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荷蘭商天遞公司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第一節 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一、公司簡介 

 

（一）公司概況 

 

荷商天遞公司 TNT 公司為 Thomas Nationwide Transport 三個字的縮寫，是全

球具領導地位商業對商業的全球運籌服務集團。每星期運送超過三百四十萬份包

裹、文件及貨物至兩百多個國家，致力為顧客提供商業快遞物流運輸解決方案。目

前荷商天遞擁有八百五十七個快遞中心、收發站及物流中心，擁有超逾十六萬三千

名員工、三萬一千二百三時輛貨車、以及四十二架航機，以及全歐洲最大的航空及

道路快遞運輸網絡設施。旗下包括 TNT Express, TNT Logistics 及 TPG Post 為

全歐洲最大的航空、物流、運輸整合業。 

 

荷商天遞在台灣營運已有十餘年，成立至今已成為四大國際快遞運輸集團之

一。由於荷商天遞在台灣發展業務已有十餘年，服務品質相當受到客戶肯定，業務

量逐年擴大。荷商天遞台灣分公司於一九九八年曾獲得荷蘭總部頒發全球最佳業務

進步獎及全球最佳客服獎，此外，荷商天遞台灣分公司並榮獲「風雲企業」的殊榮。

於一九九九年再獲得荷蘭總部頒發全球最佳運輸效能獎，於業務方面，荷商天遞台

灣則獲得新產品最佳銷售獎。另外，在一九九九年七月舉行十年來第一次在台灣召

開之亞洲區經營會議，並陸續推出 CIT （Customer Interface Technology）完整

網路顧客系統，以服務廣大的台灣顧客。 

 

二００一年荷商天遞持續落實台灣本土的建設，不斷投資硬軟體設備、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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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素質以及創新服務內容以及提升服務品質，其中包含所有運務專員配備使用

PDA 連結「全球取貨系統」（ Global Collection Planning Systems）。此外，物

流方面等之附加價值運籌服務亦積極的在臺灣落實展開。同時為便利客戶寄件，加

強市場競爭力，公司陸續與福客多及萊爾富、OK 等便利商店異業結盟，提供消費者

超過二千八百個據點的快遞服務。 

 

二００二年荷商天遞台灣在教育訓練方面，通過國際 Investor In People 認

證標準，成為台灣企業界第一家獲得 IIP 認證的公司，意謂著公司對於員工重視與

投資獲得肯定。未來亦將繼續深耕於人員素質的提昇。針對服務面不斷的加強作業

流程及保全安檢方面並取得 科技資產保護協會 (TAPA)最嚴苛之 A 級認證。 二０

０二年十月七日荷商天遞宣佈於亞洲推出第二階段臨床藥物實驗後勤服務網絡 

(Clinical Trials Network)，為研發嶄新醫藥的公司及臨床試驗藥品市場提供更

卓越的後勤服務，更將服務網絡伸展並串聯至亞洲,歐洲及美國。迄今，多間臨床

研究機構客戶率先採用天遞公司之臨床藥物後勤網絡。 

 

二００三年荷商天遞致力於核心業務同時，並斥資五百萬美元引用全球最先進

之貨件預先清關系統(PACS)並大幅縮短進口及出口清關時間,。於客戶服務面，全

面更新客服中心之作業系統，搭配貨件異常稽核系統(OSCAR WD)與 CRM 客戶關係管

理系統(OSCAR GUI)，致力成為同業中最可信賴及最有效率的運輸整合服務業者並

以超出客戶的期望為願景。  

 

二００四年天遞公司不斷推動安全作業流程， 並通過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檢核取得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Association (NSCA-Four 

START)認證。同時與聯合國世界糧食計畫(World Food Program) 攜手合作，援救

飽受饑饉之苦的兒童，荷商天遞承諾提供其在物流領堿之資源與 know-how，來改善

援救生命行動，使其變得更加迅速、有效率，讓寶貴的生命獲得更好的延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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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公司固有企業優勢與資源致力奉獻於世界公民之責任。 

 

（二）公司經營理念與策略 

 

荷商天遞公司之經營理念可分為使命、願景來說明；首先使命部分，荷商天遞

賦予員工的使命是在國際貨件,文件遞送方面，提供超出客戶期望的服務，賦予員

工的價值在於提供客戶貨件遞送以及物流方面最可靠，最具效率的解決方案，同時

藉由灌輸員工自我價值、為股東創造利益、負擔世界責任來領先業界。 

 

公司願景的基礎為「達成更多」，「達成更多」是指總是付出更多的努力，總是

更上一層樓，總是改變思考模式，以便能達成永遠領先的企圖心。「達成更多」包

含著能執行的態度、競爭力、前瞻的思考、承擔責任以及企圖心。「達成更多」是

樂觀積極的思考，自信能夠克服障礙，並且達成期望的目標。「達成更多」讓公司

優於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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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架構 

 

荷商天遞公司在台灣員工約二百七十人，其組織架構如圖 3-5 所示共分為四處

十一部，屬於職責較細之組織。 

 

 

 

 

 

 

 

總經理

財務處 業務處 人力資源處營運處 

帳務部 會計部 信用部 運務部 進口部 出口部 客服部 業務部 訓練部 人事部

 

 

圖 4-1 荷商天遞公司台灣之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荷商天遞公司員工手冊 

 

二、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無論是本國物流業或是跨國物流業並沒有提供實體的「產品」供客戶使用或消

費，所有產品皆是配送或倉儲保管的「服務」，所以品質的好壞全賴於所有從業人

員的訓練及素質，因此物流業的人力資源管理策略必需以「人」為出發點，以「人」

為最終目標，因為服務品質的高低關係著公司的營收、獲利及永續經營。以下就人

力資源策略之主要項目，分述荷商天遞公司所採取之策略： 

 

1.人力規劃：荷商天遞公司內部各部門負責功能並不相同，但除了人資、會計部門

的專業知識與其他部門不同外，無論是業務、客戶服務、運務部門其擁有的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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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都有部分重疊，也因為如此在人力規劃方面，跨部門的調度門檻不似其他行業來

的困難，在人力調度或是安排方面比起其他行業要多了許多彈性。 

 

2.升遷與生涯發展：如前所述在人力規劃上的彈性，使荷商天遞公司在員工升遷與

生涯發展上同時可以有策略的彈性，員工跨部門的發展所必須投資的訓練成本及降

低的生產率都比其他行業來的低，甚至可以跨部門、跨功能的升遷使員工發展得到

最佳機會。 

 

3.、員工招募：延續前二項論點，荷商天遞公司員工招募大部分集中在第一線的從

業人員，其優點為招募策略較單純容易操作，其缺點為組織在某些方面容易僵化，

此一缺點必須靠有效的知識創新來補足。 

 

4.、勞資關係：因國內勞資關係環境與其他國家不同，國內產業工會功能並不十分

發達，所以在荷商天遞公司中公司內部工會組織不發達，勞資的界線是模糊的，所

以勞資關係鮮有緊張的局面出現，績效考核制度、薪資制度規劃得宜，勞資雙贏的

局面是可以不斷的出現的。 

 

第二節 知識管理 

 

傳統物流業的知識如交通運輸管理、倉儲管理、存貨控制…等，其中許多項已

被現代化科技取代，現代物流業所需技術可分為知識技能部分及技術管理部分，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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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物流業知識、技能、資訊管理 

傳統物流業所需知識 現代物流業所需知識 現代物流業所需資訊管理能力 

1. 交通運輸管理 

2. 倉儲管理 

3. 存貨控制 

4. 物料搬運 

5. 運輸調度 

6. 訂單處理 

7. 設施規劃 

8. 包裝 

9. 行銷管理 

1. 顧客服務 

2. 配送管理 

3. 零件供應 

4. 人員調度 

5. 國際物流 

6. 逆物流處理 

7. 供應鍊與跨部門觀念 

1. 資料庫應用 

2. IT 系統發展 

3. 電腦操作能力 

4. 電腦軟體知識 

5. 試算表應用 

6. 統計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表所示可知，物流業營運的過程中，因應的方式不斷在轉變，所需的知識

與能力亦不同，所以知識創造、取得與分享不僅僅在高科技產業十分重要，在物流

業面對必須不斷創新的環境，各項知識管理功能也相當重要，其對於物流業的主要

影響就是可以利用知識管理的活動循環，或是將公司營運的經驗累積數位化，管理

公司知識後再有系統的將此流程模式化，成為知識管理的流程。各項知識管理功能

在荷商天遞公司的應用，分述如下： 

 

1.知識創造：如本研究前章所提，物流業特別是跨國物流業無法以傳統貨運行的模

式經營，無論是資訊技術、設備的應用，都必須是最精確、時效最佳的利器，才能

與競爭對手提供相等品質的服務，才能在市場上生存，而最新科技的應用及發掘有

賴新知識的創造。荷商天遞公司全球資訊及知識總部於英國第二大城伯明罕，統合

所有新設備的應用與更新，各國海關知識以此匯總並散佈。 

 

2.知識取得：跨國物流業核心知識除科技應用之外，對各國海關規定及作業時間、

流程亦十分重要。荷商天遞公司的知識取得在海關規定方面大都是透過民航局定期

所舉辦的課程（關稅、危險品、違禁品），作業方式及貨物處理流程由於物流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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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取得全球通用的標準方可實施資訊化作業1，所以運送作業流程、貨物處理都必

須透過一個區域性或是全球性的統一作業流程制訂中心。荷商天遞公司於全球各國

分公司會將各國海關更新的關稅或違禁品規定更新到資訊總部，全球各國可以取的

其他國家最新的規範。 

 

3.知識儲存：跨國物流業雖不似科技業有許多的研發、實驗結果的知識需要被儲

存，但在其營運過程中所需要的知識卻也非常繁複，如果只靠執行者的記憶，不但

容易遺忘且需要很多的人力，在職務轉換的時候也不易移交這些知識，荷商天遞公

司透過訓練教材、學習報告的電子化將知識集中儲存，這些知識都被視為企業重要

的資產。 

 

4.知識分享：如前所，言知識的價值可以透過知識分享無限次被利用、知識的價值

無限擴充。在知識透過資訊化大量被儲存之後，傳統的知識分享途徑（會議、討論、

交流）已無法趕上知識累積的速度，必須將知識以合理的方式分類、索引，再透過

網路技術使之易於被搜尋，這樣這些累積的知識可以給需要知識的人在最需要的時

候以最短的時間得到。荷商天遞公司以 IBM Lotus Notes 為知識分享架構，建立全

球知識分享平台。 

 

5.知識擴散：物流業的知識必須具有擴散效果，以海關知識來說，不只是對清關部

門有用處，對於客戶服務部門、業務部門、甚至處理客戶帳務的財務部門都有不一

樣的功用，甚至相對地其他國家需要進口到國內，也需要了解國內海關的進口知

識，所以荷商天遞公司的知識擴散不只是跨部門的擴散，常常是需要跨國的擴散。

如前知識取得、知識分享所言透過網路資訊，荷商天遞公司各項知識獲得最迅速、

最廣泛的擴散。 

                                                 
1 例如條碼、掃描器必須全球格式統一，自動分揀系統方可作業，條碼內容必須配合各國機場、海

關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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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知識加值：知識在分享、擴散後其價值已增加了數倍，如果把客戶所增加的效益

計算進去，知識所帶來的加值效果更是比原本大的多了。使知識儲存、分享、擴散，

可以達到知識加值的效果。 

 

7.知識轉移：當所有知識有系統的被整理、分類、索引之後，這些知識不僅可以跨

部門、跨國家運用，甚至可以跨行業轉移成為跨業結盟的基礎。例如班機起飛、落

地時間，甲地到乙地所需的運輸、清關時間，可以給郵政系統、陸運系統做為參考，

有利陸、空運異業合作。 

 

第三節 教育訓練 

 

由於物流產業非屬特定產業，而是一種包含運送、保管、與衍生附加機能的綜

合行業，但其所需要的技能有許多均無法與其他產業相通，所舉辦之教育訓練若以

公司營運需要為出發點，員工參加及學習意願低落，但由於物流科技日新月異，不

斷的技能提升又勢在必行，因此如何將員工發展與公司營運目標結合便成為一項必

須的策略。荷商天遞公司在歐洲、香港、新加坡各國的分公司中，對於將企業目標

與員工生涯發展結合策略，均已導入人員投資者認證系統（以下簡稱IIP），2人員投

資者認證系分述如下： 

 

（一）、人員投資者認證系統的意義： 

 

人員投資者認證系統簡稱IIP（Investor In People）System，是在 1990 年由

英國National Training Task Force、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

                                                 
2 IIP分別代表Investor In People三個英文字母，人員投資系統，其意義詳述於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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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s Union Congress (TUC)、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IPD)所共同發展出

的國家標準3，其訂出了人員訓練發展與企業目標達成的最佳典範。這項標準獲得了

英國大小組織的認同（民間企業或公部門），對英國的經濟也呈現了正面的效應，

並獲得了多方（勞、資、政、工會）的簽署。這些標準提供了透過有計畫的設定和

溝通企業目標（business objectives），發展人員來符合達成這些目標的需要，同

時改善工作績效及增進競爭力，其結果為：人員有動力及方向去改善自己的績效以

符合組織的需要。IIP是一個不斷改進、計畫、修正的循環，使導入的組織能夠不

斷的在人員訓練、組織目標達成中改善。 

 

IIP 將企業營運策略、學習策略、人員績效評估策略結合為一的整合系統，透

過對企業策略（Business strategy）、學習發展策略（Learning & development 

strategy）、人員管理策略（People management strategy）以及領導管理策略

（Leadership & management strategy）計畫、執行、評估、改進計畫，主要目的

在於使：1.公司內成員了解公司的願景及目標，2.了解本身的職責並對團隊做出貢

獻 3.具備適當的職能 (Competency)，執行最佳典範 (Best Practice)4.有限度地

被賦權，以期達成共同同意的目標。 

 

（二）、IIP 執行流程： 

 

IIP 是以「部門訓練計畫」為主體，不同功能的各部門，有著不同的訓練需求

及訓練計畫，而訓練計畫的形成必須有兩個方向的吻合。首先，由下往上方面，配

合績效管理，對員工的工作定期做績效評估，值得注意的是 IIP 績效評估係針對培

訓及發展需要對工作知識、技能、行為、態度做表現評核（Performance Appraisal），

                                                 
3 IIP 四個標準 1.承諾 (Commitment) - 公司必須承諾投資於培訓員工。2.計劃 (Planning) - 公司必須

找出培訓需求，並據此發展訓練計劃。3.行動 (Action) - 公司必須根據培訓需求，採取實際行動。

4.評量 (Evaluation) - 最後必須要評量培訓活動帶給公司暨個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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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績效評估，其結果並無法與他人比較，亦無法做出等第、排行等績效評比，

也就是說整個績效評估的目的在求得「個人訓練需求」（individual training 

needs）。將部門內員工的「個人訓練需求」整合，可以規劃出「部門訓練需求」

（department training needs），根據部門訓練需求便可清楚規劃部門訓練計畫。

再者由上往下部分，以公司願景、使命、價值為最高指導原則，引伸出公司營運計

畫、年度營運計畫，以營運計畫切割出每一部門所應負責的部門目標，根據部門目

標的達成需要，制訂部門績效評核標準（KPI），由部門績效評核標準達成情形，導

入部門訓練計畫。 

公司願景、使命、價值 

公司營運計畫 

部門目標 

個人訓練需求 

績效管理 

部門主要績效指標 

部門訓練計劃 

 

 

 

 

 

 

 

 

 

 

 

 

 

 

 

圖 4-2：IIP 執行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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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分析及圖可知「訓練計畫」為整個系統的中心點，其來源兼顧公司總體願景、

營運計畫及個別訓練需求。透過此系統可將公司計畫、教育訓練、生涯發展的相關

性建立，同時達成此三目標。對員工而言，經由 IIP 標準設置完整的員工工作職掌

以及該工作應具備的能力，更清楚的界定所有職務內容，使員工能獲得有系統的教

育訓練來達成工作上的要求，並真正落實個人生涯規劃。對公司而言 IIP 所涵蓋的

層面包含組織、部門乃至於個人，透過定期 (每季)的評估，瞭解員工的績效表現

並提供必要的協助、訓練與個人發展，使員工以追求工作績效之達成為目標。 就

管理而言，IIP 也是全面推動績效管理的終極展現創造公司、員工、客戶三贏的局

面。 

 

（三）、IIP 實施效益： 

 

一些獨立研究機構經過十幾年的研究，IIP 持續顯示提供企業效益，跨過所有

大、小部門及組織。在英國目前已超過三萬四千個被認可的組織，超過 27％的勞動

力因為這個標準而在某一方面獲得效益。在實務工作表現上，達成這些標準的效益

很多，其中包括： 

 

1.員工工作技能及動力增加：員工工作更努力，增進生產力。 

2.客戶滿意度：IIP 組織是幫助員工以客戶為中心的焦點，這使組織能夠有效率

的達成客戶需求。 

3.透過人員發展及認可，改進及達成目標的動力：這導出了更高的士氣，改善

了員工流動率、降低離職率，並且確認出企業定義外的職能範圍。 

4.降低成本及浪費：技能及發展動力會持續考驗員工的工作貢獻朝向降低成本

及浪費方向前進。 

5.公共認可：成為一個 IIP 認可機構，更有效吸引較好的工作應徵者，這也許

可造成客戶會選擇這樣機構所生產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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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績效管理 

 

荷商天遞公司業績效評估分兩部分，第一部分工作能力評估如前節「人員投資

系統」所言，針對員工訓練發展及部門目標之結合，評估員工是否能力達成職務所

需，需要怎樣的訓練。第二部分則為工作執行績效，服務業的績效評估幾乎都要符

合一個最高原則，那就是「提高客戶滿意度」，而客戶對於物流業的要求大體上的

方向也都不脫離「時效」與「正確性」兩種。 

 

「時間」為物流業最重要的一項重要評估因素，所有工作除了正確完成之外，

若無時效性則此工作的完成有時亦無意義4。所以大部分的績效評估項目都與時間或

時效有關。從客戶端的收取貨物（Pick up）到轉運（Transfer）、清關（Clearance）、

貨物追蹤（Track & Trace）每一項都必須進最大的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每

一個環節接駁的時間都必須恰到好處，否則極可能會因為一個環節的失敗，造成一

整筆服務的失敗，成為前功盡棄的服務。 

 

因為時間是一個可以量化的指標，所有運輸的過程都必須有資訊設備輔助來取

得這些時間的資訊，因此人的喜好或偏見影響績效結果的情形並不常見，相對上來

說，物流業的績效評估公平性很少受到員工的質疑，一分努力就有一分收穫；較困

難的部分是區域及季節的問題，每個從業人員所能負荷的數量，先以區域被劃分出

來，例如工業區內的從業人員分配較多，每個人負責區域較小，但國內的產業有集

中在某區域的情形，某些產業在旺季會需要大量的物流服務，當區的服務人員在該

季節就無法在時限內完成工作，當季的服務績效就會較差。 

 

                                                 
4 例如某一件貨物、樣品要送到漢諾威參展，各項展覽都有其固定日期，若不能在指定日期甚至指

定時限內送達，造成無法參展，則該項貨物既使安全準確送至目的地也不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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