作關係的分分合合越多。（雙方都是為了透

過合作使新的知識產出或彼此既有的知識價值的綜效可以發揮，廠商的既有

的知識價值的淘汰或重生及新知識價值的形成，這些改變趨動了這些合作關

係的變化） 

 
以上的六個現象只是幾個常見的實例，要尋求可能的解決的方法，應從追溯

問題的源頭思考，而不要不落入單一問題給予單一解答的困擾。要研究以上的實

際的現象及挖掘出其背後可能隱含與知識有關的「元」問題，可從現代任何組織

的活動都是在處理資訊的「元」角度出發，研究組織處理資訊的過程，組織自身

所擁有的知識發生了何種改變，可能是一個最基本的方法。 

 

二、理論背景 
 
廠商產出的實體商品，其中的知識價值佔產品總價值的比例越高的，其組織

處理資訊的活動中相對的知識價值產出的比例也越高，此活動的主角以管理學界

目前熟悉的用語是指組織的核心能耐（core capability）。此核心能耐的內涵不是

永遠不變的，而是一種動態調整的能力（Nelson & Winter，1982；Amit & 
Schoemaker，1993；Teece，Pisano & Shuen，1997），此能力的本質是由一組特

定的人所組成的一組持續演變的專屬性的知識體，所以組織才能持續的產出有價

值的「規範組合」。公司的競爭力不同，是因為核心能耐有所不同，不同核心能

耐的內涵，決定了它的活動所創造出的價值高低。所以對於核心能耐的持續掌握

是組織能持續生存的最主要關鍵，而此「核心能耐」正是實體組織的「生命力的

來源」。 
 

管理學界大量研究組織的「核心能耐」與組織發展策略的關係（Collis & 
Montgomery，1995，1998；Makadok，2001）。Makadok（2001）指出組織對核

心能耐的掌握方式脫離不了三個方向：一、組織內建自己的核心能耐

（capability-building mechanism），例如企業的自力研發。二、組織有計畫的整理

特殊的資訊，使組織知道如何能從資源市場上比競爭者更容易地取得適合組織需

要的特殊資源（resource-picking mechanism），例如對技術顧問或技術授權來源的

掌握。此外，第三種核心能耐是透過兩個組織的合作，所產生出的能耐組合，把

原本各自的專長透過合作產生出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例如一家專精於商業量產

的甲化學公司，與另一家專精於在實驗室合成的乙化學公司，雙方合併之後，使

許多原本甲方工廠的產品用途增加，產品的生產方式發生改變，乙方原本在實驗

室無法透過量產驗證的技術得以被商業化，這些因為合併所形成的綜效，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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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於兩個實體組織的核心能耐所包含的知識體的有效整合。 
 

組織所掌握到的核心能耐其實並不是特定的物質或人員，因為物質可以被毀

損，人員可以異動，而是在實體組織背後支配其成為可能的那一組專屬性知識與

資訊，以及能持續滋生實體組織需要的知識與資訊的制度。所以，兩個高科技公

司之間的智財權戰爭，是為了爭奪該智財權中專屬性知識內容的所有權，以及其

壟斷性所產生的價值。科技企業之間的各種合作，如合資、併購、策略聯盟、生

產代工、共同研發等，大部份都是為了其專屬性知識與制度的再創造或再應用。

跨國科技公司之間的共同研發及合資也是為了使新知識的創造加速，或使既有的

特殊知識與制度的應用範圍擴張( Leonard-Barton, 2001)。所以一個實體組織要能

持續存活在世界上，需要一組知識在背後支持著它，而在無形世界中的知識演

化，正是有形世界中各種實體活動背後的推動力。 
 

我們可說，在「知識經濟」的環境下，組織活動的本質就是以組織透過自己

所擁有的「專屬性知識」來「處理資訊」，而創造出價值的全部過程。創造價值

是組織活動的結果，也是長期持續的目標。此目標會隨著組織自身的能力、環境

條件的限制、機會的出現或消失而持續改變。組織活動所創造出的價值，是組織

活動的階段性結果，此結果不是單純的物質產品或服務產出，「處理資訊」的過

程對組織的知識發展也有回饋效果（所謂組織的記憶與組織的經驗就是由此而

來）。簡言之，組織為了在不斷變化的環境為求生存必需達成組織的目標，所以

必需要不斷的有新的知識來「處理資訊」，而此處理資訊的過程也會產生回饋效

果，會進一步改變組織內的專屬性知識的質與量，進而改變組織下一次的資訊處

理的過程及結果，這是一個不斷演化的動態過程。因此深入研究組織在處理資訊

的過程，其知識體的知識價值演變的內在機制，是本研究的大方向。 
 
對於組織專屬性知識的研究，各學術領域有有其自己的角度，例如法學界認

定專屬性知識就是一種智慧財產，這是從法律制度的角度出發，試圖規範組織該

如何管理知識。智慧財產法學研究上的困難，經常發生在對於智慧財產本質屬性

的認定上。例如隨著科技的進步，專利權與著作權之間的界線越來越糢糊，對於

什麼類型的技術才可以申請專利權或著作權的認識標準一直在改變。如果深究此

問題的根源，可知對於智慧財產的本質屬性變更的瞭解，不是法學研究者的任

務，而要從追溯知識的基本理論著手。 
 
經濟學界以往以較單純的角度看待專屬性知識或「技術」，認為技術就是「生

產函數」或生產要素之一，但並未微觀的解釋組織中的專屬知識如何運作，因此

也難以量化來清楚說明其與組織生產效能之間的關係。對組織之間的知識交易

（如技術授權），在組織經濟學之中有許多的討論，大部份從交易成本理論下手，

發展出大量研究成果。但是交易成本一直只是一個成本的概念，無法以數學式清

楚表達，遑論要計算組織活動的交易成本。 
 

近年來管理學界有兩大受到熱烈討論與研究的領域：「知識管理」與「智慧

資本」，目前的情況分別說明如下：研究知識管理的第一步通常是要先對知識下

定義並給予量度知識的方法，目前的研究困難經常發生在不同的定義產出不同的

研究結果，而對於知識的量度給出一個客觀的標準也有困難，所以知識的質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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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被清楚的描述或量化。組織裡的不同知識並不是孤立存在的，彼此之間的多

重的交互作用太複雜，有描述上的困難，如果不考慮它又無法使研究徹底。在「知

識管理」的研究方面，對組織裡的知識如何形成，以及組織該如何管理知識，已

經有不同的理論與實證研究，但是對於組織本身擁有的知識整體到底如何變化，

仍無法解釋清楚。Nonaka & Takaouchi （1995）所提出的組織知識創造的螺旋模

式，是以偏向機械論的方式動態地描述了組織內知識形成的過程，也在他們提出

的超聯結組織（hypertext organization）之中提到有組織的知識體的存在，但是他

們沒有詳細說明知識體的內涵。 
 
目前許多對於「智慧資本」的研究，焦點都投入在「如何衡量一個實體組織

之智慧資本的質與量」，各個研究者出發點的不同，都在於以不同的方式對智慧

資本的內在結構進行不同的劃分。根本的問題在於，一個實體組織可以有不同的

「智慧資本」的內在結構解剖方式，每一種新的解剖方式都對「智慧資本」作出

不同的解釋，因此是否可能建立一套大家都同意的量度「智慧資本」的標準，經

常有爭議。這種「該」用什麼方法來解剖組織的「智慧資本」的「方法論」上的

爭議，其實問題的根源是在更上一層的「認識論」層次，亦即目前對「智慧資本」

的認識，普遍的作法是把整體拆解為部份，把部份加總等於整體，以此方式來認

識整體，也就以機械論與還原論的來認識智慧資本。而以這樣的世界觀，作為認

識論基礎，來觀察組織有生命的知識體，正是使問題不易解決的根由。 
 

現代的組織觀點認為組織是一個開放系統是，要持續有資訊的流入才會有新

知識的形成，而組織內的資訊傳遞與資訊回饋是一對多或多對一，甚至是多對多

的交錯傳遞，是一種被稱為「複雜」（complexity）的現象，這種複雜現象與 Nonaka 
& Takaouchi 所提出的機械式的知識創造螺旋，在認識論的層次上有很大的不

同。從開放系統的角度來看組織有生命的知識體，一個組織的智慧財產不該只是

組織內個別的專利、商標、著作權及營業秘密，而是以這些智慧財產為關鍵元素

組合的活的「知識系統」。知識系統是一個幽微隱敝不易被觀察到的組織的形而

上部份，但它外顯於一群有組織的「人的知識活動」組合，亦即，所有的有形的

物質與能量活動，可被視為是被組織的知識系統所驅動，而使有形的物質與能量

產生各種型式的重組。因此，組織所推動的知識管理，都只是為了使它的「知識

系統」運作的更有效能。如果說在知識經濟的時代，組織的運作，其實是在「處

理資訊」，那麼組織之間的競爭，最後都應該歸結到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他們

的知識系統「處理資訊」的效能競爭，誰的知識系統效能高，誰的組織就能存活

下來（Galarbith，1977；Durcker，1993）。 
 

三、研究動機 
 

「知識經濟」只是一個名詞，對它的深入瞭解，要從它的微觀基礎（micro 
foundation）著手。本研究觀察知識經濟活動之中的「經濟組織」之中的「廠商」
2。正是因為有越來越多的廠商活動的內涵，從對物質與勞動力的掌握，轉為對

知識的掌握，而且存活的比其它的廠商要好，所以才有知識經濟時代的現象產

                                                 
2學者Williamson （1975）定義「經濟組織」為統治資源的方式，包括市場(market)與階層

(hierarchy)，本研究的對象是廠商，屬於階層(hierarchy)之中的一種。 

 5



生。因此，深入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瞭解組織內的「知識體」的內容，及其活

動的本質。 
如果只以直覺尋求其答案，簡單的逆推論：知識商品的增加，只要在廠商的

生產要素之中，增加知識投入就可以達到。但這樣並沒有真正回答問題，真正的

問題是：使「增加商品之的知識投入」成為可能知識體的存在條件是什麼？為了

回答這個大問題，我們把研究的焦點先指向組織的以知識來處理資訊的活動過

程，就是要研究組織內以知識為主軸的活動。我們首先遭遇到的問題就是，組織

裡的「知識及其活動」要以什麼方式來描述？最直接的想法是先從掌握知識的類

型與特質來下手，過去有許多的研究都投入在此方向（Nonaka & Takaouchi，
1995；Leanord-Barton，1995；OECD,1996，1999；李仁芳、花櫻芬，1997），但

組織內的知識類型與特質可以有無數種分類方法，不同組織內的知識活動也不

同，如此無法窮盡，容易變成一種分類就是一種研究結論。從方法論的層次來看，

困難來自於：企圖透過對組織裡的「知識及其活動」的「部份」的研究，並無法

給予我們對組織裡的「知識及其活動」一個「整體」的認識。就類似於我們對於

人的「生命現象」的整體瞭解，是無法透過解剖人體來完全掌握一樣。即使我們

對於人體部份器官最細微到細胞層次的解剖，我們仍無法找到「生命是什麼」的

完整答案。這是還原論的侷限性，也為整體論提供了機會。 
 

從知識特質的角度出發，是研究組織裡的「知識及其活動」的一種方式而不

是唯一的方式，如果要掌握組織裡的「知識及其活動」的「整體」而不是「部份」，

我們可以思考從「系統論」（system theory）的角度，來觀察我們習以為常的組織

的生產與交易活動，與知識的關係。所謂「系統論」的角度，是以「一般系統論」

的觀點（Bertalanffy，1968）把組織內的知識當成「在特殊環境條件下，一個可

以持續存活下來的生命系統」（Bertalanffy，1952）。這個觀點在 Piajet 的「生物

學與知識」（Piaget，1971）與「發生認識論原理」（Piajet，1972）被延用，他以

生物學的角度來研究嬰兒的認識發生方式及其演變。在現代的知識管理學者之

中，Nonaka & Takaouchi（1995）所提出的超聯結組織，部份地暗示了組織內的

知識體的存在，並把這個知識體視為一個開放系統，只是他們以偏向機械論的觀

點來看待組織內的知識發生與形成，沒有探討組織裡的知識整體。這些先前學者

的研究成果，使本研究的動機最終指向對組織內的知識系統的探討。 
 

我們再向上追溯系統論的上游思想，應首推當代新自然哲學的鼻祖，大哲學

家Whitehead，他說道：「假使我對哲學的功用的看法沒錯，它就是一切知識活動

中最有成效的。它在工人尚未搬來一塊石頭之前，就蓋好了教堂，又在自然因素

尚未剝落拱門時就毀掉了教堂。它是精神建築物的工程師及破壞者，物質來到之

前，精神已經先走了。」3 。Whitehead所言，發人深思。我們可從管理學與智

慧財產的兩個角度來思考：其一，教堂的成與毀只是一群人有組織的行為結果，

重點不在蓋什麼物或拆什麼物，而在於使教堂從無到有或從有到無的一聯串的知

識及其活動。其二，精神總是走在物質之前。Whitehead所言的精神，似乎就是

如何蓋或如何拆教堂的那一組知識，此一組知識是怎麼形成及來到，又怎麼改變

的？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促發了本研究最原始的動機。 
 

                                                 
3 此語出自哲學家懷特海(A.N.Whitehead)的傳世名著「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原書名為: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此言概括了實體組織的知識系統的哲學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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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Smith 在「國富論」一書之中提到，市場的供應與需求是資本主義背

後的那一隻看不見的手，他一語道破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因。之前引述 Whitehead
的那一段話，似乎也道盡了智慧財產的自然哲學精義。本研究以知識經濟下的現

實世界為背景環境，希望透過揭開在知識經濟的「無形世界」之中的知識體的存

在與演化及其活動的本質來闡明此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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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知識管理」是組織活動的手段而不是目的，最終目的是使組織透過它的「知

識體」來「處理資訊」的效率與效果能提高，使組織持續能創造出比競爭者更高

的價值，但目前欠缺一套理論來解釋「知識體」的存在條件、變化方式、內在運

作機制，更沒有一套完整的理論，使我們得以整體的觀察「組織的不確定性持續

在改變」、「組織目標持續在改變」、「組織擁有的知識價值持續在改變」此三者之

間的關係。本研究的目的就在於發展出此一套理論，希望能以所發產出理論來解

釋實務背景提出的一些組織內實際與知識有關的問題，並且對於理論背景所提到

的目前在知識管理的研究研究與智慧資本的研究上的困難之中，重新在認識論的

層次上突破，設法開闢一條新的研究道路。 
 

二、研究問題界定 
 
一個組織如果沒有足夠的知識，是無法「處理資訊」的，反應在現實的意思

是，沒有 know how 的公司就生產不出有價值的產品。但是知識在組織之內不是

散亂無序的，不是彼此孤立存在的，也不是無生命的存在著的。我們可把組織簡

單分成兩個相互依存的部份：一、實體部份，包括組織裡的人與組織擁有的各種

設備資源都是不同的物質及能量組合。二、「知識體」部份，是組織裡的所有知

識及智慧財產的有機組合。為了成就組織的目標，組織所進行的一聯串的事件

（events）使此兩部份聯結起來。 
 
「知識體」部份可視成一個「系統」，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該系統在本研

究之中稱為「知識系統」（knowledge system）（簡稱 KS），它是組織的形而上

（metaphysics）部份，在這樣的認識論基礎下，我們想描述組織的「知識系統」

以生物型式（biological form）的存在與演化。 
 
本研究的認識論基礎，是以「活的開放系統」的觀點來看待組織內的知識整

體，而不是個別的知識。如果任何的一個存活著的組織，都在時間上與邏輯上「先」

存在一個使它自身存活成為可能的一個「知識系統」，那麼「知識系統」的存活

就是實體組織存活的前提，如果說「知識系統」是組織的「道」，那麼是否「實

體部份」中的人與物就是它的「肉身」，則所有的組織動都是「道成肉身」的過

程。 
此種認識論的內涵是：組織之所以存活，是因為它有一個賴以維生的知識系

統存在，此知識系統不斷的有新知識生成與累積，也有舊知識被淘汰，因為如此，

知識系統才能持續處理流入組織的資訊，同時透過處理資訊的過程，知識系統產

出對自己有價值及流出對市場有價值的資訊與知識，而實體商品只是有價值的資

訊與知識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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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問題界定如下： 
 

一、從活的開放系統的觀點來看，組織以它的「知識系統」來處理資訊，知識系

統自身的元素及結構是什麼？系統存在的條件是什麼？ 
 
二、組織以它的知識系統來處理資訊，「知識系統」如果是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知

識體，其內在生理機制是什麼？ 
 
本論文是透過對以上兩個基本問題的研究，來使組織的知識系統的存在條件及促

成其演化的內在運作機制被清楚說明。詳細說明如下： 
 
對於組織的知識系統的存在的研究，使原本在組織裡幽微隱敝的組織的形而上的

部份可以被揭露出。對於知識系統的內在元素的成份、整體結構的研究，類似是

以解剖學的靜態觀點，來解析組織所擁有的知識活體，使知識系統本身成為可比

被認識與觀察到的對象。 
 
對於組織的知識系統的內在生理機制的研究，類似是以生理學的動態觀點，來解

析組織的知識系統，因為瞭解知識系統的內在生理機制的運作方式，才能掌握到

趨動知識系統演化背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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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與定義 
 

一、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的給出，必須要在邏輯上是合理的，在常識上與經驗上是可被接受

的，與此原則越接近的假設，所做出的研究越可信。以下是本研究的假設： 
 
1、人不是完全理性的，且人在處理問題，作決策時所能得到的資訊不一定都是

是充足的。此假設對於以人所組成的「組織」的運作更為適用，因為一個組

織所要處理的問題，比一個個人要處理的問題複雜許多，否則組織就沒有存

在的必要，「組織」不是不是完全理性的，它的「知識系統」不是全知的。 
 
2、「組織」的「實體部份」與它的「知識系統」是相互依存的，組織之中的事

件（events）是兩者之間的聯結，組織的「實體部份」之中部份的人消失，「知

識系統」的知識源的空缺就發生，當「組織」之中掌握組織內的關鍵知識的

人消失，它的「知識系統」關鍵的知識源缺乏，或是環境條件改變對它的知

識系統產生不利的影響，系統就有面臨重組的壓力或瓦解的危險。 
 
3、「組織」的「知識系統」持續在處理資訊，被處理的資訊及處理後的資訊的

價值是隨著時間變動的，例如某專家對股市的詳細的分析報告，此資訊對不

同的「組織」在相同的時點上或相同的「組織」在不同的時點上所反應出的

意義與價值都不同。 
 
4、任何的「組織」的生產與交易活動，都要先有知識而後才行動，由於知識的

取得是有成本的，也不是完足的，所以由知識所驅動的物質與能量的重組所

造成的成本不同。所以組織從事研究發展，其本質是組織的知識系統在「挖

掘」對其自身而言是「新」的與有意義及價值的知識。 
 
5、知識系統本身是開放系統，雖然知識系統對於「從環境中交換得到的」或「產

生自系統內的」資訊與知識，有判斷與過濾的機制，但是因為判斷仍是依靠

系統內累積的知識為基礎，而知識系統本身是有限理性的、是有路徑依賴的、

是在時間有限下要作出決策的，所有也有決策錯誤的可能，所以在知識系統

內流通或產出的資訊與知識也不是全部正確無錯的。 
 
二、重要名詞定義及其說明 
 

「定義」是揭示概念的邏輯方法（吳家鱗，1993），我們透過「概念」來使

意識能夠掌握到對象在思考之中的位置。概念有其「內涵」與「外延」：「內涵」

反映出事物的本質屬性，而事物的本質屬性是存在於事物本身的，概念的內涵只

是「人所認識的」事物的本質屬性，這就說明一個可能的缺口，此缺口就是人的

認識有可能錯誤，所以概念的內涵並不保證真確地反映事物的本質屬性。為了避

免此缺口的發生，本研究採取學者對於定義該如何給出的嚴格規範。法律邏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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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者吳家鱗（1993）有下列的論點為本研究所採用： 
 
1、揭示事物之本質屬性的嚴格定義的種類有三種：（一）性質定義：以事物的本

質屬性作出的定義。（二）發生定義：以事物的產生或形成的情況作出的定義。

（三）功用定義：以事物的功用作出的定義。 
 
2、定義不能只是同語反覆，也不能有被定義的概念已經直接或間接的包括在定

義概念之內，發生所謂的循環定義。 
 

本研究最重要的概念是組織「知識系統」，本研究對此概念進行三種嚴格定

義。 
 
1、組織：中文的「組織」一詞有三種意義：一是名詞意義的組織，就是

organization。二是動詞意義的組織，就是 organizing。第三種是形容詞意義的

組織，就是 organizational。在經濟社會之中，組織由人、制度與物質所組成，

第一種組織定義就是管理學中的一群有共同目標且相互協調、但擔任不同任

務的人，加上其所動員到的有形與無形資源的組合。 
 
2、知識：「符號」（symbol）被編輯成為「數據」（data），數據被整理為有特殊

意義的「資訊」（information）來描述「現象」（phenomenon），資訊被特定的

個人理解與組織之後變成「知識」（knowledge），知識是說明現象與現象之間

的關係，此關係如果是經過科學方法加以驗證而不因人而異的，我們可稱之

為「理論」。「理論」成為認同它的一群研究者的「共通知識」（consensual 
knowledge），否則只是「個人知識」，掌握到「知識」的人，因為以知識為基

礎作出對個人有益的判斷叫做「智能」（intellect），在本研究稱為「智慧」。

所以「智慧」是行為者以「知識」為基礎對自身有益的知識實踐（knowledge 
practice）。 

 
3、智慧財產：Karl.Marx 在資本論之中定義「財產」是物質的生產關係的法律語

言。所以本研究定義「智慧財產」可說是知識的生產關係的法律語言。 
 
4、智慧財產權：學者（1993）定義「智慧財產權」的概念內涵就是「個人或者

集體對其科學、技術和文化等知識領域內創造的智力成果所享有的專有權」。

「智慧財產權」的概念外延是「專利」、「商標」、「著作權」、「營業密秘」等。 
 
5、系統：在不同的研究領域之中定義不同，有些領域把「組織」與「系統」視

為等同。本文是依生物學的定義標準，「系統」是從屬於「組織的整體」，或

是成就「組織的整體」，使「組織的整體」得以存在及展現某種功能。「系統」

是相對於「環境」而言，系統是由相互關聯的「元素」或「子系統」組成，

其間的整體關聯形式稱之為系統的內在「結構」。 
 
6、知識系統：任何一個組織都有一個從屬於其自身，但卻是使實體部份存在成

為可能的「以不同的知識及資訊為要素，以組織內的制度及人際網絡為結構

所組合而成的系統」，詳細的說是「使組織能存活的知識體」。它是組織的形

上體（metaphysical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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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地說，知識系統的（一）性質定義：「它是組織的形而上部份」，是組織

內不同類型的智慧財產的有機組合。（二）發生定義：「它是組織在能夠對物

質與能量進行重組或移動之前就先存在的知識活體。複雜的問題解決必須透

過知識分工來完成，一群共同目標的人的知識分工所組合而成的知識活體，

在時間上或邏輯上都是知識先來到，物質的變更才來到，知識先離開，物質

的變更才離開」。（三）功用定義：「它是用來處理資訊的一個開放系統，此

系統運作的結果決定了組織產出的物質與能量的組合方式及其價值」。 
 
組織有它的「知識系統」，這不僅是一種認識論意義上的存在，在本體論的層

次上，它也是客觀存在的。Nonaka 在 1997 年提出「超聯結組織」就是預示

了「知識系統」的存在，只是他沒有進一步的研究。反過來說，如果「組織」

沒有它的「知識系統」，那麼「組織」只是一堆在知識上沒有相互關係的人與

物質組合，「組織」如何能有目的、有方法、有步驟、有次序的「處理資訊」

呢？現代的資訊工業所有的目標都是為了協助組織處理資訊，而所有提供此

服務的廠商本身也必須有其自身的「知識系統」，所以說「知識系統」是存在

的，而所有的創新都要從知識創新出發，其實組織的知識創新就是它的「知

識系統」的演化過程的產出。 
 
知識系統是本文研究的對象，它是由一群有共同目標的人所擁有的個人知識

（personal knowledge）為基本元素所建構成的開放系統，而且是有生命的複

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ity adoptive system）。個人的知識在「知識系統」之

中，只是組成實體組織整體「知識系統」的一個部份，在知識的綜效上它遵

守系統論的一般特性，部份的總加不一定等於整體，某些情況下等於，只是

偶然不是必然，也就是它不遵守還原論所主張的，部份的總加必然等於整體

的規律，也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對於「知識系統」的研究是不能以拆零的方

式來進行，而要以整體的觀點來進行。 
 

「知識系統」不可能是全知的，相對於組織生存所要處理的資訊而言，「知識

系統」本身的知識存量永遠是不足，此點在本研究之中有詳細說明。所以，

組織要追求長期的生存，它的知識系統的本身就必須先持續的演化。在競爭

的環境之中，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時，系統自身所需具備的「知識」，永遠

是不足的，所以組織會面對不確定性，所以組織才有生有死。「知識系統」

在處理資訊的過程，同時要使系統自身與環境之中的競爭者的知識系統之間

的知識梯度拉大，保持自身的相對優勢，要與合作者間在合作的範圍內的知

識梯度減小，降低溝通障礙。 
 
7、結構：是「系統」內部所有元素之間多組關係的整體組合。任何一組關係如

果改變，結構也就改變。元素或子系統的本質改變，就會使彼此之間的交互

作用方式改變，所以關係會改變，交互作用方式決定了關係的性質，關係的

性質決定了結構的性質，結構的性質決定了系統的整體功能的表現，如果以

系統作為結構與功能的分界，我們觀察到系統「內在的」結構型式與系統「外

在的」功能表現。「知識系統」的「結構」是組織的管理制度與組織內的人員

的人際關係，所形成的整體複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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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熵」是熱力學之之中對於系統有序或無序程度的描述。「正熵」是無序程度

的描述、「負熵」是有序程度的描述。本研究遵守量子物理學家 Schrödinger
（1944）提出生物以負熵維生的概念，及 Wiener （1948）在控制論（Cybernetic）
一書提出資訊是負熵的概念，之中的「熵」（Entropy，以 S 表示）的負項（－

S）等於「資訊」（以 I 表示），Wiener（1948）所指的「資訊」，是本研究所

定義的「資訊」。 
 

只有被「知識系統」處理過之後，能對組織活動的有序性增加，該資訊對於

組織而言才是「負熵」，在本研究之中的「資訊」（information），作為「負熵」，

使組織的運作的不確定性降低。進入到「知識系統」的「資訊」，相對於其

系統自身已經知道的「資訊」無論是「新」或「舊」的，都對「知識系統」

有造成價值變動的可能。「資訊」進入「知識系統」，「資訊」被「知識系統」

吸收之後此「資訊」對「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提高有益，會使「知識系統」

更有序。相反的，其結果造成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降低，此資訊就是「正熵」，

使「知識系統」更無序。 
 

9、知識價值：「知識系統」在處理資訊的過程會產生「新」的資訊與知識，新的

資訊與知識也可以由系統與環境交換得到，資訊與知識的新與舊只是相對於

系統自身而言的，對於甲系統「新」的資訊與知識對於乙系統不一定就是

「新」，資訊與知識的新舊與其對知識系統的知識價值增減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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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營利的組織為對象（廠商或公司），範圍包括該組織的實體部份與

形而上部份，形而上部份就是本研究所定義的「知識系統」，研究的焦點在於「知

識系統」處理資訊的活動。其實，本研究的結果對於不以營利為目標的非營利組

織也有意義，維持非營利組織持續存在的「負熵」是持續投入該組織的社會關懷，

包括：物質、金錢、資訊。 
 

任何的管理學意義或生物學意義上的「組織」的存活，都要以某種制度環境

條件下的限制為前提，例如以自由價格機制追逐生存的企業是不可能存在於共產

社會之中的。智慧財產權的制度缺乏的環境，以研發創新為生存競爭優勢的企

業，是不容易存在的。在私人之間相互不信任，對政府的公權力的合法性及有效

性都高度不確定的環境，也就是所謂良性的社會資本（positive social capital）嚴

重欠缺的社會，遵守交易承諾的企業是不容易存在的。本研究所指的「環境條件」

只包括與「組織」的「知識系統」的運作直接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制度與社會資本

兩個要件。 
 
研究的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是整個知識系統，以它處理資訊的活動

整體為描述與研究的對象，對於知識系統內部的個別知識的型構不詳細研究，也

不進行其內部個別知識之間交互關係的研究。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下列限制： 
 
1、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本研究的問題提出後，以文獻探討作為理論演繹的基礎，

理論提出後，進行電腦模擬，使理論的抽象概念能更容易的被理解並與實際

經驗聯結，作為假說提出的依據。本研究的假說是由演繹出的數學方程式及

電腦模擬的結果所進行的綜合性推論，受到電腦模擬的局限，會限制假說普

遍性的範圍。 
2、假說的推論是全稱命題，雖然已經綜合了電腦模擬與實際經驗的參照，仍是

屬於歸納的邏輯，所以對於本研究的結論是經過歸納法研究下的假說，是

Hypothesis 的層次，還沒有進到 Proposition 的層次。 
 
3、本研究包括了以理論方程式式的推演及模擬方程式的建立及模擬的實施為假

說提出的主要依據，在概念上是屬於量化研究，但是本研究模擬所給出的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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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如知識的價值，本身數值並無單位與絕對意義，而是以模擬之後的變化驅

勢及文字描述來使量化的概念被清楚的闡釋。 
 
4、本研究的性質偏向描述性。本研究提出「組織」以「知識系統」處理資訊，

先預設了「知識系統」的存在，是一種本體論的許諾，透過對「知識系統」

的存在及演化方式的描述來建立「知識系統」在認識論層次的基礎，而對「知

識系統」的本體是如何存在給出一個答案。 
 
5、本研究的對象限制在知識經濟環境下的「營利組織」，並不是所有的組織都為

研究的對象，假說的適用範圍也以「營利組織」為主。 
 
6、本研究的理論依據，是以 Bertalanffy 的一般系統理論為認識「組織」的「知

識系統」的基礎，對於「組織」的生產與交易活動是以 Coase 及 Williamson
的交易成本理論為限。對於「知識系統」的理論發展，以 Galarbith 的組織處

理資訊的理論為基礎，以非平衡系統熱力學之中，Prigogine 提出的的耗散結

構理論為核心，以 Schrödinger (1944)提出生物以負熵維生的概念，及 Wiener 
(1948)提出資訊是負熵的概念為理論發展的橋樑。對於「知識系統」所在的

環境，以 North 對「智慧財產權」的制度經濟學理論及 Bourdieu 等的社會資

本理論為限。 
 
7、本研判對於組織的知識體的生理機制的研究只限與對於該知識體的新陳代謝

的研究，因為知識體的生理學是一個龐大的研究範圍，不是本研究要達到的

目標，但是對於知識體的新陳代謝現象的基本研究，對於瞭解趨動組織的知

識體的演化的主要原因，已經可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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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流程與步驟 

 
長期研究的結果是事後重現的邏輯。本研究活動的過程包括研究者個人經驗

及對於現實世界的觀察，是一種滲透著理論對現實世界的考察與思考互動的過

程，包括對研究題目的重新修改、方向的重新調整、參考文獻對研究問題的焦點

的明確化與細緻化。此流程及步驟如圖 1-1 所示。 
 
 

第一章：緒論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2. 研究目的與問題 
3. 研究假設與定義 
4. 研究範圍與限制 
5. 研究流程與步驟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三章：理論發展 

第四章：研究方法 
第五章：系統模擬 
第六章：研究假說 
 

第七章：綜合討論 
第八章：結論與建議 
 
 

 
 
 
 
 
 
 
 
 
 
 
 
 
 
 
 
 

 

圖 1-1  本研究的流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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