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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企業的轉型 

 

隨著網際網路的盛行，網路不但改變一般人的資訊收集方式、閱讀方式、交

友方式、娛樂方式，也影響企業調查顧客需要、銷售商品、打造品牌、服務客戶

的方式。Peter E. Drucker 在「巨變時代的管理」(註 15)中，清楚的指出：「這個

世界已經發生變化，而且是不可逆轉的巨大變化，經營者在面臨時代變動時，應

能夠且必需採取行動。」 

 

特別是平面媒體，在面臨讀者閱讀習慣的改變，(1991-2005，台灣主要媒體

接觸率 AGB Neilsen Media Research)，以及訂戶的流失、廣告營收的減少，紛紛

進行裁員、降薪、人事縮編、組織重整，甚至陸續結束營業的情形產生(註 20)。

從 2005 年 11 月中時晚報熄燈打烊，2006 年 3 月大成報結束營業，轉為雜誌發

行，6 月中央日報、台灣日報分別停刊等不利於報紙媒體的消息一一出現，不斷

的提醒平面媒體經營者，在經營危機的背後，有許多必需面對的經營課題，也就

是面對快速變動的媒體產業，應盡早發展不同的因應策略；換句話說，平面媒體

應尋求轉型的策略，幫助自己渡過難關。 

 

不只是台灣的平面媒體面臨了從來沒有的困境，美國平面媒體也在困境中

積極尋求對策。2006 年 2 月，由報紙發行人於 1946 年創建，美國歷史最久、規

模最大的新聞人才訓練發展中心──新聞學院，為美國報業的困境，成立了 

Newspaper Next (N2) 專案，以一年為期，希望為美國、乃至全球走下坡的報業，

找出新的營運模式，也就是協助美國報業轉型。N2 專案主持人正是哈佛大學的

破壞創新大師 Clayton Christensen 教授。(註 40) 

 

通常企業面臨轉型，許多人會認為是日益沒落的傳統產業，應該轉型為高

科技產業；但是如果從經營問題考量時，不應該是在企業走投無路時，才不得不

考慮轉型，而應該是為了企業的永續發展，積極朝其他領域有計劃的開展而轉

型。徐聯恩(註 17)認為，在科技環境不斷演變，加上企業逐漸成長，長期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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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也需要變革。企業如果繼續以傳統的步伐與思維來經營，僅與本企業的經驗

相比較，或許感受不大；但是當外在競爭環境衝擊下，企業競爭力將立即喪失。 

 

根據多位學者的研究，所謂轉型並非瞬間就全面轉型，而是從改變部份生

產的產品、或改變銷售的據點、改變企業的本質、進行多角化的開發、改變產業

型態與產業別，逐步轉變經營型態。換句話說，當顧客的生活型態改變、購買行

為改變、顧客使用媒體的習慣改變，企業就不能死守著過去的營運模式，應該深

入顧客的需要，洞悉顧客的喜好，運用最能滿足顧客需求的現代化科技、原料生

產方式、運送方式、服務方式，即便產品、產業並未改變，企業的本質已大幅轉

型。 

 

2.1.企業轉型的定義 
 

     美國匹茲堡大學企管研究所於 1986 年舉行「組織轉型研討會」，首度對轉

型(Transformation)主題提出研討，之後逐漸引起各國學者對轉型的興趣與重視。

80 年代末及 90 年初，許多從事與組織相關議題的學者，開始探討某些要素或層

級對組織的影響，於是對組織轉型整體議題的研究，相繼有許多學者開始投入，

陸續發展出學術上組織轉型的研究，企業界也開始在實務上關注相關議題，並著

手從事相關任務(註 3)。 

 

企業轉型一詞，是根據日本「事業轉換」而來，是企業為了因應環境變化而

改變經營型態的一種方法。一般也稱做企業轉型、組織變革，或是企業再造。不

過企業再造和企業轉型是否相同(註 101)，有些學者認為企業再造與企業轉型不

同(註 100)。林溫正(註 10)，探討兩者間的差別時得知，企業轉型比企業再造範

圍更廣；不過，不可否認，企業再造有助企業轉型的進行(註 100)，這兩者最終

都是為了改善企業體質，增進企業營運績效，促進企業成長及提昇企業競爭力，

差別只是學者對其定義的範圍不同。 

 

Shaheen(1994)提到，轉型的目的，在企業經過一段時間的努力後，能大幅提

昇經營績效，加強企業競爭力。司徒達賢在策略管理新論(註 6)提到，環境影響

策略，策略影響結構，企業轉型正是企業因應內外部環境變化，所採取的經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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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策略。在古熾財(註 16)研究中指出，在總體環境與產業環境快速變化中，企業

想在變動環境中求生存與發展，經營管理法則必需調整變通；而如何採取有效的

轉型方法，突破困境瓶頸，提昇企業內部優勢，增加外部環境競爭力，才是企業

的最佳選擇。 

 

Kalakota & Robinson(註 97)在” e-Business Roadmap for Success”一書中，提到

企業轉型，或是企業需要一個新經營型態的轉變，不能完全依循舊有的經營模式

或經驗。在組織架構、型態、流程、經營策略模式、行銷方式、物流結構、尋找

人才、訓練人才管理方式等，都需做徹底的結構式變化，並轉變為一個新的經營

運作型態。因此，無論是企業生命週期哪一個階段的產業，都需體認轉型的重要

性。 

 

從上述學者的觀點，可發現企業轉型，有外在環境的觸動因子，也有內部自

我的需求。例如，改變了看問題的方式，甚至從新定義自己等。促使企業為求生

存發展，不得不改變組織整體，或某部分的經營結構，來提升競爭力。特整理近

年學者對企業轉型的定義文獻(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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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企業轉型定義彙整表 
學者/年代 定義 

Adam(1984) 在思考上和行為上徹底且完全的改變，以創造出一個不可回復，與先前不連續的

系統。 

Lavy&Merry(1988) 企業為了求生存，在構面上發生重大變化，包括組織使命、目標、結構，以及企

業文化，亦即是第二變革，是多構面、多層次的、定性的、不連續的、邏輯跳躍

式的組織變革。 

Kilmann&Covin(1988) 組織檢查本身過去是什麼？現在是什麼？將來還需要做什麼？如何去完成必要

的改革過程。 

竹本次郎(註 38) 

 

企業應外部環境變化所採取的經營策略。 

Blumenthal&Haspeslagh 

(1994) 

除了認同企業轉型是嚴謹而大規模的改變外，更強調轉型是在認知、思考及行為

上的全新改變。 

Shaheen(1994) 整個組織在價值、型態、態度、技巧及行為上的轉移，使組織更有彈性，能及時

反應環境各種變化。 

Joyce&Tim(1995) 一個組織無法自己轉型，除非他改變本身的思考方式。組織中的思考意指組織中

的心智活動、觀念開發、學習及技巧改進、訊息交換、策略方向改進、計畫、溝

通、市場調查、問題解決與過程改善等，這些構成了組織的整體知識活動。 

Prahalad&Hamel(1996) 企業面對競爭衝擊時，需進行策略改造，重新建立企業的核心策略，改造產業的

競爭規則。透過策略改造，公司能主導本身所屬產業的轉型過程，或重新劃定產

業間的界線，甚至創造出全新的產業，最後取得產業領導者絕對地位和未來競爭

優勢。 

Jonathan&Michael(2000) 當大環境的氣壓越來越低，正是企業進行轉型的好時機。當一家公司面臨較危急

的狀況，它就必須以更快速的速度改變自我。處在這種危險情境，企業必須斷然

切斷和過去的牽扯，以飛快的步調進行改變，是為轉型。 

林寄雯 

(1992) 

企業轉型是依據日本「事業轉換」一詞而來，泛指企業為了因應經營環境的變遷，

而改變經營型態的一種方法。 

陳明璋 

(1994) 

企業轉型為企業在經營環境變化時，為求生存發展、突破經營瓶頸，而透過組織

調整或目標轉換之策略，改變結構型態，創造出適應未來的新經營模式。 

周佳欣 

(1997) 

企業對環境、競爭變化下的一種基本、全面性、大規模的革命性改變，其企圖調

整和改變企業現有的營運架構，突破現狀，重創企業活力的一種行為現象。 

王平台 

(2000) 

轉型之重點應在內部只作核心，對外則強化系統整合，尤其中小企業之整合即可

產生無限之產能、無限之智能，所以每家企業均要以貢獻資訊、知識及服務的角

度讓系統內的成員共享，這也是企業轉型第一步就考慮到的。 

袁素萍 

(2003) 

在面臨企業經營環境及本身經營條件發生變化時，企業為了永續經營或改變現

狀，而從事包括經營思維、經營策略、經營型態及作業流程等策略性思考及大規

模革命性之轉變，其能促使企業核心能立及經營績效之有效改變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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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錩(2005，我國傳統製造業轉型觀光工廠之經營策略探索性研究，P.8) (註 2) 

 

企業轉型策略類型相關文獻 

 

平面媒體產業在面對大環境的變化，在發行收入、廣告收入雙雙下降的困境

中，唯有突破舊思維，開創新的經營模式，才有可能反敗為勝，強化競爭力，永

續生存發展。雖然在多項研究中顯示，已有越來越多的讀者運用網路蒐集資訊、

閱讀新聞，但是傳統的平面媒體受限於經營者的保守心態，不願對經營模式不清

楚的網路事業投資，以及工作人員在數位媒體時代，如何滿足讀者的需求研究不

夠，以致於轉型更為不易。鄭榮郎(註 5)提出了傳統產業應如何突破經營上的盲

點，而就各層次的轉型策略探討如下： 

 

1.策略規劃的重新定位：分析企業內外在的環境變化、競爭對手及消費者

認知改變等資訊，進而重新評估經營策略與方向。 

2.組織定位的調整：組織部門定位、精簡、改變，或從新定義自己，劃分

的原則符合彈性與速度的需求。 

3.現場合理化的持續改善：所謂合理化(rationalization)就是以改善的手

法，對人員、材料、機器與作業方法，等有效的運作與安排，使成本降低，速度

加快、正確率提高、品質提升，進而提高利潤的管理方法，但是企業永續不變的

經營原則，仍在如何開源與節流。 

4.人力資源的提升：如何提升組織內部人力資源，使人力資本活性化、效

率化、優質化是傳統產業性向上提升的重要關鍵因素。 

 

不過，在游常山(1999)的研究指出，轉型的方式，每家企業因其所處的產業

競爭環境不同而有差異。伍忠賢(註 37)提出企業轉型的策略方案的選擇，如表

2-2 所示，企業在檢視內部資源、產品，與外不環境同業競爭的狀況下，選擇最

適合的企業轉型策略來進行。 

 

表 2-2 企業轉型策略類型彙整表 

分類依據 學者/年代 企業轉型策略類型 

多種類別 Bibeault (1982) 1.以管理過程為主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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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經濟或商業循環為主的類型 

3.以競爭環境為主的類型 

4.以與政府政策相關聯為主的轉型 

與組織重組的

關係 

Kimberly&Quinn 

(1984)

1.組織重祖 

2.策略重新定位與組織重祖 

3.改造重生加上組織重組 

4.改造重生加上策略重新定位與組織重組 

經營策略 許士軍(1989) 1.產品或服務項目的整合或重組 

2.垂直或水平整合 

3.產業整合或重組 

4.市場整合或重組 

5.功能性的整合或重組 

6.生產因素的整合或重組 

經營策略 李為仁(1990) 1.產業別、產業型態轉型 

2.經營型態的轉型 

3.產品轉型 

4.市場轉型 

5.經營體質轉型 

經營內容 Hax 

(1990) 

1.原有產業的擴充 

2.多角化的經營 

經營策略 周佩萱(1993) 1.轉業或多角化經營 

2.產銷型態改變 

3.經營組織調整 

經營策略 周榮賢和梁榮輝 

(1994) 

1.轉業或多角化 

2.產銷型態的改變 

3.經營型態的改變 

經營策略 陳明璋 (1994) 1.產業別、產業型態轉型 

2.經營型態轉型 

3.產品轉型 

4.市場轉型 

5.經營體質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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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範疇大小 陳明璋 (1995) 1.全面轉型 

2.局部轉型 

3.多角化經營 

企業價值 

轉移觀點 

Adrian (1996) 1.多方向轉型 

2.轉型不轉行 

3.脫胎換骨轉型 

4.多類別轉型 

5.從系統整合到專業分工 

6.從傳統銷售到平價流通 

7.從傳統銷售到附加價值 

經營策略 周佳欣 (1997) 1.事業轉型 

2.產品轉型 

3.市場轉型 

4.水平/垂直整合轉型 

5.經營型態轉型 

6.多角化轉型 

經營策略 龍澤正雄和筒井信

行原著 

江金龍譯 

(1998) 

1.改變產業型態與產業別 

2.改變產品服務 

3.改變銷售據點 

4.改變企業本質 

5.改變經營環境 

6.多角化經營 

7.改變部分產業別 

8.全面改變產業 

是否脫離本行 謝碧枝 (2000) 1.脫離本產業事業轉型－全面轉型 

2.不脫離本業－產品轉型、市場轉型、水平/

垂直轉型、經營型態轉型、多角化轉型 

經營策略 森口八郎原著 

涂師孔譯 

(2001) 

1.行業轉型 

2.產品轉型 

3.市場轉型 

4.事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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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營轉型 

現在經營態勢 陳永隆 

(2001) 

1.優勢轉型 

2.劣勢轉型 

經營策略 鄭榮郎 (2001) 1.策略規劃的重新定位 

2.組織定位的調整 

3.現場合理化的持續改善 

4.人力資源提升 

張正錩(2005，我國傳統製造業轉型觀光工廠之經營策略探索性研究，P20)(註 2) 

 

企業轉型策略文獻評析 

 
從上述學者對企業轉型策略類型的研究，可看出一般企業在轉型時，可能會

重新定位，在產品、服務、市場、行業、經營上，選擇一個最有利於自己發展的

方向，同時須將企業內部組織、工作流程、人力資源、技術控管及財務管理等，

做適當的應變，以符合環境變動時企業經營所須。(註 3) 

 

因此本研究將媒體轉型定義為「媒體面臨重大環境變化時，為求生存發展，

重新定義自己的生意，所提供的服務，顧客是誰、顧客有哪些需求，以提升經營

績效，所進行的經營策略的變革。」以藉此了解「轉型後的經營範圍」、「轉型過

程中遭遇的重大問題」、「轉型經營策略的改變」、「轉型投資策略評估準則的改

變」、「轉型是否再創事業高峰」，及「充分掌握機會資訊發揮優勢」等，作為本

研究衡量轉型策略的構面。 

 

在媒體轉型策略類型方面，本研究試圖從文獻探討及個案研究分析，建構平

面媒體轉型的策略類型為「產品延伸變革型」、「市場開發變革型」，及「多角整

合變革型」，經由訪談得知，各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所涉及的產品開發與

市場開發等策略，無法嚴格區分，因此僅就媒體轉型部分做出定義。 

 

2.2 企業轉型的主要型態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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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從廣義來看，可以將企業的轉型分類如下(註 3) 

 

─、業種的轉型：也就是轉換到其他產業。例如：從新聞傳播業轉型為內容

提供業。英國相當具規模的產業雜誌集團 Haymarket 董事長 Lord Michael 

Heseltine 表示，他正進行將旗下的重要雜誌，從雜誌業轉型為內容提供業。他表

示，「只要能生產傑出的內容，我們不一定透過紙張，也不一定要編輯在一起，

媒體經營者要想辦法轉型為內容提供者，這些內容我們可以提供給其他網路業

者、手機或 PDA 等行動通訊業者、或是資料庫，回歸到我們應該提供服務的本

質。」(註 21) 

 

二、產品的轉型：在同一產業內，改變生產的產品。例如：過去平面媒體透

過紙張及印刷，所生產的報紙及雜誌，現在則生產有價值的資訊或內容。提供網

路平台業者、手機業者或資料庫經營業者所使用。受到網際網路的影響，現在許

多唱片業也陸續將所生產的 CD 唱片，轉型為生產線上音樂，隨著各種播放工具

的日新月異，過去唱片業所生產包含內容及容納內容的硬體產品，現已逐漸轉型

為只生產音樂內容，至於播放方式及工具已經變成是唱片製作公司的下游廠商。 

 

三、市場轉型：基於市場的變化或其他外在因素(如：傳播工具的變化等)，

而改變其行銷策略及目標市場。例如：過去台灣雜誌、報紙銷售，因運送時效及

成本考量，大部份限於台灣地區，現在則可透過網際網路，將內容銷售給遠在加

拿大或紐西蘭，對這些內容有興趣的讀者。換句話說，台灣的報紙雜誌的銷售市

場也可輕易的越過地域限制，而將市場擴展到全世界。 

 

四、產業內容質的轉型：產業及產品不變，改變原料材、生產技術、產品明

顯高級化、高附加價值化等等。例如：以 12 吋晶圓生產技術逐漸取代 8 吋晶圓，

由第四代面板生產技術，轉進第五代，原有生產產品並未改變，但產品的附加價

值卻增加了。過去報紙、雜誌以印刷為材料，將內容傳遞給讀者，現在用網際網

路及電子郵件，以更快的速度，將內容傳送給讀者，讀者也可透過資料庫搜尋，

找到過去有價值的內容。由於網路上有太多免費內容與資訊，如果報紙雜誌仍提

供一般其他免費內容商所提供的一樣內容，對閱聽人來說，就毫無價值；如果轉

型為提供獨特、稀有的內容，那麼需要的人就會非看不可，反而能收到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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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營型態的轉型：產業及產品不變，只是經營型態改變。例如：從外包企業

走向獨立企業，個別店舖經營走向連鎖化等經營型態改變者，以及從店面銷

售走向自助式、無店面。平面媒體過去從編輯、採訪到美編，一手由自己完

成，未來可能只生產元素材，再由下游廠商轉為數位匯流的各種形式；也有

可能整合各種內容供應鏈，自己轉型為內容整合者。(註 3) 

 

一般而言，轉型方法別不外乎下列三種(註 3)： 

 

一、全面轉型：從 A 產業(產品)全面改換成 B 產業(產品)。 

 

二、部分轉型：保留一部分舊產業(產品)，大幅改換為新產業(產品)。 

 

三、多角化：繼續保持舊產業(產品)的同時，開創或投資新的產業(產品)。 

 

企業轉型首重改變傳統觀念，並配合外在經營條件變化因素，來調整企業經

營方向與做法。很多商業行為改變是一點一滴在變化，只不過大家只關心自己行

業變化，較少注意週遭環境變化。企業轉型變化分兩種，小變化是企業透過實驗

結果，來慢慢調整經營企業方式；大變化則是破壞式創新，完全拋棄過去的營業

模式，大膽嘗試出奇招。 

 

外在經營環境改變如下(註 3)： 

 

一、時間：一個白手起家企業要做到千億營業額，傳統做法要二、三十年的

時間，現在電子商務如能掌握正確的商業模式，只要三、五年就能達成且獲利驚

人。例如由幾位交大學生創辦的無名小站，從架 BBS 起家，在 2005 年開始商業

化才一年多，到 2006 年業績就做到 2 億。 

 

二、組織：實體組織漸被虛擬組織所取代，規模大小在數位時代的世界裡不

具任何意義，小企業可以和跨國大企業同台較勁，小螞蟻也可以扳倒大企業(註

19)輸贏取決在服務，誰能贏得客戶誰就能生存，企業大代表負擔大、反應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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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反而靈活作業，所以很多大企業把組織化分為許多小單位，以期能擁有大

企業競爭優勢條件及小企業的靈活彈性。 

 

三、生產：產品要先有庫存量才能接單，庫存成本對企業而言是個沉重的負

擔，光是利息支出就會造成獲利減少。接單後生產是降低庫存成本的最好方法，

接到訂單才開始備料生產，少了堆積如山的材料庫存，減少報廢及呆料產生，雖

無法適用所有行業，Toyota 的 just in time 零庫存管理，就做得很好。現再許多再

拍賣網站上做生意的網拍賣家，就是先和廠商談好條件，等生意成交了，才向廠

商取貨快遞給顧客，沒有庫存的壓力。 

 

四、服務：人的成本越來越高，客戶要求的服務水準也相對提高，現在的

CRM 顧客關係管理，可透過靈活自動化，不但服務時間縮短、效率提高，顧客

滿意度也提升不少。透過網路的資料採礦(data mining)技術，還可發掘顧客ˇ的

潛在需求，做到超越顧客需求的服務。 

 

五、訓練：教育訓練優劣關係員工工作表現，傳統講師上課方式，有時講師

差旅費比薪資還貴，企業花錢又花時間。遠距教學，講師只要先錄好教學內容，

學員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上課，不需要花時間往返奔波，上 100 堂課費用也

是一堂課費用，教育訓練成本大大降低。 

 

2.3 企業轉型失敗的原因 
 

科技的變化速度日新月異，不管你願不願意，各行各業都要面對全球市場競

爭中，產品生命週期縮短，企業典範快速轉移；許多的構想及創意，比過往的任

何時期，都更容易被更傑出的想法所超越。特別是網路時代，網網相連的結果，

全球不同的想法，更容易激發多元的創意，也容易引起更多來自四面八方的競

爭。處於這樣的環境下，企業面臨唯一不變的就是「變」。創新與變革，是當今

企業無論各行各業、規模大小，在經營上所共同面對到的課題。「不創新，就滅

亡」，在此劇變的時代並非危言聳聽，企業須以效率化的創意領航，效能化的創

新行動，並輔以系統化的方法及價值化的知識來深耕企業(註 3)。 

 



18 

談到環境變遷下組織轉型勢在必行，而在成功轉型前如何避免失敗，大部分

的學者都無法確切回答這樣實務的問題，也許成功之道並無定論，視組織體質而

定。但是怎樣容易造成失敗，避免重蹈覆轍，Kotter(註 100)提出了企業轉型行動

中最常犯的八種錯誤說明如下： 

 

一、經營者自視甚高：許多經營者在轉型之初，並沒有建立起充分的危機意

識，不僅自己沒有親自參與，也沒有相應的投資計畫、組織調整及配套措施。常

常提供的資源不足，且高估了自己推動組織變革的力量，同時又低估驅使員工離

開安逸舒適環境的困難度，導致日益惡化的體質，與員工焦慮感交雜，強化了轉

型行動的阻力。 

 

二、缺少有力的轉型領導團隊：通常沒有企業領導人的積極支持，重大的轉

型計畫不可能成功，我們可從圓山飯店邀嚴長壽隻身進駐改革時，面臨強大的工

會拒絕轉型的壓力，人單力薄最後無疾而終，嚴長壽也因而離職他就，可看出推

動轉型，一定要有一位魄力十足的領導團隊。因為一己之力不可能對抗傳統制度

與慣性，更別談軟弱無能領導小組了。 

 

三、低估企業願景的重要性：企業的願景能協助指引、結合，以及激發大部

份成員的行動力。如果無法在 5 分鐘內，說明驅動轉型計畫所需的願景，這個願

景就顯然有問題。因為無願景的策略選擇，將影響成員整齊劃一前進的步伐，也

會成為員工間永無休止的辯論，而位居次要技術的問題會成為討論主題，不但浪

費時間，甚至嚴重到打擊士氣。 

 

四、轉型願景未做充分溝通：企業願景之產生，應該由企業重要幹部一起討

論產生，才不會上面說一套，下面做一套。願景的溝通需言行一致，因為員工必

需確信轉型有可能成功，否則即使對現階段感到不安或對現況不滿，也未必有信

心肯為願景犧牲現有的利益；如果再加上重要領導轉型主管，因不想處理棘手的

人與事，產生前後言行不一，則對轉型計畫會有很大的殺傷力。 

 

五、坐視問題叢生：有時轉型行動失敗的原因，來自於員工雖然了解公司的

新願景，但行動過程中卻遭遇重大阻礙，充滿無力感且想放棄。例如組織結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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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嚴重的阻礙，又如新績效制度的實施，會逼迫員工在新願景與自身利益做

選擇。所以主管即使再盡責、再聰明，如果不肯排除障礙，就會使員工喪失動力，

破壞變革行動。 

 

六、欠缺近程戰果：企業轉型通常需要很長的時間，對大多數人而言，如果

看不出來未來半年後的一年間，能有初步的斬獲，不是選擇放棄，就是加入反對

的陣營。因為在眾多轉型失敗的案例中，很多是因為沒有將轉型系統規劃，沒有

目標、也無表揚、晉升或重賞有功人員，得不到實質的激勵，只有空中閣樓的幻

想。 

 

七、太早宣布勝利：過早的慶功宴，認為轉型行動已經完成，但是除非改善

已深植企業文化中(需要 3~10 年的努力)，已經成為日常工作的習慣，否則初期

效果，很容易在轉型壓力解除後跟著退化，反對轉型的力量故態復萌，很快的又

循過往軌跡回復舊制。 

 

八、紮根不實：轉型要能深入工作單位，或企業體的運作體系中，成為「公

司中的行為規範與共同價值」才能持久，首先需讓員工能看到哪些具體作為和態

度，的確幫助企業改善工作成效，其次要花時間確保下一代的高階主管能身體力

行新措施。也就是說，如果組織規劃、人事升遷體系不配合更改，轉型計畫將很

難持續。因為十年的辛苦，可能因為一位不當的高階主管繼任人選而毀於一旦。 
 

如果轉型行動不幸犯有以上任何一種錯誤，例如轉型計畫推動不力，形成不

必要的轉型阻礙，不斷使員工感到挫折，有時候甚至徹底封殺必要的轉型，都將

啟動企業的負面循環，無法提供顧客更好的品質與服務，接著面臨顧客的流失，

營業額縮水、預算緊縮、裁員等問題，最後倖存的員工承受極大的裁員壓力，甚

至影響到員工家庭。這些錯誤如果能在企業轉型中就予以排除，轉型行動就會朝

正向發展，持續發揮它的效益(註 3)。 

 

2.4 企業轉型成功的要素 

 

至於企業成功轉型的八個步驟，前四個步驟有助於企業經營者及重要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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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積極思考推動轉型的種種問題，第五到第七個步驟則是導入實際的做法，最

後一個步驟則是將嶄新的企業文化，如何根深蒂固於組織，成為工作的日常習

慣。步驟內容說明如下(Kotter，註 97)： 
 

一、 建立危機意識：剷除企業經營者、幹部及員工自滿的根源，分析公

司在環境變動中所處的問題與困境，以及可能已經存在的虧損、倒閉危機。經營

者本身不但要親自參與決策，並提供相應的資源投入。中基層主管須擔當承上啟

下的關鍵性少數，因為如果沒有多數主管有非改不可的體認，轉型的啟動將不可

能持續。 

 

二、 成立領導團隊：轉型的團隊經營者需有能、有責、有權，不必凡事

請示，也具備轉型所需的專業知識與能力，團隊間彼此信任且深受員工信賴，共

同的目標是追求卓越。團隊領導應有優越的領導能力，不容許多頭馬車的抵銷力

量，且高階主管須有膽識撤換過於自負、高傲與善於猜忌者，甚至引起內鬨的主

管人。 

 

三、 提出願景：願景是大家共同預知未來面貌的藍圖，5 分鐘內就能講

清楚，不但釐清政策的大方向，激發員工、客戶與股東利害相關的體認，正確朝

可達成的目標前進，沿途也有重點的決策指導原則，與彈性的溝通方式，迅速整

合有心改造員工的行動。願景能清楚顯示，員工勢必以更少資源、更多新技能完

成工作。 

 

四、 形成轉型願景：邀請股東、企業重要幹部，不斷重複運用大小會議、

備忘錄、公司刊物等各種管道，以簡單易懂，圖示實例，持續傳播新願景及相關

策略。領導團隊則以身作則，協助排除因願景產生的疑慮，並虛心向員工求教，

開啟雙向溝通，以修正願景的可能性。 

 

五、 授權員工參與：當員工了解願景，也想讓願景成真，應授權更多員

工執行轉型行動。授權做法包括：明確的策略規劃與年度目標，提供員工必要的

訓練，修改破壞轉型願景的組織結構，修定資訊與人力資源的配套措施，鼓勵冒

險和創新的想法等，並及早處理阻撓轉型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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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創造近程戰果：規劃短期、明顯的改善績效目標，在不引起員工爭

議下，且贊同達成此績效，完成後公開表揚、獎勵有功人員，這是證明同仁投入

轉型計畫會有相對的報酬，以帶動轉型者士氣，強化觀望者的轉型意願，同時對

抗拒轉型者的當頭棒喝。也可微調願景與策略規劃，持續維繫老闆的支持熱情。 

 

七、 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厲：運用轉型行動的公信力日漸茁壯，領導團隊

擴大影響規模，改變所有不能搭配和不符合轉型願景的系統、結構和政策，聘僱、

拔擢或培養更多能夠達成變革願景的員工。高階主管持續指出願景與目標方向，

保持集體危機感，授權中基層主管主持專案計畫，去除彼此搓湯圓、互踢皮球的

矛盾關係。 

 

八、 讓新做法深植企業文化中：企業文化轉型，不是一開始轉型就推

動，是在前七項步驟中順水推舟，持續將關鍵性的新規範與共同價值，銜接於舊

文化。員工在耳提面命與鼓勵下，相信新的經營模式確實有效，且優於舊模式，

企業文化才會質變(註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