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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目標
學生應能了解知識管理的意義，以及知識管理的本質及概念。
學生應了解並學習知識的創造、整理、知識系統的運作、知識管理活動中的人員與工具與知識管理專案的
實踐。
學生應了解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定義、知識的分類、知識管理的定義、重要性、知識管理的理論模式與架構
、知識管理的程序。
知識管理之三大學派、知識創造、整理與蓄積及擴散、分享和移轉。
學生應能了解圖書資訊學界知識管理的專業。
學生應能了解圖書資訊學界索引摘要的專業。
學生應能了解圖書資訊界學資訊組織、知識組織的專業。
學生應能了解圖書資訊界學主題分析、知識地圖的專業。

二、課 程 內 容
上學期進度：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專案的實踐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的定義
知識的分類
知識管理的重要性
知識管理的理論模式與架構
知識管理的程序
三個知識管理定義之學派
知識管理之管理層面相關議題

下學期進度：知識組織
知識組織概論
知識組織的種類與來源、domain analysis
知識組織之策略
知識組織之方法（一）：整體知識、隱性知識
知識組織的方法（二）：顯性知識
知識組織工具（一）：metadata
知識組織工具（二）：索引摘要
知識組織工具（三）：索引典
知識組織工具（四）：topic maps與ontolology
知識組織與Internet
資訊組織與知識組織
主題分析
分類理論
專利資訊。

三、課程進行方法 
1. 上課方式：
（1） 每週分組報告:每組以一堂課講解，其餘10分鐘開放各組提問。
（2） 各組請製作Powerpoint解說。內容分為標題、大綱、參考書目三大部份，並於事前先行準備好所有
設備與講稿。一週一組報告，並由全班同學考評。一個月內繳交完整書面報告，負責部份請註明撰寫同學
姓名。第二堂由老師講述與解答。
（3） 一學期每組同學至少需提問五題問題以上。
2. 期中考：每人撰寫一份心得報告，可以大學圖書館某個主題或以一個圖書館為主要論述。
3. 期末考：採筆試申論題方式。
4. 上課要求：請盡量全勤，若有要事請事先請假，缺席達三次以上者，本科以不及格論。

四、【口頭報告】【知識管理與知識組織】上課報告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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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III（台北市：天下遠見，民91），頁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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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usanne Hauschild & Thomas Licht & Wolfram Stein. “Creating a knowledge 
culture.” In 知識工作者必備手冊III（台北市：天下遠見，民91），頁82-95。
13. 溫世仁。「知識經濟時代的新工作機會」。在知識經濟的迷思與省思（台北市：天下遠見，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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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教材】
王如哲。知識管理的理論與實務：以教育領域及其革新為例。台北市：五南，民89。
李誠主編。知識經濟的迷思與省思。台北市：天下遠見，民90。
知識工作者必備手冊I, II, III。台北市：天下遠見，民90-91。
Thomas H. Davenport, Laurence Prusak.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  Boston, MA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1998.
Gilbert Probst, Steffen Raub, Kai Romhardt.  Managing Knowledge : building 
blocks for success.  Chichester : John Wiley & Sons, c2000.
課堂上指定閱讀之中西文articles.

六、成績評鑑 
閱讀心得報告[中文以書為單位，西文以文章為單位]　20%
口頭報告20%
期末分組報告，書面40%，報告表現10%，投影片製作10%
點名時無故缺席，一次扣學期總分一分 

七、作業: 
平時報告與作業。
期末報告: 課堂說明。(請以標準報告格式撰寫。參考書目格式依A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