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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創造可說是企業最重要的知識管理課題之一。經

由適當的知識創造機制的建立，企業可望提昇組織知識的質與量，進而維護與

更新其持久的競爭優勢。本研究從知識市場效率觀點，視廠商為建構知識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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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織，進一步指出知識市場的效率運作是確保此一知識庫之有效運用、分

享、與創造的關鍵。本研究建立了研究市場機制、知識創造機制、組織學習與

知識創造績效之理論架構。在實證研究方面，本文以 2000年名列台灣天下雜

誌 2000大之製造業與服務業 154家廠商為對象，採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方法。

實證結果發現知識市場中關係性機制的建立以及組織學習能力等對組織知識

的創造都有顯著的影響效果。本文最後並針對研究發現之理論意涵與其對實務

管理之意涵，提出具參考性之建議。 

關鍵字：知識創造、知識市場、組織學習、知識管理 

Abstracts 

With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era , knowledge cre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Appropriate knowledge creation mechanisms can facilitate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 Based on knowledge-based 

view , (KBV) , this paper see the firm as a knowledge base or knowledge market , and 

suggest that market efficient view might get much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which form the 

best practices for market mechanism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arket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city and so on , a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creation significantly . Finally , this paper suggest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 , and discuss some issues for future research .   

  

Keywords: Knowledge creation. Knowledge marke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壹、緒論 

邁入廿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然成為任何組織賴以存續以及求

發展之關鍵性資產（Teece,2000）。組織唯有透過知識的創造，始能建立持久

的競爭優勢（Wong,2000）。具體言之，在所謂知識管理的新典範中，組織知

識的創造可說是首要的管理課題（Teece, 2000）。 

知識基礎觀點（KBV）假設廠商為一知識庫（Knowledge b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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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sitory），同時強調廠商可透由既有的知識庫中搜尋、擷取、結合，並創造

新知識，以強化該知識庫之質與量，進而建立、維持甚至更新其競爭優勢中很

重要的課題（Grant,1996;Teece,1998）。然而，正如上述研究知識創造之學者所

強調者，此一知識庫中之知識固然有一部分是貯藏在手冊、檔案、以及機器設

備等有形之實體上，但更具核心競爭力的獨特知識通常是鑲嵌在（Embedded）

組織之例行常規（Routines）與組織成員個人身上。此外，知識創造也以組織

成員為主體，這些知識創造者可視同組織知識庫的「需求者」（當然，最終也

將是強化該知識庫的生產者），而擁有部份隱藏性（Tacit）知識之員工或部門

即為知識創造過程中之知識「供給者」。由此可知，若將組織知識庫的使用、

投入、與產出（此即本研究所稱知識創造過程）視為組織內部知識市場之運作，

確實有其正當性（Cohen,1998），而這正是本研究擬從組織內部知識市場效率

觀點探討組織知識創造的基本邏輯。 

從知識市場之觀點探討知識之創造，可能會面臨的問題包括：（1）是否存

在所謂的市場機制？（Davenport & Prusak,1998）。（2）知識市場效率性的觀念

是什麼？（Davenport & Prusak,1998）。（3）在知識創造過程中，既有知識庫透

過什麼途徑與機制影響知識創造之績效？（Hansen,1999；King,2000）。以及正

如 Argote（1999）與 Buckley & Carter（2000）所指出者，組織學習是組織知

識創造之關鍵因素，那麼（4）組織學習能力在知識創造中扮演什麼角色。綜

上所述，本研究具體之研究問題包括：（一）組織內部知識市場效率之衡量指

標為何？（二）知識市場機制的內涵是什麼？（三）知識創造機制之內涵？（四）

組織學習能力的內涵及其對知識創造之影響？（五）上述知識市場之效率性、

市場機制、知識創造機制、以及組織學習能力等對知識創造績效有何（以及如

何）影響？ 

貳、文獻探討與觀念性研究架構之建立 

一、知識與知識創造 

知識有別於數據（Data）與資訊（Information），是一種經過系統化、結

構化之直覺、經驗與事實（Bierly,1999;Nonaka,et al.,2000）。組織知識之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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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係指，透過適當的轉換機制，將個人的技能或知識轉換為鑲嵌於組織之

知識。Nonaka & Takaeuchi（1995）稱之為「知識的螺旋」，其過程包括社會化、

組合、外化、以及內化等階段。Nonaka et al.,（2000）則更進一步地指出，平

台（Ba）的建立、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相互轉換的過程、以及組織既有知識

之存量，是決定知識創造績效的三要項。Hedlund（1994）亦有類似之觀點，

其指出組織透過吸收、模仿、消化、應用，而創造出獨特的組織知識。此外，

Kogut & Zander（1992）與 Grant（1996）等人亦指出，組織可以透過整合與

學習等方式，對既有的知識與新的知識予以重新組合為組織之知識性資產。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知識的創造定義為：組織之個別成員或單位於執行組

織賦予之任務或者在解決特定問題時，透過對既有知識庫中所須知識之擷取，

並/或與外部新知識予以重組及轉化，進而建立新的組織知識的過程。此一知

識創造過程之最終結果，對於組織既有之知識庫的質與量的提昇具有實質之貢

獻。 

二、組織內部知識市場效率之概念 

Davenport & Prusak（1998）指出，組織知識創造受到市場力量的推動。

同時，根據上述本研究對知識創造之定義可知，組織知識庫之知識流入、流出、

以及流通管道成就了組織知識創造更顯著的效果。上述論點其實隱含了一個事

實，以組織之知識庫為主軸，則組織內部知識之創造、蓄積猶如一知識市場之

供、需運作。其中知識的創造者可視為該知識市場的需求者（買方），而既有

知識之擁有者即為知識市場之供給者（賣方）。因此，組織知識創造的管理，

其實可視為組織對其內部知識市場之管理（Davenport & Prusak,1998）。 

然而，知識的價值很難衡量、交易的結果充滿不確定性（Carter,1989;Saka 

& Kubo,2000），同時交易的對象很難尋找、交易雙方可能都有投機主義的傾

向，以至於知識之交易成本很高，進而導致市場失靈的現象十分普遍（Bidault 

& Fisher,1994;Teece,2000）。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有效率的市場有助於組織

以最低的成本創造最大的效益。唯如前所述，對大多數的組織而言，內部知識

市場顯然是相當缺乏效率。綜合過去相關文獻之論點，組織內部知識市場無效

率的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四大原因：（1）知識移轉困難性；（2）缺乏知識交易與

分享的誘因；（3）知識價值難以確認；（4）組織知識庫之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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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市場機制 

在組織知識的創造方面，適當的與平衡的結構性機制的設計是必要的。綜

上所逑，本研究將這類有助於解決知識市場無效率之可行方式，稱之為知識市

場機制，並予以歸納為（一）結構性機制，與（二）關係性機制： 

（一）結構性機制： 

如前所述，組織知識的創造有賴組織知識庫中既有知識擁有者間或與外部

新知識擁有者間之互動。依 Tsai（2000）之論點，所謂互動是指兩造之間的溝

通與資源的交換。茲綜合過去相關文獻之論點，本研究將影響互動關係之結構

性機制大致區分為（1）正式溝通管道，（2）「價格」體系，（3）誘因與激勵，

（4）資訊科技（IT）： 

（1）正式溝通管道：指資訊與知識的傳遞主要是透過正式文件、會議、

與制式的作業程序等（Gupta & Govindarajan,2000 a）。其優點是溝通內涵明

確，唯缺點則可能包括速度慢、溝通內涵之侷限性、以及不利於知識在組織內

部之擴散等（Bouty,2000）。 

（2）「價格」體系：根據 Davenport & Prusak（1998）之論點指出，知識

市場之價格體系不同於其他一般商品市場，知識之「買、賣」雙方通常並非以

該筆交易之報酬做為唯一考量（Teece,1998）。反之，在組織內部是否會進行

知識資源的交易（換），其關鍵可能是（Davenport & Prusak,1998; Bouty,2000）：

○1 互利、互惠主義；○2 聲譽；○3 利他主義。 

（3）誘因與激勵：組織若能夠針對組織成員之知識分享行為給予必要的

激勵，將加速組織內部知識之流通、分享與移轉，進而提昇知識之創造與蓄積

（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這類激勵的做法，依 Osterloh & Frey（2000）

之論點大致可區分為二類，內在與外在的激勵，其中內在的激勵指非物質性的

報償，如公開表揚、同儕肯定、以及昇遷等，近似於所謂的「心理契約」；而

外在的激勵則指物質、金錢上之報償，傾向於所謂的「論功行償」。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與 Poatts & Yeung（2000）亦有類似的論點，唯更強調

高階主管之承諾、支持，以及所謂「高誘因」制度與團隊基礎激勵的設計。其

中高誘因制度是指，激勵的報償能真正反應出員工或團隊的績效表現；團隊基

礎則指以團體（而非個人）之績效為獎償之依據。 

（4）資訊科技（IT）系統的建構：雖然絕大多數的知識管理之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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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致地指稱，資訊系統的建置並不能取代知識管理（Davenport & 

Prusak,1998;Cohen,1998;Teece,2000；Newell, Scarbrough ＆ Swan, 2001）。唯

不可否認的，IT 的確有助於將組織知識予以文件化（Codified），因而有利於

組織知識之流通、分享、移轉、擷取等，進而加速與提昇組織知識的創造蓄積

（Andersen,1999;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 

（二）關係性機制： 

組織知識創造本身即為一社會系絡，是孕涵在組織成員之日常業務或特定

問題之解決過程中（Andersen,1999;Bouty,2000;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

本研究分別針對上述信任、人際關係網路、以及組織文化等觀念略述如下： 

（1）信任機制：信任乃一多面向的概念，就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來說，

信任乃知識交易與分享的核心。Davenport & Prusak（1998）即曾指出，信任

不但是知識交易的必要條件，也可能是知識交易與分享之結果。組織成員間若

能建立信任基礎之互動關係，則知識的買賣雙方必能很明確地瞭解到所交易之

標的物（知識）的質與量，更可確認交易的「結果」是令人滿意，因此可促進

知識在組織內部之流通（Bidault & Fisher,1994）。 

其中，「能力基礎之信任」（Competence-based trust）乃指組織內部成員彼

此信任各自所擁有知識之質與量（Davenport, Davies & Grimes,1999），可促進

彼此之溝通與學習（Dodgson,1993），故不會有上述「NIH 症候群」及「階級

障礙」。至於「過程基礎之信任」（Process-based trust）則指組織成員依據過去

之良性往來而體認到對方不會有不利自己的投機行為。因此知識之「賣方」會

願意與「買方」交易、分享知識（Davenport et al.,1999;Bouty,2000）。最後，

組織信任指組織個別成員相信知識分享是組織所鼓勵之行為（Platts & 

Yeung,2000），因此，有助於組織個別成員間的知識分享。綜上所述，信任機

制之建立有助於內部知識市場交易障礙之排除，進而提昇知識市場之效率。 

（2）非正式關係網路：組織內部之非正式關係網路對知識市場而言是最

有效的，因為經由非正式之人際關係網路之面對面溝通，內隱知識更容易移轉

（Bouty,2000;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所謂非正式關係網路包括人際關

係、個人吸引力與一致的共識與認知之價值觀，Nahapiet & Ghoshal（1998）、

Tsai & Ghoshal（1998）以及 Tsai（2000）等人即曾指出，組織內之關係網路

的連結，意謂著人與人之間以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溝通、互動益趨透明化與開

放，故有助於組織內部知識之分享。 



中山管理評論 

 ～701～

（3）組織文化：組織文化是指由各項共通價值與規範所構成的體系，這

些價值與規範界定了組織成員所應採行的適切態度與行為（Tushman & 

O’Reilly,1996）。因此，若能孕育適當的組織文化，則組織可望透過非正式的

文化機制來規範成員之知識創造行為。這類文化機制包括：○1尊重專業的文化

（ Davenport & Prusak,1998 ）； ○2 勇 於 認 錯 的 文 化 （ Tushman & 

O’Reilly,1996;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3事後檢討（After-action review）

的文化。 

四、組織知識創造機制 

在組織創造知識的過程中必然會涉及知識的搜尋（Search）、知識擷取

（Retrieve）、以及知識的移轉等。此外，知識的分享可說是執行上述各活動進

而加速知識之創造的基本要件（Nahapiet & Ghoshal,1998;Hansen,1999）。本研

究將上述知識搜尋、擷取、移轉、以及分享等稱之為組織知識創造之機制：  

（一）知識搜尋： 

組織之知識創造在於結合既有知識庫中散佈各處之知識，因此知識創造者

（即知識市場中之知識需求者或「買方」）首要工作即在於搜尋並確認知識供

給源「賣方」（Hansen,1999）。從知識市場之效率觀點，知識搜尋是指知識需

求者能夠很快地、正確地找到知識之供給者。因此，組織若能在其內部知識市

場建構適當的市場機制，包括必要的 IT 系統、非正式的關係網路

（Hansen,1999）、彼此信任的專業文化（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等，都

可大幅降低知識搜尋與辨識之成本，進而提高知識搜尋之效率，加速知識之結

合與創造。 

（二）知識擷取： 

知識之擷取是指知識需求者確認所須之知識後，能夠使用知識供給者所擁

有之知識，並且獲得供給者必要之協助（Argote,1999）。在一個有效率的知識

市場中，由於交易條件很明確，知識之購買者（需求者）可以迅速地經由交易

的完成而獲得交易標的物（知識）的使用權，做為解決特定問題或執行被賦予

之任務的基礎，進而累積、創造新的組織知識。就此而言，前述知識市場機制

之建構，例如正式溝通管道、合理的「價格」體系、分享的誘因機制之設計、

資訊系統的建構、以及組織成員相互信任等關係性機制，都有助於知識需求者

快速由提供者取得並有效使用所須知識（Nahapiet & Ghoshal,1998;Sawhn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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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ndelli,2000）。 

（三）知識移轉： 

知識移轉乃泛指知識由擁有者轉移至另一個別成員，這是組織知識創造相

當重要的一環（Hansen,1999;King,1999）。Tsai（2000）即曾指出，質與量兼俱

的溝通管道與方式，是建構組織內社會資本的必要條件，而此一社會資本的形

成將促使知識在組織內部得以充分地分享、以及有效地移轉，進而強化智慧資

本（即核心的組織知識）的創造（Nahapiet & Ghoshal,1898）。此外，Hansen

（1999）則更強調組織內部之人際間的關係連結對知識移轉之正面影響作用。

最後，依據溝通學派之觀點，IT之建構、健全的知識市場「價格體系」、以及

組織成員間之相互信任等，都有助於知識移轉之溝通成本的降低，因此也都是

促使組織內部知識有效移轉之重要因素。綜上所述，適當的市場機制之建構，

可提高組織內部知識市場之效率，促進知識之有效移轉，進而提高知識創造之

績效。 

（四）知識分享： 

幾乎所有研究組織學習、知識移轉、以及知識創造等課題的學者，都會強

調 知 識 分 享 的 重 要 性 （ Hamel,1991;Kogut & Zander,1992;Wonaka & 

Takeuchi,1995；Szulanski,1996；Simomin,1999;Gupta & Govindarajan,2000 a,b ; 

Nonaka et al.,2000；Newell et al., 2001等）。Nonaka(1994)即曾指出，知識分享

是組織學習與組織之知識創造的基礎。易言之，充分而且完全透明化的知識分

享（Hamel,1991），有助於組織個別成員對於組織知識之搜尋、擷取、以及知

識移轉，因此可提高組織知識創造之績效。此外，Davenport & Prusak（1998）

指出，組織若能建立知識分享的價值觀與規範，則對於組織內部知識市場的交

易流通必然有很大的助益。最後，Hansen（1999）亦指出，知識的分享至少包

括兩個層面的意義：（1）意願，（2）能力。組織可透過誘因機制的設計、組織

文化的塑造、健全的知識市場價格體系以及成員間相互信任與關係連結的深

化，以強化組織成員間知識分享的意願。至於知識分享的能力，則可透過正式

溝通管道與 IT之建構，提高知識流通之速度與透明化程度。 

五、組織學習能力 

組織學習是指藉由個人對知識的增加與瞭解，予以轉化並鑲嵌於組織知識

庫及或應用在組織改善活動、創新的一種程序（Grant,1996;Pop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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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hitz,1998；Lahteenmaki, Toivonen ＆ Mattila,2001） 。就本研究問題的本

質而言，組織在知識創造的過程中，若擁有如上所述的學習能力，則將進一步

促進經由知識創造機制之知識創造績效，故本研究視組織學習能力為一干擾變

項（Moderator）。此外，針對上述組織學習之意義與本研究之目的，並綜合過

去相關文獻之論點，本研究認為組織之學習能力可具體表現在（1）學習意圖

（Hamel,1991） ；（2）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90）；（3）知識整合能

力（Pisano,1994;Grant,1996;Teece et al.,1997），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學習意圖 

組織的學習意圖（Intent），是指該組織一開始即傾向於視問題的解決與組

織任務的執行是一個學習的機會（Hamel,1991）。組織若擁有強烈的學習意圖

時，即代表該組織會塑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情境，而愈佳的的學習情境一方面意

謂著組織愈願意投入較多資源於知識之學習與創造，另一方面則隱含著組織愈

有能力掌控知識之組合與運用的過程與結果。在此，所謂較佳的學習情境是指

組織會提供成員足夠的學習誘因（ Popper & Lipshitz,1998;Gupta & 

Govindarajan,2000 a,b）。 

（二）吸收能力 

所謂吸收能力（Absorptivity），意指一個組織有能力去辨識新的價值、獲

取新的資訊、消化吸收以促進知識之創造與蓄積（Cohen & Levinthal,1990）。

具體言之，組織本身知識的蓄積決定了組織如何應用、整合、甚至開發其核心

能力之基礎（Grant,1996）。吸收能力代表了組織在知識移轉與應用的落實，

故對於組織之知識創造績效將有正面的影響。 

（三）知識整合能力 

組織的知識可視為各個層面資訊的整合體，有別於單純的將焦點置於分析

個別的層面（Kogut & Zander,1992;Hedlund,1994;Nonaka et al.,2000）。近年來，

一些研究動態能耐（Dynamic capability）之知識基礎理論學者，如 Pisano（1994）

Grant（1996 ）與 Teece et al.,（1997）等，都十分強調知識整合能力有助於組

織知識創造績效之提高。至於，知識整合的成效可區分為三個構面，分別為效

能、廣闊性與彈性（Grant,1996）。進一步言之，知識整合之目的在於使知識

能夠以完整性、全面性與充分性的面貌，呈現、散佈與運用於組織，進而促使

組織之知識創造機制順暢運作（Popper & Lipshit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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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知識創造績效 

組織知識創造的績效是指透過既有知識的重新組（結）合，加速組織之知

識存量的增加（Nonaka et al.,2000；Rynes et al.,2001）。此外，根據 Kogut & 

Zander（1992）以及 Nahapiet & Ghoshal（1998）之研究指出，組織經由知識

之交易與結合而創造出更多的組織知識。因此，本研究將以組織知識資產存量

的增加，以及組織對知識之結合能力的提昇，做為衡量組織知識創造之績效的

指標。其中，知識資產就本研究問題之本質而言，是指組織之管理知識、製造

與服務知識、市場與行銷知識以及技術性知識等。至於知識之結合能力，本研

究將根據 Kogut & Zander（1992）、Grant（1996）、以及 De Boer、Van Den Bosch 

& Volberda（1999）等人之論點，以知識結合之效率、廣度與彈性三個構面來

衡量組織在結合知識方面的能力。 

七、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 

本研究旨在從組織內部知識市場之觀點，探討組織成員在問題解決與執行

組織賦予之任務中，結合、運用、與重新組合組織知識等之組織知識創造的相

關問題。本研究首先強調知識市場通常不具效率性，其原因如知識移轉困難、

組織成員缺乏知識之交易與分享誘因等。其次，從知識市場機制運作之觀點，

本研究指出正式溝通管道、「價格」體系、誘因機制、與資訊系統等結構性機

制，以及信任、非正式關係網路、與組織文化等關係性機制，有助於降低上述

知識市場不效率問題之衝擊，進而強化組織成員對組織知識之搜尋、擷取、移

轉、與分享知識創造機制的效率。最後，基於組織學習乃組織知識創造之基礎

的觀點，本研究進一步指出較高的組織學習能力有強化知識創造機制對知識創

造績效之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之觀念性研究架構可繪示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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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研究觀念性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說 

首先，本研究所稱組織知識創造機制是指組織成員在組織中對知識的搜

尋、擷取、移轉、以及分享等管道或方式。其次，知識市場機制之結構性因素

包括正式溝通管道、「價格體系」、誘因制度、以及資訊系統等之建構，有助於

知識在組織內部之流通、擷取、與交換（Hansen, 1999；Gupta ＆ Govindarajan, 

2000b）。另一方面關係性知識市場機制包括信任、非正式關係網路、以及文化

機制等亦有助於知識在組織內部充分、明確、公開化的流通、與分享（Kogut ＆ 

Zander, 1992；Nahapiet ＆ Ghoshal, 1998；Gupta ＆ Govindarajan, 2000b），

故可提昇知識創造機制之效率。據此，本研究建立如下二個假說： 

結構性機制 

●正式溝通管道 

●「價格」體系 

●誘因制度 

●資訊系統 

關係性機制 

●信任機制 

●非正式關係

網路 

●組織文化機

制 

知識創造機制 

●知識搜尋 

●知識擷取 

●知識移轉 

●知識分享 

知識創造績效 

●知識資產的

累積 

●知識結合能

力的提昇 

組織學習能力 

●學習意圖 

●吸收能力 

●整合能力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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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一（H1）：建構必要的正式溝通管道、「價格」體系、誘因制度、

以及資訊系統等結構性市場機制，會有助於組織知識創

造機制的效率。 

假說二（H2）：信任、非正式關係網路、以及組織文化機制等關係性

市場機制，有助於強化組織知識創造機制的效率。 

此外，知識的搜尋、擷取、移轉與分享可說是組織創造知識之引擎或驅動

力（Nonaka et al.,2000;Gupta & Govindarajan,2000 b），因此組織成員若能有效

率地運用知識搜尋、擷取、移轉與分享等知識創造機制，則將加速組織知識資

產的累積及提高組織成員結合知識之能力。由此可推論本研究假說三（H3）

如下： 

假說三（H3）：有效率的知識創造機制之建立，有助於組織知識創造

績效的提昇。 

最後，本研究所稱組織學習能力包括學習意圖、吸收能力、以及知識整合

能力。這類能力有助於組織成員重組其組織之知識庫（Szulanski,1996;De Boer 

et al.,1999），故可以強化知識創造機制對知識創造績效之影響。因此，本研究

建立假說四（H4）如下： 

假說四（H4）：組織學習能力愈高，則知識創造機制對知識創造績效

之影響效果愈大，反之亦然。 

二、變項之衡量與問卷設計 

由圖一觀念性研究架構可知，本研究共涵蓋五個構念、十六個變項。針對

各研究構念與變項之意義及其衡量以及研究問卷之設計說明如下： 

（一）結構性機制：是指會影響組織成員對於知識之搜尋、擷取、移轉與

分享之組織管理制度上的設計，包括正式溝通管道、「價格」體系、誘因與報

償制度、以及資訊系統之建構等(Davenport & Prusak, 1998; Bouty, 2000; Teece, 

2000)。問卷題項如「以正式文件為資訊與知識傳遞方式」；「以互利互惠、聲

譽及整體組織之考量為知識交易「價格」之依據」；「以物質、金錢報償獎勵知

識分享行為」；「完善的 IT系統做為知識傳遞與流通之工具」等。 

（二）關係性機制：由於本研究視組織知識創造為組織成員之社會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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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Kogut & Zander, 1992; Gupta & Govindarajan, 200b)，因此欲有效地啟動知

識創造機制，必須建構適當的「社會系絡」，這是一種非正式的人際關係互動

(Gupta & Govindarajan, 2000b)，並且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互動關係(Tsai, 

2000)，以及透過適當的「組織文化」可予以有效規範員工行為模式的機制

(Kogut & Zander, 1992)。因此，本研究分別以信任機制、非正式網路關係、以

及組織文化機制等做為衡量關係性機制的變項。問卷題項如「組織成員彼此信

任各成員之專業知識與能力」、「組織內部人際間與部門間互動關係密切、組織

成員彼此尊重各自之專業」等。 

（三）知識創造機制：本研究強調組織成員在執行組織所賦予任務，或在

解決特地問題過程中所蓄積之知識，並將之轉換為組織知識的一系列活動

(Spender, 1996; Grant, 1996; Nonaka, et al., 2000)。此一系列活動必然會涉及知

識的搜尋、擷取、移轉、與分享，因此本研究以搜尋等四個變項做為知識創造

機制之衡量指標。問卷題項如「組織內部知識可及性很高、來源明確、並且容

易辨証」、「組織知識易於取得與運用」等。 

（四）組織學習能力：是指組織是否有「意願」與「能力」對組織既有知

識與由外部接受的新知識予以重新組合、轉化、擴散、並儲藏於組織知識內

(Cohen & Levinthal, 1990; Huber, 1991; Hamel, 1991; Kogut & Zander, 1992; 

Grant, 1996)。因此，本研究參考過去有關上述論點之文獻，以學習意圖、吸

收能力、及整合能力三個變項做為衡量組織學習能力之指標。問卷題項如「組

織成員經常視問題的解決與任務的執行是一個學習機會」、「組織有辨識新知識

的能力、組織成員對既有知識之組合能力」等。 

（五）知識創造績效：由於本研究強調組織知識創造的最終目的在於組織

競爭優勢的提昇，而其具體表現主要包括(1)知識存量的增加(Nonaka et 

al.,2000)  與(2)組織對知識之結合能力的強化(Kogut & Zander, 1992; Grant, 

1996)，因此，本研究參考過去相關文獻之論點。問卷題項如「組織之管理、

製造、服務、市場、技術等知識增加很快」、「組織結合知識頗具效率」等 

三、樣本資料之敘述性統計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 2000 年天下雜誌所出版的 2000 大企業為母體，隨機抽樣 550

家廠商並先以電話查詢是否願意填答本問卷，共計發出 550份問卷。本研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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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要求樣本廠商部門經理級以上人員或實際負責人填答，計回收 159份樣本，

無效問卷 5 份，共計有效問卷 15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約 28﹪。回收的樣本

廠商分佈方面，製造業為最多，佔 79.2﹪；樣本廠商之營業額以 96億元以上

最多占 21.7﹪。 

至於信、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各變項之操作化定義與衡量均參考過去相

關文獻之論點或量表，並經由 10家廠商之實際訪談與預試（Pretest），故本研

究樣本資料應有一定程度的內容效度。至於在建構效度方面，本研究首先經由

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剔除不具顯著差異之題項（包括 IT系統之建構、吸

收能力與整合能力各一題）後，進行各變項之主成分因素分析，各題項之因素

負荷量均超過 0.5，並且每一題項均只出現在一個因素，故本研究之問卷應具

有區別與收斂效度。最後在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計算各變項之 Cronbach’s α

值。其中，除信任機制與非正式關係網路分別為 0.61與 0.64外，其餘均超過

0.7以上。此外，由相關變項所組成的各構念，其累積解釋變異量均在 75%以

上，故本研究所搜集樣本之實證資料應有一定程度的信度。 

表一、本研究變項之信度值 

研究變項 題目數 α值 研究變項 題目數 α值 

結構性機制   知識創造機制   

‧正式溝通管道（S1） 4 0.70 ‧知識搜尋（C1） 3 0.78 

‧「價格」體系（S2） 3 0.76 ‧知識擷取（C2） 2 0.89 

‧誘因激勵（S3） 5 0.83 ‧知識移轉（C3） 3 0.84 

‧IT系統（S4） 1 － ‧知識分享（C4） 4 0.90 

關係性機制   組織學習能力   

‧信任機制（R1） 3 0.61 ‧學習意圖（L1） 4 0.80 

‧非正式關係網路（R2） 3 0.64 ‧吸收能力（L2） 2 0.76 

‧組織文化機制（R3） 4 0.82 ‧整合能力（L3） 2 0.75 

績效      

‧知識累積（P1） 7 0.91    

‧知識結合（P2） 3 0.93    

【註】： 1、表中題目數為經項目分析剔除後之實際問項個數；2、（ ）內字母為該變項之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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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知識市場機制與知識創造機制之關聯 

在知識創造機制方面，本研究區分為知識之搜尋、擷取、移轉、與分享等

四個變項。在變項的相關分析中發現，知識搜尋與擷取以及知識之移轉與分享

二組變項之相關係數很高並達顯著水準（分別為 r=0.84，p<0.01 與 r=0.90，

p<0.01，r 表相關係數），故首先以主成份（Principal component）因素分析方

法，以縮減知識創造機制變項數目。主成份因素分析結果發現特徵值分別為

3.22與 4.04且累積解釋變異量高達 82.34﹪，故此二因素已足以解釋知識創造

機制構念大部分的變異。因此，以下將分別以知識搜尋與擷取，以及知識之移

轉與分享二個變項對結構性與關係性機制因素進行迴歸分析，其結果如表三所

示： 

表三、知識創造機制與知識市場機制之迴歸分析結果 

知識搜尋與擷取（Y1） 知識移轉與分享（Y2）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六 

正式溝通管道（S1） -0.12  0.22 0.08  0.14 

「價格」體系（S2） -0.28  0.06 0.04*  0.21* 

誘因激勵（S3） 0.40**  0.36** 0.35**  0.16** 

IT系統（S4） 0.22  0.18* -0.46  0.06 

信任機制（R1）  0.26** 0.14**  0.64** 0.58** 

非正式網路（R2）  0.82*** 0.76***  0.50** 0.78*** 

組織文化（R3）  0.27 0.32**  0.09* 0.33* 

控制變項（X） 0.64* 0.47* 0.17* -0.31 -0.08 -0.14 

營業額       

F值 12.89 13.25 25.07 12.92 13.02 26.22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R2 0.25 0.30 0.41 0.26 0.28 0.44 

【註】：*表 P<0.10；**表 P<0.05；***表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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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模式三之結果而言，除了結構性因素之正式溝通管道（S1）與「價格」

體系（S2）外，餘均達顯著水準，並且迴歸係數估計值均為正。亦即，在知

識市場機制中建構完善的 IT系統與針對知識分享行為提供足夠的物質與非物

質誘因等結構性因素，以及透過組織成員間信任關係的建立、人際網路的順暢

運作與尊重專業、允許無心犯錯等關係性因素之強化，均有助於組織內部之知

識搜尋與擷取（Y1），這與本研究之推論大致相符。至於結構性因素中正式溝

通管道與「價格」體系的估計係數雖然亦為正數，唯並未達顯著水準。這可能

是樣本廠商中多數或重要的組織知識是鑲嵌在特定個人或部門內

（Localization），導致知識的流動性不佳，（Almeida ＆ Kogut, 1999），因此並

非僅透過正式文件或適當「價格」機制即可提高其搜尋與擷取之效率。 

至於模式六亦顯示出與上述類似之結果，其中正式溝通管道（S1）亦未

達顯著水準，IT系統（S4）的建置也未能顯著的提高知識之移轉與分享（Y2）。

這除了可能是基於與上述相同的原因外，其實也驗證了 Newell et al.,（2001）

之論點：僅僅透過 IT系統的建構與正式文件、手冊之彙編，不足以增進組織

內部之知識分享與移轉。反之，組織必須設計足夠的誘因機制以及孕育質與量

兼俱的人員與∕或部門互動關係（如本研究所稱互利互惠的知識交易、信任、

人際網路、及創新導向的組織文化等），始有助於知識之分享與移轉（Gupta ＆ 

Govindarajan, 2000b；Newell et al., 2001）。 

綜上所述，表三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知識市場機制之結構性因素有幾個

變項未能達顯著水準外，餘均顯著地對知識創造機制（Y1與 Y2）有正面之影

響作用，故本文之研究假說一（H1）可視為被部分接受。另方面，信任機制

等關係性因素則皆顯著地影響知識創造機制效率之提昇，故支持本研究假說二

（H2）之推論。此外，仔細觀察模式三與六之迴歸係數亦可發現，關係性因

素變項之估計係數大多較結構性因素大，亦即其對知識創造機制之影響效果大

於結構性因素。以上這些研究發現其實指出了重要的實務意涵：廠商在提高知

識創造機制之效率方面，應該更重視非正式的關係、人際網路、以及知識分享

的文化環境。這些層面事實上大多屬於廠商內部社會系絡（或內涵）（Context）

的表徵，亦即組織運作的社會理性（Social perspective）。此一結論基本上也與

過去研究知識移轉與創造之學者，如 Kogut ＆ Zander（1992）、Nahapiet ＆

Ghoshal（1998）、Gupta ＆ Govindarajan（2000b）、Rynes et al.,（2001）、以

及 Yli-Renko et al.,（2001）等之社會系絡關係資本論點相互印證。最後，本研

究之控制變項廠商規模，似乎只對知識之搜尋與擷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亦即廠商規模愈大，其知識搜尋與擷取的管道與程序也愈制度化或更健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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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的移轉與分享方面 ，則與較小規模廠商並無顯著差異。 

二、知識創造機制、組織學習能力、與知識創造績效 

由於樣本資料顯示「知識創造」與「累積的速度」二績效變項相關係數高

達 0.76並達顯著水準，並且將衡量此二變項之 10個問項結合為一個主成分因

素，其 Cronbach α值為 0.92，故以下乃將本研究之知識創造績效彙總為一個

因素分數（Scores），並簡稱為績效。 

此外，依據本研究之推論，知識創造之績效（P）除了決定於知識創造機

制（C）之效率外，組織學習能力（L）亦將扮演調節變項的角色。由於欲驗

證組織學習能力是否發揮調節之作用，因此本研究首先以組織學習能力採集群

分析方法對全部樣本廠商予以分群（組）。分別命名為低學習能力群及高學習

能力群。 

表四、組織學習能力之集群分析與 ANOVA結果 

ANOVA 
    集群 

因素 

集群一 

（N=61） 

集群二 

（N=93） F 值 P 值 
Scheffe 多

重檢定 

學習意圖 
0.10 

（0.62） 

0.72 

（0.86） 
54.30 0.00 1-2 

吸收能力 -0.30（1.01） 
0.26 

（0.74） 
30.02 0.00 1-2 

整合能力 
0.18 

（0.80） 

0.53 

（0.60） 
27.47 0.00 1-2 

集群之命名 低學習能力群 高學習能力群    

【註】： 1、表內數字為因素分數之平均數，其下（ ）內數字為標準差 
2、N表該集群之樣本廠商家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對於績效函數之實證分析，本研究採單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方法（One –way 

ANCOVA），主要目的即在於探討知識創造績效之變異是否來自知識創造機制

效率的不同與組織學習能力高、低的差異。研究發現組織學習能力的高低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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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響知識創造績效。而知識創造機制（C）中除知識搜尋(C1)未達顯著水準

外，其餘知識擷取(C2)、移轉(C3)與分享(C4)等機制在效率上的差異均可顯著

的解釋績效之變異來源。此外，在組織學習能力與知識創造機制之交互效果

(C‧L)方面，只有知識移轉(C3)與知識分享(C4)二種機制對績效的影響作用會

受組織學習能力之干擾。 

針對 ANCOVA結果，本研究就前述高低學習能力二群樣本廠商計算其績

效平均數，並以 T 檢定驗證此二群績效平均數的差異。結果顯示高學習能力

群之績效平均數( P2 = 6.04)顯著地 (t值為 3.36) 大於低學習能力群(P1=3.86)。 

表五、知識創造機制（C）、組織學習能力（L）、與績效之 ANCOVA 

知識創造機制（C） 

知識搜尋

(C1)* 
知識擷取(C2)** 知識移轉(C3)** 

知識分享

(C4)*** 

變異 

來源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C 1.24 0.16 10.03 0.00*** 9.84 0.00*** 14.34 0.00*** 

L 3.06 0.08* 6.42 0.00*** 7.68 0.00*** 9.08 0.00*** 

C‧L 0.87 0.46 1.02 0.28 3.97 0.02** 6.28 0.00*** 

Scheffe 

多重檢定 
 1-2 1-2 1-2 

【註】：1、C 表知識創造機制；L 表組織學習能力，其中 L=1 代表低學習能力，L=2 則代表

高學習能力。 

    2、*表 P＜0.1；**表 P＜0.05；***表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綜合以上不同分組之廠商績效平均數差異之 T 檢定結果及 ANCOVA 結

果，本研究之假說三(H3)與四(H4)均只能獲得部分支持。亦即，知識擷取、移

轉、與分享機制的效率愈高，則知識創造績效愈高。唯知識搜尋的效率則與績

效沒有顯著的相關，其原因可能是知識之搜尋機制只是知識創造之最基本(或

必要)條件(Hansen , 1999)，若缺乏有效率的擷取、移轉、及分享，則難予將既

有知識進一步的結合與累積，故無法提昇知識創造之績效。至於交互效果(H4)

的實證結果顯示，高組織學習能力確實有增進知識移轉(C3)與分享(C4)對績效

提昇之作用。而知識搜尋(C1)與擷取(C2)則不具顯著的交互效果，這基本上與

一些研究組織學者所強調的知識移轉、擴散、分享的學習觀點(Gran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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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te,1999等)是一致的。在此一學習觀點下，組織學習能力的提高(包括學習

意圖、吸收能力、與整合能力)，配合著高效率的知識移轉與分享機制，對於

知識的創造績效將發揮加乘作用(Hedlund,1994；Nonaka et al.,2000)，而對於與

高效率的知識搜尋與擷取機制，此一加乘效果則較不顯著。 

三、知識市場機制、創造機制、績效與組織學習能力之路徑分析 

由於本文屬探索性研究，過去之研究對於本研究幾個主要構念尚無明確的

界定，同時各構念間之關聯性過去亦無實證之支持。因此，本文實證研究最後

將採路徑分析法(Path analysis)進一步釐清這些主要構念之因果關聯性。本研究

路徑分析結果如表七所示，並繪示如圖二： 

表七、主要構念間路徑分析結果 

模式 依變數 自變數 係數 t 值 F 值 R2 AdjR2 VIF 

模式一 1.關係性機制 0.54 5.88*** 18.70*** 0.28 0.26 1.87 
 

知 識 創

造機制 2.結構性機制 0.08 2.80*    2.02 
模式二 1.關係機制 0.12 4.66*** 8.96*** 0.42 0.4 1.24 
 2.知識創造機制 0.15 3.10**    1.96 
 

知 識 創

造績效 

3.組織學習能力 0.62 7.23***    1.08 

【註】： 1.表中之係數即為路徑係數，是標準化後之迴歸係數。 

2.*表 P＜0.1；**表 P＜0.05；***表 P＜0.01 

圖二、本研究路徑分析之因果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關係性機制 

知識創造機

績    效 

結構性機制 組織學習能力 

0.12
*** 

0.08
* 

0.15
** 

0.54
*** 

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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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七之 F值與 R2等數據可知，路徑分析中二個迴歸模式整體性檢定均

極為顯著，且自變項對依變項均有一定程度的解釋能力(R2 分別為 0.28 與

0.42)，並且 VIF值皆小於 10，表示各構念間不存在線性重合的問題。至於各

相關構念對於知識創造績效之影響效果，包括：(一)直接效果，關係性機制

(0.12)、知識創造機制(0.15)、與學習能力(0.62)，(二)間接效果，關係機制→創

造機制→績效(0.08=0.54 ×0.15)、與結構性機制→創造機制→績效(0.01=0.08 

×0.15)。(三)總效果=直接效果+間接效果=0.12+0.15+0.62+0.08+0.01=0.98。由

此可知，影響知識創造績效效果最大者是知識學習能力，這與過去研究組織學

習學者之論點大致類似，例如 Hamel (1991)強調學習意圖、Cohen & 

Levinthal(1990)強調吸收能力、以及 Grant(1996)強調整合能力等，對知識創造

與累積之影響。 

上述路徑分析結果大致與本研究之實證發現相近，故可視為對本研究假說

(H1~ H4)推論之支持。更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在關於影響效果的討論中，本研

究發現組織學習能力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亦曾進一步探討其前置(影

響)因素，發現關係機制、結構機制、及創造機制與組織學習能力之路徑係數

均為正數(分別為 0.48、0.06、0.12)，唯均未達顯著水準。這可能與本研究當

初之設計有關，因此在後續之研究中，將組織學習能力之本質做進一步的釐清

實有必要，例如組織學習能力的決定因素，及其所扮演之角色。 

伍、結論與建議 

知識的創造是當前知識管理的主要課題之一，因此建構適當的知識創造機

制以提昇組織內部知識之質與量，確實是經理人員之重要職責，也是處在所謂

知識經濟時代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在知識市場的效率觀點下，本研究指出影響

知識市場效率運作的機制(包括結構性與關係性機制)，乃知識創造機制(包括知

識之搜尋、擷取、移轉、與分享)能否有效發揮之關鍵，進而在組織學習能力

的交互作用下，促使知識創造績效進一步提昇。 

本文實證研究主要研究發現包括：(1)知識市場機制中結構性與關係性機

制的建立確實有助於知識創造機制(知識之搜尋、擷取、移轉與分享)效率之發

揮，尤其是屬高度社會系絡的關係性機制，更是知識創造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



中山管理評論 

 ～715～

素；(2)有效率的知識創造機制確實有提昇知識創造績效之作用，尤其在高的

組織學習能力下更可促進知識創造機制發揮績效的加乘效果；(3)組織學習能

力在組織的知識創造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唯其與本研究所稱知識創造機制

之關聯並不顯著，因此其本質與內涵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本研究尚屬一探索性研究，各主要構念內涵及其相互關聯性都是探索組織

之知識創造重要的議題。更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從知識市場之效率系觀點出

發，強調唯有建構具效率的知識市場，始有助於知識創造機制之有效運作。根

據此一思考邏輯所建立的觀念性研究架構，在理論研究上應有一定程度的嚴謹

性與周延性。而本研究所強調之效率性的知識市場之觀念，更可提供後續學術

研究一個新的思考空間。至於管理意涵方面，本研究最主要的貢獻即在於指

出，經理人員只要從知識市場的效率運作之觀點著手應可達到知識管理之最佳

實務(Best practice)。亦即，排除知識市場不效率或障礙因素，以及建構促進知

識市場效率運作之誘因機制，即可有助於組織知識之創造與運用。 

最後，本研究仍有不盡完善之處，均可視為後續研究中有待努力之方向。

首先，本研究中未獲實證支持的研究變項，其原因有待進一步釐清，可能是這

些變項(如正式溝通管道、知識搜尋等)並非真正重要的解釋變項，或者是某些

重要的控制變項被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忽略了，當然也可能是重要變項之操作化

定義與衡量，未能真正普遍適用所有的樣本廠商。其次，本文為一探索性研究，

若能輔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以及進行長期的實際觀察，做更深入的縱斷面

(Longitudinal)個案研究，當有助於吾人對組織知識創造的過程、機制及其內涵

等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此外，由於本研究所蒐集樣本資料中，製造業與服務業

之廠商家數懸殊，故有關知識創造機制與市場機制等重要構面，並未深入探討

其差異性分析。最後，組織學習能力在本研究中被視為調節變項，但在實證研

究中發現此一學習能力對知識創造績效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在後續研

究中對於組織學習能力之內涵及其在知識創造中可能扮演之角色有深入探討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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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研究變項之相關分析 

 
衡量 平均數 S.D. S1 S2 S3 S4 R1 R2 R3 C1 C2 C3 C4 L1 L2 L3 P1 

正式溝
通管道 

S1 4.71 0.71                

「 價
格」體
系 

S2 5.13 0.76 .41**               

誘因激
勵 

S3 4.73 0.89 .37** .39**              

資訊系
統 

S4 4.65 1.34 .30** .37* .38**             

信任機
制 

R1 4.78 0.71 .21* .41* .40** .32**            

非正式
關係網
路 

R2 4.73 0.74 .17 .34* .42** .36** .42**           

組織文
化機制 

R3 5.09 0.77 .23** .33* .38** .26 .45** .43**          

知識搜
尋 

C1 4.80 0.86 .14 .11 .28** .20** .33* .48** .36**         

知識擷
取 

C2 5.17 0.78 .23 .18 .32*** .16** .46*** .52** .40** .84***        

知識移
轉 

C3 4.58 1.01 .34 .21** .20*** .30 .35*** .50** .40** .26** .27*       

知識分
享 

C4 4.81 1.24 .31 .35** .29** .28 .48*** .62** .53** .34** .30** .90***      

學習意
圖 

L1 4.71 0.78 .19* .30** .45** .33** .45** .42** .40** .28* .32* .42** .36*     

吸收能
力 

L2 4.86 0.88 .15 .24** .39** .28** .37** .40* .36** .34 .28 .50** .46** .65**    

整合能
力 

L3 4.90 0.80 .21* .36** .40** .42* .40* .37** .43** .40 .33 .30* .26* .42** .38**   

知識累
積 

P1 4.95 0.77 .22 .26 .40 .35* .43** .40** .45** .48** .56** .60** .66** .64** .62** .42*  

知識結
合 

P2 4.90 0.93 .18* .19* .32 .48 .48** .52** .56** .56** .62*** .58** .62** .52** .60** .54** .7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 p<0.1; **表 p<0.05; ***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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