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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引入一個新的觀點--複雜理
論，從成員（agent）互動的層次，而非傳
統的系統層次來討論創意擴散的動態過
程。第一年的研究發現，創意擴散本質上
屬於一種動態、非線性的複雜現象，初始
狀態中許多微小因素影響了創意擴散的
結果；同時，擴散過程中包括「採用人數」
與「體制的開放與自由度」等多項影響創
意採用的變數中，都存在明顯的正向回饋
效果。其次，在創意特性方面，由於擴散
本質上的雙向特性，使得一項創意是否具
有「再創造的可能性」成為擴散能否成功
的關鍵因素；再者，在體制因素上，「體
系的開放與自由度」決定新舊成員進出系
統疆界的難易程度，只有新成員的能源源
源不絕注入系統的情況下，自我組織的現
象才能持續，創意擴散的行動才能持續下
去。本研究第一年採用深入個案研究法，
選擇包括蒙特梭利幼教擴散個案在內的
十個個案作為理論架構初步驗證與修正
的基礎。

關鍵詞：創新擴散、複雜理論、創造力、

再創造、自我組織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a new 
perspective-complexity theory, from agent 
level instead of system level- to discuss the 
dynamic diffusion process of a conceptual 
innovation（a creative idea） .  The first 
year of this project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 
First, innovation diffusion is naturally 
dynamic, nonlinear complex phenomena; 
some small factors in initial conditions may 
influence the result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which imply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diffusion. Secondly, innovation 
diffusion is a process of “two-way” 
communication, so “the possibility of 
reinvention” of an innovation becomes a 
critical factor deciding if the innovation can 
diffuse successfully. Finally, only if the 
system is open enough to new agents to 
enter, new energy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system continuously and self-organization 
won’t stop, which ensures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cess going over. This study 
uses case studies to further verif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en cases including 
Montessori method are chosen.

Keywords: Innovation diffusion, 
Complexity theory, Creativity, Re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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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技術變遷日新月異、知識的專業
化程度愈來愈高，每個單一個人很難同時
擁有足夠的知識廣度與深度，因此，在企
業經營的領域中，許多卓越的創造力表現
都來自於集體合作，而非由個人獨力完
成。是故，在商學領域中，除了個人層次
外，更多學者關注於團隊、組織，甚或整
個產業層次的創造力議題。實務上，創意
（creative idea）或許來自於個人，但如果
無法通過守門人（gatekeepers）的篩選，
擴散到整個組織，則這個創意無法留在組
織文化中，成為系統的一部分。
（Cskizsenmihalyi,C.，民 88）

過去在科教處的支持下，研究者曾針
對網際網路的創新類型與創造力影響因
素做了深入研究（吳思華、王美雅，民
89）。結果發現，有些創意可以通過組織
內部的守門人和市場的考驗，因此得以留
存下來，成為足以影響領域的重要創造力
（大 C）。在該研究中，由於研究焦點不
同，我們並未從過程（process）觀點來探
究，為何有些創意可以成功地在組織內甚
至組織間擴散，有些則否？其中關鍵因素
為何？

Rogers,E.M.(1995;1983)在「創新
的擴散」一文曾針對各學門所研究過
的「擴散（diffusion）」相關文獻，做
過詳細整理。從 1940 年到 1980 年間，
僅其所整理的期刊中，就有三千餘篇
論文曾處理過有關擴散的議題，這其
中涵蓋社會、教育、行銷、公共衛生
等近十個學門的研究。由此可見，「創
新擴散」並非一個全新的議題；同時，
這個統計數字，除了顯示該議題的重

要性外，也暗示著創新擴散現象的複
雜與多樣性。有趣的是，近年來的擴
散研究也從過去強調創新採用率與擴
散結果的研究取向，轉移焦點至影響
創新擴散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Abrahamson & Rosenkopf ,1997）。這與我
們上面所述的思考脈絡不謀而合。

近年來，複雜科學（complexity 
science）與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的概
念逐漸從原本的自然科學領域引入社會
科學的研究領域來，其中，尤以組織研究
的相關議題為甚（Mathews, K.M.White, 
M.C.& Rebecca G. L.,1999；Brown, L.S.& 
Eisenhardt, K.M.，民 89；Gladwell,M.，民
89）。Mathews, K.M.White, M.C.& Rebecca 
G. L.(1999)指出，這是因為複雜科學正好
呼應了組織研究近來的幾大趨勢。一是環
境變化的頻率愈來愈快，組織生存與成功
的法則一日數變，這使得組織會因應環境
的變遷，必須不斷地調適、變革與創新，
同時維持彈性，複雜科學所強調的非線性
(nonlinear)與動態(dynamic)的系統觀點正
好可以回答此種動態系統下複雜的組織
行為。

其次，由於組織必須不斷地調適、變
革，因此，將組織就如同一個由許多自我
組織的原件（componenets）所存成的社會
系統，這些原件間彼此存在動態、非線性
關係，同時整個系統會隨時間經過動態地
演化。由於這些獨特的特性，使得強調過
程（process）觀點的研究取向近來日漸受
到重視，而這也和複雜科學的研究取向不
謀而合。

Stacey,J.(1996)就曾以複雜理論的觀
點來解釋個人、群體(group)與組織組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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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創造力（creativity）。在個人創造力
上，這些解釋與傳統心理分析學派對創造
力的解釋有異曲同工之處。這也代表複雜
理論足以提供創造力研究一個橫跨個
人、團體、組織與產業等多層次的整合性
理論，此外，複雜理論足以處理組織某些
不連續性的創新（discontinuity）現象的產
生。

因此，本計畫試圖以複雜理論的觀點
來研究創意擴散的過程，期望能建立一個
足以描述創意擴散過程的模式，同時此一
架構除了在組織層次適用以外，更可以應
用在個人內在創造力的引爆過程，以及產
業層次創造力擴散效果的描述。

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包括：
1.以複雜理論的觀點來看，創意擴散

的動態過程為何？
2.不同的體制因素，如何影響創意的

擴散？
3.不同創意特性，如何影響創意擴散

的過程？

三、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 理論架構

複雜理論目前有幾個已經廣為學界
所接受的重要典範，其中以「複雜調適系
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概念最
廣為組織與管理學者所採用(Anderson, 
1999；Frank and Fahrbach, 1999；孫麗珠、
陳樹衡譯，民 89)。複雜調適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s）指的是由互動調
適成員（interactive adaptive agents）所組
成的複雜系統。複雜結果是由成員的調適

行為所產生(Holland, 1995)，換言之，系
統的規律來自於由成員互動的結果。

Anderson(1999)指出，CASs 方法最
主要的特性在於強調，在任何一個分析層
次，秩序都至從低一層次個體之間的互動
自然出現（emergent）的特性。目前雖然
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原則足以描述
CASs，不過，CASs 中有四大特性對組織
學者而言特別值得注意：

1.具有基模的系統成員（Agents 
with schemata）。

2.自我組織的網路系統，必須依靠
外來輸入的能源而維持（Self-organizing 
networks sustained by importing energy）

3.共同演化至混沌邊緣
（Coevolution to the edge of chaos）

4.藉由不斷重組來達成系統演化。
（Recombination and system evolution）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謂「複雜觀點」
強調的是從成員（agent）互動的層次，而
非傳統的系統層次來討論創意的動態擴
散過程。如此，可以避開擴散現象在系統
層次的複雜性，轉而著眼於成員之間簡單
的「互動原則」，以及影響這些互動原則
的「初始狀態」；同時，發掘「回饋」循
環的作用如何影響複雜系統的運作。

由上述主要概念，本研究進一步回顧
了相關的創新擴散研究。在其中研究者發
現，在過去研究中通常將「社會系統」視
為一個靜態的概念，未曾考慮其動態變
化。事實上，「體系的開放與自由度」影
響新舊成員進出系統的難易程度，成為新
能源能否源源不斷進入系統的重要因
素。一旦新能源無法持續進入系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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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組織」無法維持，則創意擴散的行動可
能會停止下來。

其次，近年來有愈來愈多學者強調擴
散的「雙向」特質，「再創造」的現象普
遍存在於創意擴散的過程中。然而，卻少
有人提及，任一潛在採用者就創意主體進
行再創造之後，其成果對創意內涵豐富性
的助益，及其對後續潛在採用者的幫助。

因此，本研究以上述的體制因素與創
意特性因素為主軸，進一步發展出創意擴
散的動態過程圖如下圖（圖一）。

                                                                                  
影響變數
                          狀態

找到一群基模（schema）相似
的成員，達成有效溝通

創新者/導入者（initiators）創
新或導入

一些人採用該項創新，創新的
再創造發生。

體制因素（擴散的誘因）

創新者的網路位置

體制因素（體制的自由與開放性）

創意特性（創意再創造的可能性）

採用的人數

回饋到原創者或協調者控制的
標準版本

下一循環開始

YES
擴散停止

NO

YES

NO
擴散停止

創意特性（創新內涵的豐富性）

圖一、觀念性架構圖--創意擴散流程圖（包含影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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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由於複雜理論是一個相當新的領
域，許多概念仍在發展階段，因此，本計
畫在第一年採用個案研究法，選擇十個個
案，藉由較不結構化的深入個案研究來瞭
解抽象概念在實務案例中的可能意涵，同
時進一步確認與修正變項間複雜的互動
關係，如此也可作為第二、三年實驗法與
電腦模擬等更精確變數操作研究的基礎。

在個案選擇上，以成功擴散個案為
主。考慮到觀察擴散案例的可行性，將選
擇具有豐富次級資料者的知名個案為
主。在十個個案的分配上，根據本研究所
強調的體制因素、創意特性等因素的考
量，將選擇教育等非營利型創意與營利型
創意兩類。另外，考慮到網際網路的興起
使擴散現象有了很不同的內涵，以網際網
路為主要平台的創意案例亦將包含在
內。結果選擇的十個個案如下：
蒙特梭利幼教、工學院創造力教材（電機
系）、TIC100 創業競賽、創意教師計畫、
亞卓市（教育類）； Linux、線上遊戲平
台 Mugen、線上遊戲金庸群俠傳（網際網
路類）；花草精油、TQM（其他）。

四、結果與討論

（一）主要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創新擴散本質上屬於一種動態、非線性
的複雜現象，初始狀態中許多微小因素影
響了創新擴散的結果；同時，擴散過程中

包括「採用人數」與「體制的開放與自由
度」等多項影響創新採用的因素中，都存
在明顯的正向回饋效果。

2.在創意特性上，由於擴散本質上就具有
雙向互動的特性，因此創意是否具有「再
創造的可能性」的特性成為擴散能否成功
的關鍵因素。

3.在體制因素上，體系的開放與自由度決
定成員進出系統疆界的難易程度，只有新
成員的能源源源不絕注入系統的情況
下，自我組織的現象才能持續，創新擴散
的行動才能持續下去。

（二）命題

本研究初步發展出以下三大組命
題，分別關於初始狀態、互動原則、以及
回饋循環。在命題中較細緻地交代了變數
間的關連。

1.研究命題一至三（初始狀態）

命題一、當體制中存在記憶機制，創新者
更傾向於擴散該創意。（H1）
命題二、當創新者與其他成員連結數目愈
多，創新者更可能找到一群相似的成員，
達成有效溝通。(H2)
命題三、當體系的自由與開放度愈高，體
制中相似成員（低採用門檻者）愈多，創
新者更可能找到一群相似成員，達成有效
溝通，有助於創意的擴散。(H3)

2.研究命題四至六（互動原則）

命題四、當該創新再創造的可能性愈高，
潛在採用者愈可能採用該項創新。(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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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五、當該創新內涵愈豐富，潛在採用
者欲可能採用該項創新。(H5)
命題六、當潛在採用者的直接連結者中採
用人數愈多，其愈可能採用該項創新。
(H6)

3.研究命題七至十（回饋循環）

命題七、當採用者回饋再創造的成果至原
創者的標準版本，將有助於創新擴散。
(H7)
命題八、隨著累積採用人數增加，將使潛
在採用者採用可能性增加。(H8)
命題九、隨著著採用過程中的再創造累
積，將使創新內涵更豐富，史前在採用者
採用可能性增加。(H9)
命題十、隨著擴散過程，體制中的擴散誘
因、創新者的網路位置，以及體制的自由
開放性都將有正向回饋的效果。(H10)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在第一年研究過程中，就曾經
整理初步結果，投稿國際會議兩次以上並
獲接受，並且參與相關主題的國際性工作
坊(workshop)，獲得不錯的反應；目前正
進一步整理研究成果，準備進行學術期刊
的投稿，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應該至少會有
一篇期刊論文的產出。

其次，本計畫採用新的觀點--複雜理
論來處理創意擴散的議題，有助於創造力
研究未來更豐富的可能性；此外，本研究
在創意擴散的影響因素--創意特性，及體
制因素上的安排都有具體的研究成果，對
於科教界未來對於新創意的引入或者採
用上，應該也具有實務性的參考價值。

整體而言，本計畫成果符合預期成
果，未來兩年若經過進一步實證研究，應
該可以發展出相當具有價值的中型理論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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