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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根據組織學習理論可知知識創新的分

享意願受到分享者對權力認知的影響，而
彼此的信任也會影響分享者對權力的認
知，本研究之目的為從權力認知的觀點與
信任的觀點建立與探討影響知識創新的分
享意願之理論性架構，並建立相關命題。
Abstract

According to organization learning
theory, perception of power influent intent of
knowledge creation sharing. Trust also
influent perception of powe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setting up framework of
knowledge creation sharing from perception
of power and trust.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各方對探討「知識」的興趣方興

未艾；學者相繼尋求一些可以使知識透明
化 、 應 用 與 移 轉 的 工 具 或 方 法
(Grant,1997 ； Teece, Pisno &
Shuen,1997)。而 Holtshouse(1998)認為「知
識」為一種「流量」(flow)的概念，即知識
可以在知識的提供者與需求者之間相互交
流；對知識提供者而言，是一種選擇性「推」
的過程，對知識需求者為「拉」的過程，
當二者平衡時，則產生最適的流量。也就
是說，知識提供者並非完全願意將知識傳
授給與知識需求者，即使需求者一味的想
學習知識，但若提供者不願將知識傳授給
需求者時，也無濟於事；反之，即使提供
者願意傳授知識給需求者，但需求者沒有
任何學習意願時，也無法達到知識學習的
目的。Nonaka(1994)認為日本企業的成功
來自於「組織知識創新」上的能力與傳播
新知的共識，認為創新的知識是存在於個
人，而重要的是如何使個人默識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能在企業內與其他成員分
享與相互流通，並進而轉化成為組織的知
識，所以，組織宜透過一些機制來提昇成
員分享知識創新的意願。因此真正能影

響企業競爭優勢的因素是企業內成員的新
知是否願意分享其他成員，故對知識分享
意願課題的深入探討有相當的重要性。

根據組織學習理論可知組織知識是一
種組織所有成員的集體智能，並且是透過
人 際 的 互 動 而 共 同 享 有 (Hickson et
al.,1971；Pfeffer,1981）；而組織是依賴外
界環境取得資源而生存，但環境是不確定
的，惟有具備處理不確定性能力的組織或
個人才能繼續生存，且被其他部門或個人
所依賴，因而造成權力的提昇。但因環境
的變動、專業技術的汰換或是任務的移
轉，促使組織資源重新分配與權力的更替
消長，為了保有既得之利益與避免個人權
力不保的危機，資源擁有者自然會想儘辦
法保護既有的資源，故而展開權力保衛
戰；這些資源則包含了寡佔的專業知識，
故知識便無法充分傳遞。綜上所述，惟有
具備處理不確定性能力的組織或個人才能
繼續生存，而為保有或提昇個人的權力地
位，勢必會對所擁有處理不確定性的創新
知識加以隱晦，意即降低新知的分享。因
此本研究根據學習理論論點認為可以由權
力的觀點來探討影響新知分享意願的因
素。此外，人際互動關係的行為以及與其
他互動關係之間的比較，會影響彼此互動
中認知到的訊息、詮釋，進而影響行為反
應的選擇，尤其過去雙方相處經驗中所發
展出來的信任關係，會對其行為產生正面
影響。

知識分享意願受到分享者對權力認知
的影響，因此知識分享者與被分享者彼此
的信任是否也會影響分享者對權力的認
知，進而影響新知分享的意願？什麼因素
影響分享者對不同被分享者之間的信任差
異，進而影響分享意願？基於上述研究問
題，本研究之目的為從權力認知的觀點與
信任的觀點建立與探討影響新知分享意願
的理論性架構，並建立相關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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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
主管對部屬信任本身是不具風險，但

必須承擔因信任所產生知識分享的風險，
因為知識的具備為專家權的擁有，一旦將
知識分享予部屬，會危及個人在部門中之
地位，故而對主管產生風險；信任的高低
則影響主管承受風險意願的高低(接受主
管權力消減的不利影響之程度)，當主管認
為對部屬的信任越高，則主管願承擔對主
管權力消減的不利影響之風險會越高，主
管對於部屬知識分享程度亦越大。知識分
享的結果有正面亦有負面，Hollander &
Offerman (1990)認為個人將知識分享於其
他成員時，將會使分享者認為其權力喪
失，但 Tannenbaum(1968) 研究指出知識的
共享並不一定會造成個人權力的喪失，反
而可以使他人知道分享者具備專業知識，
使得組織必須依賴分享者。因此對於創新
知識分享所承擔之風險(對主管權力的影
響)的認知，必須考量正負面的結果。此
外，我們應以長期觀點來探討信任，當信
任影響新知分享，進而對主管權力造成影
響，一旦此影響為正面時，對主管有利，
則主管對部屬未來的信任知覺程度提高；
反之為負面時，則主管對部屬未來信任知
覺程度降低。而主管對部屬未來的信任知
覺會影響未來的新知分享。根據上述論
點，信任與權力的互動是一種縱斷面的探
討，基於針對分享意願的重點，必得對縱
斷面作一橫切面的討論，才能進一步來探
討影響分享意願的因素，並建立主管新知
分享意願的理論性架構(圖 1)。

綜合而言，主管知識分享意願的影響
因素可以由兩個時點來加以討論，一為當
主管考慮是否分享知識予部屬的時點時，
主管對部屬的信任會影響主管對部屬的創
新知識分享意願(A 部份)。另一則為當主
管考慮是否分享予部屬的時點時，主管預
期未來新知分享後對主管權力的影響亦會
影響主管對部屬的分享意願(B 部份)。西
方學者在探討影響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前因
變項時，發現主管信任傾向、部屬與主管
情感好、忠誠度高與才能佳(Dockey &
Steiner,1990；Liden & Graen,1980)的部

屬，主管會將之納為自己人，國內許多學
者則紛紛投入對華人組織的研究，故對華
人的「信任」有新的詮釋。鄭伯壎(民 84)
則綜合各家學說提出關係、忠誠與才能為
華人企業主管對部屬歸類的重要因素，張
慧芳(民 84)進一步實證發現主管與部屬之
間的關係、部屬的忠誠度與部屬的才能影
響主管對部屬的信任感；其中所謂的關係
是指部屬與主管之間是否具有血緣或擬似
血緣的關係，忠誠度是指部屬對主管的赤
誠效忠與無條件服從，才能則是指部屬完
成主管指示的目標之工作能力與動機，當
部屬與主管之間的關係越近、部屬忠誠度
越高或部屬才能越佳時，則主管對部屬的
信任感越高 (P8、P9、P10、P11)。

Thompson(1967)認為組織是一開放的
系統，組織存在的重要目的是為完成組織
目標，但目標無法單獨完成，因此組織應
賦予單位在特定領域的權力來完成目標，
此為「淨權力」；當組織淨權力越大，則單
位可以運用的權力越大。本研究的層次在
於探討主管的權力，並限制在企業內。由
於企業為完成目標，賦予部門任務，並賦
予主管職權來完成部門任務，但任何職務
的職權皆必須仰賴其他職務者 (包括部
屬、其他部門與更高層的主管)的配合，而
在此互動過程中的互賴形成權力，進而影
響職權。故主管除了擁有與部屬之間人際
互動所形成的權力外，尚包括部門賦予職
務上的職權，因此若由權力觀點來探討知
識分享時，除由人際互動的權力觀點出發
外，尚需納入與部屬、其他部門和高層主
管互動與相互依賴的整合關係加以討論。
本研究將此兩種權力稱為主管的淨權力。

就人際互動層次而言，當新知分享予
部屬後，對部屬權力之影響其可從兩方面
說明：1.使部屬才能提昇，促使部屬可以
自行處理部門重要的問題，形成該部屬較
無法被其他部屬所取代，則該部屬的權力
較大。2.部屬才能提昇，則向外發展的機
會加大，與公司議價的空間變大，故而該
部屬的權力提昇。所以當知識分享予部屬
後，部屬才能提昇，則該部屬在部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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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依賴程度提昇，部屬權力變大( P1)。一
旦部屬權力提昇後，由於部屬可以自行處
理不確定性高的工作，則其被替代程度降
低，一旦離職或其他促使其無法繼續工作
的情況發生時，若覓才不易，將造成部門
無法運轉，因而部門對其依賴度提昇，進
而使得主管對部屬的依賴程度提昇，相對
則降低主管的權力。因此，主管傳授知識
予部屬，主管會預期部屬權力提昇，進而
對主管權力產生負面影響(P 2)。由 P1 部份
與 P2部份可得知，主管預期新知分享後，
部屬才能對部屬權力的影響為正面影響，
而部屬權力對主管淨權力則為負面影響。
此外，主管透過知識的分享，提昇部屬的
工作能力，卻可能會替代主管的功能，並
危及主管在企業升遷與受重視的機會。因
此，主管傳授知識予部屬，主管預期部屬
才能的提昇，將對主管權力產生負面影響
(P 5)。

就整體互動層次而言，第一，主管透
過新知分享，強化部屬的工作能力，一方
面可以達成企業目標，提昇該部門績效，
增加高層主管對該部門的重視與依賴度；
第二，可以幫助其他部門解決問題，因而
提昇其他部門對該部門的依賴程度；此
外，主管透過新知的分享，可以幫助部屬
解決問題，提昇工作興趣，進而提高工作
效率，使部屬對其更加尊重；第三，一旦
該部門停止運轉時，會迅速影響企業的運
轉，使該部門在企業中的地位提昇，即部
門權力變大 (P 3部份)。由於對該部門的重
視與依賴度提昇，層峰將更加重視部門主
管，則升遷機會加大，其在企業的地位亦
獲得提昇。因此，主管傳授新知予部屬，
主管會認為部屬才能的提昇，促使該部門
權力變大，進而對主管淨權力產生正面影
響(P 4部份)。由 P 3部份與 P4部份可知，主
管認為新知分享後，預期部屬才能對部門
權力有正面影響，而部門權力對主管淨權
力亦有正面影響。

當考慮人際與整合互動關係時，主管
傳授新知予部屬後，第一，預期部屬才能
對部屬權力有正面影響，而部屬權力對主
管淨權力則有負面影響；第二，主管認為

知識分享後，預期部屬才能對部門權力有
正面影響，而部門權力對主管淨權力亦有
正面影響；第三，主管預期部屬才能的提
昇，對主管權力產生負面影響。上述綜合
結果形成對「淨權力」的正負面影響。由
於個人皆希望「權力極大化」，因此當知識
分享後，若主管預期對「淨權力」之影響
是正面大於負面時，則分享意願較高；反
之，若主管認為對「淨權力」之影響是負
面大於正面時，則分享意願較低(P6)。

經由研究架構建立本研究命題：
P1：主管認為創新知識分享後，才能較高

的部屬，則其權力也較大。
P2：主管認為創新知識分享後，才能較高

的部屬，則其對部門績效影響也較
多。

P3：主管認為創新知識分享後，權力較高
的部屬，則對主管淨權力的負面影響
也較大。

P4：主管認為創新知識分享後，對部門績
效影響較多的部屬，則其對主管淨權
力的正面影響也較大。

P5：主管認為創新知識分享後，才能高的
部屬，則對主管淨權力的負面影響也
會較大。

P6：當創新知識分享後，對主管淨權力之
正面影響對較大的部屬，則主管對其
分享意願也較高。

P7：使主管信任感高的部屬，則主管對其
知識分享意願也較高。

P8：主管信任傾向越高者，則對部屬的信
任感越高。

P9：主管認為部屬才能越佳者，則對其的
信任感越高。

P10：主管認為部屬忠誠度越強者，則主管
對該部屬的信任感越強。

P11：主管認為部屬與主管關係越親近者，
則主管對該部屬的信任感越強。

四、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主要是希望針對知識管理做探

討，而在眾多知識管理的文獻中，多在探
究知識的聚集、分配與探討如何以資訊技
術來獲取與分配外顯的知識，但對知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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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前提---「知識分享」的議題卻鮮有探
討。但由眾多組織中發現知識提供者知識
提供者並非完全願意將知識傳授給與知識
需求者，即使需求者一味的想學習知識，
但若提供者不願將知識傳授給需求者時，
也無濟於事，因此知識分享應為知識管理
更重要的議題。故本研究在將對知識管理
探討的範圍進一步界定在知識分享的課題
上，並透過原計劃提及之文獻與個案方式
建構影響知識分享意願的理論性架構，以
提供對知識分享後續研究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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