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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從知識經濟的蓬勃發展來看，知識管理是各產業，甚至是國家必要且重

點發展的方向。由於科技的進步，從個人、團體到國家早已利用現代的

電腦技術協助管理知識。而因應著各產業的特性和需求不同，所需的知

識管理系統介面、功能、架構也會有所變化。 可想而知，電腦科技所建

置的知識管理系統一定能為企業節省許多人力、物力，加速知識流通、

分享、儲存的腳步。但是，這些知識管理系統都是完美無缺的嗎？是否

就真的符合企業管理者以及使用者的需求呢？ 因此，本研究從高度專業

化的醫療產業選擇出個案機構─ C 醫院進行研究。想了解知識管理系統

為 C 醫院帶來何種效益，解決了什麼實質問題？現行的各種知識管理系



統對於組織內的何種使用者最有助益？又 C 醫院的知識系統是否能有效

的促進所有性質知識的流通、分享及保存？ 在針對 C 醫院裡現行的各

個知識管理系統一一了解其建置架構、系統介面及系統功能，並且實際

體驗操作、使用系統；並徵詢工作現場各職類現場人員對於知識管理系

統的看法與意見後，從實務面的角度配合文獻的整理與回顧，推導出前

段問題的答案。再從這些研究發現及答案向外延伸，進而從研究發現給

予 C 醫院知識管理系統實質上的建議。 在經過文獻的回顧及對個案機

構-C 醫院的知識管理系統運作模式深入了解後，研究發現整理如下： 

一、C 醫院的知識管理系統為該醫院帶來許多實質效益(節省開設課程的

人力、物力、場地成本、增強知識擴散的效果、提高知識的價值)，並

且有效解決了知識管理的問題(讓組織能有系統地創造、累積、管理組

織的知識)。 二、知識管理系統對於機構的新進人員及管理者最有幫

助，新進人員可藉系統盡早熟悉機構、管理者則可藉系統有效掌握所有

人員學習進度及學習成效。 三、C 醫院現行知識管理系統能有效管理並

傳承外顯知識，但對於內隱知識仍然著墨不多。 而由以上研究發現可得

出結論，知識管理系統對於醫療產業的機構而言，的確能為組織帶來許

多管理層面的實質效益和好處。對於新進人員以及管理人員來說，系統

給予的助益最大。另外，就組織內比其他產業更多的專業人員而言，知

識管理系統能讓他們輕鬆的取得更為客製化的知識。藉由系統的輔助，

能提高外顯知識流通、共享、保存的效果。但系統對於內隱知識的傳承

仍有改善空間，應更積極的改善系統、增加系統功能，讓內隱知識能更

有效率的傳承、保存與分享。另外，組織也須從實務面進行流程的持續

改善，雙管齊下才能為醫療產業的知識做全面性的管理。  

摘要

(英) 

Today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the national trends. And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can save manpower for companies. However, how can make 

sure the system is perfect or useful for users? This study chooses the C hospital of 

medical industry to know that what benefit come with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system can solve which problems. And ca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of C hospital circulate, save and share knowledge efficiently? 

We search and analyze all of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of C hospital 

and consult user’s opinion about the systems. There are findings for C hospital 

after we review literature and combine the opinion: 1.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bring benefits for hospital,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 The system is the most useful to freshman and 

manger. Freshman can use the system to know this hospital and managers can 

follow up the effects of learning of members. 3. The system of C hospital can 

manage Explicit-Knowledge well but not Tacit-Knowledge From the above study, 

we know that there are tangible benefit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medical industry organizations. And it is most helpful for new staff and 

managers. In addi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allows staff access 

customized knowledg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easier. It can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of explicit knowledge, sharing, saved effect but system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acit knowledge need to be improved. it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 and increase system function, so that the implicit knowledge heritage, 



preserve and share more efficiently.  

論文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2 第三

節 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2 第貳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知識管理的定義 5 

第二節 醫療服務產業的定義 9 第三節 醫療服務產業的特性 11 第四節 醫

療機構的組織結構 14 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17 第一節 研究方法 

17 第二節 研究限制 18 第肆章 個案機構知識管理系統介紹與分析 19 第

一節 知識管理在產業中的重要性 19 第二節 知識管理在個案機構中的沿

革 21 第三節 個案機構中知識管理系統的現況 24 第四節 個案機構知識

管理系統的內容、施行對象 34 第五節 個案機構員工對於知識管理系統

的意見 36 第伍章 研究發現 3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37 第陸章 研究結論與建

議 43 第一節 研究結論 43 第二節 對 C 醫院知識管理系統的建議 43 參考

文獻 45  

參考

文獻 

中文部分 1. 黃榮吉(2008)。善用電子郵件的知識傳衍價值與工作績效研

究─以個人知識工作者為例。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台

北。 2. 劉權緯(2005)。品牌策略與進入模式對知識移轉類型和移轉績效

關係之研究-以大陸台商為例。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

論文，彰化。 3. 黃維賓(2002)。知識管理、創新策略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研究-以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業為例。大葉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

文，彰化。 4. 羅淑華(2007)。企業導入知識管理之策略性課題研究─以

A 公司為例。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 5. 李憲璋

(2008)。個人化知識管理平台輔助教學效能初探─以大學教師為例。大

同大學資訊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 6. 蔡進發(2010)。企業知識管

理及組織學習如何受到技術性人力支援服務外包制度的影響─以台電營

建工程系統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南投。 7. 嚴長海(2009)。知識管理需求與運用之探究。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台北。 8. 吳錦棉(2002)。國內醫療服務缺失及服務補救現況之探討─以

桃園縣區域醫院為例。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桃園。 9. 陳燕雪

(2007)。兩岸醫療制度分析與醫院護理人力之探討。東海大學工業工程

與經營資訊學系碩士論文，台中。 10. 戴秀卿(2003)。醫院員工的情緒勞

務負荷與顧客導向行為之關係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高雄。 11. 陳錫銘(2008)。臺灣醫療旅遊產業創新服務之策略

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新竹。 

12. 謝恬(2006)。「台灣知識管理系統比較分析初探」。教育資料與圖書

館學，43:4，487-508。 13. 鍾國彪(2002)。知識管理在醫療照護機構應用

之初探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 90-2416-H-002-041)。台北

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4. 醫療法(民國 101 年修正) 15. 莊逸洲、

黃崇哲(2000)。組織經營，台北：華杏出版社。 16. 林東清(2010)。知識

管理，台北：智勝文化。   英文部分 1. Nonaka I.and Takeuchi H.(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Kotler, P. (1999). 

Marketing Management - An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3. 

Nonaka, I., &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4. Jackson, S., E., DeNisi, A., Hitt, M., A. (ed) (2003). Managing 

knowledge for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designing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hn Wiley and Sons. 5. Fuller, Steve(2001). 

Knowledge Management Foundations, Butterworth-Heinemann 6. 

Debowski(2005). Knowledge Management, Baker & Taylor Books. 7. Danny P. 

Wallace, Danny P. Wallace(2007). Knowledge Management, Baker & Taylor 

Books. 8. Anumba, Chimay J.(2005).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BooksTree.  

論文

頁數 
47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1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3/6/20 

轉檔

日期 
2013/06/27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7886205 2013.6.20 19:48 118.169.61.191 new 01 497886205 2013.6.20 19:49 

118.169.61.191 del 01 497886205 2013.6.20 19:49 118.169.61.191 new 01 

497886205 2013.6.20 19:51 118.169.61.191 new 02 497886205 2013.6.20 19:51 

118.169.61.191 new 03 497886205 2013.6.20 19:52 118.169.61.191 new 04 

497886205 2013.6.20 19:53 118.169.61.191 new 05 497886205 2013.6.20 19:53 

118.169.61.191 new 06 497886205 2013.6.20 19:53 118.169.61.191 new 07 

497886205 2013.6.20 19:54 118.169.61.191 new 08 497886205 2013.6.20 19:55 

118.169.61.191 new 09 497886205 2013.6.20 19:55 118.169.61.191 new 10 

497886205 2013.6.20 19:57 118.169.61.191 new 11 497886205 2013.6.21 9:43 

60.248.19.7 new 10 497886205 2013.6.21 9:44 60.248.19.7 del 10 497886205 

2013.6.21 10:05 60.248.19.7 new 10 497886205 2013.6.21 23:52 220.136.57.140 

del 10 497886205 2013.6.21 23:53 220.136.57.140 new 10 

異動

記錄 

C 497886205 Y2013.M6.D20 19:35 118.169.61.191 M 497886205 

Y2013.M6.D20 19:45 118.169.61.191 M 497886205 Y2013.M6.D20 19:45 

118.169.61.191 M adma2750 Y2013.M6.D20 20:04 118.169.61.191 M 

497886205 Y2013.M6.D20 20:06 118.169.61.191 M 497886205 Y2013.M6.D21 

10:03 60.248.19.7 M 497886205 Y2013.M6.D21 10:18 60.248.19.7 M 

497886205 Y2013.M6.D21 23:54 220.136.57.140 M 497886205 Y2013.M6.D25 

9:07 60.248.19.7 M 497886205 Y2013.M6.D25 9:07 60.248.19.7 M 497886205 

Y2013.M6.D25 9:08 60.248.19.7 M Adma2750 Y2013.M6.D26 15:56 

140.136.131.177 M Adma2750 Y2013.M6.D26 15:56 140.136.131.177 M 030540 

Y2013.M6.D27 8:08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6.D27 8:08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6.D27 8:08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