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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經濟體系中，知識管理愈來愈重要，世界貿易組織也指出 2015年後全

球貿易將持續復甦，台灣許多中小型企業也必需藉貿易商取得國際大廠認證，

如此才能在激烈競爭取得訂單。許多研究曾探討科技業的知識管理，但對如此

重要的貿易業之知識管理卻鮮少被提及，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科技公司與貿易公

司知識管理的異同，並發掘貿易公司如何進行知識管理與保護的程序，並試圖

回答：1.貿易公司（以個案 D公司為例），如何進行內部知識管理作法呢？2.

貿易公司如何保護公司內部的知識呢？對於知識的權限又有何種限制呢（知識

保護）？ 

 

  商業與科技業知識不同在於商業知識最重要的為 know-who，即瞭解交易對

象，但科技業知識較著重於 know-how及 know-what。商業知識所擁有之技術為

主要為改變時空、瞭解交易對象，及促進交易的規則與方法。商業及科技業皆

有內隱知識及外顯知識，但 Nonaka(1995)提出知識創造過程並未對不同產業的

知識創造提出不同的知識管理方法，也未提及知識的保護，而陳英洲(2006)曾

修正 Nonaka的模型進行，提出每個知識創造的過程皆隱含某個刻意保密的部

分。 

 

  個案Ｄ公司主要提供採購、行銷、銷售、物流及售後服務，核心能力為支

持企業發展新業務或新市場。社會化主要透過師徒制與管理階層群體分享，有

的社會化知識可以外化，以 Nonaka 提出之知識創造模式運轉，但與顧客關係

卻難以外化，只能在社會化中成為獨立運轉的小螺旋，故必須以師徒制傳授。

社會化保護措施為簽署保密協定，以權限限制內部系統 Salesforce，並限制高階

主管才能進入全球管理階層群體，並實行供應商關係網路限制。外化為業務交

出顧客特性、聯絡方式，使用 Salesforce 將業務擁有的資訊外化，該系統也提

供保護，主管能知道部屬的營業機密，但是無法得知同事資料，本研究發現主

管的領導風格會影響知識外化之程度。組合化為藉由分享會、獨有之實習生會

議、Salesforce 之導入提升組合化之成果，統整顧客所有資料，使外顯資料重新

結合，進而找到新的機會。組合化的保護措施為錄取員工前進行徵信，限制接

觸原廠之交流群組，並由事業部經理做為不同部門資訊交流的中心。內化為從

資料中找到開拓新市場之供應商與客戶，Salesforce 可以提供與專案相關的交易

知識，Salesforce 限制其他業務或非相關部門對業務知識之權限，且產業研究報

告必須只有高階主管才能取得權限。 

 

關鍵字：知識管理、服務貿易業、知識創造、知識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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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management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the modern economy 

system. As WTO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ld trade would continue to recover after 

2015, Taiwanese SMEs must be certified by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rough traders 

to obtain orders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has been explored in many studies; however, such important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trading industry has rarely been mentioned. On this 

account, this study aims to not only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rading companies, but als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procedures conducted in 

trading companies, and furth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between trading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2. How do trading companies (take the case of Company D as an example) conduct 

the inter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practices? 3. How do trading companies protect 

their internal knowledge? What are the limits of authority regarding knowledge 

(knowledge protection)?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knowledge is that the 

former emphasizes “know-who”, i.e. to know whom they trade with,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know-how” and “know-what”. The techniques in commercial knowledge 

are mainly the rules and approaches of changing the dynam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actional counterparties and facilitating the transaction. Both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industries have tacit knowledge and explicit knowledge. However, Nonaka 

(1995) neither included differ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approache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nor mentioned the protection of knowledge when propos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Therefore, Chen (2006) has modified Nonaka’s model, 

suggesting that each 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 must include some tacit parts that 

have been deliberately kept in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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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ase of Company D in this study mainly provides sourcing, marketing, sales, 

logistic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nd its core ability is to support the business to 

develop new services or new markets. Socia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apprenticeship and the sharing in management groups. Some of the social knowledge 

can be externalized and operated in the knowledge creation mode proposed by 

Nonaka.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with customers is difficult to be externalized and 

can only become an independently operated small spiral in socialization, and therefore 

it passes on through apprenticeship. The security measure of socialization is signing 

the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which limits the access to the internal system 

Salesforce, permits only executives to enter the global management group, and 

implements the restrictions in the supplier network. Externalization means the 

salesmen provid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their customers, and then 

Salesforce is used to externalize the information that salesmen have. The system also 

provides the security function: executives only have the access to the business secrets 

of their subordinates, not their colleagues.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leadership style 

will affect the degree of ex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 Combination is to enhance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sharing sessions, exclusive meeting of interns and 

Salesforce; furthermore, all customer information will be integrated to recombine the 

explicit information to find new opportunities.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combination include conducting credit investigation before hiring, limiting the access 

to the exchange group of original manufacturers, and assigning the managers of 

business sector as the center of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Internalization is to find the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from the data for developing new 

markets. Salesforce can provide transactional knowledge related to the project; 

nonetheless, it forbids other salesmen and irrelevant sectors to retrieve the business 

knowledge, and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s must be accessed only by high-level 

executives. 

 

Keywo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Trade Service Industry, Knowledge Creation, 

Knowledg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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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一、經濟時代的轉變 

  自人類有文明以來，最早開始運行的便是農業經濟，而在農業經濟的體系

當中土地與勞力便是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這樣的情況一直到近代的十七、十

八世紀時才開始改變；蒸汽機的出現帶動新一波的工業革命，大量的機械取代

人力，各項產品的生產力顛覆以往，我們正式由農業經濟邁入工業經濟。 

 

  工業經濟一直發展到 20世紀末的 70年代，有賴於高科技的發展，知識、

資訊與信息的重要性隨著社會、產業與企業的演進而提升，也進而形成了後工

業經濟的短暫過渡期，一直到 1990 年，聯合國一研究機構才提出了「知識經

濟」(knowledge economy)的概念。 

  

  二十一世紀的現今，知識經濟儼然已發展成熟，如同 Peter Drucker 於其

1993年的著作《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中所提及，我們正向

知識經濟型的社會前進，知識已成為現代經濟社會中重要的生產要素且具有越

來越高的投資報酬，因此在二十一世紀也等同於來到了以知識發展為主的經濟

環境。在全世界各國都希望經濟能持續成長的前提下，知識成為生產力提升或

營收成長的重要要驅力。 

 

  世界主要各國與企業的資源投入也明顯轉往高知識密集型產業前進。各國

與企業在相互競爭時的比較重點已偏向知識的管理與使用，若沒有一套良善的

系統來協助管理知識便難以有競爭優勢的產生，甚至難以突破經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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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的管理與應用 

由經濟時代的轉變可知，企業在二十一世紀的成功逐漸轉變為依賴企業本

身內部的知識質量，但要如何利用企業內本身有的知識，進而創造企業的競爭

優勢並持續維持一直都是企業擁有者或專業經理人的一大挑戰。為了讓企業能

更有效的管理及應用知識，「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概念便開始

成形。 

 

  在知識管理中，知識創造理論之父 Nonaka曾在 1995年與 Tackeuchi 於著

作《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提出知識管理程序之模型，此模型說明如何創造知識，並使知識

能夠持續不斷的增加。然而，企業除了產生知識外，知識保密也相當重要，陳

英洲(2006)曾經修正 Nonaka & Tackeuchi 的模型，以一個科技公司試圖說明企

業在創造知識的同時，也必須兼具知識保密的措施，而創造知識與知識保密二

者應為互相矛盾的作法，在實務上應促進何種知識的流動，何種知識又應該受

到保護，二者為二十一世紀企業所必須面臨的知識管理議題。 

 

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多從企業經營的角度切入，原因在於知識管理的最終

目的便是希望組織內的知識帶來效益及影響的極大化，而為了達成此目標企業

必須知道該如何設立一套有效的知識管理系統來管理企業內部的智慧資本。 

 

但知識管理必須有個重要的前提，即知識在最佳化過程中同時也導致組織

或企業利益上的極大化。我們在許多研究中發現，企業在知識管理的過程中，

最大的困難便是當企業嘗試將員工個人的能力及無形資產轉變為組織的智慧資

本時無從下手，種種的問題包含組織與個人彼此間個別的知識定義、如何創

造、擴散、分享、應用等，而企業最希望的就是能創造一個正向循環的知識管

理系統，透過組織與個人知識的共享與激盪進而產生更多新的知識，透過新的

知識激盪在產生更多創意，企業希望過程中產生的知識透過知識管理的系統最

終都能成為組織內的智慧資本協助競爭優勢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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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現象與趨勢 

    九零年代時，企業所面臨的環境變動並不劇烈，因此只要企業內部得以對

外部環境做出快速反應，也就是被動的因應環境中的刺激，就能夠存活下來。

但是在企業愈來愈重視知識管理的二十一世紀，知識的創新也愈來愈快速，造

就了充滿策略驚奇的環境，使變動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因此企業必須主動尋找

問題之所在，以知識促成創新，進一步在塑造、因應環境的變動。由此可見，

知識經濟已為未來主流，企業的成敗需要仰賴不斷創新，企業唯有將知識轉換

為生產力，才能持續生存。故企業必須重視知識管理，才能因應知識經濟時代

充滿變動的環境，企業若不對於自身所擁有的知識進行管理，將可能造成重要

知識掌握於少數員工中，面臨重要員工被挖角的壓力，而且這些重要員工將分

走組織永續經營的資源，因此企業必須掌握重要的經營知識。 

   

    現今是全球化競爭的時代，知識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漸增，其因來自於組織

的競爭優勢來源不再只是單純依靠過去我們熟知的生產要素，組織內知識與智

慧的加入才是決定最後誰勝誰敗的關鍵。因應全球產業分工的趨勢，許多國際

企業皆採取全球運籌的生產管理方式，從研發、製造、組裝、運輸、存貨管

理、採購、配送、售後服務採一條龍的管理方式。台灣進出口貿易業所占的經

濟份額相當高，但 98%的貿易公司為中小企業，且習於單打獨鬥，難以被國際

大廠納入採購鏈。例如：台灣許多中小型零組件廠商，必需加入國際大廠的供

應鏈爭取訂單，或借助貿易商取得國際大廠認證，因為國際的合作必須仰賴長

期合作關係所建立的信任基礎，如此才能與國際大廠之競爭。因此如何與貿易

商合作，協助中小型製造商加入國際供應鏈，成為當今台灣市場最重要工作。 

 

  此外，世界貿易組織（WTO）於今年四月所發布的統計數據，指出 2015

年全球貿易量同幅增加 2.8%，與 2015年上半年漲幅相同，世界貿易組織於分

析中提到全球貿易將維持當前的復甦趨勢。圖 1-1為 2012年第一季至 2015年

第四季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國家之進出口量。由此數據可知，因全球貿易量有逐

漸增基的趨勢，因此貿易公司逐漸成為商業中的關鍵角色。但由於現今資訊流

通容易與環境的變遷，使得很多廠商不經由貿易公司，甚至藉由電子商務平

台，即能與上下游的廠商直接從事交易，因此使得傳統貿易公司的生存受到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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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的挑戰與競爭，所以傳統貿易公司必須改變其貿易方式，結合電子商務之技

術，對內部知識進行管理，方可在如此競爭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圖 1-1 全球進出口量 

資料來源：WTO (2016)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由研究背景可知，貿易業不只對全球相當重要，對台灣整體經濟也有相當

大的影響，雖然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如：Amazon、Walmart、Yahoo等，可

能擠壓傳統貿易公司的業務，但國際貿易仍需要實體的物流，因此貿易公司的

地位難以被完全取代但是如此重要的領域卻鮮少被探討。本研究以國際百年貿

易企業之代表－D公司為案例，探討其知識管理與保護機制，如何為 D公司帶

來近百年持續不斷拓展的貿易關係，且於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之持續屹立不搖，

或許能作為許多貿易公司於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生存與成長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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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研究曾對於科技業的知識管理進行探討，但是對於貿易業之知識管理

卻鮮少被提及，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貿易公司是否對於知識管理與保護的需要，

研究科技公司與貿易公司知識管理的異同，並發掘如何進行知識管理與保護的

程序；此外即使有研究曾談及貿易企業之知識管理，但卻較少談及貿易企業的

知識保密，多將研究焦點聚焦在知識是如何在組織內被創造出來，卻少了知識

的保護。本研究從過去許多企業研究的個案中發現，企業在內部除執行基本的

知識管理系統程序如知識創造、知識分享、知識擴散、知識應用等之外，更會

投入許多的資源在探討如何保護企業的無形資產上，如產業經驗、客戶經營、

研發成果、專利權等相關的知識保護，避免同業競爭者的模仿及滲透進而導致

組織的利潤受影響。這樣的情形也符合經濟學理論中針對企業存在目的所下的

定義，意旨企業的存在就是為了追求利潤極大化。 

 

二、 研究目的 

  貿易企業的業務多仰賴長期合作及品牌之信任，但貿易公司希望擁有顧客

之關係與資料，而非讓業務獨有顧客的資料及信任。許多知識管理之研究皆從

企業的觀點出發，從這些研究中發現，知識管理中最令企業困擾的問題即為

「人」。企業在實行知識管理時，主要是希望能夠將員工的知識萃取並保存於

企業當中，成為企業最重要的智慧資本，並試圖減少因員工離職而造成企業知

識的損失。 

   

  過去許多知識管理之研究較偏向科技公司知知識管理，因此，本研究將探

討貿易企業與科技公司不同之處，尋求貿易企業知識創造與保護的最佳平衡。

此外，本研究以 D公司為例進行貿易企業知識管理與保護的探討，因為過去多

數研究雖然曾提及貿易企業的知識管理，但卻未著墨於知識的保護。本研究希

望揭此促成對貿易企業知識管理與保護之貢獻，進而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果遭到

傷害的可能性，藉以達到利潤極大化之目標。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就服務貿易業與科技業本質上的不同探討以下二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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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公司（以個案 D公司為例），如何進行內部知識管理作法呢？ 

（二）貿易公司如何保護公司內部的知識呢？對於知識的權限又有何種限制呢

（知識保護）？ 

 

第三節、研究定位與流程 

一、 研究定位 

從研究動機中，可知許多研究曾經提及有關於貿易企業之知識管理，但都

未曾提及有關貿易企業知識保護的部分，本研究除了探討貿易企業之措施外，

也欲針對貿易企業的知識保護提出建議。2000年杜長樹於《服務業知識管理創

新與經營》一文中曾提及服務業對於知識管理系統之應用，及實務上所帶來效

益之探討，但並未對於知識保密的部分進行深究。2008年張柏承也曾於《知識

管理提升企業協同合作研究－食品貿易商與通路商》一文中探討如何透過知識

管理及商務合作瞭解該產業的服務品質及服務品質，此文提到在知識管理方

面，通路業者對於貿易公司服務的專業知識整體而言是滿意的，但是貿易公司

必需要加強服務的品質，以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否則高的忠誠度也可能會降

低，在提昇知識價值部份，首先要先建立好企業形象及強化專業技術能力，此

研究雖然探討了貿易企業的知識管理，但對於貿易企業的知識保護並未提及。 

 

  此外，有些研究曾經提及知識保護，但是皆針對科技產業進行探討，因此

本研究欲就貿易企業這一重要領域進行知識保護的探討。關於知識保護的研

究，陳英洲(2006)《知識管理的整合性初探－知識的創造與保護》之研究曾經

對科技業的知識管理及保護進行研究，但並未對於貿易產業有所著墨。知識創

造與保護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之研究只有探討貿易企業之知識創造，

並未著重於貿易企業之知識管理，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貿易企業所採取之知識管

理及知識保護的措施，並比較貿易公司與科技公司於知識管理及保護上之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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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首先確認研究的動機，從研究動機中確立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及範圍，而

後進行文獻之蒐集與探討，藉由文獻研究與比較發展出研究架構，並依照資料

探討個案內容，將分析之結果融入觀念性的架構中，獲致修改後的理論架構，

最後提出研究之結論，以及基於研究結果之建議。 

 

1. 確立研究目的與範圍 

  由知識管理之研究數量可知，知識管理領域相當浩瀚，因此，必須先行確

立研究動機與目的，聚焦研究領域，方能對組織知識管理的現況與研究問題進

行探討。本研究將聚焦於貿易代理商，以百年貿易代理商－D公司為代表，進

行知識管理與保護的探討。 

 

2. 相關文獻探討與分析 

  蒐集與知識管理相關之文獻，探討知識管理對於現代企業不可或缺的重要

性，在透過分析、解讀相關資料。提出商業知識與科技業知識本質上的不同，

進而影響其知識管理之做法，藉此提出研究之假設。 

 

3. 提出研究架構 

  將於此部分提出本研究所欲採用之研究方法，以及採用此研究方法的理

由，並進一步說明詳細的研究過程。 

 

4. 個案背景敘述與分析 

  此部分將針對選擇個案之原因、背景、及個案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說明

企業運用知識管理之過程，與企業使用知識管理所獲致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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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知識管理之結論與建議 

  依著前面章節的分析與探討，提出針對所欲研究之主題與問題提出結論和

建議。 

 

 

圖 1-2：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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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知識 

一、知識的定義與分類 

  自新經濟（The New Economy）發展的時代開始，知識（knowledge）的多

寡即代表著賺取財富（wealth）的能力，因此，知識對於現今的企業的重要

性，來自於知識能夠提供企業持久的競爭優勢（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CA），此外，許多世界頂尖的企業都意識到知識為難以透過學習與

模仿所獲得的無形資產。 

 

  知識創造理論之父 Nonaka 曾在 1995年與 Tackeuchi 於著作《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中提出知識不只是有充分根據的信仰，甚至是以個人真實為目標不斷地調整個

人信仰之動態的人文過程，知識通常為含有行動意涵的目的，並與特殊情境相

互呼應。Beckman(1997)主張知識為資訊與資料的整理及判斷，藉此主動地引發

績效的產生，進而解決問題、決策、學習以及教授的能力。Davenport & 

Prusak(1998)提出知識為一流動性質之綜合體，並認為知識將因學習與刺激而改

變，且是由各種經驗、事實、複雜性、判斷、價值觀或直覺所組合而成的，在

此同時，知識將可指導決策與行動的發生，此外，知識並不僅僅存於個人或紙

本中，營業活動、工作流程以及企業文化中也都蘊藏著許多知識。而 Peter 

Drucker 也於 1998年主張知識即為其擁有者對於特定領域上專業化之認知。 

 

  張淑萍、方世杰與方世榮(2000)提出知識包含客觀與主觀兩大部分，而後

能夠形成有系統及結構的一種能夠幫助組織的資產。林英峰(2000)認為資訊經

過經驗、判斷與直覺後，才可成為知識，而知識又必須經過千錘百鍊，才能夠

轉變為智慧。劉常勇(2001)認為知識的本質必須具有創造附加價值的效果，不

論其為資訊、經驗、觀念或是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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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知識的定義 

1995 
Nonaka & 

Tackeuchi 

知識不只是信仰，甚至是不斷地調整之動態的人

文過程，且知識通含有行動意涵的，並呼應著特

殊情境。  

1997 Beckman 
資訊與資料經過整理與判斷後即為知識，知識將

主動引發績效，並進一步解決問題或做出決策。 

1998 

Davenport & 

Prusak 

知識是六大元素所組合而成，但不僅存於個人或

紙本，營業活動、工作流程以及企業文化中也處

處可見，。此外，知識隨學習與刺激而改變，並

指導決策與行動。 

Peter Drucker 知識為擁有者於特定領域的專業認知。 

2000 

張淑萍、方世杰

與方世榮 

知識分為客觀與主觀，能形成能夠幫助組織有系

統與結構性的重要資產。 

林英峰 
資訊透過經驗、判斷與直覺的轉化後，方能成為

知識，而知識經萃煉後才能夠轉變為智慧。 

2001 劉常勇 
知識不論是資訊、經驗、觀念或是技術…等都具

有創造附加價值的效果，。 

 

（一）Nonaka & Takeuchi(1995)： 

  知識的分類架構中最重要的就屬「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與「外顯

知識」(articulated knowledge)，此架構對於知識管理的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此架構最早提出者為 Polanyi(1958)認為外顯知識為可以文字、數字、圖型或象

徵物表達之知識，即為能夠被定義或擷取的知識，且該類知識容易溝通。而

Polanyi 提出內隱知識難以正式化且相當具有個人色彩，該類知識可意會卻無法

言傳，深植於個人心智模式中的知識。在 Polanyi 提出對於知識的分類後，許多

學者紛紛對於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作出定義，茲以下表說明各學者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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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各學者之定義 

提出定義之學者 外顯知識 內隱知識 

Hedlund(1994) 
能夠以文字、口語和圖

案等方式表達之知識 

無法透過口語表達或直

接呈現之知識 

Nonaka & 

Takeuchi(1995) 

客觀、理性且有順序性

的知識或數位知識，其

能清楚辨認並存於產

品、手冊等具體型態

中，並透過正式形式、

語言或結構化表達出能

夠體會的知識或觀念。 

主觀且不易以形式化或

口語化來表達，在各層

級間以個人的「心智模

式」（mental models）

呈現或表達，而心智模

式為人們心中深受習

慣、思維、既有知識的

限制，對週遭每個層面

之假設，即指人們認知

為理所當然且習以為常

之事物。 

Davenport(1998) 
無法透過語言傳達、教

導與觀察之知識。 

可透過語言傳達、教導

且容易觀察之知識。 

 

（二）Blackler(1995) 

  Blackler 將知識由內而外五個層次，試以下表表達之： 

表 2-3 知識的五個層次 

1. 腦中之觀念型知識 

(embrained knowledge) 

 心智模式中的知覺能力(awareness 

knowledge) 

 心智模式中的觀念化能力(conceptualized 

knowledge) 

 此類知識是藉由具有廣度的教育與心智模

式於推理分析後，由分析中的學習（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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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alysis）獲得，而非透過某些技術性模

仿或訓練而得 

 如：察覺公司對於外部環境的適應力逐漸

下滑而產生危機，就是一種心智模式的詮

釋能力（sense making） 

2. 員工之經驗型知識 

(embodied knowledge) 

 從屬於員工 

 主要透過「實務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

來獲取 

 科技公司－如：員工經長時間的實務工

作，獲取精確診斷儀器故障的能力 

 貿易公司－如：業務所累積之與訂單、客

戶相關之知識，客戶是否會跑單，每個顧

客的財務風險等 

3. 組織文化之知識 

 (encultured knowledge) 

 知識透過組織文化形成的過程而逐漸成

形，而組織文化是經過日積月累所形成組

織中共享的價值觀(shared value)  

 從屬於組織 

 如：顧客至上的精神、優良團隊合作開

明、創新等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為組織共享的價值觀，可能為競

爭對手最難以模仿之的部分，因此保戶可

能較不重要 

4. 組織運作之知識 

 (embeded knowledge) 

 

 鑲嵌於組織流程中，指包含組織運作流程

中之分工、協調與合作的知識。 

 該知識為組織經過持續的學習與改善形成

的集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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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公司－如：有效率的生產線，即若是

兩家公司擁有相同的設備、人員、投資，

但是生產效率、營運績效卻有很大的差

別，表示兩家公司運作的知識品質有優劣

之分 

 貿易公司－如：良好的顧客服務、接觸知

識的權限、資訊密碼 

5. 可編碼之知識 

 (encoded knowledge)) 

 可利用文字、符號編寫出之知識 

 此部分科技公司與商業公司較為相似，例

如：書、專業系統、資料管制 

 

 （三）林東清(2003)   

  林東清認為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並非截然二分，而多數知識兼具內隱知識

與外顯知識兩大部分，內隱與外顯只是程度上之差別，就像是一個連續性的光

譜一樣(spectrum)。 

 

 

圖 2-1 知識光譜 

（資料來源：林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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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2001)  

  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一書中提出知識分為四類：事實知識(know-what)、原理知識(know-why)、技能

知識(know-how)，及人際知識(know-who）。事實知識即專業領域中之知識；原

理知識為學理知識，也就是科學原理或自然規律的知識；技能知識是指專門技

術知識，如：從事業務的技巧、秘訣、竅門與能力的知識；人際知識是關於了

解人性格、專長、社會關係網絡之知識。 

 

（五）許牧彥(2003)  

  許牧彥於 2003年的研究指出商業知識與科技業知識的不同，商業知識與

「交易」相關，而「商業技術」(commercial technology)即能降低「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的技術，如：供應鍊管理的相關軟體（ERP）、會計表單、選

擇權等衍生商品、保險計畫、經驗財、品質保證、品牌、隱藏資訊、垂直整

合、策略聯盟等，也就是設法使交易在產品性質不變的前提下，產生時間及空

間上的變化。商業技術即為一種知識，該知識為企業賺取利潤的本事、能力與

經驗，商業技術是基於統計學、統計學、經濟學、會計學、公司法、智財法所

產生的，其中經濟學即為研究「交易」的科學，也是所有商學知識的基礎。而

科技業的知識是指與「製造」相關的知識，「技術」(technology)即為能使「生

產成本」(production cost)降低的技術，為原料上的物理與化學變化。 

 

二、小結 

  由許牧彥(2003)可知商業知識與科技業知識之不同。商業知識所擁有之技

術為主要為改變時空、瞭解交易對象，及促進交易的規則與方法。改變時空的

例子有冷藏技術、包裝技術、運輸技術、供應鍊管理、庫存管理、流程管理、

通訊技術、資訊處理技術；促進交易的規則與方法為拍賣法、採購法、商業方

法（business method）、網路通訊技術、媒合協調技術、資訊處理技術、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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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保險技術、金融技術、財務技術、貿易技術等；最重要的為瞭解交易對

象，可以分為利用消費者行為研究、行銷研究，通訊技術、資訊處理技術瞭解

買方，也可利用產業競爭分析、科技業行銷、產業經濟等了解潛在的賣方。也

就是說，商業知識最重要的為 know who，即瞭解交易對象，但科技業知識較著

重於 know how 及 know what。 

 

  商業及科技業皆有內隱知識及外顯知識，但知識創造理論之父 Nonaka提

出知識創造過程也卻未對不同產業的知識創造提出不同的知識管理方法，也未

提及知識的保護。許牧彥(2003)曾提出商業知識的目的為以各種方式降低交易

成本，如：運用經驗、產品保證、共擔契約、品牌、隱藏資訊、垂直整合、策

略聯盟等。此外，許牧彥(2003)也提到知識的排他性必須結合創造及保密。而

陳英洲(2006)曾針對 Nonaka的模型進行修正，提出每個知識創造的過程皆隱含

某個刻意保密的部分。而企業必須要讓員工得以使用企業內部知識，才能以智

慧資本創造利潤，但又必須兼顧知識的保護。由此可見，員工除了是企業獲取

知識資源之標的，更是知識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也是知識創造及保護的重

要角色。 

 

  本研究針對實務中的個案，因此尚不針對原理知識進行討論。事實知識的

部分易於外顯化，例如：產品特性、數量、上下游、類資訊之知識、產品創新

等；而技能知識較不容易外顯化，如：商業知識中的談判技巧、科技業知識中

的製程創新及交易成本的降低；技能知識包含可以外顯化的部分，如：商業中

的買賣方名單，人際知識亦有難以外顯化的部分，如：品牌、尋找潛在中的供

應商及買主。商業知識包含技能知識及人際知識，主要著重於人際知識；而科

技業知識則包括事實知識及技能知識，且較著重於技能知識。 

 

  本研究將 D公司之知識結合 Nonaka & Takeuchi、Blackler、經濟發展與合

作組織與許牧彥之分類，將知識分為以下四種，並以此分類探討存於 D公司中

的知識： 

1. 內隱知識及外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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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於公司及人之知識 

3. know-what、know-how、know-who、know-why 

4. 商業及科技業知識，且主要的差異在於 know-who 

四種知識的關係 

 

第二節、知識的特性  

一、排他性 

  欲了解知識管理，必定需要預先了解知識的特性，才能對於知識管理有更

深刻的理解，並進一步探討知識應如何被管理。許牧彥(2003)提出知識具有兩

個特質，一為「非衝突性」（non-arrival），二為「可排他性」

（excludability）。非衝突性及為共享性，也就是無限次之可利用性，強調知識

在產出後即可供他人無數次使用。此外，許牧彥也提及知識必須透過有體性載

具的呈現，因為知識本身為無體性，所以知識的排他性皆有所差異。許牧彥曾

提出圖 2-2表示個體如何透過知識之排他性決定知識的分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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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不同知識之排他性 

 

  許牧彥主張個體可藉由知識符碼化，將知識以有形的載具呈現，在不同的

可還原程度下分享知識。除此之外，許牧彥也提及除非組織設計某些誘因，

如：個人名譽，個體基本上並沒有分享知識的動機。許牧彥的研究之於知識管

理具有兩個主要意義，分別為知識的排他性與分享性，以下分別作出探討： 

 

  許牧彥主張知識具無體性，且內隱知識具有排他性，知識經符碼化後轉換

為外顯知識，若是個體處於可還原程度高之情況下則可接受知識的分享。也就

是說，外顯知識處於某個程度的排他性時，個體將選擇適當之分享程度。而

Nonaka主張內隱知識不具有完全之排他性，個體仍可透過團體活動學習技能或

心智模式，如：師徒制。 

 

  由此可知，不論是外顯知識或內隱知識皆具某種可排他性，組織藉由可排

他性的程度選擇分享程度。 

 

二、分享性 

  許牧彥提出之知識的分享性，對於知識創造理論亦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即個體本身並無分享知識的動機。基本上組織或個體不論排他性的程度為何，

皆無動機主動分享知識，因此，許牧彥主張組織能透過個人名譽機制的設計，

鼓勵組織中的個體分享知識。 

   

  知識螺旋能產生知識的創造，但是卻沒有提及所創造的知識是否有益於組

織，該知識若有益於組織，組織必須設計知識管理模式激發分享知識的動機，

此部分為知識創造理論較少被談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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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他性與分享性之轉換 

  由陳英洲(2006)可以得知知識保密與分享為連續帶，組織必須於保護與分

享中求取平衡，以藉由此最適選擇，為組織謀取最大利益。 

 

 

 

圖 2-3 知識分享與創造之最適點 

 

第三節、知識管理 

一、知識的創造與分享 

  知識管理最重要的理論模型是由 Nonaka & Takeuchi於 1995 年提出的知識

螺旋(spiral of kniwledge)，主要是說明公司的知識如何創造與分享，Nonaka & 

Takeuchi 認為知識是經由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與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交互作用而創造，不論是個人或組織的知識，皆須經過此程序，知

識才得以持續創新。內隱知識通常難以形式化(formalize)與言傳，通常存於組織

各個階層透過體驗與文化呈現，如：手工藝，而外顯知識則是可以以語言、文

字予以結構化的表達，如：使用手冊。此知識創造的程序必須經過四個不同的

模式(SECI model)使內隱知識與外線知識不斷的產生交互作用與轉換，藉以達到

知識創新的目的。此四種模式如表 2-4與圖 2-4所示： 

 

表 2-4  SECI model 的四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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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化(socialization) 主要以經驗、觀察、模仿、心智模式經過內隱學習

(implicit learning)，將內隱知識由某群體或個人轉

移至另一群體或個人，由此產生的知識轉移，如： 

不帶有批評的腦力激盪 

外化(externalization) 將經驗、觀察、模仿、心智模式等內隱知識轉為可

定義或隱喻(metaphor)的外顯知識，如：程式設計

師撰寫程式、顧問寫出建議書等，此模式為多數企

業於知識管理中可能遇到的瓶頸。 

結合連結化(combination) 分析、分類、分享及重組現有之外顯知識，藉此以

收綜效，包括資料庫的建立、最佳實務的擷取，

如：顧問分類、比較知識以解決問題的過程。 

內化(internalization) 心智模式接收到外顯資訊之刺激後，選擇性的吸

收、整合新知識，並將其再度轉換成自己的心智模

式。如：做中學(learning-by-doing)、在職訓練(on-

the-job training) 



 

20 

 

 

圖 2-4 知識的螺旋循環 

 

  知識螺旋的四個模式也可經由不同層次而成長，知識於組織內部不同的層

次交互作用，產生如圖 2-5之知識螺旋結構，即強調個人為知識創造之起點，

延伸至群組、組織與跨組織之各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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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具有層次構面的知識螺旋 

  此外，Nonaka也提出「組織知識創造流程模式」(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 model)，藉此說明實務上組織創造知識的流程，以及其主要階段

與步驟，如圖 2-7所示。組織知識創造流程模式說明企業若是希望創造和累積

有價值的知識，以下六項工作表 2-5將不可或缺： 

 

表 2-5  組織創造知識所需的工作 

鼓勵員工學習成長 建立機制促使員工不斷累積自己的知識，持續的學

習與成長 

鼓勵員工分享知識 提高員工對談與分享的頻率，並形成組織內部共同

的語言使知識的分享更順暢 

鼓勵員工將知識外顯化 鼓勵組織內部透過不斷的對話、辯證與討論，將內

隱知識外顯化來形成知識與共識 

鼓勵員工利用知識 鼓勵員工透過做中學的方式來實踐所學到的知識，

即運用所學知識，並將知識具體化為產品或服務，

藉此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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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進行知識的評估 建立評估機制衡量知識的價值，並知道該知識是否

支援組織採取的策略 

鼓勵知識的成長 組織應該隨時更新、擴充知識庫，以利組織適應不

斷變動的環境 

 

  

二、小結 

  依照 Nonaka & Takeuchi 的研究，假設 D公司之知識創造具有內化、社會

化、外化、組合化之四個步驟。雖然 Nonaka & Takeuchi提及知識創造的動態過

程，但是卻未提及知識擴散與保護，因此以下一節進行探討。 

第四節、知識的擴散與保護 

一、知識的擴散 

知識在組織內、外會擴散。有些擴散是刻意的，例如對員工進行教育訓

練、或對客戶進行業務簡報；有些擴散卻是不經意而需要避免的，例如因為疏

忽而洩漏了營業機密。能使組織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有獨特性，藉以獲取利潤

之知識即為營業機密。Tomas Rønde (2001)建立一個兩階段賽局，用以說明對組

織報償(payoff)最有利的資訊分享及營業機密保護之策略。此賽局有兩個基本假

設，一為營業機密法對營業機密之保護極為有限且被動，二為企業必須付出成

本來防止員工得到營業機密，稱為「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 對於此賽局之

第一階段為市場中的領導廠商握有技術，且在市場中擁有獨佔地位，第二階段

為市場中的其他廠商藉由挖角取得領導廠商之技術。此模型得到以下兩個結

論： 

 

（一）組織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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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as Rønde的模型說明愈高階員工相較於基層員工將握有更多的資訊，

此現象也說明了組織具有層級性的原因，因為組織傾向讓高階員工握有較多的

資訊，但是，此種情況將會減少組織內部之效率，這樣的結果恰好與

Holmstrom及 Tirole(1989)之組織層級論相反，Holmstrom及 Tirole 認為組織層

級將可增加組織之效率性。 

 

（二）資訊分享的有限性 

  由模型的第二個假設可知，組織為了確保其研發成果不被損害，則必須花

費許多效率成本，為此廠商得以有兩種做法，一為讓某些員工獲得相較其他員

工更多的資訊，二為分別讓不同員工得到不同之營業機密。此模型最後得到的

結論為分別讓不同員工得到不同的資訊將對組織較為有利，但是此模型並未考

慮知識擴散對於組織之影響，因此此結論可能因而有所偏誤，不過，可以肯定

的是有限度的分享資訊將避免組織損失，過度的分享資訊將增加組織損失之風

險。 

 

二、 知識的保護 

  周廷鵬(1997)認為營業機密之管理並無客觀之法則得以遵循，但是，實施

營業機密管理措施時，可遵循三個原則，分別為：1.企業應建立保護管理資訊

之適切的管理措施，2.企業應區分應受到保護之資訊，3.保護秘密所採取之管理

措施應以有效果及有效率為原則，且不干擾企業正常運作。而在管理營業機密

之措施中，周廷鵬(1997)也提出了七個具體可行之方法 

 

(一) 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企業應制定適宜的管理政策來保護營業祕密，並

將管理營業機密措施之架構、內容及程序記載於書面，必要時可編撰成冊，並

定期向員工宣告、說明，並定期檢討及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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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理營業機密資訊：營業機密資訊管理措施涵蓋甚廣，包含區分營業機密

及非營業機密、標記營業機密、得以得到營業機密資訊之員工、員工所能擁有

之營業機密範圍、營業機密使用方式、密碼通行證、實驗樣品之保存與銷毀、

分段製程、營業機密應消除之範圍、申請專利、提供何種營業機密予交易密切

相關者。 

 

(三) 專人管理：挑選負責營業機密管理之員工，該員工必須能夠信賴，並熟悉

企業業務、安全需求，及資訊類別，負責營業機密管理之員工人數應以少數為

宜，且對於營業機密必須擁有決定權，且在必要時邀請與營業機密管理相關之

學者與律師共同參與運作。 

 

(四) 員工之營業機密管理：在實行員工之營業機密管理措施時，應先避免引起

員工反彈，此外，其他與員工相關之措施包含簽署保密協定、不從事非正當競

爭、向前任雇主徵詢員工之信任度、告知員工攸關之營業機密範圍、定期提醒

員工保密之義務、鼓勵員工針對營業機密管理提出改善建議、確認員工發表之

作品、確保員工熟悉營業機密安全措施，並要求離職員工簽屬終止營業機密協

定。 

 

(五) 非員工之營業機密管理：首要為拒絕競爭對手參訪，並針對訪客必須制定

參觀政策及程序、過濾來訪者、代管來訪者攜帶物品、留下訪客紀錄、參觀

證、引導訪客參訪、限制訪客參觀區域，並簽屬保密承諾書，此外，也要要求

協力廠商、經銷商、代理商及客戶簽屬保密協定。 

 

(六) 營業場所之管理：包含了限定營業機密使用區域、劃分營業機密管制區

域、設置碎紙機、下班檢查措施、設置圍牆及出入口、設立警衛及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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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維護電腦系統之秘密：電腦系統與營業機密資訊之儲存息息相關，卻常常

為企業界帶來諸多困擾，因此維護電腦系統中之營業機密特別重要。企業必須

採取措施限制與營業機密有所接觸之電腦系統、設置通行碼並定期更換、對於

存有營業機密之電腦項目應加密並妥善保護、傳送電腦資料時應將資料加密。 

 

 

圖 2-6 營業機密管理範圍 

 

三、結論與假設 

  企業能夠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有獨特性，獲取利潤之知識即為營業機密。

針對知識的保護措施，本研究假設 D公司之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並採取

周廷鵬所提及之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管理營業機密資訊、專人管理、員工

之營業機密管理、非員工之營業機密管理、營業場所之管理、維護電腦系統之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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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知識管理之整合性模式 

一、 知識轉換模式 

  陳英洲(2006)修正 Nonaka 加入知識的保護，但未提及科技業與商業的差

別，由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所提出的事實知識(know-what)、原理知識(know-

why)、技能知識(know-how)，及人際知識(know-who），由前述文獻可知，商

業主要著重於 know-who，假設社會化的措施為資深業務帶領資淺業務認識客

戶，外化為資深業務交出顧客特性、聯絡方式，組合化為統整顧客所有資料，

內化為從資料中找到開拓新市場之供應商與客戶。 

 

圖 2-7  知識管理整合模式 

資料來源：陳英洲 

 

二、 知識創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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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知識創造的場域 

 

 

三、結論與假設 

  依據知識轉換模式及知識創造，本研究假設商業知識創造的每個階段皆具

有部分的保護。商業知識中有部分是跟科技業知識類似、可外化的知識，其知

識的創造與分享的過程將循著大螺旋的方式，在保護區之外的內核部分運轉。

但是有些商業知識的 Know-Who 部分，卻只能在社會化的區塊以小螺旋的方式

運轉，如圖 2-9示。 

 



 

28 

 

 

圖 2-9 商業知識創造與保護的大小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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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方法 

管理理論從實務當中來，在理論發展成熟後，回到實務上的應用是必然之

過程。本研究將探討知識創造理論是否可以概括知識管理於實務上之應用，本

研究將使用文獻探討法及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法。使用文獻探討法以強化與知

識管理相關之理論，並掌握知識管理研究之脈絡，包括問題、研究假設以及研

究方法。另外，採用個案研究法是因此方法適合較少人探索之問題，或是較為

新穎的研究問題，透過蒐集與個案企業相關之資料與深度訪談，並輔以演繹法

及歸納法，由所蒐集到之所有資料尋找一般性的原理或準則，再藉由研究之企

業發展出新理論，並說明貿易企業如何實行知識管理與保護。 

 

一、 文獻探討法 

  根據知識管理與保護相關文獻提出假設性答案，再以個案證實或修正知識

管理與保護之理論。本研究除了知識創造外，也將針對知識保護進行探討，目

的是希望能夠提出針對貿易業之知識創造與保護理論。 

 

  透過對企業運作的觀察發現，實務上不僅僅知識創造有著相當的重要性，

知識保護甚至更為重要，然而近年對於知識保護的研究仍多著重於內化之敘

述，以及顯性知識的結合與連結化，但卻缺乏比較之基礎，資訊系統中權限的

管理即為一例。此研究將從知識保護對於經濟所帶來之影響為開端，加入營業

機密相關之法令與措施，建立知識保護於知識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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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研究法 

  研究主要可以區分出三大主題，分別為：探索性(exploratory)、描述性

(descriptive)及實證性(hypothesis testing) (吳思華，1998)。 

 

  研究方法的施行主要可以分為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與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若與主題相關之觀念或理論不明確，適合採用質化研

究，探究該領域較鮮為人知的情況。反之，當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理論架構清楚

明確，且相關理論數量多而龐雜時，研究者可藉由量化研究釐清各個變數間的

因果關係。而研究的構面可從研究問題之類型、觀察者對實務中發生之事件是

否足以掌控，與相關事件此三方面著手(Yin，1994)。 

 

  本研究將針對企業知識管理的整合模式進行探討，主要研究問題可以分為

「How」－企業如何管理知識，及「Why」企業為什麼選擇此方法管理知識。

本研究將不細究其他研究類型，如：「What」、「When」「Who」及

「Where」(Yin，1994)，並以表 3-1呈現不同研究問題所適用之研究方法。 

 

表 3-1 不同研究問題適用之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是否需要控制 

行為事件 

該事件之重要性 

個案研究法 How、Why 否 重要 

歷史研究法 How、Why 否 不重要 

調查研究法 Who、What、

Where、How 

many 

否 重要 



 

31 

 

檔案紀錄分析法 Who、What、

Where、How 

many 

否 重要/不重要 

實驗法 How、Why 是 重要 

 

  本研究將探討實務上企業實施知識管理之方法，並運用多重來源加以佐證，

本研究欲探討之理論與實務上之差距不大，因此次使用任何控制因素(Yin，1994)。 

  本研究應屬探索性及解釋性的研究，採用質化研究的方法較為適宜，且此研

究有三個特點，一為就目前而言現象及背景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因此難以清楚

辨明在此情況下之影響因素為何，二為本研究著重於探討知識管理的影響因素為

和，每個影響因素之交叉效果與影響力較不為本研究之重點，三是本研究主題需

要多方的資訊來源以收斂出結論。綜上所述可之個案研究法與本研究主題最為適

切，且將採取參與觀察法及深入訪談法從事本研究。 

 

第二節、研究設計 

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將以知識管理、知識創造理論代表性的文獻為開端，定義出

初步的研究架構後，在探索知識管理中的其他領域，並找尋具有解釋力卻較少

被提及的理論，藉此希望能夠提出整合性的知識管理模式。在整合性知識管理

模式初步發展出來後，在透過個案研究法觀察整合性的知識管理模式是否適用

於企實務上的運作，並解釋文獻探討所未提及之現象。圖 3-1 即為本研究之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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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 

 

二、 個案選擇之準則與評估 

  本研究個案選擇條件有三，首要條件為公司的核心能力乃是奠基於知識運用

上，第二為個案有可供研究與觀察之管道，藉此充分了解公司運作上的流程，第

三是個案經營績效之表現必須能確切反映於財務上。因以上三個理由，本研究選

擇代理經銷商－Ｄ公司作為本研究之個案。茲以下表表示此個案之評估： 

表 3-2 個案選擇評估 

個案 核心能力 研究管道 

Ｄ公司 市場研究 

市場拓展 

內部成員 

人員訪談 

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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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蒐集及訪談設計 

(一) 資料蒐集 

    在確認研究設計與確認個案後，此處將談及資料的蒐集。Yip 曾於 1989 年

指出關於個案研究法證據(evidence)之蒐集方法有文件、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檔

案紀錄、直接觀察與實地觀察六個來源，本研究茲以下表四個資料來源做研究，

並評析每個資料來源之優劣。 

 

表 3-3  資料來源之優劣 

來源 優點 缺點 

文件 1. 穩定且能夠重複檢視 

2. 不具有涉入性，即非

個案研究所創造之結

果 

3. 確切的包含每個事件

的名稱、參考資料及

細節 

4. 涵蓋範圍廣泛且可包

含較長的時間 

1. 若是蒐集不夠完整將

導致帶有偏見之選擇 

2. 可能帶有作者的個人

偏見 

3. 使用權利上可能遭遇

限制 

深度訪談 1. 能夠有目標性的直接

聚焦於個案主題 

2. 能夠提供對於因果關

係的深刻見解 

1. 因為問題未完全結構

化而導致偏見 

2. 回應所產生的偏見 

3. 反射線像所導致的偏

誤，即受訪者提供訪

談者想要之答案，而

非真實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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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憶訪談未完全所導

致的不確定性 

參與觀察 1. 確實的包含即時

事件 

2. 涵蓋事件所發生

的情境 

3. 對發生於人際間

的動機和行為能

有更深刻的洞察 

1. 耗費相當的時間 

2. 所獲得的來源經過篩

選，所以未能完整呈

現 

3. 因被觀察者意識到身

處於觀察中，而有不

同的行為 

4. 觀察者操弄事實所贈

程的偏差 

檔案紀錄 1. 穩定且能夠重複檢視 

2. 不具有涉入性，即非

個案研究所創造之結

果 

3. 確切的包含每個事件

的名稱、參考資料及

細節 

4. 涵蓋範圍廣泛且可包

含較長的時間 

5. 較精確且能夠量化 

1. 若是蒐集不夠完整將

導致帶有偏見之選擇 

2. 可能帶有作者的個人

偏見 

3. 可能有智慧財產權之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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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研究資料蒐集之計畫 

研究方法 說明 

文件 蒐集與本研究相關之期刊、論文、資料、會議論文與專書、

個案公司之內部資料與備忘錄，以及證期會所公布之相關資

訊，藉由以上資料彙整與知識管理相關之理論。 

檔案紀錄 本研究參考的資料範圍包含許多投資計畫、管理顧問公司、

期刊雜誌、財團法人與企業相關的出版品，及國內與知識管

理相關的研究與報導 

參與觀察 藉由實際參與該公司的運作，對於個案公司進行深入觀察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即研究者及被研究者間具有有目的性之交談， 

 

(二) 個案訪談之設計 

  本研究個案預計訪談 D公司商業開發部門主管－R、商業開發部門資深員工

－A、商業開發部門新進員工－P與 J，以及科技事業部門 Sales－B，訪談時間約

為各 30 分鐘至 1小時 ，以下表呈現訪談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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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訪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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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產業概況 

  批發零售業之特色為無法大量生產，也不能以貿易的方式讓消費者直接使

用，因此，批發零售業必須能夠走入、貼近市場，甚至必須進行在地化

（localization），提供能被接受之服務予市場中的消費者。服務業之客戶相當

複雜，且服務業之客戶可能涵蓋了不同的國家、種族、地區、文化與習慣之消

費者，故服務業的本質及管理知識相較於製造業有相當大的不同。 

 

（一） 全球行銷服務需求 

  許多國家之經濟體系中皆有相當高比例之中小企業，如：日本、義大利及

台灣，中小企業發展國際市場時，常常因為本身所擁有之專業及資源有限，所

以需要依賴其他服務公司。顧問公司 Roland Berger 提出到 2015 年止，全球市

場拓展服務業之市場，也就是海外 BPO事業，每年增長約為 7%，從 2兆美元

增長至 3兆美元，其中亞太地區平均年成長率將超過 11%（不包含日本），中

東和非洲則超過 10%，拉丁美洲之增長率為 13%也相當可觀。由此可見新興之

「加值型貿易服務」將為未來全球化市場主要經營模式之一，因為傳統買賣貿

易商對於品牌經營的貢獻度低，因此將逐漸取代較低價值較低之傳統買賣貿易

批發商。 

 

  近來新興市場多了許多歐美產品，加上資訊化、數位化及航空交通之發展

加速了全球化，進而增加了新興市場對於歐美產品的需求，也連帶提高了對於

市場拓展服務之需求。而對於市場拓展服務之需求主要因素有三：第一為隨著

新興市場之中產階級逐漸增加，對於產品之需求也隨著增加；第二為市場成長

之最主要的動能來自新興市場，新興市場中基本建設陸續建立，因此對於原物

料及機械之需求也較高，新興市場為了提升自身的競爭條件及發展內需市場，

各個新興市場皆大量投資資源於建立基礎設施，藉此支持持續成長之經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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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國內迅速增加之中產階級，此環境提供之市場充滿潛力，不論是各種用各

類消費品、奢侈品及生產之財貨皆有大量的需求；第三為企業於全球化競爭

中，對於核心能力愈來愈重視，因此許多企業傾向把非核心能力之事項予以

BPO。 

表 4-1  全球經濟環境趨勢 

 

 

  Ｄ公司不同於大多數的傳統貿易公司只專注於某單一品項或市場區隔，提

供跨區域的全球服務，也提供客製化的服務，即獲取了一個相當具有優勢的定

位，並使Ｄ公司不同於其他競爭對手。Ｄ公司最擅長的為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只要是與顧客產品相關之領域，Ｄ公司皆能提供服務，不僅如此，Ｄ公司還能

提供跨地區之市場服務，讓顧客不必再透過將全球市場切分給不同代理商，此

種增加管理成本經營國際市場。Ｄ公司之定位相較於日本伊藤忠集團、香港利

豐企業更擁有經營綜效且更具有彈性，日本伊藤忠集團和香港利豐企業只進行

海外行銷價值鏈中的某個服務，或是只針對某個地區域，並以服務本身集團自

有之貿易為主，鮮少對外提供客製化且全球化之服務。此外，Ｄ公司所提供之

貿易服務，相對於科技業或製造業而言，因地制宜且客製化之需求更顯重要，

也就是說，愈能提供符合顧客需求之廠商，則其愈具有競爭優勢。 

 

  許多企業在國際化時常會面臨許多困難與問題，但傳統貿易公司卻只專注

於採購、銷售或物流，而Ｄ公司不只協助企業了解不同國家之客戶，也提供完

整的解決方案，且能夠良好掌握即整合上游之供應商與下游之零售商，提供較

世界市場趨勢 市場成長動能 影響 

中產階級及財富增加 新興國家工業市場與消

費市場之成長 供應商對於新市場、完

整市場價值服務需求增

加 

新興市場成為世界經濟

主要成長動能 
委由市場經營為普遍之

現象 企業重視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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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手更為客製化之服務。根據 Roland Berger 顧問公司 2011 年的調查報告

（表 9-4）指出，大型國際企業於國際市場經營中最注重主要市場之佔有率，不

同於大型國際企業，中小型企業最為關注的為當地經營相關之知識，不論是市

場之佔有率或當地經營知識，Ｄ公司都能夠滿足不同顧客之需要。此外，Ｄ公

司成立 151年所累積之市場經營相關的知識及關係，使得Ｄ公司能夠建立足以

信賴之通路網絡及行銷知識，能夠深入體察消費者現在的需求，並累積許多供

應面及需求面的資料與經驗，期望全面解決顧客的難題。 

 

表 4-2  不同規模企業拓展海外市場關注之議題 

議題 

重要性 

多國企業(multinationals) 中小型企業(SMEs) 

議題 比例 議題 比例 

1 

主要市場 

占有率 

62% 

當地市場之 

經營知識 

63% 

2 
發展尚未開發

之市場 
54% 

建立進入市場

之商業模式 
57% 

3 

當地市場之 

經營知識 

38% 
降低進入海外

市場之風險 
55% 

4 
投入固定資產

之縮減 
37% 

補足企業內部

或缺之能力及

資源 

45% 

 

（二） 由貿易轉為全球行銷服務 

  Ｄ公司最主要之競爭優勢為運用內部現有之資料，作為相關廠商之媒介，

甚至主導產品的開發，最後促成交易之專業。Ｄ公司之定位為全球品牌行銷及

物流之外包廠商，Ｄ公司除了提供傳統貿易企業「買進賣出」之服務外，也提

供行銷廣告、維修服務、物流管理等其他加值服務。Ｄ公司代理、服務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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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個國際品牌，Ｄ公司目前同時為超大型的行銷公司與物流公司，且藉著

長久累積下來之全球商品與條件供應商和潛在買主，此買賣資料庫為Ｄ公司主

要競爭優勢之來源，協助品牌廠商建立品牌知名度，並進行全球通路及物流之

品牌管理。 

 

  Ｄ公司於亞洲地區所開展之商業活動已有超過 140年之歷史，因此對於亞

洲市場與消費者有深刻的了解，因此能幫助各種類型之企業開發新市場或拓展

現有市場。除此之外，Ｄ公司還充分利用自身資源，發展許多創新及整合之服

務，該服務幾乎涵蓋了所有行銷價值鏈之服務，包括原料的採購、市場分析研

究、產品開發、產品銷售及貿易、設立零售之銷售據點、配銷物流及售後服

務，這些服務不僅能夠回應顧客之需求，也能將此次經驗應用於下次產品發展

上。除了上述完整的行銷服務外，Ｄ公司於全球之布局也是Ｄ公司能夠達成經

營目標最重要的資源之一，Ｄ公司之網絡分布於亞太地區、歐洲及美洲，遍及

35個國家，共有 610個業務據點，擁有 24,342位專業人士。Ｄ公司可以使欲前

往國際市場之廠商有將產品銷售至廣大市場之機會，也能使欲採購產品之廠商

於眾多市場中找尋到合適的產品。Ｄ公司一項專注於高單價及高附加價值之產

品與品牌，負責代理並銷售該產品，其所締造之價值為替產品找到合適之買

家，並提供額外的服務，也就是說，Ｄ公司能夠客製化顧客所需要之服務，而

不以採為顧客效率化之策略。 

 

第二節  企業簡介 

（一）企業發展沿革 

  Ｄ公司對於消費者而言，也許相對於雀巢、麥當勞等知名品牌較為陌生，

但Ｄ公司以其專業著稱之服務，幫助知名品牌行銷全球之技術及特殊定位，其

幕後角色值得台灣意圖進攻全球市場之貿易公司、製造業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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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有相當多的貿易公司於 1860年代至亞洲從事貿易，銷售歐洲的商品到

亞洲，而亞洲有許多公司也銷售商品至歐洲。Ｄ公司最早為三家瑞士的貿易公

司，此三家公司的創立者於 1860 年代自亞洲經商，經過多次的購併後，成為現

在的Ｄ公司。但是，隨著今日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得資訊日趨透明化，而供應

鏈也因此變得更加扁平，許多銷售公司會跳過貿易公司，直接連絡供應端，所

以有相當多傳統貿易公司因而失去舞台，黯然退出市場。Ｄ公司利用其全方位

且特殊之「海外市場拓展服務」(Market Expansion Service, MES)，持續創新經

營模式，並提升服務價值，藉此開創特殊之競爭地位，此概念有別於台灣許多

傳統貿易公司，台灣傳統貿易公司大多專注於酖航線或單品項商品，而Ｄ公司

則專注於提供各國製造商（供貨者）與買者（採購者），供貨服務、採購工作

及拓展全球市場，並且提供完整之客製化服務，讓客戶能達成設立的市場目

標。Ｄ公司幫助公司在新或既有的市場成長業務，幫客戶取得更多市場知識、

資源、機會和市場占有率。總和而言，Ｄ公司就是在協助歐美產品與品牌拓展

市場，幫助亞洲市場尋找到更好的產品及供應商，提供除了製造之外的完整解

決方案，也就是外銷部業務流程外包(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即採

購之企業國際採購部門或商品開發部門之服務業外包，或供應商的國際市場。 

 

（二）組織架構 

  商品貿易所涉及之金額及交易風險，往往相較於本地交易高，因此貿易商

往往只專注於某類型商品之交易，可能為原物料或紡織品。Ｄ公司也不例外，

以台灣Ｄ公司而言，區分為消費品、精品、醫療保健、特用原料、科技五個領

域，其中有許多客戶皆有超過 50年的合作歷史。 

 

1. 消費品：Ｄ公司之消費品事業單位在亞洲市場拓展服務佔據了領導地位，為

提供快速流通的消費品之專家。成立消費品單位的目的為，在所有通路中經銷

各個類別之快速流通的消費品。Ｄ公司掌握獨立之行銷團隊與業務銷售組織，

Ｄ公司的團隊精通於品牌的建立及通路的銷售，並在台灣擁有 25,000家零售

店。此外，台灣Ｄ公司於 2010 年取得物流領導者中華僑泰，藉以持續強化Ｄ公

司物流網路和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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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品：Ｄ公司獨家代理及經銷許多高級手錶、服飾配件，並提供一系列完整

之專業服務。精品事業部之主力市場為經銷通路與批發，Ｄ公司在過去幾年內

已成功打響許多知名品牌，如：Salvatore Ferragamo、Davidoff等。 

 

2. 醫療保健：Ｄ公司憑藉著優於同業的銷售及行銷能力，加上廣泛的市場拓展

服務，如：客服中心、相關法規、先進 GMP 相容配銷中心，及頂尖 IT基礎

結構方面的知能，並提供產品登記、銷售與行銷，及高品質配銷。Ｄ公司行銷

的產品包括：非處方用藥 (OCT) 、產品處方藥品、醫療設備和消費者健康產

品，產品配銷至許多醫療保健商店。 

 

3. 特用原料：食品原料部為協助食品服務和加工製造等產業之公司進行產品開

發或進出口各項食品原料，包括：飲料、糕點、糖果、烘焙食品、乳製品、食

品補充劑和營養品。化學原料部負責為顯示卡、聚合物、漆料塗層業、電子

業、纖維與黏著劑等產業，提供希望供應化學品或採購的公司提供拓展市場之

服務。化學原料部由化學家和化學工程師所組成，提供各種類別的原料與制定

具有效果的解決方案。Ｄ公司豐富的實務經驗與廣大的全球網絡，促使Ｄ公司

成為許多企業理想的合作夥伴。Ｄ公司協助客戶拓展業務並打入新市場，提供

各種特用化學品、全球採購服務、經驗豐富的應用知識、附加價值的整合服務

以及策略建議。 

 

4. 科技：Ｄ公司科技事業部之市場拓展服務，專為工業、能源、基礎建設、食

品餐飲、研究、塑膠、運輸、電子，及半導體等產業，提供一條龍之服務解決

方案。Ｄ公司完整的價值鏈，包括：市場分析研究、市場發展策略、行銷與銷

售策略、產品規劃與定位、商業顧問諮詢、整廠規劃設計、售後服務，以及專

業知識訓練等。Ｄ公司透過全球資源網絡，與產業知識相結合，為客戶提供最

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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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台灣Ｄ公司事業部 

 

（三）公司業務範圍 

  Ｄ公司之業務範圍包括商品研發、全球採購、行銷和銷售、物流及售後服

務。整體看來，Ｄ公司之市場拓展服務涵蓋了價值鏈的每個環節，服務內容皆

具深度及廣度，有相當多的供應商和製造商皆為Ｄ公司之客戶範圍。一般而

言，產品研發為製造商之主要工作，但Ｄ公司憑藉著對採購商及消費者之洞察

與理解，充分展現出「以行銷為導向」之概念，引導著新產品之發展方向。此

外，國際行銷常常面臨著距離上的問題，實體產品能夠透過日益精進的物流解

決，但是產品之服務與維修則必須要服務人員親力親為，也因為如此，供應商

必須耗費相當大的成本，包含設置辦公室的設置，及經銷商之訓練，但是Ｄ公

司以提供產品售後之服務，降低全球化市場所帶來之風險。茲以表 5-1呈現Ｄ

公司之業務範圍： 

 

表 4-3  Ｄ公司之業務範圍 

全球採購 應用全亞洲規模最大之 SAP系統，提供全球 70 餘個市場供應商

之資料 

研究開發 藉由市場調查與研究、產品開發與測試之實驗室，提供產品開

發策略建議與測試 

 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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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 

銷售 

代理及服務超過 460個國際品牌，包括：從大賣場至小賣場之

通路提供、物流、品牌服務、行銷與銷售。 

配送物流 擁有全球 170個物流中心，並於泰國擁有現代化之消費品及醫

療保健物流中心 

售後服務 提供客戶維修、維護之服務，以及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培訓 

 

（四）公司現況 

  中間商最重要的就是取得上游供應商及下游零售商之信任，並累積大量的

交易，逐漸形成穩定的長期關係。Ｄ公司於 1965年即進入台灣市場，經數次的

重組及合併後，奠定穩固的經營基礎。Ｄ公司於 2011年的總營收為 2,200億

元，相當於 73.4億瑞士法郎，96%來自亞洲市場，其中最大部分來自泰國，其

次為大中華地區，而台灣分公司營收也高達 146億元，Ｄ公司之利潤成長率為

25%，而台灣分公司之成長幅度高居第一。Ｄ公司 2011年全球營收超越中華電

信及統一超商，相當於台灣服務型企業之第八名。Ｄ公司目前於全球有 180個

配銷中心，擁有超過 20,000名員工，50萬個購買端客戶，專門服務 5,500個品

牌，且其業務涉及了 35個國家。 

 

表 4-4  Ｄ公司公司資本資料 

 數量 

員工 24,342 

銷售端廠商數 500,000 

服務品牌客戶數 5,500 

配銷中心 180 

業務涉及之國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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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據點數目（亞洲） 630 

營業據點數目（美國） 20 

 

表 4-5  Ｄ公司業績比重及地理分布 

業績來源（地區） 百分比 

泰國 36.4% 

大中華 25.4% 

馬來西亞／新加坡 21.9% 

亞洲其他地區 12.1% 

世界其他地區 4.2% 

 100% 

 

表 4-6  Ｄ公司年營業額 

年度 營收 稅後淨利 

2010年 2,187 36.3 

2011年 2,200 45.6 

成長率 0.59% 25.62% 

 

第三節  商業模式與價值 

  過去許多知識管理理論多著重於科技業，科技業創造價值所需知知識與貿

易業有許多差異，科技業多聚焦於 know-how 及 know-what，即企業所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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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以及如何生產，但是商業、貿易業較著重於 know-who，也就是企業必須將

產品或服務提供給誰，而誰又能作為企業之供應商，因此本研究以百年企業 D

公司為個案，作為探討貿易業知識管理之案例，以下為 D公司之商業模式及其

所提供的價值。 

 

  身處全球化及科技化之時代，買賣雙方能夠毫無障礙的直接對接，因此導

致非常多的中間商逐漸消失，其中能夠存活下來之中間商皆經歷多次創新與再

進化，才可在日漸競爭的環境中存活下來，由此可見，創新對於服務業及科技

業的重要性不容小覷。歐美品牌時常將非核心能力或非主要市場之海外行銷工

作與以外包，如：藥品、化學品等，而Ｄ公司在海外銷售服務上獨佔鰲頭，專

注於海外市場之開拓，提供完整服務，扮演著許多知名產品之幕後推手。以貿

易企業來定義Ｄ公司或許並不精確，Ｄ公司的服務涵蓋了除了製造以外之所有

階段，包括研發、行銷、物流、顧客服務等，Ｄ公司於服務業之貿易或品牌商

品之貿易皆足以作為全球之楷模，也提供台灣企業經營全球市場另一個選項。 

 

  以 Alexandar Osterwalder 等人所提出經營模式之架構解析Ｄ公司，可以明

白Ｄ公司最具的核心為其價值主張，Ｄ公司之價值主張根據其一百多年所累積

之經驗與知識，提供買賣雙方完整的服務，其市場發展之價值極符合全球化下

之新興市場的崛起。Ｄ公司之目標客戶為全球銷售產品之客戶(seller)與全球採

購產品之顧客(buyer)。Ｄ公司也掌握了相當重要之關鍵資源及夥伴關係，如：

長期累積之品牌結盟和供應鏈網絡、高素質之人力資本及買賣方資料庫。透過

行銷銷售、配送物流、售後服務、全球採購及研究開發等各種服務之整合與雙

向資訊回饋之關鍵活動，充分利用Ｄ公司自身資源，以滿足顧客多樣化的需

求，並將產品銷售至全球的零售通路，達到全球服務之目標。Ｄ公司跳脫傳統

低成本之貿易與物流服務模式，轉而以高附加價值之精品、藥品及高端機械，

為利潤回收模式開創新局。Ｄ公司之顧客關係為長期所累積之品牌價值與信賴

感填補上下游的空間，而Ｄ公司之成本為產品行銷銷售、人力、資料維護及物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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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貿易企業傾向先依據對於某地區或市場之了解，爭取貿易某一方之認

可後，累積對於買方或賣方之專業。而Ｄ公司之經營模式之特色之一為國際

化，Ｄ公司主要的採購對象為品牌商，採購範圍跳脫單一國家之限制，遍及歐

洲、美國及亞洲，不局限於勞力充沛之處。Ｄ公司之經營模式之特色之二為憑

藉著本身對於買方市場之洞察，創造價值並予以分析整理後，提高給供應端，

再加上Ｄ公司對通路之掌握，使Ｄ公司更能有效鎖住供應商，此特色也強化了

Ｄ公司之談判能力，並吸引更多供應商、品牌商將其產品委託給Ｄ公司，並避

免代理商費心經營之品牌遭到品牌商收回代理權之命運。 

 

  過去企業外包(business processing outsourcing，BPO)多著重於提升效率，例

如：資訊系統或財務等流程，這些工作企業也可以選擇自己做，只是成本相對

較高，但是，Ｄ公司所提供之海外市場開發與全球採購為提供一套完整解決方

案，為企業最為缺乏之能力。 

 

  Ｄ公司之商業模式使其必須與全球買方和賣方進行大量的交易，這些交易

可能伴隨的龐大的交易成本，因此合作夥伴間必須具有深刻的了解及信任才得

以使交易順暢，並且有效的降低營運成本。交易成本理論曾經提及採購商可能

跳過貿易商，與供應商直接進行聯繫，使得貿易商被取代而消失。但從實務上

觀察可知，有些貿易企業的確因此而殞落，但有的貿易企業卻日漸茁壯，Ｄ公

司即為一個實際的案例，原因為當企業進行國際貿易時，仍可能存在著許多隔

閡及交際的風險，此時，若是貿易商能適時地提供服務便能創造自身存在的價

值。Ｄ公司以其百年來的經驗減少事前的搜尋成本及事後的監督成本，此核心

能力必須仰賴高品質的人力成本，及長久累積的品牌知名度。 

 

第四節  Ｄ公司知識管理－以商業開發部門為例 

    商業開發者於企業中像前瞻者，當有新政策、系統或產品時，皆由商業開

發部先嘗試與導入，商業開發部主要負責於組織間開發、執行可能之「成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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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專注於具有長期價值之建議，商業開發必須能夠識別可合作之夥伴機

會（partnership opportunities），同時找尋組織間任何新的發展潛能。總而言

之，商業開發部主要負責尋找新的業務發展機會。 

    

  商業開發之業務不需負擔業績壓力，也沒有業績配額(quata)，但是商業開

發之業務必需要擁有「識別機會、帶動業績、增加夥伴」之三大能力，也就是

說，商業開發之業務必須具有深厚業務開發與管理能力外，也必須具有獲得業

務的執行力。除外，溝通協調能力也是獲取業績不可或缺的能力，溝通協調能

力可以使業務在談及策略時得到支持，訴求時得到採用，在執行專案時，能夠

清楚掌握全局之進展，專注於目標之達成，同時建立各階段需要之指標，以期

下個階段之順利進行。 

 

  商業開發之實際工作內容主要有以下七個： 

一、市場瞭解－以直接、間接之方式收集與市場趨勢、規模、特性與關鍵影響

因素相關的資訊，市場瞭解之重點在於資訊完整度、呈現重點、剖析之架構與

角度、效度及邏輯是否有助於內部團隊及主管之瞭解與討論 

二、目標選定－在瞭解市場後，選擇特定市場區隔（segment）作為目標市場，

同時說明選擇的準則與策略，而此策略必須綜合考量（1）可取得的商機、

（2）確實比較後的競爭優勢、（3）自身的組織資源與能耐 

三、策略擬定－在短、中、長期之事業發展目標，如何從現況到目標，即簡要

說明（abstract），尤其是針對內部之重要關係人（key stakeholders），講得明

白，才能夠獲得足夠的支持 

四、產品組合－找到目標客戶的痛點及益處，呈現有效之產品組合，同時設計

精準的行銷目標（target marketing） 

五、夥伴結盟－瞭解目標客戶在購買或使用同類型產品時，仍需要之其他的產

品、服務，結盟其他之異業夥伴，於業務開發的前、中、後期與相關的夥伴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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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路拓展－佈署銷售通路及建立銷售體系，確保人員訓練、銷售資訊、貨

品配送、貨款收付確實地被執行，並規劃聯合通路體系進行推廣活動，接觸所

服務的客戶 

七、業務開發－可轉換成營收之業務開發工作。商業開發於組織中，往往能夠

充分發揮借力使力（leverage）的效益，讓其他功能部門更有效且更精準地幫忙

新事業，且因目標明確，成效往往能夠快速得到印證，使修正與進步的動能得

以持續。 

 

  適當的知識管理將可強化業務的能力，為企業或部門帶來更好的績效，也

能夠提供企業持續生存、成長的動能。 

                                                                                                                  

  以下以 SECI 模式解釋Ｄ公司之知識管理及保密措施（以商業開發部門為

例）： 

（一）Ｄ公司之知識管理－社會化：內隱至內隱 

  內隱知識（例如：價值、經驗、行為模式等）經由「同化」與「內隱學

習」(implicit learning)，由某群體（個人、團體或組織）轉移至另一群體，進而

造成知識之轉移。由陳英洲(2006)所提出之知識創造與保護場域模型可知，內

隱知識轉換至內隱知識為原創之力場(original ba)，亦即將其他人的內隱知識透

過內化或創新轉變為自身的內隱知識。 

   

  D公司社會化主要透過員工團體交流、專案學習之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管理階層群體分享(community)、藉由師徒制讓資深業務帶領資淺業務

共同認識客戶、了解顧客的需求、了解顧客的資金風險、與顧客互動建立連

結、與顧客一起合作，藉由以上方法交出做事情的訣竅，刺激知識螺旋之旋

轉，例如：與顧客之接洽窗口互動並建立關係，主要為分享的知識為 know-

who，瞭解公司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以及如何尋找顧客，即透過與顧客互動建立

關係。D公司希望透過員工的團隊分享，集結不同專長之員工共同進行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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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解決問題的效率。社會化有關顧客資訊可以進到知識螺旋之下一階段－外

化，但是與顧客之關係卻難以外化，只能以師徒制的方式傳授與資淺業務。 

 

  D公司最重要的營業祕密即為顧客服務之合約內容及條件，因此雖然於組

織內能夠以團隊分享，但仍須遵守簽署之保密協定，即在促進分享的同時進行

保密，符合社會化保密措施之假設，不過 D公司拒絕簽署保密相關之賠償規定

以確保公司不蒙受損失。D公司之內部系統必須具有權限才能獲取，也就是

說，並非每位員工皆可以接觸到公司所有資料、課程，及公司內部的資源，公

司自身的專業性技能(database)，需要申請並經上級核准後才能接觸、進行選擇

性教學(與職級相對應)。商業開發部門隸屬於支援部門，因此幾乎公司機密的

資訊系統幾乎都可以授權進入。但是全球管理階層群體分享(community)只限高

階主管進入，其資料具有層級問題，只有商業開發主管能夠於全球系統中尋找

供應商及買主，而 D公司之商業資料庫「Salesforce」得以使公司內部以更低成

本、時間找到可能之買主，而合作廠商有可能建立於原有的合作關係，也可能

因為 D公司之品牌而慕名前來，或由公司內部自行尋找新的合作對象，此處 D

公司為了進行供應商知識的保護，會實行關係網路的限制，即讓員工無法接觸

到同個價值鏈的所有供應商。 

 

  除了簽署保密協定外，D公司對於訓練課程設置了申請程序與限制，因為

商業開發之業務必須具有相當堅實之訓練與實力，才得以獲得業績，業務必須

將個人知識運用於專案上，包含：3D Printer的行銷方法、 市場分析等。Ｄ公

司商業開發之業務，其訓練課程系統「Fantree 學術」必須經過核准才能夠獲

得，其內容包括：簡報撰寫、協商、合約撰寫與制定、談判、溝通、公司財

務、財務會計等。而公司系統也具有權限之限制，與參與人數、年資、職位相

關性皆有關聯，並非所有內部員工皆可使用所有的系統，但是可以提出申請

（未必通過），但本土系統則當地分公司之部門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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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公司對於知識創造之社會化的階段，符合 Nonaka & Takeuchi 的知識創造

的架構，此社會化階段之知識也具有 Tomas Rønde 所談及知識之層級性與有限

性，並與周廷鵬所提及之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員工之營業機密管理。 

   

  基於前述分析本研究於社會化的過程中發現，商業知識中某部分社會化的

知識能夠進入外化階段，可外化的知識與科技業知識類似，其創造及分享的過

程將循著大螺旋的方式（Nonaka & Takeuch之 SECI 模式），在保護區之外的

內核部分運轉，但某些社會化的知識則無法，只能在社會化的區塊以小螺旋的

方式運轉，以下分別就大螺旋及小螺旋提出解釋。 

 

1. Nonaka & Takeuch之大螺旋 

    商業知識中主要為分享的知識為 know-who，其中可以外化的部分包括：顧

客名單、聯絡資料、過去交易紀錄等，即可輸入 Salesforce 的資料，成為能夠

外化的資料庫，其知識創造模式為 Nonaka & Takeuch所提出之大螺旋，如圖 4- 

所示。 

 

圖 4-2 可外化之知識 

2. 於社會化中之小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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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知識中主要為分享的知識為 know-who，但是並非所有社會化中的商業

知識皆如科技業知識般容易外化，例如：與顧客互動的非正式活動、與顧客之

接洽窗口互動並建立關係等，關係之建立並非文字化可以傳承，因此難以進入

下一個知識創造的階段－外化。社會化中於小螺旋中旋轉的知識必須藉由師徒

制才能得以傳承，其做法有讓資深業務帶領資淺業務共同認識客戶、與顧客互

動建立關係並一起合作，藉此刺激社會化小螺旋之旋轉，如圖 4-。 

 

 

圖 4-3  不可外化之知識 

 

（二）Ｄ公司之知識管理－外化：內隱至外顯 

  將內隱知識（例如：價值、經驗、行為模式等）外化，轉化為可訴諸文字

之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的過程。公司渴望將員工之價值、經驗、行

為模式予以外化，再結合公司既有的文獻與資料，藉此產生價值，然而，員工

可能希望保有知識之獨佔權，因而保持自身知識之獨特性與價值，公司如何去

解決此一矛盾即為必須面對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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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force 系統內之資訊為Ｄ公司內部定量、定性研究資料來源。Ｄ公司以

「Salesforce」資訊系統紀載業務所擁有的每筆交易予以外化，鼓勵資深業務交

出顧客特性、聯絡方式等，例如：利用 Salesforce 得知該顧客過去曾和 D公司

合作，業務將新任接洽窗口的名片帶回公司建檔。但是 D公司並沒有設置獎勵

制度，使得知識的外化沒有誘因。 

 

  Ｄ公司之「Salesforce」資訊系統也提供保密，符合營業機密資訊管理之假

設，但是並沒有指定專人管理業務所提供之營業機密，營業機密政策中，也沒

有對於業務提供營業機密給予保護，使得資深業務可能擔心被取代而有所保

留，長期下來將對影響企業之績效。Salesforce 內部的資料符合 Tomas 

Rønde(2002)研究之假設，也就是上層主管能夠知道其部屬的營業機密，但是

Salesforce限制無法看到同層級之其他同事的資料，但此系統於不同地區有不同

的限制，如：台灣Ｄ公司之業務也能夠獲得其他業務之客戶名單。 

 

  此外，本研究發現主管領導特質將會影響知識外化之程度，且外化程度高

之部門擁有較高之績效，此部分之知識為 Blackler 所提及的組織文化之知識，

此類知識競爭者最難以模仿的部分，因此保護也相對較不重要。舉例而言，台

灣Ｄ公司商業開發部門之主管以較開放之領導風格，將商業開發部門視為組織

內部的創新來源，以主管自身之能結合 D公司之競爭優勢，使商業開發部門成

為一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 Peter Senge)，建立學習型組織團隊學習與

自我超越之文化，促使團隊中各個成員貢獻不同想法，以團隊為平台集思廣

益，而主管只負責最後產出的控管，因為主管之績效來自於部屬表現之總分，

其部屬－商業分析師之績效為每年簽約之原廠數、代理數量及賣出多少產品，

而實習生之績效則為協助專案之數量。台灣Ｄ公司商業開發部門之績效為全球

之冠，常為各國商業開發部門仿效、學習之對象，由此可見，主管的領導風格

影響著外化程度，進一步促成績效。 

 

  D公司外化知識創造符合 Nonaka & Takeuchi 的知識創造的架構。對於知識

外化之保護，依據周廷鵬(1997)提出之營業機密管理措施，並沒有指定專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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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業務所提供之營業機密，營業機密政策中，也沒有對於業務提供營業機密給

予保護。除了符合假設之措施外，本研究也發現主管領導特質將會影響知識外

化之程度。 

 

 

 

（三）公司Ｄ公司之知識管理－組合化：外顯至外顯 

  由現有之外顯知識，經過分類、分析、重組及分享，產生新的外顯知識之

一過程，亦即達到所謂的「綜效」(synergy)。 

 

  Ｄ公司常藉由分享會、檢討會、獨有之實習生會議、參與客戶的接洽、協

助客戶管理系統「Salesforce」之導入提升組合化之成果，使外顯資料重新結

合，統整所有顧客資料，進而找到新的機會，並能提升員工對於企業內部的參

與度，鼓勵員工進行知識的重組及分享，例如：透過 Salesforce 得知新任接洽

窗口的資訊。Ｄ公司相當鼓勵內部員工分享，有許多公司內部之群組可以接觸

原廠，目的為能夠有效複製、修改其他國家成功模式，快速進入市場。 

 

  D公司在錄取員工之前與前雇主進行徵信，確保員工的信賴度。此外，能

夠接觸原廠之交流群組僅限各地區各個功能單位之高階主管，並設置事業部經

理做為不同部門資訊交流的中心，將某部門所掌握的資訊引介到需要資訊的部

門，而非發散式的資訊交流。 

 

  D公司組合化知識創造符合 Nonaka & Takeuchi 的知識創造的架構，組合化

階段之知識也具有 Tomas Rønde 所談及知識之層級性與有限性，且符合周廷鵬

提出強化內部員工管理之措施，及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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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Ｄ公司之知識管理－內化：外顯至內隱 

  即外顯知識轉換為內隱知識之過程，當心智模式受到外來之刺激時，將會

選擇性地將有用的新知識進行整合(integrate)及轉換(leaven)到原有之心智模式

中，進而擴大、更新、重組自身心智模式之內隱知識。 

 

  Salesforce 可以提供與專案相關的交易知識、與顧客接洽的細節予員工，讓

與該專案有關之員工瞭解相關知識，並幫助員工進一步學習知識及內化知識，

藉此從資料中找到開拓新市場之供應商與客戶，例如：藉由 Salesforce 得知有

新任接洽窗口負責該部門。 

 

  Ｄ公司也利用「Salesforce」對業務所提供之知識進行保護，限制其他業務

或非相關部門之權限，只有對於該知識之取得有必要性的員工，得以在申請後

獲得，以便將系統內的知識運用於專案上，即以有限度之教育訓練的方式將知

識擴散至其他員工。此外，Ｄ公司之產業研究報告必須只有高階主管才能取得

權限，例如：各地區商業開發部門之主管。公司內部會將需要宣傳的訊息散布

給公司每個員工，如：新代理之產品，但是特約性的資訊則以愈少人知道為

佳。 

 

  D公司內化之知識創造程序符合 Nonaka & Takeuchi的知識創造的架構，內

化階段之知識也具有 Tomas Rønde 所談及知識之層級性與有限性，且符合周廷

鵬提出強化內部員工管理之措施，及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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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由文獻探討可知，商業知識主要著重於 know-who，而後藉由 D公司的深

度訪談可知 D公司於知識螺旋中各個階段所採取之知識創造、擴散及保護的措

施，並解釋社會化中知識創造的特殊性。 

 

一、社會化 

社會化主要透過師徒制與管理階層群體分享的措施。藉由讓資深業務帶領

資淺業務共同認識客戶、與顧客一起合作，透過與顧客互動建立關係瞭解公司

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例如：與顧客之接洽窗口互動並建立關係。D公司也藉由

團隊分享，集結不同專長之員工共同進行專案，提升解決問題的效率。社會化

有關顧客資訊可以外化，但是與顧客關係卻難以外化，只能以師徒制的方式傳

授與資淺業務。社會化的保密措施為簽署保密協定，且對內部系統與以權限限

制。全球管理階層群體分享只限高階主管進入，而商業資料庫「Salesforce」得

以使公司內部以更低成本、時間找到可能之買主，此處 D公司為了進行供應商

知識的保護，會實行關係網路的限制。 

 

  但是並非所有社會化中的商業知識皆如科技業知識般容易外化，例如：與

顧客互動的非正式活動。D公司對於知識創造之社會化的階段，符合 Nonaka & 

Takeuchi 的知識創造的架構，此社會化階段之知識也具有 Tomas Rønde 所談及

知識之層級性與有限性，並與周廷鵬所提及之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員工之

營業機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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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螺旋 

  社會化的階段中可以外化的知識包括：顧客名單、聯絡資料、過去交易紀

錄等，即可成為資料庫 Salesforce 的資料，其知識創造模式為 Nonaka & 

Takeuch 所提出之知識螺旋，如圖 5-1 所示。  

 

圖 5-1 可外化之社會化知識 

（二）社會化中之小螺旋 

社會化中的商業知識並非都能如科技業知識般容易外化，例如：與顧客互

動的非正式活動、與顧客之接洽窗口互動並建立關係等，關係之建立並非文字

化可以傳承。因此小螺旋中旋轉的知識必須藉由師徒制才能得以傳承，其做法

有讓資深業務帶領資淺業務共同認識客戶、與顧客互動建立關係並一起合作，

藉此刺激社會化小螺旋之旋轉，如圖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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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不可外化之社會化知識 

 

二、外化 

外化為資深業務交出顧客特性、聯絡方式，Ｄ公司使用「Salesforce」系統

將業務擁有的資訊外化，例如：利用 Salesforce 得知該顧客過去曾和 D公司合

作，業務將新任接洽窗口的名片帶回公司建檔。Salesforce 系統也提供保密，上

層主管能夠知道其部屬的營業機密，但是 Salesforce 限制無法看到同層級之其

他同事的資料，但此系統於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限制，如：台灣Ｄ公司之業務也

能夠獲得其他業務之客戶名單。 

 

D公司外化知識創造符合 Nonaka & Takeuchi的知識創造的架構。對於知識

外化之保護，依據周廷鵬(1997)提出之營業機密管理措施，並沒有指定專人管

理業務所提供之營業機密，營業機密政策中，也沒有對於業務提供營業機密給

予保護。除了符合假設之措施外，也發現主管領導特質將會影響知識外化之程

度。 

 

三、組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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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化為統整顧客所有資料，Ｄ公司常藉由分享會、獨有之實習生會議、

協助客戶管理系統「Salesforce」之導入提升組合化之成果，使外顯資料重新結

合，統整所有顧客資料，進而找到新的機會，鼓勵員工進行知識的重組及分

享，例如：透過 Salesforce 得知新任接洽窗口的資訊。組合化的保護措施為錄

取員工前進行徵信，並限制接觸原廠之交流群組僅限各地區各個功能單位之高

階主管，並由事業部經理做為不同部門資訊交流的中心，而非發散式的資訊交

流。 

 

  D公司組合化知識創造符合 Nonaka & Takeuchi 的知識創造的架構，組合化

階段之知識也具有 Tomas Rønde 所談及知識之層級性與有限性，且符合周廷鵬

提出強化內部員工管理之措施，及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四、內化 

  內化為從資料中找到開拓新市場之供應商與客戶，Salesforce 可以提供與專

案相關的交易知識，讓與該專案有關之員工瞭解相關知識，例如：藉由

Salesforce得知有新任接洽窗口負責該部門。利用 Salesforce 對業務提供之知識

進行保護，限制其他業務或非相關部門之權限，即以有限度之教育訓練的方式

將知識擴散至其他員工。此外，Ｄ公司之產業研究報告必須只有高階主管才能

取得權限。 

 

  D公司內化之知識創造程序符合 Nonaka & Takeuchi的知識創造的架構，內

化階段之知識也具有 Tomas Rønde 所談及知識之層級性與有限性，且符合周廷

鵬提出強化內部員工管理之措施，及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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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比較 

 假設貿易企業所採取 

之知識管理措施 

貿易企業實務上所採取 

之知識管理措施 

社會化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3. 員工之營業機密管理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3. 員工之營業機密管理 

外化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營業機密管理措施 

3. 指定專人管理業務營業機密 

4. 保護提供營業機密的業務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營業機密管理措施 

3. 未指定專人管理業務營業機

密 

4. 未保護提供營業機密的業務 

5. 主管領導特質影響知識外化

程度 

組合化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強化管理內部員工 

3. 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加強管理內部員工 

3. 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內化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強化管理內部員工 

3. 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1. 知識具有層級性與有限性 

2. 強化管理內部員工 

3. 制定營業機密管理政策 

 

    藉由以上比較可知，社會化、組合化、內化三個階段與假設的差異不大，

但是在外化階段，除了發現可以改進之處外，也發現主管的領導風格將影響知

識外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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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貿易企業與科技公司的知識類型相同及相異處，可能影響企業對於知識管

理予保密所採取的措施，二者知識之相同處可能為類資訊的知識，相異處則是

貿易企業可能有許多知識為 know-who。因此，貿易企業在採取知識創造及保密

的過程中可能與科技公司有許多不同。此外，知識的釋出與接收具有選擇性，

如何讓所有員工釋出公司需要的資訊，及接收應該獲取之資訊為企業必須思考

的重點，以下為本研究建議貿易型企業可以採取之措施： 

 

（一）各地區擁有標準化之教育訓練，雖然目前許多企業擁有內部系統之訓

練，但幾乎是全自主性學習，且沒有系統將知識編碼化，難以累積經驗及學習

曲線，也沒有獎勵機制激勵員工進行自主學習。標準化之教育訓練課程可以是

基礎的通識課程與邏輯訓練，讓所有員工可以在相同的背景與水平下溝通，減

少組織內部溝通的成本。 

 

（二）增加分享知識經驗的動機與誘因，以及完整的配套措施，包含形式及訓

練，如：效法台積電以培養部屬取代自己的位置作為升遷績效，使資深員工有

意願帶領新進員工。除此之外，企業也必須設置機制、制度鼓勵個人將其所有

的知識與經驗紀錄並擴散。此措施不僅針對現有內部員工，也必須要設法使離

職員工也留下其知識或經驗，離職員工手上可能握有對於企業有益的資訊，因

此必須設計離職員工提供傳授知識的誘因。 

 

（三）舉辦內部專家講座，可以採用內部員工推薦制度，以確保演講的品質與

效果，另外也可以確定講者的背景與專業與組織內部需求相關。 

（四) 建立有效的跨部門溝通系統，當遇到問題時，能夠知道組織內部人員有

能力及意願給予資訊，因此必須適度公開內部人員之背景及資料，且搭配獎金

或其他激勵方式，提高組織內部互相幫助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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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輪調至不同的事業單位部門，進行知識的激盪與交流，進而產生創

意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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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基於研究主題、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本研究之限制主要來自知識管理理

論、知識管理理論之選擇，以及研究方法的選取。 

 

一、 知識管理理論 

  在知識管理的理論中，主要探究的理論除了知識的創造外，知識保護的措

施與其對組織的影響也不容小覷，除此之外，知識擴散對於組織的益處也仍未

建立理論來衡量，因此，只探討知識創造與知識保護的措施與現象，將無法評

估知識管理對組織所帶來的益處。 

 

二、 知識管理理論之選擇 

  本研究採取 Nonaka與 Takeuchit 之知識創造理論，該知識創造理論是以認

識論與本體論為主體，探討知識顯性及隱性之轉換，再透過個人、團體及組織

間的知識轉換，藉此達到知識創造之效果。Nonaka的知識創造論相較於其他知

識管理理論而言較為完整的討論內隱心智模式，以及外顯資訊系統之知識管理

理論，但因知識管理理論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因此本研究將無法全部概括。 

 

三、 選取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將著重於有關知識保護的資料，但知識管理領域相當廣

泛，可能有其他知識管理的領域本研究無法概括全數。在個案研究法中，本研

究將受限於未分析同產業或跨產業，且欲採取的深度訪談法及參與觀察法，訪

談對象雖然皆為企業之高階經理人，但仍存在信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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