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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身為一個網際網路時代的經營者，面對二十一世紀以知識為核心的新經

濟時代，為了在詭譎多變的環境中生存，為了維持長久的競爭優勢，將

不能再以傳統的管理模式，管理知識的載具─「知識型工作者」。本研

究採用整合智慧資本管理與資源基礎觀點之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思考

架構，希望瞭解入口網站企業目前如何以人力資源管理的作法，營造一



個適當的環境與制度，有效引導人力資源、促進內部知識移轉、產生組

織學習、激勵知識創造，幫助組織改變市場遊戲規則，強化組織競爭優

勢，以面對競爭方式不斷改變的網路市場。 本研究乃針對台灣地區入口

網站，透過個案訪談及次級資料整理的方式，以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

角度，探討目前台灣地區入口網站對智慧資本的取得、智慧資本強化與

維持、智慧資本的蓄積三個方向的作法，並進一步探討個案公司因策略

的不同而產生作法上的差異，以及入口網站在網際網路技術影響下，造

成組織架構與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的改變。 其研究發現分成三大部分，包

括智慧資本的管理、公司經營策略對智慧資本管理造成的影響、網際網

路技術對組織架構與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的改變，其結論摘要分述如下： 

一、智慧資本的管理 (一) 智慧資本的取得 1. 招募人才的方向特別重視網

站類型、運作流程及未來發展。 2. 入口網站特別重視員工特質與組織文

化、產業特性的配合。 3. 入口網站較依賴網際網路徵才管道與特殊管

道。 4. 入口網站逐漸將附加價值高、專屬性低的訓練課程外包。 5. 入口

網站以機構化的方式取得關係資本。 (二) 智慧資本的強化與維持 1. 入口

網站目前透過內部教育訓練強化員工技能、萃取專業知識，累積為組織

資本。 2. 入口網站的人事制度和高科技產業類似。 3. 入口網站非常重視

溝通的管道與速度。 (三) 智慧資本的蓄積 入口網站以組織流程和員工討

論機制累積智慧資本。 二、公司經營策略對智慧資本管理造成的影響 

(一) 各入口網站的網站特色與網站類型深受企業策略影響。 (二) 資本取

得的作法深受入口網站策略的影響。 (三) 智慧資本會影響企業策略之執

行。 三、網際網路技術對組織架構與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的改變 (一) 入口

網站的組織架構彈性高、調整速度快。 (二) 網際網路技術大幅改變工作

流程與工作時間、電子工具快速取代傳統溝通管道、績效考核以團隊取

代個人成為新的工作單位。 (三) 顧客與員工角色模糊化。 中文關鍵字：

智慧資本、核心能耐、核心資源、策略性人力資源、網際網路、入口網

站。 英文關鍵字：intellectual capital, core capability, core resource,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internet,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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