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為探討非營利組織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意願的相關議題，將

分別以「公共性」與「知識分享」為兩大主軸來進行。因此，本章第

一、二節將回顧非營利組織的內涵與本質，也就是探討非營利組織公

共性的相關文獻。接著在第三、四節探討知識、知識管理及知識分享

的相關理論。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的形成原因、分類與內涵 

一、非營利組織的由來與演進 

廣義地從歷史上來看非營利組織，它比營利組織要來的更早、更

廣、普遍性更強，它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很可能要比營利組織來的

大，如各種宗教、家族、政治、教育等。以人類生活裡大部分的活動，

在早期是歸類到非營利組織的類型裡，被呈現出來或加以滿足。現代

社會中，不管組織的形式為何，都是為特定目的而結社，一群人組織

起來就是要完成一個特定目的，這跟大部分傳統的組織很不一樣，傳

統社會有很多是血緣組織，因為某一種天賦的身份而連在一起，不完

全是有意識或有目的而去成立組織。所謂非營利組織，也是基於一個

特別的目的，而且結合一批人或是資源來形成這樣的組織（顧忠華，

1997：21）。 

以美國為例，Nelson Rosenbau（引自Kotler & Andreasen，張

在山譯，1991：10-11）認為非營利組織的演進從美國獨立戰爭以後

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 民眾互助模式：從清教徒時期直到本世紀初期，凡是政府不

提供的服務或民眾個人也做不到的事，都由鄰居之間互相照

顧。在此期間，民眾自組救火隊，農民幫助鄰居建造穀倉等。 

（二） 慈善贊助模式：美國繁榮以後，工業革命將財富集中到少數

家族手中，不論這些家族從事慈善贊助動機的動機為何，這

種模式在本世紀初對於美國教育文化事業的幫助，確是功不

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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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民權利的模式：經濟大恐慌來臨，美國政府出錢成立社會

機構，推行各種社會工作計畫。許多社會工作團體認為他們

有權要求政府至少支持部分資金，因為他們的工作是為了整

個社會利益。使得非營利事業在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轉變為

人民權利的模式。 

（四） 競爭與市場階段：前三個階段非營利事業的支助是靠（1）私

人互助，（2）富人慷慨解囊，（3）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

府的資助。今天的非營利事業已確認他們再也不能依靠這種

傳統的資助，而必須自謀出路。因此更重視自身健全的管理、

專業化，全力謀求本身收入的自給自足。 

如今，在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已快速與蓬勃的發展1。非營利組織

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雇主（Drucker，傅振焜譯，1994：180）。美國非

營利組織的出現，突破長久以來由公共和企業部門包攬提供服務和產

品的觀念（陳金貴，1996）。而「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 NPO）這個名詞源至於美國的「國家稅收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簡稱 IRC），意指符合該法法條 501(C)

為公共利益工作而給予免稅鼓勵的團體，包括宗教、慈善、教育等組

織（Hodgkinson，1989；引自馮燕，1993）。 

二、非營利組織形成的理論 

有關非營利組織形成的理論很多，有的從歷史學的觀點來解釋、

有的從政治學的觀點來解釋、也有的從社會學或經濟學的觀點來解

釋，如表2-1-1所示。然而，許多學者都偏好從經濟政治學的觀點，

來解釋非營利部門的形成，最主要的包括市場失靈論（market 

failure）、政府失靈論（government failure或 political 

constraint）及第三者政府論（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馮

燕，2000）。 

                         
1 2001年，在美國共有44%的美國人參與義務工作；全美國共有約120萬個非營利組織，這些非

營利組織一共提供了約1,100萬個工作機會（鄭至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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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列舉非營利組織形成的理論 

理        論 內                    容 

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論 

認為非營利組織的興起原因，來自於它們對政府不能或不

願意提供的「公共財」，可以替代其生產。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論 

當市場機制不能完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或偏好時，就會有

非營利組織的產生，因非營利組織具有「不分配盈餘」的

特性，使得民眾信任他們能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 

第三者政府（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論 

由民間非政府組織執行政府目標，對公共基金的支出其有

實質上的裁量權，代為政府執行公權力。 

消費者控制論 某些非營利組織的形成，不是因應契約失效而產生，而是

為了讓消費者可以直接控制他們所購買的財貨與服務，例

如互益型的非營利組織即是此類。 

供給面（supply-side）

理論 

認為非營利組織可滿足那些必要但又不被充分供給的需

求，通常宗教家、教育家或其他社會企業家會創造出這些

供給。 

信任（trust）理論 認為非營利組織因具有「盈餘不分配予私人」的特質，在

某些契約失靈、資訊不對稱和市場信用不佳的情況下，消

費者會較信任非營利組織。 

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理論 

傳統的福利理論常將非營利組織視作是前現代社會中，處

理社會問題的機制，現代福利國家和非營利組織因此有著

消長關係。 

互賴理論

（interdependence 

theory） 

此理論強調現代社會的各種需求極為複雜多變，在公共服

務的輸送上，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各有其優缺點，因此具有

互補與合作的關係，非營利組織並將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公

共服務部門，與政府共同分擔服務責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馮燕（2000）；官有垣、王仕圖（2000）；顧忠華（2000：

177-178）。 

三、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Oster（孫碧霞等譯，2001：4）認為非營利組織的定義是依循著

營利組織而來的。當我們思考非營利組織時，通常會想到一些其所擁

有的特質。藉由這些特質來界定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問題，並且區辨其

與營利組織間的不同。 

當我們提到非營利組織時，實際上涵蓋了：鄰里組織

（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社 區 組 織 （ community 

organization）、公益團體、私人志願組織（private vo1u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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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慈善組織（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獨立

部門（independent sector）、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基金

會 （ foundation）、 非 政 府 （ nongovernmental） 及 非 商 業

（noncommercial）的組織（Hodgkinson et al., eds., 1989：4-5；

陳金貴，1994），由此可知非營利組織涵蓋的範圍相當大。這些組織

彼此之間有一些共同之處，重點並不在於它們跟商業機構大異其趣，

做的都是不牟利的活動，也不在於其為非政府機構；而是它們所成就

的一番事業。它們的產品既不是商品，也非法規，而是脫胎換骨的個

人（Drucker，余佩珊譯，1994：4-5）。 

過去已經有許多學者為非營利組織定義，其中最常被大家引用及

認同的是Wolf（1990）和Salamon（1992）對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一）Wolf（1990） 

一般文獻中最常引用 Wolf給非營利組織一個描述性的定義，

Wolf（1990：6）主張非營利組織： 

1. 必須具備公共服務的使命。 

2. 必須為一非營利或慈善的組織。 

3. 治理結構必須排除私人利益或財務之獲得。 

4. 享有免除政府稅收的優待。 

5. 享有法律上的特別地位，捐助者或贊助者的捐贈得以免稅。 

（二）Salamon（1992） 

Salamon認為基本上非營利組織有許多相同的特徵，可歸納如下

（1992：6-7；1999:10-11；陳金貴，1994：31-32；1996：105；官

有垣，2000：8）： 

1. 正式的組織（organization）：它必須有某種程度的制度化，

臨時和非正式的民眾集合並不考量為非營利組織，即使這種

集合對民眾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非營利組織要能得到國家

法律的合法承認，有了法人團體的資格，才能為團體的託付

訂定契約和保管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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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間的（private）組織：它必須與政府組織有所區隔，既不

是政府的部分，也不由政府官員充任的董事會所管理，但這

不意味非營利組織不能接受政府明顯的支持，或是政府官員

不能成為董事，最主要的關鍵在於非營利組織在基本的結構

上必須是民間組織。 

3. 非利益分配（non-profit-distributing）：非營利組織不是

專為本身組織產生利潤，它可以在特定的時間中聚集利潤，

但是要將其使用在機構的基本任務上，而不是分配給組織內

的財源提供者，這是非營利組織與私人企業的最大不同處。 

4. 自主治理（se1f-governing）：非營利組織能自行監控本身的

活動，它有內部的治理程序，不受外在團體的控制。 

5. 志願服務（volunt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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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共利益的屬性（of public benef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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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非營利組織可定義為「具有正式結構的民間組織，它是由

許多志願人士所組成的自我管理團體，其組織的目的是為公共利益服

務，而非為自己的成員謀利。」本研究亦採用以上對非營利組織之定

義，又由於定義中強調「民間組織」，所以本研究所定義的非營利組

織將排除政府所設立和掌控之法人組織。 

四、政府、企業及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差異 

學者江明修、陳定銘（2000）認為公部門（政府）、私部門（企

業）及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構成國家與社會共同結構和公共行動

的基礎。但是公部門、私部門及非營利組織三者之間亦有許多差異的

地方（見表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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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公部門、私部門及非營利組織之比較 

 公部門（政府） 私部門（企業） 非營利組織 

財源 稅收 
顧客與團體所支付

的費用 

捐款、獎勵的報

酬、補助金 

決策機制 依法行政 
所有者或管理者決

定 

領導群（董事會）

決定 

決策權威的來源 立法機關 所有者或董事會 
依組織章程所成立

的董事會 

向誰負責 選民 所有者（老闆） 擁護者 

服務範圍 廣博的 只限於付費者 有限的 

行政架構 大型的官僚結構 
官僚結構或其他特

許的運作層級 

小型（彈性）的官

僚結構 

行政的服務模式 一致的 變化的 變化的 

組織和方案規模 大 小至中 小 

資料來源：Kramer (1987；引自江明修、陳定銘，2000：217) 

五、非營利組織的分類 

（一）學術上的分類 

雖然非營利組織存在美國已有很長的時間，它伴隨著美國的歷史

成長，它是美國民主理念的最大象徵，可是在學術的研究上，卻發展

的很遲，一直到1970年代才受到注意。1980年代在美國雷根總統的

重視之下，快速發展，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門題目，到了 1990年代，

各種專書、期刊、研討會的出現，各大學廣設課程、學程及研究中心，

使得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成為獨立的學門（陳金貴，1996）。 

由於非營利組織的多樣化，所以為非營利組織分類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很多學者認為只把事業簡單的二分為營利事業及非營利事業並

無益處。Smith & Rosenbaum建議以資金來源為分類的基礎，可能比

較理想。機構資金來源可分為（1）自營利潤；（2）政府收入（稅、

補助、公債等）；（3）志願樂捐。而Lovelock & Weinberg建議一個

二元矩陣的分類法，即根據前述Smith & Rosenbaum的建議按資金來

源，同時按該機構被政府控制的程度兩個因素來劃分。Hansmann則

強調另一種形式的劃分辦法，他將非營利組織按照兩組特質予以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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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一組特質是該非營利事業是靠捐贈呢，還是靠自營利潤支持。

亦即該機構獲得收入是由捐贈而來呢？還是由使用者負擔。第二組特

質是該機構是共同性的呢？還是企業性的呢？如屬前者，則為使用者

所控制，如屬後者，則為專業經理人所控制。此種分法已廣為採用（引

自Kotler & Andreasen，張在山譯，1991：17-18），說明如下： 

1. 以財源籌措和組織控制方式來分類： 

學者江明修、梅高文等認為在諸多學者的分析中，以 Henry 

Hansmann（1980：840-842）比較有系統（引自江明修、梅高文，1999：

7；謝儒賢，1999:73）。他將「財源籌措方式」當成縱軸，分為捐贈

型（donative）和商業型（commercial）兩種類別；又將「組織控制

方式」列為橫軸，分成互助型（mutual）和創業型（entrepreneurial）

兩種模式；然後可以分為下列四種類型，如表2-1-3所示。 

表 2-1-3 非營利組織的分類 

控制權  

財  源 
互助型 創業型 

捐贈型 

I 

捐贈互助型 

（共同使命） 

IV 

捐贈創業型 

（社會救助機構） 

商業型 

II 

商業互助型 

（鄉村俱樂部） 

III 

商業創業型 

（療養院） 

資料來源：H. Hansmann (1980；引自江明修、梅高文，1999：7) 

（1）

（2）

（3）

（4）

 捐贈型：機構的財源主要來自於社會大眾的捐贈或政府補

助，即機構的贊助者為捐贈者。 

 商業型：機構的所得主要是來自於其貨物或服務的銷售，

即機構的贊助者為消費者。 

 互助型：由機構的贊助者控制非營利組織，贊助者有權利

選舉與組成董事會，機構最終的控制權屬於其贊助者，亦

即各種以會員為基礎的非營利組織。 

 創業型：非營利組織的運作免於受贊助者正式的控制與監

督，通常由一永久董事會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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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歸類法並不具絕對性，常有非營利組織同時具備兩種屬性，

形成具有共界面（intersection）的混合形式；Hansmann（1987）將

此種混合形式的非營利組織分成：捐贈互助型、捐贈創業型、商業互

助型、商業創業型四種。不同的學者對「非營利組織」的界定均各不

同，但是一般而言，大多比較肯定表2-1-3中具有較強烈「公共」性

質的I和IV兩種類型。但Kotler & Andreasen（張在山譯，1991：

18）認為上述分類也有缺點，他們忽視了一點，非營利組織之中含有

各種部門經辦各種不同的業務，理應將不同的部門也列入不同的類

別。 

2. 以服務對象和成立目的為基礎來分類： 

Douglas（1987）以服務對象與成立目的為基礎，將非營利組織

分為公益性（pub1ic interest）、互益性（mutual benefit）、政治

性（political）三種類別（引自謝儒賢，1999:72）。 

（1）

（2）

（3）

（1） 

（2） 

（3） 

 公益性：係指私人基金會，提供具有公益目的之勞務，主

要是由傳統的慈善事業所構成。 

 互益組織：組織之設立乃以其會員之利益為目的，例如各

種職業團體。 

 政治性組織：在民主社會中，此類組織的組成具有獨特的

政治性目的，常影響公共政策制定之組織。 

3. 依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國 際 分 類 （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簡稱ICNPO） 

Salamon等人提出一套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分類，將非營利組織分

為以下主要的十二類，並可再細分為二十七小類。雖然ICNPO所歸類

出來的十二大類，並非十分完美，但基本上已相當周延，不僅各大類

本身的選擇是慎密的，各個大類間的差異性與聯結性也是有意義的組

合（引自王順民，1999）。 

文化與休閒（文化與藝術、休閒、服務俱樂部等）。 

教育與研究（初級與中等教育、高級教育、其他教育、研

究等）。 

健康維護（醫院與復健、養護之家、心理健康與危機處遇、

其他健康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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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慈善中介組織。 

（9） 國際性活動。 

（10）

（11）

（12）

社會服務（社會服務、急難與救濟、所得維持等）。 

環境保護（環境、動物等）。 

發展與住宅（經濟與社會與社區發展、住宅、職業與訓練

等）。 

法律倡導與政治（公民與倡導組織、法律與司法服務、政

治組織等）。 

 宗教。 

 商業與專業協會。 

 其他方面。 

（二）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分類 

台灣非營利組織不像美國已有很長時間的發展，台灣非營利組織

蓬勃的發展始於台灣戒嚴的解除，而台灣解除戒嚴（1987年）至今

也不過是十多年的時間，因此大部分的非營利組織仍在初始階段。 

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型態很多，實務上多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

地位來呈現，但仍有許多民間社團並未向法院登記為法人，這些團體

稱為非法人團體。早期台灣在動員戡亂時期時，政府為控制人民結

社，以行政命令禁止人民成立「社團法人」，因此當時有一種觀念是，

民間要成立法人就成立「財團法人」，而非成立「社團法人」（陳惠馨，

1997：54）。因此，在台灣解嚴之前，存在一些非營利組織，多登記

成為財團法人，而這些團體大部分是宗教團體及國外非營利組織在台

灣的分支機構，並且與政治無關，或與政治議題保持距離。經過長時

間的演變，一些國外非營利組織在台灣的分支機構也慢慢轉變為本土

的組織，如台灣世界展望會、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等。 

1. 依法源依據分類 

法律的規定是一項重要的分類方法（Kotler & Andreasen，張在

山譯，1991：18）。我國規範非營利組織的法源是民法，在我國的法

律體系中，並沒有「非營利組織」或「基金會」等名詞，非營利組織

的概念見諸於民法裏面對公益法人的規範，而基金會則是一般對財團

法人的代稱（馮燕，2000：76）。陳美伶（1991：8）依民法的法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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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的研究中可得知： 

（1） 

（2） 

                        

「社團法人」係依據「人民團體法」中的「社會團體」；又

因「社會團體『得』登記為法人」，故早期社團多未登記為

「法人」，因此亦不受民法「法人」所規範。至今已有許多

社團為永續經營及對社會責信的緣故，而登記為「社團法

人」，但是其主要依據成立及管理之法源仍為「人民團體

法」。 

「財團法人」之意義為： 

A. 財團法人為公益性質，具有其特定目的。 

B. 財團法人係以捐助財產方式為基礎，並無人的組織，

屬於他律法人，故需有一定之資產。 

C. 財團法人之設立，以提供財產之形式或生前捐助以遺

囑為之均無不可，但均需要捐助行為。 

D. 財團法人以董事會為其執行機關。 

社團法人中的中間社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共為非營

利法人，如圖2-1-1所示。 

圖 2-1-1 法人組織的種類 

公法人（政 府） 

法人                      營利社團法人（如公司，依公司法） 

社團法人  中間社團法人（如：同學會） 

私法人            公益社團法人（如：社會團體） 

財團法人：一律為公益性（如基金會、教堂 

與寺廟、私立學校、私立醫院、 

社會救助設施、政府捐助成立之 

財團
2
、職工福利委員會等） 

非

營

利

法

人

資料來源：陳美伶（1991），「統一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可行性之研究」，

p.9。 

 
2 根據本研究對非營利組織的定義，本研究排除政府所設立與掌控之法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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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政府主管機關區分 

實務上，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多以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呈現；既然

社團法人是以「人」為組成基礎，其主管機關則為主管社會部門之各

級政府，因此中央主管單位（內政部社會司）將社團區分為文化、學

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等團體。而財

團法人是以「財產」為組成的基礎，且向成立之目的事業所屬之主管

機關申報立案，因此財團法人分類係依主管機關之主管業務來區分

（陸宛蘋，1999：32）。 

（1） 

（2） 財團法人組織則在各主管的業務下計有： 

社會團體中包含有：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

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由個人

或團體組成的團體。 

A. 社會福利慈善（社會司、科、局）。 

B. 文化教育（教育部、廳、局）。 

C. 環境保護（環保署）。 

D. 衛生醫療（衛生署）。 

E. 工商發展（經濟部）。 

F. 新聞傳播（新聞局、處）。 

G. 財政金融（財政部）。 

H. 交通觀光（交通部）。 

I. 兩岸事務（陸委會）。 

J. 勞工服務（勞委會）。 

K. 青少年服務（青輔會）。 

L. 外交事務（外交部）。 

M. 農業事務（農委會）。 

N. 退輔事務（退輔會）等。 

雖然，台灣在實務上多以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來分類，但是因為

主管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的各級政府主管機關過多，所賴以遵循的法

令規章不同，且監督標準之寬鬆亦不同，常常令非營利組織產生困

擾。以申請全國性基金會為例，有的基金會原本為的是想從是社會福

利工作，理當向內政部申請登記，但因在內政部與教育部申請登記所

需之基金不同，受限於內政部過高的基金登記規定，遂轉向登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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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的教育部申請成為「文教基金會」，以致於出現政府主管目的事

業的本質與基金會實際從事服務之性質有著明顯的差異。另外，也常

發生機構所從事服務內容認定上的困難，如「性侵害防治」是屬於社

會福利？還是文化教育？還是衛生？還是警政？造成無法合適分類

的情形，而社團法人也有許多類似的情況。因此，最近有許多學者建

議政府簡化或統一非營利組織的督導機關，優點是可由專業人員負

責，節省人力、物力；例如，稅務財務、社會、法律相關人員共同負

責。且可使民眾有明確的申請對象，避免因主管機關相互推諉而喪失

政府公信力（陳美伶，1991；官有垣，1998）。 

六、非營利組織的角色與功能 

依據 Kramer（1987）的分析，從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的特質、目

標和實際功效中，可歸納出以下四種角色功能（引自馮燕，2000：

16-17）： 

（一）開拓與創新的角色功能 

因為其具有組織彈性、功能自發性、民主代表性，非營利組織對

社會大眾需求較為敏銳，常能挾多樣化之人才，發展出應時之策略，

並規劃執行，從實際行動中驗證理想，嘗試找出合宜的工作方針與方

法，引領社會革新。 

（二）改革與倡導的社會功能 

非營利組織往往從社會各層面、角落的參與和實踐中，洞察社會

脈動之核心，並運用服務經驗展開輿論和遊說，具體促成社會態度之

改變，引發政策與法規的制定或修正，擔負整個社會體系與政府組織

的監督與批評。 

（三）價值維護的角色功能 

非營利組織透過實際運作系統以激勵民眾對社會事務的關懷、參

與，提供社會菁英和領袖的培育場所，觸發一般民眾之人格提升與生

活範疇，均有助於民主社會理念及各種正面價值觀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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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提供的角色 

當政府礙於資源與價值優先順序規劃的限制，而無法充分實踐其

保衛福利功能時，非營利組織多種類、多樣化的服務傳輸，恰能彌補

這種差距；相對的也提供人民更廣泛的選擇機會，發揮人權尊重之本

義。 

除了上述四種功能外，還有第五項功能，亦即「擴大社會參與的

角色功能」，因為非營利組織提供了一個鼓勵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便

利管道，不論是服務的提供或意見的表達方式，均有助於民主政治的

發展（許世雨，2000：159）。 

然而在台灣很少非營利組織是只擔任一種角色、發揮一種功能

的，常常是依據需要（無論是組織內部需要，或外部服務對象的需要）

而扮演不同的角色，或同時扮演多重角色；因此，也看到台灣的非營

利組織彈性較大，相對則組織的角色與功能也就較不明顯（陸宛蘋，

1999）。 

七、「公共性」才是非營利組織的本質 

如同上述各學者的論述，一般人在探討非營利組織的議題時，多

著重於非營利組織的形成原因、定義、分類與角色功能等，這部分已

不乏許多學者的論述。然而，在眾多論述之中，本研究認為「公共性

（publicness）」才是非營利組織重要的特徵與本質。 

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社會大眾對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愈來愈重

視，顯見公共性對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例如針對私立學校的批評。

封德台（2001）指出私校法明文規定，私立學校以公共性及自主性為

發展宗旨之財團法人，但私校弊端近來屢現報端。私人捐資興學，嘉

惠學子、社會，是行善功德事務，然而少數私校捐助、創辦者，公款

私用、斂財圖利，以崇高之教育名義，培植家族勢力，擴大財團對社

會不良影響。有鑒於上述各種弊端及社會訾議，1997年6月18日新

修正公布之私立學校法乃在第一條特別表明一個重要立法目的，即要

促進私立學校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林騰鷂，1998）。另外，人

民要求醫療服務的公共性也日益增加，例如民間醫改會強烈要求醫療

資訊透明化，所以衛生署承諾將會公開全國五十三家財團法人醫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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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黃庭郁，2002）。 

（一）公共服務的使命是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特徵 

非營利組織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詞，也有很多的定義，但總括來

說，其主要的特徵是要有公共服務的使命，積極促進大眾福祇，且不

以營利為目的（顧忠華，1997：22）。非營利組織藉由這種使命的標

舉以彰顯出非營利組織的「責任、公共性與信念」，並實際引導非營

利組織的行動。連帶地，非營利組織本身組織運作的目標自然是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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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40）。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一個非營利組織，至少要有

公共服務的使命，它所關懷的、所創造的利益，並不只是為部分的民

眾或私人，而是為了整個社會（顧忠華，1997：22）。 

（二）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責任是創造一個成熟的公民文化 

在美國，非營利事業蓬勃地發展，這些去非營利組織當志願義工

不再是「救助者」，他們已經轉變為「參與者」。他們並不是要打發時

間，而是為了追求社區溝通、團體歸屬、人對人的責任與奉獻。這些

志願奉獻者從非營利組織活動所得到的，很可能比他們付出的更重

要。民間社會的公民自覺運動並非治療任何後資本主義社會病態的萬

能藥，但可能是治療後資本主義社會任何病態的先決條件，因為如此

可以重新恢復公民責任（公民自覺的象徵），恢復公民認同（社會歸

屬的象徵）（Drucker，傅振焜譯，1994：180-182）。 

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責任就是要去創造一個成熟的公民文化。當我

們稱它作第三部門或社會部門的時候，就彰顯出它既不是過去傳統的

民間組織那種「私」的性質，也不是官方的性質，正好是代表「社會」

這個層次，代表一種社會力的呈現，而非營利組織則是社會力中相當

核心的部分。非營利組織當然要有一些相關的社會責任，譬如提供政

府或企業無法或不願提供的公共性服務、監督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市場

的公平競爭、支持社會公益促進公民的參與等，以塑造公民的文化（顧

忠華，1997：24）。台灣的公民意識一直十分薄弱，能援引的傳統資

源幾乎沒有，這時候「公民文化」的成熟程度能否不斷提高，實有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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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善盡社會責任（顧忠華，1998：19）。 

（三）建立一個公民社會 

由於非營利組織具有公共服務的承諾，所以更應加強組織的可信

度、決策的透明度以及成員的參與度等，以展現出非營利組織的公共

性，如此才能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今天的社會資源，不只是私人的

部分，也不只是政府的部分，還包括了社會的部分，非營利組織可以

加以整合，也可以加以運用、加以推展，我們可以賦予它一個文化意

義，期望透過它來建立公民社會（顧忠華，1997：24-25、27-28）。

非營利組織若發展健全，理當能使公民社會更能夠實現普遍的公義與

正義（顧忠華，20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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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 

非營利組織是現代社會中愈來愈常見的組織型態，這些組織以促

進公益為使命，吸引成員志願參加，並關切各種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

行。由於非營利組織皆標榜「公共」的使命和「公益」的功能，以吸

收並運用社會資源，因此無異於「公共財」的生產者。但另一方面，

非營利組織並非政府機構，通常未擁有強制性的「公權力」，因此釐

清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特質，對非營利組織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

會有一定的幫助（顧忠華，2000：145-146）。 

一、公共性與政府 

（一）過去的公共性均和政府有關，實現公共利益是政府的

責任 

過去有關「公共性」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公共行政領域，因此大都

將政府視作是「公共組織3」的代表（顧忠華，2000：154）。在公共

行政的論述裡，無論是學術或實務界都很關心的一個議題，就是公共

服務的「公共性」，尤其是關於公共性的實現與公共利益
4
的表現，以

及相較於企業管理，公共性所具有獨特的公共特質（Haque，2001）。

由於「公共性」的用語，經常出現在政治學、行政學、行政法學的領

域中。這意味政治、行政是以處理公共事務為主，經由政府的權威，

達成社會的公共目的（林淑馨，2000：118）。 

根據行政學者H. Rainey考證，「公共（public）」在拉丁文的字

源中，原為「人民（people）」之意，現在用以指涉「與社區民眾或

國家人民有關之事宜」。在美國，多數行政論者常將「公共」的意念

視為既存的共識，鮮少針對「公共」的特質作一詳盡的論述。雖然近

來已有行政論者開始致力於「公共」特質的概念澄清，但因觀念和專

                         
3 公共組織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公共組織係指「凡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服務社會大眾、

提高公共利益為宗旨的組織」，狹義的公共組織是指「政府的行政部門組織，其目標在達成特定

的公共目的」（江岷欽，1995：113）。 
4 行政學者J. Jun提出的八項標準作為公共利益的架構，如：公民權利、倫理與道德的標準、

民主程序、專業知識、非預期後果的分析、普遍利益、尊重輿論、充份開放等（江岷欽，1995：

118）。許世雨（2000：166）認為公共利益偏向於規範性道德層面的政治哲學，如正義、公道、

自由、平等及基本人權的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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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背景的不同，而無法進行理論的對話與整合（江岷欽，1995：114、

122）。在日本學界亦同，關於公共性的研究論述不少，卻因公共性本

身具有多樣性和不確定性，至今仍無明確和一致的定義（林淑馨，

2000：118）。 

（二）公共性不再由政府所專有 

過去對於此一公共服務的公共性的障礙出現許多具批判性的觀

察，包括：權力過度集中、欠缺責信與表現、無視於公眾的需求、官

方的保密讓人無法接近、以及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上的去

政治化的角色（Gamham，1990；Haque，1994）。許多學者因為認識到

這些公共服務的限制其實都是公共領域方面的問題，於是開始有興趣

探究各種提升公共性的可能選擇（Thomas，1999；Ventriss，1989）。

Coursey and Bozeman（1990）更進一步提出「關於公共組織理論最

重要的一點，莫過於公共組織之『公共』本質」的看法（引自Haque，

2001）。 

當我們使用「公」或 「公共」等詞彙時，通常涉及其與「私」、

「私有」、「私心」等範疇的對比，不過，這類概念的區分不完全來自

邏輯上的意義，它還深受文化傳統所型塑。過去認為「公」就是等於

「政府」、「集體」，「私」就是指「市場」、「個人」。但是，這種僵化

的劃分逐漸受到挑戰（顧忠華，1999：403-405），「公共」不必然為

政府組織所專有（Bozeman，1987；引自許世雨，2000：166）。 

（三）重新詮釋的「公共性」概念更接近「社會」 

許多公共行政學者，如Frederickson（1991）提出新的「公共」

理論必須立足憲政原則、強調公民美德、樹立對集體的責任、以及帶

有博愛精神。此一立論頗具有「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傾

向，反映出人們期望強化和群體的連繫，以共同解決生活所面臨的種

種問題。另外，Mathews（1984）指出「公」當然有「共同」之意，

而「私」其實是指「家計」，兩者並非對立，而就像每個人都有權力

參與自己的家計般，今天參與社區事務本身便混合了「公」和「私」

的領域，不再能清楚劃分。這些學者的重新詮釋，使得「公共」概念

更接近「社會」一端，不再完全由「政府」所壟斷（顧忠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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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事實上，所有的組織皆應具有公共性，尤其不以營利為目的的

非營利組織更是如此，除了是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外，更是公共利益的

倡導者，以實現正義、公道、自由、平等及人權保障等公共利益的內

涵而存在、努力（引自許世雨，2000：166）。 

二、公共性與公民社會 

（一）公民社會是公民進行公共事務互動的公共領域 

學者顧忠華（1999：407；2000：179）認為「公共性」基本上不

是任由個人定義的空洞概念，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必須能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運作體系相輔

相成，而不是互不相干。 

所謂「公民社會」是指公民進行公共事務互動的「公共領域」，

在此領域中，民眾可以透過對話方式，參與複雜的政治（或公共）活

動，且在政府治理過程中，積極地扮演參與者和監督者，而非抱怨者

或受害者的角色。並體認參與公共政策非被強迫，而是源於個人發揮

自主權與展現其社會關懷責任。唯有如此，公共政策的決定，才能充

分反映公民的偏好、價值與優先性（Cooper，1991）。此外，在公民

社會中，人民可以學習自我尊重、團體認同、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

合作協力的價值以及公民道德；並且每個人都需遵守社區共同規範和

義務，才能維持此一公共領域的存在（O'Connell，2000）（引自江明

修、陳定銘，2001：16-17）。 

至於何謂公共領域？Habermas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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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discussion）、公共學習（public learning）和公共對話

（public discourse）後的成果。Bellah等人即明確地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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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社會是否公平合理的重要前

提之一在於是否具有「公共性」（江明修、蔡金火、梅高文，1998：

5-6），因此江明修等（1998：5）認為「公共性」即為Habermas所指

的「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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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參與的行動而形成公共

領域，並以追求公共利益為目標 

公共利益的實踐，需要自覺的公民合作（江明修、蔡金火、梅高

文，19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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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公民社會不同於

市民社會的契約化關係，而是人們共同生活自然地形成；也不是如民

間社會自絕於公共領域之外，而是鼓勵公民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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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民社會與政府共同實現公共利益 

民主制度的設計，便是用來規範牽涉到「公共」議題時的決策程

序，一個立基於民主原則的政治體制，絕對需要公民們組成各式各樣

的團體來表達意見、參與決策與進行監督。「公民社會」與「國家」

不必然是相對立的兩股力量，任何涉及「公共領域」的事務，都有賴

公民和政府共同投注心力，才可能確保「公共利益」的實現，這已成

為民主政治的基本共識。關鍵仍是在於如何創造出有利的環境，讓公

民組織發揮其應有功能，增加其對公共利益的正面貢獻（顧忠華，

1999：407）。 

三、公共性與非營利組織 

（一）非營利組織既是「私有的」，也是「公共的」 

非營利組織一方面被視為「私有的」，因其非屬政府部門；另一

方面，又被視為「公共的」，因其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且以反映

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為目標（江明修，1994；江明修、陳定銘，2001：

19）。簡言之，非營利組織或可界定為「非政府、非商業性的獨立部

門，以公益為先，具有『公共性』本質和公共服務使命，且不以營利

為目的之民間公益組織」（江明修、陳定銘，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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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利組織的透明化與責信喚起大眾的信任 

非 營 利 組 織 強 調 透 明 化 （ transparency） 與 責 信

（accountability）兩項基本原則，亦即非營利組織在經營管理與組

織運作時，必須透明而不能黑箱作業，辦理各項活動或計畫要以社會

公益為準則，如此才能喚回社會大眾的信心。台灣在 1987年政治解

嚴之後，非營利組織除了傳統的公益慈善服務之外，亦直接的涉入社

會各重要議題的倡導、參與公共事務的規劃，或實際的提供各種公共

服務（江明修、陳定銘，2001：21-22）。 

（三）非營利組織是「公共財5」的生產者 

非營利組織是現代社會中愈來愈常見的組織型態，這些組織以促

進公益為使命，吸引成員志願參加，並關切各種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

行。由於非營利組織和它的對立概念—營利組織，最大的不同便在於

大多數合法設立的非營利組織皆標榜「公共」的使命和「公益」的功

能，以吸收並運用社會資源，因此無異於「公共財」的生產者（顧忠

華，2000：145-146）。 

（四）由於政府失靈及市場失靈，促使政府/市場的二元關

係轉為政府/市場/非營利組織的三元模型 

由於非營利組織無論在設立目的、經營方式及社會責任等等方

面，基本上皆具有「公共」的特性（顧忠華，1999：399），並且非營

利組織在現代社會中承擔了愈來愈重要的任務，它們的存在，改變了

過去對「公共部門」（即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即企業部門）的

二分法，也使得「公」與「私」的界限必須重新予以詮釋（顧忠華，

2000：152）。 

近年來由於「政府失靈」及「市場失靈」的狀況反覆出現，有愈

來愈多的西方學者重新檢視公/私這組概念的含義，原先那種僵化的

劃分方式逐漸受到挑戰。透過學者們的重新詮釋，使得「公共」概念

更接近了「社會」的範疇，而不再完全由「政府」所壟斷，此時意涵

更為豐富的「公」領域，似乎應由民間非營利組織所組成的第三部門

                         
5 提供公共財幾乎是所有非營利事業的共同功能（張清溪等，200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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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加以彰顯（Frederickson，1991；Mathews，1984）。非營利組織正

符應了「公共性」由政府向社會移動的此一趨勢，原先只重視政府/

市場二元關係的「公私之辨」，也在擴充為政府/市場/非營利組織的

三元模型後，出現了許多新的組合可能（顧忠華，2000：152、154），

也更正當化非營利組織對「公信力」、「公共財」、「公共空間」等公共

資源的請求權（顧忠華，1999：405）。 

四、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內涵 

非營利組織在「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美好承諾下，吸收

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也經常得到政府和企業之贊助，但非營利組織在

何種意義之下，才算是增進了社會的集體福祉？有何判準能讓我們清

楚分辨，那些非營利組織是真正「公益性」的，而那些卻是「假公濟

私」藉公益之名，行利益輸送之實？若干非營利組織的營利行為之正

當性又何在，是否會導致「不公平競爭」？（顧忠華，2000：152-153）。 

台灣的非營利組織成長得相當快速，除了現代型的公民組織外，

不少掛上「某某」基金會的組織，在應該體現「非營利」和「公共」

精神的地方，卻因為沿襲傳統作風或主事者懷有其他意圖，有意無意

地被導向「私利」，以致無法發揮更積極的功能。欲釐清這一連串複

雜的問題，需要藉助學術上的研究，來制定出有效且妥當的規範，以

幫助解決因定位不明確所引起的社會問題（顧忠華，1999：406）。 

但非營利組織的組織管理不是直接借用企業管理的典範，就可改

善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績效；而必須從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中特有

的公共性的本質，來期待與適當的要求應有的管理成效（黃秉德，

1998：163）。因此對於掌握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議題，了解

具現代功能之非營利部門的形成有那些結構性條件，又需要那些制度

面和行為面的配合，才能讓社會資源真正被導到創造更多公共福祉的

方向（顧忠華，1999：406）。 

（一）公共性為非營利組織的共同運作特徵 

非營利組織的種類、型態極為複雜，學者王順民（1999：38-41）

將一些內在相互關聯的專有名詞，如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第三

部門、自願部門、慈善部門、隱形部門、獨立部門、免稅部門、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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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社會部門、影子政府等，整理出其背後所共通涵蓋的運作特

徵，由這些特徵中可以清楚看出非營利組織與公共性的關聯性，摘要

如下。 

1. 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特色在於其使命，藉由這種使命的標舉

以彰顯出非營利組織的「責任、公共性與信念」，並實際引導

非營利組織的行動。 

2. 非營利組織的精神在於以「人道主義」來作為體現出一種人

與人之間相互照顧的愛人精神。 

3. 非營利組織必須向政府立案（但這並非是必要且絕對的），並

且需接受相關法令規章的管轄。這裡的真義在於點明出非營

利組織的運作特徵應有其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公信力」

以及相與因應而來的「知名度」。 

4. 非營利組織的組織結構本身是一模糊的混合體，包括有官僚

型態、志願結合與非正式社會系統；其組織成員則包含專家、

半專家與志願服務人員。 

5. 非營利組織的經營享有法律上的特別地位，同時，捐助或贊

助者的捐款亦得以列入減、免稅的範圍。連帶地，正因為非

營利組織本身所兼具的這種「公共性」的功能，這使得非營

利組織在獲得租稅減免與爭取民間慈善捐款的同時，並不會

出現正當性不足的問題。 

6. 非營利組織的組織運作往往較具彈性與效能，較能因應環境

而做出適當的變遷。 

7. 非營利組織的經費來至於捐款、政府的專案委託及顧客。 

8. 非營利組織裡面的組織成員進出容易。這同時點明出來非營

利組織作為一種「公共性的場域（public sphere）」，以歡迎

有志之士自由地進出。 

9. 非營利組織一方面被視為是「私有的」，這是因為非營利組織

本身並不具有政府的公權力。不過，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

被視為是「公共的」組織，這是因為該組織係以提供「公共

服務」為目的，反映的是團體利益而非個人的目標。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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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非營利組織本身兼具有「非私有性」的功能。 

10. 非營利組織本質上是一種志願行動的結合。換言之，從組織

宗旨、組織目標到組織運作均展現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與自

覺意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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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社會建構 

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內涵，本身便應該是「開放的」，不斷接受

各界檢驗的「公共領域」，如此才能確保非營利組織的「公共精神」。

此外，非營利組織憑藉「公信力」來募集社會資源，但是當民眾對非

營利組織的信任減少時，非營利組織的影響力及動員力均隨之降低

（顧忠華，2000：162-163）。 

儘管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各有其獨特的組織目標，然而追求自

由、平等、公平、正義與倫理道德等公共利益，卻是一般公認（也應

是）非營利組織的基本使命。透過非營利組織對公共性的捍衛與發

揮，正可為公共服務注入人性、倫理、同情、關愛、自主、負責、回

應、創新等活力，讓非營利組織成為大家精神的寄託，並願意為非營

利組織效力、奉獻。倘若非營利組織喪失其公共性，即喪失其存在的

意義與價值。因此，如何保證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如何增進其對公

共利益的追求，將是非營利組織之首要課題（許世雨，2000：184）。 

學者顧忠華與黃秉德共同主持的國科會研究
6
發現，非營利組織

的公共性包含七項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依序為公開度（透明度、公

信力）、知名度、非私有性、倡議性、遊說功能、公益功能以及合法

性等（顧忠華，2000：169-171），如表2-2-1所示。 

                         
6 國科會之研究計畫：「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問題：理論與經驗研究」

（NSC87-2418-H-004-006-E21）之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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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的因素與內容 

因      素 內            容 

公開度（透明度、 ♦ 
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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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具有社會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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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由政府支持 

非私有性 ♦ 

♦ 

♦ 
♦ 
♦ 

決策的核心成員是

否有家族血緣關係

人事任用是否由家

族成員掌控 

是否經營營利部門 

是否與特定政黨合作

是否由政府支持
7
 

倡議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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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容易號召民眾參

與活動 

服務對象是否為社會

弱勢團體 

遊說功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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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倡導新觀念 

公益功能 ♦ 

♦ 
♦ 

♦ 

♦ 

是否能提高生活品

質 

是否倡導新觀念 

是否能淨化人心 

是否能增加社會凝聚

力 

是否舉辦大型公益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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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整理自顧忠華（2000：172）。 

 

                         
7 「是否由政府支持」的項目在此因素中再度出現，或許在填答者的認知中，「政府」與「政黨」

已有區別，前者代表「公」，而後者的介入，卻是破壞了「公共性」（顧忠華，20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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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 

（一）非營利組織彰顯了公民社會的重要性 

社會是否公平合理的重要前提之一在於是否具有「公共性」（江

明修等，1998：6）。然而非營利組織正是公民組織中最核心的部分，

如果非營利組織真正能有意識地發揮「公共精神」，實現其「公共功

能」，將會對民主的奠立和鞏固有相當大的助益。換言之，學者們的

研究發現，公民社會的基礎是「厚」的還是「薄」的，可以影響到國

家的民主發展進程（Avineri，1997），非營利組織若發展健全，理當

能使這個基礎增「厚」，這也是非營利組織往往偏重照顧社會弱勢者，

但卻因其存在具備了「公共性」特質，使得全民的福祉亦同時可能增

進的道理所在（顧忠華，1999：407-408）。 

（二）非營利組織實現公民結社參與社會運動 

從一般對西方「現代性」的論述來看，「市場經濟」、「民主政治」

和「公民社會」是現代文明的三大支柱。而台灣的學術界對其中的前

兩項，有相當的關注，但對於公民社會的探討則明顯不足，其主要是

因為在戒嚴時期，台灣民間的社會力長期受到壓抑，極度欠缺由人民

自發地組織起來，表達公眾的價值訴求，或主導公共事務的具體經

驗。但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間逐漸出現和國家官僚體制相抗衡的自

主意志，早期這些力量常以社會運動形式集結，近幾年則相繼催生不

少「非營利組織」，它們在型塑台灣的「公共領域」上有很大貢獻（顧

忠華，1999）。 

（三）公民透過結社表達社會多元化的聲音 

以非營利組織在台灣的發展來看，台灣在經歷經濟成長、政治民

主化等過程後，有不少因應現代社會問題而興起的團體已轉為「非營

利組織」的長期經營模式。許多弱勢團體，如勞工、殘障、原住民等，

以及新興中產階級支持的社會運動，如婦女、環保、消費者保護、救

援雛妓運動等，都表達了社會的多元化聲音，它們可說是全球「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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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8
」（association revolution）的一環（顧忠華，1999：405-406；

2000：150）。 

（四）倡導功能強化公民參與、促進公共利益和實現社會正

義 

非營利組織所倡導的，通常是代表著一般大眾的非商業性集體利

益，藉以抗衡特定利益團體的特殊經濟利益。此外，透過非營利組織

倡導功能的發揮能矯正利益團體的過度壟斷，使政府決策過程更能代

表大眾的意見。非營利倡導功能又可稱為政策倡導、公共倡導或社會

倡導，也就是非營利組織體察社會情境，提出議題，塑造政治議程，

以及發揮批判精神，來影響正式的政府決策（江明修，1994）。 

非營利組織的倡導功能不但可以促進公共利益和實現社會正

義，更重要的是在無形中加強了公民參與的意識，透過個人的團結合

作，可以改變社會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經由非營利組織的倡導

活動，人民從中得以內化其公民責任感，並習得良好的公民行為，有

助於發揮公民自主自助的精神，提升其社區意識感（江明修，2000：

149-150）。 

由於非營利組織具有之助人行善、志願服務與「取私用公」等公

共性的特質，透過其多面向地積極介入公共事務，在社會服務、政策

倡導、教育文化、工商發展、醫療衛生乃至於社區發展、鄰里互助等

方面皆發揮了極大的功能，有助於解決現代社會的弊端、顯揚人們的

道德精神，以及提升社會的公共利益（江明修，1994）。 

（五）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為公民社會不斷累積能量 

非營利組織的「公正性」和「值得信賴性（trustworthiness）」

常高於政府的官方說法和企業的牟利動機，構成了「公共領域」的活

躍成員，充實了現代「公民社會」的民主內涵（Habermas，1990：46；

顧忠華，2000：155）。非營利組織未來不管在台灣或世界各國中，都

將扮演愈來愈吃重的角色，這不僅僅是因為非營利組織從事的公益事

                         
8 Salamon使用「結社革命」一詞，意指「各種自我管理之民間組織的紛紛出現，這些組織不分

配盈餘給股東或主管，而是以追求政府正式機能外的公共目的為使命。這類組織的激增很可能永

久地改變了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Salamon，1994；Yamamoto，1997）（引自顧忠華，1999：

406）。 

 

 

30



業，並且還在於非營利組織為「公民社會」所不斷累積的能量（顧忠

華，1999：409）。 

Drucker（傅振焜譯，1994）認為，未來的「後資本主義」以知

識為主，政府和企業的組織形態都面臨很大的變革，非營利組織除了

成為最大雇主外，民間的公民自覺運動將可能是治療任何病態的先決

條件，因其能恢復公民責任與公民認同，促進社會的平衡發展。在公

民社會所孕育強大社會力影響下，透過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當

可避免私有化可能造成的一些負面效應。一方面，發揚公共性與公益

性；另一方面，透過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源整合，來提升整體公

共生產力與增進民眾福祉（江明修、陳定銘，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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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識與知識管理 

探討知識分享之前，首先要了解「知識」與「知識管理」的定義

和內涵。 

知識是個不容易理解的概念，原因在於其過程是重覆發生、延伸

擴張、又常常前後不連貫。在企業中，許多產生、成文化

（codification）和移轉的過程是同時發生、互相帶動的。知識與資

訊互動，提升了可能性的空間和新的資訊，因而又促進了新知識的產

生。知識的過程乃從資訊創造出新的資訊，可能滿足組織舊有的需

要，甚至是新的需要。這個過程常常是前後不連貫的，那裡有新（前

所不知）的需要，就可以創造出滿足此需要之機制（Grover & 

Davenport，2001）。在知識經濟體系中，知識管理已是組織策略的關

鍵要素，知識管理能讓企業更迅速的處理新市場的挑戰和商機，因此

在了解知識管理之前，有必要對知識管理中的「知識」有一番清楚的

認識。 

一、知識的重要性 

現代企業是在美國南北戰爭與歐洲普法戰爭之後出現的，到目前

為止，有關企業組織的觀念與結構已歷經兩次重大革命。現在，企業

組織的觀念即將邁入第三個時期，亦即從指揮控制型組織及事業單位

組織，逐漸轉變為由知識專業人員組成的資訊導向組織。知識工作者

將取代從事體力及文書工作的人，成為人力資源市場的新主流

（Drucker，張玉文譯，2000：4）。 

如今，知識被視為最關鍵的個人資源及經濟資源。傳統的生產要

素如土地（自然資源）、勞力與資本，雖然現在還沒有消失，但已不

是那麼重要了（Drucker，傅振焜譯，1994：50-51）。因為知識與傳

統的資源有其根本的差異，譬如說：（1）知識並不會因為被利用而減

少或消失；（2）知識之運用本身又可衍生更新、更多的知識；（3）知

識固然表現出外顯的型態，但可貴的往往是以內隱型態存在者；（4）

知識並不只限於理性成分，且其價值往往來自其感性成分；（5）儘管

知識本身是十分個人化，但亦可發展唯一組織專有的知識（許士軍，

2001）。 

 

 

32



二、知識的定義 

何謂知識？可說沒有「單一觀點」或「單一定義」。「知識」在傳

統上是歸類於哲學的概念，可以廣泛地將其分為兩大部分，一為認識

論（epistemology），另一為本體論（ontology）。然而對於知識的觀

念可說是諸多觀點的整合。歷世歷代以來各種哲學學派都為知識提出

不同的定義：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堅持知識一定要有合乎邏

輯的解釋；存在主義者（existentialist）則宣稱知識乃存在於我們

經驗到的事情之中；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主張知識一定要具備

有用的目的；理想主義者（idealist）宣稱知識要分解成完美的形式

並各有其重要特徵；現實主義者（realist）則把焦點擺在從活動所

獲得的知識上（以行動為中心的學習法）；機會主義者（opportunist）

則把焦點放在找出所想要得到的結果（Wainwright，2001）。 

然而，現有的管理文獻中，大多將知識分為兩類：資訊

（information）與「know how」；資訊包含以事實（facts）、格言

（axioms）及象徵符號（symbols）等形式呈現的知識，至於「know how」

則是指日積月累而來的實際技術。Machlup (1983) 則將資訊定義為

也許能夠增加、重建或改變知識的信息或意義的流通，而 Nonaka

（1994）則提出，「知識正是由資訊的流通所創或組織來的，並因持

有者的委身投入與信念而堅定不動搖」(引自Simmonds et al., 

2001)。 

相較於知識論者（epistemologist）窮其一生探尋知識的意義，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34）無意妄下定論，他們主

張知識是指在職場上的定義。Morita & Takanashi（吳承芬譯，2000）

亦認為在知識管理的領域中，知識有別於一般的知識，係限定在有助

於公司經營的知識。Davenport & Prusak認為「知識是一種流動性

的綜合體；其中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經過文字化的資訊，此外，

也包含專家獨特的見解，為新經驗的評估、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

知識起源於智者的思想。在組織中，知識不僅存在文件與儲存系統

中，也蘊涵在日常例行工作、過程、執行與規範當中。」該定義亦為

本研究對知識所採用的定義。 

因此，本研究中的知識乃指為工作所用，並將知識定義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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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經驗、價值、資訊和見解等，是一種流動性的綜合體；除存在組

織的文件和儲存系統中，也蘊涵在日常例行工作、過程、執行與規範

當中。」 

三、知識的分類 

不論我們是將知識的內涵分為「數據、資訊、知識」，或是「資

訊、技術、知識」，或是「資料、資訊、知識」，抑或是「資料、資訊、

知識、智慧」等不同的層次。誠如前述 Davenport & Prusak為知識

的定義中，可以了解知識並不是簡單概念的事實，而是許多不同元素

的綜合體。知識可以是直覺性的，因此難以用文字來形容其精神；知

識也可以透過邏輯性的思考來了解。知識雖然存在人們心中，是人性

中複雜與難以預測的特質中的一部分，但是當我們需要探討組織內的

知識交流時，有必要對知識的分類有所了解，也因此知識的分類就顯

得重要。 

知識分類雖有一定的規則，但是並無一定的標準，不同的觀點會

產出不同的分類結果。綜合許多學者對知識的分類方式，基本上可以

歸納為（1）傳統的知識論觀點，（2）二分法，以及（3）操作性的知

識等三種主要的分類方式。 

（一）以知識論觀點的知識分類 

談到知識，必須要了解西方哲學中豐富的知識論傳統，因為西方

哲學傳統塑造了經濟、管理和組織理論等各種學問的基礎。雖然以哲

學觀點下之知識分類，不盡然能夠直接應用在知識管理的實務上，但

其思考的廣度及普遍性對知識管理實務卻有引導的作用。 

西方哲學家有二個偉大的認識論傳統，一為理性主義，另一為經

驗主義。理性主義主張真實知識並非感官經驗，而是某種理想心智過

程的產物；絕對的真理是以不變的定律為基礎推論「演繹」而來，數

學就是這類推論的古典例子。相對的，經驗主義認為知識的來源是我

們的感官知覺，係經特殊的感官經驗「歸納」而來，實驗科學就是這

個觀點的古典例子（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等譯，1997：29-31）。 

在西方歷史上，柏拉圖（Plato）及亞理斯多德（Aristotle）都

是很偉大的知識分類學家，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依知識探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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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對象，把人類知識分成：臆測（conjecture）、信念（belief）、

了解（understanding）與純理性（pure reason）等四種層次。亞理

斯多德接續按知識探究目的及題材性質，將知識分為理論性科學（the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實 用 性 科 學 （ the practical 

disciplines）及生產性科學（the productive disciplines）等三

大類（辜輝趁，2001：113）。 

（二）以二分法的知識分類 

二分法是分類原理中最基本的方法，也常是許多學者將其擴充發

展為其他操作性（或應用性）知識的基礎。使用二分法分類的知識類

別，常見的有「內隱（tacit）知識」與「外顯（explicit）知識 」

（Polanyi，1966；引自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等譯，1997）、

「個人知識」與「組織知識」（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劉京偉譯：2000）、「結構化知識（structure knowledge）」

與「非結構化知識（non-structure knowledge）」（Champagene et 

al.,1981；Jonassen et al.,1993；引自辜輝趁，2001：123-125）、

「普遍性知識」與「特定性知識」（Zack，1999）等。 

（三）操作性知識的分類 

為了使知識在職場中可以實際運用的緣故，許多學者多以知識論

與二分法的分類為基礎，發展出操作性知識的分類。諸如以知識移動

觀點（Badaracco，1991）、知識可表達觀點 (Hedlund，1994)、組織

核心能力觀點（Leonard-Barton，王美音譯：1998）、外顯／內隱／

個人／社會知識矩陣（Spender，1996）、專業智慧觀點（Quinn et 

al.,1996）、工具性與發展性知識（Gilbert & Gordey-Hayes，1996）、

知識移轉過程觀點（Harem et al.,1996）、知識附著媒介觀點

（Sharif，1998；引自方世杰等：2000）、知識外顯化觀點（Zack，

1999）以及內隱／外顯與結構性高低的知識觀點 (Maula，2000)等的

知識分類。 

四、知識管理對現今組織的重要性 

現在只要有知識，土地、勞力與資本自然跟著來。在這種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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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知識是作為一種「效用」，也就是能夠生產社會和經濟利益的資

財。運用知識去找出既有知識最有效的運作方法，就是「管理」

（Drucker，傅振焜譯，1994：50-51）。在知識經濟體系中，知識管

理是企業策略的關鍵要素，知識管理讓企業能更迅速的處理新市場的

挑戰和商機，也能讓企業對集體技術知識、專才和經驗等珍貴資源，

發揮其影響力（Koulopoulos & Frappaolo，陳琇玲譯，2001：24）。 

Peter Drucker說：「我們都不知道財富的源頭其實是專屬人類

的：就是知識。倘若把知識應用在已知如何去做的工作上，便稱為『生

產力』；若將知識用在不一樣的新工作上，便稱為『創新』，唯有知識

能讓我們達到這兩個目標。」（引自 DeTienne & Jackson，2001）。

如今我們已經逐漸明白組織也能夠成功（或失敗）地運用能力管理其

「知識資本」，包括資料、資訊與知識（Lim，2000）。特別是在當今

知識經濟的時代中，如何掌握及有效管理知識、增加管理的能力，以

促進組織的效能，已是每一個機構重要的議題，也因此加強了知識管

理在現今各組織中的地位。 

雖然許多人對「知識管理」這個名詞不斷提出質疑，認為既然知

識是存在使用者的思想中，如何能夠管理？因為管理意味著控制和外

在的佔有。Koulopoulos & Frappaolo（陳琇玲譯，2001：125）認為

我們不必為此種語意學上的事苦惱，應知道知識管理的目的，就是要

助長共同知識庫的分享與充份的利用，而不是要佔有知識。知識不是

被管理，而是被啟發。知識領導的工作並不是要管理知識，而是要讓

大家對解釋知識價值的實務和方法產生認同。 

五、知識管理的意義與目的 

（一）彙整知識管理的定義 

過去即存在知識的收集、保存、流傳等知識管理的活動，但都是

勞心費神，曠時廢日。直到最近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進步，才使得

我們掌握知識可以更容易、更有效率、範圍更廣且隨時可做。因此，

近年來有關知識管理的議題受到各方的重視與熱烈的討論，並且已有

許多人偏好由資訊科技的角度來看知識管理，但是Duffy（2000）明

確指出知識管理是一種過程，而非一項技術，知識管理不是科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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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知識管理的過程中，科技是基本的要素。 

雖然目前已經有許多學者專家依其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如資訊、

策略、組織或行為等學派，給予知識管理不同的定義，並且廣泛的討

論，但是至今仍無明確、公認的定義（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著，劉京偉譯，2000：41）。以下本研究將彙整最近各學

者、專家或機構所提出之知識管理的定義（如表 2-3-1所示），並提

出綜合性的定義。 

表 2-3-1 彙整知識管理的定義 

學者專家 知識管理的定義 

The Apple Tre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http://www.knowled

ge-management.net/a

bout.html) 

 

知識管理是尋找、挑選、組織、萃取、呈現資訊的一種系

統化過程，目的是為了增進員工對於某特定領域的了解。

知識管理有助於組織從本身的經驗裡獲得洞見與了解。特

定的知識管理活動可幫助組織把焦點放在知識的取得、儲

存、運用上，以解決問題、賦予學習動力、制定策略計畫

與決策。同時也能保護知識資產免於朽壞，增加公司的知

識與彈性。 

0'Dell（1996） 知識管理是應用系統的途徑來尋找、了解和使用知識，以

便創造價值（引自孫本初，2001：297）。 

Wiig（1997） 

(引自孫本初，2001：

297) 

知識管理是有系統地、謹慎地建立、革新以及應用企業中

的知識，以便使企業中的知識資產能發揮最大的效益和回

饋。 

Davenport、Delong & 

Beers（1998） 

管理組織內的知識，將組織內散布於個人、各個部門、各

地及各事業單位的知識加以管理。 

Saffady（1998） 將組織的知識資源加以系統化並有效地管理與使用。 

Gurteen（1998） 知識管理是一套新興的組織設計與運作原則、過程、組織

架構、應用與技術，有助於知識工作者大幅提升其創造力

與能力，進而提高企業價值。 

Malhotra 

(www.brint.com) 

知識管理是把組織追求知識的流程具體表現出來，在這類

組織流程中，數據與資訊科技的資訊處理能力，加上人員

的創意和創新能力，整體組合後得到一種綜效(引自

Koulopoulos & Frappaolo，陳琇玲譯，2001：45)。 

Sarvary（1999） 

(張玉文譯，2001) 

知識管理是一個商業流程，是企業創造和使用組織知識或

集體知識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三個子流程： 

♦ 
♦ 

♦ 

組織學習：公司取得資訊和（或）知識的過程。 

產生知識：將未經處理的資訊轉換並整合為知識的過

程，這些知識可以協助企業解決商業方面的問題。 

傳播知識：讓組織的成員能夠取得並使用公司群體知

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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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彙整知識管理的定義（續1） 

學者專家 知識管理的定義 

Duffy（1999） 利用組織的思維能力（intellect）與經驗來促進創新的

過程。 

劉常勇（1999） 將知識管理定義為兩個部分： 

♦ 

♦ 

知識管理的內容：即有關知識的清點、評估、監督、

規劃、取得、學習、流通、整合、保護、創新活動，

並將知識視同資產進行管理，凡是能有效增進知識資

產價值的活動，均屬於知識管理的內容。 

知識管理的過程：結合個體與團體，將個體知識團體

化，將內隱知識外顯化；結合內部與外部，將外部知

識內部化，將組織知識產品化，則屬於知識管理的過

程。 

Koulopoulos & 

Frappaolo（1999） 

知識管理就是發揮集體智慧的影響力，增加企業回應及創

新的能力 (陳琇玲譯，2001：46) 。 

The global 

consulting firm 

Gartner Group 

(Bair，1999； 

Dataquest，2000) 

知識管理是一種訓練，推動以協力的方式針對企業的資訊

資產，共同予以（1）創造（create），導致新知識產生的

活動。（2）捕捉（capture），捕捉內隱知識並以外顯形式

加以呈現。（3）組織（organize），將知識分門別類以儲

存並重複使用。（4）存取（access），傳播知識或使用者

要求獲得知識的活動。（5）運用（use），把知識用在工作

上、決策上、機會上，此一回饋也可以由其他四種活動注

入知識管理的過程。 

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將資訊與專業加以系統化的槓桿作用，以改進組織的創

新、回應、生產力、能力（引自Dataquest, Feb. 2000）。

Microsoft（引自

Dataquest, Feb. 

2000） 

知識管理為找出企業所知道的，如何找到具備特定知識與

專業的人，如何有效地傳遞知識到整個企業，讓別人都能

使用，並讓對的知識（right knowledge）在對的時間

（right time）交給對的人（right people）。 

Barron (2000) 

(引自Zahner，2002) 

知識管理是一種經過整合而有系統化的方式，用以辨認、

管理與分享企業裡所有的資訊資產，包括資料庫、文件、

政策與程序，當然還包括個別員工所擁有的、未曾明說的

專業和經驗。  

Cobb（2000） 知識管理很難有一標準的定義， Cobb（2000）認為以下

兩種可能的定義： 

♦ 

♦ 

知識管理是一種策略與過程，能夠促進整個企業中相

關知識的創新與流動，以創造組織上的價值和客戶與

消費者方面的價值。 

知識管理是一種涵蓋發現、組織、傳遞並運用組織內

部資訊與專業的過程。整個知識管理的過程由四種關

鍵能力所支撐：領導力、文化、技術、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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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彙整知識管理的定義（續2） 

學者專家 知識管理的定義 

Rastogi (2000) 

(引自McElyea，2002) 

知識管理是一套系統化且經整合的過程，協調整個組織取

得、創造、儲存、分享、擴散、發展與部署知識，無論是

經由個人或團體，以追求組織的大目標。 

Doucet（2001） 企業決定它本身那些資訊有利於大家，然後設計出各種可

輕易取得的方式，這種正式而直接的過程稱之為知識管

理。 

Brelade（2001） 知識管理乃關乎取得與運用資源以創造某種環境，讓個人

可以容易取得資訊，也讓個人所取得的資訊可以分享出

去，並運用該資訊以發展出他們本身的知識，同時組織也

鼓勵他們，使他們能夠運用知識對組織有所貢獻。 

Fielden（2001） 知識管理涵蓋資訊在整個企業中的流通，以創造出價值。

要做到成功的知識管理，企業必須將知識當作外顯的利害

關係看待，而且必須在策略、政策與組織內各階層的實際

執行上，皆反映出知識管理的架構。 

孫本初（2001） 知識管理乃是指能系統化、清楚地和深思熟慮地建立、革

新和應用組織中的核心知識，其目的乃欲使組織能讓其核

心知識發生極大化的效率，並使其能為組織帶來一定的利

益。 

吳思華（2001） 以系統觀點來討論知識管理的內涵，則所謂的知識管理意

指「企業為有效運用知識資本，加速產品或服務的創新，

所建置的管理系統，這個系統包含知識創造、知識流通與

知識加值三大機能」，而三大子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缺一

不可。 

Horwitch & Armacost

（2002） 

知識管理是「創造、捕捉、轉換、取得正確的知識與資訊，

以利作出更好的決策、採取行動並傳送結果，支持企業的

重大策略。」簡而言之，就是將資料和資訊轉換成為能夠

採取行動的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綜合知識管理的特點與定義 

上述知識管理的定義雖然在文字上各有不同，但本研究仍發現在

這些定義中可歸納出以下幾項共同的特點： 

1. 知識管理有其特定的目的 

不論其目的是為了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抑或是為了提升企業的競

爭力、核心能力和企業的價值，推動知識管理都能帶給組織正面的價

值。彙整各學者所認定之知識管理的目的於表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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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知識管理的目的 

學  者 知 識 管 理 的 目 的 

Watson（1998） 知識管理的目的就是將組織內的知識從不同的來源中萃

取主要的資料加以儲存、記憶，使其可以被組織中的成員

所使用，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 

劉常勇（1999） 認為知識管理的目的有以下幾點： 

♦ 
♦ 

♦ 

♦ 
♦ 
♦ 
♦ 
♦ 

增加組織整體知識的存量與價值。 

應用知識以提升技術、產品、與服務創新的績效以及

組織整體對外的競爭力。 

促進組織內部的知識流通，提升成員獲取知識的效

率。 

指導組織知識創新的方向。 

協助組織發展核心技術能力。 

有效發揮組織內個體成員的知識能力與開發潛能。 

提升組織個體與整體的知識學習能力。 

形成有利於知識創新的企業文化與價值觀。 

Koulopoulos & 

Frappaolo（1999） 

知識管理的目的並不是要控制人們的思想，而是要找出方

法，明白知識管理如何被人們運用，並且建立一套系統和

機制，讓彼此間的表達更為順暢，藉此分享構想和

know-how（陳琇玲譯，2001：24）。 

Lee（2000） 認為知識需要加以管理，是為了以下的目的： 

♦ 
♦ 
♦ 
♦ 
♦ 

為了尋找競爭優勢。 

為了降低高支出過程的衝擊。 

使企業的能力平均分配到所有的員工。 

要知道「我們知道什麼」。 

科技的變遷與進步。 

Martin（2000） 有效的知識管理之鑰，在於了解什麼知識對你的組織是最

要緊的，然後創出一個過程，將該知識付諸行動。知識管

理的目標是透過取得、創新、分享、再利用任何與組織及

其內外部環境相關的知識層面，以增加顧客價值。 

吳思華（2001：29） 知識管理最大的目標便是要產生創新成果。 

尤克強（2001：178） 知識創新才是知識管理的最終目的，管理只是為了確保有

效率的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知識管理強調將組織個人的知識轉換為組織的知識 

知識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企業的競爭武器，而知識管理將繼續成為

企業的重要資產。在這多變的環境中，企業唯有透過知識管理來增加

組織的知識資本，才能提升其競爭力，而企業要努力的就是如何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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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的知識轉換成為組織的知識。 

3. 知識管理係指有系統的進行知識的管理 

雖然過去即存在知識的收集、保存、流傳等知識管理的活動，但

因缺乏資訊科技以至於知識管理的活動往往是勞心費神，曠時廢時，

縱使想要系統化管理，仍有困難。今日的知識管理並非任由組織內成

員隨意地進行知識的創造、捕捉、組織、取得與運用⋯等知識管理的

活動，而是在既有的資訊科技協助之下，依據組織所需要的知識資源

來進行系統化的知識管理與運用。 

4. 推動知識管理應有其特定的活動 

知識管理有從其內容來看，即有關知識的清點、評估、監督、規

劃、取得、學習、流通、整合、保護、創新活動，並將知識視同資產

進行管理。也有從知識管理的流程來看，即是尋找、挑選、組織、萃

取、呈現資訊的一種系統化過程。也有從知識管理的活動來看，即知

識的創造、捕捉、組織、取得與運用。綜合以上所述，不論是知識管

理的內容、或是知識管理的流程、亦或是知識管理的活動，在描述上

雖有不同，但都清楚表達出知識管理具有其特定的活動，均可將以上

所述視為推動知識管理的活動。 

5. 均未提出知識管理的成果評估 

若以一個系統的「投入（input）」、「過程（process）」與「產出

（output）」三個主要部分來看知識管理，可以發現以上各學者、專

家或機構對知識管理的定義中，多偏向強調「投入」與「過程」的部

分，未能看出「投入」與「產出」在知識管理系統中的關聯性，亦未

提出針對實施知識管理後的成果予以具體評估的方法。 

綜合以上所述，知識管理可定義為「藉由知識的取得、流通、學

習、整合、創新等系統的方式，將屬於個人的知識轉換成為組織的知

識，用以提升組織的核心能力和組織的價值。」 

六、實踐知識管理的挑戰 

目前許多組織以不同的領域和方式來啟動組織的知識管理，諸如

以科技掛帥、以品質／再造／最佳實務為主、以組織學習為基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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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取決為導向或是以會計系統為主的知識管理專案（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268-276）。大體上，可以將知識管理的實

踐區分為兩大學派，一為「資訊學派」，強調知識的編碼、存取、分

享，並以資訊系統之設計與運用為主軸，著重流程再造與改善。另一

為「行為學派」，以Davenport & Prusak（1998）與Sarvary（1999）

等人為主，強調再好的資訊系統若無組織管理制度的配合，亦無法發

揮應有的效益（方世杰等，2000：358）。 

然而，現今在實務運作上，卻面臨了兩項主要的挑戰，使得大家

開始：（1）由科技為主的資訊管理轉向以人為本的知識管理，以及（2）

以信任取代控制。學者方世杰等（2000：358）主張行為學派的論述，

強調知識管理為組織策略與管理的意涵，理由是處在資訊科技進步、

快速和普及的時代，資訊科技的採用較無疑慮，但重要的是組織如何

配合知識管理的新典範，調整其組織結構與管理作為。本研究亦同意

上述的論點，採用行為學派的觀點。 

（一）由科技為主的資訊管理轉向以人為本的知識管理 

許多人談知識管理，太偏重利用資訊科技建構知識庫系統（尤克

強：2001：16）。知識管理的主要陷阱之一就是使用資訊管理的工具

和概念來設計知識管理的系統（McDermott，林季蓉譯，2002：3），

也就是說知識管理倚賴容易察知且可量化的資訊（Krogh、Ichijo & 

Nonaka，2000；McElyea，2002）。雖然科技發展有助於激發人們對知

識的興趣，並且科技架構是成功知識管理專案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知

識管理策略的重點不應該集中在科技之上，因為科技無法取代人們的

經驗所累積之技能與判斷力（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

13-14、269）。 

Lyotard (1984，引自 Jacob & Ebrahimpur，2001） 認為在電

腦化社會裡的知識已經從知者「被抽離出來」，這種抽離的現象產生

一種新的觀點，即將知識視為一種商品（commodity）。Lyotard預言

知識在現代社會的角色會在兩方面繼續演進，一是知識管理的學術論

文，一是知識管理的實踐。 

Jacob & Ebrahimpur（2001）認為事實亦是如此發展，今天企業

界的特徵就是十分注重能夠有效管理知識創新、移轉與擴散的科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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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儘管學術論文充滿了建議和敘述，強調知識可獲得優勢，然而，

在實務界的狀況卻是興奮與挫折參半，要從知識獲得利益得花上一段

時間和代價。到底問題出在那裡？要如何按部就班去做？學術界和實

務界的看法不盡相同。例如，學術文獻指出知識管理的方法要由下而

上，以人為導向，可是在知識管理實務上，所投資的金錢幾乎都跑到

昂貴的資訊管理科技與技術上。 

資訊科技及資訊管理這兩種管理領域，都以資訊為基礎，都把重

點放在建立各種制度及流程，以儲存知識或加以分類，反而不重視改

善人們運用知識的方法。往往在資訊科技上花費昂貴的經費，卻顯不

出績效。因此公司應採取更多「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的管

理措施，改善行為與價值，以提高資訊使用的效率。（Kettinger et al., 

林佳蓉譯，2002：31） 

（二）以信任取代控制 

Jacob & Ebrahimpur（2001）認為目前在實務運作上，仍然存在

三個問題：（1）由下到上的知識管理：在這種背景之下，管理者會覺

得建立完全倚賴網絡、團隊和人際關係的知識管理系統，會降低管理

者的控制能力。（2）儘管領導領域的文獻強調管理者應以促進

（facilitation）和指導（coaching）來取代控制導向的觀念，但實

務界仍然多受控制的慾望所驅使。（3）無論是資訊管理科技業或管理

者，受到主動積極的行銷技巧所影響，都希望能夠很快得到解決之

道，好讓他們可以繼續大權在握。 

對於組織的管理者希望掌控的心態是可以了解的，因為社會學家

Harrison White曾說：「社會學、經濟學與政治學這三個學科是協助

我們徹底看清組織的三面明鏡。」（引自Davenport & Prusak，胡瑋

珊譯，1999：64），組織裡的確存在政治的現實面。但是為了要能成

功地實踐知識管理，組織管理者仍需致力於以知識導向的文化，管理

者必須放手讓員工進行知識創造的活動（Davenport & Prusak，胡瑋

珊譯，1999：251），並且將「信任」建立於組織之中。因為信任是知

識管理的基石，是所有知識管理專案的關鍵所在（許士軍，2001；尤

克強，2001；Koulopoulos & Frappaolo，陳琇玲譯，2001：56）。 

相對於企業的管理控制的手段，非營利組織卻呈現出不同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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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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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形，提供了一個有益於組織成員互動的環境，

促進成員之間人際關係的建立和團隊的合作。如此使得知識在組織中

的流通更為暢通，有助於推動成功的知識管理方案，因此以非營利組

織為研究對象將具有正面的價值。 

至於如何在組織中將「信任」建立起來？ Davenport & Prusak

（胡瑋珊譯，1999：75-76；尤克強，2001）認為可以透過以下的方

式： 

1. 信任必須是具體可見的：讓組織成員見到人們因分享知識而

獲得肯定，親自體驗互惠的好處。 

2. 信任必須是全面的：不容許或縱容部分成員可以因著不信任

而得到好處。 

3. 信任必須由高層開始：高階主管應以身作則，可為組織的風

氣與價值觀帶來良好的典範。 

4. 透過親自接觸建立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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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可知，建立信任的具體作法與獎勵制度、組織文化、高階

主管的角色、組織成員親自接觸有關。清楚的獎勵制度，才能讓組織

成員因著互惠的好處而願意分享知識。高階主管以身作則，除了可為

組織的風氣與價值觀帶來良好的典範，並能建立起「信任」的組織文

化。由於人們注重社會群體的關係，所以互信的建立可以藉由組織成

員親自的接觸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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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知識分享 

過去我們認為知識是固定存在一小群專家腦中，知識是從專家手

中被搬到非專家手中，Dixon（1999）認為現在大家對於在組織裡誰

擁有能夠解決難題、最可靠又最有價值的知識，已經有所轉變。這項

轉變就是以前大家認為知識乃握在一群經過挑選的專家或「最頂尖」

的實務工作者手中，如今已逐漸改變為有用的知識乃散布在整個組織

之中。 

根據前一節文獻探討，了解知識管理的定義為「藉由知識的取

得、流通、學習、整合、創新等系統的方式，將屬於個人的知識轉換

成為組織的知識，用以提升組織的核心能力和組織的價值。」然而，

知識管理端賴不斷的溝通，以及分享專門知識與想法（Stoddart，

2001）。所以在組織中，如果不想讓學習變成個別部門的事，就必須

迅速、有效地將知識傳遍整個組織；想法應該由大家分享，而不是只

由少數人擁有，如此才能發揮最大的影響力（Garvin，張玉文譯，

2000：70）。 

因為單單擁有知識並不能改善個人、團隊或組織的績效

（Verkasalo & Lappalainen，1998），知識必須經由在組織中的擴散，

才能在動態頻繁的互動過程中，彰顯出知識的力量與價值，並在這相

互衝擊與交融的過程中創造出多樣的知識（吳思華，2001）。 

一、知識分享的重要性 

在知識性社會中，知識是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企

業所需能力不只是妥善的運用現有知識，且尚需在變動環境中不斷的

創造組織知識，而知識的創造必先做到成員間的知識分享，因此人們

樂於從事知識分享對於促進知識的創造有著重要的影響。組織是成員

相互依存的運作系統，成員需在工作過程中，不斷樂與他人共同合

作，相互貢獻知識，才能有效釋出組織創新活力（鄭仁偉等，2001：

69-70）。 

知識分享可以避免核心能力被取代。假使組織的核心能力包含好

幾種要素，最好透過分享部分知識來使因果不明（causal ambiguity）

的知識獲得某種程度的管理，如此，被仿效的風險就會降低。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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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核心能力複雜，而推動組織表現的因素又是因果不明，則知識分享

就更有價值了。在這些條件下，知識分享可以用來提升組織承諾的可

信度，使一些特定的利害關係人更清楚看見組織表現的動力（McEvily 

et al., 2000）。 

但是由於人們習於隱藏有價值的資源，使得分享知識似乎並不符

合人性的本質（Kulopoulos & Frappaolo，1999；吳青松等，2000；

鄭仁偉、黎士群，2001）。Laurence Prusak亦認為依人的本性是不

會與他人分享知識，需要一番說服勸誘才能讓大家知道他們知道的是

什麼，將所知道的分享出來，並且還要吸收別人所知道的（引自

Dataques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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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專注在共

同的目標之上。但是最難的事情，就是讓大家體認有必要把自己所知

道的跟他人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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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成員了解，共同合作及知識分享

不但對組織整體目標有益，也對組織成員本身有利。 

由此可知，知識分享雖是知識管理最大的難題，但同時也是組織

衡量知識管理或組織學習績效最主要的一項要素。組織成員願不願意

與其他成員分享知識，已成為影響組織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林昌榮

等，2001：13）。因此，進一步探討「知識分享」的議題有其重要性。 

二、知識分享的內涵與定義 

由於知識分享（knowledge sharing）的研究才剛剛起步，針對

知識分享的操作型定義並不多（林昌榮等，2001），甚至連描述的文

字也都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汪金城，2001）。雖然知識分享並沒有一

致性的定義，但仍然可以經由探討學者對知識分享所提出的各種模式

與觀點，分析其相異之處，從而了解知識分享的內涵。回顧文獻，可

由「學習」、「組織學習」、「知識庫系統」、「知識管理」、「溝通」、「知

識移轉」、「知識轉換模式」及「知識市場」等八種不同的觀點，來分

析知識分享的內涵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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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觀點的知識分享 

根據Senge（1997）的觀點，認為知識分享與資訊分享是有所差

異的。分享知識並不只是一方給予他方某些東西，或由他方身上獲得

什麼；相反的，真正的分享知識行為乃表現在一方真正願意幫助他人

去發展新的行動能力。Senge將知識分享定義為「協助他人發展有效

行動的能力」。就資訊分享而言，由於資訊源於某處，在傳播通道中

移動，最後到達接受者，為「知道某件事」，然而知識分享並不是「購

買過程中一個取得的動作」，而是一種學習。其間的區別在於資訊分

享僅是單純給予的觀念；而知識分享則是「協助他人了解某件事的箇

中原委」。Senge的學習觀點，重視知識分享的過程與完整知識的轉

移，偏重於經驗主義；認為知識無法獨立於主體之外，是必須與對方

互動並成功的移轉至對方，形成對方的行動能力（鄭仁偉等，2001：

76-77）。 

（二）組織學習觀點的知識分享 

組織學習乃是經由動態性不斷的訊息共享、聯結和知識加成的轉

換而形成，而知識分享是組織學習中重要的一環。Duncan & Weiss

（1979）認為組織學習不僅指個人學問經組織上下全體共享、共通、

共用的集體智慧，並具有以下三大特性（引自林昌榮等，2001：

17-18）： 

1. 組織知識是指可以溝通、相互交流、應用的知識。組織知識

分布在各處，包括不同部門、不同個人，皆有其專業知識，

因此若無法與人溝通則不能稱為組織知識。此外，若個人不

分享知識，則個人知識的累積並不等於組織知識的累積，所

以必須透過知識分享才可能將個人知識轉換為組織知識。 

2. 組織知識是經驗的累積，組織知識隨著組織成長的動態過程

不斷的累積組織的經驗。 

3. 組織知識是一套因果模式的累積與結合，包括組織成員、主

管、部門和知識體系的交互作用。 

另外，其他的學者如 Marlene & Marjorie（1985）認為組織學

習是透過較佳的知識和理解來改善行動的過程。Stata（l989）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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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學習定義為組織分享見解、知識和心智模式，而且以過去的知識和

經驗（也就是組織記憶）為基礎。學者方世杰（1997）認為組織學習

是由個人對知識的增加與了解，予以轉化為組織改善活動的一種程

序，並可進而提高組織的競爭優勢。 

總之，組織學習仍需建立在個人獲得問題解決與決策行動的資

訊，因為組織獲得的資訊所形成的記憶，仍需依靠個人認知及解釋。

然而每個人的認知、解釋，乃至問題解決的方式，均各有差異。因此，

透過「分享」與「文件化」，形成組織之認知與解釋系統，才能使「組

織記憶」發揮功能（吳秉恩，2002：343-344）。所以，將個人的知識

經由人與人之間分享交換、評價與接納，才能轉換為共識性和整合性

的知識。 

（三）知識庫系統觀點的知識分享 

運用知識庫系統與資訊科技，其正確性高與速度快的優點，並且

可以打破時間與地域的限制，使企業能迅速為顧客提供及時化的服

務。因此，知識庫系統與資訊科技是知識的創造、儲存及分享之利器。

雖然，人們能夠利用資料結構來表示知識庫系統中的知識，但這些符

號並不能產生智慧性的行為，除非人們懂得這些符號進行處理，並賦

予意義（Newel1，1982），才能讓知識庫系統形成生命（林昌榮等，

2001：15-16）。 

Musen（1992）認同Newell（1982）的觀點，提醒人們釐清知識

庫中符號和知識之間的不同。知識庫本身並不足以用來捕捉知識，賦

予知識庫意義是解釋的過程，而知識的分享必須包括推理機制才能賦

予知識庫生命。Newell（1982）及Musen（1992）的知識分享觀點，

重視一次分享行為中所包含的內容，是一種單向的行為，著重於電腦

知識庫的分享及重複使用，異於學習觀點的互動行為；其知識論偏近

理性知識，認為知識可獨立於主體之外（鄭仁偉等，2001：76-77）。 

（四）知識管理觀點的知識分享 

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劉京偉譯，2000：39）

為知識管理架構提出如圖2-4-1的公式，此公式指出「組織知識累積

必須透過科技將人與知識充分結合，而在分享的組織文化下達到加乘

的效果」，經由這個簡單的知識管理公式可以看出，知識管理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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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決定了知識是否能發揮幾何級數的力量，由此可知知識分享

在知識管理架構中，對知識管理效益有極高的影響力。 

圖 2-4-1 知識管理重要元素架構圖 

ＫＭ = (Ｐ＋Ｋ)ｓ 

知識管理重要元素： 
Ｐ（People）：知識運載者 

＋（Technology）：資訊科技協助知識管理的建構 

Ｋ（Knowledge）：包含資料、資訊、知識與智慧 

Ｓ（Share）：分享 

資料來源：劉京偉譯（2000），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p.39。 

（五）溝通觀點的知識分享 

Hendricks（1999）認為知識分享就是一種溝通的過程，知識不

像商品可以自由地傳遞，當組織成員由他人獲得知識時，就是在分享

他人的知識。知識接受者必須有重建（reconstruction）的行為，將

所接收到的知識加以組合與理解。因此，Hendricks建立了一個知識

分享的模式（見圖2-4-2），包含知識擁有者與知識重建者兩個主體，

而知識分享的程序包含知識外化與內化兩個步驟。 

1. 知識分享的主體 

（1） 

（2） 

（1） 

知識擁有者（knowledge owners）：擁有知識的個人，

這些個人願意以演講、著作、行為或其它方式與他人

進行知識的溝通。 

知識重建者（knowledge reconstructors）：有能力重

建知識擁有者所分享出的知識，以模仿、傾聽或閱讀

等方式來認知、理解這些知識。 

2. 知識分享的步驟 

外化（externalization）：知識擁有者將知識外化。

例如演講、編輯知識系統、建構檔案或建立知識資料

庫。但是知識的外化未必是個人所知覺的行為，也不

一定是針對被分享者所做的行為，比如可以藉由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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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執行任務的過程而從中學習，而知識的擁有者則

未意識到執行該任務需要特定的知識，也不知道自己

已經成為知識分享的對象。然而，在多數情況下，鼓

勵知識擁有者將知識以某些方式外化，就會產生知識

分享的活動。 

（2） 

                        

內化（internalization）：知識分享是將這些知識擁

有者外化的知識加以內化的行為。為強調這種行為的

角色，接收知識的一方不單只是被動的行為而已，其

尚需「重建」這些被外化的知識並加以內化，故稱其

為「知識重建者」。內化的行為包括邊做邊學、閱讀書

籍、嘗試了解知識庫裡的知識等。 

知識分享過程中常存在許多的障礙，造成知識在內化過程中遭受

扭曲，這些障礙包括時間、空間、社會距離、語言文化、心智程度與

觀念架構差異等，對知識分享的效果形成重大的影響。 

圖 2-4-2 Hendricks的知識分享模式 

外化或傳送                            內化或吸收 

（編碼、展示、描述等）            （閱讀、邊做邊學、詮釋等） 

 

 

 

知識擁有者                 知識重建者 

知識

資訊資訊

知識

 障  礙 

資料來源：Hendricks (1999) 

（六）知識移轉觀點的知識分享 

當組織內缺乏某種知識時，便會產生知識落差，因此需要將知識

移轉進來（Gilber & Gordey-Hayes，1996）。知識移轉9有兩個主體，

一為知識接收者，另一為知識移轉者。知識移轉是指當知識接收者能
 

9 1995年以前談知識移轉多以技術移轉（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的研究為主，主要的原

因是技術移轉比較具體，直到1996年以後以技術移轉之外的知識移轉研究才多了起來（伍忠賢

等，2001：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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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獲得與知識移轉者類似的知識認知（Harem、Krogh & Roos，1996）。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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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知識接收者了解到資訊與知識

基礎的關係。 

所以知識移轉是組織成員透過各種工具與程序來進行知識分

享，而知識移轉的流程則是指將存在組織內某一部分的知識應用在組

織內另外一個部分上的流程（Dixon，2000）。知識移轉是一個「動態

的過程」（Gilber & Gordey-Hayes，1996），也是一個「循環的流程」

（O’Dell & Grayson，1998）。在此動態的過程中，知識透過取得、

組織、應用、吸收等系統化活動，在知識接收者與移轉者之間流動。 

（七）知識轉換模式觀點的知識分享 

Nonaka & Takeuchi（楊子江等譯，1997：80-96）將知識區分為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內隱的知識是指無法說明的知識，外顯知識則

是經由客觀觀察所得的理性知識。Nonaka & Takeuchi指出內隱知識

與外顯知識並非分離，而是相輔相成的實體，並認為人類的知識係藉

由內隱和外顯知識的社會互動而創造出來並發揚光大。這種互動稱為

「知識的轉換」（knowledge conversion）。轉換是發生在個人之間，

而非局限在個人之內的共同化過程。因此，Nonaka & Takeuchi提出

四種可藉由內隱和外顯知識的互動而產生知識創造的知識轉換模

式，透過此一知識轉換的模式，可以了解知識分享系統的結構。換言

之，知識分享就是「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彼此之間互動的過程」，而

其結果就產生了知識的創新。 

1. 社會化（socialization）：由內隱轉換為內隱稱之為社會化。

社會化是藉由分享經驗，從而達到創造內隱知識的過程，心

智模式和技術性技巧的分享亦為同一類。個人可以不透過語

言而自他人處獲得內隱知識，如學徒透過觀察、模仿和練習

來學習大師的技藝，或是組織中的在職訓練。 

2. 外化（externalization）：由內隱轉換為外顯稱之為外化。

外化是將內隱知識明白表達為外顯觀念的過程，在這個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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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創造過程當中，內隱知識透過隱喻、類比、觀念、假

設或模式表達出來。 

3. 整合（combination）：由外顯轉換為外顯稱之為整合。整合

是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的過程，這種模式的知

識轉化牽涉到整合不同的外顯知識體系。個人透過文件、會

議、電話交談、或是電腦化的溝通網路交換並整合知識。經

由分類、增加和整合來重新組合既有的資訊，並且將既有的

知識加以分類以導致新的知識。 

4. 內化（internalization）：由外顯轉換為內隱稱之為內化。

內化是將外顯知識轉化為內隱知識的過程，它和「邊做邊學」

息息相關。當經驗透過共同化、外化和結合，進一步內化到

個人的內隱知識基礎上時，它們就成為有價值的資產。以語

言、故事傳達知識，或將其製作成文件手冊，均有助於將外

顯的知識轉換成內隱知識。 

因此，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透過以上四種過程產生互動，這種互

動的過程使得成員之間的知識得以分享，並間接使得成員與組織分享

彼此的知識，這種分享產生的結果就是知識的創新，其目的則在增加

組織與個人的競爭力並創造價值。 

（八）知識市場觀點的知識分享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62）認為人們在組織中

進行知識的交流、購買、互惠、搜尋、創造，並將知識運用到工作上，

不論速度是快或慢，是否有生產力，知識都會在組織中四處流動。然

而，組織內的知識有別於個人的知識，它具有高度的動能，受到各種

不同的力量推動，這種力量即為市場的力量，其運作方式類似實質的

商品。 

組織中具有真實的知識市場（knowledge market），就好像商品

與服務的市場一樣，知識市場也有「買方」與「賣方」，他們經過溝

通談判後，對商品決定一個彼此都滿意的價格。其中也有「仲介者」，

為買賣雙方拉線，甚至還有「業主」的角色，他們憑藉自己的市場知

識，在組織中打下權力基礎。知識市場之所以交易的原因，是因為此

 

 

52



市場的所有參與者都相信可自此獲得好處。以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

就是他們期望這樣的交易會產生「效用
10
（utility）」。知識市場如同

其他所有類型的市場一樣，都是參與者為了目前或未來的利益，對稀

有資源進行交流的體系（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62）。 

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70）進一步指出，所有

市場都有其價格體系，知識市場亦不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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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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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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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rketplaces）的建立，

則為知識市場創造了實質與虛擬的交流空間（Davenport & Prusak，

胡瑋珊譯，1999：92）。組織中的知識市集提供了一個知識交換的場

所，可在組織內部營造一種自由交談、心得交換與分享的氣氛，它也

許是每天的午茶時間，也許是一週一次的閒談，也可以是一間實體或

虛擬聊天室，員工期待在此與同事們有更多的知識交流。類似其他所

有類型的市場的商品交易，因此知識分享是「參與者為了目前或未來

利益，對知識進行交易的行為。」 

（九）綜合整理知識分享的觀點 

上述八種不同的知識分享觀點中，「學習觀點」的知識分享，認

為知識分享是「協助他人發展有效行動的能力」，協助他人「知其所

以然」，但此觀點對於為什麼一個人願意協助他人知其所以然的原因

並未深究。「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觀點的知識分享，雖說明了

知識分享在知識管理架構及組織中的重要地位，但未能清楚說明知識

分享的過程與原因。 

「知識庫系統觀點」的知識分享，是一種單向的行為，著重於電

腦知識庫的分享及重複使用。要充份發揮知識庫系統知識分享的功

                         
10 人類為了滿足欲望，而有消費行為；消費所獲得的滿足程度，稱為效用（張清溪等，199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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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必須具備知識管理的能力，才能發揮其效果，透過知識庫系統的

建立與管理，才能對組織知識分享效能產生加乘的效益（林昌榮等，

2001：15-16）。 

「溝通觀點」的知識分享雖然清楚呈現了知識擁有者與知識重建

者之間知識分享的過程，並且認為兩者之間的溝通會存在某些障礙，

但對於知識擁有者為什麼要將知識傳送給知識重建者，也就是促進知

識擁有者進行知識分享的原因，溝通觀點並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答

案。 

「知識轉換模式觀點」的知識分享，以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之間

的互動來說明知識的分享，但此觀點同樣並未討論組織可以採用何種

方法促進成員知識的分享，也並未說明成員為什麼要對知識進行互

動。「知識移轉觀點」的知識分享，除了說明了組織成員透過各種工

具與程序來進行知識分享，重點在移轉的過程，也說明了進行知識移

轉的原因為知識落差，唯知識移轉多涉及組織正式的作為
11
，缺乏成

員的主動與自發性。 

雖然以上八種知識分享觀點，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知識分享的議

題，但可歸納其相同的內涵在於「透過某種組織的結構、制度、過程

與工具的應用，促使組織成員能夠與他人互動並分享知識，提升組織

的能力」。然而其中只有知識市場觀點的知識分享，不僅觀察到知識

分享的「過程」，同時考慮了知識分享的「原因」，也就是「人們為什

麼要從事知識的分享？」，因此透過此種市場的觀點，不只可以對組

織內部知識分享的過程進行了解，同時還能夠進一步了解人們為什麼

要進行知識的分享，這對知識分享而言是一種較為周延的看法（汪金

城，2001）。 

因此，知識分享可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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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的定義，可以了解有

關知識分享的內容包括了知識分享的意願（動機）、知識分享的過程、

以及知識分享的行為。由於本研究僅僅探討知識分享意願的部分，所

以將透過探討知識分享的障礙，找出克服的方法，以增進組織成員知

識分享的意願。 

                         
11 公司有意的稱為知識移轉，比較正式；知識分享有大家平等的感覺，傾向非正式。知識移轉大

都得透過師徒傳授方式完成，而知識分享的流通管道則寬廣多了（伍忠賢等，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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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分享的障礙 

知識管理最大障礙就是很多人常不願和別人分享知識，因知識是

他們的資產，大家都想保留它（吳青松等，2000）；除此之外，還有

一些阻礙知識分享的原因。以下將分為兩部分來探討知識分享的障

礙，第一部分彙集各學者對於知識分享障礙看法，第二部分以知識市

場失靈的觀點來探討知識分享的障礙與無效率。 

（一）彙整知識分享的障礙 

1.Szulanski（1996）針對組織內最佳實務移轉中知識來源與知識

接收者的知識分享特性，有著深刻的分析： 

（1）知識來源（source of knowledge）的特性： 

A. 缺乏動機：知識擁有者可能因害怕失去擁有權、優越感

或權力地位，而不願與他人分享，也有可能是因為知識

擁有者不願花時間與他人分享，或者是分享知識並不會

得到適當的報償。 

B. 不被信賴：若知識專家未被發現，或是不被信任時，則

他的建議可能比較不會被採用，並且可能會受到較多的

挑戰。 

（2）知識接收者（recipient of knowledge）的特性： 

A. 缺乏動機：知識接收者不願意接受非自己發展出來的知

識。 

B. 缺乏吸收（absorptive）能力：知識接收者沒有能力利

用別人的知識，也就是說其缺乏吸收能力。 

C. 缺乏保持（retentive）能力：知識接收者組織新知識

的能力稱為保持能力，知識接收者若缺乏這種能力則無

法整合組織內已有的知識，使知識無法持續保留下去。 

2.Ruggles（1997）認為有三個主要的知識分享障礙： 

（1） 時間的距離（tempor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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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歷史的障礙：歷史的障礙與組織的記憶有關。面對面的

知識分享雖然能傳遞大量的知識，但除非其他人在不同

時間裡有需要時可即時取得這些知識，否則對組織的剩

餘價值是很少的。 

B. 即時的障礙：組織成員彼此之間，難以協調出一個共同

的時間來進行知識分享。尤其在忙碌的商業社會，人們

花在確定共同時間的時間，有時比知識分享的過程還要

更長。 

（2） 空間的距離（physical distance/space）：全球化的趨勢

使得組織的知識分享面臨極大的挑戰，因為只要是稍具規

模的企業，幾乎都在兩個以上的國家設有營業據點。 

（3） 社會的距離（social distance）：包含組織的層級、功能

與文化之間的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這些差異限制了知識的

分享。社會的距離是最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涉及成員的

心智模式，而心智模式則造成了成員對事物的感覺與期望。 

3.Krogh（1998）認為在組織中，知識分享主要有以下四個障礙： 

（1） 合法性語言（legitimate language）的限制：個人的知識

必須經由語言的外化，方能使知識被組織和組織成員所了

解與接受，而這些語言所運用的字句通常也是組織成員所

熟悉的。又如專業性的語言在專業人員間可以精確的傳達

訊息，但對非專業人員則有如無字天書，這也造成了知識

分享的障礙。 

（2） 習慣（habits）：組織就如個人一樣，有一些行為會一再地

重覆，原因不是因為這種行為對組織有利或者是有利於知

識分享，而是因為很少有人會質疑這種幾乎已成為公司信

仰的習慣。 

（3） 正式的程序（formal procedures）：正式的程序一方面由

於具有許多的經驗，因此它能夠成功的解決許多複雜的問

題，但另一方面，正式的程序也會使知識分享的過程受阻。 

（4） 公司的典範（company’s paradigms）：這是知識分享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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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中最基本的問題所在，組織的策略、願景、任務陳述以

及其核心價值建構了組織的典範，然而個人處於組織之

中，對知識分享的看法很難不依循組織的典範。 

4.Leonard & Sensiper（1998）在研究組織內隱知識的創造與分享

時，發現有多重的障礙阻隔了組織內隱知識的分享，主要的障礙

有： 

（1） 組織對知識分享缺乏獎勵與成員自利的心理：組織如果對

知識分享缺乏獎勵機制，此時自利的個人將很快的發現，

保存知識對自己才是最有利的。雖然組織表面上鼓勵成員

做知識分享，但特別是當分享這些知識需要大量的時間與

人與人的接觸時，更難讓知識擁有者產生知識分享的行為。 

（2） 不平等的參與地位：不平等的參與地位常成為知識分享的

重大障礙。例如，醫院中的醫師與護士，由於對病患病情

的掌握，來自非常不同的內隱知識，使得醫師與護士兩者

之間的知識分享加倍的困難。 

（3） 距離：包含空間與時間的分隔。在知識分享中，最明顯的

障礙便是距離上的障礙，這也是現今知識管理中強調以資

訊科技來解決此一問題。雖然科技解決了部分的問題，但

仍有許多需經由肢體語言、實地示範、多面向的團體互動

以及人際交流所傳遞的內隱知識，資訊科技仍然遭遇很大

的困難。 

5.O’Dell & Grayson（1998）以詼諧的方式將組織內部最佳實務移

轉的障礙，分成五種公司類型，在這些公司中可以明顯看出造成

組織成員知識分享阻礙的原因。 

（1） 「青貯窖」公司（The Silo Company Inc.）：組織成員不

願與同事分享自己的知識，而將知識儲存在自己身上或所

在的部門。因為他們認為一旦與他人或其它部門分享知識

後，自己的知識就會變少。在缺乏激勵、計畫與組織文化

的支持，組織成員更不願去與其他人分享他們的知識。 

（2） 「非此處發明」公司（The NIH Company Inc.）：組織成員

認為發明新知識是最重要的，他們不願意去採用別人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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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子。在這種文化下，採用別人的點子是不足取的，所

以儘管公司裡的知識是公開的，但卻沒有人願意重複使用。 

（3） 「語意模糊不清」公司（The Babble Company Inc.）：組

織成員之間缺乏共識與溝通的基礎，因此知識很難順利的

移轉。在這種公司裡，組織成員並不是不願與他人分享知

識，但卻因為缺乏相同的語言而無法順利的進行知識的分

享。 

（4） 「依賴書本」公司（The By-the-Book Company Inc.）：在

這種公司裡，組織成員並不是不想分享知識，但因為他們

認為只要將組織知識文件化後，知識移轉就可以發生。這

種公司僅依賴外顯知識，卻忽略了內隱知識，所以雖然建

立了知識資料庫與資訊科技平台，以便組織成員能夠自由

的記錄與尋找知識，但是他們忽略了組織裡許多最重要的

知識是無法用文字加以表達的，因此組織知識移轉的成效

仍然不彰。 

（5） 「閂上門窗」公司（The Bolt-It-On Company）：經營者主

觀認為他們可以將知識分享的責任附加在每一個人的日常

工作之中，並且預期能得到好的結果，這種公司以為設置

諸如線上聊天社群之類的計畫，知識分享就會發生，但是

結果卻往往令人失望。 

6.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169）歸納知識分享的

阻力如下： 

（1） 缺乏信任。 

（2） 不同的文化、用語與參考架構。 

（3） 缺乏時間和會面的場所。 

（4） 對工作的生產力定義狹隘。 

（5） 地位與獎勵都歸給知識員工。 

（6） 知識接收者缺乏吸收能力。 

（7） 相信知識是某些特定團體的特權，有「非此處發明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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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8） 無法容忍錯誤或是需要協助的事實。 

（二）知識市場失靈 

本研究以知識市場的觀點來探討組織的知識分享，並定義知識分

享是在知識市場中的所有參與者為了目前或未來利益，對知識進行交

易的行為。但是，知識市場和市場一樣，其價格體系也有失靈的時候，

稱為知識市場失靈。當知識市場失靈時，會阻礙知識在市場的流通，

而使市場機能失效（尤克強，2001：53）。 

經濟學中的市場機能或價格機能，所指的是在社會上的每個人自

由意志下，沒有政府干預指導，任由市場供需運作而自然達到的成

果。但是當自由市場不能自動達到經濟效率時，即為「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包括自然獨占、外部性與公共財
12
。自然獨占

產業的存在，使得完全競爭無法維持；外部性與公共財使市場機能無

法達到最高經濟效率（張清溪等，1998：185、189；2000：387）。除

此以外，還有一個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在於買賣雙方的資訊差異過

大，當雙方資訊不同時，由於有些資訊無法在市場上交易，使得訊息

較多的一方可以利用優勢的資訊來剝削另一方，使得市場無法達到最

有效率的情況，這樣的情形稱為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林祖嘉，2002a：92）。 

知識市場也會有失靈的時候，知識市場失靈會阻礙知識在市場中

的流通，使得市場機能失效（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

88-90；尤克強，2001：53-54），導致「知識市場的無效率」與「知

識市場的病徵」。因而使得在組織知識市場中，並非每一位參與者都

願意進行知識的交易。 

 

                         
12 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指的是某一產業，因生產的經濟規模、多角化經營或創新，以

致長期平均成本線隨產量不斷下降；或雖此產業的經濟規模不顯著，但因社會上對此產品需求太

小，以致市場需求線與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線相交在長期平均成本線下降的階段（張清溪等，

2000：310）。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一部分的利益不能歸自己享受，

或是有一部分的成本不必自行負擔者（張清溪等，2000：353）。公共財（public goods）具有共

享（nonrival）和無法排他（nonexclusive）兩種特性。共享指的是可以讓很多人共用而不損及

其中任何人的效用；無法排他則指很難禁止他人不付代價，坐享其成（張清溪等，200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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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識市場的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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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率的市場中，買賣雙方能夠迅速地找到對方，並且有清

楚的價格制度使得交易商品的價格形成共識，以致於能夠以最低的成

本產生最大的利益。但是對大多數的組織而言，知識市場顯然相當缺

乏效率，造成知識市場運作無效率的主要因素有（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84-85）： 

（1） 知識市場相關資訊不完整：最常見的知識市場相關資訊不

完整有二，其一是缺乏明確的知識分布圖來協助買方順利

找到賣方；其二是缺乏清楚的價格資訊，令知識分享的報

酬模糊不清。 

（2） 知識分布不均：是指組織中的知識往往集中在某個部門，

但別的部門卻出現短缺的情形。 

（3） 知識的區域性：意指人們取得知識的來源，往往是組織中

比鄰而坐的同儕。 

2. 知識市場的病徵 

有些知識市場具有嚴重的缺陷，會阻礙知識在市場中自由流動的

扭曲現象，稱之為知識市場的病徵，包括知識的壟斷、知識不足、知

識的交易障礙等，但上述三者多少有些重疊（Davenport & Prusak，

胡瑋珊譯，1999：88-90；尤克強，2001：53-54）。 

（1）知識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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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壞處就像商品及勞務獨占市場一樣，由於市場中

並沒有其他競爭者，而使價格高不可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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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2）知識市場的知識不足 

由上述可知，知識的壟斷是一種人為產生的知識不足；而企業文

化若以囤積知識為規範，也會產生組織知識市場的知識不足。知識之

所以會變得昂貴，不是因為它不存在，而是因為難以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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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識的交易障礙 

種種不同的障礙令知識市場的交易窒礙難行（Davenport & 

Prusak，胡瑋珊譯，1999：89-90；尤克強，2001：53-54）： 

A. 買方拒絕購買知識：知識買方如果存在「不是此處發明

（NIH, not invented here）」的固步自封心態，拒絕

接納新知，這就和知識賣方囤積知識（賣方拒絕出售知

識）的結果一樣，造成知識交易的障礙。 

B. 階級造成的交易障礙：組織中地位較高的人不願意與組

織中地位較低的人進行知識交易。 

C. 固守傳統的決策造成的交易障礙：有時候高層主管為了

強化組織傳統，以命令方式禁止員工公開討論會使組織

傳統受到威脅的話題，也會造成知識交易的障礙。 

D. 知識移轉結構不良： 

a. 缺乏有效率的數位網路或通訊系統讓知識系統化，會

使得組織成員不易取得所需的知識。 

b. 知識買賣雙方不論在實體或虛擬的環境中，都缺乏接

觸的機會，也會妨礙信任的建立，阻礙知識的交流。 

c. 組織成員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知識的搜尋、交流

或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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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組織重整或縮編，會減少組織成員搜尋和分享知識的

時間，傷害知識市場的結構。 

 

綜合以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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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國內有許多探討知識分享意願的研究，主要是探討什麼因素

會阻礙組織成員間的知識分享？以及什麼因素可以促進組織成員間

的知識分享？（林志信，2003；梁桂錦，2002；吳奕廷，2002；劉清

華，2002；紀詩瑩，2002；王文彥，2002；蔣佩真，2002；黃銘廷，

2002；江怡慧、吳兆慶，2002） 

在增進組織成員間的知識分享方面，許多研究結果證實，知識分

享與人際間的互動（張火燦、劉淑寧，2002；陳世晉，2002；沈佩蒂、

盧俊成，2002；楊明洲，2002；楊棍智，2002；吳偉立，2002），以

及組織知識分享的文化（陳美慧，2002；鄭雅嬪，2002；李應宗，2002；

黃銘廷，2002；江怡慧、吳兆慶，2002；李美玲，2002a、2002b；簡

吉照，2002）有關，並且建立知識分享的機制（陳志崙，2002；高美

娟；2002；蔡豐隆等，2002）對促進組織知識的分享有其正面的效益。 

以下彙整部分研究成果之內容摘要，如表2-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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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彙整近期國內對知識分享的研究摘要 

研 究 者 內    容    摘    要 

江怡慧、吳兆慶

（2002） 

根據銀行高科技授信人員的研究發現，阻礙知識分享意願的因

素包括：知識被視為個人資產、組織沒有提供誘因、組織的文

化不對。鼓勵知識分享的因素包括：樂於分享的組織文化、獎

勵措施、成員互信的組織文化。 

許孟祥、詹佳琪

（2002） 

以台灣第一屆評比得獎的網站為對象，探討知識分享、知識品

質及夥伴關係品質對網路虛擬社群成員滿意度之影響。研究發

現，虛擬社群成員滿意度受到知識分享、知識品質及相互信任

等因素的直接影響；其中知識分享是三個因素中最重要的，並

且受到相互信任的直接影響。 

張火燦、劉淑寧

（2002） 

知識分享是知識創新和管理的成功關鍵因素之一，知識創造始

於人際間的互動，知識分享則建立在人際關係基礎之上，個人

的社會網路是分享知識的關鍵媒介。 

陳世晉（2002） 知識管理建構者不應將執行焦點建立在讓使用者了解知識管

理具有多大效能，而應將盡量運用社會化交換模式，提升使用

者間的相互成長動機，才能有效提升系統中內容的質與量。 

李美玲（2002a）組織推動內部知識分享直接目的是塑造知識分享文化，間接目

的是利潤成長、知識創新、提升組織價值與競爭優勢。 

李美玲（2002b）知識透過分享才能產生更大的力量，因此企業需要建立知識分

享的文化，包括：（1）將知識分享與企業目標、問題或結果作

一明確的連結。（2）組織用來支持知識分享的方法、工具及架

構，都符合組織整理風格。（3）將知識分享與組織已有的核心

價值觀緊密連結。（4）利用員工每天所運用的人際網路關係來

建立知識分享網路。（5）具有影響力的成員與管理者應多鼓勵

同仁分享知識。（6）利用獎酬及績效系統來促進知識分享。 

沈佩蒂、盧俊成

（2002） 

以組織資訊處理的觀點，分析新興網站 Anyway的個案，探討

組織賦能與知識分享的關係。研究發現，藉由團隊工作、組織

結構扁平、縮短資訊流程、成員參與決策而增加了溝通效率

等，因而加強知識分享的能力。 

簡吉照（2002） 知識管理整體效益的發展要結合人、資訊科技、知識與分享四

大要素。知識管理要有完善的功能，除了應具有知識管理系

統，運用資訊科技外，最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分享知識的組織

文化與工作環境。 

楊明洲（2002） 研究結果顯示知識分享意願與社會交換觀點之模式確實存在。

楊棍智（2002） 以電子相關產業人員為實證對象，研究發現知識分享行為受到

信任、合作、互惠、利他與組織因素的直接影響，且這些主要

變因對知識分享都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力，呈現正相關的關

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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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彙整近期國內對知識分享的研究摘要（續） 

研 究 者 內    容    摘    要 

鄭雅嬪（2002） 組織文化影響程度越高，組織內的員工知識分享程度越高。 

吳偉立（2002） 研究結論：（1）信任及激勵促動因子對於知識分享意願具有顯

著的影響；人際互動促動因子對於知識分享能力具有顯著的影

響。（2）和善性人格特質愈高時，信任促動因子愈高，則知識

分享意願愈低；神經性人格特質愈高時，信任促動因子愈高，

則知識分享意願愈低。（3）工作相依性愈高時，激勵促動因子

愈高，則知識分享意願愈高。（4）成員外向性組合愈高時，人

際互動愈高，則工作熟練度愈高。 

梁莉麗（2002） 訪談國內五家公、民營製造業經理人，目的在探討那些因素會

影響組織內知識創造的能力及與其知識分享間之關聯性。 

研究結果發現：(1)知識分享動機對知識分享及組織內知識創

造能力，具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尤其是以內在動機之影響最

為明顯。(2)組織成員間的合作程度對知識分享及組織內知識

創造能力具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其特別是對組織內知識創造

能力之影響最大。(3)較高的組織認同度會對知識分享及組織

內知識創造能力具有正面且顯著之影響。(4)組織成員對於工

作投入程度亦會對知識分享及組織內知識創造能力具有正面

且顯著之影響。(5) 離職傾向的高低對組織內知識創造能力也

有顯著性之影響。(6) 知識分享之人力資源措施、時間及系統

構面皆會對組織內知識創造能力具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 

蔡豐隆等（2002）組織實施知識管理的目的是冀望達成組織內或組織間的知識

分享，知識管理成功與否，端視組織內員工是否願意分享其知

識之程度而定。建立知識分享的組織機制，有助於個人知識轉

化成為組織的知識；知識分享的組織機制包括：資訊基礎建

設、組織資訊結構、組織管理制度、組織文化與員工互動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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