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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紀元的知識管理

認識變動中的世界─顛覆的時代、混亂的時
代、短命的時代

有關知識管理的一些現象

知識管理的意義

e 世代的思考典範
智慧管理中心介紹

從提升個人職能，做個快樂的知識工作者─
知識管理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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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社會
彼得‧杜拉克對下一個十年的預言（商週出版2002）

未來新企業的誕生關鍵繫於「知識工作者」，然而當前企業、
政府等還找不出管理知識工作者的方法，仍只會用錢來賄賂知
識工作者。
認股、分紅只有在新興工業才行得通，事實指出以金錢（滿足
貪心）意圖滿足知識工作者的科技事業反而留不住人才，如微
軟、IBM、寶鹼員工離開時常帶著滿滿的鈔票及滿腔的怨恨。
企業必須把高度專業化的高級人才當作獨立包工、合夥人（地
位相等的夥伴，不是可以號令的員工），而不是股東；惟有滿
足其價值觀、給予社會承認和社會權力，才能經營出新的知識
產業。

除商業外，網際網路對健保制度、教育制度（線上教育）等產
生巨大衝擊，但各種改革都面臨既得利益者（如醫師、教師、
政府…）的劇烈反抗。
過去台灣、韓國、泰國成功的出口導向經濟，未來將因區域性
保護主義而行不通，必須仿效墨西哥加入北美經濟；如果有東
亞經濟區的出現，中國將會是主導力量。

取自：彼得‧杜拉克 下一個社會。商週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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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社會（續）
彼得‧杜拉克對下一個十年的預言（商週出版2002）
「資訊識字率」是各國捍衛生產力的關鍵因素，瞭解電腦與資訊是理
所當然的事。但是企業還沒有根據資訊來改造企業組織結構，因為管
理階層還沒有明顯的減少、會計還在玩弄損益與現金流量數字、企業
還不知道蒐集外界資訊的重要性、不清楚科技進步、不清楚競爭對手
在哪裡，許多突破來自不同的領域，如通訊光纖是由餐具玻璃公司發
明。

還沒開始利用電腦做事─電腦還沒有改變大多數企業的經營策略或經
營管理方式，如產銷一體的製造業必須轉型為以流通為基礎的知識公
司；網路銷售必須是多品牌的經銷商才能生存；網際網路對公司結構
產生嚴重衝擊，精通技術又有創新能力的人，其身價高的令人難以置
信，知識工作者為了維持或取得這種能耐會自動不斷地進修學習。

今日組織需要的不只是創新、創業精神，還需要「領導改變」。60％
的創新只是對舊有的東西重做註解；改變策略比創新還重要，要持續
對公司產品、服務、程序或政策等有系統的加以研究改變或放棄，奇
異醫療電子公司的市場佔有率最大，其七成以上的創新來自於改善。

公司要改變的不只是創新、組織結構，公司治理方式也將大不相同，
機構投資人將成為最有決定性的股東，他們多為財務人員，重視短期
獲利、講求穩定，和經營者的價值觀會形成衝突。
取自：彼得‧杜拉克 下一個社會。商週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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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中的世界
∼顛覆的時代、混亂的時代、短命的時代

十倍速的時代 (Andy Grove)
產業及企業（甚至國家）無疆界或疆界具有高滲透
性──資訊與通訊科技、E-Commerce。
地球村的來臨──沒有時空距離、WTO
全球工作團隊──不同國家、文化、種族的人一起
共事。

工作型態的改變、工作將不再有終身雇用的保障、
職涯轉換將成為常態。

工作職場及倫理的改變──專心核心能力的發展，
非核心工作則外包或租用人力；SOHO族；工作保
障來自個人持續對自我的投資，學習多樣化技能。

企業倫理、企業公民的要求。

政府角色及功能的改變。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6 陳家聲 教授 版權所有

e紀元工作的挑戰

【團體討論與分享】面對著當前知識時代，資
訊科技對工作產生了哪些改變？有哪些工作可
為IT所取代？哪些則仍需要人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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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找尋資料與利用資料的時間不成比率

找尋資料的時間

公司內部專家或同仁的電話號碼：約需5分鐘
公司分支單位/海外分支機構同仁之電話號碼：約5
∼15分鐘
面談表格：約5分鐘
公司近兩年來邀請貴賓專家演講的重要記錄：約10
∼30分鐘
公司營運報表、公司產品/服務資訊：約30分鐘以
上

企業成長歷史：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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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常不務正業─
時間資源未花在具有重要價值的工作上

企業各種資訊（如工作規定、管理表格、營運報
告……等）大都零散地儲存在各個部門或個別員工
腦海裡，這些資訊都不是很容易取到，每個員工需
要花費許多時間去找尋或整合一些重複性、零散的
企業資訊，這佔去了員工許多寶貴的工作時間，造
成企業成本的浪費。

找尋資訊的時間，對員工與企業而言，都沒有價值
的創造，尤其是處在今日人工成本的高昂，如何透
過知識管理適時提供員工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企業資
訊，將員工寶貴的工作時間直接運用於協助顧客或
解決問題的價值創造的活動上，以創造企業的競爭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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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訊缺乏交流與整合
企業各部門資訊缺乏交流分享(sharing)。
企業各部門資訊缺乏相容性(incompatible)。
企業資訊資源缺法整合(integration)─經常是
多套人馬重複做相同的工作。如企業簡介、
公司營運簡介、公司經營管理特色的介紹、
產業環境資訊、市場情報……等，其中部分
資訊也可提供作為外部網頁之用。

企業經理能及時掌握企業營運資訊，不需等待過
時的月報表；而員工因為瞭解組織資訊而容
易建立對組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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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意義

知識來自人們對事、物、資訊的思考。

知識是一種流動性質的綜合體：包括結構化的
經驗、價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訊；此外，
也包含專家獨特的見解，為新經驗的評估、整
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

知識起源於智者的思考，在組織中，知識不僅
存在文件檔案的儲存系統中，也蘊藏在日常例
行工作的執行過程與工作規範中。

「知識」需要轉化為「決策」與「行動」：運
用知識做出良好的決策以提升可貴的原因之工
作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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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創造價值

Knowledge is power！ Knowledge is money！
知識＝權力；知識＝錢

資訊≠知識

知識＋實踐 →創造價值 →才能產生影響力。

透過知識管理可將員工提升為知識工作者，如藥商讓其

銷售人員成為知識經紀人，即使是電話服務員（接線

員）也都可以成為知識工作者，而非只是傳話的工具。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12 陳家聲 教授 版權所有

為何需要推動知識管理？
知識價值：知識已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只有
不斷地學習、應用及創新知識，才能創造成長。
專業技術、實踐經驗和創新能力已經取代了土
地、油田和廠房，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基本信念：善用知識以創造價值─善用知識、經
驗以處理重複、例行性事物。

大多數的事件都是曾經發生過的，只是不清楚哪
些人擁有這些經驗知識。

80％的問題主要由20％原因所造成，可利用FAQ
來累積。

大多數企業都已建置了內部網路，不需額外投
資。

累積並分享處理事務的經驗，可以減少摸索時間
及嘗試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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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考關鍵

許多例行性、重複性資訊是存在的
(Available)但是不容易找尋到
(Accessible)。

資訊與經驗缺乏整理。

例行性事務佔用80％的工作時間，沒有加
值。

有用的資訊、經驗或知識不易分享傳播。

認清：電子化≠知識化，光有企業內網路，
並非知識型企業。

知識管理的四個層次：電子化→資料庫→資
料、資訊搜尋→知識加值及創新。

知識的改變也類似於基因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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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管理
－21世紀企業經營管理的新挑戰

從傳統「人的管理」轉化為「知識管
理」，使「人力成本」轉換成企業的「智
慧資本」。

建構網路型學習組織提供開放性資訊環
境，以累積並整合企業智慧資本。

善用資訊科技處理例行性、重複性工作以
降低成本，促進創新與創造企業競爭優
勢。

能夠運用思考創新知識，也就是強調智慧
型（腦力）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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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訊科技以累積及分享組織智
慧，能創造價值及企業競爭優勢

重複投資人力於解決例行性、重複
性的問題，使人事成本不斷提升

以「人」為基礎
的管理與服務

以「知識」為基礎
的管理與服務

從「人」轉化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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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知識型）企業
整合資訊科技(IT)與知識管理，規劃企業的經營轉型

 前瞻性的企業經營型態──智慧型（知識型）企業
 經營的準則──策略性（思考）、核心優勢的培養、價值創造。

 管理運作的準則──資源運作的「快速、有效、低成本、即時性、彈
性」。

 從以「人」為基礎(People-based service)轉型到以「知
識」為基礎(Knowledge-based service)的組織運作。

 21世紀企業化經營的基本精神

 強調人性化的管理──自我管理的趨勢。

 建立共同的願景（魅力領導─Visionary Leadership）。

 重視顧客導向、強調品質與價值創造──改善與創新。

 強調全員參與、事業夥伴的雙贏關係及團隊管理。

 強調流程導向，透過標準化，兼顧成果──對投入、產出均有衡量的指標（事
實管理）、回饋與控制系統。

 重視智慧資產的管理──善用資訊科技，建立智慧管理中心（智庫），累積主
管的管理智慧與員工的工作經驗，促進資訊和經驗的分享、問題的解決和自我學
習。

 塑造學習型組織的環境──重視經驗的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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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中心

∼雛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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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中心的規劃理念

促進組織溝通

推動學習型組織

累積經營管理經驗─表格、規章、制
度

企業經營資訊的分享

VIP貴賓室、戰情室─提供工作所需
資訊、即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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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知識與經驗傳承的關鍵管理問題

如何「快速的累積、傳播與分享」企業
內「有用知識與技能」？

這些「有用知識與技能」為何？

如何萃取這些對組織「有用知識與技
能」？這些知識與技能是否有社會文化
的差異？

如何「有效地、快速地」培養優秀人員
的分身？

如何建立智慧（顧客情報）管理中心？

如何建立知識分享的文化與學習型組
織？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21 陳家聲 教授 版權所有

推動知識管理的基本認知
確認每一位員工的價值（專業知識、技能、經驗、創意
等）。

有效地連接、媒合「知道者」和「需要知道者」。

將個人知識轉化成為組織知識─人力資本組織化。

作法：1.增加誘因（如：酬賞系統、團隊情感…）

2.內隱知識外顯化（如：文件化、制度化、自動化…）

3.個人知識團隊化（如：工作輪調、團隊工作、分享的文
化…）

確保組織知識能為每一位員工所運用。

創造一個學習型組織：一個能不斷地獲取、累積和發展知
識，以增加知識價值的企業。
作法：1.建設企業內部網路。

2.開放企業外部網路。網際網路提供很好的資訊、知識搜尋工
具，但是無法產生資訊、知識。(access information, not generate 
information)

3.發展智慧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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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企業的新挑戰

新的思考典範：自我管理、參與決策、
知識工作者、價值創造、X世代與N世代…
學習新的工作技能、工作方式

分享及創新的文化、價值觀

empowerment 式的領導風格
強化經驗分享的激勵制度

企業倫理

個人隱私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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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知識管理推動的因素

(美國訓練發展協會，ASTD)

一、高階主管的支持

二、目標導向的知識管理策略

三，專責的知識管理人員

四、提供獎賞及激勵參與的誘因

五、不斷的溝通與推廣

六、度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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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文化：
人是否樂於分享資訊、知識與經驗？

研究調查發現49％的員工表示願意分享資訊但是沒有時間──這
是導致推動知識管理的最大障礙。企業在歷經企業再造、扁平
化、重組之後，員工的工作負荷增加，使得員工沒有時間與別人
去分享資訊。

只有16％的員工回答：人不願意分享知識。
18％的員工回答：員工沒有（或不願）分享最佳經驗。
大多數的人都同意分享資訊、能有助於減少學習錯誤的時間，有
助於個人及企業的成長，能激發團隊的創新與促進團隊的凝聚。

這顯示人瞭解分享知識的需求及分享知識的好處，但是卻缺乏時
間。

歸零重新開始：人有太多的時間花在重複性的、沒有價值的工作
上，或是每個人都在找尋他自己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缺乏分享或
是站在別人的經驗基礎上創新，讓大家凡事都「歸零」從頭開
始，將許多時間花在嘗試錯誤的學習上，而沒有累積及發揮經驗
價值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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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知識型組織的企業文化

信任、開放、分享、
學習的企業文化

策略

人員 管理系統

技術
結構

管理風格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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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提升個人職能，做個快樂的知識
工作者─知識管理的運用

認知「變變」是當今工作與生活的方
式。

體貼的設計，具體的貢獻。

做個全方位、均衡發展的全人。

透過終生學習與行動的實踐，培養適
當的生活態度及人際互動的技巧，接
納、融合多元化，以跨越多元化的心
靈鴻溝。

加強學習的深度（有專精）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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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的時代─短命的時代
『成功』或『問題解決』沒有固定的模式，沒有標準答案。

The only time for paradigm shift is on the funeral. 不見棺材不掉
淚。

Someone makes things happen, someone watches (observes) things 
happen.
People make business different.
『人』是企業與國家興盛的成功關鍵。
改變『機關文化』，規劃人性化的環境與制度，讓人有發揮的
舞臺。

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的建設需要大家一起來，藉由參與、分享而
共同成長。

「心動」要先於「行動」！
『變』是唯一不變的法則，也是個人與企業組織追求永續經營與
成功的根本。

 Trust Me WE Can Make It！
 讓我們共同努力變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