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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nnections：
促進團隊在數位工作環境中
蓬勃發展
以全套協作工具與技術支援員工，推動成功

特色
•

人員是最重要的資產，時間是最重要的資
源 - 協作工作應該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些資
產與資源

•

大部分公司知識在員工的心中；促進社群
與溝通有助於這些資訊的傳播

•

今天的業務因連接、文化和交流而繁榮，
您的技術必須支援這些趨勢，而不是對抗
它們

•

透過社交分析以及準確、可靠的公司資訊
傳播通道，促進知識與影響力分享

數位化顛覆不只是未來的威脅。數位化轉型滯後會讓企業立即付出代
價。例如，每年僅僅是無效率的會議就會造成 370 億美元的損失。1
26% 的公司存在缺乏執行力的問題，因為從研發過渡到業務部門需要
嚴謹的工作。2全球員工只有 24% 是高度敬業的。3
這些現象與一個影響整個企業的關鍵領域存在不足直接相關：企業
通訊與協作。今天的團隊中，多代人混雜，文化各異，地域分散。他
們需要可靠的方法以真正有意義的方式聚到一起，取得最佳工作成
效。作為企業的管理人員或數位化領導，您的任務是支援這些員工提
高效率。
現有員工通訊解決方案通常缺少標記，造成大量問題，包括斷開的資
訊、不相關或重複的內容、耗費時間而讓人不願使用的流程 - 留下阻
礙公司發展的差距。
相反，通訊與協作得當的公司往往會取得優異的成果：
•
•
•
•
•

收入與利潤增長
客戶忠誠與保留率提高
創新起飛
透明度與風險管理改善
員工生產率與敬業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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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IBM 智慧數位工作環境為您工作

提供成功所需的核心功能

IBM 藉其智慧數位工作環境 IBM Connections ，可協助您實
現這些成果。您可以利用此動態解決方案為使用者提供重要
的業務優勢，協助整個企業轉型。

IBM Connections5 提供一組強大的核心功能，可協助您安全
地分享與管理檔案；改善通訊；擷取及分享知識；改進工作
與問題管理；外部工作；促進社交學習；推動創新；以及提
高品質（圖 1）。

™

IBM Connections 平台提供感知的協作解決方案，如社群、
維基、部落格、檔案及文件分享，同時無縫整合電子郵件、
即時通訊及其他工具，為您的同事提供順暢的體驗。結果：
更強的執行能力。

這些核心功能可為企業及個人提供價值。您部署及使用的功
能越多，企業轉型就越快。
IBM Connections 提供主要介面與結構，然後根據企業的具
體需求使用 IBM Connections Engagement Center、IBM
Docs、IBM Watson® Workspace 及其他工具予以進一步增
強。IBM Connections 是一個擴展性非常強的平台，可透過
IBM Connections App Catalog 輕鬆整合諸多第三方解決方
案（包括 Microsoft Office）。您可以集中在一個位置根據環
境為員工提供需要的所有內容和工具，幫助他們更快更好地
完成工作。

能夠從公司資料及員工中提煉出知識與智慧，是另一個關
鍵的成功因素。公司資料呈囤積的趨勢，存檔龐大或者分
佈於多個部門，因此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估計儲存的資
料有 85% 在「暗處」- 非結構化、未知、不可搜尋 - 或者
是冗餘、廢棄或瑣碎的。4 IBM Connections 可協助您克服這
些限制，透過上下文搜尋功能從公司資料中尋找和提煉集體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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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IBM 智慧數位工作環境集多個 IBM 解決方案之優勢，支援核心通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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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nnections 核心功能：詳細說明
分享與管理檔案
資料存取性是協作轉型之關鍵。利用智慧數位工作環境的功能可以簡化資料檔案的分享及管理（圖 2）。功
能包括使用 Microsoft 檔案總管進行全面的拖放式檔案管理，以及多人同時在多部裝置上編輯 Microsoft Office
相容的文件。輕鬆與 Mac OS X、Android 及 iOS 同步。

改進通訊
社群與部落格提供簡便的訊息交流方式，並且鼓勵回饋。張貼文章與資訊，然後要求使用者分享訊息，結
合權限與存取功能，改進公司範圍內的互動。社交功能（如評論、瀏覽數及「按讚」等）便於評估員工的
情緒。利用 IBM 協作工具，使用者可透過首頁以及針對每個使用者個性化的電子郵件訂閱源追蹤多個內
容來源及狀態更新。

擷取與分享知識
全面的協作工具（如 IBM Connections 和 IBM Watson Workspace）可用於即時知識獲取，讓個人回應資
訊請求。論壇與評論是絕佳的知識收集方式，可透過提問來獲取知識。問題與回答可充份搜尋，可以「接
受」回答來突出認同的結果。

外部工作
使用智慧數位工作環境將協作從企業延伸到外部社群。影響者網路與客戶入口非常適合於異步通訊。即時
通訊解決方案（如 IBM Watson Workspace）亦可為企業內外的人員提供同步通訊，以協助客戶支援。

改進工作與問題管理
IBM Connections Activities 可讓員工管理他們需要完成的任務，並且追蹤其他人必須為他們執行的工作。
Activities 提供以豐富文字、檔案附件等追蹤共同任務的外部方式，可讓員工在 IBM Connections 社群中
管理整個專案。透過整合的電子郵件 (IBM Verse®)、即時通訊以及您企業熟悉的其他工具充分利用此功能。

社交學習
IBM Connections 內建有學習工具，可協助連接學員與教練，增強學習體驗。使用 IBM Connections 社群
調查和論壇工具提供學習單元、問答體驗及測驗。

推動創新
創新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不是某個時間點的活動。有了 IBM Connections，創意的建立、分享及發展非
常簡便。使用者可以為他們喜歡的創意投票，創意可以從創意部落格「畢業」，進入活動，變成專案。

改進品質
將文件從檔案移至維基頁面，以簡化重複使用、修訂和發佈。使用 Activities 制定流程，然後將其另存為
範本，以快速循環利用和標準化。使用者可以訂閱與其工作相關的個別領域，協助確保他們始終瞭解最新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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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個業務部門提供價值
IBM Connections 全面的方法可讓您根據特定部門的需求選擇工具和策略。不強制員工使用一套通用的通訊解決方案，而是向
他們提供與其特定工作類型完美契合的工具，同時仍然支援整個企業的協作。

分享與
管理檔案

改進通訊

擷取與分享知識

改進工作與問題
管理

外部工作

社交學習

推動創新

財務

操作

客服
行銷

銷售

資訊技術

人力資源

產品開發

財務
增強程序、可稽核性、可追溯性及決策
搜尋用時更少，請求之回應更高效。IBM Connections 具有整合式儀錶板，讓決策
程序更簡便，更可追溯。文件與知識管理功能協助改進與保持文件的準確性與精
確度。

需要的主要功能

操作
簡化與增強操作和安全
回應時間更短，耽誤的時間更少，因此生產力更高。促進專家與操作人員之間的
想法交流及對話，改進程序創新與安全。培養高度敬業的參與者，減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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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主要功能

改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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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
開發和保留更多客戶，而不增加人員和支援成本

需要的主要功能

提供卓越服務，改進公司的增值差異化。減少與客戶通訊時的摩擦，使客戶更
容易從多個渠道獲得協助。利用協作工具，透過「軟」售後支援實現客戶保留率
目標。

行銷
協調、整合及提供更為靈活、反應更加迅速的行銷宣傳活動

使用詳細的客戶檔案，結合傾聽與分析技術，發現涵蓋多個通道與來源的行為之
洞察。然後，將這些洞察饋入內部工作環境協作系統和流程，讓員工使用智慧工
具豐富對客戶的回應。

需要的主要功能

銷售
提高生產力，增進銷售與利潤

增強市場與客戶情報以改進銷售活動。改進對重要銷售資產的重複利用，以提高
效率和降低成本，並且提供一致、可靠的訊息。改進知識管理和文件以分享銷售
經驗。

需要的主要功能

資訊技術
實施更多的自助服務，與客戶有效地溝通，讓客戶更容易參與
透過參與平台提供 IT 部門的服務可以提高生產力。提供更多自助服務選項可減輕
IT 服務人員的負擔，讓員工迅速返回工作。藉著一致的內容分發，可以減少資訊的
重複，為最終使用者提供可信的資訊來源，讓他們存取可靠的解決方案。

需要的主要功能

人力資源
減少招聘與入職時間

改善員工敬業度，留住重要員工，協助提供生產力。敬業的員工更少缺勤、更少
犯錯、更少流失。6

需要的主要功能

產品開發
推進創新，建立新產品，為現有產品開發新的用途

員工可以查看新創意，分享自己的創意，討論並投票以推廣他們喜歡的創意。利
用創意部落格、維基、論壇、訂閱源及事件建立部門或公司創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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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主要功能

在接受調查的高管中，79% 將「員工
體驗」視為非常重要或重要，而只有
22% 表示其公司非常擅長打造不同的
員工體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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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認知協作
IBM 的協作框架以多種方式支援管理人員。您可以：
•

•

•

•

•

使用 Activities 產生會議範本以及分享議程、行動要點與備
忘錄
為領導團隊建立限制存取的社群，用以規劃事件、討論問
題和協調活動
建立維基、論壇和部落格，以從領導團隊獲取和分享經驗
與知識
為外部訪客提供限制的社群，讓他們與併購或收購的參與
者進行私密通訊
建立可對每個時期進行標準化的規劃活動，以確保規劃與
報告的品質

吸引員工與客戶的參與，發展壯大企業
在競爭激烈和顛覆性的環境中，要想發展企業，必須打造能
夠吸引並留住當今精通數位化的客戶以及 21 世紀的人才。
IBM Connections 智慧數位工作環境幫助您的企業迎接挑戰。
您可以獲得靈活性，為未來做好準備，跟上時代的快速變
化，透過簡便易用的工具節省時間與工作，擴展您的平台以
整合與您的業務線相關的熟悉工具，並透過簡化的實施降低
成本。

瞭解詳細資訊
如需 IBM Connections 與 IBM 認知協作方法的更多資訊，請
參閱 ibm.com/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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