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初始國際化企業所面臨的關鍵議題 

4.0  前言 

「文獻探討」一章中提到將企業國際化的過程區分為四個階段，就 A公司 A

公司而言，是處於「海外代理商/經銷商」階段中，因此在議題的發展上，都是

以探討該階段企業所會面臨的挑戰為主。 

    議題的發展上，主要以 A公司本身所需解決的問題為主，因此從各主管的訪

談內容中，對於目前 A 公司國際化狀況進行內、外部環境分析，所得出的結果

如下： 

【內部環境分析】 

A 公司現階段國際化最大的內部問題仍是在於「人」的因素，主要是對於國

際化認知的部分，衝擊比較大的是舊的管理階級，他們有些人會覺得說：公

司為什麼做這樣的轉變？對他是不是有什麼不滿？A 公司要進行國際化，但

有許多主管因為過去國內市場成功，所以還是有老大的心態，但沒想到國際

化後有許多東西都是需要跨部門的，每個環節彼此有很深的關係，所以目前

還有一個部分的衝擊還是在內耗，過去 A 公司有點像是吃大鍋飯的心理，

但是現在的觀念是會把公司資源運用在能力最好的人身上，組織與系統都會

隨著國際化策略而改變，但這些人是不是能適應改變，因此在與這些員工的

溝通上還是需要加強的。 

【外部環境分析】 

外部環境分析方面，目前影響 A 公司國際化發展最主要的在於企業的 

Exposure 尚未打開，A 公司過去主要經營國內市場，因此在國際市場並沒

有足夠的聲譽、知名度，儘管 A公司強調完全專注並投入在 PDA 的領域，

因此在市場上還有不錯的成績，但在長期發展的考量下，A 公司必須要持續

地推廣 A 公司的品牌，打開國際市場的能見度，因為成效評估的困難度，

因此目前 A 公司並沒有投入許多的資源在做品牌的推展，而是比較著重在

產品功能、品質的強化上，認為可以透過高效能、高品質的產品，就可以自

然而然地 A 公司 Reputation 就會出來。另外，受訪者亦認為對於市場的

專業度和市場的趨勢掌握上 A公司還需更一步的加強，過去國內市場這方面

的工作是比較鬆散的，進入國際市場後，如何維持對於組織外彈性的互動，

並延伸到產品開發、生產 Schedule 的控制與管理部分，其重要性與困難度

都會增加。  



因此各從內、外部環境分析的敘述中，並配合文獻上的參考，本研究發展出

五項  「初始國際化企業所面臨的關鍵議題」，如圖 4.0-1 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0-1  論文議題的發展 

    各議題意涵分別敘述如下： 

    【合作夥伴管理】： 

由於國際事務經驗的缺乏，不論在銷售上或通路上都需要稱職的代理商或

經銷商提供協助，因此如何進行合作夥伴的開發、選擇以及管理，是此階

段國際化企業最重要的課題。 

【市場資訊掌握】： 

初始國際化企業在產業中通常也是「後進入者」，要在市場上生存就必須要

瞭解市場，包括競爭者或產品的相關訊息都是需要即時被掌握的，如何透

過市場資訊的處理過程，幫助企業找到利基市場以及累積組織能力，是本

議題所要探討的重點。 

【開發市場策略】： 

初始國際化企業不論產品或品牌的知名度都是相對不足，許多廠商對於產

品銷售仍停留在「產品導向」的觀念，因此企業應如何加強對於市場的涉

入程度，並透過更彈性活潑的策略開發市場，將在本議題中討論。 

【組織內部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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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組織的變革，遇到最大的阻礙往往是來自於內部，初始國際化企業過

去在國內市場經營成功的經驗，並不能保證未來生存的空間，組織變革已

成為企業不得不採取的措施，如何進行變革，以及有哪些變革的方向，都

會在本議題中介紹。 

【人力資源轉型】： 

HR 部門在組織變革中是扮演驅動、監督的角色，因此 HR 部門在層次上必

須與策略結合，根據策略規劃變革的方向並隨時監督變革的成果，並導正

過去種種不合理的遊戲規則，提供國際化人才發展的公平環境，將在本議

題探討。 

 

 

 

 

 

 

 

 

 

 

 

 

 

 



4.1  合作夥伴管理議題 

4.1.1  國際通路的定義與功能 

(1) 國際通路的定義 

配銷通路 (Marketing Channel) 又稱為行銷通路，是製造商完成商品，透

過管道刺激消費者購買意願與需求，將商品傳遞到最終消費者，最後完成產品行

銷的目的。過去文獻上對於配銷通路有很多定義，其中 Stern & El-Ansary (1996) 

認為行銷通路為一組具有相互依賴特性的組織。Bowersox & Coopper (1992) 則

將行銷通路定義為存在於參與買賣產品及服務過程的企業間的關係體系；而

Berman (1996) 綜合前兩者，將行銷通路定義為：「代理商與機構的組織性網路，

此網路提供連結至製造商與使用者完成行銷目標所需要的所有活動。」 

因此，結合前述說法，本研究將國際配銷通路定義為「透過一組跨國性的組

織網路，將商品有效率的傳遞到最終消費者，達到行銷的目的」。 

(2) 通路的功能 

產品從製造商傳送到最終消費者手中，除非企業採用直接行銷通路，否則一

定會面臨到選擇通路的問題。尤其在國際市場行銷中，由於存在空間、時間、地

域和文化的差距，如果沒有通路的存在，製造商必須與每一位消費者接觸，交易

的複雜程度將難以想像。而由於通路的存在，使行銷過程簡化得多，並能符合經

濟與便利的原則。 

另外，通路存在的最主要目的，在於他們能提出許多行銷的功能，將產品有

效率地送達消費者手中，作為製造者與消費者之間溝通聯繫的橋樑，以補足製造

商在配銷能力上的不足。Kotler (1997) 認為製造商之所以透過通路中間機構，

將產品銷售到市場的原因為： 

    1)製造商缺乏足夠資源 (包含財務、人力資源等) ，無法採直接行銷方式。 

    2)個別製造商配銷無法達到規模經濟，若經由合作夥伴的媒介，以其觸角、

經驗、專門化、作業規模而負擔部份通路功能，可提供更有效率的運作。 

    3)製造商認為資源的有效利用並非建立自己的行銷通路。 

    4)合作夥伴的存在可以減少買賣雙方為了完成交易所需要的交易次數。 

4.1.2  通路的種類 



通路的種類意味著將產品與服務，由製造商移轉到消費者的過程中，擔任配

銷任務的一群通路成員的組成結構。不同的結構安排將會影響廠商對於配銷績效

的控制、運送及溝通的效率以及配銷通路成本。因此對廠商而言，如何選擇適當

的行銷通路結構，考量應是由市場直接購入、策略聯盟、合資、抑或是逕行垂直

整合等方式，都會影響營運績效。Root (1983) 將進入國外市場的通路型態分為

三種： 

    1)間接通路 (Indirect Channel) : 

      生產廠商透過國內中間商對外銷售，例如出口商、貿易公司等。 

    2)直接代理/經銷商通路 (Direct Agent/Distributor Channel) : 

      生產廠商直接將產品賣給國外的代理商或經銷商，再透過當地代理商、經      

銷商銷售給當地消費者。 

    3)直接分支/子公司通路 (Direct Branch/Subsidiary Channel) : 

      生產廠商透過公司國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將產品銷售給最終消費者或經 

      銷商進行銷售。 

許士軍教授 (1984) 將外銷通路分為直接外銷與間接外銷兩種型態: 

1)直接外銷: 

  透過國內通路商將產品對外銷售 

2)間接外銷: 

  廠商直接將產品售予外國客戶，而不問其為最終消費者或是中間商。 

Anderson & Coughlan (1986) 則將通路分為下列兩種型態: 

1)整合式通路 (Integrated Channel) : 

  產品透過公司專有銷售機構 (例如國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直接銷售給  

使用者。 

2)獨立式通路 (Independent Channel) : 

  產品透過獨立的合作夥伴進行銷售。 

Klein、Frazier & Roth (1990) 研究中，將國際行銷通路以執行功能

(Functions Performed) 為基礎，區分為以下幾種型態: 

1)市場交易式通路 (Market Exchange) : 



  產品經由經銷商銷售，取得產品所有權，並負責執行國外市場中的必要  

行銷功能。 

2)中介交易式通路 (Intermediate Exchange) : 

  產品透過獨立的組織機構銷售，但此機構僅負責執行產品的銷售功能，  

而其他重要行銷功能仍由生產廠商負責。 

3)層級交易式通路(Hierarchical Exchange): 

包含透過國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銷售，或生產廠商直接將產品銷售給國      

外顧客。 

    通路架構類型並無一定的分類標準，往往依國家、產業而有不同，通路整合

程度越高，代表廠商所遭遇的銷售愈複雜。一般而言，通路結構上有兩種極端型

態，即自建通路或利用中間獨立機構，而在兩大型態中又存在無數種類組合。 

    本研究參考學者 Root 對通路種類的定義，並以其中採取「直接代理/經銷商

通路」國際化通路型態的企業為主要研究對象，此原因有下列兩者： 

 論文以「A公司」企業為主要研究企業，來探討初始國際化所面臨的關鍵問

題與挑戰，而 A公司目前國際市場開發是以國外代理商為主要的合作夥伴，

因此對通路議題探討做如此限定，最能符合 A公司目前的現況與其要求。 

 參閱過去其他國際通路議題探討論文文獻，林秀華 (1996) 曾就國外分支式

機構、國外經銷商、國外代理商三種國際化通路型態做背後企業選擇因素歸

納分析，其中在「產品經驗」、「公司規模」與「外銷經驗」三個變數中，

檢定出國外分支機構與其他兩者有所差異，意味公司規模越小、外銷產品經

驗愈不足的企業，愈會傾向「國際代理商/經銷商通路」的選擇，而這三個

特性正與初始國際化的企業相符合，因此更加強本研究對此設定的肯定。 

「代理商/經銷商」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更是相當重要，初始國際化的企業

往往沒有充足資源、國際化人才也相對不足，好的合作夥伴，一方面能節省中小

企業資源，不需要透過直接投資才能了解市場，與合作夥伴之間良好的關係建

立，透過它們直接處理當地市場業務、提供產品相關服務，以及從其了解市場資

訊、客戶需求；而另一方面，在本土企業國際化初期，能處理國際事務的人才尚

缺乏，合作夥伴的角色剛好能彌補這一塊的缺憾，讓本土企業也能從合作經驗中

學習到國際事務的經驗。 

因此，為了行銷通路能達到最佳的績效，提供消費者最好的產品與服務，整



體通路需要一套最有效的協調與合作模式，加上企業在建立國際行銷通路時，耗

時頗久，所需之人力、時間成本亦多，而且一旦建立之後又不能任意的更改。因

此一個完整、有效率且能配合公司政策、目標之國際行銷通路的建立，對初始國

際化的企業而言，是整體國際化布局的第一步棋，為企業攻佔國外市場的灘頭

堡，奠下國際化發展基礎的重要關鍵。 

4.1.3  合作夥伴的選擇 

    「一個沒有實力的合作夥伴會使你落後好幾年，在重要的市場中，沒有合作

夥伴較擁有不稱職的合作夥伴要來得好。」擁有一個配合良好、且有效率執行任

務的合作夥伴，將有助於提升製造商的產品行銷能力。由於合作夥伴本身是一個

經濟體，為追求自身最大利潤，上游供應商的利益往往排第二順位；同時每位合

作夥伴的需求、背景、哲學與目標並不相同，往往會產生衝突，這些都是選擇合

作夥伴的困難之處。 

    對於處於初始國際化階段的企業來說，除了如何選擇外，它們往往會遇到一

個更現實的問題：透過哪些管道去找合作夥伴？由於這些企業大半在國際市場上

缺乏能見度，因此夥伴的尋找過程會遭遇更多的困難。底下本文將分「合作夥伴

的開發」與「選擇合作夥伴的標準」兩部分來探討企業初始國際化中如何選擇合

作夥伴： 

(1) 合作夥伴的開發 

    合作夥伴開發的途徑有很多，有些需要由廠商主動去物色的；也有些是被動

對方自動找上門的，對於一般尚未打開國際視聽的企業而言，自動找上門的合作

夥伴就如同天上掉下來的禮物般可遇不可求，但礙於本身資源的限制與對市場了

解程度有限，無法直接至國外市場設立分支機構，所以必須尋求特殊的管道或第

三者的協助來找尋合作夥伴，常見的國際通路開發方法有下列幾種方式： 

    1)透過相關機構介紹： 

請求國內外相關機構介紹，此種方式不僅節省成本，且能收到不錯的效      

果。方式包括有： 

      1.透過外匯銀行，轉請國外分行或通匯銀行介紹當地業者，或者船公司、

航空公司等都是不錯的管道，所有這些機構都有很大的國際資訊網，且

可用以服務客戶。 

      2.透過政府相關單位，例如中小企業處、國際貿易局、以及中華民國對外        

貿易發展協會 (TAITRA，簡稱「外貿協會」) 等管道。例如可透過外貿



協會國外三十多處海外辦事處，經由媒介與當地通路商接觸，近一步發

展合作關係。       

      3.委託國外進出口公會、商會或有關機構代表介紹。 

    2)名錄搜尋： 

企業尋找合作夥伴最簡單的方法是查詢貿易名錄。全國性及區域性的工商

名錄都是很好的起點，各國出版的電話簿亦有相關資料，按產品字母次序

排列，這種電話簿可在貿協圖書館找到。此外，國外有許多專門介紹某種

產品之雜誌，閱讀此種專業雜誌，不但可增加產品知識，且可獲知國外所

流行之最新產品式樣與市場情報。 

    3)定點展示： 

利用我國設在國內外之貿易中心展出產品。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在台北

及世界各重要商業中心均設有貿易中心；中央信託局在美國、巴拿馬等地

亦設有貿易中心或商品陳列室，定期向國內廠商徵集樣品運往陳列，以招

攬國外買主，業者利用這種途徑亦可獲得相當效果。 

    4)國際參展： 

世界各地每年都有舉辦國際性商展，出口廠商可透過國際貿易局、外貿協

會、中央信託局、及其他主辦參展機構參加展出。其功能除了可增加買賣

雙方彼此之認識外，亦可藉機打公司及產品的知名度，並測試產品的發展

趨勢，且招徠潛在顧客。惟企業在參展前，宜先認清處參展之最大目的：

是打知名度、是增加新訂單、是維繫老客戶、是尋求新銷售通路、是認識

識市場潮流，均應預設目標及預算，確定公司之宗旨、參展之目的，事先

仔細規劃設計，從容以赴，參展才能更經濟有效。 

    5)直接拜訪： 

公司派員常駐國外或出國作商務考查訪問，直接尋找買主，這是一種有效

的方法，雖然費用較多，但除了可以直接發掘顧客外，還可以直接接洽交

易及調查信用，收效特別宏大。因此，這種方法廣為業者所採用。 

對於企業而言，參展是其中最有效率的方式，除了展示企業本身的發展產品

的能力，還能透過展覽的平台來吸引來自世界各地中間商的目光，發掘潛在的顧

客。對於資訊產業而言，每年有三個最重要的國際性展覽，所有資訊業者均會參

展，因此成為接觸客戶的最佳機會。此三大展分別是： 

1)九月拉斯維加斯的「Comdex Fall 」資訊展。 

2)四月德國漢諾威的「CEBIT」資訊展。 



3)六月台北的「Computex」資訊展。 

    除了參展之外，企業也應從多方面進行合作夥伴的探索，以神基科技為例，

其合作夥伴的開發有幾個步驟，首先藉由專業雜誌、行銷研究公司或直接參與展

覽來蒐集潛在的經銷商名單，對象主要是當地的電腦經銷商。其次則對於這些潛

在的合作夥伴，透過電子郵件方式聯繫，經過雙方了解之後，若覺得合適，最後

再親自拜訪洽談合作事宜。 

另外，大眾電腦在合作夥伴的開發上，會針對對方的規模而有不同的態度與

方法，其中大型經銷商是由總公司負責開發，對於大型經銷商，大眾動作較為積

極，主動透過市場研究，並搜尋當地經銷商名錄獲得，例如歐洲前100大資訊產

品經銷商名錄，進一步與其接觸；另外則由各地子公司負責中小型經銷商的開

發，主要是以刊登廣告及公司網站等較為被動的方式徵求有意願者。但一如其他

資訊廠商，參與國際性展覽仍是最主要的方式。 

(2) 合作夥伴的標準 

    對於合作夥伴選擇標準上，會隨著不同的產業、不同企業而相異，甚至在同

一個企業中，也會隨著每個市場、每個不同產品而各有一套遊戲規則，在某個領

域適用的標準，在另外一個領域就未必能夠適用。 

過去許多學者希望能從渾沌中能歸納出一些跨領域、最具有一致性且最被廣

泛應用的標準，提出許多關於通路選擇的文獻，僅擇幾個較主要的研究，整理如

表 4.1-1： 

     學者                  選擇標準 

Rosenbloom 
(1999) 

 

信用與財務狀況、推銷能力、產品線、聲譽、 

市場涵蓋度、銷售業績、經營持續性、管理能力、 

主要性的態度、規模 

Kotler    
(1997) 

中間商在該行業經營歷史的長短、所銷售的其他產品線、成

長與獲利力的記錄、償債力、合作意願、聲譽 

Stern , 
El–Ansary and 

Coughlan  
(1996) 

財務強度、銷售強度、產品線、聲譽、市場涵蓋面、銷售績

效、管理強度、廣告和銷售促進計劃、訓練計畫、銷售薪資

計畫、工廠設施、設備、訂購及付款記錄、裝置及修理服務、

展示計畫品質、對個別品牌承諾資源的意願、參加計畫之合

作意願、分享資料意願、接受配額意願 

Berman   
(1996) 

中間商規模、中間商成長型態、代理區域、產品線、 

設施與設備、公司政策、顧客、資本、行銷及促銷實力、專



業服務能力 

Bowersox and 
Cooper 

    (1992) 

財務強度、市場涵蓋度和銷售績效、交易的持續性、 

管理強度、廣告和銷售促進、產品線、訓練計劃、 

工廠、設施、設備、訂購及付款記錄、所提供之服務、 

參與計畫之合作意願、分享資料意願 

Shiply and Egan 
(1991) 

 

市場大小、需求、地理分佈、購買等級、產品複雜度、 

批量、易損壞程度、服務需求、競爭者通路設計、製造商通

路能力、中間商之品質與適用性 

  資料來源：黃朱毅 (2000)、本研究整理 

表 4.1-1  選擇合作夥伴標準相關文獻 

    根據以上各學者所提出的標準，從中歸納出初始國際化企業在選擇合作夥伴

時，所應考量的三個因素，包括： 

    1)基礎條件因素 

包括公司的規模、財務狀況、商譽等基本要素。 

1.公司的規模 

但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而言，在選擇合作夥伴上很重要觀念在於雙方是

否「門當戶對」，許多企業相信如果合作夥伴的規模愈大，所反映出產

品的銷售量也就愈高，對於本身產品的銷售便更有利，但規模大的合作

夥伴往往會同時代理、經銷不同供應商的許多產品線，因此反而無法投

入相當多的心力在單一產品上，同時企業對於規模大的合作夥伴議價能

力比較低，因此在市場策略上往往會背道而馳，時常成為雙方衝突的導

引線。 

      2.財務狀況 

財務狀況代表合作夥伴能完成功能的最低限度保證，一個財務弱勢的廠

商必定無法完成供應商所賦予它的任務，會使製造商所投入的資源事倍

功半，甚至血本無歸。此外，合作夥伴的財務狀況也反應出其經營的持

續性，是否能與您維持長久的合作關係，而不會有倒閉、背信的情形發

生。 

      3.商譽 

對方經營通路業務的時間，以及之前的成功經驗等，都是在選擇合作夥

伴時所要注意的，因為雙方通常是第一次的合作，難免會存在所謂的道

德危機風險，因此檢視對方過去的歷史，多少能降低合作失敗的風險。 



    2)廠商能力因素 

企業需要合作夥伴，目的就是為了能藉由對方完成自己所賦予的任務，因

次對於合作夥伴的能力也必須評估，而每個企業對於合作夥伴的要求不盡

相同，在此就最重要的幾點說明。 

1.管理能力 

任何企業內部管理制度往往是其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對於合作夥伴也

不例外，但實際上判斷管理品質有其難處，因為往往其中牽涉到許多無

形因素，但仍可從包括其銷售人員的訓練、員工的流動率等指標來做觀

察。 

      2.行銷能力 

行銷能力又包括了「銷售能力」與「配銷知識」。在「銷售能力」方面，

可以從對方在相同領域中過去的成長與銷售業績紀錄、以及市場涵蓋率

(含市場佔有率與市場滲透率)來確認合作夥伴是否具備銷售公司產品

的能力；「配銷知識」方面，代表合作夥伴所具備的市場知識，包括對

於關鍵顧客區隔、目標顧客行為與消費趨勢的掌握與了解程度，具有足

夠的配銷知識，才能補足初始國際化企業對市場了解不足的缺憾。 

3.物流能力 

在通路配銷效率愈來愈受重視的今天，合作夥伴必須要執行許多物流功

能，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企業沒有足夠資源直接執行物流功能，但物

流本身代表著企業的門面，因此合作夥伴執行物流的成效，直接關係到

當地消費者對企業的評價，所以企業對於合作夥伴物流能力上，也需要

相當重視。 

物流中與一般與消費者關係最密切的包括「顧客服務」、「存貨控制」

兩方面。「顧客服務」方面，包含產品售後服務、安裝與維修服務，以

及消費者售後服務滿意調查等，都是企業選擇合作夥伴時所要考量的；

而「存貨控制」則反應出合作夥伴能否有效率的執行通路功能，過高或

過低，都有其背後隱藏問題。 

企業能從對方在產業中的長短、成長與銷售業績紀錄、財務報表、市場涵

蓋度等資料，判斷合作夥伴對於市場掌握度、經營持續性、管理行銷策略、

財務控制與產品售後服務等專業能力強弱。 

   3) 積極意願因素 

雙方在洽談合作計畫時，或多或少會對資源投入議題上有所討論，包括對

產品資源投入承諾、參與計畫合作意願、資訊分享意願等，以及是否願意



做出銷量保證等，從合作夥伴願意做出上列承諾的態度中，能看出對方與

您合作的意願，若雙方合作的意願越高，自然合作關係就容易維持更久。 

Rosenbloom (1999) 提到製造商若與其合作夥伴發展密切的通路關係，會

促使兩者合作的效率與效能。因此可見，良好的通路關係維持上，並非壓

倒性的主從關係，而是雙方能有共同利益去追求而衍生出的專屬合作關

係。而以此方針做參考，發展合作夥伴選擇的標準，甚至延伸出底下即將

探討的合作夥伴管理的方法。 

4.1.4  合作夥伴的管理 

    國際行銷通路是一套彼此依賴的組織網絡，企業想要成功的開拓國際市場，

就必須有賴優良的合作夥伴的協助，但由於各成員分屬不同獨立的企業個體，分

別擁有不同的目標，彼此追求各自利潤最大而努力，另外加上地理文化、法律規

定的差異，要維持良好的合作關係實屬不易。因此如何對合作夥伴有效的管理因

此顯得特別重要。 

    以下將就「合作目標設定」、「合作績效評估」、「合作夥伴的激勵」以及

「合作夥伴的衝突管理」四方面來說明合作夥伴的管理方式。 

(1) 合作目標設定 

余朝權 (1991) 認為通路目標係結合消費者的需要與公司目標所發展而

來。設計與管理通路策略時，首先要決定配銷目標，包括：銷售量、市場佔有率、

市場涵蓋面、通路控制、通路成本、銷售能力、服務水準以及公司形象等 

(Shipley,Egan and Edgett, 1991) 。 

Bowersox and Cooper (1992) 則認為通路目標乃企業整體目標的延伸，經

由對消費者、競爭者、企業內、外部環境之綜合分析後而得。一個配銷通路最終

的目的，就經濟面而言，無非是希望藉由通路成員的共同合作，完成所欲達成的

獲利率與投資報酬率，因此通路目標可分為： 

1)財務績效： 

包括銷售量 (Volume) 、市場佔有率 (Market Share) 、獲利率

(Profitability) 以及投資報酬率 (ROI) 等。 

2)營運目標： 

包括市場涵蓋面(Market Coverage) 、配銷密度(Distribution 

Intensity) 、通路控制 (Control) 、和彈性 (Flexibility) 等。 



    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而言，由於行銷策略仍操縱在合作夥伴手中，其所關心

的多在於投入的資源是否能有回報，因此對於投資報酬率、獲利率、銷售量與市

佔率等財務績效指標會較為重視。企業應定期與合作夥伴就下一階段目標進行商

量，前文提及在選擇合作夥伴時，企業應重視「門當戶對」的觀念，在目標設定

中也是相同的觀念，在與合作夥伴的溝通過程中，最重要的原則就在於雙方能對

方的角度去思考，所追求的目標不應只求一方的利益，而是要創造雙贏，如此長

久累積合作的默契，才能保證良好合作關係的維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資訊產業而言，由於資訊業有明顯的季節效應，因

此彈性是訂定目標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以大眾電腦為例，其海外經銷商的目標設

定，採取目標管理的方式，先訂定年度銷售目標，再根據銷售量的季節性變動訂

定季目標，之後依每季銷售目標決定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目標，最後層層下放到每

一位經銷商的月銷售目標。而除了銷售量之外，由於大眾電腦主打自有品牌產

品，因此非常重視品牌形象的推廣，而市場佔有率與品牌形象之間具有相乘的效

果，所以也是相當重視市場佔有率的成長。 

(2) 合作績效評估 

目標訂定之後，若無法有效執行也是枉然，因此為了確保目標的達成，企業

應定期的評估合作夥伴的實際績效，並用其和所訂目標做比較。績效對於企業的

意義，Bowersox and Cooper (1992) 認為通路績效可提供通路管理的回饋機制，

以改善通路的設計與結構、發現通路成員間關係的問題與機會，並且予以改善。 

另外，Szilagyi and Wallar (1980)，則認為： 

    1)績效為組織對資源運用效率與效能的評估，藉績效評估產生必要的資訊，

以增進企業對管理的了解。 

    2)績效具有前瞻性的影響力，以為改善過去管理的迷失，引導未來資源分配

的方向。 

綜合以上學者意見，企業憑藉績效評估，來檢討和調整未來資源的佈局、策

略的方向，另外亦作為執行通路激勵的基礎。所以客觀、準確的評估準則相當重

要，反應出實際企業所遭遇的問題，才能進一步以此基礎找出正確解決方法。 

雖然學者對通路成員提出許多績效評估的準則，但實務上多以衡量財務指標

為主，洪順慶 (1999) 認為銷售資料為目標市場對行銷組合最直接的反應，而且

這些都是量化既存的資料。 



銷售量、獲利率以及市場佔有率等銷售資料，是一般企業在績效評估時最重

要及普遍使用的標準。 

1)銷售量 

從銷售量的記錄可以用來找出公司最暢銷的產品和衡量消費者對產品的

需求，另一方面也能知道哪些是銷售量低的產品，進一步推論原因或進行

產品線的調整。但光從銷售量無法得知公司是否獲利或是否和競爭者一樣

的成長，如果成本太高和價格太低，即使銷售量很大，公司仍可能處於虧

損狀態。而如果競爭者比公司成長更快的話，即使公司仍在成長，也會失

去市場佔有率。 

    2)獲利率 

獲利率為淨利除以銷貨收入，獲利率分析可針對每種行銷通路編制一份損

益表，就各通路的獲利率予以比較，顯示出不同的地區、通路，以及產品

的相對獲利能力。愈來愈多的公司採用以活動為基礎的成本會計，藉以說

明各種活動的真正利潤。使公司清楚的了解到產品、品牌、顧客、區域或

配銷通路，如何創造收益及消耗資源。 

    3)市佔率 

市場佔有率也是一個很常用的銷售衡量指標，其中很重要目的之一，是用

來評估銷售量的變化係來自公司的行銷策略或是不可控制的環境因素。如

果公司的銷售減少，但市場佔有率相同，表示整個產業的銷售減少，也就

是外在環境因素所致。但是如果公司的銷售和市場佔有率都減少的話，則

行銷策略可能效果不佳，必須重新規劃。市場佔有率所提供的是公司和競

爭者相比較的績效，而非只是公司本身的績效。 

    無論是銷售量、獲利率以及市佔率，都是績效評估中很重要的參考依據，但

績效評估不能只憑藉單一數據來完成，必須綜合來看才能判斷出整體的績效狀

況，所以客觀的評估準則往往需要多方面的變數來組成。 

    另外，除了評估的標準外，在評估的方法上也需要做些調整，初始國際化的

企業，過去主要面對國內市場的發展，往往是運用總合量化數據，來進行績效評

估與設定目標，雖不詳盡卻足以應付單純的國內環境，但進行國際化後，若仍沿

用總合量化數據會使得在評估上不夠全面，例如很大一部份的總體性銷售變動可

能是來自於一小部份的產品、地理區或顧客，因此企業應將資料更進一步的細

分，根據不同的區分項目單獨做目標的設立與績效的評估，這將會對企業對於市

場的了解。企業可依據下列的細部分類分割資料進行績效評估： 



1)不同產品別； 

2)不同顧客類型； 

3)不同銷售通路，例如量販店、超市或百貨公司； 

4)不同地區； 

5)其他有意義的區隔變數  

(3) 合作夥伴的激勵 

企業除了定期的績效評估外，更需要根據評估的結果，發展出激勵合作夥伴

的方案，使合作夥伴能更投入產品的行銷與銷售，以達成所設定的目標。因此，

如何激發合作夥伴的企圖心，使其積極的擴展市場是很重要的關鍵。 

激勵方式一般可分為財務報酬與非財務報酬兩種方式： 

1)財務報酬 

由於合作夥伴仍是以營利為目的的企業。因此，在激勵合作夥伴的方法

中，最有效的是給予財務的報酬。即企業透過給予合作夥伴合理的利潤和

佣金，且佣金的多寡與銷售業績成正比，或是給予更多的折扣，利用合作

夥伴的自利心態，將企業的目標與合作夥伴的利潤相結合，使得在追求利

潤的過程中，達成市場擴展之目的。 

Hardy and Magrath (1988) 曾提出通路商的利潤公式為： 

( 毛利 ×存貨週轉率 ) – 支出 = 淨利 

由此公式，可以延伸出一些增加合作夥伴利潤的方法，包括增加毛利，以

及降低支出，以達到激勵的目的，並整理如表 4.1-2 所示： 

                增加毛利率 

 

數量折扣 

中間商在一定期間內，購買數量達成一定標準，即可享受的

現金折扣。此舉可刺激中間商採購新產品、或是購買比平時

還大量的產品。 

 

 

促銷折讓 

「促銷折讓」是中間商作廣告或陳列製造商的產品時，製造

商同意給某一數量的現金折扣，以補償中間商的努力。促銷

折扣如果是針對中間商替商品作廣告，稱為廣告折讓；如果

是針對中間商對商品作特別展示，稱為展示折讓。 

降低支出 



 

合作廣告 

指製造商同意在合作夥伴替產品作廣告時，支付一筆廣告

費。製造商所支付的廣告費，可能是固定金額，也可能是進

貨金額的某一百分比。 

 

推廣獎金 

合作夥伴若是達到所訂的銷售目標，及提供獎金鼓勵，甚至

提供獎金給合作夥伴中表現優秀的銷售員，激勵他們努力推

銷製造商的產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2  合作夥伴的激勵方法 

    2)非財務報酬 

主要包括支援協助，如促銷及展覽、展示及銷售協助；訓練，包括新產品

知識及技術、促銷及商品展示、銷售技巧及顧客服務等。藉由訓練將使中

間商了解廠商的產品，在銷售上將變得專業化而具有說服力。此外，區域

獨家代理權之給予也是非常有效的激勵方法。 

    對於合作夥伴的激勵是可以與績效評估互相結合，以大眾電腦為例，大眾電

腦相當重視自有品牌的建立，因此藉由將激勵與績效評估相結合，希望激勵經銷

商以提升市場的銷售量和佔有率。其激勵方式可分為財務與非財務兩種方式，財

務方面為價格保護和銷售競賽；非財務則是對合作夥伴提供支援與訓練。 

所謂的價格保護，乃是為避免經銷商因產品跌價所造成的損失，故與經銷商

共同訂定銷售計劃，約定在期限之內必須達到的銷售標準，若經銷商達到標準以

上，則尚未銷售的產品，若是遭遇價格下跌的狀況，其損失將可由大眾；銷售競

賽對於激勵更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首先觀察經銷商其前兩年銷售成績，並結

合產品趨勢的分析，根據不同經銷商設定其所需達到的銷售成長率，每季或半年

再進行評估，並依 15%、25%、40% 不同的成長率標準，給予經銷商不同的價格

折扣與獎品。 

績效評估計劃另一個重點是，可以藉由每次的稽核，充分掌握市場趨勢，大

眾電腦透過提供經銷商激勵的方式，使經銷商也必須回饋市場情報，例如顧客購

買型態、產品市場佔有率、暢銷產品、競爭者情勢等。而這些資訊有助於分析產

品趨勢，為產品研發提供一個方向，同時可以做到銷售預測，更進一步可為採購

生產計劃的依據。 

雖然績效優良的通路成員有獎勵，但是對於績效不佳的通路成員，大眾電腦

基於長期合作的考量，也不會對經銷商施以懲罰。若有經銷商銷售量持續下跌的

情況發生，大眾會透過與其溝通，並將原因找出共同解決，或就目標設定上做修



正，只有當情況一直不見改善下，大眾才會尋找其他合作夥伴通路成員，否則不

會輕易更換，當經銷商達不到大眾的要求時，其在數量上的折扣，廣告、促銷的

補助可能減少或完全取消。 

另外在非財務方面，首先在銷售支援方面，大眾會在專業雜誌上刊登廣告，

目的在於加強讀者對大眾「1stMainboard」自有品牌主機板的偏好，同時在廣告

中列出所有經銷商，讓消費者享受購買的便利性；另外在教育訓練方面，大眾會

針對經銷商與底下通路的工程師，每年於臺灣舉辦一次課程，藉由參觀工廠與研

發部門，以及開設產品技術等相關課程，增加通路成員的維修服務能力；另外在

客戶服務方面，大眾電腦相當重視售後服務，成立獨立的客戶服務中心，統籌全

球的售後服務，當出現有瑕疵的產品，就由當地客服中心負責維修，而且在 48 小

時內提供替換產品讓消費者暫時使用，當地客服中心也會對經銷商的工程師提供

簡易的技術訓練。 

(4) 合作夥伴的衝突管理 

    企業與合作夥伴由於分屬於不同的企業個體，因此在追求彼此利潤最大的過

程中，難免會有因雙方目標、價值或興趣不一致而產生嫌隙，進一步會有衝突的

發生。衝突不見得都是不好的，將衝突維持在最適當的程度對企業是最好的，

Rosenberg (1974) 認為衝突的作用有正面和負面兩種，正面的衝突其實是具有

建設性的，使管理當局有強烈的刺激力量，促其主動檢討，改變其政策或績效衡

量，讓通路成員更賣力；負面則是使效率的降低，造成力量的抵消，導致成本提

高。 

1)衝突的原因與確認 

事先發掘可能造成衝突的原因，才能針對問題提出解決之道，許多企業往

往疏忽這一點，待衝突發生時已經非常嚴重。Stern, El–Ansary & 

Coughlan (1996) 綜合以往的原因，將通路衝突歸納為三種原因： 

1.目標不相容 

由於成員所追求的目標不同所造成，例如企業設定產品為高價、高品質

路線，合作夥伴卻想追求低價政策來追求快速的銷售成長。  

2.營運範圍的不同 

營運上可能引發衝突的原因有四種可能：服務的人群不同、涵蓋的地區

範圍不同、執行的功能或任務不同、行銷應用的技術不同。 

3.對現況認知的差異 



即使在相同的情況下，因為成員間認知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反應，衝突

因而發生。 

Kotler (1997) 對於造成衝突的原因亦提出類似的看法，主要是因為目標

不相容、權利與角色混淆不清、認知的差異及彼此依存度的強弱。 

管理者亦可藉由幾個管道了解是否可能發生衝突，首先，由於銷售人員乃

是與合作夥伴接觸的第一線人員，他們最了解對方的不滿和抱怨，藉由互

動的過程，由對方的態度可以得知是否有衝突發生的可能。另外，管理者

亦可由內部的報告獲知可能發生衝突的徵兆，例如訂單、銷售紀錄、毛利、

服務和服務的標準、商品的投資報酬率，這些項目的變化，均表示有可能

發生衝突。最後，管理者亦可與合作夥伴直接接洽，了解可能發生潛在衝

突的原因。 

2)衝突解決的方法 

當管理者已經確認衝突的情況時，接下來就要決定採取何種適當的行動，

以避免破壞性的衝突發生，同時加強雙方的合作。一般實務上常使用的方

法包括： 

1.共同研擬目標 

與合作夥伴間可經由某種過程達成共識，建立一個大家追求的共同目

標。一般常見是透過目標管理方式，雙方每固定期間即當面討論有關如

消費者需求的變化、新科技的發明和通路系統效率的提升等問題，經由

雙方的共識提出最終目標與衡量標準，而避免雙方因目標不一致而產生

衝突。 

2.良好溝通管道 

暢通的溝通管道還是避免衝突最有效且最直接的方法，通路成員經由頻

繁的雙向溝通，分享資訊，去了解彼此的立場以達成協調。溝通同時也

會促進彼此維持關係的意願，以及減少不良的衝突。 

3.第三者調停 

在衝突的過程中，有時會藉由雙方所同意的第三者進行調停、仲裁，說

服雙方繼續協調或提供實質的建議，直到獲得雙方可接受的協議，且最

後裁決必須對雙方具有約束力。由於第三者較能以客觀超然的立場居中

協調，可以鼓勵合作夥伴充分表達自己的意見，從而提出共同可接受的

解決方法。 



俗話說「解鈴還需繫鈴人」，企業與合作夥伴之間的衝突往往是因為溝通上

的不良，因此在解決上也必須從溝通上解決，雙方應保持良好的溝通管道與效

率，前文曾經提到，管理合作夥伴的原則就在於能站在對方的角度去思考，進而

朝雙贏的目標前進。因此雙方平時應增加互動交流的機會，去掌握對方在策略

上、銷售上等合作事宜的具體想法，增加對彼此的瞭解以化解歧見，例如大眾電

腦就為了強化與合作夥伴的關係，每年會有 1~2 次到各個國家舉辦研討會，向

經銷商與底下通路介紹大眾電腦，宣傳產品策略、行銷策略、品牌策略以及銷售

技巧等，就是希望透過交流，互相瞭解以避免衝突。 

 

 

 

 

 

 

 

 

 

 

 

 

 

 

 



4.2  市場資訊掌握議題 

4.2.1  導言     

台灣企業在以自有品牌開拓國際市場的初期，由於過去主要替國際品牌大廠

從事代工，因此主要是透過下游品牌廠商，間接地得知最終消費者的需求狀況，

以及產業市場環境等資訊，台灣企業再憑藉優勢的製造能力與強大的產品設計能

力，生產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  

    然而產品創新能力或許能幫助企業發展出新產品，但卻不是在開拓國際市場

的關鍵因素，Calantone (1994) 對美國 140 家廠商進行研究發現，產業環境的

不確定性掌握、積極的公司策略和具彈性的組織架構比產品創新程度對於新產品

在市場上的成功更為重要。因此可見企業產品在市場的成功與創新程度的關係，

還需視公司是否具有市場導向、適當的組織架構與策略，使企業資源與創新能力

之間能夠充分搭配。 

    台灣企業擁有傲人的產品創新研發能力，但由於過去處於代工階段，往往對

於資訊的掌握方面仍有待加強，因此在以自我品牌開拓國際市場時，不僅要提升

對於當地市場的認識，使產品能符合當地市場需求，其他關於產業競爭狀況、總

體環境的變化都需要充分掌握，企業須提升對資訊的敏感度與蒐集的能力，並且

能讓資訊在企業內部經過一連串資訊處理、分析與應用的過程中，最後能反應在

產品策略對市場做出回應。 

因此，關於此議題的探討中，本研究將應用「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的

觀念，希望以「市場導向」所代表企業處理市場資訊的精神與「組織學習」所包

含的企業資訊處理程序來相結合，來探討初始國際化企業在市場資訊的處理中，

不論是觀念或做法，如何從企業外部的資訊蒐集到企業內部的資訊傳播、解釋、

記憶以及市場策略回應一系列過程中，提升整體企業對市場資訊的反應能力。 

4.2.2  市場導向 

Narver & Slater (1995) 指出市場導向是一種組織內的行為與文化表現，

其能夠有效地為顧客創造價值，並且持續為企業帶來良好的績效表現。所以市場

導向對於企業是相當有價值的，使得組織專注在持續蒐集目標消費者的需求與競

爭者的能力；而且運用所蒐集的資訊創造優越的顧客價值。Shapiro  (1988) 認

為市場導向企業所具備的特性有三項： 

1)公司各部門應瞭解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因素； 



2)有關策略和戰術性的決策由各部門共同決定，藉由開放的決策過程匯集各

部門的專業與經驗； 

3)溝通協調作成決策並全力完成任務。 

    另外，Kohli & Jaworski (1990) 也清楚地定義市場導向為「組織全體產生

有關顧客現有與未來需求之市場情報，跨部門傳播此情報，並以組織全體之力反

應之」。因此，從以上學者對於市場導向的定義，可以知道市場導向的並非僅能

靠諸如行銷、業務之內的少數部門完成，而是牽涉到企業內各部門的運作與決策

過程。 

由於市場導向牽涉到公司各部門的運作與決策過程，因此有許多研究從資訊

處理程序的角度作探討，但亦有許多文獻是從組織文化的角度進行討論，所以以

下將從資訊程序觀點和組織文化觀點兩方面介紹市場導向的內涵。 

1)市場導向的資訊程序觀點 

資訊程序的觀點下，市場情報為市場導向的起始點，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

泛，所以產生市場情報的方法不只是消費者調查，應該還包括許多正式與

非正式管道以及主要資料與次級資料，而且也非僅只行銷部門的責任，而

是全體員工所應盡的任務。情報的傳播方向端賴情報的產生來源而定，公

司內部正式的溝通管道 (例如會議、刊物等) 是市場情報能否充分傳播的

重要因素，而在某些情況下，組織非正式溝通管道也扮演著關鍵性的角

色，各部門若能在平行的溝通上能充分分享彼此的資訊，有助於彼此之協

同合作，反應市場的變化，在行動上也較能有效達成各部門的目標，甚至

能更進一步產生綜效與互補的作用。 

企業最後若沒有對情報所帶來的訊息加以反應的話，市場導向的功能就沒

有完全發揮出來。企業內市場導向的反應包括對目標市場的選擇形成共

識，能依顧客現在及未來的需要，來進行產品、定價、促銷、及通路的設

計。最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並不只是行銷部門對市場的趨勢做反應，市場

導向的精神強調要由所有的部門共同來參與企業價值鏈的改善，才能創造

企業在顧客心目中的獨特價值，進而提高企業的績效。 

    2)市場導向的組織文化觀點 

Narver & Slater (1990) 認為市場導向不只是一種單純的行銷技術而

已，它是現代行銷管理及行銷策略的核心。更進一步來說，市場導向就是

一種組織文化，它能有效使企業創造、提供消費者卓越的價值，因此也促

使企業獲致優異的績效，他們更進一步主張市場導向可用五個構面來衡

量，其中有三個行為要素 (包括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與跨部門之協調)。 



市場導向之三個行為要素平均而言是同等重要的。其中「顧客導向」是指

企業對於其目標顧客，能充分地了解他們心目中產品的獨特價值是什麼，

除了要對現在的需求加以分析，還要去預測在市場的動盪變化下，顧客需

求所可能發生的改變。「競爭導向」是指企業要針對其現存及潛在的競爭

者進行分析，去了解他們短期內所有的優勢及缺點，以及長期下所可能發

展出的能力與策略，進而發展出因應的對策。另外，由於價值鏈是企業為

顧客創造價值之所在，而價值鏈是由許多企業內不同部門的功能所組成，

所以市場導向強調「跨部門之協調」，認為公司必須進行行銷及各種資源

的協調，才能為顧客創造出優越的價值。 

    從上述兩種觀點中可以看出，不論是程序或文化觀點，都認為企業對於市場

資訊要用比過去更為開放、積極的態度，提升對資訊的敏感程度，並且強調資訊

的處理並非僅限於行銷部門的工作，而是需要透過跨部門的協調，為客戶創造價

值，成為企業重要競爭優勢的來源。 

    市場導向對於企業而言很重要的無形資產，其維持的重要關鍵取決於內部員

工對於資訊的態度，態度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幾的，即使擁有其折耗率也是相當驚

人，因此企業必須經常投入心力進行再投資與維護，不然便非常容易損耗殆盡或

者被競爭對手迎頭趕上。企業市場導向的程度會受到幾個因素所影響，因此企業

也應從這些因素中，思考培養與維持的方法。 

    從過去學者與文獻的分析，可以整理出以下幾項影響市場導向的因素： 

1)高階主管態度 

Fritz (1996) 曾針對德國企業進行研究，其發現重視市場導向的主管位

階越高，對於企業的績效越有直接的幫助。高階主管指導企業方針的走

向，市場導向重視市場資訊的變化並強調以迅速的行動反應市場的需求，

需要各部門的協調合作方能進行，高階主管對市場導向的重視會引導組織

成員對市場變化不敢輕忽，適時反應市場的需求。高階主管若墨守成規，

對市場資訊漠不關心，或者心態過於保守就無法使員工也能夠積極面對市

場的需求與變化。 

2)人力資源政策 

先前提到市場導向的維持與內部員工有很大關係，必需仰賴員工確實之執

行，所以市場導向與人力資源策略的配合也相當重要。在策略性人力資源

概念下，人力資源策略與政策要與經營策略相互配合，因此企業要提升市

場導向的程度，也必須反應在有關任用、績效評估、薪酬等人力資源政策

上。Ruekert (1992) 強調企業在員工聘用、訓練的重要性，選擇具有市



場敏感度的員工再加以適當的訓練，有助於市場導向的進行。另外，獎勵

制度的頒行也是實行市場導向所應必備的要件之一 (Jaworski & Kohli, 

1993)。 

3)部門協調合作 

反應市場不應只是行銷部門的責任，往往需要各部門的通力合作才能有所

成，因此 Kohli & Jaworski (1990) 認為相互掣肘的部門由於無法共同

為企業整體的利益著想，所以部門間容易產生衝突和爭執的組織是無法達

成市場導向的要求；另外，Kohli & Jaworski 亦提到企業的組織架構也

是影響企業部門間交流頻率的因素之一，其認為組織架構的設計影響到資

訊處理的過程，越正式化、集權化和部門化的組織設計，越不利於資訊的

產生和傳播，雖有利於反應市場活動之執行，但其策略多半屬主觀意念成

分居多，無法客觀反應市場的需求。  

    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的關係是許多學者所關心的議題，一般會認為在越競爭

的環境、市場變化幅度大與經濟景氣較差的情況下，市場導向才會與績效好壞有

較明顯顯著影響，但是根據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競爭環境、市場變化、經

濟景氣等外在因素，皆無顯著的調節作用，顯示無論外在的環境如何，市場導向

似乎為成功企業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且市場導向因屬於企業的無形資產，不像

一般有形的資產，很快會因為經爭對手的模仿或購置而喪失其優勢，因此對於有

形資源相對缺乏的初始國際化而言，市場導向能成為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來源。 

4.2.3  組織學習 

(1) 組織學習的定義與內涵 

組織學習和市場導向一樣越來越受到管理學界的重視，近年來許多學者已將

組織學習視為企業內部能否持續成長與增進核心競爭力之關鍵。以下整理各學者

對於「組織學習」定義如表 4.2-1 所示。 

學者 內容 

Aryris and  

Schon 

(1978) 

強調知識力量的產生會透過成員的記憶、計劃和資源分配等活動

而達成，定義組織學習為「組織內部的成員完成探究知識的行為，

並產生學習有關產品或製程的知識」 

Duncan and 

Weiss(1979) 

組織學習是一種可以藉由發展組織行動與成果間關係的知識，並

了解環境對這關係的影響 

Stata      組織學習是產生管理創新的主要程序，並提出個人和組織學習的



(1989) 速度將成為唯一可維持的競爭優勢的觀點 

Senge      

(1990) 

組織在生存奮鬥過程中，獲取有關外在環境過程之知識，進而調

整組織活動，使組織的輸入、產出與環境間維持一動態均衡關係。

Meyers     

(1990) 

組織學習是企業對於內部或外部環境刺激，進行觀察、評估及行

動的能力 

Dodgeson   

(1993) 

組織學習為關於公司活動的知識與常規，建立、提供、及組織在

其文化之中，並藉由改善其人力技能來調整與發展組織之效率 

Tsang      

(1997) 

組織學習是透過團體的集體行為來尋求知識力量以改善組織目標

的目的。 

Klimecki and 

Lassleben (1998) 

認為組織學習是由資料處理過程中，得到組織知識的改變，並促

使組織找到新的方法，在新的環境下能成功生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2-1  各學者對組織學習的定義 

因此從過去許多學者的看法中，可以得知組織學習主要活動雖然是企業內部

處理資訊、強化員工學習能量等一連串的過程，但其最主要的目的仍在於讓企業

提升效能績效，能在變化的環境中成功立足。即表示「組織學習」與「市場導向」

觀念彼此相容，皆強調企業要以提升對資訊的處理能力與敏感程度，來回應市場

的需求與變化。 

(2) 組織學習的類型 

    Argyris and Schon (1978) 認為組織學習型態可區分為三種層次的概念，

以組織學習是否改變既有價值觀及規範區分組織的學習層次類型，將組織學習的

層次區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單迴路學習」(single-loop learning)：組織內

部的適應過程；第二階段「雙迴路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組織對外在

環境的適應；第三階段「再學習」(Deutero learning)：針對前兩階段的學習過

程加以批判及分析，然後再加以改善之學習。 

Hedberg (1981) 將組織學習分成三種型態： 

1)適應型學習(adjustment learning)：不改變認知觀念，以現行的行為模

式掌握外部的改變。 

2)轉換型學習(turnover learning)：將現行的行為模式重新組織、改變。 

3)改變型學習(turnaround learning)：不僅改變行為模式，也改變認知的

程序。 



Lyles (1988) 將組織學習類型分成「低階學習」與「高階學習」兩種，低

階學習類似單迴路學習，而高階學習則類似雙迴路學習。Meyers (1990) 將組織

學習類型分成「線性學習」與「非線性學習」兩種，線性學習類似單迴路學習，

非線性學習則類似雙迴路學習。並依組織處在不同的技術生命週期階段劃分成四

種不同的學習類型： 

1)創造性 (Creative) 學習：重點在於對問題的定義及活動與答案的建構，

屬創新期的學習類型。 

2)適應性 (Adaptive) 學習：重點在於建立各種程序、角色、法則，以塑造

組織運作系統，屬成長期的學習類型。 

3)維持性 (Maintenance) 學習：重點在於以過去經驗及既存系統的修改來

增加效率，屬成熟期的學習類型。 

4)變遷性 (Transitional) 學習：重點在於如何解釋、認知外界環境的訊

息，屬衰退期的學習類型。 

Lyles (1992) 認為學習可分為三種主要方式： 

1)經由經驗學習(Learning from Experience)：係指以組織過去的經驗來判

斷應如何面對未來環境。 

2)經由模仿學習(Learning from Imitation)：係指學習其他機構或組織的

經驗或行為屬於第二手資料的學習。 

3)經由創造學習(Learning from Making it Up)：係指經由改善活動、創新、

試驗等，屬於第一手資料的學習。 

    Slater & Narver (1995) 認為組織學習為一種能促使組織改善其績效的學

習，組織學習可分為兩種型態： 

    1)適應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在傳統限制下的學習。 

    2)創新性學習(Generative Learning)：以系統思考模式來進行組織學習，

而非遵循舊有的因果關係。 

(3) 組織學習的過程 

    Daft & Wieck (1984) 將組織學習可分為三個步驟：1.「偵測」(Scanning)：

為組織偵測環境及取得資料的行動，屬於資料蒐集階段；2.「解釋」

(Interpretation)：配合之前對於環境的瞭解，對於新面對的事件進行解釋及發

展新觀念的過程，屬於賦予資料意義階段；3.「學習」(Learning)：包括有關組

織行動與環境變化間關係的知識，及基於這些知識所採用的行動。 



    Huber (1991) 認為組織學習可分為四個部分： 

    1)知識取得：知識取得可以經由天賦、經驗、委託學習、移植、蒐集等五種

方法。 

    2)資訊擴散：分享不同來源的資訊，並因此獲得新資訊與瞭解的過程。 

    3)資訊解釋：賦予資訊意義、解釋事件、發展共享的瞭解及概念性架構的過

程。 

    4)組織記憶：儲存知識以供未來使用。 

    Nevis, Dibellag & Gould (1995) 根據 Huber 組織學習的描述，將過程整

合成三個階段：1.「知識的取得」：組織發展或創新技術、洞察力、關係等等；

2.「知識傳播」：擴散學習的成果；3.「知識的使用」：屬於學習過程中的整合

階段，使得學習的成果可以在企業內廣泛地被取得，並一般化應用在新的情境。 

    本研究以 Huber 的過程理論為基礎，將市場資訊處理過程分為資訊蒐集、

資訊傳播、資訊解釋、組織記憶，以及最後市場回應五個階段。 

4.2.4  市場資訊處理 

(1) 資訊處理過程模型 

本節前言部分曾提到本議題將結合「市場導向」所代表的資訊處理精神與「組

織學習」中的資訊處理程序兩者，希望初始國際化企業能從過去強調生產導向、

技術導向的 OEM/ODM 階段，在發展自我品牌開拓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在實質上

的資訊處理程序與精神上對於資訊的重視程度，應同時提升。因此，本研究將兩

者結合至市場資訊處理過程的模型中，其模型如圖 4.2-1 所示： 

 



 

圖 4.2-1  市場資訊處理過程模型 

Kohli & Jaworski 在1993年所提出關於市場導向的理論中，除了如其他學

者一般詮釋市場導向的含意與內容之外，更結合組織學習的觀念提出企業在各活

動階段中所需從事的相關實務性工作。Kohli & Jaworski認為市場導向包含以下

三種活動：1.「市場的洞察力」(Market Intelligence Generation)：重視組織

擁有能力，可以妥善處理目前與未來顧客的需求，及顧客的重要資訊。從此過程

中產生對市場的洞察力，其目的不單是要做到顧客導向，同時必須先研究顧客所

處的整個價值鏈與環境。2.「市場洞察能力傳播」(Market Intelligence 

Dissemination)：將產生出來的市場洞察能力傳播組織各部門，形成組織內共同

的看法。3.「組織整體回應」(Responsiveness of Market Intelligence)：組

織整體回應工作包括利用市場洞察力來設計相關活動及相關活動設計後之執行

與評估。 

而認為根據上述三項活動，Kohli & Jaworski 提出企業應有如表 4.2-2 所

示的相關執行工作： 

主要活動 相關工作 

1.與顧客保持接觸，定期調查顧客對於目前及未來產品的表現

2.定期訪問經銷商與零售商，以獲悉相關市場資訊 

3.非正式地與經銷商與商場夥伴進行資訊交流 

4.定期蒐集競爭者動態之各項資訊 

5.定期蒐集科技工具發展狀況之各類資訊 

6.建構完整的行銷資訊系統以獲取最新資訊 

 

 

 

 

市場的洞察力 

7.對於銷售報告進行詳細分析 

產品市場環境 

企業內部 

資訊蒐集

組
織
學
習 資訊傳播

資訊解釋

組織記憶

市場回應

企業內部/外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市場導向



 8.定期進行分析各項影響因素變化對於市場狀況改變之敏感度

分析 

1.定期進行各部門間的會議，討論最新的市場趨勢與發展 

2.行銷部門內部定期舉行小組會議討論市場趨勢與發展 

3.公司人員能夠很快得知相關外部環境變化狀況與原因 

4.公司內部發行刊物來流通資訊並傳播新知 

 

市場洞察能力

傳播 

5.重視市場資訊系統之使用與分析 

市場洞察力回應設計之相關活動 

1.對於部門會議討論之最新的市場趨勢與發展，進行後續規劃

工作，包括行銷活動定義與相關規劃活動 

2.對於科技工具運用於新產品發展進行可行性研究 

3.成立危機小組因應各種可能 

市場洞察力回應執行相關活動 

1.針對市場趨勢所做的各項規劃事宜皆能完善的進行 

2.危機處理小組將各項狀況妥善處理並確實回報相關人員 

 

 

 

 

組織整體回應 

3.對於各種行銷計畫能夠掌握時機加以執行 

資料來源：Bernard J.Jaworski and Ajay K Kohli (1993)  

表 4.2-2  Kohli & Jaworski 企業市場導向相關活動與工作 

因此，如同 Kohli & Jaworski 結合理論與提出實務做法的模式，本研究將

以「市場資訊處理過程」的模型為架構，配合企業實際個案說明，詮釋出各階段

中，企業應所追求的目標與實際執行活動。 

(2) 資訊蒐集階段 

    此階段主要從事市場資訊的蒐集，市場資訊意指「可獲得的一些關於市場環

境的公開資訊或分析報告」，目的在於了解有關於消費者的需求及偏好，並且包

含分析影響顧客發生改變的外來因素，例如政府法律的管制，科技的改變，與競

爭者策略等其它的環境因素，及早確認到公司遭遇的市場機會或威脅，以改善決

策的品質與時效性。 

Herley & Hult (1998) 認為市場情報所包含的範圍相當廣泛，而且預期顧

客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但產生市場情報的方法不僅只依賴於消費者調查，也要

靠一些能互相配合的機制。可透過利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道來產生，非正式的

管道像是從當地市場合作夥伴、參與展覽，以及政府機關等管道獲得市場資訊；

或是其他正式的管道，像是市場研究報告、相關資料庫，以及直接對於消費者所

做的產品偏好或反應調查等。 



Narver & Slater (1990) 則認為市場導向在行為上的要素包括顧客導向和

競爭者導向，也就是企業除了蒐集有關目標顧客的資訊和影響消費行為的資料

外，並且還會主動蒐集市場競爭者的優缺點和能力，以達到克敵制勝的效果。因

此對於競爭者資訊的收集也須相當重視，一般有很多的方法與管道能獲得競爭者

的資訊，辦法五花八門、包羅萬象，包括詢問對方公司的員工、挖角對方關鍵技

術員工、購買競爭者的產品進行研究、在商展埋伏收集情報、參加對方股東會議、

搜尋對方的廢物箱，甚至去洗劫對方的垃圾等都是企業界時常採用的做法；另

外，公司也可以從供應商、通路商或是主要的客戶那獲得一些有關競爭者重要的

訊息，而訊息的可靠性與份量則往往憑藉於雙方合作關係的緊密程度。 

Helleloid & Simonin (1994) 則整理出五種獲取知識的方法：第一，內部

發展：如製造技術之提昇與自行研發；第二，藉由外在資源輔助：如行銷研究、

顧問公司；第三，偵測市場動態：如關注市場發展、學習其他組織優勢；第四，

組織間合作：如策略聯盟、合資，進行雙向資訊、知識與資源交流；第五，購併，

藉此組織間可學習彼此的運作規範，進而影響企業本身的運作。 

Helleloid & Simonin 五項知識來源中，其中內部發展與購併所獲得的知識

主要在於生產、研發等技術方面的知識，因此關於市場資訊的來源，主要來源可

分為「外部資源輔助」、「內部市場偵測」與「組織間合作」三種。 

    1)外部資源輔助 

隨著網際網路與大眾媒體的快速發展，使得資訊的流通與傳遞更加快速，

連帶使得企業外部資訊的取得愈加方便，例如在企業網站上，都會有許多

值得收集的資訊，諸如企業年報、出版品、新聞稿、產品介紹以及一些為

了吸引客戶的服務內容介紹等；另外在網路上存在許多的線上資料庫，提

供企業很好收集資訊的管道，例如東方消費者行為資料庫 (E-ICP)、資策

會 (MIC)、國科會等，提供諸如產品趨勢以及產業狀況等全方位的資訊。

另外還有一些定期發行的雜誌與學術期刊，也能從中取得關於競爭對手的

報導及產業市場的環境介紹等資訊。 

例如擁有 DBTEL 手機自有品牌的大霸電子以及 3C 家電的燦坤實業，都會

固定會從展覽、報章雜誌、工研院、資策會與國科會等來源，瞭解業界資

訊，包括競爭者的產品發展，以及新的產品應用與需求等，防止自身產品

因缺少部分功能而遭受損失。 

另外，也存在一些以提供企業諮詢的顧問公司，例如麥肯錫、AC 尼爾森、

TNS 等，以專案方式直接提供客戶所需的資訊與分析，更節省了企業在資

訊收集上所花費的成本與心力，例如以 GIANT 自行車品牌為主的巨大機

械，有時會委託行銷公司或市場調查公司搜尋消費者資訊，其在開拓西歐



市場期間，曾在英、法、德、荷舉行大規模的行銷調查，去瞭解消費者的

Target Audience、政經社會狀況等。 

    2)內部市場偵測 

商展除了能接觸與探索合作夥伴外，企業也能從中獲取許多市場資訊，例

如燦坤實業，其透過世界各地每一年所舉辦的幾個大展，包括巴黎展、舊

金山美食展、香港電子展等，從展覽中觀察競爭對手與客戶，有哪些新的

產品或是新的技術等相當多資訊，再將這些新觀念進行評估進而引進自身

的產品中；此外，巨大機械亦透過歐洲捷安特所舉辦的 Road Show ，以

及在各地的新產品的巡迴發表會等管道來蒐集市場資訊。 

企業也可以透過本身企業的網頁，讓消費者能經由網頁中的留言版或討論

區來反應對產品的相關意見。但值得注意的是，網站的管理必須做到確

實，網站的流動人員成份與產品的反應意見必須做好機密性的管理，否則

網站反而成為競爭對手蒐集資訊或是傳播不實留言的最佳管道，反而使企

業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購買意願，福特汽車中的 Metrostar 是其中一個

例子，福特台灣網站設有討論區，提供車主上網提供意見進行交流，其出

發點原是好意，卻因 Metrostar 與其前身 Medeo 在產品上市初期在變速

箱時常發生問題，因此網站討論區充滿了負面的評論，等於將產品缺點公

佈於大眾面前，因此造成後續的口碑傳播效果，即使福特後來推出 

Metrostar A Plus 版新汽車，強調原先問題已獲解決並擁有更大的效能，

並大量推出商業廣告，卻因消費者對 Metrostar 的負面印象而使銷售量

不盡理想。 

除此之外，有時基於產業的專業性，一般靠外界的顧問、行銷研究公司，

並無法確切提供有效的市場資訊，因此有時企業應就特殊議題上自行對市

場進行研究分析，例如巨大機械雖會委託行銷公司或市場調查公司搜尋消

費者資訊，但關於競爭者資訊，由於產業環境變化快速，企業的策略亦隨

著變動，委託執行往往緩不應急，因此巨大在內部設有自身的研究調查機

構，進行競爭者資訊的蒐集與研究。 

3)組織間的合作 

合作夥伴是企業開拓國外市場的前鋒，因此企業亦能透過合作夥伴，知曉

產品績效、消費者偏好，甚至競爭者行銷活動，進而對其有所回應。例如

大霸電子在國外市場通路是屬於區域性的，每個國家有不同的合作夥伴，

將產品外銷至國外，不僅除了產品的銷售，還包括了售後的維修服務等，

一般產品的技術維修部分會透過合作夥伴直接處理，總公司則會是需要派

員協助維修產品，直到當地人員能熟悉產品維修技術，並會安排合作夥伴

來台受訓。因此，大霸電子能根據彼此的交流，瞭解當地消費者的資訊，



以及當地市場的需求，進一步分析所得的資訊，應用在產品的規劃與修正

上。 

另外，台灣過去以替國際品牌大廠從事 OEM/ODM 為主，即使開始以自有

品牌開拓國際市場的初期， OEM/ODM 佔整體企業比重仍有一定份量，因

此雙方也存在資訊的交流，雖然其中以產品技術、生產能力方面資訊交換

為主，但大廠為了產品能符合市場需求，或多或少能從其中得知市場訊

息、消費者偏好等有關資訊，所以企業能在以自我品牌進入某一市場之

前，先以幫大廠從事當地 OEM/ODM 業務，除了能初步瞭解市場亦能省下

不少的探索成本。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發展自我品牌國際化初期，自有品牌尚未站穩市場，

要避免本身品牌與大廠品牌有相互競爭、衝突，以及高度市場重疊的情

況，以免大廠以抽單作為報復手段，使企業面臨到生死存亡的危機。因此

當初巨大 GIANT 要開拓美國市場時，一方面仍幫當地廠商從事代工業

務，另一方面推出不同於代工產品的新產品線，根據自身與代工客戶不同

的企業競爭優勢，做出不同的行銷組合，避免彼此的衝突。 

現階段嚴峻的競爭環境，許多企業無不處心積慮地致力於對外行銷情報的蒐

集，甚至有些公司有專門部門在負責市場掃描、資訊蒐集的工作，並負責將資訊

有效率地傳遞到決策者中，例如明碁電腦內部設有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部門，屬於常設單位，負責全公司的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的工作，其資

訊蒐集的工作內容是經由各事業部門的委託，進而針對議題偕同事業部設計市場

調查、行銷研究的方法，並蒐集相關市場資訊，再將這些資訊傳回委託的事業部。 

從另一個角度來思考，公司也必須思考對策以防止競爭者對自己資訊予取予

求，許多公司把這個觀念加入在員工訓練當中，教導員工如何保護資訊以及如何

將對方的資訊攫取過來。 

關於情報收集的問題，延伸出許多道德方面的問題。雖然在道德上，行銷情

報收集的方法並沒有很明確的對與錯的界線，但不可否認的是，任何行銷收集情

報的方法都需要以守法為最大的準則，不正當取得資訊，有時反而會使公司深處

在危機之中。 

(3) 資訊傳播階段 

    市場資訊非僅涉及行銷部門，其與研發部門、生產部門等互動對產品都具有

相當大的影響力，所有跨部門的正式與非正式溝通，包括例行的會議、不定期的

會議、電子郵件的傳達、公文檔案的傳送等。藉由各部門之間的串聯，企業內部



能形成共識，面臨問題時能妥善處理。 

    巨大每年有兩次的國際級會議，每半年一次在台灣召開，檢討過去半年的績

效，並做適度的修正與討論接下來半年的任務，而會中更能進行資訊的交流，將

各區域所累積的市場資訊與銷售經驗在會中分享，再將經驗分享成果帶回至各區

域市場中，而彼此各區域亦有許多正式的交流會議，使市場資訊能在企業中交

流、互動。 

    同樣是生產自行車為主的美利達集團，其在建立全球市場行銷能力時，依據

不同地區採取不同的行銷策略，行銷知識的傳承與擴散，主要依賴經驗教導， 

每年公司行銷會議時，各地行銷負責人，需在報告中展現自已的成果及市場資

訊，表現優異的區域負責人，並會將寶貴的行銷經驗提出分享。 

    另外，明碁的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部門，在蒐集市場資訊後，將其

傳回原先委託的事業部門，並由專門的人員負責，結合生產部門協助事業單位擬

定產品的行銷計畫，其過程也等同透過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部門，使市場

資訊能傳播、流動於生產部門與事業單位之間。 

    企業也能透過一些非正式的團體，增加各部門員工之間交流的機會，增加學

習的動能，使市場資訊在企業中的傳播更為流暢，例如巨大機械透過「巨大月刊」

分發至每一員工，或利用晨會由員工輪流分享讀書心得，設立「捷安特啟智會」

來帶動組織學習，每一階段有不同性質的主題，希望藉此增加各部門員工彼此面

對面的溝通的機會。 

    資訊的分享上最常會遭遇的問題，就在於各員工、各部門的「自利」的心態，

認為掌握特定資訊就代表擁有在組織中的不可替代性，資訊的分享只會使自己受

到更多的挑戰與不確定性，因此多半不願意分享資訊，企業可以結合人力資源政

策，透過內部分享機制或給予員工誘因來推動內部的資訊傳播與分享，其做法主

要可分為下列三種： 

    1)教育訓練 

企業能利用訓練的方式，將特定的資訊分享給內部的員工。另外，企業也

可透過教育訓練來灌輸員工分享的觀念，並解決企業推動資訊分享時會遭

遇的技能問題，例如資料庫、資訊系統的使用方法等，當員工因能力的不

足而抗拒相關資訊分享活動時，教育訓練就是可以運用的方式。 

    2)績效升遷制度 

讓員工分享的行為也成為工作的一部份，並使其成為績效考核的行為指標



之一，優秀的員工更可公開的表揚，讓員工知道願意分享的人，公司是相

當肯定的，且進行資訊分享是有價值的，又能從中獲得榮譽感。因此，企

業透過績效升遷制度，能讓資訊傳播、分享的推動更為順利，加速員工分

享習慣與文化的養成。 

    3)資訊分享機制 

除了一般正式且制度化的溝通管道，例如會議、專案制度、工作輪調、師

徒制、內部調動之外，企業也可運用多元的非正式方法來增加內部的互

動，像是讀書會、競賽活動、社團等。另外也能透過空間的安排，例如會

議室、茶水間、員工休息室等開放場所的規劃與設置，增加員工面對面的

交流與互動。  

(4) 資訊解釋階段 

    資訊解釋即代表對於市場資訊的剖析，包括產品銷售績效的檢討、消費者對

產品的反應，以及競爭對手的產品技術水準、優劣勢所在等。 

由於資訊屬於一連串關於市場數字與文字的敘述，如果未經進一步的賦予意

義，資訊本身並無太大的意義，因此資訊通常是需要更近一步的分析，之後決策

者再應用這些分析在有關行銷問題和決策之中。過程中有許多的統計方法能幫助

我們進行資料的分析，從廣泛的資料中萃取出某些現象或因果關係，並做為管理

者決策背後的支持根據，不同的統計發法應用在不同的問題上，諸如有關銷售的

區域選擇、銷售市場選擇，以及發展合適的行銷組合、新產品趨勢掌握以及分析

客戶需求等。 

    例如先前提到的燦坤實業，其透過世界各地的展覽，從中觀察到競爭對手有

新的產品上市，燦坤就必須將此資訊傳播至生產部門、研發部門以及事業單位等

知曉，針對這項資訊進行討論，討論議題包括是否跟進生產此產品、市場是否有

此需求、公司生產研發技術是否能應付、企業新產品與競爭者區隔等，經過討論

會產生新的資訊需求，因此再針對需求進行蒐集，如此重複的循環動作，最後做

做出市場反應決策。 

    當初正新輪胎銷售至中國山西時，發現產品耗用量特別大，一度被認為當地

司機品質不好，當地司機常常抱怨使用一段期間以後會發生輪胎碎片脫落的現

象，當地經銷商將顧客的聲音反應給正新，行銷部門後來發現原來因當地路面以

碎石子路居多，路面相當癲箥，因此需要更堅實、耐震的輪胎設計，因此正新將

顧客的語言轉換成新產品開發申請書等文件，內容須包括新產品特性、主要競爭

對手及預估需求量、特殊需求因素：如山西地區須要耐載重、耐切割、富有軔性



的輪胎；蒙古沙等漠地區須要抓力強如楊桃般大花紋的胎面等，送交新產品發展

及研發設計參考。正因為如此，正新輪胎品質比當地國營廠的產品還好，耐用期

間比較久，在口碑相傳下銷售額漸漸增進。 

    另一個是三陽機車的例子，三陽在剛進入越南的初期，當時主要引進與台灣

相同款式、配件的產品，但過後不久發現，機車龍頭部分折損情況相當嚴重，相

同產品在台灣則無此現象，經過當地市場調查才發現，由於越南汽車並不如台灣

普遍，且越南機車用途多但以工作載貨為主，所以輕便化的台灣機車自然無法適

用於越南市場，因此三陽著手研發厚重結實的機車，充分回應消費者需求也使三

陽在越南獲得不錯的成績。 

(5) 組織記憶階段 

    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必定會遭遇許多問題，為了順利解決問題，企業必須進

行相關資訊的蒐集、傳播，並對資訊做出分析解釋，最後行成決策，回應市場與

處理問題。這一過程對於企業而言，是很珍貴的學習紀錄，未來也許面對不同市

場或不同產品會遭遇到相同類似的挑戰，此時過去的處理過程，不論成敗皆成為

企業的最好的參考依據，同時也降低企業的學習成本，但相反地，若企業未能將

學習過程紀錄下，知識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消逝，難保企業再次遇到挑戰時，不會

再重蹈過去的錯誤。 

    組織記憶的方式包括各類制度化流程處理模式、檔案、文件、公文、資料庫

等方法，其所累積的經驗對於企業行銷及產品策略具有相當的影響，例如大霸電

子將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結果會做文件化的處理，將溝通的過程作為經驗的累積

並紀錄下，若是日後有類似情況發生，則依循過去相似紀錄作為解決的方針，並

經過各相關部門溝通之後，達成決策與共識並執行。 

    除此之外，顧客對於產品的反應與意見也是組織記憶重要的目標，包括企業

委託外界研究所做的專案結果、與合作夥伴開會交流的文件紀錄、企業服務專線

與電子信箱，以及企業網站上消費者的留言版或討論區等等，例如鴻友科技的公

司網站中有技術支援的 e-mail ，從這些 e-mail 中，大概都能瞭解道客人的需

求、抱怨為何，這些對於鴻友而言都是很好的 Database 的來源，可作為下一次

開發產品時的重要參考。 

(6) 市場回應階段 

    企業進行一連串資訊的處理過程，其最終目的在於在以瞭解市場的基礎下，

反應在產品策略對市場做出回應。前文提到的正新輪胎與三陽機車的例子，其即



是能夠透過市場資訊的處理，瞭解當地市場特殊產品使用狀況，進而反應在產品

的功能上的在地化，才能在市場獲得成功。 

    透過市場資訊處理，企業除了能知道目前產品的需求，更要能預測未來產品

技術的發展，需要思考哪些現有科技能引介入產品，形成一個全新的產品。例如

十幾年前，所有自行車皆沒有裝避震器，當時避震器一般是用在機車與汽車上，

但可以從市場反應中，瞭解到並不是所有道路都像台北一樣是柏油路，國外有許

多自然的道路，且國外重視休閒生活，很多人喜歡騎自行車去郊遊，若再崎嶇不

平的道路上長期騎乘的話是相當辛苦的，因此巨大機械便開始思考如何改善這個

問題，看看有哪些科技能應用產品上，因此開始研發避震車，而現在避震車以經

是市場上的主流產品，避震系統已經做到不同系統，如四連桿的系統，提供消費

者更舒適的騎乘選擇。 

    許多企業為了更貼近目標市場，會在各地會雇用當地的設計人員，因為這些

人對於當地市場的消費習慣、偏好等，會比台灣本地的設計人員更加清楚，加上

他們在當地的人脈、資訊管道，因此相對地減輕企業部分市場資訊蒐集的成本，

有時產品根據當地市場環境做小部分的調整，其效果會讓企業有意想不到的收

穫，例如燦坤的牛排機在美國賣了 500 萬台，其原因只是燦坤在烤盤上增加它

的傾斜度，讓油能夠順著坡度流出來，這一個產品上細心的設計，就使得該產品

在注重健康概念的歐美市場銷售亮麗。 

 

 

 

 

 

 

 

 

 



4.3  開發市場策略議題 

4.3.1  導言 

企業在國際化最初期，由於本身資源與國際事務經驗的缺乏，因此對於海外

市場的經營，有賴於國外代理商與經銷商等合作夥伴的協助，建立於海外市場的

據點，而隨著時間的累積，當透過合作夥伴在海外市場建立實績之後，為了開拓

當地市場的銷售成績，企業應逐漸增加對於海外市場的承諾投入。尤其是對於要

經營自有品牌的國際化企業而言，對於市場脈動、產品趨勢，以及更重要的消費

者的需求都要相當瞭解，因此，在前一節也提到企業應要提高整體對於市場資訊

的掌握度，最後反應在市場的行銷策略上。 

台灣企業過去主要以 OEM/ODM 業務為主，與國際品牌廠商的合作過程中，

累積了許多生產與研發的經驗，所生產的產品不論在效能上與品質上都具有相當

的優勢，然而在發展自有品牌後會發現到一個現象，同樣甚至更好的產品在換上

自己的品牌之後，市場上的接受程度反而沒有原先的高，實際銷售成果上卻往往

不如預期，這之間的差距就在於企業的「品牌」。 

近幾年在媒體、學界的宣傳下，包括「富比士」在內的許多雜誌更每年固定

會對於企業品牌進行評價，使得「品牌」的觀念已經普遍能被企業所接受，但如

何能提升品牌的價值？許多企業仍認為只要在產品的功能、品質上做持續的加

強，就能累積企業的名聲，進而吸引消費者的青睞，然而在交易的過程中，產品

的效能與品質雖然是影響消費者購買行為的因素之一，卻忽略了還存在許多其他

的因素，因此本議題的探討中，將嘗試以邱志聖 (2003) 所提出的「成本架構分

析」，來試著解釋此現象，並根據其理論發展出初始國際化企業在開拓市場的行

銷策略。 

4.3.2  成本架構分析 

    行銷本身是在處理「交換」的問題，所交換的不僅限於產品與服務本身，還

包括雙方的信任、信念、意念等無形意識的交換。根據社會學家布羅 (Peter M. 

Blau) 的「結構交換理論」：交換的產生乃源自於交換雙方期待該交換行為對自

己是有利的。所謂的有利，就是得到的利益大於所需要的付出。因此套用在商品

的買賣關係上，當一個買者要追求某種效益時，他必須要付出某些成本，當所追

求的效益大於所付出的成本時，他們就有交換的意願。而當市場上還存在其他相

同的產品時，消費者就會去比較哪種組合有最好的成本效益結構。 

    邱志聖 (2003) 延伸「結構交換理論」與「交易成本」理論，發展出關於行



銷分析的「4C 架構」，其認為買者與賣者的交換過程中，會有四個成本項目來

影響買者交換的意願，其分別為： 

    1)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意義，係在沒有品牌形象與產品陷入的因素影響下，

買者要得到某些效益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效益包括了有形效益與無形效

益，有形效益可能包括一些實體的功能，例如電視的影像功能等；無形效

益則可能是炫燿、心理作用等心理功能。而成本則包括買者要擁有或使用

該產品所必須付出的所有成本，包括實際賣價、運費、安裝以及服務費等。

其衡量方式如圖 4.3-1 公式所示： 

                

 

          資料來源：邱志聖 (2003)，「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 

圖 4.3-1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學者邱志聖認為企業若要其產品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可以從兩方面著

手：「降低總生產成本」與「增加買者效益」，其方法如表 4.3-1 所示： 

  降低總生產成本的方法 增加買者效益的方法 

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對買者的需求瞭解要相當清楚 

R&D (研發) 能力 熟悉買者的價值鏈態勢 

生產技術 注意使用前與使用後效益的差別 

配銷成本 注意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改變 

其他費用的控制  

資料來源：邱志聖 (2003)，「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 

表 4.3-1  降低買者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方法 

    2)資訊搜尋成本 

除了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之外，邱志聖還提出其他三個內隱的交換成本，其

中第一個便是「資訊搜尋成本」。由於買、賣雙方對交換標的物不熟悉，

買、賣雙方皆必須投入時間與金錢去蒐集資訊以減少交換的資訊不對稱，

也就是交易之前買、賣雙方互相尋找適當的買賣對方的過程所發生的成本 

(邱志聖，2003)。 

買者支付產品取得總成本 

沒有品牌與公司形象下買者所知覺得總效益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 



從買者的觀念來說，其為了選擇適合的產品提供者，往往必須花上一段時

間、精神，並透過許多管道去搜尋各種產品資訊，所花的時間會因為這些

產品與資訊的複雜度而有所不同。因此，當買者要購買某個產品之前，勢

必會經過一段資訊搜尋期間來瞭解某一標的物，若買者在資訊搜尋上所花

的時間與金錢等成本越低的話，相對而言該產品被買者所瞭解、進而購買

的機會自然就大增。 

因此，行銷人員必須能夠有效地降減少消費者對其企業產品的資訊蒐尋成

本，表 4.3-2 列舉了一些企業如何有效地降低買者資訊搜尋成本的方法： 

清楚、突顯的產品定位 

長期一致的產品定位 

整合行銷組合 

活用不同的溝通通路 

擅用網際網路的資料與互動性 

與舊有產品種類比較以突顯差異 

 

降低買者資訊蒐

集成本的方法 

 

傳統溝通方法與新時代方法的整合 

資料來源：邱志聖 (2003)，「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 

表 4.3-2  降低買者資訊蒐集成本的方法 

    3)道德危機成本 

第二個內隱交換成本是道德危機成本，此成本指的是產品是否真正能表現

的像廠商在交換完成前所宣稱的功能，即是企業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也

代表消費者心中對企業的信任程度，當信任度愈高時，道德危機成本即較

低，反之當信任度不足時，買者心中對於企業的道德危機成本就會較高。 

根據「期望失驗理論」，消費者在使用產品之前，往往對於該產品的表現

會有若些期望，這些期望可能會受到業者的廣告、企業的名聲或是買前其

他相關資訊的綜合認知。當消費者使用該產品後，假使該產品的表現如同

甚至超過使用前的期望，則消費者就會對該產品感到滿意；相反地，假使

該產品的表現比使用前的表現差，則消費者就會對該產品感到不滿意。經

過長期的累積，該產品或該企業就會逐漸形成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 

因此，要減少買者的道德危機成本是要須長期經營的，要建立一個可信任

的形象，往往企業需要累積非常多的好紀錄。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而言，

由於其自有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知曉度並不高，尚未建立市場的口碑，因此

要迅速解決道德危機成本的問題並不容易，應該要有耐心與眼光，一步步

地慢慢建立企業的可信任形象。邱志聖提出了一般企業或尚未建立口碑企

業一些降低買者道德危機成本的方法，如表 4.3-3 所示： 



所有公司長期要做的方

法 

特別針對新的、尚未建立口碑企

業的方法 

說到做到 代表性案例的建立 

以顧客最大利益為考量 透明化以減少買方的監督成本 

關懷顧客 尋找有形象外溢效果的廠商合作 

不顧一切維持公司形象 可信的公正檢驗單位或代言人代言 

對整體公司的信任而非特定

員工的信任 

提供保固期限或無條件退貨保證 

完整的產品發展藍圖  

資料來源：邱志聖 (2003)，「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 

表 4.3-3  降低買者道德危機成本的方法 

    4)專屬陷入成本 

第三個內隱交換成本是有關專屬陷入成本。所謂專屬資產，指的是交易行

成後，買、賣雙方因為此關係所產生的、特有的、無形或有形的資產。專

屬資產會增加雙方移轉至其他交換關係的成本，因為當買、賣雙方的交易

有一天不存在時，專屬資產的價值會因此而消失，無法轉移至其他買、賣

雙方的關係上，所以為了保持這種專屬資產的價值，買、賣雙方只好繼續

交易。專屬資產基本上可分為下列幾個種類： 

專屬資產的種類 

特有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 實體設備的專屬資產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 無形的專屬資產 

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 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 

    資料來源：邱志聖 (2003)，「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 

表 4.3-4  專屬資產的種類 

專屬陷入成本可分為「交換前」與「交換後」兩個階段，其中「交換前」

又可分為兩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買者已經有使用某一品牌的產品，因此

與舊品牌已產生了專屬資產，如果買者要轉換到其他品牌的產品，就會造

成移轉上的專屬資產的價值損失；另一種情形是買者是第一次使用該類產

品，在購買此產品前，會考慮其專屬陷入成本的高低，以免讓自己陷入專

屬過高的交換關係中。而在這兩種情形下，行銷人員都需致力於降低消費

者的專屬陷入成本，前者是降低消費者在轉換交換關係時所造成的專屬資

產的損失；而後者則是降低產品在消費者心中衡量的專屬陷入成本。 

「交換後」則是不同的情況，由於發展新客戶的成本往往會比留住舊客戶



所花的成本多出數倍，因此企業為了鞏固客戶，此時應逐漸累積客戶在交

換關係中所產生的專屬資產，透過專屬陷入成本的增加來降低舊客戶的流

失率，一般業界常用的建立專屬資產的方法，如表 4.3-5 所示： 

專屬資產 業界常使用的方法 

特有使用知識的專屬

資產 

公司特有的產品使用方法、公司特有軟

體、公司特有產品系列方法與使用方法、

公司特有互補品使用方法、特有使用專利 

實體設備的專屬資產 系統DIY產品、特有耗材、特有公司規格、

特有資訊系統結合、特有配方、特有設備

專利、特有軟體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

資產 

里程數累積優惠、集點紅利、累計金額優

惠、紅標與綠標的定價策略 

無形的專屬資產 特有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識、特有人際

關係、特有溝通效率、特有生活依歸 

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

資產 

特有的品牌經驗、特有的品牌回憶、特有

的品牌心理意義 

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

專屬資產 

品牌特有群體壓力、特有意見領袖吸引力 

資料來源：邱志聖 (2003)，「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 

表 4.3-5  業界常用建立專屬資產的方法 

    買者在交換之前會知覺並衡量所要支出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加上內隱交換

成本，並以「最終總成本」的高低來決定此次交易是否值得進行。因此企業在制

定行銷策略時，並不能只考慮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因素，還要將內隱交換成本加入

來考量。 

    過去許多關於行銷的教科書所談的架構大部分是從環境分析 (包括總體的

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到產業分析) 到消費者分析，並提供一個相當重要的程

序，即所謂的市場區隔、目標市場、產品定位，並在發展出一個適當的產品定位

後，再來探討行銷組合 (4P) ，也就是透過產品、價格、通路以及推廣策略來達

到企業行銷的目的。 

    但傳統的行銷架構往往偏重於介紹包羅萬象的各種定位的方式、產品的分

類、定價的方法、通路的方式、促銷的方式等，這些都是企業在制定行銷策略時

重要的工具，行銷人員必須去瞭解整個行銷交換問題背後所發生的原因，根據原

因再選擇要使用什麼樣的工具去解決問題。因此本研究認為，4C 架構可作為企

業在制定行銷策略的背後依據，並透過 4P 行銷組合工具來完成行銷策略的執



行。 

    初始國際化企業在以自有品牌產品開拓國外市場時，往往會發現市場中有些

產品，其功能並不如自己的來的好、也不是最能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卻能在市面

上取得一席之地。相對地，企業本身儘管透過行銷人員從環境分析、消費者分析、 

STP 分析中，研究出一個顧客所需要的產品，並透過強大的研發與生產能力將其

發展出來，但其在市場上的銷售成績並不一定能夠達到行銷人員所要的目標。 

    從 4C 架構的角度來分析，就能發現這些企業在發展行銷策略上往往只注意

到產品外顯單位效益成本部分，「認為只要產品做的比競爭者好，連帶會使市場

的銷售成績提升」，卻忽略了有各種內隱交換成本的存在，所以在海外市場的競

爭上，往往會不如預期。     

因此，在市場的行銷策略上，初始國際化企業除了應維持其在外顯單位效益

成本的優勢，因其所影響的是當地消費者對該企業的第一印象；另外更重要的是

關於內隱交換成本的解決上，企業應思考選擇哪些行銷工具來降低各種內隱交換

成本。 

4.3.3  國際行銷策略 

    以下將以國際行銷組合 (4P) 為架構，介紹哪些行銷工具是企業可作為選擇

來完成開拓市場的目標，並在架構中會結合過去企業實例，透過實際案例的介

紹，使讀者能對於行銷策略的執行上有更清楚的認知。 

(1) 國際產品策略 

產品是行銷規劃中最重要的因素 (Keegan & Green，1997)。產品不只是指

單一的實體，而是一個整體的形象，有形與無形產品，在許多情況下必須結合，

以形成單一、完整的產品。 

Suzuki (1989) 認為當企業計劃以某項產品進軍海外市場之前，為了確實掌

握訊息，應要在海外設立行銷研究部門負責國際研究任務。其將海外研究開發活

動推行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蒐集當地競爭品資訊；第二階段則進行向當地引

進自家公司產品的可行性分析；最後第三階段則進行當地的新產品開發。 

產品的開發一般包括了品牌形象、產品設計、產品定位、售後服務等範圍： 

1)品牌形象 



Kotler (1994) 指出品牌是產品的一個名稱、詞語、記號、表徵、設計或

以上幾種之組合，係用以辨認某一個或某一組商品或服務，有別於競爭者

之處；Berthon,Hulbert & Pitt (1999) 則認為對銷售者而言，品牌有利

於使用者的再次購買、新產品進入市場、促銷努力、塑造產品的差異化及

購買者的品牌忠誠度等。 

從 4C 架構來看，若一個企業在市場上的品牌知曉度愈高，消費者對於該

品牌的資訊搜尋成本方面便會較低；且當該品牌享有越好的評價時，其道

德危機成本亦會降低，先不論是否存在與消費者之間的專屬資產，其在市

場競爭上便相對其他品牌更有優勢。而反觀剛進入國際市場的企業而言，

由於市場消費者對其企業與品牌產品熟悉度不高，因此為了瞭解該企業與

產品，消費者所需的資訊搜尋成本便相當高，且因在當地市場經營期間尚

短，尚未建立在市場上的口碑，因此相對於其他已在當地市場經營許久的

品牌，道德危機成本亦會較高，更不論是否有專屬資產的存在。 

因此，企業除了維持其在外顯效益成本的競爭力外，對於品牌形象的塑造

方面，下列有幾種方法可幫助企業縮短建立品牌形象的方法 (于卓民等，

1999）： 

1.購併知名品牌 

透過購併的策略，廠商可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在國外市場建立品牌聲

譽所需的行銷資源。 

2.取得知名品牌的授權 

對多數缺乏國際知名度的廠商而言，與知名廠商簽訂品牌授權合約，是

非常合適的過度策略，並且也可以經由授權的過程，來獲得名商在技

術、行銷與設計方面的協助。 

3.利用品牌並列方式 

為了不與原有的 OEM 客戶競爭，且又可自創品牌，即可要求國外進口

商同意在產品上也掛供應商的品牌。為目前國內許多廠商主要的作法。 

4.爭取與國際知品名品牌合資生產 

透過合資所擁有的行銷資源，廠商可順利地在國外建立品牌知名度。 

    2)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可分為「產品內部功能」與「產品外部包裝」兩個部分。在「產

品內部功能」方面，Keegan and Green (1997) 認為全球行銷者進行產品

功能設計決策時，必須考慮四項因素，包括消費者偏好、成本、法律和管



制及相容性；Kotler (1994) 則認為企業可經由購併或是自行研發來增加

新產品，並以市場反應為考量，新產品可區分成六大類：新問市產品、新

產品線、現有產品線延伸、現有產品的改良版、重新定位及降低成本，企

業通常會綜合上述觀念，來制訂新產品組合。 

在「產品外部包裝」方面，吳景勝 (1999) 認為包裝的功能有保護產品、

保護消費者、便利攜帶使用、吸引消費者的注意，以及增加消費者的額外

利益等五種，產品在包裝設計上的變化，有時可以視為新產品，或造成產

品的差異化，有助於產品之銷售，而外部包裝的設計應注意各國政府的規

定、當地的經濟狀況、當地的文化、當地的氣候及水貨的干擾等因素。 

近幾年包裝已成為重要的行銷工具，優良的包裝設計能為消費者創造便利

價值，為廠商創造促銷價值。Kolter (1996) 認為包裝設計後必須經過幾

個測試過程以驗證產品的實用性，包括「工程測試」 (Engineering Test) 

確保包裝能承受一般狀況；「視覺測試」(Visual Test) 確認字體是否清

晰、顏色是否調和；通路商測試 (Dealer Test) 確認經銷商是否覺得有

吸引力和容易管理；及消費者測試 (Consumer Test) 確保消費者能有正

面的回應。 

產品設計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當地消費者使用產品所得到的效益，即是降

低消費者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由於初始國際化企業在內隱交換成本的先

天劣勢，因此產品設計上的表現顯得相當重要。企業在產品設計的策略上

須注意產品設計的方向是否與產品的市場定位相符合，且兩者是否又能回

應當地市場的特性或消費者的需求，而企業又能透過管道去瞭解市場相關

的資訊，這些都是產品設計所須注意的先題條件。 

    3)產品定位 

產品定位簡單來講就是產品在顧客心目中的地位，與其他產品不同之處，

也就是該產品有那些特性及利益是其他產品所無法提供的。一般來說，產

品定位策略應包括：定位應依據產品特性或利益、產品品質或價格、產品

用途或使用者。 

海外銷售子公司階段的國際企業，為了能開拓在各海外的市場，因此市場

回應程度是相當高，因此外銷產品應依據目標市場的國情文化與顧客行為

會開發不同的產品，並配合各國市場的獨特性進行產品定位，以獲得行銷

競爭優勢。Albaum, Strandskov & Duerr (1997) 認為行銷策略的擬訂與

執行，應以市場區隔為中心。在拓展產品之前，應先將整個市場予以適當

的區隔，然後依照企業本身之規模、特性、資源與技術，選擇最適宜進入

之目標市場，再根據目標市場訂定產品定位，而市場區隔、目標市場與產

品定位之間應存在邏輯性的相關性，相互的對應與配合以增強效果。 



產品定位扮演行銷策略中相當重要的角色。就 4C 而言，產品定位影響了

產品設計的方向，因此會影響到產品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加上產品定位

代表產品在顧客心目中的地位，透過明確、突顯又能長期一致的產品定

位，企業因此能降低消費者的資訊蒐集成本，甚至能形成消費者心中的專

使資產，因此不論外顯與內隱成本都與市場定位有直接的相關；另外行銷 

4P 組合更是產品定位所延伸而來，4P 與產品定位彼此需具備一致性，不

論產品、價格、通路與促銷策略都須與產品定位中企業與消費者溝通的訊

息相符合。 

    4)售後服務 

產品售後服務的品質，是產品策略中的重要構面，甚至是行銷績效的推

手，故在探討國際產品策略時，不能忽略產品之售後服務部分。售後服務

包括了維修、說明、安裝、保固、運送，以及備用零件的可取得性，在初

始國際化階段中，售後服務一般都是透過當地通路商所執行，但最初是由

海外代理商/經銷商等合作夥伴所負責監管，直到後來企業在海外成立銷

售子公司後才會收回監管權，甚至近一步成立維修中心據點。 

售後服務對於企業而言，除了能其中直接蒐集到市場與消費者相關資訊

外，由於服務品質直接影響消費者對於企業與品牌產品的感受，因此售後

服務更是初始國際化企業能在市場中快速建立口碑的捷徑。口碑的建立直

接影響到企業的道德危機成本，且口碑的傳播效果更彌補消費者在資訊搜

尋上的困難，對於內隱交換成本的降低有大的幫助。 

    以從事健康器材事業為主的喬山健康科技為例，喬山原先投入在健康器材的

生產與代工，有許多國外知名品牌都是由喬山來代工生產，不過由於市場訂單掌

握在國際品牌大廠手上，代工廠商之間的價格競爭十分激烈，因此最後能得到的

利潤卻是十分薄弱。 

喬山瞭解到除非能自創品牌，否則在市場上難有突破，當時全球健康器材八

成以上的市場是在美國，因此在 1995年，美國一家健康器材的行銷公司出現財

務危機，喬山於是以很低的價格購併這家美國行銷公司 EPIX，一方面希望透過 

EPIX 在當地已建立的名聲，以彌補喬山在美國市場知名度的不足，另一方面在

並以優厚的技術股與利潤分紅制，留住所有關鍵的成員與技術，執行美國市場行

銷與品牌建立的任務。 

    由於健康器材主要市場是在歐美，因此喬山深知唯有借重歐美的專業產品設

計人才，喬山才有可能開發出符合市場客戶需求的新產品，所以喬山在美國積極

的延攬專業設計人才加入團隊，並採取完全授權與尊重專業的態度來管理該設計

團隊，並將台灣與美國研發團隊的專業加以明確區分，明訂彼此的權責，例如台



灣方面研發主要著重於關鍵零組件設計，而美國方面則著重在產品外觀與組合的

設計以符合當地市場特性，雙方並經由密切的溝通與頻繁的資訊交流，來達成整

合的目標。 

為了配合國際行銷的有效運作，喬山建制有完整的顧客滿意服務體系，配套

有各項顧客服務機能、顧客服務規劃機制、顧客服務品質管理與品質保證等，能

有效收集與分析顧客需求，定期進行顧客滿意調查，並以 PDCA 的方式推動客戶

服務業務。 

喬山公司在顧客資料庫建立應用以及商情管理上也做的相當深入，因此能針

對各區隔市場，設計不同的行銷策略與目標，並配置不同的行銷人員。在購併

EPIX 之後，喬山創立了第一個自有品牌 Vision，往後業績突飛猛進的發展，並

將通路擴展至健身房、專賣店、大賣場等主流市場，並陸續在建立 Johnson 與

Horizon兩大系列品牌，各品牌的產品定位如表 4.3-6 所示： 

資料來源：經濟部出版品(2000)：「邁向巔峰---中小企業開創競爭優勢的成功案例」 

表 4.3-6  喬山健康科技各自有品牌產品定位 

另外，喬山依產品特性，將通路區隔為俱樂部、專賣店、大賣場等三個不同

銷售通路，以自有品牌產品專供數量較大的量販店市場，至於專賣店與俱樂部的

市場通路策略則兼顧代工產品與自有品牌。由於喬山將 ODM 與 OBM 的業務分開

獨立運作，因此這兩類通路並不會形成互斥，再加上喬山的產品精良，因此縱然

是競爭對手也必須要倚賴喬山的設計與代工業務。 

針對每一銷售通路在北美市場設立自有品牌行銷公司 (OBM)，然後再爭取知

名品牌的代工訂單 (ODM)，以擴大市佔率。北美以外的國際市場，則採取在主要

市場設立子公司，其他非主要市場則以設立經銷商方式，來銷售喬山的自有品牌

產品。 

(2) 國際價格策略 

     品牌   消費者定位 產品定位 品牌哲學 

Johnson(Matrix)  俱樂部使用者   耐用/簡單 超越客戶期望 

     

Vision 

有經常性運動習

慣，且較高消費能

力使用者 

 

創新/品味/耐用 

 

最佳之家用健身器

材 

   Horizon 第一次購買健身

器材的消費者 

多功能/省空間/

價位 

每個人的健康器材 



Czinkota & Ronkainen (1993) 提出三種國際訂價策略： 

1)全球標準訂價 (Standard Worldwide Price) 

以平均每單位固定成本、變動成本及出口相關成本來訂價，或忽略國際行

銷成本下，全球統一訂價。 

2)二重訂價 (Dual Pricing) 

出口價格有別於國內價格，出口產品有二種訂價方式：(1)成本加成法(2)

邊際成本法。 

3)市場差別訂價 

針對不同的市場狀況，採用不同的出口訂價策略，出口廠以邊際成本訂價

策略為基礎，再視市場競爭情形、匯率的變動、或其他環境的改變來調整

產品價格。 

    Suzuki (1989) 認為產品外銷必須要滲入當地市場，故必需顧慮當地市場需

求，選用彈性的價格策略；吳景勝 (1999) 認為價格策略是行銷 4P 中最具有彈

性的一個策略，公司可透過價格策略之運用，修正所設定的基本訂價，以因應消

費者及競爭者的各種變化，其提出國際訂價的程序如圖 4.3-2 所示：                    

 

         資料來源：吳景勝(1999)，「國際行銷」 

圖 4.3-2  國際訂價之程序 

行銷人員應該透過對當地市場的瞭解，並考量總體環境、競爭狀況，以及公

司的基本目標等，來選擇最適合的訂價策略，以配合特殊的情況。因此，企業應

不只設定單一價格，而是一個全面的價格結構，以反應出地理上需求與成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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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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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潤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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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訂價方

法與策略 
分析競爭者

訂價 

決定   

價格 



場區隔的要求，以及其他因素間的不同。 

至於在訂價工具的使用上，Cateora & Graham (1999) 認為，運用顧客導向

的訂價策略，諸如市場掠脂、市場滲透、市場固守的目的，在增進消費者的價值

認知；陳榮松 (1999) 亦認為市場掠脂 (Price Skimming)、市場滲透 (Market 

Penetration) 及價格競爭(Competitive Pricing) 等定價策略均屬於市場導向

定價，其所考慮的是顧客對產品的敏感度及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力。 

    郭崑謨 (1991)認為國際產品之訂價目標不外乎：1.企業利潤之達成；2.提

高市場占有率，薄利多銷；3.穩定企業營運；4.應付國際競爭等數項。其並將產

品的國際訂價策略分為「最高可行訂價」、「低於競爭廠商的價格訂價」及「差

別訂價」三種，說明如下： 

1)最高可行價格訂價 

需求彈性低、欠缺替代品、目標市場購買力高、產品獨特，則貨品應以最

高可行價格訂價。 

2)低於競爭廠商價格訂價 

若市場競爭激烈、目標市場購買力微弱、廠商有意持續維持市場之佔有

率，則貨品應以低於競爭者廠商的價格定價。 

3)差別訂價 

廠商之目標市場若有二個或二個以上，廠商可依據各不同目標市場之購買

力與需求彈性，訂定不同貨品價格以獲取各不同目標市場，此乃差別定

價。值得留意的是，應注意勿使兩不同價格之差額大於兩目標市場間之運

費與關稅總和。否則，貨品將由低價市場流入高價市場。 

    產品的訂價會直接反應在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上，初始國際化企業再開拓海外

市場時，由於其在時間上屬於後進入者，因此往往該市場競爭已相當激烈，企業

會在海外市場上面臨價格競爭。此時許多企業會認為只要降價就可促銷產品，但

因降價而賣出很多產品，銷售總額卻不一定會上升，卻反倒犧牲了獲利率。 

    從圖 4.3-1 的公式上可以發現，要降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方法，除了降

低消費者所需支付的成本 (通常反應在售價) 外，還有增加消費者效益的方法一

途，產品效益的提升與產品策略中的產品定位與產品設計有很大關係，產品定位

反應在產品的設計的方向上，並透過產品外部包裝與內部功能的設計提升產品的

效益，最後同樣達到降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效果。 



    Kotler (2000) 提到產品的五種品質 (等同效益) 與價格的關係，包括： 

    1)品質更好，價格更高； 

    2)品質更好，價格相同； 

    3)品質相同，價格降低； 

    4)品質較遜，價格大幅降低； 

    5)品質更好，價格更低。 

    對於要快速拓展海外市場的企業而言，不可諱言的「薄利多銷」確實是一個

相當有效的策略，「品質更好，價格更高」雖往往是企業所追求的理想目標，但

由於初期企業品牌對於消費者的內隱交換成本仍相當高，高價高品質的產品定位

會使企業產品在一開始便與知名品牌產品直接競爭，在內隱交換成本趨於劣勢

下，將很難在市場上立足；而「品質較遜，價格大幅降低」雖能使企業快速增加

銷售業績，但在長期的發展下，會損害企業品牌在當地消費者心中的形象，不利

於內隱交換成本的降低，使得企業在往後必須陷入無止境的價格競爭。 

    因此，「品質更好，價格相同」、「品質相同，價格降低」與「品質更好，

價格更低」三種策略是企業在開拓市場初期可採用的策略。其中以「品質更好，

價格更低」效果會最好，但可能會遭受企業資源能力稟賦的限制；其次為「品質

相同，價格降低」，符合現實與理想之間，能為一般企業所接受；最後則是「品

質更好，價格相同」，由於缺少價格上的誘因，多半效果會不如前兩者。 

    而後隨著品牌知名度在當地市場的提高，消費者內隱交換成本便會逐漸下

降，此時企業再隨著新產品的開發與上市，逐漸累積價格水準，最後便能達到「高

價高品質」的目標。 

(3) 國際通路策略 

每個企業都須經由通路體系才能將產品順利地銷售給消費者，而每一個國家

的市場都有其獨特的配銷通路結構 (Cateora & Graham，1998)。全球市場的配

銷通路在各國行銷系統之間存在高度的差異性，多樣化的通路與寬廣的配銷策

略，使行銷規劃者面臨各項挑戰。所以通路決策需透過當地行銷人員進行本土化

因地制宜的作法。同時，沒有一個行銷通路可在整個產品的生命週期中都維持競

爭優勢，配銷通路並非靜止不動，新的批發商與零售機構出現、新的通路系統就

會演化。 

    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通常會以銷售子公司取代原先的代理商或經銷商等合



作夥伴，但對於同時擁有許多事業單位、產品線的企業而言，仍可根據各國國情、

市場環境的差異，來選擇某部分產品採直接銷售，其他部分仍倚賴合作夥伴的協

助，例如研華科技在進入歐洲成立子公司的初期，原先各子公司會負責所有的產

品線的銷售，但研華後來發現有些產品線在當地不一定要由子公司經營，交由經

銷商代理可能會更有效率，而是否要由子公司代理或由經銷商代理，則是由總部

事業群的總經理決定。 

    公司選擇一個可行的通路方案後，需再選擇、激勵與評估個別通路成員，當

然經銷契約也要隨時修正。Kotler (1998) 提出企業應須定期評估通路成員在銷

售配額的達成、平均存貨水準、顧客交貨時間、損壞品與遺失品的處理、在促銷

與訓練計畫的合作情形、及對顧客所提供的服務上的績效。 

    除了通路成員的選擇外，另外還有關於產品配銷、物流方面的問題。配銷的

過程包含了訂單處理、倉儲、存貨管理、與運輸。其中運輸的決定，牽涉到公司

運送產品所應採取的五個方法：鐵路、陸路、空路、水路、或管路運輸。由於世

界各國地理上的差距，使得運輸及實體配銷在全球行銷上，包括如何尋找貨品來

源及提供顧客服務等，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Keegan and Green，1997)。 

    當通路成員、配銷物流擁有跨國性特性時，例如歐洲市場，企業可在當地各

子公司上，再成立一個統籌的單位，負責整合跨國間通路配銷的工作，例如研華

為了達成以整合歐洲區域經營，在荷蘭設立歐洲區後勤中心 (AESC)，負責倉儲、

物流、組裝、測試、財會管理、電腦服務、技術維修等。而後勤中心地點選擇設

在荷蘭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後勤中心所需的場地廣大，無法在原歐洲地區的任何

一個子公司當地擴建，另一方面更重要的是，荷蘭在西歐所處的地理位置適中，

能快速反應、監測各歐洲子公司的狀況。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是，是不是每個市場都值得企業投入相同的資源，答

案當然是否定的。企業應要評估各個國家的市場狀況與潛力，並將其按重要性作

分級工作，一般可分為「主要市場」、「次要市場」與「其他市場」三類，而其

各市場在其資源投入的策略上也有不同的情況。 

以研華科技為例，其將各國家依市場潛力將國家分級，「主要市場」包括了

美國、歐洲、中國與日本，其在經歷合作夥伴階段後，研華都會在當地以全資方

式成立銷售子公司；而「次要市場」則包括了韓國、新加坡、澳洲、匈牙利、馬

來西亞、巴西、義大利等國，在這些次要國家，研華採取的方式為隨機緣與各地

經銷商採取合資的合作方式，並在合資後，該國就由該合資經銷商經營，研華不

會再投資子公司。在這些次要的市場，研華認為沒有必要投入太多資源經營，若

當地有成功的經銷商，市占率已有相當基礎，研華進入成立子公司會成為直接競



爭者，同時不一定能夠超越原經銷商的績效。因此研華就以合資的方式購買其股

權增加對經銷商的控制力；最後的「其他市場」，則是由台灣總部各事業群之下

的業務員以直接管理當地經銷商的方式經營。 

(4) 國際促銷策略 

吳景勝 (1999) 認為促銷係指企業運用各種促銷組合，包括廣告、人員推

銷、銷售推廣、大眾宣傳以及其他促銷方式，以實現行銷溝通，增加產品的銷售。

從 4C 的觀點來看，所有促銷工具皆是用來做企業對消費者傳達產品相關訊息的

管道，透過促銷的方式，消費者與企業才能建立情感上的連結，進而使得內隱交

換成本下降，提升彼此交換的效率。 

    常用的溝通/促銷工具如表 4.3-7 所示： 

印刷與廣播廣告 促銷活動 公共關係 人員銷售 直效行銷 

包裝  

包裝內傳單  

動畫片  

簡介與宣傳冊子  

海報與傳單  

索引  

廣告平面印刷 

看板與佈告牌  

招牌  

購買點展示  

視覺影片  

象徵物與商標  

 

競賽遊戲等 

獎金與獎品 

送樣本 

展覽與商展 

展示 

陳列 

折價券 

回扣 

低利融資 

抵換折讓 

集點贈獎 

搭賣 

表演 

記者招待會 

演講 

研討會 

年報 

慈善捐助 

贊助活動 

出版品 

社區關係 

遊說 

識別媒體 

公司刊物 

事件 

銷售會議銷

售簡報 

樣品 

展覽與商展 

 

郵購 

目錄 

電話行銷 

電子購物 

電視購物 

 

    資料來源：Kotler, Philip, Swee Hoon Ang, Siew Meng Leong & Chin Tiong Tan (1996) 

原著，謝文雀編譯，「行銷管理」 

表 4.3-7  常用的溝通/促銷工具 

Kotler (1998) 認為企業在發展整體溝通與促銷計畫時，行銷溝通者必須從

事下列工作：1.確認目標觀聽眾；2.決定溝通目標；3.設計訊息；4.選擇溝通管

道；5.建立整體促銷預算；6.決定促銷組合；7.衡量促銷結果；8.管理與協調整

體行銷溝通程序；另外，吳景勝 (1999) 則認為促銷組合的工具甚多，其選擇之

三大要素如下：首先應考慮企業的資金實力和促銷工具的成本；第二應注重市場

和商品的性質；最後必須注意當地促銷工具的限制。 



Kotler (1998) 將廣告、人員推銷、促銷活動及公共報導等四項主要工具統

稱為行銷溝通組合，亦稱促銷組合。其中廣告與公共報導的目的在於吸引消費者

的注意、增加對於企業與產品的認識，進而使其能產生慾望主動產生購買行為，

是屬於「拉式」的策略；而人員推銷與促銷活動則是主動透過管道將產品銷售給

消費者，屬於「推式」的策略，企業應擅用這兩種策略，在一推一拉之間拉進與

消費者的距離，促進雙方交換的效率。以下將針對這四項主要的促銷工具加以說

明： 

1)廣告 

廣告在促銷組合中向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相對於其他促銷工具，目前

廣告還是一般消費者接受度最高的。以 4C 的角度來看，企業透過在大眾

媒體上的曝光，增加消費者對於企業或產品的印象與認識，能有效的降低

「資訊搜尋成本」，另外企業能夠在媒體上曝光，對於消費者而言也是一

種品質上的保證，因此也使「道德危機成本」下降。 

但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而言，廣告所隱含的龐大成本並不是所有企業都能

負擔的，俗話說「打蛇要打七吋」，因此在廣告管道的選擇上，企業應仔

細思考並篩選適合又符合效益的管道，例如大眾電腦就選擇在專業雜誌上

刊登廣告，主要分兩個方向，讀者群為通路商的雜誌強調的是產品的品質

和服務，讓通路商了解銷售大眾電腦的產品可以獲得的優勢，並且也為經

銷商打響名聲，吸引通路成員的加入；讀者群為最終使用者的雜誌則強調

產品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目的在於加強讀者對大眾主機板品牌的偏好。 

    2)公共報導 

公共報導又稱公共關係 (簡稱 PR)，是另一個重要行銷工具。公共報導相

對於廣告有幾項優點，除了所呈現出來的內容，較廣告更具有公信力之

外，另外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更重要的是，公共報導往往成本低廉，在資

源的限制下，公共報導用途更大。因此企業可以主動地與當地合作夥伴或

其他合作廠商共同參與公共報導活動，例如產品發表會、Road Show 等活

動，吸引當地媒體的報導。 

公共報導的目的在於將行銷活動轉變成一般的社會活動，並透過媒體的報

導下，使消費者注意該活動，並在無形中提升了產品形象與消費者的購買

意願；但其活動都需要作適當的管理，俗話說「水能覆舟、亦能載舟」，

若是對於公共報導不適當處理，可能導致負面報導損害企業很不容易建立

的形象，因此每項活動必須事先擬定明確的目標，事先做好發生突發狀況

的危機管理計畫。 

3)人員銷售 



根據「美國行銷協會」的定義，所謂人員銷售 (Personal Selling) 乃是

「以口頭說明的方式與一人或多人的面對面溝通以達成銷售的目的」。一

般人員推銷最常見就是由專人負責在市場上推銷企業產品，個人銷售過程

可區分為找出潛在顧客、預先瞭解、解決問題、實際接觸、實品展式、處

理異議、完成銷售再行追蹤等幾個步驟 (Keegan & Green，1997)。但對

於初始國際化企業而言，沒有足夠的資源與能力進行市場涉入程度這麼高

的工作。 

但除了在市場上的推銷外，另一個促銷企業產品的管道便是商展，在本章

第一節曾提及參與商展是初始國際化企業在開發合作夥伴的重要方法，即

使是隨著國際化的成長，開發合作夥伴的重要性愈趨降低，但參與商展對

於企業仍是必要的，其原因包括： 

1.市場資訊： 

全球每年至少有 70 國，舉辦超過 1500 場貿易展，商展使來自許多國

家的廠商可以在當地設立暫時的商店和辦公室來展式他們的產品。國際

商展除了商品的展示與銷售，亦有機會對於競爭者進行研究，同時商展

期間可作為測試市場的時機，測試企業新產品在市場上的反應。 

      2.開發新客戶： 

Onkvisit & Shaw (1989) 認為商展有讓賣方在集中地點尋找買方，而

無需到各地發掘潛在的購買者的優點。在前文通路策略部分曾提及，企

業應將全球市場依市場潛力而區分等級，因此即使已在主要市場成立銷

售子公司，仍可透過商展來吸引次要市場與其他市場的中間商，進而發

展在當地市場的新據點。 

    4)促銷活動 

促銷活動 (Sales Promotion) 就是指不包括廣告、人員銷售和公共報導

的活動，其最常見的技巧有：折價券、抽獎券、遊戲、競賽、特價、展示、

樣品和兌獎印花等，這些促銷工具通常混合使用，目的就在於對買者提供

實質的鼓勵，降低買者購買該項產品認知風險，降低「道德危機成本」，

或是能透過一些集點、忠誠度購買等方式，創造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專屬

陷入」。 

對於企業更重要的是，促銷活動的優點對企業而言促銷提供市場的立即反

應，可立即掌握促銷的成果，同時有助於客戶資料庫的建立，以便未來與

消費者直接溝通 (Keegan & Green，1997)，而這些工作在初期需仰賴合

作夥伴的協助，但隨著國際化與市場經驗的累積，企業應培養能夠處理這

些活動的能力。 



    對於台灣的初始國際化企業而言，在品牌建立的初期，應將目標放在「內隱

交換成本」的降低，但一個品牌能長期的經營，最重要的基礎還是在於消費者對

於企業與產品的「信任」，因此仍要維持產品效能與品質上的水準，即保持台灣

企業原先就在「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優勢，才是企業是否能長期發展的最主要

因素。 

 

 

 

 

 

 

 

 

 

 

 

 

 

 

 

 



4.4  組織內部變革議題 

4.4.1  前言 

初始國際化企業過去在國內市場經營成功的經驗，並不能保證未來生存的空

間，為因應內、外環境的變化，強化企業永續經營的競爭力，組織變革已成為企

業不得不採取的措施。 

變革的過程須配合內外環境之變化，並考量利害關係人支持或抗拒變革之情

形，適時調整變革之措施，並最後能確保變革之成果。這些都要依循一套完整之

模式，訂定周詳之計劃，落實執行方能達成既定之目標。Leavitt (1965) 認為

組織變革可由技術、結構與行為等三個途徑來進行： 

1)技術性改變 (Technological Change)： 

包含電腦化、設備製程改善、技術提升等方面。一方面追求員工專業技能

的提升；另一方面則是使組織中，不論是個人之間、部門之間 (包括水平

與垂直)、企業之間 (上游原物料、下游合作夥伴)，整體的溝通效率的提

升。 

2)結構性改變 (Structural Change)： 

包含改變工作設計、組織調整等方面。「工作設計」包括工作豐富化、工

作擴大化或工作外包等，追求每位員工工作效率最大化；而「組織調整」

則如部門增減、層級編制精簡等，透過結構的改變，並結合技術性的改變，

使企業更能彈性地因應內、外在環境改變。 

3)行為性改變 (Behavioral Change)： 

包含改變人員行為、態度、價值觀等方面。由於組織變革成敗最大關鍵能

在於「人」的執行成果，因此行為方面的改變，其目的在於建立員工對於

組織改變的正面態度與承諾投入，使技術性、結構性的改變都能更順利的

進行。 

    由於 Leavitt 的變革三途徑理論清楚描繪出企業變革的方向，因此本議題

則以此做為探討的架構，本議題將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就過去學者對於組

織變革議題所提出的相關文獻論點進行整理介紹；第二部分即針對三種變革方

向，說明個別過程中企業所需執行的策略及所遭遇的問題。 

4.4.2  組織變革相關理論文獻 



(1) 組織變革的程序 

Lewin (1958) 首先提出變革過程的理論模式，可說是「變革理論之父」，

其變革理論之過程包含下列三階段： 

1)解凍 (Unfreezing)： 

刺激人員改變原來的態度、行為，並將維持原來行為之力量予削除，屬於

溶化 (Thawing Out) 的過程。 

2)改變 (Changing) 

提供並促使人員學習新的行為模式，此種改變係經由認同作用 

(Identification) 及內化作用 (Internalization) 而形成的。 

3)再凍結 (Refreezing) 

增強人員所學得之新行為與態度，並使之穩固，內化為個人之人格。 

Robbins (1992) 認為任何企業的現況都是處於一個均衡的狀態，要改變行

為，需先克服個人抗拒及團體壓力，打破均衡，予以解凍。而要打破均衡，一方

面需增強脫離現狀的驅動力 (Driving Forces)，另一方面則需削弱阻撓脫離現

狀的約束力 (Restraining Forces)。等到逐漸改變之後，則必須鞏固新的均衡

狀態，將上述增加驅動或減少約束的暫時因素改為永久因素，並使之穩定，建立

新的規範與模式，變革方可告完成。其演變之模式如圖 4.4-1 所示： 

 
資料來源：Robbins (1992);李青芬、李雅婷、趙慕芬合譯 (1995) 

圖 4.4-1  解凍－改變－再凍結 演變之模式 

Cummings & Huse (1989) 提出計劃性變革的整合模式，其指出企業的變革

會歷經探索、計劃、行動及整合四個階段，如圖 4.4-2 所示，在每一階段中，

組織不斷的循環執行多項功能活動。 

目前狀態 

期望狀態 

行為 

時間 

約束力 

驅動力 

(解凍) 

(改變) 

(再凍結)



 

資料來源： Cummings, Thomas G. & Huse, Edgar F. (1989).、蔡錦麟 (2001) 

圖 4.4-2  計劃性變革整合模式 

其中「探索階段」係瞭解搜集內、外環境之變化作為擬訂計劃之重要參考資

訊；其次「計劃階段」則係針對問題研擬可行之改善方案；「行動階段」則係將

計劃付諸執行並進行評估；最後，「整合階段」則類似「再凍結」之作法，將執

行結果確實鞏固，並視情況進一步進行擴張、更新，以徹底革除舊有之模式，達

成徹底變革之目的。 

    另外，Kotter (1995) 提出企業重大變革的八階段流程，包括： 

    1)建立危機意識： 

考察市場和競爭情勢，討論並找出企業的危機、潛在危機或重要機會。 

2)成立領導團隊： 

組成一個夠力的工作小組負責領導變革，並促使小組成員團隊合作。 

3)提出願景： 

創造願景協助引導變革行動，並指定達成願景的相關策略。 

4)溝通願景： 

領導團隊以身作則改變員工行為，並運用各種可能的管道，持續傳播新願

景及相關策略。 



    5)授權員工參與： 

剷除變革的障礙，修改破壞變革願景的體制或結構，並鼓勵冒險和創新的

想法、活動與行動。 

    6)創造近程戰果： 

規劃明顯的績效改善或戰果，並公開表揚、獎勵有功人員。 

    7)鞏固戰果、再接再厲 

運用逐漸累積的公信力，改變所有不能搭配和不符合轉型願景的系統、結

構和政策，並聘雇、拔擢或培養能夠達成變革願景的員工，時常以新方案、

新主題和變革代理人給變革流程注入新活力。 

    8)新作法深植企業文化： 

創造客戶導向和生產力導向形成的表現改善，更多、更優秀的領導，以及

更有效的管理，明確指出新作為和企業成功之間的相關性，並且訂定辦

法，確保領導人的培養和接班動作。 

    從 Cummings & Huse 以及 Kotter 的變革程序模式可以看出，儘管兩者雖

在程序的劃分上不盡相同，但就內涵上則能從中歸納出一套綜合的過程模式，從

最先瞭解及發展變革需求、擬定變革計劃、執行變革措施、到最後皆強調必須鞏

固及穩定變革的成果。 

(2) 變革的抗拒 

    Robbins (1992) 將抗拒變革的原因分為個人抗拒及組織抗拒兩大類。其表

示如圖 4.4-3 與 4.4-4 所示： 

 

資料來源：Robbins (1992);李青芬、李雅婷、趙慕芬合譯 (1995) 

圖 4.4-3  個人抗拒改革的原因 

個人的抗拒

選擇性 

處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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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Robbins (1992);李青芬、李雅婷、趙慕芬合譯 (1995) 

圖 4.4-4  組織抗拒改革的原因 

「個人的抗拒」原因，會依個人之年資、職位、家庭背景等不同而產生差異；

另外，「組織的抗拒」則是依不同之單位、地區等亦會有所不同，且大多時後不

只一項原因，而是由多項原因同時影響，其中個人的原因與組織的原因亦會交互

影響，故要化解抗拒之原因時，表面上的原因有可能只是由其他原因交互影響而

成，因此必須深入探討真正主要的原因為何，如此方能掌握關鍵之要點，以利於

採取適當之措施，適時化解抗拒之行為。 

    其他亦有許多學者對於抗拒變革的原因進行分析，以下將數位學者的論點整

理成表 4.4-1 所示： 

學者 論點 

 

Daft & Steers 

(1986) 

1.自我利益受損 

2.不確定性 

3.缺乏瞭解和信任 

4.成員間有不同的知覺和目標 

5.社會人際的干擾 

 

Ansoff & 

Mcdonnell  

(1990) 

1.行為抗拒 

指變革時，文化和地位受到威脅，而產生主動對抗

之反應。 

2.系統抗拒 

指變革時，因新策略、新能力調配失當，而產生被

動對抗之反應。 

謝安田     

(1992) 

 

 

1.安全的需求 

2.習慣 

3.誤解 

4.可能的經濟損失 

組織的抗拒

對既有資源分

配產生威脅 

對既有權力關

係產生威脅 團體慣性 

接受局部

改革 

結構慣性

對專業人士產

生威脅 



謝安田     

(1992) 

 

5.沈入成本 

6.權力的平衡 

7.控制的怨恨 

8.可能的社會損失 

       資料來源：蔡錦麟(2001)、本研究整理 

表 4.4-1  學者對於抗拒變革原因的論點整理 

瞭解抗拒變革的原因，進一步即可據以分析探討降低抗拒之方法，Kotter & 

Schlesinger (1979) 提出六種減少變革抗拒的方法： 

1)教育與溝通 

教育員工充分瞭解變革之必要性與變革之內容，減少誤會或未知的害怕，

進而減少抗拒的行為。 

2)參與與投入 

讓員工參與決策的制度，一方面可減少其排斥感，另一方面亦可提升決策

品質。 

3)協助與支持 

提供諮商輔導、訓練或其他必要之協助，以降低抗拒之潛在因素。 

4)協商與協議 

以補償或其他方式協商來減少抗拒。 

5)操縱與吸納 

操縱有利或不利之資訊，以特殊之代價吸納抗拒之關鍵人物，以化解、抗

拒之阻力。 

6)明示與暗示強迫 

採高壓方式直接調動或處理抗拒者，排除抗拒之因素。 

其他許多學者對於降低抗拒的方法進行分析，以下將數位學者的論點整理成

表 4.4-2 所示： 

 

 



Rosenberg (1993) Middlemist & Hitt (1981) 

1.給予員工足夠的時間，去思考變革的意義，

並為變革後之新狀況做準備 

2.儘量提供充分之資訊，使之瞭解並樂於接受

變革計劃 

3.放鬆控制，允許員工透過參與方式，提供意

見並修訂變革計劃 

1.深入解釋及諮商，做好充分之溝通 

2.深入規劃變革計劃之內容 

3.將對員工之影響降至最低 

4.謹慎設定新績效標準 

5.容許員工參與變革活動 

6.讓員工分享變革所獲之利潤 

Duck (2000) 謝安田 (1992) 

Duck 建議成立「過渡管理團隊」(TMT)，由公

司領導階層所組成，直接對最高執行長負責，

專注於變革過程之管理，確保變革順利完成。

其重點如下： 

1.建立變革所需要的前提架構，並提供指導，

建立共識 

2.激勵對話與充分的溝通 

3.提供適切之資源 

4.協調並連繫整理各項計劃 

5.確保各訊息、活動、政策、行為維持和諧一

致 

6.提供合力開創的機會 

7.預測、辨識，並處理人的問題 

8.讓關鍵的人員有所準備 

1.員工參與決策 

2.有效的溝通 

3.領導者的信任與忠誠 

4.衝突的減少 

5.員工的諮商 

6.獎勵建議制度的建立 

7.重視儀式、尊重過去 

8.臨時性的試行措施 

9.訓練的使用 

10.力場的分析：增加驅策力或減少抑

制力 

資料來源：蔡錦麟(2001)、本研究整理 

表 4.4-2  學者對於降低抗拒方法的論點整理 

(3) 小結 

    從以上組織變革的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其對於變革的程序、變革的抗拒與解

決方式都有相當周詳的闡述，但仍有另外一個疑問，就是組織變革的方向，初使

國際化企業會面臨到哪些面向的企業改變，因此在前言部分曾提到，本議題將以

Leavitt 的「技術、結構、行為」三途徑，清楚的提出組織變革之切入點，有利

於進一步之研討分析，其中有關「行為」途徑的改變，本研究將套用 Lewin 所

提出的「解凍、改變、再凍結」三階段模型，以此模型對行為改變進行介紹。 

4.5.2  組織改變的面向 

(1) 技術性改變 



初始國際化企業將重心從國內市場轉移至國際市場，其所面臨的是更為競

爭、陌生的產業環境，產品的生命週期更因激烈的競爭而縮短。但弔詭的是，企

業拉長了競爭的戰線空間，所能掌握的市場反應時間卻反而減少，而國際化企業

為了能更迅速地回應倏忽萬變的市場，因此不論在個人、部門、企業之間，所有

的作業活動與溝通管道都要達到效率的提升。 

資訊科技無遠弗屆的特性正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因此近年來許多企業開始

從事電子化 (e化) 的工作，透過一些電子化應用的系統，達到讓商業程序更有

效率的目的，常見的電子化應用系統包括： 

1)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 

為一種用於企業資訊整合的科技，其核心為資料庫，該資料庫可匯集企業

內外各種商業活動及相關流程的資料，並運用網際網路讓各單位能迅速連

結此資料庫，查詢相關資訊及應用相關程式模組，也是企業電子化的入門

基礎。 

2)供應鏈管理 (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 

一個以整合採購、生產和顧客服務的整合流程，以提供顧客相關產品及服

務的採購、生產和配送等活動；簡言之，涵蓋電子化中的物流、資訊流及

金流。 

3)客戶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 

係指利用電子化技術提昇企業與顧客關係的方法，強調企業與顧客之間流

程之自動化，以做到一對一的行銷。 

4)知識管理 (Knowledge Management，KM)： 

係指透過資料的收集及分類，形成可吸收知識，並透過一連串的管理程

序，如吸收、累積、創造及擴散，使組織的核心能力不斷提昇，同時加強

組織的創新能力，以及應付外在環境變化的能力，提升了組織競爭力，並

創造持續性競爭力。 

    其中，初始國際化企業，由於合作的對象由過去的國內廠商轉變成海外市場

的代理商，所面對的更是全新陌生的市場，供應鏈中所有的遊戲規則都需做大幅

度的修正與規劃，包括存貨策略、生產流程以及原物料準備等，因此對於處於出

口階段的企業而言，供應鏈的運作成效與外銷業績會有很大的影響。  

    供應鏈是整合企業和其上游供應商，下游顧客的供應、生產、銷售的關係。

影響整個供應鏈的能力分為三類：流程能力、技術能力、組織能力。流程能力散



布於企業與顧客、企業本身、企業與供應商之互動活動中；技術能力和組織能力

則是和整體供應鏈運作有關的能力。 

供應鏈之管理就內部而言，利用資訊科技統合公司內部作業流程，活用部門

間之交流，提升公司內部營運、採購、銷售、存貨之效率；就外部而言，跨越上

下游企業壁壘，共享資訊情報，由原料供應商之整合，以達到競爭優勢。除了可

利用一般企業策略分析、成本分析等方式，瞭解企業在整體商業環境中之優缺

點，以及改善供應鏈所需花費之成本效益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必須要清楚掌握企

業未來的發展方向，其次為瞭解企業內部供應鏈管理之進程與表現。 

供應鏈管理的目的在整合供應商、製造商、貨運倉儲以及零售商等，不僅確

保在生產過程中，產品能夠在適當的時機、地點送達，也能夠將整體生產的成本

降至最低，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參與生產的成員也透過緊密的聯繫，減少不必

要的生產成本。有關供應鏈管理的意涵如圖 4.4-5 所示：                       

 

           資料來源：薛毓萍 (2004) 

圖 4.4-5  供應鏈管理的意涵 

除了供應鏈管理外，許多公司都會架設自身企業的網站與網路系統，一方面

可以作為員工線上教學、意見交流、資訊分享的互動介面；另一方面企業亦能透

過網站主動的對內宣導企業政策、公佈重要消息，對外則作為與客戶及合作廠商

的溝通平台，甚者能經由網頁中企業產品的展示與介紹，受到海外市場中間商的

青睞，進而創造新的商機。 

企業在導入新的電子化系統時，有兩個項目值得企業留心注意： 

1)人員對新系統的抗拒： 

Hultman (1979) 提出，公司員工內心所認定事實、信念以及價值可以被

用來解釋那些因素會使得員工產生抗拒的良好指標，套用在電子化系統的

企業年度營運預估/分析

預估/實際出貨分析 

存貨/定單調整計劃分析 

生產狀況及備料狀況計劃

出貨/到料運輸狀況計劃 

供應鏈分析管理 



適應上，在事實認定方面，內部員工已習慣原有工作流程多年，相對接受

新資訊的能力會較新企業來得弱，有些較年長的員工會主張，舊的資訊系

統運作良好，根本不需要導入新的資訊系統；信念認定方面，員工可能會

覺得新系統的導入會對他們職位構成威脅，或不知如何利用新系統來協助

工作的執行，產生不確定的感覺；價值認定方面，資深員工可能會特別強

調維護公司現有權力結構的重要性，並擔心新系統的建置會造成結構的破

壞。 

Leonard-Barton (1988) 研究指出，企業導入新系統時，使用者企業環境

的相關基礎建設 (包含軟、硬體設施的支援及對員工的教育訓練等) 之支

援程度、適切地與員工溝通新系統及軟體廠商的選擇等，皆是相當重要的

因素。在導入過程進行中，同時要對員工進行教育訓練，使系統的導入與

公司工作流程的改變及員工對新系統的接受程度有同步性的相依關係；這

樣的好處有助於新系統的完成時，員工能快速順利銜接，有利於新系統快

速上線運作，另一方面也有利於降低員工對新系統的抗拒而導致系統失

敗。 

    2)資訊部門的主導 

資訊部門員工在新系統導入的過程中應全程參與專案的進行，並必須充分

了解使用者需求與系統功能及扮演使用者與組織外顧問間的溝通橋樑。並

且資訊部門可在各部門中選擇幾位員工作為「種子學員」，負責帶動部門

內參與專案的程度，這樣的做法另一個好處是，透過「種子學員」跨部門

的意見交流，使其更能瞭解自身與對方對於資訊系統的要求，避免傳統部

門別之間的隔閡影響系統執行的效果。 

(2) 結構性改變 

    企業組織雖依據專業分工的原則區分成不同部門，然而企業的運作往往是牽

一髮而動全身，單一部門的問題往往與其他部門有密切的關係，例如行銷部門的

銷售成績一直無法提升有可能是因研發部門產品設計不良或製造部門不良品比

例過高的緣故，而組織變革更屬於企業內部整體的大規模事件，更需要部門之間

的整合機制運作，創造各單位之間的業務互動與協調，消弭各單位之間的本位主

義。 

    早期學者認為利用官僚監督，強調正式控制的重要性，認為企業能夠利用相

關人力資源管理來創造各單位的互賴，例如跨部門的部門之間人員固定的輪調、

各單位之間績效互評、定期跨部門會議等。實務上，企業時常會透過一些部門間

的「整合機制」來確保各種不同任務、功能和部門之間的互賴，能夠朝共同目標

而一起工作，其機制包括： 



    1)聯絡者角色 (Liaison Roles) 

當跨部門之間彼此溝通需要增加時，此時企業能由各單位內找出一群人作

為聯絡者的角色，負責協調不同部門的溝通。這些人必須要必須時常與其

他不同部門保持接觸與聯絡，並且能夠發展深度的人際關係。這樣的互動

過程不僅克服了部門間的障礙，整合協調各部門的要求，並且這些聯絡人

就好比網絡上的節點一樣，幫助企業成功的打通內部的人際關係網絡。 

    2)任務小組 (Task Forces) 

當組織的規模變大而且變的更複雜時，超過兩個部門以上必須要解決共同

問題時，可以設立所謂的「任務小組」。「任務小組」是為了解決某一特

定的問題而暫時設立的委員會。而為了增加任務團隊的效能，小組往往要

由一位獨立在所有功能部門之外的中高階管理者來負責主持會議。 

    3)團隊 (Teams) 

任務小組所處理的問題變成是策略性或管理的議題，任務小組就會變成是

永久、常設性質的，管理者的時間大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時間都花在會議

上，因此常設性的團體會議提供了管理者面對面接觸與不斷地協調機會，

使其能夠更有效率地處理更複雜的議題，而且更有效率地控制企業整體的

活動。 

    一般而言，當企業規模越大時，部門之間的溝通障礙就會越明顯，因此才會

產生不同整合機制的需求但跨部門的整合往往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某一部門的

管理者在另一部門並沒有職權，在缺少正式職權驅動下，整合協調的效率會大打

折扣，因此不論是上述所提及的任何整合機制，在其機制之上都需要一個整合者

的角色去監督、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溝通情況，為了改善溝通而特定去設立一個全

職的角色地位，而這個地位通常是由中高階主管來擔任。而當整合的工作愈趨複

雜，整合者的角色需要由很多人來擔任之時，企業甚至能專門成立一個整合的部

門，來協調不同部門間的活動。 

(3) 行為性改變 

從 Leavitt 的變革三途徑來比較，技術性、結構性改變的性質是屬於較外

顯的，能夠直接從表面看出變革的成效；但相對而言，行為性的改變則是內隱的，

需要持續地投入心力，並且不能半途而廢，長期間才能看出變革的效益，但如同

本節前言所提到的，組織變革成敗最大關鍵能在於「人」的因素，需仰賴「人」

的執行成果，也連帶影響到技術性、結構性變革過程是否順利，行為性改變就好

比為企業注入新的靈魂，透過靈魂 (行為性改變) 的驅動，才能使身體器官機能

(技術性、結構性改變) 正常的發揮效用。 



    正因為行為性改變的重要性，因此可以發現過去有關企業變革的相關文獻

中，主要多以探討行為方面的改變為主，例如 Lewin 所提出的「解凍、改變、

再凍結」三階段模型、員工抗拒變革原因及解決方法等，都常是以心理層面的觀

點來解釋員工對於企業變革的行為反應。 

因此抓住員工心理的思維，企業可以透過「非正式的社會機制」去帶動員工

行為上的改變。所謂的「非正式社會機制」是指利用公司的人際關係來達成一種

不同部門間的員工的接觸與互賴，利用成員間的情感或友誼以達成工作的整合。

從另外一個角度觀之，也就是如何利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正式的職權關係

和非正式的社會關係來促使彼此工作間能夠達到有效的協調，一般實務上較常見

的社會整合機制做法包括： 

1)組織文化氣氛的創造： 

如何創造出一種員工間的凝聚力是非常重要的，「大家都是公司內的一份

子」的想法往往會讓彼此在遇到問題時更能相互協調與整合。而「組織文

化」的創造就是代表此一過程，公司如何創造一種員工相互認同的組織文

化，讓大家都夠向共同的目標而努力。 

2)非正式的獎酬與表揚： 

企業能利用非正式的公開頒獎儀式來獎勵某些有助於變革的行動也是十

分重要的，這種獎勵的儀式一但成為組織成員的共同記憶，也有助於彼此

的整合以及對於變革的投入。  

3)共通課程的訓練： 

同一種技術有時可以提供給不相同的部門使用，故一種課程的訓練可以讓

不同部門的人來參與。透過這樣跨部門的上課方式，成員間的熟識度便會

增加。 

  4)訓練的團隊： 

利用員工訓練的課程，讓不同部門的成員共同合作，共同達成團隊小組的

目標，對於沒有機會進行頻繁日常接觸的員工而言，是培養感情與互動的

大好機會，而員工也能相互交互不同領域的知識，共同分享與學習。 

5)跨部門間的專案合作： 

除了訓練課程外，也可以利用平時的專案計畫執行，來創造不同部門的相

互依賴與了解，這樣有有助於公司內部的知識整合與創造。 

  6)組成跨部門團討論隊公司過去的歷史事件： 



有別於上述的專案團隊，此團隊的組成目的是以討論公司的歷史事件為

主。透過對公司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做探討，由各部門的相互合作找出合適

的解決方式。若將來相同的問題再發生時，便知道如何整合各部門的力量

來解決。且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員工更瞭解公司，並且找出本身的價值，提

高員工的向心力。 

7)人力資源政策的配合： 

其實公司成員只會關切跟自己「績效評估」好壞與否的事務，所以如何把

其對於變革承諾的投入與績效評估相結合，並反應在員工的薪資獎酬上，

對於員工投入變革工作相當大的激勵誘因。 

  8)共同整合媒介的創造： 

公司可以以建立一個共有的平台，例如「公司內的電子報」、「Intranet」、

「知識社群」、「網路讀書會」、「知識庫」等等媒介，讓成員可以相互接觸，

也有助於彼此的社會整合。 

9)軟性的交流機制 (社交活動)： 

公司不定期的舉辦一些員工旅遊或是大型的社交活動，這種活動的成員常

常是跨部門跨階層的，透過這樣的方式成員間的互動較不會僅限於部門

內。 

    三種變革往往是同時發生且交互影響的，以初始國際化的企業而言，在技術

性改變方面，會有包括供應鏈的反應問題、員工對於新系統的適應問題以及透過

網際網路的應用問題等；在結構性改變方面，透過整合機制將過去隔閡的部門、

層級間做水平與垂直的串連，增加組織的決策彈性以反應多變的國際環境；最

後，在行為性改變方面，老資歷或過去負責國內事務的員工對於企業國際化所出

現抗拒與不適應的態度，如何透過社會機制來整合，使所有員工都能朝共同的目

標而努力，是企業所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無論是何種變革方向，成功的變革究竟需要哪些條件？針對此有許多學者亦

提出相當多的看法與論點，歸納個學者的論點，本研究認為有下列幾點關鍵因素： 

    1)高階主管的參與、授權 

    2)建立績效衡量與回饋制度 

    3)教育訓練的配合 

    4)訂定標準、里程碑等監測進度 

    5)確保變革的成果--讓新作法深植企業文化 



4.5 人力資源轉型議題 

4.5.1 人力資源管理 

(1) 人力資源管理的定義與內容 

    關於人力資源管理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以下簡稱 HRM)的定義，

吳秉恩 (1999) 認為人力資源管理為組織中價值活動之一，旨在藉助「計劃、執

行與考核」之管理程序運用於人力活動，發揮「適時適地、適質適量與適才適所」

供應人力效果，達到提昇組織成員現有工作績效及未來發展潛力，進而強化組織

核心競爭優勢。 

另外，于卓民 (2002) 指出 HRM 係指達成工作目標所需的活動，應用在吸

收、發展及維持有效的工作團隊上，包括了招募及徵選管理階層及非管理階層員

工、提供教育與發展、工作評量、提供報酬與福利，不論是國內企業或國際企業，

人力資源經理必須要發展一套達成上述任務的程序與政策。 

(2) 國際化過程下人力資源管理策略的演化 

企業國際化歷程中，通常其間會經歷幾個階段，而在不同的階段中，人力資

源管理的角色亦有所不同： 

第一階段：海外代理商/經銷商階段 

這個階段由於企業剛開始涉入國際市場，仍然以新產品研發為主，僅透過中

介機構將產品行銷海外，由於外銷業務是以國內人才在母國總部內所從事的，故

有關國外人力配置的處理實務，皆與國內人力資源管理部門的處理方法無異，所

以屬於母國中心型的控制手段，並且較採取短期觀點從事海外發展。HRM 的計畫

主要重點放在基本的招募和薪酬計費，並且採專案方式為之。人員多因為技術專

業而被派任海外；而且只受過基本或及少數的國際化訓練。 

第二階毀：海外銷售代表/銷售子公司 

當組織在海外市場建立實績之後，原本的代理商或配銷商會被組織的銷售子

公司或辦事處所取代。在本階段中，HRM 的作法將視企業的業務特性而定，當母

公司對海外分部的控制傾向於集權時，則適當作法為由公司派遣人才負責分公司

之業務；反之若地主國因素為影響海外分部成敗時，則傾向於招募當地人員從事

為宜。此兩種模式對人力資源管理活動國際化程度的需求亦不同。 



所以在此階段，企業開始面臨所謂駐外人員管理與人才本土化的議題，但 

HRM 策略仍以配合母公司的營運策略為主，故屬於母國中心型的控制手段。本階

段人力資源管理活動的重心，主要在於如何設計控制機制、甄選適當的母國駐外

人員 (PCN) 駐任當地、以及薪資制度等等。 

第三階設：海外直接投資階段  

此時，企業的海外業務部門隨著經驗的累積快速擴張，為了近一步鞏固已拓

展的海外市場，並增強產品競爭力，企業在當地子公司除了銷售功能外，更賦予

研究發展、生產等業務，在當地直接設立工廠、研發中心等，加深企業在當地市

場本土化的程度，但也因次衍生母公司和子公司間需求的差異。 

因此組織必須在兩大議題間設法取得平衡：一為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授權程

度。二為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型態。這種轉變也連帶影響了HRM 的焦點與功

能：在之前的階段中，HRM 的政策制訂主要以配合國內營運為重心，但本階段開

始各國 HRM 會要求針對地主國特定的環境制訂政策。駐外人員仍由總部所管

轄．但當地員工開始由海外子公司負責管理。母公司 HRM 幕僚只扮演督導的角

色，僅在特殊情況時才會介入。 

第四階段：跨國性企業階段 

當企業邁入此一階段時，企業將面臨地主國政府要求擔負責任的地區回應趨

力；以及來自全球競爭者、全球顧客、全球性產品、技術投資以及世界級規模工

廠的全球整合趨力等雙重壓力。因此組織在此情形下曾漸漸演化成為矩陣式組織

或混合式結構。產品別、地區別、功能別等各種部門共享決策與權力，公司必須

回應來自多方面的趨力。 

跨國性的企業需必須隨時偵測全球的環境變化，以期規畫出具有競爭力的策

略，故必須仰賴企業內對跨國性高階經理人之培養，並維持優良的全球經營管理

能力。人力資源管理策略應以此為核心，從事前瞻性的安排。 

將各階段人力資源管理策略內涵整理如表 4.5-1：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國外事業的

重要性 

低 

 

重要 

 

非常重要 

 

為公司最主要

的事業 

 

國際化任務

初步建立在國

外市場銷售據

點 

增加市場的內

部性，拓展國

外市場 

多國銷售與生

產，市場策略在

地化 

依據全球競爭

優勢運作全球

化策略 

HRM導向 母國導向 母國導向 地主國導向 全球導向 

典型組織架

構 

功能別組織 事業部組織 全球產品/地區

組織 

全球矩陣組織

對當地文化

的重視程度

不重視 

 

有點重視 

 

很重視 

 

非常重視 

 

 

外派經理的

任務 

國際商務旅行

及視察、與當

地合作夥伴接

觸洽談 

海外產品市場

的銷售、海外

分支機構的監

督管理 

控制海外子公

司、企業技術與

文化的移轉 

 

整合、協調全 

球的事業 

 

績效評估的

準則 

與母公司相同 以母公司準則

為主，但依區

域不同而略為

修改 

因地制宜 

 

以全球策略目

標的達成程度

作為績效衡量

準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5-1  國際化歷程人力資源管理活動內涵 

    因此，人力資源管理策略會隨著國際化的四個階段，而在企業中有不同的定

位、功能，以及要達成的目標，過去有許多期刊論文對於 HRM 有多方面的探討

與研究，但其中對於初始國際化企業 (第一階段以及第二階段初期) 在 HRM 中

所遭遇的問題卻甚少琢磨，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企業在國際化初期階段，HRM 會遭

遇到哪些問題，須面臨哪些調整與變動，所探討的議題包括「人力資源管理的轉

變 」與「語文能力的提升」兩個方向。 

4.5.2  人力資源管理的轉變--「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傳統國內企業的 HRM 政策不外乎包括人力資源規劃、工資及薪資的行政工

作、員工福利、訓練及管理發展、勞工關係、工作安全、人事系統及政策、公平

的就業機會等等，目的主要在於維持公司薪資、福利方面內外部的平衡，對內避

免高的人員流動率、對外抗行外部的威脅，由於國內市場相對而言環境較為穩

定，所以 HRM 在組織中屬於傳統功能性部門，受組織中直屬上級的指揮，並沒

有主動參與企業策略的權利，只能因應上級所制定的策略而被動作出反應。 



    然而在企業在發展國際化策略過程中，人才資源成為更重要的競爭優勢來

源，因此 HR 部門應更要積極參與公司的經營策略。在企業的經營中，不是被動

的配合，而是主動的參與，用以確保人力資源管理與經營策略密切的配合，使經

營策略得以順利的進行 (張火燦，1996)。 

    因此，HR 部門從傳統的直線的功能性部門，逐漸轉變成以協調為主的幕僚

性部門，向整體企業提供人力資源管理的建議，並進一步協調、管理各部門 HRM 

策略執行狀況，許多學者將此轉變後的 HRM 稱為「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以下簡稱 SHRM)。例如華碩電腦在1999

年時，即將 HR 部門提高至與事業群同等之層級，直接隸屬於總經理，參與企業

策略決策的過程，並負責訂定人事及薪資架構、協調各單位人力資源之招募及訓

練，以及一般行政總務等相關業務。 

    隨著 SHRM 的出現，企業內的 HR 逐漸隨著性質的不同而分成三種層次，由

高到低層次依序排列分別為策略層次、管理層次以及作業層次，Fomburn、Tichy 

& Devanna 等在 (1984) 曾對於三個層次工作內容做出整理，如表 4.5-2 所示： 

層次 徵選 評估 員工發展 薪資福利 

 

 

策略層次 

 

‧確認企業長期 

經營所需人員

特質 

‧建立人力供需

預測工具 

‧決定企業應 

強調何種績效

指標 

‧及早確認具 

潛力者 

‧規劃企業未來主要

幹部的發展計劃 

‧確認組織發展所需

要之訓練科目 

‧建立事業路徑 

‧將薪酬與企

業長期策結

合 

 

 

 

 

管理層次 

‧設計甄試工具 

‧確認甄試工具

之效度 

‧訂定召募計劃 

‧設計與薪資、

發展相結合之

評估制度 

‧發展未來組織

工作所需之評

估工具 

‧設計管理發展系統 

‧評估企業訓練需求 

‧設計訓練課程及有

關制度配合組織

發展 

‧設計薪資制

度 

‧設計福利制

度 

 

作業層次 

‧召募作業管理 

‧人員面談 

 

‧年度績效評估

面談 

‧日常績效管理

‧提供訓練課程 

‧執行工作教導 

‧規劃個人前程發展 

‧調薪、核薪

‧發放薪資 

‧日常福利措

施 

資料來源：Fomburn，Tichy & Devanna (1984) 

表 4.5-2  人力資源管理之工作層次 

    以資訊顯示裝備中高性能玻璃產業中的美商康寧公司為例，其在開拓國際市

場的過程中，領會到原先那套在國內市場萬能的 HR 策略，無法再應付企業國際



化後所面臨的挑戰，因此康寧公司將 HR 部門的角色轉型，成立所謂「卓越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HR 部門從原先的功能部門轉型為公司策略層次的幕

僚機構。 

    卓越中心將企業內的 HR 策略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策略層次、經營層次與

基礎層次三者。在「策略層次」中，HR 主要工作包括首先定義基本的人力資源

政策目標與方針等大方向，目的在於改變 HR 在企業中的定位，另外並提供企業

中各事業部建議，一般在轉變過程中都會遇到阻礙，像是遭受到各事業部的反

彈，而為了減少衝突， HR 部門會要求人員去參與各事業部每年度策略擬定的過

程，以便去了解各事業部的差異，擬定各事業部專屬 HR 策略，能對其達成目標

有加成效果。 

    「經營層次」即是提供企業及各事業部發展與部署新擬定的 HR 的策略與服

務，包括績效管理制度、能力評量模型、員工發展流程系統等一系列的規劃，將

組織內 HR 技術與工具做加強或升級的工作；而最後的「基礎層次」，即為更細

節、直接與員工相關的工作流程，像是招募的工作流程、評估績效的過程、安排

員工訓練課程以及提出格式化的 HR 成效報告等都是屬於此範圍中。 

SHRM 強調人力資源策略與操作活動會配合企業環境及企業目標而調整 (吳

秉恩，1999)。另外，Baird & Meshoulam (1988) 曾經提過相同的概念，他們所

提出的「一致性需求」觀念，認為有效的 SHRM 計畫，必須要求取兩種「一致性」

(Fit) 的達成，一者為外部一致性(External Fit)；另一者為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Fit)。外部一致性，在於人力資源管理計畫必須和組織每個發展階段

的主要情況相配合，例如組織生命週期各階段，其相應的 HRM 計畫也有所不同；

內部一致性，則在於不同的人力資源管理功能間，也需要相互呼應與配合。 

HRM 的功能主要包括人力資源規劃、任用、績效評估、薪酬、人力資源發展、

勞資關係等六項活動，其中人力資源規劃過程是企業發展 HR 策略的第一步，其

他五項由此延展而生。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企業欲取得競爭優勢，須制定適當的

經營策略來因應，尤其企業從過去傳統 HRM 轉變為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SHRM)，人力資源策略必須與企業策略相結合，在有系統、有計畫和長期的規劃

下，才能符合未來企業發展的需要。 

    因此，人力資源規劃活動需與經營策略互相配合，經營策略通常可分成三個

層次： 

1)總體策略： 

適用於多角化經營的企業，決定企業要投入哪些事業經營、各事業部門資



源的分配以及如何統整各事業單位成為有效的投資組合。 

    2)事業策略： 

主要用於統整各事業單位的功能，例如：生產、行銷、財務以及研究與發

展等部門的活動，使之能符合總體的策略，更重要是發展每個事業單位的

能力與競爭優勢。 

    3)功能策略 

主要統整各個功能單位內的次級功能，使之具有獨特的能力，以發揮最大

的生產力，協助事業策略達成企業的總體策略。 

    三種策略彼此環環相扣，在層級中相互配合。同樣的，上文提到策略性人力

資源管理亦將決策層級分做策略層級、管理層級以及作業層級三級，而兩者之間

有存在很大的相關性如，圖 4.5-1 所示。 

經營策略方面，通常總體策略由總公司負責制定，依序事業策略由事業部主

管，功能策略由功能性主管來制定。相同的，人力資源的規劃過程，策略性部分

由 HR 高階主管擔任，參與制定經營策略計畫；管理性部分由 HR 中階主管負

責，發展並溝通策略性計畫所需的人力資源的相關計畫；而作業性的部分則由基

層主管負責，負責收集與保存員工的資料，並進行 HR 政策 (任用、績效評估、

薪酬、人力資源發展、勞資關係) 的執行。 

人力資源規劃與經營策略透過組織層級的整合，分做水平整合與垂直整合兩

種方式 (張火燦，1996)。水平整合係指組織中橫向的聯繫，即同一層級各部門

的連結，可分為事業部水平整合、事業部功能單位的水平整合，目的是能透過整

合規劃達成上一層級的目標；另外，所謂垂直整合是指組織層級縱向的連結，即

人力資源規劃要將各功能部門、以及事業部與總公司的 HR 策略，能夠上下連

接，互相連貫。 



 

     資料來源：張火燦 (1996)，「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圖 4.5-1  人力資源規劃決策層級與經營策略層級關係 

企業人力資源規劃模式的發展，與經營策略規劃的過程是相輔相成的，企業

在從事經營策略規劃時，先擬定中、長期 (兩年以上)的策略性經營計畫，然後

再依此制定短期 (通常為一年) 的營運性經營計畫，後來則是付諸實施、控制與

評鑑。相同的，從事人力資源規劃時，亦先制定策略性人力資源計畫，再擬定營

運性人力資源規劃，最後同樣實施、控制與最後的評鑑。 

因此人力資源規劃模型包括了：1.策略性人力資源規劃；2.營運性人力資源

規劃；3.人力資源規劃的實施、控制與評鑑三個過程： 

(1) 策略性人力資源規劃 

    策略性人力資源規劃，主要分為兩個部分，分別是「企業經營策略」、「企業

內、外部人力資源分析」。 

    1)企業經營策略 

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中，HR 策略會隨著企業經營策略腳步而走，當經營

策略不同，HRM 的工作重點也會跟著改變，關於企業經營策略的學說有許

多，本研究從其中列舉兩位學者專家的分類，說明企業經營策略對於 HRM 

策略的影響與關係。 

1.Mile & Snow (1984) 依產品及市場的變動率，將經營策略分為四種--

「防衛型」、「前瞻型」、「分析型」以及「反應型」。其各類意義及其對 HR 

總公司

事業部乙 事業部丙事業部甲

生產  R&D 行銷 財務 

勞資關係人力資源發展 薪酬 任用 

功能

策略 

事業

策略 

總體

策略 
HR 

作業層次 

管理層次 

策略層次 



策略的影響如表 4.5-3 所示： 

策略類型 防衛型 前瞻型 分析型 

 

 

意義 

 僅生產市場上非

常小部分的有限

產品 

 著重改進效率，

而非找尋產新產

品的機會 

 尋求新產品與市場

的機會 

 開創重於獲利 

 通常應用於高度技

術密集的企業中 

 兼具前兩者的優點 

 尋求最小的風險及最

大的獲利機會 

 市場已有人開發後，

才生產新的產品或進

入新的市場 

人力資源規劃  正式的規劃 

 廣泛的規劃 

 非正式的規劃 

 有限的規劃 

 正式的規劃 

 有限的規劃 

 

 

任用 

 強調自行培養 

 幾乎很少招募 

 遴選是為了淘汰

不適任員工 

 重視外聘 

 招募對象包括組織

各層級的員工 

 採用心理測驗協助

遴選 

 自行培養與外聘兼顧

 

 

 

績效評估 

 採用過程取向的

指標 

 依個人與團體的

績效來評估 

 與過去的績效做

比較 

 結果取向的指標 

 依部門與公司績效

來評估 

 與其他公司做比較

 大部分採取過程取向

的指標 

 依個人、團體和部門

的績效來評估 

 大部分與過去績效做

比較，有些與其他公

司做比較 

 

 

 

薪酬 

 以組織層級中的

的職位為依據 

 講求內部公平性 

 全部薪酬以現金

為主，並依主管和

部屬職位的不同

來核薪 

 績效取向 

 外部競爭 

 偏重激勵，並依招

募需要來核薪 

 大部分採層級取向有

時採績效取向 

 重視內部公平性和外

部競爭 

 

 

 

 

 

 

對

人

力

資

源

策

略

的

影

響 

 

人力資源發展 

 注重技能的培養 

 廣泛的實施人力

資源發展方案 

 注重技能的確認與

獲得 

 實施有限的人力資

源發展方案 

 重視技能的培訓與獲

得 

 廣泛的實施人力資源

發展方案 

資料來源：Mile & Snow (1984)、張火燦 (1996)                                  

備註：反應型策略是一種臨時應驗的策略，故未列於此 

表 4.5-3  Mile & Snow 的經營策略對 HRM 策略的影響 



2.另外，Schuler & Jackson (1987) ，認為企業欲取得競爭優勢，有三

種競爭經營策略可用--「創新策略」、「提高品質策略」、「低成本策略」。

其各類意義及其對 HR 策略的影響如表 4.5-4 所示： 

策略類型 創新策略 提高品質策略 低成本策略 

 

意義 

 開發與競爭者不

同的產品與服務

 重點在提供新的

或不同的產品與

服務 

 提高產品或服務的

品質 

 強調低成本生產產品

或服務 

 

任用 

 招募較具創造思

考與分析能力者 

 訂定固定和明確的

工作說明書 

 強調員工的工作保

證 

 訂定固定和明確的工

作說明書 

 

 

績效評估 

 以長期或團體作

為績效評估的基

礎 

 兼顧個人與團體為

基準的效標 

 採用短期與結果導

向的績效效標 

 採用短期與結果導向

的績效效標 

 

薪酬 

 重視外部公平性 

 薪資低，但可配給

股票 

 重視內部公平性  密切注意市場的薪酬

水準，作為決策的依

據 

 

人力資源發展 

 培養員工具備多

重的能力 

 建立寬廣的生涯

規劃 

 提供廣泛和持續不

斷的人力資源發展

方案 

 狹窄的生涯路徑 

 最低程度的人力資源

發展 

 

 

 

 

對

人

力

資

源

策

略

的

影

響 

勞資關係  員工間密切的互

動與協調 

 員工高度參與決策  

資料來源：Schuler & Jackson (1987)、張火燦 (1996) 

表 4.5-4  Schuler & Jackson 的競爭經營策略對 HRM 策略的影響 

當企業內部同時擁有不同的事業部門，同時採取不同的經營策略，由於不

同經營策略會對 HRM 策略產生不同的影響，因此，當有這種情形發生時，

先考慮主要的經營策略，在考量其餘經營策略，並在各個經營策略中，做

適當的配合與處理。此外，還需要考量到企業所面臨的內、外部人力資源

的問題，進一步對內、外部人力資源做出分析，在兩者的配合中，才能產

生出兼具需要性與可行性的 HR 策略。 

    2)企業內外部人力資源分析 



內部人力資源分析，主要在於瞭解企業內部人力資源的優劣勢，掌握企業

對於人力資源的需求，而內容除了就目前的狀況進行分析外，並預估未來

可能的狀況。分析內容包括： 

1.個人方面 

--資料統計：可就員工依工作類別、地區、部門、年齡、年資、薪資等級，

和性別等，予以統計。 

--能力水準：可依員工過去學歷、經歷、就業所受培訓的項目或時間，以

及個人所反應出的生產力與績效等，予以分析。 

--未來發展：評估員工的潛能，以及未來生涯路徑分析。 

      2.組織方面： 

      --用人成本 

--用人比例：可就直接/間接人員的比例、全職人員/兼職人員的比例，非

管理/管理人員的比例等，進行統計。 

--組織績效、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等。 

--離職率、缺席率、工作品質、員工士氣等。 

從事內部人力資源分析時，可將性質相近的人員統歸一類進行分析，如此

分析所獲得的結果將更有意義。 

外部人力資源分析，主要是瞭解企業外部人力資源的機會與威脅，掌握外

界人力資源的供給狀況。與內部分析相同的，外部分析除了瞭解目前的狀

況外，並預估未來可能的狀況，分析內容包括： 

--經濟方面：失業率、勞動參與率和勞工短缺的情況等。 

--政治方面：勞動基準法、勞工退休金制度、外籍勞工雇用方法等。 

--社會方面：人口結構、工作價值觀、生活型態等。 

--科技方面：網際網路的應用、自動化發展等。 

企業進行內外部人力資源的分析，就如同 SWOT 分析，能發現出目前企業 

HR 策略的問題，以及能改進的方向，並能從中瞭解人力資源的供需狀況，

再與企業經營策略相結合，最後發展出企業策略性 HR 的規劃與方針。 

    2)營運性人力資源規劃 

營運性人力資源規劃是根據策略性規劃而發展，其目的在於完成策略性的



目標，兩者存在主從關係，策略性規劃有中長期、範圍寬廣的特性，屬於

概念性的 HRM 策略的方針，但營運性規劃則為短期 (一年以內)、偏向 HR 

例行活動的規劃，更為具體及具可量化與可衡量性。 

營運性規劃過程首先要先確定企業人力資源的年度目標，年度目標是由

「策略性規劃」以及「年度的人力資源調整分析」綜合而得，當年度的人

力資源目標決定後，需再轉換成 HRM 的政策方案，政策可分為兩大類： 

1.功能性方案：任用、績效評估、薪酬、人力資源發展和勞資關係等； 

2.跨功能性方案：降低離職率、降低用人成本、提高員工士氣等。 

從事營運性人力資源規劃時，須注意要配合企業年度的預算，以及與參與

各部門年度設立目標的過程，重視與各部門、跨部門的溝通協調，才能使

人力資源策略能有效率的在組織內實行。 

    3)人力資源規劃的實施、控制與評鑑 

由於每年度所制定的人力資源目標是可衡量且是量化的，因此除了可作為 

HR 政策實施的指引，更可以當做實施結果評鑑的標準。 

而在實施、控制與評鑑的過程中，亦需參與部門間的溝通與協調，以瞭解

該如何適時的予以配合與調整，即透過「參與」的方式，使經營策略規劃

與人力資源規劃者，能在互動的過程中，達到整合的要求，發揮彼此的功

能。 

    因此，現今企業 HRM 與傳統最大的不同在於「整合」的精神，過去 HR 部

門在組織中屬於服務或支持性的功能，常被歸於作業層次，主要協助解決員工、

法規和日常事務等問題，無法參與策略性的決策，但「人的因素」對於企業經營

影響力日增，尤其對於一個國際化的企業，「人」是決定企業競爭能力的最主要

的因素，更是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因此 HR 必須在企業在追求目標過程中，隨

著環境的改變做出反應，參與經營策略的決策過程，而在過程中，一方面 HR 部

門主管得以更瞭解經營策略與 HRM 策略的關聯性，另一方面，透過彼此參與的

過程，使經營者與各部門，能屏除過去對於人力資源的刻版印象，藉此達成整合

的要求。  

    除了組織上各部門的整合之外，更有策略上的整合。從企業經營策略、 HR

規劃到 HR 政策 (任用、績效評估、薪酬、人力資源發展和勞資關係) 的執行，

是一系列邏輯相關的決策、規劃、執行過程，彼此目標一致而不會產生衝突，更

有利於企業目標達成。 

例如以國際化為目標而努力的企業，亦會隨著國際化策略而調整最終的 HR 



政策，除了前文提過的英文能力的提升與訓練外，其他也有許多培育國際人才的 

HR 政策，例如從事晶圓代工的聯電公司，其在國際化初期階段，曾經舉辦「成

龍計畫」的訓練活動，計畫內容主要以行銷為主，包括管理課程、溝通能力、國

際禮儀語言與進出口作業等，受訓時間為每週兩次，以三個月為一期，受訓對象

以業務人員與其相關工作人員為主，透過訓練課程來提升技術人員的國際銷售、

管理能力，作為未來公司擴張所儲備的國際管理人才，等同於替員工做生涯發展

的規劃。 

另外，以健康器材成功打開美國市場的喬山健康科技，在其拓展美國業務初

期，為了提升國際市場的業績以及使管理人員能得到充分的激勵，採取目標管理

與利潤中心制度，充分授權管理人員，使其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在薪酬方面，

公司規定稅後利潤必須有兩成為員工紅利，每月及時發放績效獎金，亦給予其認

股權利。這種將策略規劃、方針設定、目標管理、激勵機制充分結合的管理機制，

使喬山在美國市場業務量得以快速提升。 

還有一些非功能性的政策對於員工士氣提升、對企業向心力也有相當影響，

例如從事活動板手的柏鑫工具，除了每年亦投入一定的金額從事員工訓練，公司

對於員工的宿舍、飲食及各方面福利也都極為講究，例如重建員工宿舍，使其對

公司有認同感，所以員工的配合度都非常的高。員工的配合度高，所有的事情也

就容易照著公司預期的規劃走，公司也就愈容易隨時調整及處理事情。 

4.2.3  語文能力的提升 

企業接觸國際業務開始，將本身產品銷售到國外市場，因此開始會面臨要處

理來自於國外的訂單以及有接觸國外合作夥伴的機會，甚至若企業本身產品存在

所謂系統介面的問題，例如軟體廠商，都須進一步將產品介面從中文轉變成其他

多國語言，其中尤以英文最為重要，英文是目前全球商務界最多人使用的通用語

言，因此對於處使國際化企業，這項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基本功自然不能忽視。 

若是企業內並非人人都懂外語，如果懂外語的人才明顯不足，就很容易有溝

通障礙，難以與國際企業合作，更難以打開全球市場，縱有卓越的技術能力與優

良產品的市場優勢，其效果都會事倍功半的。 

語言對於企業而言，就等於是開發新產品的先鋒部隊，企業的經營就是要實

現管理的承諾，而實現承諾的必要條件就是要有競爭力的人才，人才能為公司增

加附加價值，增加公司的競爭力，能讓企業主雖立足台灣，但卻有眼光行銷全球，

宏碁的個人電腦全球第五，以及全世界筆記型電腦有三分之一都是廣達生產的，

這些企業提升競爭力的方法或有萬千，但共通的就是有好的外語能力。 



語言可以是種武器，能結合專業知識，為客戶做好售後服務；語文是一種提

升企業競爭力的工具，能提高顧客滿意度，贏得客戶的心；語言是開發新產品的

先鋒部隊，透過溝通良好的語言能了解客戶的真正需要，進而開發出客戶真正需

要的產品。 

要如何能為企業找尋到真正好外語能力的人才，提升員工的語文能力？可以

從兩個方法來改善，一者 HR 部門能善用認證成績篩選人才，另一者則塑造企業

內部英文學習的環境。 

(1) 英文認證篩選 

企業可善用下列外語認證成績來做快速而有效的篩選，應用在招募人才或是

內部升遷上，市面上存在許多英文認證考試，包括「全民英檢」(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簡稱 GEPT)、「多益」(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簡稱 TOEIC)、「托福」(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 TOFEL) 以及「國際英語語文測驗」(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簡稱 IELTS) 等英文能力認證標準。 

台灣本土企業對於員工的英文能力越來越重視，有許多企業在招募新進員工

時，會採用各英文檢定成績來做為檢定的標準，例如中華航空公司就明文要求，

機師必須提出一年內 TOEIC 600分以上的證明，甚至進一步規定聽力成績需達

300分以上；而應徵內勤的管理規劃人員也必須提出英檢成績，但不侷限於多益，

舉凡托福、全民英檢、IELTS 皆可，範圍較為彈性。另外仁寶電腦也於前年開始

要求新進人員提出外語能力證明，至少必須達到托福 500 分或 IELTS 檢定六

級。 

另外在升遷、考績方面，也免不了把英語納入評量項目，像是中華汽車凡是

升為主管者，必須先達到 TOEIC 500分以上；還有至前年七月，宏碁宣布經理級

以上的主管，一律都得參加多益測驗，而且每年都要被檢驗，至於分數則依主管

職稱及所掌區域，分別訂立不同標準；仁寶電腦就明訂「理」字以上的主管，必

須提出多益400分的英檢證明，員工的升遷考核項目中，也把多益成績列進去；

旺宏電子也規定，所有員工每年必須參加英語測驗，達不到標準要再重考，並列

入考績。 

除了社會上存在的英文檢定，也有許多企業雖未要求應徵者提出英檢成績的

企業，但本身發展出一套專屬的英語測驗。如長榮航空雖無硬性要求應徵機師、

空服員者附上英語檢定成績，卻自有一套類似托福的測驗；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則

視職位屬性而決定是否舉行測驗，基層行員並不進行英語測驗；而在高科技企業



中，英語測驗e化是一股新趨勢，例如晶圓廠龍頭台積電自 2002 年實施的e化英

語測驗，新進人員都必須接受測驗，並列入是否錄用的考量內；明基委託英語教

學業者設計測驗，直接以電腦測驗，不過並非強制執行，而由主管判定是否要考；

其子公司友達光電也自 2002 年起，讓英語測驗電腦化。 

若企業本身有專屬的英語測驗，即使求職者提出檢定證明，從制度上而言仍

要參加企業的測驗。英語測驗的結果對每個企業而言，標準並不一定，多半是做

為參考指標，是否錄用主要仍要憑藉在個人的專業表現及人格特質。另外，也有

許多透過直接面對面的英文面試方式，在面談時出其不意測試求職者的英語能

力，題目從自我介紹到專業性的問題都可能出現，例如研華科技會針對行銷、業

務、PM（產品經理）等職務，要求應徵者以英文做簡報；明基內部也規定，如果

要晉升為經理級，得先經過與執行副總英語面談，若要更上層樓成為資深經理

人，就必須直接和總經理英文面談，再由面試表現作為升遷的參考指標。 

最後，以英文撰寫履歷也算是另一種檢視求職者英語能力的方式，一般本土

企業這方面不如外商公司來的要求，因此也是未來能參考、改變的方向。 

(2) 英文學習環境 

除了透過許多英文檢定來判定員工英文能力，企業也致力於塑造內部英文的

學習環境，讓員工在學習過程中，耳濡目染下逐漸習慣接觸英文，提升員工的英

文使用能力，各企業使用的方法五花八門，例如國泰金控自2000年起，國泰人壽

大樓每天一到早上10點、下午3點的員工休息時間，辦公室流洩的就不再是輕音

樂，而是換成英文對話的教學廣播，每天固定的20分鐘英文教學，代表國泰對於

員工英文能力的重視程度；其他像中信金控，也在董事長辜仲諒的命令下，內部

開會與簽呈都將改用英文。 

企業要求員工提昇英語能力，也都儘量提供員工進修機會。目前最常見的的

訓練模式有三種，一是請老師到公司開班授課，二是讓員工自行在外進修，三是

採用線上學習（e-learning）的方式。 

目前企業所提供的英語訓練，仍以老師到公司授課，或自行進修再由公司補

助學費的模式為大宗，但員工必須領取到結業證書，才能申請學費補助，像是金

寶科技轉投資的泰金寶科技就規定，員工上課期間，必須通過考試，成績表現會

列入考績，而人資單位也會與部門主管保持聯繫，掌握部門員工在英語能力的表

現；以及中國信託商業銀行非常鼓勵員工進修英語，甚至可以留職停薪赴海外遊

學三個月，不過需要事先與部門主管溝通協調，免得引起業務上的困擾。對於有

潛力成為主管者，但英語能力欠佳者，公司甚至還提供學雜費，讓員工出國進修



一年。 

線上學習的好處是員工可以自行調配學習時間與進度，也較不受場地的限

制，明基、友達、台積電、保誠投信、富邦銀行等都採用線上學習的方式，評價

都不錯。過去富邦銀行與坊間英語教學機構合作，補助員工進修，但考量到分行

遍布全省，較偏遠地區可能缺乏英語教學機構，顯然 e-learning 更方便員工進

修；國泰人壽也採取補助方式，鼓勵員工到大專院校推廣機構進修英語，還與英

語e-learning廠商合作，推出優惠價格鼓勵員工上網學習，而為了引起員工學習

興趣，教育訓練部門也在積極發想，也許改用雙語標示、網站，以循序漸進方式

加強員工英語能力。 

另外有不少的本土投信企業，包括京華、元富等在被外商買下，頓時從本土

公司變成外商公司，公司內部也掀起一陣英語學習的熱潮，公司也全力支援，提

供學習資源。例如京華投信轉成保誠投信後，藉由企業大學進行e-learning英語

教學，人力資源部門也選定一套基本會話做為員工進修教材；元富投信被保德信

買下後，去年整整推行四期的英語訓練課程，每期3個月，訓練費用由公司全額

支付。 

因此，不論是哪一產業，英語能力已是全面性的要求，企業在追求國際化也

缺不了它，儘管企業提升國際競爭力方式有千萬種，但英文能力對於企業而言，

就好比像取得國際商業活動的競爭平台的門票，是企業成功開拓國際市場重要的

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