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陸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價值創造導向之模式建構 

從組織轉型的三部曲為思考縱軸，探討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企業，如何透過

策略再思考、組織轉型、變革管理的過程，達成其策略目標與願景。本論文將價

值創造分為三個導向，顧客價值提供、企業價值創造、環境價值經營，來橫向觀

測企業與顧客、企業與夥伴、企業與環境之間的價值創造內涵。六家企業呈現六

種不同的經營模式，Origin 所代表的提案式經營、Shiseido 所代表的感性工程，

都是以顧客價值提供為出發點，透過對顧客需求的探索、和顧客合作、共同發展

對顧客成功的產品或服務；Hitachi 所代表的解決方案提供者、NTT DoCoMo 所代

表的跨平台整合服務，強調整個關係網絡的建構，以提升企業價值的創造，並最

後導向整合式的解決方案，爲顧客提供完整性的服務或產品；Olympus 所代表的

社會關懷、Toyota 所代表的環保使命，在在顯示企業對環境的責任與義務是責

無旁貸的，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觀念，應該在每個企業裡扎根。 

 

 

 

 

 

圖 6-1 價值創造導向之企業變革過程 

策略再思考 (Strategic Rethinking) 

1. 顧客價值提供(Value Co-Creation with customers)

2. 企業價值創造(Value Co-creation with value net)

3. 環境價值經營(Value Creation for environment)

組織轉型(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1. 提案式經營(Proposal-type management) vs.   

感性工程(Kansei engineering) 

2. 解決方案提供者(Total solution provider)vs.

跨平台整合服務(Cross-platform integration) 

3. 社會關懷(Social-In) vs.                   

環保使命(Environment mission) 

變革管理(Change Management) 

1. 個案研究 Origin, Shiseido 

2. 個案研究 Hitachi ,NTT DoCoMo 

3. 個案研究 Olympus, Toyota 



在整個價值創造的網域中，企業扮演著樞紐的角色，面對顧客，企業不再自

主的行動、設計產品、發展生產流程、規劃行銷訊息以及控制銷售管道，現在顧

客在企業系統的每個環節中執行其影響力，透過新工具以及對現有的選擇不滿

意，顧客希望和企業互動來共同創造價值。藉由新的連結工具，顧客希望互動和

共創價值，不僅只和一個企業而是和整個專業社群、服務提供者以及其他的顧

客，每個人的獨特性影響著共創的過程以及共創的經驗。因此，整個價值網域是

連動的關係，企業在整合關係網絡夥伴時(Integrator)，「整合網絡的能量，創

造無疆界的事業」，以顧客需求的概念出發，產業疆界已經模糊，企業所提供的

不再是單一的產品或服務，而是整合性的解決方案，由此創新出新的價值機會

(Innovator) 「深度顧客專注，創造創新事業」。最重要的不只是追求顧客價值

的提升，企業的眼光更是以整個大環境、大社會來看，追求永續的事業的前提是

貢獻其力為保永續的環境，從被動地由製作過程減少對環境的衝擊，到主動地爲

環境創造價值，是企業所應扮演的角色(Improver)「追求永續的環境，創造永續

的企業」。如圖 6-2 展現企業以核心能力的提升後，突破價值網域三大角色： 

 

圖 6-2 價值創造導向之企業轉型目標 

企業利用核心能力，以三種價值導向的經營模式，突破目前的價值網域，以

轉型成為創新者、整合者、促進者，是本論文所建構之價值創造導向之企業轉型

目標。而此三種價值創造導向具有層級性的關係，企業首先以顧客為中心，將資

源與能力關注在顧客的需求上，結合自身的核心能力，由此轉型為顧客價值創造

為導向的企業，具有不斷創新，追求產品服務的提案經營，以滿足顧客，甚至是

以優異的專業能力讓顧客成功。而在達成顧客價值創造導向之後，企業為求能讓

顧客有更多元的選擇，或是欲提供整合性的解決方案，企業無法靠一己之力達成

時，需仰賴整個價值網絡的體系來支持，因此，企業扮演的不只是一個創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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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更是一個整合者，如江河納百川，才能成就其大，企業若能整合價值網的

關係夥伴，提供一個平台式的整合服務，讓顧客在此能夠一次購足，則更能提升

顧客的忠誠度與滿意度，讓顧客、企業和整個價值網絡能夠達到的多贏局面。在

達成創新者、整合者的角色之後，企業更能提升自我的境界，將眼光放大至長遠

的未來，捨棄短期的利潤回收，而是追求企業的永續經營，能夠將對社會的關懷

與環境保護的意識，落實在每位員工的身上並融合於整個企業文化中，促進更美

好的社會與環境。如圖 6-3 所呈現之三個境界的價值創造導向，所形成之三個構

面：以創新者開創新局、整合者蓄積能量、促進者保護資源，可以是企業努力的

方向，先將企業的矛頭具焦在顧客的成功上，並統合各方的資源，拓展事業版圖，

最後將心力留給所生存的環境與社會。 

 

圖 6-3 價值創造導向之提升三境界 

從這三境界的提升來看，企業首先以創新的追求、技術的突破、顧客的關懷，

而成為受顧客信賴、且廣為尊敬的企業，以獲得高度的獲利力(profitability)，

並能夠提升其境界至整合者的角色，統合價值網絡的資源與實力，建構不可被取

代的競爭優勢(competitiveness)，並且以促進者的角色回饋社會，提升社會的

價值與環境的價值，成為一個永續經營的企業(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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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論與管理意涵 

一、研究結論 

“Japan is Bashing, Japan is passing, Japan is nothing.＂波特看日

本競爭力說出這樣的評語，1980年代靠著日本獨特的管理模式，讓西方人訝異，

但是當西方人經由學習漸漸趕上日本的水準，加上 1990年代泡沫經濟後的日本

政府措施、環境的改變，讓日本企業漸漸黯淡，讓人質疑，日本是否還具有競爭

力?所謂的日本企業模式包含「追求高品質和低成本」、「精簡生產」、「全面品質

控制」、「持續改善」、「即時生產系統」、「與供應商關係密切」、「彈性製造」、「把

員工當成公司資產」、「終身雇用」、「以群體共識為領導方針」、「企業間形成緊密

的關係網」、「追求長期的目標」，日本企業模式成功的要素，本質非常一致，會

不利於競爭，且妨礙企業向新的領域發展(Porter，2001)。然而，經由本論文的

觀測，日本企業在面臨新時代的競爭時，將策略提升至創新思維，調整了以往束

縛的日本經營模式，如將終身雇用制的解套、年功序列制的調整、巨無霸的解體、

以及融合東西方的思維，都是日本企業再度顯現重登國際舞台領袖的決心。 

兩次的石油危機、日圓升值、泡沫經濟不但沒有打倒日本，反而給它極大的

動力改進其工業及管理能力，這次日本再起，將是超越國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

法，除了改進管理的模式，還將自己的模式與西方模式合而為一。一些日本公司

以開始往「多元文化、多國籍」的方向移動，Toyota 是從世界的角度觀察所有

的產品，以決定哪裡最適合設計、生產、銷售，以「全球網路經營」的思維，來

創造最大的價值。日本跳脫出以生產效率競爭的迷思，追求策略的差異化與產業

的宏觀化，將使日本不再是 nothing，而是 something，甚至是 everything。 

日本公司非常知道如何管理默契，從那些非正式的工作習慣，日常操作中、

摩擦中、閒聊中產生知識，從這些知識，日本公司能夠洞悉員工的思想，並讓一

個員工的靈感成為整個公司的競爭優勢，鼓勵員工盡量在一起，不論正式或非正

式場合，互相討論、互相交流。隱性知識存在於所有的企業當中，但企業通常不

刻意製造，而只是降低、解除阻止隱性知識流通的障礙。Toyota 即是利用「動

的文脈」去推動員工間的經驗交流，共同創造願景的達成與實現。 

而另觀 80年代的美國企業崛起的課題，來自於『全面的企業再造』，依照以

下四原則來思考(管康彥，2005)： 

1. stick to knitting: 堅守本位，以發展核心能力為主，不隨意跨行經營 

2. know why not only know how: 層層找出問題的原因，從根源下手解決，而

非只是應對性的解決方法 

3. cross boundaries: 跨越組織邊界，統合各功能的力量，找出系統性的解決

方案 

4. systemic thinking: 系統性的思考，而非僅是功能性的思考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東西方思想聚焦之處：建立深厚的核心能力，由此關鍵核

心能力向外擴散相關的領域，選擇與集中於核心能力的深耕與應用；將眼光與視

野提升至超越產業定義的層次，結合價值網絡關係的產業，以提供顧客整合性的

解決方案，創造全面性的價值。並且以全球腹地為目標，不僅限於日本的市場，

將研發、設計、生產、銷售都是以世界作為藍圖。 

策略變革同時結合未來意圖與競爭源頭，未來意圖是企業精神的聚焦之處，

引領著企業以更深遠的眼光，堅持達成目標的決心；競爭源頭就是企業的核心能

力，如同整個動力的來源，促使企業更有競爭優勢的活源(Michael de Kare- 

Silver，1998)。本論文從策略再思考的角度出發，討論每家企業的未來意圖，

進行藍圖的描繪之後，結合競爭源頭，由組織轉型的硬功夫打造成功的殿堂，且

透過變革管理的維持，管理永續的發展與變化。Origin 的策略再思考為以追求

源頭的精神，重新定義未來，這是產業的未來，也是自己的未來，以提案式經營

的轉型模式，並配合領先技術的經營、優秀人員的培植，創造企業的新紀元；

Shiseido 則是再思考為以美統一世界的決心，利用感性工程與創造式統合的方

式帶動組織的變革，貼近顧客的聲音，創造美麗健康的生活空間；Hitachi 則務

求成為顧客的最佳夥伴，以解決方案提供者自居，以創意、創新進行變革，是帶

動百年企業因應環境變化的最佳代言人；NTT DoCoMo 面對新全球通訊文化的來

臨，以跨平台整合服務統整所有資源與網絡，打破產業疆界，以跨域結盟和產業

融合的氣度，邁向全世界的挑戰；Olympus 從市場 IN 轉向社會 IN 的新思維，喚

醒企業對社會的無私貢獻，以創造性破壞的方式讓企業更有彈性面對多變的環

境；Toyota 重新界定汽車的定義，爲創造移動式的生活空間為目標，以持續改

善精神，帶動汽車產業的革新，並且將關注拉遠為對環境的關懷，追求永續的經

營。 

「整體來說，現代日本大企業在策略上都採取選擇與集中，成功之後接著再

進行集中與擴大的指導原則。」(管康彥，2003)這也可從六家企業中看出共同性，

其皆植基於關鍵的核心能力，選擇與集中自身的核心能力之後，再進而集中與擴

大至相關的產業。例如，Shiseido 將美與自然的延伸，擴大為藝術、時尚的流

行產業，或是延伸藥品、精密化學等研究基盤；NTT DoCoMo 將行動通訊的意涵

擴足娛樂、網路、生活消費等境界，讓通訊無遠弗屆的概念無限延伸；Toyota

更擴大至與汽車相關的產業，汽車電子、通訊等是移動空間所不可或缺的配備，

生態的保護更是人類生活的最終價值。企業的想像力不該被侷限，核心能力的集

中與擴張以創造下個企業的新成長曲線。 

 

 

 



二、管理意涵 

在個案實務做法與文獻理論的見解兩者相互呼應下，本研究以命題發展的方

式，來討論其管理意涵。 

Prahalad(2004)提到一個重要的觀念：「新的價值是由消費者與企業共同創

造⋯講究企業與消費者互動的品質，可以使互動關係變得豐富⋯並從中發現新的

機會。」Origin 以提案式的經營思維，創造與顧客雙贏價值；Shiseido 以感性

工程的思維，了解顧客的需求與渴望。兩者都是超越了創造新科技、產品和服務

的思維，以全面的組織變革達成「深度顧客專注」(deep customer focus)，而

這幾乎是難以模仿的。透過持續的創新、顧客回饋以及知識的使用，企業將成為

不可或缺。 

命題一、在快速動態的環境中，企業選擇與集中於核心能力，結合市場的敏

銳嗅覺，透過不斷地與顧客討論與合作，將專業的研發能力與顧客需求相互結

合，和顧客共同創造獨特的價值，突破流血式的價格競爭，創新顧客價值。 

創造價值網的企業圍繞著顧客為中心，即時掌握顧客的實際選擇，透過數位

的方法把資訊傳送給價值往中的合作夥伴，顧客與供應商的關係是共生的、互動

的，有助於價值的提升。Hitachi 以問題解決方案提供者自居，務求以深厚的核

心能力與價值網的關係連結，提供整合性的方案解決顧客的問題；NTT DoCoMo

則是建立整合式平台，連結所有的價值創造夥伴，居中協調共同創造顧客價值。

兩者都是價值網絡中的重要樞紐，這種以關係經營、資源配置及全新流程定義為

基礎的優勢，將是企業邁向未來的康莊大道。 

命題二、企業集中與擴大其核心能力，以跨疆界的整合聚焦取得競爭優勢，

企業須在關係網絡中取得樞紐的地位，以預見未來的洞察力、系統性的整合思考

力，匯集所有的能量與共識，創造無可取代、不可或缺的企業價值。 

由社會責任觀點談未來企業競爭優勢：企業公益已成為企業總體競爭力的一

環，「共生」與「合作」的策略思考方向，已然是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焦點，如

何運用企業獨特的專長與資產，讓社會和企業同時受益，誰就能獲得大眾的支

持。Olympus 跳脫市場思維模式，以社會關懷為中心，從社會參與、洞見社會價

值、創造與激發新的價值，以社會環境的議題視為己任；Toyota 積極投入環境

保護、生態維護的領域，堅守對地球的承諾，關懷地球的再生。兩者都是以共生

的觀念經營事業，追求永續發展的再造能量。 

命題三、企業從顧客價值與企業價值提升之後，將關注投入巨觀的社會環

境，透過社會參與、與社會共享價值並利用其產出激發社會價值，創造社會價值。

唯有尊重自然與生命的文化作基礎，將企業的發展與自然的生態保育相互結合，

才能讓企業與自然的生命力一起永續發展。 



第三節 對我國企業經營之建議 

台灣的企業就像早期的日本，專注於生產效率的提升，儘管擁有卓越的製造

能力，但是卻無法跳脫出代工的框架，藉由日本經驗的教訓，台灣應走向創新、

價值創造導向的企業轉型；台灣的中小企業非常具有蟑螂式的生命力，若能重新

思考其策略定位，以更宏觀的方式看待世界版圖，提升企業的經營思維，結合本

有的製造、設計、學習能力，以及關係網絡的整合能力、全球運籌的能力，將能

走出一條嶄新的康莊大道。在人才的培育上，更是以多元化、多國籍化的思維來

教育、提升人才的視野，專業人才與管理人才的整合，將激發出無限的潛能。 

以下有六個觀點可供我國企業經營參考： 

一、台灣企業應從代工製造的角色中，吸取經驗，以優異的生產能力與模仿學習

的設計製造能力，都可以幫助企業跳脫生產效率的迷思，轉而以從顧客價值

觀點出發，台積電也開始學習 IBM 以客戶價值導向為重，從製造生產顧客需

求的產品，提升為顧客設計解決方案。 

二、台灣企業在網絡關係的經營中，不遜色於日本企業，因此，能夠善用網絡關

係的統合力量，整合多元資源，創造「統知型」的企業能力，「統知型的企

業能力以既有的知識精髓為基礎，創造出與原來不同的使用方式」(管康彥，

2003)，台灣的企業應該進行策略再思考，打破傳統的事業疆界，組織轉型

以賺取知識型的利潤，重新在世界舞台定位。 

三、爲因應大陸低成本化的競爭，台灣應以差異化的競爭獲取利基，殷鑒於日本

企業不斷地鑽研核心能力的深耕，強調創新的突破，台灣企業應培養創新、

創意的環境，以及人才培植的長遠計畫，開創組織與人才間的溝通管道，讓

每個員工都能夠爲創意的發聲。其中，中階經理人是承上啟下關鍵角色，卓

越的洞見非僅限於高階主導者，中階經理人是最能統合第一線的員工經驗和

高階主管的經營理念，是啟動企業跨越鴻溝的橋樑。 

四、現代的競爭不再是單一市場的競爭，而是跨越國家的疆界，以全球市場為腹

地，將生產、製造設立在最低成本的勞力市場，研發與銷售則是接近消費市

場，聆聽顧客的聲音；人才的移動也是無疆界的，以國內外的創造力統合，

激盪出更多元化的能量。 

五、從本論文個案分析中發現，軟體從硬體中釋放出的能量無遠弗屆，技術需結

合感性，以美學文化呈現對人類生活的感知，科學家融合藝術家的天份，讓

科技不是冷硬的創作，而是對人類品味的體現；管理者和技術者的界線也應

漸漸模糊化，管理者具有技術者的開創能力，技術者掌握管理者的敏銳嗅

覺，專業與管理人才的結合，是未來企業最需要的活力來源。 



六、企業與環境共生的觀念、追求永續經營的態度，應體現在每位員工身上。台

灣在工業化之後付出了河川土壤污染、噪音污染、空氣污染種種代價，其所

擁有的自然資源也日益稀少，企業不應該再以短視近利的做法對待所生存的

環境、以剝奪的心態佔用自然資源，而是以創造美好環境為己任，共同維護

所生存的環境，讓企業與自然的生命力一起永續發展。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 本研究將價值導向分為三方向，其中包含顧客、企業與環境價值導向，

這是本研究依據日本企業目前進行的變革中，所統整出來的結論。未來，也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行模式部分的修改或是擴大，以更多元化的角度來

看價值創造導向議題。 

二、 本研究主題圍繞著組織變革轉型的過程、方法與內涵，其變革學說有非

常多類型的討論，本研究是依據管康彥教授所提出策略再思考、組織轉型、

變革管理所建構之變革三部曲作為討論，往後後續研究者可依據此變革三部

曲進行分析、討論與延伸，或是能夠綜合多家學說，來進行辯論與統整，都

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三、 本研究是由日本企業參訪的過程中，所挑選之價值創造導向代表性的企

業，將六家現代日本企業的變革過程進行分析與整理，其變革的結果是否成

功都有待後續觀察與研究，但是這些變革經驗啟發了本研究的研究結論與模

式建構，而變革的結果和企業績效是否有正相關的影響，例如：獲利率、市

場佔有率、投資報酬率等等，都有賴於後續研究者的修正與討論。 

四、 本研究六家企業所分類的方式，是依照價值導向分類，非由產業的差異

性來劃分，其目的是強調價值創造適用於各產業、各大小企業、各種年紀的

企業，因此對台灣各類企業皆可適用。後續研究者可以本研究之個案進行延

伸，針對同產業的相對比較，或同規模、同年紀的企業進行價值創造變革轉

型的成功失敗比較，以找出影響變革成功之關鍵因素。 

五、 本研究依據三個價值導向分類公司，但其中很多家公司同時具有多種價

值導向，本研究僅挑選該價值導向較為強烈的企業作為討論，並未限定該公

司只適用於該價值導向。因此，後續研究者可進行多導向的觀點討論同一家

公司，或是同一產業中多種導向的成功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