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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識管理成功要素
BSC ：策略學習成長資訊系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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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關鍵成功要素

知識管理
成功要素

4.形塑知識分享文化
文化制度

3. 友善且與時俱進的資訊工具
資訊系統

1. 結合公司發展策略
策略

2. 同仁學習發展地圖
學習發展

Why 動機

Value 價值

How 工具 (AI/ BI)
標竿學習
促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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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參賽得獎 – 經濟部工業局KM競賽

107年
台船第一名
嘉里大榮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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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參賽得獎 – 2020/ 2021 SGS KM Awards

轉載自中央新社：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79802.aspx#.X3GsFpMzbyi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79802.aspx


2. 選題技巧
• 這張臉好像寫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
• 成果發表起手式-強烈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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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案例：得獎命題

先豐：文武雙全

亞太：集合吧!動物森友隊

台水：台水發大財

台水：智慧GIS抓漏大隊

可樂：智在參與

萬芳：藥你好看隊

聯新：照護好管家

大同醫院：時速者

高醫大中和紀念醫院：疫起急先鋒

聯新醫院：神醫特攻隊

聯新醫院：健康守門員

亞太電信：智能小幫手

高技：AI 工程隊

世磊：世磊人

1. 智能應用
2. 核心業務
3. 情境鮮明
4. 應用效益
5. 結合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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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引發共鳴共震才能持續

法格（Fogg）教授認為，任何行為的

開始都需要具備三個基本要素，這些

要素分別是：

使用者需具備足夠的動機（Motivation）

使用者必須具備完成任務的能力（Ability）

必須有觸發（Trigger）來啟動這次行為



一年開幾千個新案子,  每個人有自己的開發邏輯, 
RD 畫出來的圖, 設計的方式不一致, 也很合情合理~~~~~~

但 競爭者的開發速度與品質在提升

如果我們研發人員 有一個智庫 能彼此分享與提醒, 
前端的開發可以縮短摸索期, 後續的用料, 製程等等也將因為
設計規劃時進行整合,而獲得改善

所以! 今天我想來點特別的~ 工程研發範本知識庫

產品複雜度日漸上升、避免重蹈覆轍的環節，
希望導入知識管理，將成功與失敗經驗燒錄在系統裡，

動機-⾝為⼀名研發⼈員 產品複雜度日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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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張嘉亨表示：「從東和的生產

批號，就可追溯生產需求單從現場到

入庫的紗線原料、來源、物性、投入

哪條產線以及生產條件，掌握所有梳

棉、併條、粗紡、精紡的生產品質概

況，並進行要因分析與持續改善，提

升新品開發效率。」



3. 簡報主架構/邏輯/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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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跨單位應用細節與亮點



以研發為例
知識發展5部曲

1. 自我介紹
整體公司簡介

說明主題與動機通點想解決的問題
主要應用單位/ 協辦單位/成員

(層級拉高/ 範圍突破單點)

2.如合展開PDCA
計畫 知識如何產生 / 平台部署與推廣/

3.異質系統界接
加分題 展現更多元科技應用

4.價值展現
a.應用案例說明

看到物件的應用價值
b.整體效益

5.管理制度建立
案例 分享 安排在實體會議中

並要求相關文件
實作評估報告 必須在期限內上傳



14

常見問答- 1/2 概念型
概念型 (對於KM的認知)

• 對您的部門而言, 甚麼是知識管理? 
• 您覺得您們做的是文件管理還是知識管理? 兩者間的差異?
• 覺得現在已經做得很成功了嗎? 1-100會給自己幾分? 為什麼?
• 如果沒有這次的競賽, 也選擇會認真做KM嗎, 為什麼? 
• 同樣都是XX產業, 我們公司導入KM後, 跟其他公司不一樣的地方是甚麼?
• 覺得帶來最大的效益或價值是甚麼

建議 概念型的問題, 主要在考的是對於KM的認知, 文管偏重在文件好放好
找, KM的精神則在於文件對於同仁產生的價值, 除了好放好找之外再應用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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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 2/2 實際運作型
實際運作型 (對於KM如何落實到日常)

• 我公司也很想跟你們一樣,所以該怎麼做,請給我們建議
• 現在做得很棒, 後續如何持續, 是否有KPI
• 過程中覺得最困難的事, 後來如何克服
(如果評審只問困難, 也要回答出後來怎麼克服)

• 是否有專責部門或成員負責推動, 維護, 建置這樣的系統呢?

建議 實作的問題, 主要在提醒如何把KM 帶到我們的日常, 是否有配套才能讓KM長
長久久, 



4. 客戶應用案例
RD/ 製造/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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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別：⼈造纖維製造業
• 資本額：230億元
• 員⼯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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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運用KM協助，現場工作數位傳承

『為落實產業智慧化與彌合人才斷層問題，做好教育訓
練就是保持高產能的基礎。』

-- 工務處周副理

用數位轉型來改變工作模式：

動機

希望改善人才
斷層專業技術
水準不一問題

解決方法

舊有文管系統
內容與功能不
符，故尋求更
成熟ＫＭ工具

執行細節

數位化應用知
識庫、並以做
中學方式快速
彌合技術落差

2018年導入叡揚KM系統

其他：AD 帳號整合、工程圖資模組、文件匯入工具、C.ai對話機器人生成平台、iota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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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樹又見林，數位化維修寶典-關聯性呈現

CNC 操作說明

設備維修記錄內容

相同機台，不同異常維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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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機台編號 , 或掃描機台上的QR Code
出現完整機台最新維修訊息

SOP/教學文件/使用手冊

分頁1

分頁2

設備佈局平面設計圖

程式技巧教學影片.avi

工廠內生產線上，每個設備有編號QR Code
工程人員在日常維修時，只要透過平版掃描後，
可立即開啟連結看到KM中相關檢查保養記錄、設備
說明書、工程管線圖、教學 S O P 影 片 … 等

手機/平版
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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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健康安全人道意識抬頭
食衣住行育樂- 進口/ 出口業務都需要檢驗

消費者看不出來又想知道的真相就是認證商機

寶寶
皮膚紅疹脫屑

愛得痛了….

GOTS 有機 透氣柔軟

無受虐羊毛….



入貨履歷 生產履歷 流通履歷 TC 申請

生產履歷 TC （Transaction Certificate)
交易證書申請的斷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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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料
檢驗
入庫

領料
製造
檢驗

成品入庫
出貨
配送

關鍵文件 : 例如 原料TC認證/   生產需求單, 清車紀錄/ PO 發貨單/ 平衡表/ TC申請表
相關重要知識 文件跨單散落存置!  紙本難以彙整搜尋!

廠商物料批號 生產批號廠內物料批號



紡織過往在TC認證申請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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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是否提供物料認證資訊需要一再跟催與確認

物料到生產過程中所需提出的佐證資料散落

原料編號/ 生產批號/ TC申請編號傻傻分不清楚

越來越多的不同的認證規範需要了解



紡織企業

管制區 業務 生產 品質 設備保全 行銷管理

原料入庫>>相關資料保存與自動通報稽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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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組織目錄新增文件 格式化填寫文件

透過提醒條件設定
自動於新增後
通報相關成員

• 直覺存放,操作簡單
• 表單欄位,彈性擴充
• 每一筆文件,可夾帶

多個入廠證明檔案
• 文件上傳後自動通報

相關成員



產品TC申請多維度分類(需求者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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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多分
• 文件存放在知識管組織之下
• 文件的虛擬連結可指向認證項目
• 可透過分類規則自動分類
• 未來可在GOTS下看到曾經申請過的產品
• 權限僅在知識館維護



產品TC申請佐證資料相關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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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文件 : 串聯跨單位佐證資料
• 延伸閱讀 : 相同標籤互為延伸閱讀
• 例如在原料TC文件上貼 產品批號 (a595)

• 原料入廠 TC交易證
• 生產需求單 製令 領料單
• 清車紀錄單
• 客戶PO/  發貨單
• 成品TC 交易證



TC 專屬網頁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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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系統可以有多個首頁
• 讓TC認證相關人員可點開就看到
• 權限/ 顯示區塊可讓版主定義



TC 知識經驗傳承_與時俱進智能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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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比對內文
自動推薦延伸閱讀

讓探索知識更有趣



他們解決了
TC 認證生產履歷- 資訊不斷鏈
認證稽核老師讚譽有加-同仁準備資料不失眠
相關規範專屬網頁時時更新
提升同仁各類環保有機等認知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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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運用KM協助，研發品保 效率提升

• 產業別：印刷電路板製造業(PCB)
• 資本額：4億9756萬元
• 員⼯數：500⼈

一塊小小的 PCB 裡面要做 52層板，可想像其製程工法難度相當高，流程長

相對變異度也大。更因為交期短，若中間品質出錯將有高額客訴賠償，因此

將博智的專業技術、人才進行知識管理，透過資訊系統來確保品質無虞，就

是導入 Vitals ESP 的初衷。

-- PCB製造廠 品保處劉碧香處長

動機

少量多樣的高階PCB差異化
市場，品質與技術必須更精

進，才能降低成本

解決方法

研發、設計、品質、製程
單位都要落實持續改善，

不貳過

效益

別人處理問題要一天，博
智 6 小時內即可改善取得
一線大廠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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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單 指派負責人
上傳分析報

告

通報起單人

員處理狀態

異常單-設計專屬通報情境腳本

• 系統設定每10分鐘檢查一次是否有通報條件的，如果有則發出通知
• 可設定發送對象，規則與頻率

您有一筆不良通知單-請盡快派人處理

您接到一筆指派任務-xx產品異常 請儘速處理

您提出的xx產品異常 已經處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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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Coding，可自行設計文件meta欄位
這是會議記錄

這也是會議記錄…

管理者欄位設計
使用者文件編輯



設定通報腳本, 讓⽂件更流暢⾃動通報

• 依照知識類型的欄位內容, 設定通

報腳本

• 觸發通報的條件：依照不良通知單

的 狀態欄位：

問題通報/ 處理中 / 已完成 通報

• 通報對象：特定欄位或特定成員

• 通報日期 ：特定欄位 到期日 前/後

不良通知單



一文多分類，提供不同使用者
從不同維度捷徑入口，跨部門、
主題式發掘知識內容

格式化欄位內容（可豐富圖文編輯）
可設定下拉選單、單選、多勾選項目
以利管理者下規則分類達成自動通報

開立異常單後，系統根據內⽂指向對應異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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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者 標題 異常日期廠內料號批號 異常說明原因分析 改善方式 發生問題點其他

KM系統管理員 無線網卡_打樣異常_孔破 2019/11/01 A12345678 1314001-1

生產發生孔破,

孔壁有銅顆粒

孔壁內發生孔破、有銅顆粒與

銅絲，這些問題常都不是一銅

的問題，而是化學銅析出或除

膠渣制程產生的問題。在除膠

渣過程中，電路板會經過膨松

劑、氧化劑、還原劑三個藥水

在改善化學銅方面

，改善水洗、剝掛

架完整性及藥液置

換量等都是可行辦

法，其中尤其要避

免讓化學銅微蝕與 V鑽孔 V_PCB

KM系統管理員 無線網卡_打樣異常_起泡 2019/11/01 A12345678 1314001-1

浸錫爐後 焊

阻 起泡脫落

PCB受潮，加热后，产生水蒸气

，促使铜箔鼓起

PCB烘烤8小时 在

焊接 V防焊 V_PCB

KM系統管理員 電源控制模組_打樣異常_皺褶 2019/11/01 A22345678 1314-02

層壓後的銅箔

起皺產生於板

件層壓後的銅

箔表面，較常

見的是條紋狀

，葉脈狀，直

理論上，板件受到的壓強力*排

板面積=液壓油壓強力*活塞面

積=輸入壓強力*輸入面積。

即：板面單位面積受到的壓強

力=輸入的壓強力*（排板面積/

輸入面積）。 一般板件平均單

4.1 具體改善措施

次外層有較大空白

區； 內層所有層

次空白區位置相

同； 外層PP厚度

薄+內銅厚度1OZ V壓合 V_PCB

KM系統管理員 電源控制模組_生產異常_斜邊角度過大2019/11/01 A22345678 1314-02 斜邊異常 SS DD V成型 V_PCB

異常單資料庫可匯出 Excel，以利統計或報告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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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品保客訴處理』可以改善哪些事？
1. 即時追溯過去客訴紀錄與分析報告處理紀錄，快速因應客戶反應，大幅減少

客戶等待回應時間。

2. 解決品保及其他部門互動及通知不夠即時的痛點，創造出更優良的團隊合作

模式，提升企業內協作效益。

3. 透過平台功能結合激勵制度，讓老手願意跟新手交流，新手敢與老手較勁，

有來有往教學相長，促進企業內研發知識流動的善循環。

效益
不到6小時即可回應客戶(減少18小時)

快速掌握所有客訴案件(即時！)
縮短新人學習曲線(約縮短2.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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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e 化應⽤系統 – ⾃主研發、⾃有品牌

企業知識協作平台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公文線上簽核管理系統

多源智慧追蹤平台

企業即時通IM / 對話服務平台

AI – ML ⼈⼯智慧機器學習 技術

NLP/NLU、語意分析、圖像分析
UI / UX 使⽤者介⾯ / 體驗 設計

與時俱進的前瞻技術持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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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關係管理

智慧表單 物聯客

應收付帳款

會計總帳

人力資源管理

知識管理

公文管理

市場開拓利器

營運效能與
智慧資產管理

基礎資訊管理

多語⾔雲端服務採購、部署、服務平台

全⾃助式服務，使⽤者可於線上瀏覽產

品功能、線上開通試⽤、依所需資源與

服務計價租⽤、線上付款隨即使⽤。

Vital 雲端服務家族
Cloud Services

GSS Cloud
官⽅網站

Vital LINE
官⽅帳號

團隊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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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公司官⽅網站 Vitals ESP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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