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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知識為現今商業世界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企業紛紛投資於知識管理制

度，期欲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中勝出。績優的知識管理制度強調的是利用精

通的知識來產生獨特差異性，而知識的差異性必須藉由組織內人員來創



造，也就是必須在知識管理制度中全面參與。因此在這知識掛帥年代中，

一種新的組織型態應運而生，逐漸使組織內的知識進行分享、創造以及組

織學習。這種組織型態便稱為「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而擬定研究目的，亦即區分企業內實務社群之類型、

探討企業內實務社群所產生之實際效益、分析企業實務社群發展時所面臨

之障礙與對組織之影響、提出促動實務社群發展之機制及嘗試研擬實務社

群與知識管理模式之配適條件。 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採用的方式為個

案深入訪談法，抽樣方式為產業別（高科技與傳統產業），抽樣企業共有

八家，分別為高科技產業四家（其中選擇通訊產業及數位相機產業），傳

統產業四家（其中選擇金融產業及食品產業）。本研究期欲透過實際的企

業訪談以獲取較為深入之資訊，利用歸納整理的方式整理出相關議題，做

為後續研究分析之用。 本研究之結論發現，實務社群之運作對於企業內

部之效益頗多，因此建議實務界對實務社群多投注些心力，塑造良好的企

業文化、給予相關之資源協助，使實務社群運作對組織之知識管理成效產

生實際效益。   另外，本研究發現初步研究分析架構中可再加入一項

中間變項，將會影響實務社群與知識管理制度之成效；此中間變項為「導

入實務社群之進程」，亦即導入實務社群時程愈早之企業，由於其專業性

前置作業（如教育訓練）及員工心理調適之配套作法，使得企業內部導入

實務社群時阻礙及抗拒減少，使企業內實務社群運作發展與知識管理成效

愈佳，因此建議實務界及早把握導入實務社群之概念，順應未來知識領航

之潮流。  

摘要

(英) 

Knowledge is crucial and a worthwhile investment for modern business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Superior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emphasizes that 

the knowledge is internally created, overall involved, and shared by people in the 

organization. A brand new type of organization allows its people to share 

knowledge, create knowledge, and learn, which is dubbed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CoP hereaft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ortray the types of CoPs, 

identify their effectiveness, possible hindrance in development of CoPs, raise 

motivator that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P mechanism, and find out the 

conditions for matching CoP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nature of this study 

is exploratory and eight in-depth case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four companies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and four companies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The important 

constructs and propositions are inductive from indepth-interview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Ps are beneficial to internal growth of business and a worthwhile investment. 

I suggest that enterprises to invest more on the CoP, shape opened enterprise’s 

culture, give more resources needed that can make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generate actual effectiveness to the organization’s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adds a middle variable in the initial research 

framework, that will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this middle variable is “the schedule of 

introducing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at’s, introducing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earlier, due to th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 

mental adjustment of the employees, that can reduce the obstacles and resistances of 

introducing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se activities can mak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better, so this study suggests 

enterprises to grasp the timing of introducing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to fit the 

tide of knowledge-based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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