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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知識分享可能令競爭優勢流失，但也可能提升。對知識工作者而言，要

不要分享著實是一個兩難的議題。本論文以吸收能力為理論基礎，分析知識

分享本質與不同知識類別的運用特性等。研究發現指出，知識分享其實是精

彩的鬥智過程，對手會先判斷兩者間吸收能力的差距，再據以選擇適當的知

識分享策略，以便在分享知識時能立於不敗之地。本研究透過八個案例，分

析競爭對手之間如何判斷吸收能力的差距，選擇不同的知識類別、資訊與專

業技能特性，據以採用安全型、保護型與創造型等知識分享策略。這些策略

使對手間可以分享知識，同時又創造雙贏之優勢。本文歸納不同知識分享模

式做為理論貢獻，並據以探討對實務的啟發。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知識分享、吸收能力、競爭優勢、案例研究、知識分享策略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how to share knowledge with competitors while enha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concep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s a basis for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features of knowledge categories. We argue that knowledge sharing can be a 

strategic behavior. Competitors would judge disparity in absorptive capacity faced 

by both sides to select appropriate knowledge-shar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details 

why sharing knowledge with competitors while enha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ight case studies are examined to show how to judging disparity in absorptive 

capacity between competitors and us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o select different approaches, such as secure, protective, and 

creative knowledge-sharing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facilitate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with competitors while crea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Finally, we 

categorized strategic knowledge-sharing behavior model as a basis for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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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Keywords: Knowledge sharing, Absorptive capacit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ase Study, Knowledge-sharing strategy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知識與能力基礎觀點(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Based Views)認為知識

是企業創新、新價值創造、進行差異化及獲取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 (Barney, 

1991; Kogut & Zander, 1992; Grant, 1996; Zhou & Li, 2012; 方世杰、方世榮，

2000)。具備分享知識、學習新知識及運用知識以解決重要問題的能力已經逐

漸受到重視，且被視為取得競爭優勢的重要能力 (Dierickx & Cool, 1989; 

Nonaka & Takeuchi, 1995; Teece et al., 1997)。從知識分享雙方的競爭關係而

言，Hansen et al. (2005) 指出知識分享雙方的競爭關係會影響知識擁有者的

分享行為。 

過去研究知識分享有正、反二種結果的對立觀點。French & Bertram 

(1959) 認為知識是權力的來源，一旦分享可能會影響自己在組織中的優勢地

位 (Connelly & Kelloway, 2003; Renzl, 2008)，所以 Wasko & Faraj (2000)、

Davenport & Prusak (1998) 及 Szulanski (1996) 等皆認為知識分享會損失自己

的優勢。相反的，Quinn et al. (1996) 指出知識分享者透過知識接受者的回饋

及討論可以從中學到更多的知識；Senge (1998) 認為知識分享不僅是個人學

習的過程，也是幫助他人提升能力的過程。基於知識分享有正、反二種結果

的論點，造成知識工作者是否該分享知識的兩難。 

知識的價值展現於解決問題 (Orlikowski, 2002)，當面臨沒有把握解決的

複雜問題時，為求問題解決獲取利益，人們將思考與誰分享知識、如何分享

知識等重要問題，而決定雙方的互動分享與學習效果 (Von Hippel, 1987; Tsai, 

2002)。與競爭對手分享知識的確是好的選擇，例如 McEvily et al. (2000) 就

針對競爭主流規格的研究表示，那些表面上與競爭者分享技術，目的是藉以

吸引愈多競爭者採用自己的技術規格於市場的產品競爭，實際上自己將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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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獲益者。其次，與競爭者分享知識同時如何先確保自己的競爭優勢，

Bogers (2011) 曾指出希望與策略聯盟夥伴分享知識提升研發成果，但又不願

損失競爭優勢的矛盾，最好的方法就是申請專利以保護知識。由於知識是創

造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相信人們不僅會審慎善用知識資源，更期望能超越

正反二種知識分享的結果而能趨吉避兇，亦即如何既能與競爭對手分享知識

又能保護或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這將是所有知識工作者最期待解決的重要

問題。 

針對競爭者之間知識分享的相關研究探討。Tsai (2002) 認為當競爭情境

愈激烈時，與競爭對手互相分享知識與相互學習是很重要的，Tsai (2002) 研

究組織內既競爭又合作的部門，當他們共同面對外部市場競爭時，部門之間

的知識分享愈密切，則雙方績效皆較佳；本研究認為此時 Tsai (2002) 研究組

織內不同部門之間的分享並非是競爭關係。另外，Hansen et al. (2005) 等人

的研究指出知識接受者向競爭者尋求知識分享的成本較高，當知識分享的一

方感受到對方是競爭關係時，雖然仍願意分享知識，但知識分享的一方較容

易傾向不配合，亦即知識移轉成本較高。Hansen et al. (2005) 指出競爭者之

間雖然會分享知識，但沒有說明分享知識能否創造競爭優勢或解釋如何創造

競爭優勢。 

基本上，Spencer (2003) 認同分享知識會造成競爭優勢損失的觀點，然

而當特殊情境條件下，與競爭者分享知識則可能有利於自己。Spencer (2003) 

研究當公司想要發展新產品的市場主流規格(dominant design)時，單獨依靠公

司自己的力量是不足的，因此透過全球創新網絡與競爭者分享早期基礎技術

有助吸引較多的競爭者採用公司的規格設計，共同促使公司的技術成為市場

主流規格，前提條件是自己的基礎技術已申請專利獲得保障。Spencer (2003) 

的研究結果指出當企業透過全球創新網絡與全世界具有高度競爭的對手分享

知識，透過與競爭者之間在技術論壇的討論及競爭者選用自己的技術規格，

可以讓企業獲得更好的創新績效，選擇不分享或僅透過國內創新網絡與競爭

者分享知識的企業，則創新績效較差。然而，Spencer (2003) 的研究則僅考

量單一特定情境，以沒有把握建立新產品市場主流規格的問題情境為例，探

討與競爭者分享基礎技術類型的知識，嚴格而言這是屬於合作階段而非競爭

關係下的知識分享。 

綜合過去研究競爭者之間知識分享的相關研究，的確是為了探討與競爭

對手之間進行知識分享能否創造競爭優勢，但過去的研究不是難以確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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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下的知識分享 (Tsai, 2002; Spencer, 2003; Hansen et al., 2005)，就是未

能解釋競爭對手之間知識分享如何創造競爭優勢的鬥智過程 (Hansen et al., 

2005)。本研究試圖以較完整的知識分享脈絡，以利探索競爭對手之間知識分

享如何創造競爭優勢的鬥智過程。 

 

 

 

貳貳貳貳、、、、理論探討理論探討理論探討理論探討 

為了探索競爭對手之間知識分享的鬥智過程，在理論探討中釐清不同類

別知識的分享效益、知識分享的互動學習觀點、吸收能力在雙方知識分享過

程扮演的機制作用等，用以建構知識分享較完整的脈絡，做為探索競爭對手

之間的知識分享策略。 

 

一、不同知識類別的分享效益 

不同類別知識代表不同價值及用途 (Nonaka, 1994; Hidding & Catterall, 

1998; Haas & Hansen, 2007)。本研究根據知識類別會影響知識分享價值的相

關文獻進行整理。Tsoukas (1996)；Maturana & Varela (1998) 及 Orlikowski 

(2002) 將資訊(information)視為靜態的資源，而專業技能(expertise)則是隨情

境而應用的知識。Cohen & Levinthal (1990) 指出商業利用能力(know-how)是

個人將知識轉化成商業利用能力，而得以解決問題創造價值。Constant et al. 

(1994) 指出分享資訊(information)就像是分享公共財一樣，只會讓那些需要

的人不斷來找妳幫忙，對自己而言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因此人們較不願意

花時間在分享沒有實質貢獻的資訊。人們較願意分享專業技能(expertise)，可

以有效協助他人解決問題，進而明確感受到知識接受者對知識分享者的需要

與尊重。 

另外，Haas & Hansen (2007) 以顧問業為對象研究發現，分享已編碼的

電子文件知識(codified knowledge or electronic document)在提案時可以節省時

間，但是不能增加顧問服務品質或讓客戶感受自己是有實力的顧問。相反

地，分享個人專家知識(personal advice)則可以提升顧問服務品質和提升顧客

感受自己具有高度專業顧問實力的訊息，但是不能在顧問工作時節省時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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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效果。Cook & Brown (1999) 將靜態知識(static knowledge)界定為是個人

可以擁有的知識資源，而知識的實踐(knowing)則是實際應用於解決問題。

Cook & Brown (1999) 的論點主要在於人們透過靜態知識或與實踐知識互相

分享討論，可以產生交互作用，進而創造新知識和新技能。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資訊 (information)、電子文件(electronic document)、

及靜態知識(static knowledge)等統一歸納為資訊(information)；將專業技能 

(expertise)、專家知識 (personal advice)、商業利用能力 (know-how)及知識的

實踐 (knowing)需應用靜態知識轉化為有價值能力的知識統稱為專業技能

(professional skills)。本研究將上述知識類別整理如下表 1。以下文章中將以

資訊(information)與專業技能(professional skills)做為本文章的知識分類。歸納

知識類別的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人們會依據情境，選擇有利的方式分享不

同類別的知識。 
 

表 1：知識類別 

學者 知識類別 定義或用途 

Cohen & Levinthal 

(1990) 
商業利用能力 (know-how) 個人將知識轉化成商業利用能力 

Constant et al. 

(1994) 

資訊(information product) 

專業技能(expertise) 

分享資訊就像是分享公共財一樣 

分享專業技能可以明確感受到人們

對自己需要與尊重等。 

Cook & Brown 

(1999) 

靜態知識(static knowledge) 

知識的實踐 (knowing) 

靜態知識是個人可以擁有的知識資

源 

應用實踐的知識透過互相分享討論

的交互作用可以創造新知識和新技

能 

Haas & Hansen 

(2007) 

專家知識 (personal advice) 

電子文件(electronic 

document) 

專家知識可以改善工作品質和增加

自己能力的訊息，但是不能在工作

上節省時間(效率與效益)。 

電子文件在工作上可以節省時間，

但是不能增加工作品質或者對客戶

展現自己能力的訊息。 

(Tsoukas, 1996; 

Maturana & 

Varela, 1998; 

Orlikowski, 2002) 

資訊 (information) 

專業技能 (expertise) 

資訊是屬於靜態的資源 

專業技能則是隨情境而應用的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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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分享的互動學習觀點 

知識分享的議題已經愈來愈受組織行為研究學者的重視，如何有效運用

知識以獲取競爭優勢的課題當中，知識分享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Huber, 

1991; Nonaka & Takeuchi, 1995; Davenport & Prusak, 1998; Hansen, 1999; 

Hendriks, 1999; Dyer & Nobeoka, 2000; Nonaka et al., 2000; Brown & Duguid, 

2001)。知識分享最單純的定義乃是由一方提供知識給另一方，以協助他人解

決問題 (Gibbert & Krause, 2002)；知識分享者亦可以從知識接受者的回饋意

見及討論而創造更多的新知識 (Quinn et al., 1996)；Cook & Brown (1999) 則

進一步指出靜態知識(static knowledge)和知識的實踐(knowing)可以相互作用

創造新知識和新技能，並命名這種相互作用是一種「創新之舞」(generative 

dance，p. 381)。 

Haas & Hansen (2007) 觀察到一種知識分享行為會導引出另一種知識分

享行為，例如知識分享者提供資訊文件可能會引發知識接受者提供個人專家

意見的回饋分享，反之亦然；他們也指出不同類別的知識分享結果會有不同

的效率與效果。因此，本研究認為知識分享行為代表著知識擁有者如何透過

分享知識、學習新知並用以解決問題，建立競爭優勢的重要行為，許多學者

將之視為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能力  (Dierickx & Cool, 1989; Nonaka & 

Takeuchi, 1995; Teece et al., 1997)。 

綜合知識分享與知識類別的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知識分享可以創造競

爭優勢，而不同知識類別的運用則會影響競爭優勢的建立與否，亦即知識分

享是損失或提升競爭優勢其實可以操之在人。 

 

三、吸收能力的機制作用 

Cohen & Levinthal (1990) 提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概念，定

義吸收能力是指認知新知識、努力練習並用以解決問題獲取價值的能力。根

據定義，吸收能力是由認知能力(cognitive)、努力(effort)及問題情境(context)

所組成。其中，認知能力是對知識的理解能力及整合不同知識以創造新知識

的能力 (Thurstone, 1938; Cohen & Levinthal, 1990)。努力，則是透過不斷練習

以累積更多知識及不同運用的經驗 (Giddens, 1984; Orlikowski, 2002)。當練

習愈多，累積的知識運用經驗就愈豐富，用以解釋資訊的想法與見解就愈多

元化，進而提升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Daft & Weick (1984)。因此，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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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努力是相輔相成的。 

最後是問題情境，Orlikowski (2002) 指出問題情境隨著時間和背景的推

移與變化而變成不同的問題。當問題情境不同，原本用以解決問題的知識將

不再適用，對新問題而言，舊的知識就只是資訊而已，亦即必需透過認知能

力解讀新的問題情境，因應新的問題情境需要重新整合資訊創造新的專業技

能以解決問題；例如消防員、飛行員和機組人員，雖然每天看似面對的同樣

的問題，但因為不同的團隊組合或現場條件就必須使用不同的技術。例如蔡

敦浩、李慶芳 (2008) 說明半導體維修工程師面對各種不同維修問題，必需

不斷分析嘗試及討論，最後才慢慢浮現正確的問題解決方法。因此個人吸收

能力的強弱除了關係著個人運用資訊解決問題的能力之外，結合至 Cook & 

Brown (1999) 所提出的創新之舞概念，可能會影響知識分享者與知識接受者

雙方透過認知能力的互動，而影響雙方知識分享過程創造競爭優勢的多寡，

尤其是面對困難的問題，更能顯現吸收能力在雙方知識分享過程是否能有效

解決問題，創造競爭優勢的關鍵。 

綜合文獻整理，本研究認為吸收能力理論提供相當好的分析觀點，一方

面考量競爭對手之間認知能力與努力的差異，另一方面考量與競爭對手共同

面對的問題情境；根據雙方吸收能力的差距及面對問題情境的複雜性，知識

分享者將據以選擇分享資訊或專業技能，以利掌握保護競爭優勢或創造競爭

優勢的主導權，而本研究將從中探索競爭對手之間的知識分享策略，研究成

果期望能以較完整的知識分享脈絡，協助人們更深入理解知識及分享知識，

從而提升運用知識創造競爭優勢的效果。 

 

 

 

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為了探索競爭對手之間知識分享策略的鬥智現象，本研究以深度訪談

法，先訪談知識分享者，收集分享知識的心路歷程及具體的知識分享行為；

再透過訪談知識接受者，確認雙方所描述的知識分享行為是否一致，進行質

性資料的三角驗證 (triangulation)確保質性資料的品質  (Patton, 1990; Yin, 

1994)。其次，在個案研究中採用嵌入式多重個案比較方法 (Yin, 1994)；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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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導向方式進行跨個案的比較分析 (Ragin, 1987)。Silverstein (1988) 指出多

重個案分析要能保留個案的獨特性，同時探索跨個案的通則，而在這二者之

間取得調和。 

本研究的跨個案比較主要目的一是提高分析性的類推 (Firestone, 1993)；

其次是加深理解與解釋，Strauss & Corbin (1990) 支持多重個案比較組群的主

要原因是可以彰顯研究問題結果，多重個案能夠比較出最大及最小影響。實

際進行多重個案的比較分析時採用 Noblit & Hare (1988) 觀點，將多重個案進

行綜合詮釋(synthesizing interpretations)，其中相類似的個案用以相互解說

(reciprocal translations)，亦即複現效果 (Yin, 1994)；將不同類型的個案進行

否證綜合(refutational syntheses)探討各種知識分享策略創造競爭優勢的差異；

最後運用論辯線綜合(lines-of-argument syntheses)技巧建立相同與相異的個案

組型，以利建構知識分享策略模式。本章內容包括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及資

料蒐集等，以下分別說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管理學院的大學生，學校提供每班學期成績前三名

的同學，依序可以獲得 12000、8000 及 5000 元的獎學金。獎學金的爭取使

得同班同學形成競爭關係。上課的主要目的是學習，而獲得獎學金需要學生

將課堂所學的知識理解並不斷地練習用於考試獲取高分，才能取得獎學金。 

本研究的訪談歷時一年半，將班上前七名的同學定義為獎學金的競爭

者。從學校網路的公開資訊取得管理學院各班前三名獲得獎學金的名單，總

共有 39 位學生，包括 7 位男學生和 32 位女學生(女學生佔 82%)，逐一接觸

並詢問他們是否與班上前七名的同學有知識分享的互動情況與受訪意願，當

受訪者詢問為何訪談他們時，則回答是隨機抽選，目的是不要直接曝露探討

知識分享與獎學金的關係，以降低受訪者的敏感度，進而提升受訪者提供資

訊的真實度，結果配對成功 11 組個案接受訪談。 

主要的訪談對象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前三名知識分享者，第二類對象為

前七名競爭者，亦是三角驗證者。然而，在訪談過程中有 3 組個案因不符合

研究條件而被排除，其中一組有不當考試行為，另外兩組則未能通過三角驗

證。因此，本研究最終有 8 組合格的個案，包括 3 位男學生和 11 位女學生

(女學生佔 79%)，8 組個案僅有 14 位受訪者的原因包括其中一位(FB1)分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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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二個個案，另外有一個案的知識接受者(FB2)亦即三角驗證者不願接受訪

談。為了保護受訪者，每位受訪對象都給予編碼，編碼原則為第一代碼表示

性別，F 是女，M 是男；第二代碼表示科系別，為了確實隱匿受訪者，在此

不做詳細交代；第三代碼則表示受訪對象，1 是知識分享者，2 是知識接受者

亦即競爭者或三角驗證者，對於知識接受者、競爭者與三角驗證者等的名詞

採用，以下文章內容會根據描述需要而交互使用。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設計，根據知識分享者與知識接受者分

成兩份訪談題目，分別與每一位受訪者單獨訪談，以免受到干擾，影響訪談

內容準確性，每次訪談的時間會依彼此互動的情況而異，訪談時間最短約為

半小時，最長約 2.5 小時，平均約為 1 小時。受訪者文字記錄及研究者訪談

心得記錄等共計 75992 字。訪談採用兩階段方式進行，第一階段的訪談屬於

較軟性的問題例如家庭背景、與同學日常生活互動等，儘量以閒聊方式提高

受訪者持續受訪意願，並與受訪者維繫良好的互動關係，以利第二階段訪談

及後續協助研究結論回饋 (Miles & Huberman, 1994)。第二階段的訪談問題包

括那些因素會影響知識分享及如何進行知識分享行為與目的，採用循序漸進

的方式引導受訪者回答問題，並採用記憶追溯法來收集資料，不斷的請受訪

者回想、描述實際與同學分享知識的實際過程，藉以瞭解行為背後的主要思

考原因。本研究在第一階段的訪談提供受訪者一百元的超商現金禮券，第二

階段的訪談則提供受訪者兩百元的超商現金禮券。 

每一次訪談皆由兩名取得質性研究課程學分，且完成深度訪談訓練的研

究生執行訪談工作。一個訪談人員負責採訪，另一個訪談人員負責記錄和補

問訪談過程中有遺漏或疑問的問題。根據 Yin (1994) 個案研究的第一個規則

就是 24 小時規則，每一次訪談後的 24 小時內是記憶黃金期，在訪談後 24 小

時內應完成詳細的訪談記錄。第二條規則是訪談個案心得補充，訪談人員必

須記錄每一次訪談的心得補充。第三個規則是實行個案分析會議 (Miles & 

Huberman, 1994)，在記錄資料期間詳細地解釋、總結和記錄分析每一個個

案，以增進之後訪談個案的效果。 

此外，另一位研究者扮演挑戰者的角色，並執行『搖紅旗』 (Strauss & 

Corbin, 1990, P.115) 任務，避免研究者不自覺的陷入自我偏見。搖紅旗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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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訪談正確性和分析結果的合理性；第三位研究者針對訪談問題及分

析結果提出問題，由兩個訪談人員負責澄清和解釋。當結果無法達成共識，

所有研究者都必須依據訪談的資料及文獻理論提出自己的意見說服對方，以

下就是在分析 FJ1 案件的一個例子，兩個訪談人員的訪談資料記錄 FJ1 說：

「只有考試前才會努力，覺得自己平時沒有很努力學習；然而，因為自認為

自己是聰明的並喜歡透過知識分享的方式彰顯自己的聰明能力，所以喜歡分

享，而不受競爭壓力所造成的威脅。」擔任搖紅旗角色者問：「如果 FJ1 沒

有努力如何獲得前三名，用以證實她是聰明的嗎？認知能力高嗎？」這些部

份將會進行補充訪談。因此，在訪談中的資料，所有有遺漏不完整之處皆需

反覆補充訪談，直到達成共識。透過上述的研究設計，才能確保訪談資料和

資料分析的品質。 

 

三、資料蒐集 

知識分享者兩階段的訪談設計，目的在探討競爭者之間知識分享策略的

應用，第一階段訪談內容包括：(1)知識分享者與同學(包含競爭者)的友誼。

(2)知識分享者的父母對其在校學業成績表現情況的態度。(3)知識分享者每個

月可支配的零用金(含在校三餐)。(4)知識分享者對獎學金重視的程度。(5)知

識分享者家庭成員與父母親的工作情況及所得。(6)專業科目的學習習慣(例

如，是否做筆記或如何準備考試)，以了解他們的認知能力和努力程度。(7)修

課中有哪些必修科目，哪些老師所採取的考試方式較難或較特別的情況如

何，主要是想瞭解這些學科的複雜程度。第一階段的訪談著重在第 6 與第 7

個問題，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個人吸收能力與問題情境。除此之外，一開始透

過輕鬆的議題較易與受訪者建立友誼關係，有助第二階段的訪談。 

第二階段訪談平均安排在第一階段訪談之後的一個禮拜，在第二階段訪

談包括：(1)廣泛的詢問知識分享者在各科目與其他同學之間分享有關資訊和

專業技能的行為。(2)再漸漸巧妙地引導知識分享者談論與競爭者在必修科目

之知識分享互動情形。當知識分享者與競爭者之間有知識分享行為時，將進

一步要求說明知識分享行為的實際情況，提升資料分析及三角驗證的客觀

性。(3)最後再詢問知識分享者是否擔心降低自己爭取獎學金的競爭力。 

藉由上述的訪談內容，可以更詳細的探究關於知識分享者對競爭者採行

不同知識分享行為的運用。當詢問知識分享者有關必修科目的知識分享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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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知識分享者表明願意與不熟悉的競爭者分享所有上課科目的知識，然

而，實際上這些情況很少發生，因為這樣的競爭者很少主動尋求知識分享。

在一般情況下，知識分享者認為，不熟的競爭者請求知識分享者分享知識，

是為了解競爭對手的實力與考試準備的進度。八個受訪個案中有一個知識分

享者(FB1)說，她願意與不熟的競爭者分享知識，但不會完全分享。訪談人員

進一步詢問知識分享者是否會主動請不熟的競爭者分享知識。八個受訪的知

識分享者皆表示沒有意願主動尋求不熟的競爭者分享知識，因為他們通常會

以他們小團體內且班上成績在前 7 名的好朋友為首選，請求分享知識，對於

其他不熟的競爭者，知識分享者覺得應該遵守運動家的精神，不應窺探競爭

者的實力與準備進度以尊重公平競爭。研究對象傾向與熟悉者分享知識的現

象與學者 Mäkelä et al. (2012) 的研究結果相符合。而 Cao & Xiang (2012) 亦

指出彼此的關係愈好，非正式的知識分享就愈多。 

競爭者的訪談：八組個案有一位競爭者(FB2)不接受訪談，願意接受訪談

的 7 位競爭者皆採取一次訪談，其中有五位競爭者的訪談問題與知識分享者

兩階段的全部訪談問題相同，例如學習習慣，必修科目和考試的情況，只有

在訪談的最後一個問題，請競爭者談論知識分享者與他/她在某一必修科目具

體的知識分享行為，此一科目雙方的知識分享行為已經在知識分享者訪談時

完成。競爭者訪談的目的包括：1.分析知識分享者與競爭者之間在認知能力

和努力的差距；2.對知識分享者的知識分享行為訪談內容進行三角驗證，以

確保收集資料的品質 (Denzin, 1970, 1978)。 

八組個案只有一組個案未能進行三角驗證(FB1 和 FB2)，因為 FB2 不願

意接受訪談。FB1 除了和 FB2 在會計科目有分享知識之外，MB2 曾主動向

FB1 提出分享中文科目筆記的要求；FB1 說： 

「對於 MB2 的要求她不知如何拒絕，因此答應分享課堂上課的筆記，

但不希望分享她自己額外補充的課外資料，因此在借給 MB2 筆記同

時，告知對方僅能抄課堂上的筆記，不可以抄補充的部份。」 

FB1 陳述：「一般同學會來借中文科目筆記，但我心裡並不願意將自己

辛苦整理的課外資料筆記借出，因此，借出的筆記只有老師在課堂教學

的筆記，我會預留課外資料空白處，在繳交給老師評分之前再貼上。」 

MB2 也證實說明： 

「FB1 在借出筆記時有特別叮嚀只能抄老師課堂上的筆記。」 

基於人們通常不會輕易提供對自己觀感不好的訊息，除非受訪者是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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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誠實的人。因此，FB1 與 FB2 的個案，雖然知識接受者不願接受訪談，無

法進行三角驗證，但從 FB1 與 MB2 分享中文科目知識的案例，認為 FB1 是

一個誠實的人，因此判斷 FB1 提供與 FB2 的分享資料內容是可靠的。 

考慮研究議題敏感性及受訪者的感受，以不錄音的方式獲取訪談內容的

真實性，訪談錄音的優點是能獲得有關訪談陳述更具脈絡性的背景資訊

Witzel (1985)，但缺點是受訪者可能隱藏真實內容。所以，比起錄音可能會

失去受訪者為了保護自己而不願意提供的資訊，造成的損失也許更大。本研

究透過二人分工訪談，一人訪談另一人記錄，並且 24 小時內進行訪談內容彙

整記錄，並逐一撰寫個案訪談心得；還有第三人擔任搖紅旗角色等原則 

(Strauss & Corbin, 1990)。而且，訪談的問題，除了不斷修改與調整，每個個

案會議皆詢問是否有別於其他個案，有沒有其他新的收獲，將前面訪談個案

未詢問的問題進行補充性訪談。經過不斷重複進行訪談與比較，對於跨個案

所需資訊的一致性，與個別個案的訪談內容可謂滾瓜爛熟，內容幾乎都背起

來了。所以，因為沒有錄音而損失訪談資訊的情況應該很低。 

 

四、資料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通常第一步就是先跳入現場 (蕭瑞麟，2010)，透過第一手訪談

的資料去感受研究現場的實際現象，因此 Eisenhardt (1989a) 指出歸納性研究

過程，通常是一邊蒐集資料一邊進行分析，當然也不斷的從新的訪談對象發

現新的資料，而不斷的回頭再補充訪談早期的受訪者。初步的分析結果會啟

動理論觸覺，而嘗試引入理論與初步研究結果進行對話，開始慢慢進行反覆

思考與分析，再透過理論引導進行補足理論飽和的訪談，同時也開始構想超

越既有理論或研究成果的新發現。本研究在蒐集資料到回答研究問題二者之

間反覆思考與分析，以下為三個階段說明： 

首先，從管理學院前三名同學逐一接觸進行訪談，最後配對成功 8 個個

案，經由初步談結果發現競爭者之間的確會分享知識，並且順利引用不同類

別知識分享及吸收理論做為分析基礎。 

第二，根據吸收理論的定義建構完整的知識分享脈絡，包括面對問題的

情境複雜性，個人的認知能力與努力程度，以利判斷知識分享者如何據以決

定如何分享知識。以吸收能力理論為基礎之下，引用 Ragin (1987) 所建議的

變項導向的個案分析，分別將吸收能力理論的情境、認知及努力，再結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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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別知識分享行為等，建立跨個案分析的變項基礎，藉以探討競爭者之間

的知識分享策略。 

第三，單一個案的變數資料分析之後，本研究採用 Yin (1994) 的建議，

亦即對於比較複雜的現象宜採用嵌入式多重個案方法。多重個案的比較分析

則採用 Noblit & Hare (1988) 觀點，將多重個案進行綜合詮釋(synthesizing 

interpretations)，其中相類似的個案用以相互解說(reciprocal translations)，亦

即複現效果  (Yin, 1994)；將不同類型的個案進行否證綜合 (refutational 

syntheses)探討組型之間的差異；最後運用論辯線綜合 (lines-of-argument 

syntheses)技巧建立相同與相異的個案組型，以利建構知識分享策略模式。 

以下將根據八個個案，就每一個個案的變項結果，探討競爭對手之間的

知識分享策略，再進行組群配對綜合詮釋分析，並嘗試建立不同組型的知識

分享策略模式。 

 

 

 

肆肆肆肆、、、、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根據 Cohen & Levinthal (1990) 定義吸收能力的內容，認知能力在解決新

問題有兩個功能，一個是要認知問題的情境，其次是能理解和轉換資訊為專

業技能用以解決問題。正如蔡敦浩、李慶芳 (2008) 所描述，問題的解決看

似『依境而起』的互動，又像『從緣而解』的意境，道出認知能力之於解決

問題的重要性。因此，當問題情境愈複雜，則愈需要認知能力用以思考如何

解決問題。 

相反的，當問題是重複性且沒有變化時，只需要標準答案即可解決問

題，此時認知能力將變得較不重要。所以，本研究認為情境愈複雜則認知能

力愈顯得重要。吸收能力的另一個內涵是努力，努力練習愈多，則熟練度或

應付各種不同情境的經驗愈豐富，反之則解決問題的經驗愈少。因此，本研

究認為詳細拆分吸收能力的三項內涵，有助分析知識分享者如何據以判斷與

競爭者之間的吸收能力差異以及所面對的情境，並將之視為知識分享者據以

採取不同知識分享策略的重要機制。以下將根據吸收能力定義進行個案資料

初步分析，說明每一個變項的編碼定義，最後再進行多重個案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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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分享組合 

Miles & Huberman (1994) 建議做第一次編碼時可以不斷的重覆審閱每位

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並用不同的詞語和標記以辨別知識分享者與競爭者的個

案背景，包括家庭狀況、與競爭者的友誼、對獎學金的重視程度、知識分享

者與競爭者之間吸收能力的差距和知識分享行為等給予編碼  (Kassarjian, 

1977)。透過不斷重複訪談收集資料及分析資料過程，最後本研究聚焦在吸收

能力的三個主要變項，包括情境複雜性、認知能力及努力等，將各變項的定

義、評估標準及案例分析整理如下頁表 2，做為資料分析的主要基礎。表格

資料留下作者如何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的足跡，可以為讀者留下獨立分析或

重新詮釋的機會 (Miles & Huberman, 1994)，主要變項的編碼詳述如下： 

 

表 2：構念的定義、評估標準及案例 

構念 定義 評估標準 案例 

情境複雜性 情境是一連串隨

著時間和背景推

移的個人和集體

的活動，不同困

難情境，解決問

題的知識就不同

(Orlikowski, 

2002) 

必修科目的考試題

目特性，若有複雜

的變化應用情況或

無法找到制式化答

案，表示具有複雜

性，反之則用單純

表示。 

 FB1 知識分享者說：會計考的題

目和我教的課本題目不一樣，題

目不一樣算法就不一樣，會計科

目是要會應用的，有一個小地方

漏掉就錯了，所以不擔心教了就

會考的比我好。會計科目考題具

有複雜性，因此用複雜表示。 

 FB1 國文科目較單純，多閱讀及

整理。國文筆記是很重的成績，

補充越多分數越高。能找到制式

化答案，因此用單純表示。 

認知能力 利用外部知識和

解決問題的技巧

對於感知和歸納

推 理 的 能 力

(Thurstone, 1938) 

是否有能力理解並

應用課堂學習的知

識，轉換為考試中

取得高分的專業技

能。其次，考量認

知 能 力 有 二 種 作

用，分別是認知問

題的情境與吸收和

轉換知識為專業技

能。分析過程以知

識分享者與知識接

受 者 兩 者 相 對 差

距，區分高、中及

低三種差距等級。 

 個案 FB1 知識分享者說 : FB2 競

爭者的會計應用理解能力並不

好，會計考的題目和教科書又不

一樣，教了也要會應用，所以並

不擔心知識分享之後 FB2 考的比

我好。FB1 與 FB2 的認知能力差

距等級為高。 

 雖然 FJ2 認同 FJ1 的認知能力比

自己高，但因為筆記是 FJ2 寫

的，FJ1 只是借 FJ2 的筆記閱讀

以吸收知識，所以 FJ1 和 FJ2 的

認知能力差距因為借用筆記的關

係而抵消一部份，以中表示雙方

的認知能力差距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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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原有的知識透過

學習和更多的練

習，增進知識能

力以處理下一個

挑戰  (Cohen & 

Levinthal, 1990) 

平常或考試期間在

課業上努力用功讀

書練習的程度，分

析過程以知識分享

者與知識接受者兩

者相對差距表示，

區分高、中及低三

種差距等級。 

 FL1 知識分享者說：考前看書看

到四五點(星期六日回家看，因

為寢室太愛講話太吵無法看

書)。FL2 競爭者說：自己是第一

屆系學會會長，系學會忙碌讓我

無法有太多時間在課業上努力。

兩者之間努力的差距等級為高。 

 FD1 和 FD2 二人每天下課後都

一起去圖書館看書，知識分享者

與競爭者之間努力的差距等級為

低。 

 FL1 知識分享者說：自己考前才

會看書，FL2 唸書很認真。因

此，在努力程度上，知識分享者

FL1 相比於競爭者 FL2 是較少

的。因此兩者之間的努力差距等

級為中但以負的方向表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根據表 2 的變項定義、評估標準及案例，參考 Ragin (1987)、

Eisenhardt (1989b) 及 Miles & Huberman (1994) 跨個案資料展示方法。首

先，為求跨個案的共通性比較，根據吸收能力差距概念，整理每一個個案的

主要變項，包括情境複雜性及雙方在認知能力及努力的差異，進而判斷雙方

吸收能力差距，做為跨個案綜合比較的主要基礎。根據主要變項製作成表 3

多重個案分析表。 

八個個案依據認知與努力差距組合區分為高低、高中及高高三種組合。

高低組合表示知識分享者吸收能力高，而知識接受者低，代表雙方具有較大

差距。高中組合表示知識分享者吸收能力高，而知識接受者吸收能力中等，

代表雙方有差距但不大。高高組合表示競爭對手雙方吸收能力皆高，代表雙

方幾乎沒有吸收能力的差距。 

依據多重個案分析表，再參考 Yin (1994) 的複現效果與 Noblit & Hare 

(1988) 綜合詮釋觀點，進行跨個案分析與解釋。首先列出確定的異同個案，

再不斷地比較個案差異做為歸納的依據。最後，將八個個案進行綜合分析，

建構出三種知識分享策略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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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重個案分析表 

知識分享者 FB1 FL1 MD1 FB1 FF1 FJ1 FK1 FD1 

情境複雜性 複雜 單純 複雜 單純 複雜 複雜 複雜 複雜 

認知能力差距 高 高 低 低 低 中 低 低 
吸收

能力 
努力差距 低 高 高 中 中 中(負) 低 低 

認知與努力差距組合 高低 高低 高低 高中 高中 高高 高高 高高 

筆記 

(資訊) 
-- 是 是 

部份 

借出 

部份 

借出 

FJ2 

提供 
是 是 

知識

分享 教導 

(專業技能) 
是 是 -- -- -- 是 是 是 

競爭者 FB2 FL2 MD2 MB2 FF2 FJ2 FK2 FD2 

備註：認知能力差距：知識分享者對競爭者的差距。努力差距：知識分享者對競爭

者的差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 Cohen & Levinthal (1990) 的吸收能力為理論基礎，衡量雙方吸收能力

差距，發現競爭者藉由不同類別知識分享策略的巧妙運用可以創造競爭優

勢。八個個案的分析歸納成三種知識分享策略組型，包括安全型、保護型及

創造型，亦即三組不同競爭情境，皆可對應適當的知識分享策略，以保護或

創造競爭優勢。例如競爭者雙方存在顯著的高低吸收能差距時，高實力的知

識分享者不論分享資訊或專業技能，皆不會損及自己的競爭優勢。當競爭雙

方在伯仲之間的實力差距組合時，高實力的知識分享者選擇僅分享資訊，目

的是先保護競爭優勢，但可以藉由對方回饋，再伺機尋找創造競爭優勢機

會。最後，當雙方沒有吸收能力差距同為高手時，共同面對困難情境時，高

手雙方互相分享資訊與互相教導專業技能可以不斷創造雙方的競爭優勢。 

根據上述的三種知識分享組型，本研究彙整出競爭對手之間的知識分享

策略模式，如下圖 1 所示，在此檢核圖中所呈現的構念，可作為知識分享理

論延伸，亦可做為知識分享實務的參考建議。根據上一節多重個案綜合分

析，知識分享策略組群總共分為高低、高中及高高三個組群為，以下分別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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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知識分享策略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高、低」組合的策略 

符合高低組合的知識分享策略個案有三個，包括 FB1 與 FB2、FL1 與

FL2 及 MD1 與 MD2，以下分別說明三個個案在吸收能力的差距及知識分享

策略。高低組合個案一 FB1 與 FB2，知識分享情境描述，FB2 不接受訪談，

情境與認知 FB1 說： 

「FB2 的會計應用理解能力並不好，會計考的題目和教科書又不一樣，

教了也要會應用，所以並不擔心知識分享之後 FB2 考的比我好。」 

努力 FB1 說： 

「死黨及一起住宿舍的同學一樣，考試一週前電腦會收起來。其他人比

較少開電腦。如果太吵，會感覺有同學的臉色很難看。自己是當週才看

書，考試當週死黨星期日才開電腦，晚上就不開了。」 

知識分享策略 FB1 說： 

「會計的計算題，我會一步一步教，算給 FB2 看，解釋給她聽。」 

競爭優勢 FB1 說： 

「會計考的題目和我教她的課本題目不一樣，題目不一樣算法就不一

樣，會計科目是要會應用的，有一個小地方漏掉就錯了，所以不擔心教

了就會考的比我好。」 

綜合上述 FB1 與 FB2，會計屬於複雜情境科目，雖然在努力方面沒有差

異，但認知能力的差距運用在複雜情境的科目，FB1 即使一題一題教導 FB2

也不擔心競爭優勢受到影響。高低組合個案二 FL1 與 FL2，知識分享情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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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認知 FL1 說：「自己日文比較好，同寢的人會來問我。」 

努力 FL1 說：「FL2 平常不看書，考前看書看到四五點，整寢的人一起

看書，我會星期六日回家看，寢室太愛講話太吵無法看書。」  

努力 FL2 說：「選上系學會會長很忙，以系學會為重。FL1 每天就會看

書，自己兩三天會看書。」 

知識分享策略 FL1 說：「我會有系統地整理好日文，做成表格給

FL2。」 

知識分享策略 FL2 說：「FL1 筆記完整，不會吝嗇教導別人。日文文法

很難懂，她很認真教，我不懂她還會換表達方式或順序，但自己太笨了

還是不懂。」 

競爭優勢 FB1 說：「不怕人家成績比我高，自己盡全力就好。」 

綜合上述 FL1 與 FL2，日文科目其實屬於單純情境，但 FL2 因為平時讀

書努力程度就比不上 FL1，後續又因為選上系學會會長，且以會務為重，在

努力的程度顯然比不上 FL1，使得 FL1 即使把日文相關表格做得很完整並提

供給 FL2，也不擔心競爭優勢受到影響。高低組合個案三 MD1 與 MD2，知

識分享情境描述如下： 

情境與認知 MD1 說：「經濟是應用計算題，看筆記也沒用，考題出來

還不是不會算，所以不擔心將筆記借出。經濟學老師考試多。經濟好玩，蠻

有趣的，上課有聽，課後有看一下，就大概知道。」 

情境與認知 MD2 說：「經濟，最有挑戰力，不定時點名，摸不透老

師，蠻好玩的。有時會忽然小考，分數會加到平均上，有時拿到有時拿不

到。」 

努力 MD1 說：「私立學校的學費很貴，偶爾要拿書起來翻一翻，要從

知識賺回來。經濟花比較多時間在看，其它都考前才看一下，自己喜歡、老

師常考試。」 

努力 MD2 說：「能過就好，讀書不是最重要的事；考試期間和平常一

樣上網玩線上遊戲。MD1 經濟一百分，很多報告他會做，有些人會來參考我

們的。做報告是 MD1 當 leader，MD1 做很多事，蠻積極的，希望拿獎學金

買想要的東西。MD1 會到地下室去讀，我就沒有和他們一起讀。」 

知識分享策略 MD1 說：「MD1 主動問說，經濟借我。考試會來借補充

題，會問我說要幫我列印補充的資料，錢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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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策略與認知 MD2 說：「問學長問重點(msn 問，我和 MD1 會

問)。自己讀自己的，MD2 有什麼就互相交流。」 

競爭優勢 MD1 說：「下多少功夫得多少收穫。我自己的東西他們有時

又不一定看得懂，我自己會有一些符號(例：※)。」 

根據上述 MD1 與 MD2，經濟學屬於複雜情境，但 MD1 本身除了喜歡

經濟學之外，因為學費貴也想爭取獎學金買喜歡的東西，因此特別用功讀

書，反觀 MD2 則以玩樂為主，雖然會一起找資料互相教導，但因為投入努

力差距太大，而且 MD1 自己的筆記也有一些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號，使得

MD1 即使借出筆記，互相討論教導等，也不擔心競爭優勢受到影響。 

綜合高低組合的三個個案，仔細比較其造成的原因各有差異。FB1 與

FB2 的個案主要是面對複雜情境，吸收能力差距主要是由認知能力差距造

成。而 FL1 與 FL2 面對單純情境，造成雙方吸收能力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努力

的不同。最後是 MD1 及 MD2 個案，面對複雜情境，造成雙方吸收能力差距

的主要原因是努力的不同。雖然三個個案造成知識分享者與知識接受者吸收

能力的差距有所不同，但吸收能力差距的高低組合情況之下，三組個案的知

識分享者皆感到放心，因此在知識分享策略的使用上，這三個個案中 FB1、

FL1 和 MD1 等知識分享者，皆願意與競爭者 FB2、 FL2 和 MD2 分享資訊

和專業技能，而不擔心喪失競爭優勢，因此本研究稱之為安全型知識分享策

略。 

 

三、「高、中」組合的策略 

符合高中組合的個案有二個，包括 FB1 與 MB2 及 FF1 與 FF2，以下分

別說明二個知識分享情境。高中組合個案一 FB1 與 MB2，知識分享情境描

述： 

情境與認知：「FB1 國文科目較單純，多閱讀及整理。國文筆記是很重

的成績，補充越多分數越高。」 

努力 FB1 說：「看 MB2 問問題時會擔心、緊張。看到 MB2 功課先做

好了，會很緊張。會問 MB2 讀到哪裡，了解他的讀書讀到哪裡。看差

距會不會很多。」 

知識分享策略 FB1 說：「國文筆記是很重的成績，補充越多分數越高，

自己做很久辛苦整理的，不想公開，擔心會被擠掉。MB2 開口借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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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但我心裡並不願意將自己辛苦整理的課外資料筆記借出，因此，借

出的筆記只有老師在課堂教學的筆記，我會預留課外資料空白處，在繳

交給老師評分之前再貼上。」 

知識分享策略 MB2 說：「有跟 FB1 借過國文筆記，蠻感謝的。筆記這

種東西彼此要有點熟識不然其實也不太有人會借。和 FB1 還好，不是很

熟，有聊過天而已，她當初願意借還蠻訝異，她叫我不要全部照抄。參

考而已不要拷貝。」 

競爭優勢 FB1 說：「借出的筆記只有老師在課堂教學的筆記，我會預留

課外資料空白處，在繳交給老師評分之前再貼上。覺得 MB2 有試探的

意味。」 

根據上述 FB1 與 MB2，國文科目老師強調要多額外補充資料，並且佔

較高的分數比重。訪談資料中 FB1 很認真做筆記，也關心競爭對手的讀書情

況，雖然願意借出筆記，但透過預留空白處，只有在繳交給老師之前才貼上

自己辛苦補充的寶貴資料。FB1 採用部份分享筆記的方式，而且只在繳交筆

記時，才將自己獨特的補充資料貼上去，其用意顯然在於保護競爭優勢。高

中組合個案二 FF1 與 FF2，知識分享互動如下： 

情境 FF1 說：「社會學科目，老師強調不准同學互相抄襲，一旦發現，

成績一起降低。社會學要整體應用申論，很難講，只能說答案在那一

章。」 

認知 FF1 說：「FF2 比較聰明，點一下就會了。」 

努力 FF1 說：「自己知道努力就有獎學金，為數不少的獎學金讓我眼睛

為之一亮，回家後開始查學校獎學金、學海、學文(太晚看到，已截止)

等獎勵計劃。學姐說如果大學一直有前三名，畢業時會有六萬元獎學

金，很有助力維持努力讀書。」 

努力 FF2 說：「期許自己至少不要退步，每天會看書。FF1 會做到課前

預習課後複習，上完課做筆記，坐下來看書看很久，自己會讀一下就去

晃來晃去。」 

知識分享策略 FF1 說：「會把老師講的重點跟 FF2 說，FF2 很聰明，點

一下就會了。社會學要多翻課外資料自己做補充，FF2 會問，口頭上跟

她們說，不會給筆記，因為覺得有競爭性的壓力。」 

知識分享策略 FF2 說：「FF1 只告訴我網址，我必須自己去找答案，我

會害怕問 FF1 太多問題。我和 FF1 各自讀，不會的會問她。社會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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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出題，FF1 會說答案在課本那裡，自己找答案自己背自己寫好的。」 

競爭優勢 FF1 說：「自己花那麼多時間準備，準備的應該夠了，別人如

果比我好，會激發我努力是不夠的，要再繼續努力。」 

上述 FF1 的知識分享策略，意味著 FF1 只分享尋找資訊的方向，FF2 不

易透過努力找到相同的資訊，那麼 FF1 將不會因此而失去競爭優勢。其次，

FF1 雖然從 FF2 競爭者身上會感到不安全感，但她卻很喜歡與 FF2 分享她的

資訊，因為資訊分享的同時，希望可以從 FF2 獲得資訊的反饋。Quinn et al. 

(1996) 指出從知識接受者的反饋意見並與他人討論的知識分享互動，可以促

進創造更多的新知識。 

FF1 說：「從 FF2 反饋的資訊檢視我目前擁有的知識，有時會有我沒想

到的，我會再去找答案，又增加一些知識。」 

從對方回饋的資訊及自己額外的努力，FF1 創造與 FF2 之間更多的吸收

能力差距以增加競爭優勢。因此，只分享尋找資訊的方向，FF1 的主要目的

是保護競爭優勢，其次是尋求知識接受者的反饋意見創造競爭優勢。 

綜合高中組合的二個個案，共同點是知識分享者 FB1 與 FF1 皆感受到知

識接受者對自己爭取獎學金是有威脅的。單純的情境只要享資訊就可以達成

老師的評分要求，而取得高分。複雜的情境只分享尋找資訊的方向，能否解

決問題則取決於競爭者是否努力去找到資訊，並運用認知能力將資訊轉換為

專業技能以利解決複雜問題。因此，FB1 與 FF1 在知識分享策略上皆有所保

留，例如 FB1 只分享老師上課筆記，繳交作業時才在預留的空白處貼上自己

辛苦補充的資訊；FF1 也是只提供老師上課的重點，討論分享時則僅提供方

向性回答，再透過對方回饋的資訊，視情況再進一步查尋資料提升自己的競

爭優勢。因此，本研究稱之為保護型知識分享策略。 

 

四、「高、高」組合的策略 

Tsai (2002) 提出如果競爭對手在同一市場有高競爭的知覺，這將導致他

們合謀共同創造利益。Spencer (2003) 面對困難的情境下，與競爭對手合作

進行知識分享有利突破困境。就如同科技管理研究指出，競爭者之間有可能

出現大量的專利知識轉讓 (Von Hippel, 1987)。因此綜合上述競爭者面對激烈

的競爭及困難問題情境時，競爭對手互相學習是很重要的。符合高高組合的

個案有三個，包括 FJ1 與 FJ2、FK1 與 FK2 及 FD1 與 FD2，以下分別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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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情境。高高組合個案一 FJ1 與 FJ2，知識分享情境描述如下： 

情境 FJ2 說：「經濟是自己看完書之後的重點，也不知老師會出什麼(很

活)，很多讀不完，無法互借，最多只能討論習題。」 

認知 FJ1 說：「我認為自己很聰明，喜歡教導別人讓大家知道我很聰

明，我就是喜歡炫耀，但是上課時我總是會打瞌睡沒有辦法抄老師上課

筆記，平時又喜歡玩。」 

認知 FJ2 說：「FJ1 對於經濟學理解能力很好，和她互相討論對理解經

濟學是加分的。」 

努力 FJ1 說：「FJ2 的筆記很漂亮，顏色很多，覺得筆記很有重點，每

一枝色筆都有它的意義。FJ2 唸書很認真。自己考前認真讀，從小到大

的習慣(在家不唸書，家裏開網咖，回家要顧店)。」 

努力 FJ2 說：「自己到宿舍地下一樓唸比較近。」 

知識分享策略 FJ1 說：「很願意分享，我就是很愛現，讓大家知道我就

是很強。以互相往來來說，FJ2 功用比較多，可以問她經濟習題借經濟

筆記。和 FJ2 一起討論到有答案出來，互相有默契。有時候經濟 FJ2 會

卡住。」 

知識分享策略 FJ2 說：「和 FJ1 在一起全部都會問。FJ1 上課會聽課，

經濟課本有筆記，互抄筆記會彼此訂正錯誤發現問題。」 

競爭優勢 FJ1 說：「會擔心，但覺得自己也沒努力，想想就算了。和

FJ2 一起討論到有答案出來。」 

競爭優勢 FJ2 說：「經濟一起討論是加分的。」 

根據 FJ1 與 FJ2 的個案分析，FJ2 在筆記的整理所投入的努力會優於

FJ1，FJ1 良好的認知能力結合 FJ2 所提供漂亮完整又豐富的筆記，讓彼此相

互受益。然而，自己寫的筆記只有自己最清楚。因此， FJ1 透過借 FJ2 的筆

記，然後透過自己的認知能力轉換成專業技能，其效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所

以 FJ1 和 FJ2 的認知能力差距只有中的等級；總結雙方的吸收能力差距很

小。但是，透過一方的資訊與另一方優越的認知能力，互補所需，勝過單打

獨鬥，共同討論創造專業技能，讓雙方皆增加更多的吸收能力，使她們皆能

夠解決複雜的問題情境。 

高高組合個案二，FK1 與 FK2，知識分享描述如下： 

情境 FK1 說：「觀光概論是應用題，答案課本都找不到。」 

認知 FK2 說：「FK1 有一套自己做筆記的方式(寫很多)。自己先讀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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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寫出來，所以大家想的不一樣。」 

努力 FK1 說：「FK2 很會規劃自己，他會計畫打工時間，要提前哪天看

完書，好有時間打工，就該做完的事，她都會先計畫，不會拖到而沒看

完。會規劃課業進度，今天上完的課一定複習。」 

努力 FK2 說：「FK1 各科都很平均，很認真做筆記，下課回寢室會翻

書。」 

知識分享策略 FK1 說：「考前我們(FK2)會一起討論，不懂會問老師且

會互相核對自己抄的重點有沒有漏掉。比較敢教(平常有問題就會問來

問去)，默契好講話聽得懂。」 

知識分享策略 FK2 說：「我們會互相交換訂正筆記並教導彼此，也因為

考慮到彼此的想法可能不一樣，所以我們各自寫自己的功課，然後彼此

再一起分享。」 

競爭優勢 FK2 說：「友誼要靠大家維持，成績要看個人努力。」 

由於 FK1 和 FK2 他們考慮彼此的想法可能不同，而樂於相互分享與教

導，這是典型的創新之舞現象 (Cook & Brown, 1999)，透過彼此不斷的，異

質化的回饋與討論，進而不斷增進知識，創造競爭優勢，以解決困難的問

題。  

高高組合個案三， FD1 與 FD2，知識分享情境描述： 

情境與認知 FD1 說：管數 FD1 會要我在某一段時間內，把題目算完並

且教她，我們會先對答案，不一樣的會說怎麼算，然後再看誰的觀念錯

誤，再互相教彼此。 

認知與努力 FD1 說：跟 FD2 下課後一起去圖書館看書，一起討論功

課，分享有幫助更了解老師在講什麼，和 FD2 筆記互看互抄。考前一週

七點到十一點，當週和 FD2 各讀各的，FD2 會緊張有壓力，看我讀到哪

了，她讀不完。 

認知與努力 FD2 說：與 FD1 會互借筆記，也會彼此互相教導和討論意

見。 

知識分享策略 FD1 說：與 FD2 平常都在一起，不懂的就互問，上課認

真，較好溝通。和 FD2 筆記互看互抄。老師給題庫，不強迫做，和 FD2

約好做題各自解題完一起互相討論。 

知識分享策略 FD2 說：互相彼此付出，良性競爭，課業上有問題會互相

問。自己願與 FD1 分享，因為是好朋友，感受到 FD1 分享的誠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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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就不隱藏跟 FD1 分享精緻筆記。 

競爭優勢 FD1 說：分享有幫助更了解老師在講什麼。不會擔心，自己規

定前五名，和 FD2 目標研究所。 

競爭優勢 FD2 說：希望第二名就好，第一名壓力大(要一直保持第一

名)，前面有一個人會更向上。良性的競爭，看到另一個人努力，自己

才會更努力，2 人才會越來越好(課業與友情)。 

FD1 與 FD2 與 FK1 和 FK2 個案較為類似，雖然是競爭關係，但面對困

難情境下，都很珍惜彼此能互相分享筆記資訊，也樂於相互教導專業技能，

共同提升競爭力。根據吸收能力差距判斷，FK1 與 FK2、FJ1 與 FJ2 及 FD1

與 FD2 等三組案例中知識分享者與競爭者之間皆屬高手，彼此的吸收能力差

距很小。同時，這三組個案皆面對複雜的問題情境(見表 3)。FJ1 提供自己的

較佳的認知能力，尋求與 FJ2 合作以彌補自己在筆記努力上的缺陷，進而創

造自己的競爭優勢。FK1 與 FK2 以及 FD1 和 FD2 二個個案，彼此都很樂意

相互合作分享。 

例如 FD1 所說「分享有幫助更了解老師在講什麼」，FD2 也認同這是一

種「良性競爭」，可以共創更大的競爭優勢。Zhou & Li (2012) 亦指出以公

司深且廣的知識基礎，再引入外部知識分享，會比企業單獨努力有更好的創

新績效。因此，在處理複雜的問題情境，如果知識分享者與競爭者之間沒有

吸收能力差距，不論是互補所需或認同互相分享可以勝過單打獨鬥，藉由創

新之舞的作用，競爭對手之間積極分享資訊和專業技能，將是創造競爭優勢

的最佳策略。因此，本研究稱之為創造型知識分享策略。 

 

 

 

伍伍伍伍、、、、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根據研究資料分析，本研究提出知識分享策略模式，並根據知識分享策

略模式說明理論貢獻與實務建議。 

 

一、理論貢獻 

首先說明吸收能力差距概念及運用不同知識類別如何用以建構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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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知識分享策略，進而描述競爭對手之間如何在知識分享過程中鬥智，

藉以保護並提升競爭優勢的理論發展提出說明。其次，討論本研究與過去知

識分享對競爭優勢的結果差異進行討論。最後，比較三種不同知識分享策略

提升競爭優勢的差異。 

(一)、吸收能力差距概念、不同類別知識的分享運用及知識分享策略模

式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在於運用吸收能力理論，建立吸收能力差距的概念，

並歸納出知識分享策略模式，做為解釋知識分享如何創造競爭優勢的理論基

礎。透過質性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八個個案已初步支持吸收能力

差距可以預測知識分享策略，進而影響競爭優勢。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依據本研究所提出的知識分享策略模式，引入策略文

獻觀點，進行廣泛實徵資料收集進行實證研究。具體的分析變項是以吸收能

力差距為依據，包括情境複雜性、認知能力及努力的差距等用以分析雙方吸

收能力差距。知識分享策略是依據分享資訊及專業技能這二種不同的知識類

別，做為判斷不同的知識分享策略，包括安全、保護與創造型等知識分享策

略。最後，則用以預測知識分享者與知識接收者競爭優勢的變化。 

(二)、與過去研究成果差異討論 

知識分享對於競爭優勢的影響，本研究歸納出知識分享可以創造競爭優

勢結論，其中並沒有損失競爭優勢的現象，這與 Davenport & Prusak (1998) 

及 Szulanski (1996) 提出人們原則上不會分享知識以確保競爭優勢的論點相

左，例如個案 FB1 在 MB2 競爭者身上雖然感到競爭威脅，選擇性的只分享

資訊之下，可以有效保護競爭優勢，這樣的過程可以從本研究所建立的保護

型知識分享策略獲得解釋。 

本研究的結果與 Quinn et al. (1996) 的研究結果相似，皆支持知識分享有

助提升競爭優勢。與 Tsai (2002) 研究競爭者之間採用同謀策略可以爭取更好

的競爭優勢；亦與 Spencer (2003) 研究企業分享初期基礎知識(受智慧財產權

保護)，可以提升自己建立未來主流規格的競爭優勢皆有相同的結果，可以從

本研究所建立的保護型及創造型知識分享策略獲得支持。亦即競爭對手之間

透過知識分享，其實是很有機會可以創造競爭優勢，而非喪失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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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三種知識分享策略創造競爭優勢的差異 

探討三種不同知識分享策略創造競爭優勢的機制與強弱之分可以發現，

安全型的知識分享策略中 FL1、FB1 及 MD1 既分享資訊(筆記)也教導如何解

決問題之道(專業技能)。根據 Wasko & Faraj (2000) 的研究指出提供知識分享

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學習，因為知識分享者必須先更完整的理解才能

進行知識分享。所以 FL1 及 FB1 可以透過事先準備及知識分享教導的過程，

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由於對方在認知能力較差或努力較少的條件之下，難

以達到回饋與互動討論，亦即較少創新之舞的交互作用 (Cook & Brown, 

1999)，所以創造競爭優勢的效果會較低。 

保護型的知識分享策略，首先面對知識接受者的競爭壓力，知識分享者

並無勝出的把握，知識分享者 FF1 及 FB1 在知識分享策略刻意選擇僅分享資

訊，首重防止對方提升競爭優勢。另外，FF1 主動表達喜歡與 FF2 分享資

訊，主要原因是尋求從 FF2 取得資訊的回饋，FF1 會用心檢視 FF2 所回饋的

資訊有那些是自己所沒有的，並進一步藉由努力學習及尋求更完整的內容以

提升本身的競爭優勢。保護型的知識分享策略以防守為先，再伺機提升競爭

優勢，相比安全型的知識分享策略更有機會提升競爭優勢。 

最後，創造型知識分享策略，雙方共同面對複雜情境、彼此沒有吸收能

力差距，或雙方各有優劣勢(例如 FJ1 與 FJ2 個案)等，促使這三個個案的雙

方不僅皆願意互相分享資訊與專業技能，更重視彼此的互動討論，藉以達到

較高的創新之舞交互作用 (Cook & Brown, 1999)，而使得雙方都能創造相當

豐碩的競爭優勢。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創造型知識分享策略創造競爭優勢的作用將優於

安全型與保護型知識分享策略。此部份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化。 

 

二、實務啟示 

實務建議首先提供如何判斷競爭雙方吸收能力差距，用以評估採行不同

知識分享策略。其次，說明如何運用不同的知識分享策略。 

(一)、判斷雙方吸收能力差距的線索 

知識擁有者如何判斷與競爭者之間吸收能力的差距，本研究根據 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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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inthal (1990) 的吸收能力定義，依據認知能力、努力與問題情境三個項

目(見圖 1)的內涵及對解決問題的作用，提供在實務現象中，知識分享者可以

有效判斷雙方的吸收能力差距。以下將逐一介紹如何判斷認知能力、努力及

情境複雜性的線索。 

判斷認知能力差距的線索：包括上課回答老師問題或提問問題時與老師

的互動表現，是否能條理的分析情境，並找到解決方法。看筆記(資訊)的理

解程度，運用相同公式原理計算不同條件題目的認知能力。雙方運用認知能

力轉換資訊，擬定可行解決方法(專業技能)的差異等，這些線索皆可透過上

課、討論及教導的互動過程評估雙方認知能力的差異。 

判斷努力差距的線索：主要是觀察競爭者平時的投入，正向的努力投入

包括上課出席率，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作業及期末報告努力的程度，考試

期間讀書的時間投入等。負向的努力，例如打工、交友、社團、上網休閒

等。另外是對目標追求動機，當個人對目標達成有高的動機時，個人會更加

善用各種方法來達成目標，例如積極向他人借筆記或把握時間向老師或競爭

者請教問題等，也許時間投入的努力不多，但可以在方法上提升努力的效

果。 

情境複雜性：是指雙方共同面對的問題，是屬於有固定內容及標準答

案，或動態變動需要視情況調整因應方能解決。問題情境愈不固定愈複雜，

則愈依賴認知能力與各種情境的努力練習，方能決定雙方競爭優勢差異。 

(二)、三種知識分享策略運用 

本研究歸納出知識分享策略模式(見圖 1)，包括安全型、保護型及創造型

等不同的知識分享策略，主要是根據不同知識類別的分享運用而達成個人目

的，以下說明實際運用情況。安全型的知識分享策略：主要是運用在雙方吸

收能力差距較大的情況之下，不論分享資訊或是專業技能都不擔心對方提升

競爭優勢後可以威脅自己的競爭優勢。保護型知識分享策略是僅分享資訊，

在複雜問題情境之下，資訊必需透過認知能力轉化與努力練習才能成為專業

技能，進而用以解決問題創造價值；當雙方有吸收能力差距時，即使分享資

訊也不擔心對方可以轉化運用而對自己造成威脅。創造型知識分享策略如何

協助雙方創造競爭優勢，主要是雙方同時互相分享資訊與專業技能時，透過

創新之舞的交互作用 (Cook & Brown, 1999)，而不斷提升雙方專業技能，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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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斷創造雙方競爭優勢。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目的是提高類推性及加深解釋，然而學生樣

本類推到企業管理實務，即使反芻本研究的理論觀點，分析脈絡及知識分享

策略模式之後，在企業的實務環境中仍難免有使用上的困擾。在此，提供有

意採納本研究觀點而運用到企業環境者一些參考運用準則。首先，如何判斷

競爭關係，在學校可能是競爭獎學金，在企業則是競爭績效獎金或爭取內部

資源等。其次，是否皆需透過運用知識解決問題，在學校是如何提升考試分

數，在企業則是如何研發新技術或新產品。最後是判斷雙方吸收能力差距及

所面對的問題是複雜或單純，再選擇不同類別的知識分享策略以達成個人目

的。 

 

 

 

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整體而言，整個知識分享情境的脈絡，包括瞭解資訊與專業技能不同知

識類別分享的功能、掌握知識分享是互動學習的本質，懂得如何判斷雙方吸

收能力差距及問題情境的複雜或單純，以整體的知識分享情境脈絡為思考基

礎，不但能突破知識分享正、反二種結果的兩難困境，還可以讓知識工作者

在知識分享的鬥智過程中游刃有餘，既可以保護競爭優勢，也能伺機創造競

爭優勢，當然最理想的鬥智過程是高手彼此之間在複雜的情境中，能完整而

無保留的彼此合作分享，進而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透過知識分享策略模

式，除了可作為判斷雙方吸收能力差距、選擇不同類別的知識分享策略，據

以保護或創造競爭優勢。整個研究探索過程，本研究發現知識分享其實是

「進可攻、退可守」因此，本研究鼓勵知識擁有者大膽尋求知識分享機會，

在各種不同競爭與知識分享的鬥智過程中，巧妙善用本研究所提出的知識分

享策略模式，藉以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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