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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館業知識管理系統雛形建置之研究-以 A 飯店為例 
A Prototyping of KMS for Hotel Industry: An Example of A Hotel 

林哲宏1    洪崑統2 

摘要 

旅館業是一個非常強調服務的產業，欲強化其競爭力，必需妥善應用知識管理的策略以提昇企業

的價值，並創造他人無可模仿的競爭優勢。因此本研究以知識管理系統為研究重點，其研究目的主要

是將旅館的知識文件加以作分類、並規劃一個符合旅館業需要的知識管理系統雛形架構。本研究以個

案旅館為例，藉由飯店內員工上傳、修改、刪除、閱讀及搜尋知識文件，並依照知識文件分類的原則

進行規劃。文件分類則按照人員編制、服務項目、相關法規、作業流程、工作手冊、教育訓練、會議

記錄、研究報告、Q&A、報表與其它等，進行文件的簽核流程。此整體架構作業流程經過系統分析整

理後，再依系統功能需求透過系統程式語言與資料庫的開發成知識管理系統。此知識管理系統雛形之

最大貢獻，即建置了一套符合旅館業所需的知識管理系統，提供館內客房餐飲團隊、行政單位以及主

管們方便、適用的知識管理平台，藉由知識管理系統所提供的服務功能，收集旅館內外各種知識來源，

使員工可以找到所需的知識，應用在日常工作上，達到知識管理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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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tel industry is a service oriental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enterprise’s value for employ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strengthen competition advantag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prototyping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for hotel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otel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employee could update, revise, delete, read, and search knowledge document, and follow its 
rules and classification to proceed planning. And the classification is according to the staff list, service item, 
principles, procedures, handout, training books, meeting records, research papers, questionnaires, 
applications, and so on. This procedure of framework is analyzed and with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atabase to become a management system. The most contribution of this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is to set up practical in the case hotel. It also offers the convenient and suitabl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room service team work, administration, and chiefs. By the service of propose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employees in hotel are expected to achieve useful knowledge and apply 
them in dail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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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近年來知識管理系統在企業經營中所扮演

的角色將會越來越重要。因此在各界持續投入資

源於知識管理系統的開發時，思考如何設計一個

成功的知識管理系統，讓使用者願意接受並滿意

於使用此系統來協助進行知識管理，就成為知識

管理系統是否獲得預期成效之關鍵。因此讓企業

了解知識管理系統成功使用的影響因素為何，並

讓系統設計業者參考，設計出更符合企業需求之

系統，以達成知識管理的目標。 

旅館業是一種綜合性、多角化經營的企業

體，所供應的商品或服務，無法預先大量生產與

儲存，而且牽涉人類經濟生活層面。旅館內個別

從業人員的服務，即是直接出售的無形商品，服

務品質的好壞直接影響整體旅館的形象，因此，

「人本」的因素決定旅館業成功與否的關鍵。旅

館業如何運用知識管理的概念，並藉由組織內部

的工作者，達成知識的分享傳遞、累積，並創造

新的知識來強化企業的競爭優勢，在實務上是相

當重要的課題。 

因此本文係以知識密集的知識管理系統為

研究主題，探討利用WEB平台介面軟體來建構屬

於旅館業使用的知識管理系統 ，研究重點為如

何將旅館內眾多的知識文件加以分類及分享以

及知識管理系統的建置。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目

的如下: 

(1)將旅館業所需要的知識文件按照類型作分類。 

(2)規劃一個架設於 WEB平台上，符合旅館業使用

的知識管理系統雛形架構。 

2.文獻探討 

2.1 知識管理系統 
Arthur Anderson以實務界的經驗認為：狹義

上知識管理系統是指實踐知識管理流程時的必

要資訊科技[1]；而廣義上，除了資訊科技外，亦

包含了資訊科技的業務流程、人才與組織、知識

策略等系統。而根據Alavi and Leidner的定義，知

識管理系統指的是一種用來管理組織知識的資

訊系統，也就是基於資訊科技來支援組織知識創

新、儲存檢索、轉移與應用的系統[2]，主要目標

包括： 

(1)整理並分享最佳範例（The coding and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2)創造企業知識目錄（The creation of corporate 
knowledge directories）。 

(3)創造知識網路（The creation of knowledge 
networks）。 

Tuzovsky and Yampolsky從理論的觀點來

看，知識管理系統指的是一種資訊系統，它能夠

更為有效地蒐集員工知識與經驗來支援知識工

作者在資訊流程活動中的需求。實務中知識管理

系統則是各自支援企業的知識管理並且付諸實

現。若將知識管理定義為為企業提供一個管理內

部知識資源的新觀點策略，那麼知識管理系統便

應該是確認這個新策略方向實現的系統，以支援

企業經營流程所需[3]。Al-Busaidi等人認為個人

將知識分享到知識管理系統主要會受到組織文

化（例如管理者的支持與獎勵政策）與系統科技

特性（系統品質）的影響[4]。 

2.2 知識管理系統的類型 
Benbya and Belbaly指出若將知識分為外顯

與內隱的角度來看，則知識管理系統可分為以下

三種[5]： 

(1)動態型系統(dynamic systems): 動態型知識管

理系統主要是在專家與團隊中互動與溝通，較

為關注的知識。 

(2)流程導向型系統(process-oriented systems): 流
程導向型知識管理系統重點在於智慧資本與

知識的取得，進而再利用；這類系統包含了學

習系統、流程描述資料庫、知識儲存庫與 最
佳範例資料庫。 

(3)整合型系統（integrative systems）: 整合型知

識管理系統有鑑於過去知識管理系統多為僅

針對一種類型 的知識進行處理，如今兼顧了

外顯與內隱面向的知識來設計系統，提供來自

不同源頭知識存取的機會，並透過整合不同協

同工具來支援企業流程的知識使用。 

Ozlen and  Handzic提出知識管理系統效能

的權變模式(contingency model)，認為不同的情境

下，將對知識管理系統效能有不同的影響[6]。各

種不同產業不同組織文化在採用知識管理系統

時，皆針對其產業特性與公司文化進行深入瞭

解，因此本研究將以個案研究方式針對旅館產業

導入知識管理系統進行分析與探討。 

3.現況分析 

3.1 個案公司現況 
2012年3月成立的A飯店位於高雄市區，以

「親民價格，貼心服務」為主要訴求，讓旅客以

實惠的價格，享受到超優質的服務。飯店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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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極為便利的交通網絡，僅需2分鐘的步行時

間即可抵達捷運車站，為國內外商務旅客以及自

助旅行的背包客打造高品質且舒適便利的住宿

享受。 

個案公司各項人力配置現況均符合旅館業

四星級飯店標準最低人力規定，以客房部為例，

最低應有63人，餐飲部設置人力為 54 人，行政

財務部設置有6人，工程部設置有6人，資訊部設

置有2人，人資部設置有2人，務求以充足的服務

人力配置，提供顧客更優質服務品質。 

3.2 資訊應用環境說明 
目前個案公司正進行飯店資訊管理系統的

建置，而飯店資訊管理系統是委外向MICROS購
買套裝前枱的飯店資訊管理系統，後枱管理系統

是用鼎新系統，建構的模組如下: 

(1)前枱管理系統：客房管理系統、餐飲管理系

統 

(2)後台管理系統：人事薪資管理系統、進銷存

管理系統、財務管理系統 

3.3 知識管理現況 
個案公司的核心價值就是培育人才，重視員

工知識成長。長久以來對於員工的栽培一直不遺

餘力，希望員工能和飯店共同成長，因此對於知

識管理的運作機制有自己的作法，其作法如下所

示。 

(1)知識的取得 
知識需要時間進行累積才能獲得，而人員通

常都沒有足夠的時間尋求所需的知識和經驗。由

於人員的快速流動，知識將會隨著人員的離職而

流失，所以如何留住知識，是個案公司當務之

急。目前個案公司透過外部資訊(業務會議、進行

標竿學習、各單位晨會、教育訓練、進修受訓、

進行標竿學習、顧客滿意度調查等)與內部資訊

(各部門每日例行之討論會議、每週固定週會議、

定期教育訓練課程講座、各項教育訓練、飯店資

訊管理系統等)等途徑取得知識。 

(2)知識的發展、應用與更新 
不論對於外部取得、蒐集或是內部自行產生

之知識，皆靈活加以應用在知識管理上。例如：

建立各單位各項作業之SOP標準作業流程各種委

員會、組成專案小組、提案制度、發展餐旅路徑、

創意禮貌、以及服務品質提升活動。 

透過以上各活動的知識交流並鼓勵推行運

用使得知識管理能夠得以發展，並不定期舉辦發

表活動，驗收各組的成果，評估員工對他自己所

參加的各類活動的吸收程度，然後再去評估成效

的與否，做最適當的調整或修改，才不致於浪費

過多的資源成本，使員工都能處在持續創造、運

用新的知識的優良環境，並透過員工週而復始的

分享，知識得以共享、應用與實踐。 

(3)知識的傳播 
這部分包括內部資源的傳播(佈告欄、對內及

對外的文件刊物、建立教育訓練體系、圖書館、

改善研討會、每週討論會)，以及外來新知部份(飯
店經營研討會、教育訓練、旅館安全知識經驗研

討會等)。 

4.研究方法 

4.1 系統分析 
(1)系統說明 

隨著網際網路的盛行，民眾上網查詢旅遊住

宿的相關資訊已經蔚為風氣，站在旅館業的立

場，當然希望能提供更多的有用的旅館知識及資

訊給有興趣的人士，因此旅館業的知識管理系

統，不單單只是開放給飯店員工使用，也開放給

旅遊有興趣的人士來查詢；所以本知識管理系統

的使用者分成內部員工與外部顧客，內部員工是

指飯店的所有員工，外部顧客指的是濳在客戶及

其他有興趣的民眾等等。 

內部員工可以上傳、修改、刪除、閱讀及搜

尋知識文件，也可以參與討論，一切依照知識文

件分類的原則來進行。資訊須經過適當的分類及

整理，方能成為有利用價值的知識，資訊分類的

不適當，可能會造成使用者不易搜尋到所需要的

知識。本知識文件分類架構係以旅館業務分類為

基礎，第一階段由各單位的主管研擬知識分類初

稿，第二階段由各單位主管召集部門人員自成知

識管理小組分送知識分類初稿給自己單位主管

進行審查，第三階段在會議上進行討論，完成知

識文件分類架構。 

本分類架構分為文件主類別、文件次類別、

文件次次類別及文件類型等四個層級，文件主類

別以前枱之客房的客務、房務之業務分類、餐飲

的中餐、西餐、宴會廳之業務分類及後勤的行政

單位之業務分類等三大業務流程為主，並且進行

分類工作，知識文件的分類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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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知識文件分類 

文件主類別 文件次類別 文件次次類別 文件類型 

客務部 

訂房組 
綜理客房租售文件 
訂房接受記錄文件 
客房營運資料分析 

1.人員編制 
2.服務項目 
3.相關法規 
4.作業流程 
5.工作手冊 
6.教育訓練 
7.會議記錄 
8.研究報告 
9.Q&A 
10.報表類 
11.其它 

接待、詢問組 
旅客登記一切事宜 
通訊、祕書、事務 

總機組 
電話祕書 
緊急時通信指揮 

服務中心 
掌理行李轉運、 
物品、書信、書報 
及留言的轉送 

房務部 

房務組 
公清組 

客房整潔工作管理文件 
旅客遺留物品處理之管理文件 
提供旅客清潔、親切、舒適、安靜、 
安全之共用目標 

餐飲部 

餐務組 各餐廳食物及飲料 
的消售服務及廳內 
管理之文件 

飲務組 各種飲料管理文件、消售及儲藏 
宴會組 訂席、會議、酒會、展覽管理之文件 

行政部 

人資組 招募員工管理文件 
情報預測管理文件 
人力編制管理文件 

會計組 年度預算編制之管理文件 
財產管理之管理文件 
顧客信用調查之管理文件 
財務、會計之契約簽訂之管理文件 
應收付款項之催收之管理文件 

資訊組 資安控管管理文件 
資訊設備管理文件 

工程部 

機電組 各機電工程之管理文件 
各機電工程合約管理文件 

弱電組 各弱電工程之管理文件 
各弱電工程合約管理文件 

 

(2)需求評估 
根據使用者需求訪談後，建立系統需求評估

資料如下： 

1、可線上建立各式知識文件、且知識文件內容

沒有長度與檔案格式種類的限制。 

2、提供組織階層式知識文件管理。 

3、提供知識文件全文檢索及調閱。 

4、依照知識文件安全性提供使用者權限控管功

能。 

5、支援跨組織的知識文件建立、查詢及管理。 

6、可以線上查詢管理知識文件以及聲音、影片、

圖片等。 

7、可結合電子郵件通知相關人員。 

8、可提供員工開放討論。 

9、可提供閱讀紀錄及閱讀次數。 

10、可判別多重身份。（員工可能身兼數職） 

11、使用人數以100 人作為評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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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知識文件生命週期管理上需有適當的簽核流

程加以控管，確保文件品質。 

13、提供外部顧客查詢介面及諮詢服務，同時諮

詢服務需連結知識庫。 

(3)知識文件簽核流程 
為了避免一些不必要的垃圾文件也放進知

識庫，飯店必須制定知識文件的簽核流程。旅館

知識文件分類架構分為客房、餐飲、行政、業務

類，其知識文件的簽核流程都相同；各單位主管

必須由具有專業背景的員工來擔任。 

(4)使用權限 
知識管理系統中不同等級的人，其權限也不

一樣，系統中分成四個等級，依權限大小依序為

系統管理者、單位主管管理人員、作者及讀者等

四個等級，等級不同所給予的權限也不同。各等

級的使用權限說明如表2所示。 

表2：知識管理系統使用權限 

權限 \ 等級 系統管理者 單位主管管理人員 作者 讀者/外部顧客 

擷（讀）取知識文件 V V V V 

搜尋知識文件 V V V V 

新增知識文件 V V V  

修改知識文件 V V V  

刪除知識文件 V V   

退回知識文件 V V   

新增使用者 V    

修改使用者 V    

刪除使用者 V    

新增知識庫 V    

修改知識庫 V    

刪除知識庫 V    

知識庫系統維護作業 V    

系統管理者為整個知識管理系統的管理

者，負責知識庫的建立、修改及刪除；知識管理

系統登入帳號的建立、修改及刪除；電子郵件傳

遞方式的設定以及知識管理系統相關環境設定

等作業。同時也負責程式除錯的工作，確保系統

正常運作，是整個知識管理系統中權限最高的使

用者。 

單位主管管理人員包含知識管理員、單位主

管等。其職責為審核知識文件，確認這份知識文

件適合擺進知識庫；因此知識管理人員可以新

增、修改或刪除知識文件，也可以退回知識文件

給承辦人。 

作者又稱為承辦人，其使用權在於資料的維

護，對於自己所製作的知識文件，可以自行修改

或更改為新版，但是只要通過審核的知識文件，

作者就無法刪除，必須透過知識管理人員才能刪

除。 

讀者/外部顧客是本知識管理系統中最低等

級的權限，只能執行讀取或搜尋知識庫中的知識

文件，無法執行其他作業，可以說是傳播知識分

享、再利用等知識管理基本功能的工具。 

4.2 知識文件管理 
(1)知識文件製作 

飯店內的知識文件，經過整理分類後，主要

歸類成3種文件主類別、25種文件次類別、111種
文件次次類別及12種文件類型。每一個部門（包

含臨時部門），都可以製作屬於自己部門的知識

文件，並且訂定知識文件的讀取權限及文件的存

放位置。 

(2)知識文件審核 
每一份知識文件都必須經過審核通過後，才

能公佈全公司週知並放進知識庫內。因此知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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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挑選是非常費心的，如何挑選重要的知識文

件放進知識庫裡，是知識管理成功與否關鍵的第

一步。因此知識文件必須標準化，例如字型大

小、間距、章節，甚至連檔案名稱都必須依照命

名原則來命名，同時旅館必須制定知識文件的審

核流程，避免一些不必要的垃圾文件也放進知識

庫。 

(3)生效公佈 
知識文件經審核流程通過後，由副總經理公

佈後生效，飯店內員工只要一進入知識管理系

統，就可以看到本週最新的知識文件。 

(4)文件更新及存檔 
新的知識文件產生後，自動設定3個月後歸

檔，移出知識管理系統的線上資料庫，另存於歸

檔資料庫，如果需要修改或更換新版本，可以使

用知識管理系統中「複製為新版」的功能，產生

新的知識文件，舊的文件自動儲存於歸檔資料

庫。知識文件存檔後，不會輕易刪除。 

4.3 知識管理系統建置工具與系統功能 
(1)系統建置工具 

目前個案公司的資訊管理系統是採購套裝

的飯店之前枱與後枱的管理系統，其平台的建置

工具是以VB程式語言作為開發的工具，後端是以

MS SQL作為開發的資料庫，而知識管理系統的

建置，仍然會以ASP.NET程式語作為開發建置的

工具，後端是以MS SQL作為開發的資料庫，讓

員工使用此知識管理系統的操作及建置文件的

記錄，透過ASP.NET所建罝的WEB平台的知識管

理系統能夠操作更加方便及容易，並建置的更加

完整。 

(2)系統功能架構 
本系統的功能第一層功能包括系統管理維

護、已發佈文件、本週最新文件、依文件類型、

依制訂單位、待處理文件、簽核文件、擬稿文件、

已處理文件、所有文件。第二層功能系統管理維

護下包含使用者維護、文件類型維護、文件類別

維護、命名規則維護、簽核用語維護。依文件類

型下包含人員編制、服務項目、相關法規、作業

流程、工作手冊、教育訓練、會議記錄、研究報

告、Q&A、報表類、其他。依制訂單位下包含客

房部、餐飲部、行政部、工程部。其他的都包含

技術與管理文件等功能項目。本系統之功能架構

如圖1所示。  

 

圖1：旅館知識管理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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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雛形系統設計 

5.1 資料庫設計 
知識管理系統的資料庫部分，就是知識文件

申請單，如表3所示。 

表3：知識文件申請單欄位結構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說明 備註 
CaseNo 數字 文件（案件）編號 系統自動編號，系統紀錄用 
DocType 組合框 文件主類別 是指知識文件屬於哪一個文件主類別 
SecType 組合框 文件次類別 是指知識文件屬於哪一個文件次類別。 
ThirdType 組合框 文件次次類別 是指知識文件屬於哪一個文件次次類別 
DocCatalog 組合框 文件類型 是指知識文件屬於哪一個文件類型 
CreaterID 名稱 讀取單位 此欄位會記錄點選哪幾個單位可以閱讀 
PublishDept 文字 制訂單位 是指知識文件的制訂單位，系統會依你登入的帳

號，自動顯示你的單位 
CreateDate 日期/時間 申請日期 是指知識文件的申請日期，系統自動帶當天日期

Publisher 文字 承辦人 是指知識文件的作者（承辦人），系統會依你登入

的帳號，自動顯示你的名字 
PublisherPo
si 

文字 承辦人職稱 是指知識文件的作者（承辦人）的職稱，系統會

依 你登入的帳號，自動顯示你的職稱 
Extension 文字 分機 是指知識文件的作者（承辦人）的分機號碼，系

統會依你登入的帳號，自動顯示你的分機號碼 
Subject 文字 文件名稱 是指知識文件的名稱，必須依照文件檔案命名原

則來命名，否則會被知識管理員退件 
DocMode 圓鈕 文件內容形式 是指知識文件要線上建立或以附件方式上傳 
IsLog 圓鈕 是否做閱讀紀錄 是指知識文件是否要紀錄有哪些員工閱讀 
ReadCnt 數字 已開啟閱讀次數 是指知識文件是否要紀錄有多少員工閱讀 
IsDiscuss 圓鈕 是否開放討論 是指知識文件是否要開放給員工們討論 
IsOldDoc 圓鈕 是否為舊文件建檔 是指知識文件要開放給員工們討論多久 
PublishDate 文字 發佈日期 是指知識文件公告生效的日期，公告後員工就可

以看到此份新知識文件 
DueDate 日期/時間 文件歸檔日 是指知識文件何時要從線上資料庫移出，移到歸

檔資料 庫，原則上系統預定新知識文件公佈後，

三個月後歸檔 
AFileName 文字 附加檔案 是指知識文件是否有附加檔案 

5.2 系統設計展示 
系統展示的內容分為一般使用者（讀者或作

者）登入、系統管理者登入。使用者介面是以 Web 
為主，因為館內每一台電腦都已經內建 IE瀏覽

器，不需再安裝，可以直接使用。當以一般使用

者（讀者或作者）登入時，系統會自動進入知識

管理系統的首頁，畫面上方是功能選項，畫面下

方是本週最新的知識文件，如圖2所示。其功能

分別為已發佈文件、本週最新文件、依文件類

型、依制訂單位、待處理文件、簽核文件、擬稿

文件、已處理文件、所有文件、文件申請單、離

開等。 

底下根據一般使用者的使用功能，將將分文

件申請單、已發佈文件、本週最新文件、待處理

文件、等各功能說明。 

(1)文件申請單 
當員工要將知識文件上傳知識庫時，必須填

寫「申請文件單」，然後經由單位主管、區域性

經理簽核後，才能儲存在知識庫內。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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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本週最新的知識文件

圖3：文件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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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文件簽核流程，如圖 4所示。 

圖4：知識文件簽核流程

知識文件簽核記錄，如圖 5所示。 

圖5：知識文件簽核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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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記錄指的是有多少員工閱讀過這份知 識文件的記錄，如圖 6所示。 

圖6：閱讀記錄

(2)已發佈文件 
針對已發佈文件，尚未歸檔的知識文件，都可

以在此查詢，如圖 7所示。 

圖7：已發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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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週最新文件  
針對本週最新文件，尚未歸檔的知識文件，

都可以在此查詢，如圖8所示。 

圖8：本週最新文件

(4)待處理文件 
如果有需要處理的知識文件，就會在此呈

現。如圖 9所示。 

圖 9：待處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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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知識管理對於旅館來說，的確是一個短期之

內無法看到成果的系統，但如果不作知識管理，

過去的寶貴經驗將無法傳承，這些經驗將會隨著

人員的異動而無法保留，這同時也意味著競爭力

將會逐漸衰退。落實知識管理的執行，除了要有

一個功能強大，方便使用的知識管理平台外，還

必須要有高階主管支持及制度的配合，本論文只

針對建置一個適合旅館所需的知識管理系統作

討論，並未考慮到制度面的配合。 

目前所建置之知識管理系統雛形架構，未來

可應用在旅館內的作業流程上。不論是客房人

員、房務人員、餐飲人員、行政人員，會計人員，

資訊人員甚至於各主管，均可將本系統融入日常

業務中，同時每個月的行政業務會議中，還會檢

討各單位上傳知識文件的數量，務必要求每一位

員工都要確實參與，如果還能搭配獎勵制度，鼓

勵員工分享知識、利用知識，員工的參與度會更

高。 

6.2 建議 
結合知識管理系統與線上簽核 目前個案公

司內正在推行線上簽核系統，凡是公文及其附件

一律要求變成電子檔，才能送給承辦人處理，希

望全公司能在短時間內達到無紙化作業，縮短公

文簽核時間。本研究所建立的知識管理系統雛

形，未來如果能結合線上簽核系統的功能，使得

員工在使用知識管系統時，可以迅速地與線上簽

核系統相互結合，縮短簽核流程、簡化作業程

序，將有助於提升工作效率，發揮知識管理系統

的效能。 

結合知識管理系統與教育訓練系統 如果知

識管理系統與教育訓練系統可以相結合，往後人

事單位就不必費心定期舉辦新進人員教育訓

練。只要新進人員一登入教育訓練系統，系統自

動會從知識管理系統，將新進人員訓練課程一一

列出，新進人員可以依照時間的多寡，選擇他要

上的課程，等到所有課程結束後，還可以立刻進

行線上測驗，測驗過關後，才算完成新進人員教

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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