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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面臨全球化經濟與資訊科技改革的競爭浪潮，愈來愈多的企業開始體會到「知識」已成為生

存競爭以及創造優勢的武器。如何持續學習並不斷地累積新知識，以避免在「知識掛帥時代」被

淘汰，是當前組織機構的重要課題之一。本文回顧相關主題的文獻，旨在針對企業資訊文化的內

涵，從中找出影響企業管理知識效益的背後因素，以知識管理之理論為基礎建立相關論點，評估

企業內部的資訊文化對知識管理導入與未來執行成效的影響，並根據企業組織本身資訊文化的特

徵，提出有關於導入知識管理的行動方案建議。 

Although knowledge management (KM) concepts and systems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by some enterprises, some are still ponde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going down the 

route of KM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ssess how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culture is connected with the company’s approach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This paper also identifies key obstacles to managing knowledge, 

in particular a correlation with inhibiting information cultur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fundamental and most economic solution to the KM problems would be to deal with 

the ‘unreceptive’ atmosphere by refining and cultivating th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dimensions of their organiz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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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面臨日益劇烈的全球化競爭壓力

下，愈來愈多的企業組織體會到所謂

「知識掛帥時代」的來臨，也開始認同

「知識」已成為企業組織生存競爭，創

從資訊文化觀點探討企業知識之管理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ulture on Manag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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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競爭優勢的武器（勤業管理顧問公

司，2000；Housel and Bell, 2001），知

識管理的風潮應運而生。 
目前已有一些大型與知識導向的企

業組織，運用知識管理的概念及系統到

企業組織管理活動中，希望藉由知識管

理協助企業組織或個人，將知識經由創

造、分類儲存、分享、更新，使成為企

業組織或個人產生實質價值的流程。 
德國 Fraunhofer 研究院勞動經濟及

組織研究所，曾對 300 家分佈於不同產

業之德國企業組織進行調查，不同產業

對知識管理都非常重視，96%的受訪企

業組織視其為重要或非常重要之工具，

大多數企業組織皆認為「知識」在整個

從研發、設計、製造、行銷到售後服務

構成之價值產生鏈中頗具貢獻（白景

文，2002）。但亦有研究發現呈相反結

果者；例如：根據安侯協和管理顧問公

司曾針對 423 家來自美國、英國與歐洲

的企業組織所作的調查，63%的企業組

織表示：推動知識管理並未達到預期的

效果。 
企業組織導入「知識管理」並非全

是成功，而其成功與否取決與許多要

素，包含企業組織所屬之產業特質與總

體環境、企業組織內部的特色與資訊技

術的發展等等，戴文坡與普賽克

（Davenport and Prusak, 1998）就明白

指出要成功地掌握與轉移知識，公司文

化是成功的決定關鍵之一。 
導入管理知識方面的相關研究，有

從歷程觀點、情境觀點與企業組織的外

部與內部環境做探討者（沈介文、陳銘

嘉 ， 2000 ； Leonard-Barton, 1995 ；

Hedlund, 1994 ； Gilbert and Gordey-
Hayes, 1996；李國光等，1999）。 

由於過去知識管理的研究，較少提

及具體的企業組織資訊文化特徵與知識

管理的關係；此外，企業組織想要提昇

創新能耐，其研發能量與其對內以及對

外的資訊流通（Information Flow）為

重要關鍵，因此，本文欲探討企業組織

的資訊文化特徵對企業組織管理知識的

影響。 

貳、資訊、知識與知識管理 

一、資訊 
國內外許多學者對「資訊」有許多

不同的看法。巴克蘭（ Buckland, 
1991）把資訊看成是實體的東西，認為

文獻圖書即是資訊。戴文坡與普賽克

（Davenport and Prusak, 1998）認為

「資訊」是「有意義的資料」，亦即

「資訊」是為某種目的所組織起來，且

是對接受者有意義的資料，它通常透過

文件或其他視訊系統來傳送，有傳送者

與接收者，所以與傳播是不可分的，依

照威弗（Weaver, 1949）的傳播系統的

模式來說，資訊和訊號傳輸層次有關，

正如謝清俊所言（2006，頁 26）﹕

「若沒有資訊，能傳播些什麼？沒有資

訊，還會有傳播嗎？所以，傳播中必然

有資訊。」 
在西元 1999 年麥克道與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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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readle and Rice, 1999）回顧並整

理過去五十年來各家對於資訊的看法，

認為可以將之歸納為四種﹕ 
資訊乃知識的代表（Information as a 

re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資訊乃環境中的資料（Information as 

data in the environment）﹔ 
資訊乃傳播的部份過程（Information 

as part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資訊乃是一種資源或商品（Information 
as a resource or commodity）。 
上述第一點就是在講「知識」與

「資訊」的關係。 
二、知識 

自古以來，許多哲學家對「知識」

的意涵下了註腳，大抵我們多數都同意

知識是一種藉由人類心智活動，直接或

間接產生的觀念構思，是藉由經驗或聯

想，憑著直覺和判斷而熟習的事實或狀

況，是一種對事實或狀況的認知過程，

所熟習的事實或狀況可以是學問、事

理。因此，知識包含的不只是平凡易懂

的技能或道理，也包含求學所得的知

識，亦即「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

即文章」的範疇。但是照里歐塔德的說

法，受到大量資訊化與商業化的影響，

現代所定義的知識已不再專注於「為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的 哲 思

（Lyotard, 1984）。 
對於「知識管理」領域中「知識」

的定義，很多專家學者各有其見解。田

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強調知識為個人以

「真相」為目標，不斷調整個人信仰動

態人文過程，所以，把知識定義為「有

充分根據的信仰（Justified true belief）」
的本質（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戴文坡與普賽克（Davenport and Prusak, 
1998）認為「知識」是一種流動性質的

綜合體；其中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

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訊，此外也包

括專家的獨特見解，為新經驗的評估、

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高梨智弘、森

田松太郎（2000）認為「知識管理」的

「知識」是指「具有資產價值的知識」。 
三、資訊與知識 

心理學者布魯那（Bruner, 1964）
提出人與環境的互動總是包括了「分

類」和「登錄」，因此，資訊的傳播這

件事也不例外，布魯納等人（Bruner et 
al., 1956）認為分類的功能至少有四

點：分類可以減低複雜性、分類有助於

辨識、分類可以減少不斷學習的必要

性、分類可提供行為決策的方向（引自

簡楚瑛，1999）。布魯納的理論點出了

人類在透過非正式管道傳播資訊時，會

根據其個人的經驗形成其自己的分類

（即概念），經由分類過程，將事物概

念抽象化，並從中發現彼此間的關係。

而登錄系統，是一種概念逐漸概括化

（或是明確化）的階層系統，透過這個

系統的建立與運用，將有助於人類將資

訊化為知識的取得、貯存與提取。 
貝特森（Bateson, 1979）提出「資

訊可提供解釋事或物」的新觀點，凸顯

原事物隱藏的意義，或未曾想到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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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資訊可以強化或重新架構知

識，是引發和創造「知識」的必要媒

介。德瑞克（Dretske, 1981）也持類似

的看法，認為「資訊」是可以產生「知

識」的材料。 
田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Nonaka 

and Takeuchi, 1995）歸納「知識」與

「資訊」的第一個差異是，「知識牽涉

到信仰和承諾」，也就是說知識關係著

某一種特定的立場、看法或意圖；第二

點差異是，「知識牽涉到行動」，因此，

知識通常含有某種目的；第三點差異

是，「知識牽涉到意義」，亦即它和特殊

情境互相呼應。 
此外，資訊與知識有相互依附的關

係：知識依附在某種媒介成為各種形式

之資訊後，可能是透過一對一、多對

一、一對多、多對多的方式發送出去，

再經過接收端的吸收後存在於個人意識

與群體意識之中。亦即，知識可以透過

正式以及非正式資訊傳播管道發送出

去，正式資訊傳播管道傳送的包含︰圖

書、期刊以及灰色文獻（會議論文、博

碩士論文、研究報告、專利等），通常

需先評估再傳播，其過程曠日廢時（莊

道明，1991）。非正式資訊傳播管道傳

送的包括︰筆記、通信、閒談、會議討

論、電話討論、電子郵件等等，其效率

較快但是若未加以追蹤、整理並以正當

的媒介紀錄儲存下來，在非正式資訊傳

播管道的資訊之生命週期會很短或者是

會有失真之虞。 
四、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是將企業組織內的知識從

不同的來源中萃取主要的資料加以儲

存、記憶，使其可以被企業組織中的成

員所使用，以提高企業組織的競爭優勢

（Watson, 1998）。安格斯等人認為「知

識管理」包括下列流程（Angus et al, 
1998）： 
將資訊納入企業組織系統中； 
將各種資訊分類並建立關聯，使它們

易於尋找； 
經由發現關係、抽象化、綜合以及分

享，進一步增加資訊附加價值； 
將其傳送到需要使用它們的人員身

上。 
因此，知識管理包括資訊的獲得、

資訊的整理與分類、資訊的加值以及運

用，並發展有效的方法將資訊傳播出去

以供利用。 
在企業組織中，知識不僅存在於文

件與儲存系統之中，也蘊涵於日常例行

工作、過程、執行與規範當中，也就是

說一開始知識會誕生在個人、團隊／專

案、各層單位的個人與群體意識之中

（Davenport and Prusak 1998），這是

「內隱知識」，必須表現在各種媒介形

式再傳播出去變成資訊，才會成為「外

顯知識」。田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主張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可藉由共

同化、外化、結合以及內化此四項模

式，彼此相互交互作用而提升企業組織

內部的知識層次（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共同化：由內隱轉換為內隱，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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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經驗從而達到創造內隱知識的過

程，個人可以不透過語言而自他人處

獲得內隱知識。 
外化：由內隱轉換為外顯，用語言、

圖像等形式將想法與訣竅表現出來，

最常見於觀念創造過程當中，亦是知

識創造的關鍵。 
結合：由外顯轉換為外顯，將觀念加

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的過程。 
內化：由外顯轉換為內隱，當經驗透

過共同化、外化和結合，進一步內化

到個人內隱知識基礎上，它們就成為

有價值的資產。 
田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同時提出企

業組織知識的創造是一種螺旋的過程，

稱為「知識螺旋」，由個人層次開始，

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範圍，從個人擴散

至團體、企業組織，最後至企業組織

外，過程中不斷有共同化、外化、結合

及內化的知識整合活動；他們也提到以

知識的內隱及外顯為一軸，知識的層次

為另一軸，可以清楚的顯示知識螺旋在

不同層級上的移動。因此，個人的知識

外化成為資訊，不僅只是外顯知識而

已，其層次也會擴增。 
企業組織的知識管理，鎖定的不只

是個人或工作小組的知識，而是擴及企

業組織內部整合與向外延伸的層次

（Papows／李振昌譯，1999），這個過

程就是指知識移轉，事實上，人類文明

之所以延續，就是人類一直在從事知識移

轉。吉爾伯特與哥地海（Gilbert and 
Gordy-Hayes, 1996）提出知識移轉過程

分五個階段模式，他們認為知識移轉包

括 ： 取 得 （ Acquisition ）、 溝 通

（Communication）、應用（Application）、
接受（Acceptance）、同化（Assimilation）
五個階段，同化是知識移轉最重要的關

鍵，而且認為知識的移轉並非靜態地發

生，它必須經由不斷的動態學習才能達

成目標，因為企業組織必須經由過去經

驗、實做、引進技術以獲取所需要的知

識。 
而知識的擴散有賴於共同語言、符

號溝通、共通的知識碁盤、分享的意願

以及了解其他人的知識技能（Grant 
1996）；如此，企業組織才能讓其組成

份子將自己的知識透過語言、文字、符

號等方式與該組的其他成員分享，進而

擴至與該企業組織的其他部門進行溝

通，也就是進行外化和螺旋化，移轉變

成該企業組織的知識，如果是內隱知

識，也可藉分類、文件化、製作索引等

方法變成是外顯知識，再重複依循以上

的循環，讓知識得以不斷循環重生，擴

大其內涵，達到知識創新。 

參、資訊文化 

資訊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是

組織文化（Corporate Culture）的一環，

所以，資訊文化之模式會受其組織文化

特色而牽動，但是，組織文化的形成乃

透過資訊的流通，因此，資訊文化又會

影響組織文化（Ginman, 1987）。根據

布朗（Brown, 1990）的看法，企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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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資訊文化包含下列： 
組織內口語與非口語傳播的方式； 
組織成員對於資訊價值的認知程度與

資訊系統的嫻熟程度； 
資訊收集與彙整行為的成熟度，也就

是組織成員資訊素養； 
資訊流通的方向與方式； 
資訊傳播管道系統的展現； 
資訊文化包括收集與傳播正式消息、

小道消息與謠言的方向與管道。 
歸納言之，企業組織的資訊文化包

含四個元素：溝通方式、資訊共享意

願、資訊科技和資訊素養。 
一、溝通方式 

開會與透過公文系統是企業組織內

部溝通常用的正式方法；非正式的方法

則可透過電話、閒談以及非正式的書信

文件等等。非正式的方法使用時會比較

迅速有效，且對正式溝通有輔助的作

用。 
企業組織溝通的管道，一般有垂直

（Vertical）、水平（Horizontal），和交

錯（Cross）三種﹔垂直管道又可以分

成向上（Upward）和向下（Downward）
兩種（Kotler／方世榮譯，2000）。無

論是何種溝通的方式都會有下列的障

礙：過濾作用（Filtering）、選擇性的認

知作用、情緒作用、語言作用、非口語

的作用、訊息的過度負荷（Information 
Overload）、時間的壓力（Kotler／方世

榮譯，2000）。 
為了克服以上在溝通時可能遭遇的

障礙，有些相應的對策可以用，例如：

運用一個有效的「資訊管理系統」，這

個系統的作用在於儘可能地將所有訊息

予以分類，分配給各有關部門和層級的

主管，使得訊息的傳遞、接受、處理和

流通能夠適當地分配，以舒解訊息的過

分集中，緩和少數人的過度負荷，同時

避免重要的訊息被積壓或遺漏。要求員

工在使用書面和口頭溝通時，應該簡明

扼要，在書面溝通時，標明「特急」、

「急件」或「普通」。增加直接溝通的

時效，每一個機構中的大小部門都應該

定時舉行會議，由主要幹部和員工代表

參加以進行口頭上的溝通，傳達及交換

有關訊息，並討論業務上的大小問題。

除此之外，使用明晰的文字和語言、注

意傾聽、注意非口頭的暗示、控制情

緒、廣設溝通管道等，也是減低溝通障

礙的方法（Kotler／方世榮譯，2000）。 
二、資訊共享意願 

企業組織將內隱知識轉換為記錄性

知識，加以傳播、移轉，才有助於知識

創造和企業組織的創新。但是，要將內

隱知識轉換成記錄性資料，可能會有組

織文化上的阻礙：有些人不覺得有需要

或有意願去彼此分享資訊。尤其是擁有

資訊即擁有權力，在此情況下，不願將

資訊透明化的權力私心，是可以想像

的。因此，要讓知識資產透明化，端賴

於企業組織管理者是否具有貫徹的意志

（McCune, 1999；葉乃靜，2000）。而

這與企業組織內成員彼此之間的溝通是

否無礙、是否相互了解、是否有溝通的

機制以及是否有資訊共享的傳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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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ulay et al., 1997；葉乃靜，

2000）。 
舉例來說，有些企業組織雖有所謂

的「知識資料庫」，但是，裡面只有產

品的細部介紹，跨部門的資料只有少數

儲存在電腦裡，而且，只有高階管理者

才能在上面找資料，也沒有激勵資訊分

享的做法。另有些企業組織的組織成員

傾向不把構想或創意提出來，除非是有

某些特定的管理階層在場才會表示看法

意見，因為他們的經驗是一個點子，提

出來被採用的機率不高，而且，通常被

採用後會發現原來的構想被更動，甚至

也可能變成是別人的點子、別人的績效

（Wang, 2006）。 
羅卡和福蘭那力（Rockart and 

Flannery, 1993）認為：若組織員工能將

「所知道」的資訊分享出去，或儲存所

知道的知識以供分享，才有可能將組織

零散的知識轉化為企業組織內部潛在或

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形成企業組織的重

要的知識資產所在。有鑒於此，企業組

織需積極鼓勵組織成員願意主動去透過

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做資訊的傳播。 
三、資訊科技 

今日企業組織所需的資訊是相當龐

雜繁瑣且分散於各地的，有些掌控在大

型跨國企業組織手中，其他則是以協同

方式研究得來的成果。然而，這些資訊

的規格不一，取得管道也不盡相同。其

中數位化的資訊資源，不是架在設有防

火牆的公有網路，就是架在私有網路

上。無論是那一種方式，都需要考量不

同的硬體平台、軟體平台或應用軟體，

因此，複雜度不僅止於資訊本身，也牽

涉到企業組織內部的資訊科技。 
目前可用於管理知識的資訊科技

有：資料庫、知識庫、電子郵件、網

頁、搜尋引擎、代理人軟體、過濾及累

積的自動機制、企業組織的入口網站、

Intranet、客戶資料庫、電子交易的平

台、電子溝通系統與電子化公文系統、

客戶資料庫等等，企業組織界的運用程

度不一，有些企業組織已導入整合的前

端與後端系統，有些甚或沒有全面性的

使用電腦，或只有一個人管所有的電腦

（Wang, 2006）。 
另外，很多企業組織都有所謂「資

訊孤島」的問題，也就是同一份資訊被

保存在企業組織內的多個系統或不同部

門之中，但彼此並不相通。本身有電子

資訊系統之企業組織，如果能將組織成

員所提供的資料，經由分類過程進而與

下列資料整合，可讓事半功倍︰ 
公開資料庫：政府的經濟統計資料、

工業資料、工會的會員資料、產品資

料等等。 
專屬資料庫：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

媒體的新聞資料庫、專業市調機構的

資料庫、圖庫、影片庫等。 
新聞網站：新聞通訊社、專業新聞、

或各式的新聞網站。 
企業新聞通訊：供企業組織發新聞稿

的網站。 
企業或競爭者網站：不管是供應商、

客戶或競爭者的網站，其中都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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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資訊。 
資訊科技雖然不是萬靈丹，但企業

組織如果能規劃內部的溝通機制，並與

其現有內部的資訊基礎建設做整合，或

引進合宜的資訊科技，對於資訊的儲

存、整理、檢索與傳播必有所助益。 
四、資訊素養 

李奧那德巴頓將企業組織所需的技

術資訊的來源分為七種：諮詢者、顧

客、國家實驗室、Vendor、大學、其他

競爭性企業、其他非競爭性企業

（Leonard-Barton, 1995）。吉爾伯特與

哥地海（ Gilbert and Gordey-Hayes, 
1996）認為企業組織對於知識的取得，

需藉由對過去的經驗、工作、外界及對

個人的不斷地「搜尋」過程中取得，而

「搜尋」的範疇可分為對內搜尋與對外

搜尋。 
因此，企業組織的資訊資源可依資

訊的產生，區分為內部資訊資源與外部

資訊資源兩種。內部資訊資源係企業組

織所收集、整理並自製，通常包含員工

的訓練教材以及與顧客、夥伴互動與交

易所產生之資料。 
外部資訊資源方面，企業組織皆仰

賴於圖書館、工會與文獻提供業者、資

料庫以及網路資源，其資訊多為有關於

供應與需求壓力、產品與材料的價格、

產品與材料品質、配銷和促銷、產業統

計、產會會員的各種活動、競爭者的財

務狀況、產業趨勢、法規的解釋、政府

規章政策、競爭者的情況、相關新聞、

相關事件、相關人物等等。 

而知識輸入與知識輸出通常藉由吸

收（Assimilation）及傳播（Dissemination）
的模式（Hedlund, 1994）。所以，管理

知識需要知道如何蒐集資訊，從何處蒐

集，為何蒐集，而某個主題的所有相關

資訊，可能包括書籍、報紙、雜誌、錄

音帶、錄影帶、圖表、對話、手稿和電

影片段等等繁冗的收集過程。在資訊量

膨脹速度遠快於人們吸收速度的今日，

資料過濾也愈顯重要。同時，在目前電

子化的環境下，如果企業組織內並不是

每個員工都傾向利用網路收發資訊或利

用電子系統來分享資訊，則會導致知識

擴散幅度與速度均受限制（邱仁鈿，

2003）。以上皆取決於企業組織成員整

理、傳遞、搜尋資訊的能力，以及電腦

與網路的能力，而這些是屬資訊素養的

範疇。 
許多學者認為資訊素養首重培養終

身受用的學習能力，更勝強調電腦的操

作。吳美美（1997）認為「資訊素養是

一種生存能力，需能正確釐清、分析、

解讀以及組織資訊，並能快速找尋資

訊，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賴麗珍

（1999）認為「資訊素養是培養個體具

備分辨、蒐集、評論及利用資訊的能

力，並經由批判思考的過程將新知識加

以整合，以建構對人事物的多元觀點；

並培養與人合作應用資訊、增進團體學

習或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此，組織成員的資訊素養愈高，

其資訊溝通、吸收與資訊交換分享的程

度愈高，也就愈有利於企業組織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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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肆、資訊文化與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系統的導入步驟如下圖，

首先必須透過組織運作之策略、流程、

資訊科技、組織成員以及架構，去引發

實踐知識管理的認知和動機，據此，再

擬定合宜的知識管理策略，設計合宜的

知識管理模式，從事原型開發與測試之

後，導入此知識管理模式；同時，為確

保導入之知識管理模式達成預先所設立

的目的與目標，持續的評估與維護亦不

容忽視（勤業管理顧問公司／劉京偉

譯，2000）。 
 

 
知識管理系統的導入步驟圖 

資料來源：勤業管理顧問公司／劉京偉

譯，2000 
 
知識管理系統之導入與企業組織內

部資訊文化息息相關，其內部的溝通方

式以及資訊共享意願會影響到對於知識

管理的認知覺醒程度，而所導入之知識

管理策略與模式，應該依據其資訊科技

的運用程度與成員資訊素養的高低來設

計。 
知識管理是管理知識轉化資訊的過

程（馬曉雲，2000），知識管理系統不

一定需要運用資訊技術，依據本身資訊

文化的特色，企業組織可以考量採用人

際式系統或科技式系統。 
人際式系統完全未利用任何資訊技

術，或大部分還是以人工作業管理知

識，側重將知識管理的概念納入策略、

流程與組織成員之中，再藉由具效益的

溝通方式、暢通的溝通管道以及激勵資

訊共享的措施去實現知識管理，但有時

也會利用資訊技術做輔助，例如：藉助

Office 2000 執行有關於知識的收集、整

理與傳播的工作：將情報撰寫成資料、

轉換成 HTML 文件、傳遞給需要的組

織成員等等（馬曉雲，2000）。 
缺乏資訊科技資源的企業組織建議

採用人際式系統，亦即以總體策略、營

運與管理流程、成員與組織架構為依

歸，採用透過人際的直接接觸溝通來分

享知識，也就是用現有的資源與機制去

協助員工溝通資訊，而非透過電腦系統

去儲存資訊。人際式系統在營造一種氛

圍與機制，藉由自發性的頻繁通訊與互

動中去分享資訊與創意，以協助支持一

個持續的學習過程，其方法眾多，像是

藉由分析來了解組織內誰擁有什麼知

識，並把相關人等放在同一個計劃裡一

同工作溝通介面之下，主動告知員工加

入一個與他有關的群體（Cross and 
Parker, 2004）。 

科技式系統強調利用網際網路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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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技術，並導入知識管理平台或工具等

所謂「科技解決方案」。對於已略具資

訊科技基礎的企業而言，則可考慮採用

科技式系統，亦即以電腦為中心，把知

識經過仔細分類編碼後，儲在資料庫

裡，讓企業裡任何人都能很方便使用資

料庫，而科技式系統需要運用到一些科

技工具與技術，包括：電子郵件（e-
Mail）、內部網路、資料探勘（Data 
Mining），及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系統等等。 

如果考慮加強運用科技式系統時，

不論是要建立新的系統架構或是局部進

行調整，應該檢視其資訊科技架構與管

理，並請相關人員就其需求提出觀點，

也可考慮尋求外部顧問的協助。接著才

從事執行、評估與改進。「科技式系

統」不見得就比「人際式系統」優越，

因為，太相信或太強調科技容易沉迷在

純為證明其有科技能耐的競賽當中，忽

略了知識的產生與擴散的循環生命週期

是必須透過傳播，而傳播的發送端和接

收端如果是「機器」涉入比「人」多的

話，會引發嚴重的問題（註 1），所

以，建議企業基本上可先從「人際式系

統」角度切入，先以資源投入不多的方

式切入。而且「人際式系統」不一定就

完全不用科技，不一定是 Technology-
Independent，還是可以透過一些基礎的

資訊科技架構從事知識管理的設計，例

如：利用網路或是群組軟體讓員工加入

社群。 
 

伍、結論 

知識管理的核心步驟包括：知識創

造、知識分類與儲存、知識分享、知識

更新等等（陳永隆，2001）；在執行知

識管理的核心步驟中，也必須透過企業

組織成員間資訊傳播、資訊搜尋、整理

與過濾行為，以及資訊系統與科技的應

用等等，而這些要素又端賴於企業內部

的資訊來源、資訊資源與資訊流向，成

員的資訊素養、資訊需求、資訊尋求模

式與工作態度。如同邱仁鈿（2003）的

研究發現：「資訊的吸收」與「資訊的

交換」，對於知識管理的過程呈現正向

關係，企業資訊文化成熟度攸關知識管

理導入後實際執行的成效。 
不管是「科技式系統」或「人際式

系統」，皆與企業之資訊文化程度相

關，但是，前者可能較側重溝通方式的

順暢程度與資訊共享意願的高低，後者

則較倚重於資訊科技和資訊素養的精練

度。企業在導入知識管理時，建議先了

解本身的資訊文化以利規劃合宜的策

略，或改善目前的資訊文化以便與知識

管理的方案目標相應。 
事實上，不論採用何種策略，企業

皆須建立並激勵同部門與跨部門間的平

行與交錯型的溝通機制，並將溝通的訊

息得以傳達到企業內各部門需要的人

員；衡量自己本身的技術能力，配合不

同時期的策略地圖，選擇適當的內部與

外部資訊資源，同時有計畫地去整理這

些資訊資源；排定收集整理資料之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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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再把來自不同來源的資訊整合在

一起，這也可以有助於解決資訊過量的

問題；企業本身可以透過小組、團隊合

作或師徒制等方式，加強成員的資訊素

養；如此，企業組織在導入知識管理的

方案後，才能有效地將個人知識逐漸擴

散到參與的成員身上，進而擴散到整個

組織中，藉此激勵其組織內資訊交流與

分享的活動熱絡，進而促使知識的傳播

與擴散。 

附 註 

註 1 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在諸多著作中看

到，例如 Raymond Williams，馮建

三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 
（遠流，1992 年）；John Seely 
Brown ＆ Paul Duguid 著，顧淑馨 
譯，資訊革命了什麼？ （台北：

先覺出版社）；Andrew L. Shapiro
著，劉靜怡 譯，控制權革命：新

興科技對我們的最大衝擊 （臉譜

出版社，2001 年）；沈清松，「資

訊科技哲學省思」 哲學雜誌 第十

八期  （ 1996 年）；Webster, F. 
Thero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馮建三中譯，資訊社會理論 （台

北：遠流，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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