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價值創造式經營 

一、顧客價值 

「顧客價值」(customer value)是由實質與非實質部分所組成，其統合了「產

品」、「品質」與「服務」的概念，是各種經驗與結果所構成的組合。當你在

Starbucks 享用咖啡的時候，你所消費的不只是一杯咖啡的價值，同時也包含了

親切的服務、整體環境的氛圍，顧客所購買的是他所體驗到的所有價值，也就是

「整體顧客價值」(customer value package)—各種事情與經驗的組合，能使顧

客對所接受的價值產生整體觀感(Albrecht, 1998)。今天，我們正親眼目睹管理

思想的大轉變，也因此逐漸改變我們所熟知的企業景觀。最基本的轉變就是從組

織圖中各個方格的管理，轉到「顧客成果」(customer outcomes)的管理。當中

包括把「服務」的定義或意涵擴充到最大可能的程度，是一種「整體的服務」，

也就是每一個人都要在工作中設法為顧客增加價值，或是為提供服務的人增加價

值。「品質」與「服務」兩項觀念，必須融合成一個觀念，也就是 Albrecht(1998)

所提出的「全面品質服務」(Total Quality Service)。當日本經營者已經跳脫

出標準化、生產效率與成本控制的框架時，認為品質才是獲利的主要來源，而當

美國經營者重視每季財務成果之際，日本經營者卻重視市場佔有率和與顧客的長

期關係；當美國經營者重視標準產品的廣告和促銷；日本則重視不斷改進，以求

提高產品本身的吸引力。而如今，許多日本公司也已經超越了品質的概念，把努

力的目標改成：持續改進「顧客的整體購買經驗」(customer total experience)。

全球各地的公司，目前都體驗到這種基本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轉

向顧客價值。我們要學習了解顧客心目中的想法，也要使得組織內的各種品質改

進努力，都是著眼於替顧客(內部或外部顧客)增加價值。 

消費價值有很多分類的方式：如情感價值(如品牌的知覺與忠誠)、功能價值

(需要的滿足)、學習價值(經驗、知識累積的機會)。一般而言，顧客消費是其功

能價值，在低價錢得到高品質生理或心理(如方便性)的滿足，再來才會追求學習

價值。由於消費時可以選擇、改變、產生新的經驗或知識，這也產生喜新厭舊的

現象，想要減少顧客這種習慣，就必須創造顧客情感的價值。情感價值包含了一

種美的感知、一種獨特的風格、一種主題的印象。有了情感性價值，顧客才會提

升商標、服務的知覺力，也就容易對商標、服務產生聯想力，也因此最後產生忠

誠感。如此企業競爭利潤才能大為提升。 

顧客的價值層級也可以分為四層：基本的價值，絕對必備的特質(有形的或

是無形的)；期望的價值，顧客認為理所當然應該附帶的特質；慾望的價值，顧

客並不期望有，但如果得到的話，會心存感激的特質；大感意外的價值，超出顧



客慾望或期望的「意外」特質。欲向顧客銷售，首先必須滿足前兩層的價值，而

要取得差異化和競爭優勢，就必須使顧客價值有所不同，讓顧客大感意外。為能

達到以顧客價值為中心的企業，其領導者在心態上和行為上須具有彈性，深入了

解顧客的需求，能重新界定競爭的範圍，以突顯所提供的服務和競爭者有所差

異。公司的每個層級在想法上革新，能隨著顧客在需求和期望上的改變，調整自

己的努力方向，且不斷的持續改善。 

表 2-1 西方管理改變中的基本典範(Albrecht,1998) 

改變中的管理典範 

工業典範 層面 顧客價值典範 

把商品賣出去 企業使命 提供優異的顧客價值 

靠勞工和資本追求利潤 利潤原則 靠顧客價值追求利潤 

被視為可放棄或可取代 顧客 被視為會增值的資產 

聽命行事的人；極少的自由

裁量權 
員工 

具有高度能力的策略家；有極高的

自由裁量權 

作所分派的事 工作 確保高品質的結果 

工作完成的證據 衡量 顧客認可的證據 

客觀的、物質的、以規則為

基礎的；發放『糖果』 
獎賞 心理的、個人的，以及物質的 

監工者 監督人員 領導者，提高員工能力者和支援者

結構和制度決定工作生活 組織 結構和制度在服務員工 

主宰者 高階主管 領導者，提高員工能力者和支援者

TQS(Total Quality Service)     

Albrecht 的 TQS 提出欲成為傑出的公司是因為熟悉主要的五個關鍵過程，

(如圖 2-1)而能提供優異的顧客價值。首先是了解顧客的基本需求、本能、生活

情況、問題和購買動機。所以需要作兩種研究：「市場研究」和「顧客研究」。前

者為了解市場的結構和動向，包括確認市場區隔、人口結構、找出關鍵性市場利

基，以及分析競爭者的實力；顧客研究目的是設法了解個別顧客對「服務」和「服

務提供者」的期望、想法和感覺，其希望能找出影響顧客價值判斷的關鍵因素。

其次，為了提供優異的顧客價值，成功的公司設計各種作法來去和維繫顧客，其

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種行業、有什麼使命、有哪些核心價值觀和信念，以

及若想透過顧客價值得到成功，就必須有哪些策略性做法；其深知各種科技、運



作、工作方法和組織結構，都必須配合顧客價值經營策略的要求。為了要變成以

顧客為中心或改善服務品質，必須對整個公司重新加以定位。企業領導者必須檢

討經營策略的每一層面，重新思考整個公司的願景、使命、核心價值觀和努力方

向，甚至必須徹底檢討提供給市場的「整體顧客價值」。在這過程中，其可能會

肯定目前的經營概念，也有可能完全翻新。第三，績效卓越的公司都善於把有關

顧客價值的訊息傳達給每一位員工，其深知要提供優異的顧客價值，就要投入資

金、培養集體的知識、能力和獻身精神；且知道如何創造和維持健全的資訊文化—

亦即透過共有的價值觀、信念、事實和績效而達成共識；以及知道如何培養員工

的服務精神，以及服務的價值觀。透過持續性的教育過程，向員工灌輸有關顧客、

品質和服務角色的相關知識，其採用各種教育、訓練和溝通方法，來協助每一位

員工了解顧客的需求和期望，以及公司的願景、使命、價值觀和經營策略。第四，

傑出公司都善於改變自己，成為一個符合經營使命所需要的組織，持續不斷地檢

討和修訂每一個過程、程序、政策、規定和工作方法，全心致力於顧客價值的改

善。第五，表現卓越的公司都知道資訊能增強一個人的工作能力，因而全力協助

員工了解顧客期望和需求，以及如何滿足；其不斷地從各種角度評鑑自己的各種

做法，還卻使員工對自己再提供顧客價值過程中所作的貢獻，能得到回饋和讚

賞。每一家公司都必須針對如何衡量顧客價值，以及提供這一價值的組織運作過

程，精心定出一套方法，然後與員工共享所蒐集到的資料，並商討如何改進。故

TQS 也是一種變革管理的模式，在五項領域中，都可以成為一個組織改善品質的

起點，而欲提供優異的品質，就非把這五項行動要素結合成一個運作方法不可。 

   

圖 2-1 全面品質服務(TQS)模式(Albrecht，1998) 

Albrecht 的 TQS 哲學基礎之一是：公司所採用的各種標準和衡量，都必須

以顧客為中心。基礎之二是：一家公司無論對內或對外，都應以顧客為焦點。另

全面品質

服務

市場與顧客研究

策略敘述 

教育、訓練和溝通過程改進 

評估、衡量和回饋 



外，TQS 是在決定什麼事情要變革或改進時，是以顧客為焦點，而非以活動或產

出為焦點。同時，品質改進製程不能與整個企業的策略分離。Albrecht 發展 17

個行動項目以及執行的方式，來達成全面品質服務的理念：教育高階主管並使他

們全心投入；教育各階層管理人員並使他們全心投入；創造一個變革焦點，成立

品質專案小組；進行能立刻收效的改進措施、確認顧客價值模式可利用焦點群訪

談、偏好分析、顧客需求與優先順序分析，以及顧客意見分析—來研究顧客的觀

感，對各大類顧客都作這種研究，針對每一類顧客訂定出一套顧客價值構成因

素，從而形成一套顧客價值模式；訂定組織的願景、使命和價值觀；設立品質改

進目標；描繪企業文化，如組織稽核；授權中階管理人員予以部門使命；對員工

施予有關品質和顧客價值的教育；以攸關品質的各種過程作為改進對象；成立品

質服務行動小組；訂定顧客為焦點的品質標準；研擬顧客回饋系統；建立一套認

許和讚賞的過程；把管理者培養成以顧客為焦點的領導者；重新組合所有的支援

系統。 

以往，管理者通常是掌握可以量化的指標，所以常把「價值」看成「有形產

品的客觀特徵」。然而，當「產品」是一種「服務」時，所提供的整體價值的本

質，要完全取決於顧客因這一經驗而產生的心理和情緒狀態。Albrecht 提出服

務品質的基本要素有：「關鍵時刻」(moment of truth)以及「服務循環」(cycle 

of service)兩概念。「關鍵時刻」為顧客與公司發生接觸，並對其服務得到某種

印象的任何事件，因此，開始從關鍵時刻的角度思考後，會轉變對品質的思考方

向，遠離工作流程，而是轉向哪些會構成顧客對這組織留下印象的各種事件，即

為＂Think like a customer＂從顧客角度思考。「服務循環」為顧客在使某種需

求得到滿足時，所經驗到的一系列關鍵時刻，因此我們可以把服務循環當作一個

整體來分析，並確認必須加以管理的各種特徵，以便能提供高品質的經驗。 

二、以顧客價值為導向的企業 

為了實現顧客導向的願景，大部分企業必須在策略思考上進行大幅的轉變，

這通常是將競爭基礎由原先的產品或價格，轉為程序或服務為基礎進行差異化。

而困難的議題在於，企業在轉型時，必須有全新的顧客導向企業目標、衡量標準、

組織架構、管理系統和管理流程。要進行這個轉變甚至還要先在文化上轉型，以

有效地運用顧客觀點，整合商業流程(也就是以顧客取得產品的管道，而非以公

司的經銷通路來檢視企業)。而要能取得顧客的意見，也同時找到具體有建設性

的意見也是企業所要克服的困難。另一個普遍的問題是，當提案過多，彼此之間

互相衝突，使得企業整體沒有明顯的計畫和提案，這就是缺乏有系統的方法來進

行統整。所以如何從長久以來垂直型組織架構、管理系統、衡量標準、誘因和資

訊管理所造成的各自為政的現象，轉型為能提供顧客利益或價值的跨職能、跨部

門活動的組織，將所有資源進行有效率且有效的水平協調，以滿足目標顧客的需

求。企業必須找出顧客理想的完整價值鏈，了解顧客如何看待公司所提供的價

值，然後以顧客為焦點，把整個價值鏈是為單一實體來管理。最後，企業還必須



面對要持續改善的現實，顧客價值管理(customer value management)的優點，

即在於可以將企業的設計與高影響力顧客的需要緊密結合(Thompson, 2002)。 

顧客專注(customer-focused)轉型是透過系統的、測試的過程來製造長期持

續的成長，這個方法讓所有員工合作去辨別顧客需要的結果以及幫助他們達成。

今日的管理者認知到以顧客為焦點的重要性，是幫助企業的成長與競爭，但是往

往花了高昂的代價卻未達到預期的成效，其原因是對以顧客為焦點的認知太過於

膚淺。然而，有些組織超越了創造新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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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度顧客專注並非購買顧客關係管理的軟體來追蹤顧客的購買狀況，也不是關於設

計複雜新穎的產品、或是依據顧客需求的特徵來設計產品。它是有關於一種態

度，這個態度直達企業的深度，討論它是什麼，它作了什麼以及他以自己為傲。

很多觀察家都建議需要做些什麼來創造組織變革，卻很少人提到如何達到，特別

是如何讓這些變革達成深度地以顧客為焦點，以致於成為一個組織的流動血液的

一部分(Vandermerwe，2004)。深度顧客專注的企業持續地想著更好、更快、更

簡單的方法來作客戶需要的東西，因次他們最終會變得不可或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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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關係加深，才有真正的

持續性獲利，沒有產品或是服務可以單獨的達成。因此公司的活動變成和顧客活

動互相交織，長期的結果是顧客花更多的錢和公司一同達到更多樣的組合，顧客

給予企業報酬，使它有更多的獲利成長的機會。對於顧客而言，和一個新健康計

畫為伍不如和一個致力於解決你眾多安全、健康問題的健康保險公司為伍，而這

個公司不僅提供保險專案，也為了你的健康和安全有關的考量，在未發生問題前

提供解決方案。這就是丹麥國際健康保險公司(IHI)在一百五十個國家所作的方

法。IBM 也讓員工深植以「顧客結果」(outcomes of customer)為導向的心態，

這也是他如何持續發展創新以幫助顧客適應持續改變的環境。公司需要系統化的

程序來執行深度顧客專注，其行程優先次序、行為和系統。承諾是關鍵，尤其是

以整個組織為對象。企業必須經過十個關鍵的突破： 

表 1-2 達到深度的顧客專注所需突破的十大關鍵點(Vandermerwe，2004) 

需要達成突破的行為 能導致執行的原因 

1.創造策略興奮：正確的人看見迫切改變為新觀念的需要 

表現以產品和以顧客出發的差異性、溝

通冒險和機會、建立新的、令人興奮的

方向、鞏固不可或缺的目標 

引發興奮和熱情、提高意識層級、獲得

理性和感性的吸引力、灌輸熱情和正面

的能量 

2.名列「光明點」：這一小群光點看見「如何」以及「為何」想要讓改變發生 

抗拒嘗試達成共識、專注在正面的能量 排列觀點和精神、建立一般的語言和認



者、形成假設、鼓勵創意使用如同規則 知、鼓勵全公司被探險的觀念 

3. 連結新市場空間：達成鼓舞和連接以顧客成果為導向的協議 

表達市場空間、利用研究來實質化假設 使方向具體和容易溝通、透過參與來影

響、將正面的感覺轉向行動 

4. 辨別價值機會：發現特殊的價值成為創造新財富的潛力 

選擇主要市場、用顧客活動循環來表達

顧客整體觀、發現價值落差、定義新價

值機會 

結構提高信心和可信度、將創意從抽象

到具象、培養創意和想像、建立摩擦以

加速接受 

5. 建立令人注目的例子：展示有關顧客的故事同時加以溝通 

替代企業計畫的故事、以顧客成果建立

全企業的藍圖、以此為新核心目標為鑑

建立可見和可認知的影響、將語言和觀

念深植在文化中、讓人員看見他們適合

的地方、給予概念意義和相關性 

6. 估算獎項：數字展現了保證投資的報酬 

表現新機會的規模、激勵對顧客的投

資、估算新事業加上遞減成本的報酬 

刺激信心和信任、吸引資源和預算、整

合顧客價值背後的思維和投資 

7. 將概念模型化：關鍵顧客使概念有效 

選擇關鍵顧客、重定義創意並發展知識

和專業、取得概念的證實和早期的勝利

取得信心和能量、取得顧客去影響其他

人、無數的成功促使買進 

8. 讓人員一起工作：夥伴們開始支持概念且共同積極的工作 

使用最佳資源、驗證獲利、展現例子和

名人的勝利 

將動機轉為承諾、鼓勵親近概念使用、

發展新專業技能、增加顧客經驗和價值

9. 取得關鍵大眾：當概念變成傳染性，即產生複合式的採用 

真正的顧客投資、量化顧客利益、加強

行銷 

轉換內部和外部人員、取得更多夥伴或

發展者的加入、將熱情和需求整合 

10. 集合動能：報酬開始呈現為可見的成功和持續的領導 

視顧客為資產、將無形獲利視為要素、

展現過程和成功、利用 know-how 的槓

桿效應保持領先 

創造新概念新標準、表現深度顧客專注

和績效的關聯、加強深度顧客專注、吸

引更多的投資配置 



 

圖 2-2 長期成功經營三大基石之「互動循環關係論」，(戴國良，2001) 

如圖 2-2 長期成功經營的整合型企業模式(business model)則是：＂核心資

源大基石+動態視窗營運=長期成功經營＂。這是一種動態進化經營模式：長期成

功，是由每一個動態進階成功所累積而成的。此模式和本論文有相呼應之妙，該

模式以顧客導向為核心信念，以三個重要因素相互影響來實現顧客導向，以人才

團隊執行創新的活動，而創新是為了要滿足顧客的需求，創新也使得人才團隊得

到歷練，因而累積成組織知識的學習，而組織知識正是幫助創新來源的實現，並

且有助於人才團隊能力更加提升。因此，面對外在快速變化的競爭環境以及競爭

對手的追趕能力，組織以顧客導向出發，透過三個要素的結合，可以彈性的面對

挑戰，得以形成一個長期的成功經營模式。本論文則是透過三種價值導向的發

展，成為創新者、整合者與促進者，其也是經由人才的培植、創新的開發、組織

知識的累積，來達成成功的經營模式。(詳請見第陸章) 

顧客的角色從孤立的轉變為連結的、從不知的轉為多資訊的、從被動變主

動，而正影響著很多方面，如以下五方面：(Prahalad & Ramaswamy，2004) 

1. 資訊管道：藉由空前的大量資訊管道，知識豐富的顧客有更多的資訊作決定。

過去企業習慣限制資訊流給顧客，而目前正面臨激烈的轉變，大量網路連結

的顧客目前正集力挑戰產業的傳統。 

2. 全球觀點：資訊的地理限制雖然仍存在，但是正快速的侵蝕，改變企業競爭

的規則。跨越地理邊界的廣大顧客正檢視著產品範圍、價格、品質，限制了

多國企業在價格或是品質差異上的自由度。 

3. 網路(networking)：主題顧客社群(thematic consumer communities)是個人

外部環境劇烈變動，不可預期 競爭對手的追趕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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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觀念和感受的地方，沒有地理或是社會邊界，正改革新興市場和轉變既

有的市場。例如藥品產業，是靠消費者實際經驗的口碑所建立的，而非其所

聲稱的好處，正漸漸影響著病人的選擇。顧客網路轉變了以往傳統由上而下

(top-down)的行銷溝通模式。 

4. 實驗法：顧客使用網路來實驗和發展產品，尤其是數位產品。 

5. 行動主義：顧客在作選擇時能夠具有較高的判斷能力，因為她們透過網路，

互相討論，並主動提供回饋給企業。 

隨著顧客和企業互動成為價值創造的重點，而建立共創流程有四個主要的方

法：對話(Dialogue)、取得管道(Access)、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以及透

明度(Transparency)，所謂價值共創的 DART 模型：「對話」表示互動、參與以及

兩方的行動，兩方平等地分享學習與溝通，藉此建立一個忠誠的社群。「取得管

道」從資訊與工具開始，如台積電給予顧客溝通管道，連結製造流程、設計、製

造查詢系統以及品質流程。「風險評估」這裡風險指的是對顧客的獲利損害，當

顧客也是共同創造者，是否也應該承擔一些風險？因此企業因充分的告知可能的

風險評估方法。「透明度」以往企業具有資訊不對稱的優勢，而今當資訊快速流

通，這優勢正快速的消失，企業需創造新層次的透明度。結合這些方法，企業將

整合顧客為合作者，透明度加速合作對話，管道和風險評估將形成新企業模型。

一些傳統的企業如 Sony 正加強在與顧客對話，共同發展 Play station 的產生；

從 Intel 到 Microsoft 到 Nokia 顧客正幫忙塑造新科技，從網路設備、軟體到手

機。如此她們正共同創造未來(co-shaping the future) (Prahalad & 

Ramaswamy，2004)。 

McKenzie(2001)提出關係空間—分享控制模式(如表 2-3)，將顧客納入企業

價值創造中，提出企業應著手的三種價值創造構面： 

1. 共同型態產品(co-configure product)：當消費者是 customer 時，若要

控制產品設計面，公司應創造—設計程序與介面促使消費者參與產品型

態，(不僅是特色的選擇)，因此進行生產程序的再設計。 

2. 共同設計解答(co-design solutions)：當消費者是 partner 時，其希望

控制各關係面，包括分享價值創造流程。共同設計解答即與價值創造的

程序有關。不僅是因為科技，也因為給了消費者很大的網絡管理決策控

制權，所以解答工作可以進行。 

3. 共同設計對話(co-design conversation space)：當消費者是 client

時，其想分享控制對話空間，包括進入點、介面(web、電話或店面)、營

業時間，因此包含採購(B2B)、購物(B2C)及銷售的核心事業程序，所以

須重新設計購買程序，以促使與消費者的牽連。 

 



表 2-2 關係空間—分享控制模式 資料來源：McKenzie，2001 

對話 

產品領導(customer)--共同型態

產品(生產過程) 

價值領導(Partner)--共同設計答

案(價值創造過程) 
發現 

操作領導(Patron) 交換領導(Client)—共同設計對

話(購買過程) 

在產業分析中，我們多用波特(Porter)五力分析模型為工具，然而產業的界

線越形模糊，這樣的分析已不敷需要。而該問的是：「我們有什麼樣的機會且我

們將如何去實現？」因為產業的聚焦、技術和主動的顧客正改變每件事物。如樂

高積木，顧客主導著產品策略，藉由建立社群分享經驗，形成一個獨特的文化。

FedEx 運用管道，讓顧客可以隨時察知包裹的狀況，其讓顧客採取主動權，由於

其讓系統透明化並給顧客方便的連接管道，使顧客滿意上升，讓顧客成為運輸的

夥伴。我們都很熟悉產品創新，但很少人會注意經驗創新(experience 

innovation)，因此需要的是一個系統整合者，而非一個生產者。因此價值不是

因為你做了什麼，而是讓顧客和你互動來增加價值，這就是共創價值。未來思考

的企業將她們策略重心從管理資源和能力轉向為顧客經驗，認為顧客經驗是價值

創造的主要來源。(Abraham，2004)Prahalad(2004)認為下階段的企業創新不是

使供應鏈更有效率，而是創造一個經驗網絡。未來的創新是專注在創造有價值的

經驗，使顧客能有更好的選擇，價值增進過程的「客製化」(customization)將

成為最重要。策略不是尋找比競爭者更低的成本，而是發現新的機會來增加營

收，所以價值不應來自內部效率的提升，而是外部顧客共同創造價值。燃燒起我

們的想像，我們並不是機會受限，而是想像受限，策略是將未來考慮進來，而不

是推斷過去。 

Prahalad 和 Hamel(1995)所著的競爭大未來(Competing for the Future)，

被認為 1990年代策略書籍的一個里程碑，他們以重建和再造(restructuring 

&reengineering)引導企業領導者遠離追趕的觀念，而是啟發他們專注在重要且

迫切的目標：重塑產業以及創造未來的市場。Hamel(2004)在他最近的書籍中：

領導革命(Leading the Revolution)以激進的觀念提出透過企業概念創新來改造

產業的策略。Prahalad 和其同事 Ramaswamy(2004)在 The Future of Competition

中繼續尋找轉移整個企業典範或是主導邏輯(dominant logic)，迫使我們重新思

考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和競爭的真正本質。這本書的基本概念為：明日的

企業世界中，價值將是由企業和顧客互動合作創造的，而不僅僅是兩者間的交換

關係，因此有更多資訊和連結且積極的顧客正在重塑企業顧客關係，我們正從以

企業以及產品服務為中心的價值創造轉變為顧客和經驗為中心。根據 Prahalad

和 Ramaswamy 所言，今日的企業世界中有兩種矛盾：顧客儘管有很多的選擇卻



較少滿足；策略儘管有很多的方案卻產生較少的價值。而價值創新中的經驗導向

觀念則為此找到出路：顧客尋找產品的多樣性(更多選擇，更多困惑)如同經驗的

多樣性(在不同的範圍中相同的產品粹取價值的多樣方法)，這是視產品為價值的

入口而非容器。例如心跳追蹤器(cardiac pacemaker)，傳統的價值為產品本身

或是植入技術，然而現在能夠遠端監控和診斷，儘管遠離家裡他也可以將相關的

病歷即時連線到附近的醫院或是醫療團隊，因此這樣的價值來自於廣泛的網路成

員，包括通訊服務提供者和醫療支援團隊。這樣的價值層次更能在特定的時間為

特定的個人、事件和背景所創造。因而高資訊、網路式和主動性的顧客漸漸產生，

伴隨著技術和產業界線融合所帶動的顧客和企業關係新動態觀點，以及重塑價值

創造的過程，企業的價值觀和顧客的價值觀之間漸漸衍生的不連接，是主導轉變

的動力。(Leavy，2004) 

這新興的觀點有兩個主要的障礙：經驗環境(創新的所在)以及經驗網路(能

力的所在)，企業未來將是朝向環境和網路的創新和管理。當她們能將兩個角色

聚焦，傳統上顧客和生產者之間的鴻溝將漸漸模糊。市場變成互動的模式，更少

的 B2C 交換的機制，且成本將不再成為價值的重要主導因素。在這新觀念下，價

值的重要來源是顧客的個人化經驗，以及顧客和企業間的互動品質。「事件、事

件的背景、個人涉入、以及將衍生個人意義在共創(co-creation)經驗的核心」，

而企業將可以不再支配個體經驗的結果。經驗環境(experience environment)

是主要的平台，讓互動的品質擁抱不同興趣、技術層次、需求和可望的大量顧客，

就如同大量客製化(mass-customization)以及經驗行銷(experience 

marketing)：樂高玩具(Lego)所創造的價值在於共享創造多元性的學習經驗，經

驗環境更形重要，互動的顧客社群漸漸產生，而未來價值鏈中互動的顧客社群將

難以預測或掌握，遊戲的本質改變，價值創造的潛能將發生在遠離企業總部、生

產設備或是銷售管道的地方。當企業在經驗環境的影響力降低時，將轉向建立和

維持經驗網路(experience network)：「其為基礎建設，有效地透過個人化經驗

共創價值。」成為企業、供應商和夥伴的衍生企業體，以掌握個體顧客和顧客社

群的核心能力。熱忱的顧客可透過網路將自己的操作系統分享給顧客社群，創造

價值新機會產生，使得企業不用再支配過程。在經驗典範共創中的「創新所在移

轉」以及「能力所在移轉」意喻著企業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新競爭版圖上建立策

略資產和差異化。策略不再是「可知的規則和明確的選擇」，企業必須重新思考

資源的意義，以及如何獲取資源的管道。建立在累積學習以及資源快速重構上的

靈敏性將成為新策略遊戲重要的關鍵因素，且需要新管理心態來支持他。

(Leavy，2004) 

 

 

 



三、建構企業價值網絡 

資訊科技的革新、地球村世界的醞釀、客戶化理念的引導，一連串如網路型

組織、虛擬組織、知識型企業的觀念逐漸在企業裡發酵、應用。這些觀念對傳統

的價值鏈產生很大的影響，對價值鏈的每個環節都產生很大的觀念變革。處於價

值鏈的上游與下游都必須重新思考存在彼此間的價值為何。服務方式如何才能在

完整的價值鏈上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彼此的關係已經從對立的狀態轉變為雙贏的

合作關係，而造成價值鏈的再造主要有兩項關鍵因素：價值鏈成員角色的改變，

造成傳統價值鏈的權力轉移；價值鏈成員著眼於最終消費者的需求，以新的、有

創意的方式滿足顧客需求，這些改變都使得價值鏈蛻變成價值網。(黃立怡，1999) 

傳統供應鏈中，廠商生產產品、透過配銷通路讓產品流通，希望藉此找到買

主購買產品；價值網則剛好相反，價值網以顧客為開端，讓顧客自行設計產品，

廠商則負責生產符合顧客實際需求的產品，正所謂「需求拉力」(demand pull)

系統的概念，而大多數企業仍維持相當高程度的「推力導向」(push-driven)和

連續式供應鏈。創造價值網的企業，是圍繞著顧客為核心，企業透過數位整合和

支援，取得顧客資訊、培養顧客關係、管理顧客滿意度，同時，企業還要管理供

應商網路，確保執行快速具成本效益。因此，價值網有五大特色：顧客為先(提

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相互合作和系統化(企業與顧客、供應商、甚至是競爭夥

伴一起合作)、敏捷並具有變通性(彈性的生產、配銷和資訊流設計可以迅速回應

需求變化)、極速流程(訂單至交貨的作業週期縮短，可減少大量的庫存)、數位

傳播(電子商務是價值網的重要促動要素，除了網際網路的應用外，還有資訊流

設計和智慧運用)(Bovet,Martha,Kramer，2001)。 

Keen & McDonald(2001)在極速流程一書中提到以下的概念： 

如果是企業為一個價值中心，我們大致可將關係分為以下四個群組：供應廠

商、中介者、關係共享者及顧客。企業就是位於網絡中心，他是網絡的整合及啟

動者，所以是價值網絡執行及責任的中心點，更身兼本身業務發展及散發吸引人

的業務。企業必須對顧客提出承諾—貨品交運的時間、貨品狀況良好，乃至於價

格及品質規格等等。垂直式組織在這唯一的好處就是，其手中控制了實現承諾所

需的大部分資源及組織單位。因此，價值網絡營運的效率，必須與一家垂直式企

業相當，這就需要以「流程」而非過去的組織部門為管理基礎。價值網絡基本上

可以說是來往合作夥伴基於協議、資訊共享、協力合作或合資等合作方式，所構

成的一個流程聯盟綜合體。 

企業是真正掌握顧客關係者，負責取得及維繫關係，而這有時候會成為它最

有價值的資產。在價值網絡中，供應廠商及中介者供應商品或服務時的績效或活

動，也由它負責。價值網絡的存在，即在服務顧客。價值網絡的建立，就是在滿

足顧客的需要及創造價值。企業通常是以自己非常專精的領域，建立顧客基礎。

但現在只要在自己的價值網絡中，尋找每個領域裡最上乘的成員，將它的資源整



合納入，爲顧客提供加值服務，也可以成為一個一流的公司。而供應廠商決定了

企業的營運參數及實現對顧客承諾的能力。因此，供應廠商的績效絕對是企業成

本及績效的決定因素，如果一家企業的供應鏈無法有效地控制成本或提升績效，

就無法達成快速及彈性的目標。 

價值網絡就是以企業為中心的關係，是企業彼此相互連結所創造的關係網

絡：關係共享者可以提供更多的商品及服務，擴增企業商品及服務的觸角及範

疇，擴增價值網路的範疇，通常適用企業聯名的方式為之，真正市場的領導者，

是透過關係共享者新增更多服務，建立她們的關係優勢。而中介者可以提供企業

營運需要的相關資源，或是企業無法執行，甚至是基於品質及成本的考量而不應

該去作的服務，通常有以下的中介者型態：1.銷售中介者：指的是延伸企業銷售

能力的企業，包括經銷商、配銷商、通路夥伴、加值合作夥伴及通路經銷商。2.

訂單實現中介者：指的是促動訂單實現的服務。這些中介者的業務大都以後勤支

援及付款服務為主。3.資訊及溝通中介者：提供研究資訊給顧客的中介者，其會

提供購物比較資訊、技術資訊、目錄管理及像論壇等促使社群建立的相關資訊。 

關係的經營正是提供維持一個外在焦點的最好方式，亦即企業在商品及服務

的設計上與價值網絡成員間的互動關係，應該是促動者，而非控制者。在企業將

所有的資源專注於核心能力，免除週邊流程的趨勢下，其焦點以不再是企業內或

是企業本身，而是著眼於價值網絡的動態雙贏觀點。定義價值網絡在於決定由誰

來加入你的網絡關係，而所有的關係都一定要善用終端顧客資源，因為他才是價

值網絡中價值的創造者。以電子商務企業的管理為例，勾勒出資源配置、結構、

技術、通路及價值網絡等議題所需要的決策及行動的概略輪廓。也同時描繪出正

在興起的商業實務模式，可供了解價值網絡的重要性：確認及集中在核心的識別

能力，善用價值網絡，透過價值網絡將能力資源作最佳的配置；流程設計必須站

在顧客的角度，而非企業的角度。無論市場結構或機制是用以銷售或服務，顧客

永遠至上；使用資訊及知識設計關係及重複性業務，以確切展現你了解顧客、供

應廠商及價值鏈中的其他成員，如此企業才能彈性地供應資訊、產品與服務；將

流程的自動化變得更有智慧，虛擬的迷思就是將所有都自動化，但是營運及人還

是相當重要，因為他們的能力是你處理例外及變局時的關鍵；應該管理的是服務

的組合，而非組織的單位；競爭將持續推動創新及變革，可以清楚看到的創造性

毀滅所需要的動態。願意改變並視自己營運為資源配置的決策者，就能創造彈

性、真正感應及回應市場的變化；市場的觸角及複雜性將不斷擴大，且走向全球

化。企業要服務及競爭的前端市場會繼續擴充—進入新的市場及顧客。 

這個以關係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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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如何繼續接觸、銷售、服務及與顧客建立關係？如何建構及經

營現在已經跨越多家企業的整合性網絡化的商業關係？如何在所處的組織中建

立關係，以改善彈性、保留才能、取得優勢的回應速度？如何整合顧客及企業的

價值，找到識別及品牌的能力？已成為企業首要面對的問題。 



第二節 策略再思考 

本論文架構以變革三部曲作為個案分析的主要步驟，根據上節所闡述價值創

造理論，企業如何進行利用三步驟變革以達成價值導向企業，是第二節到第四節

所探討的課題。此變革三部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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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向戴明(W. Edwards Deming)和朱籣(Joseph Moses Juran)這兩位美

國籍的品管大師學習全面品質管理(Total Quality Mangement)和持續改善活

動，到了 1970年代這些品管的概念完全灌輸在日益進步的日本工廠裡，1970年

代後期到 1980年代，日本產品就從這些工廠銷往歐美等西方國家，成批地消滅

西方競爭廠商，尤其在消費電子產品和汽車方面。然而，1980年代的關鍵事件

是美國人終於在生產力上迎頭趕上，像「及時彈性製造」之類的工具所帶來的成

功使人人相信「技術至上」，1990 年代則轉向＂時間＂為基礎的競爭、組織重整

再造、企業瘦身、扁平化和標竿學習，而當大家都在互相模仿與學習，務求效率

提升和節省成本時，大家都在做相同的事情，顧客看到的都是相同的產品或服

務，所以只有從最低價格來做選擇。這時大家卻容易忽略了講求競爭優勢、宣示

雄心壯志以集中資源來正面迎戰市場競爭，「只有找到自己獨特的、個別的＂生

態利基＂(ecological niches)，並避免頭碰頭的惡性競爭，企業才能賺取高報

酬率。」(Henderson，1998)「企業唯一能贏競爭者的方法就是建立一套差異化

的策略，不但要與眾不同而且必須能長久持續。」(Porter，1990)。 

「策略處理的是整個組織存在之最基礎和最根本的問題，而且指引著整個企

業的未來。」(Napuk，1993)。「策略的兩大要素是未來意圖(Future Intend)和

競爭源頭(Sources of Advantage)，未來意圖是企業的精神之聚焦工具，以便將

長期而深遠的眼光、堅持達成目標的決心、和選擇特定市場等因素作結合。未來

意圖和優勢源頭必須緊密結合，唯有在企業的競爭優勢能夠發揮的地方來建造未



來意圖才有意義」(Michael de Kare-Silver，1998)。  

「策略不會來自整年度照表操課的程序；它不是有系統地找尋就能發現的東

西。必須要以＂新方法＂來檢視真實世界才可能制定出好的策略；策略的起點是

你必須擁有全新的思考方法，不能一在掉入傳統的窠臼當中」(Hamel，1995)。「思

考策略的最佳場合是在與顧客密切互動時和就近觀察競爭者的時機」

(Mintzberg，1983)。Mintzberg 也提到策略應該是＂精心雕琢＂出來的，而不

是＂計畫＂出來的；企業的意圖應該是有彈性的，能夠因應市場及時訊息和變

化；非預期的成功是引導我們找到更豐富機會脈絡的最佳指引；我們無法永遠控

制環境，但設法掌控週邊的環境則有絕對的必要；精心雕琢的策略是一場永無止

境的程序，在過程中，市場回饋資訊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它需要全員的參與，尋

找斷層不連續的地方，創造分歧化、差異化的做法。 

根據 Prahalad(2004)，企業在價值上正劇烈的成長是因為使用「策略延伸」

(strategy stretch)的策略，延伸意指創造機會和資源的不合，企業靠資源槓桿

作用取代資源配置來獲得競爭優勢，多元化的企業將不再是公司和產品的組合，

而是核心能力的組合，因此經理人的要務是發展核心能力，運用智慧資源來權衡

核心能力以創造價值。 

在擬定策略的過程中，需找出企業的競爭優勢，並專心致力於發展此優勢，

而競爭優勢則是來自於企業的核心能力。Hamel 和 Prahalad(1995)認為「定義核

心能力是設計策略的第一步，如果企業知道他最在行的是什麼的話，他便可以選

擇一個值得瞄準的目標。」企業的核心能力是一家企業所獨有的資源，若不是獨

一無二就是比競爭對手高明許多，這類的資源可以是歷史事件、物質與心靈方面

的能力、關係網絡、文化、工作方式以及其他許多屬性。Barney(1991)提出四個

問題來檢視企業資源和能力：「價值方面」的問題，企業是否能為顧客帶來大幅

度的價值，如勞力士強調品質製作、給顧客一種卓越非凡感覺的承諾、和身分地

位的象徵性；「稀有性方面」的問題，Wal-Mart 和 K-Mart都是走低價路線的折

扣零售業，但 Wal-Mart 成長更快速且獲利能力也越高，因為其獨特競爭能力在

於擅長使用行銷店頭的資料來控制存貨；「可模仿性方面」，要能力變成持久不墜

的競爭優勢，就必須不容易被抄襲，例如申請專利保護、慎選客群、或建立獨特

的企業文化；「組織方面」的問題，企業應透過良好的組織來充分開發其資源和

潛能。Henderson(1998)所提策略防區(strategic sector)就是能取得競爭優勢

而且開發利用它的地方，策略防區完全是根據競爭差異性來定義的，在此區內的

市場佔有率才是決定獲利能力的關鍵因素，公司大小反而不是。 

了解競爭優勢的源頭是非常重要的事，唯有如此，才能評估持續性的競爭優

勢，並設法增強其續航能力，在源頭上建立競爭優勢，深化擴展此源頭。成功的

企業是那些能將自己的獨特能力(驅動力和專長區域)運用在最大範圍的產品和

市場者；僅可能將事業＂心跳＂擴展到最多數事業單位，協助這些事業單位欣欣



向榮，事業單位如果無法善用企業的關鍵能力就會＂孤立＂於該企業之外，很難

有良好的表現，甚至存活都會發生困難。表 2-4 為本論文所研究個案之核心能力

及其延伸進行探究： 

表 2-3 以核心能力為基礎的策略 

公司 關鍵能力 核心能力應用與延伸 

Origin 電子、機械電子、化學

電子三大核心能力 

塗料市場(Coating Business)開發水

性塗料，應用在手機領域 

Shiseido 美容、化妝產品研究 美容、時裝、藝術的延伸，藥品、幼

米、精密化學的擴展 

Hitachi 總合電機製造 電腦、TFT LCD、高感度影像追蹤管等

技術的延伸至建構生活基礎系統 

NTT DoCoMo 行動通訊服務 整合平台跨足娛樂、網路行動、生活

消費、汽車導航等的結合 

Olympus 影像光學數位科技 醫療基因、工業診療、通訊產業等解

決方案提供 

Toyota 汽車製造 通訊事業加強資訊科技的應用，在汽

車功能上的提升；建築工程、潛艇製

造等核心能力延伸；生態環境的保護

當確定了競爭優勢來源後，接下來則須訂定企業的總體策略，首先是找出價

值創造的洞察力、其次定義企業總部中心將如何增加價值、因而能夠專注經營核

心領域事業、最後決定是否組織重整或企業分割。Andrew Campbell,Marcus 

Alexander 和 Michael Goold(1994)在企業總體策略：為多事業體的公司創造價

值這本書中提到，價值創造洞察力讓你有能力發現創造價值的較佳方法，這些洞

察力通常聚焦於實務事項，並指向做事的新方法，有時候，這些洞察力是一些徹

底重整公司或產業的重大觀念，這些洞察力經常來自第一線或營運單位的經理

人，只是這些人不一定能完全明瞭這些新觀念的意義而已，能創造價值的洞察力

應該是很稀少而珍貴、也很強有力，它們必須能被企業總部中心以某些適當的介

入方式普遍應用到所有事業單位，這也是所以稱之為核心領域事業。企業總部如

何增加價值，則可以利用五支槓桿來創造價值：建立、開發、槓桿、連結、延伸，

「建立」隱含的意思是企業總部將事業做的更大、將市場定為做的更好，經常使

用的方式是進入新市場，例如整合凌亂破碎的產業市場區塊，產生規模效益、網

絡效果、或品牌貼水效益；或是國際化，將＂贏的經營方程式＂從國內推展到國

外，因而拓展出更大的市場；或是科技整合，例如將通訊產業與電腦產業合併所



激發出的綜效。「開發」牽涉到技能和專長之直接投入於開發事業中，以科技為

基礎的擴展策略，通常是以核心技能為基礎以進行開發。「槓桿」則是將企業資

產或技能(如品牌、執照、專利、知識或關係)利用槓桿式的操作會創造出許多價

值。「連結」就是使用企業總部所支持或鼓勵之跨事業間的綜效。「延伸」是企業

總部很清楚各產業所能達到的績效表現水準，因此確實要求其下的事業單位都延

伸達成水準以上的表現。投資組合只應該包含核心領域事業，可以利用上述五支

槓桿之一來傳播、散步價值創造洞察力的那些事業，然後或許需要處理掉一些目

前經營中的事業單位，才能擴展進入或收購其他適當的核心領域事業。 

由上所述，企業需要將專注於核心能力中，藉此發揮持久性的競爭優勢，「核

心能力的重點，並不在於一個企業可以做什麼，而是在於決定不作什麼」

(Micklethwait & Wooldridge，2005)。選擇與集中將資源與能力投注於核心領

域中，當面臨外在環境威脅時，往往採行專注本身擅長的事，而先將公司有限的

資源選擇性地投入具有發展潛力，且能充分運用核心能力的事業，並在該領域扮

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帶領產業向前邁進，為創新的先鋒者，以提升企業獲利能力。

所謂的三一法則，即以集中投入比競爭對手多三倍的資源，一點突破，克敵制勝，

在特定領域中成為龍頭。更甚於此，集中與擴大核心能力，當獲利能力提升後，

便利用手上的資金，再投資相關的領域發展具有附加價值的服務，提供全面性的

解決方案，以擴大市場佔有率。由於泡沫經濟時代日本企業大量資金，尤其是大

財團企業紛紛投入多角化的風潮中，但由於經營成果有限，終究面臨裁撤的命

運，而失敗的原因則通常是單純無策略性的思維缺乏核心競爭力便貿然而行所

致。 

然而，將核心能力是為一個嵌於石框、不容易改變的東西，是極為危險的。

現代管理理論家為讓企業維持警覺，總會想辦法翻新，重振企業的責任應該由公

司的領袖肩負，最好的領袖經常是顛覆者，願意義無反顧、毫不心痛地把自己一

手建立起來的東西摧毀重建，這可以透過兩種方式來達成，第一種存活方式便是

提升內部的創業精神，另一種存活方式便是建立網路。「創業精神」的意義便是

創造小單元，授權他們嘗試新點子，而且更重要的是允許犯錯；「建立網路」是

確認創業精神與想法傳播到公司的每個角落，讓公司內部不再存有獨占式的部

門，並鼓勵員工從事奇異電子總裁威爾許所言的「無疆界行為」(boundless 

behavior)，點子與知識對成功的重要性在於每個人必須願意分享他們思考的結

果。而真正讓組織連成一體的是企業文化，也就是一種激發員工自我管理，並允

許經理和工作人員互相信任的一種無形的東西。 

Porter(1996)指出「成功的策略必須為企業創造出有價值定位」，然而近代

許多競爭理論指出，「在變動快速、市場渾沌下，企業的定位不再是一成不變的，

而必須作連續的調整」(D＇Aveni，1994；Hamel & Prahalad，1995)透過每一次

的調整，讓企業得以利用一連串短暫的競爭優勢來創造更高的價值。 



第三節 組織轉型 

80年代以前到現在，策略經歷三階段重心移轉，在 80年代以前，重視企業

政策，探討企業存在的意義；80年代則專注在競爭策略，思考如何將競爭對手

打敗；90年代之後則是以策略掛帥，從組織內部的調節與調適來因應市場的變

動與環境所趨，因此，這樣的演進過程，從原先探討組織的源頭(企業存在的意

義)，轉而訴諸於外，研究競爭對手策略或市場策略，最後再回歸到組織的再造、

重塑，其策略思考的演變軌跡可看出，組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國內外專家

學者的觀察，可以發現企業轉型多涉及「經營策略與經營內涵」的轉換與改變： 

表 2-4 企業轉型的定義彙整表 

學術出處 定義內容 

Adams (1984) 在思考和行為上徹底且完全的改變，以創造出一個不可回

覆，與先前不連續的系統。 

Levy & Merry(1986) 企業轉型為組織在處理無法像以前一樣繼續運作時的情況

下，為了求生存，在構面上發生重大改變，包括組織的使

命、目標及企業文化等，稱為「二階變革」。二階變革為多

構面、多層次、定性的、不連續的、基本性的組織變革。

Kilmann & Covin 

(1988) 

組織檢查本身過去是什麼?現在是什麼?將來還需要作什

麼?如何去完成必要的改革過程? 

竹本次郎(1989) 日本學者竹本次郎對「企業轉型」提出最簡單的定義：企

業因應外部環境變化所採取的經營策略。 

林寄雯(1992) 企業轉型依據日本「事業轉換」一詞而來，其泛指企業為

了因應經營環境的變遷，而改變經營型態的一種方法。 

Shaheen 

(1994) 

整個組織在價值、型態、態度、技巧及行為上的轉移，使

組織更有彈性，能及時反應環境各種變化，轉型的主要目

的是「讓企業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努力後，能大幅改善競爭

績效，並持續維持企業競爭力」。 

陳明璋(1994) 企業轉型為企業在經營環境發生變化時，為求生存發展、

突破經營瓶頸，而透過組織調整或目標轉換之策略，改變

結構型態，創造出適應未來的新經營模式。 

Blumenthal(1994) 強調轉型是在認知、思考及行為上的全新改變 

謝碧枝(2001) 轉型意指事物已有變革的現實，「改變」涉及時間概念；轉

型介於過去、現在、及未來之三種時間狀態之間的變革。



高階主管在進行組織變革時，傳統上都是採取由上往下的方式，他們會告訴

員工要作什麼事、如何作，而非讓員工們參與整個過程，他們不太重視員工的創

意和意見，只透過指揮、控制和堅持，來使員工全力配合變革的進行。

Albrecht(1994)提到突破性領導者是以更微妙和更複雜的方式來看到組織變

革—亦即把它看成一個從上往下、由下往上，並由中階層實際負責管理的過程，

領導者讓每一個人都參與組織變革，從而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們透過員工的

了解、參與和投入，而非靠控制和上司的權利來獲得員工們的支持。因此，

Albrecht 的 TQS 模式中的教育、訓練和溝通的部分，把員工授權當作主要目標，

使員工變成整個變革過程中的合夥人而非犧牲者，因為他能協助員工了解顧客、

整個組織的願景和使命，以及他們在傑出的顧客經驗中所扮演的角色。 

策略是持續造成差異化與競爭優勢的一種思維方式，而變革則是達成策略的

一種執行方法(Albrecht，1998)。組織策略是將願景成功結合策略性思考的結

果；而執行計畫則是策略計畫中可執行的部分。(Bennis & Mische，2002)。目

標是由公司的願景與企圖心所擬定，而策略代表了目標的方向性，其目的是為了

達成目標；執行計畫則是目標加上行動所具提實行的方案。＂贏的經營方程

式＂(winning formula)需要將核心能力建構在公司價值鏈上的每個要素。

(Tregoe & Zimmerman, 1982)當組織＂贏的經營方程式＂建立後，就會形成核心

價值、定義需要的資產和建立組織文化的規則。因此，組織發展成為獨特的角色，

定義自己的意圖、優先順序、規則和有意義的活動(Weick, 1995)。＂贏的經營

方程式＂往往是有時間限制的，會因為科技的改變而淘汰。因此，促進轉型需要

的因素即包含了科技的改變，掌握到新的或獨特的科技機會，創造了組織價值，

使科技成為一個重要的資產。但是在普遍的科技典範中，不連續性的科技轉變可

能導致企業轉型變得十分脆弱，因為這個主導性的技術或其他要素劇烈地轉變了

企業的經濟情況，其包含核心價值、規則、策略、文化重要性和資產賦權等等，

而這些在企業模型上會變成競爭性的弱勢、反動或是淘汰。在這狀況下，企業面

臨了多面向的策略困境，激進的轉變是必須的，但是企業卻不能認知到挑戰的急

迫性、缺乏破壞規模的了解以及重建的需要，或是還未能具有掌握這躍動(jump)

的能力。(Francis,Bessant,Hobday，2003) 

日本企業經營管理由金井正明所提出的「改善」(Kaizen)觀念提供了一個思

考空間，且日本企業的全面品管制度的主要貢獻便是讓員工培養「過程導向」的

思考方式，確保全體員工能養成隨時進行改善的工作習慣，讓「改善」觀念伸直

美為員工的心，讓企業持續進步。日本企業界目前亦不斷鼓勵創新的文化，期望

透過產品服務的價值創新掌握顧客的心，也透過生產流程的創新增進營運效率，

同時也透過組織制度的創新，促進經營管理的活力! 今井正明(1992)在「改善」

即提到進步有兩個相對的途徑：漸進式(gradualist approach)與躍進式

(great-leap-forward approach)。日本企業偏好漸進式，西方企業則偏好躍進

式。西方管理人員崇拜「創新，創新是技術的突破，或最新管理觀念、生產技術



的演進。以下就兩種變革方式，進行討論： 

一、 躍進式變革 

革命性變革(revolutionary change)的倡導者描述改變就是在一瞬間內破

壞(destroy)過去的組織架構，其目標就是使組織從過去的僵局中重獲新生；演

進式變革(evolutionary change)的倡導者偏好較溫和、漸進式、以一系列小改

變來破壞既存的教條並替代它。然而，也有介於其中的倡導者，利用演進式的調

整達到革命性創造式破壞。儘管變革管理的多元性，其仍有三個主要的特色：「創

造性破壞」是格言；「變革或是消失」(change or perish)是證言；以及「不痛

就沒有變革」(no pain no change)是克服拒絕變革(resistance to change)的

理由。激進的組織轉型需要多種的改變：策略必須重寫、組織文化因不同的價值

重新整列、程序與價值鏈的再設計。這樣的挑戰就好比酗酒者變得清醒或是看電

視沙發族開始跑起馬拉松。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一詞始自於經濟思想家熊彼得

(Joseph Alois Schumpter,1883~1950)，葛林斯班引用這個概念說：「它乃是一

個持續的過程，新興的科技趕走了老科技，當使用老科技的生產設備變得陳舊，

金融市場即會支持使用新科技的生產方式⋯，這種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已明顯地在

加速，伴隨著這種擴大的創新，也反映在資本由老科技往新科技的移動上。」熊

彼得在近代資本主義理論上的重大貢獻，乃是跳脫馬克思的思想軸線，認為企業

家才是真正的主角：「企業家致力於創新和生產手段的新統合，它反映在新財貨

的創造，新生產方法的採行，新市場的開闢，新資源的開發，新產業組織的形成

等五大方面。」企業的基礎在於連續性的假設，它們的焦點是在運作；而資本市

場的基礎在於不連續性，其重點則是創造與破壞。市場的機制往往有助於快速、

廣泛的創造，因此能夠建立更多的財富。 

吳思華，於創造性破壞一書中的引言提到：科技的創新是一個不連續的形

式，他們根本改變了產品的形貌、消費者的偏好，以及產業的遊戲規則，整個環

境呈現出創造性的破壞風貌，必須用完全不同的思維來回應；再加上市場的效率

不斷提高，成員可以用腳投票，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或環境，只用紀律與關照

已無法支撐組織存在的正當性。因此，組織必須培養敏銳的洞察力，辨識消費者

的價值缺口，制定正確的經營策略與事業模式，然後充分運用層級組織的優勢，

快速的重新整合資源，提供全新的產品或服務，讓社會和組織成員的價值均增加。 

面對創造性破壞風暴的組織，若要確保本身的優勢，應該認真的向市場學

習，而高階主管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 

1. 改變心智模式，以不連續的假設面對未來創造性的破壞風暴；管理者的角色

不只是理性組織的護衛、關照成員的領導者、價值創造的經營者，更是創新

活動的守門人與催生者。 



2. 落實分權制度，促成更多的創意團隊；改變作業流程與激勵制度，鼓勵創意

的產生，讓組織中永遠充滿創業經營的精神。 

3. 給予足夠的資源與自主決策空間，允許知識邊陲地帶的存在，讓創意有機會

成型；但同時必須訂定清晰的淘汰標準，定期加以查核。 

4. 高階主管應扮演創意的守護者，謹守欣賞、支持、整合與推廣創意的角色，

積極尋找千里馬，但不直接介入創意的決策與執行。 

Richard Foster & Sarah Kaplan(2003)在創造性破壞一書中將創新分為三

種不同的層次：(如圖 2-3) 

1. 變形式創新：正好符合熊彼得所謂「事情進行過程中無法改變或反轉之歷

史性變化」的概念。變形式創新可以創造新的市場、改變交易的盛衰起落、

可以刺激次世代的來臨。這比較像是一種為了達到競爭而必須破壞既有產

品的競爭。 

2. 實質式創新：這種創新在新奇度與範圍上，雖然不比熊彼得的概念，不過

仍足以對傳統的秩序造成相當的困擾。實質式的創新經常是伴隨在變形式

創新之後來的，就像主震之後的餘震。這種創新一方面有助於建立並加強

製造變形式創新所必要的能力，一方面也會建立自己的核心技術，常常需

要外部專業知識及技術的挹注方能大獲全勝，因此往往會把組織在資訊與

技術上的限制，作更寬廣的延伸。 

3. 續增式的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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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創新的種類：Richter scale 創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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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 & Kaplan(2003)認為日本在 1970年代末期正式成為達到世界水準的

製造商之後，日本要想更進一步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就需要以國際市場的速度與

規模，張臂擁抱創造性破壞。日本曾經以鼓勵重要的經濟產業從事漸進式創新的

方式，來進行市場競爭，雖然他們在這些領域獲得相當的成功，但是卻不曾有創

造性破壞的精神，而是把所有大型企業的力量結合起來，努力維持現狀。他們認

為日本還得花上數十年的代價，才能走向新時代的道路，而反觀美國，其政策已

經相當有效地提供企業擁有更自由的環境，有助於創造性破壞的養成，其資本市

場是全世界最透明、最成熟的，其貿易政策也是非常鼓勵外來競爭，將企業曝露

在全球競爭下，以保持企業持續改善的活力。 

二、 漸進式變革 

一些企業轉型的研究(如 Baden-Fuller& Stopford, 1995)認為累積式、漸

進式地增加能力是讓組織轉型或是再生的方式；然而 Francis,Bessant,Hobday 

(2003)蒐集的證據顯示通常需要從外界取得獨特的新能力以釋放出激進的企業

轉型。以下為漸進式轉型的管理能力： 

1. 認知挑戰：正處於錯誤位置的策略困境，在這之中有些預應性的障礙如： 

A. 逃避：組織內的人員所習慣的方式被挑戰，所以她們選擇逃避事實。 

B. 優柔寡斷：當已經知道改變的需要時卻不知道什麼是最佳的策略方向，

因為有太多的選擇和可能性。 

C. 貧乏：當發現自己需要進行激進改革時，財務狀況已經處於困乏狀態，

限制了投資新領域的可能性。 

D. 孤立：組織裡位居權位者所建構的可能面臨淘汰或破壞，她們可能是轉

型領導最不可能的人選之一。 

E. 無能力：能管理巨大變革計畫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本領，相當少的管理穩

健組織的領導者具有適當的能力來領導轉型變革。 

因此，年資高的管理者不一定能認知到外在的壓力以進行變革，此時，具有

不同觀點的新 CEO 則可以領導重新概念化威脅和機會。如 Nokia 新總裁來自於

Citibank，這五年帶來了不少變革。這使得「如同往常的企業」(business as usual)

將不再是個樂觀的策略，因此企業將進入集體的不確定心理狀態。有些企業他改

變個產業的遊戲規則(如 Nokia)，而有些則是維持核心產品要素往價值鏈上延展

或是市場上擴張。 

2. 決定變革策略：企業重建自己並且進行從老到新價值創造策略的激進地轉變。 

A. 重新構形價值流(re-configure the value stream)：在供應商、夥伴、

以及下游關係人的網絡中重新定位，如升級或是發展供應商或是向下延

伸至下游活動。如 SunMocrosystems 發展廣泛的夥伴網路以支持服務，

她們延伸服務並且能提供適應區域性的服務。重新構型價值流的好處是



可以選擇低成本的供應商或合作夥伴、透過價值流的檢視可為提供顧客

重視的價值所需要的資產與服務、也同時檢測無效率的連結並以最適化

方式改進行改善。 

B. 重新定義企業的驅動力：組織的驅動力是組織所選擇創造價值的公式、

通常在使命描述中所呈現的(Francis, 1987)。而當改變發生時，組織

必須採取新的策略驅動力，這必須背負拋棄「已知」進入「不確定性以

及新發現領域」的風險性，所以過去的規則都可能成為限制或是障礙。

如 Nokia 從百年紙漿和紙業的領域中決定重新定位為通訊產業，1990

年代以來的表現令人驚艷，並且出乎其他通訊公司的意料之外，成為世

界領先的行動電話供應者。 

C. 重建企業的核心能力：核心能力是基礎根本的能力，能夠以可靠地、經

濟的方式完成困難的事情。石油公司有發現原油地的能力，其可破解複

雜的地理資料鑽勘到石油可減少風險。流行零售者可以掌握到下一季年

輕女性的流行趨勢。核心能力從策略的角度來看很重要，她們可以是動

態的。 

D. 爲先存的或是新客戶重新定義價值主張：競爭策略是滿足顧客需求、管

理成本和創新，而因此提供利潤。和顧客親近可以提供學習型態應用到

產品設計或服務的提供，因此這也是生產中重要的可見資產。然而，將

焦點放在既存的顧客上往往使企業決策偏向，因其不一定為領導使用

者，因此，研究潛在的或是領導使用顧客是需要的，這樣的視野使得產

品和服務發展是以整個潛在市場為重而非公司現存的市場。

Christensen's (1997)在創新者困境(innovator's dilemma)中也分析

到新市場機會的產生多是基於新科技能力，而非專注於現存核心顧客

上。因此，探索機會空間是關鍵策略，而且也需要維持既有的顧客連結，

同時也發展新顧客，非常不同的顧客。創造和持續認知訊息(威脅和機

會)的組織能力將引動相關的創新和適當地對應刺激，是策略管理方面

的主要挑戰。(Tidd et al., 2001) 

3. 大規模的創新：大部分的創新是在既定的可能性中選取，通常依循一些科技

軌道＂technological trajectory＂(Abernathy and Utterback, 1978; Dosi, 

1982)，這可以引起小量規模的變動，但整體狀況是較為穩定的。Pilkington

突破式創新轉變了產業，以及公司的財富(Nayak and Ketteringham, 1986).

這就是「不一樣」＂do different＂的創新，其建立了新主導性的設計，一

個新的發展軌道以及產品和流程創新都被探索的新選擇性。然而，公司卻面

臨著不連續性的創新，其困難包括了： 

A. 認知的失敗：未認知到該進行創新，會產生對關鍵環境訊息的孤立，或

是執著於原本的公司心態，獨特的核心優勢＂core competencies＂反



而成為核心限制"core rigidities"(Barton，1995)。 

B. 不適當的創新：儘管認知到變革的需要，卻缺乏組織內部的良善配合

度。最常見的問題是採用創新的結果往往是跟隨流行而非清楚的策略意

圖。(Cooper, 1993; Baden-Fuller and Pitt, 1996) 

C. 插曲式的創新：短暫的基礎無法支持密集式的創新，其問題在於如何持

續和確保穩定的創新而非追求轟動一時的電影劇作，因此須在連續性的

基礎上發展創新。然而，不連續性的創新和以改進式為主的方式不同，

他所帶來的是變革性的轉變機會，如 Siemens 的例子是大規模的漸進式

創新，集合在一起就變成劇烈性的效果。而不連續性的創新和漸進式創

新所不同的是需要破壞性的心態、進入未知和不確定性的心理領域、高

風險、會導致很多的試誤和磨難，且需要獨特的技術。 

4. 管理系統性變革：企業對於不連續性的積極反應可以是「重寫競爭遊戲規

則」，而無反應的企業對於這樣的變化會因此喪失她們在新策略機會中的地

位。因此，在 Francis,Bessant,Hobday 的研究中，企業至少需要發展策略方

案和規則來幫助他們因應非穩定性的創新，也就是不連續性的創新，而這需

要組織多方面的改變，即所謂系統性的變革。激進式的創新需要多元的新規

則，因此和企業每天穩定的作業模式會不相容(Leifer et al., 2000).。結

果會造成兩個團體的緊張情緒，因此將激進式和穩定派分開，新的部門或是

公司可以她們的創業世紀能追求激進式的願景。(Tushman and O'Reilly, 

1996)。關鍵的規則是像類似掃描環境來獲得訊息以引動創新，管理專案的執

行以及不同知識單位的合作等等。(Tidd et al., 2001) 

5. 導入領導流程：在 Francis,Bessant,Hobday 的研究中，能成功轉型需要具有

管理矛盾的能力，這需要領導的精巧與力量，而這是相當稀少的。組織的領

導者需要能夠同時軟硬兼具，而且知道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事，在變革轉

型過程中，需要專注、敏捷和智慧的判斷。且組織要能支持一個大膽的領導

者大膽的決定。 

小結：在轉型中的組織需要運用分散的智慧和行動，以及具有共同價值、及

時學習和深刻了解的主動者。 

Eric Abrahamsom(2004)提出創造性重組(creative recombination)，認為

變革不一定需要經歷痛苦的過程，有別於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的強烈威力。而「重組」的意義是如同從離婚到再婚、組織瘦身的目的是重新雇

用員工、破壞現有的組織架構是為了要重建組織。創造性重組方法則是發現和整

合現有的組織資產，將它們再部署、再重組以因應改變，包括既存的人員、程序、

結構、文化和社會網絡，整合將他們並往改變之路以達成新的結果。這個方法可

以降低破壞所帶來的毀滅性痛苦，反而是以更創意的新方式。 



創造性重組有以下四點特色： 

1. 使變革成本較不高昂。 

2. 重組既存的組織資產，利用現存的知識和經驗發展這些資產，可減少重新

學習新流程的必要性。 

3. 重組現存的組織資產，可以減少轉換的混亂，創造性破壞者需要停滯系統、

消滅舊的流程、重新設計新的流程再付諸實行，以即使員工重新適應新的

特徵。 

4. 員工拒絕全新流程的改變，這個趨勢將較不成問題。 

創造性重組的方式有三種層次：複製(cloning)、客製化(customizing)、轉

變(translating)。公司發現只需要靠複製就可以完成高效率的結構轉變程

序，僅需要重組本身具有的企業流程和結構。如同 Intel 在不同的國家複製同

樣的工廠與製程，所謂「copy exactly」，可提高其效率性。第二個層次是：

不只是配適現存的企業流程和結構，同時也是整合不同人員、社會關係、文化

和價值觀，客製化是為變革在修正的過程中，以新的內涵重組，達到特定的目

標。為了達成同樣的目的，而有些方法需要「再創造」(reinventing)，遵循

現存程序的大綱，這就是所謂的轉變(Abrahamsom，2004)。重組須以建設性的

方式挑戰由來已久的信念、信條以及做事方式，並克服組織壁壘與文化偏見。

須重新評估、重新定義並重塑過去對成功的定義以及事業進展與管理作法上的

傳統式做法。重組過程需將許多分歧的利益、需要、技能與部門合併成高效率

跨部門整合事業單位。(Bennis & Mische，2002) 

 

 

 

 

 

 

 

 

 

 



第四節 變革管理 

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是企業一個很關鍵的「軟體的基礎架構」

(Soft Infrastructure)，也是一般看不見的基礎建設。企業一定要有其核心價

值觀，企業文化則是立足於這些核心價值觀的行為，而因此產生了願景，有了願

景之後就有不同的時間目標，為了達成這些長短期的目標，則要有策略。策略是

階段性的，會經常隨客觀環境、內在條件與時間而不斷的變動，其一定要在核心

價值觀的指引下，才能發揮優勢，避免弱點，達成目標，再進一步實現願景。最

後，在回頭鞏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和競爭力。(施振榮，2000) 

Albrecht(1998)提出「突破性領導」需要有創造力、全盤性思考、能接納新

觀念、能超越個別利益、發揮團隊合作精神、有勇氣調整方向，以及在必要時能

改造整個公司。「突破性領導者」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替未來的成功建立起一

套架構，以提高顧客價值。這套架構要陳述整個公司的願景、使命、價值觀、企

業方向，以及策略性品質改善目標。因此，突破性的策略必須提供：以顧客價值

概念為基礎的公司願景、使命和價值觀；非常明確的整體顧客價值，以求提升顧

客所體驗到的全面品質；一套提供整體顧客價值的管理制度，以求確使顧客得到

高價值的經驗；努力目標與衡量尺度的說明書，以推動改善品質的努力。 

高階主管如果具有以顧客為焦點的願景，並且全力追求服務品質，整個公司

就非常可能變得以顧客為導向，而要變成以顧客為導向的公司，是非常困難的

事，需要服務領導能力、長期的投入和努力。因此，領導者要能界定並闡釋以顧

客為中心的經營概念與使命，表示其能與顧客保持接觸，跟上市場的變化，還代

表要在關鍵性議題惡化之前謀求解決，並要主動採取措施，而非被動反應。而其

所設定的目標能使員工覺得屬於自己的目標並全力以赴，要使各單位的目標都配

合公司的整體目標，對員工作有效的授權，使得最接近工作現場的員工能自己決

定，並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情。 

Albrecht(1998)所提出的「突破性服務策略退省會」(breakaway service- 

strategy retreat)能使高階主管從零基礎開始擬定策略，這種退省會一般都是

在遠離辦公室的地方進行兩到三天的活動，活動的設計上都是為了使高階主管擺

脫日常需要解決的問題，從全局去思考如何訂定服務策略和整體顧客價值，從而

能在可預見的未來享有競爭優勢。其主要包含四部份：構思願景、訂定價值觀、

擬定企業使命、進行規劃。從未來性、概念性和抽象性思考，逐漸轉向立即性、

實質性，和行動性思考；在構思願景時，高階主管要深入探討從顧客研究中所蒐

集到的資料，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新組織中的規劃小組，任務是根據顧客研究資料

定出顧客價值模式，並設計一套完美的組織，一旦定出未來組織的走向後，和目

前的組織相比較，並確認兩者之間的差距，因此可為顧客和企業本身定出願景。

接著是訂定價值觀，高階主管要指出整個組織的核心價值觀，以其提供優異的顧



客價值，並滿足所有厲害攸關人事—顧客、股東和員工的需求。接下來擬定企業

使命，是依照企業願景和價值觀所打造出來的任務說明書，其也建造了突破性策

略的架構。最後部份是從概念層次化為運作層次。 

大前研一在 1982年出版的「策略者心態」中就指出，日本企業的組織以願

景為中心，但企業願景並非由一個強勢的領袖訂定，而是經過內部人員長期的討

論、協調之後才形成的。Vaughan C Judd (2003)提出達成以顧客為導向有第五

力因素(the 5th power)—即是除了傳統行銷組合的 4P 外，「員工」是重要的第五

力因素。員工也是組織行銷組合的要素之一，所有的組織都有能力超越原本對員

工傳統的觀念，將「員工力」(people-power)視為行銷組合的一項獨特的要素。

這個要素可以幫助他們成為顧客導向，且透過差異化和傳遞顧客價值來獲得競爭

優勢。這對於組織而言管理是為管理挑戰，如果成功的執行將會為組織達成顧客

導向，以及更有效率的滿足顧客的需求。Judd論文中指出對組織而言有兩個主

要的行銷目標：滿足顧客需求、提供勝於競爭者的組合，而達成此目標具有主要

的兩個前提：首先是以顧客為導向的哲學，以目標市場的認知、需求和渴望來決

定，且透過設計(design)、溝通(communication)、定價(pricing)和適當的、有

競爭價值的組合服務(delivery of appropriate and competitively viable 

offerings)來滿足他們，這樣才能決定組織的成功。(Kotler & Andreasen, 

1996)。而這四個方式正是傳統的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因此，在越來越競

爭的環境下，意味著需要能提供差異化的成功因素—以顧客為導向，認知顧客價

值來源，就是創造此競爭優勢的來源。其次是組織內的員工可以是幫助組織差異

化以獲得競爭優勢且能提供價值給顧客的有力的因素。Porter(1985)價值鏈模式

中，提出廠商九項活動是一起為顧客創造價值的，所有的員工不管是一線的或是

支援的，都為創造顧客價值負責。Kotler(2000) 認為除了「產品、服務、通路

以及品牌形象」之外，也應視「員工」為使組織差異化變數之一。因此，「員工

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成為學者討論的話題。(Freeman, 1993; Shoniwa and 

Gilmore, 1996; Peak, 1997)。如果一個組織中，員工不能認知到他們的存在是

為了替公司提供以及創造價值給顧客，因而缺乏「完全組織投入」(total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則一個欲以顧客價值為導向的公司是無法成功

的。(Judd, 2003) 

因此，Gronroos(1994)提出，產生了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為關係行銷

(relationship marketing)，「關係」意味著持續承諾(continuum of 

commitment)，而員工正扮演著促使管理轉向關係行銷或是獲得競爭優勢的主要

資源。而為了讓員工認知道其存在的重要性，Rafiq and Ahmed(2000)提出三階

段的內部行銷(internal marketing)概念。階段一為員工動機與滿意，對待員工

如同對待顧客，著重達到員工滿意，且將員工滿意視為滿足顧客需求的工作；階

段二為顧客導向，經由對員工的影響力來創造顧客導向，並實行行銷式的手法；

階段三為策略執行與變革管理，創造組織目標以及達成策略中的員工角色認知，



並克服變革抗拒以及部門或功能間的衝突。 

在內部行銷的過程中，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扮演重要的角色。

Webster (1988)建議 CEO 需要提供「清楚的訊號以建立服務顧客清楚的價值與信

念」。最成功的文化變革，都是由員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其中一個成功

因素非常明顯：共同決心(co-determination)。共同決心是由以下所建立起來的： 

1. 和員工共享知識：員工需要知道以顧客為中心的理由，以及為什麼本身的

參與攸關這項努力的成敗，員工需要知道有關顧客的需求、期望，以及對

於公司目前表現的滿意程度。此外，員工還需要知道目前的狀況，以及自

己可以在其中發揮什麼作用。 

2. 請員工協助：第一線的員工往往比任何人都清楚顧客重視什麼，以及哪些

事情會對高品質服務構成阻礙，因此進行員工意見調查來評鑑員工對顧客

需求、公司在滿足這些需求上的表現，以及對組織氣氛的看法。 

3. 賦予員工更多的職權、責任和自由裁量權：他們的職務必須重新設計和豐

富化，以便能充分掌握顧客的經驗。管理階層對顧客價值不能有創意獨占

權，應讓員工運用腦力激盪和問題解決技巧，來澄清問題的性質，並提出

能提高服務品質的解決方法。 

4. 賦予員工必要的技能：把員工訓練當成一種投資，公司的領導者必須把員

工的技能和知識，視為成功的關鍵因素，並且不斷地努力加以提高。因為

要成為顧客策略家，既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又要具備處理人際關係的技

巧。 

「頂尖績效」(Peak Performance)一書的作者 Dr. Charles Garfield，結

論認為：熱情泰半來自「意義」--在一個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意義。員工之所以

會全心投入，完全是因為任務既清楚又有價值。想使員工幹勁十足，需要的是一

個清楚又有意義的願景、改善品質的策略、一套價值觀，以及一種信任員工使他

們在工作中能發揮熱情的領導作風。因此，授權賦能(empowerment)的同時我們

也要確知只要員工擁有資訊、知識，並且受過適當的訓練，他們就能妥善運用所

享有的權利。 

成功的策略需要由外而內的心態(outside-in misndset)這是建立在對顧客

以及顧客如何改變其喜好順序，全然了解的情況下。這需要策略性的顧客研究，

這超乎顧客所陳述的需要，而是探索顧客任知道但卻未完全陳述出來的優先順

序。這牽涉到基本市場結構的問題，不僅專注於現有的客戶，同時也重視模糊地

帶的未來顧客。因此現在對市場研究有較為發展成熟的方法，策略性顧客研究是

預測顧客優先順序的轉移，而非猜測、幸運或是天份。顧客科學技術幫助執行者

了解顧客是如何作決定的，甚至是對革命性的產品或服務。Mercer 管理顧問公

司修正這種技術稱為策略選擇分析(Strategic Choice Analysis, SCA)，這個方



法幫助公司了解顧客的優先順序和取捨，而非只是偏好。(Rothschild,Balaban, 

Duggal，2004) 

David Packard,HP 的共同創始者，描述其獨特的企業文化為開放的、同志

間的友愛、互相連結的以及社群感的，他和其競爭激烈的對手共同分享資訊和一

起解決共同的問題。但這幾年來，這個公司和產業都面臨到像雲霄飛車的起伏，

這起伏告訴我們創造財富和毀滅財富其實是一樣快速的，這個改變是非常強烈的

企業事實，而且能夠維持永續性的價值並不是那麼地容易。對那些可以主掌變革

且能持續地領導，其報酬是很可觀的，但這也是一項挑戰，面對逆境所賦有的彈

性以及擁護著市場式的持續變革。 

HP 前總裁 Fiorina 相信建立一個持續性的價值是主掌變革一連串的過程，

且須運用永恆的資產：維持最好的並重新創造剩下的，這永恆的資產可以是企業

家精神、價值網路以及良師益友的關係。這核心的資產吸引和維持其他的永恆資

產，如：才能、智慧資本、創新、驅動力、競爭力、靈感、精神和目標，這些資

產都是創造永恆價值的基礎。 

永恆的資產還不構，還需要平衡她們的催化劑，這個催化劑就是改變。主導

改變的三個關鍵是：「向外看」，首先了解環境中的變化，有五種觀測方式可以觀

察企業環境的變化，首先是網路時代的興起，新興的溝通形式是開放的、民主的、

即時的、沒有階層的，而這將永遠改變公司和社會。次而，生命是一直都在動態

的，行動的世界裡是從受限的事物中解放，成為工作與個人生活的整合。第三，

顧客從受控制的，變成主導性轉移到顧客的、個人化的，因為她們有更多的選擇，

隨時隨地都能接收到各種資訊。第四，複雜性的增加，讓速度和彈性成為必要的

能力。第五，互相連結成為普遍性的，因為整個市場就像是互相連結的生態系統，

透過科技的連結，以光速般地進行交易。同時，區域性的經濟也變成無遠弗屆，

移動至一個單一即時的全球生態系統。在這樣變動的企業環境中，公司正扮演著

相互連結的系統，成為更加滲透地、相互依賴的，也得讓其思維更為整體性和系

統性。「向內看」是為了讓我們更能調適變革以創造持續性的價值，這是一段重

新創造的過程。根據 Gary Hamel 為了生存，公司需要檢視自己的網路，要成為

開發、民主、緊密連結的網絡、實驗性的、無止境地調適、永不休息。重新創造

是生存的議題，必須要調適不然就是死亡、不重創就是衰弱。「向前看」，必須要

一直向前，對變革開放而且對未來開放，必須要尋找新機會來平衡變革以及創造

新價值，當資訊科技已經如此普遍化，在全球的生態系統中需要創造不連續性以

及培養新市場。也要思考如何延伸我們的核心資產，應用在新的相近市場。為了

創造持續性的價值，需要向外看、向內看、向錢看，並且利用變革成為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