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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行銷的演化是從早期的工具箱模式轉為現今的產品製造導向，1970 以前的行銷

理論注重在利用銷售產品或服務以換取利潤；而行銷大師 P. Kotler 言道：行銷屬

於一種需求管理的過程，必須在追求公司目標之際，對需求的程度、時機與組成

要素發揮影響力(Kotler，1999)。行銷的定義從推銷產品的技術到維繫顧客的學

門，最後至培養使企業獲利的顧客藝術；行銷的精神在以更高的品質、較佳的服

務、較低的價格與不斷地產品改良，由產品創新進入高成長市場且超乎顧客期待。 

 

企業若要長存需能順應變化或明白歷史，後者採用回應和預期的行銷方式，是受

市場驅動的公司(Market Driven)。在客戶產品需求下，研究現階段的顧客，發現

其問題並蒐集新的設計想法，以測試改良產品與行銷組合的改變；而前者是塑造

需求行銷模式，為驅動市場的公司(Market Driving)。此類型公司創造出新的市場

或改變遊戲規則，大量推出新產品及服務，改變生意方式和發展新的通路。 

 

實用的行銷管理步驟從研發開始到區隔、目標至定位，接著產品(Product)、價格

(Price)、通路(Place)及促銷(Promotion)等 4P，完成於產品的應用與控制。4P 除價

格能讓企業產生營業額外，其餘三要素都是支出成本。價格的高低隨著市場的供

需而變化，如何在市場供給短缺時予以供應，以嶄新或優異的方式提供現有的產

品或服務，或直接供應新的產品與服務，是未來行銷的課題。行銷的 4C 所強調

的是顧客價值 (Customer Value)、顧客成本 (Cost of the Customer)、便利性

(Convenience)和溝通(Communication)，目的是將 Customer 變成 Client。更能瞭解

客戶且付出較多時間持續關係，再利用此精神來建立行銷決策模型，包含廣告、

定價與競爭的子模型，創意性地融合分析、追蹤、實驗與控制，以測定行銷與管

理的結果。 

 

第一節 行銷 

行銷管理可分為下列三項型式(Schulz，1999)： 

1. 外部行銷：行銷工作針對外部顧客，憑藉傳統的 4P 行銷組合，但也需加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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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People)、實體證據(Physical Evidence)與流程(Process)等另外 3P。 

2. 內部行銷：企業或管理階層將產品先行銷給內部員工，將員工視為內部市場

來經營，依賴技術和功能品質。 

3. 互動行銷：服務業中供應商與顧客之間良好的互動，需依靠員工的態度、服

務意識與對顧客的關懷。 

而行銷的目標為提高企業生產力與顧客滿意度，試著降低因顧客無法預期的行動

而導致的不確定性。對內部的行銷並非只以滿足員工需求為目的，需確定員工明

瞭企業的願景和策略；以服務導向的領導風格取代員工管理，教導員工溝通及互

動技巧。對外需提高顧客的參與程度，明確界定顧客的職責，企業透過提高顧客

在服務過程中的加入，與原有業務模式形成差異化。並以不同價格的策略吸引需

求市場區隔的消費者，進而創造更高的利潤及顧客忠誠。 

 

若企業定位在服務大眾市場，則需提供標準化的產品，以低毛利及規模經濟取

勝；但顧客的參與度最低，企業因外在環境的變化。若想進入獨特的利基市場，

就需重新定位，並鼓勵顧客參與設計規劃，方能提高利潤與產生差異化。定位並

非對產品的本質有所改變，是指對要影響的顧客心理有無造成變化，與產品在其

心中是否佔有一席之地。故需反其道而行的思考，不從本身著手，而從顧客心理

開始。顧客會使用比較級而非最高級來看待相似的產品，此時與顧客的溝通管道

需如建築設計一樣，愈簡化愈好(Ries and Trout，1981)。如同婚姻制度是根植於

「先到」的比「最好的」更好的概念上，心理學家 George A. Miller 言道：一般

人的腦海無法同時容納 7 個單位以上的事物。所以顧客的心靈無多餘的空間來接

受新奇的產品，除非該產品和原先在心中的舊產品有關連性。而促使企業成功的

不是行銷的技巧，也非產品的創新性；而是在競爭者取得定位前，先抓住機會加

以定位，建立顧客對企業的忠誠度。 

 

顧客忠誠度是一種無形的情緒判斷，若以價格來比較優劣，公司產品將會變為相

似。溝通的時間愈長，顧客接受產品的機會將增加；而忠誠度增加 5%，獲利會

加倍。顧客若滿意購買過程中受到的待遇，以及產品和服務的性能時，才較有可

能回來再買，此為顧客對公司履行承諾的反應，顧客的滿意與否身受互動時的情

緒調性影響(Emotional Tone)(Lewis and Bridger，2000)。從心理學的觀點發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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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顧客和業務往來時所產生的正負面情緒的頻繁度，代表兩者的情緒差異。顧

客的期許是產生上述的落差，此感受蘊含了公正或謙卑，只有顧客在遭遇不愉快

時會被激發。 

 

當顧客在銷售體驗後會因情感產生反應，適時的察覺相當重要，使用成功的區隔

策略如創造價值來滿足顧客。滿意過程需視不同狀況而變，在瞭解顧客的需求層

次上，其可分為：主力產品與服務(可提供的東西、與競爭對手同質性過高)、支

援服務與系統(顧客抱怨處理程度、排程定價策略)、技術表現(SOP、品質程度)、

顧客互動元素(人性化的服務與關注、接觸方式)、情緒元素或服務情感(情感和情

緒的交流、顧客的感覺和重要性) (Whiteley，1991；Whiteley and Hessan，1996)。 

 

Peter Drucker 曾言：企業的定義是為員工、顧客、股東與社區創造財富和價值

(Drucker，1986)。若顧客對價格不在意，其要的是價值，是用自有的方法來定義；

而價值的三個層面是外部性及內部性價值、原生性與他生性價值、積極性與消極

性價值。從關係行銷中先需考量此關係究竟由何項元素構成，價值是來自顧客而

非公司的觀點，需建立正向積極的顧客關係；而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是以資料及產品為導向，在意顧客的行為而非顧客和供應客商之間

的情誼。顧客對公司與品牌的情緒會以不同的方式表現，與主力產品或服務無

關，顧客產生負面情緒感受是因為公司無法達到其期待。 

 

企業的關係行銷具有為顧客服務的無形性，是服務與製造最大的差異；不可分離

性由供應商生產而進行銷售活動，並由顧客購買予以消費；異質性指相同的服務

因服務供應商不同，或提供服務的時間與地點差異，使顧客產生不同的感受；不

可儲存性解釋無法將多餘的服務予以儲存。除上述特性外，服務的品質分為技術

性與功能性；前者解釋顧客得到服務的結果，即服務者提供何項服務；後者則為

獲得服務的過程，也是服務者如何服務。服務的品質其決定因素包括(Terrill and 

Middlebrooks，2000)： 

 正確執行所承諾服務的能力，增加內部生產力和效率 

 員工願意幫助顧客與提供及時服務的意願 

 員工的知識與禮貌，給顧客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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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同身受的同理心，提供關心與個人化服務給顧客 

 將無形的服務以實體設施和服務者呈現 

企業第一線的人員是將企業的任務由內至外擴充，使其為特殊的情緒散播者，給

予顧客最合適的價值。 

 

部份企業將顧客關係定義為重複購買，對顧客往後的消費視為關係的存在，未將

顧客情緒放入而有失客觀。顧客關係與人際關係相同，需經過時間形成；關係的

要素會包括行為、心理及心態層面，若將關係拆解成一項特性及要素，會發現關

係是情緒上的概念(Barnes，2001)。在新經濟時代，最有價值的資產是由有形轉

無形，企業不以廠房和設備作為競爭的資源；而以價值、關係和回饋為重點，關

係特性則指親密性、情緒調性與強度。客戶的關係管理解釋追求利潤持續成長的

困難，不在營運步調的遲緩；而是將目標放在不該追求的顧客群，因服務此顧客，

企業將無法從中獲利，反而消耗企業的資源，且未能發展出有價值的關係。故當

雙方不需以合作或相互依賴的互動關係取得更多價值時，便是最佳的客戶關係。 

 

針對時代變遷所衍生的顧客關係變化，行銷人員的觀念也需持續更新如下： 

1. 需懂得依據顧客的價值、關係及忠誠度，進行市場區隔，鎖定核心顧客。 

2. 企業應專注於少數但更具消費潛力的客戶，當增加銷售量變得愈困難時，獲

利的要素在於發現真正的顧客；若將顧客按消費金額多寡的人數分為不同等

級，則第一的平均消費額為第二級的兩倍。 

3. 將傳統所注重的 4P 換為建立良好的顧客關係(Relationship)、提供豐富資訊以

減少顧客不安(Retrenchment)、專精服務項目來建立專業形象(Relevancy)、附

帶獎賞(Reward)等 4R；因 4P 重視交易的達成而 4R 關注顧客長期的交易

(Smith，1999)。 

4. 目前是上、下游整合來分攤廣告和促銷成本，未來為上、下游共同經營同質

顧客群，勿將重心放於產品製造上。 

5. 明瞭 Customers 與 Consumers 的差異；後者在意於營業額，前者則重視顧客

關係的本質。以服務為行銷本體，取悅顧客和發展核心顧客，為行銷關係成

敗的關鍵。 

6. 品牌需是顧客的認知產品價值，來自品牌權益(Equity)除以顧客願意付出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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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Price)，價格是產品的成本；價值為其值得購買的條件，前者將無法建立

顧客忠誠度。 

客戶購買的產品常在寡占而非真正的自由市場內，市場由供應商主導供需與價

格，需求曲線並非一條直線，而是上下起伏的變化。當產品需求達到某瓶頸點時，

無論如何降價，銷售量也不會增加，主因是驅動力已從企業轉為顧客手中。價值

行銷時代的企業營業額主要是公司內部的資訊，而非市場的狀況。傳統認為專利

數的多寡代表公司的創新能力，但專利權若無法開發出新產品，則只是企業庫存

的舊知識，而非核心能力或新市場的競爭力，一般公司的專利權數和其開發出新

的市場常成反比(Vandermerwe，1999)。 

 

當前的顧客比供應商更了解及關心商品，要求也相對地提高，使用顧客滿意度是

落後的指標，無法得知顧客是否仍願與供應商來往及企業是否有競爭力。顧客會

滿意其所擁有，因其未得到的事物，新的供應商可取代。顧客關係為一項無形資

產，雖取之不盡，但投入與收回往往不成比例，傳統顧客資產的算法為相加的，

現在則為相乘的。因其本身不會造成報酬遞增，除非此資產成為流體可自由地流

動，從某地轉往另一地，並轉化成行動，帶給顧客更多相關且無法模仿的價值。 

 

利用差異化行銷的步驟，需在環境中找出創新的方法，要有實物證明來傳達差異

性，方可應付科技所帶來傳統行銷的淘汰，前者是行銷成功的關鍵，意指企業的

學習經驗(Trout and Rivkin，2000)。就像應用一樣，乃經由使用與經驗來學習，

而新的行銷工具也是以科技和網路作基礎，為企業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用以在

買賣雙方之間培養直接熱誠與持久的關係。 

 

行銷的功能逐漸融入整個價值鏈，包括客戶、供應商與其他商業夥伴所形成的關

係網。企業內部業務會主導外界資訊的流入，根據客戶的需求發展獨特的產品，

結合行銷與科技；行銷需要創造力，讓企業能反應及適應市場機制(Baldwin，

2000)。早期電視只有 90 個頻道，而網際網路有 9 千萬個頻道，但 Cisco 的 John 

Chambers 曾言：資訊還是得靠人來檢視，解釋其意義，並為企業作正確的決定。

未來的行銷創意將來自瞭解市場現實，而數位科技者能夠把必要資源加以結合，

以維持客戶滿意度與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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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使主管的注意焦點改變，從注重內部作業，轉為專注與合作夥伴、供應

商和顧客的互動。網路產生更多由外而內的省思，增加思考與顧客往來的態度及

方法，要求顧客預測未來只是浪費時間和金錢，其若未見到或是用過新的產品與

服務，很難體會未來的發展。如同美生物學家 Jared Diamond 所言：創新是需要

之母，而非需要促成創新。 

 

Darwin’s Law 闡釋所謂適者生存，並非強者或弱者，而是對環境的變遷反應最快

者。於科技市場，其標準便是企業的品牌，客戶選擇供應商不是依據價值觀，而

是自行決定的信任偏好；信任為行銷的根本，得不到客戶的信任，企業的產品和

服務就無法獲得忠誠度。為建立和維繫顧客的信任，行銷結構需不斷地發揮功能

與因應需求，經由可靠的經驗學到建立信任的方式，企業藉者持續滿足顧客的期

望獲得其情緒信任。行銷結構能夠演變、成長及因應不斷改變的顧客需求和環境

因素，此因應顧客資訊和變化環境情況的能力，與參與此結構的各單位一樣重

要；而經驗會融入客戶的直覺行為中，企業主管建立文化和績效的紀律，會形成

有利的顧客服務與行銷環境。 

 

行銷於上世紀初所扮演的是推拉及分銷角色，現在則設法將企業的各種資源發展

及整合成資源網，同時企業需保持創新，維持與專業夥伴及顧客的關係。為與作

業夥伴密切合作，雙方需將顧客有關的功能相互連結，建立有效的作業程序，進

而在全球任何地域迅速反應和滿足顧客需求，從早期的「思考全球化，行動本土

化」到「行動全球化，關係地方化」。企業的行銷管理需慎選目標市場，再以各

種行銷方案如 4P 及銷售團隊管理等來滿足目標客戶的需求，此時企業主管將內

部的產品先行銷給內部員工；當後者能接納公司有形或無形的產品時，方可將高

品質帶給外部顧客，達到互動行銷的目的。互動行銷追求服務品質中的技術和功

能，前者解釋顧客從服務提供的過程中所得到的結果；而後者則指得到服務結果

的過程，也是企業員工如何提供的服務。服務業不可將其當成製造業，只注重有

形的因素如產品特質或營運績效，卻忽略要發展與眾不同的創新策略或推廣無形

的服務經驗。 

 

企業內行銷與創新會產生結果，而其他營運活動都是成本，產品或服務的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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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顧客以比較的方式搜尋供應商。企業不能只針對現有的顧客提供計畫與產

品，忽視潛在來自大眾市場的顧客；企業若想成長的方式可從新產品服務、新市

場或成長投資等方向著手。了解顧客深層需求的策略便是創新，需將焦點放在創

造承諾經驗的無形動作上，如創造好處、擴充價值、區隔價值或轉移需求。利用

期盼獲得特定服務的顧客需求與信任，規劃出專注策略包含企業經營的模式、提

供的服務方法、服務的反應速度與接觸的管道多層。 

 

經過分析所獲得的資料，找出優先順序並選擇成功機會較大者，並評估內部能力

找出未來市場，想像競爭對手的佈局與思路，揣摩未交易的顧客心理，以發展新

策略來主導市場並選擇最適合的方式。需適當地利用逆向定位思考，身處顧客的

立場思考新策略的好處，發掘在顧客身上實現此種服務經驗的過程及結果。應堅

持承諾來傳遞此創新想法給顧客，先要有創新的策略，讓公司透過創新達成目標

與成長(Collins，2001)。 

 

未來的趨勢正是以產品為導向的成長與顧客為中心的溝通，聚焦於快速商品化的

市場。組織協調力及個人創造力的企業文化中，在傳遞經驗的核心便是員工與顧

客間心態的互動。企業遭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創造需求，而非進一步壓低成

本，如同 Christopher Columbus 成功發現新大陸的主因不是偉大的冒險、快捷的

船隻或有效的路線，而是不同的方向。 

 

競爭與價格壓力會導致企業隨環境改變起舞，常用的方法是減少營運成本；雖會

對及時的財務報表產生效果，但使現有資源運用殆盡而無未來的研發投資，影響

積極員工的士氣。當企業以內部營運為重，失去與顧客應有的聯繫，將缺乏成長

能力。故在顧客至上的世紀，需重拾回顧客心(Rapp and Collins，1990)： 

1. 發現企業最有成功機會的核心優勢，如同 Andrew S. Grove 所言：需明瞭企業

何處勝過競爭對手，且毫無保留地將努力焦點放在此優勢上，需認清何為目

標顧客、其最重視為何與明確的策略模式。 

2. 發掘顧客內心的需求，而讓顧客滿意需要建立將經營流程延伸至顧客身上的

觀念，定義顧客為除現有的外，包含潛在的與競爭對手的顧客，以同理心獲

取顧客對其需求和期望的認識，得到所需的資訊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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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發內部團隊向上的策略，企業最大的挑戰是把相同的夢想導入員工心中，

以創造共有的意見與特殊的文化。團隊的合作來自不同的領域，組織所有的

員工需參與決策，設定服務顧客的組織架構。 

4. 提供顧客接納的溝通管道，顧客的忠誠非出於直覺的反應，而是一種熱情。

從關係與資訊需要或顧客所重視的合作方式，需知顧客有權力因為錯誤的理

由而懊惱；若否認此權利，將造成難以彌補的情緒。 

5. 展現對員工關懷的溝通領導，多數的員工均希望將工作做好，其表現好壞與

其為誰工作有關聯。高階主管的重要角色，便是於企業內培養會強調企業方

向與理想的領導者；而成功的領導者會與顧客和員工熱情接觸，以具體的言

辭為員工創造工作目的。 

 

第二節 情緒 

行銷人員依經驗、專業能力與社交技能作出業務決定，其決策所隱含的風險高

低，會與所付出的努力成正比，其核心能力便是瞭解顧客與顧客維持最佳的情緒

溝通。情緒或情緒智商(EQ、Emotional Quotient)成為企業在內外溝通所不可或缺

的要件，Oxford Dictionary 針對情緒的定義為心靈、感覺或感情的激動與騷動。

泛指任何激越或興奮的心理狀態，也指感覺及其特有的思想、心理與生理的狀態

及相關的行為。情緒經驗中的意識是指認識與瞭解自我，累積經驗則為因應外來

無預警的刺激；若個人能掌控自我的情緒與衝動便是講理，能塑造出內外部信賴

的公平感覺。專業能力在於熱情的投入工作，當熱愛自我工作時，便可把握機會

獲得成就感；社交技能在建立關係，因團隊工作為企業趨勢，特別是企業進入全

球化，內部需尋找多元化的通才。 

 

同理心為瞭解他人的第一步，E. B. Tichener 於 1920 在美國首創此名詞，指的是

行為模仿(Motor Mimicry)，其源自希臘文 Empatheia 原為美學者用以形容理解他

人主觀經驗的能力。當自我在模仿他人的感覺時，而產生相同的感受，與同情有

所區隔。同理心的最高境界是不預設立場的傾聽，並能聽出對方語言背後真正的

意涵；而 EQ 專注於情感、人格與道德的三合一關係，利他的精神便是同理心，

需感同身受的瞭解他人的需求與想法。 

 



 15 
 

腦部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增加情緒的實質功能，在個人受到慾望、憤怒與

驚嚇時，正是此系統受到關閉。情緒的平衡將確保合理的反應，保持樂觀且將挫

折或失敗視為外在的考驗，努力可扭轉前者的產生，且將批評當作有用的建議，

避免自己是規避責任與自我防衛。與他人相處的自在與否，與自我生理與心理反

應有關，藉著同理他人的情緒或別人來順應自我的方式。不要成為社會的鄉愿，

雖給他人較平和的印象，卻缺少穩定與滿意的關係；需在展現自我及社交技巧之

間取得行為上的平衡，堅持內心深處的感受與價值(黃惠惠，2002)。 

 

直覺和本能說明內在的情緒記憶與傳達訊息的能力，展現出的為自我所擁有的智

慧判斷力及自我察覺的核心能力；需學習忠於自我的直覺，正確引導此能力，超

越自我的衝動與善用情緒的訊息，方可運用直覺決定事業與人生的方向。而於業

界想要成功，不僅需要優秀的智力或專業的能力，為應付動態變化的市場，需有

多樣化的技能如彈性、主動、樂觀和適應力等特性。當工作愈複雜，情緒智力所

占的比重愈高，此方面的不足，將延緩個人有效運用自我的經驗、專業智能與社

交能力。工作上創新者的情緒基礎是由原創性得到樂趣，其創造力是用新的方法

來完成目標。 

 

創新者能迅速認定關鍵所在，將問題化繁為簡，發現他人所忽視的關係和情勢。

企業的創新活動則包括認知面與情緒面，產生創造屬於認知的行動，明瞭其價值

加以培養則需要情緒能力，可歸納如下(Goleman，1995)： 

1. 自我察覺：自信且明瞭自我內在狀態與直覺 

2. 自我規範：自我控制、值得信賴的良知與適應力 

3. 動機：成就驅力、承諾引導或助長達成目標的情緒趨向 

4. 同理心：瞭解他人、善用多元化來幫助他人發展，關切他人的情緒需求 

5. 社交技巧：溝通、影響力、團隊領導與建立連結 

上述的情緒能力若運用於工作中，可使企業文化具有高 EQ 的特色，諸如策略願

景兼顧與財務銷售平衡、專注核心優勢的發展、訂定追求合理的成長和股東維持

互信互助的基礎、內外部團隊建立有利競爭關係與分享資源、勇於創新及學習的

熱情等。將員工最高層次的 EQ 應用於顧客服務上，成為受人信賴的價值鏈夥伴；

雖然立場會與企業當下利益有所違背，對顧客而言卻是正確，以信任與情緒為基



 16 
 

礎的關係必隨時間而更加牢固。 

 

EQ 於顧客關係非由控制來影響顧客，是重視觀察、學習與創新，而非完全倚賴

邏輯或理性分析，傳統認為情緒會阻礙正確的決策與判斷；但情緒具有智慧和敏

感，絕非理性的累贅，反而能相輔相成。次世代的顧客關係革命為改變眾人習慣

的觀念，情緒並非著重於產品銷售技巧或揣摩顧客心理；而是將智力、記憶與理

性等特質成為能實踐的準則，從人的互動中觀察學習而發揮個人內在潛能。情緒

的本質並無好壞可言，卻是內在熱情與直覺的來源，每種感覺代表著特定訊號用

來即時修正個人行為，避免偏離設定的目標與價值，隨時提供有用的資訊，理性

思維可整合自我思想與行動。 

 

員工期望被企業與同儕了解，但想表達自我卻疏於傾聽對方的身體語言，為能獲

得適合的反應，並不願瞭解對方。對傾聽的層次可從聽而不聞、選擇性聽、專心

的聽至同理心的傾聽，其目的是為瞭解而非應答，經過交談理解他人的觀念、感

受與內心。至於同情則融入個人的價值判斷與認同，人際關係需多加入同情；但

易養成對方的依賴心態，同理心不代表贊同對方的言語，而是深入明瞭對方的感

情與理智。在任何改善傾聽的努力和訓練中，需考量影響傾聽能力的因素及建立

良好傾聽習慣的聽覺經驗，員工具備良好的溝通情緒，企業內部的協調與共同創

新力將成非線性增長。 

 

企業成長的關鍵不在開拓市場，而在學習如何提供既有客戶更多的商品及服務，

忠誠度、衝突管理、學習力、系統思考和敏捷反應是企業組織的核心特質，具有

高度的獨立性，但核心關鍵仍在於員工對企業的信任。當組織建立起信任文化，

就能獲得員工的忠誠度，信任所孵育的開放式環境，讓企業用建設性模式來解決

與管理衝突，避免破壞員工關係的忠誠。企業內員工的團隊合作如同交響樂團，

若樂團不能同心合奏，將無法有完美的演出。 

 

團隊需從不同角度看事情，並作出周全的決定，團隊為學習的基礎，於其中產生

的對話、質詢與對立等，均可讓員工多元化的思考(Davenport and Beck，2001)。

主管於溝通中需適當地扮演合理的角色，以謙虛的語氣表達對員工或客戶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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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與達到目標的堅決要求；於溝通時勿打斷員工的話語，需給予尊重的注意力，

保持開放的心態，勿急著解釋企業的立場或界定問題。 

企業與員工在信任與真誠的建立會受到下因素的影響： 

 溝通是將必要資訊告知對的員工，提供正確的回應，並儘量避免將資訊藏私 

 對員工表示支持，其有需要時，主管將給予協助和訓練，並鼓勵其創意 

 要表現尊重便需授權，並傾聽員工意見，再據此採取行動 

 給予員工應有的肯定，績效評量上客觀公平，同時不吝讚美 

 行為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對明示及暗示的承諾都信守不渝 

 技術與專業上的能力可產生良好的經營常識 

 

情緒式的溝通是開啟雙向信任的管道，在卡內基訓練中對溝通有五點要求

(Goleman，1998)： 

1. 不該為對方的想法或喜好而活 

2. 相互之間應尊重彼此相異點 

3. 人際關係不是擺佈他人的花招 

4. 應從對方的角度來瞭解事情的原委，愈自信之人愈尊重對方 

5. 人為習慣性的動物 

而溝通訓練的目的在培養主動積極與不斷更新，於溝通的過程中，不應思考說服

他人改變。應只守著一扇從內開啟的改變之心，需知動之以情或理，都無法幫助

他人打開其內心的枷鎖。承認自我的有限與無知，則是溝通及求知的首要行為，

Henry D. Thoreau 曾言：如果時時忙著展現自我的知識，將如何知曉成長所發覺

的無知。 

 

企業主管與員工的相互溝通外，需明白員工的工作動機與心態。McGregor 理論

闡釋：人類天生便有追求自身需求的動機，如企業需員工積極工作，就需建立良

好的環境並容許適時的修正，直到在其中的員工可同時滿足自身的需求與達到企

業組織的目標(Heil, Bennis and Stephens，2000)。企業成功的關鍵在於將個人的

小目標與其大目標相結合，企業會注意員工擁有權力的完整性。威權式的管理通

常賦予員工的權力，只是做為測試員工對權力的處置方式，控制權力的仍是企業

高層。當發生問題時，會馬上收回所給予權力，致使員工覺得不被信任，同時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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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完全無法感受到擁有與企業成為生命共同體。只有在確信自我的貢獻獲的肯定

方才有意義，且能有個人情緒涉入。 

 

上述感覺需要不間斷的相互溝通來維繫，若當企業失去開放的溝通管道，其主管

所考量觀點與認知只是其偏見的重組，而無創新的意見進來質疑現有的思考模

式，就無法擺脫受心智偏見的控制；接納企業第一線與顧客接觸的員工的感受勝

過進行顧客滿意度調查或諮詢顧問。 

 

管理學者認為掌握人力資源可達成組織目標，蘊含的觀點為管理是負責組織企業

的生產要素，金錢、材料、設備和員工等為達到企業獲利的元素。從員工的角度

而言，管理所扮演的角色為引導員工付出、激發工作動力、控制員工行為與修飾

工作成果，以滿足企業的需求。兩者目標的差異若無管理者的積極介入，員工會

變的被動，甚至抗拒企業的需求，故其需被獎勵、懲罰及控制。上述所闡釋的為

X 理論，從 Abraham H. Maslow 的人性動機理論中，將人的行為分為下列不同層

次的需求(Maslow, Stephens and Heil，1998)： 

 生理需求：獲得滿足的需求，不是行為的激發動力 

 安全需求：較高層次的需求會開始主導人類的行為 

 社會需求：渴望社交生活、歸屬感、同儕接受、接受友情與愛情 

 自我需求：與自尊及名譽有關 

 自我實現的需求：自我發展、潛能實現與實驗創新 

 

從不同角度來詮釋 Maslow 理論於管理行為上，也是所謂 Y 理論的定義，管理應

負責組織企業的生產元素。員工並非天生被動或抗拒工作，是因為在企業組織中

的經驗，展現出現在的行為。員工身上本來就具備工作動力、熱情與責任感，管

理者的責任在找到此特質並使其自然發展，目的是希望藉由調整工作環境與經營

模式，讓員工願意將貢獻企業的目標，當成自我成長的誘因。 

 

比較上述兩種理論，可歸納 X 理論在監督員工的外在行為，Y 理論則尊重員工

自我克制及調適。針對專業人才的攏絡，除公平合理的利益回饋外，仍需賦予充

分發揮專業的機會，包含對工作本質的重視、參與組織中的策略訂定、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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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擺脫被嚴密監控的恐懼、組織內及專業領域的信用。雖然終身學習的理

念對優秀員工很重要，但也能扼殺個體追求成熟與完善的可能性，員工無法依賴

外在的經驗而成長，應找出個人的最佳成長路線與模式。 

 

在「個體的崛起」書中，Reinhard K. Sprenger 闡述成功的經驗幫助建立制度的規

範，讓經驗與價值有效的傳遞；但在流程納入企業規章後，員工便會習慣以遵守

規範為目的，而忽視流程與制度規範的建立是解決問題，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

(Sprenger，2000)。員工和企業的關係應從 Employment 至 Empowerment 到

Engagement，高層不要試著塑造出完美忠誠的員工，需讓員工適才適所，使其努

力付出獲得企業的肯定。 

 

企業高層決策時的考慮時間，通常與決策內容的規模與重要性成反比；當所需決

策的事情狀況模糊及方向不明時，決策者對事件的專業知識愈少，反而愈能看出

其決策時的基本思路，企業層級較高者，其客觀決策能力較強(Tellis and Golder，

2003)。Howard Gardner 曾言：個人最後在企業或社會佔據什麼地位，絕大部分

取決於非智力的因素，諸如社會階層或運氣等。故主管本身的客觀態度與其 EQ

有緊密的關聯，EQ 人際智能的精義為能夠認知他人的情緒、性情、動機與慾望

等，並做出合理的行動。內省智能為自我認知的要素，能夠瞭解自我的性情，分

辨與他人的差異，做為本身行為的依據。情緒可研討的領域，包含認識自身的情

緒、妥善管理情緒、自我激勵、認知他人的情緒與人際關係的管理等。 

 

企業最擔憂的事物是創造力的來源產生干擾或失衡，創新與體貼可使員工全心付

出；如同 3M 的創新與 McDonald 的細心，企業高層需深思再領導員工，先需領

導與瞭解自我，需面對自我的有限才能面對員工。心理學家 James Hillman 言道：

愛自我其實不容易，應包含全部自我的黑暗面，對缺點的關懷與尊重便是最佳的

療劑，而尊重是始於對自我的接納。企業主管無法解決員工的人生問題或讓其建

立自尊，態度從悲觀轉變為樂觀，若強迫去努力投入，會變成與其父母或朋友一

般做法，只能保持同理心，不可冷淡或憤怒，運用個人智慧去解決員工的問題。 

 

企業的競爭已非傳統的價格、市場或顧客之戰，而是影響力的競爭，顧客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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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為顧客與產品之間存在的某種情感鏈結，此情感穩定與否並非單純員

工的力量；也非企業的產品品質、價格或服務，而是企業內每位組成份子需發揮

自我的影響力。新時代的顧客注重自我、參與感高且對產品有專業知識，但欠缺

時間，而便利性為傳統顧客的購買動機，追求真實感才是新時代顧客的購買誘因。 

 

品質不滿而轉換供應商的顧客只有1/7，因價格原因而改變的占 1/10，卻有 2/3

的顧客因供應商的態度而改變。於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書中提到，喜歡被顧客

任意驅使的企業，便是最好的企業，而將情緒溝通內化至企業文化培養出真誠關

心顧客的員工，也是成為最佳企業的方向(Peters and Waterman，1982)。美國大

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曾言：在這世上，現在身處何處不是那麼重要，

更重要的是朝什麼方向。 

 

第三節 情緒行銷 

有遠見的企業面臨到成長的危機，於其成長計畫中，專注在產品如何為顧客解決

問題，而非如何改善產品，從產品創新轉移到需求創新。而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的關鍵便是顧客的行為與情緒，在服務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興趣，把情

緒納入服務中，就需將尋求顧客的互動當成整體組織的系統和文化(Barlow and 

Maul，2000)。美國西南航空 Herb Kelleher 的名言：競爭對手最難模仿的，就是

企業的文化、員工的工作精神與對服務的執著，此非一蹴可幾。對顧客而言購買

就是「去取得」，情緒則是「去感動」，如能明瞭顧客的真心需求予以行動，則建

立的顧客關係將不單純是商品和業務的往來，可培養出較佳的忠誠度。 

 

教育員工讓顧客產生特殊的情緒反應，利用聲音或姿勢與顧客溝通，使員工表現

出其內在感受的情緒勞力。將情緒與情感的體驗型經濟搭配知識與理智的顧客關

係管理，成為一對一的情緒行銷模式。企業此時需建立的資本將從知識資本、智

慧資本轉換到情緒資本，透過情緒的溝通方式，讓感覺、信念、認知與價值觀組

成企業資本。未來不能依賴預測與想像，需有完整的計畫去建立關係脈絡，建立

適合情緒發展的企業文化。選擇情緒能力作為組織模式，以同理心吸引新與舊的

顧客，把顧客抱怨當成情緒改進的禮物，利用情緒關係增加顧客忠誠度，將與顧

客往來經驗所創造的熱情及值得回憶的感覺形成特有的情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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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是可替換的，產品是實體的事物，服務則是無形的資產，而經驗是可供企業

記取的。故落實情緒能力所建立的企業服務模式將為(Thomson，1988)： 

 積極的相互信任精神 

 正確的建立顧客溝通管道 

 培育員工的情緒能力 

 訂定工作的情緒要求 

 持續教育的必要性 

 鼓勵員工自主情緒能力 

 

價值存在企業與顧客相互關係中，若價值關係具有互補性，可創造雙贏的鏈結，

同理心則為顧客的經驗感覺。企業需給予員工自由度，設法在員工與顧客間建立

起同理心，以鼓勵員工在面對顧客關係的關鍵時刻，採取積極主動的態度，創造

企業愉悅的同理心環境。企業可應用溝通理論於其願景中： 

1. 溝通：主動詢問和正確敘述背景資料，包含某種程度的自我呈現 

2. 關心：尊重員工或顧客是獨立的個體，非依據自我的意願認定對方為何種人 

3. 承認：擔當以顧客或員工的信賴及創造整體好感覺的責任 

4. 安慰：向員工或顧客伸出友誼的手，以創造所能提供實際幫助的一致態度 

5. 解決衝突：在關係架構中創造信任，使員工可以在衝突中繼續如常工作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Ted Levitt 曾言：無所謂服務業這一行，所有的行業差別只

是服務程度的高低，大家都屬於服務業。服務所能展現的差異化，便是情緒用於

行銷上的重要方針，以區隔化直達個人內心。 

 

情緒行銷為企業全體所追求的永續經營，當顧客感受到關愛與尊重，其會自由選

擇用何種方式表達忠誠。將情緒提昇至企業策略，目的在建立品牌差異與顧客經

驗，行銷不論推出多少實惠，需讓顧客感覺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勿讓顧客覺得為

宣傳或賄賂，會傷及顧客的關係。情緒行銷星系中分為理性面如產品與價格，感

性面為品牌信任和顧客經驗；前者易為競爭對手所模仿，些微的變化皆可為外界

所知，企業無專利可保護，也難隱藏此訊息；後者如品牌為顧客的認同、喜好與

堅持。而顧客則利用其感受交換資訊與情緒，成為情緒溝通型的交流，利用關係

的建構，形成顧客的價值網絡，讓競爭者難忘其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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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行銷的模式於顧客關係的建立時，會經歷不同的時期(Robinette, Brand and 

Lenz，2000)： 

1. 購買期：運用客戶區隔，將資源聚焦在建立良好的印象，避免利用消費誘因

來獲得顧客 

2. 同化期：顧客若再次購買會較初次光臨時的機會要高 

3. 培育期：修正購買期所定的區隔，考量既存的顧客關係，需創造獲利與價值 

4. 印象期：發掘心理上會流失顧客，讓其改變心意 

行銷模式的週期成為產品銷售的循環，顧客忠誠度為獲利的要素，其目的是經過

與最佳顧客建立情緒感性關係而得。企業建立情緒關係主要成份為關心的資訊、

顧客連絡的管道和同理的溝通方式，最重要的因素為 4P 外的第 5P 員工(People)。 

 

有效的情緒行銷溝通是與員工態度相關，區隔性的特殊關係目的是建立感性的連

結，情緒行銷開始前需考量，其並非獨立的企業策略。在顧客關係上需維持長期

的承諾，需要企業的全面投入與高層的支持。充滿關懷的企業文化方可蘊涵情感

關係，而行銷溝通策略也需考慮顧客生命週期，將相關的訊息傳遞給適當的顧客， 

選擇適當的顧客階層，使員工的溝通有意義。更換不同的溝通管道，能讓顧客建

立與整個企業的情緒連結，視不同顧客族群而定的往來頻率，才能將行銷投資成

效發揮，讓獲利高的顧客得到較多的關愛訊息。 

 

每次的溝通需對顧客具有認知的價值，值得顧客投入時間，溝通的本身不是目

的，也非用來推銷產品。有些溝通以建立關係為考量，無任何回饋或交易目的，

因未牽涉利益關係，故有較高的認知價值，且顧客感受到的為情緒價值。良好的

行銷溝通策略，可為企業奠立重要的資產，知識的智慧資本與心理的情緒資本，

經由管理感覺、信念、認知和價值觀等隱性資源所構成，驅動企業組織前進。 

 

在行銷中會結合情緒與情感為基礎的體驗型經濟，與知識和理智為基本的顧客關

係管理。企業的品牌價值和商譽為外在的情緒資本，內在的情緒資本則為員工的

感受與價值信念；對員工的作為、公司的產品及提供的服務產生影響，員工以分

享知識為優先。當企業內外部的資訊可無阻礙的流通，資訊方才具有價值，溝通

工具(Communications)與溝通(Communication)在英文上只差一個字母，但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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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卻差異甚大。 

 

員工的流動率牽涉到企業的情緒資本累積，資誠會計公司定義所謂的 K 因素，

來瞭解新進與離職的員工佔企業總員工人數的比例，而其高低會影響企業的成長

(Fritz，1999)。企業為一群人的組合，無論所屬產業別為何，其服務與產品都有

情緒交織於其中；需專注於正向的思考方式如熱情、愉悅與信任等，而非如畏懼、

冷漠或自私等負向情緒，企業本身會反應出企業文化的各種情緒面向。企業期待

藉由控制員工正面情緒、感覺與人格特質，來展現其性格，若能充分掌握員工的

情緒與理智的企業，便能發揮出擁有熱忱與執著等情緒的企業性格，對顧客關係

為重要的影響力。 

 

企業的情緒資本主要展現在商譽與品牌，內部的品牌是提供管道，讓顧客與供應

商明瞭企業如何看待自我的產業和環境。企業的內部使用不同的流程與溝通方式

完成情緒組合，勝過所謂傳統的行銷組合。上述兩種方式的組合是考量目標、企

業與顧客成果，情緒行銷是在兩層次吸引顧客；智慧層次即顧客是否瞭解產品的

品質及特性；情緒層次為顧客對產品的感覺，此類行銷對內部較困難，當中存在

實體和情緒上的束缚。 

 

企業員工為薪資所得做事，而非如外部顧客有自由選擇企業的權利。Hammel 與

Prahara 曾言：企業高層有責任去影響員工，使其為更高的目標，而非為薪水工

作。情緒和智慧賴以建立的基礎，需超越員工對利益所得的期待，培育企業的創

新，穿越未知的智慧資本，以克服創新的恐懼及冷漠的情緒資本。基於個人的知

識約有三年的半衰期，Ford 公司同意員工接受和本身工作不相關的訓練。員工

的學習態度的改善，金錢為獎勵具體的誘因，肯定則是對達成任務的情緒鼓勵。

情緒方面的需要可帶動員工的士氣與認同，當員工想要較佳的溝通時，實際上會

說不是溝通的問題，而是想知道現階段為何種狀況並希望能參與。 

 

雖然溝通會造成壓力，產生對健康及工作意願、士氣和能力構成障礙，誠如 Body 

Shop 的創始人 Anita Roddick 認為溝通為事業的原動力，無論對事件多在意或深

信不疑，若無法表達也是徒然。需將溝通的誘因當成胡蘿蔔，將員工推向其不想



 24 
 

去之處。溝通行銷是以尊重為主體，在溝通中說話內容只占 7%，溝通的效果 38%

取決於語氣、速度與音調，肢體語言占 55%(White and Wright，2002)。組織內外

縱向或橫向溝通時，是與顧客及供應商建立關係流程的動力，來源是品質，但動

力則是來自行銷。傳統上述兩者之間的關係為對立，3M 稱此種關係為「蝴蝶領

結」，以企業內兩個組織的接觸點為支撐點，通常是業務與採購部門的來往，兩

者處於微妙的動態平衡。顧客採購部門讓供應商降低成本，後者以產品價格和交

貨速度為議價。 

 

現代產業的星系模式，讓企業各個部門隨顧客而起舞，底部相連的三角形會形成

一個鑽石形狀，持續到久遠，製造商與供應商建立合作的夥伴關係，並與終端顧

客形成橫向關係行銷。改變企業行銷文化前，先改變流程及溝通方式，需考量員

工的言行，而非其想法或觀念，特別是認同企業內部員工對顧客有強大影響力的

過程。新的行銷策略讓產品及服務成為顧客的認知，品牌策略則超越以往著重媒

體聲量佔有率(Share of Voice)改為心理佔有率(Share of Mind)。 

 

從行銷的時間表觀察可發覺，1950 至 60 年代為產品經濟的告知傳播，1960 至

70 年代是流通及銷售主導的行銷販售模式，1970 至 80 年代是品質和大眾行銷的

購買行為；1980 至 90 年代為顧客服務與分重行銷的認同感受，1990 年代則為關

係行銷的朋友方式，1990 至 2000 以後是單一顧客的摯友關係。以思考全球化，

行動地方化，注重內外部的溝通(Kotler, Jain and Maesincee，2002)。企業與員工

關係的未來，視彼此溝通的方式而定，以員工為內部顧客，將此觀念轉化成內部

行銷。故企業溝通的目的是為增加智慧和情緒資本，內部溝通與行銷只為讓員工

知道更多，並利用其知識來增進企業價值；若內部溝通效率不佳時，將無法獲得

加乘的效果。 

 

企業若要員工來改進經營成效，首要從改善其理智和感情的方法，發展出策略來

處理關係和目標市場。同時運用新的內部溝通和行銷策略，引進新的流程來教育

創新觀念，改變企業組織文化；做正確的事，而非正確的做事，以創新的方法或

工具建立智慧資產與品牌。未經情緒溝通前，企業認為員工的期待為良好的待

遇、工作條件、休假制度及未來前景，而其實際需求卻是領導、訓練及發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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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溝通，期待主管的清晰的領導。因真正的領導需提供未來的願景，良好運作

的價值體系與正確方向的能力。 

 

溝通品質與情緒行銷代表相同的事物，就是讓內外部的顧客感到滿意，以增強顧

客的忠誠度及維持穩固的關係。企業主管需知道除棍子及胡蘿蔔外，影響員工的

因素會隨外在環境而改變，在達到目標的路上會出現不同的障礙；當原來的動力

不能作用時，需靠熱情使主管達到目標。在不景氣時，最不被重視的是顧客的聲

音，此時企業設法銷售產品，而非生產產品。淘汰的企業，把焦點放在產品，而

非流程上，竭力保存既有的核心能力。故企業要維持成功，需保有創新之流

(Innovation Streams)，長期有系統的進行各種不同類型的創新，此創新流的方向

往往與企業的慣性作用力相反，刺激企業具有警覺之心。 

 

第四節 創新 

企業主管若想現在或未來皆能勝出，需不斷提昇核心競爭能力，包含策略、組織、

員工、文化及流程之間的配合，也需知曉何時發動革命性創新與組織變革。當競

爭者在服務、產品品質與創新等三方面互相競逐時，具體的策略是提供優良的產

品或服務、區隔目標市場或顧客、設定科技選擇和競爭時機。好的策略與目標是

以執行能力來吸引；而好的願景，則以情緒能力來感動，主管需正確分析面臨的

競爭機會與威脅，及評估自我的強項與弱點。若評估不正確，最佳採取的方式為

保持策略彈性，使公司能針對外在環境變化，迅速進行調適。 

 

高科技與傳統產業之間的差別在於從主導性設計開發到替代產品的推出，時間的

長短會因科技層次難易而有所差別，從創新的觀點來看，在產品生命週期的 S

曲線中，包含不同的創新要求，伴隨發酵期而來的為破壞式的創新；從基本流程

創新衍生的是支配性設計，與漸進變化期產生的則為漸進式的創新。於創新的世

紀中，專業經理者所面對的挑戰，為創造出高度分工同時也是高度整合的企業，

需要有能夠打動人心的願景，建立具有多元化的團隊與健全的流程。創新力強的

企業，高層同儕展現出同質性，層級低的團隊則具異質性，且會帶來創意。無卓

越的企業，但有卓越的經理者，明白運用社會控制和多元文化來建立團隊。 

 



 26 
 

誠如美國大發明家 Thomas Edison 所說：想創新就需豐富的想像力及一大堆垃

圾。若企業想把創新變成常態，而非突發事件，就需改善其在管理或決策方面根

深蒂固的觀念；並適時利用舊觀念探索新產業，如擴散現有知識的多樣性與用新

觀點看待舊流程。Robert Sutton 提出企業需雇用異質性的員工來達到破壞性的創

新方式，如企業組織規則學習慢的員工，因企業規則代表其知識與信仰、歷史記

憶和流程慣例。若新進員工只為現有內部員工所好，則只是在增加現有員工的複

製品(Sutton，2001)。 

 

在符合企業所需的合格者中，需優先考量具有多項技能者，以協助企業未來開發

新的領域。破壞性的衝突指爭辯純粹因為彼此厭惡及過去的心結，建設性衝突卻

是純就觀念和理性之爭，不涉及私人恩怨或意氣用事，為任務或智慧的衝突。美

國 IDEO 公司的 Tom Kelley 解釋創新的要訣為失敗、另類立場思考、袖手旁觀、

不拘小節與愚蠢，寧願事後請求原諒，不要事先請求准許。 

 

Shakespeare 言道：世界是一座舞台。但如果期望企業能於顧客面前呈現精湛演

技，有些員工需遠離舞台的聚光燈，從事後台的工作和製作新穎的道具。聘僱不

同產業與職務的員工，可利用其他領域的專長幫助自我以全新的角度檢視問題。

核心能力經常轉變為核心僵化的現象，稱之為成功的矛盾。Silicon Valley 的公司

興盛的原因在於員工願意分享其觀念與知識，藉此解決技術上的難題外，此為創

新的泉源，發酵於企業內外。 

 

企業在思考事物的替代方案和牽涉不同意見時，會將努力誤用在協調和控制，而

為達到完美的程度，也會以僵硬制度絆住有理想的創意員工。當創新來自於原始

產能不足或內部資源無法滿足時，或因前置時間過長或反應不及而需外包，或需

核心能力以外的專業能力。IDEO 公司利用五個步驟來為員工確認創新的方式是

否可行(Kelley，2001)： 

1. 認清市場、顧客或技術等限制 

2. 觀察顧客是否樂意接受目前的產品 

3. 將此潛在概念與產品視覺化 

4. 短時之內不斷地評估與改進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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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行新概念商品化上市 

創新的最大障礙是企業的心態，Regis McKenna 定義出 Fear、Uncertainty 與 Doubt

為企業阻礙創新的因素。企業與員工需使用簡單的設計，清楚易懂的指示，讓顧

客能達到目的地，故需以動態而非靜態來思考企業的創新產品(McKenna，2002)。 

 

不連續式的創新大都是新產品的服務或處理方式，非單獨的突破創新模式的限

制，而是進入尚未探索的領域。創意高層需明白如何創造真實或虛擬空間，讓靈

感豐富的員工在未知的領域中自由的發現，產生各種可行的想法，充滿創意熱情

與臨機應變的態度將不可能化為可能(Scharge，2000)。員工會以為顧客比較明瞭

未來產品的需求，競爭者有更好的成功模式。受此錯誤觀感的影響，使內部的創

新隨外在環境資訊而不確定。 

 

創新來自想法的連結與整合，員工期望用自我的經驗、感覺、情緒及認知連結時，

便能產生新的思路模式。將不同的觀念合併為新觀念，有創意的員工與組織建構

成創意的企業文化，使訊息及想法暢行無阻，反應速度將是企業的核心優勢。有

創新能力的員工，在意的是如何提升資源與溝通品質，將知識與回饋的流動做更

佳的耦合，產生更大的力量。顧客關係的本質，決定資源是否能夠在供應鏈中流

動，組織及員工對顧客的意見接受度與交流是否容易。當經驗的來源愈多元化，

廣度與深度的視野就愈寬廣，無論是廣角鏡、望遠鏡或放大鏡，每種鏡片只能讓

某種程度的光線通過，然後於意識底片上製造出不同影像。 

 

創新的真義不在遵循既定規則，而是努力挑戰更改此規則，原型或模擬為利用科

技創造重要的實驗。就本質而言，原型的目的是創造或發現選擇，最佳原型是那

些實驗結果最有用。重要的原型可被視為是創造及交換經濟價值的替代市場，

Shell 石油公司在考量創新策略行動時，需提出不同的情境與分析對未來的預

測，以最少時間內檢驗最多可能性模型。 

 

企業組織的經營非依賴一堆資料，原型的力量在模擬中，改變行為所隱含的不利

後果，產生新的供應鏈關係，使關鍵元件的供應商取得主導，進而取代裝配廠商

負責模組設計規則的制定。創新的產品及服務不會因不佳的設計或製造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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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主因來自於顧客無法知道產品的附加價值。故新產品需能有競爭的價格，

向顧客提供其等待許久的解答，而企業需能獲得利潤來產出此產品，稱為創造性

的破壞。 

 

技術的 S 曲線在解釋市場中的欲進入者缺乏低成本的經濟規模，但相對無任何心

理上及經濟上的負擔，能夠阻礙其去掌握新的市場契機。於技術斷層期獲得優勢

者是市場中的攻擊者，而非防禦者。Winston Churchill 曾言：對過往回顧愈久遠

者，就愈能洞悉更長遠的未來。企業的基礎在連續性的假設，其焦點在運作，而

資本市場的基礎在於不連續性，重點在於創造與破壞，市場的機制有助於快速廣

泛的創造以建立更多的財富。企業流程的建立需能同時處理營運與創造性破壞的

速度，管理的對象及時機是在必須時進行，而非能夠時進行。利用溝通、觀察與

反省等相異性思考的能力，設法及早提出適當的問題，以便用更巧妙的方式加以

應對處理，藉以刺激員工提出適當的問題，而非直接對員工行為進行限制。 

 

當受外界影響，而使改變的速度增加，致使錯誤預測也會相對地提高。員工處於

複雜環境時，通常思考判斷會回到原點，採取不需考慮時間與結果等問題的直覺

對應，致使績效表現低落。如同英國心理學家 Kenneth Craik 所闡述的心智模式，

指人的有機體將外在真實環境的行為縮小至模型放入腦中，運用過去的經驗來面

對未來的處境，在透過簡化下的運作，會使行為受限而產生不當的措施；若訊息

獲得錯誤，執行後便會產生錯誤的結果(Kotter and Cohen，2002)。 

 

企業要增加對市場資訊與應變的機制，除既有的經營模式外，需結合創造性破壞

的創新與溝通。傳統式企業任務的運作是由許多細節所組成，需確實的執行至工

作完成；創新式企業的執行是重視正確的想法及從事正確的事情。執行中創新為

完全獨立，技術性工作是指專業性的認知，為權利的行使；而創新性工作屬於適

應性是一種探索性的行為，也是連專業者不知解答的工作。 

 

企業於創新時，需知道市場改變的方向，要具備如此的洞察力，明瞭未來顧客的

需求、產品發展、供應鏈能力與限制。企業高層若無法預測未來顧客的需求模式，

將會誤判競爭者對顧客需求產生的行動及低估競爭者聚集的力量，致使商品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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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誤而退出市場競爭。Merrill Lynch 投資策略師 Richard Bernstein 言道：當決

策者認為已達目標時，若可能獲利會選擇風險較低的行動，而可能損失會選擇風

險較高的。當發現落後目標時，則會冒較大的風險；當企業慢慢接近終點時，愈

會重複先前的行動而不願冒險；當發現其超前目標時，會傾向冒更大的風險。 

 

第五節 知識創新及其管理 

產業的兩種管理模式為傳統的分析管理(Analytical)與適合多變且難以預測的詮

釋管理(Interpretive)，當不確定性因素擴大時，後者的比重隨之增加。企業進入

穩定成長時，會採取兩者替換的方式，包含在具有資源下所採取的策略及市場上

有獲利的機會。經理者會不斷地對企業核心能力提出考量，並跳脫其能力範圍，

傳統與價值的創新會發生於(Nicholson，2000)： 

1. 傳統者視產業狀況為合理現象，以既定策略為執行標的，價值創新者則不然，

隨時考量外部傳遞回來的訊息，作為修正目標的動力。 

2. 傳統者讓競爭者先訂定其策略的方針，將本身的優勢與競爭者相較以聚焦於

強項，價值創新者尋求價值上的大躍進以主導市場。 

3. 傳統者著重於市場區隔，專注在客制化的方式，價值創新者將目標放在大部

分買者而願意失去已存在的顧客。 

4. 傳統者考慮既有的資源與能力，專注於現有市場與顧客服務，價值創新者思

考新進市場該如何進入。 

5. 產業傳統的範圍決定本身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目標在提高此產品服務的價

值，價值創新者所想是要為顧客解決問題，使企業需跨越產業疆界。 

 

Peter Drucker 於未來管理定下明日企業的兩項規則，便是將工作往人所在處遷

移，而非讓人往工作所在處移動及將無機會升遷至相當地位的管理和專業工作。

因本世紀已有能力快速又廉價地移動概念與資訊，財富的來源不是購買力或勞動

力而是知識，將知識應用到工作稱為生產力，當應用在不同的工作上則為創新

(Drucker，2002)。在知識經濟行銷上的教訓是攏絡顧客方法已過時，需親身觀察

市場而非問卷的方式來調整與界定市場的角色。 

 

有效的觀察與研發創新是當損益平衡時，新產品、程序或服務會為競爭者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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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需隨時提高目標，淘汰企業本身的產品。為避免讓競爭者超越需有實務的方

法，產品短期的成果是長期開發的過程，產品、程序、服務和計畫則需有組織地

創新；若想獲得成果，將無研發或應用之分，創新需包含改善與管理演進，如製

造般的加以分析。 

 

傳統的想法認為企業的責任是服務股東、顧客與員工，且創造三者共同的利益；

但企業為永續發展需將供應商納入，有責任為供應鏈的夥伴創造雙贏的環境。推

式行銷將會被信任式行銷所取代，首要是需與顧客坦誠分享資訊，站在顧客的立

場思考，不排除需介紹競爭者的產品給顧客，以證明傳遞的真實價值。當供需雙

方資訊不對稱時，使不合格的供應商可對顧客提供不正確的訊息，在網路的普及

應用下，有更多的通路可供選擇。多元的資訊可做分析和比較，使供應商與顧客

輕鬆評估與執行交易。而傳統式的行銷企圖隔絕顧客的資訊，從每個顧客上獲取

最大的剩餘價值；而以信任為基礎的行銷方式，認為員工應充分被授權，顧客具

有最終行銷決策的創意及能力。 

 

企業管理者需透過公開與負責的態度，保有和顧客、供應商及員工的信賴，也需

改造企業與市場的產品和技術發展，來面對三者關係的複雜化。Boeing 公司 CEO 

Philips Condit 認為：有效及完整管理創新流程，須具備的管理與組織設計的變

革，未來的組織將是一種網路的非層級組織。在員工是資產或資源的考量下，未

來的工作體系會由製造模式轉變為知識導向；企業充滿彈性及創意，員工必須形

成團隊合作，以專案導向為主的多元化工作型態。讓員工應用與外顯其知識與專

業，才能達成超乎預期的結果，以提昇組織的績效、思考的層次及員工的熱誠。 

 

創新即是在建立新領域的工作能力，企業需持續的投入資源與高層的專注，工作

的創新需要員工的信任為基礎，但主管的替換、工作的委外及裁員會減低員工的

信任。企業知識的建立為一種社會過程，包含難以紀錄的智慧及個人經驗的交

流，科技本身無法產生分享知識的環境，想要有效使用科技，便需提倡促進知識

分享與智慧型工作的策略、流程與文化。科技或模式的延續與否，取決於其影響

層面的變化與用途，科技的進展能在商業上成功應用，需整合為耦合式科技或產

品組合。企業主管的領導力為多元化的能力，在不同層級發揮個人與集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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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而能力是由企業願景所建構而成。包含認同的能力與創造力，需要企業組織

內組成員工的努力、關心及熱情，此為未來創新組織管理的精神。 

 

Nobel 經濟學獎得主 Ronald Coase 言道：組織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市場失靈，而管

理則是實踐組織機制關鍵的手段。Peter Drucker 則言：企業像是一場不必花什麼

心思的投機遊戲，任何一隻驢子只要夠無情無義，便可贏得這遊戲。價值創造是

管理最有驅動力的原則與責任，其說明員工心態上重要的轉變。員工在意的是投

入的工作資源，而企業管理的是產出與成效，重要的是讓顧客感受到產品是超過

期望。產品的實用性、品質與服務等無形價值為顧客所界定，其不隨外在而變化，

企業只是達成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 

 

管理的主要責任讓員工感覺其關心重點在外部關係，企業若將重心放於內部營

運，則成為製造心態專注於生產的產品及方法，故應改為行銷心態從顧客的角度

由外而內的思考事情。銷售與行銷的差別，前者在說服顧客購買已生產的任何事

物；後者則是瞭解顧客重視的需要。顧客看重買到事物的選擇性與公平性，若企

業無差異化的策略，或許仍可創造出價值使競爭者無法提高價格，讓顧客獲得大

部分的價值，而企業則無法獲利。 

 

企業組織會描繪出如何劃分成細小的單位，及各單位間的關係，組織的權力結構

會決定何人可制定何種決定與內部的規則。策略為動態的，故組織需要有彈性。

當產品生產在企業的內部進行較便宜時，組織就會變得較為龐大；當在外部的供

應鏈市場進行較便宜時，組織則會縮減或維持小規模，故最佳的管理是讓企業的

目標具體化。在所有的管理原則中，此原則能凝聚員工朝相同目標而努力，管理

工作要求的除專業知識及創見外，需包含視野與情緒來處理人際溝通的複雜性與

顧客反應的不確定性，加上領導者分析的能力、同理心、熱誠及耐心。 

 

同理心是學習由外而內觀察他人感受，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且能有效地與他人

合作。要接受自我能力及知識的有限，並從顧客的角度看產品以創造價值，從競

爭對手的觀點來擬定行銷策略。好的談判者是站在對方的立場思考，企業管理類

似談判，單靠主管的傾聽並不足，需去揣摩顧客與競爭者的思路。而尊重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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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與協調的溝通模式，讓出發點及認同觀念相異的員工結合成團隊，管理是取

捨的藝術用來選出最適合企業願景的路徑。 

 

美國歷史學家及 Pulitzer 獎 David McCullough 曾言：歷史上沒有任何一成不變或

必然的事，儘管歷史是過去，但創造歷史的人卻仍活在困惑的當下。其冒險事蹟

絕不是必然的結果，最後很可能會是截然不同的結局。員工追尋知識，期望能獲

得協助來完成工作；當面對不確定的抉擇時，最受員工青睞的便是知識。員工不

會在無回報下將所擁有的事物奉獻給企業，其思想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也是最

僵化的。雖然其直覺有無窮的潛力，同時也會沉淪於不具生產力的例行公事。

Canon 總裁 R. Kaka 曾說：高層管理人員的角色，需灌輸員工危機意識，並能夠

高瞻遠矚。企業需要員工具有隨時上陣的資源與吸收力，透過新的方式加以連

結；如果員工顯示其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企業需優先培養讓員工面對性質相異的

知識來彌補其有限。 

 

明確的知識能力是指設計的專業或實驗的能力，而隱性的知識能力則是抽象的思

考或推理的邏輯。企業的動態系統是指能協助主管瞭解與改善某特定領域的管理

模式，當制度、員工與工作執掌均處於穩定狀態時，管理的預測模型能發揮很大

的功能。至於專家知識系統是以企業經驗為主體的模式，組織為能掌握或是模擬

員工知識，而將此知識轉移到系統當中。速度及深度是主管在判斷企業利用知識

資產的效率時所關切的，企業所要專注的是多快能將知識配置到能發揮價值之

處，與知識資產到達需要處後，還剩下的價值。 

 

企業知識的累積，需透過員工與資訊科技充分結合，而在分享的企業文化下達到

乘數的效果。企業於競爭壓力下，也需找出可維繫的優勢，以期在所處的環境中

有卓越的表現，故企業與員工所具備的知識是企業運作的核心。企業的焦點應放

在知道的事情上，也是指智慧資本而非所擁有的有形資產上；而當員工的知識停

止演進時，便成為主見及規則，透過以往的經驗及專業知識的直覺來做決策。雖

然科技的進步改變競爭模式，但任何企業終能取得同樣的技術，企業不可能擁有

無法超越的科技，故無法由科技來維繫競爭優勢。成功的企業並非只顯現附加價

值，而是能重新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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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經濟時代的員工將具有自主性，可以因為對企業不能認同而請辭。員工財富

的金字塔，需改變取得專業能力的方式，此時想要成功，基本的專業知識愈多且

變化愈快。由於新科技快速改變，員工與主管需依賴訓練來養成專業，在網路經

濟體系內。企業可於當地獲得最廉價的員工，員工的薪資非取決於其所處的環

境，而是其專業知識。當特定的資訊於企業內擴散時，員工需要相關知識與該領

域專業化的經驗，產業專業化的程度愈高，愈需要專家的參與。員工努力瞭解所

屬的領域，將發覺有更多未學習之處，若企業能提供環境維持員工的學習態度，

將會產生創造、取得與傳遞知識的系統。並且配合此新知識系統而改變企業行

為，若未配合調整工作方式，員工只空有想法卻未能創造真正的改變。建立知識

管理的目的是運用合理的推論而非靠預測來分析問題，員工判斷事物要根據資訊

而非假設，綜合整理資料及推論時，使用實驗來驗證過去學習中的經驗。 

 

用分析、邏輯及直線思考的方法來界定並解決問題，此為左腦式思考；而右腦式

思考是用直覺、價值判斷和非線性的方式，員工在選擇企業時最能發揮此特色，

其工作經驗又加強其對此方式的選擇。當新產品是整合不同零件而組成的系統，

並非獨立與片段時，創新計畫要靠具有不同觀點與對事物思考不同的員工互相合

作。企業面對的專業能力及社會需求的變化甚大，超過自然演化的步調，如想從

創新中獲得成功，需重新思考創新於組織中擴散的方式，讓企業內員工達成共識。 

 

因未來的競爭優勢並非只是將產品銷售給顧客，而是根據未來的需求與顧客共同

合作開發新的應用，不同於企業的有形資產，與顧客共創的智慧資產愈使用愈

佳，此專業智慧包含文化的認知(Know What)、創新的技能(Know How)、知識的

運用(Know Why)與自發的創意(Care Why)。需利用槓桿企業的智慧資產，採用經

驗組織網路的方法，成為企業的知識領導者(Champy，2002)。 

 

第六節 領導 

合作與溝通佳的企業團隊的代表的是較多的訊息，較少的噪音；如果主管只靠負

面的情緒引發員工共鳴，人才將會迅速流失。傾聽或尊重員工讓主管遵循 EQ 的

四個流程自我察覺(自信與自我評估)、自我管理(自制與適應力)、社交察覺(同理

心與服務)及人際關係管理(衝突管理與影響力)。展現對員工真正開放自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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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信念與熱情，讓主管自然散發出值得信任的感覺。如同法國 Napoleon 所言：

領導者負責處理希望。其挑戰在於探索內心深處，找到希望的源頭，才能激發並

表達個人最佳的自我形象，且產生共同的理想，朝同樣方向前進(Goleman, 

Boyatzis and Mckee，2002)。 

 

而企業的領導變革最根本在改變員工的行為，員工贊同改變，但不願被改變，需

從感受到改變，而非想法到改變。員工的熱情與投入是主管所依賴的，但其所受

的教育以分析和思考方式為主，只將感覺視為柔性訴求，若主管以模糊的方式溝

通，將讓情緒為障礙。當企業於動態市場經營時，訂定的願景需有效率與創新，

企業產生何種的改變，影響顧客對企業產生的觀感。溝通的失敗來自企業無明確

性，成功的原因則是維持管道的暢通，給予足夠的資源來完成變革，Albert 

Schweitzer 言道：實例是影響他人的唯一要項。 

 

對科技的領導瞭解得愈多，就愈能發現有些主管較善於技術方面的管理，並將之

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優勢，故企業策略明白的將科技功能的管理及經營模式相結

合。不同產品的競爭策略，會導致不同的領導文化，因策略的執行與形成是屬於

配合企業的能力、經驗與競爭的改變而進行的過程。此進化會與動態的產品發展

過程交互影響，主管會為企業策略的推力或顧客市場的拉力所驅動。常用的有分

析性與經驗性的模式，前者的決策是由預測模式的架構下所產生；後者是從邊做

邊學的經驗中來學習。 

 

不論企業產品為高價位或低價位市場，持續成長的主要障礙絕不是缺乏機會，而

是企業領導者缺乏就技術找出新機會的意願，或將資源整合的洞察力。策略的錯

誤會因領導者高估特定資產與能力的可轉移性，與多樣化經營所犯的錯誤，在未

考慮其特殊競爭力，使企業失去優勢。企業需藉由多元化事業的分配與協調整

合，建立創造價值的方法。資源是無法單獨評估，因其價值是在與市場力量互動

中決定，對特定產業或時間有價值的資源在不同產業或時代，或許不再具有相同

的價值。 

 

競爭優勢的關鍵在於公司選擇何種產業競爭，如何競爭屬於執行力的貫徹，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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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的競爭需考量商品化的時間而非研發的成果。因在動態的環境中，企業策

略需隨著外在刺激而變化，競爭成為資源快速移動的能力，要成功取決於市場趨

勢的預測，並對顧客需求的改變做出即時的反應。策略強調的不是企業的產品或

市場上的結構，而是企業經營的過程與方法，成功的企業是將前者內化為核心能

力展現給顧客，高層執行者的投入扮演重要的推手。 

 

而企業唯一的競爭優勢，將取決於領導者適應環境比競爭者更快，若能持續要求

領導者修正其價值觀的企業，將成為產業成功的標的。連續式的創新競爭保持一

個改進現有功能的速率，是顧客原有就認同的路徑，而破壞式的創新會為顧客帶

來的另類思考。 

 

企業組織為使創新想法制度化，而建立由上到下的流程，對員工創造力會產生負

面效應，領導者應學習在制度及模糊的分野中平衡。若企業有太多的合作會限制

變化的彈性，而太少也會減少整合的機會，合作機會的出現可使用腦力激盪來獲

得可能的合作方式。領導者會注重效果而非效率，也就是在乎做正確事而非做事

正確，而管理者則相反。故領導者往往成為自戀狂，相信自我的願景，但管理者

則是執著狂(Maccoby，2003)。 

 

領導者效率會受到其敏銳觀察力的影響，管理需兼顧智慧與洞察兩面並取得均

衡，因管理處理的是複雜狀況，而領導則是面對情境的變動。成功的企業不會等

待優秀的領導者出現，而是培育具有領導潛力的員工，使其成為新產品開發的領

導者。加上長期的計畫會耗費許多資源，當有意外情形出現時，便需修正計畫；

雖然在變動的環境中，改變成為常態，仍為企業額外的負擔。企業領導者需經過

多年經驗的累積，形成人格特質的基礎，此為決斷事物時所需的要素。包含商場

實戰的功夫與供應鏈的人際關係，在企業內適應組織與發揮同理心的能力；前者

為找出關鍵與確認問題方向的能力；而後者的同理心不僅止於關懷員工，也是接

受情緒回饋，並讓員工在工作中產生意義的動力。 

 

管理便是過濾企業所接收或釋放的訊息，領導者所參與的每件事物均傳遞出訊

息，創新的典範管理就是管理其情緒，重點不在於員工是否產生負面情緒，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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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如何溝通與瞭解。若期望改變企業態度，便需瞭解變革只能治標不能治本。

企業需要的不是改變員工或現況，而是在創造員工面對意外的正向情緒，蝴蝶不

是改良過的毛蟲，是完全不一樣的。捷克共和國前總統 Vaclav Havel 的名言：當

人們所言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時，便是腐敗的開始，冷嘲熱諷的風氣也是由

此展開。 

 

領導者的尊敬大都來自其個性謙虛和堅持，大問題持續以小努力來解決。Albert 

Schweitzer 曾言：人類追求理想的決心，只有小部分是為人所知，其餘為處理許

多瑣事，而此瑣事的總合，比那些公眾表彰人所做的事困難甚多。故默默領導者

會留在工作上解決問題，當承擔風險和不確定任務前，需知曉有多少資源可利

用；前者為員工心中的感覺所形成的信任與關係(Badaracco，2002)。 

 

當知識爆炸，經驗貶值的時代來臨時，跨領域知識整合的情形愈來愈頻繁，許多

的專業知識，被運用在簡單的問題上，發展的過程驅動員工向前進。在此困難紛

擾的狀況下，首要需考量是做正確的事情，領導者試著尋找規避僵化制度的方

法，並非打破成規，是在協調疏離的兩造間搭建溝通的管道。企業對知識的累積

是一種責任的行為，當發生的問題趨向複雜與技術性時，需依賴專業知識，詢問

正確的專家給予正確的模式，方可作成組織未來的選擇、承諾及行動。 

 

從掌握競爭對手的威脅，可預見市場的變化，利用創新方式來增加學習曲線的跳

躍，並適時推出新的產品及溝通團隊。此時領導者將具備策略執行與情緒智慧，

前者指對內能夠與個性互補的員工合作，對外能和增加價值的企業整合。其並不

著重於領導者的人際關係，或是與人的溝通，偏重於領導者系統思考的能力，依

據目前及未來的市場趨勢擬出願景與方向。情緒智慧主要的目的是產生共同認知

來處理問題，但有可能只是個人想法。EQ 只能讓企業環境存在較多的人性面，

但無法保證會建立有利於員工的制度，其缺點在不了解個人特質的差異，應適應

所處的環境，擁有接納的胸懷，點燃員工的熱情。 

 

Jack Welch 曾言：事業是一種嗅覺、感覺及觸覺。直覺並非無理性的分析，良好

的直覺來自對事物深刻的瞭解與經驗，如同領導所強調的預測、協力及行動，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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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顧客、員工、供應商或任何與企業有往來的關係者。其基本動機是追求最大

的價值，也是獲得其付出的代價應得的回報。顧客期望的不是產品或服務，而是

其帶來的效用及取得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故顧客關係管理在給予顧客對可靠性、

即時性、同理心與實質性的維繫。與前述 Abraham H. Maslow 認為顧客依序漸進

的需要為正確性(企業有能力做到顧客的承諾)、可得性(便利、管道與即時)到夥

伴關係具有異曲同工的闡釋(Wayland and Cole，1997)。 

 

第七節 組織的創新與願景 

成長不僅代表一個變形蟲可成功地適應環境的挑戰，也需要針對此新生命的特

性，訂定新的營運模式與架構，否則其會被其自我的成長所限制。當組織的策略

已不合時宜時，領導者應思考現有對市場及核心競爭力的策略是否脫節，而使企

業產生慣性的原因，是堅持企業在不顧外在刺激與顧客反應均不可改變其核心事

業。但若破壞現有企業成功的模式時，會有兩項考量，首先在試圖改變時，領導

者需毀壞良好流程中重要的能力；其次是過大的改變會摧毀多年建立的關係，使

客戶、供應商與員工感到疑惑與不安。 

 

故領導者的主要職責是選擇、決斷及信守諾言，需要衡諸情勢做轉型的規劃，擊

退競爭者的滲透，累積企業智慧與情緒資源，吸引供應鏈的夥伴合作，說服顧客

參與及鼓舞員工士氣。領導者易產生行動慣性的迷思，受其自滿心態的作祟或是

企業資源不足，也可能是落入成功的陷阱，會喜好沿用過去模式來應付不可知的

未來，此時需重新思考當初對員工或客戶所界定的承諾。基本上此承諾應包含一

個共識的策略架構模型，領導者與員工透過此模型接納外在的回饋與完成組織內

在的流程，妥善的運用資源；而有耐久性會對未來產生影響力，有專業化能應用

到不同的策略。  

 

企業經營與市場法則變得漸行漸遠，主因市場運作法則已變為創造與破壞，只有

能夠快速創造產品經營，才能趕上市場變化的速度。成功的方式需設計專注而明

確的策略，無論其為低成本競爭或推出差異化產品，需定義明確並與關係者清楚

溝通，讓員工、顧客、合作夥伴與投資者充分了解，企業的營運執行，無法做到

滿足所有顧客的歡心，但至少絕不讓主要顧客失望。建立績效導向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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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表現優異的員工，最重要的是不要讓無能的員工成為組織的負擔，維持迅

速、彈性與扁平的組織與留住優秀及尋覓人才，領導者需專注經營企業，創造能

改變此產業的創新與透過合作來成長。 

 

如同 HP Law 所闡釋：一家企業的成長速度一直高於延攬人才的速度時，就不可

能成為一家卓越的企業。成功的領導者不只是關心顧客及競爭者的動向，也需觀

察相關行業的情況，當企業察覺競爭對手策略將產生變化，或是核心產品即將成

為商品化時，便是轉折點的來臨。部份企業會跨入新的業務以增加整體的營收，

但易減少企業對其核心價值的投入和資源，形成整體產品線的衰退，故企業需在

既有核心業務的成長力退步前，培養另一個成長性的業務，以維持成功的優勢，

在 GE 所強調擁有核心事業競爭力，並非表示企業可成頂尖企業，但若無法成為

最佳時，需放棄此核心事業。 

 

企業若無規劃的擴張，組織架構容易反應遲鈍與缺乏彈性，也會失去活力和主動

創造精神，當規模過於龐大及內部組織複雜化，將耗用過多資源於維持現況而非

創造價值。Charles Handy 曾言：所謂的大公司是要變成一把大傘，傘下有各自

獨立自主的創業團隊，彼此基於自願基礎交互往來及支持，而非聽命及接受指

揮，以信任取代權威及監督。組織的事業部單位化可擁有決策快速、溝通容易、

與顧客保持密切關係、員工能力多功能性和固定支出成本低等優勢，故 GE 前總

裁 Jack Welch 會想盡辦法要在龐大的企業體系中納入小企業的精神及速度。 

 

企業組織需展現員工創造價值的團隊能力、行銷及管理，同時管理體系需能保證

其於一段期間內的方向正確，當此要素成為組織的 DNA，無論企業為何種形式，

均可長期避開僵化。企業應考量競合的態度，也是與業界廠商既合作又競爭，如

要建立此種關係需有健康的思想，明瞭企業目前在何處，想往何處去，非單獨想

獲取合作夥伴的利益。良好的策略，最困難的是做客觀與合理的分析，企業會養

成一股封閉思路，自以為較競爭者優秀，領導者也鼓勵員工的忠誠度及以組織為

榮，但易阻礙員工深入了解競爭者，當員工擁有自由意志和決定的環境中，有能

力做選擇及決斷，去思考並運用企業的資源，為最多的人創造效益時，任何問題

均可在此積極投入下而解決，高層的執行力方可在企業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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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執行是指深入基層實際做事，此為高效能企業領導者最不擅長的技能，故策

略若與競爭者差異較大時，其風險將會提高，因業界有其熟知的經營模式、清晰

的顧客需求與競爭環境下的規章，在短期內無法改變(Bossidy and Charan，

2002)。執行要想取得效果，企業須具備優異的營運流程、策略明確及高績效導

向的企業文化，表現不凡的企業非靠管理得來，而是靠領導獲得，也不可靠組織

規定獲得良好的表現。只有積極付出的員工，方能將企業的成長動力推升高於業

界水準，創新領導者追求情緒溝通，持續與員工互動且獲取信任，尊重員工的知

識與智慧，不願假手他人去傳達訊息，故領導者展現出的熱情，不能取代優異的

策略、人才或執行，其只能像是電流，驅動一部運轉良好的機器，使其保持最佳

的狀態。 

 

執行並非把事情完成便好，需了解企業問題所在及優先順序為何，所行動的任務

為現狀所需。執行要成為企業文化，需所有的員工都從實踐中得到肯定，而非只

是流於某項口號或規章，執行為一種紀律是策略所不可缺少，也是企業領導者的

首要工作及組織文化的核心，執行時堅定的態度需讓員工感受到。情緒的展現將

可誠實面對自我及組織，也能坦率地提供外界有關企業的資訊。情緒來自自我反

省與接納，為人際關係的基礎，優秀的領導者能內省自我的有限，更能從與員工

或顧客互動中了解自我。 

 

組織的策略及結構，若無信念及行為的搭配，會運作的不順暢，而純思考不會找

到新的行動依據，從行動方能找到新的思考方式，卓越的企業根基於培養員工。

讓員工獲得有價值的經驗，如多方面接觸不同的領域，真誠的回饋與讚美，而策

略闡明企業在市場區隔中的定位，並分析競爭者的優缺點。 

 

企業領導者除需專注於銷售、產品、資源及財務上，也需觀察細節的變化，如溝

通、激勵、學習與知識管理等。於業界方面則需注意產業環境的特性與消長，競

爭者的佈局及意向，最後是較高層次的社會需求和價值觀。企業生存之道是具有

領導改變能力來實現經濟學家 Joseph A. Schumpeter 的「創造性破壞」的能力，

重視內部的訊息的傳遞，更在意外部的資訊，因重大的刺激大都來自外界。對主

管而言，最重要的資訊不是與顧客有關，而是顧客以外有關的訊息，前者是最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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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變化之處。因企業大部分的主管並無做到真正的管理，只是將企業組織中高

層及基層傳來已經變得微弱的訊號放大，而每一次的轉換會使雜訊加倍，真實的

訊息減半。主管不做決定只當中間傳話者，使企業內部的溝通產生障礙，這是目

前製造產業最易面臨的問題。 

 

企業不可以製造業的身份存在，需成為以知識流通為基礎的公司，因以製造導向

的企業無法做出有區隔的產品；而科技也因取得容易，不像 19 世紀是一條平行

的河流，支持現有的不同學門。現今的科技如同亂流，當處在擾亂的變化中，科

技的誘因需來自外界；若企業對外界毫無所知，會將變化當成威脅。需知意外常

常為創新的來源，如拉鍊的發明是取自於港口穀物的封口用。 

 

根據創新統計法則，除最小組織外，任何組織均不可能獲得較好的人才。於知識

經濟中，組織要能勝出的方式是從同樣的員工獲取更多的價值，就是靠管理知識

工作者，得到更高的產出，讓普通的員工做出優異與創意的成就(賴聲川，2006)。

故企業需仰賴員工來執行任務，沒有企業能掌控員工。員工的工作有高低潮期，

不同的情緒受到環境的影響，而優異貢獻可靠著熱誠的工作、良好的領導及以分

享為目標的企業文化來達成。 

 

員工若想讓組織繼續生存，則需成為改變的原動力，成功的管理改變便是自己創

造改變；但將創新移植到傳統企業不會成功，企業先需放棄過時的產品，有系統

持續地在企業內部改善制度、服務與流程。經濟學家 Joseph A. Schumpeter 曾言：

創新者的利潤，會快速吸引競爭者的模仿，即使需求仍維持很高的水準，產業也

會從產銷高利潤產品與服務的行業變成無利潤的大宗產品。接者會為創新的外來

者所取代，「創造性毀滅」應自行創新，成為自我的創造性毀滅者(Foster and 

Kaplan，2001)。 

 

未來企業將根據創新，而非任務或部門重新設計，此謂再造，Shakespeare 於

Hamlet 寫下：我們寧願忍受現有的苦難而不願迎向未來。企業跨組織的溝通問

題為目前需如何變革、有何益處與需要與誰合作。企業的流程是指為創造、銷售

商品或服務而做的努力，包含與顧客、供應商、經銷商與合夥人等供應鏈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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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來進行商業交易與提供顧客提案。建立供應鏈所需的流程時，先訂定出組織

與其他互動單位參與的範圍，雖然創新變革層面廣泛，應以溝通清楚為原則。 

 

組織及主管需明瞭如何與顧客在溝通時，儘量減少相互的內耗，闡釋顧客是在最

簡單的方式下交易。流程是企業開發產品結果的經過，是組織同心協力創造對顧

客有價值的結果；流程可為目標導向或系統考量，設計良好的工作方式才能帶來

企業成功。企業的目標是遵循所謂的繞道定律，重大的目標是無法直接達成，不

應直接考量市場佔有率，而是聚焦於影響市場佔有率的因素(Hammer，2001)。

策略事業單位的架構為回應顧客要求簡便溝通與流程標準化，企業需如高分子塑

料要完全融合方能產生綜效，如無定形流體似的組織。主管有不同的任務，若無

人可以絕對管理，會產生衝突和爭論。Cisco 強調其主管只專注決定兩件事，發

展尖端的產品與維持顧客的關係，其餘則委外於供應鏈。 

 

與顧客的溝通永遠不足，快速回應顧客需求的方法，為建立一個注重當下與適應

力很強的機構，因為流程的要義是深入透視自我的顧客、分析潛在和現有的競爭

者與從現在找尋未來的創新產品。美國喜劇演員 Will Rogers 曾言：即使是站對

軌道，如果只坐於其中，仍會被輾過。相信企業已成功的那天，便是停止成功的

那天，真正成功的企業特徵，是願放棄讓企業長久以來成功的東西。 

 

本章介紹行銷、情緒與兩者整合的經驗模式，明瞭情緒行銷對企業文化與員工熱

誠的影響力。從行銷的演進過程發現組織面對情緒的重要性，不單是對員工的投

入態度，供應商與顧客等供應鏈中參與者的互動，會受到情緒的感染產生不同的

競爭優勢。創新是未來產業勝出的基本要件，也是擺脫淪於低附加價值的不二法

門，為避免讓其成為口號，需建立完善的機制，使創新的動能暢通於組織內，形

成員工的共識。創新延伸出的知識需建立差異化的管理方法，透過領導者積極的

參與，完成組織的創新與願景的延續，將不同的創新模式導入情緒行銷中，在供

應鏈的環節下整合成價值星系。下一章將介紹為搭配系統的最佳化所產生的組織

分工，及以創新方式的管理控制模式應用此星系的不同組織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