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知識管理 

 

一、知識管理的定義 

「知識」，它深藏在日常的工作與實踐中，公司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就是

透過這些知識所轉化形成的，因此深藏在公司內這股無形的知識流是公司重要的

無形資產。1991年日本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教授，於哈佛企管評論(Harvard 

Business Review)率先提出隱性(tacit)知識與顯性(explicit)知識概念及「知識的螺

旋」(spiral of knowledge)理論後，才掀起了以知識為基礎的競爭(knowledge-based 

competition)時代之序幕。Druker(1997)在「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zation)一書

中，明示「知識工作者」(Knowledge-worker)將成為社會主流，始引起全球廣泛

討論「知識」之重要性。於是「知識管理」這個概念也愈加獲得學術界和實務界

的關注。 

Rudy Ruggles(1998)指出大部分的美國企業推動知識管理，都導入內部網

路、資料倉儲等，以資訊科技來收集、儲存或萃取知識。但這種將資訊編碼處理

的方式，功效有限，無法處理隱性知識。因此，強調推動知識管理，一定要強調

「人」，由產生知識的人自己來儲存、傳播知識最為有效。Pfeffer & Sutton (1999)

也提出相同的說法，他們認為傳統的知識管理太強調科技，把知識當成有形的物

件來處理，是知識管理行不通的原因。 

Larry Prusak (2002)提出了「第二代知識管理」的觀念。第一代知識管理以

架構為主，由技術地圖、知識地圖等開始，重視文件管理、知識庫，以數位圖書

館的觀念，來建立知識管理系統。因此把資訊管理等同知識管理，認為科技可以

改變人的行為，但這樣的知識管理觀念後來被證明為不可行。因此，Prusak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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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探討第二代知識管理的概念與內涵，他們認為應重視組織內非正式的溝通，

鼓勵面對面的接觸，強調人與人的連繫，建立信賴的環境，同時提供學習的空間，

以分享並創造隱性的知識。 

綜合學者對於知識管理的定義及說法可知，知識管理不該是由科技改變人的

行為，而應該是由人利用資訊科技來創造價值。企業要成功導入知識管理，不僅

僅是要考量知識管理系統的架構及企業知識活動的流程改造，更需要讓企業內的

員工認同知識管理所能帶給他們的幫助，因為企業知識要能應用到各種營運活

動，進而成為企業智慧，都是要憑藉著企業內的員工為媒介，才能發揮企業知識

的效益。 

 

二、知識管理的主要目的 

組織知識管理主要目的有許多的學者從各個層次和角度提出不同的看法，有

的重視知識管理的流程目的，或是經營的效率、競爭優勢等等，有的是著重於組

織內知識的創造及分享，以及提高知識工作者的工作效率，因此林東清教授(2003)

提出知識管理目的的層次架構圖(圖 2-1)，這個層次架構圖可以視為知識管理導

入時的流程，而各階段知識管理的實施，是透過一個循環的過程不斷地進行，因

此，雖然是一個層次架構圖的表示方式，但是並非切分為一個由上而下個別的階

段，而是一個循環不息的知識流在組織中運作。此架構將知識管理的目的，由直

接到間接，共分為六個層次和目的。將各層次的目的分別說明如下： 

(一)第一層目的：有效的知識管理過程。 

利用知識管理，有效地促進組織內外重要知識的蒐集、創造、儲存、分享與

移轉等效率。 

(二)第二層目的：有效的知識資源利用。 

包含了知識管理的兩項目的， 

1. 知識的利用：充份利用組織目前所掌握的有價值的知識，增加知識的流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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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其潛在價值。 

2. 知識的探索：提昇組織對於新知識的開發與創造能力，增加知識的存量，以

能永遠領先對手。 

(三)第三層目的：對個人工作、流程、決策績效的支援。 

 透過上述兩個知識利用的目的，組織的知識管理應有下列的支援功能，包

括： 

1. 支援及提昇員工個人與群組在工作、決策、問題定義與解決問題的能力，例

如： 

(1)、降低工作的重蹈覆轍與重複投資的浪費。 

(2)、任何工作決策、問題解決都能利用最好的知識。 

2. 在支援組織作業流程與學習文化方面： 

(1)、利用知識支援組織各作業流程(包括生產、行銷、研發)的卓越性，包

含了以下三種能力： 

a. 效率：亦即「正確處理事情的方法」(Do the thing right)，以使組織具

有「最少的投入，最多的產出」之能力。 

b. 效能：亦即「做正確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促進組織能找到對

組織最有價值的工作與方向的能力。 

c. 創新：亦即「做創新的事情」(Do the new thing)，促進組織能夠不斷創

新與學習的能力。 

(2)、促進組織學習的文化：利用知識管理的實務社群來促進組織學習、開

放、交流、分享、團隊合作、創新研發的文化與精神。 

3. 第四層目的：對產出品質的支援。 

(1)、利用知識提昇產品/服務的內容及品質。 

(2)、利用知識加速產品/服務上市的時間。 

(3)、利用知識精確掌握市場變化與顧客的需求。 

(4)、利用知識快速反應產品需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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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五層目的：對競爭優勢的支援。 

(1)、利用知識形成及強化難以模仿的核心能力。 

(2)、利用知識形成及強化組織掌握商機的能力。 

(3)、利用知識提昇快速反應環境變化的能力。 

(4)、利用知識來提昇打擊競爭對手、形成進入者的障礙、替代品障礙、鎖

住顧客的能力。 

5. 第六層目的：支援組織的終極獲利。  

此為組織存活的最終目的，知識管理的實施最後都希望提昇組織營收、成

長、市場占有率及獲利率。 

小結：由上可知，知識管理的目的可以依照不同的組織目標將知識管理的目

的區分為多個層次，因此，本研究所定義的知識管理最佳實務所欲達到的目的，

主要是利用知識管理系統支援知識工作者平常的活動，並幫助知識工作者發揮他

們的潛力，以探索知識工作者所需要的支持性的環境。所以，本研究所定義的知

識管理之目標為上述組織知識管理目的的層次架構的第三層次的目的，即支援及

提昇知識工作者的工作環境，以提高知識工作者的生產力，本研究主要著重在兩

個部份，一個是利用知識管理系統促進組織內知識分享的活動；另一部份則是運

用組織機制和溝通網路促進知識工作者的學習，以創造有價值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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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的實施 

知識有效地蒐集、創造、儲存、

分享及移轉 

提升知識的利用與知識的探索

提升個人、群組、組織的工作績

效

提升產品/服務提供的有效性

競爭優勢的達成 

成長、營收、市場占有率 

第五層目的 

對競爭優勢的支援 

第四層目的 

對產出品質的支援 

第三層目的 

對個人工作、流程、

決策績效的支援 

第二層目的 

有效的知識資源利用 

第一層目的 

有效的知識管理過程 

第六層目的 

支援組織終極獲利 

圖 2-1  組織知識管理目的的層次架構圖 

<資料來源：林東清,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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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識工作者 

 

一、知識工作者的定義 

對於「知識工作者」許多學者有不同的定義及說法。管理大師彼得．杜拉克

於1966年首先提出「知識工作者」這個名詞，他認為知識工作者是能透過處理現

存的資訊產生解決現存問題資訊的員工。例如律師、醫生、外交官及軟體工程師

等等。WC Miller(1998)也提出知識工作者是能利用智慧將想法實現為有價值的產

品或是服務的人。Horibe(1999)認為，所謂的「知識工作者」就是運用他們的頭

腦多於雙手創造價值的人。Cortada(1998) 認為知識工作者是處理資訊與想法的

人。 

歸納以上各個學者對於「知識工作者」的說法可知，知識工作者就是利用本

身的知識和技能從事知識工作創造有價值的產品及想法的員工，且往往知識工作

者是比組織內任何一位員工更了解他自己的工作內容的人。 

 

二、知識工作者的特性 

彼得‧杜拉克預言：下一個社會是知識社會，未來企業都將充滿知識工作者，

知識工作者熱愛工作，但不一定熱愛組織，隨時會流動，企業的關鍵知識也就隨

著他們流出企業之外。對待知識工作者要如同對待自願工作者的方式，需要讓知

識工作者從工作當中獲得成就感且能自我肯定。 

知識工作者不是部屬，他們是夥伴。知識工作者比他們的老闆更了解他們的

工作，否則他們就不能發揮什麼作用。一般來說，知識工作者的主管不會做部屬

所做的工作，正如交響樂團指揮不會吹喇叭一樣。反過來，知識工作者需要主管

指引方向，定義整個組織的表現，也就是標準及價值觀。所以，夥伴不能被使喚，

他們需要被說服。管理工作愈來愈像「推銷」的工作。企業一定要愈來愈注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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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工作者的利益，或至少把他們的利益放在足夠高的位置，來吸引和留住公司所

需要的知識工作者，並且使他們發揮最大的效用。 

因此，針對知識工作者的特性而言，企業內的知識管理必須要能為知識工作

者營造一個知識分享的文化，並且提供知識工作者學習的機會，讓知識工作者在

工作中得到滿足及成就。如此一來，才能真正留住有價值的知識工作者，並且為

企業帶來競爭優勢。 

 

三、知識工作者的分類 

目前企業內大部份皆屬於知識工作者，有的是利用其管理知識加速企業的運

作和提高企業的競爭力及價值，有的是利用其專業技術創造新的產品及服務為企

業在競爭激烈的環境下開創新的市場，因此企業內部的知識工作者擁有多種的型

態，Sveiby(1996)便提出依知識型態的不同及擁有能力的成熟度為兩個維度(圖 

2-2)，將組織內的知識工作者區分為四種類型： 

(一)、專家： 

所謂的專家是知識工作者的精英，他們多半都從事和他們專業相關的領域。

專家多半是設在組織之外，並和世界各地從事同一領域的專家都有連絡的網絡。

和領導者不同的是他們不像領導者那麼輕鬆，他們通常都處理棘手複雜的問題，

同時他們也擁有堅強獨立的人格特質，且思考獨立具創造力。 

(二)、管理者： 

這裡的管理者指的是被上級指派管理一群具有特定目標的工作團隊的管理

者，通常這種角色為公司的中階主管或是工作團隊的帶領人。雖然管理者和知識

工作者在角色上有很大的不同，但是這一類的管理者通常也是具有知識工作者的

色彩，具有一定的專業知識，如此才能帶領一群專業的知識工作者並且有效分配

及組織。 

(三)、支援性知識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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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類的工作者是屬於較低層次的知識工作者，通常從事的文書、接待或是

個人助理方面的工作。他們主要的功能是協助專業的知識工作者和管理者。 

(四)、領導者： 

成功管理知識工作者的領導者便是讓專家及專業的知識工作者發揮最大的

效用。知識工作者通常具有獨立自由不受拘束的個人特質，因此適合從事具創造

性的專業工作者，但是相反的，這一類的知識工作者通常也是不容易相處及協調

的，因此，知識型企業的領導者就是要能在讓專家享有創作自由之餘，亦能為在

企業的掌握之下創造價值。 

 

圖 2-2 組織內不同型態的知識工作者 

<資料來源：Sveiby,1996> 

四、知識工作 

(一)、知識工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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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性質來劃分工作類別，可依工作者係以體力或腦力從事工作以貢獻於

經濟活動來區別，前者可視為「勞力型」工作，後者可稱為「勞心型」工作，也

就是所謂的白領階級(阮愛寬，1996)。Helton(1987)提出，今日的人力將由製造

業移至強調服務與資訊的行業，這種轉變增加了白領階級的重要性，他將白領階

級的工作予以分類，分別為專門性、專業性、支持性與文書性工作四大類。 

Zidle(1998)對知識工作的定義，知識工作就是從事資訊分析，運用特別的專

業去解決問題、提出想法、以及創造新產品與服務的工作。 

Dove(1998)則認為知識工作擁有不同的類型，包括： 

1.專業性的知識工作(Specialty knowledge work) 

工作範圍狹隘但效用高。例如：律師、醫生等具有專業知識的人，但即使更

換工作，仍從事相關領域之工作。 

2.攜帶性的知識工作(Portable knowledge work) 

工作範圍寬廣並具有立即的效用。例如：專業經理人員、有MBA學位的人也

在其中，他們擁有可隨時運用的當前企業經營理論，因此工作彈性高，可以從事

不同部門的工作，如A公司的行銷主管，到B公司後可能成為人事主管。 

3.創造性的知識工作(Creation-of – knowledge work) 

以創新為基礎。例如：發明家、節目策劃者等等，以創意構想及不斷嘗試的

精神從事創造。 

Bentley(1988)提出知識工作者的工作有下列的特性： 

1. 工作環境、工作情境，包括雇用契約都需要更多的彈性，知識工作者將會強

調承攬而非受雇的地位，如在家工作、電腦程式設計工作的外包或承攬。 

2. 工作的本質將會改變，工作天(工作時間)、工作週的概念將會消失，他們將

能在想工作時工作，或配合國際其它國家的時間，而改變其工作時間。 

Drucker 認為知識工作者的工作特性包括兩部份： 

1. 持續創新必須納入知識工作者的工作內容。 

2. 持續學習和持續教導都必須是工作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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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學者對於知識工作的分類及知識工作的定義，廣義來說，知識工作

可以定義為從事資訊分析，運用特別的專業去解決問題、提出想法、或創造新產

品與服務的工作。而以目前的產業環境來說，白領階級多為知識工作者，因此，

本研究定義知識工作的分類，除了引用Dove(1998)對於知識工作的分類，分別為

專業性的知識工作、攜帶性的知識工作及創造性的知識工作，尚引用Sveiby(1996)

依擁有能力的成熟度為維度所提出的支援性知識工作者，這一類的工作者是屬於

較低層次的知識工作者，通常從事的文書、接待或是個人助理方面的工作。他們

主要的功能是協助專業的知識工作者和管理者。因此，本研究在知識工作共分為

四類，分別為(1)專業性的知識工作；(2) 攜帶性的知識工作;(3) 創造性的知識

工作；(4) 支援性的知識工作。 

 

五、組織知識管理的科技觀點 

Taiwan(2001)將支援知識管理的IT及其對知識管理步驟的支援，如支援知識

的儲存、分享傳遞或搜尋與擷取，也有許多IT同時支援儲存、傳遞等多種功能，

因此若要清楚明顯地區隔每個知識管理步驟不同的工具，則有其模糊性及困難

度，茲將其歸納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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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支援知識管理各階段的資訊科技 

支援知識的

定義 

支援知識的

獲取 

支援知識

的創造 

支援知識

的儲存 

支援知識

的擷取與

利用 

支援知識

的分享與

傳遞 

支援多種

流程的整

合型 IT 
搜尋引擎 

智慧代理人 

知識地圖 

專家黃頁 

企業內部網

路 

企業外部網

路 

網際網路 

群組軟體 

搜尋引擎 

協同商務 

繪圖輔助

工具 

案例推理

系統 

資料探勘 

模式模擬

協同過濾

系統 

腦力激盪

支援軟體 

群組軟體 

BBS 
聊天室 

虛擬實境

軟體 

全球資訊

網 

資料庫 

資料倉儲 

文件管理

系統 

知識庫 

工作流程

系統 

常見問題

解答 

專家系統 

案例推理

系統 

全球資訊

網 

搜尋引擎 

文件探勘 

線上即時

分析 

介面設計

軟體 

企業入口

網站 

智慧代理

人 

網際網路 

全球資訊

網 

企業內部

網路 

企業外部

網路 

群組軟體 

工作流程

系統 

電子視訊

會議 

E 化企業
社群 

BBS 
聊天室 

群組決策

支援系統 

企業入口

網站 

知識管理

系統 

<資料來源: Taiwan,2001 > 

 

(一)支援知識的開發方面可分為下列幾點： 

 

1.在支援知識的定義方面 

此方面的IT主要是找出組織內外有哪些重要的知識？其儲存在哪裡？組織

內外有哪些專家可供諮詢？要如何去找(亦如何去定義)？在此方面主要支援的

IT工具有搜尋引擎、智慧代理人、協同商務等。 

2.在支援知識的獲取方面 

此方面的IT主要是支援組織對存在於外部重要知識的策略聯盟、獲取與學

習。支援此方面的IT工具包括：企業內部網路、企業外部網路、群組軟體、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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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智慧代理人、搜尋引擎、協同商務等。 

3.在支援知識的創造方面 

此方面的IT主要是支援組織內部對於知識的創造。支援這方面的IT包括:資

料探勘、協同過濾系統、群組軟體、電子佈告欄、虛擬實境軟體等，有的是從資

料中發掘知識；有的是支援員工開發新的技術；有的是讓員工經由模擬了解事件

的因果關係；有的透過互動激盪出綜效知識。 

(二) 在支援知識的儲存與擷取方面 

在知識儲存方面的IT工具中，主要包含儲存各種結構化及文件類型格式的資

料庫、資料倉儲、知識庫、文件管理系統、工作流程系統，及儲存智慧法則的專

家系統、案例推理系統、常見問答題等。 

在擷取方面則包含了各種資訊擷取系統，如搜尋引擎、內容導向的文件探

勘、線上即時分析及介面設計軟體、企業入口網站等。 

(三) 在支援知識的分享傳遞方面 

此方面的IT主要是透過網路系統來支援分散各地成員討論、開會及交換各種

心得，主要的IT工具包括網際網路、企業內部網站、企業外部網站、群組軟體、

工作流程系統、電子視訊會議、e化企業社群、群組決策支援系統及線上學習等

工具。 

(四) 在支援知識管理的整合型IT方面 

除了上述支援重點不同的IT工具外，此外還有一些支援多種流程的整合工

具：一為支援多種型態知識及多種流程功能的企業入口網站；另一種則為專為知

識管理的企業知識管理系統。 

由於Taiwan所提出的整合性架構十分具體，敘述也明確清楚，故援引作為知

識工作者從事不同階段的知識管理時所需要的知識管理工具分析架構頗為適

用，故以此七大類的知識管理工具做為題項發展的架構，並輔以文獻探討做為發

展問卷題目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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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命題理論 

 

知識策略的最大重點乃在於透過資源配置重點的選擇，以使組織有方向地將

知識管理的投資放在組織最有價值的地方；然而從哪個角度可以了解組織最有價

值的地方，組織的價值命題(Value Proposition)理論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所謂價值命題是指組織所從事的任何活動與其所產生報酬之邏輯關係，報酬

率越大表示這個行動越有價值。 

此觀念首先是由 Tracy & Wiersema(1993)在研究 40 多個企業之後，發現成功

的企業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時常縮小它們企業的範圍；經常都保有明確且集中

專注的價值重點，兩位學者將其稱為市場紀律或是價值紀律，而就知識管理的利

用而言，O’Dell& Grayson Jr.(1998)將其稱為價值命題。並認為組織要定義出何處

是其應專注的價值命題。 

根據 Tracy & Wiersema(1993)，企業的主要命題有下列三項： 

一、顧客的親密性 (Customer Intimacy)。 

二、產品的領導性 (Product Leadership)。 

三、作業的卓越性 (Operational Excellence)。 

這三大項命題的主要議題及其與知識管理的關係分述如下(O’Dell & Grayson Jr , 

1998)： 

一、顧客的親密性 

(一)、主要目標： 

顧客的親密性的主要目標是在於提昇及確保高度的顧客滿意度、忠誠

度、維繫率與顧客對組織的利潤貢獻率。 

(二)、知識管理的主要策略 

要達到顧客的親密性，知識管理有下列兩個重點方向： 

1. 協助對顧客的了解。 

2. 支出第一線面對顧客的客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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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的領導性 

(一)、主要目標： 

追求產品的領導性的組織應該要具備下列幾項能力： 

1. 新產品的快速研發與創新。 

2. 有效率的產品開發。 

3. 快速的產品上市時間。 

4. 快速的搶占市場，形成主流。 

(二)、知識管理的主要策略 

1. 生產『對的』產品。組織要能快速推出市場所能接受的產品，可能在知

識管理的策略上要有以下的作法： 

(1) 對於市場上產品需求相關知識的蒐集。 

(2) 與各部門之間，包括顧客，的協同運作共同行銷。 

(3) 與上下游廠商共同命作，協同設計研發。 

2.用「對的」方式生產產品。 

在產品整個設計、規劃、製造及上市的整個流程中，如何有效的管理整

個產品的生命週期，用最有效、最快速的方式將產品製造並銷售到市場上。

而處理產品生命週期的整個過程中，需要許多複雜的程序和跨部門協調合

作，因此，在此方面有下列幾個知識管理相關的重要策略： 

(1) 經驗的利用。 

(2) 將有用的知識應用到產品與服務之中，提昇其價值。 

(3) 充份利用可重複使用的產品設計及研發知識，降低新產品設計的人

力成本。 

 

三、作業的卓越性： 

(一)、主要目標 

此項命題是指組織當中在任何工作執行的作業流程當中，由於其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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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最低、生產力最高、製程最短、良率最高等，因而形成在成本、價格、

品質、速度上的競爭。 

(二)、知識管理的主要策略 

     在這類型的組織當中，知識管理的最大思考在於諸多組織有許多不同

的單位及團隊同時執行相同的工作或是作業流程，但是每一個團隊由於領

導、能力、文化、環境、歷史因素的不同，執行的績效也會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其中表現突出的團隊所呈現的最佳實務便可以移轉到組織內部其它的

團隊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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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需求的概念 

 

需求（Needs）是一個定位模糊的概念，缺乏本質性的定義，與需求有關的

詞彙頗多，包括動機（Motive）、需要（Want）、慾望（Desire）、驅力（Drive）、

要求（Demand）、興趣（Interest）等名詞。 

基本上，需求的定義一般來說，大多認為需求是一種「不足的狀況」（Witkin, 

1975），亦即Hely（1967）所說，最普遍為人接受的需求定義是：「現在結果

（Outcome）與期待（Desired）、要求（Required）結果之間可測量的差距

（Discrepancy），或說『它是什麼』與『它應該是什麼』中間的差異」。簡單的

說，即現在或初始狀況和某些改變後之狀態的差距（Kemp, 1985）。Sttufflebeam 

等人（1985）指出四種不同的需求定義：差距觀點（Discrepancy View）、民主

觀點（Democratic View）、分析觀點（Analytic View）及診斷觀點（ Diagnostic 

View），其中以差距觀點較廣為應用。 

依據國際教育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中對

需求的詮釋，一般包含三種意義（ Husen & Postlethwaife, 1985 ）： 

（一） 需求是一種差距（Discrepancy）： 

這是由 Kaufman（1972）所提出的，認為需求是實際與目標不符合，也就

是個體實際狀態（Actual Status）與目標狀態（ Targeted Status）間有差異存在。

目標狀態包括個體的理想、規範、喜歡、期望與應該是什麼的感覺。需求評估若

是以此概念作為基礎，就必須先選擇且決定其目標狀態，蒐集資料以決定現在狀

態與目標狀態間的關係，兩相比較後才能發現其間的不同而確認需求為何。 

（二） 需求就是需要（Want）或喜好（Preference）： 

是指個體所想要或偏好的狀態，在確定需求時並不須要確定實際狀態與目標

狀態間的差異，而依照個體主觀知覺的需求而定。此種需求概念最常被使用，尤

其是在建立教育目標或政策時。但有些學並不同意這種根據學習者主觀感受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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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認為容易形成自助餐式的課程，造成消費者導向的教育型態（何青蓉，

民84；Monette, 1977 ）。 

（三） 需求就是不足（Deficit）： 

這種需求是指個體所感興趣的事項有所缺少或不足的現象。Scriven & Roth

（1978）延伸此概念認為，需求是個體未達到或保持最低的滿意水準。由於此一

個體的不足或最小的滿足水準難以界定，因此，此種需求較少被使用。 

自預期理論（Expectancy Theory）的角度而論，當個體因現狀與期望值間之

差距而產生的需求（Pennington, 1980），假若無法獲得補充或調和，將會影響

自我成長與工作行為的不滿。差距的內涵通常包括了個體對於知識、技能的專精

程度與成就地位在現狀與期望間的差異情形。不同的個體有不同的慾望、需求與

目標，且會隨著環境的變遷與自身經驗的增長而改變（謝文全，民85）；從需求

評估的觀點來定義需求的概念，係指期望與現況間的差距（ Morrison, Ross & 

Kemp,2001）。 

據此而論，不論從心理學、教育界的觀點或需求評估的角度而言，需求皆為

一種複雜的概念，但儘管各研究可能有不同的立論與定義，各界學者均一致同意

需求是一種「缺乏與不足的狀態」，致使其和所要達到的目標狀態之間有所差距，

亦即根據差距觀點的定義，需求可被視為是目前的結果和欲求結果間的差距

（Gentry, 1994; Kemp, et al.,1994; Kaufman & English, 1979）。 

基於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以組織價值命題的權變觀點探討不同工作內涵的

知識工作者對於各種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本研究對於需求的意涵根據相關

文獻探討後定義如下：係指個體知覺到自己之所欠缺不足，而期望或喜好以達到

滿意的成就水準之狀態。因此，本研究採用的是網路問卷調查的方式，以李克特

五點尺度量表做為衡量工具，採取知識工作者以自我衡量的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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