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附錄一、SIX SIGMA黑帶問卷 

填表日期         : ____________ 

專案負責人（黑帶候選人）：___________ 

黑帶加入本公司日期   :                   

黑帶工作年資      :             年     

專案名稱               ：___________ 

盟主                   ：___________ 

講師     ：___________ 

現場輔導顧問   ：__________  

      

1、 據您所知，您的黑帶專案的專案章程(project charter)是由誰撰寫的？ 

1) 總經理    2）盟主  3）自己  4) 其他(請注明)            

2、 您的第一個專案在專案章程上所提報的財務效益為美金           元? 

3、 您預估您的實際財務效益相當於一年為美金           元? 

4、 在開始做專案之前，您是否被充分告知專案的重要性與其背景？ 

1)  完全沒人告知  2) 不太充分  3) 尚可    4) 公司管理幹部已提供絕大部分的資訊  
5) 非常詳盡清楚 

5、 在本專案結案之前, 您是否已經知道您可能做的下一個專案及其財務收益？ 

1)  完全不知道下一個專案是什麼  2) 大約知道下一個專案的範疇  3) 有好幾個可能
專案, 但不確定要做其中那一個    4) 已決定下一個要做的專案, 但尚未計算財務效益  
5) 已決定下一個要做的專案, 也已知道財務效益的大小。 

6、 培訓開始前，承辦單位(六標準差小組或事業部專案組)是否詳盡地讓您明瞭上課的進行
方式、上課時間、上課場地、上課應攜帶資料與工具等訊息? 

1)  非常不清楚  2) 有點不清楚  3) 尚可    4) 已提供絕大部分的資訊  5) 非常詳盡
清楚本專案支持公司的那一項 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   

若有交待不清楚的地方，請問是那一專案?            

7、 對於上課的環境，請您就滿意程度給予評分： 
A. 教室大小：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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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清潔衛生：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C. 硬體設備：   1) 非常不理想  2) 不理想  3) 尚可   4) 理想  5) 非常理想 
D. 寧靜不受干擾： 1) 非常不理想  2) 不理想  3) 尚可   4) 理想  5) 非常理想 
E. 空調狀況：   1) 非常不理想  2) 不理想  3) 尚可   4) 理想  5) 非常理想 
F. 飲料供應：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G. 住宿安排：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H. 膳食質量：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8、 您對於教材的總體評價如何? 
A. 內容完整性：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B. 字體清晰度：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C. 文字語意清楚： 1) 非常不理想  2) 不理想  3) 尚可   4) 理想  5) 非常理想 
D. 可參考性：  1) 非常不理想  2) 不理想  3) 尚可   4) 理想  5) 非常理想 
E. 講義順序編排： 1) 非常不理想  2) 不理想  3) 尚可   4) 理想  5) 非常理想 
F. 內容的深淺： 1) 太過艱澀 2) 略為艱澀   3) 難度適中  4) 稍嫌過淺  5) 內 

               容過於淺顯 
   G.  教材便於復習：1) 非常不理想  2) 不理想  3) 尚可   4) 理想  5) 非常理想 

是否有具體建議：  

10、您對黑帶培訓課程時間的評價： 

1) 過短, 宜再加一周以上  2) 稍短，宜再增加加一~五天  3) 適宜  4）稍長，應縮短
一~五天   5）過常, 宜縮短一周以上。 

11、您對於 Six Sigma 黑帶培訓課程內容與工作相關性的評價是什麼？ 

1) 課程內容對實際工作的推展完全無關。 

2) 課程內容與實際工作推展幫助不大，不值得花如此多時間投入培訓與 Six Sigma活動 

3) 課程內容與實際工作推展有相當助益，學習尚稱值得。 

4) 課程內容對實際工作的推展有明顯幫助，投資個人時間來學習相當值得。 

5) 我相信課程內容可以幫助我在實際工作上突破先前所無法突破的障礙。 

12、對培訓內容的理解程度： 

1) 完全不理解授課內容，只能憑經驗和感覺解決問題。 

2) 理解小部分授課內容，但不清楚在我的專案中應使用何種工具進行分析。 

3) 理解大部分授課內容，且能在我的專案中利用大部分工具進行改善活動。 

4) 理解授課內容，並能在我的專案中應用適當的工具 

5) 完全掌握授課內容，並能夠為其他同事作講解 

13、您對授課講師的綜合評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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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課非常不清晰，艱澀難懂 

2) 表達能力不佳，影響學員理解。 

3) 表達能力尚可。 

4) 表達能力良好，容易理解。 

5) 表達能力絕佳，說明淺顯易懂，生動活潑。 

14、您認為講師在上課過程中最應該在以下哪些方面改進，以達到更好的培訓效果呢？（多
選，但選擇勿超過三項） 

1) 講師本人加強對行業的瞭解和專業知識 

1) 增加課程中的小組練習 

2) 在課程中運用更多實際案例來舉例說明 

3) 針對具體的 Six Sigma 專案進行講解 

4) 增加答疑時間，使學員能有更多時間即時提問 

5) 準時上課 

6) 講師提高授課的熱情 

7) 講師多向學員發問 

8) 其他，（請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培訓後，您共接受過幾次現場專案輔導 (外部顧問)   

請注明:          次， 平均每次         小時 

16、您對現場輔導次數的意見如何呢？ 

1) 太少   2) 偏少    3)  適中    4) 偏多    5) 太多 

您心目中理想的現場輔導應以____次/月為宜 

17、您認為現場輔導對您的第一個專案推展的影響程度為 

1) 擾亂我的專案進度;  2) 沒有幫助;  3）有些許幫助;  4) 幫助我顯著提升專案進行
的效率;  5）非常必要，若沒有專案輔導，不可能依照 Six Sigma的方法完成本專案。 

18、現場輔導的過程中，您認為若以下那一種情況改善，最能提升專案輔導的效果與效率？(請
選兩項) 

A. 顧問更瞭解公司的流程；  

B. 我加強對 Six Sigma工具的瞭解； 

C. 每次輔導後，我能有足夠的時間來執行顧問的建議； 

D. 輔導記錄能夠被發佈給公司的主管，並能夠有效追蹤執行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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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輔導前顧問能夠預先閱讀我的進展報告並瞭解我的問題所在； 

F. 現場輔導進行時，我的盟主能夠出席討論； 

G. 現場輔導進行時，我的專案小組能夠出席討論； 

H. 其他(請注明):   

19、您認為您在執行下一個專案時，還需要顧問的現場輔導嗎？ 

1) 不需要，我已能獨立使用 Six Sigma工具  2) 需要，但頻率不必如以往一般密集，
每季一次即可  3)需要，但每兩個月或六週一次即可  4) 仍需要如現狀般每月一次，每
次 1~2小時的輔導  5) 需要比以往更頻繁、時數更多的輔導。 

20、從專案開始實施時起，您大約有多少百分比的工作時間投入了專案？ 

1）<10%   2）10-25%  3）26-35%   

4）36-50%  5）51-75%  6）76-100% 

21、工廠總經理或副總經理多久聽取您的專案進度? 

1) 每週一次以上    2) 每兩週一次  3）每月一次  4) 每季一次  5) 每季不到一次 

22、盟主經常過問您的專案進展情況嗎？ 

1) 是，平均每週一次或更多 

2) 是，平均每 2週一次 

3) 是，平均每月一次 

4) 很少過問，曾經發生過，頻率低於每月一次 

5) 從未過問 

23、盟主積極支援您的專案，並給予幫助嗎？ 

1) 從不過問，也未曾提供協助  2) 偶爾提供支援  3) 在我提出請求時會出面協助  4)
會主動關心與協助  5) 經常主動提出協助，並積極參與我的專案進行。 

24、您認為盟主給予您以下哪一個方面的支持，對我的專案進展最有幫助？ 

1) 給予黑帶更多的時間來開展專案 

2) 明確要求專案小組成員積極配合 

3) 經常過問專案的進展情況 

4) 給予我更多專業上的指導 

5) 其他，（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在專案實施過程中，Core-V Team 是否與您交流專案進展的情況？ 

1) 是，至少每週一次   2）是，至少每 2週一次    3）是，至少每月 1次 

 4



4) 很少。5) 從來沒有發生過 

26、在專案實施過程中， V Team(或績效組) 是否與您交流專案進展的情況？ 

I. 是，至少每週一次  2）是，至少每 2週一次    3）是，至少每月 1次 

5) 很少。5) 從來沒有發生過 

27、Core-V Team 是否為您的專案提供輔導和專業建議？ 

1) 是，Core-V Team 能在我需要時，隨時為我的專案提供輔導和專業建議 

2) 是，Core-V Team 能定期為我的專案提供輔導和專業建議 

3) Core-V Team 很少為我的專案提供輔導和專業建議，曾有____次（請注明） 

4) Core-V Team 從未對我的專案提供輔導和專業建議 

28、如果 Core-V Team 曾為您的專案提供輔導和專業建議，您對此感到滿意嗎？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29、您認為 Core-V Team還應在以下哪個方面改進，以更好地幫助您推動專案開展？（多選） 

1) 加強對本行業的瞭解和專業知識，以提供更專業的輔導 

2) 更頻繁地與我交流關於專案進展的情況 

3) 提供更多專案輔導和工具使用建議 

4) 提供各種參考資料與文獻 

5) 多和盟主和其他管理階層溝通，協助掃除專案進展的障礙 

6) 提出完善的管理辦法，使工作制度化 

7) 設計獎勵辦法 

8) 提高培訓的能力 

9) 其他，（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在與六標準差小組合作的過程中，您認為六標準差小組的角色用以下那一種描述最貼切? 

1) 行政助理  2) 專案小組成員   3) 績效追蹤者   4) 內部顧問   5) 講師 

31、您認為工廠專案組可以發揮哪些方面的作用以更好地推動 Six Sigma活動?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您在參與 Six Sigma活動後，在個人方面的最大期望為(請每人選擇兩項)： 

1) 獲得黑帶的認證資格  2) 得到額外的薪資調整  3) 得到職務晉升  4) 參與更多的
重要工作  5) 獲得更多培訓的機會  6) 歷練其他工作 

33、在個人生涯發展上，您期望接下來的發展方向為： 

 5



A. 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繼續扮演黑帶, 朝黑帶大師的角色發展 

B. 轉往管理的工作，兼任盟主的角色 

C. 轉往別的部門，歷練不同的工作 

D. 朝向專職 Six Sigma黑帶及黑帶大師的角色發展，成為內部 Six Sigma 顧問與講師 

E. 希望能主持全廠的 Six Sigma 推展活動，成為 Six Sigma經理 

F. 其他  (請說明) :                        

34、平均來說，您的專案小組共召開了多少次小組會議？（小組會議的定義為持續 30分鐘
以上，僅針對您的專案召開的會議。） 

1)  20次及以上    2） 15次至 19次     3） 10 次至 14次 

4) 5次至 9次     5） 2次至 4次       6） 1次及以下 

35、您認為以小組的模式來推展專案是： 

1) 小組活動對專案的推動有反效果  2) 小組活動完全不重要, 黑帶一人可以取代小組  
3）小組合作可有可無，利弊相當  4） 小組活動很重要，能夠幫助我的工作  5) 小組
合作是我的專案成敗的關鍵性因素。 

36、您覺得影響專案小組活動的原因為(可多選): 

1) 小組成員所在部門的主管不支援  2) 小組成員本身沒有積極性  3)小組成員缺乏訓
練 4) 小組成員沒有時間 5) 專案負責人喜歡自己單獨做專案 6) 專案未做整體規劃
7)  其他原因(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您對於您的小組合作的表現的評價為： 

1) 非常失敗，反而拖累進度  2) 沒有發揮效果  3) 水準平平   4) 有效率，並有具體
成果  5) 非常有效率, 成果豐碩。 

38、您對 Six Sigma的整體評價為： 

A. 非常不切實際，我今後不願意參與更多 Six Sigma活動 

B. 效果不彰，對我的工作沒有太大幫助，我希望減少參與 Six Sigma的活動 

C. 尚難評斷成果，我願意繼續投入與現在一般的時間與精力在 Six Sigma活動上 

D. 效果不錯，我願意主動參與 Six Sigma活動 

E. 我非常肯定 Six Sigma對我工作的幫助，並希望 Six Sigma活動占我的工作比重更多 

39、以下是可能對您的專案成功與否產生重要影響的要素，請將它們按重要程度打分，10分
為最重要，1分為最不重要 

（  ）專案小組的運作 

（  ）高階管理者的熱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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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財務部門的支持 

（  ）獎勵制度 

（  ）黑帶投入在專案上的時間 

（  ）黑帶個人的專業能力 

 (   ) 黑帶個人的領導能力 

（  ）盟主的支持與幫助 

（  ）Core-V Team 的輔導與專業建議 

 (   ) 工廠專案組(績效組)的管理 

（  ）Six Sigma 培訓課程安排 

(   ) 講師授課能力 

（  ）Six Sigma 培訓教材的編寫 

（  ）顧問的現場輔導 

 (  )  進度追縱管理 

（  ）其他，（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簡短地敍述您對 Six Sigma活動的總體觀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謝您為集團推展 Six Sigma活動所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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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受訪者對 Six Sigma活動的總體觀感 

 有利於一個團隊快速有效的很科學的挖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強調用資料分析、

論證；參與人員的邏輯思維判斷方式也得到了很好的修正，碰到問題善於分析、樂於研

究，志在解決、控制。 

 通過做專案，最大的體會就是學會了以資料說話的思維方式，這將會在今後的工作中終

身受益。  

 第一個 Six Sigma專案讓我們學會了如何用 Six Sigma工具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堅信：

專案一定會一個比一個做得更好。 

 SIX SIGMA理論性、邏輯性、系統性強，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方法，值得大力推廣。 

 根據漏斗效應的原則，SIX SIGMA往往發現的是體制或策略上的重要問題，需要高層領

導的直接參與和關注。  

 工具和方法應更貼近實務工作，避免片面理論化，需要更多實務指導。 

 SIX SIGMA要能達到好的效果，我個人覺得必須建立一種環境機制和具備一定的決策權

力，目前的體制仍有很多需要磨合、改進的地方。 

 對 SIX SIGAM專案的潛在價值研判應有更多認同，否則很多專案將會片面或缺乏真實

性。 

 SIX SIGMA不僅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統計與分析工具，同時還提供給我們一套分析問題的

思維方式。 

 Six Sigma的活動開展已近一年了，從對外宣傳看效果很好，但實質性幫助還不太多。

就我們工廠的情形看，做黑帶工作的人，多數不是流程的主要負責人，而專案的結論要

應用在流程中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做試探性的工作，失敗的風險是很大的，大家對它

也要有寬容的態度。在平常的工作中作 Six Sigma的活動，無論黑帶還是小組成員都感

覺工作量增加了，因為自己的本職工作量並沒有減少。在我廠幾乎沒有專職的黑帶，都

是兼任的。 

 SIX SIGMA 是以資料處理分析為基礎，並能綜合團隊全員經驗的解決問題的工具，它是

一個涉及企業技術和管理的系統性工具。 

 觀念改變、主管支援、處理問題系統化、資料講話。 

 Six Sigma應用統計工具和技術，衡量流程中的每一個過程，找到過程變異，進一步消

除變異性和減少浪費，並協助衡量每一個改善過程與結果。專案目標與公司 KPI目標緊

密結合，將專案的財務效益貢獻和公司的利潤直接掛鉤，使公司策略被有效實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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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競爭力。Six Sigma的推展，如能由上往下：有高層管理者持續的支持和熱心、盟

主的關心、黑帶的用心、組員的同心；可以提升組織內的工作士氣及跨部門改善的運作

能力，塑造成為學習型組織、養成根除問題的企業文化，也提升了人力素質和價值，值

得持續推展。 

 針對具體專案不一定按部就班按順序使用工具，必須工具穿插使用。 

 它是一個分析問題很好的方法論，在每個領域都可使用。 

 專案的成功在於小組成員的積極行動與做事方法的轉變。 

 為了得到以後集團更大的收益，我認為培訓工作必須迅速大面積開展，讓每個人掌握理

論知識。專案不在大小，就算使用一個工具解決一個問題也算成功，這樣才能讓員工在

實踐中深刻體會 6SIGMA的作用，以後才會用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首先，SIX SIGMA的工具對於穩定的，且已經具有 3個 SIGMA水準的制程來說，是非

常有用的。而對於不穩定的制程來說，不應該硬套全部工具，而應有選擇地使用其中的

一部分工具。否則容易墜入機械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泥沼。其次，對於初次接觸 SIX SIGMA

的學員來說，第一個專案並非越大越好，因為專案太過龐雜會讓初學者困入大量的資料

海洋中，短期內也不容易產出效益，反而會在信心上受挫，甚至可能出現誰都不願見到

的負面效應。個人認為，初學者應將重點放在對工具靈活運用的掌握上，並應特別強調

對專案的選擇。 

 Six  Sigma是一種先進的管理手法，如能內化至公司的企業文化中，則公司競爭力將大

大提升。  

 同其他活動一樣，Six  Sigma活動同樣離不開團隊協作，無論是小組內還是部門間，沒

有團隊運作肯定不能成功。 

 Six Sigma是一種管理工具、統計工具，也是一種技術工具。成功推行 Six Sigma需注

意以下幾點： 

 不要過分注重成果，否則引起同事的不信賴； 

 專案範圍不要太大； 

 負責人需要有足夠的時間； 

 需要有一個好的團隊。 

 這是一個先進的管理應用方法，但在實際的工作中要貫徹下去，還要不斷努力，而且是

否所有的工作流程改善都可以應用 SIX SIGMA的方法？對我而言，在活動執行中，對個

人的思維及邏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讓我打開了一個新視窗，並重新審視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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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SIGMA活動是一種系統性的、以資料為導向的活動，追求數字來源的準確可靠，是

對企業管理的有效貢獻。它能通過專案負責人運用詳盡的統計工具帶領團隊小組挖掘專

案最深層次的癥結問題，並定出行動計畫加以控制和實施。所以，強邏輯性是 SIX SIGMA

活動區別於其他改善活動最好的特徵。而且這種活動還注重于企業領導人的培養，並能

提高個人的思維能力、處事能力、領導能力。若持續專注推動，定能從根本上完善企業

的文化，帶領企業進入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 

 Six Sigma 作為一種科學的管理方法，推行以流程出發分析問題，一切以資料為基礎，

努力一層一層打開黑箱子的方法，對企業解決問題甚至個人的工作作風都是很好的方式

方法。 

 Minitab的統計工具非常美妙，應該向全體人員培訓，以期能全員參加到 Six sigma 活動

中來。  

 Six Sigma崇尚效益，但是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計算出準確的效益的。沒有效益是不

是可以不做工作了？不是的！作為一種企業文化的貫徹，一種新的科學方法的推廣確實

有許多事情要做。 

 通過四個星期的培訓, 我個人覺得還是很有益處的 - 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的工作道路

上。一方面使我瞭解到國外這一先進的管理工具; 另一方面能有機會來運用所學的知識,

進而為公司創造財富. 

 Six Sigma活動本身值得肯定，但我們不應對它的收益寄予過高期望，因為打開黑箱子

並不是靠幾個工具就可解決的。有些問題是現有的手段無法檢測或受現有制程（備品）

制約。Six Sigma確實教給我們一些分析問題的工具如 PARETO、T-test等，我們在此

後的工作中也會用到。 

 Six Sigma 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問題解析與突破的邏輯思維。透過此種思考模式，在問題

的解析時，減少了盲點，同時也兼顧到資源受限(時間,金錢)時的處理優先順序，加上高

階主管的支持度以及小組人員的貫徹意志力，專案目標的達成肯定是沒問題的。 

 結合專業能力及 SIX SIGMA 的方法論，可協助公司達成超高績效。 

 可以應用科學的統計方法來分析、判斷事物；能找到一些平時難以發現的關鍵因數，對

於流程、品質的管理與優化問題來說是很好的工具。對於個人今後事業的影響是巨大的，

可以深入各行業成為專家。公司對於 SIX SIGMA的重視、推行程度關鍵在於高層主管 

 分析工具非常實用及功能廣泛，以數據為依據較易取得共識。 

 Six Sigma 是提昇效率與降低成本相當佳的工具 

 Six Sigma對資料的依賴很強，所以資料的收集很重要，但往往得不到足夠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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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Sigma通過對工具和資料的合理運用，找到關鍵的因素；不斷縮小範圍找關鍵

貫穿整個活動的始末。 

 Six Sigma是團隊改善活動，小組成員的合作與參與度決定專案的進度和成效 。 

 通過活動對提高個人的素質和專業水準很有幫助，可以激發個人的學習熱情。 

 Six Sigma活動與企業文化有很強的互動，持續推動可影響企業文化和員工的思維

方式，這種影響又可以使活動更順利和深入。 

 上課的時候，頗感有些吃力，畢竟所提的例子並非與實際的現場工作有直接關係，邊聽

課都常常邊聯想到現場的工作上的運用，可能因此而造成吸收率略遜！若講師在講課過

程中可多舉實際現場的案例來說明，相信上課的效果必定更好，學員也更易於理解。另

外，本人亦覺得講師在講課的時候，講得稍快了些，並且不是在每一個單元（或小單元）

都有舉例說明。當然要在那麼多單元都舉那麼多例子也是相當費時費力的一件事，但是

本人確認為這樣才能夠真正達到上課的意義和目的。 

 6 sigma really contains many good tools to facilitate project fulfillment.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to the oth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uch as TQM, SDA…etc.  I like the 

concert of Processing Map, C&E matrix and FMEA for finding the key critical input 

valrables. 

 成功沒有捷徑，應該需要更多高層主管的支持，與全體員工的配合。 

 我非常肯定 Six Sigma對工作的幫助，並希望 Six Sigma活動, 可以幫助我在實際工作

能力&領導能力 Upgrade 

 工具完整，操作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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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人力資源參與變革的實例 

目前學生就以所蒐集的變革實例中，也大體說明了人力資源在企業變革過程，擔任了

實質的促動功能，謹分述如下： 

 

1) 奇異公司 

傑克˙威爾許自從在 1981年接任總裁後，一直朝向大改革的方向去努力，俾使一

個以電機工業為主軸的企業巨人能夠脫胎換骨，成為企業界的翹楚。就以他實質推動

變革，我們可以分為三期： 

第一期約在他接掌 GE總裁的最初五年：這期的任務為組織覺醒，喚醒全體員工

深切意識到變革的必要性。在這個期間內，威爾許斷然要求 GE旗下的各事業單位

(Business Unit)都必須要符合市場第一或第二的標準。因此裁員、重組幕僚群、以及

對資產的轉讓在此一時期乃 GE內部常見之舉。由於手段較激烈，偶會導致員工、甚

至社會大眾的疑慮，產生抗拒的心態。因此，釋疑及早讓員工接受變革的新文化為當

務之事。 

在第二期中，傑克·威爾許的主要變革方向是為組織勾劃未來願景及行動方案。身

處在這一期還能「倖存」的員工應早已建立必須要變革的共識，而公司上下在此時亟

需要正確的策略目標。在此一階段就必須加強溝通願景，並在體認變革需要之後，更

應引發出易於形成變革的文化情境。也就是回應威爾許所揭櫫的企業引擎(The 

business engine)的理念。在經過第一期整頓成功後，現有企業能互為支援結為一體，

也架構出打破藩籬(Boundaryless)的文化。 

第三期乃貴在貫徹及擴張持續戰果、不斷地提昇競爭實力。其中Work out，促其

實現方案方式，達成三 S目標(Speed, Simplicity, Self-Confidence, 即速度、簡單及自

信)，就是一個明顯奏效的方式。就威爾許推動變革的各種策略的結果而言，其成就是

可以被評為成功的。自 1981年人員從 42萬位員工降為 1991年的近 26萬人，階層

數也從原來的九層降為四到六層，而業績並未因人數的大幅減少而降低，反而自 1981

年的不到 300億美元到 1990年超過 600億美元，生產力與淨利均有顯著的提昇。 

 

回顧當初奇異揀選威爾許為總裁時，奇異正面臨三大挑戰： 

i) 奇異生產力成長緩慢； 

ii) 奇異必須加速由原來以電機為重的產品方向移轉到電子技術的產品方向 (這也就



是他們在 1986年購併 RCA的主要原因)； 

iii) 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出強有利的對策。 

 

在經威爾許針對上述挑戰提出具體策略包括組織精簡、產出上必須在市場位居第

一或第二、簡單化、企業引擎、打破藩籬、加上全公司上下推動六標準差，從品質提

昇進而將整個公司導入重體系、能快速預測並反應外界環境變動與需求的企業建構。

在這個變革策略的引導下，奇異的人力資源功能也相應採取多項自身變革並推動全公

司的變革，謹摘要其內容如下： 

i) 首先該公司人力資源部門一再強調人力資源的功能，且加上進步夥伴與變革推動者

(Change Agent)，在公司進行組織發展及推動過程再造時，承擔推動者

(implementer)的角色。其中因為出售公司及資遣以致人員減少超過十六萬，厥為

一重大挑戰；而階層的緊縮，使得組織流程與職位重新設計(Job redesign)，也必

須大力推動。人力資源在以上任務中尤其擔挑大樑。 

ii) 為了打破藩籬及溝通上下，奇異特別重視克羅頓威爾管理訓練中心，並一度由來自

密西根大學，在組織轉型領域頗負盛名的諾爾提區 Noel M. Tichy教授負責，將公

司的使命方向有效地傳達給各級幹部，並也藉由討論與互動中聽取基層的心聲與建

議。威爾許也經常親臨該訓練中心，直接面對與會學員，闡述公司立場與他個人的

經營理念。此中心一直被視為 GE的參謀大學，對於建立共識頗具成效。 

iii) GE雖非率先實施六標準差的企業，但是卻可稱譽為推動六標準差最紮實、最成功

的企業。除了威爾許親身主持推動之外，他並且透過人力資源單位將六標準差推動

成果與取得六標準差專家認證資格列為晉陞必備要件。 

iv) 此外，人力資源也在績效評估 (如採用平衡計分卡)，職位評等、引進 Job profile

制度來修正行之多年的工作分析制度、以及在人力資源發展上做更多的著墨。 

v) 而人力資源在公司企業文化的變革上，也做出許多的貢獻，包括整合、主動、創新

文化的塑造。 

vi) 其他人力政策上，奇異也有許多值得關注之處，Casio 2003即特別推崇該公司為

了延續威爾許締造的佳績，他們花了六年半的期間來發掘其繼任者—伊梅特 Jeffrey 

Immelt，甚至另外兩位最後角逐者，也由於他們經營理念契合奇異的需要而也被邀

聘加入奇異，擔任企業經營單位的 CEO；而他們對全球化的進展，更建立了一套

有效的國際人力的培育與調派以及生涯發展體系，堪稱業界楷模，紛紛為世界興大

企業仿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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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BM 
根據葛斯納親撰「誰說大象不會跳舞」一書中，他首先指出在他接管 IBM的 CEO

時就坦然指出 IBM的企業文化似乎已與世隔；而 IBM在面對個人電腦風行的時代，策

略上仍「死守」大型主機(Mainframe)，甚至忽略軟體對資訊產業的重要性，導致 IBM

的商機坐失；他也提及 IBM的組織與流程也不切合時代的需求。這三點重大缺失，均

造成 IBM的連續虧損與致命性的危機，形成他一上任後就推動變革的殷切。 

葛斯納首先重新定位 IBM的願景與策略，並特別強調這兩者不能混為一題。他還

認為就 IBM當時情況而言，除了要有良好的策略，應該也要重視細節而少談願景，尤

其要具備客觀冷靜的競爭分析，外加上可信度高的執行力。他表示 IBM的優勢乃是提

供顧客整合性的服務，並由於他的產品組合優勢，可以成為全球最大的軟體公司，也

有能力出售頂尖技術，並開始與一些軟體公司成為策略夥伴。 

在他領導下，IBM的業績由 1992年的 640.5億美元，一直躍升至 2001年的 850.9

億美元，員工數也從 1994年的 22萬(在 1992年有 30萬人)增至 2001年的近 32萬

人。IBM對人力資源非常重視，將之視為變革管理不可或缺的要角。其在人力資源管

理上有效作為，簡述於下： 

i) 公司非常重視員工的心聲，正努力加強溝通，葛斯納親自以網路以電子郵件與員工

交流，除了開誠佈公的闡述公司的方向及立場外，也對員工的心中疑慮有所舒解。 

ii)  在組織上，基於全球性的事業單位團隊的觀點，來改變 IBM內部的基本權力架構，

打破各自為政的僵化局面，亦即拆除各藩鎮的壁壘，建立以顧客為取向的矩陣組織。 

iii) IBM為了提升生產力，革新薪酬與獎勵辦法，打破「齊一」平等的傳統，而改採依

績效敘薪，其主要改變方向為: 

表 1  IBM變革前後制度特性之比對 

舊制度 新制度 

齊一性 差異性 

固定獎勵 調整式獎勵 

內部標竿 外部標竿 

依照薪級敘薪 依照績效為敘薪標準 

iv) 將認股權對中下層員工開放，七萬多人可以認股，以往只有高階主管可以認股。 

v) 將股票薪酬視為主管待遇的最大部分。 

 14



 

這些人力資源的配合措施，大大鼓舞了員工的向心力及參與感，也直接對變革成

功，構成了有利的氣氛。相對於奇異，儘管 IBM較溫和，但仍然成功奏效。 

 

3) 台積電 

根據台積電公開對外發表的資料，我們也可以了解台積電的進步與成功的背後，

人力資源的卓越表現與創新，也發生了積極的觸發作用，謹就其大要略述於后。 

i) 推行知識管理。儘管目前在 Smart Copy與 Data Moving這兩塊領域較具成效，但

台積電的確在知識管理所牽動的成本效益及組織與員工在汲取、分類、儲存、整合、

利用、增值知識均有較顯著的成效。 

ii) 對人力資源的重新定位。台積電人力資源為了順應半導體晶圓代工必須不斷變革與

提升的趨勢，將傳統人力資源管理由行政、幕僚這種包括守門員及監督角色，逐漸

蛻化成包含策略夥伴(以建立主管的合作關係與加強自己的學習與成長)、服務提供

者(以市場原則，了解公司內部需求及自己所提供的價值)、變革推動者、以及員工

關懷者(基於企業與市場為導向，與傳統性的單純對員工關懷有所不同，無論在態

度立意上均有所區別)。在此定位下，人力資源傳統行政支援與日常工作比重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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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積電對人力資源轉型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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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台積電） 

為符合此一定位，台積電也將其人力資源單位的組織編定如下 

 

 圖2  台積電的人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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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的人資組織設計模式 

iii) 台積電在人力資源的運作上，亦有許多新讞。譬如兼具發展規劃性的績效評估制

度，對於不適應的員工所做的改進計劃(Remedial Plan)及淘汰制，逐步強化人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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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的效果。 

iv) 台積電即已將人力資源設定為變革推動者，也仿效奇異的促其實現方案Work out

並將之設計成適合自己經營文化的情境。 

就以上所見，台積電人力資源在推動變革上，確實扮演積極性的角色。 

 

4) 日月光半導體公司 

創立於 1984年的日月光半導體公司，在 2003年 3月起已躍居全球封裝及測試的

冠軍。目前正在半導體封裝材料以及 EMS大量擴充，除了台灣、韓國、馬來西亞、

墨西哥、美國之外，也在大陸、日本發展新基地。在半導體整個生產鏈中，日月光在

其所涉及的後段領域，地位已漸穩固。但為順應半導體封裝測試在可預見的將來有可

能呈現供不應求之勢，加上大陸對半導體也有大量的需要，日月光也提出三年成長三

倍的成長計劃，將內部各生產單位整合，加強海外投資等具體變更計劃，其中每項均

必須在人力資源上做相對應的配合。就目前已執行的加以說明於后： 

i) 人力資源單位的整合，就日月光高雄廠原先以事業經營單位的人力資源結構，集中

置於一位副總之下，不僅資源整合、思考，制度也能朝向統一的方向邁進。 

ii) 日月光在企業文化- 誠正、自省、積極、互信，已在內部形成共識，表現在行動上

要 1).時時創新，處處改善 2).腳踏實地，實事求是 3).顧客導向，服務導向 4).勇於

任事，賞罰公正。這對人力資源也是一大挑戰。 

iii) 公司在實現策略目標上，人力資源就必須推動年度方針目標 AOD (Annual 

Objective Deployment)、績效評估 PA與在職訓練(OJT)三大內容有所著力，其典

型的工作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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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人力資源工作典型流程圖 

iv) 對於各級主管的職責，除了一般業務的規劃、領導與執行外，還依據執行力一書所

揭櫫的營運流程、策略流程、人員流程原則，提出下列要求，並由人力資源負責推

動。 

營運流程

策略流程人員流程

尋找適合的人才

具備培養人才的架構

以公平的標準審核員工績效

具備完整OJT架構以符合
員工與工作專案需求

構思自發性的單位部門方策
以創造公司最大價值

具備提升單位部門附加價值的架構與雄心

以公司策略為前提，規劃完整的
功能政策與單位部門的發展方向

帶領部屬達成既定目標

完成單位部門使命，達成應盡的責任

創造部門最大價值，以及降低耗用成本

 

圖 5  人力資源工作應促成管理人員在營運流程、策略流程、人員流程中的重點事項 

 

 

圖 6  流程管理與部門功能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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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人力資源工作協助各單位模式 

5) 日產公司 

1999年自從來自法國雷諾的高恩銜命擔任日產執行長，面對虧損達 220億美元的

日產，在短短不到兩年間，居然轉虧為盈，高恩在對日產的變革方向大致可分為下列

五項： 

i) 訂定員工可以達成的崇高目標 

ii) 明確交代責任範圍 

iii) 速戰速決，快節奏運作 

iv) 追蹤進度 

v) 論功行賞 

 

而在實際的變革行動中，人力資源部貢獻主要來自於以下活動： 

i) 取消年資敘薪及升遷制度，以便暢通升遷管道 

ii) 精簡合併組織 

iii) 改革薪資制度，以績效為本加薪 

iv) 依日產振興方案，實施依據經營成果發放所有員工獎金 

v) 消除浪費，杜絕浮濫的交際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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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成立跨部門 Cross-functional團隊，並藉此打破藩籬，成為整體作戰的企業團隊 

vii) 裁員 21,000人 

 

這些措施，幾乎都與人力資源有關，高恩領導的日產能夠起死回生，人力資源所

發揮的具體實效，自是有目共睹。 

 

6) 三星半導體 

憑著「再贏一次日本人，一直追求第一」的理念，造就了三星成為世人欽羡的對象。

三星的成功，因有政策成功與決心意志力強的一面，以及從重量思考轉化成重質的一

面，但領導人李健熙在變革過程中「重視人的經營理念」尤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名言是

「一個優秀的人才，可以養活十萬名人口；集合十名圍棋一級棋手的力量，也無法戰勝

一名圍棋一段的高手。」他求才若渴甚而自日本延攬高手與團隊。李健熙認為二十一世

紀是人才競爭，知識創造的時代，為了五到十年後躍升為名符其實的一流企業，應該要

提早發現未來的人才，並且有系統的培植他們。 

 

為了變革成功，三星人力資源配合公司政策方向者有： 

i) 明確而簡潔有力的經營哲學宣告：強調「超級一流」，並陸續提出鯰魚論、胡蘿蔔論、

後腿論、單一方向論，從下開始的改革並強調改變才能存活。 

ii) 成立作戰指揮中心─集團結構調整本部 

iii) 重視人才培育，經常定期派員赴海外研修，並成立生涯規劃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iv) 以能力與實績做為評判原則 

v) 賞罰分明消弭領域學派，沒有派系關係，其應徵表格沒有出生地及地緣、人緣、學

緣等三緣的排斥。 

vi) 無工會政策 Union free Policy，不讓工會存在造成勞資關係的裂痕。三星能有成功的

今日，也預期有璀璨的明日，其人力資源也居功不少。 

 

7) 海爾企業 

由一個村辦企業，在十數年間發展成中國大陸的第一品牌，甚至進軍海外，海爾的

變革成功，其執行長張瑞敏一直強調這主要是在海爾的變革過程中，不斷地藉由人力創

新、靠人力支撐起來。他甚至認為海爾「人人是人才，賽馬不相馬」的人力資源哲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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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功關鍵因素。海爾在 1984年底的營業額只有 348萬人民幣、600位左右的員工，

而且還負債 147萬，到了 2001年營業額已逾 400億人民幣，折合 50億美元，員工也

逾 2萬人。海爾已開始向海外進軍，其冰箱在美國市場已達 27%的市場佔有率，空調在

歐美的市場佔有率也有 10%左右，海爾成就斐然，實乃策略正確，方法落實，絕非倖致。 

但海爾既已決心向國際市場邁進，就得從根本創新變革做起，以往重品質，提昇效

率以及嚴控成本，只是蹲馬步達到初步成功的立基工程，但若侈言陞級，勢必要有更多

的變革。海爾最近一直以松下與奇異為師，並將這兩家企業文化與管理精髓為標竿。而

張瑞敏也一直以設計師與「牧師」自許，為組織結構與企業文化的建立擔鋼。他一直自

詡的理念有「斜坡球上」與「日事日畢，日事日高」，其實就是如何有效利用人力資源，

並透過人力資源來達成其不斷創新與成長的使命感。海爾的人力資源管理在其變革過程

中，曾就下列幾點方向有所強調： 

i) 將海爾所自豪的創新文化遞傳發揚，從物質文化→制度行為文化→企業價值觀，三

個層次逐一提升。 

ii) 重視紀律，將農村環境長大的年輕工人，經過訓練實地演練來養成重視紀律，較具

團隊意識的生產陣容。 

iii) 將人員分為核心、建制、定期契約三種，這恰與韓莫酢醬草理論相符。 

iv) 將座標 Benchmarking觀念引入管理體系中，取法其上時時做自我鞭策。 

 

就以海爾 1995年購併紅星家電並使這家休克魚起死回生為例，即可看出人力資源

的確發揮恢宏的效果。 

首先，海爾就在很快的時間，以企業文化與制度層面，以較深介入的尺度對紅星做

徹底的診斷，並且要一改紅星以往憑生產導向的企業文化，而帶入將個人與企業目標相

結合，並重視市場價值，這就端賴組織發展與不斷施予訓練方能達成。而人力資源功能

也由傳統的行政幕僚角色，在紅星中也被定位在策略規劃的功能。 

 

前述幾個成例，我們約可將人力資源在變革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做下類分析： 

1) 幾乎所有的人力資源功能均參與了變革過程中策略規畫的過程，與其它管理功能成為

「夥伴」成為變革推動者，有些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還因此重新改組，使在變革中更

能做實質的發揮。 

2) 無論在變革前，過程中或變革初步完成後，企業文化的建立與維持是不可或缺的過程。

也就是沒有企業文化的建立，就不可能有變革成功結果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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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家案例，人力資源均推出一些可行的政策來協助公司變革，但均係針對公司的特性

與需要而設定，並無一致性。 

4) 公司主持人的決心與人格感召力 Charisma也是非常重要的。 

 

下圖乃台積電就各主要公司人力資源所做的變革因應方案所做的整理，乃人力資源介

入變革的有力佐證。 

表 2  知名企業人力資源在變革過程中的貢獻 

Company Initiative Purpose How Benefits 
GE Work-out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by 
changing 
organization 
culture 

 Design 
 Event 
 Implementa
tion 

 Speed 
 Simplicity 
 Self-confidenc
e 

GM GoFast  Corporate 
culture that’s 
 Fast 
 Focused 
 Fearless 

 One-day 
workshop 
 Decision 
Panel 
 Implementati
on/ Review 

 New and 
dynamic 
culture 
 Enhanced 
product range 
and customer 
focus 
 Fast decision 
making 

ACER 簡化總動員  Providing 
platform for 
open 
communicatio
n 

 提案 
 部門內競賽 
 評核 
 簡報 

 High 
participation 
rate 
 Successful 
e-system 
 Extend this 
model into 
e-learning 

Sears The Phoenix 
Team Town Hall 
Meeting 

 Employee-cust
omer profit 
chain focus 
 Compelling 
place to work 
 Increase 
revenues 
growth 

 3-day 
workshop 
delivering 
core value 
 6 one-day 
meetings 
producing 
action items 

 Focus on core 
businesses 
 Local market 
expansion 
 Improved 
productivity 
 Achieved 
desired culture

Intel Process 
Improvement 

 Broke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Simplified 
business 
processes 

 Efficiency 
Metrics 
 To 
empowered 
employees 
and 

 A disciplined 
environment 
 Global 
standards 
 Endorsed a 
risk-tak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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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hip creative 
thinking 
culture 

IBM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Translating 
technology 
into value for 
customers 

 Customers 
have direct 
accesses 
business unit 
heads 
 Open 
communicatio
n 
 Leaders to 
drive change 

 Increased 
revenue from 
professional 
service 
 Market share 
leader 
 Shorten time 
to market 

TI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Increase 
higher margin 
and premium 
 Provide total 
solution to 
customers 

 New TI 
 Value and 
Principles 
 Fast Forward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op 3 
semiconductor
 Top one in 
DSP 
 PFO up to 
15%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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