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參章 個案描述 

第一節 JASCO（日本分光株式会社） 

一、公司簡介 

日本分光株式會社（JASCO Corporation）成立於西元 1958 年，資本額為 9,000

万円，目前員工人數為 286人，規模在日本屬於中小企業。過去半世紀以來，不斷致力

於光學分析儀器的製造與銷售。主要營業項目包括了：（1）分析機器、科學測量機器、

計裝機器、醫療用機器、公害測量機器；（2）前項機器之附屬品、零件、材料、藥品。

雖然在業界只是屬於利基市場，但是卻擁有足以自豪且具世界頂尖佔有率之產品，因此

活躍於日本和世界。公司的技術也分別在西元 1982、1988、1992年三度獲得世界權威

技術大獎「R & D 100賞」，被公認具有豐富的技術知識水準。 

JASCO 以光學檢測之技術服務起家，其服務之客戶主要為高科技工業產品公司及

學術研究機構，創社以來由於不斷受到顧客的挑剔與刺激，因此在品質和技術方面一直

有很好的成就。秉持技術領先的理念，致力於開發尖端品質之光學分析儀器。在日本市

場的穩定及領先下，公司成立數年後即開始透過通路商將產品外銷世界各地。由於

JASCO 是日本少數具有光學儀器相關知識的公司之一，因此不僅出口公司本身之產

品，同時也為國內廠商及機構代為採購進口國外光學儀器，使得進出口業務逐漸擴張。

公司成立之時適逢美國開始發展生化科技，需大量的光學分析儀器，而當時公司的 CD

（旋光光譜儀）市場佔有率為世界第一，這也促使 JASCO停止 OEM的事業，全心發

展自有品牌。從成立以來，JASCO 不斷擴展公司業務，由光譜學應用機器逐漸擴展至

相關的科學、分析、醫用機器，製造及銷售相關零件、材料及藥品，並負責機器的安裝

與維修及任何一切相關事務。由於業務的擴展，使得研發、製造、進出口等部門均獨立

運作，以取得更大之彈性。公司組織架構如圖 3-1所示，從圖中可看出其是屬於扁平式

的組織，而且並非全以傳統的功能別來劃分各單位，設置了許多特定目的的部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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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系統管理室、品質保證部、技術研究所等等，也顯示公司對這些功能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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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JASCO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JASCO公司網站（http://www.jasco.co.jp/Japanese/index.html） 

JASCO獨有的核心技術為公司產品在全世界的光譜分析儀市場中，締造 90﹪的佔

有率，例如：可同時分析三個構面的分析儀器、分解不可回收之環境污染物質及高溫高

壓的超臨界流體、分析比光波長還小的微粒子檢測方面等，諸如此類的高性能儀器，也

只有 JASCO在生產。這些利用公司本身獨特技術所製成的產品，都具有世界領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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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者的特性。此外，在獨特技術將耗盡時，公司總是會不斷再向新技術挑戰。公司的技

術開發除了是朝尖端科技發展、追求發展出可在極限狀態下使用的裝置；另一方面，也

不斷研發其他新技術以發展可廣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之儀器。JASCO 秉持著不管顧客

要求什麼，他們都會用柔軟的頭腦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討論，而「能夠提供高精密度、

使用安穩的分析儀器」為公司經常努力的目標。 

二、經營理念 

（一）領導者的思維 

受到平成大蕭條的影響，日本企業所處的環境變動日益複雜，原本的營運模式也不

再適用，只有某些新興擁有獨特能力的公司才得以存活。為了確實保有競爭力、迅速回

應環境的變動，新任社長武田順司上台後，也將公司目標從技術導向轉為商業導向。過

去公司是秉持「產品做好」就是一切的理念，因為當時的經濟環境中只要能研發出好的

產品就能屹立不搖。但在環境快速變遷下，技術第一不再是產品銷售的保證。因此，領

導者融入商業導向的策略思維，從了解顧客、教育顧客出發，使顧客了解其產品之優異，

進而信任他們。公司的決策是以獲利能力為出發點，在商業的策略思維下，也將核心能

力結合週邊事業以獲取更高利潤。此外，也將 JASCO的品牌推廣至全世界、提高服務

部門的比重、自行開發相關軟體等，提供光學儀器的全套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並

活化組織內部。公司的領導者認為，追求顧客滿意是公司活動的出發點，且身為顧客的

最佳夥伴，必須提供最佳的產品/服務，並要不斷去解答全世界的問題。公司的目標是希

望能夠提供世界上大多數顧客所希望達到的分析服務與分析機器，盡可能達到最高滿意

和感動，並願意面對所有的挑戰。 

（二）企業經營方針： 

JASCO 充分運用小公司的優點，掌握自己的核心技術，採取以點擊破的方式來與

資源整合的大公司抗衡。小公司的優勢在於人際關係的深耕，包括顧客與員工；速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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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則加速了組織內部的決策，使組織能夠快速反應市場動向。公司的經營方針主要包括

以下三點： 

1. 成為有趣的公司： 

JASCO 期許自己成為有趣的公司，從與顧客一開始交易中即充分掌握顧客需求、

解開顧客的問題。不但要引起消費者的興趣、引起合作廠商的興趣、也要引起員工的興

趣，透過許多方式激勵員工，讓員工感到工作即樂趣。 

2. 速度經營： 

JASCO 會隨時獲取市場訊息，並根據最新、最正確的資訊做出決策。為了能對市

場快速應對，公司隨時掌握最新情報，且不會任意過濾不利的消息，因為 JASCO認為

越是不利的消息，更是需要立即行動因應。同時也努力維持技術領先，研發最新的產品，

提供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及維修、售後服務，並要求在客戶預定的時間內將產品交送

到顧客手中。此外，也建立充滿學習與挑戰的組織文化，鼓勵員工不斷學習新的技術、

到世界各地去學新技術，並接受各式各樣顧客的挑剔與挑戰，另外還加強語言訓練不使

語言成為障礙。JASCO 也授權第一線技術人員與銷售人員可以給顧客立即性的服務，

不用經由間接接觸的電話語音系統或信件往來，此不但可提高服務效率，也能在第一時

間回應顧客需求。 

3. 顧客感動： 

為公司的新經營理念，亦即不僅要做到全套解決方案的提供和顧客滿意，更要做到

顧客感動，讓顧客覺得 JASCO「比顧客還了解他們需要什麼」、會主動幫顧客思考如何

透過公司的產品與服務去解決顧客的問題，達到顧客感動，進而促使顧客持續購買

JASCO的產品。JASCO秉持的一個獨特觀點為：「別家公司認為無利可圖的事，JASCO

會接來做」。因為公司認為，願意接受顧客挑剔的人將得以接受磨練，而隨之所提昇的

技能將可再運用至其他方面，以製造更多的顧客感動。對顧客而言，在到處找不到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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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他們所需要的產品而感到無助時，JASCO 會不惜一切地伸出援手。另一方面，公

司相信顧客購買產品時只是雙方關係的開始，若顧客購買儀器發現有問題無法解決，依

照保證書上的協定，JASCO 會立刻安排一組工程師負責幫顧客解決問題，在顧客允許

的情況下，工程師直接到現場檢查其儀器設備，免服務費且無限技術援助。公司會在倉

庫裡維持一定數量的存貨，也是為了快速回應解決顧客的問題。 

公司強調要從技術人員的觀點/角度，來進行營業銷售活動。公司內尋求獨創性的研

究人員和技術人員，為了追求分析儀器能具有各式各樣的性能、效率，因此不斷和市場

接觸。不只能夠介紹公司本身已經製成的分析機器，由於這些營業技術人員本身即具有

豐富的分析儀器專業知識，也因此能立即傳遞可使顧客達到滿意的資訊。例如在專題研

究班中，人員可同時向顧客說明各種最新情報，包括分析機器的廣泛應用用途、分析機

器展與科學機器展的新技術介紹、新產品的發表等，不但能幫顧客解決跟分析機器有關

的所有問題，也幫助顧客解決其他非直接相關的問題。而近來公司事業領域的擴大，即

是透過推銷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與顧客面對面並掌握顧客真正的需求，用其謹慎扎實的本

領並竭力達到顧客問題的妥善解決之成果。 

三、對市場的掌握與回應 

JASCO 著重於及早準確地掌握到市場趨勢與市場需求，並時常秉持著新觀點和新

的思考方式來進行技術和產品的開發，以回應這些需求，且願意挑戰卓越。例如：JASCO

開發各式各樣會使用到紫外線以至於紅外線光的分析儀器，使這些光學分析儀器可被廣

泛地應用，除了石油化學、電氣、半導體、自動車等領域，也可使用在醫療、藥品、食

品等產業。近年來在環境的需求下，使得光學分析儀器的發展趨勢已到了必須能在濃度

低、僅有小部份的證據下進行挑戰極限、極具艱難的分析，另一個趨勢則是儀器的極小

型化。而 JASCO也不斷朝這些趨勢發展，企圖創造出世界頂尖的分析機器，並發展可

攜帶式的分析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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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CO在西元 1997年 11月取得 ISO-14001認證，在嚴格的品質控制系統貫徹執

行下，使產品實現更安定的品質，發展和製造值得信賴的分析儀器並傳遞給全世界，也

企圖開發、生產能讓顧客感到感動的產品。在與顧客緊密信賴關係的基礎之下，JASCO

在技術上總是向最先端的要求事項挑戰、發揮總合力，藉由持續提供能滿足顧客期望和

需求的產品，為現在和未來人類提供貢獻。公司不斷努力保持品質、價格、交期的改善，

以達到顧客的這些基本期望和需求。並將分析服務和卓越的分析儀器傳遞給全世界的客

戶，讓他們滿足而非只是收到該產品，朝感動的目標邁進。而對於國家文化的差異，

JASCO 在世界主要文化領域都設有基地以回應該文化的特殊需求，提供可通行全球的

產品。 

JASCO 會針對顧客需求、市場最新動向等進行情報分析，並根據這些情報進行生

產和研究開發予以回應。營業活動的進行是希望能夠更進一步超越顧客的期望。而不論

顧客提出什麼樣的訂單與要求，縱使規格不一、批量不大或奇怪的要求，JASCO 會全

部接下來做，縱使可能不賺錢、虧本或是必須為顧客量身打造。JASCO 會針對顧客不

同的需求而對開發出的分析儀器進行細微調整，以期達成顧客的要求。這既可以提升顧

客對公司的信任，也可磨練本身的技術製造出更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雖然廣泛接受顧

客訂單，但 JASCO卻因此能從許多奇怪的要求中，不斷去察覺新的顧客需求，並融會

貫通這些需求進行相關的研究開發，由於顧客可能說不出那些需求，光聽顧客聲音根本

表達不出來，且不知道新應用途徑或真正的需求，因此公司也會跟沒提這項需求的顧客

提供新的提案，讓那些說不出來、尚未察覺此需求的顧客了解新應用的可能性。對

JASCO 而言，重視的是在為顧客服務過程中所激發出來的創新點子，公司也鼓勵員工

勇於面對挑戰，因為許多絕佳的點子在一般的時候都是想不到的，只有在極艱難的挑戰

中才有可能開發創意的潛力。而公司要的就是這個點子，並將之應用到其他顧客上，對

顧客設計提案以讓顧客覺得「這個點子很棒，怎麼我以前都沒想到」、「妳比我還了解我

的公司」，進而達到下一次的顧客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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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JASCO在全日本十個據點分別設立該地區的技術服務中心，除了產品維修、

將各種新產品/技術的發表與規劃展示給當地的客戶外，這些服務中心也是 JASCO取得

顧客資訊、了解客戶需求的重要管道。公司開發的許多新產品、技術等，就是從技術人

員在服務中心與顧客討論出來之資訊所發展而來。公司每天持續進行改良，以實現高性

能的分析儀器做為目標，其所開發的新技術和獨創的想法經常成為領導時代的最新光學

測量系統。JASCO 在日本全國也有超過四十個公司形成的代理網，日以繼夜地支援顧

客，以期能夠及早解答顧客的要求，不論從儀器的維修、應用、支援等，這些公司均有

從事。而公司的技術研究所中也開有「技術研究班」，以多年的經驗及技術為基礎，秉

持「迅速」、「正確」、「仔細」的態度與顧客做技術商談，再依協調出來的產品內容來設

計應用。由於中心內的技術人員都有多年的軟體研究與應用經驗，因此能迅速掌握顧客

需求，並以謹慎認真的態度加以開發正確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此外，亦舉辦許多研究

班進行內部員工及外部顧客的教育訓練。 

再者，JASCO 在全球設有銷售據點，定期讓銷售人員與工程師進行對談，使得產

品研發工程師也能以最快速度聽到顧客聲音，進而設計出顧客最需要的產品。由於銷售

人員也必須具備產品的專業知識，因此每週有三次的上課訓練，包括銷售以及專業知識

的相關課程。公司與顧客的關係並不是一次買斷而是維持長期的合約，因此會請顧客提

供未來產品設計的建議，希望能研發出滿足顧客未來需求之產品。且 JASCO會透過各

種管道來接觸顧客並讓顧客親身體驗公司的機器，以確認哪些儀器是真正符合顧客所

需，例如定期舉辦展示會，增加產品曝光給顧客的機會。 

由於精密度高的光學儀器等產品主要是仰賴公司內部的研發人員發展設計，為了讓

產品能與市場結合並達到顧客滿意，公司也持續將有理工背景的研發人才送到市場上，

讓他們在市場上多磨練、多聆聽顧客意見，多思考如何替顧客創造附加價值，一年後再

調回研發中心。這目的在讓這些人員進行研發製造時會考慮到客戶需求，可在第一時間

回應顧客，達到顧客滿意，以免發生研發製造很多產品卻不符合市場需求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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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力資源的提昇 

為了提昇員工的國際競爭力，公司也針對優秀的工程師提出全球化人力資源培育的

「三三三計畫」，亦即每年會選出三位優秀的年輕工程師，到世界三個不同地方，從事

三年的研究工作。此不但可激勵工程師爭取出國進修的機會，學成歸國之工程師也因而

具備了頂尖的技術與英語溝通能力，這有助於讓公司擁有世界觀而不侷限在日本，並培

育出專業領域的世界級頂尖工程師。此外，由於科技具有生命週期，研發最新儀器必須

要有最新技術的支持，因此公司也不斷注入新血以帶來最新的知識。且由於年長的員工

較難傾聽顧客聲音、不易接受顧客合理或不合理的挑剔，因此公司也提出退休年齡提早

計畫，希望年長員工能夠優退，以進行組織換血、內部活化的動作。同時也聘請許多以

業績為導向、具理工背景的銷售人才，期望在面對顧客時銷售人員能有專業的知識以完

善解決顧客問題、服務顧客，並將在市場上獲得的顧客需求回饋給研發部門開發出更具

市場需求的產品。另外，改善組織文化，鼓勵員工不畏困難，不僅僅是完成公司任務並

要能更進一步地做到更好，面對困難時要有自我使命感，以積極的態度來解決困難；面

對顧客時不僅僅是達到顧客滿意，還要能進一步達到顧客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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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Origin（Origin電氣株式会社） 

一、公司簡介 

Origin創立於西元 1938年，最初名稱為「富士電炉株式会社」，成立初期的資本額

為 300,000万円，目前員工總數約 863人，這樣的規模在日本是屬於中小企業。主要事

業內容包括：電源供應器、各種整流器及半導體製品、電容器、合成樹脂塗料等之研究、

開發、製造和銷售。西元 1952年更名為「Origin電氣株式會社」，Origin名稱的由來係

由於公司總是不斷主動去追尋技術的原點，到達一種極致的狀態。Origin因其獨特的技

術是業界的標準，且擁有高度的市場佔有率而感到自豪。公司底下分為三個集團，分別

是電子事業集團（electronic group）、機電事業集團（machatronic group）、化電事業

集團（chamitronic group）。從成立以來各事業集團不斷有技術或產品上的創新與突破，

隨著時代演進，公司的產品不僅符合時代的需求，甚至能領導潮流的發展。Origin創新

技術的研發主要是由三個集團各自持續想出新的途徑來貢獻社會，並根據他們本身已累

積的技術和專業來執行技術發展，藉由主動結合其他集團的技術，而非將他們的發展限

制在其自己的領域之中，個別集團的技術也達成整體的成長。在其他集團技術有組織式

地散佈下，公司技術得以持續保持領先一歩。Origin透過各式各樣技術創新的提出，對

一個更豐富更關切環境的社會之實現，提供了貢獻。公司主要顧客大都是電信、電機、

機械、電器等公司（詳可參考 Origin公司網站）。 

Origin的複合技術力與總和開發力，使其技術已被廣泛利用在各種用途。例如：在

當代的電子和通訊媒體、重要的交通系統和太陽能與原子能之有效能應用，而這對環境

保護努力也是基本且重要的。透過公司在這些領域的努力，Origin一直以來能和社會發

展同步成長，並發展在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產品。產品的應用範圍小至身邊的行動電

話、ATM 提款機，以至大型機器等，都可以見到 Origin 的產品。早期公司是以電源供

應器起家，並在強勢電源供應器技術基礎上，不斷拓展業務至相關應用領域，及至 80

年代公司觀察到資訊時代的趨勢，一舉進入資訊、電訊領域，為跨足全球通訊產業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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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電子、機電產業外，該公司目前在化電事業也有領先突破—-水性塗料的發展，

相較於一般油性塗料，水性塗料屬於低污染塗料，呼應了公司產品是為了豐富生活及構

建社會福祉的理念。 

二、經營理念 

（一）領導者的思維 

公司領導者的思維，可由「透過新市場和新技術的成長來創造新價值」之理念窺探

而得。社長谷本一雄表示，在「發展顧客導向的產品」、「產品的差異化」的公司座右

銘下，公司憑藉在1938年成立以來的先驅精神之基礎，發展自身的技術以達到時代的需

求，不斷擴張事業版圖。在新世紀的交替下，公司採取大膽勇敢的方式去重整組織，確

認和增強核心事業，並將營運全球化以得到國際化的動力。高階管理者一直鼓舞公司對

社會提供服務，以成為能被廣泛認知到其存在之企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領導者願意

拋開二十世紀老舊的觀念，努力成為一開放的企業，從世界各地蒐集資訊和人力資源；

成為一原創性的企業，不斷提昇公司的獨有的技能和技術能力；成為一自我實現的企

業，在公司裡員工都給予機會，克服失敗，並得到去達成目標的信賴；成為一家能不斷

幫助解決全球環境和能源問題的企業。Origin努力提供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與服務，並

同時改良固有技術、加速開發能成為世界標準的新產品、進一步降低成本、預先計畫新

事業版圖的擴展。且為了對未來變化快速回應，領導者也致力於改變組織體質，變得更

靈活以快速回應市場。而Origin過去只重視銷售額不重視利潤的狀況，使公司的利潤成

長不高，因此公司也企圖改變業務方向，重視利潤甚於銷售額，期望經由這樣觀點的改

變，使公司力量集中在高附加價值的活動，進而提高公司利潤。 

在經營者的信念中，認為所謂的新市場就是新技術和新需求碰在一起所產生出來的

火花，將是公司未來的新銷售事業。公司同時探究技術和市場需求，以發現新途徑、新

成長利基來達到未來的成長。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公司也會充分利用其領先的技術及

人力資源，去提供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給新市場。另一方面，公司擁有熱情的渴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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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更新的技術去創造更新的市場以對社會發展提供貢獻。公司原創的產品將被發展來

豐富人們的生活並對社會提供貢獻，公司會毫不遲疑地持續進展到未來。 

（二）企業經營方針 

「開創並實現時代新格局」是公司經營的核心理念。公司的事業經營方針為，常常

開發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針對顧客需求做必要的技術開發，以使滿足顧客所需的技術

開發獲得更進一步發展。隨著時間推演，公司將持續探求新的獨創之研究，只要需求存

在，公司尋求新的應用就會持續不斷。產品開發的躍進形成了公司未來成長的基礎。21

世紀開始，公司將持續不斷努力，不僅是要預測未來，更要創造和定義未來。Origin的

創新精神是讓公司可以發展出服務明日需求的技術之關鍵，公司的創新能夠產生有助於

定義未來的技術，並創造新的價值。 

三、對市場的掌握與回應 

Origin秉持「隨著顧客數目的成長，公司原創的產品數目也會成長」、「隨著與顧客

溝通的增加，公司原創的產品數目也會增加」之原則，進行對市場/顧客的掌握與回應。

只要有多少顧客存在，就會有同樣數目的需求要被滿足。在「創造針對特定顧客的產品」

之發展策略下，公司一直不斷根據個別顧客需求發展其技術能力。因此，原創產品就依

個別顧客而發展出來。例如，在電源供應的例子中，公司獨占的技術就充分反映在廣及

醫療雷射、X光設備以至於大空通訊的應用上。另一方面，公司非常強調與顧客溝通的

重要性，並實行「提案式產品發展」（proposal-type product development），如圖 3-2

所示。 

 

 

 

 

 

 49



 

顧客 Origin 

技術與社會

趨勢 

蓄積 

Origin的
技術能力

技術導向

的技術 

需求實

現＋附

加價值 

評估  

產品開發

（需求導

向） 

獨特技術

開發（長

期需求的

種子） 

顧客導向

的技術

顧客滿

意 

需求 

諮詢 

產品呈現

下訂單

交付 

 

 

 

 

 

 

 

 

 

 

 

 

 

 

 

 

圖 3-2：提案式產品開發示意圖 

資料來源：Origin公司網站（http://www.origin.co.jp） 

由於 Origin 擁有優越的研發能力，因此足以針對不同顧客要求，提供客製化的產

品。技術研發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顧客導向的技術研發，另一個則是技術/設計導

向的技術研發。前者主要在於提昇能滿足顧客需求的相關技術與設計能力，而這些能力

的來源一方面也是不斷透過其需求導向的產品發展經驗所累積而成。後者主要著重在獨

特技術的開發，這些技術主要是根據技術與社會趨勢來發展，將能成為滿足長期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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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之種子，這些獨特之技術會逐漸累積並適時地注入成為公司回應市場需求的技

術/設計能力。在整個產品發展過程中，諮詢和討論不斷被舉行，以真實地了解顧客需要，

並在產品發展的過程中就提供顧客建議。這樣的產品有別於一般的客製化產品，單向接

受顧客指定的規格，Origin進一步提供專業的知識判斷，讓顧客得到最合適的產品，不

僅提供顧客所要求的功能且同時提供更多的附加價值，滿足了新的需求。在嚴格的品質

控管並從顧客的檢視和指示中不斷檢驗產品的表現，傳遞使顧客滿意的產品。同時，這

樣的溝通也回饋在 Origin的資訊庫中，成為有價值的資訊來源，更有利未來的技術與產

品研發工作之發展。 

公司會使用特別的測試裝置來測試和評估所有新發展的產品，從各種不同角度來驗

證產品的表現。只有那些能滿足能源效率和環境考慮等多個檢測項目參考值者，才會被

傳遞給顧客。這個對完美的要求，反映出 Origin不斷製造最佳性能產品和永不妥協促進

產品發展的目標。另一方面，公司的產品開發都能掌握時代的趨勢進行提案，例如，OA

辦公設備使用的機會增加，省電、省空間的課題應運而生，為了因應此趨勢，Origin也

不斷提出能符合此發展趨勢的提案，對設備微型化及辦公空間的有效利用，提供了很大

的貢獻。Origin認為新興產品是公司新事業的契機，所以會努力開發，並以技術領先為

目標；而對固有產品線的態度，並不認為是成熟、低利潤的產品，公司的做法是再為這

些產品開創新市場。例如：塗料事業是一個基礎產品，利潤並不高，但公司經由開發水

性塗料，並將之應用在手機領域，反而獲得市場良好反應，進而提高獲利空間。 

四、人力資源的提昇 

雖然 Origin在日本屬於中小企業，但其研發能力卻不輸大型企業，這和公司的人力

資源有很大的關係。例如，目前員工中就有四位博士，這在日本的中小企業是十分罕見

的情形，公司會主動蒐集展覽會或是論文期刊發表中，表現出色的人員資料，而這些都

有利公司的研發工作。Origin認為員工是公司的重要資產，公司進行的各種活動都需要

優秀員工的參與及支持，而這些員工所貢獻的技術則是公司不斷進步的基礎，且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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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員工的參與，Origin認為唯有員工認同公司，公司才有能力面對外界挑戰，也才有推

動改革的動力。因此，面臨經濟的不景氣，公司並未進行大規模的裁員，為因應組織的

調整，公司對於行政工作採取外包或是僱用契約人員，而新招募的正式員工主要以研發

部門為主。相關的考核制度，對於基層人員仍採用年功制，依人員年資計薪；對於高階

主管則採用成果制，將績效列入考核標準，使高階主管更主動積極爭取績效表現；至於

中階主管的任用，則捨棄年功制度，使用能力制，也就是說選拔有能力者成為中階主管，

而不是靠年資升任。如此的做法可使組織更具彈性與動力，能有效率地因應環境衝擊而

做出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