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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知識管理已是現在熱門議題，相關的研究多如繁星，每一位研究者從自己研

究的主題與領域，來探討知識管理，對知識管理的定義也有所不同。由此可明白

知識管理可以探討的議題十分廣泛，它是一種綜合性的概念。 

在相關的研究領域中，有的組織把知識當成是分散於組織內部成員中的實體，

並設法將其整合，儲存於知識資料庫中，以方便他人能隨時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有的組織是以改善知識的存取方式，先找出擁有知識的重要人物，萃取主要部份

並鼓勵分享與提供知識，以促進知識的轉換；有的組織則強調建立一個有利於知

識分享的組織文化；另有些組織則將知識視為資產，著重於組織如何增加知識資

產的有效運用及知識資產的價值（Davenport & Prusak, 1998）4。 

本章回顧與整理知識管理相關文獻，分別探討知識的分類與業務知識管理、

知識管理活動、知識管理促動因子（enablers）。知識的分類與業務知識管理分

別就不同的知識分類與業務知識來探討；知識管理活動分別就知識吸收、知識蓄

積、知識擴散來探討；而知識管理促動因子分別就策略與領導、組織文化、資訊

科技、激勵與評量來探討。 

                                                 
4
 張玲星，「知識管理對企業影響之探討」，http://www.cme.org.tw/know/paper/paper/15.html， 

瀏覽日期200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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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知識的分類與業務知識管理 

一、 知識的分類 

吳思華（1996）認為從策略資源的角度來說，知識作為企業之核心資源，應

具有獨特性、專屬性、模糊性。獨特性是指該項資源必須具有使企業在執行策略

時增進效能或效率的價值；專屬性，則是指資源本身和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

文化或管理制度緊密的結合，不易轉移與分割。模糊性則包括內隱性和複雜性。 

Qunitas& Paul（1997）就將知識定義為企業的無形資產，類型如下：市場及

顧客資訊、產品資訊、專家的知識、人力資源資訊、核心商業流程、交易相關資

訊、管理資訊－特別是主要的決策策略、供應商資訊－著重在交易協議及服務資

訊等。 

以上兩位學者，將無形的知識視為策略資源或是企業的無形資產，可以一窺

知識可以擁有的價值與重要性，了解知識的特性後，以下介紹相關學者對於知識

的分類： 

（一） 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 

Polanyi（1966）首先提出知識的內隱性（tacit），將知識分為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和外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 ），並認為內隱知識是比較屬於個

人的，且與特別情境有關，難以形式化與溝通的知識；外顯知識則是指可以用形

式化與制度化的語言加以傳達的知識。Nonaka & Takeuchi（1995）援引Polanyi

對於知識的區分，認為內隱知識極為個人化且難以形式化，因此不易溝通或與他

人分享，如主觀的洞察力、直覺和預感；此外，內隱知識也深植於個人行動、經

驗、理想、價值、和情感之中。簡而言之，內隱知識包含技術構面和認知構面，

在技術構面包括無法公式化和難以具體說明的技巧或專門技術；在認知構面則包

括心智模式、信仰、以及知覺力，塑造出個人感知外界的方式。如表2-1 所示，

與內隱知識較相關之特質列於左半部，與外顯知識較相關之特質則列於右半部。

內隱知識是較特殊、實際情境下的產物，富有「類比」的特質，而外顯知識則是

關於過去的事件或涉及非此時此地的對象，和特殊的實際情境較無關連，是由「數

位」活動創造出來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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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內隱知識和外顯知識之區別 

內隱知識（主觀的） 外顯知識（客觀的） 

　經驗的知識（實質的） 

　同步的知識（此時此地） 

　類比知識（實務） 

　理性的知識（心智的） 

　連續的知識（非此時此地） 

　數位知識（理論） 

資料來源： Nonaka & Takeuchi（1995）。 

（二） 外部結構、內部結構與員工能力 

Sveiby（1997）提出知識是知識無形資產的三種分類，如圖2-1 所表示： 

1. 外部結構（external structure）：品牌與客戶、上下游合作伙伴的關係。 

2. 內部結構（internal structure）：管理制度、組織結構、文化、研究發展

能力、資訊系統、核心流程、專利權、商標、屬於組織的員工比較不

能帶走的。 

3. 員工能力（employee competence）：教育、經驗、專業素質，內含且

個人化，員工能帶走的，可在組織內各項任務中隨時更新或創新。 

 

 

 

 

 

 

 

 

圖 2-1 知識是無形資產架構 

資料來源：Sveiby（1997）。 

（三） 技術知識與資訊知識 

李仁芳、賴建男與賴威龍（1997）以知識的內涵，將知識分為技術知識與資

訊知識。技術知識較偏向技術面的知識，在組織創新的過程之中，除了規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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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所有實際進行設計、研發或產品製程過程之中所需要的技術，都可稱為技

術知識；而資訊知識則偏向資訊面的知識，在組織創新的過程中，所有與市場相

關的資訊，包含規格發展趨勢、客戶喜好等，都屬資訊知識。 

（四） 人員知識、結構知識與顧客知識 

Stewart（1997）將組織內有價值的知識分為人員知識、結構知識及顧客知識

三類，而這三類都是可以計算其價值的。 

1. 人員知識是指員工本身的知識，包括了技能、經驗、習慣、直覺、價

值觀等，是員工可以帶走的東西。要如何把員工知識化為創意，產生

高的附加價值，正是知識管理的第一項工作。 

2. 結構知識是屬於組織的知識，不會隨著員工離開而消失的知識。可以

複製，也可以分享，譬如科技、發明、資料、出版、製程等。結構知

識還包括了策略和管理文化，組織和程序等較抽象的東西，其價值可

能比實體資產還高。 

3. 顧客知識是每家企業最重要，卻通常也是知識管理中最弱的一環。在

Stewart（1997）所做的分類中，顧客知識的價值最明顯，也最容易計

算，從市場佔有率、顧客滯留率等，都可以輕易的對顧客資產的指標

做追蹤。 

二、 業務知識管理 

Kotler（2001） 定義人員銷售（personal selling）為「面對面與一位或多位

買者互動達成銷售的目的」，適用於銷售單價高之產品、產品複雜需做詳細說明

或示範、產品效益需審慎配合客戶需求者，尤其適於人員銷售。根據美國勞工局

o*net 認為業務代表（sales representatives, wholesale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products）所需要的知識為：銷售與行銷（sales and marketing）、顧

客及個人服務（customer and personal service）、英文（English language）、電子科

技（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生產過程（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等方面，

而對於本研究所探討的業務部門而言，語言能力和電子科技為基本能力，以及考

量不同產業的生產過程知識領域不同，皆不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將重心放在業

務部門共同擁有的銷售與行銷知識以及顧客及個人服務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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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下列出各家學者行銷知識的相關文獻： 

1. Li & Calantone（1998）將行銷知識與行銷能耐視為相關卻不同的兩個

概念。行銷知識是經過組織、結構化關於顧客、競爭者與市場的行銷

資訊；行銷知識能耐是產生、解析與整合行銷的一系列活動。 

2. Shaw, Subramaniam & Welge（2001）認為行銷知識管理有助於行銷決

策支持的應用著重有關顧客知識與市場知識的產生、獲取、組織、整

合與傳播。 

3. 何雍慶、范惟翔、陳振燧（2003）從 LISREL 架構模式中發現企業從

事顧客知識管理的各項活動須透過市場導向轉化方能產生行銷績效。 

4. 施佳玫（2004）整理自 Kohli & Jaworski（1990）、Li & Calantone（1998）、

Aaker（1998）、Shaw et al.（2001）、Andrews & Smith（1996）的看法，

認為有助於行銷決策的行銷知識應包含顧客知識、競爭者知識與市場

環境知識。 

（二） 以下列出各家學者顧客知識的相關文獻： 

1. Wayland & Cole（1997）將顧客知識管理定義成有效地運用足以獲取、

發展與維繫有利顧客組合的知識與經驗。認為企業如果想要了解顧客，

企業的執行者需要做的不應只是蒐集及分析量化的資訊，資訊的累積

只不過是建立顧客知識的第一步。顧客的資訊就如同原物料一般，需

要透過組織、分析與瞭解，才能被轉化為有用的顧客知識，而後這些

知識就可以被用來支援最佳的投資決策與資源配置。 

2. 知識管理是一種經營策略，它能夠協助企業因應市場的挑戰，並使企

業和員工有效靈活使用現存的組織知識（Krogh, 1998；Ott, 2000），換

言之，知識管理就是企業將資訊轉化為知識，用知識指導決策並付諸

行動，行動的結果使企業獲得可觀的利潤（Nonaka & Takeuchi, 1995； 

Gilbert& Gordey-Hayes, 1996）；因此，顧客知識管理的策略就是把顧客

有關的資訊轉化為組織經營的重要決策參考，透過知識的取得、移轉、

實施與維持，能為企業營運提供實質的效益（Violino, 1999； Rawings, 

1999）。 

3. 丁惠民（2001）指出，當代的企業經營者所必須面對的顧客資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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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過去要來得多。顧客知識的生成與企業知識的生成過程是一樣的，

都是經由資料轉換為資訊，再進一步轉換為可用的、有價值的知識，

只不過一般我們提及知識管理時，多半會將重點放在企業內部員工的

知識匯聚與分享上，而顧客知識則著重在顧客與市場訊息的層面上。 

（三） 另本研究引用陳柏村（2002）整理業務人員專業知識需求，指出業務人

員應具備何種專業能力，才能提供有價值的服務給客戶，並完成交易5。 

1. Seminerio（1985）發表一個業務專業能力架構圖（sales competency 

frameworks），說明一位優秀的業務人員是由下列的特質構成：徹底與

持續（thoroughness & follow-through）、產品線的知識（knowledge of the 

product line）、樂意反覆和買者洽商（willingness to go into bat for the 

buyer）、願意保持和買者的熟悉度、用想像力將產品提供給客戶滿足其

的需求、具備客戶所擁有產品線的知識、利用溝通長才和作業部門

（operating departments）協商、準備完整的業務拜訪計畫、定期的業

務拜訪及技能訓練（technical education）。 

2. Weilbaker（1990）則提供一個有效個人銷售的重要技能（skill）項目，

包括產品知識、專業、銷售技巧、外貌（appearance）、禮貌（courtesy）、

態度（manners）、誠實、可信的及思考清楚的。 

3. O'Litchford （2002）認為成功的銷售=市場*能力。市場：鎖定客源，

設定目標、角色定位。能力：穩固基礎＋銷售模式應用。此處「穩固

基礎」是指積極、樂觀、開朗等內隱性的特質，而「銷售模式應用」

包括：信任、需求、說明、成交、服務等能力。 

4. Litchford（2002）歸納出業務人員應具備下列五點專業能力，有效表達

能力：與客戶一同參與，確定客戶了解所介紹產品內容；解決問題能

力：了解消費者有持續採購的需求，提供完善協助；教育家：提供並

告知消費者到哪裡找到解決個案的服務；溝通分享能力：知道何時發

問問題，請求訂購，或尋找消息來源；想像創造能力：以想像力、創

造力，個人親身經驗和說故事的方式，激起消費者購買慾望。 

引用陳柏村（2002）對於業務人員所需專業知識分類，並加以整理，表 2-2

                                                 
5此段部分整理自李正蓉（2002）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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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舉業務人員所需專業知識。 

表 2-2 業務人員所需專業知識 

專業知識項目與說明 相關學者 

1.產品知識，包括： 

 對公司本身產品的了解，價格、用途、功能、

技術以及競爭者產品比較分析。 

 實作的經驗，親身經驗、試用以及應用知識。

Siebl & Malone（1996）； 
Seminerio（1985）、 Flynn
（1992）、 Weilbaker（1994）

2.市場知識，包括： 

 市場資訊的蒐集與了解，產業和客戶的種

類，市場機會，產業成長率及未來趨勢。並

將上述訊息帶回公司以轉換為客戶所需產品

及服務。 

Spencer & Spencer（1993）、 
許士軍（1981） 

3.客戶服務知識，包括： 

 親和力高，能了解與掌握客戶的心理需求，

發現客戶的需要。 

 問題解決、分析能力：能主動蒐集公司內外

的重要資訊，發掘與工作有關的問題，並能

及時找出問題的根源，尋求適當的解決方

案，進而有效地加以執行。 

Siebl & Malone（1996）、 
Spencer& Spencer（1993）、 
Kotler（1986）、 許士軍

（1981）、 Marcus（1975）

4.專業銷售技巧，包括： 

 具備準備完整的業務計畫，向客戶展示產

品，以及和客戶接觸，說服客戶。 

 提供完成交易流程的相關作業。 

 能有效時間管理，分配時間與資源。 

 尋找適當的客戶，拜訪前擬定計畫，確定業

務拜訪，詢問技巧，向客戶展示商品的實際

成果，處理客戶疑問，取得訂單。 

Kotler（1986）、 Siebl 
&Malone（1996）、 Seminerio
（1985）、 SethGodin（1998）

5.人際溝通（關係）技巧，包括： 

 具有良好的溝通談判技巧，在工作上、與人

交談時，能傾聽與觀察他人的（非）語言行

為，並能清晰具體、直言不諱、以及適時幽

默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去影響並說服別人，

包容不同的意見等。 

Seminerio（1985）、 Spencer 
&Spencer（1993）、 Lawson 
and Ward（1992）、 Webster
（1968）、 Soldoe & Thomas
（1984）、 Weitz（1981） 

資料來源：陳柏村（2002）、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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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學者與美國勞工局相關文獻，以及陳柏村（2002）對業務專業知識

歸納，本研究發現業務知識主要為行銷知識、顧客服務知識、市場知識、產品知

識與銷售技巧五方面，而根據丁惠民（2001）指出其知識生成過程和企業知識相

同，因此可借用知識的特性與分類等探討業務知識管理。 

三、 小結 

此節得出知識擁有策略資源與無形資產的特性，各家學者分類方式也有所不

同，如按照知識的特性而分為內隱或外顯，借用美國勞工局對於業務所必須具備

的知識探討業務知識的內涵與陳柏村（2002）對業務專業知識歸納，本研究發現

業務知識主要為行銷知識、顧客服務知識、市場知識、產品知識與銷售技巧五方

面，並由學者指出其特性與知識相同，因此，業務知識管理可沿用相關學者針對

知識管理所提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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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識管理活動  

知識管理活動文獻相當豐富，有很多學者提出不同的看法： 

（一） Gilbert & Gordey-Hayes（1996）指出知識移轉的五階段分別是取得

（acquisition）、溝通（communication）、應用（application）、接受（acceptance）、

以及同化（assimilation）。 

（二） Alavi（1997）則經由實證調查研究報告指出提出描述一個顧問公司裡

的知識管理活動的模式，說明知識管理包含組織的創造、績效和分享秘訣與

智慧資產的管理，經由公司的管理運作，使公司所有服務人員服務客戶時，

都能讓顧客滿意的服務相關的知識。此知識管理模型是由KPMG 顧問公司

發展出來，認為知識管理過程是由獲得、索引、過濾、聯結、分佈和應用等

六個階段的程序所組成。 

（三） Ruggles（1997）認為知識管理分類不外乎是知識的蒐集、編碼及移轉。

Sipcic & Makonnen（1998）研究指出知識管理的過程是經由知識的收集，經

編碼識別儲存於組織內部，然後應用於企業組織的產品或服務，過程是讓每

位員工皆能容易自組織中取得相關的知識，又經由實際產品或服務的應用所

產生的新知識再予累積收集，而形成一持續創新的環節。 

（四） Zack（1999）提出知識管理程序（knowledge refinery）包含五個步驟：

取得（acquisition）、改進（refinement）、儲存和檢索（storage & retrieval）、

傳播（distribution）、以及呈現（presentation）。Sarvary（1999）則認為知識

管理是一個商業程序（business process），是公司創造和使用公司知識或集

團知識的一個程序，它包含三個次程序：組織學習（organization learning）、

知識生產（knowledge Production）、知識分配（knowledge Distribution）。 

（五） 陳文賢（1998）、譚大純（1999）與汪昭芬（2000）則將知識管理程序

分為五大類：知識選擇管理、知識取得管理、知識擴散管理、知識建構管理、

以及知識儲存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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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劉常勇（2000）對知識管理的定義:有關知識的清點、評估、規劃、學

習、流通、整合、保護、創新活動，並將知識視同資產進行管理，凡是能有

效增進知識資產的活動，均屬知識管理的內容。結合個體與團體，將個體知

識團體化，將內隱知識外顯化，結合組織內部與外部，將外部知識內部化，

將組織知識產品化，則屬於知識管理的過程。 

表 2-3 則為「知識管理活動」相關學說整理： 

表 2-3 知識管理活動之學說整理 

學者 知識吸收 知識蓄積 知識擴散 

Gilbert & Gordey-Hayes

（1996） 

取得、接受  溝通、應用、同

化 

Alavi（1997） 獲得、索引 過濾、聯結、 分佈、應用 

Ruggles（1997） 蒐集 編碼 移轉 

Sipcic & Makonnen 

（1998） 

收集 儲存 應用 

Zack（1999） 取得 改進、儲存檢索 傳播、呈現 

Sarvary（1999） 生產  組織學習、分配 

劉常勇（2000） 創新 清點、評估、規

劃、整合、保護

流通、學習 

陳文賢（1998）、譚大純

（1999）與汪昭芬（2000） 

選擇、取得 建構、儲存 擴散 

資料來源：林吟紋（2007）、本研究整理 

上述學者提出的論點都脫離不了知識吸收、知識蓄積與知識擴散此三大活動。

本研究在探討知識管理活動相關觀點與文獻之後，決定針對「知識吸收」、「知識

蓄積」、以及「知識擴散」三個程序來探討業務部門的知識管理活動之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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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識吸收 

根據知識管理活動相關文獻整理所得，知識吸收是知識管理活動的第一步驟，

Alavi（1997）認為知識吸收是藉由吸取經驗及課程學習，與來自顧客的專案計

畫，應用收集、結合和說明轉化出多種訊息。而後，研究KPMG 顧問公司提出

應把顧客當作伙伴，向顧客學習，建立良好顧客關係管理系統，對顧客需求做出

快速反應，和顧客分享共同成果，讓顧客無法少不了你，讓顧客獲得最大滿意的

看法。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 Alavi（1997）所提到的藉由吸收經驗及課程學習，與

來自顧客的專案計畫發現知識吸收的來源及方式並非侷限為單一管道。 

而關於知識吸收中的來源，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組織知識可自多

方面取得，包括上游供應商、下游經銷商、研發單位與大學、政府的專案研究、

市場相關人士的提供等。Alavi（1997）則認為知識來源包括：企業策略伙伴合

作的知識、市場競爭力的知識、產品行銷與銷售的知識、與供應商合作的知識、

人力資源管理的知識。 

從 Greenwood（1998）所提出的知識管理 6C 概念，可以發現組織所需要的

知識來自於外部及內部。外部的知識來源，可能透過個人主動式的搜尋或學習，

也有可能是組織訓練部門，透過各種講座、訓練課程，有計畫的引進外部的觀念。

而內部的知識，主要是組織透過各種活動與制度不斷地改進經驗累積的過程。 

Armbrecht, Chapas, Chappelow, Farris, Friga, Hartz, McIlvaine, Postle 

&Whitwell （2001）提出知識的來源，依照其內隱到外顯的程度，可分為以下幾

個種類：專家（experts）、公司知識（corporate knowledge）、核心能耐（core 

competencies）、顧客觀點（customer perspective）、外部資訊（external information）、

電腦資料庫（data bases）、硬體文件資料庫（hard archives）。其中專家的知識是

最無法文件化的，都是依附在人身上的；而硬體文件資料庫則是完全文件化的知

識，最不依附於人。這些知識經過後續的處理，即篩選（filtering）、聚焦（focusing）

或擴散（expanding）之後，會對公司新點子的創造有所助益，並陸續影響公司

的其他決策執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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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方面，譚大純與陳博舜（1998）以我國某高科技企業為例，說明該

公司透過組織內部、上下游協力廠商、公司內、外之研發部門與顧客等，來蒐集

相關知識。 

根據以上文獻，我們發現知識吸收的來源與方式，除了 Greenwood（1998）

所提出的外部及內部分法外，其他學者，如 Nonaka & Takeuchi（1995）、Alavi

（1997）、譚大純與陳博舜（1998）皆提出多方吸收管道的看法，如 Alavi（1997）

認為知識來源包括：企業策略伙伴合作的知識、市場競爭力的知識、產品行銷與

銷售的知識、與供應商合作的知識、人力資源管理的知識等。因此本研究將以多

元管道探討業務部門在知識吸收中所使用的來源與方式。 

二、 知識蓄積 

根據知識管理活動，組織在知識吸收之後，必須進行知識的蓄積，以利於進

行知識擴散，甚至再次吸收。而知識蓄積的目的是在於使外部引進或內部創造之

知識形成「組織記憶」，以方便部門中成員、其他部門、得以隨時擷取組織所蓄

積之知識，並加以運用。根據文獻整理發現，學者探討此概念時，知識蓄積與知

識儲存同義，本研究將統一使用「知識蓄積」一詞。 

關於知識蓄積的方式，也就是透過何種方式將知識儲存於組織內部，有以下

學者提出看法： 

（一） 譚大純、劉廷揚、蔡明洲（1999）認為組織之知識可藉由三種主要管道

或工具而儲存，使成為組織記憶。茲分述如下： 

1. 文件式儲存：藉由資料庫、管理資訊系統等資訊科技予以儲存。 

2. 人員式儲存：經由具知識之專家、經驗性員工或傳授工作者（如講師、

教員等），以記憶或教育訓練傳達之方式儲存之。 

3. 物件式儲存：透過組織中之物件、活動、產品產物、組織結構與制度、

日常工作等方式儲存，使員工經由接觸上述事物時點滴記憶。 

（二） Badaracco（1991）則提出知識會透過下列四種方式蓄積於組織之中：

設計物本身、機器設備中、人員腦海中、附著在組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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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識蓄積的載體，其代表業務部門將知識儲存於組織內何處。而 

Leonard-Barton（1995）6認為組織透過實體系統、員工技能與知識、管理系統及

價值觀與規範，來作為知識蓄積的載體。茲分述如下： 

1. 實體系統（physical system）：組織內的資訊科技架構是否能有效支援知

識管理。可以在個人轉調至另一部門、工作，甚或其他組織時，保留住

個人原有的知識，如資料庫、機器和軟體程式。 

2. 員工技能與知識（employee skills & knowledge）：是否有素質高、動機

強、學習能力高、知識經驗豐富的員工來發明與建立新知識。 

3. 管理系統（managerial system）：即組織化的日常資源累積和調度佈置。

人們知識的累積係由公司的教育、報酬和激勵系統加以導引和監督。這

些管理系統，尤其是激勵系統，創造了知識取得和流通的管道，同時對

不合需要的知識活動設立障礙。 

4. 價值觀和規範（value & norm）：價值觀和規範決定應追求和培育何種知

識，以及何種知識創造活動可被容許和鼓勵。各種知識所衍生的階級和

身份系統、行為儀式及強烈的信心，其堅定和複雜的程度並不亞於一般

宗教。因此，價值觀可作為知識篩選和控制的機制。 

本研究引用譚大純、劉廷揚、蔡明洲（1999）知識蓄積的三種主要管道：文

件式、人員式、物件式，來研究業務部門知識蓄積的方式，並引用Leonard-Barton

（1995）的知識蓄積載體分類：實體系統、員工技能與知識、管理系統及價值觀

與規範，就所研究業務部門進行探討。 

三、 知識擴散 

譚大純、劉廷揚、蔡明洲（1999）將知識擴散管理定義為：「某單位將其知

識有效率／效能地擴散、傳播至同組織其他單位，使其能共享、共用此知識之管

理活動。」他們在研究了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知識擴散的相關文獻後，認為組織

擴散知識的管道包括組織內部知識、資訊與合作關係之網路，以及組織所生產出

之設計物、機器設備、組織結構、衍生而出的公司或其他組織、內部研討會及成

                                                 
6 此段參考知識創新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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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展示，以及教育訓練。Dixon（2000）認為知識移轉是指將存在組織內某一部

份的知識，應用在組織內另外一個部份，而組織成員需透過各種工具與程序來進

行知識分享，這些工具可以是知識資料庫、最佳實務研討會、科技、跨功能團隊、

電子郵件與社群軟體等。整理相關文獻後發現，各家學者所指知識移轉、知識流

動、知識分享與知識擴散同義，本研究將統一採用「知識擴散」說明。 

有學者根據知識特性的不同，如內隱知識和外顯知識間的轉換，參考表 2-4 

Nonaka & Takeuchi（1995）的知識螺旋理論，來探討知識擴散管道，同時也有學

者直接描述知識擴散的管道，如下所述： 

（一） Nonaka（1995）於「知識螺旋」（knowledge spiral）中，強調組織知識

之流動有其一定之先後步驟（亦即社會知→外部知→結合知→內部知）。Nonaka

亦強調工作小組（group）係知識創造之起始點，而可再流動至個人、全組織、

甚至跨組織。 

表 2-4  Nonaka & Takeuchi（1995）的知識螺旋理論 

從            到 內隱知識 外顯知識 

內隱知識 共同化（內隱 內隱） 外化（內隱 外顯） 

外顯知識 內化（外顯 內隱） 結合（外顯 外顯） 

資料來源：Nonaka & Takeuchi（1995） 

1. 共同化（內隱轉內隱） 

由於內隱知識的特性，是兩方若缺乏共同經驗，則難以彼此學習，因

此常見的「師徒制」，以及常見一對一的「on-the-job training」，多可以促成

經驗分享，進而促成內隱知識在組織間的流通。 

2. 外化（內隱轉外顯） 

所謂外化，是指將內隱知識利用譬喻、類比的方式表現出來，使該知

識成為外顯知識而較易於流通。例如將工作內容用文字描述出來，製作成

手冊；或是像作家將個人智慧出版成書，便是常見的外化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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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外顯轉外顯） 

將外顯知識以系統化的方式整合，如經由分類、交換、重組等步驟，

來為既有的資訊加值，就是在此所指的「結合」。常見的實務做法為利用文

件整理、IT 電子化資料庫整理、網際網路等等來傳播、擴散並重組資訊。 

4. 內化（外顯轉內隱） 

將他人所寫成的文件或其他形式的紀錄，經由學習的過程將之「消化」

成自己的知識，最終並能經歷他人的經驗，即為「內化」。常見的實例為所

謂的「做中學」，藉由文字化手冊的引導，實際操作來經歷手冊作者的經歷。 

其中，Nonaka & Takeuchi 於共同化（內隱轉內隱）中提到，由於內隱知識

的特性，是兩方若缺乏共同經驗，則難以彼此學習的，因此常見的「師徒制」，

以及常見一對一的「on-the-job training」，多可以促成經驗分享，進而促成內隱知

識在組織間的流通。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將探討公司在進行知識管理擴散時，是

否有採行師徒制。 

（二） 吳思華（1996）認為企業可以透過專案小組、團隊合作或師徒制等方式，

將個人知識逐漸擴散到參與的成員身上，進而擴散到整個組織中。有的企業

更透過內部訓練的方式，將知識擴散的工作正式化。 

（三） Davenport & Prusak（1998）7認為組織中包含了正式的、有結構的知識

移轉和自發的、無結構性的知識移轉，其中，後者對公司的成功極為重要。

此外，他們亦將知識移轉的方式分為五種： 

1. 專員和面對面的會議 

 知識的移轉有賴於員工彼此之間交談式的交流，正式的會議設計可以讓

員工彼此交換在工作上的經驗，將本身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有何解決方

法等，透過面對面的會議，達到知識移轉的目的，以減少員工摸索的時間。 

2. 茶水間和談話室 

    非正式的空間通常是員工進行知識交流的場所，他們談話的內容主題大

                                                 
7 此段部分整理自盧景儀（2002）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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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都放在工作上，除了交流想法外，也會提供如何解決問題的建議。而這

些隨機性、非正式的談話，往往能為公司激發出新的想法，這是指導式的討

論所無法做到的。 

3. 知識展覽會與開放的論壇 

    組織也可以採取別的方法，來鼓勵跨越部門與業務單位藩籬、意外的知

識分享，亦即提供員工非正式的交流，以及意見表達的地點與場合。 

4. 夥伴合作或師徒傳承 

    員工在工作上所累積的無可言傳的知識，往往有無法外顯的部分存在，

此時通常需要個人密集的親自接觸才能進行轉移，而轉移關係有可能是透過

夥伴合作、良師指導或是師徒傳承，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中

達到知識移轉的目的。 

5. 電子科技 

    隱性知識的移轉工具，也可能包括（但不應該被侷限於）電子科技。例

如，「內部資訊會談網路」列出願意與同事會晤並分享所知的員工；「視訊會

議系統」將具備知識的人和需要的人結合起來；甚至有些組織趁資深人員離

職前，將其寶貴的經驗和故事，以錄影或唯讀光碟的形式保存下來。 

（四） 李仁芳（1998）認為不同類型的知識需要不同的知識流動方式，如某些

需用研討會，若干則應以人員訓練和人員流動來進行。將知識分為可分散學

習的知識、共享實務經驗的知識、有助於資料儲存和探勘的知識、專家系統

／規則庫、外部資料之整合。良好的知識建構滿足上述五項需求。 

    本研究主要根據 Davenport & Prusak（1998）8所提出組織中包含了正式的、

有結構的知識移轉和自發的、無結構性的知識移轉的觀點，分別探討業務部門在

知識擴散的正式（有結構）管道與非正式（自發的、無結構性）管道。 

  

                                                 
8 此段部分整理自盧景儀（2002）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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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知識管理活動小結 

本研究在知識管理活動將以知識吸收、知識蓄積、以及知識擴散三個程序來

探討業務部門的知識管理活動之運作情形。知識吸收，分為吸收來源與吸收方式；

知識蓄積，則由蓄積載體和蓄積方式進行討論；最後則是知識擴散，則分為正式

與非正式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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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識管理促動因子 

美國生產力與品質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2000），簡

稱 APQC，指出組織在推動知識管理時需注意兩項重要的關鍵，一為知識管理的

流程，另一為知識管理的促動要素，即是「策略與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

技」與「績效考評」，因此本研究在前一節探討知識管理活動後，這一章節將針

對知識管理的促動要素，也就是促動因子（enablers）進行相關探討。 

Arthur Andersen（1996）提出知識管理管理促動因素（knowledge management 

enablers），包含四個構面，分別為策略與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及衡量指標。

其中知識管理促動因素有： 

（一） 策略與領導，包含知識管理在組織中是否為主要策略；任用、績效評估

是否以員工在知識管理的貢獻度作為獎酬標準。 

（二） 組織文化，包含企業是否鼓勵知識分享；組織是否開放、信任，適合員

工彼此討論與分享；組織內是不是充滿了彈性與想要創新的學習文化；組織

內員工是不是將自己的成長與學習視為要務。 

（三） 資訊科技，包含企業內的所有員工是否可以透過科技的技術與其他員工、

甚至外部的人員聯繫；科技能否使得員工間的經驗傳承更為快速，資訊系統

有沒有提供即時、整合的界面平台。 

（四） 衡量指標，包含組織是否已發展出兼具軟硬體的評估衡量指標來管理知

識，以及組織是否將「資源」運用在知識管理的領域上。 

與 Arthur Andersen（1996）提出知識管理管理促動因素（knowledge 

management enablers）的四個構面比較，Spek & Spijkervet（1997）也有相同的看

法，其指出知識管理主要包括四大範疇：即文化與動機、組織與人事、管理及資

訊科技。各因素間與知識管理皆有密切關連，並認為「知識管理即是提供給組織

中的知識工作者，協助他們控制並管理組織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知識管理的

領域裡，組織學習過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因為它能夠支援組織改良學習的

能力，並且達到學習型組織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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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lbino, Garavelli, and Schiuma（1999）指出支援知識移轉的促進因子則包

括： 

（一） 企業文化：管理者以身做則，支持知識分享，透過團隊執行任務的文化，

帶領組織所有成員熱愛學習與分享知識。 

（二） 資訊科技：透過網際網路或企業內部網路的資訊系統來催化與加速知識

分享。 

（三） 激勵系統：組織可提供激勵知識分享的辦法，來獎勵組織成員間知識分

享的行為。 

（四） 績效考核：績效考核中，將與他人分享知識與使用他人知識的情況列入

考核項目。 

（五） 共通的語言：建立良好的溝通方式，組織需設法使組織成員對術語或用

語有共同認識。 

（六） 成立知識管理的單位或職位：知識管理需有系統、積極的權責單位來規

劃與推動。 

Arthur Andersen 勤業管理顧問公司（2001）再次提出知識管理之促動要素，

由圖 2-2 得知包括四個部分，分別是領導、企業文化、資訊科技與績效考評。 

（一） 領導 

領導力可以明確定義工作的內容，在推動工作時，可明白地顯示出需要什

麼樣的知識，以及該如何運用這些知識。進而將所擴充的知識運用在強化公司的

核心能力上。 

（二） 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有助於顧客至上的觀念建立。包括企業是否鼓勵知識分享，企業

是否開放、信任與適合員工彼此討論與分享，企業內是不是充滿了彈性與想要創

新的學習文化，企業內部員工是不是將自己的成長與學習視為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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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科技 

良好的資訊科技有助於業務的溝通，可以迅速地蒐集資訊，準確地活用資

訊。包括企業內的所有員工是不是都可以透過資訊的技術與其他員工、甚至外部

的人員聯繫；科技能否使員工之間的經驗傳承更為快速，資訊系統有沒有提供即

時、整合或更聰明的界面平台。 

（四） 績效考評 

績效考評可以對知識管理發揮正面的影響，不僅在於增加知識資訊量或提

高資訊利用頻率而已。而是必須明確顯示出怎樣的知識才有助於企業價值的擴大，

以及什麼樣的策略比較適合公司的運作。 

 

 

 

 

 

 

 

 

 
圖 2-2 知識管理模型 

資料來源：勤業管理顧問公司（2001） 

 

朱斌妤、黎家銘（2006）透過地方政府員工問卷調查，以主成分因素分析，

並透過最大變異數轉軸法找出 6 個推動政府知識管理關鍵因素： 

（一） 知識管理組織文化基礎因素 

領導 

績效考評 企業文化 

資訊科技

共享 
創造 

確認 

蒐集 
導入 

組織 

應用 

知識管理促動要素 
知識管理流程 

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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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識管理策略領導因素 

（三） 績效評估因素 

（四） 科技資源因素 

（五） 中央政策支援因素 

（六） 專責部門因素 

本研究主要根據 Arthur Andersen 勤業管理顧問公司（2001）在知識管理流

程中提出的四項促動要素：企業文化、領導、資訊科技與績效考評，與各家學者

提出的知識管理促動因子，經過歸納之後，將其分為四個項目：策略與領導、組

織文化、資訊科技、激勵與評量，進行探討。 

一、 策略與領導 

關於知識管理促動因子當中的策略與領導，有以下學者提出相關看法： 

（一） Davenport et al.（1996）就 31 個實施知識管理的專案歸納出關鍵

成功因素，其中一個因素為高階主管的支持，其範圍包括：（1）傳達「知

識管理與組織學習是組織成功的關鍵」的訊息；（2）提供財源或其他資源

來建構知識管理的基礎建設；（3）澄清何種知識是組織內最重要的型態。

Greengard（1998）也認為資深管理者必須要了解知識管理的價值並願意支

持，扮演一個積極的決策角色。 

（二） Abell & Oxbrow（1999）提出知識管理長的概念，並指出知識管理

長在組織中主要扮演的角色包括下列幾項工作: 

1. 倡導或是宣揚知識的重要性，並鼓勵從工作中學習。 

2. 設計、執行以及監督組織的知識架構，包括圖書館、人員、電腦知

識網路、研究中心，以及以知識為導向的結構。 

3. 管理外界資訊和知識提供者的關係，包括學界的合作伙伴、或是提

供資料庫的機構，並和他們建立合作關係。 

4. 為知識在創造和使用的過程，例如新產品開發、市場研發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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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素。 

5. 設計與執行組織的知識整體策略，例如製作組織的知識分佈圖。 

6. 設計一套評量的指標來衡量組織管理知識的價值。 

7. 領導知識策略的發展，並將組織資源分配給最需要管理的知識領

域。 

（三） 王建彬（2000）參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

（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Services， 簡稱 ITIS 計畫）對於

知識管理導入是否成功的心得其中之一為高階主管的參與及全力支

持。 

（四） 吳淑鈴、溫金豐（2001）提出主管應扮演更積極的角色，以整體性

及未來導向為考量來設計人力資源管理制度，將員工視為組織知識資

產的重要來源，並將知識管理觀念融入員工管理政策，故策略與領導

為知識管理重要的促動因子。 

根據以上學者對於組織或企業在策略與領導上的看法，我們可以發現多位學

者強調高階主管，也就是領導者的重要性，此外吳淑鈴、溫金豐（2001）更提出

知識管理與員工管理政策融入的概念。除了主管與其制定的策略外，從員工的觀

點而言，Davenport et al.（1996）認為傳達「知識管理與組織學習是組織成功的

關鍵」的訊息，也就是公司的如何向員工宣傳溝通知識管理的策略相當重要。此

外，他也提出「澄清何種知識是組織內最重要的型態」，代表公司在推動知識管

理時員工是否正確了解其定義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就業務部門下列：明確的

定義、領導者執行度、宣傳溝通策略、以及知識管理活動與業務流程是否結合等

四項，來判別其在策略與領導上的作為。 

二、 組織文化 

知識管理促動因子之ㄧ的組織文化對於知識管理活動的重要性， Davenport 

et al.（1996）提出建立一個讓組織成員對知識有正面想法、不排斥知識的分享的

文化的看法，故讓知識管理與組織現存的文化相契合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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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組織文化應有的特性，有以下學者提出看法： 

（一） Arthur Andersen（1996）提出知識管理文化應朝向鼓勵知識分享、開放、

信任之文化，適合員工彼此討論與分享的文化。 

（二） 游玉梅（2000）創造一個鼓勵員工分享知識的環境，關鍵在於互動學習

的培養。組織應透過各種機制與途徑，鼓勵人與人之間經驗交流、建立信

任感與合作關係，以克服因資訊科技的使用而造成組織中人與人之間冷漠

與疏離的困境。 

（三） 康永村（2001）發現在導入知識管理中，組織必須塑造成積極進取的組

織文化，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陳世彬（2001）認為網路知識社群與分

享知識觀念的建立有密切的關聯，建構知識社群在知識管理過程中扮演著

重要地位。 

（四） 夏道維（2006）針對行政院相關部會員工實證研究發現，組織文化中，

成員間的信賴以及對組織的認同，對政府部門人員知識分享行為有正向影

響，提出政府部門推動知識管理時，應建立一開誠布公的文化，鼓勵公務

人員參與制訂組織願景與目標。 

（五） 朱斌妤、黎家銘（2006）企業是否鼓勵知識分享；企業是否開放、信任

與適合員工彼此討論與分享；企業內是不是充滿了彈性與想要創新的學習

文化；企業內部員工是不是將自己的成長與學習視為要務。 

歸納以上學者看法，發現組織不管是公部門，如行政院相關部會，或是私部

門，如企業，多位學者皆提出組織是否有開放、信任、分享與學習文化在知識管

理層面的重要性，這說明一個適當鼓勵分享的組織文化，如能搭配上員工可以充

分信任進而合作的機制，讓組織與員工共同營造一個學習知識的環境，將使知識

管理活動更為順利。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業務部門組織文化中的分享文化、信任

程度、合作文化與學習文化進行探討。 

三、 資訊科技 

90 年代以來，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群組觀念興起，知識管理的概念得以

透過科技落實應用。許多組織也紛紛投資於各項推動知識管理的重要資訊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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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以進行知識的分享。 

資訊科技對於知識管理所代表的意義是，協助組織蒐集在組織內部流通的所

有資料，並透過科技化的方式，將這些資料整理、分析成為組織重要的資產，同

時透過有效的檢索系統，按照每一份文件的標題與屬性，建置到資料庫的相關欄

位中，並協助組織中的成員能快速的取得與分享知識，以作為組織或人員未來決

策時重要的參考依據。為了達到這個目的組織必須有一套良好的資料搜尋系統與

資料庫。 

關於資訊系統在知識管理所扮演的角色， Davenport & Prusak（1999）認為

資訊科技不僅能夠掌握、儲存與傳播結構化的知識，除此之外，運用快速的傳遞

功能，可以促使不同地方的專家進行交流。 

資訊科技在知識管理應用所必須具備的能力，有以下學者提出看法： 

（一） Newell, Swan, Galliers & Scarbrough（1999）認為組織要做好知識管理

時，其資訊科技必需要具備以下四種能力：數字的能力、儲存的能力、修

補的能力及區別外顯知識的能力。例如:在知識的擷取與編碼方面，可以採

用人工智慧系統，例如：專家系統；在知織的分享方面，可以採用群組協

同合作系統，例如：群組軟體、內部區域網路。 

（二） Gates（1999）認為建立知識管理的科技必需包括下例六種：通訊基礎

建設（含電訊以及網路應用建設）、群組軟體與電子郵件（groupware，e-mail）、

文件管理資料庫（document database）、資料倉儲與資料採擷（data warehouse，

data modeling，data mining）、工作流程軟體（work flow）及支援決策軟體

工具（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s、business intelligence、decision support 

tools）等。 

（三） Gottschalk（2000）認為企業在時實行知識管理時，需要用資訊科技（如:

內部區域網路、網際網路、瀏覽器、資料庫、資料過濾器、software agent 等）

來系統化、容易化、加速企業的知識。因此在知識管理時，資料科技必需

扮演著傳達、協同合作以及搜尋知識的角色，並且能確保協同合作的學習

效果。除此之外，組織要建構良好的知識管理制度，組織必須有「知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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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knowledge net），促使組織成員合作，並傳遞交換知識。而知識網路

必需具備支援知識管理的基礎建設、溝通的網路、資訊服務，才能提供組

織知識管理的平台。 

（四） 科技在知識管理上最有價值的功能，在於拓展知識普及的範圍，以及提

昇其轉移的速度。資訊科技能擷取、結構化蘊含在個人與團體當中的知識，

讓組織裡的其他成員、或是全球的合作伙伴加以利用。此外，科技也有助

於知識的整理，有時甚至能夠協助激發新知9。 

除了上述資訊科技所必須具備的能力，在資訊科技的實體架構上，根據管理

評論雜誌 2000 年的調查，從事知識管理的組織，除投資於文件管理、決策管理

外，還需投資於下列各項領域的資訊建構，以提供組織必要的支援： 

（一） 資料倉儲（data warehouse） 

資料倉儲是存取整個組織資訊的資料庫，包括數個不同來源及不同格

式的資料庫，使組織成員能以簡易的指令擷取資料。 

（二） 企業內網路（intranet） 

 以網際網路應用軟體如網頁、瀏覽器、電子郵件、新聞群組、通訊錄及

線上訓練平台、訓練管理軟體等，提供組織內的人員使用，以協助組織成

員學習新知與達成工作目標。 

（三） 企業間網路（extranet） 

 將組織內網路延伸，利用全球資訊網的科技，提供上下游顧客通訊工具，

以強化業務執行的效率與速度。 

（四） 群組軟體（Lotus notes） 

 以電子郵件、協力製作文件、工作流程表、追蹤等工具，讓使用者可以

共同就某一專案協力合作。 

以下提供陳世彬（2001）針對知識管理平上中資訊科技的功能與相對應使用

                                                 
9薛志平等編著，1998，知識經濟大趨勢。北京:國家行政學院出版社。1999 年 6 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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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分類比較表 2-5，根據此表，我們可以發現部分工具不只是提供單一功能，

而是具備多功能的角色，如內部區域網路同時擁有搜尋功能與傳送功能。 

表 2-5 知識管理平台中資訊科技的功能與分類 

功能 工具名稱 

搜尋功能 全文檢索系統、網際網路（www）、搜尋網站、群組軟體（Lotus 

notes）、內部區域網路、企業區域網路、索引介面等。 

處理功能 人工智慧、專家系統、類神經網路（neural networks）、檢索軟體、

文書編輯軟體（Word 、Excel、Spreadsheets、Presentation software）、

影像處理軟體、影音處理軟體、電子行事曆等。 

傳送功能 電子郵件系統（Outlook）、e-mail 、網際網路（www）、內部區域網

路、企業間區域網路、群組軟體（Lotus notes）、遠距教學、網路化

教學、虛擬實境等。 

儲存功能 資料庫、知識地圖、電子圖書館、文件管理系統等。 

溝通功能 視訊會議、E-mail. 網路對談軟體、電子佈告欄等。 

資料來源：陳世彬（2001） 

在了解資訊科技在知識管理活動上扮演的重要功能後，考量各組織經費不同，

可以負擔的資訊科技種類也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將以其功能相對應的使用工

具選擇業務部門較常見者，如傳送功能的內部區域網路，也就是內部網路；搜尋

功能的群組軟體，也就是交流平台；儲存功能的資料庫；最後為溝通功能的網路

對談軟體，也就是即時通訊軟體進行分析，以了解資訊科技與業務部門知識管理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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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激勵與衡量 

Spek & Spijkervet（1997）提出激勵制度可促使員工更有意願去從事知識管

理。許進福（2001）則透過實證研究方式，認為評量制度為知識管理的關鍵成功

因素之一，由以上兩位學者看法，發現知識管理促動因子其激勵與衡量的重要

性。 

並有學者在對於組織激勵與衡量的作法與知識管理的相關性，提出看法： 

（一） Arthur Andersen（1996）最早提出組織需發展出衡量指標來管理知識，

而衡量指標應兼具軟硬體的評估。 

（二） Szulanski（1996）認為員工之熱誠與投入，參與成員有核心技能去取得

知識，有意願與動機專注地去參與知識的獲得與分享過程都是非常重要。 

（三） Arthur Anderson（2000）認為知識管理時代的人才培訓方向，應讓組織

成員養成知識管理為企業活動重心的共識，因此在教育訓練上宜加強革新並

著重以下面向：重新評估信賴和團隊合作；為善用知識而進行的訓練；持續

性的學習和活用知識的重要性；善用虛擬學習環境。 

（四） 林美良（2001）、康永村（2001）認為應讓組織中每一成員體認知識管

理之重要性，形成共識，制定良好的獎勵措施來激勵員工。馬曉雲（2001）

亦認為組織需要有一套效益評估系統，以衡量組織知識管理之效益。 

（五） 林美良（2001）認為定期的舉行流程評鑑，才能汲取前車之鑑，作為下

次改進的依據。績效考評可以對知識管理發揮正面的影響；不僅在於增加知

識資訊量或提高資訊利用頻率而已。而是必須明確顯示出怎樣的知識才有助

於企業價值的擴大，以及什麼樣的策略比較適合公司的運作。 

（六） 陳世彬（2001）活絡的學習環境對於組織內知識分享固然重要，但是每

個人畢竟都有惰性，或是想要不勞而獲，得到知識分享的成果，因此在組織

中建立一套持續性的激勵措施與評量知識發展的機制，對於知識管理活動的

持續與發展就顯得非常重要。 

（七） 在 2002 年美國 IMA（Institute of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認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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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育訓練和知識管理同步實現是一可行的顯著目標，但需經審慎的評估和

計劃，其所提及之知識管理和教育訓練白皮書中（The White Paper,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認為知識管理和訓練合作，可促使二

者彼此間在五個領域上的提升（Anonymous，2002），五個領域分別為：滿

意度（content）；積極性（motivation）；支持力（support）；易取得（accessibility）；

職涯發展（career advancement）。 

（八） 夏道維（2006）針對行政院相關部會員工實證研究發現，內在報酬（例

如個人聲譽與自我成就感）對政府部門人員知識分享行為有正向影響，提出

政府部門推動知識管理時，應建立激勵制度，從實質面鼓勵公務人員進行知

識分享或交流。 

根據陳世彬（2001）看法，我們發現強調知識分享的組織文化並不足以保證

知識管理的成功，必須同時搭配一套的持續性的激勵措施與評量知識發展的機制，

而這套機制在歸納以上學者看法後，分別為林美良（2001）提出的定期評鑑，也

就是知識評量制度；夏道維（2006）提出的激勵制度；以及，Arthur Anderson（2000）

所提的教育訓練制度，本研究將就業務部門的激勵措施、知識評量制度與教育訓

練制度進行分析。 

五、 知識管理促動因子小結 

本研究在知識管理促動因子將分別以「策略與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

技」以及「激勵與衡量」四因子來探討業務部門的作法。「策略與領導」包含：

明確的定義、領導者執行度、宣傳溝通策略與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程度；

「組織文化」則是指合作文化、分享文化、學習文化與信任程度這四方面；「資

訊科技」指資料庫、內部網路、交流平台與即時通訊軟體；最後則是「激勵與衡

量」，所指為激勵措施、知識評量制度與教育訓練制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