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假設建立 
 

2.1 知識分享 
 

知識可被廣泛地區分為個人知識 (individual knowledge) 

和組織知識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個人知識是存放在

每個人的腦海裡，組織知識是透過組織個人的互動，透過技術

科技，所產生與存放在組織中的知識。組織知識的特徵 (pat-

tern)，主要還是依賴著組織的歷史與文化 (Bhatt, 2001) 。 

 

組織知識又可以區分為外顯知識與內隱知識 (Nonaka, 

1991)。外顯知識是可以為文件化，透過科技在組織中被分享，

是有一定的結構，固定的內容，是很直接且很正確的 (conscious) 

(Duffy, 1999; Mastensson, 2000)。這類的知識是很容易被組

成，而且存放在組織顯而易見的資料庫中。內隱的知識完全是

外顯知識的相反，內隱知識例如，直覺、預感、洞察力、信仰

與價值觀 (Gore & Fore, 1999; Guth, 1996)。內隱的知識不會

在顯而易見的資料庫中看到，也不容易被文字化與文件化。這

是因為內隱知識是被儲存在人類的腦海，行為認知和天性所展

現出來的脈洛 (Duffy, 1999)。 

 

Argote & Ingram (2000) 觀察到組織中的存在於個人的無

形知識，可以透過一些社會的網絡活動，使之展現出來。知識

分享在組織中是一連串的行為，包括訊息的交換，或協助他人

的業務。知識分享和訊息分享是不同的，訊息分享只是類似管

理階層將組織的訊息如財務報表呈現給員工知道。知識分享是



14 

對等式的彼此分享各自的經驗，知識與訊息。 

 

把知識分享與組織公民行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或社會組織行為 (prosocial organizational behav-

iors)做比較。社會組織行為是正向的與其他人互動的行為，例

如幫忙，分享，貢獻，合作和自發性的投入。知識分享行為就

如同社會組織行為一般，喜歡和人分享，熱見整個組織發展 

(Brief & Motowidlo, 1986) 。 

 

許多的專業經理人與組織最高決策者都承認，組織的策略

是否能夠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組織是否具備執行策略

的能力，也就是是否組織中的成員願意分享所擁有的知識與經

驗 (Smith, 2005) 。 

 

組織知識的創造主要源自於組織中的每個人相互分享內隱

知識 (Nonaka & Takeuchi, 1995)。由於內隱知識是透過經驗獲

得，較無法訴諸於言語，因此傳遞知識予他人就有其困難度。

無形與有形的知識分享皆需要組織中的個人有意願做分享。

Bartol & Srivastava (2002) 提出個人在組織中分享知識的四個

方法: 

1. 將組織個人的知識存放在資訊資料庫中。 

2. 在組織中的正式場合，讓組織中的員工，或是跨部門的

團隊分享知識。 

3. 在非正式場合分享知識。 

4. 在特定的組織群組中分享知識 (例如: 建立特殊主題讓

有興趣參加的人主動願意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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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進一步來看知識分享的發展，資訊系統的儲存設備與提

供快速且方便的硬體設備，讓使用者可以更快速的存取資訊，

在過去只適用於調整策略方向，解決問題和提升組織績效

(Nonaka & Takeuchi, 1995) ; 雖然先進的資訊應用軟體與網路

系統是促使員工知識分享的原因之一，知識分享的主要因素還

是在於員工本身的意願 (Bartol & Srivastava, 2002; Nonaka, 

1994) 。 

 

知識分享是組織中創新與創造力正向性的力量。現今的研

究中發現，組織的因素，例如，員工受到公司鼓勵知識分享的

支援，組織社群網路中互動的行為，組織中便於分享知識的資

訊科技，知識分享個人的年齡、性別、年資…在在影響組織中

知識分享的文化 (Connelly & Kelloway, 2003)。 

 
2.2 知識分享的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即是組織成員所接受到組織特徵，例如決策，領

導風格，組織價值、工作守則... 等。近年來，漸漸有學術資訊

證明企業文化將影響組織個人行為、態度與衝勁（被激勵的士

氣）。這些行為將反映組織流程的品質與績效 (Schein, 1990) 。 

 

許多研究指出，當員工在充分授權與支持的工作環境下，

即正向的企業文化中，其員工感受到較少的壓力，具備高度工

作滿意度，其組織績效較高。以知識分享之企業文化對於員工

知識分享意願的影響來說，如果公司文化是一系列針對特定族

群，有系統的公開式的活動，而不是只是象徵性的口號與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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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目標，行動，關係... 這些活動讓特定人士在組織文化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以促進組織發展與改革 (Nonaka & Takeuchi, 

1995)。此稱為社交活動文化。 

 

Connelly (2003)提到 " 知識的許多面向不是系統性的 - 

許多的知識被廣泛的流傳，都是在輕鬆無拘謹的環境之下產生。 

 

些許的公司體認到社交活動文化的價值，且開始提供免費

的食物與飲料，試圖讓公司的員工在這樣的活動，當中互動更

為頻繁 (Flaherty, 2000)。透過這樣的活動，員工之間有更多非

正式性氣氛下面對面的接觸，員工更願意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詢

問他人些許的問題或是提供協助；這樣的對話不同於平時工作

的對談，更甚之無所不談地討論生活中的細節。這樣討論分工

作相關的話題，並不是浪費時間，而是彼此之間在創建"信任"。 

 

- 信任與知識分享 

 

Senge (1990) 指出為了達到知識的分享，人們極需要相互

信任；Kim & Mauborgne (1999) 認為信任會導致知識分享及自

願合作；Jones & George (1998) 指出一旦人們產生無條件信

任時，會自願分享知識及資訊。Deutsch (1973) 認為信任是「雙

方互相信賴而不會擔憂其中一方」。Lewicki & Bunker (1995, 

1996)、McClelland (1995) 研究中發現，當主管與部屬雙方信

任關係持續增加時，資訊與經驗的傳遞量也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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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日本公司都會設立"會談室" (talk rooms)，這會談室是

提供員工在工作之虞，與同事之間討論工作的地方。然而，縮

短員工間的距離，可進而促進社交活動文化、增進知識分享行

為，但若高層主管只分享些許特定的知識或經驗給同階級的主

管 - 也就是說，員工開始驚覺到自己不屬於這個團隊 (out of 

loop)，員工便會開始有限度的分享知識與經驗。 

 

Nonaka (1991) 解釋此現象"當組織員工發現資訊有落差

時，他們就自認不在同屬於這個團隊，因此便開始隱藏自己所

得到的新知識"。 

 

- 公平與知識分享 

 

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指出員工對公平感受

的程度，取決於管理者嚴守正直公平原則的程度，當員工感受

到主管嚴守信任者可以接受公平原則，員工將較容易產生信任

的態度。 

 
Kim & Mauborgne (1999) 創造程序公平的三項管理步

驟：參予、解釋、明確期望的分析論點，允許員工參予決策的

過程就是促使員工發生知識分享的行為。則能夠將主管的認知

地圖(Cognitive Map) 展現在員工面前，讓員工明瞭主管思維邏

輯及期望，而這樣的互動過程，並隨時啟發員工相互分享知識。

員工會觀察管理階層對於知識分享的支援，並根據他們所接受

到相關性的徵兆，決定是否要分享自身的知識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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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知識創造與知識分享比重整組織架構與發展資訊管

理系統更需要具備高度信任與承諾的領導文化 (Sveiby & 

Simon, 2002; Gadman, 1996; Flores, 1993) 。 

 

研究假設一: 知識分享的企業文化 (如信任、公平、創新、

支持…)，與員工知識分享的意願有正向關係。 

 
2.3 威權式領導 

 
威權式領導風格的主管喜歡制定規矩與程序，時常幫員工

制訂目標，指揮控制員工所有的活動，對員工來說，這些控制

行為是不具任何意義的。(取自 www.businessdictionary.com ) 

 
威權式領導風格的領導者傾向於運用專權與控制，期望其

員工展現出對主管高度的尊敬，但不願意聆聽員工的意見，亦

不准員工提出疑問與發問問題，嚴格要求員工對主管所命令的

事情有快速並正確的反應與產生結果。除此之外，威權式領導

風格的領導者，亦會貶低員工的能力，對員工展現出高傲的形

象，以教訓的方式來指導工作項目。同樣地，他的員工也傾向

於對於威權式領導的領導者展現出高度的屈順、服從、害怕與

害羞 (Farh & Cheng, 2000)。威權式領導的主管，其決策能力

快，並幫團隊或個人制訂目標，其執行命令下達準確且清楚，

團隊的執行力相對較有效率，進而產生高度的績效。在高度威

權式領導之下的員工，亦或是團隊皆懼怕於發表意見與建議，

更不用說有創新的想法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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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h & Cheng (2000) 指出員工對於威權式領導的主管在

情感上自然地會產生害怕的感覺，這害怕可能來自於下面兩個

因素的影響 :  

 

1. 主管同時擁有對員工執行獎勵與逞罰的權力。 

2. 員工必須無條件的服從主管。 

 

對於威權式領導的主管而言，要讓員工順從主管的領導，

就必須要讓員工害怕主管。實際上威權式領導會引導員工負面

的情緒，例如生氣、意志憤怒的情緒；亦會產生低效率的績效，

例如:對主管的不滿以至於對組織承諾降低。 

 

研究假設二: 威權式領導風格，與員工知識分享意願呈現負

相關。 

 

2.4 威權式領導、知識分享文化與知識分享意願 
 

- 知識分享企業文化與知識分享意願 

 

知識資產對於組織的好處是可以被其他人所使用，不管他

人是否有所回饋或是貢獻。然而，組織個人選擇知識分享，不

只必須承擔在組織內失去獨特價值的風險，且任何分享的知識

被評定是無根據的或是無闗的時後，就會傷及個人的信用。同

樣地，對於知識分享的個人沒有完善的獎勵系統，通常是知識

分享最普遍存在的障礙。(Constant, Sproull & Kiesler 1996; 

Hu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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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術研究顯示，高度信任的企業文化(Hinds & Pfeffer, 

2003)、專業開放的企業文化，鼓勵員工自由發揮與創新的能力

的企業文化、完善的知識分享獎勵制度(Kalling & Styhre, 

2003)，皆為驅動員工知識分享的意願的因子(Dixon, 2000)。 

 

- 企業文化與領導風格 

 

費德勒權變模式 The Fiedler Model: 在1978年由 Fred 

Fiedler 發展而出，主張有效的團體績效端賴於領導者的領導風

格以及情境所給予領導者的控制權之間的配合。其理論說明環

境因素常是決定領導績效的重要因素。(Robbins, 1998) 

 

- 領導者的領導特質往往決定企業文化屬性 

 

組織文化的形成是一個組織文化的起源，通常反應出組織

創始者或現有領導者的願景和使命。過去的傳統和成長經驗，

通常是影響組織文化的基本因素。當新進組織成員加入，也會

帶來新的觀念、想法或價值觀，並對組織文化產生衝擊 (Schein, 

1990) 。 

 

在中國歷史中，其儒家思想影響整個中國領導風格兩千五

百年，儒家思想所強調的三綱(天、地、人)、五常(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 均有其一定的規矩在。威權式領導與家庭

關係是密不可分的。中國的家長制強調下屬順從的責任，賦予

他們象徵著順從的角色義務，並且依據一套角色關係，限定其

權力及服從關係。時至今日，威權式領導風格，普遍存在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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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業文化之中。 

 

- 企業文化如何影響管理者 

 

約束合宜的管理者行為，在規劃、組織、領導、控制各方

面限制管理者的決策選擇。企業文化是影響領導能力的重要因

素，它會使企業領導者和員工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形成共同

的價值觀，進而帶領組織成員的行為，朝企業共同的目標努力。 

 

研究假設三: 知識分享的企業文化，干擾威嚴式領導風格之

下之員工知識分享意願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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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威權式領導風格對組織

成員知識分享的意願具有相當負面程度的影響。進而假設組織

知識文化會干擾威嚴式領導風格之下之員工知識分享意願程

度。根據本研究之文獻假設推論架構如圖。 

 

研究假設一: 知識分享的文化 (如信任、團隊合作、溝通協

調、鼓勵創新…)，與員工知識分享的意願有正向關係。 

研究假設二: 威權式領導風格，與員工知識分享意願呈現負

相關。 

研究假設三:  高度知識分享的企業文化，干擾威嚴式領導風

格之下之員工知識分享意願程度。 

 

 
H2 (-) 

知識分享意願 

H1 (+) 

威權式領導風格 

知識分享的文化 

H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