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中文寫反思日誌（Reflective 
Journal）還是頭一次，此文為2014年8月29日於深圳騰訊大厦舉行的中國知識

管理實踐者聯盟鋒會的紀錄，及對我國知識管理(KM)的發展和學術研究所作的一

個短評。 

 
 
是次參與鋒會的企業有中粮、華為、騰訊、阿里、搜狐、順豐、招商証券、新東方

、jobsDB等等。除jobsDB外，其他都是有名的中國大企業，是我等自命KMer的
大喜訊。這些大企業的參與正好提供KM在我國發展的洞察和趨勢： 

• KM己廣泛實踐於不同業界。 
• 我國的一些著名企業已悉知及認同KM的重要性，這對KM在我國推行產生積

極的作   

• 用。 
• KM在一些公司已發展得相當成熟、有些則仍然在起步階段，總括來說我國

要將知識轉化為價值似乎仍有一定的距離。知識仍然在實踐中累積。 
• 未知是否因為時間問題，業界分享對理論著墨不多，如果實踐經驗和理論能

同時涵蓋, 內容則可以更立體。 



                 
• KM在不同業界有不同的執行方式，形成一個從精細嚴密到人性化執行的光

譜。 
  - 有企業以MAKE為標準打造自己的KM（如招商証券） 
  - 有企業以gamification為KM的軸心（如搜狐暢遊） 
  - 有企業打趣從開始就不對知識及知道管理作定義（如順豐） 
  - 有企業甚至不會稱相關工作為KM（如阿里） 

• 如以上所列，企業文化直接影響KM的執行、運用、甚至存在的形式(the 
form of existence)。 

• 以上對KM的靈活運用、以無法為有法是一種創新，希望各業界不會因此停

步，創造價值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 KM在企業執行的層面還是靠管不管用、是否好用、是否好玩。 

 
由於坐了一整天，要有系統地紀錄所有分享，實在是超出筆者的能力，以下是一些

筆者最喜愛的亮點和一些問題供大家參詳： 
• 騰訊到底是如何由KM1.0（論壇）走到KM2.0（社區）？當中有否變革阻

力(resistance to change)？ 
• 好玩是推動KM的其中一個關建詞！ 
• 走到KM3.0可真是有點子，在人人低頭的今天，流動apps對KM在我國發展

影響可以有多深真令人其待！ 
• KM1.0至KM3.0的圖解及申延閲讀1)。 

 
[source: http://www.slideshare.net/KM03/knowledge-management-30-final-
presentation] 
 



                 
• 有關問題：知識是什麼？個人還是覺得要經過知識審核 (knowledge audit) 

才可以為企業得出答案。 
• 華為的知識資產(knowledge asset) 是何種形態存在著？ 

我意思是，現實中「可行動知識」長得什麼樣子的 (how does actionable 
knowledge looks like in reality)？希望Frankie指教指教。 

• 有關知識資產在後面夏敬華老師都有談及，下面再述。 
• 新東方的知識是什麼？他們的知識門 (knowledge portal) 

如何支持他們的知識策略(knowledge strategy)？ 
• 筆者對知識門有很糟的經驗，包羅萬有其實一無所有⋯ 

這不是知識門的錯，重點是要用得其法。知識門比較具體的功能應該是知識

場景化，這(又一次）在後面夏老師的課再談。 
• 順豐的知識是什麼？他們的知識門如何支持他們的知識策略？ 
• 以遊戲化(gamification)為軸心的搜狐𣈱游完全打破我對KM的既有慨念

，KM原來可以好好玩。有關遊戲化的研究和文章網上要找一大把, 
不作補充了。 

• 遊戲化四大要素：玩法、目標、結構、反饋。其中玩法最為重要, 
因為人的行為往往得跟隨遊戲規則 (rule of the game), 
這樣可大大減少變革阻力及無需再花功夫大攪知識知曉計畫(knowledge 
awareness program). 

• 有那位對知識樹有心得? 給點意見吧! 

 



                 
• 相對於遊戲化，招商証券像教科書一樣，一板一眼把功夫套路打完，但執行

上是否跟得上？ 
• 全日只有招商証券提到策略管理，大概是因為一板一眼吧？個人認為知識策

略在KM猶為重要，在此分享Michael H.Zack的文章作申延閲讀2)。 
• 招商証券另一亮點：知識流程化、快傳播模式。跟夏老師所指的場景化一脈

相承吧？下面再談。 
• 快傳播跟華為的「快速將學習轉化為行動」意念很相近！ 
• 還是招商証券：KM成功關健因素 

- 合適的知識管理系統(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 有效的IT系統(IT system)、 
- 多層次文化宣導(之前提到的knowledge awareness)、 
- 塑造內部標杆、 
- 流程與知識結合(應用場景化,下面再談)、 
- 清晰的階段性目標。 

 
[AMT的知識管理系統, 圖片出處見申延閲讀6)] 
 

• 阿里的ATA (Alibaba Technology Association) 
將重點放在個人發展是遊戲化以外另一個以人性為切入點的KM方向吧？ 



                 
• Amanda 隱性知識的研究亮點： 

在同的情景時使用不同的工具。我認為是靈活運用，以無法為有法的表現。 
 
再下來是是次會議的戲碼，藍凌研究院的夏敬華老師和AMT研究院的葛新紅老師分

享實踐KM的發展和趨勢，理論較重，亮點也多： 
• KM的價值定位(KM value proposition, 價值定位的重要性不贅了) 

 
[source: 
http://www.amt.com.cn/html/ManageFront/AMTPoint0/2014/0716/1370.html] 



                 
 

• 知識找人(這個好點子呀!) 

 
[source: 
http://www.amt.com.cn/html/ManageFront/AMTPoint0/2014/0716/1370.html] 
 

• 看山是山, 看山不是山, 看山還是山 

 
[圖片出處見申延閲讀5)] 
 

• 看山是山, 知識資產化 : 人員地圖、流程地圖、一庫一搜, 
將人員、流程和知識連結起來。 



                 

 
[圖片出處見申延閲讀5)] 
 

• 以上,標準型似乎可以為知識資產的形態提供一個概念。  
• 看山不是山,應用場景化：把KM變成工作流程的一部份 (JIT KM)。 
• 對於應用場景化, 香港理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的Benny 

Cheung教授在社會福利界有成功案例, 本文最面再談。 
• 看山還是山, 組織智慧化：KM 3.0。之前已談過, 建議看申延閲讀1), 

不贅。 
 

• 知識工程的三類硏發(exploitation) - 
基础性硏發（新知識、行業分析、標杆客戶）、解決方案硏發（歷史案例模

辨、可參考文件）、產品體系硏發（標準化產品組合/服務模式）。有關硏

發,可以參考建議看申延閲讀2) 。 



                 
 

• 有關生態系統(ecosystem)應用於KM,筆者兩年前在香港理工大學一個講座4)

中首次接觸,講者為澳洲 AMP 的 Annalie Killian。當中提及發展生態(growth 
an ecology)的四個方法猶為重要: 為所有人而設(design for everyone), 
自由, 網絡知識(network knowledge), 知識市場(knowledge 
market)。值得一看。 

 
[圖片出處見申延閲讀6)] 
 

• 有關大數據, Daniel找個機會指教指教吧! 
 
 
 
 
 
 
 
 
 
 



                 
 
 
應用場景化: 
香港社會福利界的成功案例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6361
512001777 
香港理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的Benny 
Cheung教授以計算引出知識和信息共享系統 (Computational Knowledge 
Elicitation and Sharing System 
(CKESS))成功將傳統的個人管理轉化入知識供享系統。是絕對值得一看的案例。  

 
[source: ISE5604 individual assignment] 



                 

 
[圖片出處見申延閲讀4)] 
 
最後, 感謝你的寶貴時間閱讀此文章。希望你覺得好玩和有得著! 
歡迎反饋lim912@yahoo.com。 
 
William  
10 Sep 2014 
Please visit us at www.kmp2p.org or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kmp2p/  
 
KMP2P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Practitioners to Professionals) is initiated and currently operated by MScKM 
graduates. We encourage interaction among members under an open and fair environment with no discrimination: sharing 
updated news in the area of KM, offering opportunities for KM practices, creating chances to meet with like-minded KM 
graduates and promoting KM in the society. Last but not least, we provide platform to practice KM and groom for 
professionals. MScKM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participation are entirely optional. Even though we might gain 
support from PolyU, which will not be liable to any responsibilities nor obligations in thi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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