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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本章將以個案探討的方式，分別描述台灣國際商業機器（IBM）、凌志汽車

（LEXUS）、研勤科技（PAPAGO）、宇達電通（Mio）四家公司的業務部門知識

管理活動與其知識促動因子，在最後以總結的方式來比較各家公司之差異，作為

下一章個案分析與研究發現之基礎。本章每一節基本上都會包含個案公司的基本

資料、知識管理活動，以及知識管理促動因子。然而在進行訪談時，由於各個案

公司之情境與資料取得狀況不同，敘述方式會有部分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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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IBM 個案 

一、 IBM 公司介紹 

（一） 公司簡介 

11IBM 的前身是 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 Company，成立於 1911 年，

該公司是承續當時的政府專案而發展出來的。IBM 是全球僅次於微軟的軟體供應

商，在全球 164 個國家皆設有分公司，為全球員工人數 35 萬人以上的大型資訊

公司，其中在美國之外的銷售就佔其整體營業收入的一半以上；在 1990 年代初

期，藍色巨人 IBM 公司亦曾歷經巨大的 PC 產業變革與經營上挑戰，經歷一番

產的轉型與組織變革，IBM 目前還是資訊產業的領導廠商。 

IBM 策略首重「服務」，以符合客戶需求並開發潛在客戶，根據服務所指定

的需求面來決定軟硬體的供給面，因此軟硬體產品的供應都有一定的廣度；再者，

在供應廣度要求下，軟硬體產品相當複雜和多樣化，因此 IBM 不斷提倡創新，藉

此不斷推出新產品以滿足顧客的需求，對於呈現虧損的部門，則勇於退出原有市

場，另外也會透過併購來擴大規模，甚至藉此來開創新市場。 

台灣 IBM 公司成立於 1956 年，目前台灣分公司共有員工人數約 1500 名，

公司主要的營業項目為產品採購、委託設計與製造、關鍵零組件業務、專利及技

術授權業務、資訊產品及服務業務。IBM 同時亦提供電子商務（e-business）解

決方案，並針對不同的產業別，譬如金融、中小企業、航空運輸、公用事業、流

通業、電信媒體、教育單位、政府機關等產業，提供專業的資訊服務。除了服務

客戶外，面對員工，IBM 在內部也建立了知識管理系統，透過 Notes 系統及全球

60 個網路串連，不論是業務教戰手冊、產品資訊，各類資料齊全，所有 IBM 員

工都可以進行自主學習。 

（二） IBM 式矩陣組織 

不同於一般企業金字塔型的組織，IBM 透過矩陣組織來進行管理，實際的運

                                                 
11此段引述自馬維禧（2005）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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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如「任何一位 IBM 的現有或潛在客戶，都至少有 2 個 IBM 員工負責，一

位來自 IBM 品牌事業群，如硬體、軟體、個人電腦等，另一位則是來自產業事業

群，如金融、交通、製造；而每一位 IBM 經理人，一樣有 2 位 IBM 主管盯著你，

一位是地區主管，另一位則是品牌或產業的 IBM 總部主管。」 

而實行這套矩陣式組織最大目的，就是不漏失任何一個客戶的需要，而且當

客戶有了需要， IBM 可以動用全球資源、以最快速度來服務它；例如 1993 年上

任的執行長葛斯納（Lou Gerstner）指出：「我到這兒來的目的，就是讓 IBM 開始

跟顧客一起生活，我們要組織起來，成天繞在客戶身邊。」 

圖 4-1 說明 IBM 式矩陣的方式，即 IBM 將其所面對的客戶大小及產業特性

分為數類，而針對每一個產業別的客戶，均有不同的業務人員為其提供專屬服務，

業務人員通常是了解其所服務的產業特性，及其可能會有的 IT 服務需求，負責的

業務人員可能並非 IT 技術人員，但於了解顧客的需求後，便要回頭至產品部門別

的一端，組合可以提供客戶服務，或是可以解決客戶問題的專案團隊，來提供服

務。 

 

 

 

 

 

 

 

 

 

 

圖 4-1  IBM 式矩陣組織圖 

資料來源：IBM 組織變革與人力資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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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IBM 的彈性很高，故並非一定會要強制其客戶消費 IBM 的產品，而是

提供最適合於其需求的「全套解決方案」，如一個專門服務於金融業的業務部門

業務員，其會針對客戶所提出的需求，向軟體或是硬體部門（伺服器、交換器、

路由器）調派合適的工程師組成專案團隊，而在了解顧客的需求之後，會於團隊

中選出專案領導，由他來擬定專案流程及相關事項，而於專案中的各部門成員，

對於使用何種的軟體或是硬體來作為顧客的解決方案上有問題時，是由部門別的

主管來出面協調。故 IBM 內部的組織及工作的型態，可說是矩陣式與專案式的結

合，於這種組織型態組成的背後，有助於部門成員間的互動，而成為多能工養成

的溫床，但這種型態的組織，首要的考驗即是員工的溝通協調和之間的互賴互信，

尤其是在業務部門的業務員與產品部門工程師的溝通，及專案團隊內部的向心力，

但長期合作機制的建立，應有助於這兩種說不同語言的團體的團結。 

而 IBM 除了上述的行業面組織體－擁有各行各業專的解決方案，以迎合特定

產業的顧客需求；及執行面組織體-包括資訊科技術整合服務、業務整合服務；策

略性委外服務及電子商業營運服務外，還有一區域面向的組織體系，以 IBM 大中

華為例，其地理範圍涵蓋台灣、香港、中國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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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 IBM 獲獎紀錄 

台灣 IBM 為經營績效出眾之標竿企業，獲獎無數難以詳列，簡附重要獲獎紀

錄於表 4-1。 

表 4-1 台灣 IBM 獲獎紀錄 

年度 重要記事 

1989 
連續九年榮獲「年度最佳客戶服務國家」（Customer Service 

Country-of-the-year），深受客戶認同肯定 

1990 首度獲得國家品質案例獎 

1991 二度獲得國家品質案例獎；MDQ 品質銅牌獎 

1992 「IBM 亞太地區表現最佳國家」；MDQ 品質銀牌獎 

1993 三度獲得國家品質案例獎 

1994 ISO 9001 認證 

1995 中華民國國家品質獎 

2001 
以內部採購系統全方位電子化的經驗，獲得「第十二屆國家品質優良

案例獎」 

2003 
第十四屆中華民國國家品質獎，為台灣唯一獲獎兩次的企業 

第八度被評為天下雜誌「標竿企業」資訊服務類第一名 

2006 
第 14 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傑出創新企業獎 

行政院勞委會 2006 人力創新獎─事業單位團體獎 

2007 

以 115 張國際專案管理師認證，獲得「2007 PMP 專案管理師標竿企業

獎」，排名資訊服務領域第一 

整體伺服器市場，IBM 以 43.4%的營收市佔及 9.3%的年成長率，勇

奪市場第一 

2008 
第一季以 UNIX 伺服器 （43.3%）、x86 伺服器 （44.3%）、及儲存

產品 （30.8%）的營收市佔成績，榮登「三冠王」寶座 

資料來源：台灣 IBM 網站，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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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BM 知識管理活動 

（一） 知識吸收 

1. 知識吸收來源 

IBM 業務部門所必須了解的知識包括產品的知識、客戶公司的知識、產業知

識等。員工可透過內部的資料庫平台，下載公司或其他員工上傳的檔案來吸收知

識，這些檔案包括業務流程、客戶資料、作業制度、工作手冊、建議書、規格書、

研究報告、產品資料、ISO 等，意即員工透過內部網路來學習、吸收知識。其知

識來源除了部分自行研究之外，有些是透過產品部門，有些是依靠專門單位負責

搜尋，有些會向研究機構購買，而在與客戶互動的過程中，也將學習到很多知識。

楊經理：「IBM 的業務是比較屬於 local 的、在台灣的，我們會直接面對消費者，

不過我們的消費者是以企業用戶為主，就像台積電、聯電，各行各業，小到一個

寵物店，我們都有可能去面對並學習。」 

IBM 最重視的所謂「客戶價值」，提供一系列的課程，教業務人員研究客戶、

了解客戶與如何探索客戶需求的方式，並以金融軟體研究客戶價值的 CBV（client 

business value）分析客戶在產業中的市場地位和營運情況等。銷售技巧方面包括

談判技巧和簡報技巧等則由主管來教導。另外有許多課程是由產品線經理來上課，

告訴業務人員所有的產品，包括單一硬體、軟體、顧問服務和整合服務產品線等。 

由上述可知，IBM 的知識吸收來源包括了產品部門、知識支援部門、員工個

人專業知識、主管與導師、產業界、客戶、以及研究機構。 

2. 知識吸收方式 

IBM 對業務人員進行密集的教育訓練，其目的就是讓人員瞭解客戶的高層主

管是如何思考。資料庫是 IBM最重要的知識吸收方式，主要會有一家公司的背景、

組織網絡、誰是關鍵人物、曾經跟 IBM 買過哪些東西與何時交易，在資料庫裡都

有一清二楚的記錄。業務人員能藉由查詢歷史資料，以及前人的經驗來增加本身

知識。郭專員：「業務人員可以從 Siebel12裡面，看 IBM 相關業務的資料，例如：

可以了解這家公司的狀況如何。」 

                                                 
12 Siebel 為 Siebel 軟體公司所開發的客戶關係管理軟體，2005 年被甲骨文公司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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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IBM 的客戶都是企業用戶，但所接觸的客戶層還是很廣，業務人員不可

能完全知道各產業狀況，以及所需需求，因此必須有一個專門的協助單位，來幫

助他們蒐集資料。業務只要告知需要甚麼資訊就會有專門人員負責知識蒐集提供

資料，諸如：產業報告、業務資訊等等。楊經理：「你可以透過上網站看這家公

司的基本資料，不過對於他的競爭對手可能還是不了解，IBM 有一個叫做 CBV

（client business value）他們只要把名字 send 過去，第二天就會有人把一堆產業

報告丟給你，這些資料就公開上市上櫃的公司會比較詳細。」 

在實際銷售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客戶的拒絕，或是銷售技巧不足，這都需要

經驗的傳承和經驗的累積，難以由書面資料去閱讀學習。IBM 以導師制的方式來

指導業務人員，利用案子回顧的方式，來做一些分享，教導業務人員該如何因應，

以彌補資料庫無法建立內隱知識之缺憾。IBM 也常運用個案教學的方式，來讓業

務人員學習與體驗該如何應對客戶。楊經理：「我們 internal 的資深業務會去當

他們的 mentor，帶領他們去熟悉，甚至是他們在新進人員在課程中會從 case study

等學習，學習過程中的成績都會被記錄，以上是入門的業務，也就是業務專員。」 

由上述可知，IBM 的知識吸收方式包括了資料庫、討論區、產品說明會、導

師制、教育訓練、內部網路等方式。 

3. 知識吸收小結 

由前述可將 IBM 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整理如表 4-2： 

表 4-2  IBM 之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 

知識吸收 知識吸收作為 

來源 
產品部門、知識支援部門、員工個人專業知識、主管與導師、產業

界、客戶、以及研究機構。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資料庫、討論區、師徒制、教育訓練及內部網路學

習。 
專案吸收方式：專門部門支援資料蒐集、產品說明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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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識蓄積 

1. 知識蓄積載體 

IBM 的業務人員皆是 MBA 背景，高人力素質與完善的教育訓練，讓 IBM 業

務人員建立了許多知識與技能，在市場實戰經驗中，也累積了許多技能，因此，

人力是 IBM 重要的知識蓄積載體。 

然而 IBM 的商品種類多樣且複雜，全球每天都有不同的案子或客戶產生，

而且人員可能分處各不同組織部門。這種編組方式及其所有工作流程，幾乎無法

單靠人力管理，必須依靠強大的資訊科技與網路為後盾，由電腦產生不同的流程

並進行管理，目前 IBM 就是採用這種作法，使得組織工作進行順利，知識得以

蓄積。 

透過知識資料庫， IBM 分析每位業務及每件案子的達成率、步驟與方法，

然後解構出各個相對應的能力組成，對每個人與每件案子進行比較，篩選出最佳

的方案。知識資料庫系統可以讓 IBM 人員隨時擷取，參考他人所長，修正或補

強自己的需要。楊經理提到：「我們透過 historical data 的累積，像這家公司的狀

況如何，基本上去 Siebel 就看的到，他是一個業務管理的 tool，這很有名，全球

很多大企業都在用 Siebel，IBM implement Siebel，所以他就是把很多資料都 input

到 Siebel 裡面，所以 IBM 相關業務的資料都累積在 Database 裡面，所以不管誰

來，都可以進去裡面看，他的 account 的 historical data。」客戶資料庫包括銷售

經驗、競爭者資料、客戶新需求等。系統也可以按照不同情形予以各種排列組合，

適應不同任務與目標。任何新的案子完成後，都會進入分析，所以它也是一套隨

時更新的知識資料庫系統。 

由上述可知，IBM 的知識載體包括以實體系統的形式即資料庫，將業務部門

的知識儲存下來；員工技能與知識是另一個重要的知識蓄積載體，IBM 將知識儲

存於訓練有術的員工頭腦中；完善的教育訓練以及業務流程制度，提供了業務人

員良好的訓練以及運作模式，因此管理系統以及價值觀和規範也是 IBM 重要的知

識蓄積載體。 

2. 知識蓄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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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在進行知識蓄積方面，有一套完整的教材和方法，這方法是經年累月建

構起來的，像是新進業務一進去會上 ELT（Entry Level Training）Program。而每

週在做專案檢討的時候，會利用各種架構來分析案子狀況，說明該如何解決，並

記錄下來，以進行知識蓄積。楊經理：「我們的 review 是 weekly 的 review ，IBM

是這樣弄的，第一個我覺得那個 framework 一定要有，就像你們在念的五力分析，

你分析個案一定要有一個架構，像是吳思華的策略九說，你那個什麼來都把他九

說下去，去分析一下，對不對？所以應該要有一個 framework，那基本的結構是

要有的，IBM 他是有一套基本結構的。」 

IBM 藉由每次資料收集時，就把所有重要的資料都蓄積下來，如產業報告、

客戶資料、競爭者資訊等。楊經理：「IBM 的知識累積就是這樣做，透過每一次

MI 跟你相處的時候，IBM 就在累積知識，所以只要把 mail 送過去，就會有人

support 你，告訴你以往這樣的產業 IBM 的定位是什麼，IBM 所說的東西和你在

教科書上所看到的一樣，sales training從 individual on call開始，他的preparation、 

objection handling、 sales call，都有一系列的軌跡。」另外與客戶協商過程中的

計畫書、業務報告、客戶計畫等，都是文件式的儲存方式。 

由上述可知 IBM 透過資料庫和檔案將知識儲存於組織內，此即為文件式儲存

方式；並透過會議討論與個案教學將知識儲存在員工之中，此即為人員式儲存；

而完善的制度也幫助了知識蓄積，此即為物件式儲存方式。 

3. 知識蓄積小結 

由前述可將 IBM 知識蓄積之載體和方式整理如表 4-3： 

表 4-3  IBM 知識蓄積載體和方式 

知識蓄積 知識蓄積作為 
載體 1. 實體系統：各部門網路平台、資料庫、交流平台。 

2. 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3. 管理系統：教育訓練、績效制度。 
4. 價值觀與規範：完善制度促使員工固定將知識上傳到資料庫。

方式 1. 人員式儲存：業務經驗與談判技巧則以人員來儲存。 
2. 文件式儲存：透過資料庫和管理系統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3. 物件式儲存：透過完善的制度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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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識擴散 

1. 知識擴散方式 

教育訓練是 IBM 主要的知識擴散方式，提供的課程相當完善，從單打獨鬥的

業務能力到領導力的訓練，都有提供線上學習課程，讓業務人員可以在不同的地

方學習。在 IBM 教學系統中，從確認、生效、合格到交易，每步驟都有完善的指

示供業務人員學習，這些方法是 IBM 結合過去經驗與世界的顧問公司所建立起來。

楊經理：「提供業務專員課程訓練來傳承我們的經驗，我們有一堆課程，例如 SSM

（methodology）中從 identify、validate、qualify 一直到 close 等步驟去學習。」

較高層級的業務經理，會選派到國外上課，課程類似 EMBA 課程，學習包括：分

析產業未來發展方向、了解不同文化與領導風格、培養商業洞察力、建立組織等

能力。楊經理：「在高一點的 level，必須知道更廣更深的角度看事情，派到新加

坡上課（類似 EMBA 課程），用英文上課，了解不同文化和不同管理風格。」 

IBM 以師徒制（mentor）來傳承業務的經驗，IBM 的師徒制度很完善，員工

到不同的層級就會有不同的導師，職涯路上都有良好的導師可以請教。楊經理表

示：「IBM 的師徒制是很嚴格的，你不要以為你只有一進來有 mentor，之後就沒

有阿，你一路都會有 mentor，一定還是會有人比你更厲害嘛，像是經理嘛，他就

會覺得總經理很厲害，總經理就會當你的 mentor，所以你到不同的 level 就會換

不同的人，因為是不同的 scope，你就應該有不一樣的人來 lead 你嘛，所以你要

看到的 scope 就不一樣嘛，所以就不同階段會有不同階段的 mentor。」雖然師徒

之間並沒有固定的談話時間，且會因彼此的情誼而有不同的互動方式，為了避免

師徒制因此而難以進行，IBM 利用升遷審核來促使師徒制的落實，每位領導人皆

必須有當導師的經驗。楊經理：「如果我要升遷，他一定會問我做過幾個人的

mentor，但是不會去考核說 mentor 做了哪些事情，因為 mentor 其實是一個榮譽

制度，主要是看他 mentee 的 achievement 等。」 

IBM 有個全球業務交流系統，上面清楚顯示每一個人的職位，所負責的工作

內容，你可以利用此一系統，跟任何人交談詢問問題。這套系統對作業流程進行

相當細緻的分析，任何一個案子的處理流程都會清楚的呈現在電腦系統中，員工

可以因此瞭解業務流程中的問題所在，並透過電腦網路尋求全球 IBM 同仁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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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IBM 還有一個特助計畫叫做 EA〈Executive Assistant〉，就是當總經理特助，

讓業務經理跟在總經理身邊看總經理如何處理事情，此計畫主要是針對未來之星

的培養，希望讓業務經理在還沒到總經理的階段，就站在總經理的高度看事情。 

IBM結合 e-Learning 和實際指導的訓練，提供業務經理人必要的管理知識，

以及帶領團隊的技巧。經理人除了利用公司內部網路連上資料庫，了解 IBM 經

理人的使命與工作知識，也會面對面接受講師的指導，或是與同僚之間交換心得，

以彌補虛擬學習所缺少的經驗交流。另外也會利用情境模擬方式的互動教學，研

習相關的管理個案，來擴散知識。楊經理表示：「如果你問我 IBM 的知識累積和

知識的擴散，他是有一系列的方法論在做。」 

由上述可知 IBM 透過會議討論、業務手冊、完善的教育訓練、豐富的資料庫、

良好的師徒制、線上討論區、業務交流系統與即時通訊軟體等方式來擴散知識。 

2. 知識擴散小結 

由前述可將 IBM 知識擴散方式整理如表 4-4： 

表 4-4  IBM 知識擴散管道 

知識擴散 知識擴散作為 

方式 

1. 正式管道：會議、業務手冊、教育訓練、資料庫、師徒制等方式

分享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討論區、業務交流系統、即時通訊軟體等方式

分享知識。 
主要以教育訓練與資料庫的方式進行，師徒制度與業務交流系統為

輔。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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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BM 知識管理促動因子 

（一） 策略與領導 

IBM 的制度很完善，尤其對於定義與架構描述得很清楚，而且全球皆統一，

所以當大家在談架構時，全球的 IBM 都知道所談內容為何，不會因為不同國家，

定義就不一樣。這是因為如果定義不清楚，可能造成中國會有中國的定義，台灣

會有台灣的定義，歐洲會有歐洲的定義，但老闆可能在美國，大家的定義都不一

致是難以溝通的，所以充分的定義對知識管理具有重要性。楊經理：「IBM 厲害

的地方在全球一致 identify，你只要去看 IBM 坐在一起聊天的時候，不管哪個國

家，大家講的都一樣，因為我們就是 methodology 從總部沿用下來，很多外商是

各個國家各自搞各自的，即使業務需要客製化，可是我們的 framework 不會變，

你的骨幹不能變，就像是你 Porter 會因為聊到中國就變成六力嗎？不會吧！所以

說產業不一樣，你是面對的 content 不一樣，所以知識累積的 methodology 在 IBM

是全球一致的。」 

知識管理是公司要求，但對 IBM 員工來說已經是一種習慣，而且主管非常支

持，期望能把知識都傳承下去，促進了知識蓄積與擴散的成效。楊經理：「我們

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做知識累積與擴散，因為我們最擔心的是後繼無人，那後

繼無人我就慘了，我就一輩子不能走了，所以我們 IBM 台灣比較不會留一手，

我們都會盡量敎，下面有人支持是最好的。」 

IBM 亦藉由人事系統的改變來強化公司改革的訊息。績效評估是 IBM 內部

最佳的溝通工具，員工可以不在乎任何事，除了績效計劃。因此，藉著改變評估

計劃的衡量標準，公司直接向員工傳遞了公司的新目標，這種運用個人評估系統

結合組織目標，不僅能讓員工了解公司政策，還能促進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

結合。 

由上述可知，IBM 為求全球統一對知識管理有非常明確的定義；領導者執行

度高，不僅願意配合知識管理，更讓知識管理成為工作的一部分；而宣傳溝通策

略與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因有完善的組織制度，使得 IBM 在各方面均

表現優秀，參考表 4-5  IBM 策略與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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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IBM 策略與領導 

策略與領導 
1. 對知識管理有明確的定義。 
2. 領導者執行度高，不僅配合知識管理，更讓知識管理成為工作的一部分。

3. 宣傳溝通良好，並有良好制度協助。 
4. 完善的制度使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有充分結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二） 組織文化 

IBM 的合作文化來自於矩陣式組織，由下列例子可知 IBM 透過跨群組的專

案合作，促使不同部門的人員充分合作，以共同完成組織目標，也促使了部門之

間知識交流。IBM 組織分為品牌、服務和產業三大群組。Brand 品牌這個區塊，

這個群組是依照 IBM 既有的產品別來劃分，譬如 Hardware, Software, Mainframe 

等。Industry 產業這個群組是依產業類別作劃分，譬如金融業、製造業集中小企

業等。Service 服務這個群組是指公司所提供的各項服務類別，譬如顧問服務、

產品服務及電子商務服務等。IBM 以矩陣式的架構作為人力配置的運用模式，換

言之，當需要提供一項商業服務給「提供 e-market place 服務」的 ASP 業者時，

IBM 的相關軟體人員、硬體產品人員、產業別人員及服務人員與顧問就組成此項

業務的專案團隊，共同提供該 ASP 業者相關的專業、產品及服務。楊經理表示：

「IBM 也怕什麼留一手，所以 IBM 的 service 都用 module 來賣，就變成一個個

的 module，我們不要去做那種不是 module 的生意，就是說他把 service 做一個

package。」 

在 IBM 分享溝通是很重要的一環，業務部門須互相幫助，共同解決問題，一

起成長，已經習慣於分享。IBM 非常重視不拘形式的自由溝通，投入大量的時間

和精力推動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這項政策是 Watson 當初創辦 IBM 重要

的理念之一，儘管目前 IBM 員工人數已達到三十五萬人，這項政策依然存在。

管理者親自回覆所有的申訴案件，不論員工的等級為何。不拘形式的溝通讓管理

階層走出辦公室，隨處可見的是許多人聚在一起討論如何解決問題。楊經理：「我

們都會分享，不會因為知識都是力量就不想分享，可是中國就不一定，因為台灣

文化已經建立了，業務部門不會，可是 MIS 就不一定了，我覺得不同的部門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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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因素要去考量，技術部門這個現象可能比較嚴重，但是業務部門不會，業

務是非常 open-minded 的。」 

業務人員的學習意願很強，IBM 只要塑造出一個學習的環境與氣氛，讓員工

可以主動透過各式的管道學習即可，員工都非常積極的學習。因為員工積極學習

的個性，也會促使上司主管樂於分享知識經驗。 

IBM 鼓勵員工信任公司，以公司為榮。原因是透過信任與榮譽讓 IBM 的員

工表現優越，並且和客戶建立起長期的合作關係，而員工間彼此信任也能促進團

隊合作。 

IBM 的企業的經營哲學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尊重個人的文化，以尊重個人的

方式對待員工，視員工為合作夥伴，尊重他們並賦予尊嚴，將人力資本視為提高

生產力的主要來源。並透過改變「獎勵因素」方式，來改變組織氣候。每一季都

會選拔出「IBM Role Model」，以獎勵優秀的員工。他們或許是一組團隊，或是個

人，皆會受到公開的表揚與肯定，如大型海報、刻有員工名字的藍寶石戒指，以

及內部刊物採訪等，以突顯其優秀的表現13。 

由上述可知，IBM 在合作文化、分享文化、學習文化與信任程度上均有良好

的表現，並利用矩陣式組織與績效制度來促使合作文化與分享文化更容易落實，

參考表 4-6 IBM 組織文化。 

表 4-6  IBM 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 
1. 透過矩陣式組織來建立合作文化。 
2. 合作方式與主管擔心無繼承人，更加促進分享文化。 
3. 由於業務上的需要與成就感，學習動機強。 
4. 公司鼓勵信任公司，信任同事。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13 此段節錄至 IBM 知識大學專欄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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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科技 

IBM 在實踐知識管理的過程中，從推廣到徹底實踐，養成員工上網學習的習

慣，鼓勵員工盡可能多利用資訊系統豐富的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優勢，迅速

累積企業知識，進而提升競爭力，建立真正的學習型組織，此與公司倡導的電子

商業（e-business）發展戰略緊密相結合。 

電子通訊系統及電腦支援共同工作站讓團隊擴充其有限資源、人力、知識成

為所謂虛擬團隊。電子工具將地理位置分散的團隊連結在一起，如此便可以紓解

團隊合作的種種壓力與限制，因此，這些電子工具不但幫助工作團隊做到他們所

能做的事，而且是以一種更便利、迅速的方式來達成既定的任務。IBM 以前的資

料並沒有整合，是分散於各部門，各個國家也有所不同，資料並不流通，直到建

立 Siebel 系統，整合各國家和各部門的資料後，資訊才透明化。楊經理：「以前

只有各自的嘛，各部門有各部門的，你一定看不懂嘛，你要想說 IBM 是全球 40

幾萬人的公司，他在 140 幾個國家，像他紐約總部，他怎麼知道你台灣做多少，

那現在透過這個 Siebel 你每個 location 都看的到。」 

透過電子通訊系統所組成的虛擬團隊可以超越時間的差異，空間的通勤距離、

讓團隊的成員享有無障礙的溝通；任何時間、地點的工作方式讓團隊的組織節省

了無形的成本，大幅提昇工作效率。因此，透過團隊組織所開創出來的流動辦公

室或跨時空的虛擬團隊，皆能透過網路科技獲得工作上所需要的各項資訊，提供

客戶即時的服務而無須讓員工往返公司與客戶之間的距離，其間大大改善了工作

的靈活度，並提高工作效率及客戶滿意度。楊經理：「我們有 innovation jam 的交

流平台，IBM 還有部落格呢！你不要以為我們沒有，是內部的，你有問題你就丟

上去。我們會去搞 innovation jam，甚至想弄一個 Taiwan jam，平常內部也會透

過通訊軟體來交流，有點類似 msn，我們的 e-mail 就是 id。平常的話，最常使用

的討論就是人與人之間面對的溝通。」 

由上述可知 IBM 已建立完善的資訊系統，包括資料庫、內部網路、交流平台

與即時通訊軟體，而員工也已習慣使用這些資訊系統來進行知識吸收、蓄積與擴

散，資訊系統是 IBM 進行知識管理活動的一大利器，參考表 4-7 IBM 資訊科技。 

  



60 
 

表 4-7  IBM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1. 有資訊庫可供查詢客戶資料與市場訊息，並有專人支援。 
2. 業務交流系統可與全球專家交談。 
3. 有交流平台可供使用，國際與台灣皆有。 
4. 員工會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行知識吸收與分享。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四） 激勵與評量 

 由於客戶的滿意度取決於員工的表現，因此 IBM 的內部激勵管理特別重視

獎勵措施，只要員工表現良好就立即給予各種形式的激勵回饋。譬如主管經常在

公開聚會場合，給予表現優異的員工口頭讚賞、感謝卡、績效獎金等作為激勵，

建立員工對於工作的忠誠度。然而在知識管理方面，IBM 並不直接提供實質獎勵

來鼓勵傳承知識，而是利用績效連動與升遷制度來促使主管主動去分享經驗。楊

經理表示：「其實 IBM 不會拿錢去獎勵你分享，所以他在你 promotion 的時候，

你一定要當過 mentor 嘛，不然你不能 promote，是綁在 promotion 的一塊，我們

IBM 很講究 leader，看你有沒有 leadership，你願意教別人，別人才願意 support

你。」促進主管傳授經驗或技能給下屬的做法:如績效評估、工作紀錄，其中主管

的績效評估包括下屬給該受評主管的評分。因此，想要成為一位優秀的主管，就

必須要能帶領手下並做好知識管理。 

 IBM 知識評量制度一開始是由個人專業評量開始推行，藉由評估個人能力，

以及對知識的貢獻等，由於跟個人能力發展相關，大家會較認真填寫。楊經理提

及：「有一個網站，要去評估他們的 level，去進行自行評估，像是評估對於企業

的知識貢獻，還有自己的 competence 等，填完之後要送給自己的 manager，然後

看他覺得你符不符合，是一種個人 skill 的衡量。」知識評量制度是較難以建立的，

因為沒有人會願被認為自己所分享的知識是不符合資格的，但好在 IBM 的人員專

業性較高，面對事情會以較理性的方式來處理，也使得知識評量制度得以落實。

郭專員表示：「IBM 有一個好處就是每個人都很專業，他在談事情不會用很

emotional 的方式在談，這對公司是不好的，雖然有很多 difficulties，但我們還是

會克服。」現今知識評量制度難以建立的難題已解決，知識的回顧與評量已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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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改成一個禮拜，固定審查資料庫內資料是否對業務人員有所幫助。楊經理：

「IBM 執行力是很驚人的，之前我們的 review 很久才一次啊，後來改成 monthly，

現在變成 weekly，而且該如何執行都規定好了，所以在建立評量的時候，雖然遇

到困難，不過還是都克服了。」 

IBM 擁有完善的教育訓練，成立「知識大學」（IBM Academy）延續人才優

勢，以及培養未來人才的重要角色。在 IBM 知識大學中，分設了五大學院：基礎

學院、專業學院、管理學院、ｅ學院，以及社會學院。在基礎學院中，提供完整

的新進人員在職訓練，以奠定成功的基礎。專業學院則著重提升專業技能，以創

造長長久久的職業生涯。管理學院所強調的是理論與實務並重，為塑造未來的經

營人才。ｅ學院則提供無遠弗屆，隨時隨地的電子學習。而社會學院則是藉由良

師益友（mentoring）的協助，或是透過多元化社團的成立，分享資深員工最寶貴

的經驗。楊經理：「我們的業務訓練比較實在，他們的 training在談怎麼去handling，

像是 sales call，譬如說怎麼去拜訪客戶，拜訪客戶要怎麼去做，其實 IBM 有一

個 core model。我所談的業務和一般企業的業務不同，有些業務他們可能只處理

一些日常的事情，他們老闆可能比較不教他們什麼事情。可是 IBM 不一樣，我

們對業務人員的訓練是很嚴格的，我以前以為業務管理不是一門學問，你有看過

行銷管理的書，但是你有看過業務管理的書嗎？報紙一打開來，五專生、專畢生

都可以當業務，沒有要求到碩畢，但 IBM 很奇怪，就是喜歡找一群 MBA 來當業

務，我一進去才知道業務是有學問的。」IBM 為了培養人才投入大量的教育訓練，

當員工工作性質改變時，公司會再給工作輪調的員工提供教育訓練，完善的教育

訓練使得員工成為知識工作者，不僅促使知識管理得以落實，也增強了核心競爭

力。 

由上述可知 IBM 雖然沒有直接的獎勵措施鼓勵知識管理的進行，但藉由連動

績效制度與升遷制度，促使業務人員進行知識的分享；評量制度在一開始建立雖

較為困難，但現今已經做到每周進行回顧之成果；完善的教育訓練制度是 IBM 最

大的利器，不僅是業務人員知識吸收的方式，也是知識擴散最佳的管道，參考表

4-8  IBM 激勵與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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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IBM 激勵與評量 

激勵與評量 
1. 並無實質的激勵措施，而是藉由績效與升遷制度促使主管分享知識。 
2. 每週會回顧知識以確保知識蓄積品質，幾乎可以做到隨時更新。 
3. 教育訓練有線上學習、情境模擬與EMBA課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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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LEXUS 個案 

一、 LEXUS 公司介紹 

（一） 公司簡介 

1997 年 WTO 談判，台灣政府同意有限度開放日本車進口。同年，代理

TOYOTA 之和泰汽車為提升 TOYOTA 集團整體形象，並提供顧客多元之商品選

擇，在 1997 年 10 月導入 LEXUS 進入台灣市場，LEXUS 最早在美國上市時，鎖

定的消費階層為「金字塔頂端」及「誕生於戰後嬰兒潮的中年成功人士」，其特

質在於「擁有自我中心，試圖打破傳統」，其自我定位是 luxury 與 excellence，

為了做到與 TOYOTA 市場區隔，和泰汽車以「追求完美、近乎苛求」的精神為

LEXUS 定位。在台灣，LEXUS 所瞄準的主要消費族群，為 30~55 歲之高收入階

層、大多已婚且擁有大學學歷，平常喜愛從事戶外活動、旅遊並享受家庭生活者。 

在 LEXUS 在進入台灣市場後的第三年，就成功奪得台灣高級車市場第三名

的位子，市佔率不斷上升。到 2005 年底，LEXUS 在台灣高級車市場的市佔率已

達到 26.7%，BENZ 為 25.1%，BMW 為 21.5% 。 LEXUS 堅持「以客為尊，服

務至上」的經營理念，致力於提供顧客完善的服務，自 1999 年起不斷獲得

J.D.POWER 所頒發的各式獎項，包括以「維修表現」、「服務專員表現」、「車輛品

質」、「硬體設施」、「服務時效」和「維修預估」為評估項目的顧客滿意度獎項與

以「專員表現」、「交車過程」、「經銷商硬體設備」、「交車時限」、「文件處理」和

「交易過程」為評估項目的銷售滿意度獎項等。其在顧客滿意、顧客服務上的卓

越表現，連續 6 年得到 J. D. Power SSI （汽車銷售顧客滿意度成績）第一名，更

連續 7年，達到 J. D. Power CSI 售後服務滿意度第一名的成績，參考表 4-9 LEXUS

歷年獲獎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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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LEXUS 歷年獲獎紀錄 

LEXUS 歷年獲獎紀錄 

 1999-2007 J.D.POWER ASIA PACIFIC 台灣區售後服務滿意度（CSI）第一名 

 2000-2007 J.D.POWER ASIA PACIFIC 台灣區新車銷售滿意度（SSI）第一名 

 2006-2007 J.D.POWER ASIA PACIFIC 台灣區新車初期品質調查（IQS） ES 

LUXURY 第一名 

 2006-2007 J.D.POWER ASIA PACIFIC 台灣區車輛表現及操作調查（APEAL） 

ES LUXURY 第一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為了解上流社會的客戶需求，和泰汽車為 LEXUS 銷售專員有規劃地為安排

的行銷教育課程，例如教育課程包含銷售技巧、商品專業知識及生活品味等，而

生活品味課程包括打高爾夫球、品酒、廚藝、面相學等，增加與客戶的共同話題

與互動，若是 LEXUS 車主不方便到營業據點看車，銷售專員也會依需求，親自

開車至車主家中鑑賞。 

LEXUS 在顧客滿意度上不僅獲得各項獎項的肯定，LEXUS 在銷售上的好表

現，例如車輛的銷售率每年銷售量以約一千輛成長，在日本進口車配額有限下，

2004 年 10 月就將配額用完，在高級進口車銷量上，僅次於朋馳，較 2003 年成長

31％，都證明這樣的教育訓練對銷售的加分效果。 

除了教育訓練外，LEXUS 為了打造超級行銷團隊，在銷售專員選擇上，遴

選方式有兩種，一是過去在別的進口高級房車品牌的超級業務員，另外一種則是

由內部調任。內部調任者，通常是以往每年至少賣出 60～80 部以上的 TOYOTA

汽車，才能跨入成為 LEXUS 銷售專員的第一道門檻。不僅是在銷售方面，LEXUS

車子維修廠的維修專員，也挑選一定年資及技術熟練的成員。 

（二） 業務流程 

不同於 BENZ 所強調的「尊貴」以及 BMW 所標榜的「性能」，LEXUS 以

「顧客滿意」作為與其他品牌區隔的中心理念。所以，LEXUS 在任何一個與顧

客的「接觸點」上，都抱持著以客為尊、顧客第一的精神，不論是一線人員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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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實體設施的布置、廣宣媒體的安排、網路郵件的接觸，都是基於顧客第一的

理念，利用服務接觸點來達到滿意的顧客服務，進而提升顧客回廠率與忠誠度。。

和泰汽車及各經銷商也設立顧客關懷部，將 CS（顧客服務） 獨立為一個事業部

來經營管理。而以下就銷售專員的業務流程，商談、交車、車輛保有到維修服務

進行介紹，參考圖 4-2 LEXUS 業務流程： 

 
圖 4-2  LEXUS 業務流程 

資料來源：LEXUS 提供。 

1. 商談 

挑高的天花板、柔和的室內採光、有質感的設備，LEXUS 營業所及服務廠

以「豪華五星級飯店」的設計理念打造，營造舒服、尊貴的感受，以提供顧客豪

華尊榮的賞車與購車經驗。LEXUS 對於一線接待人員的服務態度嚴格制訂了明

確做法，例如規定專員的制服與名牌、隨時面帶笑容、值班專員見到有顧客在營

業所外面時須主動至門口迎接等，以確保與顧客的每一個接觸點都有做到。 

2. 交車 

LEXUS 有一套完整的交車流程在服務廠嚴格執行，例如交車時新車的油箱

必須事先加滿，主管與服務專員（SA）陪同顧客檢查新車並做車輛說明，在交車

後的一個禮拜專員也會親自拜訪顧客並贈送香檳與謝卡以示感謝，參考圖 4-3 

LEXUS 交車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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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LEXUS 交車流程圖     

資料來源：LEXUS 提供。 

3. 車輛保有 

在交車後，LEXUS 車主自動會被視為 LEXUS CLUB 的成員，LEXUS 針對

車主提供各種相關活動及禮遇優惠，例如可享 LEXUS 精品 9 折購買優惠、精品

品牌；提供 LEXUS 車主專屬季刊，上面刊載車輛相關及生活形態相關的各種最

新訊息；而或以 LEXUS 聯名卡提供給顧客汽車、旅遊、餐飲相關的各種專屬優

惠，車主每年生日時會得到生日賀禮；車主也會在定期檢查時接到顧客關懷電話

提醒。 

4. 維修服務 

為提供 LEXUS 顧客完善的售後服務，LEXUS 加長了維修服務營業時間，

提供 24 小時拖吊服務，並提供免費安全檢查等措施，參考圖 4-4 LEXUS 回廠維

修流程圖。 

 

圖 4-4  LEXUS 回廠維修流程圖   
資料來源：LEXU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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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EXUS 知識管理活動 

（一） 知識吸收 

1. 知識吸收來源 

由於汽車商品有別於一般消費商品，不僅交易金額較一般消費性商品為高，

且產品本身配備亦較為複雜，在銷售時需要透過業務人員詳盡解說，尤其是針對

首次購車者，更需透過業務人員清楚說明各種汽車知識。汪所長：「有些不是汽

車的問題，一些跟汽車相關的資訊你都要知道，譬如說驗車、領照、標牌等等都

是我們領域上的關係。」銷售汽車不僅牽涉到複雜的交易付費、後續服務等問題。

亦牽涉到很多觀念，如車子的特性、保險、配件、還有貸款、融資等問題，因此

業務人員所提供的汽車相關商品之資訊服務，其業務範圍十分廣泛，須透過許多

管道來吸收相關知識。業務人員遇到問題可以利用內部管道獲得解答，像是：車

輛本部、技術部和客服部等。汪所長：「技術部就是在車輛品質方面、操控方面

或者配備方面你有什麼不懂可以問技術部，那客人抱怨我們有CS部門要來處理，

這些單位會提供協助。」因此，和泰總代理、日本原廠、維修服務廠等，都是知

識吸收的來源。另外，監理站、保險公司這些外部資源也都是業務部門重要的知

識吸收來源。汪所長：「尋求知識的管道太多了，去找和泰，或是跟牌照有關就

問監理站，有問題直接打電話去問，找廠商啦，或是透過和泰詢問日本原廠，或

者是同業間，找服務廠，大概是這樣子；我們常常會找服務廠的技工上來上課，

比如說有個安全配備的問題，我們不了解，跟客人應對客人好像聽不懂，因為我

們不可能在顧客問問題的時候，拉一個技工在旁邊解釋嘛，高級車的消費者你沒

有那個好騙的，國產車可能可以呼攏一下，高級車消費者很精的。」 

銷售方面則會師法其它服務業，像飯店業、航空業等，LEXUS 會請亞都麗

緻的嚴長壽來為業務人員上課，教導業務人員的服務態度與技巧。有時候會異業

互相配合學習，例如跟永慶房屋互相交流，分享彼此的銷售經驗。汪所長：「我

們有請嚴長壽來上課，為什麼他們能把飯店經營的這麼好?你看他的設備不是最

好的，但是他的風評卻是最好的，他一定有他的獨到之處，我們的敬禮方式就是

學他們的。永慶房屋也常來我們營業所觀摩，來了好幾次，董事長總經理帶隊來，

問我一些 LEXUS 的一些 SOP 作業流程，或許也能用在他們的販賣銷售上，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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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能用，說不定就成為轉折點。」師法其它服務業是業務部門銷售技巧最重

要的知識吸收來源。 

由上述可知，LEXUS 的知識吸收來源包括了公司內部：和泰總代理、日本

原廠、維修廠、車輛本部、客服部、業務人員本身知識；相關同業：監理站、保

險公司；其它服務業：飯店業、航空業等。 

2. 知識吸收方式 

業務人員透過光碟的模式，吸收商品相關知識，許多專業知識透過 LEXUS

的網路教學及商品光碟，以動畫影片的方式呈現，一看就一目了然，日後便能將

商品知識透過更清楚、有系統的方式介紹給顧客。透過此一輔助工具，讓顧客能

接受到更完整的商品知識，間接提高顧客對 LEXUS 的滿意度。商品光碟由總代

理和泰汽車統一製作，之前的教育訓練方式變成是輔助性的，現在會比較以商品

光碟為主。 

關於業務人員知識吸收方式，和泰公司方面主要負責本身產品與競爭者產品

的商品知識，根據競爭者推出的產品進行應對，提供應對話術，總代理也會做銷

售手冊，而營業所主是透過 Case by Case 的話術演練。汪所長：「專業知識我們定

期都會去上課，我們只要有新車上市，就會做一連串的教育，平常要上網考試，

和泰有網站專門認證考試，考不過你的 CP 認證就不過，那你的影響就很大了，

跟你的收入就有很大的關係，當然和泰的本意不是要控制這個，他要你知道我們

現在賣的東西有什麼特性，你這樣才有辦法跟客人因應，客人問你這個車跟賓士

哪裡不一樣，跟 BMW 哪裡不一樣，你要講出個所以然，有些客人很刁鑽、很內

行，你也要能說服他，像賓士他說他有百年造車技術，那 LEXUS 只有二十年，

那你二十年憑什麼跟一百年比，這大家要有一些共識，一些專業的能力去回答。」 

此外，每年固定會外聘講師來上課，集合全部的業務人員輪流上課，一年大

概五六次左右。課程很廣，像是用餐禮儀、音樂會、古典音樂、財經理財、女性

化妝、高爾夫球等。汪所長表示：「這些基本上有可能用得上，也有可能用不上，

可能顧客說到這，這我知道，還可以稍微跟顧客聊一下，不要客人一問三不知，

這樣給客人的感覺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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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路教學，業務人員可隨時上網學習的作法，透過業務人員行銷管理系

統，新進業務人員可先自行透過商品光碟瞭解汽車商品之各項說明，而傳統教室

的訓練課程便可加強在與顧客的溝通與應對，不僅提高教學品質與學習效果，也

使學習的時間更為彈性化。 

由上述可知，LEXUS 的知識吸收方式包括了銷售手冊、商品光碟、產品說

明會、教育訓練、內部網路學習、外聘講師等方式。 

3. 知識吸收小結 

由前述可將 LEXUS 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整理如表 4-10： 

表 4-10  LEXUS 之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 

知識吸收 知識吸收作為 

來源 
公司內部：和泰總代理、日本原廠、維修廠、車輛本部、客服部、

業務人員本身知識；相關同業：監理站、保險公司；其它服務業：

飯店業、航空業等。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銷售手冊、教育訓練、內部網路學習。 
專案吸收方式：商品光碟、產品說明會、外聘講師上課。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二） 知識蓄積 

1. 知識蓄積載體 

由於過去業務人員對於顧客資料的整理，多透過手工抄寫的方式，每位業務

代表人手一疊資料，在相關資料要修改或查詢的時候，必須花時間去翻閱，若累

積到幾百位顧客，對於顧客資料便只能做到整理卻無法有效管理。此外，公司對

於顧客的掌握，僅能看到有沒有買車的「結果」，卻無法瞭解銷售「過程」。如果

管理只論結果，只能看到業績是否達成。若能掌握過程，就能對顧客多一些瞭解，

對一些過程做分析。現在則要求建檔儲存，建立顧客資料庫，以方便業務部門掌

握顧客資訊，因此資料庫是儲存顧客資料的重要載體。 

業務人員是 LEXUS 最重要的知識蓄積載體，尤其銷售知識不易培養，屬於

內隱性知識，難以書面化記錄下來，必須藉由人為載體，才能蓄積知識。在 LEXUS

的業務人員都以有 10 年以上賣車經驗，本身蓄積許多知識。汪所長：「照這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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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車型來講，大家級數都差不多，我們這營業所年資都超過十年以上，銷售技巧、

話術等等都沒話說。」 

規範制度也是 LEXUS 最佳的知識蓄積載體，把流程標準化，建立 SOP 步驟，

使得業務人員可以依照標準流程，提供最好的服務。LEXUS 有一套完整的交車

流程在服務廠嚴格執行，包括交車時新車的油箱必須事先加滿，主管與服務專員 

（SA） 陪同顧客檢查新車並做車輛說明，在交車後的一個禮拜專員也會親自拜

訪顧客並贈送香檳與謝卡以示感謝。汪所長：「我們交車的 SOP 流程就是完全按

照和泰，他是制式的，而且他會定期每年都會來檢查、來考核，他是用抽的，直

接和你模擬交車的流程，你要能按部就班的答出來，他有考核的機制在，絕不是

嘴巴講講來看看而已。」 

透過不斷的練習，把服務技巧練到純熟、練到自然，是 LEXUS 銷售與服務

的致勝關鍵，利用管理機制，讓知識蓄積在制度中，這些制度與方法都是長久累

積下來的經驗，經過分析、歸納、統一而建立。汪所長：「那這邊我們大概一個

月就會內部演練一次，因為這種東西，你不做的話久而久之就會疏忽，像我們做

完早操，一些基本的禮節像歡迎光臨您好等等，我們到樓上開會，開完會也會，

303456，歡迎光臨要停三秒，謝謝慢走要停六秒，這些每天要練習，很多東西做

習慣就變自然，你如果不習慣會覺得停六秒很奇怪，可是等到你做習慣，你不這

麼做反而會覺得怪怪的，會覺得不禮貌。那為什麼會有 303456，這是代號，這就

是因為這麼多年下來，大家覺得這樣子做是好的。」 

由上述可知，LEXUS 的知識載體包括以實體系統的形式即資料庫，將業務

部門的知識儲存下來；員工技能與知識是最重要的知識蓄積載體，LEXUS 將知

識儲存於經驗豐富的業務代表中；標準業務流程與不斷的演練制度，提供了業務

人員良好的訓練以及運作模式，因此管理系統以及價值觀和規範也是 LEXUS 重

要的知識蓄積載體。 

2. 知識蓄積方式 

在汽車銷售市場來講，有一個特性，什麼類型的人就會跟什麼類型的人買車，

因此營業所必須兼具各類型人才，才能廣泛了解客戶偏好，滿足不同類型客戶需

求。像是國高中畢業的業務，比較早出社會，在人情世故、手腕、交際應酬這些



71 
 

的可能會多一些經驗。但有時候學歷也很重要，像有些客戶是高知識份子，在談

吐上就要有一定的水準，這時碩士或大學畢業的就會比較吃香。汪所長：「相對

得我們客戶也不是都大學碩士畢業，也是會有小學畢業的，他做生意做的很好，

賺大錢，那可能就會感覺跟你不夠合，有些客人可能因為你不會講台語，就不跟

你買車，這沒有什麼對與不對，所以業務代表要能夠八面玲瓏，什麼車都要能賣，

這個人的特性是這樣，你要順著他的意。」因此人員式的儲存方式是不可或缺的

知識蓄積方式。 

文件式儲存方面，第一種是屬於傳統式知識儲存的作法，主要透過書面文件，

營業所會將平時演練的應對話術整理成文件，提供業務人員參考，這部份主要是

業務人員的隱性知識，另一種是由總代理所製造的銷售手冊。第二種是透過商品

光碟方式，將相關知識整合到商品光碟，由總代理和泰汽車統一製作，發送給各

經銷商。第三種是透過資料庫的方式，主要是儲存業務人員所輸入的顧客資料。

最後，是網路大學當中的販賣學院，由總代理和泰主導，內容主要以汽車相關知

識為主。 

為了有效服務顧客，公司要求每位業務代表須將與顧客服務相關的日期，加

以完整的紀錄與保存。公司方面累積各個業務代表所輸入的顧客相關資料，形成

完整之顧客資料庫。透過填寫訂單時完整紀錄顧客資料、維修及投保資料，可進

一步預測顧客定保、定檢及續保日期，並透過資訊系統主動替業務代表安排活動

行程，完善地作好顧客服務。  

由上述可知 LEXUS 透過書面資料和檔案將知識儲存於組織內，此即為文件

式儲存方式；並透過實際演練與個案教學將知識儲存在員工之中，此即為人員式

儲存；而公司制度也幫助了知識蓄積，此即為物件式儲存方式。 

3. 知識蓄積小結 

由前述可將 LEXUS 知識蓄積之載體和方式整理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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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LEXUS 知識蓄積載體和方式 

知識蓄積 知識蓄積作為 

載體 

1. 實體系統：客戶資料庫。 
2. 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3. 管理系統：教育訓練、演練制度。 
4. 價值觀與規範：流程標準化與抽查制度。 

方式 
1. 人員式儲存：業務經驗與服務技巧以人員來儲存。 
2. 文件式儲存：透過資料庫和銷售手冊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3. 物件式儲存：利用完善的制度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三） 知識擴散 

1. 知識擴散方式 

會議是最主要的知識擴散方式，利用早會或夕會做知識分享，透過討論，大

家分享解決的方法，客戶的反應、態度，以及如何應對，都會提出來討論。汪所

長：「有問題大家要拿出來研討，因為你碰到的問題，有可能大家都會碰到，你

不懂的問題，大家都要弄懂，其實這些專業知識的領域大家是要互相交流，誰都

會碰到一些奇怪的狀況，當然客人會提出這些問題出來，相信消費者是有這些疑

問，當然有時候我們跟消費者的觀念立場上可能有一些相牴觸，那就是要尋求解

決之道，這樣我們跟客人彼此才會有個交集交點在，才會有辦法成長。」 

扎實的教育訓練不僅是業務人員知識吸收的方式，也是 LEXUS 用來進行知

識擴散一個重要方法，藉由定期的課程，以及必備的專長訓，確保業務人員維持

一定的品質，在知識上有所提升。汪所長：「其實服務業就是這樣子，現在贏或

輸真的就只是差這麼一點點，現在要再創新真的是有限了，有一些額外的預算當

然是可以，但是如果沒有，只能回到基本面，落實基本的東西。」 

經銷商間時常借調試乘車，常跟其他經銷商碰面，案子踩線時也需要互相協

調，成了與經銷商之間重要的交流管道。汪所長：「我們幾乎每一款車都會有試

乘車，我們試乘車都會借來借去，試乘車擺放的位置都會不一樣，你去開試乘車

時就會碰面，或是有一些 CASE 強碰，需要協調，很密切的。」甚至有時候也是

會跟其他中南部的經銷商交流，如果有好的點子也是會互相傳 e-mail，互相交流。



73 
 

但本研究私底下詢問業務人員發現：也是有一些業務人員是獨善其身，該所進行

的知識分享，並不會分享到別的營業所。 

業務人員大會是很重要的知識擴散方式，藉由激勵與表揚來刺激大家的動力

以及良好銷售方式的分享，而檢討會則針對保險、定期保養、新車販賣、CSI、JD 

POWER 等表現不好，探討失敗原因為何，討論以後該如何因應，避免大家再犯

同樣的錯誤。汪所長：「業務人員大會，主要是激勵，激勵大會或者是表揚大會，

也有檢討會，檢討會大約半年開一次，針對表現不好的檢討，也有個案分享，不

好的案例，以後碰到就要小心應對。」 

LEXUS 並沒有進行師徒制，這是因為 LEXUS 業務人員全都有豐富的銷售經

驗，並不會因年資較高就一定比較強，或是新進人員就比較不會賣車，只是還沒

了解作業流程，需要時間了解情況，所以是以電話詢問與駐店閒聊的方式進行知

識交流。汪所長：「基本上不會有師徒制，我們這邊沒有什麼老鳥跟菜鳥，大家

一視同仁，新進人員只是作業面不了解，並不代表他不會賣車，只是他之前賣賓

士的車，那他對賓士車的專業知識比較了解，現在他要學 LEXUS 的專業知識，

還有 LEXUS 的賣點在哪，所以我們都一視同仁，有時候新進人員的 IDEA 都還

比你們更好，但是資深的販賣經驗比較多，所以是可以互相交流。」 

特殊案例也會進行分享並建檔，特殊案例常有意想不到的情形出現，讓營業

所的業務人員能夠了解，並思考該如何修正銷售技巧。汪所長：「比較特例的案

子才會建檔，其他沒有什麼特殊的話，就沒什麼太大的差異啦。」但卻不開放查

詢，也許是注重客戶隱私。汪所長：「是沒有辦法查詢的，不會公佈出來，通常

像有客人抱怨申訴，我們案例都會整理起來然後會統一管理。」 

對於知識管理的推行，雖然 LEXUS 已累積相當多的成功銷售經驗與知識，

但仍分散在各營業所，且各營業所處於競爭狀態，就公司而言，如何有效擷取各

營業所之最佳實務及讓各營業所進行知識分享是一大困難。業務人員的另一種心

態，會認為公司想透過系統掌握自己的行蹤，而且與顧客接觸的過程及商業機密

都攤在陽光下，這是很大的困難所在。 

由上述可知 LEXUS 透過每日會議、業務大會、教育訓練、商品光碟、電話

諮詢、駐店閒聊、經銷商間交流等方式來擴散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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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識擴散小結 

由前述可將 LEXUS 知識擴散方式整理如表 4-12： 

表 4-12  LEXUS 知識擴散管道 

知識擴散 知識擴散作為 

方式 

1. 正式管道：每日會議、業務大會、教育訓練、商品光碟等方

式分享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電話、駐店閒聊、經銷商間交流等方式分

享知識。 
主要以每日會議個案分享與演練話術的方式進行，電話諮詢與駐

店閒聊為輔。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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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LEXUS 知識管理促動因子 

（一） 策略與領導 

知識管理的推動上，第一線主管的認知或宣導是否正確是一個問題，因為

LEXUS 的據點很多，員工分散各地，要真正把政策落實到每一個第一線員工，

是相當困難的事。因此與業務人員最直接接觸的第一線主管就成為很重要的推動

觸媒，主管是不是有心去推動非常重要。 

對於宣導業務人員使用資訊系統，主管的宣導方式並不是說今天有電腦就可

以賣得很好，而是告訴業務人員，電腦只是一個輔助販售的工具，在與顧客商談

的過程，可以透過更專業的方式、更容易去介紹汽車商品，讓客人更清楚你表達

的內容、也更有效率去管理客戶的資料。以促使年紀較長的業務人員也接受使用

電腦。 

當業務人員碰到業績壓力的時，常會把其他的工作擺一邊，以達到業績為主

要目標。因此，在知識管理推動的過程中，常因為一些活動的進行而造成知識管

理工作暫停，多少都會受到影響。好在 LEXUS 把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做結

合，要求所有業務人員都要清楚了解整個流程，並按步驟進行，以制度規範業務

人員。汪所長：「銷售技巧也是一樣，你不管之前年資經歷幾年，你只要來到這

個營業所，就要通過所長的考核，車輛本部考核通過以後才可以開始值班，不管

你在賓士 20 年，不過賓士有賓士的規矩，那 LEXUS 有 LEXUS 要求的地方，不

一樣，像交車有交車的流程，我們平均交一部車要兩、三個小時，我們有很多地

方要提醒客戶，這些東西你都要懂都要會，那值班有值班的規定要求，接電話等

等，這些都要按部就班，這就是我們的特色，你要這些全盤都通過以後才能值班。」 

由上述可知，LEXUS 是靠公司政策來進行知識管理，但由於各業務分散在

各營業所，領導者的執行度成了關鍵，因此利用制度把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

結合在一起，促使知識管理得以落實，參考表 4-13  LEXUS 策略與領導。 

  



76 
 

表 4-13  LEXUS 策略與領導 

策略與領導 
1. 有明確的定義，依照公司政策來進行知識管理。 
2. 由於業務分散在各營業所，領導者的執行度成了關鍵。 
3. 宣傳溝通良好，並有良好制度協助。 
4. 利用制度把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在一起。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二） 組織文化 

LEXUS 業務部門運作方式是以個人獨立作業為主，由每位業務人員各自衝

業績，服務自己的客戶，但有時也會互相支援，幫忙解決一些問題，或是共同達

成組織目標。汪所長：「我們大概都有一個共識，個人做個人的，先把自己的份

內工作做好，再來講團體，你自己都會不好了哪還有什麼資格要求團體，因為每

一個業務代表存在對營業所都是很重要，我們開會常常在講，我們有五個人，如

果這個月目標是 15 台，那一個人是不是要 3 台，這是你的基本台數，先把你的

基本做好完成就是你這個月的事情，你能賣就盡量賣，那有沒有人 3 台沒辦法完

成？當然有。哪怎麼辦？有人賣 4 台 5 台阿，所以你是不是要把自己的基本做到，

才能往上衝幫別人。」 

LEXUS 業務人員，彼此是競爭又合作的關係，除了獨立作業外，由於要達

到營業所業績，業務人員彼此間會互相分享經驗，共同達成目標業績。競爭關係

也許會藏私，但如果太過自私，不願合作分享，得罪其它業務人員，以後要請人

幫忙就困難許多。汪所長表示：「大家要互相，你也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困難，今

天你不幫人家，之後人家也不會幫你的，這就是傳統，人不能太自私的，團體組

織不能有太自私的想法，你不要太自私得罪了大家，那大家就不會支援你。」而

公司也會舉辦一些活動，例如：請大家集思廣益提出汽車銷售賣點，由於每個人

都一定要提出意見，促使業務人員分享經驗，養成分享文化。汪所長：「這就是

我剛剛講的我們會針對某一個車型大家集思廣益，大家提出一些賣點，然後每一

個人要提出意見，一定會有重複的，沒關係但是盡量不要重複，那大家集中起來

之後就會發文出去，ES 要怎麼賣，它的賣點在哪裡？這是我們一定要做而且常

常在做的，定期在做，唯有不斷的經驗分享，才有辦法銷售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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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LEXUS 的業務人員都是銷售經驗豐富的沙場戰將，能一路過關斬將，

由國產車賣到高級車，除了旺盛的企圖心、高度的穩定性，還必須兼具自發性的

學習能力。環境使然，在不學習就會被淘汰的情況下，唯有自動自發才能生存。

汪所長：「基本上這邊的業務專員如果沒有辦法自動自發學習，那你很容易就被

淘汰掉，所以很多事情你必須很主動，我們有很多庶務性的工作必須要執行，我

們都會做確認，不是說做就做，你也不可能敷衍了事，而且你來這邊大家都是很

自動自發，變成你不能打混，他的風氣環境就是這樣。」 

LEXUS 業務人員的離職率很低，而且信任彼此，大家都會互相支援，彼此

間相處得很愉快。汪所長：「我們這邊的離職率很低，而且我們會互相支援，所

謂支援是像如果值班有事，我幫你代，或者說我有個客人要來，我人在外面，可

能要晚半小時才能回來的話，那你先幫我招呼客人。」 

由上述可知，LEXUS 業務運作方式是比較偏向獨立作業，偶爾互相支援；

集思廣益是促進分享的好辦法，也利用團隊績效目標來促使強者幫助弱者；而高

度穩定的業務人員，擁有自發性的學習文化，在信任程度上也較為良好，參考表

4-14  LEXUS 組織文化。  

表 4-14  LEXUS 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 
1. 業務運作方式比較偏向獨立作業，偶爾互相支援。 
2. 集思廣益的分享文化。 
3. 自發性的學習文化。 
4. 成熟的業務人員與環境造成信任感。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三） 資訊科技 

過去業務代表對於顧客資料的整理，多透過手工抄寫的方式，每位業務代表

人手一疊資料，在相關資料要修改或查詢的時候，必須花時間去翻閱，若累積到

幾百位顧客，對於顧客資料便只能做到整理卻無法有效管理。而公司對於顧客的

資訊亦無法做有效、完整的掌握。目前公司已經把客戶資料都建檔完成，整合資

料對於業務的管理、個人 CR 管理、續保管理、客戶生日、車輛保養等都有很大

的幫助。汪所長：「資料庫有一些車主售後的一些資訊，比如要辦的活動，荷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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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信用卡，車主權益等各方面，售後服務保養等等都查的到，只要車主想要問

的，他們問的到的，網站上大概都查的到，即使查不到我們也會打電話去確認。」

以前用一大疊的客戶資料，現在利用顧客資料庫，可以節省很多時間，讓業務人

員知道本月有哪些客戶是重點客戶。透過該系統，業務人員可自行設定，篩選出

符合條件之顧客，進行差異化之行銷服務，此一作法相較於過去手工整理資料，

可節省許多的時間，用來加強與顧客聯絡或進行網路課程學習。  

LEXUS 面臨資訊系統推動上的障礙：很多業務人員過去都未曾接觸過電腦，

連輸入都有問題，特別是在南部，業務人員的教育程度、學習能力方面的差異較

大，許多習慣於舊有資料傳遞的業務代表會認為，資料透過傳真即可，若還要學

電腦，會變成增加他們很多的負擔與工作。汪所長：「我們還有很多的相關知識

啦，都會直接去問和泰，打電話直接問比較快。」 

對於汽車的銷售，許多銷售技巧、臨場反應，要教給業務人員其實是一件很

重要也很困難的事。事實上，汽車銷售工作沒有辦法避免面對面的溝通，電腦再

怎麼發達，對於知識的傳遞，能幫助還是有限。汪所長表示：「其實大家傾向直

接打電話，因為很多東西都是客人反應的比較立即性的東西。」 

由上述可知 LEXUS 的資訊系統，只有資料庫與內部網路，然而員工並不習

慣使用這些資訊系統來進行知識吸收、蓄積與擴散，如何讓年長的業務人員習慣

使用資訊系統是 LEXUS 的一大挑戰，參考表 4-15  LEXUS 資訊科技。 

表 4-15  LEXUS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1. 有顧客資訊庫。 
2. 有內部網路，但習慣使用電話。 
3. 無交流平台。 
4. 沒有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習慣。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四） 激勵與評量 

大部分的激勵措施，都是以業績為標準，期望業務人員能獲取佳績，幫公司

帶來直接的收益。對於知識管理方面，LEXUS 試著透過表揚的方式，鼓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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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藉此擷取員工之內隱知識，透過文字化累積成組織資

產。汪所長說明：「提供個案也會表揚，或是說你幫客戶什麼售後服務是比較特

別值得嘉許的，車主有時候有會反映上去，比如我某一天在哪車子壞掉，我打個

電話給誰，他馬上就過來，受到車主的讚揚，我們就會公開表揚，我們有一個 CS

季刊，也會刊登在上面，讓大家知道有這一個個案，讓大家互相研討。」 

 會不定期舉辦過知識評選比賽，透過各營業所的腦力激盪，希望藉此把良好

的銷售方式呈現出來。業務人員跟主管之間透過競賽的模式來做隱性知識的交流，

是擷取隱性知識很好的機會，LEXUS 正積極想透過各種方式把散落在業務人員

腦海中的隱性知識萃取出來。汪所長：「我們常常會有一種就是說公司車輛部會

丟出問題，那大家來研討，大家集思廣益，各單位提出 20 個問題來，或者提出

20 個優缺點出來，那我們有三個所，就會有 60 個優缺點，那這中間當然有重複

的，重複的擷取出來，那你想的到的跟我想到的不一樣，大家精華集中，再發資

料給各位，如果說你要賣 ES350，你碰到什麼樣的車，要用什麼樣的話數來跟他

講會比較好，大概是這樣。」 

 總代理和泰汽車成立網路大學，將知識教育的概念分成三部份，第一個是管

理學院，主要對象是針對經營層的管理教育的授課中心；第二個是販賣學院，是

針對整個販賣體系教育的內容；第三個是技術學院，提供服務廠技術的教育。另

外，教育訓練不僅要考試，還要通過考核，LEXUS 有一個 CP 認證制度，CP 認

證採分級制，涵蓋範圍很廣，只要有一項沒通過，就無法得到認證，會影響業務

人員的收入。汪所長：「CP 認證有規章，你有通過名片上面就會有，這表示公司

認同你，這是世界性的東西，全世界賣 LEXUS 車的都要經過這個認證，每個專

員都要，他有一級、二級一直往上跳，級數越高當然你的福利就會越好，服務廠

也是一樣，就好像你們讀書大學碩士博士。」 

由上述可知 LEXUS 雖然沒有直接的獎勵措施鼓勵知識管理的進行，但藉由

表揚方式，鼓勵業務人員分享成功經驗，並萃取知識，進而書面化蓄積；評量制

度則是利用一些競賽使得各營業所貢獻一些知識，讓公司能進行知識的蓄積與擴

散；豐富的教育訓練與 CP 認證制度是 LEXUS 擴散知識與促進業務人員努力吸收

知識的好方法，參考表 4-16  LEXUS 激勵與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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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LEXUS 激勵與評量 

激勵與評量 
1. 沒有直接的獎勵措施，但藉由表揚方式，鼓勵業務人員分享成功經驗，並

萃取知識，進而書面化蓄積。 
2. 評量制度則是利用一些競賽使得各營業所貢獻一些知識，讓公司能進行知

識的蓄積與擴散。 
3. 豐富的教育訓練與CP認證制度是LEXUS擴散知識與促進業務人員努力吸

收知識的好方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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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PAPAGO 個案 

一、 PAPAGO 公司介紹 

（一） 公司簡介 

研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1 年在台北成立，是台灣最大的電子地圖導航軟

體研發廠商，也是全球前三大地圖軟體專業開發廠商，其 PaPaGO!電子地圖系列

產品在台灣擁有 80％以上的市佔率，也成為一般消費者較熟知的品牌名稱。研勤

科技所開發的地圖導航軟體，含括台灣、香港、中國大陸、新加坡、東南亞、歐

洲及美國，遍及全球五大洲、38 國．4731 個城市，超過 100 萬套電子地圖軟體

銷售量。除了電子地圖導航系統，研勤科技也提供 PaPaGO!SDK 地圖元件、

PaPaGO!Online 網站線上地圖，印刷版本地圖、Smartphone 智慧手機產品、PDA

行動軟體等。 

在台灣擁有電子商務網站，並於上海、香港及泰國曼谷設有分公司，積極開

拓大陸及東南亞市場，並計畫於 2008 年底上櫃。透過研勤科技總經理簡良益在

GIS 及行動軟體產業界的豐富經驗，研勤科技以紮實的技術、穩健誠實的經營理

念，快速進入國際軟體舞台，「誠實、踏實、紮實、穩健」的財務結構，更讓研

勤科技與合作伙伴有穩定的合作關係。 

（二） 研勤主要產品 

研勤科技自創立以來，有以下成功的產品，請參考表 4-17： 

表 4-17 研勤主要產品 

研勤主要產品 

 PaPaGO!全平台電子地圖 
 PaPaGO!全平台衛星導航系統 
 PocketGenius 口袋天才行動資訊平台 
 Monster Chinese 怪獸中文全平台中文系統 
 Monster SIP 全平台怪獸輸入法 
 Presentation DX 簡報軟體（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相容） 
 Monster KB 外接鍵盤中文驅動程式 
 MoneyTracer 口袋帳本 
 MapKing 亞洲地圖王（與亞洲七家軟體科技公司合作） 

資料來源：研勤科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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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業務 

研勤科技的主要業務範圍以導航系統與應用程式為主，請參考表 4-18： 

表 4-18 研勤主要業務 

研勤主要業務 

 PAPAGO! 汽車衛星導航系統 
 PAPAGO 行動電話個人導航系統 
 OEM/ODM 專屬衛星汽車導航系統（車機） 
 PocketPC 應用程式 OEM/ODM 
 Smart Phone 應用程式 OEM/ODM 
 行動裝置軟體開發及衛星接收器零售 
 GIS 地理資訊應用及專案承接 

資料來源：研勤科技網站。 

（四） 主要客戶： 

1. NOKIA 諾基亞 

2. HTC 宏達國際電子 

3. ASUS 華碩電腦 

4. ACER 宏碁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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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APAGO 知識管理活動 

（一） 知識吸收 

1. 知識吸收來源 

由於 PAPAGO 目前未具規模，公司教育訓練未具完備，採取大量藉重外部機

構來訓練員工的方式，因此，外部機構成為重要的知識吸收來源。廖協理：「我

們會讓職員去上課，像之前我覺得跟溝通比較有關的就是卡內基，我們就去上卡

內基的課，這課程當中也有教授溝通的技巧，那我覺得如果要說比較有組織性的

話，就是我們有讓職員去上課。」 

跟客戶交流溝通也是重要的知識吸收來源，必須跟客戶討論產品功能、產品

定位以及對市場的看法等，互相吸收知識。以研勤業務人員來說可以學到東西的

地方除了外面上課、跟客戶交流外，還有一部分是由公司同仁獲得。廖協理：「同

部門的知識吸收比較著重在 sales 的 sense 或是 skill 或是溝通上面，那跟公司其

他部門，像 R＆D 部門，那就是跟專業知識有關，因為有些專業東西 sales 不懂，

那就要去問 R&D，久了產品這邊，其實 sales 很多初期就可以自己處理。」因此，

同部門的業務與不同部門的同仁都是業務人員知識吸收的重要來源。 

由上述可知，PAPAGO 的知識吸收來源包括了主管與公司同仁、產品部門、

客服部門、產業界、客戶、以及外部訓練機構。 

2. 知識吸收方式 

PAPAGO 主要的知識吸收方式是以個人自修為主，必須要藉由書籍或是相關

資訊來吸收知識，或是藉由外部訓練來增強本身實力，提升銷售能力。公司能提

供的主要是產品資訊與市場資訊，透過操作手冊以及教育訓練，讓業務部門能了

解產品功能與優勢。廖協理：「以我們公司業務來講比較重要的能力是三個面向，

第一個是 sales 的 sense，那這是比較天性，我也不知道怎麼教，第二個是溝通的

技巧，第三個是專業知識，專業知識比較好講，可以透過教育訓練或是讓他看一

些書，透過一些操作手冊來學習，也可以有比較組織化的去教他；溝通就比較難

一點了，那 sense 就更難了。」 

由上述可知，PAPAGO 的知識吸收方式包括了個人自修、主管教導、產品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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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手冊、教育訓練、外部上課等方式。 

3. 知識吸收小結 

由前述可將 PAPAGO 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整理如表 4-19： 

表 4-19  PAPAGO 之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 

知識吸收 知識吸收作為 

來源 
主管與公司同仁、產品部門、客服部門、產業界、客戶、以及外部

訓練機構。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個人自修、主管教導、教育訓練 
專案吸收方式：產品操作手冊、外部上課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二） 知識蓄積 

1. 知識蓄積載體 

員工是 PAPAGO 知識蓄積的重要載體，很多員工從創業至今都待在公司，這

些員工身上擁有許多寶貴經驗，值得大家借鏡與學習。廖協理：「目前主要還是

偏向個人為主，然後加上 QA 系統，來進行知識的儲存。」 

PAPAGO 藉由製作產品操作手冊，以及蒐集客戶問題，把業務相關知識蓄積

在實體系統中。業務部門遇到問題可以到 QA 系統裡查詢，QA 系統有做一些簡

單的分類與統計。廖協理：「除了文件，還有一部份就是 QA 系統，因為我們有很

多產品，有很多 QA、很多操作手冊，之前客戶發生過怎麼樣的問題你要怎麼解

釋，或者是說你這個軟體在操作上有什麼要注意的，有這樣一個系統，我們有做

一個後台，系統裡面有一些問題，有一些 knowledge 他都可以搜尋的到。」 

由上述可知，PAPAGO 的知識載體包括以實體系統的形式，透過 QA 系統將

業務部門的知識儲存下來；員工技能與知識是另一個知識蓄積載體，PAPAGO 將

知識儲存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2. 知識蓄積方式 

PAPAGO知識儲存方式主要以人員式為主，銷售技巧與經驗皆儲存在人身上。

另外有一些儲存在文件上，藉由工作記錄簿來蓄積知識，工作記錄簿上，詳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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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每件案子從開始到結束的狀況，譬如說業務人員今天跟客戶開會，客戶提到的

需求跟抱怨，以及這幾個月可能會有什麼訂單，都要記錄下來。 

工作記錄簿會成為重要的知識蓄積方式是有原因的，不僅可以累積知識，還

可以當作抵稅的證據，證明公司有在運作，而非空殼公司。廖協理：「我們會做

是因為當然這也是累積知識的一種方式，那還有一塊就是用來抵稅，因為軟體業

是台灣的重點產業，他可以讓你免稅，但是你要有一些 paper work 的東西，就是

你公司存在的證據，因為他要給你免稅他要看一些資料阿，他們麼知道你是開一

個空殼公司。」然而這些文件也可以選擇以電腦檔案記錄的方式來呈現，研勤科

技卻習慣採用文件方式來蓄積知識，而不是用資訊系統，令人感到意外。廖經理

解釋：「開會大家習慣帶電腦進去，總經理說大家開會都不專心，會做其他的事

情，那他也說其實很多東西在書面上更有感覺，因為其實你一個字一個字寫下來

會比較有印象，所以我們後來就以這個方式為主，用寫的比較有感覺，也比較容

易專心，電腦開著又收 mail 又 MSN 又上網，其實開會容易分心，我也覺得用這

個方式比較好。」 

由上述可知 PAPAGO 透過工作記錄簿和檔案將知識儲存於組織內，此即為文

件式儲存方式；並透過主管教導將知識儲存在員工之中，此即為人員式儲存。 

3. 知識蓄積小結 

由前述可將 PAPAGO 知識蓄積之載體和方式整理如表 4-20： 

表 4-20  PAPAGO 知識蓄積載體和方式 

知識蓄積 知識蓄積作為 
載體 1.實體系統：QA 資料庫。 

2.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方式 1.人員式儲存：業務技巧與經驗則以人員來儲存。 

2.文件式儲存：透過工作記錄簿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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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識擴散 

1. 知識擴散方式 

會議是 PAPAGO 進行知識擴散的管道之一，透過每禮拜全公司會議與部門會

議，討論客戶需求、產業狀況、檢討專案情形以及所遇到的問題等，來增加大家

對產業與客戶狀況的瞭解，而整個會議的內容都會記錄下來，並供大家查詢。廖

協理：「我們在每個禮拜全公司及各部門都會開會，大概花個兩個小時想一下上

一週的狀況跟這一週要做的事情，那你如果有什麼問題也可以在這個會議上提出，

但是因為是全公司的會議人比較多，每個人可以講的時間比較少，都講重點。那

之後會有各部門自己的會議，會討論得更細，上一週狀況的回顧，碰到什麼問題

那他這一週要怎麼做，再來就是看看員工有什麼需要 support，或是有什麼狀況我

們可以去幫他解決的。」 

主題式簡報是 PAPAGO 進行知識擴散的一種方式，指定業務人員針對某一議

題進行研究，再跟大家報告分享，不僅此業務人員可獲得相關能力，其它業務人

員也可吸取知識。廖協理：「視情況需要我們會指定同仁針對特定題目去做簡報，

那要做些什麼就看他做的是哪些工作，主管覺得他應該加強什麼技能就會指定那

些給他做，讓他在開會開完後進行分享。」 

讀書會的形式也是一種知識擴散方式，透過指定閱讀書籍，大家再進行交流，

分享彼此的心得與看法，業務人員可以學習不同觀點，而主管也可以傳遞重要知

識。廖協理：「比如說客服禮儀，我就會上網找一本跟客服禮儀有關的書，然後

給大家看，下一次開會的時候就花個十分鐘報告書裡的內容；比如說業績如何突

破，很多類似的文件、類似的書，你都可以去看，做一些簡報，類似讀書會的成

份會比較重。」 

PAPAGO 的導師制度並不是很完善，只有在新人階段才有導師，一般也是由

主管擔任，採取主管帶新人的方式。廖協理：「這些業務都很上手，也不需要怎

麼帶他們，當然一開始需要 mentor，但是沒有一直持續性的，可能前半年需要，

看每個人狀況，那如果他之前有經驗或是他 sense 很不錯很快可以上手，那他就

可以獨立作業，其實也都不需要 mentor 了。」 



87 
 

由上述可知 PAPAGO 透過會議討論、主題簡報分享、讀書會、短暫的導師制

和先前提到的業務手冊等方式來擴散知識。 

2. 知識擴散小結 

由前述可將 PAPAGO 知識擴散方式整理如表 4-21： 

表 4-21  PAPAGO 知識擴散管道 

知識擴散 知識擴散作為 

方式 

1. 正式管道：會議、業務手冊等方式分享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主題簡報分享、讀書會、短暫的導師制等方

式分享知識。 
3. 主要以會議討論的方式進行，主題簡報和讀書會為輔。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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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APAGO 知識管理促動因子 

（一） 策略與領導 

對知識管理的定義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高階會議中，慢慢討論所建構出來，雖

然知道知識管理的重要性，但是要如何執行都還在摸索中，目前並未有明確的定

義。廖協理：「每一季會舉辦 outside meeting，是屬於比較長時間的，去談一些比

較深的東西，比如說未來的策略走向、這一季要做些什麼、你的知識怎麼傳承交

接，那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那有可能跟你的知識沒有恰當的流動都有關係，都

會去談到。」 

PAPAGO 的知識管理，本身就是從主管開始推動，並非公司要求，因此在主

管執行度與支持度上，具有良好的表現。從訪談過程中，可以感覺到受訪者想推

動知識管理，然而公司規模還不夠大，無法以受訪者在 HP 工作的經驗來執行，

許多制度都必須自行建立，以及修正適應，系統方面也嘗試多次，才逐漸建立起

來。廖協理：「知識管理是主管發起，那像有一些系統甚至是做好幾次都失敗，

最後才成功的，可能有這個 idea，但是總是有更重要的事必須去做，因為知識管

理是長期的，但是可能當下有個案子很重要，那這個就做不起來了，那到後來可

能組織架構比較有規模，那也比較在意這件事情才漸漸做起來。」由上述也可看

出常因短期專案而影響知識管理的落實，如何把業務流程與知識管理流程結合仍

有待加強。 

宣傳溝通策略方面，由於 PAPAGO 員工年齡層相近，較易於溝通，年齡也較

年輕，求知慾望比較高，大家都希望能獲得知識，可認同知識管理的重要性，因

此在宣傳溝通上較無遇到問題。廖協理：「他們是覺得還蠻需要知識管理，可能

公司員工的年齡比較輕，所以大家求知的欲望比較夠，所以同仁的需求還蠻多的，

希望可以學到什麼樣的東西，希望能有什麼樣的支援，或是透過什麼樣的管道得

到什麼樣的東西，其實同仁都還蠻積極的。」 

由上述可知，PAPAGO 目前並未有明確的定義；知識管理是由主管發起，並

非公司要求，領導者執行度高；宣傳溝通策略則因員工年齡層相近易於溝通以及

求知慾望高易於認同知識管理；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程度還有待加強，

甚至會因短期專案影響長期知識管理運作，參考表 4-22  PAPAGO 策略與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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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PAPAGO 策略與領導 

策略與領導 
1. 目前並未有明確的定義。 
2. 知識管理是由主管發起，並非公司要求，領導者執行度高。 
3. 宣傳溝通策略容易進行，因員工年齡層相近易於溝通以及求知慾望高易於認

同知識管理。 
4. 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程度還有待加強，甚至會因短期專案影響長期

知識管理運作。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二） 組織文化 

在 PAPAGO 業務部門本身相互合作機會較少，通常以跨部門的合作機會較多，

必須進行跨部門的協調與整合，此情形有利於專業知識的吸收，對銷售知識的擴

散則無太大幫助。廖協理：「一個案子大致上由一個業務負責，那他有什麼需要

再由 R&D 這邊進行跨部門合作，所以我們跨部門的溝通協調很重要，因為你必

須直接對到 PM 去僑事情，甚至是 R&D。」 

分享文化方面，由於業務知識並不是分享後，馬上就會被抄走，而是要透過

體驗，領悟過後才能真正學會，受訪者表示並非不願意教導，而是教導後對方還

是無法領悟。另外，業務部門彼此會互相支援，這使得業務人員比較樂於分享知

識，當同仁了解情況才有辦法協助，因此分享是必要的。廖協理：「我不知道在

R&D 會不會不願分享，但是在我們這邊還 OK，因為很多東西是你想教他，但是

他學不來的，不是說你想藏私不願意教。就業務這一塊，很多東西不是照本宣科

的，你要現場去體會，你要去熟悉這種感覺，其實大家都蠻願意去分享這些東西

的。以業務的狀況幾乎每個人都有 overload 的情形出現，所以當你可以把你知到

的東西告訴別人越多，別人也學得越多的話，別人越能來幫你，基於這樣的情況

大家都還蠻願意分享的，因為如果什麼事都卡在你自己身上，你也不教別人，別

人都沒辦法幫你那也是你自己累。」 

學習文化方面由於員工年齡較為年輕，學習欲望比較高，業務人員會主動去

學習相關知識。廖協理：「學習文化其實是蠻主動的，他們會自己去想學一些東

西，而且我們平均的年資都蠻低的，總經理也是六年級的，所以大家都很年輕，

學習慾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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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程度方面，PAPAGO 的向心力強，彼此間有創業夥伴的感覺，珍惜共

事的機會，不只是同事關係更是朋友關係，時常藉由參加各式活動競賽來增進大

家感情。廖協理：「我們向心力很強，那公司內部成員也覺得大家有機會在一起

共事，不只是在公事上面有一些交集，也希望大家能夠當好朋友，所以大家常一

起出去聚餐吃飯啦、烤肉等等，我們公司的活動很多，幾乎一個月都有兩次，譬

如說去爬山，那台灣所有的慢跑、划龍船我們都有參加，而且都是總經理發起的，

因為他自己很喜歡運動，所以像這樣的活動我們都是很積極去參加，那我們也覺

得藉由這種活動，某種程度可以凝聚大家的向心力。」 

由上述可知，PAPAGO 在合作文化方面以跨部門合作為主；分享文化立基於

分享越多同仁越能協助的情況下，彼此都樂意分享；學習文化因員工年齡較為年

輕，求知慾望較高，會主動學習；信任程度方面，因員工彼此間有革命情感，向

心力強，參考表 4-23  PAPAGO 組織文化。 

表 4-23  PAPAGO 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 
1. 合作文化方面以跨部門合作為主。 
2. 分享文化立基於分享越多同仁越能協助的情況下，彼此都樂意分享。 
3. 學習文化因員工年齡較為年輕，求知慾望較高，會主動學習。 
4. 信任程度方面，因員工彼此間有革命情感，向心力強。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三） 資訊科技 

資料庫以 QA 系統與 ERP 系統為主，QA 系統主要是記載產品資訊、客戶問

題、業務相關經驗等資訊，ERP 系統則提供銷售記錄、客戶資訊、毛利空間、商

品分析等資訊，這些資訊目前都是公開的，業務人員都能互相到看自己跟同事的

業績。QA 系統與 ERP 系統是業務人員重要的銷售參考資料庫，也是業務部門知

識蓄積的重要載體。廖協理：「對我們業務人員比較重要比較需要資料化的資料

就是數字，所以我們現在有 ERP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系統化的把資料丟進去，

那也可以叫一些資料出來做一些報表統計等等，對業務人員來講，業務技巧不講，

ERP 提供的這些訊息還蠻重要，譬如說他什麼時候報過什麼價、什麼時候出過多

少貨、累積出了多少貨等等，或是說一個指令他就知道上個月業績如何，這些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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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透明的。」 

PAPAGO 目前無內部網路，提供交流管道，主要是透過電話、即時通訊軟體、

e-mail的方式來詢問問題或做知識交流。廖協理：「主要就透過電話、MSN、e-mail，

我之前待的公司（HP）是有內部的 intranet，不過現在這邊主要還是以電話、MSN、

e-mail 來交流。」 

PAPAGO 目前也無交流平台與討論區，主要是所有的部門都在同一地區，公

司也只有五十人，直接面對面詢問比較快。廖協理：「由於 R&D 等部門也都是在

一起，所以要問問題或要討論都很方便，目前內部沒有做討論區。」 

由上述可知 PAPAGO 資訊系統尚未齊全，目前藉由兩大資料庫提供業務人員

知識吸收的管道，也是業務部門知識蓄積的重要載體，且有利用即時通訊軟體進

行知識吸收擴散，但是尚未有內部網路與交流平台的功能，參考表 4-24  PAPAGO

資訊科技。 

表 4-24  PAPAGO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1. 資訊系統尚未齊全，僅有QA系統與ERP系統。 
2. 並無內部網路供使用。 
3. 尚未建立交流平台。 
4. 利用即時通訊軟體進行知識吸收與擴散。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四） 激勵與評量 

 PAPAGO 的激勵措施完全是針對銷售業績，並無針對知識管理所設計的激勵

措施，各業務人員的績效也是獨立的，並無團體績效的設計，無誘因促使業務人

員分享知識。 

 知識評量制度則針對 OA 系統，定期淘汰更新，由客服人員負責，業務人員

提供建議。廖協理：「就客服的 QA 系統來講的話，是客服自己進行更新，業務人

員提供意見。」 

 教育訓練方面，目前尚未建立線上學習網站，以實體課程為主，提供新進人

員相關訓練，資深人員則以外部訓練為主。新進人員主要是教導產業知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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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銷售技巧等，藉由主管帶新人的方式與實體課程訓練，來擴散公司知識。

廖協理：「在業務部這一段，在一開始比較有像之前所謂的導師制度，我們自己

手上會有一些文件，或者是一些簡報，就是在我們公司當 sales 必做的或是必須

知道事項，要知道哪些東西，因為剛進來的人可能對這產業不是那麼熟悉，所以

可能需要告訴他一些專業知識，當然我會跟他說必須懂到什麼程度，就我所知是

什麼東西，分幾次的課程告訴他這些東西。資深人員的話就是到外面上課。」 

由上述可知 PAPAGO 沒有針對知識管理設計的獎勵措施；評量制度則以定期

更新資料庫內知識來進行；教育訓練方面，尚未建立線上學習系統，目前以實體

課程方式進行，透過資深人員的教導，協助新人更快速了解產業狀況，參考表 4-25  

PAPAGO 激勵與評量。 

表 4-25  PAPAGO 激勵與評量 

激勵與評量 
1. 沒有針對知識管理設計的獎勵措施。 
2. 評量制度則以定期更新系統內知識來進行。 
3. 尚未建立線上學習系統，目前以實體課程方式進行，透過資深人員的教導。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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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Mio 個案 

一、 Mio 公司介紹 

（一） 公司簡介 

宇達電通成立於 2002 年，為神達電腦公司集團的一份子，由碩豐投資公司

百分之百投資設立，其核心能力為發展先進的個人衛星導航產品，以持續不斷探

索新的科技及應用，進一步協助人們享受探索週遭世界的樂趣為發展理念。以過

去發展整合手持式裝置的相關經驗，宇達電通在 2003 年發展出世界第一台把 GPS

衛星導航技術整合入手持式裝置的產品，這項擁有重大突破性及創新性的產品在

高度競爭的市場，如台灣及南韓等，皆獲得成功，此舉讓宇達電通成為世界上成

長最快速的 GPS 衛星導航公司之一，全球員工達 2,000 人，其中有超過 1,200 人

為研發人員，全都專注於將最新的行動數位生活相關技術導入市場。 

宇達電通的成長歷程幾乎等於衛星導航產業的發展史。2003 年推出全世界第

一台 GPS PDA「Mio Digiwalker 168」，從此打開台灣消費者對 GPS 的需求。在

台灣，宇達電通是衛星導航（GPS）產業的領導者，在市場佔有率、技術優勢、

消費者回饋、創新研發等都有優異表現，旗下 GPS 品牌「Mio Digiwalker」更是

消費者心中第一品牌，從 2006 年市佔率過半的優異成績，以及多項創新服務獲

得市場高度肯定，宇達電通已成為衛星導航的代名詞。除此之外，更以卓越的技

術能力及靈活的行銷做法，為國內衛星導航產業制定多種消費者導向的產品規

格。 

2004 年「Mio DigiWalker」的品牌於歐洲發表後，隨即拓展至澳洲、日本及

美國等地，憑藉著簡單容易上手的軟體介面及整合硬體功能的產品設計，宇達電

通快速搶占這些新領域的市場佔有率。目前，宇達電通在台灣、中國大陸、日本、

南韓、澳洲、美國及歐洲等地都佔有 GPS 領導廠商的地位，其產品線囊括手持式

衛星導航裝置（Portable Navigation Devices , PND）、個人手持式裝置（PDAs）

及智慧型手機等。2006 年是宇達電通產品發表最為豐富的一年，從車機、GPS PDA、

GPS PDA 手機等都有重量級產品問世，主要產品如表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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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mio 主要產品 

產品類別 主要用途 代表產品 

車用導航 

大螢幕車用導航系統，內建 MioMap 2008 精準導

航、3D 虛擬實境地圖及豐富 iGOGO 旅遊電子書，

4.3 吋寬螢幕分割畫面讓導航更清晰，獨家導航強

訊通提供五倍快速的定位效率，內建路況即時通，

支援軌跡紀錄與座標相片導航，可播放 MP3 及影

片，內建藍牙，與藍牙手機配對，可支援車用免持

及「Mio 生活資訊通」線上快速查詢，導航功能最

強，車上最佳助理。 

Moov 370、
Moov 350、
C520b 

導航 PDA 
採用 Windows Mobile 中文版作業系統，內建 Office 
Mobile、MioMap 2007 精準導航，支援獨家 Mio
路況即時通，工作休閒一把罩。 

P360、P560t 

導航 PDA
手機 

手機內建 3D 虛擬實境導航地圖，支援路況即時

通，內建相機，可支援相片導航、名片辨識，藍牙

/WiFi 無線傳輸。影音部落格即時上傳，將導航、

PDA 與手機功能整合為一。 

A702 、

A501、A701 

隨身導航 

除了車用導航另外提供貼心的徒步導航功能。可播

放 MP3，提供全台 200 萬筆以上門牌號碼及

Outlook 聯絡人導航。內建 WorldMate、中英/中日

發聲字典、影片播放、電子相簿，及遊戲，導航入

門最佳選擇。 

H610 

資料來源：宇達電通網站，本研究整理。 

（二） 歷年大事與得獎事蹟 

宇達電通自2002年成立以來，短短六年的時間便成為目前全球第三大GPS品

牌，產品行銷至歐、美、亞、澳各大洲，國際獲獎方面，其以Mio C230榮獲2008

年iF設計大獎、以及多次iF中國設計大獎，Mio DigiWalker H610更被美國時代雜

誌評選為最酷炫科技產品，美國商業週刊也將其評選為「The Best 20 Products of 

2006」，宇達電通的產品獲得各界高度的肯定。宇達電通歷年重要記事整理如表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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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歷年重要記事 

年度 重要記事 

2002 宇達電通（Mio Technology Limited）設立。 

2003 
在南韓與台灣推出全球第一款整合全球定位系統（GPS）的 PDA — Mio 
DigiWalker 168。 

2004 

Mio DigiWalker 進入歐洲、中東與非洲市場，並在第一年即成為此區

域的前五大品牌。  
Mio DigiWalker 在南韓與台灣皆為排名第一的手持式裝置品牌。（資

料來源：IDC） 

2005 

推出全球第一款整合硬體的全球定位系統專屬裝置 Mio DigiWalker 
269。  
Mio DigiWalker 進入澳洲、日本與美國。  
Mio DigiWalker 與 Avis 租車公司合作，在南韓提供客戶遊濟洲島的車

用衛星導航系統。  
Mio DigiWalker 在南韓與台灣再度成為排名第一的手持式裝置品牌。

（資料來源：IDC）  
Mio DigiWalker 為歐洲排行第二的手持式裝置製造商。（資料來源：

Canalsys）  
Mio DigiWalker 為全球前五大手持式裝置廠商。（資料來源：IDC） 

2006 

Mio DigiWalker 推出新產品系列與重要的品牌宣傳計劃，以期成為全

球整合通訊、娛樂與導航裝置的領導廠商。  
Mio DigiWalker 在歐洲、中東與非洲市場為第三大 GPS 廠商（資料來

源：Canalsys）  
Mio DigiWalker H610 

 獲得 2006 iF 中國設計大獎 （ iF Design Award China 2006）  
 獲得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The Best 20 Products of 2006”  

2007 

Mio 獲中華民國外貿協會頒發第四屆台灣優良品牌  
Mio A702、P560 榮獲 2007 年 iF 中國設計大獎（iF Design Award China 
2007）  
Mio 成為全球第三大 GPS 廠商（資料來源：Canalsys） 

2008 

Mio 宣佈品牌新形象，以「探索趣〈explore more〉」為宗旨，品牌精

神為改變人們體驗世界的角度。  
Mio C230 榮獲 2008 年 iF 設計大獎（iF Design Award  2008）  
Mio 進軍印尼市場  
Mio 與 Navman 品牌正式合併，互補優勢強化 

資料來源：宇達電通網站，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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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io 知識管理活動 

（一） 知識吸收 

1. 知識吸收來源 

Mio 業務部門主要的知識包括產品的知識、通路的知識、產業知識。要求對

產品跟通路要非常了解，溝通技巧與消息獲取則是加分效果。產品知識吸收透過

資料庫取得或問產品人員，而通路知識則藉由出差、網路上搜尋和自己的人脈來

取得，也有很多的知識是透過客戶而來，跟客戶共同討論市場，互相吸收知識。

詹經理：「業務本身最重要的是對產品跟通路兩方面要非常的了解，剩下的則是

加分，像是溝通能力或是額外的知識知道的多就是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產品

跟通路的了解。」 

Mio 也會由外部引進相關知識，鼓勵到外面機構上課，以增加業務人員知識

與技能。詹經理：「外訓的部分比較偏向同事看到外面對他有幫助的課程，就可

以申請補助，由公司補助他去外面上課；不過通常很難，因為平常事情就做不完

了，機會比較少，不過我們旁邊就是學學文創，算是比較方便。」 

由上述可知，Mio 的知識吸收來源包括了產品部門、員工個人人脈、產業界、

客戶以及外部訓練機構。 

2. 知識吸收方式 

Mio 業務部門知識吸收的方式主要是以資料庫為主，教育訓練為輔，也會利

用外訓方式，由同事自己提出想要上的課程，公司會補助你去上課。詹經理：「主

要還是透過資料庫，通路可能需要靠人去實際了解，資料庫只能提供大概。另外

則是出差、網路上搜尋、人脈，這些都是業務人員必須想辦法找的，也有些通路

訊息是透過客戶知道的，新人的可以透過交接以及其他同仁的介紹，如果覺得還

是不夠或不理想，可以自己再深入了解學習。」 

宇達電通的業務人員，可藉由公司提供的教育訓練，包括在職訓練以及工作

經驗傳承等方式來吸收知識，除了內部教育訓練之外，也會和外界單位合作，邀

請其專家到公司內部開設訓練課程。另外也會不定時的發起創意發想活動、舉辦

讀書會等方式，來促進員工知識吸收。詹經理：「其實除了資料庫，我們還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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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team 的 leader 加一些額外的，例如閱讀財報、創意發想、補充產品部分知識

的不足等等，靠人的方式去補充，也就是說KM有一部分是公司制式的 data base，

像新進員工的基本訓練等等，那剩下比較進階的，可能靠 HR 開課，絕大多數是

team leader 所額外給的訓練或是要求讀的書。」 

由上述可知，Mio 的知識吸收方式包括了資料庫、產品說明會、教育訓練、

網路搜尋、外部上課、創意發想與讀書會等方式。 

3. 知識吸收小結 

由前述可將 Mio 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整理如表 4-28： 

表 4-28  Mio 之知識吸收來源與方式 

知識吸收 知識吸收作為 
來源 產品部門、員工個人人脈、產業界、客戶以及外部訓練機構。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資料庫、教育訓練、網路搜尋及出差。 
專案吸收方式：產品說明會、創意發想、讀書會及外部上課。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二） 知識蓄積 

1. 知識蓄積載體 

宇達電通的知識蓄積載體主要是資訊系統跟個人經驗，業務與行銷人員會將

會議記錄以電腦檔案的方式儲存，例如將市場規劃的會議記錄儲存在電腦中，客

戶資料則儲存於其專屬資料庫。方便以後可參考這些記錄，做出因應市場的對

策。 

宇達電通有專門的資訊系統讓業務掌握整個供應鏈，由於業務人員從獲得訂

單到出貨，皆需清楚的掌握，透過資訊系統把銷售狀況記錄下來，能方便事後追

蹤，並檢討銷售狀況為何減少，配貨狀況是否最佳等問題。資訊系統可以幫助他

們充分了解銷售情形，也提供了事後檢討分析的資料。詹經理：「資訊系統包含

整個 chain，從 sale out 這邊到出貨。客人這端就到 sale out，distributor 這一端，

還要管到有哪一些通路商，然後每一個通路商的 inventory 是長怎樣，inventory

太高的問題。如果有這些問題，就會進行調整，例如聯強下的蔡家國際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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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那是不是挪一些到神腦。所以我們每個 week 都要強制了解他們的銷售情

況與庫存，甚至包括他們有哪幾個點，進店數第二個星期有沒有增加，如果店數

變少為什麼，是因為賣得不好還是什麼東西，還是沒有供應商之類的，所以 sales

是對流程非常清楚，marketer 現在也非常清楚，因為他們被要求要 back-up sales。」 

除了個人經驗外，資料庫中存放著客戶資料、通路商狀況、市場狀況與國家

情勢等各種相關文章。由此可知，宇達電通將知識蓄積在書面文件、檔案、資料

庫等實體系統。而要求確實記錄與每周回顧的管理制度以及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也是宇達電通知識蓄積的載體。 

2. 知識蓄積方式 

宇達建立系統把前線客人的意見、通路商庫存、旺季時間、前人記者會的經

驗、產品發表會做法、交涉過的對象等資訊都儲存在資料庫中，跟通路商的交涉

方法則是蓄積在個人經驗當中為多。詹經理：「業務部份的資料，像一些談過的

通路商等等，會整理起來放在系統上面，那也不是所有人都有權限看，要部門裡

面相關的人員才能登入閱讀。那系統裡面會分類，例如像辦記者會的資料，這可

是一個分類，進去你就可能可以看到在印尼、泰國、波蘭等等地方的相關資料，

然後你覺得哪一區跟你的情況比較像，你就可以打開來參考，了解前人怎樣辦記

者會。所以主要還是靠資料庫，比較資深的人或是有經驗就會把這些東西整理成

檔案，然後上傳到系統上。」 

訪談過程中也得知跟客戶間互動的知識是最難以蓄積下來，很多知識不只難

以外顯，寫出來也是沒有感覺的，只能藉由人與人之間的傳遞以及日積月累的經

驗累積，才有辦法學習理解。詹經理就這麼表示：「可是我覺得跟客戶互動方法

很難教，這種東西就是一直只能透過經驗的分享，而且這種東西你用文字寫來看，

感覺不出來。我們有試著弄成一套一套的系統，比如說在有些國家我們通路的東

西做得很強，那怎麼做這一點，我們盡量把他系統化，只能盡量做，但我覺得這

種東西很難透過書面，因為其實這樣看，大部分的人是沒有感覺的，但是透過我

們講，你就會有感覺。」 

因此人員式儲存還是 Mio 最主要的知識蓄積方式，Mio 也曾經試著把會議中

所討論的東西轉換為文件檔案，雖然會議都會有人做記錄，但並不能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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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經理表示：「這些都偏向用講的，因為很難用寫的，用講的可能一遍就能心領

神會，用寫的不見得可以寫清楚。我們希望他們能夠一下就能夠把頭拎起來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你看他們很忙，但是他們到底知不知道他們為什麼這麼忙，就是比

較沒有效益，你要把這東西改成這東西，但你有沒有判斷的能力，覺得這個東西

應不應該這樣改，還是有更好的改法，這是我們想訓練他們的，那這東西要用記

錄的方式是很困難的，這東西要累積很多很多的 case 還有很多很多的經驗，然後

你可能有一天忽然頓悟了這個樣子。」 

由上述可知宇達電通透過資料庫和管理系統將知識儲存於公司內部，此即為

文件式儲存方式；宇達電通並透過會議討論與個案教學將知識儲存在員工之中，

此即為人員式儲存。 

3. 知識蓄積小結 

由前述可將 Mio 知識蓄積之載體和方式整理如表 4-29： 

表 4-29  宇達電通知識蓄積載體和方式 

知識蓄積 知識蓄積作為 
載體 1. 實體系統：資料庫。 

2. 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3. 管理系統：教育訓練、各式制度。 
4. 價值觀與規範：員工擁有將知識上傳到作業平台的氛圍。 

方式 1. 人員式儲存：通路商的關係、業務的經驗。 
2. 文件式儲存：透過資料庫和管理系統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三） 知識擴散 

1. 知識擴散方式 

會議是Mio業務部門進行知識擴散的管道之一，透過每個禮拜會議進行討論，

討論產業狀況、檢討某一個案子的做法與新聞事件等，來增加大家對市場與業務

狀況的瞭解。詹經理：「我們 review 上星期我們看到哪一些市場發生什麼事情，

那我們也會針對大家比較弱的部分，例如對數字對成本的觀念比較弱，我們就會

特別丟出來，要求大家先做一遍，下星期再拿出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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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是業務人員最常的知識分享活動，不只業務部門自己互動，也會鼓勵他

們跟別人吃飯，不同部門互相交流，不僅可以解決問題也可以促進知識擴散。詹

經理：「那中午午餐會報其實不只我們部門，是跨區大家一起彼此交流，有時候

他們 R&D 不懂我們很辛苦，相對我們也不懂他們很辛苦，藉由這些機會互相了

解；那我們每週、每月、每季其實都有 review，大家針對問題看看有沒有什麼意

見，可以怎麼解決，大家可以提一些意見，其實這也是交流的一個部份。」由神

達電腦林共同總經理演講得知，當初會有 Mio 這個品牌也是主管們在聊天的過程

中，所激發出來的，可知聚會交流是非常重要的事。 

業務手冊也是一種知識擴散管道，制度規劃組會訂定 ISO 流程和 SOP，每半

年做一次回顧與改進，除了比較制式的SOP，也有提供給通路商業務參考的手冊，

這部分則類似教戰手冊，會經常更新。詹經理：「規劃的 SOP 是比較制式的，比

方說業務接單，再來怎樣，再來到工廠，類似這樣的東西。另外給通路商業務的

那部份可能會分區，那個業務手冊不只是給自家業務看，還包括通路商，因為裡

面還有 Mio 的故事和產品，比較像教戰手則，讓他們知道消費者有什麼需求時，

你要推薦哪種機款，然後有什麼樣的功能，他只要翻開手冊就可以知道，這是真

正有用的東西，而且是常常在更新的東西。」 

宇達電通也會透過書籍來促進知識，利用主管訂書給大家，直接放在桌上，

引起大家看的欲望，並彼此討論，成為另一種型式的讀書會。因為大家會互相討

論，主管所推薦的書，似乎不能不看，如此對內的置入性行銷，達到了知識擴散

的功用。詹經理：「比方說我看了一本書覺得很好看，對部門裡面的同事會很有

幫助，我可能就訂十本，一人桌上擺一本，當有人幫你從茫茫書海中篩選挑出適

合有一的書，大家的閱讀意願就會很高，大家看了同一本書彼此之間就會互相討

論。」 

宇達電通並沒有利用師徒制來進行知識擴散，在業務部門，主管的角色更像

同事，主管給很大的權限讓業務人員自由發揮，只掌握關鍵的事情與控管目標，

以及在必要時給予協助。詹經理表示：「並沒有師徒制，我們連主管都不是很明

顯，通常你會覺得主管跟部門同仁分別不會很大，大家幾乎都是叫同事。在我們

公司主管的角色比較傾向說他們有一個起跑點，你告訴他們終點在這邊，也就是

他要達到的目標、業績之類，他們中間自己決定要怎麼作，這中間他會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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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例如需要 R&D、HR 或是錢與 support、當地的業務支持，甚至他沒有辦

法做決定或爭取的，那主管幫他爭取這些東西，所以主管比較偏向給一個方向，

底下要怎麼運用都可以，只要能夠達成目標業績，但是一些需要總經理同意的決

策，就由主管幫忙負責，甚至需要把 local 的一家廠商買下來，這不可能由他做

決定，這種就是靠主管了。」觀察此現象也許是因為宇達電通的業務人員都有充

分的學經歷，大家對於業務工作皆有一定程度的了解，以至於主管能放心的讓員

工去發揮所長，創造業績。 

人與人之間的分享，不管是透過面對面溝通，或是透過電話，亦或是透過即

時通訊軟體，都是宇達電通的最重要一種知識擴散方式。詹經理亦說：「宇達透

過人與人之間的交流，也有透過資料庫、檔案的傳遞分享知識，以我們目前現況，

雖然是以人與人的交流為主，但我們正在促使我們的資料庫更完善。」當然資料

庫的知識傳遞、教育訓練與通訊軟體都是促成知識擴散的方式，宇達電通也充分

運用上述方式來進行知識擴散。 

2. 知識擴散小結 

由前述可將 Mio 知識擴散管道整理如表 4-30： 

表 4-30  Mio 知識擴散管道 

知識擴散 知識擴散作為 

方式 

1. 正式管道：會議、業務手冊、教育訓練、資料庫等方式分享

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書籍討論、午餐聚會、即時通訊軟體等方

式分享知識。 
主要以會議討論進行個案演練為主，資料庫、餐會分享為輔。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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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io 知識管理促動因子 

（一） 策略與領導 

Mio 在知識管理流程上並無明確的定義，也許是因為公司還在成長的階段，

對於該如何進行知識管理還在摸索中，試著經由種種嘗試來找出最佳的作法。詹

經理：「理論上應該有 SOP 但是我其實不記得，在我進公司前應該就有定過 SOP，

但是從進來到現在我一直沒有去看，覺得怎麼做比較有效率比較方便就怎樣做，

其實目前整個系統還在架構中的階段，靠人蠻多的，一些中階主管慢慢的把他架

構起來。」 

由訪談可知，宇達電通的領導者是全力支持在做知識管理，他們急於想要建

立完善的資料庫，以及努力的製造分享的氛圍。詹經理：「公司滿支持的，主管

也覺得知識管理蠻重要的，因為要累積足夠的知識跟經驗才會打通你的任督二脈，

不然真的打不通，因為我們都是這樣子走過來的。」 

業務部門的主管會跟部屬充分的溝通，讓大家了解知識管理的重要性，以及

事情背後的意義。詹經理：「我們會讓他們很清楚自己的目標，例如在要求他們

讀什麼書或是要求他們弄清楚報價的規格之類的，我們會讓他們了解這些東西可

以看出來些什麼、背後隱藏的意義是什麼，這常常會在 weekly meeting 的時候，

而整個複習完之後，都會有功課，做完之後再討論說為什麼要這樣做，為什麼不

那樣做，還有這背後的含意是什麼等等。」 

在宇達電通的業務流程跟知識管理流程是互相有結合，必須要知道內部的流

程是如何，才能清楚掌握整個流程，面對所需要的知識，也必須要清楚知道所需

知識該由哪獲取。而整個業務流程也都會記載下來，不會像業務流程跟知識管理

流程無結合的公司，員工總是在業務跑完之後，才照公司的要求把相關知識寫下

來，那可能就無法獲得完善的知識，只能獲得片面的知識。詹經理解釋：「有一

些公司的業務是有分外面跑的業務跟 in house 的業務，所以對後面的流程可能 in 

house 的業務才清楚，但是對客戶是外面跑的業務才清楚，所以外面的業務只要

負責維持關係，拿到單子再傳回公司，那 in house 的業務自然會幫他處理公司內

的東西，但是 Mio 的業務不是這樣，必須從接觸客人開始，然後包括接到訂單，

還要包括出貨完成，以及收完錢，這樣一整套做完這個 deal 才算結束，所以 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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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一定要很清楚流程。」 

由上述可知，宇達電通因還在摸索階段對知識管理沒有明確的定義外，在領

導者執行度、宣傳溝通策略以及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度上，均有不錯的

表現，尤其是領導者努力塑造出來的分享氛圍更是令人激賞，參考表 4-31  Mio

策略與領導。 

表 4-31  Mio 策略與領導 

策略與領導 
1. 對知識管理沒有明確的定義。 
2. 領導者執行度高，重視且鼓勵員工知識管理。 
3. 宣傳溝通良好，主管會讓員工知道為何如此做的意義。 
4. 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有結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二） 組織文化 

由詹經理的言談中，可以感受到業務人員的活潑特性，而身先士卒的態度，

不僅可以帶動部門組織氣氛，還可以增加大家的信任程度，促使大家互相合作分

享。詹經理：「產品發表會，我會要求說一定要把氣氛弄得比較活潑，像我之前

在產品發表會還會有一段 RAP 這樣，他們就會懷疑說你在這麼正式的場合穿著

套裝?因為你下去的時候大家就會記得阿，像這種場合你就是不要受限，跟他們

講你不要有自己的框框。」 

宇達電通的分享文化，感覺上很自然，也許是出自於想要更好的心態，也許

是業務人員彼此活潑的特性。分享文化是由一種氛圍造成的，必須塑造出大家樂

於分享的氣氛，使大家認為主動分享是很自然的一件事，體認互相分享是必要的

事，因為唯有大家彼此分享才容易找到想要的知識。詹經理：「你沒有分享的話

就你也沒有嘛，所以就是大家有個共識說大家都把他丟出來，你也同時會從別人

那獲得，他是一個氛圍。為什麼大家會很樂於分享，因為你聽得越多看得越多，

很多元素交融，你可以兜起來用。」 

學習文化來自於良好的環境，以及人人不想落後的心態，因此大家會願意自

動自發的學習。詹經理：「一個團體裡面，有幾個人是很認真學習的，然後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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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一個氛圍大家常常互相討論，那其實沒有人想要落後，大家很自動，擔心

別人討論的自己聽不懂，也會緊張有壓力。」而大家學習的欲望，更加促使了，

知識交流。資深業務分享在這家公司曾經遇到的問題，或者是提供一些解決之道，

例如遵循正規流程無法解決的事情，可能可以透過旁門左道解決的一些小撇步或

是人脈；而新人進來也會帶進來些許新的想法與知識，甚至背景較多元的人員，

還可以提供許多新奇的想法。詹經理：「我覺得分享還蠻平均的，比較少一個人

在share然後其他人在那邊等，而且分享的東西也很有趣，像是有人分享娛樂圈生

態，因為他以前是娛樂圈的；有人會提出說不定可以和建商合作之類的，因為她

家是做建商的。」 

由上述可知，宇達電通在合作文化、分享文化、學習文化與信任程度上均有

良好的表現，而組織氛圍也是主管們努力塑造的重點，認為良好的組織文化能促

使知識管理活動更容易落實，參考表 4-32  Mio 組織文化。 

表 4-32  Mio 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 
1. 有良好的合作文化，並把行銷與業務結合。 
2. 由於良好氛圍的關係，業務人員都會主動分享。。 
3. 由於業務上的需要與不認輸的想法，大家都很主動學習。 
4. 彼此間的信任程度很高，大家是一起打拼的共同體。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三） 資訊科技 

宇達電通的資料庫因不同的功能，而有不同的型式，有專門提供查詢貨物資

料的資料庫，包括貨品情況、出貨記錄、地區和客戶等；而業務所需資訊皆提供

在內部入口網站，有市場狀況、通路商名錄、行銷記錄、產品記者會資料等資訊，

提供業務人員查詢。詹經理：「資料庫也是有分幾種啦，可能說 by function，比方

說工廠端，就做一些基本的搜尋，料號裡的內容是什麼，什麼時候哪一些地區出

了什麼客人，或出給什麼客人出了什麼貨，這種就是比較 basic data 的蒐集。或

者說比如你要 run 什麼報表，比方說我們這一區從去年二月到今年二月，這一種

都是靠工廠那一端一般的系統。那 PM 跟 marketing 本身就是比較偏 portal（內部

入口網站），就是類似說我上去一個網頁，會有分類，像是 sales 就是可能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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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通路，marketing 的部分就是會分 event，做過什麼什麼之類，很多 design

的東西可能會在裡面。而比較工廠端製造端就偏向出貨記錄，一些過去資料的追

蹤跟查詢，還有一些分析。」 

不過宇達電通的內部入口網站內容還不夠完善，目前處於建置的階段，預計

當於兩個月後完成，到時就會有全世界的客戶資料，以及貨品狀況，介面也將更

趨於簡單。詹經理：「現在這部分正在建置，因為神達本身不是做品牌起家，現

在建立了一個品牌，所以現在正在建立全世界的 distributor、retailer、dealer 的資

料庫，每星期輸入他們的資料，包括庫存、sale out 等的資料，等這套系統建立

起來，即使是新人，都可以很快的掌握全世界的通路資訊，也可以做數據分析了

解何時是淡季何時是旺季，不過這套系統還沒建置好，大約六七月會完成。」 

由上述可知，由於宇達電通的母集團是由 ODM 起家，在品牌業務上的知識

處於摸索階段，正在建置資料庫，雖已可使用但仍不夠完善，但預計今年七月即

可建置完成，到時將趨於完善。目前也無交流平台的功能，大家還是習慣以電話

或即時通訊軟體溝通，參考表 4-33  Mio 資訊系統。 

表 4-33  Mio 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 
1. 有資訊庫可供查詢客戶資料與市場訊息，但還再加強中。 
2.  內部網路可查詢工廠作業進度等資訊。 
3.  目前並無交流平台可供使用。 
4.  員工會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行知識吸收與分享。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四） 激勵與評量 

公司方面並沒有實質的獎勵制度來促進知識管理落實，但部門努力塑造的組

織氛圍，成為大家願意分享的主因。詹經理：「分享是自願的，公司沒有嘉獎，

但是大家覺得這是一個氛圍的問題，當你上去看時裡面什麼都沒有，你就會希望

把你所有的經驗分享上去，當大家都這樣做的時候，同時你就能看到很多大家的

東西，這比較是部門氣氛創造出來的，非關利益或是獎勵。因為是作品牌，有時

候很痛苦想不出怎麼做，做品牌創意的部分會佔很多，而創意不是一個人在屋子

裡就能夠想出來的，所以大家會一起分享激發，有時候一些 slogan，我們也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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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copy 參考。」 

宇達電通的績效制度與組織制度，促進了知識管理活動。由於行銷與業務兩

人一組，必須互相合作共同完成訂單，且把行銷與業務績效連結在一起，更促使

兩人願意互相協助。詹經理：「marketing 跟 sales 是互相 back-up，普通一般的公

司是 sales 跟 sales 跨區互相做 back-up，我們 team 不是，我們是 marketing 跟 sales

是互相 back-up，例如像 sales 出差，marketing 也一樣要坐下來算價錢，也要報

價什麼的，這是我對他們的要求，如果 marketing 不在，sales 同樣要負責 marketing 

plan 等等的，因為這樣子做的話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他們會比較有全面觀，不

會只做他那一塊。」 

教育訓練的部分，業務部門會針對常被問到的問題做出問答集，像是 Mio 是

家怎麼樣的公司之類問題。詹經理：「經銷商會問什麼問題，我們就把之前問過

的 Q&A 儲存起來，並寫出答案。」至於較難書面製作的問題，就以模擬的方式

來進行，主管現場示範後進行演練。詹經理：「還有一些比較難回答的問題，比

方說問你憑什麼覺得你的產品會贏對手，或是說你的品牌不夠有名氣，你要怎麼

經營打響你的品牌，這些東西不是很快每個人都可以講的好，那這些東西就是要

透過模擬，所以我們就是模擬問題，然後做現場示範，這樣才會有印象，如果是

寫在紙上，他可能是要去的時候用背的，但印象不會很深刻，盡量透過演練來記

得怎麼回答，把演練過程寫成答案，這樣大家就會比較容易記得，如果說你直接

寫好給他看他比較沒感覺。」 

由上述可知，宇達電通並沒提供獎勵措施來促進知識管理，卻藉由所塑造出

來的氣氛來促進知識吸收與擴散，另外組織制度與績效制度的搭配也促進了知識

擴散，而透過問答集與模擬演練，有助於知識的吸收與蓄積，加強了業務人員的

知識，參考表 4-34  Mio 激勵與評量。 

表 4-34  Mio 激勵與評量 

激勵與評量 
1. 對知識管理沒有實質的激勵措施。 
2. 每週會回顧知識以確保知識蓄積品質。 
3. 教育訓練有線上學習、主管教導與外部訓練。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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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彙整與分析 

本節以第三章所提出的研究架構，針對上述的個案資料進行彙整。分別依照

業務部門知識管理活動與業務部門知識管理促動因子進行分析、比較。 

一、 業務部門背景說明與比較 

此部分彙整個案公司的業務部門背景，依業務部門規模大小、業務人員平均

學歷、平均績效、客戶類型和實行知識管理幾年，說明如表 4-35： 

表 4-35 個案公司的業務部門背景說明 

部門背景  IBM LEXUS PAPAGO Mio 

業務部門

規模大小 

無法得知14 

公司 1500 人 

南港所 15 人 

全台 27 營業所

台灣 10 人 

公司 50 人 

台灣 20 人 

公司 2000 人 

業務人員

平均學歷 
大學以上  專科  大學  大學以上 

平均績效 
要求市占率四

成以上 
30 台/年 

 公司 2007 年

營收 1.3 億 

要求市占率四

成以上 

客戶類型  企業 

中小企業主、律

師、醫生、科技

新貴等 

企業 
通路商 

經銷商 

實行知識

管理幾年 
8 年 無法得知15 3 年 4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14 楊協理不願透露業務部門人數，因為可能會同業被推估業績。 
15 汪所長表示不知何時開始做知識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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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部門知識管理活動之比較 

本研究以知識管理活動來討論業務部門的知識管理作為，以下分別針對知識

吸收、知識蓄積、以及知識擴散來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知識管理作為。 

（一） 知識吸收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知識吸收之來源與方式。比較如表 4-36： 

表 4-36 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知識吸收比較 

個案公司 知識吸收 知識吸收作為 

IBM 

來源 
產品部門、知識支援部門、員工個人專業知識、主管與

導師、產業界、客戶、以及研究機構。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資料庫、討論區、師徒制、教育訓練及

內部網路學習。 
專案吸收方式：專門部門支援資料蒐集、產品說明會 

LEXUS 
來源 

公司內部：和泰總代理、日本原廠、維修廠、車輛本部、
客服部、業務人員本身知識；相關同業：監理站、保險
公司；其它服務業：飯店業、航空業等。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銷售手冊、教育訓練、內部網路學習。 
專案吸收方式：商品光碟、產品說明會、外聘講師上課。 

PAPAGO 
來源 

主管與公司同仁、產品部門、客服部門、產業界、客戶、

以及外部訓練機構。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個人自修、主管教導、教育訓練 
專案吸收方式：產品操作手冊、外部上課 

Mio 

來源 
產品部門、員工個人人脈、產業界、客戶以及外部訓練

機構。 

方式 
常態吸收方式：資料庫、教育訓練、網路搜尋及出差。 
專案吸收方式：產品說明會、創意發想、讀書會及外部

上課。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36 可發現，每家公司業務部門知識吸收來源無太大差異，且都非常地

廣泛，惟 IBM 會藉重顧問公司，LEXUS 相關同業領域較廣並著重異業學習；知

識吸收方式部分，則有很大的不同，IBM 除了有師徒制外，還有專門部門支援知

識蒐集，有別於其他三家公司，LEXUS 則請傾向外聘講師來上課與商品光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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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PAPAGO 與 Mio 則以個人自修與到外部上課為主。 

（二） 知識蓄積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知識蓄積之載體和方式。比較如表 4-37： 

表 4-37 個案公司業務部門之知識蓄積比較 

個案公司 知識蓄積 知識蓄積作為 

IBM 

蓄積載體 

1. 實體系統：各部門網路平台、資料庫、交流平台。 
2. 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3. 管理系統：教育訓練、績效制度。 
4. 價值觀與規範：完善制度促使員工固定將知識上傳到資料

庫。 

蓄積方式 
1. 人員式儲存：業務經驗與談判技巧以人員來儲存。 
2. 文件式儲存：透過資料庫和管理系統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3. 物件式儲存：透過完善的制度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LEXUS 

蓄積載體 

1. 實體系統：客戶資料庫。 
2. 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3. 管理系統：教育訓練、演練制度。 
4. 價值觀與規範：流程標準化與抽查制度。 

蓄積方式 
1. 人員式儲存：業務經驗與服務技巧以人員來儲存。 
2. 文件式儲存：透過資料庫和銷售手冊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3. 物件式儲存：利用制度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PAPAGO 
蓄積載體 

1. 實體系統：QA 資料庫。 
2. 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蓄積方式 
1. 人員式儲存：業務技巧與經驗則以人員來儲存。 
2. 文件式儲存：透過工作記錄簿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Mio 
蓄積載體 

1. 實體系統：資料庫。 
2. 技能與知識：員工本身知識與人脈。 
3. 管理系統：教育訓練、各式制度。 
4. 價值觀與規範：員工擁有將知識上傳到作業平台的氛圍。

蓄積方式 
1. 人員式儲存：通路商的關係、業務的經驗。 
2. 文件式儲存：透過資料庫和管理系統將知識儲存於部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37 可看到，實體系統和技能與知識是四家公司重要的知識蓄積載體，

而 IBM 的實體系統最為完善，是最會善用資訊系統的公司；在管理系統、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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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規範方面，PAPAGO 由於成立時間較短，還屬於創業擴展階段，在此方面並未

建構完全。在知識蓄積方式部分，IBM 與 LEXUS 在人員式、文件式和物件式三

者並重，PAPAGO 與 Mio 則以人員式與文件式為主。 

（三） 知識擴散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知識擴散之方式。比較如表 4-38： 

表 4-38 個案公司業務部門之知識擴散比較 

個案公司 知識擴散 知識擴散作為 

IBM 擴散方式

1. 正式管道：會議、業務手冊、教育訓練、資料庫、

師徒制等方式分享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討論區、業務交流系統、即時通

訊軟體等方式分享知識。 
主要以教育訓練與資料庫的方式進行，師徒制度與業務
交流系統為輔。 

LEXUS 擴散方式

1. 正式管道：每日會議、業務大會、教育訓練、商品

光碟等方式分享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電話、駐店閒聊、經銷商間交流

等方式分享知識。 
主要以每日會議個案分享與演練話術的方式進行，電話

諮詢與駐店閒聊為輔。 

PAPAGO 擴散方式

1. 正式管道：會議、業務手冊等方式分享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主題簡報分享、讀書會、短暫的

導師制等方式分享知識。 
主要以會議討論的方式進行，主題簡報和讀書會為輔。 

Mio 擴散方式

1. 正式管道：會議、業務手冊、教育訓練、資料庫等

方式分享知識。 
2. 非正式管道：透過書籍討論、午餐聚會、即時通訊

軟體等方式分享知識。 
主要以會議討論進行個案演練為主，資料庫、餐會分享

為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38 可知，正式管道主要是以會議、業務手冊、教育訓練、資料庫為主，

但惟有 IBM 建立完善的師徒制，並視為重要的知識擴散方式。非正式管道則透過

即時通訊軟體、讀書會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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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務部門知識管理促動因子之比較 

本研究所探討知識管理促動因子包括策略與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以及

激勵與評量，分別就此四大項進行分析比較。 

（一） 策略與領導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策略與領導，就以下四項依序說明並列表比

較：1.明確的定義、2.領導者執行度、3.宣傳溝通策略、4.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

程結合程度。比較如表 4-39： 

表 4-39 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策略與領導比較 

個案公司 策略與領導 

IBM 

1. 對知識管理有明確的定義。 
2. 領導者執行度高，不僅配合知識管理，更讓知識管理成為工作

的一部分。 
3. 宣傳溝通良好，並有良好制度協助。 
4. 完善的制度使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有充分結合。 

LEXUS 

1. 有明確的定義，依照公司政策來進行知識管理。 
2. 由於業務分散在各營業所，領導者的執行度成了關鍵。 
3. 宣傳溝通良好，並有良好制度協助。 
4. 利用制度把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在一起。 

PAPAGO 

1. 目前並未有明確的定義。 
2. 知識管理是由主管發起，並非公司要求，領導者執行度高。 
3. 宣傳溝通策略容易進行，因員工年齡層相近易於溝通以及求知

慾望高易於認同知識管理。 
4. 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結合程度還有待加強，甚至會因短期

專案影響長期知識管理運作。 

Mio 

1. 對知識管理沒有明確的定義。 
2. 領導者執行度高，重視且鼓勵員工知識管理。 
3. 宣傳溝通良好，主管會讓員工知道為何如此做的意義。 
4. 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程有結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39 可發現，明確的定義方面只有 IBM 與 LEXUS 做到，尤其 IBM 最

為重視；領導者執行度方面皆表示良好，惟 LEXUS 業務分散在各營業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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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度成關鍵；宣傳溝通方面 IBM 與 LEXUS 有制度為立基，PAPAGO 與 Mio

員工同仁互動高，故四家個案公司皆表示宣傳溝通良好；知識管理流程與業務流

程結合程度方面，IBM 表現最為良好，幾乎已融為一體，PAPAGO 因會受短期專

案影響，最顯不足。 

（二） 組織文化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組織文化，就以下四項依序說明並列表比較：

1.合作文化、2.分享文化、3.學習文化、4.信任程度。比較如表 4-40： 

表 4-40 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組織文化比較 

個案公司 組織文化 

IBM 

1.  透過矩陣式組織來建立合作文化。 
2.  合作方式與主管擔心無繼承人，更加促進分享文化。 
3.  由於業務上的需要與成就感，學習動機強。 
4.  公司鼓勵信任公司，信任同事。 

LEXUS 

1.  業務運作方式比較偏向獨立作業，偶爾互相支援。 
2.  集思廣益的分享文化。 
3.  自發性的學習文化。 
4.  成熟的業務人員與環境造成信任感。 

PAPAGO 

1. 合作文化方面以跨部門合作為主。 
2. 分享文化立基於分享越多同仁越能協助的情況下，彼此都樂意

分享。 
3. 學習文化因員工年齡較為年輕，求知慾望較高，會主動學習。 
4. 信任程度方面，因員工彼此間有革命情感，向心力強。 

Mio 

1.  有良好的合作文化，並把行銷與業務結合。 
2.  由於良好氛圍的關係，業務人員都會主動分享。。 
3.  由於業務上的需要與不認輸的想法，大家都很主動學習。 
4.  彼此間的信任程度很高，大家是一起朝目標前進的共同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40 可看到，合作文化方面，IBM 藉由矩陣式組織促進合作，Mio 把行

銷與業務結合成為同一部門促進合作，其他兩家都偏向個人作業為主；分享文化

方面雖然各家個案公司立基點不同，但都表示業務人員彼此願意分享；學習文化

方面，在考績制度下，四家個案公司皆因業務需要而主動學習；信任程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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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鼓勵員工信任公司、信任同事，LEXUS 則是由於業務人員相對成熟，PAPAGO

與 Mio 立基於共同打拚的革命情感，信任程度高。 

（三） 資訊科技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資訊科技，就以下四項依序說明並列表比較：

1.資料庫、2.內部網路、3.交流平台、4.即時通訊軟體。比較如表 4-41： 

表 4-41 個案公司業務部門資訊科技比較 

個案公司 資訊科技 

IBM 

1.  有資訊庫可供查詢客戶資料與市場訊息，並有專人支援。 
2.  業務交流系統可與全球專家交談。 
3.  有交流平台可供使用，國際與台灣皆有。 
4.  員工會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行知識吸收與分享。 

LEXUS 

1.  有顧客資訊庫。 
2.  有內部網路，但習慣使用電話。 
3.  無交流平台。 
4.  沒有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習慣。 

PAPAGO 

1. 資訊系統尚未齊全，僅有QA系統與ERP系統。 
2. 無內部網路供使用。 
3. 尚未建立交流平台。 
4. 利用即時通訊軟體進行知識吸收與擴散。 

Mio 

1.  有資訊庫可供查詢客戶資料與市場訊息，但還再加強中。 
2.  內部網路可查詢工廠作業進度等資訊。 
3.  目前無交流平台可供使用。 
4.  員工會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行知識吸收與分享。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41 可知，IBM 擁有最完善的資料庫，LEXUS 著重在顧客資料庫，

PAPAGO 目前則尚無資料庫，Mio 有資料庫，但自認功能不夠完備仍在加強中；

IBM 擁有完善的內部網路，還可跟全球專家交談，PAPAGO 是唯一無內部網路功

能的個案公司；交流平台方面則只有 IBM 有此功能；即時通訊軟體則只有 LEXUS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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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激勵與評量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業務部門的激勵與評量制度，就以下三項依序說明並列

表比較：1.激勵措施、2.知識評量制度、3.教育訓練制度。比較如表 4-42： 

表 4-42 個案公司業務部門激勵與評量制度比較 

個案公司 激勵與評量 

IBM 

1. 無實質的激勵措施，而是藉由績效與升遷制度促使主管分享知

識。 
2. 每週回顧知識以確保知識蓄積品質，幾乎可以做到隨時更新。 
3. 教育訓練有線上學習、情境模擬與EMBA課程。 

LEXUS 

1. 沒有直接的獎勵措施，但藉由表揚方式，鼓勵業務人員分享成

功經驗，並萃取知識，進而書面化蓄積。 
2. 評量制度則是利用一些競賽使得各營業所貢獻一些知識，讓公

司能進行知識的蓄積與擴散。 
3. 豐富的教育訓練與CP認證制度是LEXUS擴散知識與促進業務

人員努力吸收知識的好方法。 

PAPAGO 

1. 沒有針對知識管理設計的獎勵措施。 
2. 評量制度則以定期更新系統內知識來進行。 
3. 尚未建立線上學習系統，目前以實體課程方式進行，透過資深

人員的教導。 

Mio 
1.  對知識管理沒有實質的激勵措施。 
2.  每週會回顧知識以確保知識蓄積品質。 
3.  教育訓練有線上學習、主管教導與外部訓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42 可知，四家個案公司皆表示未有實質獎勵措施，IBM 藉由結合績

效制度與升遷制度來激勵知識蓄積與擴散，LEXUS 利用表揚的方式來激勵知識

擴散，另兩家只有口頭激勵；評量制度 LEXUS 以專案形式不定期更新，另三家

以定期更新為主，IBM 更有專門部門負責；教育訓練主要以線上學習與人員教導

為主，是個案公司重要的知識擴散管道，目前惟有 PAPAGO 尚未建立線上學習系

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