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使用者社群共創價值 

壹、 顧客在企業創造價值過程中角色及意義的轉變 

行銷理論的發展可以概略分成四個時期： 

工業革命： 

生產效率低落，市場對品質良好之產品常呈現供不應求現象，此時企業

經營重點在提高效率、改善品質。企業相信「只要產品好，不怕沒人要」此

即生產導向時代。 

1920年代： 

受 Tayler 及 Gilbreth 科學管理理論的影響，生產效率大幅提昇。市場逐

漸形成供過於求現象｢產品好，不一定有人要｣。企業著力於現有產品，藉密

集銷售廣告刺激市場購買意願。此時即轉為銷售導向時代。 

1950年代： 

企業開始了解高效率的大量生產及深度促銷活動並不能保證消費者產

生購買行為。廠商應確立目標市場，探討市場需求，擬定各種行銷策略，以

創造對顧客最有利的價值，此即｢市場導向｣或｢顧客導向｣時代。 

 1990年代： 

  由於全球化及網際網路的興起，使得消費者的角色由孤立變成聯合、由

無知變為資訊靈通、由被動變為主動，使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資訊不對稱迅

速消失，消費者主動彼此及對企業提供不請自來的反應意見，越來越普遍的

情形讓企業不得不重視此一現象。消費者角色的轉變讓消費者在產業價值鍊

的每個區段與企業產生互動並進而共創價值，徹底打破原有企業與顧客的界

線的一種表現。 

 

Norman 和 Ramiretz (1993)發現由於環境的改變，一般認為傳統價值鏈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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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價值是由廠商創造的論點，已經受到許許多多的挑戰，而產生爭論。兩位學

者主張以價值星系（Value Constellation）的方法，重新描述廠商與顧客間的關係，

價值是由廠商與消費者的積極互動所產生。價值星系是指消費者、廠商及其他相

關的角色諸如供應商、通路等，透過如星系散佈般的成員組合進行角色和關係的

重塑，以全新的方式共創價值。 

 

Ramiretz (1999) 認為顧客參與企業的價值生產過程，因此不論在價值衡量或 

組織構型上都與以往的傳統企業概念有所不同。如表2-1所示： 

[表2-1-1]傳統企業與價值共創的觀點比較 

傳統企業觀點 價值共創觀點 

價值創造的過程是單向、循序的，並

可以價值鏈為代表 

價值創造是一個複雜的同步、互動過

程，以價值星系為代表 

所有價值皆能客觀的以貨幣單位計算 許多價值抽象難以衡量，或以貨幣單

位計算 

價值是附加在產品之上的 價值是經由共創、互動過程產生的 

價值透過交換價值(貨幣單位計算)可

以客觀呈現，也因不同使用者而有不

同的主觀效用 

價值因人而異，價值的多寡由雙方的

互動過程決定 

價值由企業創造，顧客為一破價價值

的角色 

價值由顧客與企業共同創造 

顧客與企業為一對立關係 顧客與企業為夥伴關係 

服務被視為與價值創造無關的獨立活

動 

價值是整個共創價值的一部分，建立

在顧客與企業的協作關係之上 

以單一企業為分析單位 以多重企業的互動關係為分析單位 

資料來源：Ramiretz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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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iretz(1999)認為傳統企業觀點的價值是單向且按照一定順序的循序發

生，可以價值鏈的形式表示，而價值共創則是複雜的同步發生，如同星系一般複

雜且無一定規則，稱為價值星系。 

 

 在價值共創中，價值是因顧客而異，由顧客與企業的互動過程而決定，因此

存在許多主觀、抽象的部份難以貨幣單位衡量；這與傳統企業觀點的價值可以貨

幣單位客觀衡量且由企業獨自創造有所不同。由於傳統企業觀點中，價值由廠商

創造而顧客時常扮演著破壞價值的角色，因此兩者的關係是對立的；價值共創觀

點中，由於價值是由企業與顧客共同創造，因此兩者為夥伴關係。 

 

Prahalad 與 Ramaswamy(2003)認為在共創價值中，最基本的改變是消費者的

角色，由孤立變成聯合、由無知變為資訊靈通、由被動變為主動，所造成的影響

表現在許多方面。以下討論其中幾點。 

 

1. 資訊管道 

消費者可以接觸到空前豐富的資訊，根據其他使用者的消費經驗作為本

身消費時的考量。對於習慣限制資訊流向的企業來說，這樣的轉變十分

劇烈。 

 

2. 全球觀點 

消費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取得世界各地公司、產品、技術、性能、價格、

消費者評價的資訊。地理因素造成的資訊不對稱依然存在，但迅速的消

失中，因而改變了商業競爭的規則。例如，消費者利用網際網路得知某

樣產品在其他地區的售價較本地便宜，因此透過網路拍賣、代買等管道

取得產品，造成本地產品的銷售量減少，使企業難以針對不同地區採取

差別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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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群結社 

俗話說物以類聚，人類天生具有為共同興趣、需要和經驗而結合而成的

慾望。新興的通訊科技更助長這種慾望的形成，讓消費者不受限制的交

換個人想法與經驗，形成社群。這些社群以實體或虛擬組織的方式存在

著，例如：愛好會、俱樂部、BBS、論壇網站等形式。其中虛擬社群因

為可以透過網路跨地域地存在，因此以這種類型的組織最多也最具有影

響力。社群的建立顛倒了傳統由上而下的行銷宣傳模式，消費者逐漸的

不信任企業的廣告宣傳，而偏向信任其他消費者的經驗感受。 

 

4. 從事實驗 

具有相關產品知識背景的消費者，時常透過網際網路實驗及開發薪產

品，尤其是資訊產品。例如音樂檔案MP3 格式的開發及Napster 等 P2P

軟體的問世，對音樂產業產生重大的衝擊，並衍生出許多相關的產業。

開放原始碼運動也聚集了全球的軟體玩家共同開發Apache 伺服器、

Linux 等資訊軟體，在業界佔有重要的地位。更重要的是，消費者網路

讓許多消費者不用親自開發，得享代理實驗(proxy experimentation)的好

處，不需花費或只需極少的代價即可學習別人的實驗成果或心得。 

 

5. 主動出擊 

消費者掌握的資訊越多，越能做出有利於自己的決定。透過社群容易集

結眾人之力，進而對企業採取行動爭取權益。網際網路變成有力的發聲

工具，環保及公益團體透過網際網路引起企業和政府的注意並促進改

革。觀眾的意見影響許多電視劇、電影的劇情走向。 

 

消費者角色改變的結果，讓企業無法在自行控制產品設計、生產方向、行銷

計畫、銷售管道，消費者在每個價值創造的環節均發揮影響力，與企業互動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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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貳、 顧客與企業共創價值理論 

Thomke & von Hippel(2002)指出，傳統上開發商品的工作與責任是由企業負

起，而為了讓企業與消費者達成雙方都滿意的方案，需要不斷的進行溝通協調、

嘗試錯誤，造成開發的時間曠日費時。因此，逐漸有了讓顧客加入開發過程的想

法，稱為「化顧客為創新者」(Customers as Innovators)，由企業提供工具及開發平

台，讓顧客依其需求進行開發。如[圖2-1-1]所示。 

 

進階開發 

設計 

建構原型 

測試(回饋) 

進階開發 

設計 

建構原型 

介面 

供應商 

化顧客為創新者 傳統開發 

測試(回饋) 

供應商 

介面 

顧客 
 

顧客 

[圖2-1-1]傳統開發作法與化顧客為創新者作法比較圖 

資料來源：Thomke & von Hippel(2002) 

 

Thomke & von Hippel(2002)認為這樣的作法將轉移了「供應商—顧客」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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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位置，將開發過程中嘗試錯誤的反覆過程交由顧客執行，使得開發速度及滿意

度大幅提昇，但相對的容易造成品質的不確定性提高，因此需要配套的管理措施

搭配實行。 

 

Prahalad與Ramaswamy(2003)將企業與顧客這日益複雜的互動模式概念化，如

[圖2-1-2]。在新出現的現實中，消費者與企業的互動模式將形塑價值創造過程，

挑戰現有做生意和創造價值的方式開創無窮的新機會。然而我們不必再向傳統那

樣，把顧客分做企業對「企業」(B2B)及企業對「顧客」(B2C)，才能夠看到新機

會。在共創的世界裡，必須把每個與公司互動的個人都當成「消費者」，不論他

是推高機操作員、飛行員、程式工程師、美容師等等。這觀點逼使我們放棄刻意

區分家庭與企業。還有，我們向來把公司擺在第一，個別顧客其次。如此以企業

為中心的價值創造觀念根深蒂固，也一直是工業時代的競爭基礎。 

 

消
費
者
與
企
業
互
動
日
益
複
雜 

共創經驗 
消費者與企業 

(一對一) 

共創經驗多樣化 
企業與消費者社群 

(一對多) 

共創經驗個人化 
多企業與多社群 

(多對多) 

 

價
值
的
特
殊
性
日
漸
增
加 

[圖 2-1-2]共創經驗發展層次 

資料來源：Prahalad 與 Ramaswam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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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產生極具吸引力的共創經驗，必須顧及消費者與企業互動的選擇層

面，這些選擇層面也決定了共創經驗的品質。這樣的層面一共有四個： 

 

1. 跨多重管道的共創 

消費者要求享有可以透過多重經驗通路與企業互動的選擇自由。這是消

費者根據個人背景、能力、興趣和需求而做的選擇。因此企業勢必同時

經營多個管道，並確保所有管道的消費者都享受到一貫的經驗品質。 

 

2. 透過選擇的共同創造 

消費者要求從能夠反應他們價值觀的方式作抉擇。所以企業務必提供以

經驗為中心並反映消費者願望的選項。 

 

3. 透過交易的共同創造 

消費者與企業之間交易是傳統擷取價值的基礎場合。交易涉及運籌、資

訊、通路，以及雙方面相關的開支與心力。因此消費者要求以他們偏好

的語文和方式，進行互動及交易。他們要求迅速、簡單、方便、安全的

取得經驗。所以企業在盡力滿足消費者的個別選擇之際，務必要重視交

易過程的共創經驗。 

 

4. 共同創造中的價格經驗關係 

使用經驗及隨之而來的價值因人而異，因此在共創經驗中，關係到整體

選擇層面的就是經驗與價格的關係，亦即價格與共創經驗的交會處。這

也是消費者評斷經濟價值的依據。所以企業務必重視共同創造過程中價

格經驗關係的完整性。 

 

這個新顯現的現實與傳統處理企業與消費者關係的方式極為不同，可參照 

 10



 

[表2-1-2]，但這裡必須注意到三個重點如下列所示： 

 

 傳統的方式中，互動的目標只有劫取的價值。它發生於交易的過程，而

交易過程是企業和消費者主要的接觸點。相反地，採取共創的作法時，

互動具有雙重目標：創造價值和擷取價值。 

 

 在傳統的方式中，發生互動的場合是在價值活動的終端。而採取共創的

作法時，互動可以重複的發生於整個體系的任何時間與地點。 

 

 最重要的是，在傳統的方式中，品質觀念針對的是企業提供的東西。採

取共創的做法時，品質則是針對消費者共建出來的自身經驗。 

 

[表2-1-2]共創經驗的個個選擇層面 

邁向共創經驗 

 

 

傳統交易 

 

共創經驗 

互動目標 擷取經濟價值 透過極具吸引力的共創

經驗共同創造價值，也擷

取經濟價值 

互動場合 在價值鏈末端互動一次 在體系內的任何時間、地

點重複互動 

企業—消費者關係 以交易為基礎 以一連串共創經驗為主

的多次互動和交易 

選擇角度 產品和服務種類、功能特

色、產品性能及操作程序

透過多重管道、選項、交

易及價格經驗關係進行

互動，從而產生共創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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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消費者互動型態 被動性質、企業發動、一

對一 

積極、由企業或消費者發

動、一對一或一對多 

品質重點 內部流程及公司提共的

產品和服務 

消費者—企業互動及共

創經驗的品質 

 

 資料來源：Prahalad 與 Ramaswamy(2003) 

 

共創經驗的各個選擇層面顯示，講究企業與消費者互動的品質，可以使互 

動的關係變的多麼豐富。企業管理者對於消費者與企業的互動，如果以個人為中

心的角度作選擇，並且小心維護共創經驗的品質，就可以從中發現新機會，所能

運用的競爭方式將有千百種。可能性無窮，特別是當我們朝創新「經驗環境」努

力，使想要與企業進行多元化互動的消費者獲得滿足。 

 

參、 共創平台的環境要素 

Prahalad 與 Ramaswamy(2003)表示顧客與企業互動創造價值的場合，同時企

業必須著重整體共創經驗，而共創的過程是建立在一些重要的基石上：溝通

(Dialogue)、取用(Access)、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透明(Transparency)，以 DART

簡稱之。以下詳細說明： 

 

 溝通 

溝通的意義是互動、深入參與，以及雙方均有行動的意願。意味著兩個

平等的解決問題者共同學習和交流，因此不只是聆聽顧客，而是需要同

理心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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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用 

企業的重心及價值鏈，都是放在創造及轉移產品的所有權給消費者。但

消費者的目標愈來愈轉向能夠獲取令人嚮往的經驗，而不一定是產品的

所有權。人不需要擁有才能獲得體驗；我們務必將取得和擁有這兩個概

念分開。  

 

 風險評估 

風險是指消費者可能受害的機率。消費者參與共創價值的趨勢會越來越

明顯。消費者不會放棄選擇的權利，但會要求企業充分告知相關風險；

企業不但要提供資料，還要提供適當的方法，協助消費者評估與產品和

服務相關的個人和社會風險。針對使用其產品和服務的好處及風險，與

消費者積極溝通，可提昇雙方的互信。 

 

 透明 

消費者與企業之間不對稱的資訊地位，一直是對企業一方有利。這不對 

稱正在迅速消失。企業對價格、成本和利潤不能再一手遮天。消費者對

於產品、技術和商業體系的資訊更易於取得，因此對透明度的要求也愈

來愈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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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虛擬組織 

壹、 虛擬社群的定義 

自「虛擬公司」(Virtual Corporation) ( Davidowand Malone, 1992)一書出版以來，

虛擬組織的概念受到廣泛的討論，但不同領域的學者從不同的角度切入，對於虛

擬組織就有不同的看法。 

 

國內研究中，呂惠茹(1996)認為虛擬組織就是一種動態性聯盟；唐校慶(1998)

所探討的虛擬組織著重於網路觀點，他認為虛擬組織是一種企業功能虛擬化之

「分分合合」式的組織型態，組織以核心主體為中心，藉由網路化連結，組合虛

擬成員，達成核心主體的組織目標。廖元禎(1998)認為虛擬組織是一群有共同想

法與興趣的人，透過網際網路上各種工具為媒介，進行溝通與資源的分享，形成

一個社群，這個社群具有成長性，擁有自己的運作規則，同時會創造出自己的社

會與文化；張瀚仁(2000)則將虛擬組織定義為透過網路連結與溝通，並具有共同

興趣或需求的一群人。 

 

國外學者Adler and Christopher(1998)認為透過網路讓擁有共同興趣的人們能

夠相遇、互相溝通及分享資訊即組成虛擬組織。Monge(1999)等人認為不同地域、

功能、文化的各個實體，可經由電子通訊來形成短暫、變動的合作關係，這種合

作關係就是虛擬組織，即使各個成員的本質不同，但是資訊科技可將各個構成成

員結合成一個共同的本體。 

 

歸納以上眾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虛擬組織定義為「具有相似興趣、核心能

耐的個人或實體團體透過通訊科技互相溝通及分享資訊、資源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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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虛擬社群的組成要素 

Mole et al.(1999) 提出「虛擬社群六邊形」以七大要素說明虛擬社群的構成要

素，如[圖2-2-1] 所示；虛擬社群的構成要素是以「會員間的歸屬感」為中心，

並由六大要素強化，分別是：「精確且量身訂做的內容」、「品牌認同」、「對

其他會員志同道合的感覺」、「與網站其他成員互動的能力」、「對虛擬社群發

展有參與的機會」、以及「成員參與虛擬社群所產生的共同利益」。 

 

[圖2-2-1]虛擬社群六邊形 

資料來源：Mole et al.(1999) 

 

參、 虛擬社群的分類 

Armstrong and Hagel (1997)認為人們會參與虛擬組織的運作，動機來自於四大

因素，這因素也是虛擬組織內互動溝通的基礎，這四大動機分別是：興趣、人際

關係、幻想及交易。在社群的分類上，也可按照此四大需求所產生的動機分門別



 

類，但是這四大類別並不互相排斥，大多數的虛擬組織都同時具備數種特性，以

下將分別介紹之： 

 

 興趣型社群(Communities of Interest) 

許多早期的社群都建立在共同的興趣上，此類社群把喜好某一特定議題

或事物的人們聚集起來而產生，彼此在社群內互相交流資訊，強調高度

的人際互動與溝通。此類社群的成員藉由虛擬平台與他人互動，且因為

此社群的喜好明顯，時常成為廠商進行目標行銷的對象。 

 

 關係型社群(Communities of Relationship) 

人們在生活的過程中，經歷各種不同的生活經驗，例如：感情、結婚、

疾病等。人們希望獲得他人相似經驗的感想，尋求協助，因此透過這樣

的需求建立起有意義的人際關係。例如疾病論壇、男女交友等。王嵩音

(1997)的研究結果顯示，成員參與虛擬社群動機中，以「社交」的強度

最強，說明人們對人際關係的需求會促使虛擬社群的發展。此類的社群

最主要的價值並不是提供資訊，而是把人們聚在一起分享個人經驗。 

 

 幻想型社群(Communities of Fantasy) 

許多虛擬社群提供了一個想像空間，讓成員在社群內「扮演」與現實生

活中不同的角色。像近年流行的線上遊戲(Online Game)，人們可以扮演

故事中的人物、巫師、精靈等現實中不存在的角色，並與其他成員互動。

蘇芬媛(1996)針對此類社群所做的初探性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參與的

動機，除了「消遣娛樂」之外，還有四項更深層的動機因素： 

 

1. 自我肯定：釋放無比想像力，並證明自己聰明機智 

2. 匿名陪伴：以不同於真實世界身分的行為模式和別人來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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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學習：把虛擬社群當做是一個小型社會，在裡面可以有一些社

交性活動 

4. 逃避歸屬：可以擺脫既有的社會規範，自由自在地在社群內做一些

平常想做、但現實社會規範不容許的事 

 

在幻想型社群內，成員的真實身份並不重要，其顯現出來的「互動」才

是社群最大的核心。 

 

 交易型社群(Communities of Transaction) 

Butler(1998)指出社群成員在社群內交換「資訊」的行為是為了滿足「交

易」的需求。許多使用者在進行交易之前，會先行利用網路收集相關資

訊，例如台灣最大的BBS網站「批踢踢實業坊」上面有精品版、美食版

等版面讓成員分享使用、消費的經驗，提供他人參考。更甚者，許多交

易型社群是直接以「金錢交易」活動為主；像拍賣網站，買方賣方可以

透過網站提問、議價。 

 

李仁芳與詹子瑩(2003)提出了另一種方式對虛擬社群分類，以「社群參與人

特性」、「社群參與人之間的互動」、「社群參與人與廠商的互動」及「涉入新

產品開發之階段」四個構面將社群分成五大類：「虛擬顧客社群(Virtual Customer 

Community)」、「測試義勇軍(Beta Testing Volunteer Corps)」、「使用者內容協作

創新社群(User Content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Community)」、「使用者開發社群

(User Development Community)」及「使用者產品協作創新社群(User Product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Community)」，以下分別解釋之： 

 

 虛擬顧客社群 

此社群成員主要事由曾有使用過產品經驗的顧客所組的虛擬組織，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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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難以歸類，所以通稱為一般使用者。此社群存在許多有利於廠商

行銷所需的資訊，於是很多商業性網站開始積極經營此類虛擬社群以從

中獲取效益(Armstrong & Hegel,1997)。 

 

 測試義勇軍 

此社群多見於軟體業，是由一群早期使用者所組成，並在社群內進行產

品原型或樣本的測試。他們樂於探究新技術所帶來的突破能力，參與動

機不外乎是想知道最新的技術。許多廠商會廣發測試版本進行測試並協

助社群經營，對廠商而言可以減少成本並獲得更貼近使用者的意見同時

還可透過試用軟體建立口碑、提高市場佔有率。 

 

 使用者內容協作創新社群 

此社群是透過網路進行集體創作編寫的志願者模式，由於內容較少牽涉

到艱深的技術知識，因此興趣是驅動此社群的重要誘因，使用者之兼併

沒有很明顯的區隔特徵。此外，可以發現，商業組織發起的使用者內容

協作創新社群，多有一套嚴格的品質控制和篩選流程。本論文的討論個

案維基百科(wikipedia)及Yahoo!奇摩知識+都是屬於此一類別。 

 

 使用者開發社群 

此社群主要由創新者及早期使用者組成，此社群主要以從事開發、設計

等產品創新活動為主，創新產品多以社群成員在此交換創作成果、討論

問題及交流知識，此社群有自發性成立的也有商業公司成立的，商業公

司多會刻意去培養開發社群，例如建制社群網站、舉辦技術研討會、提

供開發工具、獎金獎勵等。對商業公司而言，經營使用者開發社群可讓

使用者隨自己需要開發所需的產品，或是開發適用於公司產品的互補

品，進而加強該公司系統架構對使用者的網路外部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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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產品協作創新社群 

此種社群主要由創新者和早期採用者所組成，此社群主要由一群核心駭

客級的技術狂熱者所組成並負責產品的開發，他的特色是，運用分散的

小組，藉由網際網路連結分散的資源，透過知識的共享和建設性的批

評，彼此間傳遞著片段的知識，並同步測試/設計產品，呈現了快速開

發、新增功能及修正既有錯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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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由軟體的授權協議 

壹、 發展緣起 

在七零年代電腦剛開始發展時，軟體並不普及，使用者需要自行去解決軟體

的需求。因此當時的使用者組成「家釀電腦俱樂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

形成以 Unix使用者為主的駭客文化。初期的成果非常豐碩，讓 Unix成為一個非

常好的作業系統，這可說是虛擬組織的原型。 

 

在當時，智慧財產權的概念並不受到重視，軟體是可以自由拷貝的。透過俱

樂部的開放制度相互交流，所有人都免費散佈軟體原始碼，並互相傳授軟體寫作

的經驗。 

 

到了八零年代，智慧財產權開始受到重視，開發Unix 的 AT&T 開始要求大

學中使用Unix 的人簽訂不得透漏或公開原始碼的合約；當時MIT 人工智慧實驗

室的程式設計師 Richard M. Stallman 認為智慧共享並且授予使用者使用軟體的

自由才是讓軟體成長的正確作法，因此他成立了自由軟體基金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來提倡這樣的概念。為了讓根據自由軟體精神所開發出來的程式能

夠自由的流傳並防止被他人牟利的行為，因此設計了一個意在保護而不是限制使

用者權利的授權書，稱為 GPL(GNU General Public Licence)。只要是以 GPL宣告

的軟體都必須讓使用者可以使用、拷貝、授與、研究、修飾、改進其軟體，甚至

也可以販賣該軟體。GPL提供了自由軟體開發者對於自由軟體精神的保護，Linux

就是採用 GPL協議的自由軟體，爾後許多授權協議就是根據 BSD及 GPL延伸

而來。 

 

貳、 授權協議的目前概況 

選擇一個授權模式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授權模式決定了不同的規範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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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 2-3-1]整理了較常使用且重要的授權模式。 

 

[表 2-3-1]重要的授權模式介紹 

授權模式 授權聲明 

Copyleft 允許他人任意的修改散佈作品，惟其散佈及

修改的行為和作法，亦限定以 Copyleft 的方式

行之。Copyleft 作品是有版權的；但它們加入

了法律上的分發條款，保障任何人都擁有對

該作品及其衍生品的使用、修改和重新發佈

的權力，惟前提是這些發佈條款不能被改變。

GPL 
(General Public Licence) 

允許使用者自由的使用，並得繼續以GPL 規

範散佈修改的程式碼，完全杜絕專屬軟體的

虎視眈眈。 

GFDL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此協定適用於所有電腦軟體文件以及其他參

考及指導材料。協定規定，所有使用了該協

定的材料的衍生品，不論是經過修改或轉

載，也都必須採用 GNU 自由文檔協定證

書。採用該協定的材料可以用以商業用途，

但必須允許任何願意遵守該協定的人士在該

協定下進一步修改或散發材料。目前維基百

科是全球最大的在 GNU 自由文檔協定證書

下發佈的文檔協作計劃。 

LGPL  
(Lesser GPL) 

之前稱做Library GPL，允許GPL函式庫連結專

屬軟體的函式庫或模組。這個版權模式的出

現是為了利用某些GPL 軟體的剩餘價值，例

如gcc 以此版權模式規範，因為專屬軟體開發

人員在這個領域有其他函式庫可以選擇，如

果硬要以GPL規範gcc，則只會讓專屬軟體廠

商捨gcc不用，改用其他規範較鬆的函式庫。

BSD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授權模式賦予使用者對程式碼極大的自由

度，所修改延伸的程式碼並不強制規範要是

BSD 授權。這類的授權是屬於推廣型，特別

適用在實作普遍型的服務或協定，包括程式

碼希望能「隱形」的，因為其規範與限制，

讓投入的企業並不一定要釋放出所改進的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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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L  
(Mozilla Public License) 

所延伸或修改的仍須規範在MPL，所以該部

分都得釋放出來。同時，你貢獻出規範在MPL

的程式碼時，屬於你的部分的程式碼會喪失

任何專利權，但可以收取授權金。MPL 模組

和GPL 模組並無法互相連結，所以MPL 不相

容於GPL。此授權模式適用的領域像是

End-User 應用程式，其商業利益方向多著墨

於該套件的授權金與附加價值。 

NPL  
(Netscape Public License) 

是MPL版多出允許Netscape 使用於附加修改

的程式碼。 

QPL  
(Qt Public License) 

套件所修改的程式碼僅以patch檔散佈，這也

是KDE(使用Qt)開發環境所引起的爭議。 

Artistic License  可以自由使用、複製、重製散佈，且延伸該

授權，但仍不屬於自由軟體，因為允許在公

司內部使用的情況下，不需要釋放原始碼及

履行該授權規範。 

資料來源：吳明蔚、林盈達(2001)、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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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創新 

壹、 組織創新的意涵 

「創新」一詞最早是由 Schumpeter 於 1942年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和民主」所提出，Schumpeter 預言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度時將會

停滯不前，產業與貿易的管理將被例行性的行政工作所取代，人事制度上也將出

現官僚特性，唯有企業力行創新才能突破瓶頸。而企業也於 1970年代應驗了

Schumpeter 的預言，企業有太多的管理而太少的創新精神，使得企業組織開始衰

退。(Farrel,1993；項岫芝譯，1995) 

 

關於「組織創新」的意涵，各學者依據其研究的議題與對象不同，而有不同

的定義。歸納現今文獻資料，可以歸納各學者的意見區分為四種觀點，分別為：

「產品觀點」、「過程觀點」、「產品與過程觀點」及「多元觀點」，茲將各學者的

觀點彙整於[表 2-4-1]： 

 

[表 2-4-1]各家學者對於組織創新的解釋 

觀

點 

學者/年代 對組織創新的解釋 

Zaltman/1974 組織創新是一種意念、實行或是有形的加工品，

它們在採用上被知覺為新的。 

Rogers/1995 創新即是「產品」或者是「技術」的發明與更新，

其包括硬體與軟體兩大部份。在硬體部份系指為

降低不確定性的工具性設計，而軟體部份則指此

工具性設計的資訊基礎，其中包括知識、技能、

程式與規則等等。 

產

品

觀

點 

Henderson/1996 創新為新產品發展、組織轉化、強調結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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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觀點。 

Kimberly&Evanisko/1981 組織創新是指創新過程中，組織所採用的新活動。
過

程

觀

點 

Kanter/1988 組織創新是一種過程，它帶來任何新的解決問題

構想，同時創新是新構想、程式、產品或服務的

產生、接受與執行。其可包括產生創意、結盟創

意、實現創意、與遷移創意等四項過程。 

Tushman &Nadler/1986 組織創新可區別為產品創新及過程創新兩種，而

泛指組織中新產品、服務或過程的創造、產品或

過程的增值或已經存在的技術、觀念與方法的創

造性結合。 

雙

重

觀

點 
Lumpkin&Dess/1996 組織創新反應了公司對於新意念、實驗性及創造

過程的經營及支持，而其結果將產生新的產品、

新的服務及新的科技。 

Damanpour/1991 創新可為一種新的產品或服務、一種新的製程技

術、一種新的管理系統及結構或是一種組織成員

的新計畫。 
多

元

觀

點 

Robbins/1996 認為「創新」是指一個新的意念，該意念可應用

在啟動或增進某項產品、過程或服務。組織創新

是同時包括產品創新、新的生產過程技術、新的

結構及管理系統、新的計畫及管理方案⋯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整理以上學者的相關文獻，可將其區分為兩類，即李仁芳(1997)所提出的「厚

基創新」及「網路創新」；厚基創新是指需要持續在同一組織內長期累積能耐的

創新，重視員工的教育訓練，並並維持員工的低流動率；網路創新則是強調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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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合，知識蓄積在各個角色中，透過不同角色的結合，達到創新的效果。 

 

貳、 組織創新的影響變數 

創新一直是近年眾多學者、企業所強調的努力方向，然而創新該從何做起？

影響的因素又為何？一直是學界及業界急於了解的。Wolf(1994)認為個人、組織

及環境對於組織創新的能耐都有影響力，其中又以組織的影響力最大，針對組織

結構的研究也漸成主流。 

 

Mintzberg(1979)提出了九個影響組織結構的變數，並認為只要操控此九個變

數即可瞭解組織結構設計的本質。[表 2-4-2]詳列此九個變數及其定義： 

 

[表 2-4-2]Mintzberg 的九個影響組織變數 

影響變數 定義 

行為模式化 (Behavior Formalization) 行為或工作規定的標準化程度 

訓練 (Training) 利用正規課程標準化員工的必要技能

與知識 

教化 (Indoctrination) 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使員工學習所

參與之組織的社會價值系統、規範、行

為模式的過程 

工作專業化 (Specialization) 某項工作下的任務數量，以及員工對這

些任務的控制 

單位分組 (Unit Grouping) 根據一些基礎，把各種職務歸類到各個

單位底下，再把這些單位歸類到更高的

單位底下 

單位規模 (Unit Size) 一個單位裡頭所包含的職務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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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機制 (Liaison Devices) 促進單位裡或單位之間的彼此調適的

機制 

計畫和控制系統 (Planning and Control 

Systems) 

事前指明產出的規範與確定事後目標

是否達成 

分權 (Decentralization) 決策制定權力的分享 

資料來源：Mintzberg(1979) 

 

Dalton et al.(1980)用三個構面描述組織結構，分別是正式化(Formalization)、專

業化(Specialization)和集權化(Centralization)，1980年代以後的學者多以此三構面分

析組織結構。Wagner & Hollenbeck(1995)明確地用此三構面定義組織結構。由此可

見，自從Dalton et al.(1980)提出正式化、專業化和集權化三個構面之後，已經獲

得眾學者們的共識。以此三構面評估組織結構，李仁芳和詹子瑩 (2003)認為「正

式化」與組織內部的規則使用及工作特定化程度有關；「專業化」與組織內部的

職稱種類有關，為不同的職銜名稱數，或組織中所從事不同功能的活動數；「集

權化」與組織內部的權責配置方式有關，討論組織中決策權的分配狀況。李仁芳

和詹子瑩 (2003)並將Mintzberg 的九個組織設計變數及學者們普遍使用的三構面

作一綜合歸納及分類： 

 

[表 2-4-3]Mintzberg 的九個組織設計變數及組織結構三構面分類表 

構面 變數 

行為模式化 

訓練 正式化 

教化 

工作專業化 專業化 

單位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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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規模 

聯絡機制 

計畫和控制系統 集權化 

分權 

  資料來源：李仁芳、詹子瑩(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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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厚基組織、專質性資本與三權假說 

壹、 專質性資本 

「資產專質性」是指資產具有只在特定時空下才能發揮其價值的特性。亦即

該項資產和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理制度緊密結合，不易轉移與分

割。當資產對某組織具有專質性時，很可能會產生箝制問題。其起因是因為專質

性資產在市場上沒有交易機會(李仁芳，1999)。握有公司專質性的人力資本稱為

專質性人力資本，是企業產生超額利潤的來源。 

 

公司專質性的組織資本主要來自於專質性人力資本與專質性金融資本，兩者

的成因與資訊不對稱有關，茲解釋如下： 

 

 專質性人力資本 

Williamson(1986)，認為由做中學的建立的人力資本是組織的專質性資產

之一。Milgrom 等(1992)指出專質性資本只有在特定的僱用關係下才能發

揮價值，而專質性人力資本以三種形式表現： 

1. 組織中作業程序的操作、在地資訊的來源、在地特殊語言的使用 

2. 對顧客、供應商及機器的專質性知識、專質性技能 

3. 組織中與組織間人際網路的知識 

 

 專質性金融資本 

每個持有資金的投資者擁有不同的資訊，對個別公司而言，某些投資者

對公司的投資計畫較瞭解，會願意以較低廉的價格將資金投資給公司。

這些資金只存在這家公司中，故具有專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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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厚基組織 

以專質性人力資本深度蓄積為核心競爭力主要來源的公司稱為「厚基組織」

(李仁芳，1999)。由於培養專質性人力資本需要投入大量的成本與時間，因此除

非企業主與員工彼此都有意維持長期的僱用關係，否則會影響雙方養成此一資本

的意願。專質性人力資本形成後，會增加人力資本轉移的困難，因此通常會降低

人力資本的流動率並進而達到蓄積專質性知識的目的。 

 

厚基組織通常在強調連續性創新的組織中出現，因為組織的成就是集合眾人

之力而成的，是員工運用對工作環境的熟悉對工作周遭進行改善、點點滴滴的累

積競爭優勢。 

 

參、 組織的產權理論 

組織成員需要有「意願」投入生產才能使組織生產能力有效發揮，此意願深

受組織「產權制度」的型態與「體制環境」的特性相互配合影響。體制環境的特

性包含人力資本市場與金融資本市場兩方面；產權制度則可分為A型與 J 型兩種

(李仁芳，1999)。 

 

A 型組織的產權制度以美國企業為代表，視組織為股東所有，以「追求股東

財富極大化」為目標。而 J型組織則以日本企業為代表，視組織為股東、經營者

與員工所共有，以追求組織的成長與生存為目標。適合A型組織的人力資本是

活躍的外部勞力市場；相反地，適合 J型組織的是長期僱用的內部勞力市場。 

 

肆、 三權假說 

綜合以上的討論，李仁芳(1999)提出「三權假說」，認為除工作設計與產權制

度的配套外，應加入知識結構的考量。以[圖 2-5-1]為例，認為三權應相互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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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則有以下三點： 

 

1. 知識權與管理權的配套 

資源統制機制的權力中心(管理權)與知識中心(知識權)重疊度越高，價值

轉化與價值分配就越有效率和效能。此即知識權與管理權的配合。 

 

2. 財產權與管理權的配套 

資源統制機制的權力中心(管理權)與報酬中心(財產權)重疊度越高，價值

轉化與價值分配就越有效率和效能。此即財產權與管理權的配合。 

 

3. 知識經濟時代與三權的配合 

知識經濟時代，組織中的工作知識逐漸從高階管理者下移到中、低階成

員，稱為知識權的下授。隨著知識權的下授，使最瞭解經營狀況的成員

獲得相稱其知識權的經營決策權，可獲致效率決策，稱為管理權的下授。

最後為避免代理問題，降低影響成本，將相稱的財產權授予擁有知識權

與管理權的成員，可獲致最佳激勵效果，稱為財產權的下授。 

 

 組織設計中，擁有專質性知識的工作者獲得相關的管理權與財產權時，組織

績效較佳。 

 

知識權  

 

配套 
管理權 財產權 

 

 

[圖 2-5-1]知識權、管理權、財產權的配套關聯圖 

資料來源：李仁芳(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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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知識管理 

壹、 知識的定義 

Nonaka&Takeuchi(1995)整合多位學者對知識議題的研究之後，將知識定義為

「有充分根據的信仰，強調個人以求真為目標，不斷自我調整個人信仰的動態人

文過程的產物。」Davenport&Prusak(1998)則認為知識是一種流動性質的綜合體；

其中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訊，此外，也包含專家獨特的

見解，為新經驗評估、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因此，知識不只存在文件與儲存

系統中，也蘊含在日常例行工作、過程、執行與規範中。 

 

在 Polanyi(1958,1966)將知識區分為外顯及內隱兩種之後，Nonaka&Takeuchi 

(1995)進一步分別定義外顯知識為「可以用文字或數字表達的客觀且形而上的知

識」；內隱知識則為「無法用文字或句子表達的主觀且實質的知識」。 

 

貳、 知識管理及其架構 

Davenport and Prusak(1998)認為知識管理「是一種漸進的過程，其企圖透過人

員、科技與智慧資產縝密的結構，將知識的效益發揮到最高境界，以期完成組織

設定的目標」。Wilg(1994)則從廣義和狹義兩個觀點定義知識管理；就廣義的觀點

而言，知識管理包含了造成組織智慧活動的所有活動與展望的基礎，以及處理對組織的

知識資產有益的活動。知識管理界定知識的範圍，並對需要管理的知識加以排序，提出

處理知識的方法，並執行相關活動已達成預期目標。從狹義的觀點來看，知識管理是一

種機制與步驟，其在不同狀況下用來尋找與管理正面與負面的知識、界定新的產品與策

略、增強人力資源管理的功能以及達成許多其他的目標。 

 

吳思華(2001)指出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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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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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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大系統茲介紹如下： 

 

 知識創造 

在知識組織中，想要創新突破目標，知識創造是首要的條件。無論是國

家或企業都必須擁有持續不斷、快速並且有焦點的創造知識的能力，因

為唯有擁有專屬且獨特的知識，並達到一定規模的知識能量，國家或是

企業才能在競爭的過程中，擁有創造價值，洞燭機先的能力。 

 

 知識流通 

組織在管理知識資本時，除了關注組織中知識創造的能力與效率外，更

常注意到許多知識並不一定是在組織內部自行創造出來，而是由外部引

進的。同時，知識必須經由在組織內部擴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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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更多樣化的知識，因此知識的引進、擴散、累積與移轉是知識管理系

統很重要的機制，這些功能簡稱知識流通。為了要建構一個適用於知識

流通的基礎環境，並鼓勵知識流通的機制發揮作用，組織中應形成多

元、互信的交流管道，除了能有效運作的知識交易市場外，應建立良好

互動的技術創新合作網路，讓知識能夠順暢的流通擴散、為他人所享，

並因為知識的交流，而創造出新的知識。 

 

 知識加值 

知識專業化是必然的趨勢，但往往能帶給顧客最大價值的產品與服務，

是需要各種不同專業知識的組合才能創造出來的，因此如何有效的整合

各項專業知識，讓知識對人類產生最大的效用，更是創新過程中必須具

備的。換言之，對於一個以創新為目標的知識管理系統而言，僅是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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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無法對企業或產業產生價值，知識必須經過一個加值的過程，才能

成功商品化，也為顧客帶來價值。 

 

任何一個知識管理系統，都可以區分為知識創造、知識流通及知識加值三項

重要的機能。這三項機能可以下圖表示。 

 

 
知識創造 

創新 / 再利用

 

[圖 2-6-1]知識管理系統 

資料來源：吳思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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