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雖然以經營模式創新為研究重點，但企業在追求模式創新時，勢必重新

思考產業發展、環境變化以及公司未來要發展的方向，才能去調整經營模式，因

此在文獻探討上，本文將從策略性思考的角度出發，接著對創新理論做一簡單的

回顧，才能了解創新的面向及來源，最後再介紹經營模式的相關理論。 

第一節 策略性思考 

根據管康彥(2000)談到企業變革的層次：一是企業本體的檢討與重定義

（Rethinking），二是企業經營範疇的調整（Restructuring），三是企業結構、制度

與文化上的轉變（Remaking）而來，陳淑梅(2005)加以整理為： 

1.策略再思考：重新定義自身產業(redefining the industry)，重新思考企業的定位

與方向。依據大環境的變遷，提早預見與預應(pro-action)產業未來發展，選擇與

集中(select and concentrate)本身的核心能力，將不適當的部門透過獨立出去的方

式來精簡龐大的組織。 

2.組織轉型：打造企業願景，明確企業發展方向，引導企業轉型。日本企業多依

照大環境的趨勢與競爭態勢，制定本身五到十年中長期的變革計畫，再明定年度

計畫，從大到小的目標訂定，從上到下的貫徹執行，可見日本企業一絲不苟的精

神。 

3.變革管理：建立企業的一致的價值觀與企業文化以重新因應新環境的變化與新

願景的達成，唯有灌輸新內涵與新衝擊於企業文化中，給予對挑戰的生命力一記

響鐘，藉以改變員工的行為與態度。 

其中有關企業本體的檢討與重定義就是本節要討論的策略性思考，策略性思

考的概念源起於 Mintzberg1994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ategic Planning 一書（黃

世友, 2005； Liedtka, 1998)。Mintzberg(1994)指出，策略性思考是眾多元素的組

成，它牽涉到個人洞見（直覺）與創意，卻也根據對環境實際的觀察與分析，以



及實際執行者的想法與經驗，其產出則為一整合性的企業觀點，具備清晰的願景

方向，其決策的思路脈絡能夠清楚的交代，而規劃與執行也能並行不悖，並且可

以隨著環境的變遷及時調整，亦即策略性思考是一項不間斷的過程（Abraham, 

2005)。Liedtka(1998)認為策略性思考是具有創造性、破壞性、以未來為核心、在

本質上具有實驗性。 

黃世友(2004)認為策略性思考是勾勒組織願景和擬定策略時的必經之路，透

過其邏輯化的思考過程、周延的分析架構及重要主管的參與，將有助於經營階層

與決策者對企業整體環境有全盤的了解，從中制訂出高度且可行的策略，能和員

工充分溝通執行的方向和策略，是為企業最根本的競爭優勢。而策略性思考最大

的好處在於追求組織重大效益的產生，並非著重在解決問題。很多人會將策略性

思考和策略規劃混為一談，其實策略規劃強調的是分析，而策略性思考所重視的

是合成的概念，找出組織內最有利的因素來將效益發揮到最大化（Mintzberg, 

1994；Bonn, 2001）。策略性思考應包含策略的 4C 特質，亦即策略本身 (Content)、

外在環境 (Context)、決策過程 (Conduct)，以及隨機應變 (Change)等。 

Strebel & Ohlsson(2006)也認為企業要成功轉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策略性思

考，另外 Bonn(2001)認為策略性思考可以分為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與組

織層次（Organizational level），他認為在個人層次的策略性思考包括三個主要元

素，分別是對組織與其環境的全面性了解、創造力、對組織未來的願景。在組織

層次必須創造環境使個人可以進行策略性思考，組織要建立結構、流程及系統去

促使高層進行不間斷的策略性對話，以及充分利用每個員工的創造力及獨創性。 

Liedtka(1998)指出策略性思考具有五點特徵： 

1. 策略性思考反應出系統或全面性的觀點去察覺組織不同的部門如何與環境去

相互影響及衝擊。 

2. 策略性思考包含意圖的核心。與傳統的策略規劃不同的是，策略性思考著重

在既有的資源與成長的機會中去尋求一致性。 

3. 策略性思考包括及時思考。策略性思考家了解過去、現在、未來的互相連結。 



4. 它是以假設為基礎的。假設的提出與驗證是策略性思考活動的核心，透過不

停問「為什麼」、「假如…然後…」等等的問題，有助於分析假設。 

5. 策略性思考喚醒對發展中機會去利用的能力。 

 

由上述分析我們了解到策略性思考是以未來為思考方向的（黃世友, 2005；

Liedtka, 1998；Abraham, 2005)，透過策略性思考可以協助企業找出與競爭者不同

的競爭方式（Abraham, 2005； 黃世友, 2005；），有助於企業進行經營模式創

新。 

 

第二節 變革管理 

透過策略性思考對企業未來要發展的方向及要採行的策略已經有了清楚的

想法，接下來的工作便是要如何將這些工作落實在變革的過程中，在本節中將探

討變革管理的步驟及創新對變革的重要性。 

Kotter(1995)在 Leading Change 書中提到了成功變革的八個步驟，這八個步

驟分別是 1.建立危機意識、2.成立領導團隊、3.提出願景、4.溝通變革願景、5.

授權員工參與、6.創造近程戰果、7.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厲、8.讓新做法深值企業

文化中，其應用將在個案分析時詳細介紹。而在同年他也在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發表一篇文章，談到組織變革失敗的原因，他認為的原因有： 

1. 未能建立足夠的急迫感：高階主管低估員工離開「舒適地帶」的困難度，也

高估自己在建立危機意識的程度，而且如果沒有適合的領導人帶領，便想進

一步的進行變革，因此提高了失敗的機率。而急迫感應該有多高才算是足夠

呢？根據 Kotter 的看法，至少在管理階層的 75%成員相信現有的事業已經不

能被接受時，才算達到危機感的建立，也可以進入到下一階段。 

2. 未能建立力量夠強的導引團隊：在變革開始之初，通常只有少數人參與，在

成功的轉型個案中，領導團隊會隨著時間擴充。而成員包括高層主管以外的



人員，因此其運作通常在正式的階層體系之外，就是因為原本的體制運作不

好，因此才需要進行變革，而在此階段失敗的企業，通常都低估推動變革的

困難，也低估強力導引團隊的重要性。 

3. 缺乏願景：願景的重要性在於容易溝通而且對顧客、員工及利害關係人具有

吸引力，缺乏有意義的願景，轉型工作容易陷入混亂且不相容的計畫，也可

能將組織帶往錯誤的方向或是根本沒有進展。根據他的經驗法則，如果不能

在五分鐘對他人說明願景，而且對方理解並感興趣的話，那表示此階段的工

作尚未完成。 

4. 對願景溝通不足：Kotter 舉出三種常見的溝通模式，第一種是由小組發展出

轉型願景，然後舉行會議來進行溝通。第二種是組織的領導人花相當多的時

間，對不同員工群體進行溝通，但員工仍然不了解。第三種是花了許多力氣

在新聞信及演講上，但少數重要高階主管表現出與新願景相反的行為。擅長

溝通的經理人，能夠把要溝通的訊息整合到自己的行為中，並利用現有的管

道讓願景廣為周知，更重要的是要身體力行，因為溝通包括了言語與行為兩

方面，而行為的力量又比較強大。 

5. 未移除新願景的障礙：有時員工了解願景並願意協助配合，但障礙卻出現在

員工的腦中，有時障礙來自於組織架構或績效評估制度，最糟糕的情況是老

闆本身反對變革。如果高階主管的反對沒有加以處理，會造成其他中間主管

的動搖，認為變革無法持續，必然會走上失敗的道路。在改革前半段，任何

組織都沒有能力去移除全部的障礙，但大的障礙仍然必須加以處理，一方面

是為了鼓舞其他人，另一方面也是為了維持整體變革計畫的威信。 

6. 沒有系統性的規劃短期戰果：轉型工作是需要長期的努力，因此必須要創造

些可以短期完成以激勵士氣的短期計畫，讓員工相信改革已經產生效果，才

能讓更多人加入變革的行列。如果變革的時間很長，員工急迫性就會下降，

而創造短期戰果有助於維持急迫性的層次，也可使人員進行詳細的分析式思

考以釐清或修正願景。 



7. 太早宣佈勝利：有時經理人看到績效提升，忍不住的宣佈勝利，認為變革已

經成功，殊不知卻犯了極大的錯誤，將應該只是短期戰果誤以為是終點到達，

在變革還沒深入組織文化裡，就慢慢停止新的做法，而使一切倒退到原點。 

8. 沒有讓變革深值於企業文化中：要讓變革深入組織文化的一部份，有兩個因

素格外重要，首先是刻意的讓員工了解新的做法、行為、態度的績效改革的

重要性，第二是要花足夠的時間讓新的領導團隊了解新的做法，讓新的做法

可以深值於文化裡。 

 

Washington & Hacker(2005)也針對變革失敗原因進行研究，發現當管理者對

變革的了解越深入，他們越不會對變革有抗拒，越可能對變革充滿期待，而變革

失敗的可能性也會降低。 

Hamel(2000)針對要進行經營模式創新提出八步驟來進行變革，Hamel 的變

革模式，主要是從底層的人來發動。 

1. 建立觀點：世界中什麼事情正在改變？ 這些改變會帶來哪些機會？何種事業

觀念可以利用這些改變而獲利？  

2. 擬定一份宣言：以充分理由解釋這個目標的必要性、切中人類永久的需求和

渴望 、列出清楚的行動綱要 、吸引人們的支持。 

3. 創造聯盟：認知自己並非公司唯一有先見、感到挫折，但對公司忠誠的人，

其次要找出潛在的新盟友。 

4. 挑選目標對象及關鍵時機：拉進握有實權的某人或某群人。 

5. 合作與中立：雙贏主張、互惠主義；是觸媒而非競爭者；必須合作與消除敵

意，而不是貶抑與衝突，以尊重澆息憤怒。 

6. 找一位翻譯者：一位深入探索未來、天性好奇、正在尋覓有趣觀點以大展身

手的人，資深幕僚及新上任主管通常是很好人選。 

7. 小贏、早贏、常贏：從小計畫開始進行，建立其他人對你的信心，逐步的擴

大進行的規模，避免做出過多的承諾。 



8. 隔離、滲透、整合：在初始階段必須讓計畫隔離，遠離心懷敵意的主管，為

了吸引資源必須滲透到其他單位，最後取得大家的支持，整合公司的力量。 

Cummings & Worley(2001)整理出下列三種變革模式，Lewin、行為研究模

式及當代實證研究模式，三個模式都是探討變革的步驟。Lewin 的模式提供了我

們對變革管理了解的一般性架構，他的三個步驟包含了非常廣泛的範圍，在學界

被運用的非常頻繁。解凍(unfreezing)：創造變革的氣氛，增加組織對變革的接受

性。行動(movement)：對變革的分析、設計、發展、與建立模式。再結凍(refreezing)：

透過程序、訓練與評估，將新系統制度化。而在 Roberto & Levesque(2005)指出，

根據他們的研究發現，運用此模式最重要的關鍵在於第三個步驟－再結凍－是否

有足夠的時間讓新的行為模式已經成為組織成員日常的一部份。 

行為研究模式著重變革是一個循環的過程，企業提供的資料會影響後續的行

動，此模式需要組織內部成員與外部人員密切合作，高度重視資料的收集與診

斷，在行動的前後都需要資料來分析該採取的行動及行動的績效，反覆的資料收

集與研究需要組織人員與組織發展的人員高度協調合作。 

與行為研究模式相較，當代實證研究做了兩點修正。第一是提升了組織成員

在變革過程的參與程度，在前者的模式下，外部顧問負責了大部份變革的工作，

同時也與高層密切合作，而在後者的模式下，外部人員的角色是以協助組織成員

找出問題所在，培養成員的學習能力，進而增加在變革過程的參與度，協助成員

獲得變革所需的知識與能力。在現今變化快速的環境下，有學者認為顧問的角色

不再是協助問題的解決，而是應該培養組織成員的能力去學習必須的能力。第二

點是該模式整合了解釋問題者與社會建構者對變革的方法，過去著重於找出問

題，因此探討企業的範圍圍繞在企業表現不佳的部份，但在當代實證研究下重視

企業做的好的部份，建議組織建立一個對話的環境去討論組織在什麼地方做的

好，經由這個過程可以讓員工了解組織目前的現況，從中獲取經驗並將之運用到

其他的部份。透過這樣更多的組織成員的參與，以正面的思考以形成組織的新焦

點與新願景，將會在組織內形成一種正面的期望，研究指出企業若是對未來有正



面的願景，會激勵成員朝向該目標前進進而提升公司的績效。 

 
圖 2-1 Cummings & Worley 變革模式比較圖 

資料來源： Cummings& Worley, 2001, Essentials of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P19 

 

在介紹這些變革階段論的理論後，本研究將以 Kotter 的理論做為分析個案公



司的基礎，原因除了他本身在變革管理階段論理論上的地位外，另一方面他對於

失敗可能的步驟也有研究，在理論的完整性上最為完整。 

創新與變革可說是一體之兩面，Santos & Garica( 2006)指出組織變革常常是

對現狀的不滿意，因此想要採行創新的做法來改變組織目前的狀況。 Tidd , 

Bessant & Pavitt(2005)舉出創新的四種分類，每一種創新都必須去改變企業的一

些產品或流程等。Pearson(2002)認為在創新上表現傑出的企業，除了確保自己擁

有可以持續提供創新點子的員工外，而且公司會創造提供員工所需資源的組織，

並且在高度的紀律和毅力下，有系統地將創新活動給制度化。在這種組織中，創

新跟變革經常是在進行的，為了達成創新，經常需要在組織中進行變革。 

創新變革的重要性在於透過創新變革，可以使企業真正去思考如何與競爭者

採取不同的方式在市場競爭，而且在變革的過程中，更容易吸引員工對變革的專

注與未來成功的機會（Woodward & Hendry, 2004; Mason, 2004）。Blumenthal & 

Haspeslagh(1994)也提到組織轉型幅度過大，就必須採用創新的方法來進行，而

不能使用傳統的方法。 

 

第三節 創新的來源 

關於創新相關議題之研究，學界多已有所發展，從經濟學家 Schumpeter (1934)

所提出，認為所謂的創新是將已發明之事物，發展為社會可接受並具商業價值之

活動。創新形成在學界中非常重要的研究領域，且該議題也深受目前實務界所重

視，為了個案分析需要，本節將著重於創新的來源。 

Jamrog , Vickers & Bear(2006)認為創新必須走出企業的實驗室外，要發生在

組織的所有階層中。他們將創新定義為組織藉由發展新知識或用新方法使用現有

的知識以創造企業價值。Sawhney , Wolcott & Arroniz(2006)認為技術上的創新不

一定能為消費者創造價值，因此對企業而言，商業創新(business innovation)更值

得企業重視。而其定義為企業藉由改變企業系統中的某一個或多個面向而為顧客



創造持續性的新價值。具有下列三種特性： 

1. 商業創新是指新的價值，而不是新的物品。 

2. 商業創新來自於企業系統多個方向。 

3. 商業創新是系統性的。 

因此他們認為創新應該要從 360 度的角度思考，分成十二個面向讓企業做為

參考。組織創新通常都包括企業活動的範疇及重新定義人員的角色、責任及動

機，當企業有能力及追求被忽略的創新面向時，它便能改變企業的競爭基礎，而

使其他競爭者處於不利的地步，因此在本文中所指的創新即是三位學者所稱的商

業創新。而組織創新也與第一節所談的策略性思考有相似之處，都重視企業活動

的範疇及重新定義人員的角色等。 

Foster & Kaplan(2003)在創造性破壞一書中將創新分為三種不同的層次，變

形式創新是創新度最高，而且可以帶來最高程度的利潤增加，而此概念與克里斯

汀生(1997)教授提出的破壞性創新理論的概念是相同的。續增式創新在創新度上

與創造財富上的表現最低，但這是絕大多數的企業每天從事改變的必要動力，這

是一種持續性的代表，表示企業仍守在這個領域、這個市場。Jamrog & Vickers & 

Bear(2006)認為企業採行續增式創新的原因是風險考量，因為追求變形式創新的

風險極大，實質性創新居於兩者之間。 

 此外 Tidd , Bessant & Pavitt(2005)是從創新的內容來看，將創新分為四

類，分別是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改變組織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流

程創新（Process Innovation）：改變產品或服務提供或傳遞的方式；定位創新

（Position Innovation）：產品或服務該在何種市場被提供；典範創新（Paradigm 

Innovation）：改變組織成員的心智模式。Jamrog, Vickers, & Bear(2006)將創新分

為產品及服務創新及組織創新。 

從上面的介紹我們了解到，破壞型創新或變形式創新著重於全新的設計、全

新的製造流程，或使用全新的方式，因為這樣的創新出現的機會極少，因此企業

在破壞型創新後，於企業的日常作業中進行漸進式或續增式的創新，而創新的內



容就包括了企業營運活動的所有範圍，如產品的創新、各種內部流程的改善、重

新定義市場，為下一次的創新作好準備。而從瑞穗金融集團中，我們發現到類似

此過程的存在，它們以金控公司的形式來經營金融業，在日本金融市場開創新的

經營模式，而後在產品、流程、定位、組織、典範創新上就不停的進行改變，要

使該經營模式能為企業創造最大的價值。新生銀行也有類似的情形，我們可以發

現到它們一直努力讓組織內部形成創新的環境，增加內部對問題的討論，擴大溝

通的管道。新生銀行讓各部門的人員參與解決顧客問題的討論，去改變遊戲的規

則，找出與之前不同的解決方案，為客戶創造價值，瑞穗集團也是採取類似的方

式，鼓勵員工參與。 

 

根據 Drucker(1985)所說，創新的來源除了腦中的靈光一閃外，另外還有幾

個來源，分別是： 

1.未預期的事件：是最早、最簡單的創新來源，而且即使是失敗也可以是創新的

重要來源，但往往不被管理者所重視，企業由於內部的報告制度，因此常常扼殺

了創新的產生，具有創新的企業會在報告上的前二頁，一頁介紹問題所在，另外

一頁描述機會，而經理人所花費的時間應該一樣。 

2.不一致：存在於程序的不一致只是創新的來源之一，期望與結果的不一致也是

創新的來源之一，不過需要小心的是對產業的假設與現實的不一致。 

3.流程需要：日本的公路系統採用了美國的反射鏡因而大大提高安全性，便是基

於流程所需，而現代媒體的誕生也是因為排版機與廣告業的出現，而造就了報紙

這個產業。 

4.產業與市場改變：產業結構的改變也會創造大量的創新機會，傳統產業的領導

人經常忽略成長快速的新市場，因此給了新進入者用新的方式來經營產業的機

會。 

5.人口結構的改變：在企業外部的創新機會來源中，人口統計資料可以說是最佳

的資料來源，懂得觀察並運用此資料的人，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 



6.認知的改變：認知的改變不會影響事實，但會改變事實的意義，而且速度很快。

當你看玻璃杯是半空或半滿時，這樣的認知就可能會產生新的想法。 

7.新知識：新知識所帶來的創新所需要的時間最長，而且可能捉摸不定、多變且

難以掌握，需要的知識通常也不只一種，這種創新比其他創新更仰賴市場，要獲

得成功必須對促成創新所需的知識與潛在使用者的需求進行分析。 

Kim & Mauborgne (1997)認為價值創新（value innovation）可以透過三個平

台來完成，分別是產品、服務與運送（delivery）。產品指的是實際的提供給顧客

的產品，服務包括了支持體系，如維修、顧客服務、保證等，而運送則包括物流

及通路，透過這三部分的改變，也可以為顧客創造新的價值。 

George, Works,& Watson-Hemphill(2005)提出創新的三層面模式，認為創新可

以從這三層面得到： 

 

圖 2-2 George, Works, Watson-Hemphill 創新三層面 

資料來源：陳正芬譯(2006)：（創新者的實踐）。台北：麥格羅希爾。(Michael 

L.Geogre, James Works & Kimberly Watson-Hemphill(2005), Fast Innov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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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服務創新代表新技術或從新技術衍生而來的新能力，也是一般人最常

見得創新，市場定義創新是指在現有的產品/服務四周，開發新產品/服務，反映

出 1.從現有的顧客關係取得槓桿，透過現有產品/服務週遭提供額外的產品或服

務，讓這些客戶享有良好的性能，或 2.為現有產品/服務尋找全新的市場區隔。

包括：了解客戶在使用你的產品/服務會碰到那些挫折，並設法使他們的事業更

上一層樓；滿足在目前產品/服務組合週遭、但不隸屬其中一部份的需要。Jamrog, 

Vickers,& Bear(2006)認為在產品及服務創新可以從漸進式與突破性的角度來

看。流程創新上，Shapiro(2002)對於流程創新提出了一個 7R 架構，詳細如下: 

1.重新思考（Rethink）：它所關心的是公司流程背後的理論基礎和假設，這也就

是「為什麼/Why?」的問題。 

2.重新組合(Reconfigure)：它所談的是流程中的相關活動，目標則是要替「什麼

/What?」有關的問題尋找答案。 

3.重新定序(Resequence)：它所關心的是工作運行的時機和順序，它的創新則來

自於提出「何時/When?」的問題。 

4.重新定位(Relocate)：它所重視的是活動的位置，以及進行這些活動的實體基礎

結構在什麼地方，它所問的問題都和「那裡/Where?」有關。 

5.重新定量(Reduce)：它所牽涉到的是從事特定活動的頻率。有時候這類問題的

創意答案非但不是要降低頻率，反而是要提高頻率。 

6.重新指派(Reassign)：它是指流程工作的執行者，也就是要負責完成工作的人。

它的目的是要為與「誰/Who?」有關的問題找出答案。 

7.重新裝備(Retool)：它所重視的部份在於完成工作所需的技術和才能。它是要為

「如何/How?」的問題找出新的答案。 

在 7R 模式下雖然不能保證創意會出現，但絕對有助於推翻舊觀念及產生新觀

念，至於商業模式創新將留待下一節再討論 

Sawhney , Wolcott & Arroniz(2006)提出創新的十二個面向，做為企業創新的

來源。 



表 2-1 創新的十二個面向 

面向 定義 

產品或服務/offerings 發展創新性的產品或服務 

平台/platform 使用常見的成份去建立產品的衍生 

解決方案/solutions 產生整合及客製化的產品可以解決客戶的最終問題 

顧客/customers 發掘客戶未被滿足的需求及未被良好服務的市場區隔 

顧客經驗/ 

customer experience 

在每一個接觸點重新設計與客戶的互動 

價值獲取/value capture 重新定義企業如何使顧客付款或創造創新性的獲利來源 

流程/processes 重新設計核心營運流程以增加效率與效能 

組織/organization 改變企業的型態、功能及活動範疇 

供應鏈/supply chain 對於如何獲得資源與完成工作有不同的思考 

市場出現/presence 在客戶可以購買或使用產品得地方建立新的通路或創新

性的出現點 

網絡/network 建立以網絡為中心及整合性的產品 

品牌/brand 善用品牌到新的領域 

資料來源： Sawhney, Wolcott & Arroniz, 2006, The 12 Different Ways for 

Companies to Innovate,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Spring, Vol.47, No.3, pp. 

75-82 

 

了解這些創新來源，其目的是為了做為企業進行變革所用，配合之前所提到

的變革的階段，就可以對變革的內容有進一步的了解。雖然有上述的十二個來

源，但若參考個案公司的組織變革，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顧客

（Kim& Mauborgne , 1997; Day, 2006；Kandampully, 2006 ; Jamrog, Vickers, & 

Bear,2006）。Kandampully (2006)與 Selden & MacMillan(2006)所說的顧客導向創



新（Customer-Centric Innovation, CCI）是一致的。所謂 CCI 是一套嚴密的客戶研

發程序，協助企業了解客戶是誰、客戶的需求是什麼，要建立 CCI 前，必須要

能衡量、管理客戶利潤貢獻度。客戶研發的重點在於開發出一套更好的方法，將

公司的價值主張傳達給真正的客戶，並提供客戶百分百滿意的體驗。客戶研發將

所有創新努力，從公司總部與傳統實驗室往外推，朝向客戶前進。CCI 的第一步

是要建立與發展核心客戶，找出、深入了解該群客戶的需求，接下來要擴張客群

與能力，找出與核心客群類似的潛在客群，可以用類似的方法來服務這個客群，

同時擴展組織能力以服務核心客群的其他需求，最後就是延展客群與能力，發掘

組織的能力去滿足核心客群與潛在客群的其他需求，或是找出核心客群與潛在客

群以外的客戶，但公司可以運用現有的能力去服務。客戶導向創新得以讓企業提

供誘人的價值主張，因而避免價格戰。但 Ulwick(2002)也提醒我們，太過專注聆

聽顧客聲音，也具有下列幾點風險：第一是使公司只敢進行微幅調整，而不敢大

幅改進，第二是可能只做出「東施效顰」（me too）的產品，因為顧客會依據別

的供應商的產品來要求公司，第三是可能會發現顧客並不喜歡新穎且精進的產

品，為了新功能而必須增加花費，顧客可能會對企業不滿。他提出在傾聽顧客聲

音的重點在於專注於顧客渴望的結果之上，而且要依據重要性與滿意度來評比顧

客想要的結果，最後才是啟動創新過程。而對客戶進行分類也必須採取適當的客

戶規劃程序，根據 Bowers, Gibb,& Wong(2003)認為有四個基本因素，分別是了解

客戶的情況與風險、對客戶做整體獲利能力的分析、評估客戶需求及潛在的荷包

佔有率、針對特定目標與時程，準備活動計畫。 

以客戶的需求做為創新的來源可以獲致極大的價值，但獲得該價值卻不是簡

單或是單純的過程，通常都必須發展獨特的工具或是改變企業的經營模式與心智

模式（Thomke & Hippel, 2002），因此我們將在下一節介紹經營模式的理論。 

 



第四節 經營模式 

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也常翻譯為事業模式或商業模式，不同的學者對經

營模式有不同的看法，一般說來，最簡單的說法就是企業經營事業的方法(the way 

you do the business)（Hamel, 2000；Rappa, 2000；Magretta, 2002；Betz, 2002）。

Linder & Cantrell (2001)好的經營模式必須包含要能創新獨特的價值、不易被模仿

與具可行性。Magretta(2002)經營模式是否可行決定於兩個測試，一是故事測試

（narrative test）亦即可行性分析，經營的邏輯是否合理，第二是數字測試（number 

test），損益是否合理。分析經營模式的學者多半從其組成元素開始，而後提出自

己的定義，本研究參考顏君安(2005)的整理，列出學者對經營模式的定義及組成

要素。 

表 2-2 經營模式的定義及組成要素 

提出學者 定義 組成要素 

Viscio & 

Paternack (1996) 

經營模式要能創造系統性的價

值，要能大於五個原素的個別加

總。 

核心觀點、事業單元、服務、

管理、系統連結 

Timmers(1998) 認為經營模式是產品、服務或資訊

流動的架構，包含對於多元的事業

參與者及其角色、參與者的潛在利

益及收益來源的說明。 

利害關係人的角色、參與者的

潛在利益、收益來源 

Hamel(2000) 由四大要素及三個連結所構成的

連接。 

核心策略、策略性資源、顧客

介面、價值網絡 

Amit and 

Zott(2001) 

經營模式是一種探勘事業機會的

交易要素架構，其要素包含 1.特定

的資訊、服務、產品的交換架構；

2.特定人員從事上述行為的架構 

特定的資訊、服務、產品的交

換架構、特定人員從事上述行

為的架構 



Schmid(2001) 經營模式是包含了六個面向的整

體架構，必須六個要素一起考慮，

而不是各別因素 

使命（mission）、結構

(structure)、流程(processes)、

營收(revenues)、法令(legal 

issues)、科技（technology） 

Magretta(2002) 經營模式是一套假設，說明當組織

在為所有參與者創造價值時，它是

如何運作的。其本質，其實就是一

套持續接受市場考驗的理論。 

顧客、顧客重視的項目、獲利

來源 

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

經營模式是將科技上的潛力轉為

顧客價值的一連串過程。經營模式

必須可以達成創造價值邏輯、確認

市場區隔與顧客、定義企業的價值

鏈結構、明確估計企業的成本收益

結構、為公司在價值網絡中尋求定

位、協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 

市場區隔、價值定位、價值鏈、

成本與效益、價值網絡、競爭

策略 

Mitchell & 

Coles(2003) 

經營模式主要由七個元素組成，經

由這些要素企業能夠提供產品或

服務給顧客及最終使用者。 

Who、What、When、Where、

Why、How、How much 

Voelpel , Leibold , 

Tekie, & 

Krogh(2005) 

經營模式的定義為一種特殊的事

業觀念(或經營事業的方法)，反應

在由企業對客戶的核心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s），並建構價值

網絡去提供價值，並能持續的創新

以滿足利害關係人的不同目標。 

一是價值主張，二是價值網絡

的建構，三是具有可行性及財

務上的收入 

Morris, 經營模式是簡易的陳述，說明創新 組織設計、經濟性、顧客 



Schindehutte , & 

Allen(2005) 

策略、結構、經濟性的決策變數的

互動，如何在特定的市場去建立持

續性的競爭優勢。 

經營模式包括了許多特徵，但有兩個重要的觀念就是：第一、模式必須要為

客戶及價值鏈參與者創造價值；第二所增加系統的價值必須大於各別企業的加總

(Voelpel , Leibold & Tekie,2005)。Osterwalder, Lagha & Pigneur(2002)將經營模式

的理論分為三類，營收與產品為基礎（revenue and product-based）、經營者與網

絡為基礎（business actor and network-based）與行銷為基礎（marketing based），

不過三位學者所探討是以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為主，並未包含一般企業之經營模

式。而Morris , Schindehutte & Allen(2005)將經營模式的理論分為三類，將經營模

式分別為經濟性(economic)、流程性(operational)與策略性(strategic)，各自由獨特

的決策變數所組成。因此本文參考Morris , Schindehutte & Allen三位學者所提供

的決策變數與各學者理論所探討的重點，將經營模式的理論分為經濟性、流程性

與策略性，而這些分類並不是絕對性的，只是為了便於了解該理論所談的重點而

已，本文著重於策略性觀點，因此有關經濟性及流程性的探討會用較少的篇幅介

紹。而在2006年，Morris , Schindehutte , Richardson & Allen四位學者也將這三種

分類形成一個具有階層的關係，由下往上分別為經濟性、流程性與策略性，在開

始階段，經營模式只考慮到經濟性的因素，關心的重點在於如何獲取營業收入，

而在流程性階段，經營模式開始重視企業的基礎設計，例如組織的基礎結構、內

部作業流程、外包的決策等等，使企業可以創新特殊的價值命題。在策略層次，

經營模式強調企業在市場的全面性定位，重點包含組織內外的管理及互動及未來

的成長機會。 

 

 

 

 



表 2-3 經營模式理論分類 

 經濟性 流程性 策略性 

思考重點 獲利的邏輯性 內部流程及基礎結構的設

計使企業得以創造價值 

企業的市場定位、組織邊

界內外的互動及成長機會

決策依據 收益來源、定價方

法、成本結構、毛

利、預期銷售量 

產品或服務的傳遞方法、

管理流程、資源流動、知

識管理、物流管理 

辨認利害關係人、價值創

造、差異化、願景、價值、

網絡及聯盟 

定義 組織如何長期如何

維持獲利 

關鍵互動系統的設計能創

造並維持具競爭力的事業

企業如何選擇客戶、定義

及差異化其產品、決定自

己進行及外包工作、分配

資源、進入市場，為客戶

創造效用及為企業產生獲

利 

代表學者 Hence, Stewart, Zhao Mayo, Brown Slywotsky 

資料來源：Morries, Schindehutte, & Allen, 2005, The entrepreneur’s business model: 

toward a unifie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8, pp. 726-735 

一、經濟性觀點 

根據 Stewart & Zhao(1996)指出，經營模式簡單的說就是組織如何獲利及維

持長期獲利的聲明，兩位學者的研究是從電子商務經營的角度出發，由於當時網

際網路的興起，因此當時對經營模式的研究都多著重於如何從電子商務的經營模

式中獲利。在他們定義下，經營模式的主要元素是顧客選擇、價值獲取、差異化

與策略性控制與範圍。 

 



二、流程性觀點 

Mayo & Brown(1999)認為傳統的經營模式使得策略規劃人員得以了解複雜

系統的關連性，使得企業組織的設計偏向部門化，在績效評估時便以各功能部門

的績效為主，而不能從企業整體的策略出發，傳統式經營模式其過程如下： 

策略形成－策略執行－觀察結果－修正系統－流程重複。 

兩位學者認為傳統模式最大的缺點就是缺乏整合性評估系統去連結流程、員

工、供應商及顧客與企業目標，因此在新的模式中特別強調完整的績效評估制度

的重要性，新的模式稱為競爭性經營模式，在該模式下這些可靠且被公認的計劃

來與組織以流程為驅動的策略意圖配合，透過在流程的改善來增加企業的競爭優

勢。首先建立強力的評估流程，然後在組織內部創造快樂的環境，同時對供應商

亦是如此。接著建立顧客的忠誠度，以獲得企業的獲利。在整個的模式中，除了

這幾項元素外，最重要的是要靠許多流程以支援相關的工作，因此本模式非常重

視各種流程的建立。 

Viscio & Pasternack(1996)也認為傳統的經營模式已不適合現在企業運用，現

在的環境變化過於快速，因此企業需要新的經營模式，使企業獲得成長機會、更

彈性的回應變化且更快、更獲利性的贏得機會。因此新的經營模式包括了五個元

素，以全球核心(Global Core)為主要元素，另外還包括事業單位(Business Unit)、

服務(Service)、管理(Governance)及連結(Linkages)，在新的模式下，透過流程的

連結，將使各元素產生的系統化價值大於各元素的直接加總。 

而 Govindarajan & Gupta(2001)認為經營模式包括了客戶的定義(customer 

definition)、客戶價值辨別(customer value identification )、價值鏈流程設計(value 

chain process design)。他們同時也提出三個可以改變產業遊戲規則的方法，1.大

幅地重新設計點對點的價值鏈結構進而可以降低成本或提升價值；2.藉由提供客

戶更全面性的解決方案，以轉變客戶所獲得的價值；3.去挖掘及服務之前隱藏的

客戶以擴大客戶基礎。 



三、策略性觀點 

Slywotzky(1996)從產業價值轉移的觀點，來探討各種的事業設計，認為價值

會從過時的事業設計轉移到更能滿足客戶需求的新設計。事業設計是一種縱合

體，包括公司如何選擇顧客，如何界定自己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如何與眾不同，

如何為顧客創造實用價值以及獲取利潤。 

在 2000 年 Gary Hamel 發表了 The challenge Today: Changing the Rule of the 

Games 這篇文章，談到企業未來的重要挑戰就是如何在產業中去改變產業的競爭

規則，創造競爭優勢（Hamel,2000；Knyphausen-Aufsess, Bickhoff & Bieger, 

2006），Byrce & Dyer( 2007)則認為新進入者可以透過改變產業的競爭規則，進入

市場。企業要從產品為中心的創新轉變為系統化的創新，亦即經營模式的創新。

Hamel 認為未來的創新有幾點重大的改變： 

1. 企業必須超越漸漸式創新去擁抱非線性創新。 

2. 企業必須了解在事業系統的創新與各別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是一樣重要的。 

3. 企業要了解創新不是少數具有遠見人的想法，而是要讓企業每個人去學習新

的想法或做法。 

4. 企業必須發展結合多元合作的創新方法。 

5. 將產生創新變成為一種系統性能力，而不是意外發現的東西。 

Hamel(2000)認為經營模式創新並不是競爭策略，它並不是選擇一個與競爭

者相抗衡的定位，而是要繞過競爭者。為了要達成經營模式的創新，則必須了解

經營模式的要素，而每個要素都包括了一些次元素： 

1. 核心策略(Core Strategy) 

(1) 事業使命：陳述策略的整體目標，亦即經營模式要完成何種目標或提供何種

產品給市場。 

(2) 產品與市場範圍：描述企業在何處-那些顧客、地理區域與產品區隔-以及不

在何處競爭。 



(3) 差異化基礎：描述企業競爭的方法，特別是和競爭者不同的地方。 

2. 策略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1) 核心能力：企業擁有的知識，包括技能與獨特能力。 

(2) 策略性資產：企業擁有的資產，包括品牌、專利權、基礎建設、專利標準、

顧客資料，以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 

(3) 核心流程：是企業實際的做法，將投入轉為產出所用的方法與流程。 

3. 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1) 履行與支援：企業用何種方法上市，如何接觸顧客，使用何種管道、提供何

種形式的顧客支援，以及提供何種水準的服務。 

(2) 資訊與洞察力：從顧客身上獲得資訊並從中引伸運用的洞察力，有了此項能

力，企業便能做出讓顧客驚奇的事。 

(3) 關係動態：該要素描述了企業與顧客間互動的本質。 

(4) 價格結構：各種收費的方式。 

4. 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 ) 

(1) 供應商：如何與供應商維持密切的關係。 

(2) 合夥人：合夥人通常可以彌補最終產品不足的互補品，或某種解決方案。 

(3) 聯盟：經營模式創新通常也需要與其他有類似想法的業者結盟。 

這四個要素透過顧客利益、構造與公司界線結合起來，顧客利益就是要決定

該提供什麼以及不提供什麼給顧客，構造就是企業以獨特的方法結合能力、資產

和流程，來支持特別策略，公司界線是指什麼業務該在公司內進行，而什麼應該

外包。支持經營模式則是四個決定利潤潛力的因素，包括效率(efficiency)、獨特

性(unique)、配合(fit)與利潤推進器(profit boosters)，其模式如下： 



 
圖 2-3 Hamel 的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Hamel, 2002, Leading The Revolution, Penguin Group, New York 

P.93 

Voelpel , Leibold , Tekie,& Krogh(2005)認為傳統的經營模式無法帶來破壞性

的創新，只能在既有的市場做更激烈的競爭，形成如 Carroll 說的「紅海」效應

（Red Queen Effect），更努力的工作以追求成本及效率的優勢。企業的管理者或

經營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察覺環境的變化，讓企業能以不同的方式來競爭，

而不是僅追求效率的提供。經營模式的定義為一種特殊的事業觀念(或經營事業

的方法)，反應在由企業對客戶的核心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s），並建構價

值網絡去提供價值，且能持續的更新以滿足利害關係人的不同目標。經營模式包

括的元素有三，一是價值主張，二是價值網絡的建構，三是具有可行性及財務上

的收入，以達成利害關係人的滿意。四位學者也強調改變產業競爭規則的重要

性，因此提出了察覺測試（Sense-testing）的模式，來協助企業進行經營模式的

創新。察覺決定（Sense-making）是指概念性或被建構的心智架構（mental 

frames），被當成是濾器或是參考去解釋從事件或對象所獲得的線索。一個系統

性的察覺測試工具幫助經理人在策略性轉折時去捉住改造或創造經營模式的概

念，這工具也幫助經理人去辨別產業是否成熟到需要巨幅的改變，該模式有四項

元素，分別是顧客、科技、事業系統基礎建設及經濟性因素。 



 

圖 2-4 經營模式創新的關鍵要素 

資料來源： Voelpel, Leibold, Tekie, & Krogh, 2005, Escaping the Red Queen Effect 

in Competitive Strategy: Sense-Testing Business Models,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Vol.23, No.1, pp37-49 

 

1.顧客：該面向指的是新客戶價值主張，根據研究指出創造巨大的顧客價值

主張或察覺顧客行為將有突破性改變的潛力時，都是新經營模式產生的驅動力。

新顧客價值主張要符合幾點原則：大幅的滿足顧客的需要及想要、創造新市場區

隔、及顧客的接受度。 

2.事業基礎建設：事業環境是一種網絡的經濟（networked economy）由許多

的事業系統所組成，在其中企業可以與所選擇的組織（供應商、競爭者等）與個

人（顧客、員工等）去創造或回應新的經營模式。內外部的網絡連結，目的都在



於新價值主張的提供。 

3.經濟性因素：企業提出的策略與競爭者相比應該要具獨特性，理想上最好

是具有經濟上的可行性，但提出的策略不一定具有開創性及獲利性的保證，每個

模式最後也不一定賺錢，這也說明為何擁有多種的策略去降低不具持續性策略風

險的重要。 

4.科技：是指科技的影響與運用，是否對客戶價值主張及事業網絡產生影

響，現有的科技是否能有效的溝通及傳遞顧客價值，是否已經過時而有新科技已

經被發展出來，當新的經營模式被提出，科技的能否使組織快速的重新建構

（reconfiguration）。Porter & Millar(1985)認為資訊科技不能單純視為是硬體設備

而已，而應該將之視為企業如何去創造及使用資訊，資訊科技的進行大大地改變

了產業的競爭環境及競爭規則，資訊科技可以協助企業做到降低成本或是差異化

的目標。Kandampully (2006)也認為透過有創意的使用資訊科技，可以協助企業

增加內部的效率與效能，進而提升顧客服務，建立以顧客為中心的經營模式。

Sachs 與 Elston(1994)也認為資訊科技是急速發展與擴張的金融業—包括銀行、保

險公司、證券業－提高生產力與競爭力的主要利器。由於各項新的金融商品推陳

出新，銀行為了滿足各方使用者的利益，讓資訊科技從早期的滿足內部作業需

求，到協助經營管理與營運分析，到目前的策略層級，因此造成銀行在資訊科技

的大量投資，銀行業也可以算是高度資訊化的產業。 

資訊科技也可以運用在新產品的設計與開發及顧客資料的處理上，因為科技

的力量，使得銀行可以去分析大量的客戶資料，從中發現客戶的需求，進而設計

新的產品來滿足顧客。在銀行革命一書中提到顧客生命週期獲利力行銷法

（Customer Lifestyle Profitability Marketing, CLPM），這個方法就是運用資訊科技

的分析能力，改革銀行與市場的互動，讓銀行的行銷人員可以更順利的推行行銷

計畫，CLPM 除了可以協助銀行針對客戶的需求去進行銷售外，也可以幫助銀行

找出利潤貢獻大的關鍵客戶，而讓專人去服務他們，以維持顧客忠誠度。以美國

為例，80 年代開始投資於自動化的設備，包括 ATM 及取代部份人力，引發了對



資訊科技得大量投資，也間接促使美國從 80 年代開始的銀行合併風潮，到了 90

年代中期，銀行的家數從 14,000 家降落 11,000 家，在合併的過程中，其中一個

原因是來自於高昂的資訊科技投資，一些小型銀行無法負責如此龐大的支出，因

此與其他銀行合併。 

 

經營模式除了可以做為企業競爭的基礎外，對於企業的創新者而言，經營模

式還具有下列五點優點： 

1.經營模式可以幫助創新者確保有合理的邏輯性及內部一致性的方法去設計及

進行企業創新活動，並且可以與利害關係人進行溝通。 

2.模式表現出一種架構使我們可以去辨別重要的變數，而這些變數又可以以特殊

的方法結合，變成為創新的平台。 

3.模式可以視為展現創新活動的經濟性吸引力工具，因此可以吸引投資人及資源

的提供者。 

4.它提供了對企業經營方向的指引，換言之，它提供管理者了不同的策略性及戰

術性行動適合性決定參數。 

5.當模式被建置後，當環境改變時它有助於企業去加速必須的修正。 

除了上述的分類外，Zott & Amit(2007)認為經營模式對於新創事業而言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創業家會在市場中尋求改變產業的新方法，進而創造出新的

經營模式，或是會模仿現有企業的經營模式但將之應用在新的市場上，在一篇針

對新創事業的研究中，認為經營模式可以透過強化消費者支付的意願及降低供應

商及夥伴的機會成本（提升交易效率）的方式，將經營模式區分為以創新為中心

（Novelty-Centered）與效率為中心(Efficiency-Centered)兩種。他們兩位認為，經

營模式設計的內容主要有內容(content)、結構(structure)及交易的管理(governance 

of transactions)。以下將介紹兩種的分類： 

1.創新為中心：在該模式下用新的方法在不同的參與者中去實施經濟性的交換，

著重於結合之前未被連結的參與者、或用新的方法連結或設計新的交易機制。創



新為中心的經營模式不但可以創造新的市場也可以在既有市場創造新的交易。至

於新的模式能否獲得價值的流入其影響因素有：（1）其他經營模式利害關係人的

轉換成本；（2）領導廠商控制資訊的能力；（3）其他利害關係人透過領導廠商採

取一致行動的能力；（4）其他利害關係人的替代成本。 

2.效率為中心：認為企業可以透過提高交易的效率而創造新的經營模式，著重於

為所有的交易參與者降低交易成本。這個模式，可以透過降低不確定性、複雜性

或資訊的不對稱及協調的成本或交易風險來達到效率的提升。其他的方法如增加

交易的可靠性及簡明性、加速交易的速度、降低存貨、增加交易規模或降低交易

的直接與間接成本也可達到提升效率的目標。 

 由於 Hamel 的經營模式理論非常完整，而且後續研究者的理論也都包含在

他的理論之中，因此在進行個案研究分析上，本文將以 Hamel 的理論為基礎進

行分析。 

四、經營模式與策略的關係 

經營模式是一種創造價值的過程，此價值是顧客需要的而且符合顧客的利

益，因此企業才能藉由為顧客創造價值而獲利。經營模式與策略是不同的，

Hamel(2000)認為經營模式創新並不是競爭策略，它並不是選擇一個與競爭者相

抗衡的定位，而是要繞過競爭者。Afuah(2004)認為策略強調的是績效及擊敗對

手，而經營模式則是重視價值創造進而創造獲利，而顧客價值就是透過低成本與

差異化的策略去達成。而 Yip（2004）認為透過策略可以改變經營模式。經營模

式可以用來分析、測試、驗證企業的策略選擇，但兩者的本質是相異的。Shafer, 

Smith &Linder(2004)認為，如果向後看的話，策略可以視為隨著過去的選擇而呈

現出的樣貌，向前看的話，策略可以視為是計劃；也是指引未來方向的行動計劃。

Michael Porter 認為，策略就是定位，企業依照不同的特性將產品或服務提供給

不同的市場。由於經營模式可以用來分析、測試、驗證、溝通企業的策略選擇，

因此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分析策略的工具。 



由第二章分析我們可以了解到，經營模式的基礎建立於企業的資源與能力，

目的在於為顧客創造價值，藉由前三節的理論介紹，本文在分析個案公司時，將

從策略性思考出發，探討個案公司如何重新定義自身產業，重新思考企業的定位

與方向，在變革管理中了解變革進行的步驟與創新變革的重要性，從創新理論中

了解創新的來源，亦即變革的內容，再以 Hamel 的理論為基礎，將經營模式的

元素分為：核心策略、策略性資源、顧客介面與價值網絡，去分析個案公司如何

在經營模式上進行創新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