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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術研究社群是一種知識型組織，其運作模式對於知識創造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對學

術界、實務界與整個社會也深具價值。然而，學術研究社群這種知識型組織之價值共創，至今

仍是一個「謎」。如何整合大學個別教授的研究能量，透過合作共創的方式轉換成集體的學術

價值，以社群研究成果提昇企業與社會的價值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以「價值共創」為

理論觀點，重新檢視「價值共創社群(VCC, Value Co-Creation)」四年來之建構歷程：包括「價

值共創」社群之形成、議題之演變與未來發展等，進行歷史資料的回顧與展望。本文透過價值

共創的五個概念：「社群、平台、互動、經驗、價值」，以經驗敘說這種質化分析方法，重新理

解 VCC四年來之建構與運作歷程，包括所進行的活動、所遭遇的問題、如何調適等過程。換

言之「價值共創」歷程是一種「調適的歷程」，包括社群成員之調適、議題之調適、共創方式

之調適等。本文對於「知識型組織」之價值共創有三個研究發現：第一，「知識創造過程的本

質是互動」，不只是靜態的學術論文(paper)產出的數量(知識存量)，更是成員實際互動的經驗；

這些經驗也就是價值共創的精髓(知識流量)。第二，「學術研究社群之維繫」，不只是對於共創

者的認同(意願、能力、互動)，更是對於自己、對於社群貢獻的認同。第三，「共創價值意義涉

及經濟、社會與心理價值；即社群成員不只在乎本身所認知的價值(利己)，更在意學術界、實

務界、社會對於研究社群的認知價值(利他)。本文從 VCC社群的案例關於「互動」、「共獻」、

「共利」之研究發現，進一步提出理論意涵與研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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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學術研究社群活動對於知識創造具有重要的意義；而知識創造對社會進步具有重大的價值，也具教

育價值與社會價值。然而，究竟學術社群如何透過知識型活動以創造價值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問題。 

過去，學術研究大都個人或研究團隊，針對某一個特定的主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不過，這樣的學術活

動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第一，個人研究力量侷限，導致研究成果有限且無法具有系統性、延續性的成

果。第二，研究團隊僅針對研究努力，但卻未知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創造、擴散研究的價值，讓學術活動能

夠紮根。因此，跨界學術研究社群之知識創造的過程，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近期，資訊科技進步、環境快速變化，人們主動參與活動，呈現一種新的樣貌。此外，企業之間之行

銷與策略作為，也從「競爭」、「競合」、「合作」、「共創」的趨勢持續進展。因此，「價值共創」成為一個

越來越重要的研究議題。 

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價值共創研究社群」是一個由大學教授自願性組成的研究社群，最近這四年

來一直深耕「價值共創理論」；一來希冀發展一套適合台灣企業運用的「價值共創」之理論模式；另一方

面，價值共創研究社群也在實務界推動「價值共創」的理念與運用。當然，本身的學術研究社群就是一個

價值共創之實踐。因此，本研究即從「價值共創」的理論觀點切入，探索學術研究社群之價值共創之歷程，

從中萃取意義應提供理論與實務意涵。 

本文最主要的研究貢獻有三：第一，理解學術研究社群價值共創之歷程，以釐清知識創造的歷程的本

質「互動」。第二，理解學術研究社群維繫的關鍵是「貢獻」。第三，理解成員對於「價值」之解讀，釐清

對經驗之解讀具有「共利」的意義，學術研究社群活動得以延續。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章是「價值共創理論」說明之由來與本質，以及目前之研究缺口。第三章是

「研究方法」說明本文的質化研究的歷程，包含資料收集、分析、呈現之方法與過程。第四章是「研究發

現」說明「價值共創研究社群」之建構歷程。第五章是「討論」說明本研究的主要論述，以及理論與實務

意涵。第六章是「結論」說明本文於價值共創理論脈絡下的定位。 

貳 文獻探討：價值共創 

價值共創已經不是什麼新的理論觀點，自《消費者王朝》一書出版至今已有10幾年；可是，「價值共

創」之效益、現象、共創的價值的應用重要性卻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為何本文從價值共創這個理論觀點，

重新檢視「價值共創社群」如何共創價值之歷程的本質與意涵。 

以下，我們從策略與行銷觀點說明價值共創理論之演進。其次，我們進一步說明價值共創的本質：經

驗價值、共同、創造(Saarijärvi, Kannan, & Kuusela, 2013)與價值生產、價值使用(Ranjan & Read, 2015)。最

後，說明本文欲填補的理論與缺口：價值共創歷程。 

2.1策略與行銷觀的演進 

本文從行銷觀點與策略觀點敘說價值共創理論的由來，以說明為何要用「價值共創理論」。首先，我

們從「行銷觀點」來敘說價值共創之由來。簡言之，這個演進歷程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生產主導」、「消

費者主導」、「利害關係人相互主導」。「生產主導」在不考量消費者需求下，由廠商單方決定價值，也就是



3 
 

生產者觀點。其次「消費者主導」在考量消費者需求下，主要透過「定位」與「客製化」的策略來創造價

值，由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換價值，也就是所謂的「消費者觀點」。近期，則是「利害關係人主導」，由廠商、

供應商、員工、消費者等人，透過參與、互動、經驗來共創價值；價值並非而非由單方面決定價值，乃由

這些利害關係人參與互動，並隨經驗而共同創造價值之歷程，也就是所謂的「共創觀點」(Ramirez, 1999; 

Vargo & Lusch, 2004)。 

這三個階段的演進，說明了三個現象：第一、消費者由被動變成主動參與價值創造的過程。第二、價

值由線性的關係變成了互動關係，增加價值創造的動態性(Ramirez, 1999)。第三、從「擁有」產品到使用

的「經驗」，消費者在意的從擁有產品到使用產品的經驗(Grönroos & Voima, 2013)。換言之，消費者從被

動到主動參與、價值創造由線性關係到互動關係、從擁有產品到體驗使用產品的經驗；而且，這個經驗由

利害關係人所共同性塑。 

其次，我們也從「策略觀點」來敘說價值共創之由來。以下，我們從兩個觀點：輸贏觀點與價值活動

觀點，來說明利害關係人的互動。第一是輸贏觀點，其演進是輸贏、雙贏、共創的演進。首先，是「輸贏

(win-lose)」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所謂的競爭策略。其次是「雙贏觀點(win-win)」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所謂

的「競合」或「合作」策略。近期是「共創觀點(win more-win more)，也就是共創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所

謂的共創策略。換言之，策略典範從「競爭(win-lose)」、「競合與合作(win-win)」到「共創(win more-win 

more)」，主要是希冀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互動、經驗的歷程，不僅體驗個人化的經驗，也一起把餅(價

值)做大、相對自己也獲取更多(Pitelis, 2012; Pitelis & Teece, 2010)。 

第二是價值活動的演進則可區分為四個階段之演進：(1)價值活動(value activity)；(2)價值鍵(value 

chain)；(3)價值網(value net)；(4)價值系統(value system)的演進(Chatain & Zemsky, 2011; Pitelis, 2012)。首

先，價值活動比較是單一活動，強調「自給自足」。其次是價值鏈，強調價值活動之間的上下游的協調或

整合，強調「自己調整」；第三是價值網，強調價值涉及網路關係的維繫，強調價值共享的邏輯。最後是

「價值系統」，強調價值乃由利害關係參與、互動所所共同形塑的經驗，故強調相互創造(如表1所示，從

行銷與策略典範之演進歷史說明「共創法」演進之由來)。 

表 1：「共創法」演進之由來 

 說明 

行銷

觀點 

生產主導→消費者主導→共同主導 

生產主導→客製化→共創法 

策略

觀點 

輸贏(win-lose)→雙贏(win-win)→共創(win more-min more) 

價值活動(自給自足)→價值鏈(自己調整)→價值網(共享的邏輯)→ 

價值系統(相互創造) 

 

2.2 價值共創的本質：互動創經驗、經驗即價值 

價值共創的本質是行動者所參與活動、彼此互動後所體驗的「經驗」，價值就鑲嵌在經驗之中。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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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的議題是行動者的要實際參與、互動，才能創造經驗；而「價值共創」的精神也就是「共創＝共贏」，

即讓所有的參與者創生個人化經驗之同時，也一起把餅做大、也共享所共創的價值。 

究竟什麼是價值共創呢(what)？以下，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說明「價值共創」的本質。第一、價值共創

是共同生產與價值使用([value co-creation] = [value co-production] + [value in use])(Ranjan & Read, 2015)。

第二、價值共創的意義可由價值、共同、創造三個構念詮釋之 ([value co-creation] = [value] 

+[co]+[creation])(Saarijärvi et al., 2013)。 

第一是從價值的共同生產(co-production)與價值使用(value in use)來詮釋「價值共創」的意義。這樣的

說明方式將「價值共創」拆解成價值的「供給面」與「需求面」。共同生產(co-production)指參與者要具備

專業知識、互補性的能力，彼此願意參與實際的互動，才能創造個人化的經驗。其次，價值使用(value in 

use)指透過互動化所產生獨特的、個人化的經驗與關係，也就是價值之所在。換言之，「價值共創」指參

與者透過互動共同產生價值、共同使用價值的歷程。 

第二、從價值(value)、共同(co-)、創造(creation)三個構念來詮釋「價值共創」的意義。首先，什麼是

「價值[value]」呢？價值共創的「價值」二字表示「為誰創造什麼樣的『價值』」，這裡的價值是以經驗為

基礎，特別是互動的經驗，例如：我們買一個產品不是「擁有」這個產品，而是使用這個產品的「經驗」，

這個「經驗」也就是「價值」。又如參與研討會，不是「獲得(擁有)」什麼知識，而是我們參與研討會的過

程中所「體驗」的經驗。 

其次，什麼是共同[co-]呢？「共同」指投入什麼樣的資源進行共創，也就是投入共創的人、事、物。

人指參與者是誰、擁有什麼專業知識、參與互動及貢獻專業的意願等。物是指資源，泛指資訊科技、平台、

基礎建設、空間、時間，即實體與虛擬的資源。事是指促進「互動」的事件，事件讓參與者產生關係互動，

例如共同的問題與一起欲達成的目標。換言之，價值共創乃透過人(參與者)、事(互動)、物(資源)三個面

向，創造一個「經驗空間」，促進參與者密切的參與互動、創造共同經驗的循環(Saarijärvi et al., 2013)。 

最後，什麼是創造[creation]？「創造」指經由什麼適當的機制促成參與者共創？這包括靜態與動態的

機制，我們可以從「啟動」、「互動」、「持續」來說明之：「啟動」共創活動涉及參與者的意願與能力，探

討什麼樣的誘因與什麼樣的機制，可以順利啟動共創活動。「互動」指活動中彼此互動的內容、頻率、品

質等，探討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可以確保「經驗品質」在一個良性循環裡運作。「持續」是共創活動是否

延續的關鍵，又是什麼樣的經驗或價值，既可以利己又利他，共利可以讓共創活動持續地演化。 

總之，「價值共創」的本質涉及「共同產生價值」與「價值的使用」；當然也可從「在什麼樣的機制下，

讓參與者與資源互動，創造出共同的經驗與個人的經驗」。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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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共創法」演進之由來 

 內涵 說明 

價值共創 

共同生產 
具備專業知識、互補性的能力，彼此願意參

與實際的互動，才能創造個人化的經驗 

價值使用 
互動化所產生獨特的、個人化的經驗與關

係，也就是價值之所在 

價值共創 

價值[value] 為誰創造什麼樣的『價值』 

共同[co-] 指投入什麼樣的資源進行共創 

創造[creation] 指經由什麼適當的機制促成參與者共創 

 

2.3理論缺口 

價值共創在科技、消費者主動參與的情況下日益重要，但實務界之價值共創的案例並不多。或者，儘

管有類似的共創案例，但並未實際從價值共創的觀點進行分析，開採出有意義的見解。本文從價值共創的

本質為理論觀點，透過「價值共創的社群」建構歷程之案例，嘗試填補三個理論缺口：第一個缺口是知識

型組織「價值共創」的歷程。第二個缺口是從線性到動態關係的互動。第三個缺口是共利，利他自然利己。

以下我們進一步說明這三個理論缺口。 

第一個理論缺口是「知識型組織」之價值共創歷程。過去，價值共創大都探討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

供應商、企業與員工，企業與合作者、競爭者之共創案例。然而，對於「知識型組織」之知識創造歷程，

較少從共創的觀點被談及。此外，這種傾向「無形服務」的共創案例甚少被關注。 

第二個理論缺口是「從線性到互動」的歷程關係。既有對於共創的探討傾向單一時點，較少完整介紹

長時間之共創歷程與其中的意義。因此，本文欲提供一個歷經四年之價值共創案例，並從中突顯既有理論

的盲點。例如，參與者有意願、有能力、有互動，為何卻無法持續共創價值呢？ 

第三個理論缺口是「價值」究竟是什麼？除了是參與互動所體驗的「經驗」外，價值、經驗的本質究

竟是什麼？又什麼樣的經驗可以促進社群或參與者持續地參與互動，也讓共同與個人化的經驗得以持續

的演化。總之，本文從價值共創的本質為理論觀點，希冀透過一個知識型組織共創案例之歷程分析，填補

上述這三個理論缺口。 

參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質化研究方法，進行「價值共創研究社群」案例的探索與分析；並以價值共創理論觀點，進

行「現象、故事、意義、反思」的分析(Dyer Jr & Wilkins, 1991; Miles & Huberman, 1984; Walsham, 1995)。

本文之「現象」是價值共創學術社群之創造知識之問題與解決歷程。「故事」是價值共創社群4年來的活動

與演進。「意義」是探索學術社群如何透過參與、互動、經驗以共創價值的見解。「反思」是以新見解重新

理解價值共創之本質(李慶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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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價值共創研究社群」，這是一群由成大、正修、輔英、實踐大學等跨校教授組成

的學術研究社群。這個社群自2012年成立以來，主要深耕研究價值理論、價值共創理論(Grönroos, 2008, 

2011, 2012; Porter & Kramer, 2011)；除了持續深化理論外，並將這些理論運用於文化創意產業、產學合作

案例、企業與社會企業的範疇。成立這個學術研究社群主要的核心目的有三：第一，以「價值共創」理論

作為社群主要的論述。第二，短中期以學術發表為主要目地。第三，長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有社會影響力

(social impact)協助企業與利害關係人一起共創價值。 

資料來源與收集：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有三：親身參與社群活動、會議資料、網路互動等互動的資料。

關於「親身參與社群活動」方面：兩位作者是社群的創始成員，自2012年來，兩位一直活躍地參與社群互

動，也一直是社群的核心人物；這四年所收集的資料包括：科技部研究計畫、參與會議的實際觀察、紀錄

與體會，第二個資料來源是「會議記錄」：本文的第二作者不僅參與每次的會議，也整理每次的會議紀錄，

這些會議資料記錄整個社群互動之歷程。第三個資料來源是「文字資料」：包括Email往來的資料、社群Line

的互動資料、所整理文獻資料、撰寫的blog及研究計畫報告等等。兩位作者透過經驗述說，持續整理、反

思這些互動的經驗，持續四年才逐步建構本文的歷程資料。 

於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社群是一個「知識型組織」，主要是研讀「價值共創」理論並尋求其實務之

運用。這些活動的目的主要是知識創造與價值創造。實際上，自社群成立以來，我們就一直也想要研究

「學術研究社群本身」就是一種知識創造的歷程；因此，我們也希望紀錄各種學術活動及成員互動的過

程，也想一窺社群「知識創造」與「價值創造」的過程；因此，我們一直收集資料、整理與分析這些過程

資料；才有這篇之研究成果。 

至於資料分析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層級資料分析(first-order analysis)與第二層級資料

分析(second-order analysis)(Dutton, Worline, Frost, & Lilius, 2006)。第一層級資料分析階段，主要是「讓資

料說話，研究者盡量保持客觀，讓故事自然呈現，研究者不要污染資料也不要過度詮釋」。基於這樣的於

則下，我們在第一層級資料分析階段，主要依時間寫下每一年社群的重大事紀、學術活動、會議活動、討

論學術研究的過程，以及當時社群的實際感受。這些記錄逐步發展成資料分析表，本文擷取部分資料並以

表3呈現。 

第二層級資料分析階段，主要進行「理論與資料」反覆對話的分析歷程，研究者本著「以價值理論重

講故事，再以故事深化理論見解」的原則進行資料分析；從來回多次的對話、成員的實際與虛擬的討論中

解讀出新的見解(new insight)。因此，本文最後借助「價值共創理論」的一些理論構念：「社群」、「互動」、

「平台」、「經驗」、「價值」、「共創(co-creation)」等重新建構故事，並逐步發展出學術社群建構的四個階

段：「找對的人共創」、「找議題、設目標」、「設平台、多互動」、「價值共創實做」之歷程分析。 

資料呈現(data presentation)：透過第一層級與第二層級的資料分析後，本文之資料呈現以「找對的人

共創」、「找議題、設目標」、「設平台、多互動」、「價值共創實做」等四個階段的敘說結構，進一步敘說「價

值共創社群」建構與共創之歷程(請詳見肆、研究發現部分)。再者，本文針對每一個階段以「背景」、「主

要活動」、「遭遇問題」、「如何解決」、「反思」的述說架構去呈現資料(蔡敦浩，劉育忠，王慧蘭, 2011)，並

開採案例中的「意義」，以利於討論中進行更深的「反思」(李慶芳, 2013)。換言之，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

進行資料收集，整理分析、呈現。並盡量符合真實度，可信度、批判度的要求(Golden-Biddle & Locke, 1993; 

Klein & Myers, 1999; Strauss & Corb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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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發現：價值共創研究社群之建構歷程 

「價值共創研究社群」之建構歷程自2012-2012期間可分為四個時期，依序是一、找對的人

共創；二、找議題、擬目標；三、設平台、多互動；四、共創價值實做。本文從「價值共創(VCC)」

的理論觀點進行質化資料的分析，主要的分析的構念有三：「價值(Value)」、「共同(Co)」、「創造

(creation)」，以及「價值共同產生」與「價值使用」，並以價值共創的五個基本概念「社群、平台、

互動、經驗、價值」等進行理論與故事的對話。 

以下，我們說明價值共創社群建構的四個歷程故事敘說的邏輯採「背景」、「主要活動」、「遭

遇困難」、「如何克服」、「反思」的架構來敘說。 

第一階段：找對的人(2011起-2012年) 

[背景] 成成功大學方世杰教授長期研究以策略為基礎的價值理論，一直想組一個學術研究

社群一起研究並創造價值。但是，他也一直思索到底該如何找人呢？又該找誰來參與研究社群

呢？什麼又是價值理論中常提及「對的人呢」？這些問題一直在方世杰老師的腦海中反覆浮現。

「如何找一群人來一起互動？」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方老師！ 

[主要活動]基於過去一次整合型研究計畫的互動經驗，讓方世杰興起藉助提「全球架構下的

台灣發展」整合型計畫的活動，邀請跨學校(屏教大、正修、實踐、輔英、成大等大學)的老師組

成一個社群。於是，透過向科技部提出整合型計畫的機會，組成跨領域的學術研究社群。這時，

參與的老師被要求在「價值創造與創值評估」的理論架構下，探討「文化創意產業」這個議題

上。 

歷經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提案的過程，參與的老師圍繞在「創造價值與創值評估」之理論基

礎進行提計畫式的互動。盡管，並不是每一位成員都熟悉這個「價值理論」與「文化創意」產業

的案例；但是，這兩個主軸漸漸成為成員互動的話題。經過約也很幸運，2012年底，我們因通過

三年期的整合型計畫共有八個子計畫通過。這個提計畫的過程也成立「價值創造社群(Value 

creation community)」。 

[遭遇問題] 回顧這個歷程是社群成立初期，社群遇到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凝聚社群成員的

向心力？」由於，參與計畫人員來自各領域，專業背景相差很大，對於價值理論也處於不熟悉

的階段；因此，社群的互動坦白說相對比較表面。每一個人對於其他人的計畫，不熟悉、參與度

不高，對社群計畫內容的理解也不夠，實在很難產生實質、建設性的互動。儘管，我們為求學術

績效的點數(credit)，期望透過彼此合作的方式互相掛名「共同計畫主持人」；但是，事實上對於

社群其他成員的計畫也不是很清楚。換言之，這樣互動的經驗是有限的，創造的價值是受質疑

的。 

[如何克服與學習] 方老師似乎也感受到這樣的問題也挑戰；因此，方老師不斷在社群會議

中強調： 

我希望社群成員本著自願、共同興趣、共同理念、不計較的態度參與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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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積極投入，每個人對社群都要有所貢獻。 

這樣的理念幾年在每一次聚會中，方老師一再反覆強調。為此，方老師堅持每1-2個月，一

定要排除萬難舉辦社群會議。當然，在這一段提計畫的過程裡，也漸漸從出席率、投入狀況參

與程度、實際的互動情形，自然讓社群感受到有些人是不適合，例如，出席率不高等。此外，與

有些成員也因為時間、理念等情形，自動地退出社群。不過，在這一段期間中，社群處於一種開

放的狀態，相當歡迎有興趣的人加入，當然也有些不適合的人就自然退出了社群。 

第二階段：找議題、擬目標(2013年) 

[背景] 2013年一整年的活動後，接續執行整合型計畫，社群成員每月約1次的定期會議進行

互動，從出席、從表現、慢慢浮現一些有意願、有能力、能互動的社群成員；可是，這個時期的

這種互動仍不夠深入。社群會議的型態大致是，輪流報告各子計畫的進度、分享目前計畫執行

的情形，參與人員則給予一些回饋意見。 

方世杰老師與一些成員聊及這樣的互動情形，一些常互動的成員總是覺得，目前的互動方

式仍太過於疏離、有距離感，彼此可以貢獻的專業程度也相當有限，互動狀況不夠熱烈的原因

「不是不想互動，而是未知該如何互動」。再一次路邊喝咖啡閒聊中，實踐大學李慶芳老師曾問

方老師。 

老師您有沒有想過：「這些參與社群的人，其圖的是甚麼？我們來參與社群只
是多一個科技部的計畫？還是想獲得甚麼？」價值創造是要先解決自己的問
題、才能創造價值。 

於是，我們漸漸瞭解一個關鍵，這個社群必須思索如何建立共同的遠景、目標。而不是各

自進行活動，會議僅是單純流於報告的形式，若未能建立共同的事件與活動，社群將難以維繫。 

[主要活動] 這一個階段主要的活動是，執行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由於，方老師定位社群仍

以「學術發表為主」的短期目標；因此，社群主要的活動、聚會、大都關心計畫執行的進度、報

告、分享。另外，也開始討論下一年度科技部「全球架構的台灣發展」整合型計畫之提案，預先

為2014年7月的提案準備。 

另外，「學術在發表」為主的主導邏輯下，方老師擔任「東吳商管經濟學報」期刊之「文化

產業價值創造與價值評估」專刊，同時鼓勵社群成員將計劃與執行之成果投稿至專刊。同時，

也彙整個子計畫案之成果投稿至國內外期刊；例如：科技管理研討會。同時也陸續將一些「價

值創造與評估」之研究成果以部落格的文章對外說明社群的研究概況。 

[遭遇問題] 誠如第二階段背景的說明，此階段最大的問題仍是互動的方式、內容、品質、

對社群的貢獻。誠如正修科大蔡復陞老師表示： 

我們社群雖然聚集一群學術研究同好，但各自仍以自己的計劃、研究案為
主，我們的交集真得太少；儘管，我想對其他成員的構想提出看法與建議，
但真的彼此涉獵得太少，很難有很萌生具有價值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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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個階段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找出共同的研究興趣，建立共同的研究目標。顯然，儘

管以「學術發表」為主的主導邏輯並無問題，願意互動的意願也不是問題下，「如何建立社群共

同的目標」成為這個階段所遭遇的最大問題，也是此階段提昇互動品質的關鍵。 

[如何克服與學習] 社群成員為了能夠深化對話的內容，並提升互動的方式、品質與對他人

的貢獻，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於是共識逐漸浮現。大致的決議是這樣的： 

為了建立成員之間的共同語言、共同的目標、社群鼓勵成員兩件事。第一，
各種形式的合作、研究計畫、個案撰寫、學術發表、甚至教學等。第二，每
一次聚會要研讀經典文獻，在會議中討論這些文獻的內容，透過學術共同語
言的建立，以增加彼此互動的品質。 

是故，在2013年下半年的定期會議中，除了各自報告研究計畫執行的狀況外，也在社群互

動中討論任何形式研究合作、後續應用的可能性，為彼此學術研究合作埋下新種子。此外，方

老師的博後研究員戴士欽博士，也為社群整理價值理論(value-based)之經典閱讀文獻與清單。這

一分清單成為社群之文獻基礎，「價值共創」的研究目標，也在此階段逐漸形成。 

第三階段：設平台、多互動(2014) 

[背景] 基於前兩個階段的經驗，社群在價值共創理論的研讀中，慢慢確定要朝「價值共創」

這個理論脈絡深耕。在價值共創理論中的五個基本構念：「社群、平台、互動、經驗、價值」，不

斷讓社群成員調適整個社群的運作模式。至此一階段，我們也慢慢浮現「價值共創」的三個重

點： 

第一、選對的人參與共創：經過兩年社群的運作，有些成員自然退出、有些成員因自願、專

長被拉進社群，我們也體會「找對的人」是在互動中逐漸浮現，也體會「優秀的人不見得是能共

創的人」。第二、「找議題、擬目標」當一群社群成員互動時，若缺乏明確的議題、或缺乏一個可

以追求的共同的目標，那麼，彼此互動的方式、內容、深度、品質、過程，都會流於表面且形

式，也就難以產生實質的經驗。這也是社群初步互動時，最大的問題點。第三、「究竟要如何強

化互動品質」是此階段社群遇到的問題，一個月一次的會議實質上很難「暖機」、互動的熱情很

難維繫；既使每次互動後充滿動力，但是，當每一位老師回到自己學校的脈絡裡，卻又回歸原

先各自努力的狀況。因此，「設平台、多互動」是此階段大家萌生的重點。 

[主要活動] 經過研讀經典與實際討論幾次後，社群確認今後的活動的方向是：「價值共創理

論」，社群在這個階段中要持續推動六個主要的活動：第一、承攬組織與管理期刊之「跨(公、私)

部門組織關係」專刊，持續鼓勵社群成員有學術發表之產出。第二、為了強化互動的機會，由方

老師申請科技部社群活動申請案，取得成員互動的正當性。第三、持續互動、討論第二次「全球

架構下的台灣發展」整合型計畫，擬定提案的主題是「產學合作之整合性研究：價值基礎觀點」。

第四、建置社群互動的平台、網頁，以累積互動的文件、成果與經驗。第五、持續推動研究成果

並投稿至商業週刊、管理雜誌等管道的可行性。第六、辦理「產學合作」實務講座，提升成員與

業界互動之可能性。 

這一個階段中，社群透過會議、提計畫、建置平台、網頁，並尋求成果可能的出口，對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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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貢獻方式等議題持續地互動，另外，社群也建價值研究社群之置網頁，以呈現社群互動的

成果。 

[遭遇問題] 此一階段遭遇的困境是互動的方式、頻率、品質與對彼此的貢獻仍不足，實質

研究成果的進度、展現仍不夠吸引人。這時，我們體會新的挑戰：「若未看見實質的成效，社群

的維繫是會有問題的」。方老師也表示： 

價值共創的精神在於互動的頻率，密度及品質；大家要多互動才會有實質的
成果，我視「互動」是一種「碰撞」，沒有碰撞，很難有實質的知識被創生出
來。若社群沒有實質的貢獻，不管是社群或個人，那就很難經營這個社群。 

[如何克服] 這時，社群的互動品質還是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因此，社群成員討論「如何增

加實體與虛擬的互動，鼓勵正式與非正式的對話，也鼓勵大社群與小社群的互動」。為此，社群

做了三項決議，第一、確定社群名稱為「價值共創研究社群(VCC)」鼓勵成員一起共創價值，大

家都是共學者(co-learner)。第二、建置社群網頁、FB；網頁是累積研究成果，供大家運用，也可

被社會大眾搜尋；FB是自動對外公告社群的資訊，希望本研究社群能被看見。第三、增加平常

的互動的頻率，建置社群line群組，以增加彼此平常對「價值共創」議題的即時互動，讓大家都

能熟悉價值共創的共同語言。 

[反思] 這個階段主要發現是互動的方式、頻率、密度、深度、品質仍不足，故開始建構實

體與虛擬的互動平台。其次，成員確認「價值共創研究社群(VCC)」，並定調參與者是共學者。

此外，也建構實體與虛擬平台強化各種形式的群內互動與群外互動。 

第四階段：價值共創實做(2015) 

[背景] 基於前三個階段的基礎「價值共創研究社群(VCC)」已經移由對的人組成社群，也確

定探討的議題與目標：「價值共創」理論之研究與論述主軸，也建構「價值共創」之實體與虛擬

的互動平台。目前進入本文的第四個階段，「價值共創實做」，也就是透過實際互動的經驗，共

享成員共創的價值。為達此目標，社群定調未來共創價值的兩個主軸方向：(1)學術研究之價值

共創；(2)產學合作之價值共創。社群成員的互動朝兩個方向持續努力。 

[主要活動] 在2015年這段期間，價值共創研究社群依循這兩個主軸同時並進，關於「學術

研究之價值共創」方面有四件事進行互動：第一，設定投稿的working paper的分工與進度，每一

個研究案由3-4位共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的共創，固定討論進度，並在Line的群組釐清概念並進行

及時的互動，也設定投稿時間，希冀六個月內有四篇文章進入審查程序。第二，兩岸學術交流

與共創，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部博士生來訪，隨方老師學習價值共創3個月並參與社群之互動。

第三，爭取2015海峽兩岸科技管理學術年會暨博士生論壇之「價值共創論壇」，借此強化社群互

動，並藉此產生一些初步的研究構想。第四，鼓勵成員投稿《組織與管理》期刊之「跨公私部門

組織關係專刊」。 

其次，關於「產學合作之價值共創」方面，社群從四個方向進行共創式的互動：第一，接洽

國內外實務性的管理類雜誌，希冀將一些「價值共創」的研究成果與理念，向實務界推廣，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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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整理價值共創的案例庫。第二，透過教育訓練實做價值共創，並參與實務界之企劃案；全力

將價值共創發展據實務應用的解決方案：例如，成員參與日東企業教育訓練，透過教育訓練與

實務界共創價值。第三，邀請實務界人士參與社群活動：目前嘉邑建設公司董事長已經加入研

究社群，促成與實務界的互動，為社群注入與實務界互動的經驗。第四，積極參與產官學合作

之研究計畫，例如：屏東佳冬地區共創案例由產、官(科技部、屏東縣政府)、學(成大、實踐、正

修、輔英、屏大跨校聯合方式)，目前也積極參與施振榮先生倡導的「王道計畫」。 

最後，關於「行政支援共創方面」，社群亦持續從三個方向促進彼此的互動，以利共創出新

經驗。第一，成立key person社群，任何的想法直接在line群組進行互動，增加即時與互動的頻率。

第二，進行人員分組：由於共創的精神在於一起互動並有所貢獻；因此，社群根據成員專長(資

源)貢獻社群。如李慶芳表示：「每位成員各有專長，我們每個人應該專注於專長的領域。」 

因此，價值共創研究社群在這個階段分為「價值共創理論組」、「實務互動組」、「論文與報

告撰寫組」、「行政服務組」；分別在理論深耕、實務互動、文章寫作與行政支援上進行各種形式

的共創活動。這不是分工，而是一專長的深耕並互動。因此，社群在這個階段進行價值共創，並

不是線性互動的作為，而是透過多重管道、多重活動以增加彼此的參與、互動並經歷各種經驗，

也讓社群成員「共同塑造」、「演進」社群獨特的互動模式；也讓社群成員彼此分享、建構自己個

人化的學習經驗。 

[遭遇的困境] 此階段社群開始有多管道、多選擇的互動機會，進入「價值共創實做」的初

期。盡管，社群成員互動的方式、頻率、品質、深度確實有增加，然而未達一些實質的研究成

果，是目前所面對的困境，例如：文章仍在投稿階段，價值共創的概念社群互動的經驗仍處在

「外化」階段。其次，另一個困境是如何擴大對社會的影響力(social impact)？社群慢慢形成價

值共創活動，並期許這樣的互動「不僅要有學術價值，也必須要有社會價值。」 

因此，價值共創研究社群希冀，透過學術社群之價值共創的研究成果，要對業界有所助益，

這也就是共創「社會價值」。再經由企業的精進以進一步創造「經濟價值」，以及對大眾的「社會

價值」。故，我們也體認社群互動是否能持續，在於目前的機制是否能共創出實質的學術價值(指

高品質的論文)，以及這些研究論述是否能被業界買單，這正是社群目前遭遇的問題。 

[如何克服與學習] 目前社群成員已經具有良好的互動基礎，如何從互動中持續形塑新經驗

並促進好的演化，以共創現出優質的學術作品；是現階段必須面對的問題。為此方老師與社群

成員互動、擬定長短期目標並表示： 

半年內，每位成員要有 2－3篇 paper在審稿中。更長期的約 3－5年，希望
能共創出更高等級學術研究期刊之發表。當然，每位成員可以依據自身的條
件調整，也希望成員可以將 working paper拿出來進行學術研究共創，透過彼
此的互動，加速每位成員的學術經驗。 

另外，社群也思索成立「價值共創研究中心」或者「價值共創組織」、「社會企業」之可行

性。基於4年來彼此的互動基礎，依據成員的專長與興趣，研擬與業界互動的模式，一方面進行

「產學的價值共創」，另一方面也協助企業與利害關係人彼此能落實「共創價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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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方老師與成員互動後有兩個具體的方向：第一，社群的主導邏輯是「價值共創理論」

落實，以產生「社會影響」的主軸持續互動。第二，價值共創社群是個人的、也是群體的；每個

人的行為都代表社群的行動，社群的任何成果，也都歸社群成員所共有的。 

[反思] 截至目前為止，「價值社群共創」經過4年的調適過程，社群有基本的班底成員，但

仍以開放的態度找對的人參與並一起共創。價值研究社群已經建構「價值共創」這個互動平台、

實體的互動的機制與line群組的即時互動；目前社群成員互動的頻率、品質、深度、內容、方式

也朝著良性循環發展，正邁入下一個階段：共享共創的價值；也就是互動後所形塑的經驗、所

共創的研究成果是否能為社群、為個人帶來價值。這正是下一個階段的重點：背景、主要活動、

遭遇的問題、如何克服與學習；換言之，價值共創是一個持續調適與學習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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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VCC社群演進過程 

年代 2012(找對的人) 2013(找議題與目標) 2014(設平台) 2015(共創價值) 

主題是

甚麼？ 

價值創造 

價值評估 

價值創造 

價值獲取 

價值共創(VCC) 價值共創(包括學術研究與業界合

作兩大主軸方向) 

主要 

活動
(Activiti

es) 

1. 成立價值創造社群(community) 

2. 通過科技部「全球架構下的台

灣發展」整合型計畫二年期(文

化創意產業之價值創造與價值

評估) 

1. 策劃科技部「全球架構下的台

灣發展」整合型計畫的提案

(value-based strategies in 

industry-academy collaborations 

(VBS in IAC)) 

2. 辦理「東吳商管經濟學報」期

刊「文創產業價值創造與價值

評估」專刊 

3. 將計畫案成果彙整投稿國內外

研討會與期刊 

4. 陸續發表部落格文章 

1. 辦理「組織與管理」期刊

「跨(公、私)部門組織間關係

(Cross-Sectoral IOR)」專刊徵

稿 

2. 尋求科技部學術研究群計畫

案補助 

3. 通過科技部「全球架構下的

台灣發展」整合型計畫二年期

(產學合作之整合性研究：價值

基礎觀點) 

4. 建置社群網路平台(google

平台) 

5. 彙整部落格文章與實務個案

投稿國內實務性雜誌(如天下雜

誌、商業周刊等) 

6. 辦理「產學合作實務經驗」

演講 

7. 修正社群名稱為「價值共創

研究社群」(VCC社群) 

1. 成立 key persons社群，定期召

開會議，擬定 VCC社群方向

與討論 working papers投稿事

宜 

2. 建立 VCC網頁與 Facebook 

(FB)，並以 LINE作為社群聯

繫平台 

3. 「組織與管理」期刊「跨(公、

私)部門組織間關係」專刊徵稿

中 

4. 爭取清華大學所舉辦的「2015

海峽兩岸科技管理學術年會暨

博士生論壇」之「VCC論壇」 

5. 尋求科技部學術研究群計畫案

補助 

6. 接洽國內實務性雜誌(如天下雜

誌、商業周刊等) 

7. 交換學生來訪(天津大學管理與

經濟學部博士生跟隨方老師學

習 3個月) 

8. 社群以諮商與教育訓練方式，

與業界互動，擴大社群的影響

力。並適時納入企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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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立社群基金會 

年代 2012(找對的人) 2013(找議題與目標) 2014(設平台) 2015(共創價值) 

遭遇 

困境 

如何凝聚社群成員的「向心力」 確立共同的目標 學術研究群計畫案補助未獲通過 1. 研究發表的努力未獲實質的結

果 

2. 如何擴大 VCC社群的業界影

響力 

如何 

克服 

本著自願(volunteer)、共同興趣

(shared interest)、共享理念(shared 

meaning (or value))、知識分享

(shared know-how)與投入(承諾)程

度(commitment)的精神，透由 1-2

個月之定期 meeting凝聚共識，

累積社群成員的向心力。 

為了建立成員間的「共通語

言」，以及彼此間的 common 

good，定期研讀一些經典文獻與

共創相關書籍。社群價值共創

(value co-creation, VCC)的目標也

逐漸成形。 

為了進一步建立實體與虛擬的溝

通平台、以及 formal與 informal

互動機制，除了定期 meeting

外，社群著手建置 VCC網頁與

Facebook (FB)，並由具資管專業

的博碩士生負責維持與管理。 

1. 訂定短期目標為彼此共創、分

享加值。預定半年內，每位成

員約有 2-3篇 under review 

papers的產出。長期(終極)目

標則 focus在更 high的 top-tier 

Journal。目標將隨時間而改

變，每位成員可考慮自身條

件，將可 working的 papers提

出來合作。 

2. 擬定共創團隊成員的專長與履

歷，以利產學合作時供企業參

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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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與意涵 

本文探討「價值共創研究社群」之知識創造歷程的案例。本文經過質化研究之歷程

分析法，以「價值共創理論」觀點剖析學術研究社群這4年來(2012-2015)之價值共創歷

程，探究社群如何價值共創之啟動、持續、延續的歷程與成員互動及共創價值的本質

(Pettigrew, 1990; Walsham, 1995)。 

研究發現這個歷程可區分為四個階段：「找對的人共創」、「找議題、擬目標」、「設平

台、多互動」、「共創價值實做」等。整體而言，我們發現「價值研究共創歷程」的本質

是「互動」、「共獻」與「共利」這也是一個「知識創造型組織」運作與延續的根本。事

實上，整個價值共創歷程也是一個調適性學習的歷程：包括人員、議題、平台、互動方

式、價值之調適過程。盡管，本文分為四個階段，但實務上四個階段的演進並不會終止，

而會隨著彼此的互動繼續在參與者、議題、平台、互動方式的經驗一直調整(Lee & Amjadi, 

2014; Mouritsen, 2006; Schultze & Orlikowski, 2010)。  

本文主要有三個發現分別說明如下：第一、知識創造歷程之關鍵是社群成員互動之

經驗品質。本文從「價值共創研究社群」之建構歷程釐清知識創造的本質在於彼此的「互

動」；即多互動，互動的方式、內容、深度、品質、過程，讓整個社群才能有新的進展。

換言之，知識創造的歷程有80％鑲嵌於互動的經驗，20％才是外化的研究成果。因此，

重要的是社群成員「參與」知識創造歷程的「經驗」，而非「擁有」發表幾篇文章或專業

知識。 

因此「知識創造之歷程」也就是「價值共創研究社群」的「參與、互動、經驗之歷

程」。本文初步發現這是一個「調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的歷程：包括，人員的調

整、議題隨著互動而浮現、平台運用方式之調整、互動機制之調整等(Hsiao, Tsai, & Lee, 

2012; Tyre & von Hippel, 1997)。綜合言之，「互動方式之調適歷程」可分為「參與者(人)

之調適」、「議題之調適(事)」、「資源之調適(物)」。而從本文的案例也可以發現，這個調

適歷程也不會「定型」，只會隨著參與互動的經驗而不斷形塑出新的經驗及互動方式。 

這樣的論述填補本文的缺口一：「知識創造的歷程在於創造一個經驗空間，讓參與

者可以互動，知識創造的本質是「互動」。本文的案例也讓我們得知「互動」的方式、內

容、深度、品質、過程，決定了經驗品質也決定共創的價值。其次，互動才有機會「互

蒙其利」，一起把餅做大，這才是共創的精神。最後，互動才能試出「資源運用與重組」

的有效方式。 

第二，實體社群維繫之關鍵是「共獻」。過去的理論指出社群共創的條件是「找對的

人共創」，並指出有意願、有能力(互補)、參與互動的條件說。不過，本文在第一、二階

段的案例卻顯示，「即使有對的人，為何還是無法共創價值呢？」本文認為參與人還要

有「貢獻」，才能創生並轉為集體的「共獻(collective contribution)」，這是維繫實體社群

運作持續互動之關鍵。 

本文從價值共創歷程的案例分析發現，「找對的人」共創只是初始條件，本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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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師找的人都具備有意願、有互補能力、願意互動，我們也都以「共學者」參與互動。

可是，過程中慢慢有人退出、或出席率自然下降，我們從第三、四階段與第一、二階段

的比較發現，實體社群維繫的關鍵是「貢獻」與「共獻」。以下，我們進一步詮釋之。 

價值共創研究社群的互動經驗敘說，呈現一個參與者能否投入互動共創經驗的關鍵

是「參與、互動、調適」的過程中，一定得發展出自己在社群所扮演的角色與專長，也

就是能「貢獻」於所屬的社群，找出自己於社群的認同才會有歸屬感。再者，每一位共

學者的「貢獻」，還有有機制轉化為集體綜校的「共獻」，才能留下參與者。 

因此，「貢獻與共獻」才能共創的論述，填補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缺口，社群維繫與價

值共創的關鍵是「共獻」。過去對於價值共創的研究，大都在靜態的「共創的條件」(Ramirez, 

1999)，本文發現不只是靜態的「有能力、有意願、能互動」外，更重要的是於實際的參

與互動中不斷調適自己在社群中的定位，且讓參與者發展出自己得角色與「貢獻」，才

能留住參與者「認同自己」的價值。此外，也要能對社群有所「共獻」，參與者才能「認

同社群」的價值。這樣的研究發現提醒我們，留住人才參與共創的關鍵是，協助社群成

員互動出貢獻與共獻的點。 

第三，價值共創歷程中社群延續的關鍵是「共利」。價值的本質是經驗品質與對於

價值的解讀。過去的研究指出，價值共創中其「價值的本質」是「個人化的經驗」，或從

「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去探討。不過，卻未對經驗有進一步的解讀與解析。本研

究發現，價值決定於參與者互動之經驗品質，以及參與者是如何「解讀」這個經驗，對

於經驗的解讀涉及實體社群是否能延續。 

本文發現實體社群延續的關鍵在於是否能達成「共利」，也就是「利他就利己的境

界」。換言之，參與者會解讀「個人化經驗」的價值。例如：方世杰教授在意的是透過共

創能否「先有學術發表、協助成員升等教授」且對社會有所助益。另外，社群成員也相

當在意「如何透過價值共創，真正對實務界有幫助，又能有經費支持社群活動」。換言

之，一個社群之延續關鍵在於是否能「共利：既利己、又利他」；在「共利(利己與利他)」

決定於參與者對個人化經驗的解讀。 

因此，本文從價值共創案例分析得知「價值」的本質是「互動的經驗品質」。然而，

經驗是個人化的認知，還得透過對個人對於「價值」的解讀(Grönroos, 2012; Grönroos & 

Voima, 2013)。換言之，就是對「經驗」的解讀，本文發展出涉及「經驗即價值」的三種

解讀方式：第一、「互動經驗」對自己價值之解讀，也就是參與互動是否能夠「自利」。

第二，「互動經驗」對社群價值之解讀，也就是參與互動能否能夠「利他」。第三，「互動

經驗」對學術價值、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之解讀，也就是參與互動能否有更廣泛且延伸

「利他」的效益。換言之，也就是本文所謂的「共利，利己又利他」。 

「共利：利己與利他」的論述填補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缺口；社群延續與價值共創

的關鍵是「共利」。過去的研究對於價值的看法大都停留在分類：個人心理價值、經濟價

值與社會價值，關注於透過甚麼樣的機制把「餅」做大(Saarijärvi et al., 2013)。本文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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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解讀經驗、產生價值」的重要性，社群價值共創的機制，必須能協助參與者

「解讀」出參與互動所得經驗的「價值」；一旦能解讀出具有「共利」，參與者便能持續

參與互動而形塑新的經驗。 

陸 結論 

本文這三個研究論述深化「價值共創」歷程及其本質。第一、知識創造歷程的關鍵

是社群成員互動之經驗品質。互動決定經驗品質價值、互動才能互蒙其利、互動才能試

出資源運用與重組的方式。第二、實體社群維繫的關鍵是「共獻」，參與者須從互動中找

到自己的角色且能貢獻社群，而彼此的互動也能共獻才能留住參與者。第三、價值創歷

程中，社群延續的關鍵是「共利」，也就是對經驗的解讀及所認知的價值，基本上要能解

讀「自利、利他而共利」才能促成社群持續地互動。 

本文這樣的研究發現，提供一個知識型組織價值共創歷程，亦呈現一個調適學習的

案例。其次，本文也深化「價值共創」的本質是「互動、共獻、共利」。換言之，本文讓

人更理解價值共創步驟、機制、細節與脈絡。 

基於本文的研究發現，後續的研究可以深化究竟該如何互動，如何確保或協助參與

者從互動中找到施力點(貢獻)，又如何從個別的貢獻輕化為「共獻」。成員如何解讀與怎

麼解讀參與互動的經驗。這些議題都是後續可以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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