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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之文獻探討，將分為兩個章節來討論，第一節將就產

業競爭策略來分析，如何運用 Porter（ 1980）的競爭策略來檢

視兩家公司以及如何分析其所處環境及發現其自身之能力，做

為轉型 OBM 的策略。第二節將就 OEM 轉型 OBM 之組織變革
進行說明，其中多位學者提出的組織理論與變革理論為基礎，

以協助瞭解本研究中之個案的 OEM 轉型 OBM 時，所面臨的困

難與挑戰。  

 

第一節 產業的機會點 

     
OEM 廠商面對市場價格競爭與毛利低落的競爭環境時，無

時不思考是否有一套方法可以趨避此種惡劣條件，根據波特的 ”
競爭策略 ”中定義的產業的階段，可以分成三個主要階段：新
興，成熟和衰退期（Porter， 1980），而網通的產業因為現今產
品發展的狀況，有邁入成熟的有線網路領域與新興當紅的無線

區域網路領域，甚至有結合通訊的應用端產品，所以其中新興

產業、成熟期產業正適用於目前網通產業面對的情況，新興產

業常因缺乏穩固之競爭基礎、技術不確定與策略不確定，故該

產業策略宜降低移轉成本，加強行銷等等的方式來因應變化。  
 

而成熟產業最易發生危機潛伏的情況，其陷阱往往為廠商

為爭市佔率而造成資金陷阱、短視近利、產能過剩以及不理性

競爭等等的惡化情況，因應策略為改良產品、提高附加價值、

降低成本等策略，以下特就 Porter 及其他教授如 Ronald、Teece
等學者提出的看法，可提供網通廠商的參考，新興期產業的機

會點與成熟期產業的機會點分開說明。   
 
 
一、新興期(emerging)產業機會點 

 
結構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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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期的結構上存在多項不確定的因素，例如技術不確

定、策略不確定、初期高成本與急速的價格下滑，企業將面臨

初期成立新公司的架構還是要獨立出去 (spin-offs)，新興市場的
代表特徵是發生高增長率時並伴隨高度的不確定性。這種不確

定性來源於多種因素，包括新的買方和賣方的出現，高額的學

習成本和進化中的市場變化等等。  
 
a、塑造產業結構 : 

新興產業的廠商可以嘗試建立一些競賽規則，例如產品政

策、行銷方式及訂價策略等方面，也就是在產業的根本經濟特

性與資源限制之內，廠商可對產業規則加以界定，以使廠商能

長期建立最強的優勢，另一方面，企業應規劃明確的策略，成

為資訊網路的中心，可以擴大核心資源的相互聯結，藉此提昇

所處網路位置的優勢及創造成長的機會（Ronald,1997），這

些都是塑造產業結構的方式之ㄧ。  
 

b、供應者與配銷通路角色的改變 : 

策略上來說，新興產業的規模擴大與逐漸穩定時，廠商應

當以有足夠的準備去應付供應者與配銷通路可能產生的改變，

供應商對於提供廠商特別需求多樣化、服務與交貨或是配銷通

路與廠商共同投資於設備、廣告等之綜效，將帶給廠商策略上

的利益。Anderson & Narus（1991）在關係分析中提出，與顧

客企業的工作關係是很重要的資產，藉由夥伴的關係，供應商

可和顧客共同合作，使其有限資源形成綜效，從事附加價值的

服務進而蓄積較高的利益，隨者環境改變，科技工具的發達，

供應者與配銷通路以及客戶的關係也會產生變化，培養與維持

不同型態的工作關係則需靠凝聚性的策略方法，並且通路的整

合功能將日益重要，皆是廠商必須注意的要點。  

 
c、掌控移轉成本 : 

移轉成本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分別為移轉經驗、所移轉

技術的新穎程度以及使用相似技術公司的數目 (Teece，1977)，
不管新產品之引介或替代舊產品，購買者如果面臨較高的轉換

成本，例如產品規格修改，確保替代的可行性之驗證成本，重

新訓練員工之成本，或是需投資新的周邊設備，無論是買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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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都會因轉換成本過高而受到傷害，所以如何善加利用移轉

成本是新興產業的一大課題。根據邱志聖 (2000)的 4C 理論 (4C
理論包含了四種成本，也就是外顯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專屬

陷入成本、搜尋成本，提示讀者對於實際的行銷成本不是只有

產品外在的成本，而應該考量其他各個成本的關係 )中的建議，
當廠商建立專屬陷入成本之後，也就是引使客戶要移轉的成本

極高 ,而造成客戶不易更換供應商，而能完整維持客戶之忠誠

度。  

 
 
二、成熟期(maturity)產業機會點 

 
結構特性 : 

Porter（ 1980）認為當產品處於成熟期時，市場成長率緩慢，

各競爭者都集中於重複購買者身上，且由於此時產品都已標準

化，產業內的產能或人員可能過剩，新的產品與運用方法不易

取得，國際性競爭加劇，產業利潤也在變遷期時下降，經銷商

利潤下降但議價權力增加。  
 

Kolter（ 1998）也整合出一些意見，提出產品成熟期的幾

項特徵，包括下列幾點：  

1. 銷售量達到顛峰。  
2. 每位顧客的平均成本最低。  
3. 利潤最高。  
4. 消費者屬於中期大眾。  
5. 競爭者數目穩定但開始下降。  
 

Hisrich & Peters（ 1991）則是認為在成熟期之市場呈飽和
狀態，大部分潛在顧客的需求已被滿足，只是競爭者的數目還

是很多，並且銷售通路也趨向多樣化，可是此時消費者卻都是

重複購買者，加上此時價格已經走低，使得企業獲利極低；

Kolter(1998)認為此時企業為了生存，經常不惜採用降價策略，

因此在成熟期常會有價格戰的發生，且甚至強力增加廣告預

算，這些行動都會削減利潤的空間，以下則是涵蓋多位學者的

意見與其提出之機會點，可供廠商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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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重新發現新區隔  

雖然整個市場區隔已經趨近成熟，但仍然可能切割出有利

可圖的利基，小廠仍然可以找到較小但卻有獲利空間的區隔，

或是發展差異化的產品 (Babington & Moberg，1996)。即使是大
企業，要跳出領導的地位換角度思考，必須將其企業轉移至有

獲利空間的市場區隔中，引入差異化的產品，索取較高額的價

格，以增加利潤 (Yeskin，1986)。由這些觀點可以瞭解，在競爭
激烈的成熟期，不論小型企業或是領導廠商的大型企業都應該

不斷地找到高獲利的市場區隔，才能在競爭的市場中發展。  

b、創新能力  

廠商應以不同的角度嘗試尋找出新的市場，甚至創造市

場，不要只限於相同模式，要在市場策略上有所創新，設法和

競爭者之間產生區隔，並設法將市場擴大，如此不僅能增加獲

利，也能帶動企業成長；新產品的研發能增加企業的賣點，若

再加上市場創新的能力，擴大市場、增加顧客，並和競爭者有

所區隔，甚至成為「領導廠商」，則可使獲利能力加倍。  

c、服務水準  
 

在成熟期產業，顧客服務是相當重要的，且區隔的方式應

該是以需求為基礎，區隔出來的市場應該是可容易執行，又不

會花費太大成本的 (Sharma & Lambert，1994)﹔也就是使客戶體
認廠商服務的獨特性，強化軟性的服務品質對提供服務的廠商

而言是競爭利器，購買後提供迅速確實的售後服務，驚喜的額

外服務經驗都可大幅提高客戶忠誠度，並提高廠商聲譽，同時

確保營業額維持在一定水準之上。  

 
無論是處於成長亦或是成熟的產業，品牌的發揮往往必須

克服環境的不穩定因素 ,例如新興的市場中的技術不確定、策略

不確定…等種種的因素，或是成熟市場中市場發展緩慢的不確

定、競爭加劇的不確定…等種種的因素，而欲去除這些不確定

的因子，建議切入的點如差異化造成新對手無法進入的區隔，

或是新的競賽規則來建立自身的優勢，創新能力帶動市場的成

長，移轉成本的利用可以使客戶與廠商更加密切，而無法輕易

移往競爭者，而最後服務水準的認定終會成為客戶對品牌價值

的認定，這些都是轉型品牌中的重要建議。  



目 錄  
 

內    容…………………………………………………………………………頁次

 

致謝詞………………………………………………………………………………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3 

目錄………………………………………………………………………………… 5 

表目錄……………………………………………………………………………… 7 

圖目錄……………………………………………………………………………… 8 

第一章 緒論……………………………………………………………………… 9 

第一節 研究背景…………………………………………………………… 9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流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 14 

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24 

第三節 五力分析模型………………………………………………………29 

第三章 台灣貿易商產業分析 ………………………………………………… 34 

第一節 台灣貿易商結構分析………………………………………………36 

第二節 台灣貿易商的困境與挑戰…………………………………………39 

第三節 台灣中小型貿易業的五力分析……………………………………45 

 5 9

第二節 組織變革 

 
組織變革對於 OEM 轉型為 OBM 的廠商而言，是個相當重

要的課題，變革不但是新的生存之道，而且是一場同時對內也

對外的革命，甚至以往的優勢也必須重新思考與資源的再分

配，以及對組織成員的教育與管理的種種層面，在在都是組織

變革必須考慮的點。   
 

並且對於快速變化的科技產業而言，變革不是一種口號或

是短暫時髦工具，其目的不是為了因應短暫的管理目標，而是

為了轉型的體質與運作的長遠之戰略思考，瞭解組織變革的真

正意含，以及在變革執行時，管理者會面臨到之抗拒及解決之

道，是本研究第二個研究的課題。  
   
一、組織變革之定義與相關理論探討 

 
a、組織變革的定義  

組織變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對組織而言，會影響到組
織的生存與發展，無論組織內外的環境都是變革重要的關

鍵，任何有機體及組織體，面臨變革是不可避免的，並且隨

著環境的複雜度與產業的特性，其速度也會與日俱增，此因

環境改變而導致組織的自然改變，稱為「變革」。這種由某

狀態轉變到另一狀態的改變，可能有利於組織或者是不利於

組織，組織會主觀應對這樣的變革與管理，就是組織變革

（ organizational change）的內涵。  
 

事實上，組織變革的涵義也極廣，凡是有意圖使組織從

一種舊狀態轉變成另一種新狀態所做的努力均屬於變革的

一部份（吳定等，2005）。我們由文獻中可以發現一些變革
的項目，而基本上組織變革可以分成三種項目：第一種是組

織結構（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的變革，其係透過正式工
作結構及職權關係的改善，而欲產生績效改善的管理行為，

組織結構的改變，而使得一些正式的工作或職權的定義產生

變化。第二種組織變革是人員的變革，所謂人員的變革是指

員工態度、知識基礎及技能的改變，其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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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生產力，並與他人協同一致地完成指派的工作；而在人

員變革技術方面，最典型的例子是像團隊的建立。第三種組

織變革是技術的變革，技術變革是指將資源轉變成產品或服

務的任何新方法之應用，包括像機械化、電腦化等（陳光榮，

2003）。  

b、相關理論之探討  

眾多組織理論中，我們針對對組織發展中，各種核心的相

關理論，簡介如下：  

1、資源依賴理論 : 

也就是組織在面對多變、複雜與受限的環境條件下，無論

任何一個組織都無法在動態的系統環境中與其他組織分離而單

獨運作，而需要依賴環境中的資源，靠著與其他組織的互動關

係，輸出組織內所生產的資源，並在組織系統環境外找尋必要

的資源，才能使組織維持動態的平衡性發展，亦即組織將不再

保持被動，相反的，組織會發展出新的策略與組織架構，以降

低不確定性與依賴性，並得以穩定地管理環境。我們也可將環

境系統定義成組織（或稱次系統）所形成的一個聯盟，各個組

織所以加入聯盟，都是為了獲取本身所需的資源，也就是說資

源依賴以「資源」為思考主軸，認為企業組織與環境互動的本

質來自於資源的供需—環境提供企業生存所需要的資源，各企
業之間彼此競爭這些資源。（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2、變革的策略類型 : 
 

管理者可以著重組織內四種變革方式，以取得策略上的優

勢，可以分成以下的項目 :  
 
2-a、產品與服務的變革 (product and service change):新產品包含
現存產品中的一小部份改變或是全新的產品線，一般而言是為

了新市場與客戶，此部分的改變通常由下而上，也就是說經常

由基層員工所發起。   
 
2-b、策略與結構的變革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nge):組織管理

方面會牽涉組織的監督與管理，其中包含了組織結構、策略管

理、政策、薪資系統、勞資關係、合作機制與會計預算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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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的改變通常由上而下，也就是說經常由高階管理者所發

起。  
 
2-c、人員與文化的變革 (people and culture change):組織希望選
用最佳人員或是提升重要人員的管理能力，另外溝通網絡、問

題解決的改善與員工技能的規劃等皆屬於人員變革，而在變革

與解體的過程中，整個文化亦會隨之改變。  
 
2-d、科技變革 (technology change):利用知識與技術或是製造程

序的改變促成不同的組織優勢，使產品生產、服務流程、工作

方式產生更大的效率。  
 
3、變革障礙 : 
 

即使變化對於組織是不得不面對的常態，但是由於企業成

員對外在變化的不安與恐懼，或是組織內的既得利益者，對於

變化是自然產生抗拒，而企業亦是如此，如果改變了無論是生

意模式、組織結構、工作流程或是命令系統，很可能原有的組

織將產生不適應或是抗拒的結果，這種對於變化產生的反應，

無論是個人或是群體幾乎都是一致的。  
 
對於組織變革產生的障礙，根據 Daft(1999)的看法，有以下的
原因：  
 
3-a、過分重視成本 :管理者過分重視成本的心態，無法適用於

變革；尤其對 OEM 轉型 OBM 的廠商而言，各項有形無形的新
投資將因為保守的抗拒而無法推展。  
 
3-b、無法察覺好處 :教育的目的在於讓管理者與員工了解變革

帶來的正面效果大於負面效果；廠商員工本身如果不認同因應

變革時，自然推動的力道要大打折扣，為什麼要轉型 OBM 的

價值必須清楚傳達與教育，否則員工面對結構性的變化，卻無

法與企業變革目標並進。  
 
3-c、缺乏協調與合作 :處於新舊制度中，許多組織的分裂與衝

突多半起因於缺乏溝通與合作，尤其對於 OEM 與 OBM 的組織
還同時並存的廠商而言，如何平衡與協調資源，以及促進內部

的合作及提升溝通品質成為變革成功與否的關鍵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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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不確定的規避 :為降低個人的恐懼需持續的溝通，如此員

工才能了解組織的未來，以及變革實施時降低對本身工作的影

響；員工依附企業的共生特性，如果一但被變革時的不安與恐

懼所取代時，對於未來的發展自然沒有信心，尤其對 OEM 模

式已駕輕就熟的廠商而言，員工內心不確定感的去除是為首務。 
 
3-e、擔心損失 :管理者與員工會擔心在變革實施中，會失去工

作與地位時，變革必須更小心實施，實施者應讓員工盡可能參

與變革過程中，以減低心中的恐懼；變革的成果與利益是必須

與員工共享的，如果員工既有的利益將可能被變革影響，抗拒

的力量會十分強大，OEM 轉型的過程更是要讓員工清楚了解，

改變為 OBM 時對於廠商及個人的共同利益，如果轉型失敗，

回到 OEM 的低毛利與未來成長的障礙，才是真正全體員工的

損失。   
 
3-f、另有理論提出可分成個人因素、群體因素、組織因素以及

其他因素之四方面加以分別說明 (陳光榮  2003)。  
 
3-f-1、個人因素方面 : 

可能是因為變革會威脅到個人既得利益，可能導致

個人地位降低、利益的減少；另外當變革與個人的習慣、

價值觀發生衝突時，也會引起個人對組織變革的抗拒；

OEM 轉型為 OBM 時，無論是對變革的目的、內涵及作

法不瞭解，或者有所誤解亦或是對新的事物充滿恐懼與

排斥感，甚至也沒有自信能適應時，抗拒最易產生。  
 
3-f-2、群體因素方面 : 

因變革可能會威脅到群體關係的改變，所以也會導

致個人的抗拒感，因為一個人在某個職位上必會形成一

個特定的社會關係，當組織進行變革時，其工作或職務

可能會被調換，尤其面對 OEM 轉型為 OBM 時，員工是
否會面對新的工作群體或是工作方式，以及以往建立的

資源與地位，很可能會覺得被新的變革破壞而抗拒。  
 
3-f-3、組織因素方面 : 

當管理當局不重視組織變革，認為組織不需要進行

變革時，或是管理者捨不得過去的沈沒成本，不願意再

繼續投資時，也會對變革產生抗拒；過去 OEM 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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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很可能就是轉型成為 OBM 生意型態的阻力，廠商必

須投資新項目的同時，也必須同時面對是否過去的資源

還可以再利用，管理者是否觀念守舊而躊蹴不前，組織

結構、組織文化、非正式組織體系等，如果不能與變革

配合，都是轉型的致命處。  
 
3-f-4、其他因素 : 

如組織為維持既有權力的平衡關係，不願意隨便破

壞，可能會抗拒變革。另外，當成員對改革推動者本身

有所誤解，或彼此有利益衝突時，也可能會抗拒變革。

尤其發生於 OEM 與 OBM 生意模式同時存在的組織時，
人才的引進與原組織的權力分配問題或是原有 OEM 人

才的能力與權利是否能夠平衡，以及發生 OEM 與 OBM
的資源衝突時的裁決，都會是變革時組織成員可能抗拒

的因素。  
 

4. E 理論與 O 理論 : 
 

促成變革的因素往往也始於不同的目標，哈佛大學的

Beer(2000)和 Norhia(2000)提出了 E 理論與 O 理論來描述公司

為了何種目標而推動變革 : 
 

4.a「E 理論」 : 
基本上是以現金流量、股價來衡量股東的價值，所以這個

首要目標之下，其餘類似員工參與或是學習組織等的目標，也

就退為非主要的活動，所以產生了像是績效獎金、裁員、出售

資產、業務單位重整的機制，奇異公司的威爾許(Jack Welch)
就是此理論的奉行者。 

 

因此公司內部的各種企劃、研發等單位的無法證明可以具

體創造價值時，將會受到影響，E 理論的變革導使各部門因應

目標而重整或是合併甚至賣掉，有時也會透過外部策略顧問協

助管理階層認清與衡量選擇，或是人資顧問協助處理棘手的財

源問題。 

 

 

4 .b「O 理論」 : 
而此理論的目標在於發展與支持學習與高績效員工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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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也就是透過個人與組織的學習，來激勵其文化與能力，

呈現出的面向包括了員工高度參與、扁平化組織以及員工彼此

間的默契等，也就是希望減少官僚作風，賦予員工與營運單位

更大的自主權，惠普科技是一個典範。  
 

事實上兩位學者並不鼓勵純粹的 E 理論與 O 理論當作解決

方案，而偏好融合兩種理論，而企業適合何種策略取決於熟悉

內部的員工，所以有下表的建議幫助主管檢視組織。  
 

表 2-1 E 理論與 O 理論變革要素  
變革面面觀 E理論 O理論 E理論與 O理論併用 

目   標 致力增加股東價值 培養組織實力 
欣然接受經濟價值與組織

能力間的矛盾 

領   導 從高層因應變革 從下到上鼓勵參與 
上層制定方向, 促使下層

員工參與 

重   心 強調架構與制度 
振興企業文化:員工

的行為與態度 
企業文化與架構制度兼施 

流   程 制定確立計畫 實驗與成長 為自發狀況做準備 

獎勵制度 透過財務獎勵誘導 
透過承諾誘導以薪

資進行公平的交換 

藉獎勵來加強而非主導變

革 

利用顧問 
分析問題並研擬解

決方案 

顧問支援管理階層

自行研擬解決方案 

顧問是授權員工的專家資

源 

節錄於比爾與諾瑞亞，破解變革密碼，哈佛商業評論，78，no 3: 137。 
 
 
二、實施變革的技巧 

 
a、認定真正變革的需求  

對確定問題與機會點是一個基礎工作，如果員工不能認同

或是不能分辨問題與機會的關係，接著變革所推動的努力將會

白費，尤其是對以往有成功經驗且現在還保有成功經驗的廠商

而言，往往會排拒變革與保守以往成功的模式，此時更需要引

使公司與員工共同認清變革的需求與未來的生存發展息息相

關。  
 
 



目 錄  
 

內    容…………………………………………………………………………頁次

 

致謝詞………………………………………………………………………………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3 

目錄………………………………………………………………………………… 5 

表目錄……………………………………………………………………………… 7 

圖目錄……………………………………………………………………………… 8 

第一章 緒論……………………………………………………………………… 9 

第一節 研究背景…………………………………………………………… 9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流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 14 

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24 

第三節 五力分析模型………………………………………………………29 

第三章 台灣貿易商產業分析 ………………………………………………… 34 

第一節 台灣貿易商結構分析………………………………………………36 

第二節 台灣貿易商的困境與挑戰…………………………………………39 

第三節 台灣中小型貿易業的五力分析……………………………………45 

 5 15

b、找出適合需求的想法  

許多方法例如管理者面談、指派小組調查、問卷或是有經

驗的員工協助團隊…等，就是使組織成為有機體加以彙整員工
的想法，以及進一步引導員工參與變革。  

 
c、獲得高層的支持  

變革的持續與否，與高層的支持與否是成正比的，無論對

變革目標的訂定，變革策略的推進，因應資源的分配，衝突的

協調…等，組織必須得到高階的支持才可能全力以付去進行變

革。  
 

d、漸進的變革加以設計  

重大的變革執行時，可能因為人力資源等多項因素而無法

順利推進，此時可採用分成幾部分的逐步實施，推動者可視情

況而調整腳步，務必使員工能夠不因部分的困難而猶豫不前。  
 

e、發展計畫以克服變革時的抗拒  

除了使變革的目摽也成為個人的目標外，更積極鼓勵參

與，使其有投入之成就感﹔管理者必須不斷的溝通與教育，這

時無論是對內或是對外都必須是一致的，有時廠商高層容易對

外發表言論與變革之目標產生衝突，使得員工因觀念混淆而放

棄，高層自身也必須接受訓練與溝通，其後從制度面對於獎勵、

升遷、調動、記過、解雇等方式來輔助與加強效果，使員工明

白公司的意志與決心，發展一套對於現有組織狀況的變革計

畫，使變革之進行與制度並進。  
 

f、創立變革團隊  

成立新部門或團隊可以跨越目前的障礙，並加速變革之推

展，且可較彈性的創造或涉入變革所需要之技術或是資源，同

時也以超然的立場，去溝通或教育訓練所有因應變革的活動。  
 

g、點子王催生  

鼓勵點子王 (idea champions)的產生，會有極大的助益於打

破舊有規則，且產生對於管理、行銷、製造…等問題的解決方
案，對於變革而言，這是一種效率的方式去導引組織成員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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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參與和組織文化的潛移默化。  
 
 
三、變革的領導 

 
對於環境的變動，組織必須因應變化而發現發展生存之

道，此時組織必須有領導者的帶領去跨越變革的障礙；溝通傳

達變革的目標與成果是與組織和個人的利益息息相關，而不只

是一個企業內的管理活動而已，適時的激勵引導全體實現遠

景，當然變革過程是有不安與困難的狀況產生，員工如何適應

是一個課題，但是領導者必須必須同時了解過程的困難，而同

時建立員工成為變革的夥伴關係，這些將會使得變革的困難降

低，而員工一但願意全力因應變革達成目標，承受不安與困難

的壓力時，才能更有承受的能力。  
 
 

圖 2-1 變革的過程  
 

 

節錄於 Conner，Managing At The Speed of Change， p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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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者須讓員工經歷三個變革承諾的過程 (Daft， 1999)，
當然目的是為了建立員工對組織的承諾與協助員工克服變革時

的不安與抗拒。  
 
第一階段 : 事前準備員工備忘錄、會議、演講以及一切與變革

有關的訊息傳達，使員工瞭解變革會直接對工作的影響。  
 
第二階段 : 領導者應協助員工瞭解變革產生影響的同時，如何
知曉變革的正面效果。  
 
第三階段 : 也就是真正承諾的階段，也就是實施階段，領導者

有機會討論員工關心的問題及建立對行動的承諾，形成制度面

的機構化 (institutionalization)，員工不再是變革為新事物，而視

為是一種常態現象與組織營運的一部份。  
 

對於轉型 OBM 的廠商而言，變革的成敗與轉型的成敗是

息息相關的，尤其對於打破過去 OEM 的藩籬而言，變革必須

瞭解組織抗拒變革的心理層面，而變革的過程也有一定的方法

與策略，其後對於變革的領導方式將決定變革推動順利的與

否，與成功可否延續的重要關鍵，這些要點都是轉型品牌的網

通廠商不能忽略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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