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理論發展 

根據本研究第貳章文獻探討的基礎，發展出本研究之非營利組織

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意願的理論架構。這部分將於本章探討公共性因素

的重新建構、非營利組織的知識分類、建立增進組織成員知識分享的

模式及建構知識分享機制與公共性相關的內涵，並探討非營利組織的

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意願的關係。 

第一節 建構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重要構成因素 

本研究根據學者顧忠華與黃秉德共同主持的公共性研究（顧忠

華，2000）為基準，並做部分的調整，重新整合出本研究所採用之非

營利組織公共性的六大主要因素，包括：公開度（透明度）、公信力、

參與度、知名度、非私有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功能等，如表4-1-1所示。 

一、公開度（透明度） 

公開度為本研究公共性的重要因素，指標以資訊、財務收支以及

決策運作是否公開與透明為重點。「公共性」的概念與非營利組織的

「公開」、「透明」與「公信力」等特質密切相關。換言之，「公共性」

帶有一種光明磊落、值得大眾信任的涵義，同時從民主的要求來看，

若台灣的非營利組織能更接近「社會自治」 的組織原則，將有助於

實現「公民社會」的理想。 

近來，公開度（透明度）已不只是單單對非營利組織的要求，甚

至對企業的要求亦同等重要；例如美國的企業假帳，已嚴重打擊美國

及世界的經濟情況。安隆、Nvidia、IBM、泰科(Tyco)、世界通訊

（Worldcom）、Global Crossing、全錄（Xerox）等美國企業相繼出

現假帳醜聞，已經打擊消費者的信心，並且促使美國股價大幅下挫（王

曉伯，2002）。受到美國企業假帳影響的不只是上述的公司而已，連

美國人長年以來深以為傲的企業經營金科玉律，也一併陪葬（林國

賓，2002）。不僅美國如此，連全球第二大媒體公司的法國 Vivendi

環球，也涉及不當會計作業，為其獲利灌水（李鐏龍、王曉伯，2002）。

由此可知，公開度（透明度）的重要性，意味著財務及資訊都應該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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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公開，方符合「公共性」的要求。 

二、公信力 

非營利組織憑藉「公信力」來募集社會資源（顧忠華，2000：162），

因此「公信力」是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公信力」

與「公開度、透明度」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但「是否具有公信力？」

除了組織本身的因素以外，也需要由他人來認定，因此本研究為清楚

界定「公開度」與「公信力」二者的差異，遂將「公信力」分開，另

外獨立出來成為一項公共性的因素。在公信力此一因素中，主要包含

了「公共服務的使命」、「非利益分配」與「合法性」三項指標。 

（一）公共服務的使命 

使命（mission）對非營利組織具有高度關鍵性（司徒達賢，1999：

48），這是和營利組織最不同之處。一個傑出成功的非營利組織，其

主要的特徵是：它具有明確界定並且為所有成員共同認同和珍惜的使

命（Gelatt，桂雅文譯，2000：31）。非營利組織想要改變社會和個

人的生活，也因此非營利組織就是為了「使命」而存在（Drucker，

余佩珊譯，1994：63）。 

使命代表了組織的責任、公共性與信念，非但實際引導著非營利

組織的行動，更隱含著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價值（Knauft、Berger & 

Gray，1991；江明修、梅高文，1999）。除此以外，使命可以吸引相

同理念的人，激勵員工、董事會、義工及捐款人（Oster，孫碧霞等

譯，2001）。由於使命能激發組織成員的認同和獻身，對於非營利組

織公共目標的實踐，具有關鍵地位（Knauft、Berger & Gray，1991；

江明修、梅高文，1999）。然而一個只具備使命的組織，並不能表示

該組織就有公共性，還需要觀察是否發揮與其使命相稱的公益服務的

功能
15
，因此本研究將「公共服務的使命」列入「公信力」的一項指

標。 

                         
15 非營利組織本身組織運作的目標在於關心成員本身的非經濟性興趣，如成就感而非是以牟利為

主旨。因此，非營利組織往往具有公眾服務的使命，以及公益服務的功能（王順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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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利益分配 

Salamon（1992）歸納出非營利組織的六項特徵中，與企業最大

的差異在於非營利組織的「非利益分配」、「志願服務」和「公共利益

的屬性」，這三項特徵呈現了非營營利組織的公共性本質。其中「非

利益分配」指的是將利潤使用在組織的任務上，而不是分配給組織內

的財源提供者。 

根據以市場失靈論來解釋非營利組織形成的原因中，可以發現當

商業部門運用市場機制，但不能完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或偏好時，就

會有另類的非營利組織產生，且因非營利組織具有「不分配盈餘」的

特性，使得民眾在消費時，認為其不會以降低品質來求取利益，而信

任他們能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也因非營利組織的規模不如政府機構

般龐雜，民眾相信非營利組織經費的運用，不致浪費太多在行政機制

上面，因此，寧願將金錢捐給較有效率的民間非營利組織，選擇由非

營利組織來滿足大眾的需求（馮燕，2000：9）。由此可知，「非利益

分配」可做為一公信力的指標。 

（三）合法性 

無論是「遵守章程規定之設立宗旨」或「依法正式登記，並接受

相關法令監督」，都是與「合法性」有關的項目，當社會活動愈來愈

受到法律規範時，「公共性」和「違法」之間便有一定的矛盾。不過，

社會運動或衝撞現行體制的改革動作，經常挑戰到法律和行政的權

威，因此在實際上，很難一概稱未登記的組織或不在法令規定下進行

的組織活動，即是缺乏「公共性」。關於這一點，Habermas和其他西

方學者均認為非營利組織在從事倡導性工作時，應有比較大的空間，

否則社會將完全不可能有機會進步與自我改革（顧忠華，2000：171）。 

本研究認為若將「合法性」列入公共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似乎限

定非營利組織必須依法正式登記，並接受相關法令監督，如此將不鼓

勵非營利組織從事倡導性工作與社會改革運動。因此，本研究將「合

法性」改列入公信力的指標之一，認為「合法性」與「公信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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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度 

由於公民社會乃是透過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參與行動而形

成公共領域，並以追求公共利益為目標（江明修、陳定銘，2001：18）。

而公民參與是指公民與公民團體基於對自主權、公共性與公民資格的

體認，以及對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的重視，主動投入其意志、情感、

知識與勞力於公共事務之決策與執行等活動中，所採取積極而直接的

參與行動（傅麗英，2000：330）。 

因為非營利組織以理想、信念、使命，編織出讓個人能夠覺得行

動「有意義」的情境，這些動機並不僅僅來自「利他」，而是提供一

個機會，參與者在過程和結果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成長經驗或成就感。

非營利組織不要求人們作出重大的自我犧牲，擔任「義工」的風氣之

所以能夠普遍，乃是將個人的「為己之私」，巧妙地和「化私為公」

做了結合。而參與者無論只是想滿足「消費善心」的慾望，或真正為

了崇高信念而奉獻，非營利組織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將這些力量運用

來改善社會整體的生活品質，這是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重要支柱（顧

忠華，2000：161）。 

Salamon（1992）認為「志願服務」是非營利組織的重要特徵之

一，「志願服務」係指非營利組織應有某種程度的志願人員參與機構

的活動或是事務的管理，特別是由志願人員所組成具有領導與治理性

質的董事會。由於非營利組織中的成員包括職工與義工，均受到使命

的吸引而激發其認同和獻身，投入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行列，因此關於

「志願工作者參與服務」這一項，本研究不將重點放在「義工參與」

上，而是將重點放在「參與度」上。 

參與度的指標包含了「是否以集體（民主）的決策程序」、「民眾

是否願意主動參與活動」、「職工與義工的參與程度」等。意味著組織

成員（包括職工與義工）是否都能夠參與組織的決策與運作。 

四、知名度 

該因素中多半與非營利組織是否經常在公眾面前曝光，以及公關

工作成功與否有關。如果一個組織善於「形象行銷」，它可能更有機

會被視作為其有「公共性」，而在爭取資源上較佔優勢。知名度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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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包括「是否具備媒體知名度」、「公關工作是否成功」、「是否製播公

益廣告」、「是否經常動員義工」等。 

五、非私有性 

「公共」本來便是相對於「私人」的概念。如果非營利組織在決

策和人事方面不能擺脫「家族」的掌握，其公共性便會受到質疑。其

次，當非營利組織「經營營利部門」或「與特定政黨合作」亦使其公

共性受到質疑。最後，若因政府的支助（無論是在經費上或資源上），

而喪失了組織的自主性，其公共性亦不復存在。因此，任何涉及到利

益或特權，或令人有政商關係之聯想的情況，對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

都有所傷害。因此，非營利組織不能被「公器私用」，它的「非私有

性」構成「公共性」的一項重要因素。 

六、公共利益的功能 

「公共利益的屬性」也是Salamon（1992）所歸納之非營利組織

的特徵之一，公共利益指的是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應具有公共利

益的屬性，並以服務公眾為職志。由於非營利組織因應於不同的脈

絡、發展格局，據以開展出諸如先驅者、倡導者、價值維護者、服務

提供者以及公眾教育者等等多重性的角色功能。說明了非營利組織涵

蓋「倡議性」、「遊說性」以及「正義性」等的多重性功能（王順民，

1999：41）， 

倡議性是非營利組織在成立宗旨和活動方式上與營利組織最大

的差異。遊說功能突顯了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常表現在對公共

政策的關心和對法案的遊說，同時對非營利組織監督政府與倡導新觀

念的能力有所期待。公益功能是非營利組織設立的宗旨，雖然不是以

營求經濟利益為目的，但這些組織的正當性仍舊是基於社會的需要，

以及它們的作為對特定或不特定對象有所助益。非營利組織成員都普

遍認同某種超越個人利害計算的信念，因此他們相信自己在現實組織

的目標時，對於社會能夠有所貢獻。也因此非營利組織就算只幫助少

部分的人，也都稱它們具有「公益」功能（顧忠華，2000：158-160）。

因此，本研究將倡議、遊說與公益等功能歸入「公共利益功能」的因

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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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研究建構之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構成因素及其內容 

因      素 內            容 
公開度（透明度） ♦ 

♦ 
♦ 
♦ 
♦ 

資訊是否公開 

財務收支是否公開 

經費財源是否獨立 

決策運作的透明化 

領導方式是否民主 

公信力 ♦ 

♦ 
♦ 

明確界定且為組織成員共同認同的公共服務

使命 

非利益分配 

合法性：是否依法正式登記，並接受相關法令

監督、是否遵守章程規定之設立宗旨。 

參與度 ♦ 
♦ 
♦ 

是否以集體、民主的決策程序 

民眾是否願意主動參與活動 

職工與義工的參與程度 

知名度 ♦ 
♦ 
♦ 
♦ 

是否具備媒體知名度 

公關工作是否成功 

是否製播公益廣告 

是否經常動員義工 

非私有性 ♦ 
♦ 
♦ 
♦ 
♦ 

決策的核心成員非具有家族血緣關係 

人事任用非由家族成員掌控 

非經營營利部門 

非與特定政黨合作 

非因政府支持而喪失組織的自主性 

公共利益的功能（倡議性、遊

說功能、公益功能） 
♦ 

♦ 

♦ 

是否支持或推動社會運動、是否強調公民意

識、是否倡議社會改革、是否倡導新觀念。 

是否進行法案的遊說、是否以監督政府施政為

訴求重點、是否關心公共政策議題。 

是否能提高生活品質、是否能淨化人心、是否

能增加社會凝聚力、是否容易號召民眾參與活

動、是否舉辦大型公益活動、服務對象是否為

社會弱勢團體。 

資料來源：修改自顧忠華（2000：172） 

本研究綜合第貳章第二節有關公共性的文獻及本節所整合之非

營利組織公共性的主要因素，定義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為「可形成一

個有益於共同體成員針對其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論、

公共學習和公共對話的公共領域，在其中包括公開度（透明度）、公

信力、參與度、知名度、非私有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功能等六項構成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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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的知識分類 

回顧第貳章第三節知識的分類可知，為了使知識在職場中可以實

際運用和操作，一般多以知識論與二分法的分類為基礎，發展出應用

性的知識分類。本研究亦將以二分法中的「個人知識與組織知識」、「內

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為基礎，發展出非營利組織的知識分類。 

一、個人知識與組織知識 

組織中同時存在著個人知識與組織知識，若以知識的載體

（carrier）來區分，可將知識區分為個人的知識與組織的知識。由

於內隱知識的載體常為個人，故大部分的「個人知識」皆為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的載體常為組織，故大部分的「組織知識」皆為外顯知識。

個人知識是歸屬於個人的知識與智慧，個人可再利用並加以活用並且

難以分享，如創意、靈感、人脈、經驗、體驗、感覺與嗜好等。組織

知識則是有助於創造組織價值的知識，並易於與他人共享，如智慧財

產權、設計圖、設計圖、方法論與工具等，組織知識引領著智慧，是

實現組織價值的基礎（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劉

京偉譯，2000：29-31）。 

組織本身並無法創造知識，而必須藉由個人的自動自發以及團體

中個人的互動來達成（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等譯，1997：19）。

因此，必須要認清對組織發展具有正面意義的知識與組織本身核心競

爭力之間的關聯性，這樣才能有效整合個人知識與組織知識，進而提

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 

Michael Polanyi（1966）是第一位提出知識有「內隱」與「外

顯」這兩種觀念的哲學家。依 Polanyi（引自Nonaka & Takeuchi，

楊子江等譯，1997；Leonard & Sensiper，1998）的定義，所有的知

識都有內隱的層面，知識好比光譜，在這一端的是幾乎完全內隱的知

識，也就是存在人的頭腦和身體裡面的半意識和無意識的知識。另一

端則是完全外顯的，也就是完全成文化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取得。當

然，大部分的知識存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內隱知識的成分則是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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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上的，是在「此刻的這裡」所創造的，是個人的，與特別情

境有關，同時較難形式化和溝通。內隱知識的表現是人所知道的比所

能講出來的更多。 

由內隱知識可以說明解決問題的有用知識，以及可以說明個人追

求解決問題之知識的潛能；內隱知識讓他有一種感覺知道是不是距離

解決知道愈來愈近，也能讓他預期到最後是否能有不一樣的新發現

（引自Nestor-Baker & Hoy，2001）。 

Nestor-Baker & Hoy（2001）認為內隱知識係指個人的知識，是

行動導向的知識，不是靠別人直接的幫助而獲得的知識。個人有了內

隱知識就可以調整、選擇並塑造環境，以達成目標。內隱知識雖與工

作經驗有關，但也不全是經驗，重點不在擁有多少經驗，而在於運用

經驗可以獲得知識並解決實際碰到的複雜問題。內隱知識是有效管理

的主要基礎，因為它是定義了達成組織目標的必要行為，並將之改變

成為有用的慣例。慣例之執行乃透過有技巧的行動，而有技巧的行動

大部分是基於內隱知識。 

內隱知識適應環境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這些事常常並未被以清楚

明顯的方式教導，甚至並未訴諸言語。內隱知識是多年經驗累積下來

的成果，而且通常是非正式的經驗，從學習如何在一個環境中自處而

來（Sternberg，1998）。 

內隱知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與創新有關。Leonard & Sensiper

（1998）認為內隱知識是創新的來源，而創新又與競爭優勢息息相

關，所以內隱知識成了競爭優勢的來源。Von Krogh、Ichijo & Nonaka

（引自 Allred，2001）亦認為創新與競爭力之核心在於知識，而內

隱知識常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具有內隱知識的人不但了解也會運

用，卻很難跟別人溝通。內隱知識很難複製和模仿，甚至連擁有者本

人也無法完全說明白。巧匠的技藝不是從一本教科書就學得到，而是

要靠多年的經驗與師徒傳授。 

外顯知識是可以客觀加以捕捉的概念，而且具有語言性和結構

性，是關於過去的事件或涉及非此時此地的對象，有規則也有系統可

循，且容易藉具體的資料、科學公式、標準化的程序或普遍的原則來

溝通和分享（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等譯，1997：79）。外顯知

識的成分包括客觀的、理性的，「在當時的那個地方」所創造的，指

 

 

81



可以形式化、制度化語言傳遞的知識（引自Nonaka & Takeuchi，楊

子江等譯，1997；Leonard & Sensiper，1998）。相較於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的涵義是一般人比較容易理解的部份。 

Nonaka & Takeuchi綜合學者對於內隱與外顯知識的研究，列舉

有關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的區分，如表4-2-1所示。 

表 4-2-1 兩種形式的知識 

內 隱 知 識（主觀的） 外 顯 知 識（客觀的） 

經驗的知識（實質的） 

同步的知識（此時此地） 

類比的知識（實務） 

理性的知識（心智的） 

連續的知識（非此時此地） 

數位的知識（理論） 

♦ 
♦ 
♦ 

♦ 
♦ 
♦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王美音譯，1997：79）。 

三、建立非營利組織「個人、組織、外顯、內隱」的

知識矩陣架構 

Spender（1996）依照外顯與內隱的知識類型、個人與社會

（social）的分析層次，建立了組織知識種類的矩陣。本研究以

Spender（1996）的知識種類矩陣為架構，並將其中的「社會」以「組

織」取代，作為非營利組織的知識架構，如表4-2-2所示。 

表 4-2-2 非營利組織的知識種類矩陣 

 個  人 組  織 

外顯知識 

個人外顯知識 

（可意識到的知識

conscious knowledge）

組織外顯知識 

（目標化的知識

objectified knowledge）

內隱知識 

個人內隱知識 

（無意識到的知識

automatic knowledge）

組織內隱知識 

（集體的知識collective 

knowledge） 

資料來源：修改自Spender (1996)。 

（一） 個人外顯的知識（可意識到的知識）：是個人可以取得的事

實、觀念或架構，可以儲存在個人記憶或記錄中。 

（二） 個人內隱的知識（無意識到的知識）：是主觀的、經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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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此刻的這裡」所創造的，與特別情境有關，同時較難

形式化和溝通，為個人對真實和未來願景的意象，亦即「是

什麼」和「應該是什麼」。如同典範、觀點和信仰等，可以幫

助個人理解並界定他們的世界，包括人們的理論與實務知

識、藝術、創意、靈感、人脈、經驗、體驗、感覺、體能及

工藝技術的表現等。 

（三） 組織外顯的知識（目標化的知識）：可以客觀加以捕捉的概

念，而且具有語言性和結構性，是關於過去的事件或涉及非

此時此地的對象，有規則也有系統可循，並且容易藉由具體

的資料、科學公式、標準化的程序或普遍的原則來溝通和分

享。組織外顯的知識乃指組織共享的知識財產，如專利、註

冊商標、智慧財產權、設計圖、方法論與工具等。當組織企

圖集合、分享與運用知識與智慧時，主要是投資在這種具體

化的知識上。 

（四） 組織內隱的知識（集體的知識）：係指一種深植於組織的實務

中，存在於集體的內隱經驗與法則中的知識，例如組織的文

化、價值與信仰。個人並不容易發現這類知識，而必須要經

由人際間的互動來獲取及維持這類知識。 

四、促進組織內的知識交流 

如何促進組織內的知識交流？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

1999：166）認為外顯知識是比較明確的知識，能夠將它融合在工作

的過程中，或是以文件或是資料庫的形式來呈現，可以比較準確的進

行知識的交流。至於內隱知識的交流，相較於外顯知識是比較困難

的。Sternberg（1998）認為內隱知識很難學習的原因是，（1）內隱

知識看來簡單其實很複雜；（2）程序性的知識比陳述性
16
的知識更難

學；（3）內隱知識通常沒有人教，也沒有人說明白；（4）內隱知識通

常是隱藏的。 

因此，Sternberg（1998）提出學習內隱知識的三大過程： 

                         
16 陳述的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是指描述某件事之知識，而程序的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是指關於某件事如何發生，或如何完成某件事之知識（Zac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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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性的編碼（selective encoding）：若先具有在錯綜交織

的知識流中分辨那些知識是我們所要的、那些資訊值得加以

編碼，比較能達到效果。所以要學習新知識之前（包含內隱

知識）先有舊知識是很有幫助的。 

（二） 選擇性的混合（selective combination）：把所得到的資訊

片段混合，整理出意義來。 

（三） 選擇性的比較（selective comparison）：汲取過往的資訊以

充分了解目前的資訊。 

Spender（1996）認為集體的知識（組織內隱的知識）是最可靠

且具策略性的組織知識，許多重要的組織知識都是以這種形式存在，

並且高效能的團隊通常都具備此種知識。Leonard & Sensiper（1998）

提出兩種方式來進行集體知識之交流，一種是「共同的經驗」，指的

是要親自參與在一間辦公室、一個家庭或一間工廠之運作裡面，才能

夠接觸到這些內隱知識。另一種是「師徒傳授」，來建立特定的、共

同的內隱知識。 

由此可知，外顯知識是比較明確的知識，可以融合在工作的過程

中，或藉由文件、資料庫的形式來呈現，並可準確地進行知識的交流。

至於內隱知識的載體是「人」，所以多依靠人與人之間頻繁的互動來

進行知識的交流。 

下一節將以分別以「個人」、「人際」和「組織」等三個層面來建

立增進組織成員知識分享意願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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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立增進組織成員知識分享意願的模型 

一、影響知識分享意願的因素 

回顧本研究第貳章第四節所述，可以將造成知識分享的障礙歸納

為三大類，包括：（1）缺少知識分享的誘因和動機：如缺乏動機、分

享知識並不會得到適當的報償、買方拒絕購買知識、賣方拒絕出售知

識⋯等。（2）不良的人際互動：不被信任、缺乏共同溝通的語言⋯等。

（3）不當的組織文化以及管理制度：時間、空間和社會的距離、組

織重整或縮編、不平等的參與地位⋯等。 

為了建立一個增進組織成員知識分享意願的模型，本研究將分別

以「個人」、「人際」和「組織」等三個層面探討影響知識分享意願的

因素，並進而建構出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與公共性相關的內涵。

個人層面主要探討個人的工作動機，人際層面主要探討人際間的信任

關係，組織層面則要探討組織的文化。 

（一）個人層面：個人工作動機與知識分享行為 

動機（motivation）是指「產生、引導及持續與既定目標有關的

自主性行為的心理歷程」。在工作中，行為直接受到個人能力與工作

知識（技能）、動機以及和工作內容的有利或有害因素的影響。動機

與行為並不相同，動機是影響行為的心理慾望或意向，而行為則是個

人對所聽到或所見到的事物做出的反應（Kreitner & Kinicki，陳素

勤譯，2001：204-206）。可見動機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 

為了對個人行為提出解釋或預測，一般而言有五種動機理論，分

別為需求、增強、認知、工作性質與情緒等，這五種理論的差異在於

對行為發生原因的認定（Kreitner & Kinicki，陳素勤譯，2001：207）。 

需求理論是在探討行為的內在因素（Kreitner & Kinicki，陳素

勤譯，2001：208），知名的理論如 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

（hierarchy of needs）、David McSelland的需求理論、Douglas 

McGregor的ＸＹ理論以及 Frederick Herzberg的二因子理論

（two-factor theory）。雖然目前它們的效度受到批評與質疑，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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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為解釋員工動機的佼佼者（Robbins，李青芬等譯，2002：170）。

需求理論說明了一個人必須在基本的需求（如生理需求）獲得滿足之

後，才會追求更高層的需求（如安全、社會、尊重、成就、自我實現

等需求）。 

另外，認知理論包括了公平、期望和目標設定。以Vroom（1964）

所提出的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為例，該理論認為人之所

以想採取某些行為（如努力工作）的意願高低，取決於他認為行為後

能得到某結果的期望強度，以及該結果對他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期

望理論認為激勵能否對員工產生作用，完全視員工是否相信努力之後

就會有好的績效，績效表現好，公司就會給予獎勵，而這些獎勵正好

可以滿足自己的目標（Robbins，李青芬等譯，2002：187）。 

至於那些因素決定了個人知識分享的動機呢？本研究歸納了八

種主要的知識分享觀點，其中以「知識市場觀點的知識分享」對於個

人知識分享的動機，提出了較為深入的解釋。Davenport & Prusak

（胡瑋珊譯，1999：70）指出，所有市場都有其價格體系；當組織向

外購買知識時，常以現金做為付款方式，但在組織當中，知識的交易

通常不是以貨幣進行，而是以約定俗成的報酬方式來進行。組織知識

市場的買、賣雙方之所以願意進行知識的交易，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

從中獲得好處（報酬）。這些好處決定了個人知識分享的動機；換言

之，這些報酬就是決定知識分享動機的因素。 

根據 Blau（1964）的看法，主導人際互動的型態可以分為社會

交換（social exchange）與經濟交換（economic exchange）兩種主

要的型式。社會交換乃是付出者並非是以眼前的利益為主要的考量，

而是以預期接受的一方會以回報的作法來回饋。社會交換不同於經濟

交換之處，在於經濟交換乃基於錙銖必較的交易關係，而社會交換卻

是以「信任」為基礎（林鉦棽，1996：397）。 

Davenport & Prusak的知識市場觀點，類似 Blau（1964）的社

會交換觀念，均是以「信任」為基礎。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

譯，1999：71-75）認為知識分享的報酬至少有三個要素，從重要性

最高的排到最低，分別為互利主義、聲譽以及利他主義，而這三個要

素則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若缺乏信任，沒有任何一個知識市場

能夠有效率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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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利主義：根據Organ（1990）對Blau（1964）所提出的社

會交換理論的闡述，認為人類會有「回報（reciprocate）」

的心理，當組織中的成員認為該組織或組織中的其他成員有

利或有義於他，員工會以正面的行為加以回報（引自林鉦棽，

1996：395）。若知識「賣方」期待「買方」未來再必要的時

候同樣會伸出援手，他們就會願意花時間和精神來與買方分

享知識。 

2. 聲譽：知識賣方通常希望塑造出「有智之士」的形象，他們

願意和同事分享擁有的寶貴知識用以獲得良好的聲譽。當知

識賣方擁有知識分享的聲譽之後，會使同儕比較願意與他進

行知識的交流，有助於達成互惠的行為。聲譽雖然無形，但

卻能夠產生有形的利益。因此，聲譽與互利主義息息相關。 

3. 利他主義：有些人基於樂於助人的天性，願意和他人分享知

識，別無所求，係受到利他主義的驅使。「良師傳授」是一種

基於利他主義的知識移轉，所以在組織中可以正式承認這種

指導關係，鼓勵組織中的成員進行知識的分享與移轉。知識

的利他主義是真實的，而且可以被激發出來，組織若雇用好

的員工，並且善加對待，利他主義的風氣便會盛行。相反地，

組織若對員工的精力與時間施加愈來愈多的壓力，或是文化

因素不允許，利他主義的風氣就會受到壓制。 

（二）人際互動層面：人際間的信任關係與知識分享 

Prusak認為知識乃深植於社會關係之中（引自 Dataquest，

2000）。因此能與他人維繫信任的工作心態與表現，乃是促動知識分

享行為的影響力量，其往知識擴展扮演重要角色，並是決定組織能否

有效創新的因子（鄭仁偉等，2001：76）。互信能夠存在個人層次，

它是經由同事間緊密的工作關係而建立。組織不能創造知識，只有個

人能創造知識，建立互信的文化，才能讓個人把專業知識貢獻出來讓

大家分享（林英峰，2000）。 

1. 信任的定義 

至於何謂信任？熊欣華（2001：34、37）將許多不同的信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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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綜合幾項重要的性質，包括：（1）不確定與風險是信任產生的必

要條件。（2）信任反映出對他人動機的正向期望。（3）信任與相互依

賴的狀態有關，而且關係微妙。學者方世杰、方世榮（2000：365-367）

則認為信任是一多面向的概念，信任的意義包括：（1）是一種「認知

的狀態，亦即難以客觀衡量。（2）「期望」的信念，「信任者」預期「被

信任者」不會採取對本身不利的行動；也因此信任他人多少會有一定

的風險。（3）大部分是一種雙方互動的行為。（4）信任行為有助於個

人或部門間的良性互動，是建立合作關係的重要基礎。 

在眾多不同的信任定義中，以Rousseau、Sitkin、Burt & Camerer

（1998）綜合出較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信任是一種基於對他人意圖

與行為的正面預期，而產生的一種願意接受可傷害性的心理狀態。」

該定義亦為本研究對「信任」所採用的定義（引自熊欣華，2001）。 

2. 人際互動所產生的信任關係可促成組織公民行為 

依據 Blau（1964）的說法，社會交換關係的型式，乃是付出者

並非是以眼前的利益為主要的考量，而是以預期接受的一方會以回報

的作法來回饋。社會交換是以「信任」為基礎，當雙方具有信任基礎

時，有關「先付出—後報償」的行為或決策較有可能產生。就組織公

民行為
17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的概念而言，信

任的基礎正是催化此一行為的主因之一。Yukl（1989）認為當員工對

組織或管理者充滿信任感的時候，除了工作本份內的事（角色內行

為），亦可能會主動肩負一些額外的工作與責任（角色外行為）。由於

組織公民行為所強調的是非基於即時性（immediately）的獎賞或懲

罰，因此唯有在信任的基礎下，員工相信在付出努力之後，組織或管

理者會有對等的回饋，從而提高了員工從事組織公民行為的意願

（Deluga，1994）（引自林鉦棽，1996：397）。 

學者林鉦棽（1996：409）針對銀行櫃檯人員所做的研究發現，

員工對主管與同事信任對於傳統的組織公民行為（角色外行為）有較

高的影響力。由於對主管與同事的信任較偏重於人際互動特性，因此

                         
17 組織公民行為是指「一種因為員工的自發性所表現出來的工作行為，而非組織以報償或懲罰等

外在人為的制度系統加以規範的工作行為」（Organ，1988、1990；林鉦棽，1996：392）。組織公

民行為是一種多構面的構念，因而有許多不同的分類方式，學者林鉦棽（1996：394）認為較適

宜的分類為：（1）角色內行為（堅守本分的行為），（2）朝向組織的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益行

為），以及（3）朝向個人的組織公民行為（人際利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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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超乎自己職責外的行為有較高的影響力。 

3. 信任可促成組織成員進行知識分享 

信任為健康人格重要成分、人際合作關係及市場交易制度穩定的

基礎（Lewicki、McAllister & Bies，1998）。信任乃指信任者（trustor）

不論在有無能力監督或控制對方的情況下，基於期待被信任者

（trustee）可能採取某些對自己頗重要的動作下，願意將自己暴露

在容易受傷害的情況（Mayer、Davis & Schoorman，1995；Moorman、

Deshpande & Zaltman，1993；Morgan & Hunt，1994）。其中，使自

己暴露在容易受傷害的情況下，代表著風險的承擔，亦即信任的本質

並非被動承擔風險，而是願意主動承擔風險。知識分享只有在知識擁

有者願意承擔風險下才會發生，而這種承擔風險意願，即為對他人流

露信任的態度。個人信任態度行為傾向的出現，受到周遭人們行為及

組織文化特性所影響，信任需要長時間良性互動方能產生。信任態度

可促使合作、溝通品質、組織公民行為等正面行為的出現。因此，信

任能促使組織成員出現建立在合作思維下所產生的知識分享行為（鄭

仁偉等，2001：72、78）。 

4. 提升知識市場運作效率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是「信任」 

雖然知識分享與商品與服務的交易過程相似，但兩者之間還是有

差異存在。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純粹的市場，這樣的市場只存在經濟學

的世界中，事實上所有市場體系都會受到社會與政治的現實面所影

響。因此，要了解知識市場，必須將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現實層面完

全考慮進來。在組織的知識市場中，買方是由社會學主導，賣方是由

政治學主導，價格是由經濟學所主導（尤克強，2001：51）。 

當知識市場失靈時，就會阻礙知識在市場的流通，使得市場機能

失效。如何才能提升知識市場運作的效率？Davenport & Prusak認

為提升知識市場運作效率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是「信任」，若缺乏信

任，沒有一個知識市場能夠有效的運作（Davenport & Prusak，胡瑋

珊譯，1999：71、75、82-83）。「信任」有助於個人或部門間的良性

互動，是建立合作關係的重要基礎。Davenport & Prusak（1998）認

為信任不但是知識交流的必要條件，也可能是知識交流的結果。組織

成員間若能建立以信任基礎的合作關係，則知識的買賣雙方必能很明

確地了解到所交易之標的物（知識）的質與量，更可確認交易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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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令人滿意，因此可促進知識在組織內部之流通（Bidault & 

Fisher，1994），進而排除內部知識市場之交易障礙，提升知識市場

之效率（引自方世杰、方世榮，2000：365）。 

5. 信任的建立必須經由組織成員間親自接觸開始 

由於人們注重社會群體的關係，所以互信的建立可以藉由人與人

之間的接觸來達成。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173）

明確指出信任的建立必須經由組織成員之間親自的接觸，除了可以建

立成員間和諧的關係，並且能夠消除知識移轉的障礙。 

（三）組織層面：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 

知識管理最大的挑戰在人而非科技，特別是培養知識分享的組織

文化，更需長期用心投入（丁導民，2001：11）。組織文化是個很容

易意會，很難言傳的名詞。Robbins（李青芬等譯，2002：554）認為

組織文化就是「組織成員所共同抱持的意義體系，使得組織不同於其

他組織」。Schein18（1992）認為組織文化是「團體成員共享的一種基

本假定，經由學習而得，使團體成員可以運用其來解決適應外在環境

與內部整合問題。同時，由於組織文化在團體中因不斷發生作用，而

具有正當性。因此團體成員亦會將其傳授予團體的新進成員，使新成

員遭遇相似困難時，可採取同樣認知與思考方式」（引自丁導民，

2001：6）。 

本研究採用丁導民（2001：6）對組織文化的定義：「組織成員共

享的價值、信念、規範、基本假設與行為型態的綜合體系；組織的價

值不但可能被組織成員視為理所當然，且具有指導成員行為的作用，

並藉著故事、傳說與儀式等象徵性手段，組織得以將其價值傳輸給成

員，成為行為規範的重要依據」。 

組織文化特性類似於社會文化的表現，是無形力量卻能使組織成

員產生行動，具一致性方可成為組織的控制機制，特別在非正式脈絡

中。一個組織目前的習慣、傳統及一般做事方式，通常是根據以往的

作法，以及這作法所獲致的成功程度。所以會發現，組織文化最早是

由創辦人而來的。組織文化會以三種方式形成：（1）創辦人只雇用及

                         
18 E. H. Schein對組織文化的定義較為多數人所採用（丁導民，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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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那些想法和作法與其相同的人。（2）教導並同化員工的想法和作

法。（3）創辦人以身教來鼓勵員工認同他們，並進一步將自己的信念、

價值觀內化於員工心中（Schein，1983、1996；Robbins，李青芬等

譯，2002：562）。 

組織文化影響組織成員在職場上的行為（Kreitner & Kinicki，

陳素勤譯，2001：70）。愈多組織成員接受組織的核心價值觀（core 

value），對此價值觀產生的認同感就愈強，文化也就愈強勢，所以會

有很強的行為控制力，因而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Wiener，1988；

Robbins，李青芬等譯，2002：558）。夏侯欣鵬（2000）研究發現，

文化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模式，而影響組織成員的工作行為，組織文

化與其組織成員息息相關。 

要克服組織成員不願知識分享的意願，可從組織文化角度加以探

討（吳青松等，2000），知識管理最根本和最嚴重問題在誘因機制如

何建立，如何使員工願意分享知識、應用知識是知識管理最重要的一

環。最佳的機制當然是組織文化，如果組織文化創造出無形的力量使

員工主動願意分享知識，知識管理就成功一半了，但這種文化的建

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湯明哲，2000：7）。 

由前所述，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並且組織文化可藉

由創始人及高階主管來影響組織成員。因此組織可以藉由故事、儀式

（rituals）、實質象徵、符號（symbols）及言語將知識分享的組織

文化傳輸給所有的組織成員（Daft，1998；Robbins，李青芬等譯，

2002）。 

組織文化一旦建立後，組織就會採用一些實務方式，來維護這個

文化，而組織高階主管的言行，即成為員工言行的規範。員工的社會

化19將與經由甄選的新員工、與組織價值觀契合程度、高階主管的偏

愛方式有關（Robbins，李青芬等譯，2002：563、568）。組織為維護

組織文化所採用的實務作法，也就是所謂的管理制度，包括了組織結

構、工作設計、人事制度、獎懲制度⋯等。組織的管理制度需要配合

組織的文化，一個強調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其管理制度亦應配合。

組織文化的形成與維護，如圖4-3-1所示。 

                         
19 組織協助新進員工適應組織文化，其適應的過程稱之為社會化（socialization）（Robbins，

李青芬等譯，200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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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組織文化的形成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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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obbins（李青芬等譯，2002：568）。 

二、增進組織成員知識分享意願的模型 

根據前述之個人動機需求和期待理論、知識市場觀點的知識分

享、以及社會交換等理論，可知影響知識分享的意願與個人的動機、

組織成員間的信任關係及組織文化有關，並且相互關連以及相互影

響，本研究依此關係建立增進組織成員知識分享意願的模型，如圖

4-3-2所示。 

圖 4-3-2 增進組織成員知識分享意願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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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 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一個強調信任的組織文

化，將培養組織成員產生彼此信任的關係，進而促成知識分

享。 

（二） 一旦成員之間的信任關係建立起來，將促使成員產生組織公

民行為，成員將會有組織公益、人際利他的行為，也就是願

意主動承擔風險，促使組織成員出現建立在合作思維下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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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知識分享行為。形成了Davenport & Prusak所謂知識市

場的知識分享報酬，即利他主義、互利主義以及聲譽三者，

強化組織成員分享知識的動機。 

（三） 清楚的獎勵制度，才能讓組織成員因著互惠等好處而產生分

享知識的動機。而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

62-75）認為知識分享的報酬都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 

從上述知識分享的三個層面，可以得知個人的動機（利他主義、

互利主義、聲譽等報酬制度）、組織成員間的信任關係、以及促進組

織知識分享的文化等特性，與非營利組織以理念領導重於管理控制、

信任關係優於監督稽核（黃秉德，1998：166）等特性有著共通之處。 

在本研究第貳章第一、二節中，已了解到「公共性」不但是非營

利組織的本質，也是非營利組織的重要特徵。由於非營利組織理念的

教化與同價值濡染所產生的信任關係往往取代了管理控制工具的必

要性，透過成員的自省與自我要求來大幅降低對評核、獎懲、整合協

調的管理工具的依賴性。組織價值體系的內化，使成員的自我監督、

自我激勵、主動協調的可能性大為增加（黃秉德，1998：166）。由此

可以看出，「公共性」隱含在非營利組織中，影響了組織成員的動機、

人際間的信任關係以及組織的價值和文化。因此，研究非營利組織的

公共性與知識分享的關係，將具有正面的意義和價值，並可藉此建構

出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與公共性相關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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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公共性為核心的知識分享 

回顧第貳章第二節探討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議題中，提及若要建

立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必須靠人民有理性地參與公共事務，以及

不斷地提供建設性的意見（Bellah et al.,孟汶靜譯，1994；引自江

明修等，1998：5-6）。而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可增進公民社會的公民

參與和多元結社，形成一個公共對話的空間（江明修、陳定銘，2001：

21），這個空間即為Habermas所指的「公共領域」（江明修等，1998：

5）。因此，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所形成的公共領域，乃是共同體（社

區）成員之間，針對其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論、公共

學習和公共對話後的成果。 

本研究認為若能將知識市場觀點的知識分享（知識市場的參與者

為了目前或未來利益，對知識進行交易的行為）與上述「公共領域」

的觀點結合，上述的「利益」便不僅僅只是狹義的私利，而是包括公

共的利益在內。所以，本研究定義知識分享為「知識市場中所有參與

者為了目前或未來的利益，對知識進行交易的行為；這些利益包括了

自身的利益、與他人間的相互利益、以及公共的利益等。」 

一、以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所形成之公共領域，有益

於共同體之成員進行公共討論、學習和對話 

（一）「公共領域」有賴「公共性」的發展 

非營利組織日漸普及的理由，可能是它較明確地區別出這類組織

故不屬於國家，也不依賴市場來運作，因此它是政府、企業之外的獨

立部門。其實西方的「公民文化」主要便是建立在為數甚多的這類非

營利組織之上，舉凡教會、職業公會、產業工會、學術團體、醫療機

構、乃至社運組織和政黨，莫不致力於發展其「公共性」，創造出「公

共領域」，使得「社會」不致完全被「國家」所宰制，並能夠透過一

整套的民主機制來制衡國家這個「巨靈（leviathan）」。時至今日，

歐美國家中有愈來愈多的公共議題，如環保、人權、教育、兩性關係、

少數族群、弱勢團體、社會福利、文化藝術和公共安全等皆有相關的

公民組織予以關注，這顯示公民參與的管道日趨多樣化，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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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和影響力也愈形重要（顧忠華，1999：400）。 

（二）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所形成之公共領域，乃是共同體

（社區）成員之間，針對其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

進行公共討論、公共學習和公共對話後的成果 

要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必須靠人民有理性地參與公共事

務，以及不斷地提供建設性的意見（Bellah et al.,孟汶靜譯，1994；

引自江明修等，1998：5-6）。學者江明修等（1998：5）認為「公共

性」即為Habermas所指的「公共領域」。因此，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

所形成之「公共領域」，誠如前述Habermas所說，乃是「共同體」（社

區）成員之間，針對其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論、公共

學習和公共對話後的成果。 

（三）從公共的對話與討論的過程，可使人們從私人個別利

益的衝突，轉化成對集體性共同利益的界定 

公民社會的公民參與和多元結社（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可以形

成一個公共對話的空間。從公共討論的過程，顯露更多的訊息，使人

們克服私利的偏見，能夠從別人的觀點看到之前不曾想過的事物和情

況，因而擴大個人的知性與道德能力，個人的價值因此改變，而成為

可容納更大的公共規範與共同關懷。亦即產生一種轉化作用，從「我」

要什麼，轉化成「我們」要什麼；從私人個別利益的衝突，轉化成對

集體性共同利益的界定（江明修、陳定銘，2001：21）。 

綜合以上可知，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所形成的公共領域，是「共

同體」（社區）成員之間，針對其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討論、

學習和對話。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本質，不但促動了組織不斷對

外宣揚理念，對內承傳使命；同時也發揮了開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

價值維護、服務提供、社會參與的角色與功能。然而這個過程便涉及

了知識的交流與分享，這也就說明了「知識分享」存在於非營利組織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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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知識市場的公共性 

（一）提升組織的公共性有助於增進知識市場的效能 

為了能夠勾勒出有效率的知識市場，應先藉由討論知識市場的

「無效率」與「不經濟（diseconomies）」，才可以了解存在那些阻礙

知識交流的問題，使得組織知識無法成功創造出價值（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63-64）。因此，本研究將造成知識分享的

障礙歸納為三大部分，亦即（1）缺少知識分享的誘因和動機，（2）

不良的人際互動，以及（3）不當的組織文化與管理制度；並藉此建

立增進知識分享意願的模型。該模型主要影響知識分享意願的三個層

面，分別為個人的動機、組織成員間的信任關係及組織文化，而且上

述三者之間相互關連以及相互影響。 

雖然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91-95）針對「知

識市場的無效率」與「知識市場的病徵」提出三種解決的方法，亦即

（1）有智慧的利用資訊科技：透過這樣的結構協助，得以移轉知識

和相關的資訊，並建立虛擬的知識市場，提升知識市場的運作效率。

（2）建立知識市集（knowledge marketplaces）：為知識市場創造實

質與虛擬的交流空間。（3）創造與定義知識市場的價值：讓願意分享

知識的員工受到組織的認同、升遷及獎勵，以證明知識分享有其價值

存在。 

但是，本研究認為上述「利用資訊科技」的重點應在於資訊的公

開，才能促使資訊的流通。而在「建立知識市集」方面，並非單單在

組織中建立一個知識買、賣雙方可以接觸與交流的知識市集，即可增

進知識的交易，這部分將與組織是否容許成員參與組織的決策與運作

有關，唯有組織成員具備較高的參與度，建立知識市集才有意義。至

於「創造與定義知識市場的價值」則在於組織應制定合宜的報酬制

度，這部分與組織的管理制度與文化有關，並且會影響組織成員分享

知識的動機。 

上述有關資訊的公開、組織成員的參與度以及分享知識的文化

等，均為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知識市場與非營利

組織的公共性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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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組織知識市場視為組織的公共領域，以促使成員主

動參與公共事務 

當組織體認到知識交流是一種市場後，便會採取各種策略，希望

使市場更加蓬勃，而知識市集的建立，則為知識市場創造了實質與虛

擬的交流空間。知識市集的原理與商品及勞務的販售一樣，買賣是人

類社會活動，人們需要集會場地來進行買賣。古希臘的廣場與羅馬的

論壇（forum）都是人類集會的場所，在此大家可對政治議題進行討

論與決策，分享當日的消息，甚至於買賣商品。這些市集可謂是「公

共空間」的原型，這樣的空間對社會（或是組織）的運作極為重要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92-94）。本研究認為上述

「公共空間」的觀點，應可將其具體視為組織的「公共領域」，也就

是「共同體」成員之間，針對其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

論、公共學習和公共對話。 

組織成員之間若缺乏彼此接觸的機會，自然不知道正確的知識賣

方身在何處，當然也無法評估知識的品質。為了克服知識市場的無效

率，可將組織的知識市場視為一公共領域，除了促使成員藉由正式與

非正式的網絡關係來接觸以外，並鼓勵成員積極參與組織的決策合運

作，透過討論、學習與對話，進而促進知識的交易。 

綜合以上，組織若要能克服這些知識分享的障礙，理當採取合適

的知識分享機制，而這樣的知識分享機制應以「公共性」為組織知識

市場的核心，方能發揮效益。因此，本研究將以「公共性」為組織知

識市場的核心，建構出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與公共性相關的內

涵，其概念如圖4-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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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的內涵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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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公共領域（組織知識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 

1.公共性的使命與公共利益功能吸引人們獻身於非營利組織的

工作行列 

公共性是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中特有的本質（黃秉德，1998：

163），「公共性」本來便意味著該組織的所作所為都可以攤在陽光下

接受檢驗，帶有一種光明磊落、值得大眾信任的涵義，都涉及了「取

信於人」的特性。而非營利組織均以促進公益為使命，關切各種公共

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自然可以獲得捐助人、服務對象和一般大眾的信

任，吸引成員志願參加（顧忠華，2000：145、169）。 

2. 義工參與增加了知識市場的知識豐富性 

由本章第四節得知，知識市場也有市場失靈的時候，而知識不足

是造成知識市場失靈的原因之一。知識的不足就好像蕭條期的通貨緊

縮一樣，當知識多被囤積而無法流通時，市場就缺乏足量的知識商品

維持活絡的交易。另外，組織過度精簡人事，也會造成知識員工的流

失，員工帶著知識離開，組織往往必須花費更大的代價才能把同等的

知識「買」回來（無論重聘或新聘）（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

譯，1999：88-89；尤克強，2001：53）。 

企業會以本身業務的需求招募人力，所需人才的專業會往往會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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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某些領域，但是投入非營利組織工作中的義工卻是來至各行各

業。以美國為例，由於非營利組織快速與蓬勃的發展，非營利組織已

成為美國最大的雇主（Drucker，傅振焜譯，1994：180）。這些在非

營利組織工作的人，其中大部分的人並非是支薪的職工，而是不支薪

的義工。由於參與非營利組織工作的義工們，具備某種專業知識，當

他們加入非營利組織的時候，自然會帶來各自的專長與經驗所累積的

內隱知識，豐富了知識市場中的知識量。Leonard & Sensiper（1998）

認為當組織成員從各自的經驗所累積的內隱知識，提出各種不同的看

法和靈感時，將是組織創新與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 

3. 「公開度」可降低知識市場的資訊不對稱 

資訊買方對於所購買的資訊產品之價值所知無幾，比賣方的資訊

少得多。由於高品質的產品才能帶來互利的交易，但是買方往往在購

買之前得不到有關資訊的品質，則在市場上，資訊的品質便會惡化到

最低的等級，因此品質低落的結果就是市場失靈（Haas-Wilson，

2001）。而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84）認為造成知

識市場運作無效率的主要因素當中，不難發現幾乎與「資訊的不完整」

有關。 

當交易的一方擁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資訊，即產生了資訊不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資訊不對稱的訊息可分為藏匿的特性
20

（hidden characteristics）和藏匿的行為
21
（hidden actions）兩

類。一般而言，資訊較小的一方，了解此一資訊不對稱的狀況，因此

會設法由擁有資訊一方的行為或特性中，獲得參考資訊，幫助決策時

之判斷。由於有「藏匿的特性」問題，進行交易時，往往會導致資訊

較少的一方，選擇了較差的交易對象（張清溪等，2000：348-349）。 

資訊不對稱導致市場失靈，造成社會資源的有效率使用產生了很

大的障礙。解決的方法是努力拉近市場買賣雙方的資訊、減少差距，

即可減少市場失靈的影響。可行的方法很多，大致可分成以下兩類，

（1）提供訊號（signaling）：由資訊較多的一方主動提供資訊給資

訊較少的一方；（2）搜尋資訊（searching）：由資訊較少的一方主動

                         
20 藏匿的特性是指交易之一方知道其本身的某些特質，另一方想要知道卻無法獲知；例如求職者

知道自己某些專業的工作能力，而雇用者則否（張清溪等，2000：348）。 
21 藏匿的行為是指即一方的某種影響交易成果的行為；例如雇主不知道員工有無怠工的行為（張

清溪等，20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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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所需的資訊（林祖嘉，2002b：120-121）。 

綜合以上可知，「資訊的不完整」是造成知識分享障礙的主要原

因，當組織內產生資訊不對稱時，將會導致知識市場的失靈，造成知

識交易的阻礙，影響知識市場的效率。解決之道是將資訊予以公開，

因為資訊的不完整造成了知識的買方無法順利找到賣方、組織中的知

識往往集中在某個部門、人們往往只是向比鄰而坐的同儕取得知識。

因此，「資訊的公開」與知識分享息息相關，而公共性的公開度強調

的是組織內的資訊公開化、透明化，將可拉近知識市場買賣雙方的資

訊，降低知識市場的資訊不對稱。 

三、建構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與公共性相關的內

涵 

組織為了促進成員之間的知識分享，積極的作法是建構一套完整

的知識分享機制，而且該機制的內涵是與公共性有關的。本研究認為

一套符合知識分享的機制，應以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為知識市場

的核心，並以知識分享的報酬制度、建立組織成員間的信任關係、以

及建立促進組織內知識分享的文化等三個構面為架構，建構出非營利

組織知識分享機制的內涵。 

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的內涵共包含六個主要構成要素，分別

為：（1）建立知識分享的報酬制度，（2）建立組織成員間的工作關係，

（3）建立組織成員的共同知識，（4）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知識交流的

場所與時間，（5）建立組織的知識仲介，以及（6）建立組織知識分

享文化的領導者，如圖4-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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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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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公共領域（組織知識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建立知識分享的報酬制度 

Prusak認為知識乃深植於社會關係之中，依人的本性是不會與

人分享知識的，需要一番說服才能讓大家知道他們知道的是什麼，除

了把所知道的分享出來，還要吸收別人所知道的（引自Dataquest，

2000）。所以組織應該激勵成員願意分享他們的知識，並與其他成員

進行知識的交流。可行的作法就是使得願意分享知識的員工受到組織

的認同、升遷以及獎勵，這些都可以直接證明知識分享有其價值存在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94）。 

可是該怎麼做呢？Kulopoulos & Frappaolo（陳琇玲譯，2001： 

123-125）認為應該要讓大家有感覺或需要去分享、合作、專注在共

同目標上。但是最難的事情就是讓大家體認到，有必要把自己所知的

跟他人共享。對大多數人來說，跟他人分享所知，根本就違反我們在

學校所學到的一切事情。從學生生活到職場生涯，就是因為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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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麼，才與他人有所不同，這也是個人的價值所在。有些人認為要

他們把知識分享出來，就像是受到威脅一樣，他們害怕這麼做以後，

自己變得一無是處。雖然這個問題是無法避免的，不過，組織除了要

教導大家有關團隊在知識貢獻上的重要性外，也得提供具體的例證，

讓員工了解共同合作及知識分享不但對企業整體目標有益，也對員工

本身有利。 

為達到以上的目的，除了（1）傳遞明確的訊息：讓大家知道知

識共享是組織的重要趨勢，也是組織一直都相當重視的事，同時展現

知識共享的重要性。（2）將組織內非正式團體轉化成知識社群：找出

組織內部既有的非正式實踐團體及其他文化社群，並充份利用這些團

體發揮影響力，把這些團體轉化成知識社群。還可以推行獎勵方案，

一些基本的方法是： 

1. 讓個人進步 

獎勵方案的最重要的承諾，就是讓個人進步，獲得工作上的成就

感。 

2. 發揚利他主義的精神 

有些人受到利他主義的驅使，樂於幫助他人，不求回報，但並非

組織內所有的人都是如此。Davenport & Prusak認為知識的利他主

義（altruism）是真實的，而且可以被激發出來，所以組織應鼓勵這

種利他的行為，這樣利他主義的風氣才會盛行。 

3. 獎勵應該以互惠為主，而不是只以個人報酬為主 

獎勵方案如果光以個人報酬為主，最後會侵蝕組織與員工間的互

信基礎，破壞原先所建立的社群。然而以互惠為主的獎勵方案，期能

展現出一對多關係間的複合利益。簡單的說，如果有一次我把自己所

知與成員共享，那我就有好多次機會了解別人所知。組織就該利用這

種信念，建立一個永續發展的知識共享社群。也就是利用這種特質，

讓明日以知識為基礎之組織的競爭景象在組織內部普及。 

Dixon（1999）亦認為知識的移轉是一種互惠的模式，每一成員

都有所貢獻也有所接受。在這樣的知識移轉中，延伸出許多知識的活

動：（1）每個團隊既是給予者也是接受者；（2）互惠乃建立在交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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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3）既有的知識被交換；（4）新知識也透過交換過程發展出來。 

4. 建立「智者」的地位 

除了上述的方法之外，另外可以在組織中建立起智者的地位。因

為既然人們會以提供者個人的聲譽，成為我們判斷這些資訊價值的指

標（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173），從另一個角度來

看，一旦某人提供出有價值的知識，即可使其在組織中建立起智者的

地位，提升該人的聲譽與榮譽，這也是一種獎勵的方法。 

（二）建立組織成員間的工作關係 

Spender（1996）認為「組織內隱的知識（集體的知識）」是個人

外顯知識、個人內隱知識、組織外顯知識、組織內隱知識等四種知識

類型中，最可靠且具策略性的組織知識，許多重要的組織知識都是以

這種形式存在，並且高效能的團隊通常都具備此種知識。Leonard & 

Sensiper（1998）提出以下兩種方式來進行集體知識之交流，（1）共

同的經驗：指的是要親自參與在一間辦公室、一個家庭、或一間工廠

之運作裡面，才能夠接觸到這些內隱知識。（2）師徒傳授：是用時間

至上的方式，來建立特定的、共同的內隱知識。 

所以具備某些型態的工作關係是很重要的，這樣的關係能夠傳播

各種型態的知識，從明確的知識，到無法言傳的經驗都包括在內。透

過溝通而獲得的學習，雖然並不是全部都很複雜或直覺性，但其中無

法言傳的知識，是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轉移的（Davenport & Prusak，

胡瑋珊譯，1999：166）。 

這樣的工作關係可分為非正式的工作關係與正式的工作關係。 

1. 組織成員間「非正式的」工作關係 

根據「知識市場訊號」可知，非正式的訊號通常較正式的訊號更

能夠準確地指引那裡可以買到知識，但通常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非正式網絡的運作是透過親自的接觸與口耳相傳，因此可以產生知識

交流的關鍵元素－信任，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組織知識市集中是

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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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團體22（community of practice）」是一種建立組織成員

間非正式工作關係的方法，成員之間能夠建立緊密的關係是基於彼此

的信任。實踐團體是一種自發性的團體，通常是由具有互補性知識的

同事共同組成之團體。由於他們的業務、興趣和目標相近，所以時常

在一起彼此打探消息、溝通、互相教導與直接合作（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81；Koulopoulos & Frappaolo，陳琇玲

譯，2001：56）。 

實踐團體與其他類型團體不同的特色在於（1）實踐團體有歷史

性，是隨時間而演進形成的；（2）實踐團體是以增加成員的事業價值

所凝聚而成，雖有「事」要做，但卻沒有制式的工作事項；（3）凡事

都與「學習」有關，會隨時間而發展出習慣、文化，發展出一種應付

他們共通世界的方法（Stewart，宋偉航譯，1998：165-166）。 

Stewart（宋偉航譯，1998：167）認為實踐團體可以形成組織的

人力資本，並且可以傳遞知識與創新知識。所以組織應該鼓勵組織成

員形成這樣的團體，視實踐團體為組織的資產，並想辦法加以保存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82）。 

2. 組織成員間「正式的」工作關係 

（1）

（2）

                        

 派專員至研究單位學習或是工作輪調：對於無法言傳、定義

模糊的知識，特別難從開發者轉移到組織的其他部分，所以

可以調派專員到研究單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吸收並協

助新知識的開發，再將成果應用到新的任務上；在日本常見

的作法是工作輪調（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

158-159）。 

 正式的良師輔導計畫：Verkasalo & Lappalainen（1998）

認為知識移轉是一個「教」與「學」的過程，是由知識提供

者教導知識接收者如何將新的資訊與現存的知識基礎加以

連結。因此，組織若致力於轉移無法言傳的知識，往往會設

立正式的良師輔導計畫，以期有經驗的資深員工，能將自己

工作項目中的知識，傳承給年輕的員工（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167）。良師傳授是一種基於「利

 
22 實踐團體（community of practice）或譯成實踐社群、實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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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義」的知識移轉（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

74），而利他主義正是非營利組織的文化之一。 

（3）

（4）

 成立任務小組：Nonaka & Takeuchi以松下電器製造的第一

台家用麵包機為例，說明了任務小組在整個知識創造過程的

重要性。家用麵包機過程中松下電器組織了來自不同的部門

的十一人任務小組，任務小組經歷了三次知識創造的循環才

將知識普及。事實證明，知識創造出來的知識不僅僅在小組

成員之間傳播，也擴展到小組之外；並且改變了過去產品創

新需由內部競爭所發展出來的現象，取而代之的是產品創新

應藉由彼此合作所產生（楊子江等譯，1997：123-146）。 

 成立策略社群：策略社群（strategic community）與前述

之實踐團體不同。策略社群是組織為達成特定策略目標而設

立，成員來自不同部門與不同的專長領域，組織容許社群享

有極大的自主權，使社群可以是一個大家都能開誠布公，共

同學習的環境。策略社群之所以可以成為創造知識、分享知

識、散播知識的重要團體，主要是包含了三大關鍵，即成員

彼此密切的相互接觸（mutual engagement）、共享溝通模式

（shared communication repertoire）以及培養休戚與共

（joint enterprise）的認同感（Storck & Hill，林佳蓉

譯，2001）。 

（三）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知識分享的場所與時間 

不論我們是否去做知識的移轉，事實上知識會在組織中移轉。我

們每天都可以看到的知識移轉，是組織生活的一部分；但這樣的移轉

是區域性，而且片段的。Davenport & Prusak認為自發的、無結構

性的知識的移轉，對公司的成功極為重要。組織要能夠有效的移轉知

識，就是雇用聰明的人，並讓他們彼此交談，所以知識移轉的重點都

在於如何找到有效的策略，鼓勵組織內的成員彼此交談與傾聽（胡瑋

珊譯，1999：156-157）。 

透過非以言傳的學習獲得知識便產生了經驗，這種知識包含了普

通常識與個人知識，是長年累月與熟人、朋友、同事等互動而累積下

來的，而且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知識（Simmonds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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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組織成員一些「非結構化」知識分享的場所與時間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159-161）認為當企業

面臨掙扎的處境時，員工會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討論並分享應該如

何解決問題的點子。在現今以知識主導的經濟體中，這種透過個人談

話來移轉知識的作法已日益重要，所以「談話」已成為重要的工作型

態，這是知識員工發覺自己所知並與同事分享的方法，也是組織創造

新知的過程之一。所以組織應提供一些非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場所，並

且鼓勵組織成員可以自由運用時間進行成員之間的非正式知識流通。 

至於什麼樣的場所才適合非結構化的知識分享？一般而言，組織

成員會自動聚集的地方就適合成為非結構化知識分享的場所，如茶水

間或是自助餐廳等。在日本，許多公司設立「談話室」，在談話室中，

沒有任何正式的會議或是關於組織的討論，主要是鼓勵這種無法預測

的、有創意的融合與交流，這樣的場所也可成為非結構化知識分享的

場所。其實這種非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場所在組織中比比皆是，例如與

工作無關的社團活動、假日時跨部門的郊遊活動等，這些都可以讓平

時上班時碰不到面的員工，有機會進行知識分享。 

雖然在這些場所並不一定能夠可以找到某些特殊或急迫需要的

資訊，但是這些未經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卻具有開啟尋寶大門的優

勢。透過這樣隨機性的談話機會，能夠激盪新想法，並且可使能夠解

決老問題的組織成員自發性的同聚一堂進行知識分享，這一點是有專

人指導的討論所無法做到的。 

2. 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結構化」知識分享的場所與時間 

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大都有特定的目的，Davenport & Prusak（胡

瑋珊譯，1999：93、164-165、218）提出一些可行的方式： 

（1）

（2）

 圖書館及或電腦化的資料庫：在現代組織中，成員常會透過

組織內部的圖書館及電腦化的資料庫來進行知識的移轉。組

織成員將與工作相關的知識以書面或其他形式儲存在圖書

館及電腦化的資料庫中，間接地與其他成員進行知識的分

享。 

 知識展覽會：是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場合，但仍有些自發的性

質，參加者藉由自由交談，建立起新的關係和發掘新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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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這些知識展覽會之所以有用，部分是因為這種場所比

較不具組織，也沒有固定的流程，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到處

走動、交際並有充足的時間談話。 

（3）

（1）

（2）

（3）

（4）

（5）

 開放的論壇：現場論壇以及電子論壇，是其他型態的知識市

集。人們在論壇中集合起來，對共同有興趣的議題展開討

論。雖然論壇通常比知識展覽會更結構化，但在成功的論壇

中，參與者依然有充份的時間或空間，可以私下進行討論。 

（四）建立組織成員的共同知識 

1. 共同知識內涵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168-173）認為不論那

一種知識移轉計畫，參與者的共同語言是其成功的重要關鍵。共同語

言對知識轉移至為重要，若缺乏這項要素，人們無法彼此了解，也不

會互相信任。這裡所謂的語言不單只是指著說話的語言，它還包括了

教育、訓練、專業知識、經驗等。Grant（1996）認為知識移轉難易

會受組織成員的「共同知識」多寡及層次高低所影響，組織成員共同

知識愈多、層次愈高，則知識移轉就愈容易。所謂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即組織成員間知識的交集（intersection），共同知識

的形式可分為下五種層次（引自辜輝趁，2001：138）： 

 共同語言：是順利溝通的必要條件。 

 共同符號：除了透過語言外，成員還可透過共同符號（如電

腦程式、數學公式等）來溝通。 

 專門知識共通性：不同專門知識間必須有一些共通基礎知

識，否則知識擴散便很難發生。 

 共享的意識：當內隱知識或非結構化知識轉化為外顯知識

時，往往會有一些漏失，此時如果成員都有知識共享認知，

使可彌補此一缺憾。 

 認識個別知識領域：有效知識散播需要每位員工主動去了解

其他人的知識技能，如此將可增加知識散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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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組織成員共同知識的方法 

（1）

（2）

（3）

（4）

 語言與符號（symbol）：組織可以運用語言與符號來建立組

織成員的共同知識。許多組織運用一些格言、標語、譬喻或

是其它語詞來對組織成員表達某種特定的意義。符號可以用

許多方式的呈現，除了上述一些電腦程式或數學公式、格言

和標語之外，也可以是組織內的人為事物，使組織成員集中

注意力在特定的事物之上。如在Sequint Computer System，

所有的員工都會幫助帶有紅色徽章的人，因為大家都知道這

個紅色徽章代表著工作進度中重要的計畫（Daft，1998）。 

 面對面的會議：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經理所獲得的資訊與知

識中，有三分之二是從面對面的會議或電話討論而來；在日

本企業中，經理人與員工偏好親自面對面舉行會議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43）。不論是組

織各部門內的會議或是組織內跨部門的會議，面對面的會議

都有助於建立組織成員的共同知識。 

 教育訓練：舉辦教育訓練是建立組織成員共同知識最常見的

方法，教育訓練的內容多半為組織內成員所必須共同具備的

基礎知識，或是不同部門所需的專門知識。 

 發行對內、外文宣與刊物：一般的組織都會發行對內或對外

的文宣、刊物（或利用網際網路設立網站、發行電子報），

藉以宣揚組織的理念、價值、文化和使命，介紹組織的歷史、

活動和相關的資訊等。由於文宣、刊物或網站的內容，多半

會以組織的角度著眼，將必要的訊息傳遞出去，為的是對外

尋求認同，對內凝聚共識。 

（五）建立組織的知識仲介 

組織中的知識仲介，將買賣雙方結合起來，為知識的需求與供給

搭上線（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67）。知識仲介可

以是組織裡的某些人（Davenport & Prusak亦稱為「守門人」及「拓

展領域者」），如圖書館管理員、資深人員、中階主管⋯等；知識仲介

也可以是以知識分布圖來呈現知識的來源。不論採取何種方式，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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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知識仲介就是組織知識市集買、賣雙方的知識介紹人，促成買、

賣雙方的知識交易。 

1. 組織中的知識仲介者 

（1）

（2）

（3）

 圖書館管理員：規模比較大的組織，或許會設立圖書館，將

組織需要的書籍、文件、資料、員工的著作收集起來，以方

便組織成員查閱和借閱。擔任管理這些資料的人就是圖書館

管理員，由於他們可以從組織整體的角度來收集、管理資

料，所以會有對組織整體的了解，也會知道組織中某些人具

備某種專業知識或能力。因此可以指引欠缺某些專長或急需

某種知識的人，很快找到他們所需要的人或資料。或許有些

組織並未設有圖書館，自然也就沒有圖書館管理員的編制，

但這樣的角色會被組織中資深的人員所取代，因為他們在組

織服務的時間比較久，對組織中的人、事、物很熟悉，所以

也會發揮知識指引和仲介的角色與功能。 

 組織對內外文宣、刊物（或設立組織的網站）的編輯：一般

的組織都會發行對內或對外的文宣、刊物、網站，藉以介紹

組織、宣傳組織的文化、傳遞相關的資訊。由於負責這些文

宣、刊物或網站的編輯，因為工作的需要，會以組織整體的

角度來收集、管理、傳遞相關的資訊，所以對組織會有整體

的了解，因此也可會擔任知識指引和仲介的角色與功能。 

 中階主管：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等譯，1997：211-212）

認為組織裡的中階主管非常重要，他們是高層主管理想世界

以及第一線人員現實世界間的橋樑。他們促進內隱知識與外

顯知識的轉換，並在將內隱知識和觀點轉換成外顯觀點時留

下最深刻的痕跡。他們綜合第一線員工和高階主管的內隱知

識，並加以外化，融入新的科技、產品或系統當中。由此可

知，組織裡的中階主管可以結合高層主管與第一線員工，成

功地扮演知識仲介的角色。 

2. 製作知識分布圖 

找出知識來源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我們不知道所需的知識身在

何處，就無法對它採取任何行動，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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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製作知識來源的分布圖是一可行的方法（Davenport & Prusak，

胡瑋珊譯，1999：128）。知識分布圖所顯示的知識來源，可能是部門

名稱、小組名稱、專家名字、相關人士的名字、文件名稱、參考書目、

事件代號、專利號碼或知識庫索引等，但卻不包含知識的內容本身，

它是指南和嚮導，用以節省員工追蹤知識來源的時間。有了良好的知

識地圖，無論所需要的知識多麼冷僻，只要有個開頭，就可以透過層

層的指引一路追蹤下去，找到知識的源頭。這樣的雪球效應，使員工

在需要知識的時候，不曾因為太費時間而將就於便利但不完善的知識

（尤克強，2001）。 

（六）建立組織知識分享文化的領導者 

領導者的地位相當重要，不但是組織使命的實踐者，也是組織文

化的塑造者與維護者。 

1. 知識取得與移轉的角色 

人們評斷所獲取的知識與資訊，絕大部分是要看提供者是誰，亦

即提供者個人的聲譽會成為我們判斷這些資訊價值的指標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173）。一般而言，組織前

期知識的取得亦會影響它未來知識取得及搜尋的方式，通常組織知識

取得的方式會深受組織創始人影響（Gilber & Gordey-Hayes，1996）。 

以非營利組織為例，創辦人除了在籌措創會資源上有決定性貢獻

外，通常是創會理念身體力行的倡導者。因此，能夠帶動風潮吸引社

會大眾之非營利組織，其領導人或創辦人多半其有特別的風采、經

歷、與常人少有的意志與價值理念，或可稱之魅力（西方稱之

charisma，也可譯為神賦或恩賜）。領導人的魅力促成了精神領袖與

理念的化身，對外產生號召力與對內產生統御力（黃秉德，1998：

169）。由此可知，非營利組織領導者位居重要的影響地位，也就成了

組織內成員學習的對象，自然扮演起知識移轉者的角色，將組織的知

識移轉給組織內的成員。由於組織領導者通常是創會理念身體力行的

倡導者，所傳遞的知識多半是組織的價值、理念、文化與使命。 

傳遞組織的價值、理念、文化與使命的方式很多，其中一項是「說

故事」。故事是根據一些流傳在組織成員之間的真實事件，或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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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組織的英雄事蹟、傳奇故事等，可以用來告訴新進成員一些有關組

織的事，並且使組織原本的價值得以存續，建立所有成員的共同意識

（Daft，1998）。故事是人類最好的學習方式，是教導及學習複雜事

物的最好方法，可以傳達其中的意義，並掌握大部分的精華，所以好

的故事最能傳述有價值的知識（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

1999：146-147）。領導人可以在各種場合中，如全體成員集合的大會、

各部門的例會、組織內刊物或組織內部網站，以說故事的方式，將組

織的價值、文化傳遞出去。 

2. 促進知識分享文化的角色 

組織文化的形成，通常是根據以往的作法，以及這作法所獲致的

成功程度。組織文化會以三種方式形成：（1）創辦人只雇用及留住那

些想法和作法與其相同的人。（2）教導並同化員工的想法和作法。（3）

創辦人以身教來鼓勵員工認同他們，並進一步將自己的信念、價值觀

內化於員工心中。組織文化一旦建立後，組織就會採用一些實務方

式，來維護這個文化，而組織高階主管的言行，即成為員工言行的規

範（Robbins，李青芬等譯，2002：562、563、568）。所以，組織文

化與創辦人和高階主管有著密切的關連。 

知識管理專案需要高層主管的支持（Davenport & Prusak，1998：

146-147；O’Dell & Grayson，1998），高層主管的支持包括：（1）散

發出訊息，讓大家了解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是組織成功的關鍵；（2）

清除知識管理的障礙，並撥款資助知識管理計畫所需的架構；（3）明

確闡釋那種知識對組織最為重要。 

本研究整理出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及其內容，如表4-4-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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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的內涵 

構  面 內  容 表現在體制上（外觀、明文）的活動

讓個人進步 

發揚利他主義的精神 

獎勵應該以互惠為主，而不是只以個人報酬

為主 

個人動機 知識分享的報酬制度

建立智者的地位 

組織成員間的非正式工作關係，如實踐團體建立組織成員間的工

作關係 組織成員間的正式工作關係：派專員至研究

單位學習、工作輪調、正式的良師輔導計畫、

任務小組、策略社群。 

提供組織成員一些非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場所

與時間：如茶水間、自助餐廳、談話室的談

話、與工作無關的社團活動、假日時跨部門

的郊遊活動等。 

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知

識分享的場所與時間

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場所與

時間：圖書館及或電腦化的資料庫、知識展

覽會、開放的論壇（現場論壇和電子論壇）。

語言與符號 

面對面的會議 

教育訓練 

建立組織成員的共同

知識 

發行對內或對外文宣、刊物、網站 

組織中的知識仲介者：圖書館管理員、對內

外文宣、刊物、網站的編輯、資深人員、中

階主管。 

人際信任 

建立組織的知識仲介

製作知識分布圖 

知識取得與移轉的角色 組織文化 建立組織知識分享文

化的領導者 促進知識分享文化的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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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知識分享 

本研究結合「公共性」與「知識市場」的觀點，認為非營利組織

若能將組織知識市場視為一公共領域，也就是提升組織知識市場的

「公共性」，不但可以促使組織成員藉由正式與非正式的網絡關係來

接觸外，並能鼓勵成員積極參與組織的決策和運作，透過討論、學習

與對話，進而促進知識的交易。除此之外，也有助於成員產生組織的

公益行為，亦即是利他的行為，此時知識分享便可發生。如此一來，

將可以改善知識市場的無效率，促使知識市場的形成。在此同時，非

營利組織藉由有效的知識市場運作來進行知識分享時，同時也就維持

了組織的「公共性」。 

一、知識分享的整合模式 

本研究綜合前述有關公共性、知識分享模式及知識分享機制的討

論，提出知識分享的整合模式，如圖4-5-1所示。 

圖 4-5-1 知識分享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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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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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促成組織的知識分享 

（一）公共性與個人動機 

1. 公共性激發利他的精神，促進知識交易的動機 

公共性意味一種光明磊落、值得大眾信任的涵義（顧忠華，2000：

169）。由於非營利組織常能吸引成員志願參加，這部分可由志願主義

中得知。志願主義是指由個人或團體，依其自由意願與興趣，本著協

助他人、改善社會的意旨，而不求私人財利與報酬的一種社會理念與

行動。亦即是，人們願意奉獻時間和服務來反應已知的個人與社會的

需求（Ilsley，1990；引自傅麗英，2000：345）。 

2. 公共性強化人們參與服務的動機，增進知識交易的行為 

非營利組織以理想、信念、使命，編織出讓個人能夠覺得行動「有

意義」的情境，這些動機並不僅僅來自「利他」，而是提供一個機會，

參與者在過程和結果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成長經驗或成就感（顧忠華，

2000：161）。因此，公共性強化了大家參與服務的動機，因著這樣強

烈的動機，自然可以促動非營利組織知識市場的交易行為。 

（二）公共性與人際互動 

1. 「參與度」可以增強知識市場訊號的效能 

由以上可知，為解決惡性選擇的問題，最常見的辦法，就是擁有資訊

較少的一方會利用一些可觀察的指標，來推測藏匿的特性，這種可觀察的

指標稱之為「信號（signal）23」（張清溪等，2000：348-349）。知識市場

訊號告訴我們，組織中知識存在何處，以及可以如何取到的指標。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78-81）認為知識市場具有正式

與非正式的訊號，非正式的訊號通常較正式的訊號更能夠準確地指引那裡

可以買到知識，但通常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1）

                        

 正式的訊號：最常見的正式的訊號包括職稱、職位和學歷，

 
23 例如雇主會參考求職者的學歷、經驗、推薦函、口試成績等來推測求職者的工作能力（張清溪

等，200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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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能夠告訴我們誰具有（或應該具有）所需要的寶貴知

識。 

（2）

                        

 非正式的訊號：組織內買方、賣方、仲介者所形成的非正

式網絡，推動組織中知識的流動，雖不完備，但可能是最

好的知識市場指標。在這些網絡中，存在相當多的知識市

場，成員彼此詢問誰知道什麼、誰曾提供過可靠且有用的

知識。經過不斷的探尋，進而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非正式網絡的運作是透過親自的接觸與口耳相傳，因此可以產生

知識交流的關鍵元素—信任，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組織知識市場

中是相當重要的。 

2. 「公開度、參與度、非私有性」可增進組織成員的接觸與信

任關係 

由於非營利組織不能被「公器私用」，它的「非私有性」即構成

「公共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如果組織需要的知識把持在某人或某個

小團體手中，就會產生「知識的壟斷」，知識壟斷對組織最大的傷害，

是組織將失去激發創新知識所需要的互動與衝擊（智慧的火花），由

於人們無法進入彼此的領域、互相提出批評建議以及新的點子，知識

就無法創新，傷害了組織的成長及競爭力（Davenport & Prusak，胡

瑋珊譯，1999：87-88；尤克強，2001：53）。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88）認為Nonaka & Takeuchi

「重複（redundancy）」的觀點是解決知識壟斷的方法，「重複
24
」就

是資訊共享的部分，藉此人們得以進入彼此的領域，互相提出建議和

新的看法。這「重複」的觀點與「公共性」的公開度、參與度與非私

有性有著相似的概念。 

雖然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75、85）認為知

識市場的運作基石在於信任，人們通常信任自己認識的人。也因此提

升知識市場運作效率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是「信任」，若缺乏信任，

沒有一個知識市場能夠有效的運作。然而如何促進成員間的信任關

 
24 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等譯，1997：20）認為建立一個「重複的組織」在知識創造過程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重複」的重要性在於鼓勵頻繁的會談與溝通，可以在員工之間建立

起「相同的認知背景」，從而幫助內隱知識的轉換。並且由於組織成員分享交互重疊的知識，他

們因而能夠相互了解對方，也可將外顯知識廣為散播，使成員能將這些知識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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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76）認為信任與成員間

親自接觸息息相關。但僅僅是親自接觸就可以產生信任的關係嗎？其

中仍應視組織的開放程度，是否具備容許成員參與組織的決策與運

作，換言之，成員參與組織的決策與運作愈高，彼此間的信任關係愈

高。 

3. 組織成員間的信任可以增強成員從事組織公民行為的意願 

當組織成員之間具有信任基礎時，有關「先付出—後報償」的行

為或決策就有可能產生。就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而言，信任的基礎正

是催化此一行為的主因之一。Yukl（1989）認為當成員對組織或管理

者充滿信任感的時候，除了工作本份內的事外，亦可能會主動肩負一

些額外的工作與責任。由於組織公民行為所強調的是非基於即時性的

獎賞或懲罰，因此唯有在信任的基礎下，成員相信在付出努力之後，

組織或管理者會有對等的回饋，從而提高了組織成員從事組織公民行

為的意願（Deluga，1994）（引自林鉦棽，1996：397）。 

（三）公共性與組織文化：公共性可以降低組織知識交易的

成本與不確定性，並保障安全的交易和獲得最大的效

益 

風險是指確知某些特定狀況之下，發生最終結果的不穩定性（謝

劍平，2002：9）。不確定性（uncertainty）與風險不同，風險是可

以投保的，因它含有一種已知的發生機率，而不確定性是一種無法衡

量的未知狀況（張清溪等，2000：271）。「不確定性」比「風險」所

擁有的資訊更少，甚至連發生的機率都不知道（林祖嘉，2002b：111）。

Davenport & Prusak認為大多數的組織之知識市場缺乏效率（胡瑋

珊譯，1999：83），因此會導致成本與不確定性的問題： 

1. 成本包括：（1）正確的知識賣方難尋，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去

購買。（2）知識散布他處，就算知道他的所在位置，也很難

聯絡得上。（3）知識壟斷使得知識的價格過高等等。 

2. 不確定性包括：（1）買方不知道產品品質，在購買知識之前，

無法對知識的品質加以評估。（2）賣方不知道知識的價值和

最終獲取報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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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強調公開、透明與參與的組織文化，才可能因「資訊公開」

來降低知識市場的資訊不對稱，使得知識市場中的知識得以自由流

通，達到知識的利用。另外，透過參與度可以增加組織知識市場買賣

雙方的接觸和互動，除增進彼此的信任之外，並可促進知識市場中所

有參與者間的知識交易，獲得知識創新的價值。如此增加買賣雙方的

互動，使得知識的搜尋變得容易，對組織整體而言，除了降低組織內

知識交易的阻礙，減少搜尋知識的成本，並且降低知識品質和最終獲

取報酬的不確定性。除了可獲得安全交易的保障，並可以最低的成本

產生最大的效益。 

三、非營利組織的知識分享活動可強化組織的公共性 

就上述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及其內容中，可以了解組織若能

有效運用表現在體制（外觀或明文規定）上的知識分享活動，即可促

成組織成員的知識分享。另一方面來看，當我們觀察一個組織是否有

效進行知識分享時，亦可由該組織表現在體制上的活動來了解其組織

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程度。雖然知識分享的重點不在活動的本身，但

是組織卻可以透過上述的活動來提升組織的「公共性」，使知識分享

的效果更為顯著。 

既然上述知識分享機制係本研究以「公共性」為核心所建構，換

言之，組織的「公共性」已蘊藏在各個知識分享活動之中，一旦組織

能夠藉由上述知識分享機制的活動來進行知識分享時，同時也就強化

了組織的「公共性」。這樣看來，知識分享機制的各種活動是顯而易

見的，是可以觀察到的，是「公共性」的表現；而「公共性」卻是隱

含在知識分享之中，是知識分享的內涵。 

知識分享與公共性的關係如圖4-5-2與圖4-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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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知識分享與公共性的關係圖（一） 

 

知識分享可強化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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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可促成知識分享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5-3 知識分享與公共性的關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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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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