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介紹 
本章將針對個案公司及受訪者所述的團隊之背景進行介紹，第一節為公司簡

介（以下稱 I 人壽保險公司），說明個案的背景資料及績效管理的推動概況。第

二節為受訪之理賠服務團隊介紹，簡稱 A 團隊；第三節為數位通路團隊介紹，

簡稱 B 團隊；依序先進行團隊背景介紹，再說明其團隊日常如何進行績效管理

之相關活動。 

第一節 I 人壽保險公司 

本節先介紹 I 人壽保險的背景，I 公司經營績效在業界深獲好評，故以該公

司為研究對象。第二部份則針對 I 公司近年來公司內部推動績效管理的相關活動

進行介紹。 

壹、 公司背景 

I 人壽保險公司自創立以來即以「做與眾不同，且對壽險業甚至是整個社會

有重大貢獻的事」為目標，成立 17 年來秉持著「真誠」、「創新」、「客戶導

向服務」等經營理念，屢屢推出如「男女差別費率」、「十日猶豫期」、「更約

權」等領先業界的創舉，不僅贏得客戶肯定，並獲得許多國內外的獎項的肯定與

榮耀，例如亞洲保險論壇的「亞洲年度最佳壽險公司」、天下雜誌的「台灣最佳

聲望標竿企業」、行政院的「國家品質獎」、現代保險雜誌調查為保險系所畢業

生欲從事內、外勤第工作的一志願，及遠東論壇雜誌調查之「台灣最佳雇主第 5

名」。(資料來自 I 公司廣宣資料) 

在財務績效上，I 公司亦有亮麗的表現，即使在國內金融環境經營競爭日趨

激烈，但企業績效仍然年年大幅成長，目前已經成為國內第一大外商保險公司。

其經營成果見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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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I 人壽保險公司近年經營成果 

      年度

項目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資本總額(萬元) 356,127 452,607 802,120 814,160 814,160

資產總額(萬元) 7,387,439 10,399,607 15,825,801 20,628,564 29,583,873

保費收入(萬元) 3,668,524 4,674,809 6,511,894 7,744,321 8,763,478

保戶人數(萬人) 162.34 202.80 260.19 273.30 290.01

資料來源:I 人壽保險公司廣宣資料（2003） 

 

因應國內經濟環境的改變，國人對財務與觀念與理財的需要也有所不同，

金融市場中的相關理財工具與理財的產品不斷推陳出新，人壽保險的保單功能也

由過去以保障為主，逐漸地演變成為消費者作為理財的工具之ㄧ。 

隨著市場環境改變，I 人壽保險的企業使命也從過去提供保障為主的服務，

轉變成為「滿足客戶終身保險理財需求」，以成為客戶終身理財的夥伴為目標，

希望透過壽險商品，來滿足客戶理財需要。為提供客戶的服務， I 公司的組織依

功能大致分為財務精算本部、策略行銷本部、業務本部、壽險行政本部、資訊服

務本部、企業服務本部及投資本部等。價值鏈整理如圖 4-1-1 

 

圖 4-1-1  I 人壽保險公司之價值鏈 

資料來源：I 人壽保險公司內部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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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I 人壽保險公司推動績效管理之活動 

近年來面對金融市場利率走低、國內金控公司紛紛成立，I 人壽公司面臨競

爭的壓力，也希望組織可以由過去強調客戶服務的「客戶導向」之企業文化轉為

重視成果的「績效導向」。因此自 2003 年起，從高階主管、中階主管、基層主

管甚至一般同仁，分別進行相關的訓練課程及溝通說明會，希望能夠提升組織的

經營績效，維持在金融市場上的領導地位。近年來推動之績效管理相關活動整理

如下表 4-1-2 表: 

表 4-1-2  I 人壽保險公司近年績效制度推動概況 

日期 
(年/月) 

課程/活動 
名稱 

進行方式 對象 課程大綱 

2003/8 變革領導與

績效管理 

研討會 總經理與高

階主管 

 變革或滅亡 

 宏碁變革之經驗分享 

 小組討論與行動計畫 

2003/9 追求績效的

人才管理 

研討會 總經理與高

階主管 

 以人為本的管理 

 目標設定 

 授能賦權 

2003/10 績效面談 研討會 總經理與高

階主管 

 賞罰分明的概念與原則 

 績效與員工發展 

 不良績效之管理 

 部屬個案探討 

 行動計劃 

2003/05 績效管理—

主管篇 

訓練課程 初階與中階

主管 

 瞭解績效導向文化 

 為何要推動績效導向的文化 

 瞭解績效管理循環 

 主管在績效管理中扮演的角色 

 2003 年績效管理施行作業說明 

2003/07 個人目標及

績效計劃的

訓練課程 初階與中階

主管 

 探討『績效管理』對於主管的意義。

 瞭解並討論主要職責與目標。  

 31



日期 
(年/月) 

課程/活動 
名稱 

進行方式 對象 課程大綱 

擬定  目標的追蹤。 

 學習職能的辨識與觀察。 

 瞭解 『績效面談』的注意事項。 

 瞭解並討論下階段各項相關績效評估

與人力資源制度的調整。 

2003/10 指導與績效

問題的處理 

訓練課程 初階與中階

主管 

 定義何謂指導 

 瞭解為何指導是團隊成功的關鍵 

 瞭解如何將資訊歸類，提供完成工作所

需資訊 

 如何進行符合個別員工需要的指導 

2003/10 工作智慧王-

主管篇 

訓練課程 初階與中階

主管 

 提供主管績效管理期中評估的回饋 

 瞭解文化活動『工作智慧王』的課程內

容及主管的角色 

 透過「提昇個人效率」小冊子的應用,

引導主管使用小冊子的方法，並鼓勵主

管應用於工作中 

2003/12 期末檢討與

評估實務 

訓練課程 初階與中階

主管 

 瞭解期末面談準備 

 評分標準與技巧 

 期末面談提醒 

 期末績效管理作業說明 

2004/02 主管職能調

查 

問卷調查 全體同仁  透過主管自評與同仁評量的結果，協助

主管對個人的管理職能的瞭解，作為

2004 年職能發展的依據 

 評量的職能為2003年公司指定評量職

能『績效管理』與『指導他人』 

2003/10-

12 

工作智慧王 訓練課程 全體同仁  瞭解我們所處的環境。 

 工作與主要職責。  

 連結才是重點-透過目標來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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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年/月) 

課程/活動 
名稱 

進行方式 對象 課程大綱 

 績效管理與個人工作表現。 

 職能與我。 

 『提昇個人生產力』小組討論/分享 

2004/04 主管如何進

行績效特別

輔導 

訓練課程 同仁需要績

效別輔導方

案之主管 

 瞭解績效問題的定義、分類、處理流程

及處理原則 

 透過個案練習學習績效特別輔導計劃

所需要的技巧 

 瞭解績效特別輔導作業程序與標準及

人力資源處可提供資源 

2004/05 2004 年績效

管理主管溝

通會 

溝通會 初階與中階

主管 

 績效管理執行現況與建議 

 職能與發展 

 績效個別化處理 

 2004 年績效管理流程說明 

資料來源: I 人壽保險公司內部資料 

 

除了課程及溝通說明外，I 公司積極落實目標設定、促成績效及績效評估的

績效管理循環之作業程序，人力資源的相關作法也同步進行修正。包含績效獎勵

辦法強調績效差異化之不同獎勵、推動職位評價，敘薪及調薪也依據職等而非年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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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 A 介紹 

壹、背景簡介 

個案 A 位於南台灣，主要的工作內容是服務當地的業務同仁與保戶，進行理

賠服務，包含理賠件受理審核、理賠金給付相關作業及當地櫃檯理賠服務等。南

台灣理賠服務團隊共 26 人，包含一位科主管、理賠一組、理賠二組、櫃檯服務

三位組長及各組所屬同仁共有 22 人。團隊主管 A1，自從畢業之後就進入 I 人壽

保險公司服務，從民國八十一年南台灣區部成立，就調至區部擔任理賠服務的工

作，是一個資深的理賠人，充分掌握理賠服務的精髓，在團隊的領導上，非常重

視與外勤同仁的互動與夥伴關係的經營。A1 之工作績效目標整理如表 4-2-1。 

表 4-2-1 A 團隊主管 A1 之工作績效要項 

主要工作要項 重要性(或時間佔比) 

理賠案件作業處理時效 50% 

理賠案件作業處理時效 20% 

客戶滿意度 20% 

人才培育與人員專業度提升 10% 

資料來源：I 公司內部文件 

 

I 公司內部一位資深的理賠人員談及參加全國理賠人員的訓練時，對 A 理賠

團隊的夥伴的印象是「不但充滿求知的熱情，同時也非常團結、重視榮譽」。並

描述該團隊在參加訓練之前，主管會利用機會，對夥伴說明訓練的內容與目的，

讓同仁充滿學習動機與熱情，並且能維持南台灣一直以來追求榮譽的優質表現。 

在南台灣行政主管的眼中，理賠科是一個具有高度向心力與創造力的團隊。

一方面除了 A1 對自己總是設定較高標準，與嚴格自我要求外，A 團隊的理賠夥

伴也都非常重視團隊的榮譽。回憶起三年前環境佈置比賽，理賠團隊就非常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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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爭取團隊榮譽，透過共同追求榮譽的過程中，建立夥伴們的革命情感與組織

共同的記憶。A1 回憶說「每個人自己將娃娃上色，畫出自己的共好娃娃！」一

面貼滿共好娃娃的共好樂園，就是一段印象深刻的經驗與美好回憶。理賠同仁在

2004 年利用假日的時間，自行舉辦了一個非常專業又有創意的研討會，也讓南

台灣行政主管印象深刻地表示：「同仁都非常投入，對於爭取榮譽這件事很在

乎！」 

長期帶領理賠團隊，A1 對工作的要求與認真的態度，影響著團隊的夥伴們，

塑造了理賠團隊的特色：「我感受到一種團隊的整體感跟榮譽感」、「沒有個人成

就、只有榮耀共享」理賠同仁表達身處在這個團隊的感受。 

 

貳、團隊運作 

在工作目標的擬定時，A1 表示除將總公司至各區部的服務目標展開之外，

同時也設定了滿足內部顧客的目標，例如「勤跑基層、勤跑單位」，「到業務單位

進行早會宣導」。「跑單位雖然很累，但是要想想好處！除了與外勤同仁見面三分

情外，多一些溝通與互動，可以減少在理賠案件中產生對立與衝突。主動說明理

賠專業知識與作業流程，我們後續的作業就會輕鬆！」。同時 A1 會仔細地與業

務同仁溝通她的理念與想法，同時也鼓勵理賠的夥伴，除了電話的溝通之外，也

要去單位走走，看看外勤同仁的作業模式、聽聽客戶最近在忙些什麼，以及目前

市場上的一些狀況。 

除了互動頻率的強化外，理賠也很重視溝通的品質。在總公司設定的宣導主

題之外，每個通訊處對理賠知能的需求不盡相同，因此南榮理賠透過問卷調查，

進一步分析業務單位常遇到的理賠問題，再針對該類問題規劃相關的宣導活動，

透過有效提昇外勤的同仁的理賠知能，避免日後因為認知差異而導致對條款解釋

的不一致，也可以有效提升理賠的時效。 

為了讓外勤同仁能夠及時掌握回應保戶需求，理賠會同時發出簡訊通知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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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案件處理進度；對於解約、拒賠或未給付的案件，南榮理賠會主動聯絡外勤

同仁說明處理結果；在連續假期之前，也會提前通知外勤同仁，提醒同仁掌握申

請的時效，另一方面，理賠同仁也會盡力在假期之前完成理賠的審核作業，讓外

勤同仁可以過一個輕鬆無慮的假期。 

面對高壓力的理賠工作，每位同仁所需承擔的工作責任都不輕鬆，如何讓團

隊保有互助的精神，樂意協助他人，達成組織的績效目標？A1 常與同仁溝通觀

念，鼓勵夥伴也能發揮同理心：「如果您休假回來，發現沒有人代理您的工作，

堆積如山的資料需要處理，剛休完假的好心情都沒了，這樣您以後還會去休假

嗎？這樣對休假的人而言是一種懲罰！」南榮理賠同仁也深深瞭解，唯有不分您

我，互相幫助與支持，發揮團隊的力量，才能營造出一個優質的工作環境。 

這樣團隊夥伴互助的行為，不僅在同仁休假的時候才出現，更是 A 團隊同

仁的生活方式。例如面對客戶抱怨的時候，或是有疑問的時候，夥伴們會毫不吝

嗇地提供支持，或分享經驗，或者透過腦力激盪共同想出解決方案，不會有單打

獨鬥的狀況發生。 

除此之外，A 理賠團隊的夥伴充分運用總公司提供的資訊，強化了互相支援

與分享的默契。理賠網站的資訊清楚地記載著每位同仁的工作績效指標（時效、

件數與正確率）。這些公開與透明的資訊，不僅幫助個人來追蹤工作績效的重要

資訊，同時理賠團隊也會利用這些公開的資訊來相互鼓勵與打氣。一位夥伴分享

經驗：「不一定是主管才會給予支持與鼓勵，我這個月處理的件數比較多，大家

知道我是榜首，就會跟我說辛苦了，這些同儕間私底下的支援跟鼓勵也是團隊成

功的主要因素！」同樣地，當工作進度落後造成沮喪的時候，同儕會伸出援手，

互相打氣，給予支持。 

面對多元且日漸複雜的保險環境，透過每位成員無私地分享個人經驗，而在

組織內部不斷地累積理賠專業知識。夥伴若經手特殊案件，會透過電子郵件將經

驗分享給其他的夥伴；若有比較複雜或需要加以說明的資訊，則會機動地在座位

旁邊集合大家，略加說明與討論，讓大家的資訊保持在最新、及時與同步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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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維持資訊的充分暢通，A 理賠團隊的運作會跨越的組織的界線。例如兩

組的組長除了組內的會議外，必須出席跨組的會議，如此才能確保科內的資訊的

透明與流通，另一方面，各功能小組也會將收集的資料放入公用檔，方便大家使

用。一位同仁談到他的觀察「所有理賠的同仁都會協助新人的成長，並且不藏私

的分享」，因此超越本位主義的知識分享是南榮維持理賠品質一致性的關鍵。 

除了內部資訊的暢通外，面對多變的環境，理賠人員必須不斷地提昇自己的

知識與能力，以處理日漸複雜的案件。南榮理賠在正式組織的編制外，同時也跨

組將同仁編制為企劃組、教育組、重案組與夢工廠四個功能小組，分別負責部門

內的活動規劃、教育訓練、案例蒐集與研討等等，輪流安排主題內容與主持「共

好時間」月會。 

功能分組、跨組間交流、透過定期的教育訓練與及時資訊分享機制的建立，

堆砌出 A 理賠團隊夥伴間的共識，在理賠案件審核結果的一致性也較其他團隊

為高，一位總公司理賠管理主管表示：「相對而言，A 理賠團隊的工作品質比較

整齊，不同的理賠員，簽核出來的結果不會有太大的差異」，而專業判斷的一致

性，也是影響服務品質的一個重要關鍵。 

俗話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為了維持工作品質的穩定，A1 更是

細細規劃新人的在職訓練。在南台灣，理賠的新人要接受長達六個月的訓練，在

關鍵的第一個月裡，透過上課與實作交叉訓練，讓新人熟悉理賠部門的行政與審

核相關業務，不但可以快速瞭解全部門的功能，也建立的良好的行政作業品質，

在資料的輸入的完成整性與正確度，在全國是數一數二。當然，個案的討論是新

人學習菜單當中，不可或缺的主菜，沒有標準答案的案例，就是鍛鍊同仁的腦力，

也是培養同仁獨立思考能力的開始。 

「要讓案件順利出去，我就必須思考，建立自己的看法」一位剛開始不習慣

問問題的同仁，在理賠的工作實務中，學習透過如何質疑、挑戰既有的答案，整

合各方意見，做出適當的判斷。「雖然有挫折，但在完成任務時，可以感受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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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成長與進步，有一種成就感！」 

成就感的來源，就是工作中的挑戰！一位同仁表達他的看法：「主管有許多

的事情要忙，所以我們養成一個習慣就是，能自己處理就不會讓電話跑到主管哪

裡去。」在理賠的業務中，難免會遇到挑戰性較高的狀況，「遇到具有挑戰性的

個案，大家更是不分您我，輪番上陣、互助合作。」這些話更貼切地描述出 A

理賠團隊同仁工作情形。「客戶真的要找我嗎？客戶要的是問題能夠解決！」A1

這樣與同仁溝通觀念，鼓勵同仁能夠想出解決方案，勇於負責地將問題處理，而

不是當一個問題傳遞者。 

工作上的挑戰帶來成長外，理賠的夥伴的潛力，也在執行功能分組的任務中

也不斷地被開發。一位加入這個團隊 2 年多的夥伴分享他的感受：「初期我覺得

這是一種負擔，後來當我多做一些教育組的準備後，相對地我跟同仁的互動增加

了，同時對工作又有更進一步的瞭解，我因為這樣學習到某些技能！」透過學習

活動的刺激，在案例的研討、知識分享中，一點一滴累積出南榮理賠夥伴的專業

實力。 

A1 也善用日常的工作機會與同仁溝通服務的觀念。有一次有一位陌生的客

戶到櫃檯說要找行政主管，櫃檯人員就直接讓訪客進去。A1 詢問之下，發現櫃

檯並沒有訊問訪客姓名與目的，就讓訪客進去辦公室。A1 立刻提醒櫃檯人員「要

詢問清楚，先通報一下，如果那個人拿槍進去怎麼辦？」利用這樣的機會，A1

不忘提醒同仁要有危機意識，讓每個夥伴瞭解個人的工作角色的重要性，扛起把

關的責任。 

有一次因為部門人手不足，一位理賠同仁因趕著處理案件，未能及時回覆外

勤同仁的電話，導致外勤同仁的不滿。A1 知道後，先傾聽同仁的說法，瞭解事

情的原委，在同仁的處理步驟中，提醒同仁可以再多做一點。事後這名同仁回顧

說：「剛開始，我不否認我有點火，因為我覺得主管不瞭解 …..但她（A1）就是

慢慢講，我覺得她沒有任何的情緒，她是針對事情在談….」這樣對事不對人，

理性的溝通，讓同仁獲益不少。 

 38



南台灣行政主管分享他所觀察到 A1 細膩的一面：「她應該蠻關心她的成員

的，就是一些平常生活上的照顧。」A1 毫不諱言說自己是一個工作導向的人。

但除了工作外，她也很關心同仁：「我發現同事最近不太一樣時，我會藉機跟他

聊一聊，看看他最近有些什麼狀況，也讓他知道我在關心他。」 

基於理賠工作的挑戰性與複雜性，理賠同仁必須要有較高的抗壓與問題解決

能力，需要比較久的養成時間。因此 A1 在人員的招募上，特別小心謹慎，嚴加

把關，在口試之前，還必須經過筆試。透過 2-3 次面談，透過瞭解對方過去在工

作中表現與反應，以便深入瞭解對方所具備的能力之外，更不忘澄清理賠工作的

價值、工作性質與特色，對工作的要求，不但提昇招募品質外，也重視事前溝通，

避免認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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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 B 介紹 

壹、團隊背景 

B 團隊自 1999 年成立，當初的部門名稱是「數位化發展暨推動中心」，成

員 5 人，部門的使命在透過網際網路技術建構與經營網站，開發 e-Business，

以推動並整合公司之數位化資源。而自 1999 年到 2004 年期間，部門名稱隨任

務屬性之調整，修改為「電子管道促進處」至目前的「數位通路系統處」；隸屬

部門由電子企業本部調整為企業效能本部，再於 2003 年改隸屬 IT 本部；部門

人數則由 5 人一路增長，到目前為止有 27 人。團隊主管 B1 之工作績效目標整

理如表 4-3-1。 

表 4-3-1 B 團隊主管 B1 之工作要項 

主要工作要項 重要性(或時間佔比)

網站開發建置之規劃與作業 高 

網站經營之規劃與維護作業 中 

市場數位化之支援整合專案 高 

數位化專案活動規劃與執行 中 

資料來源：甲公司內部文件 

 

建軍之初至 2003 年期間，網際網路之技術應用及自創品牌的網站創建營運

是運作的主體。這個團隊在這段期間一手打造了耳熟能詳的網路天地，包含

OHAYO 健康生活網、e 世紀健康生活網、SARS 期間的零恐懼多關懷全民共同

防疫網、個人健康管理大師網及理財網，這些作品曾締造了多個業界第一的紀錄

及獲得多個獎項。市場趨勢的掌握、時效與創意是這段期間這個團隊的營運重點。 

部門任務由初期的網站建構經營，隨著網路泡沫化而面臨考驗，2003 年期

間曾因部門宗旨及方向的大幅轉變，面臨解散或轉型的抉擇，但在決意存續後，

服務公司內部顧客的系統開發與維護成為主要任務，並且調整成以專案型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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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這樣的轉變不僅需要重新定位角色分工，人員所需技能也與過去多所不同。

在以市場為主的服務範圍中，因這二年的壽險市場變化劇烈，在客戶導向的前提

下，通路專案的開發及系統維護重點以感同身受同理客戶，與客戶建立默契與互

信，創造共榮雙贏並確保推出時效是團隊達成任務的關鍵。 

得獎無數是所有成員引以為傲的事，讓創造所產生的成就有形化，具體的

表彰了團隊的貢獻。也可以感受到身為團隊一份子的榮耀，「在專案完成的一剎

那，興奮、成就感及全部門大家共同分享的感覺，真的只能說--讚！」。而在任

務告一段落或達到里程碑時的慶功宴也是這個團隊的重要活動，除了完成任務的

愉悅與放鬆外，對於任務執行期間個人的感受，包含磨擦以及感謝也會在酒酣耳

熱間互相傾吐，有點一笑抿恩愁的意味。下個專案合作會更有默契。 

與團隊成員接觸的人都會感受到團隊成員的自信，每位受訪談的成員幾乎

都有使命必達的信念，他們不約而同的表示「專案在我們部門一定會成功」、「只

有困難的專案，沒有不成功的專案。也許會換條路走，那可是最後一定是成

功！」、「大家的目標都是要把專案完成，會用各種方式去解決問題…」。B1 認為

主管的使命就在帶領團隊成功，點燃團隊成員的熱情，化被動為主動，由消極轉

為積極，「不要讓失望主義有一點點機會產生，因為失望主義蔓延的速度絶對快

過希望主義！」「一旦專案失敗，只會導致挫折並且互相推諉責任，惟有專案成

功，才能由成功的經驗中學習成長！」這樣的想法與說法幾乎成了所有成員的座

右銘，連帶著會覺得惟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待在這個勝利團隊中。受訪成員在言談

的神情中都透露著些許驕傲，些許自豪。 

對這個團隊，工程師是這麼描述的：「我相信唯有一群志同道合、默契十足、

有著共同理想目標的工作伙伴在一起，才能創造出最優秀的團隊。而一個優秀團

隊的產生更不是一朝一夕所能造就的，它是必須要經過時間的洗滌、彼此真心誠

意的付出勞力與心力，才能產生結晶。」很概要的將這個團隊的精神表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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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隊運作 

B1 提及他對中階主管的角色的看法，「我在團隊成員以及大老闆中間扮演

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讓老闆的想法具體化，因為老闆告訴我的是抽象的策

略或概念，我必須要把它具象化，把策略變執行策略進而歸納出專案，再變成執

行專案」，至於與大老闆的溝通方式上，「我不喜歡常常找老闆，但是我會很期望

在我一碰到他的時候，我就可以把他想的東西問的很清楚，然後隔一、兩個禮拜

後，我就會把歸納出來的東西拿去再問他，是不是這個?讓大老闆看到的就是具

體一點方案，可以決定要或不要，或要選那一個方案。」這一點在對資訊本部主

管的訪談中也得到應證，高階副總覺得這是滿好的向上管理，可以讓主管清楚的

瞭解狀況，以便有助於判斷。 

團隊是以網站建構起家，因此運作模式比較接近網路資訊服務公司的作業

模式，需要清楚掌握市場趨勢，從企畫提案到完工全部包辦，因此角色分工清楚、

流程步驟緊密銜接。這樣的工作模式延續到現在，在大型的通路專案開發提案之

前會由商業分析師（Business Analyst）先進行議題研究，收集業界的做法，甚

至是金融業或金控公司的做法，再考量原系統的作業現況、使用者的想法與期待

之後向客戶提出企劃書。一份企畫書內容常常多達五、六十頁，在客戶初步接受

了企劃構想之後才進入原型開發的階段，產出模擬的系統原型(prototype)。客戶

看了就非常清楚且具體的瞭解系統的功能與輪廓，用原型來與客戶溝通，是很具

說服力也很容易與客戶建立共識的。 

要做到掌握商情，提得出為客戶設想週到的企劃案，是必須有一些紮實的

準備功夫，團隊中的 BA 或是主管要對市場（Domain know-how）有一定程度的

瞭解，常看些市場趨勢的書，常與市場的同仁接觸，透過聊天甚至是聽聽他們的

抱怨，都會直接間接的掌握現況，也透過這樣的機會溝通自己的構想。這樣的做

法會因為比客戶想得多更多，讓客戶在專案開始之初就覺得大家像合作夥伴，這

一個專業的 IT 團隊是值得信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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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專案開發期間則是透過進度報告（Status report）來與客戶溝通。曾有

一個只有為期二週的重要專案，開發團隊為了讓客戶對進度有所瞭解，將原本一

週一次的報告頻率縮短為二天提出一次進度報告，用具體的動作讓客戶感受到專

案團隊的認真繼而產生信賴。默契與互信就在一次次的互動中逐漸建立。 

不管是初期的網站建構到近期的系統開發，創意的激發都是這個團隊運作

的靈魂，B1 非常強調團隊成員的共同創造，尤其是專案初期的發想階段，而過

程與結果一樣重要，因為討論與激辯可以產出有創意的企劃構想，而無形的產出

是團隊成員的共識、參與感與對專案的認同感。圖 4-3-1 為 B1 說明團隊創意產

出及共識形成的過程。 

 

 

 

 

 

圖 4-3-1 B 團隊創意產出及共識形成的過程圖 

資料來源：I 公司內部資料 

 

最常見的討論場合是在團隊會議中，由專案團隊成員共同討論，由各抒己

見的偏執進而激發創意，透過大量的說明試圖說服其他團隊成員，達到真理愈辯

愈明的辯證的效果，在完全的討論後產出大家都可以接受的方案，往往這個方案

的內容已經不是當初任何成員的個人想法了。 

在接到任務的初期大家常會有許多意見，時間太少、客戶要求太多…「讓

大家講，儘量講，要駡老闆也行。等到抱怨夠了，事情還是要做，好吧，大家想

想要怎麼辦?」偏執與創意往往由此而起，B1 說這樣的場景常常出現在討論剛開

始時。而典型的資訊人是沈默而技術導向的，要設法讓團隊中每個一份子都參

與，「不發言的話就一個一個來，順時鐘或逆時鐘…」、「每個人都要講十分鐘，

不知道要講什麼?没關係我們等你…」，剛開始時當然會不習慣，但有過幾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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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漸漸就學會表達自己想法了。就算是新加入的成員經過一次次的洗滌也能夠

習慣這樣的模式了。接續著是大量與反覆的討論，辯證的結果「辯輸，就要甘願

了！」B1 如此說。拉近團隊的距離也是個重點，這類的會議往往會刻意的選在

空間略小的會議室，以便讓團隊討論氣氛熱絡，空間距離的縮小連帶著心理距離

也縮小了。年輕的工程師很傳神的表達了他對團隊大量討論的看法，「我們是很

有創造性的，通常都是大家共同討論，到底要做的成品長什麼樣？要做到多好？

這些專案雖然都是公司給的任務，可是經過了這個討論的過程，每個人都覺得這

是自己想要的東西。這種感覺讓我們對專案產生親和感，會覺這是自己的專案。」  

這樣的創意發想發生於企劃構想的提案期間，當然也會發生嘔心瀝血的提

案到了大老闆之處不為接受，而需要重新調整，再回到討論、說服、辯證的階段，

但無論如何一旦定案了就必須沒有二心的同心協力去做。 

當然也會遇到不喜歡的任務，很艱辛或者需要付出很高代價，但身為後勤

支援就必須戮力完成，B1 引用電影搶救雷恩大兵裏湯姆漢克的說法：「任務完成

了，我們就可以回家」，用這樣的態度去面對任務迎接挑戰。給部屬全盤的信任

與支持，則是這個團隊成員對老闆的共同看法，「一個案子交給我們的時候，他

是很放心我們的，完全相信我們，讓我們放手去做。但最後成敗責任都在主管」、

「問題一抛出來，老闆就會一直幫你想辦法給你支援，任何支援，只要能夠完成

這個專案」，而同仁也具體的表達他們的感受，「B1 就是陪我們，不管你忙得多

累都會覺得他跟我們在一起。」。對於 PM 更是完全支持，B1 描述當他參加專案

會議時，他總會這麼說：「我不是 PM，我現在是團隊成員之一，我一樣可以發

言，但是 PM 才是會議的 Leader。」更具體的支持表現在主管親自挽起袖子跳

下去做，「像現在做數位業務員(M-Agent)大家軋不過來，B1 自己跳下來寫程式，

熬夜熬了好幾天。看老闆都做成那樣，誰還敢說不會做還是不要做啊！」 

在工作進度的控制方面一如標準的資訊專案，進度時程的掌控非常重要。

階段性里程碑(Milestone)一旦訂定出來了，會讓團隊成員自己安排進度，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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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著說：「專案進度是我們自己排的，專案成員的名字都填在進度表裏，需要花

多久的時間，是自己估計的，而不是老闆的意思。不過一旦答應了這個日期，做

不到可就沒話講了，會被晾起來的，那時候老闆可是很凶的。」而由同仁自主安

排工作，會不會互推工作呢?另一位受訪主管說：「我們有遇到過成員表示不想做

或不該他做，我們就告訴他不做沒關係，可以交給別人做，但以後也沒你的工作

了」，後來就漸漸形成大家會搶工作做的文化，深怕自己工作少了，表示自己能

力不好。在工作分配時如此，其後專案執行期間則是通力合作，「我們通常不是

一個人自己就埋頭苦幹，我們一定是把問題丟出來，大家一起去解決。互相支援

是一定必要的。」，若與以前的經驗比較「以前就是案子交下來，大家就埋頭做，

一直做。但是現在比較能夠參與整個專案所有的工作過程，從開始發想、企劃、

下手去做，一直到工作完成。」感覺是團隊的一份子，而不是獨自一個人。 

團隊內幾位主管及專案經理（PM；Project manager）之間是很密切溝通的，

對於專案的進度及每位成員的狀況也都隨時交換資訊，資訊通透的結果讓各專案

之間可以產生良性競爭的效果，每一位 PM 都不想讓自己的專案落後或出問題。

另一方面資訊通透可以讓這個團隊做到賞罰分明，而且立即回應。成員有表現好

的地方會立刻得到回饋，可能是口頭或者是電子郵件，有時同仁會非常驚訝，老

闆居然會注意到這麼小的細節，而且這麼重視。。 

永不吝於正面的鼓勵則是另一個大家對這個團隊 Leader 的共同體會，「都

是鼓勵的，告訴你你有多棒，他會畫 3 個圈圈各自代表公司要的、自己會做的，

還有自己想要做的，整合起來才會大家都有收穫，達到公司的目標，自己也學習

成長。」鼓勵的結果，是成員的自信與承諾，「我覺得這種正向的話聽多了，對

人是有影響的。你會覺得自己做的都是對的，應該要做更多做更好。」。對於這

種永持肯定的表達方式，也有主管會覺得鼓勵太多，會寵壞了大家，但 B1 覺得

肯定是自信的來源，他絕不輕言放棄任何一個團隊的成員，情願用鼓勵來代替責

備，更何況鼓勵之餘，也會有透明公開的管理機制來檢核真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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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1 的概念中，支持團隊保持永遠的活力與能量是這個團隊特有的文化及

精神，包含了熱情積極、理性思辯、創新改造、團隊合作、客戶導向、追求卓越、

完美執著。在整個訪談過程中，由受訪者的口中可以具體而微的感受到這些精神

的實踐。 

在對任務的熱情與執著上，聽到成員表達：「雖然工作是辛苦的，但卻是百

分百的投入，也抱持著絕對成功的信心。而且我們做的一定會比客戶想的更多，

因為我們一直都覺得--要做就做最好的。」「常都會有一種身在保險業必定會有

的使命，這也是在這團隊成員所會有的體認，就是我們一直深信我們在做的就是

為大家提供”服務”，真誠的服務、無微不至的服務」。B 團隊的勝利方程式，即團

隊價值觀整理如圖 4-3-2。 

  

 

 

 

圖 4-3-2 B 團隊的團隊價值觀 

資料來源：B 團隊內部簡報資料 

 

多數人認為內勤支援單位的工作是例行而穩定的，相對也缺乏熱情與活

力，但在這個注重團隊精神、勇於創新的團隊中，除了一掃對內勤支援部門的刻

板印象外，感受到一股生生不息的生命力，這也是支持企業欣欣向榮的一股重要

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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