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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為何美國迪士尼樂園到了東京大獲成功，到了巴黎和香港卻

遭遇經營困境？為何獨步全球的德國飛機維修系統，到了中

國的企業卻無法發揮效能？為何台灣的 7-ELEVEN 不僅成功引

進日本超商模式，還創造了獨特的在地消費文化？其中的關

鍵就在企業是否掌握了思考的脈絡。任何暢銷的創新，都是

來自對在地脈絡的深刻了解。脈絡思考法就是學習全局思

考，掌握問題的全貌，看見使用者的痛點，看懂組織的作

為，看破機構的制約。透過頗析十三個案例，本書將影響創

新成敗的關鍵因素分為使用者行為、組織作為與機構制約。 

中文關鍵詞： 脈絡思考、再脈絡、疆界物件、知識鑲嵌、組織作為、使用

者行為、柔韌設計 

英 文 摘 要 ： Why does the American Disneyland achieve great 

success in Tokyo while encounter setback in Paris and 

Hong Kong? Why did the German’s leading aircraft 

maintenance systems fail to perform its superior 

functions in China’s airline company? How could 

Taiwan’s 7-11 effectively transfer Japanese 

convenient chain stores model, while creating unique 

consumption culture in Taiwan? The key lies in 

whether enterprises could behold contextual thinking 

methods. Popular innovations often come fro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local context. The method of 

contextual thinking requires us to learn about 

systemic anlaysis of a given problem, so as to 

visualize users’ pain points, comprehend modes of 

organizing, and see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is book includes 14 cases and explains 

why innovations could be hampered by users behaviors, 

modes of organiz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英文關鍵詞： Contextual thinking, reconstextualization, boundary 

object, knowledge embeddedness, modes of organizing, 

user behavior, ‘robus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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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何美國迪士尼樂園到了東京大獲成功，到了巴黎和香港卻遭遇經營困境？為何獨

步全球的德國飛機維修系統，到了中國的企業卻無法發揮效能？為何台灣的 7-ELEVEN

不僅成功引進日本超商模式，還創造了獨特的在地消費文化？其中的關鍵就在企業是否

掌握了思考的脈絡。任何暢銷的創新，都是來自對在地脈絡的深刻了解。脈絡思考法就

是學習全局思考，掌握問題的全貌，看見使用者的痛點，看懂組織的作為，看破機構的

制約。透過頗析十三個案例，本書將影響創新成敗的關鍵因素分為使用者行為、組織作

為與機構制約。 

關鍵字：脈絡思考、再脈絡、疆界物件、知識鑲嵌、組織作為、使用者行為、柔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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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y does the American Disneyland achieve great success in Tokyo while encounter 

setback in Paris and Hong Kong? Why did the German’s leading aircraft maintenance 

systems fail to perform its superior functions in China’s airline company? How could 

Taiwan’s 7-11 effectively transfer Japanese convenient chain stores model, while creating 

unique consumption culture in Taiwan? The key lies in whether enterprises could behold 

contextual thinking methods. Popular innovations often come fro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local context. The method of contextual thinking requires us to learn about systemic anlaysis 

of a given problem, so as to visualize users’ pain points, comprehend modes of organizing, 

and see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is book includes 14 cases and explains why 

innovations could be hampered by users behaviors, modes of organiz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Keywords: Contextual thinking, reconstextualization, boundary object, knowledge 

embeddedness, modes of organizing, user behavior, ‘robus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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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壹、前言與研究目的 

1.1 定義脈絡 

我有點驚訝，當我提到這本書是有關「脈絡」，多數人感到疑惑。如果發音不很準，

還有人以為是「賣肉」。許多人更認為這兩個字太學術了點，尤其當我談到創新的「脈

絡」時，他們眼中露出迷惘的表情。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將「脈絡」說清楚。基本

上，這本書要強調的是，在設計或導入創新時，不能不知道使用者所處的脈絡。那，到

底什麼是脈絡？讓我先談談一般人們對脈絡的理解，再說明由學理與實務上如何了解脈

絡。 

一般人的理解，脈絡就是搞清楚狀況。例如，我有位朋友，他能言善道，但是每次

都在不對的時機說話，因而人際關係一直不太好，那是因為他弄不懂狀況，很「白目」

（也就是很冒失、很不得體）。他總是在人家傷悲之時，他戲謔；當人家歡喜的時候，

他盡提些掃興的事。總之，他不了解「脈絡」。 

若談到字典的定義，樹葉上的經為脈，相連為系統稱之絡。用於文章，脈絡指的是

鋪陳的邏輯。如元朝劉壎在《隱居通議：文章三》所言：「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脈絡，

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脈絡也可以用來描述山水的支脈流向。清朝外

交官薛福成《海關敘略》就提到：「審其地形，開其風氣，尤視大水之經緯脈絡，以定

群商之輻湊與否。」他觀察商業的群聚過程，以水利的走向歸納出如何以環境來調合商

業交易。在電影「赤壁」中，諸葛亮談笑之間，借東風以制敵。他之所以能料事機先，

也並非神明之道，而是他理解天象的脈絡。 

在中醫理論中，人體不只是有血管的系統，還有經絡系統，分別為經脈和絡脈所形

成。在數千年前，《黃帝內經》便記載了經絡的概念：「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經

是路徑，絡是網絡，縱橫交錯循行全身。宋代周密於《齊東野語》之針砭篇提到：「古

者針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人

體佈滿複雜的氣血穴道，資深的中醫師以脈搏分析病徵，要看的是系統的整體關連性。

頭痛，可能要醫腳；心痛，可能要醫腎。要了解人體系統，中醫師不僅要看病人表面所

痛之處，更要透過經脈（運輸線）與經絡（節點）來追蹤痛因之根本。這樣的說法，用

於創新也頗為貼切，因為創新之所以未竟全功，和氣血不順之理相合。若能找出創新所

處的社會脈絡，就能找到病因，也許就能頭痛醫腳，找到解套的方法。 

脈絡也常用來比喻事理的線索。如偵探般，調查時必須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就

是指要分析脈絡。熱門影集《CSI犯罪現場》裡的探員，也是有系統地收集物證，才能
抽絲剝繭，了解犯罪脈絡，找到兇嫌破案。《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也可以

說明脈絡。庖丁是位屠夫，但他的刀卻很少損壞，拆解牛隻之效率又是其高無比。梁惠

王要庖丁透露一點祕訣。他說，屠牛之時，不要看著牛身體的部位，而要看著筋肉的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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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順肌理脈絡下刀，刀子便會減少磨損，速度也可以加快。脈絡是整個系統，是肌理

的結構。 

在管理學上，安卓�佩笛谷（Andrew Pettigrew）嘗試點出脈絡該如何研究，便提
到三個重點(Pettigrew, 1990, 1992; Pettigrew, 1987)。脈絡，就是獨特的過程、弦外之音
以及環環相扣的體系。他認為，內涵、過程以及脈絡這三件要素是糾結在一起，難以分

離而觀察。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脈絡的各種特質。 

1.1.1 脈絡，是獨特的過程 

為了創新，人會在特定情境中會進行某些工作，例如律師要準備訴訟實務，老師要

準備課程，廚師要準備料理，也因此出現了過程（process）(Langley, 1999, 2007)。過程
是一系列的行動，串在一起，隨著時間演化，會形成特定的歷程，像是如蛹轉化為蝴蝶。

如果不知道其中歷程，你會以為蛹與蝴蝶完全不相干。了解歷程中的行動，就可以理解

工作或生活的脈絡，也就可以找到創新的靈感。 

我去過一家日式豬排料理，叫做勝博殿。有位朋友剛好負責引進勝博殿到新光百

貨，所以請我們去嚐嚐。從此以後，我們全家便成了常客。之後，我試過數家日式料理，

感覺都沒有勝博殿好吃。一問之下才知道，勝博殿的老闆是位達人，對飼養豬隻很有一

套，他都在豬隻飼養至三百天時，開始餵食適量大麥。因此，他養出來的豬，肉質特別

鮮美柔嫩。這位日本達人了解豬隻生長的脈絡，所以才能發展出獨特飼養的過程，做出

勝博殿的美食餐點。 

我記得有一家美國醫院為了提升服務品質，改善對病人的醫療照護，請了國際知名

顧問公司來幫忙。管理顧問提出各種令人驚嘆的數字、炫目的流程圖與昂貴的資訊系統

方案。後來，這家醫院又找了另一家設計顧問公司（IDEO）來評估(Brown, 2009)。一
週後，設計人員給院方主管看了一個三分鐘的錄影，那是他們將錄影機架在病人頭上，

紀錄病人躺在床上一天所看到的世界。設計公司發現，病人一天中，一半以上的時間看

不到「人類」，只看到天花板。他們唯一能看到人的時候，是護士用輪椅帶他們去進行

各種檢驗的時候。 

所以，要如何改善對病人的服務？醫師與護士看完影片後，決定不去導入昂貴的資

訊系統。他們先佈置天花板，用色彩繽紛的圖畫點綴，也在入口處放一個大白板，讓探

病的人留言。然後，他們在輪椅上裝上一個照後鏡，讓病人可以在行進中說話時可以看

到護士的臉。了解病人醫療的脈絡，不用花大錢也可以大幅提升服務品質。 

哈佛大學的艾米�愛默生教授（Amy Edmondson）研究十六家醫院導入心臟導管手
術設備，發現有些醫院成功，有些失敗(Edmondson, Bohmer, & Pisano, 2001)。她點出，
失敗與成功的醫院之間，最大差異在於醫生能否學習到科技的中到獨特手術例規。心導

管手術機台外表看起來只是在輔助外科醫生進行心臟手術的工具，但背後其實蘊藏了一

套手術運作的潛規則。這套例規要求主治醫生要和其他專科醫生與護士進行密切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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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也因此，主治醫生必須強化團隊合作訓練，才能將心導管儀器的綜效功能結合到

手術中。愛默生教授看到了心導管儀器中獨特的手術過程以及背後的合作脈絡，找到了

導入高科技醫學器材失敗的原因。 

密西根大學珍．達頓教授（Jane Dutton）的紐約遊民研究也很有趣(Dutton & Dukerich, 
1991)。她發現鐵路局由於不了解遊民的生活習性，試圖強制驅離遊民，結果招來強烈
抗爭，也引發媒體的批評。後來，社工人員去幫忙遊民安置到收容所。但是隔沒兩天，

因為自由慣了，遊民們又跑回鐵路局的走道睡。後來，鐵路局想出設置可自由進出的收

容棚，並與遊民裡的意見領袖協商出沒時間，這才解決遊民們在車站到處晃盪的問題。

鐵路局因為找出遊民的生活過程與行為脈絡，方使問題迎刃而解。 

1.1.2 脈絡，是弦外之音 

當情侶之間「含情脈脈」的看著對方，雙方常常不用太多言語就能了解對方的心意，

能體會弦外之音。脈絡常常包覆、內嵌在層層的意義之中，必須要仔細解讀，才能了解

其中隱晦的涵意。脈絡的英文字是由 con-text 所組成，也就是指出文字（text）單獨存
在很難決定其意義，必須要整個包（con）起來看，把這個字的上下文都看清楚，才能
解讀真正的涵意。�

清朝才子紀曉嵐就是一位很會「脈絡」文字的高手，留下許多文人軼聞。例如，當

他官任禮部侍郎時，有一天尚書與御史一起來拜訪他。聊著聊著，屋裡突然跑近來一隻

狗。尚書心生一計，要取笑紀曉嵐，便說：「咦，你們瞧瞧那是狼是狗（諧音：侍郎是

狗）？」紀曉嵐很冷靜的回答：「要分辨是狗或是狼，有兩種方法。一是看牠的尾巴，

尾巴下垂的是狼，上豎是狗（諧音：尚書是狗）。」御史在一旁看熱鬧，大笑起來，說

到：「我還道那是狼是狗（侍郎是狗）呢，原來上豎才是狗（尚書才是狗），哈哈哈！」

紀曉嵐又接著說：「另一種分辨的方法就是看牠吃什麼。要是狼，非肉不食，狗呢，則

遇肉吃肉，遇屎吃屎（諧音：御史吃屎）。」於是，尚書和御史都無言了。 

如果你不了解其中語言的奧妙，以及文人的鬥智，便很難看得懂這篇故事要表達的

意義。更深一點的話，你還必須要有點想像力才能理解。另一個故事是紀曉風隨侍乾隆

皇帝去一家酒樓。酒過三巡時，乾隆聽到迎親的樂隊由樓下經過，於是詩興大發而吟道：

「樓下鑼鼓響叮咚，新娘羞坐花轎中，今日洞房花燭夜…」突然，乾隆接不下去了，因
為怕第四句作得太俗，有失皇帝尊嚴。正尷尬時，紀曉風接著吟頌：「玉簪剔破海堂紅。」

令乾隆聽了敬佩不已。 

了解一件事物，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解讀，也是脈絡。例如，可口可樂瓶子對一

般人而言只是一種飲料，可是對非洲人可能是天譴（見電影《上帝也瘋狂》，可口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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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由空而將打到一個族人頭上）1。但是，在法國（瑞士籍）電影導演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眼中，可口可樂瓶子卻變成了美國文化入侵的象徵。然而，對安迪
�沃荷（Andy Warhol）來說，可口可樂瓶子加上大紅嘴唇與吸管，卻變成普普藝術，
用來探討藝術與商品價值的關係。 

脈絡也與時間的相對性有關。同樣一件事，在一個時空點會被稱讚，在另一時空點，

卻會招來批評。科技採納過程中，不同使用者對科技的理解會隨著時間改變。脈絡中有

情境，情境中會有人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進行特定的活動。了解創新所在的脈絡，必

須先掌握時間與空間的座標。特定時空下，社會中的「真理」（例如，人們認為什麼才

是對的）往往是相對的。比方說，在德國脫了鞋子進別人家中是不禮貌的行為。但在日

本，穿了鞋進別人家卻會被認為是沒家教的。不同地點、不同時代，人們所認定的對或

錯都不盡相同。這些時空情境是釐清脈絡的重要線索。在任何情境中導入創新，科技只

是配角，人才是主角。若讓科技凌駕於人，以失敗收場也只是早晚的事。 

辛西亞．哈蒂（Cynthia Hardy）以及史蒂芬�馬圭爾（Steve Maguire）分析 DDT
農藥的研究過程頗發人省思(Hardy & Maguire, 2010; Maguire, 2004; Maguire & Hardy, 
2009)。科技走出實驗室，可能成為救命英雄，也可能變成環境殺手。1874年，一位德
國化學家合成出 DDT（雙氯苯基三氯乙烷之簡稱），原本靜靜地躺在實驗室中。1939
年，DDT 開始被應用在殺蟲劑上，變成農夫的除蟲特效藥，可以消滅田裡害蟲。第二
次大戰期間，DDT被當作消毒藥粉，噴灑在士兵、難民以及俘虜身上，用來殺掉蝨子。
兩個國際瘧疾防治組織，瘧疾跨國基金會（Malaria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與瘧疾防
治計畫（Malaria Project）也認為 DDT是英雄，因為它為非洲帶來春天。瘧疾每年約造
成 2.7億人口的生命喪失，因為幾乎每十二秒就有非洲的婦女與小孩因瘧疾而死亡。在
瘧疾防治組織的眼裡，DDT不但是殺蟲工具，更是拯救數百萬生命的英雄。 

1962年，雷秋．卡爾森（Rach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讓世人對 DDT
另眼看待。她指出，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時間，DDT造成對人體與環境巨大的危害。DDT
本身是脂溶性的，當進入人體後，會貯存在脂肪質的器官，如腎上腺、睾丸、甲狀腺等，

逐漸戕害人體健康。DDT 在殺死害蟲的同時，也殺死春天的鳥鳴。更可怕的是，DDT
的餘毒會長久留存在食物裡或是停留在土壤中，導致大量的野生動物瀕臨絕種，因此被

聯合國列為永久性有機汙染物質（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DDT 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是英雄或是狗熊，各方呈現兩極化的詮釋。如果我們
不知道這些脈絡，貿然去推廣或禁止一項科技，帶來的禍害將是難以預測的。脈絡是具

有文化性。人的信仰、使命感與價值觀都會左右人類行為。當創新導入到組織中，這些

文化脈絡會左右創新被運用的方式。 

                                                

1 請參見孫瑞穗老師的教學部落格中有趣的解釋：http://blog.yam.com/mizuhosun/article/669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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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脈絡，是環環相扣的系統 

脈絡，就是事情運行的原由。愈複雜的問題，愈需要釐清脈絡，才能對問題有深刻

的了解，也因此才不致於誤診，使得導入的方案反而惡化既有的問題。了解脈絡就是為

了一探事出之因。我們可以由歷史下手，了解系統的脈絡。由過去發生的事，解釋現在

的問題，由現在的問題，推測未來事件可能發展的軌跡。我們也可以由行為下手了解脈

絡，例如分析社群特定的互動模式(Forrester, 1994; Morecroft, 1985; Senge & Sterman, 
1994)。這是系統動態問題。例如，把後院的垃圾丟到鄰居的花園，由整個系統來看，
垃圾還是在這個社區。不了解一個社會系統的運作脈絡，解決方案常常衍生更多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個徵稅的故事。2013 年，我回到英國處理研究事務，在倫敦停留一
段時間。剛好報紙沸沸揚揚的在討論法國的富人稅問題。故事的簡單版是這樣的，法國

政府缺錢，所以加重有錢人的稅率，由原來 40%提高到 75%。不了解歐洲的人一定會
大吃一驚，四成的稅已經高到不像樣了，為何還要提高到七成，那不就形同被打劫了。

一般人繳稅到兩成就覺得政府很「土匪」了。七成？真的會令人氣結。 

但是，如果你知道過去歷史，了解歐洲為何發展出社會主義來抑制富人階級，就會

知道社會大眾對有錢人不很正面的看法。但是，過了許多年，這個社會已經不是像過去

帝國主義下的貧富不均。很多平民因為經商也變成有錢人了。資本主義興起，帶動國際

化，所以在民主國家任何人都有自由將錢存在任何一個國家的銀行。法國演員杰拉德．

德帕迪約（Gérard Depardieu）在電影《大鼻子情聖》擔任主角，也是被列入要徵收七
成稅金的富人。他憤而拋棄法國護照，申請成為俄羅斯公民。俄羅斯（莫爾多瓦共和國）

還在首府薩蘭斯克為他舉行盛大儀式，並接受他成為當地居民。這位大牌影星的錢，全

由法國轉到了俄羅斯。 

我的瑞士朋友也很開心，因為最近許多法國富人也把錢轉到瑞士銀行了，所以他的

珠寶生意也跟著興旺起來。因為把錢轉向海外，法國富人在境內突然變成「窮人」。法

國政府自以為聰明，向富人徵高稅來提高收入，結果錢都流向其他國家。法國政府可能

一直活在過去，並沒有看到全球化的脈絡，結果稅沒有收到，損失了一群富有的國民。

副作用則是國內消費銳減、失業率增加以及民怨（跑不掉的只好怨恨在心）。 

無巧不成書，我遇見賽普勒斯的朋友，他也在抱怨。他說賽普勒斯政府因歐元危機

欠了許多債務。為了還債，政府決定加課「銀行存款稅」9.9%，並且在電視呼籲全國民
眾要共體時艱。消息一出，就造成銀行擠兌，釀成金融危機。豁然發現，原來有許多俄

國富商將錢存在賽普勒斯銀行裡。加課稅金，可以提昇政府收入，這樣是線性的思考，

是缺乏脈絡的思考。牽一髮往往會動及全身，在不景氣時向民眾收額外的稅金，更會引

發金錢外流，減少國內消費。但是，沒看見環環相扣的脈絡，就會犯這種錯。 

讓我們再來看一個「頭痛醫蟲」的故事。探索頻道有一個寄生蟲報導。故事是這樣

的。約翰一家人住在美國加州。他常運動，也一向都健康。一日，約翰在接送小孩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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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開始感覺昏眩。當遇到紅燈時，他兩眼注視著紅燈，只看到多層影子。起初，約翰

不以為意，以為是工作太累引起頭痛、暈眩。後來，約翰休息了一陣子，但病情卻愈來

愈嚴重。有一天，約翰突然無法站立，手也抖到不能拿東西。 

約翰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趕緊到附近醫院掛急診，看看身體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值班醫師判定是耳朵前庭與半規管的問題，於是開了一些消炎與鎮定的藥，要約翰在醫

院休息幾天。於是，約翰由急診室進入耳鼻喉科病房。 

治療一週後，約翰以為會恢復正常，但是病情卻加重了，也開始產生間歇性癲癇（全

身痙攣、繼而昏迷）。院方覺得不太對勁，便將約翰送往大型教學醫院做進一步診斷，

主治大夫是班醫師。分析約翰的過去醫療過程後，班醫師排除前庭半規管問題，轉向診

察腦部。約翰先接受基礎檢查，像是抽血、照 X 光、掃描心電圖。班醫師分析這些資
料後，更排除高血壓、糖尿病等病因。 

班醫師決定再做電腦斷層掃描。一掃瞄，果真不妙。班醫師從電腦斷層影像中發現

約翰腦中有一塊陰影。根據經驗，班醫師初步判斷應該是腦部腫瘤。他將這個厄運告訴

約翰的太太。班醫師無法判定這個腦瘤是良性或惡性，也不知道是不是腦癌。他決定進

行切片檢查。班醫師在約翰腦部開一個小洞，以內視鏡方式取出腦瘤樣本送實驗室檢

驗。一日後，實驗室傳來令人驚訝的發現。原來約翰腦中的陰影並不是腫瘤，而是一種

不明的寄生蟲。這完全出乎班醫師的預期，因為一般來說寄生蟲只會活動在腸子或肝臟

等部位，但不會在腦部。 

班醫師必須確認寄生蟲種類。但是檢驗室從美國境內資料庫比對樣本，仍無法判斷

寄生蟲類別。他懷疑寄生蟲可能來自異國。由於情況緊急，班醫師決定親自進行調查，

訪談約翰的太太，設法了解這條不知名寄生蟲的來源以及感染途徑。班醫師詢問約翰五

年內的旅遊行程，希望找出感染來源。剛開始，約翰的太太回憶全家這五年內並未離開

美國，也都在待在伊利諾州，沒出過遠門。不久，班醫師又追問約翰進十年內有沒有去

過落後國家。這時，約翰的太太才回憶起六年前，家族曾經一起去過非洲某國家渡假。

他們全家還在渡假旅館附近小湖游過泳。班醫師擴大時間與地點詢問，找到突破性線

索，將寄生蟲樣本送到國家病理檢驗室，將搜尋範圍鎖定在非洲寄生蟲。 

終於，班醫師找到這條寄生蟲，名叫「血吸蟲」，原本是寄生在蝸牛身上的幼蟲，

潛伏期高達二十年。約翰在湖裡游泳時，血吸蟲誤將他視為宿主，由皮膚入侵，分泌化

學物穿透約翰的毛根，然後到了他的肝臟，在那下蛋。所以這六年來，約翰的血液中其

實早已充滿了血吸蟲的卵，長大的血吸蟲也都會透過腸子中排出體外。約翰運氣一直不

錯，所以與血吸蟲共生了六年，相安無事。但是，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約翰血液逆流，

就將血吸蟲的卵送到了腦部。血吸蟲於是就在約翰的腦子中漸漸成長。血吸蟲老化死亡

時會釋放一種毒素，對腦部神經造成傷害，使約翰全身抽搐，導致癲癇。 

知道病因後，班醫師馬上進行手術，清除約翰腦部的寄生蟲。然後，約翰也用藥物

清除體內大量繁殖的血吸蟲。當然，那次同行 25位家族成員中，18人血液中都有蟲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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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年來，血吸蟲一直是約翰的家族成員。約翰的頭痛、昏眩不是因為耳朵的問題，他

的癲癇也不是腫瘤所引起。醫生由腫瘤切片找到寄生蟲，了解約翰的生活脈絡後，才找

到真正的病因：血吸蟲。這個探索過程中，一個問題通常有好幾個可能肇因，醫生必須

了解人體系統運作，分析環環相扣的生活、病理系統，才有可能找到根本解。誠如英文

諺語所云：「A problem of one is never one。」 

獨特的過程、弦外之音以及環環相扣的系統，這三項脈絡的觀念還可以由三個層次

來理解。首先，推出創新的時候，必須有人來導入與採用，因此必然有使用者。分析脈

絡就是要了解使用者的思維、行為以及工作實務，看看與所採納的創新會不會調和。其

次，通常一項創新是先源自一個組織，根據這個組織的運作脈絡所發展出來。然而，導

入創新的組織原本也會有一套運作方式，所採納之創新不一定能相容於組織的在地脈

絡。最後，有時引進創新會遇上機構，而機構不一定能容忍創新所帶來的干擾。因此，

如何讓創新可以見容於機構，而又不失去創新的精神，是一大難題。接下來，我們來看

看如何能理解這三個脈絡（參見圖 1）。 

圖 1：《思考的脈絡》全書架構 

脈絡的思考方法

組織作為 機構制約使用者痛點

成功的創新

回應創新
的制約

配合在地脈絡
設計創新

 

 

1.2 首部曲：脈絡中看見使用者痛點 

不同的人與創新互動，如果順利，就會產生精采的應用；但是如果不順利，與工作

脈絡相衝突，就會產生痛點。因此，觀察厲害的使用者如何科技互動，可以知道如何精

采地應用科技。多聽使用者說出心裡的痛點，了解他們工作上的煩惱，就可以知道如何

改善科技來融入在地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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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基亞就很能了解印度的使用者。諾基亞發現在郊區的印度居民其實不要很複雜的

手機功能。鄉村的農民常負擔不起手機費用，通常也不需要隨時待機。所以，他們來說，

手機就像私人的公共電話。為了省錢，他們常與親人或同村莊的朋友共用一台手機。此

外，印度因為基礎建設尚未完備，常常斷電，在鄉村生活的人們常需摸黑走路回家。所

以，諾基亞為印度市場特別推出手機共享的功能，讓每位使用者都能在一台手機上有自

己的帳號。而且，諾基亞還把手機的外型設計得亮晶晶的，並加強螢幕亮度，讓使用者

晚上回家時可以把手機當手電筒用，即使停電也能找到回家的路。諾基亞看到印度人的

生活脈絡與痛點，找到了創新靈感。 

統一超商也很能體察使用者。一位朋友在統一擔任產品企劃。她發現，台北人常需

要在繁忙之餘小憩一番，三、五同伴喝點東西聊聊天。但是，去咖啡廳費時又耗錢，特

別是這些年來臺灣經濟不太景氣。於是，她想出了在 7-ELEVEN 便利商店喝咖啡的概
念，推出「城市咖啡」。便利商店以前是沒有安排座位的，但為了配合「城市咖啡」，

7-ELEVEN在各商店設立休憩區，還附加網路。這項「咖啡小憩」的創新看來平常，但
背後卻有兩個脈絡。第一，它注意到低價消費的時代，也就是沒錢又想喝咖啡的痛點；

第二，它看到臺北人忙碌的生活中，對「小憩」的需求，也就是坐一下但不需要待太久。

了解臺北人的生活痛點，讓小憩暫飲的新店型大放異彩。 

另外，賣面膜也可以有脈絡。我認識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專賣面膜等化妝品。這樣

的公司市面上少說也有百家，而且同質性高。2007 年，這家賣面膜公司營運不佳，虧
損約達新台幣六百萬元。問這位經營者有多少會員，不知道。問他客戶都是從哪裡來的，

也不知道。問他都是如何行銷面膜，他說促銷活動、團購網頁、網誌代言、客戶資料庫

行銷都做了，就是沒效果。我並不驚訝，像這種搞不懂狀況的網路掏金者很多。但是，

一位新任總經理接手，四年間竟然讓營業額達到一億四千萬元，登記會員十八萬人，常

購會員一萬多人。這，就讓人好奇了。我到這家公司拜訪數次，也終於漸漸了解賣面膜

的脈絡。 

讓我將這個脈絡歸納為兩點。第一，這位總經理分析購物單，發現原來八成以上的

顧客來自海外，一查之下原來都是海外華僑與留學生。國外美容品大多很貴，因為貨物

稅太高。愛漂亮的大陸留學生比較相信臺灣出貨的產品，所以會找臺灣網站團購。而且，

透過網購可以省掉當地貨物稅。這位總經理發現，客戶最關心的問題其實不是團購或促

銷，而是運費。這道理不難懂，許多女生想要買一些私用貨（例如，性感內衣加上面膜），

不想和別人一起團購。但是數量不夠多，運費就高。所以，這位總經理就推出運費券。

網路購買點數累積越多，運費券就送愈多。這其實沒什麼大學問，和航空公司里程數積

點的道理一樣。 

第二，這位總經理每天瀏覽美容討論網站，看看女生都在談什麼（喔，忘了說，這

位總經理是位中年男子）。他專看面膜的討論，還特別留意女生們對自己公司的評語。

他發現，許多女生不喜歡「一條龍」的產品搭配方式，例如以面膜搭配早晨洗面乳與晚

霜來賣。但是，這些女生喜歡試用不同的面膜品牌，還常常在網站上對各牌面膜品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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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番。所以，這位總經理就請產品企劃將 20 種品牌的面膜，從貴的到便宜的，一起
配搭成特賣商品。結果，業績就起來了。以後，他就叫產品企劃盯著各家討論網站，客

戶抱怨缺什麼商品，他就推出那項產品。還有，不管那是什麼產品，都加上面膜一起賣。 

這位總經理因為了解脈絡，所以沒去做促銷活動、團購網頁、網誌代言以及客戶資

料庫行銷。這些事情耗錢又費力。針對美國、加拿大的華人客戶的痛點，他推出運費券

與面膜搭配特賣。這創新不難，只是必須看見脈絡。 

第二章到第六章就是要分析使用者的想法與作法，了解使用者的生活與工作脈絡，

嘗試去觀察使用者的痛點。套句設計師原研哉的話，分析脈絡，我們才能聽見使用者的

悲鳴之聲。 

1.3 貳部曲：脈絡中找到組織作為 

分析脈絡時要考量組織作為（organizing），也就是組織經過一定時間所發展出的運
行原則，支持著創新有效地運用(Orlikowski, 2002; Orlikowski & Robey, 1991; Yates, 
Orlikowski, & Okamura, 1999)。組織作為不只是作業流程，也不只是工作例規，它是一
套獨特的作法。當科技獨自存在時，不會有太大用處。但若科技依循一套組織作為運行

起來，就會非常厲害。就像在武俠小說裡，刀劍原只是一項物件，被沒武功的人用到就

成了一把鈍兵器；但被武林高手用到就成了寶刀。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企業把精良的科

技導入組織後，往往看不到創新功效。這是因為企業複製了科技，卻忘了融合科技內嵌

的組織作為。組織作為不只是用科技來支援某種運作原則，更包括運行這套原則時，企

業成員長年積累的能力、做事的策略以及工作的行為。 

越是創新的組織，組織作為越複雜。荷蘭商 TNT 天遞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隨著競爭加劇，現在連郵局都提供廉價快遞服務，快遞公司訂單越來越少，獲利也因此

越來越低。但是，天遞公司是例外的，它靠著服務創新維持經營優勢。成立於 1946年，
總部位於荷蘭，天遞公司是全球四大物流業公司之一。天遞在全球雇有 161,500名員工，
服務遍及 200餘國。天遞於 1991年進入台灣，比其他幾家外商物流業者進入的晚。總
經理李澂娟也在那年加入天遞。她是天遞全球唯一的女性總經理，也是快遞業界首位台

籍女總經理。台灣天遞公司有 300 餘名員工，產值是同業的兩倍。2008、2009 年的金
融風暴，運輸噸數大減，使得不少快遞業者開始放無薪價或裁員。但天遞的營業額仍達

十餘億，三節獎金照發。我因緣際會認識了李澂娟（政治大學校友），也意外的了解到

天遞創新背後的組織作為。 

我在新加坡時曾研究一家大型的快遞公司，那家公司向來講求效率至上，凡事都要

標準化，以運籌檢核點管控貨物。這個檢核點作法也是全球快遞業行之多年的生存法

則。天遞公司卻反其道而行，不用標準化、檢核點那套作法。你要是問李澂娟，天遞公

司用的是什麼運籌管理系統，她會置之一笑，然後告訴你：「服務是不能標準化的。」

例如，天遞會配合一家義大利時尚公司，很沒有空間觀念地在貨車箱中裝上衣架，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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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方便運送和清點服裝。 

臺灣主力產業是資訊和生技產業，天遞的服務也跟著改變。例如，一家生產筆記型

電腦的公司講究的是搶先上市。為此，天遞與這家公司的代工廠不斷協調，打造一個獨

有的物流網路，從下單、集貨、空運、出關到配送全部整合處理，最後還幫這家公司與

歐洲大盤商議價，協商通路布局，提升歐洲市場的佔有率。 

在生產初期，天遞的訂貨系統就連結到這家電腦公司的五家代工廠。當電腦公司一

接單，天遞馬上知道出貨資訊，並且通知代工廠要生產多少產品、哪些型號、最晚何時

要上飛機。代工廠據此推估生產時程與產量，避免過度生產，也配合趕上天遞飛機的起

飛班次。在這個階段，生產時程、提貨時間、航班時間是關鍵點。多年的合作經驗，讓

天遞摸索出要在第三季就包飛機，免得艙位不足，並能趕上年底歐美市場的聖誕節旺

季。預排班機涉及複雜的規劃，做的好就可以避免支付額外價錢，降低營運成本。 

再來，當貨送到歐洲，就面臨清關與貨物課稅問題。其他同業的清關港口與機場很

有限（例如，FedEx 在法國，UPS 則在德國科隆），天遞的優勢是在全歐洲各港口都可
清關。這麼一來，任何飛往歐洲的班機都可為天遞所運用。高單價的科技產品要報稅時，

要負擔鉅額的現金流。於是，天遞為客戶尋找有關稅優惠、可做月結、年結的機場與港

口。像在荷蘭便有關稅優惠，所以天遞把貨物由荷蘭運送到歐洲各國的賣場。此外，天

遞幫客戶在海關開設報稅帳戶。這個帳戶裡有代墊款，避免客戶報稅時現金調度不及。

天遞還會視客戶需求，安排讓較急的貨優先報關。 

最後，從機場將貨品送往各賣場也是一門學問。天遞要提貨給多達十個賣場，而這

些賣場可能又有十多個不同的賣家。天遞要在短時間內重新混裝貨物並運送出正確的數

量、型號，抵達正確的賣場。天遞還幫電腦公司管庫存，如果賣家還沒付錢，貨就暫時

不送。如果賣場的倉儲空間不足，天遞也可以因應需求先代管庫存。 

生物技術是臺灣另一個新興產業。為這個產業提供運籌服務有多難？有一次，某家

生技公司的研發人員必須兩天內將新藥送往印度檢測，但是在臺灣申請印度簽證要花好

多天，整個公司沒有人有印度簽證。如此以來，該公司會趕不上檢測時程，也會因此延

誤上市時間，造成重大虧損。求助無門下，這家生技公司轉向委託天遞運送新藥。天遞

靈機一動，派一位臺灣員工提貨，先人工由臺北送往新加坡，到當地再換手交給印度籍

的天遞員工（按：新加坡有許多的印度移民），由新加坡再搭飛機前往印度送貨。如此

一來，天遞就不用擔心印度簽證的問題，新藥也順利上市。 

還有一次，罕見疾病基金會找上門來。有一名曾生出罕見疾病胎兒的媽媽又懷孕

了。為了檢驗胎兒是否健康，基金會必須在 36 小時內把檢體從臺灣高雄送到南澳洲靠
海岸的亞德雷德（Adelaide）檢驗中心。這之前，罕病基金會已找過其他運籌業者，得
到的答案都是一樣：不行。 

為什麼沒人要接手這筆生意？運送檢體必須兼顧溫控、濕控，還要與時間賽跑。檢

體超過一天半就會損壞。進入機場需要填報需海關申報書，一般貨艙出關就可能要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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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八小時，更何況檢體必須不斷加乾冰保存。加乾冰這項工作看來簡單，但對航空公

司而言，乾冰是危險品，不是每家航空公司都願意運送。負責運送的公司得先搜尋有願

意載運的航空公司，在國外轉機也要考慮是否可行，而轉機就代表要花更多時間。 

天遞卻允諾接下這件任務。在接下任務前，天遞推演過整個過程，打聽如何配合澳

洲機場及海關、了解相關規定、備妥所有文件、回推運送所需時間，再告知位在高雄的

醫院，可以在何時進行檢體擷取手術。在這位媽媽進行羊膜穿刺當天，天遞派人在高雄

預備。待手術一完成，特派員即刻搭機北上，將檢體送往澳洲雪梨機場。一到機場，當

地的天遞員工已經待命，即刻添加乾冰，並同步完成清關作業，接著再馬上轉機到亞德

雷德機場，抵達後火速以專車送往實驗室。事後，那位媽媽順利產下健康的寶寶。 

天遞的專屬服務是致勝的關鍵。一般兩公斤內的包裹收費約新台幣 600元左右。但
是類似重量的檢體，專屬服務的收費卻是 15,000 元。專屬服務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
生意。相較之下，天遞的年營業額雖不比一般貨運公司高，但獲利能力卻令人羨慕。 

為何天遞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要知道其祕訣，我們必須了解天遞的組織作為。天

遞在各國都有專屬服務小隊（Special Service Team）。這是一個跨部門的組織，成員來
自業務、運務、客服等部門。不管在哪一國，小隊的成員必須在一小時內回覆客戶能否

完成託付案件。在臺灣，專屬服務小隊負責三個主要領域：資訊科技、生命科學、電子

電訊。跨國的專屬服務則由全球專案管理團隊（Global Account Management Team）負
責。 

專屬服務小隊要如何衡量能否接下任務？他們運用一個「全球連結」（Global Link 
Plus）系統，裏面記載各國貨物運送的規定、人名以及價錢。如此，各分公司提供專屬
服務時該找誰、要付多少成本，就一清二楚了。所以，當天遞接到跨國任務時，團隊成

員就能馬上登入系統，寄發電子郵件來找尋適合的專家，一起完成任務。不過，這是因

為天遞的員工習慣了非標準化的案件。所以每次遇到新案件時，員工都能從客戶需求去

重新定義問題、預測運送過程中的意外挑戰、設計新的運送方式。這是天遞獨到的組織

作為，不了解這個脈絡，光是引進「全球連結」系統是無法創新服務的。 

引進一項創新不只是要學會用科技，更要學會科技中的「精神」（Spirit），也就是
其中組織的作為(DeSantics & Poole, 1994)。科技可以買，但是科技中內含的組織作為卻
不易買到，有時必須靠自己發展。這道理不難懂，想想你若要學少林功夫，拿本書來練

練招式是沒用的。就算你學會所有招式的形，你也學不會每招每式中如何運氣提神、施

力致敵的精神原則。分析脈絡時一定不可忽略了組織作為，否則就看不到行動，看不到

作為。第七到十章以四個案例來說明組織如何能有所為、有所不為。了解組織作為，脈

絡就浮現出來了。 

第二部分介紹「組織作為」（Organizing），這是創新採納很重要的脈絡觀念。採用
一項創新，其實就像將一項原先在甲公司的作法，轉移到乙公司。可是，當甲公司拿到

這項創新時，是被「去脈絡」的成果。例如，甲公司庫存管理越做越不錯，所以開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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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資訊系統來協助管理，後來其他公司知道，想效法之，決定也把這套系統引進來。

但是，我們大多忘記，乙公司導入這套資訊系統來管理庫存時，其實它所買到的不是系

統，而是甲公司庫存管理的運作方式。如果，乙公司只是導入系統，而不知道甲公司的

庫存作法，那這套系統導入之後還會發揮像甲公司一樣的成效嗎？換言之，了解甲公司

的組織作為可能比導入系統更為重要。第二部分安排了四個案例來解釋組織作為，分別

以電子競標、科學研發、半導體維修以及飛機維修這四個脈絡來說明。這四個情境看起

來好像很科技，但其實道理很簡單，知道組織作為，便可以知道創新原先的脈絡，也就

可以找到與在地脈絡融合的方式。 

1.4 參部曲：脈絡中洞察機構制約 

創新不是在真空中運用。任何創新都必須在某種機構下被開發或導入。例如，家庭

便是一種機構，像是父母親會管制子女在家裏不可以將音響開太大。學校也是一種機

構，像是學校會要求學生要將大多時間花在考試上。教育體制是更大的機構，規範所有

老師的教學方式與學生的學習方法。企業也是一種機構，企業會以文化引導員工的價值

觀，以規定來管理員工的生產活動，以例規來規範員工的互動模式。社會更是一種機構，

有些社會中女性不可以在外拋頭露臉，有些社會中女性卻可以在職場揚眉吐氣。 

機構也是脈絡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任何一項新政策背後，會有一個無形的機構宰制

著運行的方式。例如，學校要推行一項新的教學方案，背後會有教育部這類機構的制約，

像是依照教育法令某些教學方案是不可推動的。機構的影響通常是長期的，會左右使用

者的思維，會規範使用者的行動，有些行動會變成習慣，習慣成自然，之後形成習俗而

不自知，成員的心智也就僵固了。創新為何不被使用者所接受，可能是因為使用者的心

可能已經被機構所制約，頑固到無法接受新的事物。機構有穩定社會的力量，讓組織可

以循規蹈舉的運作。但是，機構也會制約創新者。某種程度，創新其實也是一種顛覆的

力量，試圖革新機構中不合理的思維或作法。但是，當創新超過機構可以容忍的程度時，

機構便鎮壓創新者，維護機構所希望的次序。找出這些脈絡，我們就可以在制約中找出

問題的癥結，就可以找到創新的靈感。 

完美的科技，放入矛盾的脈絡中，不是被棄之不用，就是用了以後造成更多副作用，

危害組織與社會。第十一到十四章說明機構如何能扼殺創新，並且討論如何以創意來回

應機構的制約。重點是，遇到機構時，千萬別對抗，要回應，要以巧思再脈絡化。 

第三部分會介紹機構制約與再脈絡的觀念。創新不可能一帆風順，而「機構」正是

創新最大的勁敵。第三部分用四個案例來說明機構有多強大，以及再脈絡一項創新有多

難。為呈現多樣化，我分別用了法國、美國、日本與臺灣四個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案

例來說明再脈絡的挑戰。深入了解機構，面對劣勢時，我們比較不會成為烈士。 

終曲，以〈讓脈絡思考創新〉這章做為總結，說明如何善用脈絡讓創新者找到使用

者痛點、觀察到組織的作為、了解機構的制約。創新者需要透視脈絡，將使用者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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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為創新的來源，要配合組織作為調適以及巧妙避開機構的制約。如此，創新者方能

化阻力為助力，讓創新順利被採納，同時又不會使創新遺害人間。 

1.5 理論缺口：就是缺脈絡 

最近，企業與學校為了創新，紛紛引進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說是能帶動
創意，引導創新。設計思考是史丹佛大學跨領域設計學院與知名顧問公司 IDEO聯合炒
作的時尚創新工具。突然間，企業把設計思考說得如神話一般，好像用了之後馬上就可

以創意無限，讓新產品源源不斷湧出。這樣神化設計思考讓人很擔心，因為那樣可能會

讓越來越少人去重視根本問題。 

這就像飲酒過多而得肝病的人不去減少應酬，過正常生活，反而拼命吃藻類補藥，

以為吃了補藥肝病就自己消失。想想，肝這種器官原來是很強狀的，如果被弄到生病，

變成肝硬化，那可見這個人應該是長期在蹂躪肝臟。那麼，吃幾顆補藥就會好，怎麼可

能！企業長期不重視創新，喜歡抄襲別人的產品，也不想長期培養研究人才，深入研究

問題，以為花錢上幾天「設計思考」課程就可以讓工程師人人成為發明家，顯然是不切

實際的。 

問題出在哪？設計思考其實只是一套通用工具，讓團隊在創意發想過程中有步驟可

循。這套的確可以有紀律地帶出創新構想，但是光是靠一套工具是不夠的。設計創新最

需要的是「思考」，而思考的重點就是脈絡。了解脈絡就能思考問題的前因後果，學會

思考脈絡也才能設計出令人驚嘆的創新。 

我希望以不同案例來思考創新中的脈絡。每個案例會佐以相關的學術觀念，讓讀者

認識脈絡的多樣性。我在撰寫這些個案時常常不時欷噓，也不時掩卷嘆息。這些年來的

田野經驗中，我看了太多創新的遺憾。透過本書，我想點出脈絡的重要。了解脈絡，就

能聽到使用者的痛、了解組織背後的作為、看見機構的隱形制約，也就能化阻力為助力，

找到創新的來源。現在，就讓我們用脈絡的角度來進入創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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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查重點是脈絡與創新之間的關係，並且由不同層次著手分析，分別以使用

者、組織、機構三個方面下手。脈絡思維來自早期對情境的關注，認為研究「變革」

（change）不可以拘泥於變數統計之驗證，更要對主角、配角、組織以及所處的環境做
一個統整的理解，才不會落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症狀解迷思。脈絡的應用除了在教

育、諮商、心理學等領域應用之外(Muran, 2002; Thomas, 1996)，也漸漸被應用在組織變
革與創新的研究中，其中又以Warwick學派所提倡的組織變革、策略變革為主(Pettigrew, 
1985, 1987, 1988; Pettigrew, Ferlie, & McKee, 1992)。之後，由於脈絡學派之興起，更在
策略學上自創一格，與量化學派做出區隔，而創立「策略既實務」（Strategy-as-Practice）
學派，將企業策略分析由古典以企業為主角的巨觀分析(Ansoff, 1965; Porter, 1991; 
Rumelt, Schendel, & Teece, 1994)，帶向以人組織成員與行動為主的微觀分析
(Jarzabkowski, 2004; Lounsbury, 2006; Regnér, 2008; Vaara & Whittington, 2012)。 

本專書之案例研究是屬於後者，將策略實務、組織創新視為一種社會性活動，由為

微觀的視角來探索創新中的各種脈絡(Van de Ven, 1986; Van de Ven, Polley, Garud, & 
Venkataraman, 1999)。這樣的研究取向是質性的，重點在了解社會成員主觀的認知、意
會如何交叉於客觀的決策以及行動與實務的發展，而產生各種創新的內涵；著重於過

程、旅程或歷程的演化；更著重於各種情境、環境因素所會造成的影響或是賦予的制約。

因此，分析創新脈絡時，本研究著重三項構念：內涵（context）、過程（process）以及
脈絡（context）。總之，本專書是以脈絡做為各案例研究的理論立基點。 

2.1案例選擇、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分析的架構為內涵、過程以及脈絡（參見圖 2）。每一個案例都配合不同的
理論架構來分析（參見表 1 統整調查之安排）。由於各案例在格別期刊論文已經有詳細
介紹，所以在此就不多贅述。 

第一，台灣大車隊分為兩個案例呈現，以科技意會理論為基礎解析案例資料(Griffith, 
1999; Hsiao, Wu, & Hou, 2008; Weick, 1990)。第一個案例以領先使用者行為與在地實務
為主2，第二個案例則以使用者意會演化為軸，分析在地脈絡對創新採納的影響3。這兩

                                                
2 Hsiao, R, S W Wu and S T Hou, 2005, Technology sensemaking: Local knowledge and pattern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5-10 August, 
Hawaii Convention Centre, Hawaii, United States. 

3 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 2011. 演化科技意會—衛星派遣科技的人性軌跡，《資訊管理學報》，18(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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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例都是透過使用者的主觀意會以及以及客觀工作實務，來分析創新的排斥、產生與

演化。 

第二，延續台灣大車隊案例，本專書深入一個自組小車隊，名為別緻車隊，以正向

心理學分析計程車司機的使命感（一種崇高心靈的意會方式）如何影響創新的產生

(Dutton, Roberts, & Bednar, 2010; Dutton, Worline, Frost, & Lilius, 2006;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本案例針對一組計程車司機獨特的工作脈絡，分析他們對衛星派遣系統
的科技意會，以及這些不同意會所帶來的工作創新4。這些司機的使命感引發了一連串

工作創新，也讓他們的收入達到月薪約新台幣十萬元，約是一般司機的四倍。結合工作

形塑與科技意會的分析使本文充滿意外的發現。 

圖 2：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
Content

��
Process

��
Context

 

第三，芝麻街美語連鎖（台南人上人補教事業）則是選擇美語教師為主要觀察對象。

他們的教學模式改變了電子白板的應用方式，這是一種資源多效化的研究。美語教師的

教學脈絡提供科技多樣化應用的參考。他們對不同想像與意會使電子白板有了多面向的

應用。 

第四，趨勢科技的案例也是分析使用者意會，由五家不同的核心客戶來分析使用者

與科技研發者的意會落差5。這樣的分析也超越以往只是比較認知認知差異的方式

                                                
4 Hsiao, R.-L. 2011. Sense of iCalling: Shifting meaning, crafting job and technology sensemaking,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ugust 12-16. San Antonio, Texas, United States. 

5 蕭瑞麟、許瑋元，2010，資安洞見：由使用者痛點提煉創新來源，《組織與管理》，第 3卷(2期): 93-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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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ikowski & Gash, 1994)。本案例的分析重點是如何引發使用者隱性的意會，然後觀察
研發工程師如何透過這些意會重新思考產品創新的作法。 

第五，新加坡科技集團案例分析的是電子市集的脈絡，分析採購工程師如何運用電

子競標系統6。本案分析的核心由使用者轉移到組織，著重於收集工程師的採購、尋購、

市集管理的作為。這些內嵌於科技的例規，透過工作脈絡一一呈現出來後，便可以知道

電子市集這項科技背後所需要配套的七項組織原則（organizing principles）。 

第六，台大無線奈米生醫團隊案例所分析的是頂尖研究團隊的組織作為，了解他們

如何培育研究人才的基本功，並建構一個有利於專注研究的體制。這些鑲嵌於科學研究

的過程隱含了許多組織作為，是區別平凡與超凡的重要關鍵7。 

第七，台積電案例是由知識內嵌性來分析工程師的調適學習過程(Tyre & von Hippel, 
1997; von Hippel & Tyre, 1995)。本案分析現場工程師的維修工作脈絡，了解資深工程師
如何運用疆界物件進行複雜的合作、溝通、協調，解決困難的半導體維修問題。藉由藉

由比較現場工程師與設備工程師之間工作結構的差異，我們可以了解兩種不同的知識如

何內嵌於不同的工作脈絡，而影響知識系統的轉移的成敗(Hsiao, Tsai, & Lee, 2006)。 

第八，漢莎航空案例分析一套世界級的維修系統其中所鑲嵌的組織例規。本案例分

析科技中內嵌的工作脈絡以及組織作為，比較德國（原始開發者）與中國（技術接受者）

兩家維修體系的不同。由派工、採購、維修三個核心過程可以凸顯出德國方於維修上的

組織作為。這三大工作脈絡協助我們了解為何看似相似的維修公司，其組織作為會有如

此大的迥異。 

第九，哈佛商學院案例分析的機構制約。本案例分析哈佛商學院教授如何進行案例

教學（Case Teaching Methods），以及背後機構的支援體系，並對比東方教授（中國中
國、香港、台灣）的教學模式以及背後機構的支援體系。這樣的分析協助我們對比哈佛

商學院的作為為何無法見容於亞洲的教育體制。重點是延伸組織作為的分析，並點出機

構所加諸的制約。 

第十，階梯數位學院案例進一步分析如何以策略回應來解除局部制約8。分析的重

點是領先使用者，該公司稱之為「e 優生」。本案例以倒推的方式，分析階梯數位學院

                                                
6 蕭瑞麟、歐素華、陳蕙芬，2011，市集脈絡：由組織例規分析資訊科技的創新來源，《中山管理

評論》，第 19卷(2期): 461-493頁. 

7 Hsiao, Ruey-Lin, Sue-Hwa Ou, 2012. Artificial science: How technology evolves with social forces,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3-7 August,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8 Hsiao, Ruey-Lin, and Chen, Hui-Fen 2008. When Innovations Blend-in Institutions: Emergent Robust 
Design in the Case of Ladder Digital College,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ugust 8 - 
13, Anaheim, Califor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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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藉由使用者「混入」各學校的教學作業之中（機構），並如何運用巧計解除機構所

附加的制約。這樣的創新模式提供我們對「柔韌設計」論述的豐富題材。 

表 1：本研究訪查安排一覽表（2008年 7月∼2014年 1月） 

案例 研究主角 人
數 

時
數 

研究重點 

台灣大車隊之一 計程車司機中的領先使用者，對
比於一般較無創新能力的使用
者。 

72 145 分析各種使用者的人物誌，了解各種
使用者工作實務以及採納行為之間的
差異。 

台灣大車隊之二 計程車司機中的領先使用者。 32 121 分析領先使用者在各階段中如何演化
他們對科技的意會。 

別緻車隊 計程車司機中非科技的領先使
用者，但是卻以科技達成特殊的
績效。 

7 74 分析使用者的使命感（sense of calling）
意會如何改變他們的工作實務，創新
科技的應用，也創新服務的方式。 

芝麻街電子白板 美語教師（領先使用者）、公司
主管 

8 60 分析不同美語教師不同的想像與意
會，使電子白板配合教學模式有了多
樣化應用。 

趨勢科技 研發工程師、客戶（針對五個不
同市場區隔的使用者） 

18 120 分析如何引發使用者隱性的意會以及
意會落差，然後觀察研發工程師如何
透過這些意會重新思考產品創新的作
法。 

新加坡科技集團 競標供應商、採購工程師、採購
主管 

27 160 透過工作脈絡，分析內嵌於科技的例
規，並歸納出市集管理的原則。 

台大跨領域團隊 計畫主持人、研究員 40 93 分析頂尖研究團隊的組織作為，了解
他們如何培育研究人才的基本功，並
建構一個有利於專注研究的體制。 

台積電 設備工程師、現場工程師、疆界
物件 

8 140 分析現場工程師的維修工作脈絡，了
解資深工程師如何運用疆界物件進行
複雜的合作、溝通、協調，解決困難
的半導體維修問題。 

漢莎航空 派工工程師、採購工程師、維修
技術員 

22 56 分析科技中內嵌的工作脈絡以及組織
作為，比較德國與中國兩家維修體系
的不同。 

哈佛商學院 哈佛商學院教授、東方教授（中
國中國、香港、台灣） 

70 85 分析哈佛商學院案例教學之工作脈
絡，探索亞洲教育機構所加諸的制約。 

階梯數位學院 e優生（使用者）、傳銷體系家長
（使用者與傳播者）、傳銷體系
主管（創新開發者） 

55 240 分析階梯數位學院如何運用傳銷體系
以及「柔韌設計」，讓數位學習系統（創
新標的物）成功地躲過機構的制約。 

迪士尼樂園 第二級資料研究：分析迪士尼樂
園的海外據點轉移過程 

0 30 分析迪士尼樂園轉移到東京的成功；
以及對比分析巴黎與香港的失敗。 

統一超商 連鎖體系主管、研發人員、廣告
商之企劃主管、日本對口人員 

7 32 分析統一超商引進日本 7-11超商連鎖
的過程，分析鮮食、零食、輕食的再
脈絡過程。 



 

 18 

第十一，本案分析迪士尼樂園的海外據點轉移過程，主要以次級資料為主，分析迪

士尼樂園於日本（東京）、法國（巴黎）、香港等三地的移轉過程。東京的成功對比香港

的挫敗，凸顯出機構的文化制約力量。 

第十二，統一超商案例分析統一超商引進日本 7-11 超商連鎖的過程，分析鮮食、
零食、輕食的再脈絡過程。分析對象包含連鎖體系主管、研發人員、廣告商之企劃主管、

日本對口人員等。透過原地脈絡、在地脈絡以及再脈絡的三層分析，本案例追溯當時統

一超商進行轉移日本 7-11 的創新時，如何進行再脈絡的工作。本案例著重於凸顯創新
的調適過程，並著重於了解創新「再脈絡」之後如何能夠由入境隨俗，達到移風易俗的

效果。本案例特別點出，「再脈絡」與客製化（使用者要什麼，就設計什麼）以及在地

化（配合使用者當地的習慣而調整設計）是很不同的觀念，必須對機構制約有所了解，

方能夠讓「再脈絡」發揮移風易俗的功效。本案中，統一的「再脈絡」創新最後不但與

日本的原地創新完全不同，更創造出台灣獨特的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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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現 

3.1 案例一：領先使用者，台灣大車隊（一） 

對司機來說，「Call 數」才是他們工作中最重要的數字。要知道這個數字，我們必
須找到領先使用者，理解他們的工作脈絡，也才能展現科技真正的價值。我與勝宗約是

在 2002 年展開調查，任務是了解臺灣大車隊公司（以下簡稱大車隊）為何招募不到會
員，計程車司機為何不願意採納一項優良的科技(Hsiao et al., 2008)9。當時，臺北市空車

率高，但是乘客卻找不到車子，是很弔詭的情況。大車隊引進了 iCall衛星派遣系統後，
本以為可以像康福計程車一樣，很快地招募兩萬名會員。但是，天不從人願，五年時間

中會員數一路由 600 搖搖晃晃地攀升到 2000，中間還因財務狀況讓公司差點倒閉，之
後就在 2000名會員上下震盪。 

大車隊於 2000 年成立時，以高科技與提升服務品質的品牌形象進入市場，在臺灣
掀起一陣熱潮。大車隊最初是由鼎漢工程顧問公司旗下的鼎華科技公司（以下簡稱鼎華）

與康福於 2001 年所共同合資創立。新加坡康福計程車公司是應用衛星派遣科技的佼佼
者，鼎華計劃將康福的派車模式本土化，引進康福的 Cablink系統，並改名為 iCall。新
加坡科技集團負責導入派遣系統，後台作業包括帳務以及營運系統，則委由網際威信建

置，鼎華科技負責系統整合工作。 

2002 年 7 月大車隊正式營運。創立初期，大車隊採取會員制的模式，提供整合派
遣服務，車隊規模始終在 2000台間徘徊。歷經三次組織改造，從 2008年起大車隊的會
員數雖漸漸爬升到 3000 人，成為全台最大的品牌計程車隊，但是離損益平衡的 6000
台還是有一段的差距。大車隊如何才可以達到「6000」關卡？ 

3.1.1 不受歡迎的好系統 

沒有衛星派遣系統之前，計程車司機常見的做生意方式有四種：去人潮多的地方、

加入計程車公司、到計程車招呼站攬客或加入有無線電派遣的計程車公司。司機認為衛

星派遣系統有三大好處。首先，司機可以走到哪，接到哪。iCall 擴展了司機的地理知
識，讓經營範圍擴大。其次，iCall 幫司機減少離峰時間的空車率。最後，司機喜歡大
車隊的品牌效益。一位司機就說： 

                                                
9 侯勝宗老師現任教於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本文取材自我們之前的研究：蕭瑞麟、侯勝宗，

2008，《科技意會：衛星派遣系統的人性軌跡》，台北：培生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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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三台計程車在等紅燈。乘客一定會選擇我的車。因為我車上有 iCall。這
個高科技車隊的品牌形象，讓我在街上跑起來更有競爭力。」 

新加坡康福計程車公司可以算是衛星派遣系統應用之佼佼者。1996 年，康福由加
拿大引進衛星派遣系統，改名為 CabLink。康福於 2003 年合併得高公司（Delgro 
Corporation）底下的城市計程車（Citycab）後，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的運輸公司、第一大
衛星車隊，擁有司機約一萬七千人。CabLink不只是技術的創新，更是商業的創新，在
新加坡已歷經七年的改良，科技穩定性、相容性與使用者介面已相當成熟。理所當然，

大車隊要導入衛星派遣系統時，就前往新加坡向康福取經。 

大車隊引進 CabLink 後改名為 iCall，當時導入這套系統有三個原因。首先，新加
坡與臺北的地理面積相似，也面對同樣的都會交通問題。其次，康福計程車用這套系統

有效管理 16,000萬輛計程車（後期更高達約兩萬台），比起東京、倫敦、巴黎、紐約的
計程車公司，康福的派遣效率還是較為優異(Skok, 2000, 2003, 2004; Skok & Kobayashi, 
2007a, b)10。最後，康福使用此套系統已經超過八年，運作模式已相當穩定。 

iCall 有兩項核心功能。首先，iCall 可透過衛星即時追蹤車輛位置，像是以電腦繪
出計程車的移動路線。這個功能可以驗證車輛行經的路線，解決司機與乘客間的爭執。

其次，服務人員可以透過電腦自動派遣計程車。被竊時，衛星系統也可以馬上定位到車

輛，即時找回。iCall的運作模式很簡單。乘客以電話與客服中心聯繫，提供所在位置。
服務人員先辨識乘客的地理位置，用 iCall 搜尋二平方公里內的計程車，將任務派遣給
距離最近的車輛，再與客戶確認派車。當乘客預計用車時間超過 30 分鐘以上，派遣任
務會開放給所有隊員競標。如果是長途預約任務，iCall 則用輪班順序，依序號派遣任
務給司機。 

iCall 的派遣規則是修訂自新加坡康福計程車的派遣模式(Liao, 2001)。在康福，當
兩輛以上的計程車同時被系統偵測到時，司機必須以競標的方式來爭取任務。誰先送出

ETA（估計到達時間，Estimate Time of Arrival）少，誰就贏得該項任務。然而，這種競
標模式並不適用於臺北，因為司機在競不到標時容易心情不好，不服氣的人，還會到客

服中心吵鬧。為避免造成司機不愉快，大車隊改採用「1+4派遣」方法：以距離最近的
一輛計程車優先派遣，其餘鄰近四輛車為候補。若是獲得任務的司機在路上接到臨時路

招的乘客，系統便請遞補隊員去執行任務。 

起初，在 iCall 從新加坡引進之際，大車隊預期在前兩年內將可吸引 6,000 位司機
隊員加入，並達到損益平衡；更預期在第四年時，車隊的隊員數將可以達到 20,000人。
但是這個目標並未實現。隊員流失率一直是大車隊最頭痛的問題。早期，許多司機常常

加入大車隊三個月後就離隊。他們認為派遣數不夠，支付新台幣 3000 元的月租費不划
算。 

                                                
10 Walter Skok曾經針對這些都市撰寫一系列簡單的案例，但是並未提出任何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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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數不夠，還容易引起司機胡思亂想。隊員服務部資深經理唐玄武認為，司機對

iCall的誤解常是因為教育訓練不足。一位司機便覺得大車隊的派遣機制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其他司機的派遣接的比我多？我的工作時間比他們都長啊。他們一定

是與服務人員勾結，所以才能得到更多的派遣。」 

還有司機會幸災樂禍地說： 

「靠衛星是沒用的，要拼才會贏。你要腳踏實地去找客人，不能等客人從天上

掉下來。」 

更有司機認為是市場已經飽和，衛星系統根本沒用： 

「加入哪一家計程車公司都是沒用的。你看，臺北市滿街計程車在街上繞來繞去，

一大堆空車。乘客根本不用打電話叫車，只要走在路上，手一揮就有了。」 

3.1.2 第一階段：iCall帶來新服務 

大車隊創立於 2001 年，最早是由鼎華領軍，洪軍爝擔任總經理，集資台幣 2.2 億
導入衛星系統。初期，鼎華很重視客戶服務。為確保服務品質，鼎華將派遣中心外包給

「臺灣客服」公司。臺灣客服花了許多資源在訓練接線人員的服務態度，但是花太多時

間在接線的服務態度，派遣效率卻因而變慢。大車隊並不是車行，而是以品牌為主的加

盟車隊。隊員加入大車隊前，必須要先安裝車機、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接收器和無線通訊

數據機。當時，每台計程車上裝置約為新台幣三萬元，後來才降到一萬元。會員的裝機

成本由大車隊負責，但每月司機必須繳交 3000 元的會費，以及車機保證金一萬元。到
後期，會費只需繳 1500元，但每次派遣需交 10元服務費，到達 3000元就不額外收費。 

初期，鼎華找了 300位司機做為核心隊員。當時要進入大車隊，司機必須像到大公
司找工作一樣。考官要面試應徵者，面試時還要問應徵者加入計程車產業有什麼使命，

而且只要有吃檳榔的習慣概不錄用。第一批創始隊員編號由 1001 開始，所以後來只要
看隊員編號就知道司機是哪一期加入的，其系統和軍隊類似。這個制度在 2007 年後就
不採用。這些創始隊員很快的就打開知名度，陸陸續續招募了約 1600 多位司機加入。
為了維持優質的服務，創始隊員成立自主性紀律委員並進行隊員編組，分小隊、分隊及

中隊。以二十人左右為一小隊，設小隊長、分隊長與中隊長。一位中隊長回憶： 

「那時候的理想是仿效英國、日本，成立一個紳士車隊，讓乘客轉變對傳統運匠

（按：運匠是在臺灣對司機的俗稱，發音來自日文）的不好印象。」 

在鼎華團隊與司機隊員的戮力經營下，車隊建立了口碑。例如，一位司機專程把客

人遺忘的手機送回，使一位企業家免去失去手機中人脈的苦惱。另一位司機因走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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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延誤些許時間而不收客人車費，使乘客大為感動。一位小孩生病倒地，在眾多路人冷

漠的袖手旁觀下，一位大車隊司機見義勇為，送母親與小孩至醫院急診。一位外商主管

對大車隊的服務讚許有加，因為在臺灣很難有司機會下車幫客人開車門、卸行李，放到

推車上前，還幫客人撣掉行李上的灰塵。 

初創的成績是耀眼的。首先，鼎華成立了臺灣有史以來的第一大車隊11。在交通尖

峰期，每日有一萬七千通進線電話，接到約 80%，派遣有一萬件，完成率約 75%12。在

技術上，服務容量是最大的考驗。每日運營中，叫車容量在 7000 通時，任務之完成率
尚可達到 80%，但是在 7000通後則每況愈下，完成率會掉到 75%，或者更低。 

大車隊隱存著三個問題。第一是客服中心的成本過高。臺灣客服每日要投入 200
人力工時（每人每小時約接聽 22通電話），30多位接線生每個月要花費新台幣 200-250
萬以上的成本（每一通電話成本約新台幣 10元以上），對新創事業是一筆龐大的開銷。
第二是客服中心人力不足，系統初期也不穩定，乘客常因為無法進線，或等待太久而放

棄。第三，許多乘客的電話雖能進線，但是大車隊只有 1600輛車，白天時段只有約 900
輛，仍是供不應求。司機在顛峰時段往往拒絕接受派遣，而選擇路招乘客。原因是電話

叫車的客戶常為趕時間而改變心意，到路邊攔車。司機大費周章的到達目的地之後，乘

客卻不見了。 

鼎華經營團隊多為技術幕僚，對企業營運的經驗尚不足，資金短缺的現象很快浮上

檯面。原因其一為初期系統建置成本以及客服中心營運成本過高，造成鼎華資金耗盡。

此外，鼎華也投入了龐大行銷費用打廣告。但此舉不僅加速了資金的乾涸，當電視廣告

推出後，叫車量激增，使客服的容量超載，電話打不進來、叫不到車的抱怨頻頻發生。 

鼎華以月租費新台幣 3000 元為主要收入來源，車箱廣告為次要營收。車隊擴大故
然可以增加收入，但是 3000 元對司機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此外，要司機由其他車隊
轉到大車隊並不容易。許多優質司機雖有心加入大車隊，但本身被合約所綁（為期一年

到三年不等），不可能馬上毀約。另外，司機一聽到負面消息頻傳，有些就離開大車隊

又回到個人車行的營業模式。退機率一增加，鼎華又要負擔拆機成本。在這樣的惡性循

環下，iCall終於在 2003年 3月 26日斷訊，鼎華面對龐大的財務危機。 

3.1.3 第二階段：翻新系統與服務 

第二階段是大車隊的危機處理期。鼎華在 2004年 4月找到了一位飯店業的商人，
希望能透過資金的挹注重新整頓大車隊。但是新任董事長很快的就與管理團隊產生了嚴

重的嫌隙。首先，由於不同的經營理念，新任董事長首先把大車隊改為「熊貓車隊」。

                                                
11 當時，雖然全民車隊聲稱有 6000輛，但實質上不算是一個有組織的車隊。 

12 按：「完成率」指的是司機成功的接到客人，若找不到客人或客人叫車後卻改坐別輛車，則屬於「非
完成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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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出自個人偏好，但是對創始隊員而言，這似乎是對他們原有理念的挑釁。不久，許多

核心成員都離開大車隊，車輛數由 1600 台掉到 900 台，而至 2004 年 6 月則掉到 600
多台。 

到 2004年 6月 14日，乘客每日進線電話已掉到 1000通，大車隊也將客服中心由
外包轉為自行經營，客服人員已降到 24名，服務的成本則降至每通新台幣 6元（按：
此時每日約只有 500通電話進線）。工作的重點也由「專業接聽，重服務品質」改為「親
切接聽，重派遣效率」。2004年 7月，大車隊與熊貓之合作正式破裂。大車隊找來過去
的合作夥伴—季庸顧問公司前來協助，由徐伯毅任副總經理。重整後一年，隊員數又爬
升到 1400 名，許多舊隊員又重新歸隊，同時把經營權交還專業經理人，熊貓車牌被司
機全面拆撤。 

為解決系統派遣之穩定度，在 2005年 7月到 9月間，大車隊全面更換 GPRS通訊
系統，使衛星訊息不會因大樓間障礙而收訊不良。2006年 3月推出 Call Me Five服務，
乘客可以設定五個常用叫車點，以語音系統直接由電腦派遣，增加效率。客服中心也同

時進行優化；將原來的二班制改為三班制，並安排重疊換班時間，以便交接上一班之特

殊派遣狀況。為使派遣人員有充裕的休息時間，客服中心休假改為每月八天，上班九小

時中可休息一小時。這些措施讓派遣漸漸由每天 1000通爬升到 4000通、6000通（2005
年七月），持續穩定成長至 7500通，完成率也提升到 85%以上。 

到 2005年九月，大車隊的隊員又回升到 1600台。可是在這個階段，營運資金又用
盡。由於系統軟體仍需改善，隊員數盤旋在 1600 輛上下，營收不見起色。此外，入隊
離隊者一多，又增加額外行政成本。季庸團隊必須再盡快找到下一位投資者。 

3.1.4 第三階段：加入通路創新 

2005年 10月，經營團隊找到另一新投資人林村田，原經營全虹通訊連鎖企業。林
村田將全虹轉手賣給遠傳後，便積極尋找另一事業版圖。他在過去是鼎華的小股東，因

緣際會與洪軍爝和徐伯毅相談甚歡，決定投資大車隊，擔任董事長一職。同時，也仍借

重洪軍爝的經營團隊，繼續車隊的營運工作。 

林村田認為，計程車產業在未來會被迫轉型為服務業，大車隊可能必須視為未來計

程車產業的 7-ELEVEN。他認為全虹是通路，大車隊也應該是通路，面對消費者的服務
問題是一致的。當車隊規模建立起來後，除了廣告收入外，司機社群的食、衣、住、行、

育、樂所帶來的商機才是大車隊的營收目標。除了計程車的維修保養、換車的金融貸款、

托兒所，都是可以由經營社群取得持續性營收。 

半年內，新經營團隊進行大幅度變革。首先，公司請新加坡科技修改軟體，更換電

信設備，以提升派遣容量。接著，林村田向新加坡科技購入約一萬部機台，以備擴展車

隊之用。月租費也由原來的 3000元調降為 1500＋10x。新收費方式是付 1500元月租費，
每一通派遣收 10元服務費（x為派遣數）。若收費超過 3000元則以 3000元固定費率計



 

 24 

算。也就是一個月只要接到超過 200通派遣以上就只繳 3000元。後來，大車隊更推出
三個月免費試用方案，希望克服司機的採納恐懼。 

新經營團隊同時成立了業務部門以招募司機。2006年 2月，業務團隊已增至 20人，
計畫未來擴充到 200人，希望每位業務員一個月平均可找到 10位隊員。業務人員專門
到司機休息站、加油站、排班點、醫院及捷運站等地點去招募。由於這些地點出車率較

慢，所以業務人員會有時間和司機解釋這些優厚的方案。大車隊希望業務部以人海戰術

在 2007年底前吸收到一萬名司機，以壯大車隊的聲勢。 

在 2006年底，這些獎勵措施及業務部人海戰略，讓隊員數很快就提升到 3000人。
理想上，一旦關鍵多數用戶形成後，車隊就會如滾雪球般的迅速成長。但是截止 2007
年初，隊員規模仍維持在將近 2000 名左右，因為入隊的會員以及離開的會員幾乎一樣
多，離目標一萬台車隊規模尚有一大段差距。2008年，洪軍爝離開公司。 

為何在需求甚高的市場，加上強大的行銷推廣，大臺北地區的計程車司機對 iCall
仍舊無動於衷呢？全世界最成功的衛星派遣系統轉移到臺北後，卻一波三折，到底創新

擴散出了什麼問題？ 

3.1.5 關鍵脈絡是領先使用者 

案情撲朔迷離，我們研究小組在迷霧中摸索前進，嘗試找出點線索。如果 iCall 這
麼好用，那為何那麼少司機採用，而且為什麼那麼多司機來了又走？這個問題一直盤繞

在心頭。但是採訪了不下 300名計程車司機後，我們並沒有了解更多，研究更沒有進展。
有一天，我在大車隊汀州街總部（以前的總公司地點）晃來晃去時，意外的看到一大排

列表機以及一群焦躁不安的司機，才找到了破案的線索。原來線索就是「派車數」，但

要談這個線索前，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創新擴散的觀念。 

尋找引爆點：關鍵多數 

創新可以是新上市的產品（像是新手機），可以是新技術（像是奈米科技），或是一

個新政策（像是健保制度）或是新趨勢（像是樂活族風尚）。創新的目的是希望幫使用

者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但是，好的創新並不一定會順利的擴散。 

檸檬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自人類進入了航海時代，敗血症就一直是遠航海軍的

夢靨。人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航行超過數星期，船員就會開始牙齦出血、牙齒脫落、

高燒不斷，最後引發多種感染症後死亡。這就是敗血症，是因為船員長期未食用蔬果，

缺乏維生素所引起的疾病。西元 1720 年，一位英國海軍醫師發現，水手只要飲用檸檬
汁就可避免敗血症。但船員多不相信，也未能採用這個簡單又有效的方法。遲至 1795
年，英國才全面接受這項治癒方式。克服了敗血症後，英國人正式進入了遠航時期。可

是，當時有誰會知道，日後英國成為海上霸權，竟是檸檬的功勞。 

檸檬汁是治療敗血症的藥方，是一項成功的創新。然而檸檬汁竟花了將近 7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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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才被接受。我們常以為愈新穎的設計，愈容易受到採用者的青睞。但是創新擴散的

過程其實很複雜，我們很難預測一個創新如何會被接受，如何又會被拒絕。有時候，劣

質的設計反而會打敗優良的創新，成為了市場的主流。 

電腦鍵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電腦鍵盤是以 QWERTY排列來
設計，把幾個常用字母分開放置，較常使用的字母像是 e, r, s, t 放在左手邊。這項發明
是為了減緩打字的速度，讓傳統打字機不會卡住。但是，現在大家都改用電腦，即使有

更具效率的打字鍵盤問世（如 DVORAK 鍵盤），使用者卻改不了習慣。大多數廠商為
了自身利益，也排斥生產新式鍵盤。結果，較粗糙的創新（QWERTY 鍵盤）反而成為
了市場主流，而較優良的創新（DVORAK鍵盤）卻難以擴散。 

艾佛略．羅吉斯（Everett Rogers）是研究創新擴散的學者，一生致力於分析各種創
新採納問題，他建議要了解創新如何擴散，必須先了解使用者(Rogers, 1995)。一個新東
西、一項新觀念，要被社會中大多數人採納，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不同種類的使用者也

會影響創新擴散的快慢。有的人傾向比較早採納，有的人則比較晚。當一個創新剛開始

擴散時，使用者對它的接受度不高，因此擴散的速度也比較慢。當大部分採用者漸漸了

解到創新的好處，便會有更多人採用，當達到「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 of adopters）
時，社群內的人加速相互影響後，擴散的速度就會加快，像賽車般地飆了起來。一直達

到飽和點後，擴散會慢下來，慢慢平穩，然後衰退。 

羅吉斯觀察到，創新擴散過程中有五類使用者：創新領導者、早期採納者、早期採

納大眾、晚期採納大眾以及落後採納者。創新領導者約只佔總採納人數之 2.5%，他們
愛冒險，有能力處理複雜的科技，他們喜歡學習新觀念，不畏風險，通常都是第一批採

納創新的人，也是最先成為領先使用者（lead users）的一群(von Hippel, 1986, 1988, 
2005)。 

早期採納者約佔總採納人數之 13.5%，是群體中的意見領袖，喜歡提供建議給大
眾。這些人對創新擴散有決定性的影響。早期採納者是新觀念的傳教士，受到成員的效

法與尊敬。當早期採納者願意接受創新時，比較容易觸發關鍵多數的採用。但是，他們

大多很謹慎，會先看看領先使用者對創新運用的狀況，才決定要不要進場。部分早期採

納者因為學習力強，採用後也會後來居上，透過密集的運用而熟悉科技的各種功能，成

為領先使用者。 

早期採納大眾是跟隨者，約佔總採納人數之 34%，這群人是形成大量採納的關鍵。
早期採納大眾接受創新的速度早於一般大眾。他們能透視未成熟創新中潛在的風險，會

聽取意見領袖（早期採納者）的建議後，才會決定是否採納。 

晚期採納大眾是時尚盲從者，也佔總採納人數的三分之一。他們要等到大多人都接

受創新後才會採納，原因可能是經濟考量，例如等降價，也可能是規避風險，例如等系

統穩定，或來自同儕間的壓力，像是「大家都在用，我怎可不用」的心態。 

落後採納者是最晚接受創新的一群，佔總採納人數的 16%。他們是因為不得以才去



 

 26 

使用創新，採納決策通常與現實環境有關。他們通常擁有的資源較少（例如錢不夠），

所以會等到風險最低時才會採納。 

要讓早期採納大眾帶領追隨者引爆創新採納，必須靠社群影響力。社群影響力可以

透過口耳相傳，或者是透過同儕效應。例如，在臺北葡式蛋塔曾經風靡一時，引來大排

長龍的消費者，好像不去吃吃看就是落伍、跟不上流行。這類社群影響力促成了蛋塔的

快速擴散。如水，社群影響力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適當的運用社群影響力，可以形成

關鍵多數的擴散，讓創新更有效的擴散。但是，運用不當，也會使創新採納受阻。 

我們往往忽視了領先使用者的智慧與能力，有些很認真的使用者是以專業地來從事

業餘活動，而且還有人因此創業。在 195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阿瑪．博思（Amar G. Bose）
教授為了進行一項研究，採購了一套立體音響設備。他當時挑了市場上號稱最高級技術

的揚聲器，但是卻發現這麼貴的揚聲器竟然無法原音重現。他聯絡製造商，製造商也無

能為力。因此，他就自己動手研究「心理聲學」，也就是分析人類對聲音的感受力。結

果不但推出了原音運營重現的標準，更開了一家公司，就叫 Bose。 

樂高玩具公司也很會善用另外一個領先使用者的例子是。樂高玩具的主要產品是販

賣塑膠小磚塊。一直到 2000 年之前，樂高創新的主力都是靠研發部門。漸漸地，樂高
產品銷售隨著市場萎縮而業績一落千丈。新的執行長決定打破框架，向使用者借靈感。

他要求研發團隊去了解那些很會玩樂高的小孩、青少年以及學生。樂高組成了一個親善

大使團，去採訪使用者想要什麼新類型的樂高遊戲，結果就推出類似《星際大戰》、《哈

利波特》以及《忍者》等系列產品。在市場上大獲好評。 

之後，樂高還讓使用者將自己的創意點子提到一個專屬網站 CUUSOO
（http://lego.cuusoo.com/），只要有一萬個人按讚，樂高就會設法研發這項產品。後來，樂

高更協助使用者組成各類型的俱樂部，向他們去收集新產品的創意。研發部門不用花多

錢，使用者也很樂意免費提供創意。樂高最令人稱讚的幾個產品是Mind Storms，這個
觀念是把樂高磚以及馬達結合成電動馬達，變成小機器人。初期樂高機器人的功能很簡

單，只是能夠前進後退、鞠躬敬禮等動作。但是不久之後，機器人程式被破解，使用者

開始改寫程式，讓機器人去做更多的事，像是拍蒼蠅、拿飼料去餵魚、去幫小朋友拿拖

鞋、還有跳饒舌舞等。之前，新力（Sony）推出機械狗，程式也是被使用者修改，新力
甚至生氣地要控告使用者。但是樂高卻很開心，而且乾脆大方公開程式碼，並且協助使

用者分享程式。讓軟體更多元，結果反而讓這項產品大賣。 

所以，大車隊如何找到領先使用者，又如何可以讓早期採納者接受呢？要回答這個

問題，我們需要在回到汀州街總部那一整排的印表機。 

找到領先使用者 

我看到大車隊服務總部的印表機後，才漸漸找到領先使用者。我有點氣我自己，線

索是那樣明顯，可是卻一直沒看到。現在，大車隊已經全面電腦化作業了。可是，當時

每到月底，隊員都必須回到總部繳費。除了會費 1500元外，每一通派遣要收 10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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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000 元額度時就定額收費。每到月底，一大排點陣式印表機就必須用力地把司機每
月的派遣數印出來，讓司機拿著到櫃台繳錢。那是一幅壯觀的畫面，一堆司機排隊看印

表機，然後到櫃台討價還價，不時還吵了起來。我身旁跟著一位工讀生，是幫我整理田

野資料的，不時很緊張的問我：「老師，他們會不會打起來啊？」 

印表機表單上密密麻麻的數字讓我看的入神，根本沒去注意工讀生的緊張神情。表

單中，有些司機一個月才拿到 50通派遣，一些司機則有 90-150多通，奇怪的是少數司
機竟然可以拿到 350通以上。我們將這些數字與收入相對比，發現每月接到 50通與 350
通派遣的隊員是最穩定的會員，收入也最高。會游離的通常是每月只收到 90-150 通上
下的隊員，他們的收入也較低。 

每月拿 50 通派遣的司機怎會賺到錢？這是我的疑惑。與一些司機接觸後我才理
解，他們有一種 「溫馨接送情」的服務模式。這群司機是用 iCall來挑選優質客人，特
別是來自商業區或是豪華住宅區的派遣，他們就會快速接受。否則，除非是必要派遣任

務，他們一般都不接。這些「50 通司機」不是靠派遣數來增加收入，而是靠派遣資訊
了解客戶的搭車模式。一位司機提到如此挑客人的原因： 

「大多數客人是鈍感的，你提供好的服務，他們並不一定感受得到，也不了解

服務的價值。iCall 可以幫我做篩選，找到好客人。不過，iCall 只是個餌，你
的服務品質好不好，決定於魚（乘客）是否會繼續上鉤。」 

那怎麼會有司機可以拿到 300-350通以上的派遣呢？這代表，他們每天可以收到 10
通以上的派遣。那又代表，這些司機一開車出去就接到手軟，一個客人接著一個客人的

上門。這樣算來，這些司機每月至少可以賺到新台幣 70,000∼100,000 元。他們是如何
做到的？ 

許多「300通司機」都曾加入過無線電派遣車隊，對科技使用並不陌生。他們有一
套私家運作方法，有系統地記錄 iCall派遣地點，暱稱為「黃金點」。他們早在無線電車
隊時就開始記錄黃金點，衛星派遣系統讓這類司機更容易搜集黃金點。一位司機說： 

「我現在已經將 iCall內化了。許多的黃金點早已印在我腦袋的『晶片』中。當我
開到某一個地點，我就馬上知道要去哪裡找下一個客戶。」 

另一種司機是採用守株待兔策略。這些計程車司機會用 iCall 來了解乘客用車的規
律。例如，一位司機可以如數家珍的背出：早上七點，一位媽媽在某地要送小孩上學；

早上八點，附近一位小姐剛好要出發到市中心辦公室；十點半，一位老闆會從市中心趕

到外縣市的工廠開會。這位司機不是將這些乘客變為常客，因為那會使他們失去營業彈

性，而是使用 iCall 來配合這些乘客的需求。這種「守株待兔」的方式可以預測 iCall
派遣地點。這位司機解釋： 

「我的乘客常很驚訝，怎麼每次都叫到我的車。我都說那是緣份啦。其實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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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把車子停在他們家的附近，等著 iCall來派遣。我知道他們通常會在這個地點、
這個時間叫車。我只要在附近等他們叫車就好了。」 

了解 50通與 300通司機的採用行為，也就容易了解 150通司機的問題。每月收到
150通以下的司機，每日大約只有三通的派遣（扣掉休息例假日的話），這群人約占六
成，是羅吉斯眼中的早期採納大眾。50 通與 300 通的司機則是屬於創新領導者，但是
手法不一樣。要衝刺到關鍵多數，我們必須讓 150通司機滿意，口碑才傳得出去，社群
影響力才發揮的出來。「50 通」型的作法大概一般司機學不來。但是，如果讓「300
通」類型的領先使用者的作法可以轉移給「150通」類型的使用者，就可能產生口碑效
應。 

所以，如何找到領先使用者呢？找到這些使用者之後又如何能了解他們的？了解以

後又應該如何跟他們借靈感呢？這是分析脈絡的三大問題。在大車隊案例中，透過分析

每月接到的派遣數，我們便可以找到領先使用者，因為他們如果不熟悉系統，又不會跑

計程車，就很難達到三百多通的派遣數。這個道理跟樂高找玩家高手意思相同。找到這

群司機分析他們的工作脈絡便可以找到創新靈感。這些司機不會到處亂跑找客人，他們

回收集資訊，善用黃金點，讓自己在派遣頻率高的地方等客人。 

但是，我們是不是直接套用黃金點呢？如果我們全面套用黃金點這個做法，反而不

好。想想，司機怎麼能難拿一大本「黃金點手冊」，在街上繞來繞去，更何況查閱也很

不容易。黃金點背後的精神是時間與空間的資訊，我們可以借用並修訂一下 300通司機
的點子，把黃金點的觀念擴大。如果用電腦分析一下臺北市所有叫車地點，我們不難整

理出 50個以上的「黃金區」（見下一章詳述）。這些「黃金點」原本就在 iCall的資料
庫中，只是沒人注意到。透過「黃金區」將派遣統一排序，那麼效率就會馬上提升，乘

客的等待時間也可以大大縮減。 

大車隊在 2009年悟出了這個道理，將黃金區的觀念轉化為「空中排班點」的設計。
「空中排班點」的設計是讓司機進入這些區域時，自動領號碼由系統排序（像是醫院的

掛號系統），以統籌排班的派遣模式分發工作。這個模式會引導司機繞行在高派遣率的

地區，減低整體空車率。當司機有系統地穿梭在不同空排點之間，不僅可以降低風險，

同時也增加收入。如果司機是蜜蜂，空中排班點便是蜂蜜，吸引計程車司機到叫車頻率

高的地區，紓緩叫車需求尖峰。這也就是「服務庫存」（service inventory）的觀念，將
服務容量預先引導到高需求地區(Chopra & Lariviere, 2005)。 

在 2010年，空中排班點發揮效用，使「150通」司機變成「250通」。這類的司機
大幅增加時，口碑效益也就出現。此時，大車隊每日服務達 18 萬名乘客，每日進線量
為 30,000~60,000通。該公司規模達到 8,000位會員，更在 2013年突破一萬兩千位會員。
之後，大車隊的服務區域也將派遣系統推展到基隆、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和

高雄等縣市，成為臺灣規模最大的衛星計程車隊。2012年 11月 6日，大車隊正式核准
登錄為上櫃公司（2640），並籌備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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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使用者的脈絡後，解決方案就變得顯而易見了。將「300通」司機的黃金點作
法再脈絡化，轉移給「150通」的司機，使他們由 150通提升到 250通。150通司機（早
期採納者）的野心其實沒那麼大，只要有 250通上下，他們就大約會有五萬元的月收入，
扣掉油錢，也足夠養家了。當司機平均收到 250通派遣後，收入會穩定，他們就會發揮
社群影響力，介紹更多司機進來，而且新隊員不會一下就跑掉。 

3.1.6 看見時間與空間的脈絡 

創新採納要追求經濟規模，必須讓關鍵多數的使用者採納科技。但是使用者有很多

種。有的使用者願意承擔風險，樂意早點採用科技。有的使用者比較保守，一定要等很

多人都使用，他們才願意跟著採納。此外，有些使用者比較敏銳，很快就知道如何將科

技融入工作中；有些使用者則比較遲鈍，採用很久後還是搞不懂如何善用科技。 

運用科技為的是激發創新的服務方式。要了解科技的潛能，我們必須找出敏銳的使

用者，或領先使用者。他們最了解科技的功能，也最知道如何巧用科技。領先使用者是

創新的來源，轉換他們的科技應用方法，依據在地脈絡調整，再轉移給早期使用者，便

可以帶動創新擴散。分析領先使用者的工作脈絡可以幫我們了解科技的潛能，凸顯科技

的實用價值。當這些價值被凸顯出來時，不用大肆宣傳，早期採納者自然就會紛湧而進，

創新採納也就能穩穩地飆到關鍵多數。 

iCall 的價值不只是衛星，也不只是派遣，而是系統所累積的「時間」與「空間」
資訊，更是透過整合空間與時間資訊所發展出的移動服務。善用這些資訊，衛星派遣系

統的價值才會創造出來。我們如果進一步思考時間與空間資訊的應用，還可以設計出各

種新服務。例如，當司機從臺北載送客人到中壢後，iCall 可以協助該司機尋找中壢沿
線是否有客人需要坐車返回臺北。這種媒合功能可以降低跨區域的空車率。又如，iCall
也可以整理各個空中排班點中任一時段所有的進線量以及車輛數，幫助司機預先選擇進

入哪一個空中排班點，藉而大幅增加派遣效率。更多創新的作法會在第四章更詳細介紹。 

要讓一項創新擴散，必須讓科技的潛在價值浮現出來。價值要出來，我們必須要關

心領先使用者的工作脈絡，才能知道科技的本質，也才不會慘用科技，而能善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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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案例二：科技意會，台灣大車隊（二） 

傾聽使用者的悲鳴之聲，才能理解他們的痛點，也才能找到創新的脈絡。上一章我

們談到如何找到領先使用者，但是我們還沒有提到如何了解他們的「痛」。計程車司機

最關心什麼？他們最害怕什麼？如果我們很虛心的去問這些問題，而且設身處地去想他

們每天在工作上的挑戰，先不要妄下判斷，就有可能理解他們對科技的恐懼。可能不會

是全部，但至少可以逐步了解使用者面對陌生科技的經驗。 

我記得美國貝爾實驗室早期推出電話時，目標的是商業人士。因為他們做生意需要

頻繁的溝通，美國幅員又那麼遼闊。所以如果有電話，他們一定可以增加溝通效率。不

過，推出這項科技後，商業人士反應冷淡。做生意應該說「人話」，回家應該講「悄悄

話」，工作已經很忙了，哪有時間用「電話」。失望之餘，創新者卻找到了另一組人的痛

點：商人的妻子。她們有許多家庭瑣事要聯絡、有人際關係要維持、有很多八卦資訊要

分享。平時丈夫不在家，女性友人之間更需要交換大量的消息，電話解決了她們的痛點。

電話是陌生的，丈夫對電話的理解是負面的，妻子對電話的正面的，兩方都有痛，只是

痛的時間與痛的地方不一樣。針對妻子的痛點重新出發，電話這項創新才迅速擴散出去。 

畢竟，需求才是創新最大的動機。使用者的需求，可由他們的不方便、挑戰、痛點

找出來。可是，如何了解使用者的痛點，進而將痛點轉化為創新？除了痛點，設計者還

要注意痛點所發生的時間點。有時候，一個痛點帶出了一項創新，但是又隨著帶出了另

一項痛點。不斷的解決使用者的痛點，也就會讓一項科技漸漸演化出成熟的功能。 

臺灣大車隊由新加坡引進衛星導航系統，經過一系列的調整修訂，終於產生出一套

更完備的系統功能，讓新加坡輸出企業想反過來採購這些系統。大車隊如何由使用者的

痛點去發展出這些創新功能的呢？我們需要進入計程車派遣的演化脈絡，並且了解每一

個時期計程車司機的痛苦，體察他們對科技的「意會」（Sense-making，既對一項陌生
事物所產生的想像與理解），便能看到創新的機會。了解衛星派遣之前，我們要先回溯

到無線電派遣的時代（見表 1整理四個時期的演化過程）。 

3.2.1 導入之前：討厭的無線電（1997-2000） 

過去，臺北計程車司機只能向車行租車。90 年代以後，市場自由化促使司機紛紛
自行買車。現在，計程車司機多為個人營業，許多司機也自組合作社。車行除了轉向證

照租借，讓司機靠行，也提供無線電派遣服務。在臺北，較具規模的車行約 400輛（無
線電派遣最高的容量），已經算是大型車隊。 

在臺北，私人汽機車承擔 20%的運載量，捷運、公車則占 50%。計程車要承載 10%
的交通運輸量，估計約 140萬人次。根據交通部 2004年統計，大臺北地區計程車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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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長至 60,150輛，其中臺北縣計程車數有 25,913，臺北市則有達 34,237輛13。過去，

臺北計程車產業也缺乏專業的管理，車隊形象與服務品質都很粗糙，民眾普遍對計程車

司機不信賴14。 

計程車司機與乘客之間最大的問題是：資訊不對稱。乘客在路邊攔車時，很難事先

判別車輛的優劣以及司機的素質。上車後，乘客即使對司機服務有所不滿，也是敢怒不

敢言。對司機而言，除非加入無線車隊，可以取得乘客的資訊，否則司機多是根據經驗

在街上尋找乘客，營業路線很難事先規劃。資訊不對稱讓許多計程車找不到客人而空

跑，不只浪費油錢、影響收入，也帶來了高昂的社會成本，如塞車、交通污染等。 

空車率是所有計程車司機的夢饜。大臺北地區的計程車空車率高達 70%以上，每日
總空車里程數達 550萬公里，每日消耗六十八萬公升的汽油燃料，所以一年臺北市等於
損失新臺幣 63 億元15，約可以建一條區間公路。這還沒算上衍生的交通壅塞以及空氣

污染等社會成本。 

在排班點有限，巡車攬客又面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有些司機會加入無線電派遣車

隊。無線車隊在 2000至 2002年是鼎盛時期。但無線電派遣系統有些缺點。無線電因發
射範圍有限，只能作區域廣播。因此，車隊一超過 400輛後就會發生配案不均的問題。
司機為了贏得競標，可能會謊報抵達時間，然後飆車趕到現場，因而不時發生意外。不

肖司機會買通基地台服務人員。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司機會將無線電派遣與「勾結綁標」

聯想在一起。客人也會抱怨電台與司機間吵雜的對話聲。再者，無線電發射功率強，對

長期暴露於中的服務人員與司機皆有健康之虞。 

資訊科技使計程車產業出現了改善的契機。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 GPS）更成功的運用於行動定位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衛星派遣
系統結合了全球定位、地理資訊與電子通訊，解決了傳統無線電派遣的問題。主控站安

置於派車中心，每輛計程車上皆裝有訊號接收器。基地台透過衛星來定位車輛的經緯度

座標，並顯示在主控站的螢幕，提供車輛的即時位置。 

乘客進線後，派遣人員透過衛星系統可以定位到附近的車輛，準確派車。相較於傳

統無線電派遣，衛星派遣較無通訊死角，也不受天候與地形影響通訊品質，派遣效率較

高。所以，大車隊於 2000/01年引進衛星派遣系統，按理說，應該很受司機歡迎才是。 

                                                
13 交通部主計處，2003，國內大眾運輸概況分析，台北。 

14 詳細案例背景請見：蕭瑞麟、侯勝宗，2008，《科技意會：衛星派遣系統的人性軌跡》台北：培
生國際。 

15 洪軍爝、余文民、楊子葆（1997），先進車隊派遣系統應用於計程車管理之個案研究：新加坡經
驗，《都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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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使用者的痛點是創新的來源�

 無線電時代 初始創新 第二度創新 第三度創新 

導入之前 
(1997-2000) 

導入之初 
(2001-2003) 

導入之中 
(2004-2006) 

導入之後 
(2007-2009) 

司機的痛點 未導入衛星派遣前，司機多依賴路
招或計程車招呼站排班等乘客。但
是，計程車招呼站多有特定車隊把
持，司機無法進入對方地盤。 

司機不喜歡競標，害怕誤入別人地
盤，也擔心車隊派遣中心有勾結舞
弊的問題。 

司機抱怨每月接到的派遣數不夠
支付月費，加入不久後就紛紛退
隊。口碑流傳之後，隊員驟然減
少。 

司機接不到足夠的派遣工作，抱怨
大車隊私藏黃金點。但公司又不便
發行「黃金點手冊」，害怕司機誤
會。 

痛點轉成創
新 

有些車行便招收這些獨立工作司
機，轉型為無線電派遣車隊。透過
無線電派遣，司機有穩定的生意，
也不用害怕誤入別人地盤。但是一
些不肖司機會勾結派遣中心人
員，以增加自己的生意量。 

大車隊發展出配合衛星派遣的「簽
約點」，讓司機有自己的地盤。推
出行車路徑圖，讓企業客戶節省成
本。推出「一加四派遣模式」，讓
司機接派遣工作時不需要競標。 

有些熟技術的司機開始收集乘客
的上車地點，統整地點與時間的資
訊，暱稱為「黃金點」。司機到黃
金點等候，可以增加派遣機率。司
機工作行為由路上找乘客，變成有
系統規劃路線。 

大車隊以資料探勘方式在大臺北
地區找出 44個「空中排班點」，使
供需分布更平均，不但提升司機的
派車率，也讓派遣服務透明化。司
機的工作行為由規劃路線變成區
域集結。 

司機對科技
的意會 

司機認為無線電派遣系統是作
弊、勾結，這個印象之後也轉移到
衛星派遣。 

司機認為 iCall是公平的分派者。 （部分）司機認為 iCall 是有利可
圖的黃金點。 

司機認為 iCall 可以讓他們安心的
在空中排班。 

創新衍生出
的問題 

大部分司機不喜歡無線電的競標
模式。許多司機會謊報抵達時間，
以便搶到派遣工作。 

派遣數分配不平均，有些司機每月
才接到 90 通不到，有些卻可以高
達 350通。司機懷疑派遣中心有舞
弊問題。 

車輛不足，產生調度困境，交通顛
峰期間，常出現供需不均問題。 

有些司機仍無法善用空排點，他們
對地區狀況不熟，常被卡在空排點
內。因為缺乏空排點的出車資訊，
使整體排班效率不佳。�

創新成效 司機每月收入約 17,500-25,000元。 每日進線量達 15,000-20,000通。 

司機每月收入約 22,000-42,000元。 

每日進線量達 20,000-30,000通。 

司機每月收入約 80,000-120,000
元。 

每日進線量達 30,000-60,000 通。 

司機每月收入約 60,000-1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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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導入之始：康福式派遣不舒服（2001-2003年） 

iCall是新加坡已經測試好的系統，運作效率良好，又可以解決資訊不對稱。因此，
臺灣大車隊認為在前兩年應該馬上就可招到 6000位會員，達到損益平衡。但事與願違，
導入初三年，大車隊只招到 1600 名隊員。相對當時，這已經是臺灣最大的車隊了，但
是營收還是不夠。  

在 iCall 導入之初，最受爭議的應算是派遣競標功能。這套競標機制對新加坡司機
倒沒什麼問題，因為他們多奉公守法的使用，沒拿到標案也很認命。但臺北司機卻會因

接不到標案而鬧情緒，懷疑公司舞弊、懷疑隊友造假。一位資深隊員解釋： 

「iCall比以前無線派遣效率好太多了。它不用無線廣播來派工，電腦會自動
找到乘客附近三、四輛計程車，然後分派工作。但這套系統壞就壞在它要司機競

標。哪，我如果出『十五分鐘』到，另一個司機出『五分鐘』到，他就得標了。

雖然我們這四輛車都在乘客附近，但是還是會有人出『老千』（欺騙抵達時間），

只為了搶標。最後弄得大家神經兮兮的，又破壞感情。這樣衛星和無線有甚麼差

別呢？」 

在不斷的討論中，一位經營委員會的中隊長想出了一個「補位派遣」的方法，他說

明： 

「過去接任務要競標，弄得大家很緊張，又要看機子又要開車，容易出車禍。

接得到派工還好，接不到就會怪公司、怪派遣中心，又懷疑人家串通。這樣競標

反而讓人覺得不公平，我們可以把派遣方式改為『一人指派，四人候補』。讓系

統指定最接近乘客的車子做為第一順位，附近四輛車就依序排為第二、第三、第

四。一個司機不能接，系統就問第二位司機要不要接，以此類推。這樣司機就會

覺得公平多了。」 

在臺北司機的脈絡中，派遣效率不是最重要的，公平性反而是司機最關心的問題。

這是無線電派遣留下來的後遺症。另一個實務考量是車輛不夠。當時大車隊只有 1600
位隊員，也就是白天班約只有 800輛車可派遣。候補多一點，一方面可以應付車輛不夠，
一方面可以讓司機有更多彈性。臺北司機的習慣是，看到路招乘客就會先放棄派遣任

務。安排四個候補便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雖然，司機這樣的意會其實是與客觀事實有所

出入。但是，如此主觀的感覺卻安撫了司機的情緒。iCall 改變派遣規則後，派車成功
率也顯著提升，由七成提高為九成。 

「簽約點」是很受隊員歡迎的 iCall 功能之一。過去司機常在固定排班點受到幫派
的排擠。大車隊建立品牌後就積極與企業接洽，在大公司樓下設立專屬排班點，形同設

立了自己的地盤。不過，這些排班點常常不是車輛聚集太多，就是車輛不夠。 

大車隊為了有效掌握服務品質，將這些專屬排班點列入 iCall 系統中，管控缺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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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除了「一加四」即時性派遣之外，大車隊也以 iCall 系統監控簽約點出車狀況。如
此，派遣中心就可以呼叫在簽約點附近的車輛前往支援。負責修訂的新加坡系統工程師

花了不少時間才了解台灣的派遣原則，因為康福的派遣系統無需如此複雜。 

這兩項新功能導入後，司機的工作行為也漸漸改變。他們平日巡車時靠 iCall派遣，
放下客人後就會到最近的簽約點附近巡車。如果想休息，司機就進駐簽約排班點，由小

隊自己來排出車時間，中間司機便可休息。這較過去隨機跑車的做法有效率多了。iCall
不只解決了資訊不對稱問題，也幫助司機建立了套裝駕駛行程。司機會配合自己熟悉的

地區，以專屬簽約點做為據點來安排行車路線。如此，司機可以減低空車時間，也減少

巡街造成的耗油。 

計程車司機對「一加四派遣」印象特別好。他們認為透過電腦以科學方式計算座標

與距離，再來決定派遣順序是很公平的。其實競標式派遣與依序式派遣的效率差距並不

大，但是司機的感覺卻放大了兩者的差異。一位司機便表示多數隊友的心聲： 

「一加四派遣比競標公平多了，我不用和別人搶標。一競標就會有人作弊。由電

腦來派，大家都服氣。人會騙人，但是電腦不會騙人。」 

大車隊將簽約點列入 iCall 的派遣監視後，供需調節也就做得更好。司機接到更多
派遣數後，無形中就感覺 iCall 提供了公平的分派機制。不過，派遣數之所以會提升，
是因為所有車輛都往 100個簽約派遣點聚集。這些點都在商業區，會提升路招機率。無
論如何，司機自我感覺良好，iCall的兩項新派遣功能也就順勢成為「公平」的象徵。 

在此階段，派遣中心每日已達到 20,000 通的進線量。按理說，這些進線量若平均
分配應該是夠的，但許多客戶抱怨叫不到車。六成以上的司機每月還是接不到 90 通。
也因此，司機抱怨不斷。當時，大車隊以為衝高進線量，就可以增加每位司機的派遣數，

所以投入大量廣告經費與行銷活動。這些做法雖然很快衝起進線量，但多數隊員卻還是

沒有獲得更多派遣數，反而使公司資金很快用盡。一位熟悉 iCall 隊員對此問題有深刻
的見解： 

「其實把進線量衝起來是不能解決分配不均的問題，只會讓問題更嚴重。很多隊

員不是不會用 iCall，而是不會跑車。他們該去專屬簽約點附近或常有 iCall叫車的
地點去等才是。但是他們卻寧可依照自己的直覺去跑車。所以，運氣好，客人一

個接一個，運氣不好，一天接不到三個，連油錢都付不出來。」 

3.2.3 導入中期：遍地都是黃金點（2004-2006） 

隊員常抱怨每個月接到的派遣數不夠支付月費，所以不時有司機參與不到三個月就

退出。當多數隊員都抱怨接不到足夠派工時，卻有一群司機每月收到 300∼400 通的派
遣。這個數字是驚人的，那代表每位司機平均每日接到 13 通派遣。如果司機每日平均
工作是 10小時，每小時就會接到 1.3通。這也代表著這位司機除偶發的路招乘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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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送走一位乘客後，下一位乘客就上車。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們來看一個非正式的小組，隊員有七個人，自己取了個組名叫「168」。這個小組
採用 iCall 不久後便發現，衛星可以提供大量的乘客上車地點，涵蓋地區又廣。過去用
無線電派遣時，他們只要靠記憶便可以知道哪裡會有常客。現在，他們一定要用紙筆記

錄下來。一位司機談到他的轉型經驗： 

「我們這組人對乘客上車地點特別敏感。我以前可以用腦袋記下三、五十個

地點都沒問題。現在每個禮拜，我們這個小組就可以搜集一百多個地點。後來，

我們乾脆把這些上車地點和時間，以二十分鐘做間隔來整理。這樣我們就可以找

到散布在台北市的『黃金點』了。」 

於是，「黃金點」這個名詞就成了司機間的交換密碼。他們開始由游牧式找客人變

成系統化巡車。168 小組每週會舉辦「讀書會」，隊員會將當週搜集到的黃金點送交給
小隊長，並分享當週使用 iCall的心得。小隊長將資料依每 20分鐘為一單元，用程式將
地點依地區別整理，然後分白天與夜晚整理成冊，每週更新。這位小隊長得意地說明這

項設計背後的用意： 

「你看，現在三點，我在復興南路和忠孝東路交叉口，我馬上可以查表，先

找這區的地點，再找時段。在忠孝東路大陸大樓這個『黃金點』，三點到三點二

十分有七通。所以我待會直接繞去那裡等。先熄火，喝點東西，順便休息一下，

保證馬上有客人上門。」 

這群黃金點司機的工作模式與一般司機大不相同。他們不是努力的巡車，也不是被

動地等待派遣任務。這群計程車司機對衛星派遣有更深一層的理解，iCall 不是被動的
等待派遣，是主動的讓衛星「找到」。iCall成了地理與時間座標，協助司機精準地找到
乘客，也延展了司機的活動範圍。這些時間與空間座標轉化為司機對城市的理解。一位

司機笑嘻嘻地解釋： 

「iCall最強的功能不是衛星定位，是它預測黃金點的能力。iCall幫我畫出一
張藏寶圖。寶藏不是只放在一個地方，我搜集愈多黃金點，找到寶藏的機會愈大，

空車的機率就愈低。當我的藏寶圖上遍地都是黃金點的時候，我就可以走到哪，

撈到哪。」 

另一位精通各類科技的司機分享他對 iCall的意會： 

「iCall幫我找出黃金點，讓我畫出鳥瞰圖，我就像站在 101大樓上一樣，馬
上就知道信義區附近的黃金點，知道哪裡會有客人。然後我可以由最省油、最不

堵車的路，馬上到這個黃金點去等乘客。」 

這群司機透過黃金點增加收入，多數月收入約為七萬元新台幣。技巧純熟的司機甚

至可達十萬元月收入。其實，黃金點是很基本的作業優化方式，但對多數司機而言，黃

金點仍是很抽象的概念。也因此，即使有不少司機聽說過黃金點的使用方式，但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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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少。一位司機反應了多數懵懂的心態： 

「人在做、天在看，有閒工夫去整理黃金點，還不如腳踏實地去跑車。『黃

金』不會由天上衛星掉下來，是要靠自己努力跑車拼出來的！」 

其實，大車隊不是不知道黃金點的概念，但管理階層也有不得已的考量。如果將 iCall
中的黃金點整理出來，那至少有十多萬筆資料，列印出來後將與數十本辭海一般厚。司

機如何攜帶這一大本「黃金點手冊」，又如何在乘客面前查詢？而且，許多司機對地理

位置或檢索技巧都不熟，光是查地理位置就會耗掉大半時辰，最後一定會向公司報怨。 

此外，大車隊也有政治考量。萬一「黃金點手冊」真的印發出去，有些司機拿到派

遣數多，有些卻拿得少，勢必會引爆司機的猜忌。但是，黃金點不做又不行，公司品牌

日漸知名，進線量與路招需求也就激增。若派工量一直無法平均分布，更多司機會離開

公司，而且更造成更多流言。如此車輛數會更不夠，那麼大車隊好不容易建立出的客群

又會拱手讓人。大車隊陷入兩難之中。 

3.2.4 導入後期：移到空中來排班（2007-2009） 

到了導入後期，台北地區逐漸增加到 5000名隊員，約有 2500輛提供日間需求。不
過，顛峰時間一到，三萬多通電話於兩小時中湧進，問題就來了。專屬簽約點車輛不夠，

而衛星派遣又無法平均分配到隊員。一位經營委員會的委員，也是一位資深司機，提出

了一個異想天開的意見： 

「既然那些多公共排班點都被幫派佔領了，那我們不如就打天空的主意。我

們不是有衛星嗎？咱們就用衛星來設空中排班點。把黃金點打到天空不就好了！」 

這個異想天開的點子卻成了系統工程師的設計靈感，推出「虛擬排班點」的設計。

不過，司機喜歡稱呼它為「空中排班點」，或「空排點」。這個主意最初是為了改善「簽

約點」的服務，一位隊部經理解釋： 

「我們會想出『空排點』是因為當時內湖美麗華『簽約點』出車不穩定。我

們給美麗華百貨的承諾是簽約點不會缺車。但是美麗華人潮不多，出車速度當然

不快，我們的司機常常大排長龍。所以司機去美麗華排班的意願不高。那我們就

想，如果用美麗華這個點來設計一個空中排班機制，讓去美麗華排班的司機也可

以在空中接到內湖附近的叫車，那隊員就會比較願意留下來排班，可以一邊休息，

又可以一邊顧企業簽約點。我們也可以保住對美麗華的承諾。」 

將美麗華簽約點變成空中排班點，使系統工程師想到將這個「空排點」觀念用到大

臺北地區。實際上，這個設計是以區域為單元，而不是「點」的概念。工程師先將最頻

繁叫車區域整理出來，也就是把黃金點集合起來，變成一個「黃金區」。一個「區」在

衛星系統中被定義為 300-500公尺見方的菱形格子。工程師以資料探勘的方法在大台北
地區找出了 44個經常派遣區，或空中排班點（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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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探勘後的空中排班點示意說明（資料提供：臺灣大車隊） 

排班點名稱 地區 排班點名稱 地區 
交博館 中正區 板橋火車站 板橋市 
喜來登榮城 中正區 板橋縣議會 板橋市 
松江吉林國小 中山區 新店北新站 新店市 
王朝大酒店站 松山區 新店湯泉 新店市 
京華城 松山區 中和建一健康 中和市 
忠孝東四段 大安區 四號公園站 中和市 
遠東飯店 大安區 東森站 中和市 
西門六號 萬華區 南勢角捷運站 中和市 
艋舺西園 萬華區 中華中學 土城市 
國泰金控 信義區 板橋地院 土城市 
天母天玉 士林區 樹林火車站 樹林市 
天母忠誠忠義 士林區 鶯歌國中 鶯歌鎮 
捷運新北投 北投區 正義國小 三重市 
榮總 北投區 碧華國小 三重市 
關渡華碩 北投區 民安國小 新莊市 
公視 A棟 內湖區 新莊幸福 新莊市 
台新銀行 內湖區 泰山仁愛 泰山鄉 
美麗華 內湖區 蘆洲空大 蘆洲市 
木柵興隆 文山區 五股工業區 五股鄉 

一位資深經理說明這個運作方式： 

「這些空中排班點就像虛擬的計程車招呼站。既然實體排班點我們進不去，

又要顧那麼多個簽約點，我們乾脆就把排班點搬到天空。司機進入一個空排點後，

可以選擇要不要排班。如果要，系統就會給一個序號，也就是這一區進線的總量

按照順序排列。司機可以在這一區一邊巡客、一邊看號碼。這樣比困在固定排班

點要彈性多了。」�

空中排班點最大的好處就是將服務需求透明化，讓司機有誘因往空排點聚集。這無

異擴展了簽約點，也改善了零散派遣的缺點，將服務容量往高需求區集結。空中排班點

將服務「庫存」起來，使供需分布得更平均。有些司機更發展出對不同空排點的在地知

識，幫助他們遊走於空排點之間。一位熟稔空排點的司機如數家珍的評論每一個她討厭

的空排點： 

「我是不會去板橋火車站那個空排班；那邊隊伍長、出車慢，接到的客人都

是短程。喜來登飯店那個排班點我也不喜歡，那裡有個小隊長訂了許多規矩，很

討厭。統領百貨附近的空排點更不好，常會接到酒客，要是吐了出來，我就賠大

了，光洗車一次就要兩、三千塊。我也討厭吳興街附近的空排點，因為哪裡巷道

多又窄。我的車大，不小心就會被刮到。我也不喜歡信義路五段環球世貿，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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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痛的回憶，我曾因為要倒車卻不小心把摩托車全部撞倒。美麗華排班點（內湖）

要等很久，又有糾察隊，不能聊天，不好玩，所以我也較少跑那。」 

這位司機也有最喜歡的空排點： 

「信義區松仁路 101 大樓附近的空排點有很多企業會員，我交了不少朋友，
十點後就加成空排點；十一點之後有很多外國人去 pub，小費給的多。我也喜歡
京華城的空排點，可以聊天、搜集隊員意見、上廁所，常常會載到長途的客人。

松仁路國泰金控的空排點有不少日本客人，我最喜歡；他們不囉唆、也不會要你

找零錢。西門町空排點也不錯，但是要繞到館前路去等，可以接到台大醫院的客

人；載病人好啊，可以積功德。還有，內湖遠傳的空排點，要趁上下班時人潮才

會多，晚上人少。」 

這些豐富的空排點知識幫助司機趨吉避凶，提升車輛使用率。少前往耗時費力的空

排點，就可以減低空車率，道理就如此簡單。空排點可以將車輛吸引到派遣頻繁地區，

預先儲備服務容量，提升派遣成功率，確保進線客戶不會流失。如此，司機的工作行為

由「規劃路線」變成「區域集結」。 

空排點推出後大受隊員歡迎。他們可以自由進出過去被霸佔的地點，不需進入實體

計程車招呼站。這也要歸功於這七年來乘客搭車行為的改變。台北市居民已經漸漸習慣

透過衛星叫車。對隊員來說，空排點就像令他們安心的避風港，一位司機講到： 

「空排點讓我可以自由進出自己的地盤。我每天要開十多個小時的車。中間

休息一下很重要。以前到定點排班時不知道是進了誰的地盤，所以一天到晚擔心

被趕出來。我也不用擔心被卡在排班車陣中。現在我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停車休息，

還是可以繼續排班。這種地盤雖然看不見，不過比實體好用。」 

空排點讓每日進線量增加到三至六萬通，每位司機每月平均派遣數增加到 250通，
司機收入也因此大幅增加。司機間相流傳後造成口碑，很快召集到更多司機，使會員數

爬升達到八千名。 

3.2.5 創新，來自痛點 

我覺得很奇怪，新產品本來就是要幫使用者解決生活或工作上的需求。但是，很令

人驚訝的是，多數企業推出新產品後反而造成使用者的不便，也聽不見使用者的痛。這，

真的很令人不解。麻省理工學院的艾瑞克．梵希坡（Eric von Hippel）教授發現，越來
越多使用者決定不理生產者（也就是企業），自己動手創新產品。1976年，他分析科學
儀器商業化的過程，赫然發現高達八成比例的產品竟然是由使用者所開發出來的，而不

是儀器製造商。 

梵希坡在《創新的源頭》一書中點出各領域的領先使用者，像是運動器材、五金產

品、外科手術設備、圖書館資訊系統以及 Apache伺服器（資安軟體），都是因為痛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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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生產者所重視，故而紛紛群起革命(von Hippel, 1988)。他們對產品太熟悉了，很多人
更將嗜好當成專業，所以決定自己來開發新產品。久病成良醫，抱怨的使用者變成創新

者。如果企業還覺得只有研發工程師才能開發出新產品，那真要好好重新再想一想。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人性就是人們的習性、痛點，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能做到

者甚少。好的創新通常都不是因為技術功能很複雜，而是因為科技解決了使用者的切身

之痛。所以，如果我們能由使用者的痛點中找到創新的靈感，持續修訂科技功能，那科

技就會愈來愈好用，愈來愈有人性。 

但是，要如何才能了解使用者的痛點呢？組織心理學家卡爾．維克（Karl Weick）
提醒我們，了解使用者的「意會」（sensemaking），就可以了解他們在想什麼，就可以
聽到他們的痛點，也就可以找到他們的脈絡行為(Weick, 1990)。人性，就在使用者的意
會中。維克發現，使用者遇到陌生、新穎事物，不是感到驚喜，就是被驚嚇到；使用者

只好努力地意會（make sense）那個新穎的事物，嘗試為未知的驚訝找出合理的解讀
(Weick, 1995)。不過，人們常常會錯意，所以對科技產生錯誤的理解，於是排斥創新。
維克做了個有趣的總結：「當我們將科技放入工作中時，有一個科技會在辦公室和我們

一起工作，另外一個科技會被植入我們的腦袋中，無形地影響著我們的所作所為。」 

在意會的過程中，使用者的心中會啟動兩項功能(Louis & Sutton, 1991)。第一，使
用者會產生主觀認知，依靠自己過去的經驗來解讀陌生的科技。有時，使用者會自我感

覺良好。有時，使用者卻是心生厭惡或恐懼。不管這些認知是理性或不理性的，都會導

致使用者的決定性行動，例如採納或拒絕某種創新。第二，使用者開始由不斷的意會中

產生理解。他們除了賦予科技喜惡外，也會漸漸學習科技的內涵。特別是當使用者與科

技互動密集後，就會漸漸熟悉科技的各種功能以及應用方式。使用者對科技的理解愈

快、愈深入，就能更有效的運用科技。 

臺灣大車隊的經驗可以帶給我們三個啟示。第一，創新者的工作在系統導入後才真

正開始。追蹤使用者如何用科技，了解他們的在地痛點，可以提供我們創意的來源。企

業常常有一種迷思，以為導入科技，引進「最佳實務」後，就可以強化生產力。我們常

忘記，當使用者還未經歷科技意會的過程，很難了解科技真正的潛力。只要持續地觀察

使用者如何一邊摸索科技，一邊將科技融入工作中，一邊調整在地脈絡，就可以對使用

者的痛點產生深刻的體會，那麼就可以想出創意的運用方式，像是本案例中的一加四派

遣、簽約點、黃金點及空排點的設計。 

第二，要了解痛點，先體會使用者的意會。意會就是使用者嘗試去理解陌生事物所

做的思考與想像。面對同樣的創新，有人給往好處想，有人則會往壞處想。又因為所遇

到的事物是陌生的，所以使用者想像力有時會是正面的，有時會是反面的。有些人的意

會很貧乏、駑鈍，科技的使用也就顯得很侷限。有些人的意會很豐富，也因此可以創意

地使用科技。意會貧乏或豐富，駑鈍或敏銳，與工作行為息息相關。要了解使用者的科

技意會，就必須了解他們的工作運用方式。有時更因為在不同的時間點，使用者會產生

不同的意會。了解意會與時俱進的樣貌，就會理解使用者的痛點，也就可以找到持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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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機會。 

例如，大車隊司機在四個不同時期對派遣系統就有完全不同的意會。在無線電的時

代，多數司機對派遣系統的印象是不好的，無線電派遣系統會讓他們聯想到作弊勾結。

所以他們接觸到衛星派遣系統的時候，自然也就會把這樣的印象連結起來。早期大車隊

從新加坡導入系統的時候，就避免用競標的模式來分派任務，而改採用「一加四派遣模

式」（一人等待，四個人候補），這樣的設計讓司機感覺系統是公平的，所以就減少了採

納的阻力。 

在第二階段，司機最擔心的不只是派遣數多寡，他們更關心為什麼別人可以接到比

較多的派遣工作，但是自己卻接不到。司機的痛點是，不論怎麼努力跑，總是接不到派

遣的工作。領先使用者的智慧告訴我們，要有黃金點才能提高衛星派遣的機率。有些司

機只要學習記錄黃金點，就可以改善派遣接受率，增加收入。慧根好一點的計程車司機

還會把黃金點延伸為「黃金路線」，將乘客常走的路線用衛星導航機記錄下來（另外購

買的系統，與 iCall無關），如此不僅更容易找到客人，而且乘客一上車就可以用衛星導
航機迅速查到乘客偏好路線。 

不過，這種做法只能夠給少部分計程車司機採用。對多數司機而言，他們對科技不

熟悉，也不了解如何資訊分析，因此很難實踐黃金點的做法。多數司機的痛點是收不到

衛星的派遣，而自己又不會整理黃金點，怎麼辦？如果要公司從電腦列出所有黃金點，

編成一本大手冊，發給每一位司機，這種方法也不見得很好。 

在第三階段，這個痛點與限制又成為創新來源。大車隊如果將「點」變成「面」，

黃金點變成了空中排班區（如表 2所示），這樣司機就可以到就近黃金區邊繞、邊排班。
這樣不僅可以增加個人收入，也可以提升派遣效率，降低整體空車率。我們可以體悟，

大車隊要擴大規模，首要之務在留住會員，並吸引更多司機加入。但是，要司機留下來，

一定要分配足夠的派遣數給他們。運用 iCall 來解決供需不均的問題，才是重點，而不
是推出更多行銷活動，或是以銷售大隊去拉司機進隊。經營車隊首要在調節服務容量，

如果讓近六成司機都能善用空排點，不僅可以讓司機分配到足夠的生意，更可以消化不

斷成長的進線量。 

這些黃金點資料累積幾年以後，還可以解決另外一個痛點，也就是應付需求高峰。

其實，衛星派遣系統真正的精神是巧用時間、空間的資訊。我們可以用 iCall 的歷史資
料，分析出某區過去不同時段的進線量，然後由派遣中心預測服務庫存，調度車輛去消

化需求。例如，我們可以由 iCall 資料庫分析出，南港展覽館的空排點在某月的週五下
午都會下雷陣雨，進線量都會暴增，所以派遣中心可以預先調度車輛去支援。總之，要

iCall 啟動服務創新，重點不是只強化技術功能，而是要了解司機工作脈絡中的痛點，
善用時空資訊去解決他們的痛點。 

第三，痛點有多深，創新就有多亮。西方諺語對「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解讀很

妙：No pain, no gain。使用者的感覺、感知與感受提供我們創新靈感。採用科技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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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跟著感覺走。不同使用者對科技的感知不同，運用科技的靈敏度自然也不同。人的

感覺與感知，更脫離不了人的感受（工作經驗）。使用者遇到陌生的科技，會試著由驚

訝中找出合理的解讀(Griffith, 1999; Hsiao & Hou, 2008; Weick, 1995)。一開始，使用者
沒有經驗，所以對科技也不會有什麼感覺，採用起來也就生澀許多。不過，敏銳的使用

者會由陌生的意會漸漸轉變為深入的體會。他們除了賦予科技喜惡外，也會學習各種將

科技應用到工作中的方法。追蹤這些領先使用者的感受，可以理解他們在不同時期對科

技的意會，了解在地脈絡，那麼就可以想出以科技解決痛點的方式。 

哲學詩人紀伯倫（Kahill Gibran）在《先知》一書中提到一段有關「痛」（悲傷）的
哲理： 

「當你快樂時，深察你的內心吧！你將發現，只有那曾讓你悲傷過的，才會帶給

你快樂。當你悲傷時，再次深察你的內心吧！你將明白，你正為曾讓自己快樂的

事物而哭泣。」 

看見使用者的痛點，了解使用者對陌生科技的意會，就能掌握住科技給他們所帶來

的不便與痛苦。我們越能掌握使用者的痛點，就越能痛定思痛，找出創意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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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案例三：使用者的行為：芝麻街連鎖導入電子白板 

電子白板本身並不聰明，也不會讓學生變聰明，聰明的是背後的老師。一次機會，

我們受邀去分析電子白板的採納問題，是與數位產業聯盟這個機構有關16。我們一行人

到韓國訪問數位產業發展狀況，也採訪幾位英國老師運用電子白板的經驗。之後，又因

為臺灣正在推行數位學習，積極導入電子白板，所以我們便聚焦電子白板這個科技。我

們採訪了幾家學校，其中有幾家號稱數位學習楷模。但是，訪視之後頗令人失望。這些

學校都只是大量導入電子白板，並不是將電子白板有效地應用於教學之中。 

電子白板在英美又稱為聰明白板（Smart Board），其實就是將傳統的白板電子化，
讓白板筆變成電腦介面，使老師上課時候可以將許多電腦教學功能直接由電子白板呈現

出來。按理說，這樣的產品創新應該是會大大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才是。不過，為

何導入電子白板後，學生反而學不好17？結果，電子白板沒變聰明，老師沒變聰明，學

生也沒變聰明。這看似一場鬧劇，政府、學校、民間共同努力導入電子白板，結果一場

空。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電子白板這個案例將告訴我們，了解使用者行為得關鍵是在使用者與科技之間的互

動，以及使用者與受用者之間的互動。前面兩章中，我們了解到分析脈絡要先找到領先

使用者，然後根據領先使用者的痛點來發展產品（或服務、政策）創新。在這章，我們

要進一步由使用者的互動來找出行為脈絡，藉以修訂創新的使用方式。 

3.3.1電子白板讓學生變聰明？ 

十多年來，臺灣持續推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1997 年教育部推出「資訊教育基礎
建設計畫」，勾勒各級學校的資訊教育方向；1999年建置中小學電腦教室及網路連線；
2000年推動「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讓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提升教學品
質；2006 年推出「建構縣市 e 化學習環境」計畫，補助中小學引進互動式電子白板
（Interactive White Board, IWB），來建置數位化教室18。在這項政策之下，各級中小學

紛紛爭取經費引進電子白板。 

不僅臺灣中小學積極導入電子白板，這股潮流也早在許多國家間蔓延。英國政府於

                                                
16 本案例共同作者為陳蕙芬（台北市教育大學）、朱彩馨（嘉義大學）、葉予婕（政治大學 AMBA

碩士生）。 

17 請見另一拙作之第三章「學得越多，懂得越少」，對數位學習有深入的討論。蕭瑞麟，2008，《科
技福爾摩斯：科技優勢永遠源自創新》，台北：McGraw-Hill。 

18 教育部 86年~98年度計畫(http://www.edu.tw) 及 行政院 86年~98年度預算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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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宣布投入 990萬歐元（約 4.3億元新台幣）提供每間小學一組，及每間中學三組
的電子白板設備。2009年，已有 77%英國小學與 57%的中學建置電子白板。於 2010年，
英國共編列 13,380英鎊與 62,970英鎊，幫助小學與中學引進資訊科技於教學中。這項
計畫預計讓每所小學平均擁有 8.6塊電子白板，每所中學則擁有 25.4塊電子白板。 

英國 DCSF（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在 2004年 9月到 2006
年 12 月對電子白板效益的調查結果指出，長期使用互動電子白板教學，可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學生無論在數學、自然科學、英文、寫作等方面，均有超前的進步。例如

在數學方面，成績優等的女生可以超前學習約 4.75個月; 成績中等與優等的男生，可以
超前學習約 2.5~5個月。總之，使用電子白板，老師可以讓學生更聰明地學習。 

電子白板是一種互動式學習設備，其由具備定位感應裝置的白板與配合的應用軟體

所組成。利用微電子定位與電腦通訊技術，讓白板成為電腦的輸入與輸出設備，老師以

光筆接觸白板來操作電腦，並透過應用軟體來存取各式教學資源。 

電子白板具備五項核心功能。第一，電子白板兼具電腦與白板的功能，如同電腦螢

幕一樣可以顯示各項數位資訊，亦如白板般具備直接書寫功能。這個特性讓教師可以立

即呈現數位教材，並直接書寫與修改或標記重點，加強學生的印象。第二，電子白板提

供一個整合的數位平台，可撥放各種圖片、動畫與影音教材。在媒體操作上，教師不需

要如過去般頻繁地切換電腦、DVD或電視，可以在同一套設備上來呈現各種教材資源，
有效地提昇教學流暢度。第三，電子白板可以連上網路，讓老師在瀏覽網頁或觀看線上

影音，增進教學的豐富度。第四，電子白板內建許多教學元件與圖庫。教師不需搬運一

堆實體教具到課堂，可以取用元件圖庫中各式設計精美的教具。第五，電子白板有切割

畫面與縮放螢幕的功能，讓教師設計各種互動教學。電子白板的儲存功能可以記錄上課

的過程和內容，可以讓學生重播。 

難怪，電子白板會被認為是學習的革命。對於教師而言，電子白板有效地提升教學

的流暢度，並增進教學互動。透過電子白板的整合平台，教師不再需要添購其他視聽設

備，可以節省資源。對學生而言，電子白板呈現多媒體教材，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創

造全新的學習經驗。電子白板輔助互動教學，讓學生參與學習過程。 

電子白板進到教學現場後，是否真的帶來了革命性的創新？很多老師並不樂觀。一

位生物老師在自己的部落格中提到，使用電子白板往往讓他覺得像是「拿著大炮打小

鳥」： 

「我覺得看了許多電子白板研習，常常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教學根本不必用

到電子白板，只要 PowerPoint加上投影機就好了。』電子白板⋯的優勢在於『互
動性』⋯但是許多演示的老師只把它當作一個螢幕，缺乏了互動性，那其實不用

電子白板也可以完成同樣的教學。」 

利用電子白板來互動，老師們卻擔憂課堂變得不好掌握。一位 20 年教學經驗的小
學教師說到她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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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子白板來互動立意很好，但是如果學生不進入狀況，課程設計也達不到效

果。同時我們也擔心學生太進入狀況、玩太瘋，就很難掌握課堂的秩序。」 

另一位使用電子白板教學兩年的老師也擔心，用電子白板好像在吸嗎啡，會上癮但

是對健康（學習）的幫助卻是有限的： 

「我調查學生使用電子白板的滿意度後發現，剛開始使用它時，學生滿意度相當

高。一年後，他們的滿意度就掉下來，和沒用時一樣。或許他們的胃口已經被養

大，我們要一直推出新的教法才能吸引他們。」 

另一位教數學的老師擔心，電子白板雖然聲光效果好、噱頭足，但是學習深度不足。

她提到： 

「將教室變成電影院是一種商業噱頭，光看電影就能夠刺激思考嗎？看得快不快

樂與有沒有學到東西應該是兩回事吧。」 

3.3.2電子白板的聰明脈絡 

讓我們覺得驚豔的，倒不是學校所使用的電子白板，而是位在台南的一家私人補習

班，人上人教育事業機構（以下簡稱人上人）。這家補習班成立於 1988年，董事長為林
義德，資本額一億一千萬元，共有 500多位教職員工。隨著九年一貫教育的展開，人上
人的經營也步入多元。除了引進「芝麻街美語」，人上人還將教育版圖向下延伸至小學

安親與幼教，並開辦「凱仕蘭美國學校」提供全美語的教學環境。往上則拓展至國中、

高中入學輔導，以文理補習班為主。教學領域從幼稚園、兒童美語、安親班到才藝班等。

人上人目前在台南與高雄共計有 19間教育分部，並已向中國大陸拓展。 

在台灣，補教業競爭激烈。中小學生接受課後輔導的情況非常普遍，主要是為應付

升學。除了學校的正規教育之外，許多中小學生在放學之後，直接進入私人開設的安親

班或各式才藝班，展開「第二學涯」。為了讓子女能出人頭地，家長還接送孩子往返英

文、電腦、與各項才藝補習班，希望自己的小孩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明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是補教業者賴以為生的關鍵。林義德為了留住學生，決

心要做「高科技」的教育事業。1988 年，人上人引進一套電話語音教學系統，讓美語
教師透過電話幫助學生複習功課。2003 年，人上人改編階梯數位學院的動畫做為教材
（詳見十四章）。每位教師擁有一台筆記型電腦，可以自行設計教案。2007年，人上人
引進電子白板教學。 

 

2007 年初，在成本考量下，人上人決定自行研發電子白板（見圖 1）。利用紅外線
定位與藍芽傳輸技術，人上人於 2007 年發展出一款平價的電子白板硬體。人上人電子
白板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取材自芝麻街美語教材。坦白說，以當時科技來說，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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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發的電子白板是基本款的，功能並不特別，軟體也都是拿現成來拼湊著用。 

蕙芬、彩馨、予婕和我一行人到人上人拜訪，想知道電子白板如何可以變聰明。我

們一連遇到了好幾位老師。我們特別關心兩件事。第一，這些老師如何與電子白板互動。

第二，這些老師如何透過科技與學生互動。 

第一位老師是 Sue，她是安親班的老師，正用電子白板教低年級的國語課。「小朋
友，老師知道，要把國字寫得很漂亮很難。不過，我們的白板很神奇，可以將字變得漂

亮喔！」Sue一筆一筆地在白板上寫了「早」字。接著她邀請一位小朋友上來，在白板
上一筆一畫地寫字。當小朋友寫完最後一豎，原本歪歪扭扭的字，馬上變成了漂亮的印

刷體「早」。「還有誰要上來寫字呢？」Sue 問到。台下的小朋友迫不及待地搶著舉手。 

「這個字，同學們都會了。有誰可以用這個生字來造詞呢？」Sue 問。一位斯文的
小男生舉手說：「老師，我會，『早安』。」Sue 說：「非常好。」，她輕輕地用筆在白板
上點一下，出現一個可愛的卡通人物向小朋友鼓掌並說：「你好棒！」 

「還有呢？」Sue看向其他同學。另一位小女生也舉手說：「早晨。」Sue再次輕觸
白板，白板上早晨兩個字，白板筆一揮，又出現一陣掌聲。Sue的課程設計是為了鼓勵
小朋友參與課堂上的活動。尤其是一些較枯燥的課程，她就會電子白板中的圖形、聲音

來吸引學生，鼓勵學生參與。 

接著，Sue又展開另一段教學。她開始在電子白板上放映一段有關早晨的影片。這
個影片敘說一個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的寓言故事。一分鐘後，故事停留在一個有鳥、太陽

與毛毛蟲的畫面。Sue接著在白板上圈起鳥兒、太陽、毛毛蟲等圖片，然後把它們移到
另一個空白的視窗，並且從圖庫中拉出一個森林做為背景，組成了另一個場景，再邀請

學生以故事接龍的方式講故事。林義德稱讚說： 

「Sue 很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你看她用電子白板引導學生識字，和學生共同
創造想像空間。這些操作只要揮動一隻白板筆就能辦到。學生常說，Sue 老師好
像哈利波特，最喜歡上她的課了。」 

第二位老師是 Margaret 老師，她個兒不高，整齊盤起的頭髮透露出她一絲不苟的
性格，負責小學二年級的數學課程。內容是教月曆上的大小月。Margaret 放映了一段
短片，帶出大月與小月的主題。接下來Margaret叫出圖卡，每張圖卡上都有一個問題。
第一張圖卡是介紹大小月的定義。 

Margaret 問：「小朋友，請問一年有幾個月，一月又有幾天呢？」小朋友們齊聲說
出答案。 

Margaret一面用不同題型帶出教學內容，一面不斷地以許多顏色的色筆來在月曆上
標示各式的符號。基本的題型介紹完了，Margaret 開始講解應用題。題目是：「爸爸在
5月 19日到大陸出差四天，請問他哪一天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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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在電子白板上示範很多解題方法。第一種是用白板上的月曆一天一天去點
算，在白板左側點一下就可叫出相當工整的月曆，整個過程相當流暢，不用為了畫月曆

而停下教學活動。Margaret接下來示範其他的解法，像是直接寫出來 5/19、20、21、22，
或是用 19+4-1=22來得到答案。 

這時，有個綁著馬尾的小女生舉手：「老師，我們學校沒有教這個。」 

Margaret 對她說：「對，小華，你們學校用的課本沒有這個單元。可是妳看，現在
妳比妳學校的同學多會一題了呢。接著，我們來上小華她們學校用的康軒版，當中有一

些有趣的題目。」Margaret再度從白板中叫出許多題型，開始下一階段的解題示範。 

為何要這樣利用電子白板？Margaret解釋說: 

「我們安親班老師承受很大的壓力，家長對於學生成績的要求很在意。我們是每

天在接受家長的考核，我們每天指導孩子作業，若是隔天學校老師批改作業說某

題寫錯了，即使只是解法不同，家長也會怪我們不盡責。尤其，現在坊間安親補

習班很多，若是學生考試或作業成績沒有進步，家長會帶他到別家去。」 

第三位老師是 Alice，她是國小中年級的安親班老師。中年的她體型微胖，看起來
像和藹的媽媽。Alice 先邀請一位穿著運動服的小男生上來在電子白板上作畫，這位小
朋友上台後調皮地畫了 Alice的素描。小朋友用圓形來當臉，加上粗粗的眉毛，三、五
分鐘就完成了。Alice 笑著接過白板筆上台，開始剖析小朋友剛才畫圖的內涵，像是他
使用鮮豔明亮的顏色，代表心情開朗；選擇畫老師，代表他平常對老師就有仔細的觀察。 

另一位小女生用三色筆把媽媽、哥哥與她三人的和諧關係強調出來。她畫得很好，

得到很多掌聲。Alice說： 

「她以前沒什麼信心，現在她不再認為自己不會是理所當然，會想辦法練習，成

績都得到甲上。」 

Alice繼續說:  

「這名學生透過畫畫建立了信心。最重要的是，這種信心會移轉到其他的學習上，

像是寫字，寫作業。我常跟人家說，自從那次上台後她好像喝了元氣湯。現在，

她如果覺得自己做不好，像是寫作業的字不好看，就會跟老師說，我想再試試看、

重做好不好。她的學習與功課也因此有很大的進步。」  

一位小朋友在旁邊插話說：「對啊，以前我們畫畫，常常怕畫錯，老師叫我們在圖

畫紙上先用鉛筆畫。也不太敢用彩色筆，像我喜歡的天空色，都不敢用，怕它很快就沒

水。用電子白板來畫，不用先描圖，也不怕沒水。」 

Alice摸摸他的頭，笑笑地說： 

「現在小朋友可以想用什麼顏色就用什麼顏色，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作畫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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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釋放了，小朋友會發現畫畫不是那麼難。過去不敢大膽地採用某顏色，或是要

描很多次，現在就敢放大膽子嘗試。雖然是畫畫，但是藉此釋放他們對自己的設

限，這對他們人格影響很大。」 

第四位老師是 Rick，他在小學時移民南非，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以電子白板
來播放電子書。「各位同學，知道今年是達爾文的什麼日子嗎？」Rick老師問。一位學
生舉手說:「達爾文二百歲了。」 

「Good！今年是達爾文誕辰 200 週年。」Rick 老師一說完，電子白板上出現了一
本書，封面慢慢地打開。緊接著，從書中浮現了達爾文的圖像，英文旁白開始訴說著達

爾文的故事。 

不僅是達爾文的主題，Rick 又叫出另一段教學素材，是介紹恐龍的電子書。Rick
手一點打開電子書，英文旁白開始訴說著恐龍生長的背景與故事。Rick 再用筆在白板
上點一下，電子書翻開下一頁，從書中跳出一隻暴龍的圖像。 

Rick老師接著問學生：「這是什麼恐龍？」一位綁著馬尾的女生舉手用英語說：「這
是暴龍，牠是最兇猛的恐龍。」 

「Good!」Rick 開始解釋暴龍的生活習性，並接著說：「暴龍很兇猛，但是大家知
道牠到底有多兇呢?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書中開始撥放《探索頻道》影片中一個暴龍
獵食的片段。 

接著，Rick說：「看完了遠古時期的恐龍，接著要帶大家到現代的動物園。首先，
大家猜猜看這裏有哪些動物的聲音？」此時，Rick 老師在電子白板上點了一下，開始
出現許多動物的叫聲。台下的學生依照 Rick 老師的動作，大聲地喊出各種動物名稱：
「Elephant⋯⋯Monkey⋯⋯Lion⋯⋯Horse⋯⋯Bear⋯⋯Bird⋯⋯Camel。」Rick鼓勵地
說：「Great!」他用白板筆一點，讓這些動物依序出現在白板上，跟著介紹這些動物的特
點。 

接著，Rick問：「Do you know where a camel lives？」 

「Teacher Rick，I know. Camel lives in the desert.」台下一位戴眼鏡的男同學搶著回
答。Rick 說：「Right! Wonderful.」白板上出現了一段駱駝在沙漠中活動的動畫。Rick
接下來在白板中呈現許多動物的圖片，這些動物的圖片被分割成頭、身體、尾巴三個部

份。 

Rick問道:「誰能幫我們組合這些動物？Cathy？」一位長髮的女同學走到台前，以
白板筆拖曳圖片並組合出一隻獅子。 

「Good Job！」Rick一面讚許，一面將組合好的獅子圖片印出來送給她當作獎品。 

Rick的示範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就和他聊了起來。Rick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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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帶學生到動物園，本想實際看到動物的話小朋友會很有興趣。但是那些

動物他們多半都看過，而且當場要跟小朋友補充說明或做一些活動也有限。後來，

我們想到用電子白板的方式來給學生看這些動物，讓他們猜，學生反應非常的熱

絡，也覺得很有趣。」 

「那你會什麼會想這樣用電子白板？」我問他。Rick接著補充： 

「我上課時不喜歡用傳統的方式，我喜歡跟學生打成一片。好比說，我會席地而

坐，讓學生圍著我，讓小孩覺得 not that distant（沒有距離感）。課堂中，學生可
以隨時打斷我、糾正我，我課後也會用MSN或 e-mail與學生溝通，我習慣與學生
有更多的互動。在電子白板課中，我會儘量運用各式素材引導他們了解概念。我

讓學生們一開始先聽到動物的聲音，讓他們去猜那是哪一種動物，然後秀出影片。

例如，北極熊它們住在哪裏？我是讓他們先去想，牠是住在什麼樣的環境生存？

讓他們去點。我不會一開始就告訴他們這些概念，我是利用影片與動畫讓他們看

到、引導他們去體驗，來增加對於知識的理解。」 

接下來，我們去拜訪第五位老師 Tracy。她帶著黑框的眼鏡，看起來老成，只是她
那可愛的娃娃音倒是與外表大相徑庭。Tracy老師用電子白板筆一按，表情也俏皮了起
來，轉向同學說：「小朋友，我們先看一段影片，答案就在影片中，答對的同學，老師

會給三顆星星喔。」 

接著電子白板上出現一段影片，影片中出現可愛的北極熊一家人，正很開心的在冰

上玩耍。過不久，雪開始融化了，它們只好不斷遷移到溫暖的地方，可是卻因為適應不

良而生病。這段影片雖然不長，但是動物可愛的神情讓人印象深刻，而到了冰雪融化的

時候，又勾起同學的不忍。課程很快就在北極熊故事中結束，連我們都覺得意猶未盡。

Tracy向我們解釋： 

「我認為我們應該幫助學生將學校所學與現實生活做連結，並多關懷一些世界性

的議題。現在的父母多半只關心學生的成績，我個人則認為教育的可貴在於讓學

生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尤其，中高年級的小朋友，其實已經可以獨立思考事物

的對錯。這時候，如果能夠帶入一些時事與深度議題讓學習與時俱進，不僅能夠

培養他們看問題的能力，也讓他們對社會能有更正面的想法。雖然我不會用電子

白板來做很炫的教學，但是電子白板可以讓我嘗試一些不同的教學方法。」 

彩馨是學教育的，她好奇地問：「電子白板讓妳的教學有何改變？」Tracy回答： 

「因為有了電子白板，我才了解到科技能做很多事。我開始思考如何用科技讓學

習更有意義？引導學生思考真的蠻重要的。很多教材都是千篇一律，像解釋動物

棲習的地方，如沙漠、雨林等，都是和溫度、高度有關。事實上因為地球暖化效

應，這些自然環境都已經有很大改變了。如果能讓學生體認到生態破壞跟動物瀕

臨絕種和他們習習相關，這樣不是很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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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裏，Tracy有感而發了起來： 

「看完影片後，我常會跟學生討論哪一句話是你比較感動的？透過討論，我會刺

激他們新的想法。就像剛剛提到北極熊的故事，是在說環境暖化前後對於北極熊

的影響。我請學生造句來形容他們對影片的感想。有一個學生用了一個句子：That 
was their home; but now they had to leave（那是他們的家，但是他們卻不得已要走
了），來表達他的感觸。讓我覺得很棒的是這句子背後的人文意涵，我覺得這是

一個很有人文素養的小孩。這讓我教得很有成就感。」 

3.3.3由互動模式看見使用者行為 

近年來，研發部門開始導入一種行為研究，叫做「人物誌」（ persona）。所謂的「人
物誌」，簡單地說，就是人物的細膩描寫。這個字源是個拉丁文，原意是「面具」，也就

是一步戲劇中所有角色的定義，或是「定角」，像是男女主角、反派角色、配角等，每

一個角色都有名、有姓、有個性(Pruitt, 2006)。換句話說，人物誌，就是人（person）的
特質加上個性（personality）的描寫。廣義而言，就是找出使用者行為的分類方式。 

有一次我請一位女同學扮演使用者（約二十五歲），讓同學練習採訪技巧，問題是：

「年輕人使用手機的行為脈絡為何？」 

多數人的提問是：「你通常在何時用行動電話？」 

女同學回答：「通勤的時候。」（此時，同學露出沮喪的表情） 

有人問：「你都用手機來做什麼？」 

女同學回答：「我大部分都是用來聯絡朋友，偶爾會上網看信、查資料。」這樣的

答案還是很一般，很難看出使用脈絡。 

有人問：「你是不是一個很怕寂寞的人？」這個問題一看就知道有誤導性。 

女同學回答：「不會啊！」 

這樣僵持了十五分鐘後，沒有人問出一點行為脈絡的線索。 

一位資深學姊看不下去了，忍不住提問：「能否描述你一天使用手機的方式。例如，

早上起床後會用手機做什麼事，通勤的時候有做什麼事，上課的時候以及睡覺前呢？」 

這位女同學終於侃侃而談：「我通常早上起床會先用手機收信，看老師或同學有沒

有新的學習進度。通勤的時候會用手機聽 KKBox音樂，查一下最新排行版。上課的時
候…會用手機拍照投影片（因為老師有時不給）或錄音，偶爾會偷偷查一下臉書。睡前
會再看一下臉書，有時把手機當鬧鐘。」這一描述下來，發現許多研究生幾乎把手機當

成 24小時的貼身秘書，形影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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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析不同種類的使用者如何與手機互動，便會發現不同的使用模式19。例如，

對創業家來說，他可能需要常常拜訪不同的客戶，地理導航的功能對他就特別重要。此

外，因為他的工作跟科技產業有關，所以常常需要帶著大量的技術資料，在旅行的過程

中閱讀，因此需要將手機與他的晶片記憶體連在一起。對於經理人來說，他需要常常處

理不同的專案，所以設立了五個不同的電子郵件信箱，依照不同專案分開管理。這類使

用者還需要以手機做筆記，這類筆記本要能夠幫他分月份、分人物以及分主題做不同的

整理。可是對女學生來說，手機更重要的功能是隨時能夠拍照，然後立即能夠張貼到臉

書上分享，而且拍照的時候畫質要清晰，讓膚色好看，這樣才能留下她們的青春倩影。 

瞭解這些使用者行為模式，就可以了解要從哪邊下手去創新。只是多數的工程師可

能因為對於技術非常的專精，反而對人的行為反應較遲鈍。 

從不同類型的使用者來分析，除了可以找到創新的點子；分析行為更可以幫助我們

與使用者互動。《商業週刊》有一則報導，有關一個業務員林聖傑如何透過使用者行為

來銷售法拉利跑車20。據報導，他可以在七年之內賣出一百八十多台車。在林聖傑的眼

中，客戶是法拉利的使用者。他觀察到六種使用者行為模式：玩家型、圓夢型、謹慎型、

公爵型、享樂型以及尊榮型。 

玩家型的使用者熱衷挑戰極限，對法拉利跑車非常熟悉，有時候會邀請業務員陪他

下場跑一圈。知道這樣的行為模式後，林聖傑會以達人的身份來回應玩家型客人，例如

跟這類客戶談技術外，還得多跟他溝通比賽的觀念，而且要讓他看到你對車子的熱愛。 

圓夢型的使用者多是事業有成，覺得不買法拉利會對不起自己。這種使用者會有獵

物的心態，所以回應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確實把銷售流程做好像，管控試車、配備、

交車日期等工作。第二，多帶他們去看限量車款以及比賽活動，以激發購買下一步車的

夢想。 

謹慎型的使用者有很多顧忌，常常試遍所有的車款但卻遲遲無法不單，決策也常常

反反覆覆。回應的方式就是迅速的回覆他們的要求，有耐心的等待。這類客戶一旦成交

後反而不用擔心，因為他們早已對產品非常熟悉。換車的時候決策就會非常迅速。 

公爵型的使用者多是企業的第二、三代，來看車子的時候通常都會全家陪同。回應

的方式是需多了解家人的意見。決策者通常不是媽媽就是太太，她們的情緒反應才是重

要。 

享樂型的使用者通常對車子非常的熟悉，自己也會改裝車子，常常會問一些技術性

的問題。這類使用者穿著非常時尚，而且也很隨性，不會喜歡預約時間來試車，下訂單

                                                
19 這是我曾指導的一份有趣論文，分析工程師與使用者之間思維的落差，請參見：林慧琳，2013，

設計智慧：以智慧型手機 HTC蝴蝶機為例，政治大學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論文。�

20 尤子彥，2013，法拉利一哥教你賺富豪的錢，《商業周刊》，Vol. 1374: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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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便想要即刻交車。回應的方式就是要先聆聽他的高見，在適時地引導，例如當他強調

排氣量、汽缸角度、底盤高度以及速度等技術性的時候，就要委婉地告訴他，在賽車跑

道上考驗的不是速度，而是一部車子在轉彎時的平衡性，才能讓他信服。 

尊榮型的客戶通常是快速致富的新貴族，他們購車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看到鄰居有一

部紅色的法拉利，覺得不可以輸給別人。回應的方法反而不是對他們畢恭畢敬，而是帶

著他們開著最新款的法拉利到市區去試車，享受沿路大眾對他們行注目禮。 

了解行為，就是要進入每一類使用者的生活細節與工作實況裡。人上人電子白板之

所以聰明，不只是因為技術功能，更是因為融入了老師的創意教學。我們可以由人上人

老師運用電子白板的經驗，歸納出五種行為模式。 

模式一：激發學習動機 

學生缺乏學習動機是普遍的問題。許多孩子進入小學或中學前就補習，學校所教的

課程在補習班早已上過。學校正式上課時，學生會認為上課不用聽講，補習班教過了，

回去自己看課本就可以了。有些學生則覺得上補習班時聽不懂了，學校上課更不可能聽

懂。老師也認為大家早就會了，進度就跳得很快。沒有補習的同學在缺乏循序漸進的教

導，加上同儕壓力，很容易對學習失去興趣。 

電子白板可以配合課堂活動來吸引學生注意力，引發學習動機。例如，老師可以藉

由小遊戲讓學生化被動聽講為主動的投入。如同 Sue的做法，以「變魔術」吸引學生注
意力，增強學生參與度。Sue以電子白板讓學生歪歪扭扭的手寫字，變成漂亮的藝術字
體，增強學生的信心。同時，Sue將變魔法的「權利」授予學生，讓每學生皆可「變魔
術」給同學看。一旦學生積極地參與活動，則獲愈更多讚賞，正向回饋增強積極的學習

行為，讓學生願意持續地涉入課堂的活動。 

模式二：有系統的整理知識 

臺灣的制度過度強調成績，學生必須承受約七年考試的壓力。這使學生對學校的考

試的成績耿耿於懷 。「少一分打一下！」一位學生回想自己過去的求學歷程時提到：「明
明我已經考了 98分，媽媽卻說我怎麼那麼粗心，沒有滿分。」 

學校老師也常因班上成績起伏，受到家長與校長的密切關注。一位老師提到月考後

常有的困擾，提到:「大家都會比較各班的成績。若是別班平均高出我們班的話，家長
會打電話給校長，抱怨我的教學有問題。甚至還有家長叫孩子拿錄影機錄下老師上課所

說的每一句話。」 

電子白板可以用來整理學習重點，匯整題型，幫助學生準備考試。例如，利用電子

白板，Margaret彙整不同教科書版本的教學內容，建立題庫來教導解題技巧，並在講解
時於加註重點。這樣可以減少抄寫的時間，或是寫板書時造成教學中斷，更可以增進學

生對解題方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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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建立學習信心 

一些成績不好的孩子並不是因為資質不佳，而是自我放棄。一位 20 多年資歷的數
學老師提到：「說孩子學不會數學是騙人的，孩子有沒有信心，老師有沒有耐心才是重

點。」她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之前我班上來了一個小朋友，五年級了，九九

乘法還背不全。我叫她先算一題給我看，她不敢動，怕寫錯。九九乘法背到 4之後就不
會，我就和她說『沒關係，老師陪妳慢慢背』。我對她沒有要求，慢慢地她覺得沒有壓

力後，就肯嘗試了。」 

一位國小的學務主任提到，「信心」與「放棄」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她說：「之前有

一個逃學的孩子，因為成績不好，被歸類為問題學生。他很喜歡跳舞，所以我就叫他每

天早上到學校來跳街舞。他跳得很好，認為他在這邊找到了他的舞台。我告訴他，你可

以繼續跳舞，但是要好好地上學，他也聽話乖乖上學。正當他的學習要上軌道時，他的

級任老師一句『會跳街舞很了不起哦！』，讓他好不容易建立的自信崩潰，進而完全放

棄，再叫他來跳舞他也不肯來。上個月，我在警局送感化的名單中看到了他的名字。」 

釋放學習的恐懼，是讓學生願意持續學習的契機。老師讓學生自由發揮，並適時提

供學習的鷹架導正其方向。運用電子白板提供資源與空間，讓學生自由嘗試，建立「我

能辦到」的信心。像 Alice邀請學生在電子白板上作畫，藉由電子白板的功能來解除學
生的害怕，建立學習的信心。學生透過畫畫建立了信心，而這種信心就會移轉到其他的

學習上。當學生願意去嘗試時，便開啟了積極的學習旅程。 

模式四：提供學習情境 

雖然教科書試著以生活化的方式來呈現教材，但並非所有學生都有同樣的生活體

驗。一個來自鄉村的學生訝異地發現，她的大學同學居然認為鳳梨是長在樹上。一位國

小老師也提到他的經驗：「之前我告訴學生古人是以鑽木取火。有些學生堅持不可能。

後來我去找了 YouTube 上的一段童軍鑽木取火的片段。看完之後，大家終於知道鑽木
的確可以取火，同時也了解鑽木取火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看到二位大哥哥們汗流夾

背、不停地拉繩子，才出現小小的火苗。」 

電子白板也可以用來幫助學生由體驗中學習，利用影像、聲音或圖片，帶領學生融

入學科的脈絡，增加理解的深度。Rick 利用電子白板播放電子書，以動態影像讓學生
身臨其境觀察，理解恐龍以及其生長的環境。透過體驗，學生可以理解抽象的概念。 

模式五：輔助思考過程 

為了在有限的測驗時間內答題，學生往往不求甚解，只求快速得到標準答案。一位

學生回憶求學過程：「那種很厲害的名師，會將考題歸類，並告訴我們如果題目這樣出

的話，就套公式 A，若題目這樣寫，就是公式 B。我們根本不用看完題目，就可以寫答
案了。」這樣的學習固然可以得到高分，但是學生往往只會背公式，而無法解決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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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電子白板也可以用來啟發思考過程，彌補學習與生活的脫節，進而觸類旁通。如同

Tracy以電子白板來播放地球暖化與北極熊的影片，帶動課堂討論，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的能力。Tracy以電子白板為媒介，帶入時事與深度議題，讓學生不僅連結學習與生活
的差距，也能培養學生如何關懷社會議題。 

這個案例給我們三個啟示。第一，本案例分析的科技是電子白板，使用者是老師。

電子白板本身不會聰明，聰明的是背後那些老師。他們知道學生的痛點，並善用科技去

解決學生的痛點。不去培養聰明的老師，卻一味導入「聰明的」白板，是捨本逐末的作

法。電子白板之所以聰明，是老師精心設計課程，巧用科技與學生互動，學習才會變得

如此生動有趣，知識才能融入日常體驗之中。一味追逐科技的功能，效果很容易曇花一

現。白板，不會自己變聰明。電子白板，也一樣。 

第二，要讓電子白板變聰明，老師必須要先變聰明。老師要了解，電子白板的背後

是不同的教學模式。老師可以用電子白板來激發學習動機、有系統的整理知識、建立學

習信心、提供學習情境或輔助思考過程。了解老師如何以電子白板與學生互動，解決學

習的困難，才能知道電子白板的聰明脈絡。導入電子白板時，要記得也培養聰明的老師，

才不會是捨本逐末。 

第三，找到領先使用者，了解他們如何與科技互動，近一步了解他們如何與受用者

互動，便可以描繪出這些使用者的行為脈絡。如此，我們也就可以設計回應的方式，創

造出新產品或新服務去解決使用者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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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案例四：使用者隱性動機，趨勢科技之顧客洞見計畫 

使用者不一定會說真話；他們告訴你的只是意見，不一定是真相；只是看法，不一

定是真心；只是想像，不一定是真實。大概是在 2009 年左右，也是我回到台灣之後的
第二年，一位研究生劉宛婷來找我，希望能夠研究跟資訊安全有關的問題。我之前對於

軟體業雖然有經驗，但是對於資訊安全以及電腦病毒並沒有太深入的研究。非常恰巧，

趨勢科技因為知道我在政大進行一系列的行動研究，所以我們構思了一個合作計畫，希

望能夠了解如何將脈絡思考的方法融入新產品開發過程。 

原本，趨勢科技希望馬上全面導入脈絡思考。但當我到現場了解狀況後，便與主管

溝通，建議以循序漸近的方式進行。有些事情的確必須要快刀斬亂麻，但另外一些事情

可能還是慢點來比較好。特別，當我們遇到長期病痛時，就更不能貿然地引進葯方，而

是需要先了解問題的脈絡再對症下藥。我與趨勢科技的主管在陽明山進行一整天的體驗

課程，大家終於意識到這樣的方法是沒有辦法用工具的形式導入。最後，我們決定花一

年的時間共同展開行動研究，由「做中學」去體驗脈絡思考的運用。 

當時，趨勢科技的產品創新都是由研發部門主導，參與的人全都是工程師，很少有

跨部門的成員加入。也因此，新產品的思考與決策都很「技術」，開發出的新產品規格

與客戶需求常常沒有交集。後來，工程師便組隊親自去拜訪客戶。可是，工程師去拜訪

客戶回來後，根據需求來開發新產品，推出之後還是受到客戶責備。為什麼？許多工程

師都忿忿不平，也一直不能夠理解為什麼客戶如此「言而無信」。 

其實，工程師們誤會了。客戶並不是要欺騙工程師，而是他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

己真正的需求是什麼。這其中有兩個可能的原因。第一，一套資訊系統在開發過程中，

需要不同專業意見融入，才能夠由不同角度找到解決的方案。技術不一定可以解決複雜

管理的問題。第二，更基本的問題可能是因為工程師可能沒有看見對方的脈絡。每一類

組織的問題都是不同的，例如政府部門的問題就和科技公司或銀行的問題不同。就算是

同一類公司，所遇到的痛點也不盡相同。例如，生產電腦的科技公司就和製作電玩的科

技公司遇到的研發問題截然不同，他們所遇到的資訊安全問題或者電腦病毒攻擊方式也

大異其趣。雖然，想製作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資安產品是工程師的夢想，但卻不切實際。 

於是，在一年多的合作中，我們試著鎖定四家公司進行實驗。這四家公司分別屬於

不同型態的企業。在趨勢科技，我們將公司的研發部門人員結合到技術服務、維修、介

面設計、業務行銷等部門的同仁，成立一個叫做「X-Team」（跨團隊）的實驗小組。在
這一年中，我們一起學習，一起去拜訪各種客戶，嘗試了解他們的痛點，並由他們的工

作脈絡來了解痛點是如何產生的(Ancona & Bresman, 2007)。一年之後，這個小組有驚
人的進展，他們不只找出新產品，也設計出許多新服務來結合現有產品，去解決客戶的

「真痛點」（而不是他們號稱的痛點）。專案結束之後，趨勢科技學會了這套脈絡思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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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自己運作起各種 X-Team小組，建立起一套創新機制。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要怎麼樣才能找到真痛點，而不是假痛點。我們將四個案例

重新編輯，呈現較為核心的部分,也避開不方便說的地方。我們希望說明 X-Team是如何
逐步找到使用者的痛苦點。在進入案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資訊安全產品以及

電腦病毒這門生意的特性。 

3.4.1 顧客洞見計畫 

近年來，資訊系統已經融入成為組織日常活動之中。駭客的攻擊資訊系統，已成為

企業首要風險。企業為了處理組織內的科技與安全管理議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方法，

像是查核清單、風險分析和安全政策等。電腦病毒防不勝防。例如，知名的「木馬病毒」

便擅長以偽裝的技術，將病毒送進銀行的個人電腦，再傳播到數百個分行，造成全行當

機、癱瘓銀行作業。又如，企業若中了「殭屍病毒」，駭客便可以由遠端控制所有電腦，

竊取珍貴資訊。目前，網路上每月增加數萬隻變種與新型病毒，更是讓資安人員疲於奔

命。防毒軟體公司，如 Symantec、McAfee、Panda與 Trend Micro等公司，都成立專屬
研發機構，日以繼夜的研發各式防毒產品，以因應新病毒來襲。更多公司則蓄勢待發，

想進入這個獲利可觀的防毒軟體市場。 

快速研發出新產品是防毒公司追求的目標。過去，這些防毒軟體公司都是靠著掃描

程式碼來偵測病毒，研發重心多是在解讀病毒碼。這些研發工作多為技術導向，只要分

析出病毒碼的行為，便可以設計軟體程式將病毒移除。在這過程中，分析「病毒」比研

究「使用者」要來的重要。不過，隨著企業環境越來複雜，駭客越來越精明，研究使用

者的需求也變得更複雜。例如，木馬病毒入侵銀行的方式，就會與入侵電腦製造廠的方

式不同。政府部門的資安問題，也會與線上遊戲公司截然不同。 

這也難怪防毒公司近年來開始效法消費性產品公司（像是寶鹼公司），紛紛興起「客

戶洞見」（Customer Insights）計畫，希望以現場觀察了解客戶需求，找到下一個熱賣產
品。企業運用「客戶洞見」專案去分析常使用者脈絡，常可以找出一般不易想到的需求。

例如，當日本鋼鐵業面臨經濟不景氣時，透過客戶洞見分析，研發人員發現蟑螂對都市

人的困擾，因此便與化學藥劑公司合作，將驅除蟑螂的藥劑加入鋼板中，用於傢俱與建

材，創造了另一個新市場。另一種方式是直接將使用者變成研發人員。例如，資安軟體

公司 Apache因為自己的研發團隊太小，使用者需求又太多樣化，所以便將開發工具提
供給使用者自己去解決程式故障，也降低了轉移知識的成本(Franke & von Hippel, 
2003)。香水公司與化妝品也提供使用者測試工具，試用滿意後便可將參數傳回，進入
商品化流程(Franke & Shah, 2003)。這種「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方法讓企業與使用
者互蒙其利，不但提高企業的營業額，又降低開發成本，提昇客戶滿意度，難怪企業會

趨之若騖。 

如果使用者本身具備相當程度的產品技術知識，知道自己需要什麼，這種向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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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方法的確很有用。不過，有些時候，使用者並不一定可靠。當我們要求使用者解

釋資訊安全需求時，他們通常會提出一些一般性（或不切實際）的需求。這其中有三個

問題。第一，當產品複雜度高時，使用者很難提出他們的需求，必須由跨領域專家協助。

第二，許多新科技的發展需要時間演進，非一蹴可及。也因此，使用者不見得能知道科

技未來的風貌，因為那需要時間。第三，使用者不是在「真空」中使用產品，而是必須

將產品或系統運用於工作實務中。使用者是融入在一套組織與社會體系之中，他們必須

隨著工作環境來調適產品的運用方式。因此，要由使用者身上找出洞見，我們必須對使

用者的在地脈絡有深入的了解。如果用麻省理工學院艾瑞克．梵希波（Eric von Hippel）
的術語來說，這些在地脈絡有許多黏稠性資訊（sticky information），也就是潛規則、暗
道理。要分析客戶洞見需求之前，我們得先看見脈絡，也就是這些「黏稠性資訊」(von 
Hippel, 1998)。 

使用者說不出需求，只有一堆抱怨、挫折、沮喪時，要如何看見他們的「黏稠性資

訊」，理解它他們的在地脈絡呢？讓我們跟著趨勢科技來洞見客戶需求。 

3.4.2 看見客戶的「趨勢」 

趨勢科技公司在全球有超過 4000名員工，遍佈 44個國家，研發團隊在台灣有 1000
人，南京 600人，有很強的自主研發實力，年營收額為 11.74億美元（2012年）。趨勢
科技著眼於防毒產品與資安服務，由台灣延伸到中國（北京和上海為主）、日本、北美

地區（加州為重鎮）。資安業者每天面對約有 50,000種電腦病毒快速突變，必須提供最
先進的防毒解決方案，產品與創新遭遇嚴苛的挑戰。儘管趨勢科技已經發展出各式各樣

的防毒產品，技術領先業界，但是客戶還是常常抱怨，認為推出的新產品不很有用，新

服務也幫助不大。為因應此問題，確認客戶的資安需求成為該公司的首要任務。雖然趨

勢科技的研發與業務部門頻繁拜訪客戶，但是所收回來的需求變成產品規格後，卻還是

不易獲得客戶的認同。 

我挑選四個案例來說明不同工作脈絡下的資安議題。這四個案例包括：政府機關、

全球性的電腦製造商、線上遊戲供應商和銀行。這四個案例代表趨勢科技的關鍵客戶，

也就是貢獻值最大、最有潛力的客戶。這四類使用者代表該公司的四種核心使用者：公

部門、大型企業、社群組織與金融機構。當趨勢科技收集好這些客戶的需求，轉化為商

品後，但他們卻又說不需要了。這些衝突可以浮現資安在地問題，是我們當時的調查焦

點。 

為了解資訊安全的實務，我們訪問了這四家企業的資訊安全長與高階主管（案例公

司皆以匿名處理），每家公司約八人。每次田野調查，我們（研究者）都會與趨勢科技

X-Team成員一同拜訪客戶，由客戶最近的資安問題談起，蒐集資安事件，再收集客戶
對防毒產品的抱怨。若是客戶有被病毒攻擊的經驗，我們會分析趨勢科技的「攻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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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這些攻防故事有助於我們了解客戶端的在地問題21。為了呈現出使用者脈絡，我

將以下四個案例以問答方式摘要精華呈現，以便了解如何可以一步步讓使用者說出「真

心話」。看完四個案例之後，我們再來解釋如何由使用者脈絡提煉出洞見。 

3.4.3 北區縣政府最怕網路犯罪 

北區縣政府是台灣北部的一個地方機關。北區縣政府設有中央資訊系統部門，目的

是推動電子化政府、統整縣政資料以及協助行政流程改善。此中心是少數能提供完善資

訊管理到鄉鎮市公所的機構。台灣約有 23個省、縣、直轄市政府以及 368鄉鎮市公所，
都尚未導入中央資訊系統。因此，縣、直轄市機關的電腦安全問題，都相當脆弱，也少

有人察覺到潛在的資安危機。這個案例也可以協助我們了解台灣其他縣市地方政府所關

切的資安議題。以下摘要我們的調查過程。 

問：你們過去的核心工作是統整縣政資料，現在呢？你們有新任務嗎？ 

答：我們（北區縣政府的資訊系統部門）一直到 2001 年都還扮演著後勤部門的角
色。2001年 9月 11日發生雙子星塔撞機事件，兩架被劫持的飛機撞上美國紐約世界貿
易中心。紐約證券交易所在 911浩劫過後的一週內重新開張。我們縣長對於紐約證券交
易所迅速恢復營運的能力很敬佩，就問我是否也能做到。我直接了當地告訴回答說：「不

可能！我們連最基本的資安軟體都沒有。」 

問：所以，縣長有什麼做出行動嗎？ 

答：他（縣長）就創立資訊安全部門，我就當了資安長，負責研擬資安危機的因應

策略，導入風險管理機制。我們資訊系統部門的年度預算，三年內從 5000 萬元增加到
3億元（新台幣），以中央系統取代了過去分散式的電腦作業環境。 

問：分散式環境有什麼不好？ 

答：很脆弱！過去，我們難以監控分散在各鄉鎮公所的電腦。而且，分散式系统易

受到電腦病毒攻擊。除此之外，內部職員經常誤用電子郵件，或利用公家網路下載非法

影片和軟體。我們資訊部門花了兩年的時間，將分散式的作業環境轉型成為一個中央控

制系統。這個中央系统整合了許多的資料庫，例如住所、土地、房產、課稅和警政等資

料庫。中央資訊系統也可以防止駭客針對不同的鄉鎮市公所發動攻擊，這便是「大水庫

理論」。 

問：如何理解大水庫理論呢？ 

答：這是讓所有部會的資訊流通管道都由單一入口進出，統一管制。這樣可以減少

                                                
21 研究之細節請見：蕭瑞麟、許瑋元，2010，資安洞見：由使用者痛點提煉創新來源，《組織與管理》，3(2): 9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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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的分點進擊，可以提升資安層級。有中央控制系統之後，我比較不擔心會有駭客竊

取鄉鎮市公所的資料。特別是在 2008 年，政府推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律上規定每筆
記錄損失，地方政府機關就要處以 650美元的罰鍰。這意味着，如果一個機關擁有十萬
筆記錄的資料庫，該機構就可能有失去 6500 萬美元的風險，沒有一位省市長會願意承
擔這麼高的成本和政治風險。  

問：這就是最近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嗎？ 

答：對的，近年來行政院研考會大力推行電子化政府計畫，要求我們地方要落實資

訊化服務。提供線上便民服務，就成為評估地方政府表現的一項重要指標。也因此，資

訊安全成為電子化政府的首要隱憂，因為民眾交給地方政府的資料常被盜取，所以民眾

多不信任政府機關。民眾不願意將私人資料交付政府保管，政府的資訊服務信用程度下

降，電子化政府的口號也就流為空談。 

問：你們推動電子化政府順利嗎？ 

答：我們是優等生。我們將資安層級拉高，贏得了許多縣民的信任。若比較其他推

行電子化政府的縣市一年僅能推出七項電子化服務，我們縣每年可推廣至 30 項，成效
算是驚人。我們的電子化便民措施大幅省去民眾的交通時間，也降低社會成本，不僅方

便各處室追蹤民眾申請案與抱怨事件，也大幅提昇民眾對縣政府的滿意度。但是，電腦

安全上的漏洞仍是推動電子化政府的障礙。民眾仍常常抱怨個人資料被各類行銷公司盜

用。一般來說，大多數的民眾並不信任地方機關，不願意將個人資訊上傳給政府機關，

也不願意使用電子化政府的服務。我們同樣有這些問題。 

問：在北區縣府，比較常發生的資安問題有哪些？ 

答：因為我們是分散式環境，不易防護網路犯罪。過去曾發生替代役男在台北縣之

鄉政公所大量下載色情片，並透過該單位的電腦在網路上販售色情光碟。該員有資訊專

業技能，他盜用同事的帳號登入公用電腦來掩蓋罪行。最後由調查局根據網址追查至台

北縣，我才得知此事。我們資訊中心花了很多時間檢查電腦進出記錄（log），最後查到
上線班表以及帳號所有人。然後，資訊人員再針對員工背景比對所有涉嫌行員，才找出

這位替代役男。若非中央控管模式在系統中保留所有進出記錄資訊，要追查出嫌犯的機

會就不高。 

問：經過這個事件後，你們可能需要什麼樣的資安軟體呢？ 

答：雖然我們及時將嫌犯逮捕，但是其他縣市的資訊系統仍有各種網路犯罪手法。

如果我們將線上服務連結到其他縣市機關時，駭客還是可以侵入北區縣政府的資訊系

統，這是我們目前最困擾的問題。如果能夠有跨網的使用行為分析軟體，那說不定可以

在未犯罪前就找到嫌犯，使資安防護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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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磐石電腦戒備供應鏈中毒 

磐石電腦是一個全球桌上型和筆記型電腦的製造商，總部在台灣。該公司專精於技

術研發，其產品曾多次獲得國際設計獎，以品質著稱。磐石電腦在全球有超過十萬名員

工，該公司的資訊長管理全球資訊系統中心，共 400 位資訊人員。2008 年，磐石電腦
將公司切割為代工和品牌兩個集團，一個事業群專注於代工，生產電腦與機殼、寬頻等

周邊產品；另一個事業群將主力放在自有品牌的行銷。 

問：代工廠這邊的業務有哪些資訊安全的顧慮嗎？ 

答：代工訂單仍然是我們（磐石電腦）的核心業務，我們的關鍵客戶包括蘋果、惠

普、戴爾等大廠。代工業務中，這些客戶最關心的是生產規格被商業間諜竊取，所以新

產品資料的保密格外重要。客戶會嚴格檢查我們的資安等級，定期評估資安嚴密程度。

若有資訊外洩可能性，客戶會毫不留情地馬上轉單，甚至立即取消下一筆訂單以及未來

合作機會。所以，資安防護也是磐石電腦可以勝出其他廠商，贏得訂單的競爭力。 

問：那你們作了哪些資安防護？ 

答：資安是我們的策略性工作，重點是盡全力防止商業機密外洩。特別是我們大部

分產品設計資料都儲存在資訊系統中，必須透過網路傳輸到各部門研發工程師手上。我

們需要大量檢驗資訊才能偵測出電腦病毒。市面上的資安防護產品，並沒有辦法提供大

量資料掃描以及偵測新型態病毒的功能。我們要的不只是防毒軟體，更是整套資安專業

服務。 

問：員工會無意間洩漏資料嗎？ 

答：當然會。我們最怕員工使用無線網路設備（mobile device）。如果員工使用的
私人設備無意間上到惡意網站，或在收發電子郵件時感染病毒，或因隨身儲存裝備攜入

病毒感染到生產線，都是很高的風險。過去，曾經有一家硬碟機供應商便有這類慘痛經

驗。那家供應商員工的私人隨身碟在無意間受到病毒感染，當他透過此隨身碟將生產資

料灌到硬碟時，整個生產線產品都因此中毒。所以客戶拿到剛出廠的新產品，其實已經

感染病毒了，然後客戶的軟硬體系統也因此被病毒感染。該供應商不僅要負擔生產成

本，更要賠償客戶的損失。如果整條供應鏈都感染，那是很可怕的，會賠死的。 

問：除此之外，電腦病毒都是怎麼攻擊你們的系統？ 

答：我們在全球有六大語言版本的網頁，不採集中式資料更新，而是由各國區域總

部分別管理。上萬篇網頁內容、文字、圖形、檔案與應徵者投遞履歷等工作也都分散管

理。也因此，這讓駭客有機會植入病毒到外掛程式或網頁中。不知情的使用者，像是我

們的客戶、上下游廠商往往因為點選網頁後造成自己的電腦中毒。更令我苦惱的是，使

用者由網路上把驅動程式下載的時後，常常連病毒一起下載。我們要負連帶責任。磐石

電腦全球網頁中每日的高流量，還有頻繁的資料下載，讓我們資訊中心每天要防範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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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惡意入侵。我擔心，要是我們的供應商無意間下載到電腦病毒，會感染到整條生產

線。 

問：駭客是如何入侵的？ 

答：我們也不知道啊。我們資訊中心員工每天要處理成千的可疑入侵，我經常收到

客戶與供應商的抱怨，但是我們很難確認出攻擊的來源。今天，一家供應商告訴我們，

他們下載了一個中毒的軟體。隔天，客戶來瀏覽我們的網頁，結果又中毒了。他們都怪

我們，可是我們卻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病毒是哪裡來的。客戶向我們反映系統中毒後，我

們資訊中心沒法診斷出駭客進入的管道，那是另一門專業啊。我們最大的困擾就是不知

如何防護網頁內藏毒的問題。全球網頁是我們的企業形象，如果中毒事件被媒體披露

後，也會使公司備受批評。我們現在根本無法統整各國網頁，所以資訊中心只能針對網

頁，機動性地進行弱點防禦與掃毒偵測工作。 

問：結果，新聞媒體比電腦病毒還可怕？ 

答：那倒是，我真正擔心的是新聞媒體報導這些消息，再加油添醋，我們的股價馬

上會受到影響。執行長會把這責任全推到我們（全球資訊系統中心）身上。公司一有中

毒事件，我們整個資訊中心的人會被主管罵死，有人還會說公司形象受損都是資訊中心

害的，真讓我欲哭無淚。在我們公司，資安問題跟供應鏈、生產線、企業形象是緊緊地

扣在一起的。 

3.4.5 萬王科技擔心尋寶危機 

萬王科技算是台灣首批經營線上遊戲的本地公司，也是具開發技術的線上遊戲公

司。萬王科技的研發團隊有約 200 人，主要是以 Linux 作業系統以及 3D 算圖引擎
（Rendering Engine）來開發遊戲。掌握自有研發能力後，萬王科技推出一系列線上遊
戲，也建置數位內容付費機制，如通用卡。萬王科技的線上遊戲約有上萬名玩家，主要

收入來自會員費與銷售線上遊戲的寶物。執行長是一位科技專家，他認為公司沒有必要

使用任何防毒軟體，因為該公司採用中控式主機，嚴格管制資訊入口，沒有資安問題。

就算一位玩家的電腦中毒，也不會感染到其他使用者。可是。萬王科技的經驗有助於趨

勢科技了解遊戲公司、科技平台類組織（例如電子市集、電視購物台）以及社群組織（如

Facebook）的資安需求。不過，萬王科技真的沒有資安痛點嗎？讓我們看看以下的採訪
過程。 

問：聽你們這麼一說，看來萬王科技似乎是沒有面臨任何資安問題。可是，玩家有

沒有給你們帶來麻煩呢？ 

答：有啊，我們最討厭玩家使用外掛機器人。對我們來說，外掛機器人也算是一種

電腦病毒入侵吧。在線上遊戲的世界裡，增加玩家的分數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玩家的

分數越高，戰鬥力也就越強，也代表他更有能力超越他的對手。因此，玩家必須要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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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玩遊戲，累積寶物來增加財富。專業玩家會鑽漏洞以快速「練功」，提高自己的點

數。資深玩家常會插入外掛程式，以機器人軟體在遊戲中繼續收集寶物。所以即使玩家

去睡覺了，程式還會持續收集寶物來加分。加分多，戰鬥力就多。但是，這會造成遊戲

的不公平。若被會員發現，他們就不再信任我們的遊戲，業務便會大受影響。 

問：那你們怎麼辦？ 

答：我們資訊部門會由登錄記錄來分析有沒有異狀。例如，有玩家 24 小時都不下
線，資安人員就會從系統端丟訊息測試。一旦知道是機器人時，我們資安人員並不會馬

上取締這個違規者的會員，但是會用干擾軟體讓機器人速度變得超慢，讓違法玩家知難

而退。 

問：除了外掛機器人，玩家還會用哪些工具呢？ 

答：當然有！也有玩家會買一些特殊器材，像是超速鍵盤，約是一般鍵盤四倍頻率

（註：超速鍵盤按一下，約為一般鍵盤按四下）。玩家用超速鍵盤的目的是要加快寶物

收集速度，或在格鬥時能夠進行「秒殺」（秒殺即快速攻擊遊戲中的敵人）。超速鍵盤會

使移動加快，也使攻擊加快。 

問：我聽說遊戲推出前，「公測」是玩家最關心的大事？ 

答：依慣例，我們電玩公司會提供玩家試用期，業界叫做「公測」，目的在吸引大

批的玩家上線試玩，用來測試遊戲的完備度。但是，試玩期間也是資安空窗期。各國的

電玩間諜會趁著線上遊戲安全機制尚未完備期間，在遊戲中刺探系統弱點。這裡面有兩

個目的；這群不速之客要的是遊戲中的資料演算法則（Algorithm），並擷取傳輸封包內
容（Package）來得知遊戲關鍵資訊的存放位置以及編碼方式。電玩間諜在得知演算法
則後，便可以了解整個遊戲架構，仿製到自己的程式中。 

問：這些電玩間諜為什麼要這樣做？ 

答：那你就不知道了。電玩間諜可以由封包內容找出遊戲的弱點，複製寶物，再以

廉價出售寶物給玩家，使玩家的遊戲人物增強「魔攻」（如魔法功力）或「物攻」（如寶

劍）的威力。這些寶物（軟體）在黑市可以獲取豐厚的利潤，我們很難查出遊戲中哪些

寶物是正牌的，那些又是來自黑市的。有些電玩間諜也會利用系統弱點，瞬間累積遊戲

的金錢數，然後透過電玩貨幣匯兌洗錢來獲取暴利。例如，魔幣或天幣等熱門電玩貨幣

都可依照匯率行情兌換真實貨幣。 

問：所以玩家不走正門？ 

答：對的。根據線上遊戲的規則，玩家必須要在遊戲中過關才能得到寶物，得到分

數。但是有些玩家技巧不夠，沒法在遊戲裡取得足夠的分數。為了符合這類需求，地下

市場也應運而生。遊戲玩家可以向地下市場以比萬王科技更便宜的價格來購買寶物。我

很擔心地下市場會漸漸地侵蝕了公司的營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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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玩家的「魔幣」都存在哪裡？會不會被偷呢？ 

答：存在我們設立的帳號。萬王科技雖然有完備的資安防護，防止駭客入侵，但是

多數電玩公司的資安防護並不是很完善，玩家的戒心更是不高。例如，有些粗心的玩家

的帳號和密碼都設成一樣的，有些玩家的密碼則是用自己的小名，很容易被盜用。更嚴

重的是，大多數玩家會使用同一套帳號與密碼，來玩遍國內各大網路遊戲。帳號竊賊在

成功盜取其他遊戲廠商的會員資料庫後，可以藉由程式不斷地測試萬王科技的遊戲帳

號。如果成功登入遊戲後，便可以將被受害玩家帳號內的寶物洗劫一空。更惡劣的竊賊

在賣光寶物後，會註銷受害玩家帳號。萬王科技是否應該負擔受害玩家的損失？這常常

成為很難解決的法律爭議。在會員對萬王科技提出申訴並要求賠償之時，駭客有很充裕

的時間可以逃走。 

3.4.6 席德銀行對善意的討厭 

席德銀行是台灣前五大金融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 708億元，淨值達 881億元，總
市值逾 1200億新台幣。席德銀行積極佈局全球，在洛杉磯、香港、澳門、北京、上海、
越南、倫敦、加州設有分支機構或辦事處。席德銀行的資訊處權利龐大，有豐富的資源，

約有 300人，辦公地點佔具了十個樓層。席德銀行的新一代系統核心採用微軟開放式平
台，目的是為了微軟系統所提供的彈性、應用系統的多樣性以及方便各事業群系統的發

展。銀行是最重視資訊安全的機構，這個案例的資安問題對各類金融機構有密切的關聯。 

問：你們（席德銀行）是趨勢科技的「頂級資安服務」會員，對他們提供的資安服

務還算滿意吧？ 

答：怎麼會滿意，他們總是慢吞吞的。我們每次電腦中毒，必須請趨勢科技工程師

立即來現場協助，因為一旦爆發電腦病毒疫情，全省五百餘家分行都會受到牽累。趨勢

科技的防毒工程師雖然是電腦病毒專家，但是對銀行內部控管程序並不瞭解，往往無法

根據我們銀行的關鍵程序來對症下藥。遇到中毒事件，防毒工程師要花費許多時間去測

試無關的問題，浪費許多寶貴時間，也讓我們的資訊人員對趨勢科技失去信心。 

問：能告訴我發生過什麼事嗎？ 

答：像上次，我們的分行行員有一定的電腦操作權限，有些行員甚至不會有電子郵

件帳號或是連到網外的權限。這型行員的電腦中毒時，就不太可能經由電子郵件或瀏覽

網站中毒，而比較可能是由該行員負責的作業流程導致中毒，像是行政人員之間的檔案

分享。可是，防毒工程師不了解銀行的業務內涵，在診斷時可能花許多時間在檢查電子

郵件或瀏覽網站，卻忽略這個行員的業務範圍可能才是真正感染病毒的源頭。如果防毒

工程師多了解銀行的商業流程，就可以更快地辨識中毒來源，及時解決問題。 

問：我聽說銀行最常遇到「僵屍病毒」（Zombie）是嗎？ 

答：對啊，我們桃園某分行就是因為行員個人電腦中毒而擴散至各分行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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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系統癱瘓。雖然網管人員對於網域進行分隔控管，控制中毒範圍。資訊人員透過防

毒公司的電話服務嘗試診斷問題，得知是「僵屍病毒」入侵。駭客將僵屍病毒植入受害

者的電腦中後，便可以使用遠端控制程式來傳播垃圾郵件、進行商業詐欺、同時傳送病

毒，甚至阻擋防毒程式。最後，駭客可以連結中毒的電腦來建立僵屍網路。這可是很嚴

重的事，他們的工程師應該馬上趕到現場才對，怎麼還要我們用電話診斷呢。 

問：後來你們如何處理這隻「僵屍病毒」？ 

答：我們資訊人員試過多種不同方法後，仍然沒法解決僵屍病毒的問題。事發三天

後，我們很不耐煩了，時間越久，我們損失越大，我們資安人員只好重灌分行所有電腦，

結束這次資安事件。他們（防毒廠商）的反應時間已經超過我們可忍耐的範圍。一旦發

生資安事件，我們大多傾向自行解決。購買趨勢科技的防毒產品也只是當作買保險，其

實效果並不大。而且，看到防毒廠商這麼怠惰的服務態度與緩慢的應變，我們也不想續

約了。（按：值得注意的是，趨勢科技的現場支援被視為是市場中的最領先的防毒服務。） 

問：所以，你們很不能諒解趨勢科技的反應？ 

答：當我們一家分行的電腦被病毒癱瘓時，我們的人馬上呼叫防毒廠商前來支援，

他們的回應慢的令人難以忍受。等到防毒工程師來了，也沒有給太大的幫助。那他還敢

來叫我們去買他們的頂級服合約，這不是擺明敲竹槓嗎！即使提高資安預算，在資安問

題真正發生時，仍然無法獲得預期的服務水準，那就不用加入會員了嗎，對不對？我希

望能夠有一種新式的預防病毒產品，專門針對銀行工作人員的上網行為做例常比對，以

便預防於未然。 

問：你們上次要趨勢科技設計「病毒通報系統」，他們不是馬上做給你們了嗎？ 

答：是啊，可是他們越幫越忙。他們會定期發佈病毒通報，但該通報性質是針對地

域性、而非產業性。我們的資安人員常常接獲病毒通報，引起內部一陣虛驚。但是，我

們真正受到病毒的侵擾時，卻無法獲得趨勢科技的通報。而且，趨勢科技的病毒通報裡

也沒有提到解決的辦法，那要這種服務有何用啊？ 

問：為什麼「病毒通報系統」反而帶給你們困擾呢？ 

答：趨勢科技的報告不但對我們沒用，反而帶來內部不必要的恐慌。如果我們宣佈

這種警戒狀態，可能會嚇到各分行人員，也可能帶給客戶不安，搞不好搞成全省擠兌。

此外，一收到通報，我們便需要將資安議題向相關金融主管機關報告。受到電腦病毒入

侵是一項非常嚴重的危機。若是對政府機關報告有誤，評比便會下降。因此，我們資訊

部門就很兩難了：如果我們上報警訊，最後發現是誤報，我們的風險管理評價會降低。

這樣的安全警報一多，也會影響我們的股價，造成股東的不信任。然而，如果我們沒有

上報病毒議題，當 500多間分行的電腦都受到病毒攻擊時，也可能為時已晚，更會受到
主管機關處分，嚴重者罰款金額高達新台幣 300萬元。我們金融業最忌諱有「狼來了」
的虛驚，因為他們擔心此假警報會引發金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處分、股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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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彈、還有客戶的不信任。 

問：聽你這麼一說，「病毒通報系統」不但沒幫助，還帶來更多風險？ 

答：我知道他們是好意。但是防毒廠商可能很難想像，他們的資安報告對我們來說

其實如梗在喉。只要他們給我們這種通報，站在我們的立場，就有必要去回應。否則，

我們等於沒有進行查核，這是要負責任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對他們每一個支微末節的

通報都作回應的話，整個資訊部門的人可能都會被逼瘋了。這樣的資安通報對我們來說

是大而不當。為什麼他們不只提供跟我們銀行相關的病毒警報就好？平時虛驚一場，該

通報時卻沒通報，通報後支援卻姍姍來遲。他們不應該提供我們這些報告，他們應該提

供的是處理每種新型病毒的解決方案。否則，這種報告只會帶來恐慌，卻沒有一點實質

的幫助。 

問：那國外分行又有哪些資安問題？ 

答：我們雖然在國內有著嚴密的資安控管，但是國外分行，像是洛杉磯、香港、澳

門、北京、上海、越南、倫敦等地的資安控管卻是我們擔心的死角。我們在國內的資安

防護很健全，但是國外分行卻常常只有基本的資安防護。國外分行的資訊系統服務多外

包給不同當地的軟體廠商，但是這些軟體廠商並不是資安專家。因此，這些辦公室對於

電腦病毒防護都相當脆弱。駭客可能攻擊海外辦公室的電腦，從內部網路滲透進來台灣

的核心系統。我們的資訊人員目前還在傷腦筋，正在規劃如何管理這些海外分行的電

腦，也在構想如何查核委外廠商提供的資安服務。現在，規劃 security offshoring（境外
資安管控）的方案是我老闆最關注的焦點。 

3.4.7 解決方案 

有些公司有很多痛點，但是我們常常以忙碌為藉口，不去好好傾聽他們的悲鳴之

聲。有些公司則認為自己沒有資安問題。不過，換種方式問之後，將工作與產業脈絡一

一釐清，痛點就浮現了。這種脈絡思考法不只可以用在分析資安產品，更可以用在需要

深入使用者經驗的各種產業。創新者不應該只關切技術上的創新，更需要了解使用者在

運用產品時的困擾。我們來看看趨勢科技如何能由這些痛點中找出設計靈感（參見表

5-1總結）。 

在北區縣政府的案例中，趨勢科技過去只賣給政府機關基本款的掃毒產品，以回應

價格上的限制。趨勢科技的研發人員對公部門的印象也停留在「花少錢，但要最省事」

的印象。「大水庫式」的中央系統需要花錢，初期也需要許多資訊人員的投入，因此鮮

少有公家機關人員願意去導入。正因此，趨勢科技可以針對政府機關提供「量身訂做」

的資安服務。 

這個公部門案例可以讓我們省思三個問題。第一，除了北區縣政府以外，其他縣市

資訊仍採分散式管理，缺乏專業網管人員與相關資安軟硬體設備。趨勢科技是否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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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產品或服務方案，滿足此缺口？第二，公家機關普遍缺乏資安專業，對網路犯罪

毫無防護力。因此，當未來資安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地方政府勢必要提高資安預算。對

此，趨勢科技又應該如何因應？第三，縣政府對電子郵件濫用、節約用電（提醒員工晚

上要關機）、上班時間瀏覽不法網頁等資安內控問題感到頭痛，趨勢科技又可以提供怎

樣的服務或產品？思考以上三個問題，便可以浮現研發線索。 

還有，對於北區縣政府以外的鄉鎮中心呢？有這樣的痛點的公部門應該不只有一

家。於此，研發部門可以設計整合性服務。例如，趨勢科技可以利用遠端控管服務，替

每個縣市政府資訊中心（約只有三、五個員工）管理約六千台電腦的資安問題。此外，

除了台灣 20 多個縣市政府公部門外，還有中央部會如立法院、監察院、中央銀行、外
交部、內政部等單位也是潛在客戶。趨勢科技還可以進一步分析公部門的資訊安全議

題，包括政府的現行資安措施、曾經發生過的大型資安事件與政府機密資料外洩等問題。 

在分散環境中，縣政府無法有效預防犯罪，勢必需要委外服務。這種委外不只是服

務，還可能需要派一組人來改善內部資訊架構。趨勢科技如何訓練經銷夥伴是作法之

一，而另外一作法是設立專責單位為縣政府管理資安委外。例如，McAfee 為此商機，
還去併購一家企管顧問公司。了解公部門的資安脈絡，趨勢科技的研發人員可以由「便

利資料保護」為主軸，提供遠端管理的資安服務，透過網路閘道產品做網頁管制及電子

郵件控管，並在主要資訊流通設置管制點，防範網路犯罪的產生。  

在磐石電腦案例中，研發人員可以看到三個創新機會。第一，趨勢科技可以推出「網

站防駭攻擊」解決方案。趨勢科技可以協助磐石電腦資訊中心建立入侵防護網。一旦駭

客侵入，資訊中心馬上可以偵測到侵入點並做防衛措施。當駭客竄改網頁資料時，資訊

中心能立刻偵查出甚麼資料遭受竄改。駭客掛網或對下載程式放毒時，資訊中心也可以

馬上祭出反制措施。另外，針對網頁駭客，趨勢科技則可以提供「防駭服務」（Hack Free 
Service），只要一有駭客造成的惡意活動，趨勢科技立即發警報通知磐石電腦。 

第二，不同客戶會因產品的類型與訂單金額不同，要求磐石電腦提供不同等級的資

安檢驗標準。趨勢科技可以協助建立一個公正的資安檢驗機制，以讓客戶放心。磐石電

腦表示，在選擇防毒產品時，購買趨勢科技的產品要 60 台，買別家的產品可能只要買
兩台。雖然單價比較貴，可是磐石電腦還是會選擇別家的產品，因為 60 台控制盒所建
構的系統會造成資訊人員的不便。由此也可看出，趨勢科技現有的產品並非針對大企業

設計，這是一大隱憂，必須將此問題提升到技術長與執行長層級才能解決。趨勢科技可

以考慮於開發下一代產品時，利用整合程式做集中控管。 

第三，了解磐石電腦的供應鏈脈絡，趨勢科技還可以提出「完美夥伴」（Perfect 
Partner）的概念，針對供應鏈上下游的資訊流提供資安方案。例如，趨勢科技可以分析
磐石電腦資訊安全等級的評估模式，設計資安檢測的標準程序（如 ISO/IEC 17799）。研
發人員還可以分析，由協同開發到工廠生產過程中，什麼地方有資安的疑慮，趨勢科技

可否與這些國際大廠一同訂定出一套資安檢測的制度。對於代工過程的病毒入侵，趨勢

科技可設計中央監控系統，來確保生產過程中沒有感染病毒，並保證出廠產品無病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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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對於全球網站病毒肆虐的問題，趨勢科技可以改善既有資料防漏（Data Leakage 
Protection）產品，用來分辨內賊、外賊或是不當使用。 

在萬王科技案例中，我們了解到電玩產業的需求不在防毒，而是在維護遊戲平台的

公平性、防止黑市洗錢以及防範帳號竊賊。趨勢科技面對這種另類資安問題，要如何依

產業特性為萬王科技設計一套產品呢？除了遊戲產業，任何藏有個人資訊的組織，例如

MySpace、Blogger、Yahoo、Google、Facebook、Linux 等，其實都是潛在使用者。從
社群這個角度來看，創新的範圍就擴大了。 

對於這種社群組織的創新點可以由兩個方向來看。第一，由產品來說，網路社群含

有大量Web2.0（互動社群）的資安漏洞，像是 Facebook就允許使用端在其系統架構上
面寫程式，這就會牽扯到資安問題。目前趨勢科技跟 eBay有這樣類似的合作，但是市
面上尚未有相關的解決方案。第二，由網路社群後台的資安架構來看，趨勢科技可以提

供服務；例如定期為客戶掃描網頁。賽門鐵克前就曾提出類似網路社群資安服務，拿到

了新加坡國防單位政府的訂單。 

萬王科技的另類資安問題還可以帶給不少創新發想。例如，趨勢科技可以研發「防

弊機制」，提高線上遊戲的公平性，或在寶物程式上做加密的動作，來防範寶物被不當

竊取或複製。過去開發防毒產品都是針對資安威脅，但是萬王科技這樣的需求已經不只

是威脅了。再提高一層去看，這樣性質的公司，其實就是代表所有Web 2.0互動型社群
的需求，無論是線上遊戲、部落格或是網路社群等，皆脫離不了Web 2.0的範疇。依此
脈絡，趨勢科技可以包裝現有商品，提出整合資安信譽服務（All-In-One Security 
Reputation Service），將整個檢查機制內嵌在Web 2.0技術裡。 

在席德銀行的個案中，趨勢科技必須先分析銀行的應用環境，了解銀行最常被侵入

的病毒是什麼。還有，被席德銀行抱怨的應該是趨勢科技的經銷商，而非趨勢科技的工

程師，所以造成了客戶對趨勢科技的誤會。趨勢科技可以效法戴爾電腦的服務模式，為

銀行關鍵客戶配駐專屬技術專家，長期建立對該銀行的了解。在發生資安事件時，這些

資安專家便可以快速地進入狀況，爭取第一時效解毒。再者，趨勢科技也可以針對銀行

客戶開設「金融資安教育」，除了增進行員對病毒的即時處置能力外，也可協助行員了

解金管會對銀行資安稽查重點。 

銀行是趨勢科技的關鍵產業。但很可惜，趨勢科技過去並未建立起對銀行防毒的領

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不過，這也是趨勢科技的創新契機。如果趨勢科技能分
析銀行業最常發生的病毒，縮小搜尋範圍，針對銀行業提供病毒通報，並提供解毒步驟，

應可以獲得銀行業客戶的青睞。而且，深度理解銀行業的經營流程，趨勢科技也才可以

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最省力的方式解決問題。例如，趨勢科技可以開發「病毒預防針」

維修方案（Preventive Maintenance），大規模分析使用者上網行為，協助銀行找出病毒
攻擊的脆弱點。 

雖然由以上四個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馬上看到創新契機。不過，坦白說，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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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主宰心態（technology-dominated mindset）並不易克服，因為那是一種價值觀。
跨團隊小組一旦成型後，調查脈絡的技能也非數月可培養起來。要研發人員進行實地採

訪找出使用者痛點，是一段不易的培育過程，非一蹴可及。此外，研發組織通常會抱著

一種「拿來主義」。例如，最近許多企業引進美國著名設計公司 IDEO的創意發想工具。
企業多以為只要按照 IDEO的腦力激盪方法做一遍，新產品就會自動出現。但是，企業
多沒看到，IDEO的產品設計團隊在腦力激盪會議前做了多少功課，諸如分析產品的背
景、現場調查使用者脈絡、訓練採訪技巧、鍛鍊思辨技巧與重複驗證試行方案(Hargadon, 
1998; Hargadon, 2003; Hargadon & Sutton, 1997; Sutton & Hargadon, 1996)。這些跨團隊思
考技巧也都是在現場調查時必須具備的。 

使用者是創新的來源。創新者與其閉門造車，不如走入人群去關心使用者對產品的

需求。不過，要了解使用者並不容易，他們不一定會說「真話」。使用者往往說不出他

們的需求，因為產品的複雜度往往超過他們的理解範圍。在分析使用者的痛點與負面情

緒時，我們也要記得同時由他們的在地脈絡下手，才能看到問題的全貌，將這些在地知

識融合到新產品設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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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發現使用者的隱性痛點 

使用者單位 由在地脈絡中找出痛點 資安需求 對產品與服務創新的啟發 

北區縣政府 痛點一：脆弱的分散式系統。 

痛點二：電子化服務不受民眾信任。 

痛點三：網路犯罪的責任認定。 

網路犯罪 以「方便管理」做為主軸，透

過網路閘道產品做網頁管制及

電子郵件控管，並且在主要資

訊流通處設置管制點，防範網

路犯罪。提供遠端管理的資安

服務。 

磐石電腦 痛點一：商業保密能力決定客戶去留。 

痛點二：最怕電腦病毒潛入生產過程。 

痛點三：地區網頁受到攻擊。 

供應鏈中毒 提供「完美夥伴」方案，針對

磐石電腦的供應鏈上下游的資

訊流提供資安解決方案，以中

央監控方式來避免生產過程中

感染病毒。 

萬王科技 痛點一：外掛機器人也算是電腦病毒。 

痛點二：間諜與黑市交易。 

痛點三：擔心粗心會員的帳戶被洗劫。 

尋寶中的危機 開發整合性資安信譽服務

（ All-In-One Security 

Reputation Service）系統，將

整個檢查機制設置在 Web 2.0

裡面。 

席德銀行 痛點一：總是遲來的防毒服務。 

痛點二：令人討厭的善意服務。 

痛點三：小規模資訊委外是大風險。 

令人討厭的善

意 

為銀行關鍵客戶配駐專屬技術

專家，長期分析銀行行業特

質。發生資安事件時，讓資安

專家快速地進入現場，爭取解

毒第一時效。開發「病毒預防

針」維修方案，分析使用者上

網行為，協助銀行儘速找到病

毒攻擊的脆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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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案例五：正向心理學，別緻車隊的「創心」 

當發現了自己的使命感，不需先進的技術，也能創造感動人心的服務。先改變心念，

「創心」之後，自然就能創新。我們談創新的時候，多會去想有哪些技術、工具可以幫

助研發人員開發新產品或新服務，但很少想到人與生俱來的感動力量。使命感會讓人產

生強烈動機，強烈動機則驅使員工在困境中覺醒，並試著改變工作的方式，由其中尋找

新的工作意義，也改變與他人互動的方式，這就是「創心」的過程。啟動「創心旅程」

後，工作者會慢慢找到對自己更有意義的工作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創心者為了要努力

去達成「使命」，也會建立一些過去自己並未發掘的能力。由物以類聚的原理來說，當

一位有使命感的人出現時，也可能會如磁鐵般吸到其它同類型的伙伴參與，那這又帶來

什麼有趣的創心與創新呢？ 

在第二章，我們提到一群「五十通」司機，他們並沒有靠衛星派遣系統找乘客，但

是收入也是不錯。當深入了解時，我發現這群計程車司機有很特別的創新手法。他們是

用衛星派遣系統挑選客人，而這些乘客卻成為司機所搭造人生舞台下的忠實觀眾。對這

些司機來說，賺錢只是他們善盡職責的美好結果，他們的真正的目的不是當計程車司

機，而是透過計程車司機的角色來完成自己的使命。使命感會驅動什麼樣有趣的創新

呢？我們來看看四位創造感動的計程車司機。 

3.5.1 別緻的創新 

在台灣，計程車產業普遍被社會大眾視為低階的工作，是失業的最後一道防線。這

是因為過去職業駕照取得容易。只要通過考試，參加半日講習即可取得營業執照，使計

程車業吸納了大量的中途失業人口。 

一位年近五十，因為生意失敗才來開計程車的司機說： 

「開車就像坐在『鐵殼子裡的活動監獄』。有人覺得開車很自由，想去哪就去哪，

可是那是硬生生用我的自由來換錢。你要去哪，都是聽客人的。我不喜歡這個工

作，但我必須有份工作。我這把年紀回去公司，會有我的位子嗎？我坐在駕駛座

裡，愈開愈害怕。我還有未來嗎？前幾天看報紙說，有個司機車開到一半中風，

就覺得很可怕。我跑車愈來愈沒有安全感。現在失業的人愈來愈多，一定會有很

多人也跑來開計程車，我們這行是愈不景氣反而愈熱鬧。」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曹壽民教授指出，臺灣還沒有將計程車當成專業，很多失業的

人來開車，對工作也沒什麼榮譽感，所以計程車才會一部分轉變成治安的問題。一位計

程車公司經理觀察，臺灣計程車司機的素質落差大，大部分屬於弱勢團體。早期，計程

車司機更是隨性，常常穿拖鞋開車，又邊開車邊抽煙、吃檳榔，給人不好的印象。 

所以，當台灣大車隊於 2000 年成立時，以高科技與優良品牌進入市場，在臺灣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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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陣熱潮。車隊中多數司機的服務已經比一般司機好，也比較不會有穿拖鞋、抽煙、

吃檳榔的壞習慣，但是，比起「別緻小組」，大多數臺灣大車隊司機的服務就顯得有點

標準化，有點制式。 

別緻小組是臺灣大車隊中一個自發組成的社群，由 20多位計程車司機組成。到底，
別緻小組的司機有什麼獨到創新之處呢？我們先由一位康司機談起22。 

3.5.2 康司機的尊榮服務 

很少人一開始立志要當司機，康先生也一樣，跑車實非所願。康司機的雙親在南部

務農，身為家中獨子，海洋大學畢業後到貿易公司當業務。因為勤奮能幹，深受老闆喜

愛。29 歲那年，岳父生意失敗，他拿家裡田地去抵押，成功重振岳父的事業。三十出
頭的他，青年得志，而後四年他成為企業家，光靠投資就累積不少財富，每天工作便是

約不同朋友，吃飯串門子。 

藉由臺灣經濟榮景之際，康司機後來開公司、開餐廳都是無往不利。但是，天有不

測風雲，2001年美國爆發 911事件，讓他的投資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朋友也一一遠離。
年近五十的他，面對龐大的生活壓力，又要維持一家六口生計。唯一能快速賺到現金的

方法，就是開計程車。 

跑車前半年，康司機的臉上沒有笑容，他自己形容就像「少爺在開計程車」，每天

開車亂無章法。從一個成功商人變成落魄司機，康司機開車時，他的眼神不敢多望乘客，

心中時時感到羞愧，就怕碰到熟人，和客人之間也不敢多有互動。他與其他計程車司機

之間也少有往來。他覺得十分寂寞，不管上下班，也沒有傾訴的對象。 

因為先前做生意的經驗，康司機見識過不少優質服務，所以他跑車時仍習慣西裝筆

挺，在客人上下車時問候「歡迎光臨」和「謝謝」。這樣的舉動常引來乘客的好奇和讚

賞，覺得康司機的氣質和談吐都不錯，不像一般「運匠」（在台灣，運匠是比較通俗的

計程車司機稱呼方式，源自日文）。乘客日積月累的正面回應，刺激康司機思考，他是

否能做個不一樣的計程車司機。 

在偶然的機會下，一位來自出版界的乘客送康司機一本書，書名叫《僕人》。這本

書讓康司機開始改變他的消極想法。康司機來自社會中層階級。他明白，富裕的家庭或

是商務人士搭計程車時會注意是否有精緻的服務。於是，即使經濟窘迫，康司機決定投

資換 2000CC的大車，鎖定來回機場的客人。他也漸漸轉變心念，不再認為開計程車是
「為五斗米折腰」。康司機覺得，將客人平安地載到目的地還不夠。現在，他更期待自

己能成為一位專業的「僕人」，就像書中所講到，如英國貴族家中的專業管家（butler）。 

這個想法不只進一步改變了康司機的造形，更改變了他經營生意的方式。他總是梳

                                                
22 為尊重當事人隱私，本案例中司機名字一律以匿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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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個整齊的西裝頭，雙手載起白手套，口袋的梳子是為了能隨時整理儀容。他每次出

門必燙襯衫，吹好頭髮，算下來每個月必須多花 2,000元。康司機一聽到臺灣大車隊，
毫不猶豫就加入，因為那是他所希望要的品牌形象。 

一般司機加入台灣大車隊是為了由 iCall 衛星派遣系統拿到更多的生意。但是，康
司機並不依靠 iCall找乘客，他是以 iCall挑乘客。他不隨便遞名片，只有當他觀察這位
客人是具有某些「貴族」特質（不是交易型客人，而是會在意服務的顧客），才會進一

步交談，並試著發展為長期顧客。 

康司機寸步不離手上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記載著每個乘客習慣上車地點、行

經路線以及各人喜好。他身上帶著三支手機，分別對照不同類型的顧客。他知道當乘客

說「老地方」見，應該去那裡接客人。他也知道甲客人都是坐早班飛機，所以沒空吃早

餐，而且喜歡永和豆漿加燒餅；乙客人則喜歡摩斯漢堡配咖啡，而且不加糖；而丙客人

是位清秀雅麗的上班族，只喝礦泉水，而且只要法國 Evian這個牌子。 

除了清楚每一位客人的需求，康司機也樂意配合客人特殊的需求行程。例如，一位

母親要求必須早上接小孩上課，午後再到學校接小孩到保母家，然後傍晚再從保母家接

回。通常計程車司機不喜歡這樣分段的接送，因為中間必須要去接別的生意，時間上很

難安排，但康司機卻樂意接受。 

康司機也開始學習關懷乘客。有位熟客長年在美國發展，是一位成功的女性科學

家，父親獨居在臺北。這位科學家回國時，康司機不時會接送父女倆去不同地方玩。一

次，這位乘客返美前向康司機隨口提到，希望他偶爾能去探望老父親。之後，康司機只

要經過這位老先生的家，就會打個電話問候。有空檔時，他會帶老先生上陽明山吃野菜，

或到金山一帶看海、喝咖啡，順帶介紹延途風景。每到一處，康司機便會留意將車子停

在靠餐廳不遠之處，讓老先生不用走太遠的路。康司機也扮演聆聽者，靜靜聽著老先生

述說當年種種的喜悅與辛酸。老先生開心有人能陪伴他，後來給了豐厚的小費，令康司

機意外不已。 

一次，康司機載到一個小家庭。路程中，父親與母親之間發生口角，因為上個週末

父親開車到休閒農場，走錯了路，使得一家人難得的假期泡湯。母親報怨父親駕駛技術

不好，不會認路。父親生氣母親不了解他經營企業的辛勞，必須拖著疲倦的身軀，又要

一邊開車找路。小孩則在一旁不知所措。 

見狀，康司機便提議由他來規劃一個旅遊行程，讓一家人可以專心遊玩、聊天、欣

賞風景。第一次，康司機帶著全家到九份。一趟九份之旅增進了全家人的感情。後來，

每隔一段時間，康司機就為這家人規劃不同的行程，例如去基隆野柳看海景。由於累積

了不少觀光行程，每次聽到國外來台的商務客人有短程旅遊的需求時，他就提供九份、

野柳這類一日遊行程。意外地，這些短期觀光需求也讓康司機開創了一項新服務。 

康司機也積極參與臺灣大車隊的管理事務，一路從小隊長當到中隊長。雖是無給

職，但他做得有聲有色。透過當幹部，他彷彿又回到往昔與夥伴一起經營企業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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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意成長，康司機常因客源多而分身乏術，需要支援。但他又擔心別人無法提供與

他一樣的服務品質，所以他平時就留意車隊中有沒有和他同類型質感的司機。除了談

吐，他還會刻意找藉口坐到對方後車座，感受一下坐艙的清潔度與舒適感。蘇司機是他

找到的第一位支援隊友。  

3.5.3 另類的南丁格爾 

四十出頭的蘇慧盈，留著一頭長長的捲髮，說話總是輕輕柔柔，學生時代的願望是

當護士。但在母親的反對下，她的願望也就不了了之。2005 年，為兼顧家庭與工作，
蘇司機選擇開計程車，以便彈性安排自己的時間。為接送小孩上下學，她七點多出門，

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兩三點有睡意，就喝咖啡提神。傍晚，蘇司機回家準備晚餐，略

作休息，十點再出來跑車。每日營業目標訂在 3,000元。她形容，剛開始跑車的日子很
單調，每天早出晚歸，在工作、生活間來回。工作就是為了賺錢，下班就是煮菜、照顧

小孩。時機好的時候，蘇司機每天的營業額才會達到 2,000元左右，若扣除油費，收入
不算多。 

一次，蘇司機在總部和康司機偶遇，認出他是臺灣大車隊訓練錄影帶裡的男主角，

便主動上前打招呼，當時雙方互動也僅止於此。有一天，康司機需要一位司機幫忙到陽

明山載客人，便打電話請求她支援。這次經驗讓蘇司機發現，原來跑車不用被動地等待

乘客上門，讓蘇司機激發求知慾，想和康司機學習更多經營乘客的方法。 

在康司機的教導下，蘇司機開始接機場生意。一開始，她一個月接五趟。幾個月後

便維持在二十八次，然後就突破不了。康司機知情後，刻意讓出一到兩位客人讓蘇司機

服務。蘇司機形容，就像「過關一樣」，之後一年，她每個月機場的生意都在三十趟以

上，每月淨收入開始破三萬元新台幣。 

到陌生地點跑車，對蘇司機是一大心理障礙。以往，她開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後（臺

北市外郊），頭也不回地空車飛奔回市區。經過康司機的輔導，她漸漸解除內心的恐懼。

當有機會再到中研院附近時，她就會花十五分鐘鑽進附近的小巷子，以熟悉當地路線。

後來，她常在離峰時段，載到一位每週一到週五都要從景美到南港的乘客。認識附近環

境後，蘇司機一到南港後就知道要轉到哪裡去接要回市區的客人。 

久而久之，當康司機分享更多僕人哲學後，蘇司機也想找到自己的使命感。蘇司機

開始改變她和乘客的互動方式。她會視乘客的年紀與氣質，播放不同音樂。她也很細心

透過照後鏡觀察，注意乘客的反應，悄悄調整音量。 

最大的轉變是蘇司機對自我的期許。有位長住美國的熟客，回臺灣一定會叫蘇司機

的車。一次，這位乘客拜託蘇司機到家裡幫忙拿東西，送到榮總給正在住院的父親。而

後，蘇司機也經常接到「任務」，陪伴這位父親去吃飯、上醫院看病拿藥，就像老人家

的貼身護士一樣。後來，她還陸續接到醫院接送與照顧老人的案件。在這個過程中，蘇

司機開始覺得她好像一位另類的「南丁格爾」。當行動看護慢慢成為蘇司機的專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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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開始得到乘客的尊重以及家人的肯定。 

2009 年的過年時，蘇司機第一次不返鄉，留在台北開車賺錢。當南部長輩問起小
孩有關媽媽的近況時，小孩們一致回答：「我媽媽做得很好！」對小孩子們的肯定，蘇

司機感到很驕傲地說： 

「其實，我常在車子裡大叫：我是最棒的！我要給自己打氣，認同這份工作，我

才做的好。當你肯定自己的時候，收入也變得穩定，心情都不一樣，生活也不一

樣。我開車快四年了，一直到現在才把開車當事業做。我感覺現在自己跳到一個

不同的層次，像爬樓梯一樣，我今天要賺多少，要跑幾趟機場，全都是一種習慣！

我覺得自己像表演者，碰到不同的客人，就會有不同的回應。我不再只是計程車

司機，我認為我的角色是什麼，我就會變成什麼。」 

3.5.4 廣播電台主播 

龍司機是另一位很獨特的別緻隊友。他被喻為「路招王」，從二十五歲就開計程車，

當作副業。他陸續做過壽險業務員、珠寶加工廠業務、廣播電台技術員，還去當過農夫。

龍司機最後喜歡跑計程車，因為他認為有競賽的感覺，讓他的精神保持在最佳狀態。他

很熟悉科技，自己發展出一套跑車秘訣。例如，在等衛星排班時，他習慣在邊界上直線

進進出出。但他後來發現這樣的排班機率很低，便把排班點視為兩度空間，改成 S型繞
法。他每日營收約五千元，最高紀錄一萬元。 

龍司機原本技術能力就很強，對使用 iCall 派遣系統頗有心得。由康司機身上學習
服務理念後，他對工作有了不同的領悟。他以前是在電台工作，當技術員，心中一直想

成為廣播電台主播。在別緻，龍司機也實現一個很另類的夢想，成為別緻小組的電台主

播。他除了服務乘客外，更服務隊友。隊友成了他的忠實聽眾。 

他教導別緻隊友安裝了藍芽耳機，讓隊友可以同時掛線。臺灣大車隊和電信公司合

作，司機只要月付 500多元，就可以無限次數撥簡碼通話。這讓別緻隊友們可以邊開車、
邊掛線，一個人連五個人的話，可以讓二十五個司機同時線上通話。這使得手機變成了

無線電，龍司機變成了台長。 

在忙碌刻板的日子中，龍司機會幫大家安排節目，有時他會主講如何用 iCall 系統
更有效率的排班技巧；有時他會安排其他人輪班講笑話；有時大家會調靜音，聽康司機

現場如何服務乘客，由中學習技巧；有時龍司機會互通有無，將生意機會廣播給隊友；

有時龍司機更以手機廣播協助隊友找路或幫忙處理意外事故（如車禍）。龍司機變成了

很另類的電台主播。 

透過手機廣播，龍司機隨時留意可以助人的機會。例如，如果在住宅區載到一位乘

客，但開到轉角時又看到一位太太帶著小孩神色慌張。龍司機就會利用藍牙廣播這個消

息，馬上找一位附近隊友去載那位太太。還有一次，龍司機由忠孝東路載到剛喝完喜酒



 

 74 

的乘客，他馬上透過藍牙通知隊友來忠孝東路接收這裡的人潮。 

3.5.5 變身小助教 

另一位別緻的劉司機是單親媽媽，原來在企業中擔任文書工作，成為司機原本是為

了更彈性的照顧小孩。但是成為司機後才發現，自己害羞的個性很難在計程車市場中生

存。她加入別緻小組後才學會要經營常客並學會應對進退。面對客戶時也比較勇敢而不

再膽怯。一次，劉司機遇到一位年輕女企業家，無意中聊到她正在經營企管顧問公司，

專門辦企業內部教育訓練。 

劉司機的斯文氣質也頗為女企業家所欣賞。於是，劉司機便開始為該公司接送講

師。當她送講師到目的地時，並沒有馬上去接下一個生意，而是主動留下來幫講師安排

課前行政作業。進入企業前，劉司機還特別換裝，變成上班族的模樣。講師上課時，她

則扮演助理，幫忙發教材、收作業，安裝電腦、設定投影機，課間休息倒茶給講師，下

課幫忙收考卷、整理桌椅、回收滿意度問卷，並記下學員的抱怨返饋給公司。學員中，

沒人知道她是計程車司機。 

上課時，劉司機比學員還認真，她記下課程重點，下課後不懂的地方還會詢問講師。

送講師回家後，或週末陪小朋友去參加活動時，劉司機會再複習課程重點。她還參與義

工活動，把學到的課程講一遍，分享給弱勢團體。幾個月下來，她對課程內容已經記得

滾瓜爛熟，課間學員有問題時，劉司機還會充當小助教為學員解答，減輕講師的工作負

擔。後來，公司知道後便主動補貼她助理加給，每次約 1500元。 

3.5.6 創新，先創心 

為了因應競爭，許多企業、組織都必須創新。所以企業會競相引進創意工具、派員

工去學創新理論、找顧問進來導入創新流程、開設研發中心。這些作法都沒錯，但是我

們卻往往忽視了員工的心。不管學到多棒的工具，當員工只是把「創新」當作一份工作，

這樣的創新成果是相當有限的。 

然而，當一個人擁有強烈的使命感（sense of calling）時，創意會倍增，整個人會
充滿熱情，會不畏艱難，即使身處在重重制約中仍然可以找到創新的契機。這樣簡單的

道理，是我遇到密西根大學的珍．達頓（Jane Dutton）教授才豁然領悟。她開創了一個
研究中心，專門研究正向組織學（POS: Positive Organization Scholarship）。我參加她所
舉辦的研討會，因為「正向組織」聽起來蠻有趣的。參加數場圓桌會議下來，我才了解

到原來達頓關心的是「弱勢」團體，像是醫院的清潔工、廚房的端菜工、街頭倒垃圾的

工人、非營利組織的募款志工等。這些人常常必須在惡劣的情況下工作，也最不可能創

新(Cameron, Dutton, & Quinn, 2003; Dutton & Ragins, 2006; Dutton et al., 2010)。 

例如，她研究一位醫院清潔工，了解這位中年婦人在拿著微薄工資的同時，卻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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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間幫忙護士帶病人去各層診療室。她還主動回報病人資料給護士，使病人的疼痛及

時被照料。這位清潔工不求回報，主動奉獻，也因此成了病人眼中的藍衣天使（按：美

國醫院清潔工的制服為藍色）。在此過程中，這位清潔工漸漸改變了三件事(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第一，她的工作疆界改變了。除了「清潔」本業的工作外，她還跨界做了照護的工

作。第二，她的認知疆界改變了。她原來的認知是，清潔的工作是累人又卑微的。但是，

心念一轉，卻發覺她的工作是上帝賦予的神聖使命。這個召喚（calling）使她認知到自
己的幸運（比病人健康）以及工作的意義（減低病人的苦痛）。第三，她也開始改變關

係疆界。因為她的主動服務，使得病人心存感激，也令護士大為感動。清潔工因此與醫

護人員、病人有了朋友般的關係，得到大家的尊重。 

這三個疆界的改變所引發的是更大的自我轉型，使清潔工獲得了一個新的工作識別

──藍衣天使，也促成社會環境的改變。這位清潔工的工作領域不只是清潔地板與桌

椅，她還是護士的小幫手、病人的傾聽者。每天抱怨的清潔工搖身一變，成為白衣天使

的小助手，每天的工作充滿意義，人生充滿希望。 

達頓分析這些弱勢員工如何透過建立使命感，進而重新雕塑自己的工作，為組織帶

來正面的能量。由希望、期望到展望，人們建構了新的工作認同。說實在，這個理論對

我說，不是特別新鮮。牧師的工作不就如此嗎。但是，達頓卻在他們身上找到創新的泉

源，那就是他們的「心」。當這些人的愛心被觸發時，他們會變得有信心、有決心，會

設法克服萬難為他們所關心的人做些事，令人驚喜的創新也就跑出來了。 

他們當然沒辦法發明手機、蓋一條鐵路或研發疫苗。他們由改變自己的工作內涵開

始，做一些原來不屬於自己責任範圍的工作事，悄悄地為改善他人福祉而努力。這種無

所求的愛心帶給他們任勞任怨的工作態度，也間接地改變他們的困頓人生。當一個組織

有不少這種人存在時，就會成為達頓所說的正向組織，也就是充滿陽光的組織。 

達頓的陽光型組織構想中有二項重要元素：使命感以及工作形塑（job crafting）。
一個人對某件事深具有使命感，是激發自己對現狀改變的動機。什麼是使命感？其實就

是你對某件事產生強烈的擁有感。例如，有人對宗教有強烈的使命感，可以遠渡重洋，

克服萬難到蠻荒陌生之地傳教。有人對音樂有強烈的使命感，可以焚膏繼晷創作出幽美

的音樂旋律，希望與世人分享。有人對醫學有強烈使命感，會希望找出更多治療方法，

為病患減低痛苦。 

這種強烈的感覺會讓人想做點「不一樣」的事，會希望改變自我的期許以及別人對

自己的認同，也會希望改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一旦使命感悄然形成，人就會對很多事

情變得更敏感。本來，在醫院打掃病房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當一位清潔工有了使命

感，她的心就轉變了，對自己的工作不再反感，對病人會主動關心。清潔工不再是工人，

而是藍衣天使。 

人的意念隨著心境而改，換個角度看世界、看自己，可能會覺悟到自己的人生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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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新定位。一開始工作可能只是為了錢，為了事業，為了各種經濟型動機。但是有

了使命感，人們會賦予工作新的意義，渴望新的認同，也因此展開了「工作形塑」的歷

程。 

什麼是工作形塑？簡單地說就是因為覺醒到自己賦有某種使命感，而開始改變自己

的工作內涵，包括做什麼、如何做，和誰一起做、為誰而做以及改變與別人的關係。工

作形塑時，工作者為了達成使命，會超越自己的工作疆界，做一些非責任範圍的事，例

如清潔工原本只是清潔地板，卻願意主動去幫助護士執行照顧工作，也樂誠去關心病人

的情況，並與家屬互動。每天在專業的工作環境中生活，工作有沒有意義，也許不是那

麼重要，有薪水領，有官可升，對許多人而言就很滿足了。但是，也許有一天，有人會

突然覺得，渾渾噩噩的過日子，每日等著薪水，已經不能滿足自己內心的渴望時，使命

感的重要性才會被察覺。使命感是工作型塑的觸媒，工作因為有使命感而形塑出正面的

價值。 

與別緻小組的司機相處一陣後，我發現，要讓自己的工作「有意義」其實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特別是對社會的弱勢族群。或許也因為如此，達頓特別關懷醫院清潔工、遊

民、垃圾清潔工等對象。別緻小組司機的故事讓我們了解到，創新原來始於方寸之間。

當我們領悟到人生中的使命時，內心便觸動了覺醒過程。我們會感到強烈的動機，想要

達成上天賦予的使命。於是我們會產生終極關懷，想為某一群人做點事。不管遇到什麼

困難，我們都會設法克服。並將困難當作試煉的必要，成長的養分。 

創新可以由「創心」的過程奇妙產生，展開了三階段創心之旅(Heaphy & Dutton, 
2008)。第一，有了使命感，我們會由無心、粗心變得有愛心、很細心。我們會不知不
覺地喚醒良心、產生信心、下定決心，重新定義工作，去做一些原來不屬於自己責任範

圍的工作。使命感會觸發我們成為職場設計師，為自己量身訂製一份工作，取得另一張

隱形的工作身分證。所以，你可以同時是計程車司機，也是英式管家、或小護士、或電

台主播、或小助教。悄悄地，我們會形塑新的工作方式，重新定義自己對職業的認知，

建立新的工作價值觀，也拓展了自己與客戶以及工作夥伴的關係。悄悄地，我們也會感

染他人，開始改變所處的工作環境。例如，司機的工作環境原本是在車中，可是為了「小

護士」的使命，延伸到醫院。 

第二，在工作形塑過程中會遇到許多挑戰，但這些挑戰都是強化能力的養分。有些

人強化本身的工作能力，例如，龍司機除了跑車外，還學會以藍芽耳機與手機提供各種

「電台」服務。蘇司機除了駕駛外，還學會照護，劉司機除了開車外，還學會教學助理

的能力，這些都是拓展工作疆界的結果。工作者的能力也在形塑過程中得以增強與延伸。 

此外，這些工作者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要取得什麼樣的新身分，或要培養什麼能力。

例如，「英式管家」康司機、「小護士」蘇司機、「台長」龍司機、「小助教」劉司機，這

些身分是他們遇到不同的機緣（貴人、偶發的運氣）所綻放出的結果。他們的使命感也

隨著這些機緣愈來愈具象，雖然這些使命感在落實的時候有點另類。在這些司機進行自

我角色調整的過程中，他們省思為何工作、如何工作、與誰工作、該做到什麼程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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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找到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工作時，也同時找到新的生命意義，找到讓別人重新認識

自己的方式。創新，也在自我角色的追尋之中誕生。 

第三，使命感是會感染的。一個有使命感的人，會在工作形塑過程中修鍊出特定的

能力，當他將能力分享給別人時，他同時也傳播使命感。當有志一同的人共聚一堂，一

個賦有使命感的社群也悄然成形。不過，成功的擴散使命感，不代表複製使命感，而是

分別找到自己專屬的使命感。蘇司機、龍司機與劉司機都沒有複製康司機，而是各自發

展出不同的使命、不同的工作職別以及不同的服務模式。 

蘇司機是「創心者」的典型例子。受到康司機的影響，可是蘇司機沒有將自己複製

成另一個英式管家，而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蘇司機學生時期的心願很自然的成為

她的召喚。她幫情侶諮商，還帶乘客的父母親去醫院，也幫忙客戶照顧親人的飲食。客

戶對蘇司機的信任已經遠超過一般朋友的關係。蘇司機自己也沒想到，竟然會由計程車

司機的職能中，找到「南丁格爾」角色。和康司機一樣，她也超越了原有的工作、認知

與關係疆界，找到了新的工作識別，成為很另類的白衣天使。 

龍司機的「創心」則是將自己轉變為廣播電台主播，透過藍牙耳機報消息、進行教

育訓練、建立互助網絡、提供技術服務，並且忙著解決掛線隊友的疑難雜症。劉司機則

由害羞無助到勇於嘗試，她由司機變成教學助理，改變與乘客的關係（成為講師的助

手），轉型為很另類的助教（改善與學員的互動方式）。她的使命感賦予她的工作更深的

意義。也帶她走出單親媽媽的憂鬱情結。 

服務要如何創新？別緻小組的司機給我們啟示是：先創心，再創新。這不僅是擁有

一份崇高的使命感，還需要「創心者」有足夠的能力去改變原有工作、認知以及關係疆

界，重新賦予工作新的意義，進而改變所處的環境。在這個過程中，創心者提升自我的

期許。為了達成使命，創心者開始改變自己服務的方式，擴展自己對工作的期許，念茲

在茲的改善自己的能力，只為了達成自己的使命。創新，就在追求使命的過程中源源而

生。 

別緻小組由使命感而產生不同的服務創新。他們的工作形塑過程對服務性工作與文

創產業更有深刻的啟示。藝術創作尤是如此，真正好的作品往往是來自創造者對事物敏

銳的感受，而不是來自嚴格的管控。我不時聽到企業的經理人要設計師上班打卡，要研

發人員寫每日進度表，擺上甘特圖，認為這些管控做法就可以讓「創新」按時產出。也

有企業學美國公司提供免費餐點給員工，要求他們開讀書會，建構知識管理系統。別緻

小組的司機告訴我們，要創新，企業必須先引導員工如何用心。 

本案例讓我們了解到三個「創心」原則。第一，與其追求更新潮的工具與方法，不

如由創新者內心找尋創新之原動力。遇到逆境時，正是提供我們深思內省的機會，讓我

們找到自己的使命感，激發榮譽心、上進心與企圖心，點燃追求理想的熱情，那才是創

新的原動力。 

第二，找到自己的使命感，也就找到自己的「終極關懷」（最關心什麼）。心念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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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創新的慾望也就爆發出來。我們會開始細細地雕琢自己的工作，拓展工作疆界，做

超過責任範圍的事而無怨無悔。我們也會改變認知疆界，找到工作中的新意義，這會間

接影響我們對自己的期望。接著，使命感會拓展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疆界。因為關心，我

們會心甘情願地幫他人多做些事，也因此在無形中讓自己與使用者的關係不再冷漠。當

自己拓展與使用者的關係後，也就會更敏銳地察覺到使用者需求，更用心去完善自己的

工作，讓使用者的需求得以滿足。同時，在強烈企圖心的驅使下，當我們擴展這三個疆

界的同時，也孕育了新的能力。這些能力便是創新的原動力，讓我們成為某種職業達人。 

第三，當一群有使命感的人聚在一起時，會形成陽光型社群，也會相互學習，使創

新能量增強。成員除了強化自己原有的能力，更會向他人學習，而集體產生更多創新作

法。有趣的是，相互模仿學習的結果，成員並不會複製他人的做法，而是由學習的過程

中覺悟，找到屬於自己專屬的使命感，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工作識別。這樣「創心」的付

出，也往往為成員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想要創新服務嗎？別只是花時間去控制員工，也別光顧著提供免費餐點。企業要先

培養「正氣」。當組織充滿正面能量，員工賦予工作使命性的意義，「創心」的氛圍便

會帶動創意。那是誠心的力量，是最單純、最強大的創新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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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案例六：組織作為，新加坡工程集團 

有「作為」的組織，知道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所以不會浪費時間做沒效率的

事或散漫地執行任務。我在新加坡待了七、八年，那段時間剛好是網路經濟興起的時代，

所以很多研究案都是與電子商務、電子市集有關。一開始，我接觸到的是自由市集公司，

現在已經消失於市場了。當時，這家顧問公司可是紅透半邊天，許多畢業生都競相爭取

在這家公司任職，因為待遇好，工作又新穎。新加坡不愧是一個龐大的資訊科技實驗室，

任何新科技都可以在此得到關注。過不了多久，各類型企業就紛紛導入電子市集相關軟

體，而電子競標系統是最受矚目的，因為江湖上傳言這套系統可以幫企業省下龐大的採

購費用。 

那時，我參加過的一系列企業研討會，全都是在歌頌電子競標（也有人稱之為電子

尋購）。可是，沒多久，導入的企業多數企業導入不到一年半就放棄了。花了那麼多錢

導入，結果沒省到錢，還得罪供應商，導致供應鏈不穩定。突然，媒體開始抨擊電子市

集平台一系列的缺點。就在此時，約 2000 年，我很慶幸遇到吳木源，他是新加坡科技
工程集團（Singapore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以下簡稱新科）集團副總裁兼武器事業
部採購長。新科採用電子尋購系統的成功，遠遠大於一般企業。不僅如此，新科竟能持

續七年都讓這套系統發揮重大績效，還造成採購部門大轉型，令人驚奇。 

我邀請吳木源到學校來分享，但是總覺得他很多重要的脈絡都沒說到，所以後來得

到他的同意，組成一個小組去研究新科的運作模式23。我們了解到，一項創新的組織作

為，也就是所謂的一家公司的最佳實務並非那麼容易可以學習的。不過，了解組織作為

後，就能解開新科創新致勝的謎題，以就能思考如何仿效之（而非依樣畫葫蘆地複製）。 

新科運用電子尋購系統的背後有什麼組織作為，可以為該公司大幅節流呢？以下的

故事將揭露新科的省錢之「道」，非常有道理的道。有「作為」的組織，知道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所以不會浪費時間做沒效率的事或散漫地執行任務。如何才能看得到新

科「組織作為」呢？ 

3.5.1 新加坡的省錢之道 

「如果政府給個人或企業壟斷的權利，那與進行秘密交易一樣的不妥。如此，市

場將出現存貨不足，需求也不能得到充分的供給，壟斷者可以用遠高於『自然的

                                                
23 蕭瑞麟、歐素華、陳蕙芬，2011，市集脈絡：由組織例規分析資訊科技的創新來源，《中山管理評

論》, 19(2): 46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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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出售他們的商品；他們的利潤也自然遠遠超過合理的範圍。」《國富論》，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蘇格蘭經濟學家。 

一如往常，在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午後的陽光射入了忙碌的辦公室中。這是新科位

於紅毛橋的辦公總部。辦公室中有三組人，眼睛全盯著牆上的大螢幕。第一組人是來自

電子事業部與武器製造部的內部買方，共兩位代表。第二組人是負責此次電子競價的採

購部門承辦人，一位負責招呼內部買方，另一位則透過電話和供應商保持連繫。第三組

人是由採購部林經理領軍，監看標案的進行。林經理神情自若看著螢幕上競標價格一點

點的落下。當兩位內部買方代表驚訝的說不出話時，林經理只是微微一笑。 

競標已停止了，共花了四十五分鐘。電子事業部的採購經理很驚喜： 

「真是不可思議，零售價要 2800 多元（新幣）的筆記型電腦，竟然可以用 1055
元買到，這可是省下了 62%的費用呢。」 

武器製造部的採購經理也驚嘆： 

「以前我們和廠商殺價殺了好幾回，也不過降了一成，現在讓廠商自己去競價，

才不到一小時，就省了六成經費。原來這就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啊！」 

吳木源也覺得很開心。他帶的採購部門原來只是生產事業部裡的一個作業單位，現

在直屬執行長轄下，肩負起供應鏈策略的責任。在一般企業裡，採購部門不可能這麼風

光。傳統的採購人員在公司的地位通常不高，被視為「買辦」的角色。2000 年，新科
引進電子競標系統；2003年至 2007年間，新科總共舉行約 150多次的電子尋購案件，
平均每年約舉行 30 多次。五年來，新科經由電子競標的總採購金額約 2.3 億新幣，所
節省的採購成本達 2200萬新幣，每年平均節流比率高達 30%以上。新科也因此在業界
被譽為「最會省錢的公司」。 

新科是新加坡國家級績優企業的代表，在美國、英國、澳洲、香港、中國、臺灣等

25個城市設有分公司，擁有 12,000多名的員工。新科也是新加坡證券交易所（SGX）
掛牌的最大公司之一，旗下共分為四大事業群，分別為：航太、電子、武器（陸上裝備）

以及海洋事業，其「新科宇航」是世界上最大的獨立第三方飛機保養、維修及整體檢修

（MRO）公司之一。「新科海事」則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造船廠設計公司，提供船舶
製造、維修和改建服務。2008年，新科集團總收入為 53.5億坡元（目前換算約等於 1,223
億新台幣），淨利潤約為 5億新幣（約為 109億新台幣）。 

新科的銷貨成本（COGS : Cost of Goods Sold）維持在 65%-85%之間。這也意味每
100元售價中，有 65-85元是成本。採購自然就成了新科供應鏈的管理焦點，因為採購
省下的成本會直接反映到利潤上。省得愈多，就賺得愈多，競爭力也就愈強。  

其實，採購是現今大多企業的痛。在傳統採購中，採購人員會針對特定產品找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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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進行尋價。採購內容約分兩類：直接採購以及間接採購。生產過程所需的物料叫

做「直接採購」；公司行政所需的商品則叫做間接採購，例如文具、辦公設備。但是，

傳統採購流程往往曠日費時，也內藏許多弊病。例如，採購部門多方比價，向一家供應

商購買後，才發現市場上有更低的價格，讓採購人員吃了悶虧。比價的程序冗長也耽誤

了生產時程。 

新科需要生產規格繁複的電子零件，技術變化又快速，採購人員很難在短時間內得

知每一項零件的「自然價格」（按：相對市場上同品質的產品，供應商所能給出最合理

的價格）。再者，部分採購人員可能與供應商勾結，進行暗盤交易。這些因素都導致公

司成本無法下降。1997年，適逢亞洲金融風暴，新科便決定在 2000年導入電子尋購系
統。這是美國廠商 FreeMarkets在 90年代推出的系統，目的在縮短採購流程，提供買方
與供應商一個交易平台，藉此降低採購時效與成本。執行同步電子競標約只有 30到 50
分鐘，傳統採購流程則可能拖到三個月。此外，新科可以透過電子競標更新供應商資料

庫。 

吳木源訂了一個很具挑戰性的目標，要求全公司貫徹： 

「我希望用科技建構一個高效率的採購網路，讓各事業群得以有效的分享採購資

訊與最佳採購實務。最終，我們要將平均採購成本降到 30%。」 

我發現，原來新科有一套「省錢之道」，那是一套市集交易機制。新科其實不只是

導入軟體，更是在建立一套尋購知識體系。新科的省錢之道可以歸納為三階段，由七項

作為串連起來，緊密地扣住每一項採購作業（參見表 5）。 

作為一：用的少，才能用的巧 

進行電子競標前，新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項商品真的適用電子競標嗎？」

這是一個簡單又困難的問題。多數企業會以為把所有的商品都放上電子競標就會省更多

錢。新科卻刻意迴避「用得愈多、省得愈多」的心態。新科採前後夾攻的方式來運用電

子競標。 

首先，新科要求整個集團要貫徹「首選政策」（First Choice Policy），也就是除非事
業部主管能舉證該系統不適用，不然所有採購作業必須一律採用電子競標。但是，採用

電子競標前，採購部門卻開始進行嚴選作業。到最後，真正執行的電子競標案卻不及兩

成，約八成的採購案最後被評估為不適用。 

新科如何評估電子競標的必要性？採購部門透露，那需要分析「科技槓桿效益」。

新科將採購分為四大類：重點施力（Leverage）、策略聯盟（Partner）、迅速集成
（Commodity）以及風險控管（Managing Risks）。一位採購經理解釋： 

「運用電子競標前，我們會仔細的過濾近八成的採購案，這樣才可以降低流標率，

使企業資源不會空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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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施力」是分析具集購潛力的商品，包括五項特質：能明確訂出採購規格、有

足夠的採購量、在市場上有多家供應商、含有降價空間以及不會受到供應商壟斷價格。

舉凡一般性機械零件、衛浴設備、電纜線、筆記型電腦、保全人員外包等項目，都可以

成立電子競標案。更重要的是，這些具集購潛力的商品必須為新科帶來高價值的節流，

而且也不會對供應商的利潤帶來太大衝擊。 

「策略聯盟」是指，若新科與策略夥伴一同開發商品，就不需使用電子競標。如果

買方背棄合作夥伴而另尋其他廠商，不僅會傷害信譽，更可能涉及侵權爭議。「迅速集

成」則是新科對大眾化採購商品，例如文具、辦公器材、標準化零件，採取直接議價採

購。這些貨品規格較單純，供應商不少，毛利已被壓的很低，所以即使集購後降價空間

亦不大。 

第四類採購是「風險控管」。新科認為工業軟體、客戶服務、特殊生產設備、通訊

建設與大型機具屬於風險性商品。這些商品內含智慧財產權與售後服務等衍生價值，因

此議價空間並不高。此外，這類商品與公司的日常營運作業密切相關，一旦零件臨時出

現問題，可能使整條供應鏈中斷，劇增營運風險，也不適合以電子競標進行。 

新科的省錢之道在善用科技槓桿效益，這是「用的少，才能用的巧」的原則。「首

選政策」落實了公司治理機制，確保採購人員遵循廉潔程序。另一方面，新科也確保電

子競標在公司的合法性，凸顯高階主管對實施電子競標的決心。不過，雖然九成的採購

都考量採用納入科技，但是經過嚴謹評估後，真正適合電子競標的商品只占新科整體採

購規模的兩成。許多人會質疑，如果才用到兩成，為何還要引進電子競標呢？一位採購

經理解釋： 

「雖然平均下來我們只有節流約 18%，但如果挑出關鍵採購案，像採購筆記型電
腦，我們就有 50%以上的節流成效。」 

畢竟，每次舉辦電子競標案，新科都要付平台供應商顧問費。況且，若供應商的商

品獲利原本就很低，新科卻還要要求降價，就會引起供應商反彈。新科以電子競標發揮

槓桿效益，雖然電子競標只處理兩成的商品，卻可以發揮八成的總體節流效益。 

作為二：精準，就少後悔 

新科問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明確了解商品的規格？」在進行競標前，採購

部門會更仔細地分析採購品項、內容、規格、規範（例如必須通過 ISO9000認證）、前
置時間、品質標準、尺寸大小誤差率、地區採購需求、運輸條件以及服務條款（如保固

期間）等因素。 

新科擔心的是，採購規格定義的不清楚，就會影響協商品質。一旦採購的商品和實

際規格有所出入，就必須花費更多成本重新議價、訂約。但是，定義採購需求並非易事。

每項商品都隱含著許多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例如，有些商品有採購的淡旺
季，有些商品價格則會隨著期貨市場波動，有些採購又會因地域政府保護政策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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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領域知識融入採購需求，採購規格才能清楚地定義出來。 

為有效融入領域知識，新科集團採購長親自主持一個反向競標委員會，將各事業群

採購主管、專案工程師、領域技術專家列為當然委員。每一個採購案會任命一個任務小

組，由委員組成，負責籌備集購、協調跨部門溝通特殊需求。在每一個標案進行前，任

務小組首先必須彙整各事業群採購資訊，計算總採購額度，以判定是否值得舉行電子競

標。同時，任務小組也會協調內部買方（即各事業部門）以確認共同規格沒有遺漏、重

複與誤解。最後技術專家再作檢核，提出特殊採購需求。 

例如，在一項辦公室建置案中，競標任務小組會先定義三項共同性需求：供應材料、

組裝工作以及測試外包。各採購主管會先統計各事業群是否有類似辦公室家具採購需

求；專案經理接著將細節列出，例如材料品牌、貨量與標準尺寸（例如：用美規，還是

歐規）。技術專家接著評估廠商的供貨能力、提議增加門禁刷卡系統以及提醒鋁門價格

的波動範圍。最後，任務小組再整合共同規格與特殊採購需求，提交電子競標的執行。

一位採購部經理特別提醒： 

「沒有跨部門合作，我們一定會遺漏某些採購細節。只有當你了解自己真正要什

麼，不要什麼，供應商才會知道該給你甚麼，不該給你甚麼。電子競標的成敗都

在這些細節中。」 

對賣方而言，新科的需求規劃作業也給了他們信心。一位供應商便指出： 

「我們和新科做生意很少因為規格吵架。他們的採購規格做的比我們還細，連當

地政府法規、價格波動、淡旺季都調查的一清二楚。很多買家常常隨便開了個規

格，然後等電子競標完成後，才又要求改規格。可是，改了規格，價格就不會再

一樣。那麼競標不就沒意義了嗎？」 

精算採購規格的做法隱藏著新科的第二個省錢之道：精準，所以少後悔。新科採購

的商品，不僅僅是零件，更涉及整體製程與系統相容性問題。若採購部門粗心，買到規

格不對的零件，就會影響到供應鏈的運作。對商品知識一知半解，訂出似是而非的採購

規格，只會引發買賣雙方衝突，增加重置成本，這是無知（缺乏領域知識）的代價。比

起其他公司，新科好像花太多時間在定義需求。但是，這也是新科的省錢智慧：不厭其

繁、以後才不用煩。 

作為三：看到，所以不必用到 

但是，光有明確的採購規格還不夠，如果公司不知道過去的經費運用狀況，就貿然

進行電子競標，科技還是會用之不當。結果，該省的省不到，能省的又沒省到。所以，

新科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若改變支出方式，是否可以不用電子競標？」 

運用電子競標前，新科會先分析「支出能見度」（spend visibility），評估現行支出
狀況，了解節流的可能性。採購部門會先清理支出資料，彙整目錄、品項與統一採購代

碼，讓採購項目一清二楚。接著，採購部門清理供應商資料，將重複與錯誤供應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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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找出不合理花費。並據此進行四種談判策略24。 

第一，避免高附加價值服務（premium service）來爭取議價空間。例如，原來供應
商每次運送十個關鍵零組件必須及時於一天內送達，但新科必須負擔 43 萬新幣。若新
科可以換成正常運籌作業，於一週內到貨即可，那麼總支出就只要 20萬新幣。 

第二，新科可以強制履行合約（contract compliance）。通常，各事業部門在採購時
都會找熟悉廠商，而忽略了該貨品可能早已由集團簽訂採購合約並商議好價格。因此常

發生兩種問題：事業部門找的廠商不在簽約廠商名單中，所以買貴了；事業部門向簽約

廠商採購，卻未依照優惠價格採購，還是買貴了。這種狀況下，採購部門會提醒各事業

單位只與簽約廠商採購，並要求供應商依合約規定之優惠價格進貨。例如，新科發現某

一部門向 25家供應商採購印刷電路板（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其中 10家均為非
簽約廠商，於是，在重整供應商後，該事業部門只向 15 家廠商採購，每年馬上省下約
24萬新幣。 

第三，優化供應商（supplier optimization）以降低採購成本。例如，新科有六個工
廠原本向 47家供應商採購墊圈，經過優化之後，將供應商數目縮為 10家，讓能力較好
的廠商勝出，也藉此讓每家供應商收到更多訂單，因此有更多議價空間。如此，六家工

廠每年可以省下 15萬新幣。 

第四，落實一致價格（price conformance）。新科部門之間常存在資訊落差。採購部
門原先談定的價格，常常未能落實到各事業部，造成不必要的支出。例如，新科發現旗

下事業部門以市場價格向一家當地供應商買鋼管；但這家供應商的集團母公司已經與新

科採購部門早先簽訂了優惠價合約，只是該事業部主管並不知情，這是因為供應商的公

司名稱與母公司不同。經過落實一致價格後，該事業部省下 12萬新幣。 

一位採購部經理認為，這些議價策略都是重要的先導工作，必須在舉行電子競標前

就先做好，他談到： 

「很多公司往往一頭熱，急著去用電子競標，以為電子競標辦得愈多，就可以節

省愈多錢，但其實不然。還沒舉行電子競標前，如果能先知道自己支出的盲點，

那麼不用電子競標也可以省下很多錢。重點是要知道自己花了多少？花在哪裡？」 

分析支出能見度的做法中隱含著新科的第三個省錢之道：看到，所以不必用到。新

科尋購前會將採購支出透明化。如此，新科能追蹤每筆支出，了解什麼錢該省，什麼時

候可以省。新科藉支出透明度找出浪費點，如此不需使用電子競標也能發揮節流效果。 

                                                
24 延伸資料可參考：蕭瑞麟、鄭國進，2002，電子市集的昨日、今日與未未，《管理雜誌》，一月號，

(331):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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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四：以老避險，以新制舊 

在正式舉行電子競標時，新科會問：「如何降低使用電子競標後所帶來的供應風

險？」多數電子競標案會流標的原因是因為供應商，或是「老戰友」（incumbent suppliers）
的抵制。電子競標對老戰友帶來威脅，也會大幅削弱他們的利潤空間。新科的因應做法

是採用優惠配額策略（lot strategy）。 

在電子競標導入初期，新科必定先為原有供應商預留優惠保障訂單。例如，在一件

航空零件競標案中，新科會先預留 50%訂單配額給法國老戰友，只要求該廠商按合理範
圍降價。另外一半的訂單則是讓老戰友與來自中國、印度與臺灣等新興國家的「新戰友」

一起競標。結果，法國老戰友慘敗，來自臺灣的新供應商得標。法國供應商在痛定思痛

後，決心重整供應鏈，優化經營體質，後來反而贏得更多標案。這是因為在相同價格下，

新科會讓老戰友優先得標。 

採購長吳木源就點出：「有時候我們會用 1/3對 2/3的策略，把更多訂單給老戰友與
新供應商去競爭。萬一，新供應商要是出了問題，交不了貨，你還可以馬上回頭找老戰

友幫忙。要知道，訂單在人情在，千萬別把事情做絕了。否則風險一來，你會毫無招架

能力。老戰友也會以為你有了新人忘舊人。這樣只會打壞自己的名聲。」 

優惠配額策略背後也隱含了新科的省錢之道：以老避險，以新制舊。新科的優惠配

額策略意圖在以分配資源來分散風險。透過採購配額，新科一則可以維繫長期往來供應

商的關係，二則可以降低履約風險。新科的配額策略不但帶動新供應商的競爭行為，也

促使舊供應商克服慣性。此外，新科又可以借助老戰友建立一道安全閥門，預留退路，

也規避風險。更深一層，新科的優惠配額策略是為了維持新舊供應商間勢均力敵的態

勢，並刺激供應鏈總動員。  

作為五：有紀律，便可少憂慮 

電子競標正式展開後，新科關心的問題是：「如何確保公平的電子競標機制？」市

集營運的成敗決定於交易機制是否完善，而交易的基礎是信任。買方若無誠信，拿了貨

卻不付錢，賣方（供應商）便失去了持續參與交易的動機。若賣方存詐欺之心，拿到錢

後不給貨，或者交貨品質出問題，那買方也會退出市集、另闢貨源。另外，市集營運者

若不能扮演好中立的第三方角色，讓買賣雙方在透明公正的平台上交易，市集亦很難活

絡起來。 

新科是如何建立與供應商之間的信任呢？首次參與電子競標時，供應商必須參加先

導講習，並被嚴格要求遵守電子交易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新科之所以稱
它為「行為準則」而非「行動規範」，是因為這些要求必須是自我約束，難以用法律來

規範。若不遵守這些準則，新科輕則施以暫緩投標處分，例如一段時間不邀請違規的供

應商；重則將違紀供應商列入拒絕往來名單，並公告集團各子公司。 

為建立信任，新科的採購部門（扮演市集營運者）嚴格執行五項競標守則：杜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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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易；依能力競價；恪遵採購規格；遵守線上投標價格；遵守最低價訂約原則。買方

不可有偏頗之心，要讓最低價廠商有機會取得合約。另一方面，供應商亦需了解，雖原

則上是由低價取標，但仍可能有例外管理，例如買方發現供應商的品質不符、供貨時間

過長等因素，便可能與價格次低者締約。 

這五項市場守則也隱含了新科的省錢之道。自由不是散漫，自由的市場必須建立在

嚴格紀律的基礎。賣方絕不可以將電子競標當成賭場，暴虎馮河，為逞匹夫之勇而遞出

不合理的價格後，再回頭後悔不已。新科不僅與供應商約法三章，也嚴格規範內部買方

（事業部）遵守市場交易紀律，取得供應商信任。一位供應商便指出： 

「有些買家在電子競標後，還會再回過頭去跟得標供應商議價。這種做法就會讓

電子競標失去公信力。按理說，電子競標結束後，買賣雙方只能就合約條款討論

細節。但是很少公司會像新科這麼重視競標規矩。」 

新科建立的五項守則是奠定於「無信不立」的原則，可以用「四格」來歸納。買賣

雙方要確實遵守線上交易的「價格」與「規格」；買方要不受誘惑，杜絕場外交易，才

會有「品格」；如果因意外而買賣不成，仁義也應猶在，雙方應該要有「風格」的處理

交易糾紛。以這「四格」來設計電子市集營運方式，市集才能健全運行，這是新科的先

見之明。 

作為六：有效率，市集就會有活力 

交易有效率，讓賣方能興奮的參與，市集運作才會活絡。因此，在電子競標舉行中，

新科關心的是：「如何讓供應商能積極的參與市集交易？」要讓運作效率良好，市集營

運者必須分輕重緩急來分配資源。新科認為有高度運作效率，賣方才會積極參與，市集

也才會活絡。 

在新科，電子尋購案分為兩類。第一類採購案通常是策略性大型工程，以專案管理

方式（project-based item）進行；這類採購的金額需大於五十萬美金（約一億五千萬台
幣），例如捷運工程、國家型交通號誌系統以及智慧型建築系統等標案，又稱為高價標

案（High Value Actions）。這種系統型標案不適用優惠配額策略，因為所採購的零件是
與工程系統配套，很難切割。 

第二類電子競標處理標準化貨品，採購金額在 50 萬美元以下，新科又稱為低價標
案（Low Value Actions）。這種標案通常邀請市場上熟悉的供應商參與，採用標準化標
書，只要將標案參數配合當年市場行情修訂即可。例如，筆記型電腦規格非常標準化，

市場上的供應商也就只有幾家大廠，如惠普、東芝、戴爾、IBM 等。這類採購案就很

適合用套裝式的電子競標。這類低額標案只要由新科採購部門成立任務小組，在一週內

即可完成。 

但是，新科的「低價標案」對一般中小型公司來說，就幾乎是一年的營業額。新科

為了避免供應商消化不了訂單，也會將這些「低價標案 」再細分幾個更小的配額，在



 

 87 

每一配額中安排不同組廠商競標。 

一位採購部經理解釋：「有利可圖的市集才會熱絡！我們劃分配額時有兩個考量：

第一，標額一定要夠大，廠商為了大餅競標時才會渾身解數；第二，我們每個標案都會

邀請一、兩家市場上較沒聽過的新廠商，這些『黑馬』會刺激原本穩坐江山的廠商，逼

他們使出壓箱寶。」 

新科還想出一套讓市集「亢奮」的好點子：讓供應商立刻擁抱勝利。許多企業舉辦

完電子競標後，簽約作業往往會一拖再拖，更有公司拖欠一久就忘了，使廠商氣餒不已。

對於低額採購案，新科規定採購部門必須在 48 小時內，以書面通知得標廠商，隨之立
刻簽約。至於高額採購案，新科規定在一到三週內要通知廠商締約。由於新科簽約爽快、

付款準時，所以只要一有標案，廠商都會爭先恐後參加。一位臺灣的供應商主管就指出： 

「新科的採購案大，又能很快簽約，對我們來說可以降低供貨的不確定性，這樣

我們就可以預先規畫生產以及出貨時程。」 

新科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更是因為結案時的謹慎態度。標案結束後，新科除了立刻

致函恭喜贏家外，也會詳實地把不採用其它賣家的原因以書面報告回覆，由集團採購長

親自簽字，向供應商說明原委。這使沒得標的廠商不但不怨恨新科，反而感激新科讓他

們知道未來的改善空間。集團採購長吳木源微笑地說： 

「這樣你才能在市場上獲得好名聲。每次一有標案，各家供應商的老總就會馬上

打電話到我辦公室。不管他們過去是贏家還是輸家，都是很興奮的。贏家是為了

更多的訂單，輸家則是充滿求勝意志，再來拼一場。」 

透過活絡市集，新科的另一個省錢之道是：以效率活絡市集。新科藉由區分高價值

與低價值標案以增加市集效率，並以即時締約刺激市集。控制採購份額大小會影響作業

「時效」；大的標案必須經過內部較多的審核程序，會需要較「慎重」的確認。時效與

慎重都讓供應商有信心。迅速處理「成敗」也是一種心理戰。競標之後馬上通知贏者簽

約，並立刻讓輸者了解未能得標的原因，這會讓勝負雙方減少猜忌，也同時會建立供應

商的信心。「贏了馬上知道，知道後馬上簽約」，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規則。遊戲規則

簡單就會使供應商產生熟悉感，熟悉感則容易醞釀出信任。無論得標與否，供應商也不

會有無謂的揣測。如此，供應商投標時會更盡力，市集也隨之有活力。 

作為七：持續戰力檢查 

競標完成後，新科還問了最後一個問題：「供應商是否還保持在最佳狀況？」一般

公司在舉行競標案後通常只會驗收貨品，然後就結案。但是新科採購部還會與品管部門

協同評估供應商的運籌能力、退貨率與服務水準。運籌能力是依供應商送貨準時率來評

分。 

新科將遲交或提早交貨的供應商分五個等級（100、80、50、30、0），分別給分。
新科很重視交貨時效，因為會影響到生產進度，衝擊到供應鏈運作。新科採購部門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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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驗證組，計算每單位的配額退貨率（lot rejection）。交貨品質若超過容忍範圍或者
不穩定，供應商都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中。新科品質驗證組主管說明： 

「我們除了依交貨時間進行評估外，每一季至少都會親自走訪主要供應商，實地

訪查工廠；除了解出貨狀況外，還要打探市場最新動態與新產品的口碑。」 

新科也根據籌備標書的反應時間、回覆確認時間、推薦替代供應商與及時供貨彈性

四項標準來檢驗供應商的服務水準。一位新科採購部門主管解釋： 

「市集要運作的好，我們需要好手。但要找出真正的好手，一定要很仔細的評估，

而且要常常評估。供貨時效、供貨品質、反應能力都很重要。今天很強的供應商，

明天不一定還會這麼強，說不定還會成為你的風險。所以我們會定期到供應商那

裡查核，也會不定期臨檢，看看供應商體質是否還保持健康狀態，並且藉這個機

會掌握當地法規的最新動態。」 

新科供應商評估作業背後也隱含著一個省錢之道：現在健康的供應商，明天不見得

不會生病。電子競標要持續有效運行，新科必須留住體能狀況最佳的供應商。評估交貨

時間是為了解供應商的運籌能力；評估退貨率看的是供應商的品管能力；評估供貨彈性

與售後服務水準看的是供應商的支援能力。供應商的能力不一定會與時俱進。透過持續

性的「健康檢查」，新科可以追蹤供應商的能力，也避免供貨期間可能出現的疏失。 

3.5.2 複製新科省錢之道？ 

電子競標為新科帶來嶄新的採購模式，也為新科達成策略採購目標。例如，由 2001
年至 2007年，新科四個事業部共同舉辦 332件電子競標案，總值約三億六千萬新幣，
平均總共省下四千二百多萬新幣的成本，約節流 18%（由 15%到 53%之節省比率不等，
故以高價標案計算，平均節流應該是 30%以上）。相較之下，傳統採購做法平均只能省
5%，採購效率又不彰。 

從 2000 年起，大型企業掀起一陣導入電子競標風潮。那麼，企業能不能複製新科
的組織作為，引進新科的省錢之道呢？很多經理人會認為，只要按部就班，新科的省錢

之道應該可以學得起來。我卻覺得知易行難。如果我們逐一檢核新科的電子競標實務，

我們就會更加欽佩新科背後的策略思維。 

在第一作為中，新科以「首選政策」與「槓桿策略」來過濾八成以上的採購案。這

代表新科的採購部門相當了解自己公司的產品，這也代表各事業能緊密配合採購部門，

使供應鏈不斷優化。更深一層，我們看到採購部門的工程師已經轉型。他們不再只是執

行功能性的庶務，而是變成了「尋購顧問」，由勞力密集轉變為腦力密集的服務工作。

這是採購服務的創新，背後是整個組織的轉型。採購人員由「買東西」變成「經營市集」

（market-making）。能完成這樣組織轉型的企業，屈指可數。 

在第二作為中 ，新科花了近三年的時間，發展了一套尋購知識體系。例如，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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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要學習配合不同貨品與地域相關法令，明確定義出採購需求。很遺憾，大多數企業

在這方面多是採取慵懶的態度，只要「差不多」就好。而這「差不多」態度就常常惹來

不必要的交易糾紛。 

在第三作為中 ，新科在執行電子競標前會先自行「清理門戶」，分析「支出能見度」，
找出不必要的浪費，在競標前確認有沒有哪些項目是不用電子競標也能達到節流的目

的。一旦將支出能見度變高，新科也就不需霧裡看花，而能準確的下手，挑出最有節流

潛力的採購案。反觀一般企業，多是帳目不清、支出不明、窗口不對。這是多數企業的

慣性，而江山易改，但是「慣性」難移。 

在第四作為中，新科知道如何分散風險，巧妙的帶進新供應商，以優惠配額的方式

對「老戰友」實施懷柔策略，又技巧性的逼迫他們降價。利用「優惠配額」來拿捏新舊

供應商的微妙關係，是新科的過人之智慧。反觀一般企業，應用電子競標時往往過於莽

撞，一下子就把老戰友都得罪了。將訂單全交給新供應商負責，到後來才發現問題重重，

反而要花更多時間去收拾殘局。缺乏風險的概念，讓企業導入電子競標後，反而干擾了

供應鏈的運行。 

在第五作為中，新科致力於建立市集信任機制，要求自己的事業單位（內部買方）

與供應商嚴守分際，遵循市集交易準則。但是，大多數的企業都會犯下「買方直覺」（Buyer 
Instinct）的老毛病，也就是為了占小便宜，出爾反爾，違背諾言，進行場外交易。對多
數企業來說，如何克制「買方直覺」更是知易行難。 

在實務六中，新科分高低額採購，讓複雜的採購案客製化，簡單的採購案標準化，

大大提供了競標效率。新科要求，除了特殊狀況，每個標案必定要有贏家。在產生贏家

後，新科馬上就通知簽約。新科採購長對人性有透徹的了解，他深知以信立威的重要性。

所以，標案辦的有效率，給錢給的爽快，這馬上令供應商興奮，無怨無悔的降價，也為

市集注入活水，讓交易熱絡。大多數企業做得到嗎？我看很難！一般企業的採購作業多

缺乏紀律，總是希望錢給的愈慢愈好。結果，市集運作缺乏效率可言，還常常失信於供

應商。久而久之，當供應商都不再遵守市集運作規則，屆時必將弊端四起。劣幣就會驅

逐良幣，科技功能再強大也沒用。 

最後，在第七作為中，新科不斷的評估供應商的能力，確保他們在運籌能力、反應

時間與服務水準都持續維持在最佳狀態。新科知道，商業環境變化無常，今天的績優供

應商可能是明天的淘汰者。可是，大多數企業往往自顧不暇，只管買東西，卻不知道賣

東西的人可能過一陣子就會出問題。供應商的體質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其降價空間與交

付能力。更嚴重的是，若他們的產品也出問題時，買方的供應鏈勢必受到波及。如此一

來，電子競標做的頻率再多也省不到錢。 

新科這七項創新實務看似簡單、實則不易。要使電子競標促成採購創新，我們決不

能輕忽市集中的尋購脈絡。要複製新科的採購模式，不能只是導入電子競標，更要轉移

新科整套的市集營運知識，化為企業的尋購能力，才能不被科技反噬，享受科技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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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 

3.5.3 「道」可道，非常上道 

已經不只一次了，我一有機會採訪跨國公司的高階主管，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請

問貴公司的創新之道為何？」這個「道」字可是很有學問的，其中隱含這家公司有何獨

門心法可以克敵制勝、常保不敗之地位。因此，如果對方來自 IBM，我就問：「What’s the 
IBM way?」如果對方是全球手機商 Nokia的主將，我就會問：「What’s the Nokia way?」
這個問題還可以活用。如果對方專長於供應鏈管理，我就會改一下問法：「What’s the 
Nokia way of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這樣的問法其實對受訪者是蠻不公平的。在跨國公司複雜的運作體系下，一位經理

如何能窺得全貌？而且，就算找總經理來回答這個問題，所得到的答案也都是很浮面

的。他們通常會說，做事要勤勞、要不斷追求卓越、創新是血脈、人才為企業之本等等

教條式的樣版答案。這些說法常會讓我想起以前要背誦的青年守則，像是孝順為齊家之

本、助人為快樂之本等老掉牙的八股文。不過，我心中的淘氣精靈還是慫恿我一直問這

類討人厭的問題。我問過英國石油、諾基亞、惠普、飛利浦、諾華、阿斯利康、禮來、

葛蘭素、寶馬汽車、IBM、3M 等公司。得到的答案都頗令人失望。研究了新科，我這
才體悟到，我問錯問題了！ 

一家績優企業的創新之「道」是問不出來的。可是這個「Nokia Way」的問題卻深
深吸引著我。為了解讀這個「道」字，我開始閱讀企業傳記，但得到的多是歌功頌德的

創業史，沒找到什麼「道」理。我後來在組織學理論中找到一個蠻酷的解讀，那就是 ING。
近五年來，管理學界颳起了一陣 ING風潮，那就是研究「行動」。反正，你只要把名詞
變成動詞進行式，就完成 ING轉型了（效果如同電影《變形金剛》一樣）。 

我來舉幾個常用字吧。Knowledge是「知識」的名詞，換成動詞就成了 Know，變
成行動就是 Knowing。很簡單吧！再舉幾個例子，Innovation是「創新」的名詞，換成
動詞就是 Innovate，變成行動就是 Innovating。Strategy是「策略」的名詞，換成動詞就
是 Strategize，變成行動就成了 Strategizing。但最重要的一個字應該是「組織」，也就是
Organization（名詞），換成動詞就是 Organize，變成行動就是 Organizing(Brown & 
Duguid, 1998; Hansen, 2008; Orlikowski, 2002)。 

那 Organizing要怎麼翻譯？這個字大有學問。在找不到更貼切的說法前，我就先將
這個字翻譯為「組織作為」，因為有意義的組織行動會演變出某種作為。「作為」（ING）
這一詞可大有學問。我馬上想到的是「五月天」唱的那首歌──《戀愛 ING》。戀愛（Love）
本來是靜態的，加上 ING就變得活潑、熱情，愛的很有動感，就如歌詞所說的，「心情
就像坐上了一台噴射機」。 

我記得有句諺語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句諺語就點出了「作為」的深度意涵。

作為比行為更宏觀，比行動更具策略意義；有所作為，就知道為何在其他處有所不為，



 

 91 

其中隱含了對某種原則的堅持，或孕育某種策略思考的形成。「作為」可以讓我們由行

動中找到工作的準則，用來解讀「道」（The Way）是最好不過了。 

為什麼？你想想，如果一家公司聲稱擁有某種「創新之道」，不管是供應鏈、研發、

行銷、生產或服務，這家公司必定在那方面有獨到的做法。所以「之道」應該是行動，

不是名詞。因此，當甲公司說它有某種「創新之道」，就代表該公司具備某種「組織作

為」（way of organizing）。學理上來說，組織作為至少包括兩項行動元素。 

第一，組織作為會呈現於員工每日的工作實務中(Orlikowski, 2000, 2002)。這些工
作實務不是一般行政工作，而是有意義的行動組合。有所作為的工作實務會隱含某種規

範，使工作運行得特別有效率，或產出特別優質的產品（或服務）。這些特定的做法、

規範、程序有的記錄在作業手冊中，但更多是靠經驗傳承，而其中有些原則更是隱藏於

每日工作之中。 

第二，這些工作實務如果能理出個脈絡，應該可以看到某種組織例規（Organizational 
routine）(Pentland, 1992; Pentland & Rueter, 1994)。這與一般我們理解的常規有些許不
同。我們說到常規時，是指每天都會做的慣例，不一定都會有很深的意義。例如，有人

每天起來習慣先看報紙再吃早餐；有人則習慣邊聽 OASIS 的搖滾樂才唸得下書。這些
是一般性例規，不含有特定作為。 

有「作為」的組織例規比較像在練基本功，而且常常不是一般人能輕易理解的。我

曾採訪一位高爾夫教練理查，是位英國人。理查大概是最具詩意的運動教練了。我問他

平常都練些什麼「招式」，才能將高爾夫球打得那麼好。他回答：「我沒什麼招式啊，我

都在練調氣，學用鼻子來打球。」但是，我追問了：「那和鼻子有什麼關係呢？」查理

以一副英國式的耐心回答：「調氣啊，用呼吸來調整身體的韻律。就位時，將氣吸入丹

田，有鎮定作用，就不會心浮氣躁。揮桿時也千萬不能閉氣，以免身體僵硬，要鼻口配

合，邊吐氣、邊揮桿，這樣出手才會精準。揮桿結束時氣正好吐完，這樣身體也才不會

得內傷。」 

我聽得一愣一愣地，也似懂非懂。不過，理查的故事給我很大的啟發。組織作為就

是一套特定的工作實務，這些實務會發展成某種例規，指導員工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這些例規會幫助公司以特定的方式重組資源、執行任務、協調分工，達到某種成效，像

是不斷開發出得獎產品。或者，我們可以說組織作為是一套像練基本功的例規，是一套

特定的知識體系，目標不只在完成某項工作，更要在工作中累積某種能力。 

新科的案例可以給我們三個�示。第一，每一種科技，特別是資訊系統，都隱含某

種「組織作為」。這種組織作為決定科技功能，規範使用者的工作方式。了解科技中的

組織作為就能理解科技背後的知識體系。導入科技卻沒有轉移背後的知識體系，科技的

效用將會受限。 

第二，競標系統背後是一套尋購的組織作為，是管理一個市集的知識脈絡。每一項

作為都牽涉到買方與賣方的交易原則：善用科技槓桿效益、精算採購規格、強化支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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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優惠配額策略、守護競標規則、以效率激發市集活力、監管供貨能力。這些組織

作為才是新科運用電子競標系統的省錢之道。科技，只是支援這七種創新作為的工具。 

第三，想複製別人的成功之道嗎？最好不要！如果企業導入的科技與組織中原有運

作脈絡衝突，反而會破壞組織原本的優良的運作方式。要複製的不是工具，而是對方的

「組織作為」。外國的月亮不一定比較圓，自己的月亮也不一定比較暗。學會臨摹而不

複製，知道何處有所為，何處有所不為，轉移別人的創新之道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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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新科的尋購組織作為以及市集管理脈絡 

尋購流程 尋購作為 目的 主要檢核點 新科的省錢之道 

事前準備 

 

用的少，才能用的巧 避免錯用科技 這項商品真的適用電子競

標嗎？ 

善用科技槓桿效益：以電子競標發揮槓桿效益。雖然電子競標只處理

20%的商品，卻可以發揮 80%的節流效益。 

精準，就少後悔 降低重置成本 我們是否明確了解商品的

規格？ 

精算採購規格：使用電子競標前，新科以領域知識精算需求規格，鉅

細靡遺地分析商品知識、採購風險、跨部門需求，避免「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的採購風險。 

看到，所以不必用到  找出不必要的支出浪費 若改變支出方式，是否可以

不用電子競標？ 

強化支出能見度：新科分析支出透明度找出浪費，再次檢核電子競標

之必要性，並思考以簡易的方式進行採購。 

事中議價 

 

 

以老避險，以新制舊 讓新舊供應商間產生勢

均力敵的態勢 

如何降低使用電子競標後

所帶來的供應風險？ 

優惠配額策略：讓新供應商加入以喚醒老戰友的鬥志。新科的配額策

略帶動新供應商的競爭行為，也促使舊供應商克服慣性，又可借助老

戰友規避風險。不喜新厭舊，風險就會少很多。 

有紀律，便可少憂慮 約束買賣雙方，預防違

規、違約與背信 

如何確保公平的電子競標

機制？ 

守護競標規則：新科以五項競標守則立信。買賣雙方要遵守線上交易

的「價格」與「規格」；要杜絕場外交易才會有「品格」；若買賣不成，

雙方要有「風格」來處理交易糾紛。 

事後評估 有效率，市集就會有

活力 

加速競標案處理速度，刺

激供應商參與市集的積

極度 

如何讓供應商能積極的參

與市集交易？ 

以效率激發市集活力：新科以份額規劃提昇競標效率。競標後新科會

及時告知贏者簽約，並立即讓輸者了解原因。規則熟悉後，市集也隨

之活絡。 

明天，不一定還健康 降低未來履約風險 供應商是否還保持在最佳

狀況？ 

監管供貨能力：現在健康的供應商，不見得明天還會持續健康，所以

新科對供應商進行定期健康檢查。唯有供應商維持品質與運籌能力，

電子競標才會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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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案例七：組織例規，台大台下十年功 

我們常忘記，台上那完美一分鐘的演出絕不是偶然，而是台下那十年的苦功。 

能寫這個案例是源自一個美麗的邂逅。當時，歐素華是一位博士新生，我們遇到一

位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學長林良陽，他正在研究一個臺灣大學的科研團隊
25。他想要了解這個團隊為何那麼厲害，每年能夠產出如此多優質學術文章，研究又能

夠化為科研專利，還能造福人群。素華說，她還想接續這個案例，以質性研究更深入分

析這個案例。我當時對此案還沒什麼感覺，只知道大家都說那是個「頂尖研究團隊」。

後來，我們開始研究這個科研團隊，進行為期兩年的田野工作。我們一直找不到更好的

詮釋方法，只好邊寫、邊改、邊調查。田野調查過程收穫很多，但是寫不出感覺，覺得

有點對不起這個科研團隊，特別是有點愧疚於團隊主持人李世光老師的大力支持。 

頂尖，是很多人、很多組織努力的目標。從小，長輩期盼我們成為頂尖人才；長大

後，進入職場，公司說要成為頂尖企業。進入學術界，大學也奮力要成為頂尖大學，教

學要頂尖，研究也要頂尖。好像，只要用喊的，而且喊很大聲，每個人、每個企業、每

個大學就都可以變得很「頂尖」。但是，大家似乎忘了，頂尖是要付出代價的。你對著

鏡子喊一千次，你還是不會擁有金城武的外表，林志玲也不會成為你的女朋友。而且，

就算你看過幾百場奧林匹克的游泳比賽，那也並不代表你的泳技就會變好。 

不過就在我看了太陽馬戲團的表演後，對於雜耍與藝術竟然可以結合的如此完美，

真是驚為天人。我毫不猶豫地認為，「太陽」不但是個頂尖馬戲團，更是頂尖劇團。當

我一直在稱讚「太陽」時，內心突然想到，這樣的表演能否複製到中國或臺灣呢？ 

一位朋友冷冷地回答：「怎麼可能，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啊！」 

我突然想到，那臺灣大學這個科研團隊是如何進行台下的十年功，才會有台上一分

鐘的科研成果呢？這一轉念，改變了我們的研究方向。隨著更多的田野調查，我們開始

了解到三件事。第一，把很多聰明的人放在一起，不一定會產出頂尖研究。第二，每個

成功研究者背後，都有一套刻意的栽培方式，不為外人道；而且就算知道了也不一定有

用。第三，很複雜的學術成果來自很簡單的創新機制。這套組織作為便成為我們研究的

焦點。 

你也許會說，如果每一所大學都複製這套創新的組織作為，臺灣各大學不就很快能

成為世界頂尖的研究機構嗎？不過，轉移一項創新之前，如果不知道這套組織作為的運

                                                
25 本案共同作者為歐素華，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目前任教於東吳大學企管系。

素華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深入這個團隊，本案例部份素材取自她的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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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就貿然去複製，恐怕效果有限。 

我們先由三個教授有趣的研究生涯來看看成為「頂尖」科學家的過程，再來了解他

們如何組建研究團隊。這個頂尖科研團隊的「台下十年功」究竟是如何練出來的呢？� �

3.6.1 立志頂尖團隊 

我們先來看看無線奈米生醫團隊的驚人表現。2009 年 7 月 21 日，「無線奈米生醫
團隊」舉辦「病毒崩」成果發表，被記者團團圍住。這次，科學家比政治人物更受到大

眾矚目。臺灣大學李世光教授，是研究計畫總主持人，向記者說明手上的噴劑。它可以

對抗腸病毒、金黃色葡萄球菌以及最重要的 H1N1流感病毒。這瓶小小噴劑的技術轉移
金額是新台幣 1500 萬元，對跨國製藥公司來說只是一筆小金額，但比起臺灣大專院校
的每年技轉金卻高出 30倍。 

從 2003 年成立以來，無線奈米生醫團隊幾乎每兩個月就產出一個專利，每一個月
就發表四篇優質國際學術論文。2003年的「抗煞一號」（對抗 SARS病毒之外用噴劑）
與 2009年的「病毒崩」更是這個團隊的突破性成果。另外，治療下背痛的電刺激晶片、
倒車雷達、紙喇叭等創新成果，通通是這個團隊交出的成績單。 

研發速度快、專利技轉金額高、論文發表影響力大、研究經費充裕，是無線奈米生

醫團隊的四大特色。在研發速度上，一般研究型大學多重視純理論研究，大多是漸進式

的技術改良，研究少有「速度」可言。無線奈米生醫團隊卻一再以突破性創新，凸顯這

個實驗室質量兼具的研發實力。 

2003 年所推出的「抗煞一號」便舉世震驚，從研發到技轉只有短短 21 天。2009
年的「病毒崩」更是超前國外科研機構在第一時間完成研發成果產業化。在技轉金額上，

國內大專院校每年平均只有 50萬到 100萬元的技轉金。無線奈米生醫團隊每年的技轉
金額約 300萬元，有些單一研究案如「抗煞一號」的技轉金就突破千萬。在專利論文發
表上，短短六年期間，無線奈米生醫團隊申請 64個專利，發表 300篇以上的優質學術
論文，讓國外一流大學的科研團隊也望塵莫及。2003 年，第二位主角臺灣大學電子所
呂學士教授的論文發表在「國際固態電子電路學術會議」，使他一夜成名。2005年，「抗
煞一號」藥劑也成為國際頂尖期刊《細胞微生物》（Cellular Microbiology）的封面故事。 

在臺灣，一般學者每年最多只能有兩個國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簡稱）研

究案。但是，這個研發團隊每個計畫主持人每年都有五個以上的新增國科會或產學研究

計畫。呂學士與第三位主角，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林啟萬教授還曾經在單一年度各新增

11個研究計畫。「重質又重量」的研發實力使這個團隊超凡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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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這個頂尖團隊是由三個臺灣大學的科研實驗室所組成26。這三個實驗室包

括：林啟萬教授主持的「醫用微感測器系統實驗室」，呂學士教授主持的「射頻積體電

路實驗室」，以及李世光教授所主持的「無線奈米機電實驗室」。這三個實驗室是「無線

奈米生醫團隊」成軍的主體。許多人揣測，這個團隊之所以如此頂尖，是因為這三位教

授都是留美優異學者，研究人員都是臺灣大學的高材生。 

不對啊！難道有優秀的科研人員就可以「自然地」產出頂尖研究嗎？ 

令更多人好奇的是，為何這些教授在限制頗多的臺灣科研環境下，仍能做出媲美國

外實驗室的頂尖研發成果？如果這些實驗室沒有特殊的運作機制，怎麼可能栽培出優異

的科研人員、怎麼讓研究計畫運行順暢、又怎麼讓複雜的高科技研究持續不綴？這三位

計畫主持人是如何經營各自的實驗室？頂尖團隊究竟是如何打造而成的？ 

這些問題常常被許多人問起，但是連李世光教授與團隊核心成員自己也想知道答

案。不過，要探索這個問題前，我們得先追溯這三位教授的留學生涯。 

3.6.2  IBM艾瑪登研發中心 

李世光在台大土木系畢業後，就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進修碩博士學位。在此之前，

李世光在臺灣就已經有十多篇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一來到康乃爾，中國留學生的圈子

裡就流傳著「有一位天才來了」。這位天才在康乃爾短短三年又八個月的時間裡，一口

氣唸完碩博士學程。第一年，他以優異成績取得康乃爾的全額獎學生。第二年以後，他

領 IBM的獎學金。在當時，IBM贊助全美 300個優秀學生每個月 1000美元的獎學金，
不需負擔任何義務，同時會捐給該系所五萬美元的管理經費。 

不過，在康乃爾，李世光卻躲在實驗室牆角裡研究壓電材料，分析人造衛星的運作

原理。由於研究主題過於冷門，李世光很難參與團隊討論。有一次，指導教授姆爾（Moon）
在研討會裡提出一個解不出的問題。李世光心裡突然想起光學量測方法，那是他冷門研

究的心得。兩天後，他畫了一個實驗藍圖給指導教授。姆爾教授頓時眼睛一亮，認定這

個量測法也許可解開該領域的曠世難題，於是要李世光完成這個研究。李世光先瀟灑地

回臺灣完成終身大事。一個多月後，他回到康乃爾實驗室，找來一堆奇怪的設備，拼拼

湊湊做起實驗。兩個月後，他完成了一個混沌運動研究，論文一投稿，幾天後立即被期

刊登出。 

李世光馬上又回頭去研究冷門的人造衛星結構震動。三年後，實驗室邀請當時知名

動力學專家前來康乃爾演講。這位專家在參觀實驗室時，發現這個躲在角落裡默默作了

三年多實驗的年輕人，竟然可以在三十秒內解答人造衛星運動裡最複雜的量測問題。李

                                                
26 其他實驗室在此先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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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光回憶說著：「我後來發現，任何重要的議題，只要三十秒內說不清楚的，就不重要。」 

畢業後，李世光前往 IBM 位在加州聖荷西的艾瑪登研發中心（Almaden Research 
Center）擔任研究員。那是 IBM全球規模第二大的研發中心。該中心在 80年代研發出
關聯性資料庫的概念，更在 2007年 6月設立雲端運算中心。這個研究中心在電腦科技、
物理材料等科學領域都有驚人成就。在 IBM 任職時期，李世光每年有專利發明產出，
每月加薪幅度是 1%，成就驚人。李世光微笑地說著： 

「IBM 艾瑪登研發中心的競爭壓力很大。所有研究人員每年都會被排名，從
第一名排到第三千名。這樣的排名會讓你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如果你沒

有訂出研究主軸，無法主動和別人合作，是不可能排在前 50名。如果研究員不能
自己找出獨特又有用的研究問題，很快就會被淘汰出局。」 

3.6.3 康乃爾次微米實驗室 

「那是一個量產諾貝爾獎的創意工廠！」這是呂學士對美國康乃爾大學的第一印

象。1985 年 9 月，剛由臺灣大學電機研究所碩士畢業，呂學士滿懷壯志，也來到康乃
爾大學。座落於紐約州中部小鎮愛沙卡（Ithaca），康乃爾大學和這個風光明媚的小鎮連
為一體，四萬多名居民中有一半是大學的師生或員工。 

不過，在康乃爾大學的「次微米實驗室」裡作研究，可就一點都浪漫不起來。伊斯

曼教授（L. F. Eastman）是美國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意指白人、盎
格魯薩克遜的新教徒，是美國社會的貴族）。在他主持的次微米實驗室裡，有白人、華

人、印度人與越南人，會自然形成分組對抗賽，不眠不休地挑戰「摩爾定律」，要讓電

晶體變得更小更快。 

剛開始，呂學士總以為把變數釐清，逐一進行實驗，就能找到電晶體變小變快的方

法。但是，他卻觀察到研究人員不常踏入無塵室作實驗，卻花很多時間在思考電晶體的

基本理論，學會「詮釋問題」。例如，一個影響電路放大倍率的問題，可能的變因有數

十個。但如何抽絲剝繭，快速找到關鍵原因，則需要純熟掌握電路基礎理論。呂學士恍

然大悟，原來到國外求學並不是單純追求最新的科學知識，而是在學習如何詮釋基礎理

論，探索問題癥結。 

在這個研究室裡，只有幾位核心博士生可以與伊斯曼教授面對面討論，一般碩士生

不容易見到他。此外，在次微米實驗室，伊斯曼教授設有專屬的無塵室，可以隨時拿著

設計圖去壓片製作，不用與其它研究室學生一樣，要排隊等著公用無塵室。在日常運作

中，有行政人員負責設備採購與報帳事宜，研究人員不需要額外負擔行政工作。伊斯曼

教授希望行政工作不要瓜分掉研究生的實驗時間。他給博士生每年五萬美元的獎學金，

讓他們能留在實驗室裡專心拼研究，而不用為了生活到餐館裡兼差洗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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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伊斯曼教授為了維持實驗室運作，透支研究經費，只好向學校預支計畫款項。

然而 1986 年底，他的實驗室卻周轉不靈。隔年一月，實驗室被斷水斷電，宣告倒閉。
措手不及的 30 多位研究生，有的爭取到樓下的公用實驗室持續進行研究，有的另尋指
導老師。呂學士幸運地遇到一位日本來訪學者。這位日本學者提供呂學士每月 1000 美
元的津貼，幫忙他進行電子量測，因而得以順利完成碩士學位。 

正當呂學士準備學成返國之際，他遇到一位學長正準備去新學校任教。由於呂學士

在次微米實驗室表現突出，學長建議他繼續到明尼蘇達大學深造。當時剛好有一位從

IBM退休的科學家馬榭．納森（Marshall Nathan）前往明尼蘇達大學任教。納森教授是
IBM 半導體雷射發明人，當時極需懂得晶片製作的研究生。呂學士與納森教授一拍即

合，取得獎學金，前往明尼蘇達進修博士學位。 

相較於伊士曼教授的名仕作風，納森這位猶太籍教授比較務實。即使是遇到考試

時，納森教授還是要求呂學士每天必須到實驗室報到。一次研究工作中，呂學士聽不懂

低溫實驗材料「styrofoam」（這是一種類似咖啡杯的保麗龍材質）的意思。納森教授冷
冷地告訴呂學士，研究生有問題要自己想辦法解決，不是一直製造問題。呂學士苦笑著

回憶： 

「當然，我從此就一切靠自己。以後到老師那裡的成果，一切都是好消息。後來，

我老師還狐疑地問我，怎麼很久都沒來煩他。我苦笑跟他說，當然一切沒問題囉，

因為所有困難我都自己悄悄克服了啊。」 

呂學士也要帶學弟妹作研究。這個實驗室沒有壁壘分明的科學競技，更像是個研究

家庭。除呂學士外，另外五位不同國籍的博士生各有特色。巴西學生娶了位美國太太，

作風美式，喜歡陪納森教授看棒球賽，但研究沒什麼特色。美國學生誠實而認真，但反

應遲鈍了點。另一位是大陸學生，需要人幫助時她很謙遜，不需要時就傲慢，典型的勢

利眼。另外還有韓國學生和馬來西亞學生，總是默默工作。 

在這「家庭式」實驗室中，納森教授與研究生互動密切，指導頻繁。在博士畢業前

一個暑假，納森教授安排呂學士前往 IBM 最大的華生研究中心（Watson Research 
Laboratory）實習，體驗頂尖研發團隊的工作，並勤練英文。兩年半後，呂學士順利畢
業。 

1991 年，呂學士再度回到母校臺灣大學，有了不一樣的視野。績優的研究成果使
他很快升上教授。呂學士教授心中燃起一個「創新工廠」的念頭，於是創立「射頻積體

電路實驗室」。他評估，臺灣的產業就屬積體電路晶片製造最能和全世界競爭。 

可是，2002年時，國際固態電路會議（ISSCC27，該會議素有晶片設計奧林匹克之

                                                
27 全名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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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宣布臺灣獲選的論文數在全球排名敬陪末座。國外媒體戲稱臺灣「被 ISSCC 三振
出局」。這個消息震撼了呂學士。他警覺到，臺灣有全球最優異的積體電路設計環境，

怎麼會被國際科學社群出局。需要封裝時，可以尋求日月光、矽品支援；要製作積體電

路時，有台積電、聯電幫忙。政府也挹注了大量資源在晶片研發上。1993 年 1 月，新
竹科學園區設立「晶片設計製作中心」（CIC, Chip Implementation Center，在 1997年 7
月改名為「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提供積體電路晶片設計的軟體服務，也讓學校免

費測試晶片，成為臺灣學術界的競爭優勢。而且，臺灣筆記型電腦在全球市占率已達八

成。除了產業面有豐富資源外，更有政府政策面支持。但是，這個臺灣電子業的創新引

擎，在最重要的學術戰場上竟然表現平凡。 

呂學士教授猛然驚覺：創新的螺絲釘鬆了！這群一路被呵護長大的研究生，有創新

思維卻沒有創新行動力。沒有行動力，就沒有優質研究。呂學士決定祭出鐵腕政策，以

高紀律重新啟動創新引擎。要落實研發紀律並不容易。身為所長，呂學士先進行思想教

育，試著改變研究生率性而為的習性。每一位電子所新生在開學第一天，每位學生會收

到《MIT創意工廠》這本書。書中描述麻省理工學院高紀律的學習歷程。呂學士要學生
知道，創新絕不是放蕩不羈。他還在電子所外不斷播放臺灣在 ISSCC的論文排名記錄，
激勵這群研究生。 

每兩個月，他寄出一封封的電子「家書」給學生，宣示挑戰世界第一的企圖。他以

2008 年在北京奧林匹克八面金牌得主菲爾普斯的名言「征服世界」來激勵學生；他又
以 1630 年美國拓荒英雄威廉．布洛德佛（William Bradford）的名言「勇者無懼」，鼓
勵學生勇於開創。他更以愛因斯坦的座右銘，「以思考為樂趣」，鼓勵學生樂於思考問題。 

接著，呂學士教授展開「新生活運動」。他要求研究生到實驗室開會不准遲到。開

會遲到一次，若沒有事前通知或無特殊事由，就取消當月獎助學金。呂學士規定研究生

於每場演講必須準備五個問題。學生可以依演講主題決定發問場次。主動提問的前兩名

學生，可以獲得 300元圖書禮券。專題演講進行中，學生不准帶手機、不准開電腦。呂
學士認真的說： 

「要讓同學學會如何一起招待遠來的客人，專心聆聽演講，這是身為科學家最基

本的禮貌。專心，才能問好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辨。這些都是基本功。」 

這些讓人聞之生懼的規定，卻在無形中累積學生的實力。準時上課、舉手發言，讓

研究生學會動口整理思緒。每週開會、追蹤進度，讓研究生學會自己掌握進度。天天到

實驗室報到，讓作實驗變成反射動作。這些研究例規，日復一日地讓研究生學會動手、

動口又動腦，態度由被動轉為主動，由厭煩變為樂在其中。在 2009 年，電子所讓臺灣
在 ISSCC的論文數一下子爬升到全球第三名。 

參加 ISSCC 論文發表時，各國頂尖高手不但要寫出論文，更要拿出晶片設計的半
成品，一較高下。在此之前，若未能早一步申請專利保護，智慧財產恐會無端流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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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除了論文發表之外，呂學士還要求研究生學習撰寫專利說明書，將實際研究成果轉

化為商品專利。在 2009 年，他開發一套國際專利檢索系統，協助學生與高科技業者布
局全球專利地圖。 

在論文與專利之外，呂學士還積極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他鼓勵學生自己籌組團隊，

參加每年由臺灣工銀舉辦的創業競賽，以及旺宏金矽獎等活動。「東市買駿馬，西市買

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呂學士笑著說，這樣學生才能學會自主解決問題，將

課堂上的理論落實為商品。除了將研發成果應用在電腦、手機外，呂學士更將晶片設計

帶往生醫檢測市場。當昂貴的生醫檢測可以用半導體來實現時，這意味著「生醫電子平

民化」的時代已經來臨。 

2009年 11月，呂學士與林啟萬共同推出的電刺激晶片，是一項結合生醫與半導體
的劃時代解決方案。從此以後，高居健保給付第四位，讓病人苦惱不已的下背痛問題，

不再需要定期開刀。醫生用十元硬幣大小的植入式晶片，以體外傳電器，如 iPod、手機
等隨身電子用品的感應，就能啟動體內的止痛晶片。 

3.6.4 凱斯神經實驗室 

從成功大學到陽明大學，一路苦讀出身的林啟萬來到美國俄亥俄州的第一學府，凱

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凱斯西儲大學以醫學工程和生命科學聞
名，地處美國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南畔，位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Cleveland），知名
的心臟移植權威，克里夫蘭醫院，就是凱斯西儲大學的鄰居。凱斯西儲更是神經醫學領

域的頂尖大學，產出多位諾貝爾獎得主。 

隻身來到凱斯西儲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林啟萬就用罄三分之二的經費，開始自費研

究。指導教授要求他先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並參與後續的感測器技術研發。這使生醫

背景出身的林啟萬有了工程實務經驗。後來，他的指導教授自行創業，林啟萬因緣際會

轉往凱斯西儲大學知名的「神經實驗室」（Neuron Lab），展開為期二年的跨領域學習。 

凱斯神經實驗室的培育方式採師徒制。研究核心是由生化角度來分析中風時神經細

胞的變化，是前瞻性研究。這個實驗室有八位計畫主持人、十位研究助理，團隊中結合

內外科神經專家，並兼顧基礎科學與臨床醫學研究。這個實驗室採取開放式佈置（Open 
Lab），不用隔間，提供寬敞的研究空間，讓各具專長的研究生隨時進行跨領域交流。指
導教授與研究生的溝通非常密切。研究生每天來做實驗，師生經常在走廊上或咖啡廳裡

談起研究進度。這種緊密交流讓林啟萬得以掌握最新的神經科學專業。內外科的跨域學

習，讓林啟萬深入了解人體內的神經系統。 

凱斯神經實驗室是神經細胞領域的權威，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長期經費支

持。鄰近的克里夫蘭醫院提供田野，讓研究生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上有國家級研究機

構的經費挹注，下有完備的醫療體系支援，凱斯神經實驗室成為美國在醫學工程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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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頂尖研究中心。當林啟萬收拾行囊返台後，臺灣大學正好成立醫學工程研究中

心。這個中心也就成為林啟萬發揮長才的第一個舞台。 

1993 年剛返國時，林啟萬擔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當時，這個研究中心定位不明，「研究員」在學校的教學體制也不清楚，研究資源也匱

乏。中心只有兩位研究員共用一個八坪大的實驗室。艱苦熬過六個年頭，臺灣大學醫學

工程學研究所在 1999年正式成立。升等教授後，林啟萬的研究範疇也由神經科學量測，
推展到遠端醫療照護領域。他藉此契機成立「醫用微感測器系統實驗室」，約 30位碩博
士研究生加入。林啟萬培育研究生的方式就是：時時見面談研究。他風趣地說： 

「我要求學生每天都要來實驗室報到，這樣才能常常交換研究心得。有問題馬上

問，研究才能推的動。我的辦公室與研究生就隔一面牆，他們可以不時跑過來聊。

想到點子時，我也會馬上過去告訴他們我的想法。經常性的知識交換就可以縮小

研究落差。我和學生聊研究時，也會從他們回答問題的方式、接納不同觀點的態

度，評估他們到底懂了沒有。」 

林啟萬也要求學生走出實驗室，到醫院吸取臨床經驗。例如，新光醫院麻醉科主治

醫師溫永銳會協助指導學生神經傳導系統的臨床研究，中興醫院疼痛中心主任醫師林木

鍊則協助指導學生下背痛電刺激的治療。這群醫工所的研究生由此吸取了實務經驗。林

啟萬還鼓勵研究生完成博士學程後，到國外實驗室進行博士後研究，吸收國際經驗。 

在研究外，林啟萬也重視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他面試時特別會看研究生的「運動

履歷」。例如，學生若長期打籃球，可能代表他有一定的耐力，在研究過程中受挫時比

較能堅持。每週五傍晚，林啟萬會邀請實驗室成員一起到籃球場上競技，藉此機會觀察

研究生的潛質。 

不過，林啟萬最苦惱的是科研後勤體系。行政人員每兩年就會流動，新進人員晉用

時，薪資要拖很久才會下來，然後要再花數月重新了解行政流程。另外，機器設備採購

受到政府採購法令限制，需要尋找數家廠商比價。大規模採購案必須以公開招標進行，

往往影響到研究進度。有些儀器設備還必須透過國內代理商才能購買，諮商協調的程序

漫長，若能在一個月拿到設備就算快的了。 

在臺灣，生醫工程屬於高風險的科學研究，投資者意願多不大。除了國科會的經費

外，要取得業界資源並不容易。林啟萬為規畫長程研究主軸，必須混搭各種研究資源。

例如，林啟萬引入新光醫院、中興醫院的臨床研究資源，結合呂學士在無線傳輸的科研

專長，開啟了「電刺激晶片」的研究。林啟萬還想辦法引進國外的醫療儀器檢驗標準，

架構專屬實驗室，加速感測器的檢驗時間。從爭取研究經費、建立策略合作、採購儀器

設備、加速發表，這些工作都是科學家在學術研究外，必須額外費心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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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我比別人更認真一點 

1995年，李世光受邀回到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任教，他與張培仁（同所教授）
一起合組微機電系統實驗室。當時，臺灣的科研環境尚不鼓勵研究團隊，因為這會讓人

質疑科學家獨立研究的能力。不過，李世光與張培仁早已察覺國際科研版圖正快速變

動，工程領域已經跨足到醫學領域。前瞻性的創新都必須靠跨域整合，單兵作戰無法與

國際級的研發團隊競爭。 

李世光決定籌組跨域團隊，以 IBM 為標竿，立下團隊使命：對學術沒有影響力，
不做；對臺灣沒有貢獻，不做。1999 年，有微奈米機電系統背景的臺灣大學教授黃榮
山加入團隊，林啟萬與呂學士也相繼加入，於是形成「無線奈米生醫團隊」的雛型。李

世光認為，科學創新有兩大基礎，一是將實務問題轉化為理論議題。另一個基礎是將理

論轉成為可用的系統。他要求入門弟子要會直接向國外設備商採購儀器。他認為，學會

採購儀器，就學會制定儀器規格，也就學會重新組裝設備的能力。這樣，學生便可以自

己調整儀器，進行任何高難度實驗。李世光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是作系統的人，如果連儀器設備規格都不懂，如何成為做系統的科學家？

你必須自己查資料、開規格、直接和國際設備大廠下單，去學殺價、學採購。這

樣你才會知道系統設備的成本在哪裡，順便可以練習一下英文。」 

李世光不要學生多唸書，或是修一大堆學分，而是要學生認真練「基本功」，學習

將實務問題重新定義為理論問題。在指導過程中，李世光常用淺顯的例子幫學生鍛鍊基

本功。他常以「倒車雷達」舉例。工程人員會研究倒車雷達的定位問題，量測車身距離

（1.5公尺或 2.5公尺）。李世光教授卻要學生從科學原理出發重新定義問題。 

倒車雷達有一個壓電片，以汽車電子機端傳出超音波，讓壓電片產生瞬間震動，阻

力要愈小愈好，才容易把超音波傳導出去。但是，接收回來的超音波，阻力卻要愈大愈

好，才能測量汽車與牆壁之間的距離。透過這番討論，李世光要學生由基礎力學的角度，

由超音波傳導原理，思考一個上億產值的工程問題。然後，他再要求研究生分拆系統元

件，將原理落實為應用。 

另一個培訓重點是跨實驗室交流。李世光和無線奈米團隊的幾位主持人達成共識，

讓績優學生到對方實驗室去學習儀器操作。他會派研究生學習不同實驗室的專業語言，

形成對話基礎，設法將醫院裡的大型量測儀器，縮小為 50元硬幣大小的感測傳輸晶片。
例如，理學院研究生對量測體內發炎指數的「電化學反應」，就與醫學與工程背景對氧

化還原的「電化學反應」有不同的解讀。 

這種跨域合作背後有一個隱性動機，李世光解釋： 

「一開始，雙方會各自表述、雞同鴨講一陣子，有時還會長達半年以上對不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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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晶片製作進度。但是，透過跨實驗室的合作，學生會學著走出自己的知識

領域，跟不同科學背景的人溝通，發展出相互交流的語言。這樣一來，他們以後

合作時就會比較有默契。研究生也會理解不同專業設備的設計原理，甚至學會怎

麼樣拆解對方的儀器。這種跨域交流沒有魔法，只有想辦法。」 

李世光也要求研究生持續參與國際學術社群，而且必須投稿第一級的學術會議。他

自籌經費，支持研究生到國際學術會議發表。在出國前，研究生要經過特訓。他要求學

生在月會上，一再預演發表內容以及回應問題。他規定學生在出國前規畫好要參與的發

表議程，以及向國際學者請益的題目。李世光幽默的說： 

「最好的培訓方式就是把學生丟下海，讓他自己去學游泳。等到他快淹死之前，

再拉他一把。國際學術圈是很挑剔的，你問題問的不好，回答的方式不佳，人家

就會說，我們這個團隊退步了，而且消息傳得很快。我要研究生知道，我們這個

團隊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學生出國發表這件事很重要，絕對不能丟團隊的臉！

所以，你一定要比別人更認真一點。」  

有效運作研究團隊必須佐以後勤支援。李世光設了四位專業行政秘書，安排會議行

程與負責行政報帳庶務，她們更管理專案執行，逐一檢視計畫書裡的工作項目。計畫結

束時，她們協助完成年度進度與結案報告，完全不用研究人員操心。 

李世光也集合碩士生組成「生活倫理委員會」，設置經理八位，由碩士班一年級的

學生擔任，每個月定期開會，為期一年，於隔年交接給下一屆學弟妹。這個委員會負責

採購作業、零件管理、財務出納、人事甄選等事宜。李世光教授要學生在第一年親身體

驗如何管理實驗室。實驗室約有六十名以上的碩博士研究人員。要進來團隊不容易，新

進研究生必須由所有實驗室成員票選，依得票決定錄取與否。李世光說明其背後的原因： 

「我們實驗室就像一家人，新進成員要進來，當然需要全家人同意。這樣，新人

進來後也才能取得多數人的認同。也因此，我們在徵選新學生時，經常出現十多

個研究生搶一個名額的盛況。」 

李世光還有一個實驗室管理秘訣，那就是「並行研發」作業。許多實驗室都了解將

發明轉化為專利很重要。但多數實驗室都是等研發完成後，才開始找專利工程師幫忙申

請。這樣的做法不但曠日廢時，而且往往研究成果出來後，才知道誤踩專利地雷，不得

以只好再花時間進行專利迴避設計。李世光本身擁有 80多個專利，熟稔國際專利布局。
他設立「知識工程師」一職，並親自培養。在研發進行之前，知識工程師需作好專利分

析。研發案啟動前就可以避免侵犯專利，也可以找到影響力大的研究領域。研究案一展

開，知識工程師就同步進行專利地圖分析，啟動專利申請程序。2003 年「抗煞一號」
從研發到商品化，短短 21天內完成技轉，便是知識工程師的功勞。李世光半開玩笑說： 

「因為你稍一不小心，IP（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財產權）就被別人註冊了。
再多一點『不小心』，我們的下一代就要到泰國去當臺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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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建一個頂尖研發團隊，李世光特別重視三件事：設定獨特研究主題、儲備研究

資源以及栽培研究人才。為設定獨特研究主題，團隊核心成員要積極參與國際頂尖學術

社群，追蹤國際科研新興議題的浮現。研究主題設的好不好，也牽動研究資源的爭取。

例如，2002年團隊便抓住政府推動遠端醫療照護的契機，為團隊爭取到六年期高達 1.5
億元的研究經費。 

最後，頂尖人才也要有頂尖的福利，研究人員才會安心作研究。一般大學裡的助理

教授，一個月扣掉勞健保費用，所剩無幾。若拿去繳房貸、保險費、小孩褓姆費用與各

項生活開銷後，助理教授每個月就只能當個「月光族」。一位助理教授即使申請到 70
萬元的國科會專案，也只能以低薪養活研究生與支付實驗室的日常開銷。因此，許多助

理教授在前三年，就不得不加入與自己研究主軸不相關的計畫，或是兼差賺取外快。不

務正業的結果，大學內的助理教授離自己的研究主題愈來愈遠。到後來，不但難有好的

學術發表，沒有專利產出，更沒有充裕的研究資源，薪水收入更是少得可憐，只能哀哀

興嘆。 

在李世光的研究團隊裡，資深教授會帶領助理教授專心做研究。助理教授沒儀器，

可以借資深教授的設備。助理教授不必煩惱研究經費不足，因為團隊有經費。助理教授

也不必憂慮升等問題，因為專心做研究，論文發表能量自然源源不絕。在這個團隊裡，

每個計畫主持人一年新增的研究案至少五件以上，另外還有來自產業委託的研究案，這

部分資金可彈性用於採購昂貴儀器與補助出國經費。團隊成員間的計畫可以彼此支援，

更讓資金整體運用。例如，無線奈米生醫團隊和台懋創投合作的電刺激感測晶片，和福

華電子合作的動物檢疫，以及和百奧生物科技合作的肝硬化先期檢測系統，都為團隊帶

來研究資源。 

助理教授除了大學基本薪資、研究計畫主持費，還有產學合作與專利智財收入。比

起單打獨鬥的學術新兵，團隊內助理教授的生活相對寬裕，而且充滿自信。一位團隊的

年輕助理教授幽默地說： 

「以前逢年過節，親友都會笑我對臺灣的 GDP貢獻度太低，覺得我辛辛苦苦讀到
博士，收入卻比電子工廠的工程師還低，讓我聽了很不是滋味。現在他們都不會

再笑我是個窮書生了。我現在的收入不會比美國實驗室的科學家低。」  

3.6.6 平凡與超凡的界線 

一個平凡的研究團隊與超凡的研究團隊差在哪裡？這個問題有時代性意義。臺灣這

些年來推動頂尖大學計畫，一心想要各個大學一夜之間變頂尖，要每位教授的研究在短

時間突然變成卓越。但是一年多來，我們近身觀察這幾個卓越科學家後，心中感慨甚多。

總結起來，我們得到一個心得：要成為「頂尖」學者實在不容易。 

要成為頂尖學者到底有多麼不容易？第一，要「專心」作研究實在太難了。你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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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教練教你用對的方法去「刻意練習」。這是美國記者柯文（Geoff Colvin）總結前人
研究的結論28。柯文歸納，在各行各業中，出類拔萃的人才都是靠著刻意練習基本功，

而不是傻傻地練招式。頂尖人才一開始都不頂尖，但他們透過刻意練習，一點一滴的建

構自己的知識體系。簡單的事情，徹底的做；徹底的事情，不斷的做。 

李世光、呂學士、林啟萬三位教授各有一套獨到門規來培育研究生。這些門規也與

他們在美國所受的訓練息息相關。李世光出自 IBM 實驗室，那是媒體敬稱為「獵犬」
的研究中心（按：獵犬嗅覺敏銳，聞血獵物）。他帶回臺灣的是 IBM的專業管理模式。
他要學生去國外鍛鍊，要學生自己到國外買儀器，要學生到別人的實驗室去修理機台。

幾年下來的結果是，學生每個人都會動手修機器，到國際會議上可侃侃而談，知道哪些

人是科學社群中的佼佼者而見賢思齊。這樣培育出的學者，創新的能量自然可以厚積而

薄發於研究之中。 

呂學士受猶太教授影響較深，做事嚴謹、實事求是。他的門規森嚴，日日要求學生

提問，時時要求學生紀律。他更安排學生參與大小戰役，為的是培訓出一支學術御林軍，

常常思辨，時時作戰。學生的研究實力自然不同凡響。林啟萬由凱斯神經實驗室體會到

開放的重要。他要求學生每日來練功，並不時在走廊上切磋起來。研究生每天被問、每

天犯錯、每天重作實驗，能力自然會日益增強。這比起與教授每三個月才見一次面，見

面談不到三句話的研究生，林啟萬的學生四年下來實力自然有天壤之別。 

這三個實驗室都提供了「刻意栽培」的制度，使創新者能夠有刻意練習的機會，持

續地磨練出研究實力。這三位主持人看的不是一年、兩年的培訓，而是長期栽培。他們

讓有潛力的學生啟動十年刻意練習的基礎，那是一萬小時的磨練，是成為頂尖學者的必

經過程。這種刻意栽培的機制不論在臺灣或在國外，都是稀有的。 

其次，這三個實驗室都建構了一套支援基礎架構（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也就
是知識創生必須搭配特定組織原則才會有效(Bigley & Roberts, 2001; Lee & Cole, 2003; 
Swanson & Ramiller, 1997)。外行人會認為，只要給研究人員一筆經費，創新自然會產
生。但是，給錢不一定會成就頂尖研究。要產生優質研究，研究人員要能專心一致，所

以要有人處理行政，要有人在旁邊打氣，要有人去找經費。這道理不難理解，就像建了

一組高速列車，但是鐵軌舖的歪歪斜斜的，火車跑起來自然顛簸難行。這也像是買了一

座漂亮電燈，但是卻找不到插座，或找到了插座，但卻沒電。 

鐵軌、插座、電力系統，就是支援基礎架構，是讓創新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機制。

這些支援體系存在的時候不易察覺，但沒有的時候才會感受到不便。例如，你申請到一

個研究案，錢也撥下來了，但是要等三個月才能用這筆錢。你派助理去搜集資料，但來

回車資需要 300元新台幣。助理申請代墊款，會計室說也要三個月才會下來，於是你只

                                                
28 請參見：傑夫．柯文（周宜芳譯），2009，《我比別人更認真：刻意練習讓自己發光》，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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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己先掏腰包給助理。但是你自己的代墊款已經快累積十萬元了，帳都亂了，而且因

為項目太多，已經弄不清楚到底墊出多少錢了。然後研究助理告訴你，下次不幫你出差

了，除非先拿到錢。 

又例如，你需要趕研究進度，有部儀器非買不可，但是學校規定要先招標、議價，

填一堆表格，等三個月後才可以買。你乾脆決定去向學長借，打電話找人，花了兩天。

找到了人，學長卻說儀器送修中，下周就可以好。你耐心等了一周，搭一小時的公車到

學長的實驗室，終於用到儀器了。但是，這時，你已經忘了原來的研究構想。 

這就是沒有支援基礎架構的結果。 

反觀本案中三個實驗室，都很注重有長期的行政助理分擔工作。長期就有經驗，有

經驗就能傳承、累積知識。有豐富的行政知識，運作起來就會有效率，研究人員要什麼

有什麼，也不用凡事都要等上「三個月」。更為前瞻者像李世光，還培育知識工程師幫

研究員處理專利申請工作。偉大的科學家，背後一定有一組默默耕耘的支援團隊。 

最後，計畫要能持久，人要能留得住，研究才能頂尖。但是，你不可能要一個聰明

的人，努力地為研究奉獻，但是卻沒法子養活家人。在臺灣，學術界的薪資偏低，而且

獎勵分配制度也無法反映真正研究實力。有研究實力的人只好跳槽到業界。如此，他們

都去做應用型研究，就沒人作基礎性研究。早晚，科研體系會空洞化，應用型研究也會

遇到瓶頸。 

這樣的制度會孕育出頂尖的研究嗎？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這個科學家案例提供我們三項深思議題。第一，頂尖就是不要盲目追求無意義的「頂

尖」，像是發表數量，而忘了花時間去練基本功。在國際間，頂尖的研究是獨到的研究，

是唯一，不是第一。研究員不是業務員，不能用最終績效指標來衡量成果。頂尖研究是

探索未知的知識，不是重複生產已知的知識；是追求原創的作品，不是仿冒的山寨產品。

頂尖團隊不會用學術發表量作為績效考核，而是以優質發表引導學術識別，長期孕育研

究員對問題的敏銳度。 

第二，頂尖團隊需要完善的支援基礎架構。經驗老到的行政助理、熟捻的專案經理、

動作快的知識工程師都是支援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配角，使研究人員能專心投入研發創

新。 

第三，好的研究來自好的研究者。優質的研究者必須要靠刻意的長期栽培，約一萬

小時的基本功磨練。頂尖團隊要將基本功融入組織例規，讓研究人員不斷的練習歸納與

推理的能力，逐漸地深入某一個專業，養成敏銳的思辨，對不疑處有疑，可以將實務現

象轉化為研究問題。這種組織作為只能培養，無法複製。 

成就頂尖，道理其實不難了解，只是我們總是看不到問題的本質。我們忘記，台上

那完美一分鐘的演出絕不是偶然，而是台下那十年的苦功。當我們了解研究者如何比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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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認真的去修煉那台下十年功，就可以看見「頂尖」背後的創新脈絡。追求頂尖之前，

必須先認真練好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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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案例八：科技鑲嵌性，漢莎航空技術轉移 

引進一項科技代表導入一套知識脈絡，企業必須理解這套科技內嵌的知識脈絡，而

且要花時間去培養運作這套新知識所需具備的能力，科技才能發揮預期的功效。 

大約是在 2002年，北京的張同學來找我。他是一位美商航太零件公司的高階主管，
主要客戶是一家航空維修公司，公司座落在北京。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修讀經營企管碩

士學位，對我在課堂上講的「創新脈絡學」頗感興趣。接著，他語氣變得沈重，談起了

他以前的管理困擾。原來，他以前是那家航空維修公司的主管。張同學一直無法釋懷，

為何他的舊東家與頂尖的德國航空技術公司合作十五年，引進維修工程技術，卻遲遲未

能改善維修產能，雙方關係卻愈來愈緊張。 

張同學希望能以「脈絡」的分析方法來解開他心中多年的疑雲。那時一位碩士生雷

以潔，是西安人，由復旦大學申請過來新加坡國立大學唸書的研究生。以潔對這個案子

很感興趣。也許是上天的安排，這家航空維修公司那時剛好換了一位中方總經理，恰好

是以潔父親大學時的同學。我們的研究請求很順利的通過了。於是，我就帶著以潔一起

去北京勘查田野29。 

為了尊重個案公司隱私，我們先以「飛馬」來代表德方航太科技，「翔天」來代表

中方航太科技。我們的調查於 2003年展開，當時翔天剛導入飛馬的飛機維修資訊系統，
讓我們就叫這個系統「優維」。還記得，我和以潔約是在寒冷的一月初去北京拜訪翔天，

展開為期約一週半的訪問。這一週下來，發現問題比想像中複雜。我們回新加坡後，又

做了追蹤調查，設法釐清整個案情。苦思之餘，卻在古代智慧中找到脈絡。 

《晏子春秋》中有一則「越淮為枳」的寓言，頗為耐人尋味。齊國晏子出使楚國，

楚王當著晏子質問一位竊賊來自何方（他故意安排的）。竊賊回答是齊人。楚王本希望

藉此暗諷晏子。晏子也委婉回答，橘樹生在淮河以南，長出的果實原本是甜的，多汁而

爽口。但是橘樹移到淮河以北，長出的果實卻變酸了，稱之為「枳」（學名叫做 Citrus 
Trifoliata），果實乾癟而味澀。雖然南北兩處橘樹的樹幹與葉子都相似，但結出的果實
味道卻完全不同。 

為什麼換了土壤，種植出來的橘子就會變酸？同樣的橘子樹，長出兩極的味道。這

                                                
29 後續研究分析工作感謝廖啟旭（現政治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以及陳蕙芬（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

的協助。學術版案例研究請見：蕭瑞麟、廖啟旭、陳蕙芬，2011，《資訊管理學報》，越淮為枳：從實務
觀點分析跨情境資訊科技轉移，(18)2, 131-160。感謝國立新加坡大學商學院早期的研究經費贊助，與行
政院國科會《創新實務與歷程》的後續研究經費支援（RP: NSC 96-2416-H-004-047-M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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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很顯然不能只研究橘子或橘子樹，還要研究滋潤橘子樹生長所需要的土壤。不了

解兩地的土壤，就很難理解橘子是怎麼變酸的。接下來我們就來分析中、德兩方飛機維

修脈絡（土壤）的差異，看看能不能揭開橘子變酸的原因。 

3.7.1 搞什麼飛機：航空維修的知識體系 

透過以潔父親與張同學的協助，採訪出奇地順利。新來的德方總經理是經濟學出

身，因為我的歐洲求學背景（我一位同窗好友是德國人），我們很快有了共同語言，聊

得很愉快。他談到他的苦惱，不能了解為何中方員工會不喜歡德國工程師，使得雙方心

生芥蒂，衝突不斷。這家公司早先還請了管理顧問公司做調查，結果得到的答案卻是：

中德之間有文化差異。當然，中德雙方管理階層對此調查都不滿意，花那麼多錢，卻只

得到一個這麼簡單的答覆。德國總經理還打算要親自上火線，拿著肥皂箱到工廠去對中

國員工演講30，要以誠意感動中方員工。我很體諒他，但是他顯然是不了解華人的脈絡。 

問題大概是這樣的。飛馬是家國際性飛機維修場，提供飛機和引擎之維護、保養和

大修等服務。翔天原隸屬於一家中國的航空公司，廠址設在北京機場。過去，翔天以維

修蘇聯製的飛機為主。中國開放後，航空維修業務的需求大增；但新增的飛機都是美系

波音（Boeing）及歐系空中巴士（Airbus）系列，翔天航空原先的維修技術已經落伍。
雖然翔天送工程師去不同飛機製造商受訓，但歐美機型維修工程體系龐大而複雜，短期

的教育訓練對工程師沒太大的幫助。於是，翔天決定找飛馬技術轉移，學習德方維修工

程技術。 

飛馬也看到亞洲崛起所帶來的商機，更看到全球佈局的重要性。1989 年，飛馬與
翔天合資成立維修公司。合資第一期是十五年（1989-2004），翔天持有 60％股份，飛馬
持有 40％股份，註冊資本約兩億美元。飛馬派工程師到北京駐點，移轉維修技術給翔
天。新組織中，各部門設德方與中方經理各一名。前八年，飛馬人員擔任主管，翔天的

人員擔任副主管。後七年，雙方職位互調，中方掌舵，德方擔任副手，繼續協助技術移

轉，同時落實飛馬維修制度。這樣的技術移轉安排，看起來很完美。 

我和以潔在維修場待了一陣子，來回請教十多位工程師，試著了解複雜的飛機維修

工作。飛機維修工作可以大分為兩類：定期維護與非定期維護。前者是週期性檢查，也

稱為預防性維修，共分四等級：A, B, C, D級檢查。目前，只有少數機齡較久的飛機需
要做 B檢，多數飛機已經併到 A檢與 C檢中。以波音 747-400型飛機的維修為例，飛
行時數達 600小時必須要做 A檢，主要是外觀檢查、保養和潤滑作業。飛行時數達 6000
小時則要做 C 檢，需花費一週。每六年要做一次 D 檢，需要做飛機結構的拆解維修，

                                                
30 這是英國的作法，在海德公園一角，有一個廣場，放著一個肥皂箱子。民眾有任何政見可以到海

德公園，站在肥皂箱對路人發表言論，無須經過警方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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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要花兩個月。非定期維修的工作內容和進場時機不確定，不易事前做安排，例如飛

機臨時故障的修復。 

飛機維修績效通常以「回航日」（維修時間的長短）與「維修品質」為主。要修的

好、又修的快，除了工程師技術能力要強外，還要配合一套維修系統。飛馬除了傳授維

修技術外，也要協助導入一套資訊系統，就是「優維」。這套維修管理系統是德國總公

司於 1995 年發展出來的，成效良好。以某一機型的 D 檢來看，翔天需要 40 天才能完
成，但飛馬用「優維」系統協助，24 天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說，這套「優維」系統是
技術移轉的核心工作。 

令中方不解的是，經過十五年的技術轉移後，中方執行 D檢維修卻由 40天拖到變
60 天。翔天導入維修資訊系統，生產力卻下降。這項技轉成果使雙方留下陰影。更令
中方不悅的是，德方工程師認為這是因為中方員工常常偷懶，三點多就去喝下午茶，上

班還會翹班。不過，中方工程師覺得委屈，因為遇到工程要加班時，德方工程師都溜光

光，只有中方工程師留下加班到深夜。 

後兩年間，我和以潔接著訪問十八位德方工程師，七十二位中方工程師，也去了德

國公司位於新加坡的維修廠，目標在弄清楚他們「修飛機」的脈絡。對於我們兩位門外

漢來說，修飛機完全是一項外星球的工作，除了坐過飛機，我們沒有人懂航天科技，也

沒有人了解飛機維修。所以，我們就一個個問，再到現場去看他們修飛機的狀況，看技

術員拿到工單如何吵架，看著技術員背後罵計畫工程師，然後自己發明一套應變的維修

方法。 

簡單的說，飛機維修配合「優維」系統，分為三大核心工作：派工、採購及施工。

派工（job-dispatching）包括定義維修工作範疇以及施工程序。採購（purchasing）包含
零組件請購、採買和調度。施工（maintaining）包含指派維修任務給各部門工程師與技
術員，讓現場人員根據派工單施工。 

我們發現，這三大核心工作之中，內含著兩方的維修知識體系。我們想到了一個分

析方法，先整理「優維」系統的做法，詢問德方工程師在總部是如何配合三大核心工作

來使用這套系統。接著，我們問中方工程師，還沒導入優維系統前，他們是如何處理這

三大核心工作。用了「優維」之後，對維修又發生什麼影響。這一比較下來，雙方的維

修工程體系與社會脈絡就浮現出來了。由德方與中方的工作脈絡，我們看到了根本性的

差異，也了解到技術轉移的底層問題。 

德方（技術傳遞方）相對於中方（技術承受方），兩者之間的維修脈絡有什麼差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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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派工的脈絡：「標準化模式」對比「計件型模式」 

飛機進廠維修前要先做派工分析，有兩個主要程序：報價與規劃。當飛機進廠時，

計畫工程師先與航空公司界定維修範疇與議價，並參考客戶提出的「工包」（work 
package）。工包中內含數百到數千張的「工卡」（job-cards），每張工卡至少列出五個工
作項目。每家航空公司的維修方式不同，因此工卡內容也不盡相同。維修廠會依據工卡

內容，估算所需工時來決定報價。簽約後，德方工程師會將工包輸入到「優維」，由系

統建議最佳施工程序與人力配置，並列出所需維修設備。接著，維修廠就依此指令決定

施工方式。 

然後，計畫工程師決定施工時間、安排工作順序、聯繫施工單位。計畫工程師接著

將電腦輸出的工卡與維修文件交給施工團隊。「優維」會依照不同飛機製造商、機型、

維修類別，產生不同的維修文件。波音的維修文件和空中巴士不同，波音 737 與 747
機型的維修文件也不同，A 檢與 D 檢所需的維修文件更不同。客戶有時會提出特殊要
求，像是更換起落架，或要求 C檢或 D檢一起進行。計畫工程師必須先安排核心工作，
執行時再依現場狀況做調整。 

���������	：飛馬的派工作業有四項特色。第一，飛馬的客戶多簽訂長

期合約。飛馬為每一位客戶、每一架飛機投入龐大資源，建立維修資料庫。當計畫工程

師接到客戶工包時，可以查閱系統紀錄，馬上進行派工分析。「優維」系統中存有主維

修記錄書（Masterbook），記錄每一架飛機的技術資料、維修紀錄以及里程保養狀況。
透過「優維」，計畫工程師輸入施工需求後，即刻就可以製作新維修檔。這樣可以省去

約一個月的前置時間。一位德國工程師說明： 

「我們的顧客都是簽長期合約，一簽就是十年。所以我可以預算每一台飛機什麼

時候需要進場，做什麼等級的保養。我不需要每次都去估價、議價。當我收到一

份維護指令，我會先透過優維系統搜尋客戶的工包，找到客戶檔案和飛機型號。

然後，系統會依照預設模組製作一份工卡模版。跟著，我就去查維護手冊、調出

維修要項、和現場技術員溝通、先修訂工卡模版、再和客戶溝通，然後取得客戶

的同意。這樣工作就完成了。」 

第二，飛馬將每一個維修模組標準化，簡化複雜的工卡運算。飛馬有一組系統工程

師，將維修流程拆解為八個主要的模組：飛機停廠、去除飛機表面噴漆、拆卸飛機內部

零件、檢修並更換零件、翻新座椅與零部件、噴漆、檢測飛機零件功能和引擎試車。飛

馬的客戶簽的合約多是同型號飛機。所以，將維修模組標準化比較容易。當新的維修需

求進來，計畫工程師就比對系統中類似機型的模組來產生工卡，約一到三天即可完成，

使規劃時間大幅降低。 

第三，飛馬工程師可以精準管理工程進度，因為他們能預先規劃客戶未來十年的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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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需求。透過標準化模組，德國工程師可以用「分鐘」為單位，算出施工時間。在德國，

工程師和技術員習慣準時，做事也按部就班。德國工程師之間有很強的同儕壓力，會相

互監督，嚴格執行工卡上的安排。完工後，工程師會有紀律地將問題與解決方法，詳細

列入記錄書中，以便日後查詢。 

德國工程師能如此準時施工，必須歸功於背後一套完善的社會支援體系。例如，長

期合約帶來穩定收入，飛馬可以預測成本，算出僱用人力。在飛馬，維修廠規模龐大，

有足夠的人力相互支援。若需加班，有家室的工程師也不必擔心，因為公立幼稚園會協

助看護小孩，費用多由政府補助。此外，德國交通規劃良好，少有因為堵車而延誤上班

或送貨時程。 

第四，飛馬具有深度的維修技能。由於飛馬工程師維修的多是同一機型，將非標準

化的維修案外包給合作夥伴，因此累積了單一機型的維修經驗，取得 35個國家的認證。
技能深入的結果，使飛馬成為少數可自主變更飛航設備的維修公司。一名德方經理解釋： 

「像飛機引擎就有很多品牌，每一種發動機都需要不同的維修技術。我們（飛馬）

的強項是修 GE（General Electrics）發動機，修多了就駕輕就熟，對這號機型的維
修能力也就愈來愈棒。如果我們收到別家的引擎，會就地外包給子公司或合作夥

伴。反正，我們比較少做散客的生意。這樣下來也快二、三十年了，我們已經將

GE發動機的維修標準化了。我們維修一個引擎大約只要三十天，維修完成後，我
們還把引擎清理的乾乾淨淨，包裝的像禮物一樣，在業界可是無人能比呢（按：

產業標準是 100天）。」 

翔天的「計件式」派工模式：翔天派工所需時間約飛馬的三倍，相同工作要多花兩

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雖然翔天執行相同的維修程序，但工作實務卻大不相同。首先，

翔天沒有長期客戶，大部分維修案都是臨時性散客，或者是短期契約客戶。翔天很難為

客戶建立完整的維修資料，因為要為一個機型建置派工資料至少要花費數萬美金。另一

方面，許多中小型航空公司在成本考量下，都不願意被長期契約綁住，因此翔天也多只

能找到短期客戶。 

此外，翔天多以計件方式來接維修案，很難預測哪一家航空公司會在當月送修飛

機，也不易預知哪一家航空公司會送修什麼型號的飛機。每件維修案中，翔天的工程師

要花許多時間在企劃與協調派工作業。「優維」導入後，翔天工程師的負擔反而加重，

因為系統所產出的優化工卡都不能用，原因是翔天的規模與資源遠遠比飛馬缺乏。一位

翔天維修工程師忿忿不平的說： 

「電腦系統產出的工卡很快，沒錯。但是，這些工卡可以用在波音大型客機，但

是沒法子用來維修中小型飛機。系統排出的派工單也和我們現場作業很不同。我

們沒有飛馬那麼大的機棚，那麼多的設備。你看，這個工單說要同時做這兩項維

修工作，但是那需要兩座飛機支架，我們哪那麼有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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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天的人力也常常不足。「優維」產出派工單後，計畫工程師不能照著做，必須要

因地制宜。例如，兩架 747客機同時進場後，維修排程可能類似，所以技術員同時要做
兩份工作。這時候，計畫工程師就要重新排程，但是這就得來回跑企劃室與維修廠，與

技術員協調作業容量。一份派工單前前後後修改五、六次並不見怪。所以，翔天的工程

師與技術員很難專攻特定機型的維修技術。當維修人員不熟悉機型時，只能依據「飛機

維護手冊」（Aircraft Maintenance Manual, AMU）的規定去設計派工卡。 

第三，翔天的工作進度不穩定，工卡制定後還是會常修改。譬如，北京的交通阻塞

很嚴重，零組件運送會不時延遲，所以員工要自己彈性安排，先去做別的事，德國工程

師卻因此誤會中國工程師蹺班。就算零組件準時送到，技術員的工作也常會被私人的事

情打斷，像是員工必須先去接小孩，再回來加班。計畫工程師必須因地制宜，不斷修訂

工卡。這也是為何「優維」產出的工卡不易反應實際工作進度。一位中方機械工程師說

明他手上進行的工作： 

「我現在進行波音 747的 D檢，但我同時還必須維修起落架。這工卡上列了三項
程序：拆下起落架，拆下飛機外殼，修理起落架。這個工作程序是沒錯，那維修

手冊上也是這樣寫的。但是如果我真的照這個順序去做那可就完了。因為拆下起

落架後，飛機就只剩下合金支架撐著。拆下主要機殼後，機身就會不平衡，因為

合金支架沒法子支撐波音 747的重量。」 

遇到這種情況時，正規的做法是：現場技術員向計畫工程師報告，要求他們修訂派

工卡。但這至少需要一天才能改好，對現場技術員而言太久了，因為他們還有很多工作

等著。所以，現場技術員會先不管工卡的施工順序，而自己想辦法解決。例如，在前面

起落架的例子中，技術員會先拆下機殼，再讓機械工程師去拆起落架並進行維修。這樣

花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一位翔天技術員解釋，進行維修時要學會隨機應變： 

「系統產出的工卡不是錯誤，是不合用。如果每一個問題都要傳回給計畫工程師

去修改，那我們肯定會虧錢。這些計畫工程師沒做過現場工作，都是大學畢業，

懂理論、很會分析，不過他們不了解現場實務。他們設計的工卡通常都太理論化，

根本沒考慮現實上的問題。所以，就算他們調過的工單還是不能用。每次我們一

拿到工卡，都得要重新再規劃一次，絕不能照著派工單做。不然，維修進度一定

會被拖到。」 

第四，翔天工程師會標準性維修技能。但與飛馬相比，翔天規模較小，沒有足夠的

人力為客戶量身訂做長程維修計畫。從 1999 年起，翔天工程師就接受各式航空器材維
修訓練。但是，翔天只能在中低階的市場上做成本競爭。這也是為什麼翔天的維修案多

來自中小型的散客。 

「優維」為何會造成派工衝突？飛馬有長期穩定的大型客戶，專注在維修固定的機

型，可以預測未來業務。飛馬因此逐漸建置了標準化派工模式，將這套工程管理體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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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於「優維」系統。但是，翔天面臨的是中小型的散客，維修是以計件派工模式來處理，

派工單還必須依狀況修訂。將標準化派工原則，套用到計件式的派工模式上，因此衝突

是可預期的。一位翔天技術經理解釋為何中方工程師會排斥「優維」： 

「雖然我是資訊系統委員會的成員，而且還參與過訓練計畫，但我還是很少

去用這套系統。如果使用系統來處理維修工作，我必須處理各部門間一堆的爭執，

也要花很多時間去修改工卡。這套系統對財務及人力資源部可能有用，因為他們

的作業比較穩定，但對於飛機維護是蠻礙手礙腳的，因為我們的工作不是很穩定，

常要改來改去。」 

3.7.3 採購的脈絡：「成本中心制」對比「利潤中心制」 

零組件採購速度決定了飛機維修效率。若零組件無法在維修前送達，所有的工作都

會停滯。這不僅增加人力成本，機棚被占用也會降低維修產能，造成營業損失。而且，

飛機晚一天修好，就多一天無法飛行，便少了一天的收入，也會造成客戶的損失。飛機

維修一般需事先安排，除非是遇到意外狀況，才會有臨時性維修需求。因此，準備足夠

的零組件使現場不至待料停工，是採購部門的重要責任。 

採購工程師會透過「優維」系統輸入採購單、追蹤採購狀況、查詢庫存、協調需求

以及選擇供應商等。航材採購分為一般程序與 AOG （Airplane on Ground）程序，或稱
計劃性採購與非計劃性採購。計劃性採購由工程師依飛機定期維護需求，事先準備所需

零件，等飛機一落地就可進行維修工作。 

非計畫性採購，也稱為 AOG採購，是工程師在現場臨時需要額外零件時所提的需
求。AOG 採購有急迫性，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取得零件，不能按一般程序進行詢價、比
價與議價。也因此，航材供應商所給的議價空間不大。為求效率，進行 AOG採購時，
工程師需透過專責單位—AOG Desk 協調中心來下單。一間維修廠的生產進度要控制
好，定時採購和及時採購是兩項重要工作。 

飛馬的採購依循成本中心制：飛馬採取中央採購制度。技術員透過「優維」系統現

場輸入採購單，然後由中央採購辦公室統一採購。以購買飛機門栓和螺絲為例，飛馬最

低購買金額是 US$1000 元。中央採購辦公室必須合併不同部門的採購需求，達到最低
購買額度，也可以向供應商議到較優惠價格。採購工程師還可以透過「優維」系統檢查

總庫存，以統籌訂單需求。 

在飛馬，長期客戶的維修進度可預先規劃，一次就做五到十年的維修計畫。所以，

「優維」系統能預測未來三年的採購需求。「優維」系統在兩天內可以處理完一張採購

單。這不是因為德方採購人員工作效率特別高，而是系統內早就設定好採購進度，也早

在一年前就與供應商議好價了，所以採購作業相對穩定。飛馬只要擔心 AOG臨時性採
購即可。飛馬採購人員也被充分授權進行緊急採購，減少層層審批的時間，提升採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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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一位飛馬採購人員說： 

「我們購買零件時通常會找市場上第一級的供應商。例如，我們是跟美國一家領

導廠商購買緊急飛航零件。這並不是說這家供應商給的價錢比較便宜。相反地，

它給的報價比原製造商還要高。但是我們要在最短時間拿到零件，所以找他們。

這家供應商送貨的速度可是比製造商還快呢！」 

飛馬採購人員可以用「優維」系統彙總採購需求、管理航材庫存、及時採購零件。

從廠商歷史報價到議價資訊，採購人員都可以透過「優維」系統得到詳細資料。他們以

維修速度為最高原則進行採購，不需考慮成本微幅之差異。飛馬的「集中式採購」造就

了高效率的採購運作。 

����������：翔天實施分散式採購，在各生產部門中設立採購單位。這

是以部門為利潤中心的採購模式。各採購單位專職處理部門內的尋購事務，同時也接受

別部門的採購需求。例如，飛機大修部門的採購單位負責處理電力系統，這是飛機維護

手冊中的 24章。如果其他部門需要購買第 24章中的零組件，他們必須透過飛機大修部
門才能購買。同樣地，如果飛機大修部門要購買的飛機零件是歸屬於第 51-57章中，則
必須聯繫飛機維護部門的採購單位。 

分散式採購是以部門為主，嚴格控制採買成本，使部門利潤最大化，也可確保部門

內的供貨時效。然而，這種分散模式卻會拉長跨部門採購時間。一名飛機翻修部門的專

案經理認為： 

「我們透過自己的採購單位發出訂單，這種下單時間不會很長，因為都是自己部

門的人，喊一下就可以買料了。但是，我們控制不了其他部門的下單時間。如果

我向大修部門下單，他們有空就會理我們，採購速度也會快一點。不過，大部分

時間，大家都很忙，各人自掃門前雪，其他部門才不會同情我們的需求急不急。

反正，那是人家的地盤，我們也無能為力。」 

為什麼遇到跨部門採購，大家就自掃門前雪？這是因為各部門承擔了很大的成本壓

力。利潤中心制度驅使翔天的採購人員形成兩種行為。第一，採購單位會盡量迴避其他

部門的採購要求。這是因為若採買了零件，下單部門卻突然不再需要該料件，那麼負責

的採購單位就要自己負擔庫存成本。 

第二，也因為如此，每個部門會盡量隱藏採購資訊，部門採購人員也就不會如實將

庫存資訊輸入到「優維」系統中，以免被查到實際庫存量。所以，沒人能查到實際上有

多少庫存零件，各部門重複下單的狀況也就愈嚴重。此外，翔天規定庫存比率（單位庫

存成本/總庫存成本）要維持在 27%，這對採購人員是不小的壓力。為避免下單不領的
風險，採購單位更會設法推卸跨部門的採購需求。利潤中心制也使 AOG採購困難重重。
在翔天的制度下，每項採購案都要上簽公文，經五個層級的主管批准始可放行。公文轉

到每一層經理的手上，都要花三到四天才能轉送上一層主管。一位採購經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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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得到五個層級通通批准後才能跟供應商下單。這些長官們通常有許多事情

要忙，所以我得耐心等。更糟糕的是，這個公文簽核有一定的順序，一定要前一

個簽完，下一個才會簽。採購單核准後，我還要再到零件材料市場找，選擇兩到

三家供應商。然後，我再整理供應商名單和產品資訊，讓直屬老闆做決策。這還

沒完，我還要再打聽一下這幾家供應商有沒有與黑市交易過，會不會出山寨貨給

我們。很多黑市零件賣的是山寨貨，那可是不能拿來用做航空零件，會出人命的。」 

「優維」如何會干擾採購作業？「優維」系統是以「成本中心制」為設計原則，套

用到以「利潤中心制」為運作原則的翔天採購作業中，幫助不但不大，更會干擾例常作

業。雖然利潤中心制可強化部門內採購效率，控制部門成本，但對跨部門採購就很不利。

從整體運作來看，採購績效不會因單一部門效率而提升，反而會因跨部門的冗長作業而

拖累。 

「優維」假設「中央採購」可以量制價，降低總成本，這是成本中心的運作原則。

透過中央採購制度也可以統一庫存管理，透過「優維」將多餘的庫存分派到其他需要的

部門。不過，「中央採購原則」與翔天所採用的「利潤中心原則」是相衝突的。「優維」

假設員工都是可信任的，會自動自發為公司爭取最大利益，因此將核准作業授權給採購

人員。但是，翔天卻以風險控管的原則，以官僚層級來管控風險，使跨部門作業更加複

雜，採購作業自然會延宕。所以，「優維」不但不適用於翔天，還會影響整體採購效率，

拖延維修作業時程。 

3.7.4 施工的脈絡：「同步模式」對比「循序模式」 

派工規劃好，料件買進後，下一階段便是指派施工團隊按照工卡進行維修作業。一

個維修案需要不同技術團隊配合，跨組合作施工。跨團隊合作效率決定施工績效。維修

飛機時，計劃部門必須依工作任務的難度，指派不同技術能力的工程師與技術員施工。

理想上，員工的技術能力最好相近，如此遇到出缺或是臨時調班時，同事間才能相互支

援。 

��������	：飛馬有三個施工重點。首先，工程師以「優維」辨識施工

的最佳路徑。以發動機的拆解就分成三個步驟：拆卸發動機外殼、關閉電力系統、吊起

發動機。工卡會指派機械組和電子組來施工，先完成一般性的技術工作，像是清潔、拆

卸；再進行專業知識的工作，像是電路檢查。另一個更複雜的維修工作是防蝕作業：拆

卸天花板、拆卸電子線路、拆卸隔音板、清潔工作平台、檢查飛機主體、修復主體、重

新上漆、清潔主體以及噴上防蝕透明漆。「優維」系統可以由資料庫中找出最佳維修工

序，讓工程師省去規劃時間。 

其次，飛馬採取同步合作模式。像防蝕作業，技術員會先合作完成一般性工作，像

是清潔工作平台或拆下電器插座。但是，拆卸工作需要有認證的工程師才可以執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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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術員先完成清潔和輔助拆除工作之後，再由工程師處理電子設備維修工作。這種

跨組合作也是由「優維」系統安排，將工作任務局部重疊，以利同步作業。一位飛馬技

術經理提到： 

「我們的合作已經很系統化了。各組之間的配合像一個精準的機器，可以自我調

整。比如，缺一個人，他的工作馬上會被另一個人補上，不需要向上彙報後再重

新指派。這樣，整個流程才不會被打亂。大家工作相互支援，可以把好幾件事一

次完成。」 

第三，飛馬能自主地相互協調，是因為背後有一套職能培育體系。為執行同步合作

模式，飛馬強調培養員工的多職能維修能力。飛馬將維修能力依照工作難度分為 5級。
1-3級是指一般的能力，像是清潔地板、搬運一般零件以及卸裝螺絲，這些工作不需要
技術認證。4-5級像是拆卸航太零件、電子系統檢查等工作，技術員需要獲得內部培訓
認證。一旦通過各級技術認證，就成為經驗老道的維修高手。飛馬暱稱這些資深技術員

為「老狐狸」(Old Fox)。一位飛馬的「老狐狸」說明他的培訓過程： 

「我們的技師都先要具備 1-3級的證照，然後才可以 4-5級的技術工作。我在飛馬
的第一個工作是修理電路系統。一年後，我輪調到計畫部門去編寫工卡。之後，

我被調去處理現場飛機測試。現在，我又被派到翔天交換五個月。回去之後，我

就要調去當專案經理。」 

飛馬的「老狐狸」是維持施工效率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準備工卡時，計畫工程師會

先徵詢這些資深專家的意見，使工卡安排的更合理。經過「老狐狸」所修訂的工卡，又

會加入到「優維」系統中。準備季度維修計畫時，專案經理也會諮詢他們，使計畫能反

應實況上的限制。在制訂企業策略時，資深經理更會聽取吸收老狐狸的建議，修訂營運

目標。在施工時，老狐狸更是跨疆界合作的協調者。飛馬的同步施工模式是搭配著標準

化維修作業、系統產出的優化工序以及多技能的培訓。 

����
���	：翔天分工較獨立，技術員習慣按表施工，只做好自己被指

派的事。若是工卡上沒有規定明確要誰負責，現場往往會產生爭議。一位翔天的經理回

憶： 

「有一次，我們負責 D檢任務，維修機身，工作包括客艙、清潔加噴漆、機械電
子和金工。這工作一共有四個組參加。雖然有工卡，其實大家對分工都不怎麼了

解，結果有些工作就沒人認領。像是機身檢修完畢後，地板部位需要擰上螺絲。

正常情況是誰碰上了誰做。但實際情況是，做機械電子工作的人認為這是金工部

門的活，而做金工的人卻沒會想到那項工作會是自己的。分工不可能細緻到規定

誰去擰螺絲，結果就是沒人去擰螺絲。當技術組長發現後，要安排其中一個部門

的人去做，兩個部門的人還要爭論一下這到底該屬於誰的工作。結果大家都說：

不是我的事，我不做。最後，組長只好自己去把螺絲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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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翔天採取循序施工模式。計畫工程師在準備工卡時，很難規劃平行工作，必

須依序安排。例如，拆解發動機時，機械技術員（第 4級）先移除發動機外殼，完成後
他們必須離開，讓清潔員（第 1級）進場清潔工作平台。之後，電子技術員（第 3級）
進場，關閉電路系統，再進行檢測工作，再出場。然後，清潔員再進場，整理工作平台。

等清潔員出場後，機械技術員再進場，吊起發動機開始檢查。最後，機械技術員出場，

清潔員再進場打掃工作平台和清理發動機。這才完成工卡指派任務。在循序合作模式

中，不同組別的技術員必須依序進入工作平台，交叉進行工作。 

翔天之所以必須採取循序施工模式，是因為受限於單一職能養成體系。翔天的技術

員通常只培訓單一工作職能，因此在跨團隊合作時，不易銜接他人的工作。此外，技術

員多不願意接額外的工作。這是因為翔天採取利潤中心制，為控制成本，部門不願支付

額外工時，所以技術員幫公司留下來超時工作，也拿不到加班費。一位翔天的專案經理

提到： 

「當施工上要跨部門合作的時候，情況就會變得比較複雜。…首先是工卡問題。
翔天實行利潤中心制，每個部門對成本控制得很嚴。一項工作如果有好幾個部門

參與，那就需要在工卡上安排多項成本。像拆防翼面這項工作，工卡上的成本單

位只記錄客艙這個部門，但這項工作需要許多單位參加。但是沒有安排工時，那

其他部門也就沒利潤。所以各單位就經常扯皮，像是系統部門的人不願意幫客艙

部門的人把防翼面上的管路拆掉，工作就擱在那，動不了。」 

所以，在派工階段，計畫工程師就要仔細籌備，確認各組的成本都有加入到工卡中。

但是，這也不容易做到，因為計畫工程師輪調頻繁，離職率也高，許多規劃工卡的經驗

無法傳承。這也使翔天很難導入同步施工模式。 

如果翔天要學飛馬改為多工職能體制，還會衍生別的問題。一方面翔天規模太小，

培訓體系建立不易，另一方面中方員工會誤解自己的工作權受到威脅，以為公司要裁

員，所以就去跟黨秘書抱怨，主管也可能會因此下台。在以黨為主導的組織治理體系中，

管理階層備受壓力，執行力也被制約。 

「優維」為何引發施工失序：「優維」系統內嵌的是同步施工模式，與翔天的循序

施工模式格格不入，也干擾了翔天的作業效率。翔天用「優維」系統產出工卡，反而會

造成任務分配不周延，延誤施工效率。同步與循序模式的差異還牽涉到組織體制問題。

在飛馬的體制中，員工將授權視為責任與榮譽。但是，在翔天的體制中，授權代表責任

加重，失敗時要承擔更多風險，避免風險的方法就是「做有限的事、承擔有限的風險」

及「請長官背書」，讓許多人共同分攤責任。一位飛機大修部經理就指出： 

「如果缺人手，飛馬的技術員會自動替補。可是，在翔天技術員一定要主管指派

才會去做，被指派的人還會找各種理由推脫，能不要負責就不要負責。」 

我們要注意，這種行為不能簡化解讀為中國員工都好逸惡勞。這只是翔天的體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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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出的工作行為。 

另外，飛馬與客戶簽長期合約，技術員只需維修特定機型，這使得技術員能很快累

積經驗，加快維修速度。飛馬有多職能協作機制，施工時減少許多等候時間。反觀，翔

天的技術員要處理繁雜的機型，各機型的維修皆懂一些，但是卻都不深入。不同組別的

技術員合作時，結果常是「樣樣通、樣樣鬆」。遇到責任歸屬時，翔天更會產生內部衝

突，解決過程需要花很高的協作成本。雖然「優維」系統可以產出優化的工卡，當遇到

實地狀況，優化了工卡反而惡化了進度。這是「優維」系統導入後，績效反而變差的關

鍵。 

3.7.5 別讓橘子又酸了 

表 6將飛馬與翔天在派工、採購、施工三大運作模式與原則做一整理，我們可以由
此對比中看到科技對組織產生的干擾(Edmondson et al., 2001)。採用一項科技（或任何
創新），不只是運用科技的功能。採納科技其實是一個「知識轉移」的過程。當我們檢

視科技內嵌的知識體系，對比於接受方現行的運作體系，便能了解科技會互補於，或是

干擾到，現行的組織運作脈絡。組織與科技內的知識體系是否契合，是創新採納成功的

關鍵。這不是使用者的感受問題，也不是科技功能不足，而是兩套知識體系之間的衝突

(Hsiao et al., 2006)。在 Alice Lam的日英技轉研究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日本工程師習
慣跨部門參與設計，英國工程師則習慣依序執行電子電路之設計、製造。雙方因此在技

術移轉過程中起了衝突，日本工程師認為英國工程師不認真，英國工程師則覺得日本工

程師故意留一手(Lam, 1997)。 

潛藏於「優維」系統內的設計原則，是飛馬的後勤運籌體系。例如，「派工作業」

背後隱含的是大規模、標準化的運作原則，凸顯德方經營長期客戶的企圖。「採購作業」

隱含的是成本中心的運作原則，凸顯德方中央尋購的後勤模式。「施工作業」隱含的是

德方多職能的訓練機制，使得工程師能同步施工。 

翔天的「派工」模式比較偏臨機應變的做法，因為中方維修廠多接交易型客戶，這

也暴露出中方的後勤規模要比德方小很多。而且，中方後勤體系未臻規模，也不易由大

客戶手上拿到長期合約。從「採購」來看，翔天在歷史背景的驅動下採利潤中心制，背

後隱含的卻是對風險的管控。由「施工」分析，翔天工程師多具備單一技能，裡面所牽

涉的不只是訓練方式，更是龐大的工程教育體系，以及共產制度下的企業控管模式。 

採用科技時，不只需要引進技術功能，更需要轉移科技內嵌的運作智慧。科技與組

織內的知識體系能否契合，是更根本的問題。企業可依此評估需花多大的資源來調整組

織，或要花多大的心力來修改科技功能。在本案，我們所分析的設計原則可以提供一個

參考點。例如，在翔天的派工模式中，我們可以依據最常進場的機型重新修訂工作模組。

在每個工作模組中，也要調整派工順序，以符合翔天中小型的維修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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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天也可策略性的更動營運模式。以往中方企業多疲於交易型客戶，沒有機會找到

穩定客戶。大型客戶又不會常來中型機棚維修。翔天較可能的出路是去尋找中小型的短

期穩定客戶。這種客戶做 A、C檢的機率可能較頻繁，但是送修地點並不固定，往往會
依航線順道送修。所以，如果翔天可以調查出往來北京頻率較高的航空公司，整理出這

些航空公司繞經北京的飛機型號，統計出最常見機型，如波音 747或空中巴士 A300，
並分析這些機型內用的是哪一家的飛機引擎與關鍵零件，例如中型飛機用的引擎可能多

為勞斯萊思（Rolls Royce）。翔天或許就可能找到解決之道。 

考慮翔天的維修規模與資源限制下的派工方式，我們可以找出關鍵機型與引擎廠

牌，依型號來設計適合翔天維修廠最佳派工順序。如此，我們不用改變飛馬的優維系統

的派工作業邏輯，只要修訂作業內容與施工順序即可。 

這個設計思維的重點在，翔天不用「坐以待客」，使維修廠忙得手足無措。翔天可

以反客為主，主動出擊，去和飛經北京的航空公司談短、中程維修合約，例如以 3-5年
為主。客戶若願意將 D 檢維修安排在北京廠，翔天還可提供特約優待價。這項優惠最
好還包括提早預約進場，即半年到一年前便提前預約進廠。如此，優維系統便可以搭配

工作模組修訂，穩定進場維修的資源調配，並提升維修效率。如此的調整，便可以不受

制於科技，也不會被既有運作模式制約。 

越淮為枳寓言告訴我們，移植樹木時要考慮生長環境上的差異，若只注意如何施

肥、除草，而沒有考量在地狀況去改良土壤，最終仍然不免結出酸橘子（枳）。若將橘

子樹比喻為科技，土壤就像「在地脈絡」。分析科技中的在地脈絡，就像分析橘子樹所

植種的水土條件，可以讓我們了解科技是如何形成，背後的知識體系為何，以及背後的

設計原則。 

光買昂貴的毛筆不會馬上讓人成為王羲之，更重要的是了解王羲之修煉書法之道。

重點不是毛筆多貴，而是有沒有練書法，這道理不難懂。但是，實務上要了解王羲之修

煉書法之道不易，知道了以後，做得到做不到又是另一回事。喜歡趕流行的企業要注意，

若以為引進新科技就可以變為成功典範是不切實際的。過去，一堆公司追求「企業流程

改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但是後來多數公司並沒因改造而成功，反而因
改造而成仁。現在，也有更多公司迷信導入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會治百病，
買了 IDEO Method Cards就可以讓工程師變得有創意31。IDEO是一家著名的工業設計
公司，以結合在地脈絡之創意著名，設計師使用Method Cards來分析資料與彙整創意。

                                                
31 IDEO是一家著名的工業設計公司，以結合在地脈絡之創意著名，設計師使用 Method Cards來分

析資料與彙整創意。因此，許多企業趨之若騖地要購買 IDEO Method Cards（共約 52張卡，每一張卡建
議一種資料分析工具），期望一週後所有研發工程師都變的與 IDEO設計師一樣有創意。當然，這是不太
可能的殷切期望。IDEO 有一套嚴謹的設計知識體系，那才是該公司的私房秘訣，參見：Hargadon, A. 2003. 
How Breakthroughs Happen: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How Companies Innovat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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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許多企業趨之若騖地要購買 IDEO Method Cards（共約 52張卡，每一張卡建議一
種資料分析工具），期望一週後所有研發工程師都變的與 IDEO 設計師一樣有創意。當
然，這是不太可能的殷切期望。IDEO 有一套嚴謹的設計知識體系，那才是該公司的私
房秘訣(Hargadon, 2003; Hargadon & Sutton, 1997; Sutton & Hargadon, 1996)。這些假設是
大有問題的。 

翔天的故事給我們三個深刻的啟示。第一，採納科技就是轉移組織作為，也就是一

套知識脈絡。科技內隱含一套知識體系，體現於外的是工作模式與運行原則，鑲嵌於內

的是社會體制（像是完善的幼稚園制度）、環境制約（像是穩定的運輸時間）、文化價值

觀（德國人對努力工作的定義）等。對承受方而言，修訂科技的功能容易，但是改變組

織長期以來建立知識體系就不容易了。我們要避免修補科技局部功能來配合組織；也不

應該削足適履，硬要改造組織運作方式來套入科技之中。 

第二，檢視科技內嵌的知識體系，再對比組織現行的運作體系，便能了解科技會互

補於，或是干擾到，現行的組織運作。現行組織作為與科技內的知識體系是否契合，是

創新採納能否成功的關鍵。企業若不理解科技內嵌的知識體系，依照自身的狀況去權宜

導入創新，想要有成效將是遙遙無期的。引進一套知識體系，代表企業必須要花時間去

培養運作這套新知識所需具備的能力。德方的能力是將維修工作精練為全球標準化的流

程，這能力是中方一下子學不來的。但是，中方卻可以學習德方預先維修排程的作法，

以及統籌採購的觀念（但不是全盤改造利潤中心制，因為那樣的安排是有歷史原因的）。

培養不同運用「優維」系統的能力，方是技術轉移的成功關鍵。 

第三，了解科技內嵌的設計原則，就可以了解創新契合問題。不管是要修改系統或

是調整組織，我們才能知道如何由本質下手。採用科技時，不只需要引進技術功能，更

需要巧妙轉移科技內嵌的運作智慧。不過，要讓科技與組織內的知識體系契合，需要臨

摹的功夫，而不是一味地複製。例如，中方不應該只是複製「優維」系統的功能，而是

要依據中小型維修廠的規模來修訂「優維」；將隨性而來的散客分類，使「優維」可以

根據常用四到六類機型來設計工卡。如此，科技才能發揮預期的功效。這個道理可用於

採納科技、導入創新、轉移技術，更可以用於新政策導入。 

複製的結果，往往落為東施效顰。採納科技，就是在移轉一套組織運作的知識體系。

若不知科技中的知識脈絡，企業可能就會遇到「越淮為枳」的困境。企業千萬要先了解

脈絡，才不會在引進創新時讓橘子又變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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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比一比飛馬與翔天的維修知識體系 

流程 核心工作 知識體系 科技導入對組織的影響 

運作模式 設計原則 

派工 飛
馬 

1. 維護與查詢記錄書 

2. 拆解客戶工卡 

3. 預測工作時間 

4. 專注特定機型維修 

飛
馬 

1. 累積長期客戶知識 

2. 統合工卡為標準化模組 

3. 維持規律的時間管理 

4. 深化維修技能 

飛
馬 

標準化模組 優維資訊系統產生的工卡是根據標準化模組設計，但
是翔天的工卡多是客製化，派工計畫因此需要經常重
新修訂，延宕維修進度。翔天多接散客，訂單收到的
維修機型是少量多樣，耗費工程師的規劃時間。這些
散客所製作出的工單也很難累積維修經驗，傳承給不
同組的技術人員。 翔

天 
1. 紀錄客戶一般資料 

2. 處理散客臨時性工卡 

3. 員工因私人事務中斷工作 

4. 維修多型號、廠牌的飛機 

翔
天 

1. 應付散客的合約 

2. 修訂工卡以配合維修 

3. 忙於重製散客的工卡 

4. 培訓各種機型的維修技能 

翔
天 

計件式模組 

採購 飛
馬 

1. 集體採購 

2. 預測總體零組件需求 

3. 採購人員獨立作業 

飛
馬 

1. 整合採購提高議價優勢 

2. 為客戶規劃長期採購需求 

3. 授權中央採購辦公室 

飛
馬 

成本中心制 中央採購辦公室為飛馬的成本中心，統籌各部門採
購，以降低總成本為原則。翔天採利潤中心制，由部
門整合跨單位採購。優維系統的統籌庫存功能在翔天
用不上。庫存資訊沒維護好，資料錯誤，更拖長搜尋
時間。使用優維系統時，是假設員工都是可信任的。
但是，基於風險控管考量，翔天的官僚層級簽審制度，
使「優維」系統派不上用場。 

翔
天 

1. 各部門自行採購 

2. 依據維修手冊劃分權責 

3. 採購需經層層審批 

翔
天 

1. 部門獨立，採購需求分散 

2. 進場多為散客，需求難預測 

3. 採購人員需控制部門成本 

翔
天 

利潤中心制 

施工 飛
馬 

1. 以系統找出最佳施工途徑 

2. 以跨團隊同步施工 

3. 培養跨職能的「老狐狸」 

飛
馬 

1. 優化最佳維修施工路徑 

2. 跨部門協同施工 

3. 多職能員工自主性協作 

飛
馬 

同步施工模式 因為施工協作方式不同，優維系統規劃出的最佳路
徑，在飛馬創造高效率，但是卻使翔天作業一團亂。
這是因為翔天的組織體制不支援同步施工。雖然翔天
工程師熟悉維修不同的機型，但是技術能力無法專
精，施工時自然要摸索，也因此延長維修進度。 翔

天 
1. 工程師需彈性安排施工 

2. 施工需依序分組進行 

3. 單一職能訓練體系 

翔
天 

1. 按表施工、爭取利潤 

2. 循序施工、解決合作衝突 

3. 有認證的員工需到處支援 

翔
天 

循序施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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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案例九：疆界物件，半導體維修的「物裡」學 

找到關鍵物件，由物件中解讀線索，不斷的在實境中學習，才能做出對的診斷。不

過，這些能力都不是看操作手冊就可以學會的，而是要以格物致知。 

之前案例討論的是，由組織作為來了解一項創新的在地脈絡。本章要介紹另一種組

織作為，一種高竿的維修作法，類似偵探福爾摩斯辦案一般。大家都知道，臺灣的半導

體製造很強。但很少有人知道，默默維持臺灣半導體產業世界競爭力的一個關鍵，就在

機台維修。維修做好，生產作業才能不間斷。業界保守估計，每年新竹與台南兩個科學

園區因維修延宕約要虧掉 875億新台幣，這麼巨額的損失，幾乎等於蓋一座 12吋晶圓

廠的費用32，而每座晶圓廠一年可貢獻 365億元產值。如此，半導體業一年不小心就丟

一兆元新臺幣了。 

當製程出狀況，機台一天沒修好，可能就有十批貨在製程中產生瑕疵，或五十批貨

停產，這樣好幾百萬就沒了。若是修機台花了二十天，總虧損可以高達兩千萬元新台幣。

新產品量產時，有些機台維修常常要花一百天才找得到故障原因，其間損失更是不計其

數。所以，半導體廠商投入數千萬去建置知識管理系統，一點都不會手軟。 

這個案例是我們在半導體生產線的研究經驗33。原本我們受委託所研究的主題是知

識管理系統（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的導入問題。導入這類系統是為了儲存

工程師的維修知識，當遇到類似問題時，同事可以即時查閱。簡單的說，建置一套知識

管理系統就像建造企業內部專屬的 Google 查詢平台，有什麼問題，打入關鍵字，公司

過去相關統計數據、維修資料、結案報告等就會跑出來。參考前人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

方法，工程師便可以很快找到解決方案。按理說，這套系統應該是大受歡迎。但是，知

識管理系統推出後，多數現場維修工程師並不領情，也都棄之不用。不只一家，我們所

拜訪的三家代表性公司都有同樣的問題。為何現場工程師都覺得知識管理系統沒用？ 

在製程出現故障時，現場工程師要檢查好幾千道製程，去找出數百台機器中哪一台

才是真正的問題根源。這與傳統生產線維修大大不同，因為半導體製程不是線性的，而

                                                
32 半導體生產是以「晶圓」（wafer）做為生產單位。一片晶圓可以是八吋或十二吋，像一片大型的

光碟片一樣。 

33 本文共同作者為李慶芳，任教於實踐大學國際貿易系，文中的案例另有一深入的學術討論版本：
Hsiao, R. L., Tsai, D. H., & Lee, C. F. 2012. Collaborative Knowing: the Adaptive Nature of Cross-boundary 
Spann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9(3): 463–491.。無獨有偶，社會學也有人在研究物件。參見：
李明璁，2009，《物裡學》，遠流出版。不過，我們的觀點比較是來自組織學與心理學的背景。另請參閱：
Simon, H. A. 1998.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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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動態的。一道製程結束後，又要返回去進行前一道製程。這種迴路的觀念和人體生理

結構很像，類似中醫的治療原理。頭痛，往往要醫腳，因為你所看到的問題常常只是徵

兆，而不是病因。遇到這類疑難雜症時，如果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將會延誤

治療先機，使病情惡化。這樣的診斷搜查方式也很像《CSI 犯罪現場》34影集一樣，必

須追蹤物證，釐清複雜的線索，反覆驗證因果關係，才能找到真兇。 

也因此，最困擾半導體維修現場工程師的問題並不是「如何建置一套知識管理系

統」，而是「如何加速培育現場維修人才」。當一家知名半導體企業提出這個問題時，馬

上讓我們熱血沸騰。太有趣了，現場工程師不很關心有沒有知識管理系統，卻很擔心手

上一堆「新手」（沒經驗的工程師）為何變不成「高手」。知識管理系統以及維修高手，

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呢？ 

一家公司通常要花七年才能培養出獨當一面的現場工程師。某零件在何時、何地、

因為某個製程故障而發生了什麼問題，在知識管理系統裡可以詳實地記載這些維修記

錄。但這些資料對現場工程師用處不大。因為每次製程都不一樣，機台也常常更新。當

這些維修知識存入知識系統時的那一刻，就注定過時了。所以，花時間去建置知識系統

既浪費時間，又消耗人力，做好了也沒效。 

這個問題隨著不少半導體公司爆出工程師過勞死的消息後更加嚴重。半導體公司現

在被迫要招收更多年輕人來分攤工作量，以免被控告未盡到善待員工的職責。可是，人

多不一定好辦事，只會凸顯人才培育的問題。更多的新手，漸漸變成熟手，卻變不了高

手。結果，資深現場工程師要負擔更多工作，變得更累。他們除了堆積愈來愈多的工作，

還要帶更多生手，又不知道該如何才能讓這些生手、熟手變得有「勝思」（sense），成

為到現場維修的高手。 

那為什麼半導體公司每年耗費巨資培訓，卻還是沒法縮短現場工程師的培育期呢？

要偵查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現場工程師的工作脈絡。特別，我們要看看高手是如

何解決一系列撲朔迷離的難題。 

3.8.1 數字搜查線 

方恆通是聯華電子在台南科學園區的技術經理35，進入公司已經十年了。當時，他

對半導體工程師的專業與股票分紅懷有憧憬，於是自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研究所畢業後，

                                                
34 CSI就是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意指犯罪現場調查工作。 

35�案例中的人物為虛構，情節主要在說明在半導體業界的知識管理問題，以及普遍的社群學習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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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踏入這個行業。 

在財務吃緊的狀況下，各家半導體廠不得不大幅降低人事成本。聯華也必須要裁減

20%的人力。人力不足下，維持廠務正常運作是個艱鉅的挑戰。剛進廠的新手，難以透

過教育訓練馬上到現場支援故障維修。進廠多年的老手，很多也只是會處理基礎性維修

工作，對高難度現場維修根本使不上力。 

「為什麼新手學不會現場維修？為什麼這些老手都上線多年了還這麼沒有

sense？」方恆通心中抱怨著。 

裁員後，方恆通只剩下八成的人力，工作卻有增無減。但是，要培養一位獨當一面

的現場工程師至少得花五年，每年訓練經費少說也要六千萬元新台幣。這對半導體廠商

不算多，因為每次機台故障所導致的生產損失可能高達六億元。如何讓現場工程師早點

能「上線」，成了方恆通當前要務。 

半導體產業分工細密、變化快速、專業知識複雜，需要來自電子、化學、機械、物

理等專業領域的工程師。這些工程師多是台灣一流學府畢業的碩博士高材生。這些傑出

的工程師每日必須工作超過十二小時，才能維持正常營運，全球供應鏈也才不會斷線，

工作壓力可想而知。 

早上六點半，方恆通已經抵達廠內。三分之二的工程師也都開工了。工廠最近生產

問題特別多，每個工程師手上約有三到五個待解決的案件，讓方恆通忙碌不已。方恆通

一抬頭，就看見進廠兩年的「菜鳥」張鈞平，擔任製程工程師。這位新手一臉疲態，雙

眼無神地吃著泡麵。張鈞平也畢業於交大電子物理所，一年前剛進廠裡時，自信的神態

與實習表現贏得公司的賞識，如今卻已消瘦成這般模樣。 

看到方恆通走了過來，張鈞平趕緊回神報告最新的狀況：「報告學長，昨天晚上你

離開公司後，蝕刻那邊又丟了一個 issue 過來36，說是我們這邊的機台出問題，等下要

開跨部門會議。」 

方恆通拍一下頭說：「喔…真的會瘋掉，又是蝕刻過來的喔？是阿國接手的嗎？他

常常搞不清楚狀況，你再去確認一次。」 

洪國真，小名阿國，也是製程工程師，進入公司五年多，雖然非常認真，卻被大家

認為沒有「sense」，常找不出問題關鍵。洪國真急忙進廠，一臉緊張地向方恆通報告，

                                                
36 維修過程中各部門會提出各種不同的議題，討論問題的責任歸屬問題，大家都習慣用英文「issue」

來溝通有哪些冒出來的問題。半導體製程分為四大步驟，分屬四大部門：擴散、黃光、蝕刻、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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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我前天比對過，我們上次提出的辦法行不通，現在我們這邊的生產線已經停擺

36小時，預估損失超過 300萬元了！」 

「這下麻煩了，泓志一定很生氣。鈞平，跟我一起進 Fab廠37！」方恆通無奈的說

著。李泓志是廠長，以治軍嚴謹出名。 

「啊…好，那我先去上個洗手間，不然待會兒想上廁所要脫無塵衣很麻煩，」張鈞

平放下泡麵，起身轉往洗手間。 

等待時，方恆通打開桌上電腦，打開電子郵件。一封來自現場的檢驗報告讓他膽顫

心驚：「2007年 3月 9日晚間 7點，有片晶圓在生產過程中遭到不明污染，污染範圍達

晶圓面積的三分之一，遠超過報廢標準。請各部門於 11點集合舉行跨部門會議報告。」 

「11點就要開會，似乎有點趕。阿國，昨晚有個晶圓污染案件，等下 11點就要開

會，先交給你處理，記得詢問詳細故障情況。」方恆通一邊交代著洪國真，一邊起身準

備和張均平進入晶圓廠。 

換上無塵衣，兩人進入工廠後，方恆通看了現場，忍不住嘀咕幾句：「是誰在使用

黃金路徑啊？先前我們不是已經知道黃金路徑是無效的嗎，為什麼現在還在用？這樣批

量比對當然會發生問題。」 

「黃金路徑」是晶片有問題發生時，先關掉可疑的機台，再用沒問題的機台重新生

產出一樣的晶片。方恆通對張鈞平說，「真是的......你把這個事情寫上 KM��，簡單描述

就好。」 

11 點的跨部門會議開始了。現場檢驗部推斷晶圓污染可能來自一台擴散部門的機

器，與兩台薄膜部門的機器。會議結束後，方恆通吩咐洪國真與設備工程師陳漢宇一起

進工廠，檢查擴散部門的機台有沒有問題。兩人檢查後，確定擴散部門的機台沒問題，

方恆通才放心去吃午餐。 

晚上 8點在辦公室，一群人休息之餘，腦中仍不忘工作。方恆通叮嚀洪國真：「阿

國，下次別再排黃金路徑，這個方法在三個月前就失效了。」 

                                                
37 Fab廠就是半導體生產工廠，又稱 Fabrication laboratory，裡面有無塵設備，進入人員必須穿著無

塵衣。 

38 KMS（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知識管理系統，簡稱 KM或 KMS。為半導體工程師知識

分享的交流平台，每年聯電規定工程師要寫一定數目的 KM案例分享，除了促進大家的知識進步之外，

KM質優的工程師更可以領取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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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國真一臉納悶回答，「真的嗎？可是 KM上面沒有寫。」方恆通說，「KM雖然沒

寫，不過以你的經驗應該能查出來問題吧。」洪國真不好意思地點頭：「是的，我會改

進。」 

張鈞平匆匆忙忙從門口跑進來，喊著：「學長，今天早上的跨部門會議中提到那個

污染報廢晶片。因為產量很大，光今天薄膜部門停機，公司就損失了 220萬元！目前還

沒找到解決辦法，若再下去，損失將更慘重！」大家聽到了，一陣嘩然，議論紛紛。 

晚上 11點，洪國真持續在知識系統上找尋與晶片污染相關的關鍵字。但是他搜尋

到的案件，都不符合需求。辦公室裡，只剩下洪國真以及陳漢宇，兩人埋頭苦幹直到體

力不支，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3.8.2 第 1天：開關失靈了 

艾力是品質檢測單位的產品工程師（product engineer），大家都叫他「貨主」。2009

年 3月 15日早晨，這一批瑕疵晶圓是他發現的。這批晶圓的缺陷並不是出現在每個晶

片上，而是散落在幾個晶片中。這批報廢的貨讓公司損失了五萬美元。 

「五萬…已經五萬了…！」艾力非常緊張，他最害怕這種小異常，因為很難在第一

時間解決，又很可能釀成不可收拾的大災難。有工程師判定是晶圓中的參數 BVGOX不

符合出貨規定。這代表晶圓中數百個物層中，有某個導電通閘（gate）故障。通閘如同

燈泡開關，一旦故障，金屬層之間就不能相互連結，因此就無法導電，晶圓也就報廢。 

艾力比對正常晶片的批量，發現故障是發生在某個金屬層中，而這個金屬層是與擴

散、黃光及薄膜這三個模組有關。在下午的跨部門會議，艾力立刻請三個部門協助分頭

檢查。三個部門花了七天查驗，發現這批異常晶圓的問題比較可能是出在擴散模組，那

是方恆通的權責範圍。 

3.8.3 第 8天：有規律的缺陷 

方恆通率領擴散部門的製程與設備工程師一起檢測問題的根源。陳漢宇花了四天檢

查這批電性異常晶圓在製程中所有共同通過的機台，從零件耗損、機台密封橡膠到機器

手臂振動都重新檢驗，但沒有發現異常。 

同一時間，洪國真也檢測晶圓擴散濃度、溫度以及時間批量的差異，但是也沒有頭

緒。組員在現場一邊討論故障原因、一邊找新線索。 

時間愈拖愈長，這案件已經延宕快一個月了。在下午的會議中，雖然李泓志口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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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卻神色凝重。所幸這批晶片異常問題並未擴大。會議後，方恆通回到辦公室，看著

窗外皎潔的月亮，一腳翹在辦公桌上，發愣想著：「每幾天就給我出一次電性異常的問

題，幾乎每星期都發做一次…」突然，方恆通靈光乍現，不自覺叫了出來：「欸！每星

期一次？好像有點規律喔？」 

方恆通要張鈞平再次檢查電性異常每週出現的頻率。不過，張鈞平回報：「電性異

常並不是那麼規律，大約是上星期一有 4片異常，這星期五也有 4片異常。」 

方恆通一方面將這個「規律」發現在跨部門會議中提出，另一方面將這個線索告知

黃光、蝕刻、薄膜部門，請這三個部門提供會診。會議後，大家對這個新的想法充滿了

期待，士氣頓時振奮不少。 

3.8.4 第 99天：週一與週五的神秘數字 

但是，隔了三個月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在一次會議後，方恆通綜合大家的意見，認

為這個問題與製程較有關聯。設備組的陳漢宇鬆了口氣，但是製程組的洪國真和張鈞平

頓時感到壓力直升。 

洪國真和張鈞平決定，先與黃光組、薄膜組的製程工程師聯繫，透過電話和電子郵

件分享一些資料。過沒多久，薄膜製程工程師孫大維回覆，他想到一個「數值規律」。

他發現週一、週五都固定是第「3、9、16、22」片有問題。孫大維的發現提供張鈞平和

洪國真另一個偵查線索。 

然而，過去出問題的晶圓，多是 3的倍數或者 5的倍數，從未有過如此毫無關聯的

數字。線索斷了，又讓張鈞平和洪國真陷入了困境。洪國真開始上知識管理系統找資料。

張鈞平本身就是數獨愛好者，對數字有著莫名的狂熱，他的雙眼一直沒離開過這四個數

字。 

張鈞平突發奇想，自言自語地說：「3+9+16+22=50，9 是 3 的倍數，16 跟 22 的公

因數是 2，3+22=25，16+9=25…25？晶片匣剛好是 25片一裝，所以電性異常會不會跟

晶圓匣有關呢？」 

張鈞平的想法沒受到洪國真的認同。洪國真認為，晶圓匣是設備相關問題。但是方

才的會議中，所有工程師一致認為原因應該是源自製程，而非設備。兩人討論了一陣子，

張鈞平又提出另一個想法：如果電性異常真的是製程問題，那麼應該是整盒晶圓匣都有

瑕疵，而非只有特定幾個晶圓異常。如果瑕疵出現在特定的位置，勢必與設備有關。兩

人討論了一陣後，趕緊向方恆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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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第 106天：是設備，還是製程？ 

張鈞平的想法使問題又回到了設備組身上。陳漢宇緊急與同事開會，他們必須證明

問題不是出在他們身上，所以要趕緊提出新證據。如此，他們才可以將這個燙手山芋儘

快交給另一組工程師。 

兩個月內，陳漢宇徹底的檢查了濕式清洗機，那是用來清洗晶圓匣的設備。陳漢宇

和同事先檢查由前三個清洗槽的溫度，然後鉅細靡遺地檢驗清洗槽內的酸性溶液，是否

被雜質污染，以及溶液的導電指標是否異常。但是，他們找不出任何的問題。會議中，

陳漢宇確認蝕刻設備沒有問題。 

這讓方恆通又陷入了苦思。如果不是製程的問題，也不是設備的問題，那問題到底

出在哪裡？ 

3.8.6 第 166天：高手的勝思 

吳瑞克是製程組的高手，常常解決故障大難題。這次，晶圓電性異常的事件已經持

續快半年了。方恆通想借助吳瑞克的經驗，特別將他由別的廠調來支援。吳瑞克一頭亂

髮，戴著黑框眼鏡。當他被賦予任務時，手上正在撰寫其他維修案的進度報告，也遭遇

瓶頸。 

吳瑞克一邊想著手上的報告，一邊站在濕式清洗機的化學槽前思考。他想著，這個

維修案的時間實在拖太久，可是又苦無頭緒。索性，吳瑞克就瞪著機器手臂看著。他看

著化學槽的一隻機器手臂將晶片匣抓起，放進第三個清洗槽中，之後另一隻手臂又將晶

片匣拿起，再浸到第四個清洗槽中。機器手臂反覆運轉。吳瑞克的腦袋也開始空轉，一

轉眼就過了一個小時。 

突然間，吳瑞克感覺這兩部機器手臂的移動速度似乎有點不太一樣。他瞪著機器手

臂端詳許久，突然發現這兩隻手臂居然有 1至 2秒的時間差。吳瑞克在會議上報告這個

新線索，也引起各部門工程師的譁然。這是屬於設備面的問題，居然沒有任何設備工程

師發現。設備工程師多是進行單機例行性檢驗，很難發現機台間的差異。這只有製程工

程師日復一日的跟著產品運轉，才能發現傳輸速度上的細微差異。 

方恆通佩服地稱讚吳瑞克，「你真是有 sense！連這麼小的差異都看得到。」 

吳瑞克懷疑可能是一隻機器手臂移動的太快，來不及甩掉酸性溶液，就將晶圓卡夾

帶入下一個水槽中，導致晶圓的缺陷。不過，這個假設遭到其他工程師的質疑，因為水

槽中有過濾器，純水是不斷循環，會不斷清洗晶片上的酸性溶液。就算水槽真的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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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浸在水中的整批卡匣的晶圓應該都有缺陷，不可能只有特定位置的晶片才有問題。

又過了一星期，雖然工程師們發現機器手臂的速度有差異，但是大家仍找不到問題的兇

手，診斷又陷入了僵局。  

3.8.7 第 172天：機器手臂上有爪子 

設備工程師對於吳瑞克能察覺出機器手臂的速度差，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同期進來

的楊蔚德，也因此激發鬥志。 

楊蔚德思考著，手臂速度不一致代表著機器手臂的構造有問題。機器手臂與晶圓卡

匣接觸最密切的就是機器手臂上的爪子。楊蔚德心想：「會不會爪子有異常呢？」機器

手臂上的爪子一共有 4個，兩個一對，用來抓住晶圓卡匣。楊蔚德推想，每週一、週五

出現的瑕疵片數也是 4 片（參見圖 3），所以這有可能是爪子的問題。他的推理引起製

程與設備工程師們熱烈的討論。 

圖 3：機器手臂與晶圓卡匣在濕式清洗設備中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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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蔚德帶著陳漢宇、洪國真及張鈞平等一行人，進廠檢查機械手臂爪子。機器手臂

上的爪子是一個金屬支架，包覆在石英底下。他們發現爪子的金屬烤漆已經被腐蝕了。

若不是這次特別針對爪子進行檢查，一般的設備例行查驗難以發現此問題。 

張鈞平立刻提出疑問：若是爪子上的金屬烤漆被腐蝕，應是兩部濕式清洗機的晶片

都有問題，而不會侷限在單一卡匣。為什麼只有手臂移動比較快的清洗槽有問題，而手

臂移動比較慢的清洗槽卻沒問題呢？張鈞平又問，這與之前吳瑞克發現的機器手臂速度

差有關係嗎？ 

楊蔚德邊想邊回答：「的確，兩隻機器手臂上的金屬支架都被酸性溶液腐蝕，被腐

蝕就會分離出金屬離子。如果這些金屬離子會影響到晶圓的金屬層異常，照理說應該是

兩部濕式清洗機都有問題，為什麼只有一台有問題呢？」 

3.8.8 第 175天：水落石出 

機器手臂的事情像一塊巨石壓在楊蔚德的心裡。只要一有空，他就與擴散組的工程

師們討論。這群「交大幫」（按：交通大學）的學長學弟集思廣益，還是找不出問題根

源。 

一日，楊蔚德突然想到，當機器手臂由酸性溶液槽中撈起晶片匣時，會有許多酸性

溶液隨之滴落。如果機器手臂的速度比較慢，那麼酸性溶液往晶片匣滴下的速度也慢。

在金屬離子還沒破壞晶片的金屬層前，晶片匣就進入了水槽，溶液就被洗乾淨了。 

不過，若是手臂的移動速度快了些，酸性溶液往下滴的速度就快，溶液會被甩進晶

片匣，污染爪子接觸到的晶圓。這時，卡匣再進入水槽清洗時，晶圓已經被污染了。楊

蔚德又發現，機器手臂有四個爪子，分別抓住卡匣的位置正好就是第 3、9、16、22匣

槽上的晶圓。 

三天後，會議室響起熱烈的掌聲，楊蔚德的假設被證實了。大家苦惱許久的「兇嫌」

確實是機器手臂上的爪子，是爪子上面的石英被腐蝕脫落。在這次事件中，大家學到了

寶貴的一課：同樣是被腐蝕的爪子，若機器手臂的速度較快，金屬離子會在進入水槽清

洗前就滴入卡匣中，使晶圓受到污染。最後，擴散組請設備工程師更換零件，以石英包

覆爪子上被腐蝕的金屬支架。生產線終於恢復正常運作。 

然而，這個維修案的偵查長達半年。事後，也沒人記得維修過程，工程師只是急忙

地寫完結案報告，馬上就加入下一場維修戰役。 

回家的路上，方恆通不禁想著：每次帶新人，最少都要花上五、六年才能上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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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磨個五年，這些新人到維修現場根本使不上力。而且，有的工程師待了十年還是和

新人一樣沒經驗。公司把維修基本方法都放到數位學習系統上了，知識管理系統中也存

有很多維修心得。雖然這些系統對定期維修設備有幫助，但是對現場維修沒太大助益。

現場工程師磨了許多年經驗，也用了系統，但是他們似乎還是培養不出「勝思」，到現

場時還是缺乏敏銳度。 

如何才能培養現場工程師解讀問題的敏銳度？這個問題今天又跟著方恆通回家了。 

3.8.9 物件裡的學問 

我們可以由數字搜查線這個故事學到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用物件養成解讀問題

的敏銳度。我們可以由物件中學到什麼？談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看看一個博物館的故

事39。 

80年代，匹茲堡大學教授蘇珊．史塔克（Susan Star）與詹姆斯．葛凌思姆（James 

Griesemer）共同研究加州脊椎動物博物館的發展史（MVZ,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因為在 20世紀初這家博物館扮演著動物學啟蒙的角色。MVZ博物館建立物

種資料庫、保存豐富的動物標本、詳細記錄加州的生態系、發展出龐大的知識體系(Star 

& Griesemer, 1989)。 

史塔克注意到，博物館能有這樣的成果，不只因為有一群信仰達爾文的優秀科學

家。博物館背後其實有許多支持著，包含來自荒野俱樂部的專家提供動物標本、毛皮商

人提供捕獲的動物、居民提供資訊、農夫供給食物和休息地、當地大學與政府提供資金

與用地。 

是什麼力量讓這些不同背景的社群，願意合作為博物館貢獻？史塔克發現，這些社

群間運用了一些物件，化解因知識落差所形成的溝通障礙，也緩和了因時空因素所造成

的資訊損失。這些物件也讓各社群在追求各自目標下，仍然共同為博物館貢獻。史塔克

稱這些物件為「疆界物件」（Boundary Object）。 

博物館運用的第一個疆界物件是「記錄表」。記錄表背後代表的是一套標準化的樣

本採集方法。科學家必須仰賴荒野專家蒐集各地的動物標本。荒野專家了解在地脈絡，

常與當地居民打交道，並善於在野外活動。但問題是，荒野專家缺乏動物學知識，不可

能如同科學家般在現場採樣。 

                                                
39 這個段落是根據《一沙一世界》改寫，作者是王培勛，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學生。

http://reswithoutnumbers.blogspot.tw/2011/05/blog-post_31.html 疆界物件的概念在管理學界會流行起來，
很多人認為是源自史塔克的博物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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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博物館的動物學家發展出一套記錄表來協助荒野專家採集樣本。另一方面，

荒野專家遵循著標準的採集步驟，更有效的將動物保存下來，避免標本在運送中腐壞。 

由記錄表中的欄位，科學家看到的是背後的動物學知識體系。從荒野專家的記錄

中，科學家可以推測出被捕獲動物的位置，比對過去的資料，並判定這個樣本的科學價

值。記錄表就是一種疆界物件，將原本複雜的理論化為簡單的蒐集步驟，使得不具動物

學知識的參與者仍可以協助搜集珍貴標本。疆界物件就像是翻譯官，使得科學家與荒野

專家可以相互溝通、分享資訊，讓MVZ博物館能進行長期的學術研究。 

第二個疆界物件是「物種圖鑑」。物種的概念源自 19世紀達爾文的理論，MVZ博

物館製作了許多物種圖鑑，讓不同的社群對於各物種有一致的認知，強化參與者對於物

種的印象。物種圖鑑如同產品設計圖，我們不需要看到具體的產品，就能理解產品的特

性。物種圖鑑結合了抽象的學術理論，提供易懂的動物資訊。每個物種的介紹背後都有

一套嚴謹的分類系統。圖鑑中會標示物種在分類系統中的位置。一般人只需了解這個物

種的特徵、習性、棲息地就可以幫忙科學家蒐集田野資料了。 

這個博物館的研究告訴我們，每一個物件背後都隱含了某種知識體系。使用疆界物

件可以解決跨界合作的問題，讓社群間分享知識。我們可以從一個物件可以學習到一個

社群的活動過程、工作實務、合作模式、人際網絡、知識系統、權力關係、文化意義。

透過物件，我們可以了解系統運行的脈絡，也就能了解問題的根源。  

在「數字搜查線」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工程師由物件學習三種實踐型知識，

進而找到問題的癥結。 

第一是格物致「意」，也就是探究物件背後隱藏的意義。通常，一個非線性因果問

題初期的徵兆並不明顯，也不容易察覺。例如，在約翰的案例中，一開始他頭痛、昏眩；

這些現象背後隱藏寄生蟲的危機，但當時我們並無法得知這個狀況。高手會由物件找線

索，解讀其中各種可能的意義或隱含的知識。 

如何格物呢？初步的方法是在現場「找」線索，要在現場辨識出可疑的線索並讀出

意義，才可能摸索出後續的解決之道。例如，半導體現場工程師會觀察晶片的刮傷，由

傷痕中去找出相關的參數，推理背後所可能牽涉到的製程。當處理簡單的問題，或許進

行一兩次格物致意便能順利找到問題根源。然而，當處理非線性因果的問題時，可能要

進行一系列的格物致意。不過，解讀物件意義的結果僅能釐清局部的因果關係，「格命」

（格物的使命）尚未成功，仍須進行下一階段工作。 

第二是格物致「責」，就是從物件中去釐清問題的職責。非線性因果之問題涉及多

領域的專業知識，找對人、也就找到對的知識。格物致責是一種釐清專業領域權責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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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透過彼此對物件的解讀，進行一場專業管轄權（jurisdiction）保衛戰(Bechky, 2003)。

格物致責是從物件找人的過程，透過人脈網引進所需的專業知識，也局部釐清責任的歸

屬。 

在晶片維修案例裡，工程師經常無法釐清權責，例如導致晶片刮傷的機台就有 30-40

部，又屬於不同部門，格物致責顯得困難，也成為跨部門會議的焦點。在複雜的因果關

係中，格物致責是透過物件找出物與人的關係，透過釐清責任追出專家之間的知識網絡。 

第三是格物致「因」，也就是循著物件找到根本原因。當工程師累積足夠線索，透

過人際關係找出知識網絡，就能綜觀問題全貌，悟出箇中的道理，問題也就根治了。要

釐清問題本質，我們必須解讀物件與物件、物件與人之間的因果關係。看到全貌，也就

能重新定義問題。例如，晶片瑕疵不是因為電性問題，也不是蝕刻過程被污染，更不是

機器手臂故障，而是機器手臂爪子上的金屬支架被腐蝕，使金屬離子被甩入晶圓。釐清

物件間的關係，這便是格物致因。 

現場工程師如何由生手變高手？了解本案例後，半導體公司也許需要重新思考工程

師培育的方式。現場工程師也許可以由「格物致知」的方式來培養生手的偵查敏銳度。

我們找了一位資深經理實驗後，他談到如何運用格物學來培育生手：「我會運用案例來

訓練菜鳥的推理能力。我先會不讓菜鳥看完整個故事，然後會依時間發展的順序，先給

一個『物件』，再問菜鳥會怎麼找線索？又會如何解這個問題？當菜鳥回答時，我再指

出他推理的盲點，並舉例推翻他的說法來訓練他的推理。之後，再給下一個『物件』。

這就像是推理小說一般，藉此訓練菜鳥的邏輯敏銳度。」 

本案例帶給我們三點啟示。第一，每一個物件的背後，都有一連串的故事。每一個

物件都代表一種溝通方式。每一個物件裡，都有一套知識體系。千萬不能小看物件。「格

物」就是要透過物件解讀背後的知識體系。物件不僅有表面的意義，更內含有多層次的

意義。體悟物件裡面的學問，就會了解問題的本質。在非線性的系統中，過去的解答對

現在的問題並無太大意義，因為一個問題的背後永遠涵蓋更多問題。就算你由流程的開

頭按步就班地檢查到結尾，也查不出問題的根源。這時候你更需要的是追蹤問題的敏銳

度。這個敏銳度可以透過調適性學習培養出來。找到關鍵物件，由物件中解讀線索，不

斷的在實境中學習，才能做出對的診斷。不過，這些能力都不是看操作手冊可以學會的，

而是要學會「格物致知」。 

第二，武師、廚師、維修工程師都必須靠不斷的修煉（situated learning）才能成為

高手，晉身達人(Lave & Wenger, 1990)。要修煉好功夫，達人要持續地於實境中進行調

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調適性學習過程中，他們會由物件中去尋找線索，去解

讀該領域複雜的知識體系(Tyre & von Hippel, 1997)。這個概念不只可以應用在半導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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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維修，也可以用於其他「非線性」系統的學習，像是找出病理、追查凶犯。半導體現

場維修部門需要的其實不是知識管理系統，而是要找人將複雜的維修過程寫成「病歷故

事」。麗莎�山德斯（Lisa Sanders）醫生，也身兼《紐約時報雜誌》記者以及電視影集

《怪醫豪斯》醫學顧問，所寫的《診療室裡的福爾摩斯》便是一本最佳範例40。她用偵

探小說寫作手法，將複雜的醫學診斷病例轉換成一篇篇精彩的故事，讓人瞭解到過程中

醫生如何合作分析病情、偵查可疑物件與症狀，最後找到病因。這樣的案例，將調適學

習的脈絡呈現出來，對現場工程師才是最有幫助的。 

第三，由物件裡我們可以學到三件事：如何尋找線索（格物致意）、如何釐清疆界

責任（格物致責）、如何解讀背後的知識系統（格物致因）。原來，「格物致知」，由一系

列物件裡推敲出維修的知識體系，就是高手工程師的修煉脈絡。 

所以，半導體公司也許不需要更多的知識管理系統，而是需要更多「物裡學」的工

程師。 

                                                
40 麗莎�山德斯，廖月娟譯，2010，《診療室裡的福爾摩斯：解開病歷表外的身體密碼》，台北市：

天下遠見（原書名：Every Patient Tells a Story: Medial Mysteries and the Art of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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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案例十：機構脈絡，哈佛個案教學 

引進一項創新，其實是在挑戰在地機構的勢力。 

在前面，我們說明為何在地脈絡如何與創新造成衝突。在地脈絡分析的重點是人（使

用者）以及組織。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另一個更頑強的在地脈絡，也就是「機構」

（Institution）。我們在推動創新時，常常忽略了使用者與組織背後常常是被某種無形的

「老大哥」，也就是「機構」，所控制。機構的箝制力量隱性而複雜，是創新者真正的頭

號天敵。 

機構存在的好處是穩定社會的運行。如果機構控制適度得當，就可以形成優質的文

化傳統與貼近大同的社會。像是日本的「達人」文化，使工匠、職人都希望將技藝修煉

到淋漓盡致。不過，如果機構法則運作的不得當，也會有壞處產生。例如，有些國家便

會將人民推向軍國主義，侵略其他民族。有些國家則透過機構來宰制、剝削人民。當機

構力量過於強大時，人民也會遵循某種規範、某種習俗、某種認知而不自覺。一旦行動、

行為和思維都被控制了，人民也就漸漸失去了反思學習的能力。 

社會學家保羅．帝曼基歐（Paul DiMaggio）便傳神的點出，機構其實是一道無形

的鐵幕，當人深陷其中時，大多難以察覺機構的存在，但其一切所作、所為、所思，都

是機構的囚犯(Dacin, 1997; DiMaggio & Powell, 1983; Meyer & Rowan, 1977)。這個機構

可以是國家、可以是企業、可以是家庭、可以是團隊，也可能化身為風俗文化。機構，

是無所不在的。機構代表的是一股穩定的力量，而創新者所扮演的，就是如革命軍般的

顛覆力量。當創新者推出的創新物（可能是一個新產品、一項新服務、一套新系統，或

某種新政策、新制度、新想法），若觸犯了機構所訂下的規矩，創新者可能很快就被鎮

壓。 

就算機構不出手，使用者也多會因為其創新物太過新穎，或內涵觀念太過複雜，而

拒絕採納創新。 

在本章中，我想帶著大家認識哈佛商學院的個案教學法（Case Teaching Method），

了解華人學術社群（特別是臺灣）引進這項創新的經驗。這項「技術引進」是近年來商

學院教育改革的重要事件。引進時，學術界正處於一個矛盾時機。於同一時期，亞洲各

商學院也紛紛進行學習美國的發表制度，教授要升等全憑發表績效，而教學變成次要工

作。剎時（2005-2013，並持續中），各商學院天翻地覆、草木皆兵，都是為了仿效美國

大學「拼研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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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此時，臺灣一位科技業主管受邀到哈佛商學院參加一個案例討論，討論的正是

這家臺灣公司的全球化經驗41。這位主管參加之後，對哈佛商學院的教學模式讚嘆不

已，同時也對臺灣商學教育失落之極。基於使命感與危機感42，他決定出錢讓約 100位

教授去哈佛商學院接受個案教學法的訓練，希望能提升教學水準。後來，各大學也陸續

送教授去哈佛商學院受訓，希望自己成為東方哈佛。突然間，個案教學法成了教育創新

解藥。不只是送教授去接受個案教學法訓練，國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還撥經

費鼓勵教授寫個案，每個案例由起初一案 20萬元經費，後來減到一案約七萬元預算，

並成立臺灣案例中心收納案例，希望能成立華文案例中心，媲美哈佛。 

哈佛個案教學法有多神奇？臺灣各大學引進哈佛個案教學法後，獲得什麼樣的成

效？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必須先帶著大家到劍橋，不是英國那個劍橋，是波士頓那個

劍橋。 

3.10.1 波士頓的劍橋 

2008 年一月，我很幸運地獲選，參加哈佛商學院舉辦的兩週培訓課程，要學的內

容是哈佛獨到的個案教學法，又成為「涉入式教學法」（Engaging Teaching Method）。

為了作好課前準備，我還去請教了之前去過的幾位同事，得到的答案是：這種教學法是

以個案研討為主，讓學生參與討論，並與同學一起涉入商業的議題，以達到最大的學習

成效。之所以大家會管這種方式叫「涉入式教學」，是因為上課過程中教授會安排很多

學習活動，讓學生熱烈地參與，熱情的涉入各種討論。 

我對劍橋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在英國，學生時代常跑去劍橋冥思、裝氣質，學徐

志摩寫詩，也學陳之藩寫散文，結果什麼都沒寫出來。唸碩士打工時，我帶的是劍橋遊

學團，也是常悠遊於劍橋，為好奇的學生們介紹康河與河岸兩旁的學院。據說，波士頓

劍橋與英國劍橋也是有血緣關係的。 

2008 年八月，我由臺灣出發，飛了十六個小時來到了東岸波士頓。哈佛商學院所

在這區剛好也叫劍橋，感覺特別親切。但是，貫穿波士頓的這條河不叫康河，而是叫查

理士河（Charles River）也蓋了很多座橋。按理說這區應該叫「查橋」才對，不該叫劍

橋。但小道消息是這麼說的：有一位名叫約翰�哈佛（John Harvard）早期在英國劍橋

                                                
41  可 以 參 見 哈 佛 案 例 教 學 介 紹 影 片 ： The Case Method-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dRjl1TQoI) 

42 他擔心，臺灣商學院會產出不適用人才，到了企業會做錯一堆決策，害慘公司。教授正是元兇，
所以應該是教授重新受教育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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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回到波士頓為了要貢獻鄉里，捐款增建哈佛大學，而所在地就命名為劍橋。不過，

這種說法肯定不可靠。因為據稗官野史紀錄，約翰�哈佛先生只是個捐款者，從沒去過

劍橋大學，其史績不可考。 

先不管哈佛先生了。比起康河，查理士河最少大三倍以上。特別在劍橋這一區，河

上常有划船隊在練習，頗有英倫的氣氛。若是從哈佛商學院內的貝克（Baker）宿舍往

外看，河岸景緻與古雅的建築讓人更會產生錯覺，以為到了劍橋國王學院的後院。在劍

橋的左岸，1908年，100年前，銀行家喬治�貝克（George Baker）先生捐了約五億美

元，蓋了哈佛商學院。 

我很少看到這麼大的商學院。通常商學院只是一棟樓，或數所教室，而不是像哈佛

商學院占據了一整個校區，以及數公頃的校園。校園內到處充滿了以「貝克」命名的建

築，建築物上刻著：建校於 1924年。嚴格說來，哈佛商學院應該叫做貝克商學院。 

原本，我們一行人都以為一個課程 6000美元（加上補助，一門課總計 9000美元）

實在有點貴，但是接下的兩週中，一共來了十二位哈佛教授來分享涉入式教學法的心

得，也實際為學員演練一遍。每天中餐與晚餐有豐富的前菜、主菜以及甜點，以自助餐

無限量供應。所以，這樣算起來，這學費其實還蠻合理的。 

在哈佛商學院上課有很多規矩。整個課程約八十人，分成十組，每一組都住在同一

層樓、同一宿區，並依組別配置會議桌與休息室。這些小組叫做 Live Group（作息小組）。

每天上課前一個小時（8-9點），小組必須先討論案例，因為許多學員都看不完個案（有

的案例密密麻麻長達 30 頁），所以在小組討論時，唸完的同學會先幫忙將個案做一簡

報，然後再討論預先指派的題目。 

九點鐘必須準時到教室，不可以遲到。上課前，一堆學員也會先衝到廁所，因為上

課時不可以離席。上課時，座位是以英文姓氏來分類，特別將 Live Group打散。如此，

學員上課發言時可以獨立，也可以認識不同組的同學。 

兩週之後，有些學員對哈佛涉入式教學法非常興奮，有些學員卻失望不已，認為來

哈佛是被「綁架」了。一位來自北京大學的教授不禁質疑，案例雖有趣，但是每個討論

的結果卻都以常識性的結論草草收場。討論沒深度、案例沒內容，這樣的涉入式教學法

真的培育的出人才嗎？有人則認為在當今學術發表壓力之下，要教授花那麼多時間去準

備個案教學，又要自己動手撰寫案例，誘因實在不大。更有人質疑，哈佛這種民主式的

教學法是否真的適用於華人社會著重權威性教育之中。不少來自中國的大學教授都擔

心：「當教授被問倒時該怎麼辦？」 

還有教授擔心，在中國教育資源普遍不足，連個像樣的教室都沒有，更遑論要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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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式教學法，因為建造一間個案教學教室少說也要新臺幣五百到一千萬元。另外，有

人擔心個案教學結束時，常常沒有給標準答案，要學生自己去想，這恐怕在華人情境會

出問題。也有老師認為，哈佛案例與本土情境脫節。這不只是案例中的管理問題與亞洲

脫節，連案例中的文筆也有文化上落差，讓華人看起來沒感覺。 

一位上海同濟大學教授憂心的指出，哈佛商學院教授的表演功力恐怕不是一朝一夕

能修練得成。要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那教授可就要名譽掃地了。個案的背後有許多管理

議題，需要豐富的產業知識，有時更需要用學術理論去引導分析。這都需要思辨，要有

基本功（邏輯推理）。因此，光有「個案」不一定有用。更何況，許多教授都是學院派

出身，很少有業界實務經驗。 

到了波士頓，到了劍橋，到了哈佛商學院，我倒是有些期望。除了親身體會哈佛式

個案教學法，也希望了解不同哈佛教授的教學風格，以及不同案例教學的方法。除此之

外，我也希望探索華人的教授是否真的能應用哈佛模式到當地的教育情境中。 

不過，在此之前，讓我們得先認識一下什麼是個案教學法（大陸的說法是：案例教

學法）。讓我們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什麼亞洲的高等教育突然需要個案教學法？或者，

為何亞洲教授需要改變他們教學的方法？ 

事情是這樣的，在許多亞洲教學情境中，教授的教學方式通常是放著投影片，從頭

講到尾。穿插課堂的是教授提問題，若學生答錯，不是教授期望的「答案」，教授則以

權威糾正學生，或以分數展示他對學生表現的喜惡。此外，商學院教授往往教了太多抽

象的理論，而忘了告訴學生，這些理論如何與實務結合。結果，學生成了兩腳書櫃。到

了研究所，學生帶著豐富的經驗再次進到了學院，他們再也受不了教授的權威教學。學

生要求，上課要用例子讓理論更實用；學生也要求，教授別只關在象牙塔，要與產業實

務結合；學生更要求，教授上課要生動活潑。 

在此背景下，個案教學開始受到重視。此外，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學生繳交大筆學費來唸書。這筆學費雖可以紓解學院的財政壓力；卻也

迫使商學院要更快的導入個案教學，讓課程更加務實，EMBA學生才不會叫教授下台，

令校方難堪。 

個案教學法，也有人稱之為對話式教學法、參與式教學法、建構式學習法

（Constructive Learning），更有人給了一個很酷的名字：涉入式教學法（Engaging 

Scholarship）。不管我們給這種教學法什麼樣的名稱，它的精神是以實務的例子，賦予

問題一個實際的情境，巧妙的將所要教的理論融入到案例的脈絡中。 

這種教學法在蘇格拉底時期又叫辯證式教學，也叫產婆教育哲學。老師以學生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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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用問題引導學生討論問題，帶領學生經歷複雜的思路過程。老師同時與學生在提問

過程中相互學習，在正與反的觀點交互思辨後，領悟如何以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讀問題。 

管理學門中要討論許多是非不清的灰色議題，如果學生不了解思考過程的話，得出

的答案可能只是一知半解。例如，公司面臨藥品中毒事件，該不該全面回收架上存貨？

又如，要不要開除公司創辦人，因為他的技術能力已退化，使公司成長受限？這些問題

常有許多「解讀」，而沒有一定的「解答」。學生必須要經歷過整個分析過程，解讀才會

有意義，學習才會內化。因此，有效的學習需要學生參與思考過程，了解問題背後的情

境，然後一步步地建構出自己的想法。 

傳統的教學模式主要是以資訊轉移為主。老師是主角，扮演專業的角色，教育界稱

這種教學為科學模式（Scientific Model）。老師的身分，如同研究物理的科學家或研究

電子的工程師一樣，將知識有系統的傳授給學生。上課時學生專心聽講，時而提出問題

澄清，並在課後做練習，確保自己充分吸收理論。 

但是，我必須先澄清一點。當教育學者說這種「科學模式」教學法很傳統時，其實

他們指的是這是教學主流，是大部分教授用的方法。傳統教學法之所以不受歡迎，更根

本的問題是，教授把課程帶的很無趣，課上的很枯燥，讓學生失去學習的慾望，也學不

到有用的知識。科學模式本身是無罪的。 

英國劍橋大學流傳著一個順口溜：「上課越多，學的越多；學的越多，卻忘的越多；

忘的越多就懂的越少，所以，幹嘛去上課？」學生被動吸收知識會漸漸腦殘，不再思考，

失去好奇心。結果上課越多，學生越迷惘。這正合了孔夫子所說：「學而不思則惘，思

而不學則殆。」 

傳統教學法受到韃伐還有另一個原因：老師基本上只關心教學，而不是學習；只關

心進度，而不是成效。美國有一個卡通正諷刺了這種現象。卡通中有兩個小孩與一條狗。

約翰對另一個小孩說：「我已經教我們家小狗吹口哨了。」鄰家小孩大聲說：「真厲害，

狗也可以吹口哨。」於是，他要小狗吹段口哨來聽聽。但是小狗從頭到尾只是汪汪叫。

他轉身問約翰說：「牠還是不會吹啊。」約翰冷靜地回答：「我說我已經教牠吹口哨，我

沒說牠已經學會了啊。」 

教育改革者對傳統教學法的不滿，使得更多大學開始推動新式教學。美國教育家約

翰．杜威曾批評：「教學應該如銷售，除非客戶願意買他的貨，業務員是沒法賣出任何

東西。奇怪的是，竟然有老師深信他們教的很多、很好，而不用去管學生到底有沒有學

到東西。」杜威認為在學習過程中，主角應該是學生，不是老師。 

在這場革命中，改革者質疑這樣教育出的學生無法因應實務的挑戰，整體社會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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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不會思考的人，做出一堆劣質的決策。在這樣的挑戰下，教育界祭出的解藥就是個案

教學法。這個解藥是要讓學生在學習中涉入各種學習活動，投入知識創造過程，與老師、

與同學思辨對話。老師成了智慧的助產士，而不是無聊的說教士。老師要培養學生獨立

思考，不只是傳授事實。當然，老師也要負責讓學習興趣盎然。 

誰擁有這個解藥？大家公認是哈佛商學院。 

哈佛商學院因此成了亞洲，特別是華人的焦點。早期哈佛商學院為了改革課程，也

為了差異化MBA課程，以鼎立於競爭的商管教育市場，於是向法學院借東風。哈佛商

學院院長與教授下了一個歷史性的決策：將法學院的個案教學法全面引進商學院。接下

來的六十年，哈佛商學院的教學全部改為個案式教學。這種以個案為主的學習法不像在

訓練工程師，而更像在培育一位律師，或養成一位醫生。教育學者又管這種教育方法為

「專業模式」（Professional Model）。哈佛也因此聞名於學術界。 

但是，天下沒白吃的午餐。若要採用涉入式教學法，老師與學生都必須要在角色上

做些調整，也都要學習一些新的技能。這些新角色與新技能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簡單。 

學生該做什麼準備才能有效「涉入」？首先，學生在上課前要仔細研讀個案，在上

課時才能馬上進入狀況，參與討論。不然上課會像在猜謎。其次，聽力要好，學生上課

時要注意聽別人在說什麼，才能在課堂上針對主題對話。最後，學生不能不發言，但發

言時又不能夠過度主導，要尊重別人發言的權利。所以，在上課之前，學員要先學會參

與案例討論的技巧，這包含課前的討論技巧以及課間的參與技巧(Coppola, Hiltz, & 

Rotter, 2002)。 

老師的責任更重。第一，老師要扮演蘇格拉底的角色，上課時不能太獨裁，要引導

學生討論，讓學生體會知識探索的過程。第二，老師要敏感的傾聽、鼓勵發言，建立良

好的討論氣氛。第三，老師對案例中的組織情境、人際問題以及產業背景要瞭若指掌。

在課堂上，老師要會說學逗唱，將討論帶到高潮。老師還要有超強的記憶力，記得誰說

過什麼，在何時該找什麼樣背景的學生加入討論，又能在對的時機把每個人說的意見做

一總結。更重要的是，老師要能抗拒誘惑，不能給學生「標準答案」，要讓學生有機會

深入思考問題。 

那麼，哈佛教授是怎麼導演「涉入式教學」的呢？ 

3.10.2 保羅．馬歇爾 

還沒到哈佛之前，大多學員都認為哈佛涉入式教學法應該是一套標準化流程，只要

循序演練就可以照搬到自己課堂上。但是，第一天踏入教室後，才發覺完全不是這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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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每一個教授都有一套自己的獨門「涉入心法」，從讓學生參與的方式，到帶個案

的方式。原來，參與式教學法像武術一般，同一套武功可以依個人特質打出不同的風格。

哈佛每年支付這些教授近千萬年薪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第一個遇到的是保羅．馬歇爾（Paul Marshall）教授43，他是針鋒相對的大戰

車。馬歇爾身高快一米九，不只是高人一「肩」，橫向體型也頗為龐大。所以上課跑前

跑後，時常，弄得他一身汗。他原是工程背景，在外闖蕩事業多年，回到學界完成博士

學位後，因緣際會到哈佛任教。但是哈佛沒給他聘書，不是他教不好，他的教學評比都

很高，是因為學術發表量不夠。馬歇爾瀟灑拂袖而去，回產業賺更多錢。可是助理教授

撐不住場面，哈佛再邀請他回來執教。他的理念是：在學術界當教授只是許多工作的選

項之一，他可以隨時切換學術與產業，也會把工作都做到盡善盡美。 

馬歇爾一共帶了四個案例。第一個案例討論一位印度年輕人與朋友到喜馬拉雅山登

峰，墜崖受傷。朋友遇難，他僥倖存活走到附近村落但也奄奄一息。奇蹟似的，村落中

的一位婦人竟然背他走了三天三夜到附近醫院。得救後，他省思為何一位素昧平生的婦

人會無私的拯救他，全班討論的重點便是：為何會有人願意義務救陌生人？ 

第二個案例是談小孩子為何會跌倒。課中放映一段錄影，是小嬰兒學走路。這個案

例說的是學習過程，由小嬰兒學走路談學習過程中的挑戰。討論重點圍繞在如何成為好

的學習者。馬歇爾教授也要大家談談自己遇過最棒的老師有何特質，對自己的影響又是

什麼。 

第三個案例與創業有關，說的是一位哈佛畢業生如何自己寫信找金主，然後在身無

分文的情況下，募集資金，巧妙地以股權分配讓各方投資者共擔風險，也共享利潤。最

後，馬歇爾以一個智利的商學院為例，討論引進參與式教學法會遇到的挑戰。 

馬歇爾的教學風格，是在嚴肅主題中帶著輕鬆的態度，在輕鬆的主題中帶出嚴肅的

反思。一上課，他馬上就丟題目，每一個回答的同學都被他架在探照燈下質問。他也特

別喜歡把學員的話故意扭曲，然後挑戰下一位同學，接著又返回質問被扭曲意思的同

學，同不同意別人對他的看法。這招叫搧風點火。課堂討論時，馬歇爾又會故意引發矛

盾，讓學員相互詰辯。待戰火一點燃，他就隱身到背景，在黑板紀錄下討論過程，偶爾

介入，以確保討論不離題。 

我私下問他教學的秘訣，他的回答很妙。他喜歡針鋒相對的討論，這樣會使大家腎

上腺亢奮，保證不會有人上課想睡覺。他更喜歡「冷問」（cold call），讓學生措手不及。

                                                
43 http://drfd.hbs.edu/fit/public/facultyInfo.do?facInfo=bio&facEmId=pmarshall@hbs.edu 



 

 143 

這樣每個人上課前會專心的把案例唸好。備課時，馬歇爾教授會思考三個基本問題：在

這個案例中學生需要知道什麼？他們已經知道什麼？我能給他們什麼？這樣他才不會

問一些與案例不相干的問題，耽誤課堂時間，也避免在課堂上出現自己答不出來的問題。 

馬歇爾還把學生分三類。前瞻型的學生是有志者事竟成（making things happen），

認真的學生是專心的看著事情完成（watching things happen），而平庸的學生是問：發生

什麼事了（what is happened）。理想上，頂尖商學院最好都招收到第一類學生，他們就

自然會成為社會菁英，然後貢獻母校。他幽默的說，好老師的責任就是挑到好的案例，

然後閉嘴，讓聰明的學生透過個案相互切磋，只要別毀了他們就好。 

不過，馬歇爾的案例教學也有點小問題。他不喜歡做結案分析，要學生自己去省思

從個案中學到那些重點。這固然可以培養學生歸納的能力，但是往往也會造成失焦。通

常在討論了一個小時後，大多學生已經昏頭，也忘記案例中的學習目標。這時他如果能

做一總結；可能會有畫龍點睛的效果。教授雖不用給「答案」，但是給一種「說法」總

可以吧，大家其實都想知道他有和「高見」，因為我們這一群教授也想藉機修理他一頓。 

3.10.3 湯姆．派格 

湯姆．派格（Thomas Piper）教授七十多歲了，是哈佛長青樹44。他精通財務、博

覽群書，可以教任何一個科目。他致力於商業倫理課程，主張每一位未來領袖不能只看

報酬率，否則到頭來整個社會還是要付出代價，安隆事件便是最好的警惕。 

派格帶了三個案例。第一個案例討論高階主管在面對危機時應有的決斷力。案例的

大意是一家藥廠的商品被千面人下藥，毒死了消費者，責任雖不在公司，但是若你身為

總裁，是否會下令全面回收藥品？公司形象又應該如何重建？ 

第二個案例討論當代商學院的教育問題。派格更在案例中談到當今管理教育已經完

全迷路了，走向量化驗證，使學術變成毫無思辨的空洞研究。教授為追求升等，將學生

視如蔽屣。他認為，商管教育是要讓學生學會找到對的問題，不只是去找對的答案

（finding the right question, not the right answer）。 

第三個案例討論「商業道德能被教嗎？」許多人認為道德這門課是在工作中培養出

來的，也有人認為在商業環境中講道德是緣木求魚。商場本就是爾虞我詐，談道德只是

自取滅亡，派格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只要是與「態度」有關，就可以再教育，特別是用

案例再教育。他認為經商也要有商道。 

                                                
44 http://drfd.hbs.edu/fit/public/facultyInfo.do?facInfo=ovr&facId=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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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格身高一米八以上，清晰的輪廓、滿頭白髮，聲音卻出奇宏亮（只是領帶每次都

沒打好）。他在課堂上常故意裝糊塗，然後設下一連串的問題，讓學生去消化案例內容，

待學生一步步走入陷阱，他再用事先準備好的必殺技，問得學生啞口無言，然後悟到自

己思路上的盲點。學生最怕他站在座位前，盯著自己看，一言不語的等待回應。 

他年紀雖長，但記憶力特好，誰說過什麼意見，提過什麼問題全都記得。他也擅長

製造懸疑的氣氛，讓學員陷入苦思，然後用冷笑話緩和氣氛，加以雋永的智語結論。在

千面人下毒案例中，當學生七嘴八舌的討論著是否該全面性回收藥品，或只是地區性回

收時，他卻說：「你不會因做錯事而失敗，你卻會因為塑造錯的議題而慘敗。」（You will 

not fail in doing wrong thing, but you will fail when you frame the issue in a wrong way.） 

藥品被下毒的危機，是一個公共安全事件。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它也可以被重

新定義為一個「包裝設計」的議題，將消費者對公司的疑慮，從公共安全事件轉化為如

何以藥品包裝設計，共同防護所有類似的不法事件。 

在討論商管教育時，有些同學激烈的討論如何可以用案例教學改善教學品質，有些

同學則談到不同學科如何可以用案例活化教學品質。他卻冷冷的說：「把樹裝潢的再美

也沒有意義，如果問題是出在根部。」（It’s meaningless to add more ornament on the tree, 

if the root is the problem.） 

他雋永地批判當代商學院盲目運用案例教學，說是要產學整合，但卻沒把最根本的

事做好：不重視教授、踐踏博士生、用高額獎金去鼓勵無意義的學術研究、以聘書來實

行政治鬥爭、不重視學生要什麼，只關心學校排行的虛名。派格的結論更是發人深省，

他說：「案例教學的精神不只在學習新的知識，更重要是要以案例去打破因循苟且的陋

習。」（The new is not that uneasy to learn, the difficult point is to unlearn the old thing.） 

在討論第三個案例時，派格問到案情中的高階主管史考特，為達到董事會的業績要

求，他快速併購醫院，技巧地盜領保險金，而把醫院當金雞母，這合乎道德嗎？ 

討論一開始，同學就砲轟史考特，說他重利而輕義。不久另一組同學反攻，認為這

是環境使然，董事會要高報酬，史考特已履行承諾，不算違背商業道德。況且，當時在

美國每家醫院都在「巧取」健保給付，不然根本生存不下去，這是制度有問題，不是道

德有問題。 

雙方激辯過程中，派格冷眼旁觀。不久，他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讓全班不知所措：

「這樣醫院真的賺太多錢了嗎？比起同業，這家醫院的盈利其實是不多的。真的是健保

機構逼良為娼，讓史考特『不得已』從事不道德商業行為嗎？史考特的行為對公司真的

沒有造成傷害嗎？這是個人的不道德行為，或只是公司策略的瑕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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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每位同學擠不出一句話來時，他又雋永的總結：「我們在談道德的問題時，千萬

不要忘記每一個道德問題的背後都有一個經濟動機；每一個不道德作為的背後，都有一

個理性的行為。」（Think about the rational behavior behind every misconduct.） 

最後，他經典地說：「我們都是感性的狗，搖著理性的尾巴。」（We are all emotional 

dogs with rational tails）課堂結束前，他再次強調：「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道德能不能

被教（Can ethics be taught？）。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們到底是怎麼教導學生道德這門課

的（What ethics are we teaching？）。」 

上完課後大家對這位長青教授佩服不已。薑是老的辣！我個人對派格印象最深刻的

是，他深刻案例剖析與精準掌握產業動態。他一定是對教學有澎湃熱情，不然怎麼能引

導出如此知性的討論。私下，我請教派格對涉入式教學的看法。他講了一堆，我都記不

得了，可是我記下四個口訣。 

用案例使學生深度學習有四個階段。第一，先鼓勵他們開口就好了（encourage them 

to talk）。第二，讓學生參與對話（Let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dialogues）。第三，讓他們的

決策牽連到行動（Let students involved in decision and action）。第四，這樣，你才能讓

他們涉入知性的思辨，從案例中省悟眾生思考的盲點（Let students engaged in intellectual 

debate）。 

原來涉入式學習要歷經鼓勵（encourage）、參與（participate）、牽連（involve）以

及涉入（engaged）的過程。我想這才是派格的治學精華。 

3.10.4 諾門教寫作 

2009年，一月中旬，經過半年的沈澱後，我又回到了哈佛課堂，參加第二期訓練。

這次地點轉換到新加坡，教的是案例寫作。南洋理工大學是主辦單位，我們進南陽理工

大學拿到講義後，馬上就是緊湊的課程。 

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馬歇爾與新老師諾門在處理個案時，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風

格。馬歇爾較隨性，喜歡和企業家聊天，先由聊天中找到靈感，探索有哪些議題可以做

為教案。他大多會由校友下手，所以切入議題時不會太唐突。哈佛校友也多存回饋母校

之心，因此在後續的案例寫作與授權問題相對不大。 

一旦找到了個案場域（case site）後，馬歇爾建議要馬上先談授權問題。如果對方

不同意，就別往下做，以免到頭一場空。接著，進入田野前，先擬定幾項教學關鍵議題。

例如，你可以選擇由「供應商遴選」議題下手來設計採訪問題，你也可以由「策略投資

決策」來設計問題，像是要學生決定要邀請創投公司、天使或私募基金入股。當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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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採訪議題只是讓你有參考點，知道由哪裡下手，到了現場還會遇到突發狀況，必須臨

機應變。此外，若在出發前能夠訂出不同切入的方法，說不定還可以發展出一系列的案

例。 

然後，馬歇爾就把工作交給「個案文膽」（case writer）。什麼？文膽？這實在太幸

福了！全場同學都發出讚嘆之聲。馬歇爾只要告訴文膽要寫什麼，搜集哪些資料，接著

就等素材到齊後他再下手彙整，案例就成形了。在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地，多數教授

無此特殊待遇，學校也無此預算。 

諾門的做法則比較像在進行研究。他強調寫作過程中要不斷修正，兩軌並行。寫案

例同時，也開始寫教學指引。諾門分享四階段案例撰寫方法。 

在第一階段，先列出案例寫作大綱（約一頁就可以），再根據大綱發展出一些細目

章節。同時，列出六至八個教學議題，試著由其中找到三個主要學習重點（takeaways）。

不過在發展議題時，教學議題會隨著寫作過程變更，因此，撰寫案例要耐著性子去醞釀

教學議題。 

到了第二階段，一旦案例大綱與教學目標契合後，就可以展開採訪，寫成訪問稿（總

共約八個小時，分四次採訪），與案主討論如何訂正。此時，企業在案例進行中會衍生

出新的議題，撰寫時也要留意是否需要將新議題加入，或者要避開一些敏感的問題。 

進入第三階段時，我們就要把訪問稿轉成案例文章，此時，撰寫要注意盡量客觀報

導，不要說教。需要分析（說教）的部分，放到教學指引中。撰寫時，要決定故事的主

角，並留心是否附上真名（有些受訪者會希望匿名）。案例呈現若以時間軸延展，我們

也要當心不要弄錯前後次序。寫完案例初稿後，要馬上寫教學指引，並對照初稿與教學

指引是否配合得當，然後才將初稿送給案主看，再看看是否有遺漏、錯誤或增修的議題。

修訂個案本文時，也要同時修訂教學指引。 

最後，第四階段，在送回給案主時，最好先請一位專家審稿，提供修訂意見。如此，

案主可以看到較成熟的完稿，也可以減少來回修訂的次數。如果在此階段能再以案例試

教一、兩次會更好，可以增加教案的品質，豐富教學指引的內容。 

3.10.5 哈佛，變成哈欠 

五年來，每年亞洲都會有約九十位教授來哈佛商學院朝聖。他們希望在兩週內一窺

哈佛之教學秘笈，並在回去後能現學現賣，使學校的課程更加生動。我們參加這門課，

已邁入第六年，也是最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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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式教學法對華人學校產生了什麼影響？是不是五年後，這種涉入式教學法已經

被帶到臺灣與大陸的課堂中了？是不是每位老師在教室中變的像哈佛教授一樣表演生

動，活力充沛地走來走去？是不是每位老師回到自己的學校後，都開始撰寫本土個案？ 

答案是令人遺憾的。五年來，在一陣哈佛熱潮後，美好的哈佛回憶被收藏起來。多

數老師還是回到原本的教學模式。只有少數老師用哈佛涉入式教學，或去寫個案。雖然

有少數老師用哈佛的個案來教學，但是教學的方式與哈佛教授的教法，仍然有很大的差

距。 

有人說華人老師把哈佛教學法本土化。有人卻說這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有人怪環

境。在台上，老師循循善誘；在台下，學生無言以對。用案例教學帶給華人老師更大的

困惑，更多的工作量，以及更低的教學評比。學生認為老師沒好好備課，老師怪學生上

課前沒把案例讀清楚。誰對誰錯不重要，反正哈佛涉入法到了臺灣後多數卻遺憾地變成

哈欠教學法。老師們搖搖頭，繼續照自己的方法教學。 

那個案寫作呢？在大陸，有些學校出資贊助教授寫個案，每件案例由一萬到三萬人

民幣不等。臺灣由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教育部出資，每件個案由二十萬到五十萬新台幣不

等，後來退時尚了，每案只補助七萬元新台幣。新加坡比較大方，每案例補助約七千新

幣（140萬新台幣，35萬人民幣）。至今，大陸與臺灣都寫出五百多件案例以上。臺灣

大學與政治大學組成跨校團隊，於 2008成立「臺灣管理個案中心」（由天下文化出版社

管理）來流通這些案例。大陸舉辦「全國管理案例論壇」（人民大學主導），來了 500

多位教授。但是，這些個案大多仍停留在故事敘述的階段，好的案例不多。課堂上不容

易用，研究價值也不大。 

五年來，到哈佛來受訓光學費就高達 288 萬美金，12 位哈佛教授傾囊相授，為什

麼老師回到自己的教室後卻把涉入式教學拋到腦後，問題出在哪？ 

我與 70多位同學在十天的交流中，漸漸了解到轉移哈佛教學法到臺灣或大陸並不

如想像中容易。要將哈佛的涉入式教學法帶到華人圈，我們得要先了解「機構」所帶來

的三大挑戰：學生的習性、老師的慣性、體制的惰性。 

第一大挑戰是學生。以前，學生是知識的接收者。在涉入式教學法中，學生要變成

知識吸收的參與者。這個前題，在華人的大學中是不容易成立的。不管在臺灣、香港、

新加坡或中國，華人學生大多習慣教授用講的方式上課，他們也都習慣聽課。上課話多

容易被同學誤會為囂張、愛現、不謙虛，說錯話也容易被老師消遣或責罵。由於學生大

多習慣被動接收，也沒在上課前好好閱讀教材。因為，他們心裡想，到課堂時老師就會

「教」我，何必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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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MBA 學生來說，哈佛案例大多過於冗長。學生大多白天都有工作，或還有四

到五門課要照顧，更不可能在課堂前自習。沒準備當然沒辦法討論。沒有討論當然就想

專心聽課，要專心聽課當然就期望老師給標準答案。你看到沒？這是惡性循環。 

好吧！假設學生願意討論，還是有問題。學生對個案可能一知半解，上課發言占用

了時間，還把同學弄得迷迷糊糊。最後，三個諸葛亮加起來變成了臭皮匠。課堂結束了，

全班還在你一言、我一句的爭吵不已。學期末，學生說老師太混了，讓同學發言，自己

在一邊風涼。教學評比當然很差。 

那哈佛學生就比較聰明嗎？他們為什麼就能有效透過個案來學習。據我的觀察，是

的，他們的確比較聰明，這是因為哈佛有機制讓他們上課時必須變得聰明。 

哈佛商學院MBA學生平均年齡在二十八歲，是由美國與國際優秀的人才中挑選出

來。而且，他們是全職來當學生，不是把學習當副業。哈佛商學院一梯次收九百名學生，

新生報到時就被分組。所以一屆有 10∼11班，每班約 85名學生，一組八人。每個案例

都會指定事前討論題綱，上課前小組要先把個案討論過一遍，而且討論之前每個人自己

都要把案例讀一遍。上課有 80分鐘，課前討論要花一個小時。算起來，每個學生花在

一個案例約 200分鐘。 

哈佛商學院學生一學期要修五到六門課，每一門課約要唸 30個案例，每個案例約

20到 30頁。每天要上五個案例。加總起來，每位學生畢業前要討論約 500個案例。學

生要是遇到困難，哈佛商學院會派助教一對一加強輔導，小組也會幫他趕上進度。教授

還會評量每名學生課堂上的表現。學費多少？才三百多萬新台幣（75萬人民幣）「而已」

（聽說每年調漲）。 

第二項挑戰是老師。個案教學法不是工具，是修煉。華人老師大多是想把講義當說

明書帶回去，希望複製他們兩週來在哈佛所體驗到的教學方式。但是，要能像哈佛教授

一樣帶動參與式學習，亞洲老師得要先完成五項修練（但這可不是彼得聖吉說的那套五

項修練）。 

第一項修練是分析力。要教案例，教授要做好萬全的備課。這包括要讀透個案，對

案例中的人物、情節、問題與衝突瞭若指掌，上課才不會被學生問倒。個案中要分析的

數據，要運用的理論，也要在上課前反覆演練，才能夠在討論時協助學生經歷思辨的過

程。 

分析案例時，教授還要思考如何融入物件知識、流程知識與策略知識。由案例要帶

出幾項重點，是物件知識。這幾個重點之間有什麼關係，每個重點內涵為何，是流程知

識。教授要如何「導」這個案例，是策略知識。其中以養成策略知識最困難。這就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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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的工作。同樣一個劇本，沒經歷的導演就會把戲拍的枯燥無趣，好的導演卻會把人

物角色拍的生動活潑。 

哈佛商學院特別注重策略知識的養成。每一學期都會有約七位老師同時帶一組案

例。為了讓每一位老師在上案例時水準一致，而又具個人風格，每週在上課前七位老師

都召會開教學會議，分享每個人的教學心得與帶課策略。如此一來，資深的老師可以輔

導新進老師融入個案教學，使他們縮短學習曲線，每位老師也可以檢查要教的重點是否

都涵蓋了。老師可以有不同教學風格，但教學的內涵一致。這種同中求異，又在異中求

同的教學理念，使哈佛教授的個案導演技巧愈來愈純熟，也使商學院的案例教學文化可

以傳承。 

第二項修練是質問力。個案教學中必須以一問一答的方式，引導學生剖析問題，並

由其中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如何在對的時間，用對的方式，以對的問題，去問

對的人，是一門藝術。要掌握好質問的藝術，更要培養敏銳的聽力。傾聽就是把學生的

問題重新包裝，反問另外一位學生。等問題討論飽和後，再轉移到下一個議題。最困難

的是，你得問到對的人才行。例如，要討論一座旅館應如何鑑價時，老師必須要找有房

地產背景的學生來幫忙。但是，班上有這個專業的人嗎？老師在上課前要做功課。 

哈佛商學院有一套系統詳細記載學生專業背景，上課前老師會收到課堂座位表，預

先知道每一個人坐在哪一個位置。所以，老師在上課前可以直呼其名，請某個專業的學

生在課堂上貢獻所長。案例教學中，老師以問題引導，將不懂的學生問到懂，再把（自

以為）懂的學生問到不懂。老師與學生互動，學生之間也要互動。在參與的過程中，老

師教學相長；在質疑中，學生也領悟到許多事不一定有標準答案。 

第三項修練是表演力。在哈佛商學院，教授全場走動，充滿活力。手舞足蹈之間，

帶動學生討論個案。穿梭在 90人的教室，一下跑到左邊問甲同學的看法，一下又跑到

右邊問乙同學的意見，然後又一下跑到中間問丙同學，對甲、乙同學的回答有沒有質疑。

90 位觀眾時而是演員，又時而是觀眾。教授的詼諧問題與幽默回答時常使全場哄堂大

笑。 

教授上課時很少用投影片，只穿梭在學員與黑板之間，把學生的發言紀錄在黑板

上。看起來好像是學生們群策群力地解開個案的難題，但實際上黑板上要寫什麼，要寫

在那裡，其實全在老師幕後策劃下完成。 

黑板是表演的道具，也是智慧的橋樑。老師在修練表演力時，也同時別忘了要把字

練好，因為寫黑板是表演的一部分。案例教室正面通常有六個黑板，因此老師也要預先

想好在那片黑板寫什麼，才能配合演出達到參與式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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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修練是寫作力。哈佛商學院教授一年要寫四到十個案例，並不斷更新課程內

容，也持續尋找新的管理議題。把新個案中所學到的經驗有系統的紀錄下來，需要具備

良好的寫作力。這不僅是要整理出個案，還要寫出有趣的案例。教授要能妙筆生花，巧

妙安排劇情、呈現證據，使情節連貫、推理嚴謹。案例推出之後，老師上自己寫的案例

會使課堂更加生動，學生也會更敬佩老師。老師在同儕之間的聲譽提高，個案被廣為採

用，廣受好評，年終考績自然也高。 

第五項修練是思辨力。這大概也是最重要而且最困難的修練。上述四項工作的背

後，最重要的就是思辨的能力。思辨好，案例解析可化繁為簡，可問出深度的問題、可

透過個案演出讓學生看到盲點。 

養成思辨力要靠批判。每一個管理案例中都會有模稜兩可的問題，教授必須要由不

同角度對問題提出批判，把可能的意見先想過一遍，再思考如何以更高明的觀點，帶領

學生重新認識問題。到了課堂上，教授要引導學生由懵懂無知到提出真知灼見。教學與

授課的過程若缺乏思辨，再精采的表演也很難讓學生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 

哈佛商學院教授多出自名校，又在職場上歷練多年，思辨力自不在話下。但是，不

少華人教授可能從小學到研究所一路來都在填鴨式教育下成長。對權威傾向服從，對問

題不喜追問。突然要他們具備思辨力去教案例，有點不切實際。硬把參與式教學法帶入

課堂，學生不知如何涉入，反而被懾住，手足無措而不知如何參與。 

3.10.6 機構力量讓個案教學學不來 

要引進參與式教學法，學生要涉入（預習、討論、反思），教授要涉入（備課、質

問、表演），學校也要得涉入。我們可以由教學支援體系、案例寫作體系以及機構輔助

體系三層面來看，為什麼哈佛商學院做得到，但亞洲學校卻不易做到。 

第一，哈佛的「教學支援體系」是砸下重金建造出來的。每個教室設計成半圓型劇

場，可容納 90人，設有六面大型黑板，可用電動升降。左右還各有兩個黑板。每次老

師上完課後，會有兩位服務人員進場。一位用溼的白色大抹布先擦一遍，另一位再以乾

的大抹布擦兩遍。兩位墨西哥籍的「擦黑板員工」告訴我，如果使用板擦的話速度太慢

（有九面黑板要擦），而且會越擦越髒。 

教室內燈光由電腦控制，像舞台設備一樣，正面還有三個投影機，可以配合講課彈

性運用。教室上方安裝三大台大型攝影機，有特別來賓到場時還可以錄下來。每位學生

桌上還有投票鈕，老師可以配合不同學科安排民意測驗，增加教學趣味性。這一間教室

要多少錢？臺灣簡化版的教室一間造價約一千萬元新台幣，約兩百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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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上課前老師可以要把教材放到教學輔助平台（course platform）。如果老師在

帶某個案例時，需要用一段錄影，可以連上網路，讓學生預習或在課堂上撥出。老師還

可以看到歷屆學生的資料。上課前三個月老師就可以透過系統看到每個學生的照片，事

先研究每一班學生的背景，背下每一位學生的姓名。這套軟體要多少錢？哈佛老師說約

一百萬美元。 

還有呢！每次上課後，每位學生都會填問卷評估老師的教學成效，每門課學期結束

時還要再算一次總帳。評估成績只給教授做參考，不列入年終考績評等，因為哈佛不要

讓老師成為討好學生的諧星。這些工作全由行政助理負責。老師上完每堂課後，會為學

生當天的表現評分，並寫電子郵件告訴他們好在哪，要如何改善（不過，現在只有少數

老師做得到）。 

學生上課時要遵守「涉入守則」（rules of engagement）。所以，學生上課時不可中

途離席去廁所，不可以帶筆電到教室。上課角色扮演的時候不可以說：「這只不過是遊

戲。」對資淺教授上課不滿意時，不准換教授，學生必須幫助教授改善教學，使教學相

長。違者就扣分，扣分少者拿不到「貝克獎學金」，多者會被當掉。 

但是，誰來幫老師處理這麼多雜事，助教是也。每堂課有三到五個助教會幫教授準

備好各類工作，如評分、發郵件、取講義、裝設備（但是，一位哈佛老師私下告訴我，

最近景氣不好，助教也不配了）。有位哈佛老師戲稱，這整套教育支援制度就像豐田持

續改善體系。每位老師在此體系中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華人的學校就沒那麼幸運了。能有錢建教室的學校不多，新加坡國立大學蓋了四間

互動式教室。廈門大學蓋了兩間百人教室。臺灣大學也蓋了兩間哈佛複刻版教室。政治

大學除了一間同規格的教室，也加蓋四間袖珍型互動教室。能建制軟體的學校更少，能

把軟硬體整合在一起的還沒看到。找助理與助教來幫忙？那不行，經費不夠。 

在臺灣，大學教授也比較沒有經驗傳承的習慣。資深的教授外務多，資淺的教授忙

發表，能有時間好好備課的老師實在不多。要學哈佛，找七個教授一起討論如何改善教

學？那可難了，每個人都有一套秘方，誰也不願意公布秘方。 

第二，哈佛商學院有一套完備的案例撰寫支援體系。哈佛教授雇用案例文膽（case 

writer），是專業寫作者，文筆可能比教授還好，而且都是接受過兩年紮實個案教育的哈

佛、史丹佛畢業生。學校還提供優渥的薪資與一棟古雅的辦公室。教授的工作比較像導

演，案例文膽則是像編劇。等到確認公司與主題後，案例文膽就接手，根據故事大綱去

蒐集材料、搜集證據。就這樣，一年最多有人產出十個案例。如果教授寫案例但沒寫教

學指引，就無法升遷，文膽也拿不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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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來源也不是問題，哈佛有眾多畢業生，全進了績優公司，要找人採訪不難。哈

佛商學院還有場場爆滿的高階主管培訓班。最新的議題可以由這群「高管」下手，取得

個案素材，也省去核准案例的時間。再不行，哈佛商學院設有業界諮詢委員會，都是找

當今一流的總裁擔任。只要一通電話，任何難題都能搞定。 

最難能可貴的是，哈佛商學院有一群 60多歲的資深老前輩，他們在中年頂峰時間

就開始栽培下一代明星教授。這種無私的傳授與長期的傳承個案撰寫功力，使哈佛傳統

香火不斷。學術主任馬歇爾便自豪地說：「這種案例教學與寫作已經成為哈佛的機構性

知識（institutional knowledge），也成為哈佛商學院的獨特學術文化。」 

在華人圈，各大學能不能複製這套體系？我看不容易，就拿臺灣來說吧，國科會與

教育部都投入經費去做個案，但真正有意願去做的人卻不多。助理教授說，先讓我升等，

沒被開除時再做吧。副教授說，我等到升正教授再投入案例教學吧。正教授說，寫個案

太費力，我先拼經濟吧。 

你能怪他們冷漠以待嗎？大學教師薪資少，必須去賺外快。助理教授被考核的就是

發表數量，但案例不算發表，你能怪他們不關心自己前途嗎？副教授升等現在更難，所

以還是得繼續奮鬥。到了正教授，發現收入銳減，生活品質也降低，又有一堆房貸等著

付，子女教育費也不低。你說他們能不去拼經濟嗎？ 

如果把哈佛商學院案例直接搬到臺灣課堂上呢？對多數學生而言，英文仍不是主要

語言，50個學生讀同一案例有 60種理解。將案例翻成中文呢？學生則反應，我又不會

在美國工作，這些案例與我無關。不能發展好的在地案例，參與式教學遇到巧婦無米之

炊的困境。 

假設臺灣教授願意寫案例呢？他們第一個挑戰是時間不夠、經費不足，也請不到好

助理，更請不到案例文膽。所以，現在許多本土案例多是博士生寫的，品質良莠不齊。

這也不能怪博士生，因為他們也來沒受過思辨訓練。 

3.10.7 東方能有哈佛嗎？ 

其實，任何教學法都或多或少需要個案。案例教學的目的不只是用個案來說明道

理，不只是要學生參與討論，也不只是要學生在案例中了解公式要怎麼用。案例提供了

脈絡，使課堂學習更貼近現實。一份好的案例提供啟發人心的故事，故事的靈感又帶出

發人深省的巧思；巧思產生明智的行動；明智的行動使企業獲益，也造福人群。用案例

教學就是討論故事，透過故事解開謎題、打開黑盒子、了解事件的演進，也找到行動的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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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把哈佛商學院的涉入式教學法引進到臺灣各大學後，就會出現東方哈佛嗎？

很難說，我看最少要設法回應四項挑戰。 

第一，教學品質可能不增反減：在華人的情境下，教學品質可能會受到影響。案例

討論雖活潑，但經典案例尚不多，而一般個案撰寫多屬敘事，有點像包了學術外衣的商

業雜誌。若沒選好案例，常常會使討論脫節。老師指定的討論問題在案例中找不到線索，

學生分析問題時對不上案情，只好用猜的。如此一來討論品質堪慮，在結論時更不容易

出現真知灼見。學生可能在熱烈參與後，學到不多。 

第二，學生可能會消化不良：每個案例討論約八十分鐘，一班有九十個學生，每人

分配到的發言時間不到一分鐘。八十分鐘一到就換場接下一個案例。一學期下來上了

30 個案例，學生到底是變成博學多聞，還是會消化不良？參與就一定會有思辨？教授

會不會只是在引導黑板上的答案？學生在一問一答的情況下，老師把黑板寫的滿滿，這

就是在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要小心，這些問題不會因為學校將一班減為四十個學生就消

失了。 

第三，學生要增加的不是常識，是知識：參與式討論的目的是要帶來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透過精采個案內容去整合跨領域之議題。但是，如果案例多在

倉促下寫成，材料中的知識成分不足，就更遑論在案例中要加入多元智能、注入思辨元

素。會不會，學生唸了許多案例之後只是增加常識，而不是增進知識？ 

第四，哈佛熱潮的隱憂：在一陣哈佛熱潮下，老師會不會和哈日與哈韓族一樣，只

看到哈佛參與式教學法光鮮亮麗的一面，而忽略了這種教學法到底契合不契合現況。例

如，這種教學法不一定適合每一位老師。有些教授溫文儒雅，不喜歡誇大演出。如果是

理工學科，也許傳統課堂的上課方式比較適合。不是每一種學科都需要學生「參與」。

話說回來，我上過很多歐洲老師的課，他們的「傳統教法」也很有趣。再說，也不是每

個學校都適合哈佛式教學法。有些學校的文化較保守，這種教法反而讓學生覺得老師像

小丑。 

那應該怎麼辦才能有效導入哈佛的涉入式教學法？要說我才上完兩週的課程就馬

上能找到答案，肯定是騙人的。不過，我倒是有一得之愚。要引進涉入式教學法，最起

碼有三件事要注意。 

一、學生要求精，不要求多：先教學生如何提問題、分享有建設性的意見，是讓學

習過程能涉入的前提。在正式上課之前，學校需要安排軟身課程，先說明如何預習與分

析案例，示範如何在課堂中提問，並教授基本的歸納、推理以及思辨技巧。沒有這些基

本功，討論品質就不佳，就算用好的案例上課效果也會受限。此外，目前臺灣學生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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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修課愈多，學得愈好。如何讓學生領悟，也許修少一點課，專心把一門課的案例吸

收消化，善用思辨技巧才更能落實學習成效。臺灣個商學院學生一般缺乏工作經驗，結

合案例教學到產學實習或者是行動研究，也許對學生更有幫助。 

二、老師要設法合作：不是只要備課，老師還要先釐清個案的推理脈絡，像是該先

問哪個問題，後問哪個問題，要事前佈局。如果能夠鼓勵成立非正式學習社群，將幾位

同科目或跨領域的老師組合起來，共同研討案例的教授方式或合作撰寫個案，效果應該

會更好。新進老師應該先欣賞優質作品，並學習將個案撰寫與學術研究結合。我知道這

很難，因為大家的發表壓力都很大。但是如果新進老師們都要等到升等副教授再來做，

可能就為時已晚。 

臺灣教授與學生關係大多都很好，而且學校多有許多產學合作，這是特色。我們應

該思考如何將這些產學案結合到案例研究，如此一來，沒有案例文膽也沒關係。由 EMBA

或業界配合廠商提供案例，做好研究設計，由實習學生收集資料，自己來撰寫案例，既

可以當作成果，又可以用在課堂上，之後再發展為期刊論文。最後，在案例結束時，老

師最好先想好一個睿智的說法來總結，不然 EMBA 學生可不一定會放過你。我們不需

給解答，但是給個解讀應該是可以的。所有的案例在中國五千年文獻都有可呼應之處，

善用中國古典文獻，以古鑒今來解讀案例，通常效果不會比哈佛差。 

三、體制要將評量標準回歸學術初衷：產學之所以不能整合，是因為官方對大學教

授的研究指標有了不正確的認知。當代過度著重量化研究而輕視質性研究，更讓案例教

學推動滯礙難行。不管基礎型或應用型，量化或質性，各種作品都應該要嚴謹。只要是

優質，都應該受到同樣的尊敬。其實，量化學者不一定要用個案教學法，而質性研究學

者應該積極整合研究與個案教學，因為質性研究都是以個案為研究基礎。其實，國科會

不一定要給錢來鼓勵案例撰寫，如果要給錢，也依據專業分等級給，不是齊頭式公平地

將預算平分。這樣只會鼓勵平庸的案例，優質案例很難出現。這道理與拍電影一樣，好

電影就要投資多一點，藝術電影要鼓勵，而一般商業電影應該不用給經費，他們自己會

找。平庸的案例自己寫，自己用，影響力也不大，也不應該給預算。 

臺灣學者其實是很熱情的，應該善用這些特點，將經費用在專業社群的建立，讓各

大學優質的案例撰寫學者去形成各領域的交流活動。讓這些社群成立專業的案例評審機

制，並且跨界交流。然後，在協助他們與國外的案例教學師資交流。在中國，中歐國際

工商學院有優質的案例師資，可以請來臺灣交流。中國人民大學主辦全國的案例發表大

會，臺灣各專業社群應該主動去參與。此外，除了哈佛，美國達頓商學院（Dardon）、

瑞士 IMD、法國 INSEAD、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南洋理工學院也都有優秀師資。促成持

續交流，而不是點綴性的經費補助，案例教學自然就會發芽、茁壯、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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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機構）能看見此脈絡，學術圈又能自省，面對共同的難題，這項教育創

新對臺灣就會很有意義。問題是：怎麼自省，又要從哪開始？我想起了我在哈佛案例教

學班的結業典禮上，威廉．克比（William Kirby）教授的一番話，他是社會科學學院院

長，也跨界到商學院來兼課45，他告訴我們一個多數哈佛老師都不知道的「真相」。 

克比說，哈佛創立於 1636年，這是中華歷史上的明末時期。為了要成為頂尖大學，

哈佛去拷貝英國大學教育做法。可是，當時英國的教育體制比起明末東林書院還簡陋，

與中國精緻的儒學體制差距甚遠，是小巫見大巫。後來，哈佛又去抄襲德國學術研究體

制。但比起在清初的翰林院體系，歐洲大學只能算是未開化的國度。哈佛花了很久的時

間才知道，照抄別人的做法只會變成山寨，淪為笑話。原來，早期的哈佛是跟中國的翰

林院學習，建置出適合自己的教育體制。 

一百年之後，哈佛商學院為了成就頂尖學院，自法學院引進案例教學並自創一格。

又幾世紀後，哈佛商學院成為現代各大學臨摩的對象。有趣的是，三百年後，兩岸的中

國倒是反過來向哈佛取經。更有趣的是，兩岸華人學者在取經的同時，也都忘了自己的

根本，忘了自己擁有泱泱千年的精緻文化與教育體系。 

兩岸學者也幾乎都忘了，西方這套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也是在兩千五百年前同時

期的孔夫子在《論語》（記錄孔子與弟子論證的言語）所用的方式。而且，孔夫子所發

展出來的辯證心法，與因材施教的案例學習法，比起蘇夫子毫不遜色。要是再搬出莊子

的案例（寓言）式教學法，想怕蘇夫子也要甘拜下風。 

當今學者，是否迷失在發表中，產出近親繁衍的學術？學術工作者、社會大眾、政

策規劃者都必須嚴肅去思考這個問題。這讓我想起派伯老教授在波士頓的話﹕「（身為

學者）你可以偶爾沒做好你的工作（像忘了準時交成績單，或這週不能來上課）。但是，

你絕對不能忘了你身為教授的使命。」（原文是﹕You can fail in tasks. But you don’t want 

to fail in your duty, as a professor.） 

教授的使命是什麼？孔夫子說是傳道、授業、解惑。英文「professor」的原意為「開

示者」。用哈佛式的案例教學法只是眾多方法之一，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一定是最好

的方法，案例教學法的原則是「做中學、學中覺」，將生硬的知識轉化為體驗與感動，

融入生活中，讓知識變得實用，並付諸於行動中(Dewey, 1933; Whitehead, 1929)。只要

能協助學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教授又何須拘泥於哈佛或史丹佛，牛津或劍橋，

蘇格拉底或孔夫子？殊途同歸，教學方法存乎一心，任何方法都是可以悟道的，不是嗎？

在哈佛教學模式中，個案的精神是用來凸顯設定商業問題下的脈絡，以培養思辯的精神

                                                
45 http://drfd.hbs.edu/fit/public/facultyInfo.do?facInfo=bio&facEmId=wki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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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個案，不是重點，只是工具。了解脈絡以及培養思辯能力才是重點，不是嗎？  

這個哈佛旅程提醒了我們三件事。第一，案例提供了脈絡，是為了讓學習更貼近現

實。用案例教學就是討論故事，透過故事打開黑盒子、了解事件的演進、解開謎題。好

的案例可以啟發人心，透過故事帶出發人深省的巧思，再由巧思產生明智的行動。 

第二，一個案例，從來就不可能是一件單純的故事（a case of one is never one）。一

個故事背後一定隱藏了更多的故事，每個故事中有更多的情節，每個情節中又有更多脈

絡。這些問題有些可以用數字分析。另外有些問題，例如商業道德，學生與老師就必須

共同涉入，對問題的脈絡進行深度思辨，才能對問題有所體會。 

第三，解除機構制約才是解套的根本方法。這並不是做不到，而是機構中的人（像

是官員）還沒能看到這個脈絡，所以未能由根本問題著手，反而推出更多方案，讓事情

更加複雜。從沒學過大提琴，去知名的茱莉亞音樂學院兩週，就能馬上拉的像馬友友一

樣好嗎？大家都想在兩週速成學會大提琴，卻沒有人願意從指法與拉弓開始去練基本

功。學習個案教學法也是一樣，思考不深入，教學也就難以涉入。個案教學的背後是一

套思辨邏輯，只了解教學方法而不修煉思辨邏輯，是緣木求魚。導入其他創新也一樣，

先深入了解脈絡，才會知道哪些創新可以採納，哪些創新又必須要因地制宜。 

要成為「東方哈佛」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光是依樣照搬，只會落得邯鄲學步之譏。

要學人家舞步的結果是，自己連路都不會走，鞋帶也不會綁了。要移植哈佛模式到東方，

一定要了解學生的習性、老師的慣性以及機構的惰性。要學會哈佛式教學法，請先「涉

入」哈佛與臺灣教育體制的脈絡。別只想模仿別人的創新，要學會依據自身的脈絡，將

創新融入自己的特色之中。 

                                                
46 有關思辯方法請參見：蕭瑞麟，2006，《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臺北：

培生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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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案例十一：柔韌設計，階梯數位學院 

真正深遠的創新，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設計中。 

談到創新，多數人會想到產品功能、顏色、形貌、風格等設計元素。用更多、更炫

的功能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是一般創新者認為讓新產品大賣的不二法門。但是，很少

人會想到隱形的機構。前三章介紹的案例中，只要了解機構的脈絡，都還可以進行「再

脈絡化」的創新。可是，本章要介紹一個難以對抗的龐大機構：教育體制。當創新遇上

了強大的機構，怎麼辦呢？ 

通常，機構代表的是一股穩定的力量，而創新者所扮演的角色，就如顛覆的革命軍。

當創新者推出的創新物（可能是一個新產品、一項新服務、一套新系統，或某種新政策、

新制度、新想法），若觸犯了機構所訂下的規矩，創新者可能很快就被鎮壓。就算機構

不出手，使用者也多會因為其創新物太過新穎，或內涵觀念太過複雜，而拒絕採納創新。

安卓．哈格登教授在〈當創新遇上機構〉一文中便提到創新者的難題(Hargadon & Douglas, 

2001)： 

「一方面，創新者若無法引起群眾的共鳴，創新就很難被接受，更別說被採納。

另一方面，若創新者附庸潮流，屈服於機構的制約，那麼這樣的創新也將乏善可

陳，失去了改變機構的機會。創新既要標新立異，又要融入在地機構的制約，才

能促成社會的轉型與變革。」  

本章的案例是蕙芬與我所參與的一項研究，我們那時本以為只是分析數位學習系統

的採納與運用問題47。國家推動很多數位學習計畫，但是科技成效多變成政策口號，各

級學校並沒有因為導入了數位學習而讓老師教學變得更好，也沒有讓學生學習變得更聰

明。一路調查下去，才發現原來廣大的採納與擴散數位學習系統，並不能彰顯效果。那

麼，為什麼科技幫不了老師與學生，為什麼數位學習系統在美國用得很好，在臺灣卻發

揮不了功效？ 

我們分析階梯數位學院的案例後，發現三個令人不知所措的結果：第一，原來，元

兇竟然是整個國家的教育體制教育；第二，階梯數位學院能順利導入數位學習系統，成

為當時臺灣的龍頭企業，竟然是用了瞞天過海之計謀；第三，雖然順著在地脈絡來調整

                                                
47 陳蕙芬為本案例共同作者，目前任職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系，本案例資料曾由蕙芬發表於

IEEE國際科技管理年會，獲選傑出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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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系統可以讓科技採納更為順暢，但是這樣的創新倒底是不是好事呢？ 

這，真的是一個有趣而詭異的案例。要了解創新者如何對付機構，請先跟著我們進

入臺灣的教育「機構」。 

3.11.1 遇見學習的幸福 

不知從何時開始，臺灣的中小學（甚至高中、大學）中就開始實施填鴨教育（rote 

learning）。這種教學方式多是老師照本宣科，沒知識傳達給學生，更無法培養學生的能

力。除了少數老師，許多國中、高中老師多是採取「講光抄」的上課模式。一堂課中，

老師按照課本唸，上課毫無互動。若有，也是被老師點名當場抽考，看交代的功課有沒

有背下來。接著，老師就發測驗卷，讓學生振筆疾書，答題的效率成了教育的核心。理

不理解教材中的知識，不是重點。 

大部分的學生默默承受這種僵化的教育方式。學生雖挫折，卻也得無奈地接受這種

「理所當然」的學習方式。老師、家長與親友都不時安慰他們，等考上大學後，這一切

的惡夢終將停止。學生只能靠在網路上宣洩情緒。一位台北明星高中的學生便質疑： 

「身為這個時代的學生，為何不憤怒48？我們學生每天重複的生活就是：走進教

室，老師進來上課、考試，然後鐘聲響起，宣布結束 50分鐘的煎熬。下課大家就

抱怨，上這些課有什麼用。就這樣，我們每個人都要被禁錮十二年，然後過了十

二年，我們究竟學到了什麼？還是我們正在學習如何失去曾經擁有的——童真的

色彩。」 

另一位學生則抱怨： 

「政府堅持推行著所謂減輕壓力的政策，口號喊的震天價響，要廢除填鴨式教

育……（但是）我們的書包並沒有因此減輕。這樣，十二年過後，到底會怎麼改

變一個人？我們社會最有活力的人，全部都變成了（一個個）無精打采、死魚般

雙眼的人……我們讀的書本，是讓我們得到更多？還是失去更多？」 

在這考試壓力之下，考不好的學生就請家教、上補習班，下完課繼續為考試填入更

多答案到腦袋中。家中經濟不佳的學生，只有靠自己努力。公視為了這個特殊的現象，

進行了一系列的追蹤報導。報導中發現以考試為主的制度下，教育的價值嚴重的被扭

曲。這並非是考試制度有問題，而是考試的目的、內容與方式被簡化為分數至上的狂熱。

                                                
48 資料取自學生於該校網路的留言，為尊重隱私權故以匿名處理。該學生是取材於雲門舞集林懷民

先生所言：「作為這個時代的青年，就要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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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的彰安與陽明兩間國中是報導中的焦點49；學校為了拼升學績效，將學生依照「能

力分班」分成 A段班與 B段班，A段班是好學生，B段班是壞學生。 

「成績不好、不會唸書的學生就是壞學生」，這樣的想法變成主流價值，讓學生在

待遇上受到許多歧視，也困擾著許多家長與學子。許多學生對上課的印象是灰色的。一

名國中畢業生毫無畏懼的批評他過去的訓導老師：「數學老師上課都是照本宣科，把算

式唸完一遍後發下考卷，很少講解。」他對於這名老師因為學生成績不佳，以及其他無

謂的理由而體罰自己和同學仍耿耿於懷。 

面對填鴨教育，雖然許多老師嘗試體制內的創新教育，但是在升學考試掛帥的環境

下，能實施「正常教學」的老師並不多。大多數老師仍必須趕進度、拼升學率，以免家

長將小孩轉到其他學校，造成學校減班、老師超額、工作不保。 

升學率更是學校爭取經費的籌碼。國中基本學習能力測驗，簡稱「基測」，是分發

學生進入高中最重要的考試。分發的標準以 PR（Percentage Rage）值計算，又稱為「百

分等級」。這是將該次測驗所有考生的五科及作文加總排序後，依照人數將成績分為一

百等份，考生的成績便會落在某個等份中。例如，若考生的 PR值為 85，表示該生分數

高於此次全體測驗 85%的考生。 

也因此，學校為了方便管理，就進行能力分班50，並將多數資源分配到能力較好的

前段班。學生能力被簡化成考試能力，並取代體育、藝術、音樂、家政非考試科目的能

力。教育，被簡化成考試。學生在學校是否真的學到了知識，不是重點。單向灌輸教材

成為主要的教學方式。 

在臺灣，教育部十多年來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希望能解決填鴨制度的問

題。但是，這些政策改革卻也為教育環境帶來更多的挑戰。這十多年來，一共有四位部

長就任，各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1994 年，郭為藩部長推出師資培育多元化管道，

目的是要讓更多非師範體系畢業的大學生，能加入老師的行列，以豐富基礎教育。於是，

全臺灣八十餘所大學開始廣設教育學程，大幅增加了合格教師的數量。 

1996 年，吳京上任教育部長，頒發「一綱多本」方案，推翻過去教科書統一編纂

的做法，改以教科書審定制，並自 2002年全面實施。一綱多本的原意是為了提供多元

化的教學內容，避免過去因教材統一使老師傾向填鴨式教學，造成學生一味追求標準答

案，缺乏思考。同時，吳京也希望引進市場機制，透過出版社之間的競爭來提昇教科書

                                                
49 取材自公共電視之《紀錄觀點：魔鏡》。 

50 雖法令上規定必須常態編班，但各校多未能落實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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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 

為因應這個政策，民間出版商推出了 24種審定版教科書，其中以翰林、康軒、南

一為三大主流版本。但是，廠商並未因競爭而改善教科書品質，反而競相模仿。造成版

本間內容差異不大，只是章節內容與編排順序卻都不同，課程連貫方式與術語解釋也多

有分歧。這些教科書的設計主要在符合老師的教學方式，而非學生的學習需求。 

一綱多本政策推行後，學生反而增加了學習上的困擾。因為不知道基測會考哪一個

版本的教科書，學生只好每一個版本都研讀。這樣不只增加學生學習上的負擔，也增加

了家長經濟上的負荷。如果學生轉校，更要面臨銜接各科不同版本教科書的壓力，使得

學生更難調適。 

2000 年曾志朗部長上任，推動「九年一貫」教育方案，銜接國小與國中課程。此

政策的目的是使學生統合各科目間的知識，強化以能力為導向的課程。在重新設計課程

時，教育部希望將知識統整入生活中，結合個人發展、社會文化以及自然環境等三大層

面，並將教學分為七大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社會、藝術、健康與體育以及綜合教

學。九年一貫的政策是希望以協同學習來改善分科各立的缺點，讓學校能更自主地規劃

課程。 

但是，這項政策並未考慮到積習已久的考試思維。老師大多已經習慣用逼迫的方式

讓學生背書，啟發式教學對老師來說是陌生的。教科書雖然標榜能力培養，但課本內容

還是教條與背誦，學力評鑑的方式仍是紙筆測驗。雖然學科被併到「領域」，但是實質

內容卻沒有太大的變化。有些學程還被往前擠壓，例如國語（中文）由小五提前到小三、

由小三提前到小一，這使得小學生在同一時間內要面臨極大的學習壓力。 

老師的調適也是一大挑戰。師範院校教育學程仍是分科培養師資，對統合教育仍很

陌生。因此，當這群老師到了學校，遇上升學業績的壓力，也只能將大部分的學習時間

挪用來練習考試。 

接著，林清江部長上任，開始研擬「多元入學」方案，由 2001年開始實施。這項

方案將入學管道分為甄試入學、申請入學與登記分發入學。這是為了改善過去「一試定

終身」的問題。在此方案下，學生可以考兩次基測。第一次基測成績配合個人表現用來

申請甄試入學；第二次基測成績用於登記分發入學。在升學主義深植人心的情況下，學

生並沒有時間去發展自己的才藝。有些學校更壓縮正常教學時間，將三年課程於兩年內

授畢，以便為學生爭取更多複習時間來準備五月份的第一次基測。 

在升學主義掛帥的環境下，補習班蓬勃發展，在十年之間成長三倍。家長認為補習

班老師能更有系統的整理教材講義，授課也比較清晰。名師補習班門庭若市，學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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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夜排隊才註得到冊。這些補習班各有所長，例如劉毅與徐薇補習班專攻英文，赫哲補

習班則專於數學。但是這些補習班的教學，還是以考試為主；是訓練答題，並非教育。

補習教育，成了臺灣重要的助學機制。 

階梯公司早期以出版英文教材為起點，由顏尚武創立。隨後，階梯爭取到了國外英

日語教材的代理，例如 BBC、朗文、芝麻街與 NHK等，並以直銷模式將其教材銷售到

各級學校，作為語言學習的輔助教材。之後，階梯進入數位學習領域，在北京成立研發

中心，將教材數位化。趁網際網路興起之際，階梯成立了「階梯數位學院」，將現有數

位版語言教材轉為網路教材，並擴大北京研發中心編制至 700人，以便加快產品推出速

度。此外，階梯看準小學、國中、高中的升學市場，重新包裝產品，建構一套網路學習

系統。不過整個行銷的重心是以國中基測為主，向上下延伸。 

這套數位學習系統完成後，階梯將其命名為「聰明家庭」（Smart Family），一共涵

蓋三個年齡層：0~8歲，7~18歲以及 16歲以上。第一類別（0~8歲）的數位課程包含

幼兒用小百科全書，也將一些得獎彩繪故事書轉變為動畫。如波隆那大獎故事、中國經

典故事、生活寓言故事等。第二類別（7~8歲）課程主軸是針對九年一貫的國中小學學

生。此外，英文是中小學生一般最感頭痛的科目，學生普遍對國內英文老師口音不準確、

教學呆板與責罵態度感到挫折，也失去了學習英文的興趣。階梯設計了一套人工智慧的

英文學習系統，為國中程度學生設計了一套名為 Anita的擬人化角色。 

階梯原始構想是找補習班名師來錄影，編製九年一貫課程教材。但是補習班老師多

有專屬的數位課程，不願意參與階梯的課程錄影計畫。階梯轉向動畫設計，試圖整合市

面上主要版本教科書的內容，將每項課程分為：引起學習動機的「小劇場」、以動畫方

式快速複習課程的「小教室」、以互動式遊戲複習課程的「小考驗」與模擬基測的「小

評量」。 

這四個學習流程還可以讓學生選擇南一、翰林、康軒三個版本分別練習。嚴格說來，

階梯並沒有真正「整合」各版本教科書，只是以動畫的形式來呈現三個不同版本的教材。 

第三類別（16 歲以上）課程是針對高中生，教材設計與九年一貫大同小異，並且

增加了高一至高三的課程錄影，由階梯自己找師資來錄製。但是，這些課程並不受會員

青睞，主要是因為高中課程會因為學校老師上課偏好來採用教學版本，難有一致性。最

後，階梯只保留大陸高中全科課程，但因為教材內容並不完整，僅作為宣傳之用。 

也因此，階梯便將語言學習作為主打方案。階梯也與探索頻道簽約，提供教學影片

單元，讓老師可以用來做為上課輔助教材，提供學生課外進修之用，以增加學習趣味性。

階梯並製作「遊戲館」與「漫畫館」，讓學生在學習之餘得以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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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總共約推出 130種課程，希望透過直銷部門銷售。以國二、國三學生為核心客

戶，以數位課程協助他們順利應付基測。其他延伸數位課程則是「附贈」，讓家中其他

成員也可以享用。階梯希望藉此協助國中生克服青澀的學習歷程，讓學習更具啟發性、

寓教於樂。階梯也希望學校大量採用動畫作為輔助教材後，老師會有更多時間對學生進

行個別輔導，或將時間用來開發新教材。雖然階梯的新商業模式頗具創意，由銷售實體

教材變成提供動畫課程，然後整合為網路教育台，並轉化為數位學院（教育機構），收

費每月也才新台幣 3980元。但是，階梯高估了學生對於啟發式教學的期望，也低估了

機構對老師教學行為的影響。 

老師並沒有動力去採用階梯的教材，因為他們要趕進度、出考卷，還要應付許多行

政工作。採用階梯的教材會占去他們寶貴的時間。此外，老師也會擔心被指控與廠商勾

結，向學生榨取金錢。以現行採用的教科書及測驗卷，就已向同學收取了不少費用。例

如若一間學校採用康軒的教科書，通常就會搭配購買康軒的參考書及測驗卷。如果老師

再採用別家教材，惟恐在家長會上會受到質疑，以為老師與廠商勾結。 

出考卷是老師最大的痛點。老師除了要評量所採用版本的教材，也要顧及其他版

本，但又不能叫學生買測驗卷，而且也沒時間自己出。階梯曾經試著向出版社購買版權，

希望建立一個跨版本的題庫，但是提案卻不被出版商接受，因為各家廠商都擔心自己的

壟斷地位被動搖。 

此外，多數家長與學生的思維仍多以考試為主，任何與考試不相關的學習通常不會

受到關注。階梯打出全方位 130台的課程、寓教於樂的動畫教材對家長與學生來說是反

效果的。家長認為只要九年一貫課程就好，認為階梯需要降價。 

學生更難接受階梯的數位教材；國中生已經習慣背誦的學習方式，要他們馬上改變

學習行為是不易。階梯的教材要求高度的主動求學態度與積極的探索精神。要學生自主

規劃主題，然後善用 130台的課程去研究與探索，是不太可行的方案。在臺灣，這個理

想過於崇高，執行上也困難重重。階梯也嘗試找非補習班師資來錄製教學課程，但是一

時之間也找不到合格的師資。畢竟，補習班已經做的很成熟了，階梯在短期內是無法達

到補習班線上課程的完備性，而且臨時上陣的老師面對鏡頭也不夠有說服力。 

由 2000到 2002年間，階梯只招收到約 400名會員，公司面臨了經營危機。階梯所

面臨的不只是行銷問題，更是機構給予的挑戰。階梯數位學院缺乏合法性，很難將數位

教材銷售到各國中校園內。階梯數位學院本身的定位也很模糊。對學生家長來說，階梯

數位學院既像補習班，又像教材出版商。依照目前的學習模式，階梯的教材似乎是多餘

的，只會增加學生的負荷。此外，多數家長因工作忙碌，較少有時間關注小孩學業，所

以將小孩送到補習班是兼具安親作用。在當時（2000~2006 年），臺灣社會正面臨經濟



 

 163 

不景氣之苦，家長每月要多花二到五千元新台幣在小孩補習上，已經沒有剩餘的資源可

以投入。 

階梯想與補教名師合作，得不到正面回應。想與出版商合作，又被視為勁敵。階梯

的教務處原本就有一群「流浪師資」，因非師範大學出身，血統不純正，進不了公立學

校教書。他們對教改問題頗有看法，是階梯數位學院的智庫。面對這些機構阻力，階梯

也開始重新設計課程與配套服務。 

階梯先將 130 台聚焦到三台：動畫教學台、線上家教台與智慧評量台，其它 127

台還是一起「附贈」給會員。三個課程依照學習前、中、後階段而設計；上課前要預習，

使用動畫教學台；上課中要聽課、與老師互動，使用線上家教台；下課後要複習，使用

智慧評量台。但是，學生不一定要依此順序來使用系統。例如，學生可以先做評量，了

解考試會出哪些題型，再回去看動畫課程，然後不懂的再到線上家教問老師。推出後，

在 2003 至 2006 年間造成轟動，會員數一直爬升到 40,000 多名，階梯也成為數位學習

產業龍頭。這個傲人的成績，階梯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3.11.2 動畫教學台：給少一點，讓卡通明星有個性 

階梯首先改變電腦動畫的呈現方式，重新以主題式方法重編。階梯根據教育部公告

的課程綱要自行設計教案，將南一、翰林、康軒三大教材分解為學習主題。如此，工程

師便可用「學習單元」來製作多媒體動畫，使用者也可任意選取學習單元，不需受教科

書順序的限制。這樣的設計也可以讓網頁被點閱時更流暢，不會受到頻寬的限制。 

階梯重編教材，原本是為了避免侵犯教科書內容的智慧財產權，以免被出版商控

告，但卻收到意外的效果。動畫課程不只符合一綱的精神，也整合了三大版本的重點。

學生可以同時綜合各版本教材來準備考試。但是，整合版本並不是學生喜歡動畫教學的

主因，裡面的卡通主角才是。 

在前一版動畫設計中，只有擬人化的卡通人物出來搭配主題學習。在這一版中，階

梯塑造了五個卡通主角：丁小雨、曾思毅、雷子豪、小冠子與小綾。這些角色個性鮮明，

口音帶點臺灣味，行為也有濃濃的日本感51。例如，丁小雨是個外型甜美、成績優秀、

數學特強的女生，成為了許多國小女生的偶像。曾思毅則溫文儒雅、斯文有禮、出口成

章，他的強項是中文。雷子豪帥氣活潑、有點調皮，時常忘東忘西，但常常以一個看似

簡單的問題，帶出許多重要的觀點。 

                                                
51 這幾個角色主要是參考日本「哆啦 A夢」卡通設計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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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角色分別代表在地學生的典型。學生很快就投射感情到不同的卡通人物上，看

到自己學習行為的縮影。這些卡通人物還會隨時間成長，因此國小一年級的丁小雨會隨

時間長大，成為國中六年級的丁小雨。除了體型長大之外，造型會更成熟，運用詞語也

不同。學生在觀看卡通時並不覺得是在「預習」教科書，反而覺得是「休閒」時間。一

名國小三年級學生便因為喜歡丁小雨，而一直看數學科動畫，結果進度超前，被編到四

年級與姊姊同班。 

這些卡通人物將課程變成「節目」，使學生被動學習的態度轉變為主動學習的行為。

當學生對內容不了解時，還可重複觀看。重看的動機除了溫習教材內容之外，也隱含透

過卡通人物學習其行為。例如，雷子豪常在課程中提問一些學生很想要問，又不好意思

問的問題。讓雷子豪提出這些問題，學生就不用擔心被老師責罵、被同學嘲笑。透過反

覆觀看課程，學生可以自行學習，了解比較艱澀的問題。 

階梯在重新設計動畫教學台時，也特別配合卡通人物去解決一些應用性的問題，例

如丁小雨用數學去解決小鹿迷路的問題，或者是小冠子透過電腦模擬動手做實驗，讓學

生了解空心菜、黃金葛的種植方式，學習生物繁殖的知識。在課程設計中融入使用者熟

悉的人物、將課程內容變成劇情、讓卡通人物代替學生提問，這些設計元素都使得學生

可以不用硬背考題與答案，轉而由故事情節中學習。一位國小五年級的學生提到（約使

用一年）： 

「動畫教學台能幫助我記住課本裡的東西，自己就可以複習功課，不用靠家教。

像是社會科，書本上看不懂的，只要看動畫和圖像說明，就可以理解課本的意思，

不用去讀枯燥的課本。」 

有效的學習除了靠理解，也需要透過討論。但是要國中小學生正經八百的坐在教室

討論似乎不太可行。學生看完動畫台後，也多只能與家人分享。動畫教學台的卡通人物

意外的成為討論的媒介；學生看完教材後，可以到線上討論區發表自己的學習心得。還

有學生為不同主角組成粉絲團（Fan Clubs），熱情分享對不同卡通人物的喜好。這些社

會性活動看似娛樂，但卻也讓學生加深記憶、消化學到的知識。 

3.11.3 線上家教台：以小班交流代替沉悶的上課 

階梯的原設計是想找補習班名師錄製課程，使學生能有系統的整理教科書內容，但

補習班老師並無意願合作。階梯後來也發現，學生上完一天枯燥的課已經精疲力竭，再

加上補習家教的負荷，根本沒有時間再去看線上教學課程。階梯一位企劃主管便分析： 

「現在國中小學生讀的書已經多到快要吐出來了，上課對他們是一種心靈的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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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通常學生不是唸不夠多而考不好，而是唸太多造成消化不良。其實到補習班，

學生照樣睡，除非補習班老師可以講課很生動。我覺得學生最需要幫助的並不是

上課，而是問他在學校不敢問的問題。」 

以「交流」來代替上課，便成了階梯重新設計「線上家教台」的核心元素。在當時，

由於輔佐就業機制尚未健全，許多修完教育學分班，想進入中小學的老師都很難找到教

職，成了流浪師資52。也有不少由國外唸書甫回國，想投入教育事業卻苦無合格證照。

階梯把握此機會，招募這群滿腔熱血的流浪師資，並且給予教學、廣播等訓練課程，讓

他們成為一支陣容堅強的線上老師團隊。 

線上家教的主要功能並非上課，而是根據課程綱目，幫學生複習當日的學校課程，

將上課聽不懂的部分重點講解。立刻解決不懂的題目，是學生喜歡線上家教台的主要原

因。一名國小六年級學生解釋：「有一次學校作業要我們舉出哪些植物是單子葉、雙子

葉，我上網怎麼找就是找不到，就向線上家教求救，馬上知道解答。不用把問題一直留

在心上，感覺真好。」 

一開始，階梯原本每班想收 20-30名學生。但是線上家教台一推出後，卻很自然的

變成 6-9人一班。班級規模變小，開班次數變多，交流品質反而變好。小班教學使老師

能花更多時間到每位學生身上，除了幫學生解惑，也給予更多關懷。同學之間也變得更

親近，會相互訴苦、打氣，也分享在學校的生活點滴。同學之間更會相互督促不要缺課，

主動協助遇到困難的同學。 

學生也會在社群頻道討論上課趣事，分享不同老師的上課方式，或針對特定主題在

論壇上張貼問題與同學交流。由於學生來自北中南部不同城市，家長還會安排家庭聚

會，例如一位高雄家長就帶小朋友到台北與她的線上家教同學見面。 

線上老師都多有個人風格。一名老師聲音甜美，上課以溫柔見長，當學生用出時下

流行的「火星文」造句時，她會讚美學生的幽默感，再說明正確用法，讓所有學生一起

思考更有氣質的造句。另一名老師的造型如流行歌手，頭上常綁著頭巾，講課時如說故

事，時而感性、時而大笑，展現陽光老師的魅力。也時常進行實驗教學，做傳統教學不

能做的事。 

在英文學科，階梯也以簽約方式找了 30多位英美紐澳留學生與合格老師擔任線上

家教，如此學生可以感受在家留學的樂趣。海外老師因時差關係必須在晚上與深夜上

                                                
52 見聯合報報導：「僧多粥少，5.8萬教師在流浪」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27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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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剛好符合學生的作息，也使線上家教台變成 24小時全天候播出。學生也很喜歡「在

家留學」的概念，增加了上課的動機，連家長都會殷切地坐在孩子旁一起學習。 

這些英文家教來自不同專業領域、國家，不只帶來語言學習的新鮮感，也讓學習英

文更活潑。例如，Kerrin是美國人，擁有哈佛大學教育碩士學位，現任科技顧問，居住

在美國；Molly 是臺灣人，麻州大學教育博士，定居在美國教書約 14 年，喜歡鋼琴作

曲。Michael Praught是加拿大人，正攻讀碩士，有英語教學證書，曾在臺灣擔任兒童英

語教學節目主持人。 

小班制的網路教學，加上熱忱的師資，對臺灣中小學生而言是最佳的學習觸媒。小

班制使互動品質提升，同學間感情較融洽，不像在學校大班制53，同學之間多籠罩在比

分數、拼名次的氣氛下。網路教學中，老師與學生看不見對方，反而讓學生更敢發言，

也可以在討論課業之外，與老師親切地聊學校發生的事。一位功課突然變好的國中生感

嘆地說： 

「我上了家教台後變得更活潑了，我回家會先做功課，不會的問題就拿到課堂上

問線上老師。他們都很有耐性，同學也會給我很多意見，媽媽也可以坐在旁邊聽

我們討論。這樣我就不用跑很遠去上補習班，很晚才能回到家。」 

3.11.4 智慧評量台：分類問題，成就感就跑出來 

階梯原始的設計與坊間類似，多是以歸納各版本考題為主，著重在讓學生增加練習

次數。這種設計原則是為了建立「考題覆蓋率」、配合學校的考試。不過這種評量設計

是有問題的。基測考試題目其實是中間偏易，所以考得愈多不見得分數會愈高。而且，

許多學生常常因考試次數太多而累壞了，頭腦應付不來龐大的資訊量而適得其反。失去

信心的學生會漸漸排斥考試，成績也就愈差，形成惡性循環，因此被考試遺棄的學生也

就愈來愈多。經過這樣考試制度存活下來的「資優生」只是很會考試，不代表他們真正

學到了該學科應具備的能力。 

階梯的教務認為，如果要勝出，必須改變命題的內容以及評量的方式。在出版商與

補習班都拒絕合作的情況下，階梯無法取得考題來源，也必須另闢蹊徑。但這些挑戰卻

讓階梯找到創新的三個設計元素。 

第一，階梯為了避開出版商考題的版權，找來市場的流浪師資，將出題工作外包給

                                                
53 一般而言，臺灣國中小學一般約 45人，許多學校一班會放入 50位學生以上。英美學校一般則約

15-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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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有志難伸的失業人口。他們的工作是依據各版本的考題，重新設計考題內容，讓跨

版本之間的考題整合起來，並帶入更多思考元素。 

例如，某版本的國文題目是考選擇題，問學生「哪一位臺灣作家是被火車撞死的？」

（很扯，我知道。答案是：楊喚）。這類題目比較像機智問答，其實不會出現在基測中。

階梯的教務團隊就會將這題重新設計為「楊喚在出車禍之前，所寫的詩都在關心哪些

事？」如此的做法不只可以擴大題庫範圍、整合版本、避開智財爭議，還可以讓題目更

活潑些。 

第二，階梯啟動一項「百位名師」計畫。階梯成立了一個生涯教育基金會，邀請一

百名過去曾為教育部出過聯考或基測考題的退休老師，為「智慧評量台」設計考題。這

些考題編輯委員有豐富的出題經驗，命題方向與出版商很不同。出版商的編輯群只會針

對某一版本的教材內容命題。這些退休老師會很有技巧的編輯各版本的考題，融入學校

老師關心的議題。 

第三，前兩類考題合起來有四萬多題，有了充沛的考題後，階梯開始輸入電腦系統

並將每個考題標示難中易程度，以便搭配自行研發的「適性評量」系統。這套系統出題

時會依比例分配考題，80%的考題由電腦隨機選取中易程度的考題，20%則配置較難的

題目。每次考完後，電腦會繪出一個雷達分析圖，讓學生了解要強化的能力。 

這套適性評量的方式對學生產生了吸引力。因為學生私下進行自我評量比較沒壓

力。學生考完後可以馬上知道結果，而且成績永遠不會太差，於是很快建立成就感，會

想要再考一次。此外，每次評量後，學生可以馬上參考解題。這些解題不是只有簡單的

解答，而是風趣幽默地解釋為什麼要選這個答案。學生閱讀時除了覺得很好玩，更由解

題中理解到背景知識，幫助學生逐漸建立起學習的信心。 

智慧評量台是學校老師最喜歡的系統，因為以電腦出題可以省去自己編輯的工作負

荷。而且，老師不用擔心用了某一特定出版商的考題後，被家長誤會有勾結嫌疑。也因

此，學生中若有訂購階梯教材的人則就很容易考高分，不需再留下自習。 

聚焦三個學習平台之外，階梯也抓住 2002-2004年政府推動的數位落差計畫（預計

在 168個偏遠鄉鎮建立 300個數位機會中心）。當時，政府單位正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數

位教材，於是邀請階梯捐贈。階梯透過生涯發展基金會很爽快的捐出數位教材，還提供

硬體與免費帳號讓學生使用。雖然此舉讓政府達成宣傳政績的效果，但實際上學習成效

並不佳。這是因為偏遠地區的學生有許多經濟、社會上的問題（例如單親家庭）影響他

們的學習，數位課程並無法解決他們的家境狀況。 

但是，數位落差計畫讓階梯得以進一步建立與學校的接觸。階梯透過國家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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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將數位課程捐贈給各國中小學，計畫名稱為：「遇見學習的幸福」54（以動畫教學

台與智慧評量台為主，不含線上家教台）。例如 2005年，古亭國小兩位老師便採用階梯

教材舉辦寒假補救教學計畫，還因此獲得教育部數位內容創新研究優等獎。取得進入學

校的合法性後，階梯便很快將數位教材擴散到台北、台中、彰化、屏東、高雄等 138

個城市。 

階梯更為了鼓勵學生加強使用效果，舉辦「伊優生」選拔活動。伊優生是指將階梯

的系統用得很好的學生。階梯透過基金會遴選會員中，在校各年級考試成績第一名的學

生。遴選的標準是會員必須是實際使用階梯數位教材才獲得第一名的學生。得獎會員除

了收到乙份禮物外，還會在學期上課前在教室收到階梯送的芝士蛋糕，上面印著「第一

名」字樣，由快遞公司送到老師手上，再由老師當全班送給同學。 

雖然競爭「第一名」不是啟發式教育應鼓勵的事，但是這項活動卻是階梯的木馬進

城計。階梯希望透過「伊優生」將教材擴散到學校中，讓生動的數位教材取代生硬的制

式教科書。 

3.11.5 當創新者遇上機構，怎麼辦？ 

安卓．哈格登（Andrew Hargadon）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他研究愛迪生

電燈泡的創新史時，意外發現原來愛迪生不只是位發明家，更是一位策略家。愛迪生所

面臨的「機構」，是當時的既得利益者：煤氣燈產業。在十七世紀的美國，人們已經習

慣使用煤氣來做為照明的能源。用電來發光雖然更節能環保，但是這項新科技卻遠遠超

越民眾的認知範圍。所以，在這種情境下要推廣電燈泡的普及，可謂是天不逢時、地不

得利、人不謀和。 

煤氣燈業者的投資高達 15億美元，他們自然不容許電力照明產業坐大。所以，煤

氣燈業者必須鎮壓愛迪生的公司，以免搶了他們既得利益。煤氣燈產業多年來和政府勾

結，以鞏固其權勢。官商利益盤根錯節，煤氣燈產業取得壟斷。愛迪生要在這樣的環境

下推出電力照明，如同是在老虎嘴上拔毛，是不可能的任務。例如，電力發展初期，由

於絕緣不佳，常發生民眾被電死的悲劇。煤氣燈業者便動用媒體大肆抨擊電燈是「殺人

的工具」。 

但是，愛迪生卻想出錦囊妙計來避開機構的鎮壓。首先，他去找了當時煤氣燈產業

股票的最大持有者威廉．范德畢（William Vanderbilt），讓他了解電力照明未來的前景，

                                                
54 請見 2004年國家型科技計畫：http://www.intelligenttaiwan.nat.gov.tw/ 



 

 169 

說服范德畢投資電力照明系統，以便在享有既得利益（煤氣燈產業）的同時，還能同時

培育下一隻金雞母（電力照明系統），發揮趨避風險的作用。對愛迪生來說，這招「與

狼共舞」之策，等於是幫助他拿到進入照明市場的門票。 

1880 年，愛迪生正待全面擴充、將電力照明推廣出去之時，又遇上了另一個機構

的制約——技術人員的短缺。當時的美國職校體制並沒有教導學生如何配電、接線、安

裝電燈等技術。所以愛迪生空有燈泡與電力，但缺乏技術員配合施工，推廣計畫一夕受

阻。愛迪生心生一計，不找職校生、反而找了安裝警報器的工人來進行配電訓練。這些

工人所受的訓練是將警鈴線埋至牆壁中，這樣的背景最適合來學習配電施工。待這群技

師訓練完畢後，愛迪生再去找高職院校，提供培訓、獎學金與保證就業等利多誘因，使

得更多學生投入電力照明的行列，為電力照明帶來了充沛的人力。愛迪生的「因勢利導」

策略，又成功克服了機構的制約條件。 

同年，當愛迪生準備開挖道路、埋管線以配送電力到使用者住宅，煤氣燈業者與政

府勾結，透過議會立法限制，只讓煤氣燈業者擁有道路挖掘執照。縱然愛迪生有燈泡技

術、有人力，但限於沒有挖掘執照，只好坐困愁城。不過，愛迪生又想出一招「偷天換

日」之計。他直接成立一間煤氣公司，並學習自來水管線、電話管線、煤氣管線與弧形

燈管線（煤氣燈照明管線）等埋管技術。當時的法令並沒有規定煤氣公司在管道內一定

要裝設煤氣線路。愛迪生取得道路開挖的執照後，遵循程序開挖道路、埋管線，但是將

煤氣管線換成電線，並隨著道路開挖的路徑，將電線普及紐約市區。 

解決了技術人員、管線舖設的問題後，愛迪生還面臨另一個機構阻力：使用者。美

國市民多年被媒體的負面報導所影響，對電力照明本就不具好感。煤氣照明系統已經使

用多年，使用者都很熟悉煤氣燈的收費方式與管線配置邏輯。愛迪生若要全面更換住宅

內的煤氣燈管線與收費表，將會遭到市民的反對。 

於是，愛迪生將計就計，沿用原有煤氣燈的配線方式與開關設計，讓使用者不覺得

裝設電燈需要重大的改變。愛迪生更裝設了一個仿製煤氣燈計費表的電表，祭出使用者

可免費享有六個月的電力服務方案。其實這個電表根本沒有在運轉，只是虛有其表，因

為當時愛迪生還沒找出電費要如何計價。但是這一招「瞞天過海」之計，讓習慣煤氣燈

的客戶不知不覺中採納了電力照明。愛迪生後來也順利研發出電費的計價方式。 

愛迪生的努力開始見效，電力照明也逐漸普及。然而，煤氣燈業者也不甘示弱，聯

合政府力量反擊愛迪生。一方面，紐約市政府拒絕發給愛迪生電力公司營業執照；另一

方面，透過議會立法，市政府要愛迪生支付每英哩 1,000美元的鋪線費，還要另抽百分

之三的營收所得。面對政府與壟斷業者的種種壓力，愛迪生找來了另一名有力的投資

者——Dexel, Morgan & Company幫忙，向紐約市政府遊說、施壓。最後，營業執照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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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了下來，不合理的鋪線費用降到每英哩 52.8 美元。這招「暗渡陳倉」的策略，讓

愛迪生的電力照明業務得以全力推展，我們現在也才能享受電燈所帶來的便利。 

哈格登所研究的電力照明演進史，似乎就是愛迪生的策略回應全集。愛迪生不只是

一位技術創新者，更是一位策略大師。愛迪生深諳面對機構時只能智取、不可強奪的原

則，根據當時局勢以與狼共舞、因勢利導、偷天換日、瞞天過海與暗渡陳倉等計謀，用

以柔克剛的原理巧妙的迴避機構的制約。 

哈格登將愛迪生的智慧稱作是「柔韌設計」（Robust Design）。在英文，Robust原本

指的是強固、穩健的意思。例如，一台手機用了十年都不會壞，其設計很 Robust。一

輛轎車被卡車撞了，只有後面保險桿歪了，車身都完好如初，也是 Robust。過去，我

們在設計一項產品時，都希望它堅若磐石，也就是很 Robust。 

哈格登指出，當創新者遇上了「機構」如此強大的對手，就算產品設計的再好、再

精良，也都將徒勞無功，因為機構可以輕易的鎮壓創新者。所以，當創新者遇上機構時

千萬不能硬來，必須以柔韌來因應。在此，Robust 有另外一層含意：愈是堅若磐石的

創新，愈要有柔韌的策略設計。也就是，創新者要先「設計」機構，再因地制宜的設計

產品。一項產品會擁有什麼功能，長得什麼樣貌、搭配什麼服務，背後可能都有一套不

為人知的柔韌策略等待我們去發掘。 

階梯數位學院便是另一個柔韌設計的故事。雖然這位創新者不及愛迪生來的足智多

謀，但是它的柔韌設計策略卻很別出心裁。階梯最初推出數位學習的構想，是想要以生

動活潑的教材，讓學習更具啟發性，協助學生發展出多元智能的特質。但是，當階梯推

出這項學習系統時，才發現臺灣的聯考制度對老師、學生與家長都是很大的制約。縱然

階梯教務團隊以柔韌設計來修訂「啟發式學習」的數位學習系統，比起西方真正的啟發

式教學方式，仍是相對粗糙。不過，如果是以回應臺灣刻板的教育學習體制來說，階梯

不完美的柔韌設計仍有值得取法之處。 

附帶一提，我們也要抱著開放的心胸來看待機構，並且盡量不要以二分法來對機構

下判斷。像是：創新者是好人、是革命志士，機構則是萬惡的魔鬼、腐敗的政權等。如

果我們這麼看待創新者與機構的關係，就很容易將「策略回應」變成聖經中大衛對抗歌

利亞巨人的故事。這類故事在現實中通常是經不起考驗的；因為機構不一定是萬惡不赦

的惡魔，機構裡的人也並非都是邪惡的。所以，當我們討論階梯這個案例時，千萬不要

以善惡黑白來簡化「機構」的角色。我們要關心的是在機構制約下，創新者如何機智的

回應、進行柔韌設計。 

除此之外，階梯於 2007年在臺灣宣告結束營業。階梯的失敗有很多傳聞；有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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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領導人以傳銷（俗稱老鼠會）手法吸金後捲款潛逃，也有人推測階梯是因為財務週

轉不靈，因而結束臺灣營業點，在大陸重張旗鼓。我們並沒有證據去評斷階梯的功過成

敗，因為那並非本案的重點，我們關心的是階梯，在 2002-2006年，是如何巧妙地回應

當時的教育體制（機構），推動數位學習。我們重視的是柔韌設計形成的脈絡，以及這

些柔韌回應背後是否有可供參考的設計原則。 

嚴格來說，階梯數位學院的課程還算不上是啟發性教學，只是成功再脈絡化的助學

教材。不過，如果只將階梯數位當作暢銷的課外教材，又將低估了它的創新巧思。階梯

在 2003-2006之間的設計改造，提供我們了解柔韌創新的原則。 

當創新者遇到機構，被鎮壓機率為多。以教育為例，森林小學、人本國中、華德福

實驗國小（中）等機構都相繼推出人本理念的課程，希望以啟發式教學走出一條新的路。

但是，以人本理念設計的課程在面對機構時，也都只能退居邊陲地帶。主流的教育方式，

在臺灣，歷經十四年的教改，還是以填鴨為主。這個機構的力量更延伸到高中以後。在

大學，甚至在研究所，也多注重學科的被動吸收、拿文憑，想要真正學習知識、探索世

界、研究實務現象的學生成了少數。這倒不是因為學生不想主動探索求知，而是在現行

教育制度被制約了十七年後，多數學生失去思辨的能力。整個體制、學校老師、家長、

既得利益的廠商，都沉默地串謀成一個龐大的機構。 

階梯的案例提醒創新者的是：不要輕忽機構的力量。創新者在回應機構鎮壓時，不

可力敵，只能智取。階梯回應機構的策略雖不如愛迪生來的巧妙，但是階梯的數位學習

系統中也內含不少柔韌設計。這些設計原則值得我們關注，可以了解創新者與機構的鬥

智過程。讓我們分四點說明。 

第一，一綱多本政策原來是教育部的重要教改方案，但推出後反而加強了原有機構

的力量。學生要唸的書更多。最後，三大出版商勝出，成為市場主流設計。不過三個版

本內容皆大同小異，沒有太多豐富教學內涵，倒是帶來版本間衝突與擴大考試範圍。 

初期，階梯試著避開補教業與出版商的競爭，利用動畫改變教材呈現方式，但這樣

的教材只會增加學生的負荷。階梯調適後的新設計巧妙地回應了機構下的制約。它將課

程變成劇本，用卡通人物當主角，讓學生進入自己熟悉的動畫節目（日本卡通，多啦 A

夢）。此時，設計的原則改變了，由「理解」下手。在包裝上，以課程整合為主，讓家

長、學生都認為「動畫教學台」可以為考試加分。在應用上，學生透過卡通人物產生同

理心及行為上的學習。他們可以犯錯，不擔心被老師罵。透過數位學習課程，學生可以

更快理解學習重點，所以動畫教材不再是額外的負擔。 

第二，不少國中老師似乎都還是以照本宣科的僵化模式上課。階梯原先找來不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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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歸國的老師參與數位教材的教學，但規模仍太小，與補習班也差異不太。學生對「名

師視訊台」自然沒有太多正面回響。階梯依機構制約調適後，在設計上做了大幅改變。

究其因，多數學生真正需要的其實是家教，能夠快速提供解答。對多數學生而言，傳道、

授業不是那麼重要，解惑才是急事。學生不是要解人生哲學之惑，而是即刻了解考題為

何寫錯，下次遇到類似題目如何解題。 

階梯的「線上家教台」加入了三個設計元素：提問、關心、新鮮。階梯招募了大批

熱血流浪師資。有了人手，階梯便可以將教學流程更精細分工，讓教務專注研發教材，

讓老師專心上課。師資多，階梯又可以將班級變小，成了六至十人的家教班。於是，每

個學生都有機會提問，每位老師也有更多時間關心學生。同學間的感情變得更親密，跟

老師互動也更緊密，更不會因為要趕課而弄得師生關係緊張兮兮。家教班比補習班更有

效。而且學生上網參與家教，可以在家隨便穿，邊上課邊偷吃零食也不會有人知道。另

一方面，熱血的流浪師資也找到了可以抒發抱負的舞台。 

透過網路讓學生「在家留學」也是階梯一項絕妙設計。在地老師教英文原本就有先

天的障礙，在臺灣的外籍老師也不全是合格的教師。很多人只是會說英文，但究其教學

內容、方法可能是不合格的，甚至會教錯。合格的英文老師，身處異國上課，不只給學

生較為正規的教學內容，也讓學生有在家留學的新鮮感。 

第三，以考試為主的教育大概再過十年也改不了。學生被機構訓練為考試機器。老

師普遍的心態是考得愈多，成績就愈高，學的也愈多，也就會考上好學校，也就會功成

名就。這是普世出人頭地的價值觀。但是，激烈競爭之下，考試題目愈多愈細，考的是

學生的背誦、記憶與細心（別漏題），卻不是學生懂了什麼，培養了什麼能力。結果，

過多的考試綁架了學生，學生學會看題背答案，但卻愈考愈灰心。 

階梯初期的設計是綜合各版本考題，但卻被出版商潑冷水。調適後，「智慧評量台」

的設計原則改為以「考題精準率」取代考題覆蓋率，以信心建立取代考試頻率。階梯改

寫各出版商考題，不但避開了智財障礙，更讓考題更符合課本精神。接著，它又邀請退

休命題老師出題，融入不同版本考題。這樣，考題的命中率更高，不需亂槍打鳥、徒勞

無功。 

接著，階梯將考題依難易程度分類，是另一項巧妙設計。這樣難易並重的設計讓學

生比較容易建立信心，並自願多做練習，也比較容易吸收知識。考題背後還有一項設計，

就是詳細而趣味的「解題」，取代單調的「解答」。做錯題目後可以馬上知道錯在哪裡，

為什麼錯。學生容易看懂解題，就可以逐漸建立考試信心。 

第四，階梯後來以公益活動取代銷售活動，也更快讓數位課程擴散到各學校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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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透過縮短數位落差計畫捐贈課程到偏遠學校，再順勢協助各國中小推動數位教學創

新。當許多老師都使用「智慧評量台」來出試題，階梯會員首獲其利。然後，階梯再運

作基金會選拔「伊優生」，鼓勵更多學生去使用數位課程，在學校締造好成績。也因此，

採納階梯教材的學生，由 300間學校很快在兩年間成長為 1,400間。 

我們在推出創新時，最關心的是顧客（或使用者）的需求。所有的設計也都會依顧

客的需求來安排。但是，我們卻常常忽略，在特定的時空中，創新可能會超越顧客的認

知，也跨越了機構的容忍程度。我們忽略的是顧客背後的老大哥──機構，以及它無遠

弗屆的影響力。 

在國民中學推動啟發教育，於英國、美國、芬蘭，不算是很創新。但在臺灣，啟發

教學法就成了革命性的創新，它要對抗的是行之有年的「考試機構」。不了解這個「機

構」，想創新的人就算不成為烈士，也會越愈創越愈糟（像是一綱多本的改革政策）。在

此情況下，要成功帶入創新就要學會巧妙的回應機構的制約。 

階梯數位學院案例可以帶給我們三項省思。第一，一項深遠的創新其實也是一股社

會力量，會如革命軍般衝擊既有的體制。創新者代表改變的力量，機構則代表穩定的力

量。如果只看顧客（使用者）卻不知其背後的機構脈絡，創新者很快就會變成烈士。創

新烈士通常只能飲恨，而難伸志向。 

第二，創新者可以將回應機構的巧思嵌入物件的「設計」中，其中含有雙層意義。

其一，物件細節（如形貌、功能）必須巧妙的設計，讓使用者有驚喜而不會被驚嚇。也

就是，系統功能的設計要讓使用者能理解。其二，這些設計要讓使用者與機構消除防衛

心，願意接納創新。前者是讓物件上看來無害，於熟悉中隱藏新奇；後者是攻心為上，

將「創新木馬」帶入城中。 

第三，在機構統治下創新，必須叛逆到不被鎮壓，順從到不被歸化。創新者必須要

因地制宜、重新定義問題，讓使用者換一個角度理解新觀念，進而擁抱創新。例如，階

梯重新定義「考試」的重點不在頻率，而是在精準與信心。當創新者能善用柔韌設計的

原則時，就可以巧妙的成為一隻「批著狼皮的羊」，將創新暗渡陳倉到機構之中。 

推動創新，要改變的不只是科技，更是背後的社會體系（機構）。要改變科技相對

容易，但要對付社會體系則困難重重。當你打不過機構這個龐大的對手時，不如先順著

他，偽裝前進、伺機而動、暗渡陳倉，甚至化敵為友。千萬，不要一開始就報著當烈士

的決心與機構對抗。除了設計產品，創新者還必須善於用計，不只科技創新的要柔軟，

回應機構的手法也要剛柔並濟。讓創新看起來與主流版本相似，但是設計中卻藏有令人

驚訝的革新觀念。真正深遠的創新，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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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案例十二：文化再脈絡，迪士尼樂園 

了解在地國的文化習俗，居民的價值觀，才能妥善融入脈絡，而不會被脈絡所融化。 

前面兩章討論的是教育體制（機構）施加於創新的阻力，在這章我想介紹來自文化

的機構力。美國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到海外設點的案例是最佳的教材。到東京大

獲全勝，可是在巴黎與香港卻屢屢受挫。同樣的產品、流程、服務，由美國轉移到日本、

法國、中國卻成效不一，很值得我們來了解其中的脈絡。 

首先，我們再回想一下創新採納的問題。創新由原地轉移到在地時會產生兩個主

角：傳遞者與接收者。例如一家跨國公司計畫由美國總部轉移一項新的政策、新的生產

程序、新的商業模式或是新的策略實務到各國子公司。在這狀況下，總部是傳遞者，子

公司是接受者。或者，臺灣一家科技公司想由美國某知名公司學習，引進一套研發的管

理模式。在這狀況下，那家美國公司是傳遞者，而那家臺灣公司便是接受者。我們最常

遇到的問題是，當傳遞者將創新物轉移給接受者時，創新物到了當地卻發揮不了原來應

有的功效。 

為什麼會如此？這便是創新「再脈絡」（recontextualization）出了問題，也是本章

要討論的重點。我們先來釐清「再脈絡」這個觀念。一項創新的形成通常開始於一家公

司發展出一套技術、一項產品或是一個商業模式，在市場上取得成功優勢。其他競爭者

為了跟上這個創新者，想要見賢思齊而仿效他們的作法。所以，這套作法必須先被「去

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Newell, Swan, & Galliers, 2000)，也就跳出公司具體的做

法，變成一套原則、公式、流程以便容易傳播，像是在 1993-1997廣為受歡迎的企業流

程改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這套企業流程改造模式是由麻省理工學院教

授麥克翰莫（Michael Hammer）發展出來的，他分析許多家公司的改革成功秘訣，整理

出一套企業改造的作法，讓許多大企業紛紛競相導入(Hammer & Champy, 1993)。 

於是，各企業必須展開第二步，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也就是將企業流程改

造這套理論依據公司不同的狀況套進去。理論是理想的，必須根據實地狀況運用，這就

是將理論脈絡化。順利的話，企業便成功引進這套作法，改造企業流程，達成預期績效。

然後，漸漸地將「企業流程改造」融入企業的例常作業中。但是，如果不順利的話，企

業的流程會被弄得亂七八糟，供應鏈中斷，生產線不穩定。這時，企業就要想一想，這

套理論與企業現行運作哪裡不相容，展開第三階段「再脈絡化」。這不只是修改企業內

部來配合理論，也設法修訂理論不合理的地方，找出企業原有的優勢去調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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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轉移過程就像電器由英國來到臺灣，必須要需要一個「變電」的過程，把 220

伏特轉換為 110伏特的電力輸出，雖然「變電」看似簡單，背後卻是一國電力基礎設施

的相容性問題。移轉一套企業運作模式，像是企業流程改造，也會涉及更複雜的組織體

系。  

我因緣際會認識在法國 INSEAD任教的洋子．布蓮恩（Mary Yoko Brannen）教授，

因為她是「再脈絡化」專家，所以我們相互分享許多案例。我也因此知道她的「迪士尼

研究」。她在美國、法國教學，是日法混血，旅居美國，她因緣際會認識了迪士尼的主

管。於是，她展開了一場華麗的研究旅程。她分析迪士尼（美國總部）為何導入迪士尼

樂園在東京時（看似文化差異大）本應該困難重重的，但卻大獲全勝；而引進巴黎時（看

似文化很相親）本應該一氣呵成的，但是卻反而諸事不順(Brannen, 2004)。米老鼠，這

個迪士尼樂園的文化象徵，竟然在法國臉丟大了。布蓮恩認為，要了解法國巴黎的失敗，

就必須先了解機構的阻力。切入點應該由文化下手，而要分析文化，就要由「語意學」

（semantics）下手。 

語意學就是分析語言在特定生活情境與文化脈絡中所要表達的意義。分析的主角有

兩位，一個是傳遞者，另外一個是接受者。在創新轉移的過程其實就像不同國家的人在

進行溝通一樣，因為語言不通以及價值觀不容，常常會導致雞同鴨講的窘境。所以，溝

通的過程中雙方必須要處理的包括了語言在表面上的意義、對符號的印象、文化物件內

涵的意義、兩者的權力關係、意識形態、工作實務、意義價值等。傳遞者必須要試著瞭

解接受者的在地做法，不能將創新硬套進去；而接受者則是要徹底了解傳遞者的創新內

涵，結合自身優勢，將創新融會貫通，逐步引進組織內。其中，傳遞者要有雅量接受自

身的創新對在地不一定是最好；接受者也要謙虛地體會到，透過外來創新，自己原本的

作法還是有改善的空間。 

但是，這整個溝通關鍵是，雙方各要「聽懂」對方創新中內隱的文化，以及文化的

言外之意。如何才能聽懂「文化」的話，迪士尼的經驗提供了我們一個最佳的案例。接

下來，我們就從文化的脈絡來探討迪士尼在日本與法國的跨國轉移挑戰，探索迪士尼在

日本為何能大獲全勝，而在法國為何又慘遭滑鐵盧(Van Maanen, 1991, 1992)。 

3.12.1 迪士尼由美國移轉東京與巴黎 

迪士尼的第一個主題園區是於 1955年建立在美國加州的亞納翰（Anaheim），佔地

160 英畝。1971 年迪士尼在佛羅里達的奧蘭多（Orlando）建立了第二座園區，略小於

第一座園區，約 107 英畝(Farhoomand, 2010)。除了主題公園此外，園區中還有各式的

雲霄飛車、嘉年華遊行、展覽以及遊船等活動。迪士尼樂園所提供的不僅是遊樂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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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旅館、紀念品店，更提供了一個幻想的世界，許多遊客到了園區一住就是好幾天。

在園區中，最受歡迎的遊樂設施往往一等就要等到一、兩小時。許多美國的家長從小就

熟悉迪士尼卡通人物，他們會帶著小孩子們一同到園區來重溫他們兒時的記憶。 

至 2007年，亞納翰園區的造訪到達 1490萬人次（當年），而奧蘭多園區則高達 1710

萬人次。同年營業額呢？總共 10.6億美元，淨利 1.7億美元。蓋遊樂園區看起來真是個

好生意，難怪迪士尼在 1983年四月在東京找到合資公司，蓋起第一座在海外的主題園

區。東京迪士尼佔地 114英畝，比第一座園區小，比第二座園區略大一點，約多了四個

足球場的空間。接著，1992 年四月迪士尼又在巴黎蓋了一座歐洲迪士尼（後來正名為

巴黎迪士尼），佔地 138英畝，又比東京園區大（因為加上了迪士尼影城）。 

那東京與巴黎園區表現如何？東京在 2007 來客達到 2580 萬人次（大於美國園區

1.5倍），但是同年巴黎如果以高估值來計算，約有 1200人次，但保守估計則為 900萬

人次。法國迪士尼的經營更是一路坎坷，在 1994年面臨破產危機，在 2001年終於有點

小獲利。在 2002年到 2003年，雖然加了一個迪士尼影城，可是票房並沒有回轉。到了

2004年 12月，巴黎迪士尼的二度宣告破產，一直到了 2008年損失達到約 5,930萬美元。

還好，2010年官方統計數字訪客人數回到 1500萬人次，2012年則達到 1600萬人次。 

我們可以了解，轉移一項創新到異國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包括具體交通運輸、跨

組織協調、時間的掌控以及人生地不熟的成本。但是，如果在相對開放的國家，進入異

國也是一項機會，例如將創新帶進文化相近的國家（例如美國與英國，或法國與加拿

大），按理說成功的機會應該是很高的。 

某種程度上，美國與法國應該可以算是鄉親，例如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便是從法國帶

進去的，睡美人故事中那座城堡也是法國的，更何況迪士尼卡通漫畫在法國的銷量也是

相當的高。在迪士尼主題公園和成立之前，米老鼠、唐老鴨、高飛狗、白雪公主、美人

魚、灰姑娘等的角色都是全球觀眾耳熟能詳的。 

既然文化相近，為什麼當美國的創新移到法國之後卻格格不入(Anthony, Loveman, 

& Schlesinger, 1993)？ 

有趣的是，為什麼迪士尼主題公園在法國受到排斥，但卻在日本卻大受歡迎呢？我

們可以從五個不同的面向來看迪士尼主題公園所傳達的文化意涵：米奇、牛仔、紀念品、

服務管理、園區設計。 

一、米老鼠伉儷：首先，我們來看看米老鼠。大部分的日本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都

在電視上看過米老鼠影集，連電視主題曲改篇成日文版的。米老鼠在日本幾乎已經被同

化為日本可愛教主行列，與 Hello Kitty、皮卡丘（神奇寶貝）、Kero Kerroppi、Kir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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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曹等可愛玩偶並列於可愛神廟之中。這些可愛吉祥物在日本大受歡迎，你可以在各式

園遊會、傳統祭典上看到商家兜售米老鼠面具、米老鼠紅豆餅、米老鼠冰淇淋，甚至有

米老鼠塌塌米。在日本，米奇跟米妮被認為是最佳伉儷，是日本文化中希望傳播的一種

正面形象。對日本人來說，這類吉祥物所帶來的印象是無憂無慮的童真，是安全信賴的

感覺，更是幸福的滋味。米奇跟米妮很能融入日本的文化脈絡。 

在法國，米奇的形象卻截然不同，多數小孩對於米老鼠的印象是來自米奇日記，是

偵探系列漫畫。米奇是一個聰明但是狡猾的角色，但不是可愛型的。對許多法國人來說，

米奇的造型變成了簡單、乾淨，反而一點都不有趣。米妮的造型則是紅磨坊的女歌手，

穿著亮片的華麗服裝與吊襪，相對的來說反而比米奇更加具有知名度。雖然後來迪士尼

頻道傳入法國，也許會改變法國人對米老鼠的印象。但是，當時米老鼠一點也不「可愛」。 

二、西部牛仔：除了米老鼠，美國牛仔是迪士尼樂園另外一個特色。美國牛仔代表

的是美國的拓荒精神。在日本常常可見美國西部影集，像是《神鞭牛仔》（Rawhide，是

克林伊斯威特成名作），或是《牧野英豪》（Bonanza）、《血戰蛇江》（The Man from 

Laramie）。對日本男人來說，牛仔所代表的意義是對自我工作的驕傲，每一個人其實都

像牛仔一樣，必須要到「西部」去拓展屬於自己的一片荒野。另外，牛仔代表是一種團

隊合作的精神，就像他們晚上會聚集在營火旁邊，一起唱歌，相互撫慰受挫的心靈，共

同面對問題，思考解決之道。這種團隊合作的形象還真符合日本的文化。日本人常常會

把牛仔圍繞在營火旁共同歌唱，比喻為現代的卡拉 OK，日本上班族常在下班後去高歌

一曲，紓解一天來的壓力。 

牛仔在法國也是一個受歡迎的角色。但是，在法國大家所熟悉的是連載漫畫中的《好

運路克》（Lucky Luke）。路克是一個瘦巴巴的牛仔，有點糊塗粗心，而且也常不聽長官

的話，在逮捕壞人的時候更是狀況百出，結局通常是那隻聰明的馬救了他。比起迪士尼

的其他角色，法國人對於牛仔的接受程度是比較高的。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法國人

（甚至歐洲人）對英雄這樣的角色，有不同的定義與喜好。 

三、紀念品：對美國人來說，去一個地方玩是不可不買點紀念品的，除了可以當作

伴手禮之外，還可以與親友分享在迪士尼的歡樂時光。在美國迪士尼主題樂園，遊客們

可以在主要街道上購買到各式的商品。這點很符合日本的送禮文化。在日本，提伴手禮

回去是一種盛行的禮節。不過，日本人希望將購物區全部集中在一個商店內，而且在商

品上印有「東京迪士尼」的字樣，這有點類似購買土產的做法。 

另外，日本東京迪士尼也注意到有許多遊客可能只想到樂園裡面來走一走，而不需

要去玩遊樂設施。所以，東京迪士尼特別開放一種遊園券，讓遊客可以在園區裡面逛一

逛。園區還有特別設置的公園，可以讓遊客全家人一起用餐，共享日本媽媽準備的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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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食，在美國迪士尼是不允許的。這些只是來觀光的遊客反而是紀念品的主力客戶，為

東京迪士尼帶來不少營收。 

法國人就比較沒有伴手禮的文化，所以購買紀念品也就不那麼受歡迎。在巴黎迪士

尼幾乎是全球紀念品銷售金額最低的園區。法國父母親都覺得這些紀念品又笨重，而且

又浪費錢。 

四、服務管理：在美國迪士尼樂園被稱為一個快樂工廠，員工都必須要參加為期四

十天的迪士尼大學訓練課程，以確保員工能夠提供無瑕疵的服務。這些微笑服務是希望

遊客在迪士尼樂園中能夠享受夢幻的氣氛，讓虛幻變成真實，使遊客暫時忘卻生活與工

作上的煩惱。也因此，迪士尼樂園對服務管理有一套嚴謹的規範，以提供一個乾淨、安

全、有次序的遊樂環境，以及親切友善的服務。 

在東京迪士尼樂園，接受這些規範對日本員工完全沒有任何困難。其實，日本的服

務某些程度上早就超過歐美的標準。永遠保持笑容、親切的接待、整齊的制服、無微不

至的流程，這些早已成為日本的服務文化。像是東京計程車司機就會穿著制服，帶着白

手套開車，車內也會打掃得一塵不染。到了加油站，服務生也會主動的奉茶，冬天就提

供熱茶，夏天就提供涼茶，還會順便將客戶的車的垃圾清理一遍。在百貨公司買禮物，

店員自動會將禮物包裝的盡善盡美。這些無微不至的服務在日本早就融入各行各業，所

以當美國派人來東京迪士尼展開訓練，員工不但沒有任何抗拒，還將公司的服務精神發

揮到極致，變成全球迪士尼樂園的典範。 

但是迪士尼的這些服務規則與政策在巴黎卻很難推動。法國員工重視個人自由，也

不太願意受到約束，對客戶服務更無法做到像美國要求的程度。在迪士尼的全球人事政

策中，對員工的穿著、髮型、指甲都有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對法國員工而言都覺得是

侵犯了他們的個人自由。在法國，服務生有時候還會主動建議客戶要他們不要點某些餐

點，這樣指正客戶的點餐選擇在日本是不禮貌的，可是法國員工卻覺得對自己的專業感

到驕傲。 

媒體上不斷出現嘲諷巴黎迪士尼服務的報導。一位英國記者便表示，在巴黎迪士尼

樂園的服務人員只會一直說用法文說：「Bonjour（你好）！」但是一問到有關園區的資

訊他們卻無言以對，顯現訓練不很到位。媒體訪問一位美國遊客玩過巴黎迪士尼之後有

何感想。她表示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感覺，不知道自己是到過一個美國的主題樂園，還是

法國的主題樂園，或是歐洲的主題樂園。巴黎 迪士尼樂園讓美國遊客有一種「三不像」

的感覺。另一位遊客是英國人，在廣告業當主管，也表示，如果有人問我，我有沒有到

過法國，我會傾向於說，沒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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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幕，巴黎迪士尼園區不准賣酒，受到許多歐洲旅客的抱怨，一直到 1993年才

開放。美國人自稱是歐洲鄉親，竟然連他們晚餐必然配酒的習俗都不知，真是不了解歐

洲人的生活脈絡啊。當時，園區食物除了美式漢堡外，也只有法國香腸，這對英國、德

國、義大利來的旅客感覺到非常的沮喪。我應該可以了解他們，要是我那群歐洲同學在，

英國人應該會要 Fish-and-Chip（炸魚配薯條）。德國人會說：「你那算什麼香腸啊，要賣

就賣德國香腸！」義大利人會說，我要義大利麵，要加青醬那種。 

在巴黎迪士尼由於員工以及公司規定上的衝突還造成了數起法律訴訟案件以其媒

體的負面報導。1995 年 1 月巴黎迪士尼樂園還被控告違反了法國的勞基法原因是強迫

美國的服裝規定施加於法國員工身上。由於巴黎迪士尼對當地供應商施加強硬的採購法

規，也引起抗爭。建築工人威脅罷工，民眾在巴黎股市交易所向迪士尼執行長丟雞蛋。 

巴黎迪士尼的法國員工為何生氣？美國的服裝規定女性員工必須要穿著合適的服

裝像是透明的絲襪，上面不可以有其他顏色或者是設計，裙子必須要高於膝蓋四公分，

指甲不可以比指尖長，以及頭髮不可以染色。男性員工也同樣有衣著規定，鬍子必須刮

乾淨、必須要留短髮，不可以穿耳洞。還有，員工被「建議」要每天洗澡，讓自己容光

煥發。洗澡對日本人大概沒有問題，日本人喜好泡湯的程度與臺灣人不相上下。但是，

要法國人（或歐洲人）每天洗澡，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記得在英國時，我的歐洲室友

三天內願意洗一次澡就很給面子了。迪士尼認為要呈現一個完美的美國形象，所有員工

都必須要扮演好健康快樂的角色，服裝儀容自然成為要求的重點。 

此外，法國員工比較隨性的工作態度也使得園區內的乾淨整潔標準無法被打成。像

是洗手間常沒打掃乾淨，門壞掉了很久沒人修，垃圾滿地沒有人撿，雖然清潔工就在附

近。由於無工作價值觀上的差異，在巴黎迪士尼樂園員工常常無法落實工作期間，也沒

有經常保持對客戶的微笑，還不時與客戶發生口角。雪上加霜的是在 2010年 5月 6號，

巴黎迪士尼一位主廚自殺，他留下的遺言是（據他岳父說）：「我不要再為米奇工作了。」

報導說，他是因為受到最近的裁員壓力以及公司要他將新鮮食材改用冷凍食材，使得他

精神上無法承受。迪士尼則否認有此一說。 

五、園區設計：在美國迪士尼的經營宗旨是希望「打造地球上最快樂的地方」，所

以童話故事到了迪士尼都會「快樂」地轉型。例如，在丹麥原版故事中，美人魚必須面

對一項兩難抉擇：自殺或是殺掉她心愛的王子的。但是，到了迪士尼的版本美人魚最後

跟王子有情人終成眷屬。 

日本人對這樣的安排沒有任何意見。而且還把這樣的再脈絡化推到了另一個象限。

在東京迪士尼，不禁服務人員用日文招呼遊客，而且還把原來的故事做了局部的改變。

在表演中，不僅使用日文演出，而且聰明的角色還用東京日語發音，比較憨厚的角色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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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南方日語口音來做區隔。所有的反派角色也是用日文發音，但是他們是用外國人的

音調來講日文。 

但是其他部分園區就完全依照美國的設計，目的是讓日本人進到園區之後感覺到好

像到了國外渡假一樣，充滿了異國風情。但是當美國總部建議來做一個忍者村或是桃太

郎主題樂園的時候，日本經營方斷然拒絕。雖然拒絕做桃太郎，想全面複製饒富美國風

味的園區，但日本卻將《遇見林肯先生》（Great Moments Mr. Lincoln）的展區改裝成《遇

見世界》（Meet the World），以影片與動畫讓遊客回顧日本的歷史，用生動又�發的方

式讓觀眾了解日本如何由世界學習各項創新，並且邁向康莊富強的日本。這的確很像集

體主義的「日本」會做出的事。 

此外，東京迪士尼還安排了跨年晚會，雖然這與日本傳統過年有些不同，但是許多

東京的年輕人卻很喜歡這項節慶。在 1991年，跨年晚會吸引約十四萬人來參加。 

法國人比日本人更了解迪士尼每一個故事的緣由，所以在設計上盡量忠於原始的故

事脈絡。因此，白雪公主就講著道地的德文，睡美人就在法式城堡講着優雅的法文，說

謊的小木偶當然就講着可愛的義大利文。不過這樣的在脈絡設計並沒有討喜，反而那些

牛仔秀以及雲霄飛車、洛杉磯酒吧以及美式烤肉，才是最受歐洲遊客的歡迎。 

從意識型態來看，美國當時成立迪士尼樂園是為了將他們的歐洲血緣夢幻化，更加

凸顯美國的中產價值。在日本，引進迪士尼樂園是為了讓日本人享有美國過來異國風

情。可是，法國人卻覺得迪士尼樂園只不過把經典的童話故事庸俗化、商品化，像是一

個被遣返的政治犯。法國人也不喜歡進入園區只能吃速食，還要做坐被鐵釘固定住的長

板凳（按：法國人可能感覺處處受到制約，好像被美國人教訓該吃什麼，該如何生活，

歐洲人不是很喜歡這種自以為是態度）。雖然法國與美國之間有著名不可分的鄉親關

係，但是這樣的遊樂園卻讓法國人感到受到文化侵略。法國知識分子認為，迪士尼樂園

是在輸入一種文化帝國主義者，進口一種病態的美國消費主義。 

幸好後來巴黎迪士尼樂園做了調整，使得業績漸漸的迴轉。但是這個案例卻讓我們

留下許多省思。一個國家的文化是當地居民長久以來所形成的作法，所發展出來的特定

行為模式以及價值觀。這樣的文化價值觀也影響使用者對一項創新的接受或者是排斥。

在導入一項創新的時候。千萬不可以忽視機構所產生的力量。風俗習慣與當地的文化就

是最大的機構力量。忽略了美國與法國文化之間根本上的差異，使得法國迪士尼樂園在

建置過程中遇到重重的困難。 



 

 181 

3.12.2 迪士尼由美國移轉香港 

也許你會想，經過這次巴黎慘痛經驗後，美國迪士尼總部應該就學到教訓了。可是

並沒有，迪士尼在 2005年到香港又開設了一個迪士尼主題園區，比巴黎園區較小三倍，

佔地 42英畝。在 2005年九月開幕之後，人潮曾經慢慢的累積。可是在 2006年的新年

假期時發生了一場遊客衝突。二月份是中國的農曆新年，許多中國內地遊客雖然買到當

日票，卻被拒絕進入園區。這星期的中國媒體負面的報導，使得遊客數急遽地下降。從

此以後遊客數就一蹶不振。到了 2008年 Disney積極尋找資金，希望能夠投資擴大園區，

解決人潮擁擠問題。 

許多報導指出，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問題是處在地點太小、交通不方便、缺乏特色、

沒有考慮中國主題風格樂園設計。可是，真的是因為這些客觀因素嗎？我們更要問：真

的是園區太小，造成過度擁擠，所以遊客才不來嗎？香港大學以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

的研究指出，美國人不了解華人的文化脈絡，其實才是問題根源所在(Lau, 2007; Young, 

2007)。 

可是，如果你這麼說，可就要傷美國人感情了。美國迪士尼管理團隊為了開發中國

市場，可是有做功課的。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香港迪士尼再脈絡化工作。讓我整理幾項

美國團隊再脈絡化的努力給大家看看。 

第一，他們請教風水師來設計園區，旅館的佔地坪數也設計為 888，這是中國人最

喜歡的數字，代表「發發發」的意思。 

第二，為了要吸引中國以及附近前來的旅客，園區中的餐廳除了提供美國漢堡之外

也添加了中餐、日餐與印度餐。有些中國餐廳更提供魚翅希望能討好大陸的遊客。 

第三，園區內的表演雖然用英文進行，但舞台下面會有字幕說明。園區的導覽語言

除了英文之外，也加入了普通話與廣東話。他們還找來中國歌手來唱園區主題歌。 

第四，香港迪士尼還將紀念品的製作外包給中國的廠商，還與香港在地珠寶商聯合

設計一系列跟米奇與米妮有關的商品，像是手飾或者是項鍊。 

第五，在香港迪士尼開幕的時候，美國管理團隊也是入境隨俗看黃曆決定開幕日

期，並且還拜豬公，以迎合在地的民俗信仰。 

第六，他們讓米老鼠穿著紅色與金的衣服迎接貴賓，這兩個顏色一個代表喜氣，一

個代表財富，都是中國人最喜歡的顏色。 

第七，園區還推出半年票以及年票，吸引回園訪客。園區還設計專為深圳旅客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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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行套票，並結合轉機入境的旅客推出單次遊園卷。 

不過，美國團隊這些在脈絡化的努力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效果，倒是產生了不少反效

果。說來，這些年美國人還是不了解中國（或任何一國）的脈絡。這也許是大國的驕傲

吧。 

2006 年，大約有一千三百萬的中國遊客造訪香港，他們都需要申請香港簽證才能

入境。這些遊客多數也不懂英文。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媒體使採取貼近輔導方式，所

以中國的內地的旅客不是很了解米老鼠以及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大多旅客到香港的目的

是為了購物，因為他們覺得在香港才能買到真品，而不是山寨品。中國遊客還是習慣在

盡量在一天內去看很多景點，這樣才會有物超所值的感覺。 

迪士尼美國團隊好像不是很瞭解這些旅遊脈絡。還有，香港與中國現在的生活習慣

似乎與美國人想像的很不一樣。 

第一，魚翅現在已經被中國已經被列入環保稽查項目，所以是不准販售的，也難怪

香港迪士尼會受到環保人士抗議。雖然在園區裡面提供中國、印度與日本的食物，但是

園區餐廳的售價都比外面貴兩倍以上。所以，很多遊客都是先在外面餐廳吃飽再進去，

然後看完煙火，大約晚上八點左右，再離開園區到城裡面去晚餐。 

第二，中國已經漸漸開放，但是在美國經理人卻像在管理殖民地一樣。一位外國記

者到了園區之後覺得，在園區中的氣氛很像走到北韓的感覺。美國員工接待兩位中國籍

的歌手到圍區演唱，可是不准他們在園區內走動，口氣與對待方式也都非常傲慢，使得

這兩位歌手對外宣佈，永遠也再也不要回到香港迪士尼。園方雖然有正式道歉，但是媒

體卻沒放過這則新聞。 

我很能夠了解這種感覺。我為了發表，每年都要去美國參加學術會議。每次過海關，

都會被「羞辱」一番。他們覺得我的公事包有不知名的東西，要搜查。可以啊，我就配

合，海關人員沒有帶手套，手也髒髒的（我有一點小小潔癖），就亂翻一通，東西散落

一地，然後冷冷地說：「你可以走了。」這與我在日本的遭遇就大為不同。日本海關帶

著白手套，先跟你敬禮，說他是不得已，這是例常工作，請多見諒。然後，很小心的找

一下，發現無異狀，將東西整理好歸還，再說聲抱歉。 

美國員工對於前來進行食品安全檢查的官員也非常不禮貌，要求他們要脫帽、拿掉

官方名牌才准進入園區，以免驚嚇到客人。這不僅造成違法，而且更激怒了中國官員，

觸犯到中國的敏感神經。 

近代的中國人對於八國聯軍的國恥一直無法忘懷。在 1900年，英國、法國、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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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俄國、義大利、奧地利，以及「美國」等八國，為了對抗義和團對使館區的圍攻，

於是召集五萬聯軍。八國聯軍消滅了義和團，也打敗了清朝軍隊，使得慈禧太后與光緒

皇帝逃往西安。清朝與各國簽訂了《辛丑條約》，付出了龐大的賠款，使得中國淪為各

國的殖民地。香港也是於 1841年到 1997年割讓給英國的殖民地。殖民地是歷史的傷口，

對中國人而言，任何將中國領地再視為殖民地的想法或動作，都會引發強烈的民族愛國

抗外情緒。 

第三，雖然迪士尼把商品外包給中國的廠商生產，但是許多廠商是不合乎企業社會

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標準，像是濫用童工、開除懷孕的婦女、工時

過長、虐待勞工等。這些報導讓中國民眾對美國迪士尼的印象變得更差。 

第四，美國管理階層宣稱要落實服務政策，但是卻造成了許多勞資糾紛，開幕以來

就有六十起申訴以及一百起虐待員工的調查。有些員工告公司不讓人休息，讓他沒輪

班，十一小時站著無法休息。有些員工造成的膝蓋受傷，有些員工則是沒時間喝水，而

造成健康問題。到了 2006年，香港迪士尼員工的流動率高達百分之二十。 

第五，美國團隊也忽略了旅行社在中國市場的重要性。美方訂定了嚴格而且不平等

的合約，每份合約內容長達三十六頁。可是，他們給旅行社的佣金卻只有 1.3美元（每

張成人票）。這樣的佣金對於許多旅行社來說，根本無法打平行政成本。所以，旅行社

大多不願意幫香港迪士尼推廣，而改推廣就坐落在香港迪士尼隔壁的海洋公園。 

第六，中國有三大節慶，是眾所週知的黃金周，也就是勞動節、國慶日、農曆新年。

在這三個黃金週末是中國內地遊客前往香港的旺季。可是，香港迪士尼販賣的套票以及

年票都未指定入園日期，所以造成農曆新年園區爆滿（號稱最多能容納三萬人，但是因

為服務水準還不到位，所以超過一萬人就有擁擠的狀況），有大約一千位買當日票的遊

客被關在園區外無法進入。最後，群眾抗爭，有人甚至憤怒到翻牆而入，在媒體上大幅

報導使得民眾對香港迪士尼的印象更為惡劣。 

3.12.3 克服文化盲點，才能再脈絡 

東京迪士尼樂園成功的關鍵，是因為受到充分授權（真好，沒有美國團隊來搗亂），

並能發揮在地優勢。相對的，美國團隊在經營巴黎迪士尼樂園的時候，看似注意到了在

地脈絡，但卻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法國與歐洲遊客並不是很關心白雪公主講的是德文

或英文，也不很喜歡童話故事人物被「醜化」為大量生產的商品，更不喜歡美國的速食。

美國過度相信法國的歷史血緣關係，卻忽略了法國人對米老鼠投射的感情與美國人大為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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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化機構的脈絡來看，我們發現美國迪士尼總部在經營巴黎與香港迪士尼樂園

的時候犯了三個重要的錯誤。 

第一，你的解藥，可能是我的毒藥。接受方不一定對傳輸方文化象徵投射同樣的感

情。法國人對米老鼠的美式「可愛」並不賣帳，過度可愛也無法吸引法國的客戶。美國

人好像過於自信，如果他們喜歡米老鼠，全世界的人應該都會喜歡米老鼠。 

在香港，大家不一定對花車遊行感興趣，但是要是你辦個萬聖節趴（Halloween 

Party），很多年輕男女可能就會應景來參加活動。還有，香港人也許對米老鼠有印象，

但是近代的發展使中國人崇洋之時也同時仇洋。中國旅客對米老鼠可能沒有多大情感，

但是他們的小孩絕對比較熟悉喜羊羊應付灰太郎的各種方式（按：《喜羊羊與灰太郎》

是大陸很熱門的卡通影集）。 

美國迪士尼在法國與香港的敗局，是因為自己的文化盲點。很多企業總部在轉移一

項政策到各國子公司時，也常常產生這種文化盲點而不自知。 

第二，過度傲慢，忽視在地制約。文化就是人們的習慣的作法。日本社會本來就井

然有序，要導入一套法規，只要是合理的，可能很快就可以在日本組織全面貫徹。日本

人習慣整齊、紀律、合作，所以管理園區做得比美國好，我們一點都不用驚訝。 

不過，法國人生性浪漫，不喜歡受到法規的限制，光是導入一堆法規來管法國人是

於事無補的。有沒有辦法把這一項弱點轉變為巴黎迪士尼的優點呢？例如，在巴黎，還

有許多移民願意遵從法規工作，或許他們可以承擔執行面的工作。能否讓法國員工發揮

他們的創意與演藝的天份，融入到各種的表演之中？甚至，美國迪士尼總部如果能夠心

胸能開放一點，與法國員工做好事前的溝通，也許可以讓在例行的表演節目之外，設計

各種法國特色節目，讓園區注入更多的法國浪漫風情。 

法國餐讓人有浪漫的投射，歐洲人很重視情人節與家庭生活。所以，有沒有可能搭

配情人專用區與家庭享用區，推出高貴不貴的法國餐？歐洲人喜歡知識型的活動，所以

能否讓歐洲人來規劃一系列園區活動，讓迪士尼變得更加知性，而不會讓歐洲人認為是

膚淺的消費文化。不過，如果美國團隊中沒人了解歐洲所謂「知識分子」的意義，那就

別談了。 

根據 2010統計，來園區最多的國外遊客是英國（12%）、西班牙（9%）、比利時（6%）、

荷蘭（6%）。這個數據提出兩個機會點，我們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其一，英國一向

是巴黎迪士尼的大戶，如何設計更多針對英國人的行程以及活動？中歐等小國為什麼會

想旅行過來巴黎迪士尼？其二，以前德國、義大利、北歐四小國有很多遊客來巴黎迪士

尼，但是為何 2009以後就大量減少了？如果更加了解這些遊客來訪的「文化」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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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助於設計更多的貼近歐洲人脈絡的園區活動。 

主題園區的商業模式基礎就是旅遊。想在香港推廣旅遊景點，卻得罪旅行社，那可

真是不用混了。這個脈絡在地人都很清楚，但是美國團隊卻看不到。迪士尼在創意、設

計上的確世界領先。但強龍不壓地頭蛇，失去旅行社支持，再好的節目也不容易受到旅

客的關愛。 

第三，文化是脆弱的。進行再脈絡化的過程中，要體驗到什麼是可以變的，什麼是

不用（或不能）變的。在東京，日本人憧憬美國迪士尼的文化，這部分照搬進來，微調

去展現異國風情，便可以做好再脈絡化的工作。而且，結合日本的服務專長，讓東京迪

士尼園區的服務更上一層樓。日本人大多無法以英文來溝通，所以安排用不同口音的日

文演出，節目可以大受歡迎。日本人更將土產的觀念帶進了紀念品的販賣機中，結盒逛

園區的門票，促進紀念品的銷售。如此只要做妥善的調整便可以將美國的創新成功的再

脈絡化。 

至此，我不禁回想起 1853年七月八日，美國佩理將軍帶領四艘冒著黑煙大船，由

東京灣橫須賀進入日本，用傲慢的態度，以武力威脅日本天皇開啟通商門戶。日本不但

沒有武力反抗，反而幾乎是雙臂歡迎美國入關。那時，日本人積極學習佩理將軍所帶來

的望遠鏡、電報機、蒸汽機火車、大砲等科技。近一步，日本人向美國與歐洲轉移工業

革命的創新成果，最後終於成為軍事與經濟強國。 

即使在當代，日本的再脈絡化功夫更是厲害。麥當勞本來是個低品質、不起眼的連

鎖漢堡店；可是到了日本卻成為新潮時尚的連鎖店，研發出更多美國沒想過的熱賣商品

（像是米漢堡）。7-ELEVEN 本來是美國南方達拉斯的小型超商，做得不上不下；可是

到了日本卻變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好鄰居（還出現了關東煮）。最後，美國 7-ELEVEN

被日本併購下來，成為日本公司。過不多久，要是迪士尼變成日本公司，很多人應該也

會鼓掌歡迎吧。 

美國總部雖然也想在歐洲進行再脈絡化，但是卻忽視了歐洲的在地脈絡。讓白雪公

主講德文，讓美人魚講法文，讓小木偶講義大利文，並不是一項貼切的再脈絡化，反而

讓歐洲人覺得這些原型人物被竄改，心愛的童話受到美國的政治迫害。歐洲人到巴黎迪

士尼樂園想要看的就是美國，而不是被美國化的歐洲。法國知識分子也不喜歡被消費主

義洗腦，被文化帝國主義統治。如果我們不能夠了解這樣的意識型態，就不容易進行有

效的創新再脈絡。 

在香港開園區，去看風水、殺豬公拜拜、上魚翅，只是膚淺的再脈絡。在香港，中

國人不喜歡再次被帝國主義「殖民」，外國人欺壓中國的歷史沈痛還未在眾多華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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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抹去。美國團隊在香港迪士尼以「殖民者」的角色進來，被套上欺壓員工（不讓休息）、

傲慢待客（歌手事件）、為惡不仁（外包給不良廠商）、侵犯國家尊嚴（以殖民者態度拒

絕官員入園檢查）、不平等對待中國居民（千人被關在外，引發聯想「中國人與狗不可

以進入」的歷史恥辱）等。這些問題可能原本都是管理的缺失，但是被美國人的傲慢態

度（由華人的歷史脈絡來看的話），這些事件就突然都變成罪證了。 

表 7：迪士尼的文化創傷，衝突的在地脈絡55 

象徵 美國的原地脈絡 日本的在地脈絡 法國的在地脈絡 中國的在地脈絡 

建置時間 加州 1955年  

佛羅里達 1971年開幕  

東京 1983年開幕 巴黎 1992 年開

幕，1994 破產一

次，2004又破產一

次 

2005 年香港開幕

（預計在 2015 年

於上海再設一個園

區） 

園區面積 加州：160英畝 

佛羅里達：107英畝 

114英畝 138英畝 42英畝 

來客數（ 2007

年） 

加州：1490萬人次 

佛羅里達：1710 萬人

次 

2580萬人次 1200萬人次 400萬人次 

米老鼠 典型的好男孩、好女

孩 

與 Hello Kitty一樣

可愛天真的卡通

人物 

聰 明 狡 詐 的 偵

探，不如牛仔好看 

普遍不認識，知名

度比「喜洋洋與灰

太狼」低 

服務品質 遵守紀律、以客為尊 服務紀律被發揚

光大，客人受到完

善的照顧 

訓練鬆散、公司法

規侵犯個人自由 

公司虐待員工，美

國人傲慢無禮 

迪士尼（的觀 績優企業，將童話、 再東京的異國旅

遊勝地，是乾淨舒

美國之文化帝國

主義入侵，美國將

美國殖民主義惡靈

再現，試圖再次欺

                                                
55 資料來源除官方網站外，還參考：Farhoomand, A. 2010. Disney: Losing Magic in the Middle Kingdom 

Asia Cas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885: 1-32. Anthony, R., Loveman, G., & 
Schlesinger, L. 1993. Euro Disney: The First 100 Day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9-693-013: 1-23. Lau, 
J. 2007. Hong Kong Disneyland: Where is the Magic? Asia Case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637: 
1-23. Farhoomand, A. 2010. Disney: Losing Magic in the Middle Kingdom Asia Cas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88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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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魔術世界變為真實 

將美國連結到歐洲的

文化底蘊 

適的主題樂園 不健康的消費主

義傾銷到法國 

壓中國人 

總結來說，在原始國家的一項創新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時候，一定要了解機構在

背後所操控的力量。在上一章我們看到的是教育的機構力量，在迪士尼案例中我們看到

的是文化所產生的機構力量。面對強大的機構力量，我們需要善用再脈絡化的技巧，順

著脈絡去調整創新的外型、功能與結構，並且「融入」使用者的價值體系，而不是莽撞

地要去「融化」對方的價值體系，我們才能夠讓東京迪士尼的成功再現，而避免巴黎迪

士尼敗局（參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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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案例十三：生活再脈絡，統一超商轉移日本 7-11 

要一項創新被採納，要回溯原地脈絡、留意在地脈絡，才能看見問題的全貌，創新

再脈絡化工作也才會成功。 

雅萍是一位 EMBA碩士生，任職於一家頗有知名度的廣告公司。我們在 2013年一

起進行一項研究，本來是要研究一家外國酒商的在地化問題，因為這家酒商想擴大臺灣

市場，找上了她56。找雅萍的原因是，她參與過統一超商 7-ELEVEN在臺灣的成長過程

很熟悉，這家酒商希望借助雅萍發展出在地化策略。大多專業經理人雖然很熟悉操作手

法，但是多數沒時間將經驗整理成為一套有系統的知識。所以，我就建議，與其研究這

家酒商的在地化，不如研究這家酒商所敬重的 7-ELEVEN。 

我很快了一下，對 7-ELEVEN 的報導、期刊、書籍，由日本到臺灣，可謂是汗牛

充棟。這些文獻大多是印象派的報導，或者主題多偏向零售管理、供應鏈管理等。好像

還沒有人研究 7-ELEVEN由日本引進臺灣後如何做了哪些「再脈絡化」的工作。所以，

我們就一頭栽下去，研究起統一超商如何將日本的創新引進臺灣。因為這行的人都管

7-ELEVEN 叫「小七」，這名字很特別，所以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們研究團隊都管它

叫小七，最後叫出感情了。我們發現，小七這名字很有臺灣味道，所以在本案例中我們

就管統一超商的 7-ELEVEN連鎖店叫小七，這樣也可以區分與日本 7-ELEVEN的差別。 

在臺灣，小七很厲害的，它由營業額與總店數來看，都是便利商店產業的領導者。

小七的業務範圍很廣，為了聚焦，我們將鎖定主力「食品」，來做為再脈絡化的分析重

點。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小七的成長過程，再分別依照鮮食、零食、輕食三大類來看小七

精采的再脈絡設計。 

3.13.1 7-ELEVEN，小七的臺灣崛起 

7-ELEVEN是由美國南方公司（The Southland Corporation）所創立，該公司於 1927

年在美國德州達拉斯成立，原本銷售冰塊，主要業務是冰品、牛奶、雞蛋零售。在 1946

年，美國的便利商店、超市多在下午就關門，讓顧客很不方便。南方公司於是想到推出

                                                

56 林雅萍，2013，《用脈絡化探索創新採納：以 7-ELEVEN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經營管理學

程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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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早上 7點開門，直至晚上 11點才關門的便利商店，所以就叫做「7-ELEVEN」。這

種新型態的店在當時是一項創舉，解決早起晚歸居民的購物需求。 

但是，在美國 7-ELEVEN 只是小超商，經營也沒特色。7-ELEVEN 之所以會成為

全球便利商店連鎖事業，必須歸功於日本。1973 年，鈴木敏文在伊藤華洋行堂工作，

在美國考察途中，這家小超商引起他的興趣。當時，7-ELEVEN在美國已有四千家店。

鈴木敏文代表公司與南方公司談授權，並引進日本。1991 年，鈴木敏文成為執行長，

買下了南方公司，並在 2005年將美國及日本的 7-ELEVEN、伊藤華洋行堂合併，並漸

漸發展為 46,000 家門市店，分佈於日本、美國、加拿大、香港、中國、澳門、臺灣、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等地。日本、美國、臺灣成為連鎖體系前三名。 

1978 年，統一企業集資成立統一超商，將 7-ELEVEN 引進臺灣。1980 年正式營

運，7-ELEVEN成為臺灣第一家國際連鎖便利商店，雜貨店漸漸消失。初期，小七的目

標是家庭主婦，門市多設在住宅區，營業時間為十六小時（早上 7 點到晚上 11 點）。

可是，當時市場尚無法接受這種便利商店，加上南方公司所建議的經營方式無法全盤適

合臺灣市場，小七一直虧損。1982 年時不得已，只好將小七併入統一企業，成為超商

事業部門。 

1983年起，小七選定 10家門市實驗，發現夜間的業績還不錯，就正式將營業時間

延長至 24小時。但是，夜間門市成效不彰，於是改回每天 16小時營業。小七開始調整

商品，將目標市場設定成 18~35歲的上班族與學生，並選在幹道線或三角窗開店。1985

年，小七進入速食產業，推出速簡與微波食品這些深夜食物，例如肉粽、漢堡，另外也

推出現煮研磨咖啡與關東煮，也就是現在 City Café的前身。 

1986 年，小七的開店數達到經濟規模，開始轉虧為盈，此時的營業額已達到新臺

幣 7.5 億元，並開設了第一百間店。1987 年，小七再度獨立，成為統一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徐重仁先生為總經理。1988 年，小七的第兩百間門市開幕，這表示兩年內增開

了一百間店。1989 年，小七發展標準化流程，以增加運營效率，並針對各地區做產品

或服務的差異化，像是推出大亨堡（熱狗麵包）這類長青商品。徐重仁回憶： 

「我當時認為，連鎖商店的商品都一樣，有了一致的流程，即使是沒有經

驗的店長，也可以按部就班去做。但現在時代進步太快，不能再用一成不變的

制度去套，必須有彈性：不同的商圈有不同的客人，像醫院和學校附近的客人，

需求就不一樣，商店的服務和商品也必須差異化。這就是地區行銷的 80/20法

則：80%照公式，20%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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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第五百間店開幕，小七與日本三菱集團合作成立專業物流公司，也就是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Retail Support International）。捷盟以「最 SMART的物流」為

目標，針對不同商品特性及物流規模，規劃最適化的物流服務。此時，小七的營業額達

到新臺幣 108億元，首次超越遠東百貨，成為臺灣零售業霸主。 

1991 年，因為各處的需求增加，小七開始加速設置加盟店，加盟店超過一百間，

展店數也超過六百店。這年，小七也推出了大燒包，每年銷售超過三千萬粒包子。1995

年，小七開了第一千家店，第五百家加盟店也開幕。1997 年，小七展店數達到一千五

百間，並進入花東地區，完成全臺灣的便利商店佈局。1998 年，加盟店比例達 65%，

也推出新服務，像是代收中華電信帳單與手續費。2000 年，小七以物流優勢以及兩千

五百間店面，推出取貨付款的新服務。這樣的服務增加了消費者對小七的依賴程度。 

2005年，小七第 4000家店「奮起湖門市」開幕。2007年，City Café舖機突破一

千店，成為全國最大連鎖咖啡通路。接著，小七進駐高鐵六站。2010 年，小七與露天

拍賣合作推出「交貨便」服務，成為網拍交貨中心。同年「統一超商電信」提供月租型

服務，瞄準低消費用戶以及第二個門號需求。 2011 年推出「ibon 量販便利購」，利用

ibon 平台、7net 網購機制，開啟販售新平台。2012 年，小七成為交通票務平台，九成

國內機票可在 ibon訂位付款刷卡。12月推出美妝保養品，小七又變成「便麗藥妝店」。

2013年，小七在推出新農業的概念，建置「7-ELEVEN光合農場」，以溫室菜園與園藝

栽種技術提供優質食品。 

小七的成功關鍵是食品，也就是食品服務類與一般食品類總和，因為它占了總銷貨

收入的 26.6%，近三成（按：由 2011年損益表分析）。小七的體系中，食品服務類是保

存期限較短的鮮食類，像便當、御飯糰、關東煮等；一般食品類是保存期限較長的零售

商品，例如各式零食、泡麵等。要了解小七如何在臺灣成功地推出在地化產品，我們必

須先了解它的再脈絡化過程。 

小七如何再脈絡化日本的經營模式，展現更加精彩的創新？接下來，我們就鮮食、

零食、輕食這三類主力食品來了解小七的再脈絡策略。我們會先了解 7-ELEVEN 在日

本的發展脈絡，再分析臺灣的在地脈絡，最後再看小七如何思考再脈絡的作法。 

3.13.2鮮食再脈絡 

鮮食是指即食性食品，依溫層與販售狀況，小七將鮮食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 18

℃的商品，像是便當、飯糰、手卷、壽司、三明治、調理麵包以及水果等。第二類是 4
�商品，例如涼麵、熱麵（牛肉麵）、微波速食類（焗烤）、甜點、沙拉、水果、燴飯、

米粥、披薩、炒麵、炒飯以及炒米粉等。第三類是常溫食品，如麵包、吐司、蛋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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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甜麵包以及鹹麵包等。第四類是自助機台，譬如蒸包機、關東煮、茶葉蛋、熱狗機、

粽鍋、杯湯機、思樂冰、重量杯以及咖啡機等。第五類是冷凍調理食品，包括便當、御

飯糰以及關東煮等。這些鮮食品項是從日本 7-ELEVEN 引進臺灣，雖然消費者也都能

接受，但臺灣食用習慣還是不盡相同。 

便當變熱呼呼，推出國民便當 

首先，我們來談談便當。日本人習慣吃冷便當，臺灣人卻習慣吃熱便當。江�時代，

民眾是在欣賞歌舞伎時吃便當（幕の�弁�），或是在宴會時奉予客人的簡單會席料理

（如，松花堂弁�）。事先大量製作便當，送到客人手上時必定會涼掉。所以，日本人

絞盡腦汁地去製作「涼了也好吃」的便當，擺飾也設計的賞心悅目（大概是為了轉移客

人對溫度的注意力吧）。以前沒有保温技術，吃冷便當是理所當然的。隨著時代變遷與

改良，日本人演化出優質的冷便當，而不是熱便當。 

直到今日，日本人已習慣吃冷便當。日本地理位置約在中國大陸東北偏北，緯度較

高，溫度低，食物不容易壞掉。因為大家都習慣吃冷便當，日本 7-ELEVEN 賣便當相

對容易多了，因為便當不需要微波，不用怕微波後塑膠盒會釋放毒素，有不用擔心蔬菜

會黃掉。說到這點，就讓我想起我在日本的痛苦回憶。午餐時，我一個人在百貨逛來逛

去，看到的便當都很精美，可是都是冷的，讓我心中不禁排斥。問他們有沒有微波服務，

答案都是沒有，而且店員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好像在說：「便當為什麼要加熱，這人真

奇怪。」 

冷便當大概對臺灣胃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臺灣天氣熱，便當放久容易滋生細

菌。臺灣各都市街頭巷尾也充斥著自助餐店、快餐店以及小吃攤販，提供熱呼呼的便當。

臺灣人習慣又熱又新鮮的便當，日本的冷便當行不通。 

第二，日本和臺灣消費者對便當主餐的喜好不同。日本便當主餐多為炸蝦、壽司、

無骨雞腿排；臺灣則偏愛排骨飯、雞腿飯。日本人很貼心，會將雞排的骨頭先挑掉；臺

灣人卻喜愛帶骨的咬勁。日本人炸雞排時溫度控制在 95度；臺灣人炸的溫度要控制在

90度，雞排的咬感才是最佳。鮮食部部長梁文源開玩笑地說著：「日式無骨雞腿排看似

精緻，但臺灣人就是偏愛啃骨頭的豪邁。」 

第三，日本 7-ELEVEN 製作冷便當相對面臨的挑戰較小，鮮食在店面大都不需要

微波，串聯上游供應鏈以及食品工廠較容易。上游便當工廠也容易配合研發新產品。臺

灣消費者習慣吃熱便當，不喜歡微波食品（因為蔬菜會變黃、炸類食品微波後會變軟，

不再酥脆），讓上下游串聯較困難。小七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鮮食低溫冷藏，當顧客

微波後，還能保持原本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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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本從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開始推動和風速食，累積了便當和飯糰的

製作經驗與研發能力。市面上可以看到飯糰加幾根鹹菜的簡單便當，也有以魚子醬、生

魚片等高級材料做成的便當，在菜色變化上比臺灣更有豐富的經驗。便當最便宜只要

230日元（約新臺幣 77元），最貴的便當要價一萬多日元（約新臺幣 3700）。臺灣的便

當及飯糰多是手工製造，現代化食品技術尚未引進，短期要跟上日本不容易。 

九零年代起，臺灣的外食族開始大量增加。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家庭外食佔食品支

出比例，1991年為 17.7%，到了 2000年已經提升為 29.02%。臺灣人的生活型態不再像

是以往的朝九晚五，媽媽在家煮飯等兒子、丈夫回家用餐。臺灣工研院食品研究局所也

統計，臺灣人中午外食比例高達 46%；週末外食人口更達 87%。 

根據 POS系統的分析，小七的鮮食部發現，來客時間最多的為「早上 7點到 9點」，

以及「傍晚 5點到 7點」。這與日本 7-ELEVEN發現不同，他們的來店最頻繁時段是在

中餐與晚餐。徐重仁發現： 

「我們發現中午時段尚未被滿足。外食族增加，我們要思考如何滿足這份

需求來提高中午的來客率。中午時段最需要購買的就是正餐，因此我們決定開

發便利商店的鮮食產業。」 

在沒有食品工廠以及便當工廠願意合作的情況下，小七開始引進日本的鮮食類商品

以及生產技術，取得製造餐盒的經驗，也獲取開發新商品的知識。但是，小七並沒有照

單全收，它將鮮食商品結合到臺灣的在地食材。 

米飯一直是臺灣人的主食，但很少人會想到可以把米飯變成一種速食。小七的研發

人員展開調查，包括淡水知名的「黑店排骨」、台北東區巷子內的「浙江武昌排骨大王」、

西門町武昌街的「金園排骨」、台中「大三元便當」、基隆廟口「黃記排骨飯」、高雄「金

百鈴便當」以及廣受歡迎的「池上便當」、「福隆便當」等。在試吃過程中，除了記錄便

當的菜色，研發小組也拆解炸排骨、滷排骨、配菜的食材以及醬料的作法。小七發現，

排骨飯、雞腿飯是最熱門。過去因為臺灣養豬技術提升，豬肉加工食品變便宜，成為臺

灣普遍的食材，也是對農村的記憶。排骨飯與雞腿便成為速食便當的主打商品。 

當時，正好碰到不景氣，2001年經濟成長率出現 50年來第一次負成長，臺灣股市

從 9000 多點滑落 4000 多點，失業率從 2%升到 5%。小七觀察到，消費者對價格更敏

感，期望的是物超所值的商品。之前，小七推出的便當價位都在 65元左右。但市場上，

消費者可以接受的便當價為 50元。小七不斷地努力降低生產成本。當時擔任鮮食部部

長的蘇嘉麒記得，他終於達成將 50元售價目標時，興奮地拿著九種菜色給徐重仁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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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徐重仁卻說： 

「口味應該是可以了，但 50元沒有什麼感覺，是一般市售便當的價錢，

我們試試看 40元的便當吧！」 

徐重仁洞見消費者對超值便當的期望，鼓勵研發人員不斷地篩選菜色、壓低成本，

最後終於推出七種傳統菜色的超值便當，包括排骨（主餐）、香腸、滷蛋、雪裡紅、酸

菜、豆枝以及黃蘿蔔。2001年 12月 24日，定價 40元的超值便當上市。 

2000 年接下來的五年，是臺灣政治熱潮年，陳水扁成為第一位政黨輪替的民選總

統，臺灣的本土意識越來越強烈，國民旅遊、國民旅館開始流行，反映本土聲音。當時，

攀登 3900多公尺的臺灣第一高峰玉山，是象徵認同臺灣的全民運動。統一超商梁文源

與整合行銷部部長劉鴻徵等人也應景報名去爬玉山，一邊爬一邊聊天，偶然靈光一閃，

劉鴻徵提出： 

「登玉山是國民旅遊，代表每個國民至少要爬一次，便當若取為國民便

當。就是每個臺灣人民都要吃一個嘍？」 

於是，小七正式將產品命名為國民便當。2001年 12月 24，小七推出「憑身分證換

便當」活動，馬上大受歡迎，民眾都拿著國民身分證去排隊領「國民便當」，更讓引起

媒體一系列報導。本土意識帶動的全民運動，讓小七的國民便當一炮而紅。 

品味鐵路文化，推出奮起湖鐵路便當 

鐵路便當的概念來自日本。日本由北至南橫列北海道、本州、四國以及九州四大島

嶼，隨著不同季節與地點，發展出不同在地食材的便當，在北海道有蟹肉鐵路便當，在

九州有雞肉鐵路便當，還有札幌車站的鐵道便當等。鐵路是日本主要交通，日本鐵路發

展於江戶幕府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鐵路系統已深入日本各地。日本的民營鐵路

也非常興盛，東京、大阪等重要都市也都有發達的地鐵與通勤鐵路系統。日本人不只是

坐電車時吃鐵路便當，平常上下班時段也可以看到許多人前往便利商店購買鐵路便當。 

相較於日本，臺灣的主要交通幹線是公路，尚未發展出像日本有各地特色的鐵路便

當。當時，只有臺灣鐵路管理局推出鐵路便當。消費者認為鐵路便當就應該在火車或電

車上吃。小七與臺鐵合作毫無進展。於是，小七轉向尋找臺灣的鐵路觀光站，發現觀光

景點之一的阿里山奮起湖尚乏人問津，若能開發出鐵路便當，應該也可以協助當地觀光

發展。因此，小七就燃起了「奮起湖鐵路便當」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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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1年，奮起湖是火車上阿里山的休息站，鐵路便當是由嘉義做好運送上來，

但到達奮起湖站不是冷了，就是跑出酸味。在地的林家便當占盡地利，送到客人手上的

都是現做的便當，一天可以賣約 2000多個。然而，這種盛況一直到阿里山公路通車後

就結束了。鐵路的班次變少，導致一天可能連 10個便當都賣不完。 

面對奮起湖站的式微，小七開始尋找合作對象，而最理想的對象當然就是當地最有

名的林家便當。林金坤師傅竟然大方地同意給予技術指導，他說起： 

「是我甘願的，只要奮起湖名字可以打響，我就已經心滿意足，別無求他。

我只要求 7-ELEVEN 要打響家鄉名聲，打出『奮起湖』三個字，我就完全不

收費。」 

為真實呈現奮起湖便當的美味，鮮食部的研發人員、行銷團隊多次前往阿里山和林

金坤師傅討論便當內容。研發人員不但是採用了當地食材，還在過程中多次上山讓林師

傅確認口味是否無誤。小七結合傳統美食和現代通路，讓在地化的食材凸顯便當的特

色。2002年 6月，奮起湖鐵道便當正式推出便造成熱賣。 

小七被臺鐵拒絕，卻以奮起湖鐵道便當重生，用「想像」來呈現真實風味。雖消費

者沒能去做火車去奮起湖享用鐵道便當，但卻可以到巷口 7-ELEVEN 賣到奮起湖鐵道

便當，體驗阿里山的地方美味。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奮起湖鐵道便當專案復興了傳統美

食，也振興了地方經濟。之前，奮起湖展的鐵道便當一天賣不到十個。小七推出奮起湖

鐵道便當之後，一天可以賣出 1600 個。小七重現臺灣美食，一年賣出 5,000 萬個奮起

湖鐵道便當。  

東京愛情故事，推出浪漫御飯糰 

1995年左右，臺灣當時播出相當受歡迎的日劇《東京愛情故事》，引起全臺一股哈

日風潮。偶像劇中有著令人羨慕的愛情故事，臺灣女性開始注意到日劇女主角的話語、

穿著、一舉一動。臺灣女性觀眾也被劇中女主角吃著三角飯糰上班的情節深深吸引：一

顆飯糰，三角形的討喜大小，只要三個步驟──拉拉拉，就可以吃到酥脆的海苔、飽滿

的飯粒以及餡料。這齣日劇讓很多粉絲都很想品嚐三角飯糰的美味。 

小七想抓住日劇熱燒的時間點，引進劇中的「三角飯糰」。日本飯糰之所以捏成三

角形的原因，是因為日本人深信三角形有著不可思議的「神力」。就像金字塔傳說可以

聚集宇宙的能量。日本人吃飯糰的歷史，可溯自日本戰國時代，當時飯糰是武士在戰爭

時的攜帶式糧食。為了讓米飯有鹹味，在捏握飯糰的過程中，多會在米飯內加入食鹽，

除了調味外，也可以補充武士打戰時所流失的鹽分。到了江戶時代，飯糰已成為民間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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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日常食物。現在，日本的便利商店販售飯糰也有二十多年的歷史，是日本民眾的最

喜愛食物之一。 

日文中的正餐叫做「御飯ごはん」（正式用法），小七推出的「御飯糰」也是因此

命名，它的三角外型和日本相同，海苔是日本進口，但內餡則依臺灣飲食習慣調整。日

本的御飯糰多用鮭魚、明泰子為餡料。小七第一次推出的御飯糰是以「15 元福利社」

為定位，同時推出培根蛋沙拉、肉鬆以及嘉義雞肉飯口味符合臺灣人需求。 

日本的傳統吃法是針對口感設計，製作壽司及飯糰所使用的米飯是不同的。壽司用

的是醋飯，而飯糰則用的是鹽飯。但是，臺灣人向來習慣以醋飯來做為壽司或飯糰，所

以小七還是以醋飯來製作御飯糰。2012年前後，臺灣消費者對御飯糰接受度愈來愈高，

加上日本武藏野炊飯技術的引進，小七才改用鹽飯來製作御飯糰。小七藉日劇的轟動引

進御飯糰，配合日式風格的廣告影片，成為終年熱賣商品，至 2013年已經賣出超過三

億個御飯糰。 

到了 2003年，隨著御飯糰的人氣漸升，小七推出延伸臺灣味的「糯米飯糰」，以糯

米飯與白米飯的黃金比例調製，加入臺灣在地口味的內餡，如肉鬆、菜脯、油條等，讓

傳統風味再現。研發人員試吃北、中、南各地約 30家早餐店的飯糰後，選擇 40年老店

的永和「世界豆漿大王」做為技術指導，在王伯堂老師傅的指導下，飯糰不再只是三角

形，而是傳統的細長圓柱狀，充滿臺灣味的口感。 

有溫暖的感覺，推出關東煮 

在臺灣的街口、夜市常常可以看到的「黑輪」，事實上是來自日本。關東煮是日本

從江戶時代至今歷久不衰的國民料理。在日本及臺灣對關東煮的調理方式以及吃法、沾

醬用料都不同。關東煮（O-den）是日本早期漁民把賣不掉的魚貨打製成魚漿煮成的魚

漿製品。傳入臺灣後，因為發音的不同，關東煮變成臺語的「黑輪」（O-len）。 

日本關東煮最常見的食材包括馬鈴薯、海帶、蘿蔔。臺灣則新增米血糕等食材，湯

頭也從日本的昆布清爽口味變成濃郁的大骨高湯。日本關東煮沾的是黃芥末醬，吃蒟蒻

則習慣沾味噌醬。臺灣人則喜歡甜不辣醬，之後轉變成臺灣特製的關東煮醬。日本關東

煮食材吸附很多汁，吃完黑輪後通常不再喝湯。臺灣人在吃完後會向老闆要一碗湯，伴

著剩餘的醬喝下。小七研發團隊為要引進日本關東煮，實地訪察臺灣黑輪攤販，分析臺

灣人喜歡的食材口味與醬料。 

小七分別在 1985 年和 1997 年推出兩次關東煮。1985 年，統一超商鮮食部長梁文

源解釋，引進關東煮之初，為了區隔夜市攤販，因此打出「日式關東煮」的形象。然而，

小七的關東煮銷售品項和路邊的黑輪攤幾乎一模一樣，商品差異不大。路邊的黑輪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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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和顧客有感情，去小七光顧者自然少，也因此初期銷售成績不佳。一位員工回憶：「剛

開始導入關東煮時，接受度不高，我們好不容易煮了一鍋食物，晚上可能就要將它們丟

掉。」到了 1997年，配合當時的哈日風，小七再度以日式關東煮重新出發。鮮食部部

長梁文源表示： 

「1997 年，我們的關東煮增加了日式魚漿系列，包括章魚燒、魚豆腐、

魚河岸揚等地食材，再配合日本取景廣告手法，打造關東煮品牌形象，終於引

起消費者迴響。」 

小七為配合臺灣當時的哈日風潮，至日本取景拍攝廣告，選用日本演員以及使用日

文發音。充滿日本味的廣告讓消費者感覺，購買便利商店的關東煮就會體驗到日本的生

活。廣告內容也藉由男女的情感傳送冬天溫暖的心情。關東煮銷量因而大幅提升。 

在 2003年，臺灣爆發 SARS疫情，讓關東煮業績大跌。由於關東煮是自助式，直

接接觸空氣會衍生食品衛生問題，平均每家店一天只賣出約 30支。梁文源表示：「當時

我們心裡想，關東煮這個品項可能完了，沒有機會了。」 

小七苦思如何重新出發，研發人員發現，許多消費者希望關東煮不只可以當點心或

宵夜，也期望關東煮能加入蔬菜成為正餐。鮮食部部長梁文源點出：「賣關東煮為何要

和外面一樣，只要將品質做好，它也能成為正餐。」2007年，小七研發團隊開發蔬菜、

肉、蛋等鍋物。讓關東煮成為正餐，順應了各消費客層的需求，從年輕的學生族拓展到

上班族與銀髮族，銷量漸漸提升。2008 年，關東煮的鍋物模式讓業績越來越好，小七

展開以契作方式與農民合作，其中綠竹筍、蘿蔔、杏鮑菇、苦瓜等四項蔬菜取得生產履

歷，建立新型態產銷模式。 

小七還注意到在臺灣麻辣火鍋逐漸熱門，更接著在 2011 年起推出關東煮麻辣系

列。首先，小七推出「客製化關東煮」的新吃法，在活動期間購買任四支關東煮，即贈

送「川味麻辣」或「膠原蛋白」湯底包。在 2012冬季，小七則是在關東煮鍋旁另開一

新鍋，以麻辣湯底放入原本的料理。麻辣湯底的關東煮讓業績翻五倍。 

3.13.3零食再脈絡化 

國友隆一在《日本 7-ELEVEN 消費心理學》一書中提到，日本年輕人喜歡到便利

商店購買零食（像是洋芋片）以及季節性商品。不少人是在知識型產業工作（例如電腦

軟體公司），由於經常加班，所以常在公司附近的 7-ELEVEN購買這類零食來當宵夜。

日本 7-ELEVEN 將這類上班族歸類為「加班宵夜」的消費層。早期，到臺灣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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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零食多以小朋友及學生為主，動機是在無聊、看電視以及休閒時吃零食。 

五年級的記憶，推出原味覺醒零食 

2001 年 5 月 31 日，臺灣出了一本《五年級同學會》的書。「五年級生」指的是民

國 50-59年（1961-1970）之間出生的「後青春期族群」。書的內容訴說著五年級生小時

候的回憶，包括講臺語要罰錢、卡通片看的是《無敵鐵金剛》與《科學小飛俠》。暑假

一定要參加救國團的「溪阿縱走」（溪頭與阿里山）與「虎嘯戰鬥營」等。當時的五年

級生約 30至 40歲，看見書裡描述過去的種種，引起相當大的共鳴。「五年級」的話題

引起社會共鳴，「小甜甜」等共同記憶開始被喚醒。 

這些五年級生，在 2002年左右約進入 30-40歲，是人生最忙碌的階段。《五年級同

學會》書中提到，早婚的人開始擔心小孩的學費，更早婚的人可能不小心又恢復單身，

未婚的人被說眼光太高或被懷疑是同性戀。職場上有人一帆風順，也有人開始職業倦

怠。五年級雖號稱中堅分子，但還在職場中又要面對六、七年級生的網路優勢，職場地

位受到威脅。 

五年級生正好處於時代劇變的交界口上，雖不曾經歷戰爭、逃難的歲月，但也跟不

上「新人類」（六、七年級生）。到了 2002年，這群五年級生已變為中年人，在世代交

替中，對未來有許多不確定感。年輕時聽的流行歌曲是《木棉道》，中年時卻聽不懂《雙

節棍》的歌詞（按：周杰倫的歌以含糊為特色）。五年級生需要心靈的慰藉，想要找回

過去的文青、民歌等樸實回憶。 

2002 年，小七研發團隊開始採訪公司內部的五年級生同事，也參考臺灣歷史書籍，

試著將 1961年的懷舊元素移轉到 2002年。同樣也是五年級生的統一超商整合行銷部部

長劉鴻徵解釋： 

「五年級的童年介於四年級小時候的貧窮和六年級所生長的富裕年代之

間。四年級小時候吃的和玩的大多是不用錢的，所以比較沒有物質的慾望；到

了五年級這一代的小時候，大多數的人已經不必為吃不飽而擔心，也是開始有

電視的年代。」 

五年級生的青春是純純的愛；成長在戒嚴時期，必須接受三民主義的思想養成；教

育則在髮禁與 10%錄取率的大學聯考中度過；娛樂主要是在地上跳房子、打紙牌、用橡

皮圈跳繩；零用錢很少，大家一起在路邊小店購買彈珠汽水、零食以及玩戳戳樂，是共

同的革命情感。五年級生沒有網路，只看台視、中視、華視三台劉鴻徵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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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老闆是四年級生，他小時候根本沒看過這些零食，不會有那種買不

起的失落感；六年級生小時候又不像我們曾經那麼盼望過這些零食。」 

小七在 2006年 6月推出懷舊零食系列，負責的創意總監張文玲就將這系列商品命

名為「原味覺醒」，產品包括復刻版商品包裝讓王子麵、吉利果、貓耳朵、卡哩卡哩、

方塊酥、果凍、榛果夾心酥等零食再生，每包均一價 15元。小七希望以「小時候的價

格」帶給消費者「小時候的味道」，找回「小時候的幸福」。原味覺醒系列都是五年級生

小時候就有的零食。過去，五年級生可能沒有多餘的零用錢買，現在有經濟能力卻買不

到。對五年級生而言，吃到小時候的零食應該算是一種彌補心理，透過零食懷念過去的

滋味，記憶也漸漸復甦。 

1970 年左右，要買到貓耳朵這些餅乾，只能去鄉村中的「柑仔店」（小雜貨店）。

2002年，小七已擴張到 3000店，可以讓五年級生隨處都可以買到原味覺醒零食。在賣

場呈現上，小七在店頭上用竹蜻蜓、老遊戲等傳達「福利社」的感覺，還提供「柑仔店」

的戳戳樂遊戲。劉鴻徵說： 

「我們想讓顧客一進來，就能體會到小時候生活的元素。我們更針對這股

懷舊風推出網路行銷活動，與五年生共同創造懷舊氣氛，這樣也可以提升原味

覺醒懷舊系列產品的銷售。」 

2002 年，小七舉辦網路活動以「喚醒最初的感動滋味」為主題，提供「戀戀往事

線上徵文比賽」以及「懷舊隨堂考」兩個活動。「戀戀往事線上徵文比賽」是統一超商

商品販促經理高愉勛提出的點子，同樣也是看過小甜甜、無敵鐵金剛等卡通的五年級

生，高愉勛希望讓所有五年級生一起分享以前的幸福和感動。小七更將徵文的得獎作品

印在原味覺醒零食系列包裝上，讓消費者可以邊吃邊看。 

第二項活動是「懷舊隨堂考」，以五年級生小時候的生活與話題為內容，共設計了

50考題，每玩一次考 10題，測驗五年級生的記憶力。隨堂考的題目有： 

「一個生長在孤兒院的小女孩，還交過一個叫做安東尼的男朋友，她是

誰？」1.小甜甜布蘭妮 2.喬琪 3.小甜甜 

「後來搬到木柵的台北市立動物園，以前在圓山的鄰居是？」1.兒童樂園 

2.大安森林公園 3.雲仙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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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項不是救國團舉辦的活動？」1.溪阿縱走 2.金門戰鬥營 3.食神大

賽 

諸如此類的考題，恐怕只有五年級生才回答得出來。懷舊隨堂考的活動一開始先透

過電子報發送給統一超商網站 16萬會員，接著就是靠五年級生網友互相轉寄。網站活

動推出的第一個月，訪客次數從每日 1萬人次突破至 5萬人次。「戀戀往事線上徵文比

賽」收到 600篇投稿。「懷舊隨堂考」活動推出半年，吸引 200萬人次的上網測驗。 

為何「原味覺醒零食系列」選用網路行銷模式呢？統一超商劉鴻徵解釋： 

「這種商品中是在尋找情感，需要和消費者進行較深度的溝通。用網路行

銷不儘快，傳來傳去之間，資訊傳播的爆發力特強，沒有時間的限制，無論白

天或晚上，消費者 24小時皆可以在網路上分享訊息。」 

「以懷舊隨堂考來說，做完一份考卷 10個考題，消費者花的時間遠比看

一個 30秒的電視廣告還要多。他們在做考題的同時，就是 7-ELEVEN和消費

者在做深入溝通的時候。網路人口和 7-ELEVEN 的客層相近，網路人口除了

有都市特性之外，年齡層也多是青少年、大學生以及年輕上班族。統一超商的

客層組成 20 至 40 歲佔了 70%，因而可以吸引大批的目標客群，也就是當時

30至 40歲的五年級生。」 

小七以五年級生的零食，將顧客帶回小時候的幸福記憶，也帶動零食整體銷售提高

46％，復刻版飲料「吉利果」創造 62萬罐的銷售佳績。王子麵上市即賣到缺貨，創造

近 20萬包銷售量。「原味覺醒」系列零食銷售成長 50%，總銷售量突破 610萬包。不過，

原味覺醒零食系列真正要賣給消費者的，其實是體驗商品背後懷舊滋味。這項再脈絡的

創意，令人拍案叫絕。 

3.13.4輕食再脈絡 

輕食也是日本傳統飲食之特色，是清淡爽口的飲食概念，以選用自然、健康、營養

均衡且不過度烹調的食物為原則。日本人一直有養生的觀念，輕食已經成為一種飲食態

度，不論是餐廳或便利商店都有販賣輕食商品。臺灣人常去日本旅遊，也慢慢風行起來。

日本 7-ELEVEN 的輕食類產品就是以少油、少鹽、少調味料和多一些天然素材來製造

產品。 

過去，臺灣人重視美食、喜歡吃吃到飽的。2006 年左右，臺灣歷經各種食物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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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民眾都想回歸健康的簡單生活。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當時去美國視察，也看見美

國出現一股「樂活」熱潮，他描述： 

「樂活這個概念很像我們臺灣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臺灣的新生活運動包

括慢食主義、有機生活與環保概念。美國社會學家 Paul H. Ray 與 Sherry 

Anderson 在 1998 年發表的生活趨勢研究指出，社會上有一群人在消費的同

時，會考慮到自己與家人的健康以及對環境責任，因此將這種生活型態的族群

命名為樂活族 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臺灣的消費型態已經不再是以低價取勝，而是朝著價值取向走，也就是願意花更多

的錢來購買讓自己更健康、對地球更環保的商品。在健康意識抬頭的趨勢下，小七也決

定引進「樂活輕食」。與鮮食和零食不同的，輕食系列要推廣的不只是產品，更是一個

全新的「樂活」生活型態主張。因此，小七必須要構思一系列的活動來推廣樂活的觀念。 

一起樂活，推出水果輕食 

2006年 4月，小七舉辦「健康樂活新主張」座談會，提倡樂活的生活概念。接著，

小七推出沙拉系列、新鮮水果、低熱量食物涼麵、飯糰等。這些產品獨立出一個「輕食

專案架」，讓消費者慢慢接受樂活的概念。不過，實際推行卻是困難重重，光是把「新

鮮水果」上架，就費煞周章。水果、沙拉必須講求新鮮、乾淨、沒有殘留農藥，還要維

持清爽的外表。 

小七研發團隊曾經把整顆橘子、芭樂包上保鮮膜擺上門市，結果不盡理想，後來嘗

試以加州進口的桃子、李子和櫻桃上架，但因價格太貴，銷售成績不佳。小七研發團隊

決定退回原點，重新尋找臺灣在地素材。臺灣原來就是水果王國，民眾平常愛吃的水果

不外乎是芭樂、蘋果、香蕉、蕃茄以及西瓜。有地利之便，何必捨近求遠？ 

小七改以臺灣水果為特色，推出一系列令人津津樂道的產品，像是三色水果之好氣

色款（蘋果、番茄、木瓜，強調補足多酚和維他命營養素）、三色水果之纖活款（芭樂、

鳳梨、番茄，強調纖維促進消化）、當令水果（有三款，金鑽鳳梨強調口感香甜、富含

維他命 B1，可消除疲勞；木瓜強調豐富糖分及維他命與鐵等營養成分；哈密瓜強調補

充水溶性維生素 C，促進人體新陳代謝）、四季鮮果拼盤（強調五種當季新鮮水果）、芭

樂鮮果（強調高纖、低熱量）等。 

2006年 8月，小七推出《7-LOHAS生活誌》是首本以樂活為主題的刊物，透過旅

遊、美食、名人經驗談、生活資訊議題，讓讀者學智慧、學保養、學放鬆、學成長、學

料理、學健康與學環保等七種樂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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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喜歡參加園遊會活動。小七藉此趨勢和中子文化公司合作，在 2006年投入

新臺幣三千萬元推動樂活觀念，結合臺灣歌手、臺灣商品推出「Simple Life：簡單生活

節」。簡單生活節是一種複合式的藝術展覽會，在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將活動分為表演舞

台、講座、創意市集、純淨市場四個區塊，有約 100個創意攤位參展。兩天的活動中，

有三個不同的舞台區，不同音樂人輪流接唱，特色是跨界組合以及原音演唱（不用音

響）。活動邀請知名演講者分享「簡單」生活理念。結合「簡單生活節」，小七推出「光

合餐飲」輕食專區，讓參加民眾除了可以感受樂活風格外，更可以吃到健康、低熱量的

輕食。2006年第一屆的「Simple Life簡單生活節」以單日票 1000元、雙日票 1350元

的高價，吸引三萬人次進場，帶進 3000萬元門票收入以及 1200萬元的場內消費。 

3.13.5緊扣在地，再脈絡 

小七（台灣 7-ELEVEN）引進日本便利超商體系，也帶進日本食品到台灣。這些創

新所面對的不只是臺灣消費者變遷中的喜好，更是臺灣長期累積的飲食文化。飲食習慣

與生活風格，也是一種無形的機構，會制約創新的採納。緊密結合在地飲食文化，小七

才能成功地將日本產品再脈絡，受到臺灣消費者的接納。這個案例提醒我們三個重要的

調適步驟：回溯原地脈絡、留意在地脈絡、就地再脈絡。 

首先，在轉移一項創新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能偷懶，不去回溯創新的原地脈絡。理

解創新如何在原地發芽生根，可以讓我們知道移地轉植所需要的調整幅度應該有多大。

又應該注意哪些不足的配套措施(Aggerholm, Asmuß, & Thomsen, 2012; Cooke, Mills, & 

Kelley, 2005; Gertsen & Zølner, 2012)。 

其次，我們要留意在地脈絡，了解本身有什麼特色，同時對比在地與原地脈絡之間

的差異。一般，在轉移創新的時候，我們多只關心創新的功能如何引進，但是卻忽略了

在地脈絡是否能夠提供跟原地同樣的環境條件，讓創新可以盡情發揮。了解在地脈絡，

才能讓我們看到問題的全貌，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之處，同時也看見在地有什麼機會。

這是一種「參透」的哲學，認識到自己的不完美，同時也省思到自己的獨有特色(Hansson 

& Wigblad, 2006; Shelton, 1992; Thomas, 2003)。 

最後，我們方可以展開就地再脈絡的工作。知道那些東西可以改，知道哪些東西不

能改。知道那些原地創新的功能可以保留，而且又知道應該融入那些原有的在地元素，

讓創舊融入創新(Peltokorpi & Vaara, 2012; Srinivasan, Boast, Furner, & Becvar, 2009)。 

小七在臺灣的創新轉移經驗帶給我們脈絡的思考智慧，成功地再脈絡日本的食品。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小七的六項脈絡成果（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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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人喜歡吃冷便當，這是他們的習慣。他們要求的是便當的種類要多樣化。

這在台灣行不通，臺灣人喜好熱食。但是，大街小巷都有便當店，所以消費者到便利超

商去買便當的誘因自然也不大。小七不僅看到原地脈絡以及在地脈絡之間的差異，也看

到大環境的不景氣以及臺灣民眾對超值商品的渴望。於是，小七推出「國民便當」，將

產品開發的重點放在排骨與雞腿兩種口味，把價格降到新台幣 40元，研發出讓微波加

熱後蔬菜不會變色的方法，終於在不景氣中找到大需求。 

表 8：回溯原地脈絡、留意在地脈絡、就地再脈絡 

原地脈絡（日本） 在地脈絡（臺灣） 再脈絡化設計（小七） 成功的創新 

日本便當種類繁多，但多

是冷的。 

熱便當到處都有；經濟遭

遇不景氣。 

冷變熱，不變色。滿足不

景氣中的大需求。 

超值國民便當 

日本鐵道便當結合各地

食材特色。 

臺鐵獨家鐵道便當不願

合作。傳統火車站逐漸式

微，走入歷史軌跡。 

不求多，讓傳統美食再

生，振興地方經濟。 

奮起湖鐵道便當：沒

去過的人也可以品嚐

阿里山風味。 

日本御飯糰攜帶方便。 糯米飯糰配豆漿是普遍

的早餐。臺灣掀起日劇風

潮。 

借日風，將「方便」變成

「順便」。御飯糰加了臺

灣味的餡。  

御飯糰：是哈日族不

可少的「浪漫」食物。  

關東煮是日本老字號，只

吃鍋物不喝湯。 

黑輪煮盛行，但是可有可

無的止饑點心。 

鍋物加日本料與蔬菜，讓

點心變主食。湯頭加麻

辣。 

關東煮：正常或麻辣

口味，可加拉麵變正

餐。 

零食是日本上班族的宵

夜點心。 

零食是小孩子的休閒點

心。 

吃零食變成體驗五年級

生的回憶。 

原味覺醒零食系列 

日本輕食強調苗條養生。 臺灣飲食習慣大魚大

肉，蔬果攝取少。 

先吃樂活觀念，再 7-ELEVEN光和農場 

第二，日本各地食材迥異，各個火車站以在地食材發展出特色便當，振奮了旅客的

胃，也安撫了旅程中的疲勞。臺灣也有許多火車站，但是沒有那麼多特色鐵道便當。臺

鐵一家獨大，可是不願意與小七合作。如果把日本的鐵道便當移植到台灣，成本不符，

市場不夠大，口味可能也不合。小七卻能夠看見阿里山奮起湖站的式微，推出「奮起湖

鐵道便當」，讓傳統美食再生，也振興了地方經濟。小七的再脈絡智慧是：不只在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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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可以吃到鐵道便當，更讓沒能去阿里山的人也可以吃到奮起湖站的鐵道便當，感受在

地風味。小七不走日本多款小賣的模式，而走一款大賣的路線，成就了鐵道便當的創新。 

第三，日本的原地脈絡是讓民眾帶著三角海苔飯糰方便食用。臺灣人的飲食脈絡卻

是咬著圓形的糯米飯糰搭配豆漿吃。御飯糰對臺灣人當時還算是陌生。小七卻能夠看見

日劇《東京愛情故事》所帶來的收視熱潮，讓御飯糰搭上順風車，成為哈日族必備食品。

在日本，吃御飯糰是為了方便。在臺灣，吃御飯糰卻是為了體驗日本式的浪漫愛情。 

第四，在日本，關東煮是老招牌的副食，通常是正餐沒吃飽的時候用來填肚子的美

味小吃。品嚐鍋物才是重點，而不是喝湯。臺灣當時已經有黑輪煮攤販，而且當時消費

者還沒有將關東煮當作副食的習慣。小七的再脈絡化重點，是把注意力由鍋物延伸到湯

頭。小七的臺式關東煮不但增加了日本食材，與在地的黑輪煮差異化，更加入了臺灣在

地的蔬菜，附上拉麵或冬粉，配上各種自製的醬料，讓關東煮也可以當作主食。此外，

小七配合在地口味提供了麻辣湯頭，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搭配上日劇的潮流，在臺灣，

關東煮更變成了溫馨的代名詞。 

第五，在日本，零食大多是上班族的宵夜佳餚。在臺灣，零食卻是小孩子吃著玩的

東西。小七看到當時臺灣社會的世代交替，將吃零食轉變為一種回憶的體驗，鎖定五年

級生，也就是當時的中年人，推出「原味覺醒零食系列」，以復古重新定義零食的意義。

五年級生找回記憶，也將記憶傳承給下一代。「原味覺醒零食系列」更紀錄了臺灣曾經

擁有閃亮的日子。 

第六，在日本，輕食早已成為全民的文化，涼麵、沙拉、水果是苗條養生之道。引

進當時，臺灣飲食卻還在大魚大肉的階段。小七敏銳的借助美國的樂活風潮，在臺灣邀

請當地與樂活相關的團體，共同舉辦簡單生活節。輕食在臺灣的主力變成了水果，這是

剛好搭配臺灣在農業上的創新專長。輕食就是鼓勵攝取更多的蔬果，可是在樂活觀念尚

未開啟之際，推動大有困難。小七反向操作，讓消費者先「吃觀念」，再引發對輕食的

需求。 

採納一項創新要成功，我們必須要在原地與在地之間遊走，了解兩地脈絡的差異，

這樣去思考脈絡，才能夠找到就地調適的切入點。這樣，我們也才能像小七一樣緊扣在

地脈絡，精彩地將原地創新再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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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結論 

4.1理論意涵 

脈絡（context）這門學問的核心，就是學習掌握問題的全貌，以便讓創新更成功。

這是我近三年來由研究中學到的心得。但是，如何才能讓思考有脈絡？我準備了這本

書，就是要深入回答這個問題。 

4.1.1 創新脈絡學 

這幾年來，我一直致力將學術作品科普化，希望讓學術成果能與更多讀者分享。這

本書是我的另一嘗試，希望讓更多人一起來關心「脈絡」這個的觀念。很高興，這本書

第一版在天下文化出版不久後，受到不錯的迴響，也被中國杭州藍獅子與浙江大學出版

社選中，在大陸出版。杭州藍獅子是策劃公司，浙江大學出版社負責發行，這個組合在

中國曾經推出許多得獎佳作，像是創銷書《大敗局》。這次能修訂再版，我覺得很開心，

希望有更多企業能了解思考、脈絡與創新三者之間的關係。這陣子有學生，也有讀者問

我，為什麼我如此致力於「脈絡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得要回溯到我年輕時的際遇。 

年輕的時候，讀到近代史，聽到中國清朝（一個超級大國）竟然會被日本（一個島

國）打得一塌糊塗。這個結果讓年輕時的我很吃驚，也很不容易接受。還有，英國（另

一個島國）竟然可以統治了大半個地球，建立了全球殖民體系，也讓我很不理解。這一

路來，我看到很多個人、企業、政府，奮力借鏡國外的創新。我也聽到反對聲音，有人

認為這樣是崇洋媚外。 

近代歷史，更常會令人掩卷而嘆，特�是亞洲近代的變革。十八世紀，美國以航海

科技闖近日本，英國與歐洲諸國則以武器敲開了中國大門。日本與中國兩個國家幾乎在

同時展開維新運動。中國展開了「同治中興」，而日本展開了「明治維新」。同樣的改革，

卻有很不同結果。同治中興成了海市蜃樓，而明治維新則開啟了日本霸權（雖令人遺

憾），加入帝國列強57。 

日本的明治維新其實也不是那麼順利。岩倉使節團大概是明治維新最重要的起點

                                                
57 這段歷史細節可以參考中央電視台《大國崛起》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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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1871年冬天，日本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副使節大久保利通以及伊藤博文等百餘人，

其中有約一半是高級官員，花了政府整年總預算 2%的高額經費，展開一場為期一年十

個月的跨國創新之旅。返回日本後，大久保負責推動改革，決定不學美國的自由經濟主

義模式，而改效法德國以官產學合作的統治經濟模式，展開了創新急行軍。 

他做了什麼？大久保由法國引進繅絲場提供紡織品，由德國引進礦山冶煉場，由英

國引進兵工廠等。為了扶植民間企業，他將五分之一的預算投入企業開發，實施他「富

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創新藍圖。但是，在技術創新上，這樣以拿來主義的

導入方式也因為急於求成，而引來各種官商勾結，造成民怨。 

另外，全面過度西化也讓日本傳統文化瀕臨崩潰。有人提議，日本人應該改以英文

為母語，通婚西洋以改良人種。相撲等傳統被視為野蠻行徑，所以被禁止。日本開始把

農曆改為公曆，男子的髮髻被減掉，改為西式短髮，官員改穿燕尾服，銀座被改建成西

式洋房，電車穿梭期間，晚上煤氣燈自動點燃，天皇也開始吃起牛排了。這些創新的衝

擊對許多士族是忍無可忍的。1878年 5月 14日，大久保在上班的路上被人刺殺。 

1889 年，伊藤博文接手，他看到這些衝突背後的脈絡，於是開始著手文化融合。

雖然西服盛行，但是和服變成華麗的禮服。雖然大家去酒店歡樂，但是茶道被保留下來，

茶室成為人們尋求心靈平靜的場所。雖然許多人改學油畫，但是日本的浮世繪仍然被保

存為主流。雖然日本觀眾被西方歌劇所迷，但是歌舞伎與能劇變成精緻的表演藝術。現

在我們所看到的日本，就是如此經過一百多年融合的結果。 

那中國的維新經驗呢？最近出版的一本書《燥動的帝國》（Restless Empire）提供了

令人深思的歷史證據，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國際歷

史學教授。他由西方觀點來看中國的歷史脈絡，格外令人矚目。與日本大久保利通幾乎

同期，也是在一百多年前，馮桂芳（光緒年間榜眼，清朝推動維新的官員）負責大力引

進西方科技時說：「我們必須向夷人學習的只有船堅炮利而已。」李鴻章、康有為等人

大力疾呼的也是：師夷之技，拯救中國。這一段時間的中國，沉迷於西方的科技創新（但

主要以武器為主，而少工業），浪漫地認為只要學會外國人的船堅炮利，就可以讓中國

富强。 

事實，是殘酷的。1894 年，當規模龐大的清朝帝國北洋艦隊（戰艦中還有外國軍

官參與）遇上了規模較小的日本皇家海軍，竟然大敗。中國許多船艦竟然是不是被日軍

擊沉，而是被自己的炮誤傷。原來，堅船利炮還不够，如果科技背後複雜的支援體系若

不到位；船大，但卻不一定會堅；炮多，但卻不一定會利。科技背後的管理脈絡，才是

使船能堅、炮能利的關鍵。船會堅，炮會利，是因為背後有優良的支援體系與作戰策略。

這一課，讓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科技要用得好，需要管理配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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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好管理，便需要知道創新的脈絡。借鏡歷史，我體會到創新之成與敗，原來一大部

分取决於對脈絡的了解。 

國家如此，個人與企業更是如此。個人要學會一套技藝，像是瑜伽，不可能穿上瑜

伽服，看幾本書，上幾堂課、練幾套招式就可以學會。企業投入龐大資源，去引進各種

管理工具，不可能叫各部門填填表格、運用工具就可以獲得創新成效。看不清楚創新背

後的競爭動態、運作機制以及商業模式，創新工具只會成為點綴的聖誕樹。了解創新背

後的競爭動態、運作機制以及商業模式，就是了解「脈絡」。 

買了一支昂貴的萬寶龍鋼筆，不代表你的文章就可以寫得好。這道理很明顯不是

嗎？但是，多數人為了急於求成，選擇不去看脈絡。日本與中國的維新經驗，經過一百

多年，傳承下來的經驗畢竟很少。 

大陸版的編輯覺得原來的書名太過文謅謅，不適合大陸讀者的「脈絡」，所以幫這

本書取了一個新標題：《打通脈絡，創新才能活！》（原名是《讓脈絡思考創新》）。雖然

一開始我不太適應，但是讀幾次後，感覺這書名還蠻有畫面的。我心中浮現的是一個武

俠小說的場景，有一位高人正在醫治身受重傷的男主角。高人必須打通男主角的任督二

脈，才能將�力輸過去，讓男主角活過來。但是，反觀許多企業的脈絡還�通，就急著

引進各種兵器（創新工具），就像�功還沒練好就急著學習倚天劍、屠龍刀（金庸武俠

小說中的利器），結果不但打不傷敵人，還自傷經脈。要讓創新活過來，我們必須先了

解脈絡，根據脈絡來打通脈絡，創新才能活出精彩。學術上，我們稱之為「再脈絡化」

（Re-contextualization），這與本書的精神頗為契合(Brannen, 2004; Peltokorpi & Vaara, 

2012; Yanow, 2004)。我希望透過一系列的案例來說明脈絡的內涵、如何打通、又如何

讓創新活過來。 

在台灣新版中，書名再重新命名為：思考的脈絡，主編和我都覺得這樣更容易懂。

這也是「再脈絡」的過程，希望讀者能一看就懂，並且更關注如何將創新融入脈絡之中。

我做了兩項調整。第一，我重新調整章節，讓案例更有邏輯性，並且增加了三個案例（趨

勢科技、迪士尼樂園、統一超商）。第二，我將各章節標題重新設計，讓標題更貼近主

題，而不是只凸顯故事。我也於各章節中說明每一個案例中對脈絡的啟發，實務上我們

又可以學到什麼，希望能讓讀者看完之後，找到行動的方向。 

但是，讀者也許會問：脈絡這門學問對企業真的會有用嗎？畢竟，市面上一系列的

財經叢書中，經理人比較喜歡的主題通常是經營者的告白、企業成功秘方或是一步登天

的故事。脈絡，這種帶著淡淡學術氣息的觀念，好像離日日在沙場打滾的經營者很遠。 

不過，如果你這麼想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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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將近一世紀向西方學習工業化後，亞洲企業正在歷經換軌期，由量產製造走向

高價值創造。設計與創新成為未來的經營主軸。企業推出新產品要設計，公司推出新服

務要設計，政府推出新政策也要設計。可是，大家突然發現，要抄襲產品外型容易，要

複製生產流程也不難，但要山寨西方的設計可就不易了，而且往往導致畫虎不成反類

犬。想山寨�人的設計巧思，卻不知道這項設計背後其時有一套戰略邏輯支持著，有一

套商業模式輔助著，有許多運作細節�嵌著。想要效法�人的最佳實務，卻不知道這套

實務背後所隱含的脈絡，是很危險的。未來，亞洲企業想要順利換軌成長，必須先知道

創新背後的脈絡，然後才能尋找「再脈絡化」（根據在地脈絡去創新，並產生新價值）

的諸多可能性。 

各種創新由西方引入，也可以由自身創出。但是，不管是借鏡他山之石，或是苦思

原創作品，精良的創新如何才能够發揮令人驚豔的成效，而不會變成越淮為枳、東施效

顰、畫虎類犬的窘境。了解脈絡，是重要關鍵。我期待，透過本書的分享，不管是個人、

企業或政府層面，讀者能了解如何打通脈絡，讓創新整個活了起來。 

4.1.2 個案中的理論貢獻 

2010 年某個週二的一大早，受好友之邀拜訪來自日本一橋大學的野中郁次郎教

授。他是誰？野中教授是少數能在美國頂尖期刊發表的日本人。他在美國拿到知識管理

講座教授後，回到一橋大學開設知識管理研究所。他研究日本企業的研發過程，提出四

種知識轉換的方式，在柏克萊大學任教時寫了一本書《創新求勝：智價企業論》（遠流）
58，因而聲名大噪。許多管理學院的學生在課堂上常會唸到他的「知識轉態」（Knowledge 

Conversion）理論。 

我問他：「你最近都在忙什麼新研究呢？」野中教授突然興致勃勃地，說起他的近

作《管理知識流》(Nonaka, Kohlbacher, Hirata, & Toyama, 2008)。他認為研究知識不可

離開行動。行動不是單指管理流程或研發活動。野中教授認為，研究者要涉入企業的研

發行動，產生的知識才夠真實。 

他最喜歡的例子就是本田汽車開發「Honda Fit」小型車的過程。為了開拓歐洲市場，

本田汽車送工程師到歐洲實地觀察，體驗歐洲人的生活型態。日本工程師每天走入荷蘭

超市，觀察消費者行為。漸漸，他們發現消費者需要的不是大車，而是迷你車，後座可

以放六罐裝飲料。「Honda Fit」車系推出後，果然在歐洲大賣。 

                                                
58 原文為 Nonaka, I., &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8 

野中教授所提倡的「行動」研究，其實就是要進入田野現場，看到現物，並了解現

實。如此，創新才不會與現況脫節。野中教授說的很對，一旦與在地現實脫節，創新便

成了天馬行空。對使用者而言，這種創新無法解決痛點，所以就容易會被忽視。換個說

法，創新若不能結合到使用者行動的脈絡，就無法讓使用者感受到它的價值。 

2011 年我為了籌備一門新課，打算將人類學一些分析方法帶到管理學研究。這個

趨勢已經愈來愈明顯。英特爾是積體電路的製造廠，專門生產中央處理晶片，也就是電

腦的中樞神經。這麼「硬」的公司竟然引進了十二名人類學家，分析終端使用者行為。

我一位在瑞典任教的美國同事也是人類學家，她驕傲的說，她的同窗好友就是進入英特

爾十二壯士之一（我看其實她羨慕的是英特爾給的薪水吧）。微軟是有名的軟體公司，

也引進人類學家來研究消費者行為，希望改變軟體未來的設計原則，讓使用者愛上微軟

產品。 

我覺得很奇怪，企管顧問不是已經提供各式焦點訪談、問卷調查等消費者行為分析

嗎？按理說，企業找這些企管顧問公司就好了，為什麼突然對人類學家有興趣呢？更何

況，其實真正懂消費者行為的應該是社會學家或行銷學專家才對吧。人類學家研究的是

原住民、部落、酋長之類的對象。為什麼他們突然紅了起來？說實在的，我不太懂。 

所以，我想藉著籌劃這門研究方法課，有系統地整理人類學所提倡的人文採集法（學

名是民族圖誌法，或簡稱民族誌，英文是 ethnography，對，很難記！）。這種方法強調

的是近身觀察、感受田野、貼近與當事人互動的感覺，又俗稱為「田野調查」。問卷調

查是躲在辦公室去問使用者，個人採訪通常只做幾次。但是田野調查則必須長時間泡在

現場，如臥底警探旁敲側擊，以調查事情的原委。這種作法吃力不討好，所以商學院一

般是敬而遠之的。以前，企業也不會想投入資源去養這種「閒人」。但是，近來愈來愈

多企業嚐到急功近利的苦果。企業發現，投入龐大的資金研發出新產品，消費者卻常常

不領情。原來，企業的研發人員根本不懂消費者的心、不清楚他們的痛、不了解他們隱

性的需求、不明白他們的生活脈絡。 

我上 Google搜尋「人類學家」關鍵字，期望找到一些參考文獻。但是，出乎意料，

頭條檢索竟是「廚房裡的人類學家」。我要找的是專業的人類學家，怎麼會出現在廚房

呢？點閱進去一看，原來是個美食網站。一位名為莊祖宜的臺灣留學生，到美國去唸人

類學博士。唸到一半，她突然對烹飪有興趣，結果放棄學位去學當西餐廚師。她巧妙運

用人類學的記事手法，呈現食物烹飪的過程，闡述廚師訓練的制度以及描述品嚐美食的

細節。由於她將美食脈絡說的非常精彩，這些部落格文章編成了一本書，就叫《廚房裡

的人類學家》，聽說書一出版就大賣。廚房，原來有脈絡。 

為何企業開始重視脈絡？我們又應該如何分析脈絡？這是本書要討論的焦點。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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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競爭的焦點已經不再是更新穎的技術或更高功能的產品。多數企業是敗在不了解客

戶。如何才能了解客戶？如何才能讓客戶成為創新的來源，也才能讓他們採納創新呢？

我認為，是脈絡。凡事，必有脈絡！ 

所有的創新都是為了解決使用者在特定環境中所遭受的不便。使用者愈不便、痛苦

愈大，創新的機會愈高。或者，我們可以說，使用者的痛點其實就是創新的來源。只是，

多數創新者都很麻木，看不到使用者明顯的痛。也因此，創新者常常推出自認為很新穎

的產品、服務、系統或政策，結果卻往往帶來反效果，徒增使用者的痛苦。我們如果有

辦法知道使用者所處的工作脈絡，知道使用者為何會「痛」，那麼創新的靈感必然源源

不斷。所產出的創新也才能造福人群，促進社會進步。 

了解創新背後的脈絡是本書的核心觀念。現代企業引進創新時，鼓吹的是工程的步

驟、科學的程序，追求的是高效率、多功能的技術研發。但是，鮮少人由社會科學角度

來看待創新。我認為，創新不只是一個工程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亟須要將人

文精神融入創新。了解人的認知（想些什麼）以及行為（做些什麼），了解在地脈絡，

有時比開發複雜的技術來得重要。 

本書中安排了十三個案例來說明「脈絡」的重要性。這些案例分別描述不同的創新

脈絡議題。案例多是由田野調查中取得資料，以脈絡的角度來觀察企業問題。這麼龐大

的工作量當然沒法由一人獨自完成。我由新加坡回臺灣任教這些年結交了不少志同道合

的研究夥伴。他們參與不同案例的田野調查，與我一起親臨現場、視察現地、了解現實。

我們期望自己是「企業中的人類學家」，試著去解讀創新的脈絡。 

第一章說明脈絡在學理上的意義與實務上的應用，並說明如何由脈絡了解使用者的

考量、疑慮、關心、痛苦。我希望以科普化的方式，幫助讀者了解每個案例背後的理論

基礎。我將案例分為三大部分，分別以痛點（使用者）、作為（組織）、制約（機構）三

個主題與層次來了解脈絡。每個案例會說明一個創新的議題，分析如何找到脈絡，以及

解釋脈絡創新的實踐方法。 

日本設計師原研哉很強調「再出發設計」（re-design），也就是再脈絡化的精神。他

要傳達的理念就是回到原點，讓習以為常的物件由全新的角度，重新被詮釋，像是他找

來知名建築師來設計義大利麵的造型。原研哉認為，以未知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已知的事

物，才能聽見使用者的「悲鳴之聲」，也才能讓創新者的感覺甦醒過來。用了流行的設

計工具不一定可以創新。就如原研哉點出，思考是比「設計」更為重要的。要學會思考，

就不能不了解脈絡。由脈絡來思考創新，就能讓感覺甦醒過來，也就聽得見使用者的悲

鳴之聲，看見組織內的作為，透視機構的制約，我們也才能設計出令人感動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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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是〈領先使用者〉，以臺灣大車隊案例來說明如何找到領先使用者。本章探

索如何由領先的計程車司機身上找到創新秘訣，使衛星派遣科技得以由停滯轉為快速擴

散。臺灣大車隊以科技創新服務的過程可說是歷盡滄桑。一開始，臺灣大車隊由新加坡

引進衛星派遣系統，希望幫計程車司機降低空車率並提升收入，但是司機卻不領情。臺

灣大車隊歷經七年終於發現問題的癥結。計程車司機為何討厭科技？在進入領頭羊司機

的世界後，有令人驚喜的發現。 

第三章〈科技意會〉是也是以臺灣大車隊案例來說明。為什麼一個好的創新找不到

使用者？我們發現，這是因為創新者看不見使用者的痛點。本案長期追蹤臺灣大車隊如

何與使用者互動，將他們的痛點轉化為衛星派遣系統的創新。隨著時間，當使用者更加

了解科技後，更衍生出豐富的想像力來應用科技，創造新的價值。本案例說明如何了解

使用者「意會」科技的脈絡，只有將人豐富的意會（結合在地實務所產生的想像力）融

入科技中，科技才會開始有燦爛的人性，並結合到人的需求。會錯意，好的科技就沒法

找到合適的應用方法。使用者的痛點，可以變成創新的亮點。 

第四章〈使用者行為〉延伸上一章領先使用者的分析，點出如何藉由了解領先使用

者的行為，讓科技發揮潛力。許多國中小學校導入電子白板，期望智慧型電子白板的功

能可以改變老師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變得更聰明。可是電子白板導入之後，學生並沒有

變得更聰明，反而讓更多學生在課堂上睡著了。是電子白板不聰明？還是學生不聰明？

還是老師不聰明？了解領先教師課堂上的教學脈絡後，本案例將對電子白板的聰明脈絡

提供雋永的解讀。 

第五章〈使用者隱性動機〉延伸使用者痛點分析，並換另一個有趣的案例來了解如

何找到痛點。其實，使用者往往感受到很多痛，但多數無法清楚表達他們的「悲鳴之聲」。

這個是我在趨勢科技公司研究「跨域創新團隊」時候所經歷的故事。工程師辛苦的與客

戶交談，由他們口中了解痛點，以及對資訊安全系統（也就是防毒軟體）的需求。但是，

一旦工程師將產品做出來之後，客戶卻不認帳，還反過來責備工程師。這實在太冤了！

為什麼客戶會如此「口是心非」，如何了解這種客戶的痛點呢？癥結是，雖然訪問了客

戶的資安（資訊安全）需求，可是卻未深入防毒（防禦電腦病毒）的脈絡。 

第六章是〈正向心理學〉，說明如何以人性光明面引導出創新的力量。前四個案例

討論如何了解使用者。但是這個案例中，司機不是使用者，而是創新者，因為使用者（乘

客與隊友）而自己啟動創新。本案例中，我想介紹正向心理學的脈絡，讓大家了解，當

觸發使用者心中的「小天使」之後，如何可以爆發出驚人的創新。主角「別緻小組」是

臺灣大車隊裏一群很特別的計程車司機。他們是自發性的社群，因為每天中午都會去一

家別緻餐廳聚會，所以被暱稱別緻小組（亦有雙關之妙）。他們不依靠衛星派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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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有可觀的收入，為什麼？本案例分析一群擁有強烈企圖心的邊陲創新異軍。故事是

有關這群計程車司機如何發現自身的使命感，敏銳地體察乘客的需求，創造出獨特的服

務手法。當這群有使命感的司機形成社群後，他們重新形塑了本身的工作模式，找到自

己的工作價值，也締造驚人的業績。創新者，必須先創心。 

第七章〈組織作為〉探討電子市集的脈絡。這個案例以新加坡科技工程集團為主角，

說明該公司如何將電子尋購系統發揮得淋漓盡致。科技之所以會有用，是因為導入企業

發展出一套創新的組織作為。這套「作為」便是該公司獨特的創新基因。本案介紹電子

競標系統帶來的採購模式，如何讓企業獲得可觀的節流效益。但是，許多企業導入電子

競標後卻適得其反，錢不但沒省到，成本反而增加，最後連供應商都跑掉了。為何用了

電子競標後不但沒省到錢，反而人財兩失？我們整理新加坡科技工程集團的省錢之道。

這個案例提醒我們，如果光是複製科技而未能發展相搭配的組織作為，省錢脈絡就會不

見了，創新註定要失敗。 

第八章是〈組織例規〉，探討如何成為創新的常勝軍。本章不只看科技，還要帶讀

者去了解科學家。本案例分析了一個臺灣的頂尖科研組織──無線奈米生醫團隊，由臺

灣大學李世光教授主持。這個團隊經常作出國際級的研發成果，例如「抗煞一號」，也

就是對抗病毒的一種配方。科技創新少不了做研究的專家。科學家如何管理創新過程？

一個頂尖研究團隊又如何形成？為何一般科研團隊無法學得無線奈米生醫團隊的研發

模式？平凡，如何向超凡學習嗎？ 

對一般人而言，我們總會浪漫的認為，科學家是一群天才，身穿白袍在實驗室優雅

的走來走去，成天在實驗室中做「研究」，然後就蹦出優異的科研成果。其實，真正可

以稱得上是頂尖的研究團隊並不多。要做好頂尖的創新，背後需要一套強而有力的後援

體系。每個科學團隊背後都有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的文化都不一樣。一個實驗室要如

何治理，研究人員要如何栽培，研究主題要如何延續，才會產生出石破驚天的科學成果，

寫出頂級的學術論文？管理研究人員可以和管理生產線員工一樣嗎？把一群聰明人放

進實驗室中就可以產出超凡的研究成果嗎？無線奈米生醫團隊給我們帶來許多啟發。 

第九章的案例是〈科技科技鑲嵌性〉，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組織作為，探討為何創新

很難複製。這是我在北京所遇到的一個案例，也讓我了解到飛機維修的複雜脈絡。案例

中，一家中國企業與德國企業方簽訂一項長達十五年的技術轉移合約，學習德方尖端的

飛機維修技術。中方複製德方每一個組織架構、管理職能、訓練課程、專案管理以及資

訊系統，但是十五年後飛機維修成效不但沒有提昇，維修效率反而下降。本案讓我們理

解到，完整的複製將帶來完全的災難。為何甜美的橘子跨地種植後，卻長出酸澀的橘子？

本案解析中方與德方兩邊飛機維修的體系，了解雙方在組織作為上的差異。本章再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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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轉移一套創新時，科技內嵌的組織作為如果與在地的組織作為是相衝突的，創新只

會帶來干擾，原本一套好的系統轉移後反而變成問題的來源。解套之道便在了解採納者

所處的在地脈絡。 

第十章〈疆界物件〉，探討新手如何變成高手的過程，由物件來分析複雜半導體維

修的脈絡。經驗淺的「菜鳥」必須變成專家，創新才能發光。但是由素人變成達人的路

是漫長的。本案分析半導體設備維修工程師如何像偵探般找出複雜的故障原因，從中了

解這些維修達人到底是怎麼養成的。本章要談的是半導體製程的維修服務，你乍聽之下

可能會覺得很無趣，又是半導體（工程問題），又是維修（技術問題）。的確，維修半導

體製程設備是蠻無聊的話題。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兩件事。第一，半導體雖然是美國人發明的，但是在半導體製

造上，臺灣工程師的維修技術卻是全球知名的。半導體製程全靠數百部設備有效的協

作，一台當機，生產線就全停了。一盒卡匣中有 25片晶圓，也就全報廢了。你說才 25

片，不用心疼？拜託，這些光碟可價值新台幣一百多萬元呢。第二，你可能也不知道，

新竹科學園區和臺南科學園區有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導體生產基地，每年為臺灣報效兆元

產值。我想，若是經濟部長知道其嚴重性，一定會要求國防部配合，派重兵保護這兩個

園區。不過，鮮少人知道，這兩個園區每年估計要虧掉 875億元新台幣，那約是建造一

座 12吋晶圓廠的經費，而每座晶圓廠一年可貢獻 365億元產值。所以，半導體業一年

不小心就丟一兆元了。 

為什麼？就因為故障時工程師來不及維修好機台。你知道嗎，機台一天沒修好，可

能就有十批貨有瑕疵，或五十批貨停產，這樣好幾個一百萬就沒了。半導體業每年投入

數千萬元培育維修工程師。但是，一家公司通常要七年才能培養出一個可獨當一面的現

場維修工程師。為何沒法縮短現場維修工程師的培育期？導入知識管理系統有用嗎？本

案例指出，了解高手工程師如何由「物件」裡找到線索，偵查故障原因，就可以知道成

為高手的武功脈絡。 

第十一章的案例是〈機構制約〉，由機構的角度來探討為何不能草率移植創新。這

個案例是我的親身經歷。我有機會到波士頓哈佛商學院參與為期兩週的個案教學課程，

學習如何以案例來帶動啟發式教學。後來哈佛商學院又在新加坡舉辦第二學段課程，主

題是案例寫作。能到哈佛商學院去朝聖，對我是一件新鮮事，因為我很想了解哈佛商學

院大力推行的涉入式（engaging model）個案教學跟我在英國所學的脈絡式案例分析有

何不同。去了趟波士頓，遇到了十一位哈佛商學院老師，學了許多涉入式教學技巧，也

結交許多亞洲學術同儕。 

但是，我「畢業」後卻對哈佛涉入式教學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讀。結果，我改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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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了，我不是問「導入哈佛涉入式教學需要學習哪些技巧？」，而是「如果送 100名

教授到哈佛受訓，一年後還有幾位老師會採用個案教學？」在波士頓，我學到了涉入式

教學，更看到「機構」的力量以及對創新採納的影響。臺灣與大陸的教授能複製哈佛涉

入式教學法到自己的學校中嗎？本案點出，移植創新會和在地的機構（如教育體系）衝

撞。如果創新者不調適，恐怕會落個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下場。 

第十二章〈柔韌設計〉探討當創新者遇上頑強的機構力量時，如何以既柔軟又堅韌

的態度回應。個案主角是階梯數位學院。階梯公司因財務問題在臺灣已經暫停營業，轉

向大陸發展。但是，我們卻不可否定它在數位學習產業留下的創新紀錄。2002 年階梯

推出九年國教的數位學習教材，面對市場激烈的同質性競爭。但階梯很快重新設計產

品，由四百位會員突然暴增到四萬名會員，營業額由每個月數十萬元，跳到每個月一至

五億元新台幣，成為臺灣數位學產業之龍頭，其年營業額佔整體產業八成。 

有人質疑階梯是以多層次傳銷的方法吸金，可能是個詐騙集團。但這不竟然合理。

在臺灣社會各層，特別是教育界，對傳銷手法很反彈。那為何階梯還能吸引那麼多人加

入。我們深入了解後發現，階梯的傳銷模式只解開謎題的前半部。要了解階梯的快速擴

散系統的秘訣，我們還要分析階梯的設計團隊是如何回應臺灣的教育機構。機構是無形

的「老大哥」（Big Brother），隱形地主宰社會運作的方式。當創新遇到強大的機構力量

要如何回應？也許，柔韌設計可以解開這個創新難題。 

第十三章〈文化再脈絡〉，這個案例是我認識的一位國際知名學者，瑪麗．洋子．

布蓮恩（Mary Yoko Brannen）所做的研究(Brannen, 2004; Brannen, Liker, & Fruin, 

1998)。她在美國、法國教學，是日法混血，旅居美國，她因緣際會認識了迪士尼的主

管。於是，她展開了一場華麗的研究旅程。她分析迪士尼（美國總部）為何導入迪士尼

樂園在東京時（看似文化差異大）本應該困難重重的，但卻大獲全勝；而引進巴黎時（看

似文化差異小）本應該一氣呵成的，但是卻反而諸事不順。要在兩個不同機構環境之間

轉移創新，配合在地脈絡重新調整是很重要的。這個案例將美日與美法兩個一成一敗的

案例對比，可以讓我們對「再脈絡化」的觀念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十四章〈生活再脈絡〉這個案例的分析機構是環境所帶來的飲食習慣（按：在臺

灣，許多人俗稱 7-11為「小七」）。我有幸參與了一項 7-ELEVEN的研究，不是去看物

流系統，而是去了解小七轉由日本移到臺灣後如何進行一場精彩的「再脈絡化」過程。

這個案例特別有趣，因為創新者所面對的是機構所形塑的飲食習慣。了解臺灣人民的生

活脈絡，才能經營好便利超商。這個案例告訴我們，要成功的進行再脈絡化，除了要入

境隨俗外，有時還要思考如何移風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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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務意涵 

人類不斷追求創新，是為了改善生活，為了更加便利，更是為了解決工作上的痛點。

企業不斷追求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也是為了引進更好的產品、技術、流程，以便讓

公司獲利。可是，我們卻常常遭遇創新的窘境，公司投入大量資金，研發出新產品，卻

乏人問津，令人困惑。企業花費豐富資源去轉移別人的創新作法，可是導入後卻水土不

服，無疾而終。複製品雖然與原品神似，但卻無法發揮原地創新的功效，令人不解，為

什麼？ 

著急地想將創新當做工具，引進到組織和社會中，卻忽略了在地脈絡，就是創新失

敗的主因。導入創新時，避開直線式的思考，透過脈絡去了解問題的全貌，就可以讓創

新成功。關鍵就在我們能不能掌握到事情的來龍去脈，不躁進的推出創新，也不魯莽的

導入創新。要看懂脈絡，我們要看見過程，要看透弦外之音，要看穿環環相扣的系統關

連性。 

要怎麼要才能看見脈絡？在這本書中，我嘗試歸納三種思考脈絡的方法。這三種方

式可以由使用者、組織與機構下手。 

第一，看見使用者的脈絡，就是要體會他們的痛點，找出誰是領頭羊，了解他們的

行為模式與思維。我們要先了解使用者所處的生活或是工作脈絡。知道使用者關心什

麼，就可以很快找到創新契機。解讀使用者每天在想什麼、做什麼，是分析脈絡的核心。 

圖 4：分析使用者脈絡 

了解使用者工作脈
絡

了解使用者生活脈
絡

了解使用者遇到哪
些的痛點

分析痛點的源頭與
問題全貌

設計創新功的應用
去解決使用者痛點

 

例如，了解計程車司機在排班等客人時的困擾，與各車隊在臺北市排班點的勢力分

布狀況，就會找到空排點的創新作法，也可以讓司機樂於採用。臺灣大車隊由司機工作

行為中理解到，原來衛星派遣系統這項創新的脈絡，不是衛星，也不是派遣系統的功能，

而是時間與空間的資訊。同樣地，電子白板自己不會變聰明，也不會讓學生變聰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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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融入聰明的教學內容與學習方法。不可或缺的倒不是聰明的電子白板，而是聰明的老

師。看到基本的問題後，就可以釐清脈絡的全貌，了解創新能夠成功的道理。「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孔夫子千年之前講的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我們也千萬別忘了，當

使用者領悟到自己使命感的時候，創「心」的動機將會帶動強大的創新的力量。 

第二，組織作為是創新的基因內涵。看組織（Organization），只會看到使用者聲稱

他們在做什麼；但看組織作為（Organizing）才能看到使用者的行動。一項科技之所以

創新，不是因為它功能很多，而是配合科技的整套做法很獨特。如何才不會讓創新導入

後沒產生成果卻帶來惡果？這些年來我有機會接觸企業、政府各型創新計畫，有的成

功，有的失敗，有的採納成功，卻導致災難。原因無它，都是因為創新者都無視於在地

脈絡，以為引進尖端的科技就可以改變一切，卻未曾思考科技，或任何一種創新，如何

會干擾到原有的脈絡。 

圖 5：分析組織脈絡 

遇到創新的工具，
如一套系統或最佳
實務

別急著全面導入工
具，先分析技術的
特質

了解工具內鑲嵌了
什麼樣的組織作為

浮現組織作為：觀
察組織中的有所
為，有所不為

分析接受方的在地
組織作為

分析工具內嵌的組
織作為與在地組織
作為之間有何差異

依照企業強項，一
邊改變科技，一邊
改變組織作為

逐漸發展出新的組
織作為

 

 

使用者必然活動於特定組織中，可能是企業，也可能是政府機關。導入創新前，我

們要先解構其中作為。如果是科技，要分析這套科技內嵌什麼組織作為，也就是科技中

原先支持什麼樣的運作模式。如果是一個新政策，要分析這個政策原本是在什麼樣的組

織作為下形成的。 

電子競標系統會有用，是因為背後有一套市集作為。臺大無線奈米生醫團隊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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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如此驚人，不只是因為他們有優秀的科學家在團隊中，更是因為他們的計畫主持人

發展出各種基本功的鍛鍊作為。德國方的飛航維修之所以獨霸全球，不是因為他們擁有

一套後勤管理資訊系統，是因為他有一套獨到的派工、採購、人才培訓的作為。半導體

現場維修工程師之所以能在千絲萬縷中找到故障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導入了一套知識

管理系統，而是因為他們發展出一套解讀物件的作為，可以由物件中看見複雜的系統關

聯。 

同理，王羲之的書法之所以那麼樣的瀟灑俐落，也不是因為他的毛筆很棒，或硯台

很貴，也不是因為那缸水（傳說中，他為練書法磨墨，用盡了一缸子水，才能練出絕妙

的書法）。王羲之的書法之所以神妙，是因為他有獨到練書法方式。 

工具不是重點，工具中內嵌的組織作為才是核心。理解一個組織執行任務的時候，

哪裡有所為，哪裡又有所不為，便可以找到作為的脈絡。看見創新內嵌的組織作為，比

對採納組織現行的在地作為，我們才能知道如何因地制宜地調整科技。在採納一項科技

時我們千萬要注意，讓創新發揮功效的不是科技，而是科技所支持的那套組織作為，也

就是科技內蘊含的那套知識體系。所謂「創新」，指的是那套組織經歷時間所淬煉出來

的作為，所提煉出的知識體系。我們要採納的不是科技工具，而是其中的那套內隱的組

織作為、那套知識體系。 

第三，創新者不可不知機構的脈絡。機構常隱形地存在我們的生活中，影響、控制、

主宰著我們的思想、行為、價值觀，而我們卻很少感受到它的存在。理想上，我們只希

望保有好的機構力量，讓社會維持良好秩序，讓百工各司其職，革新所有不好的機構，

讓社會不受宰制，也讓人民思想不受箝制。但是，現實是機構的力量通常好壞參半、亦

正亦邪。愈創新的產品、科技、政策或觀念，也就愈會推翻既有的體系、即得的利益者

以及既成的統治者。創新要推翻機構，機構就會反過來鎮壓創新。創新者若一味推出科

技或是引進新發明，卻無視機構的制裁力量，最終必將徒勞而無功。 

想要引進哈佛式個案教學法，我們就不能不知道臺灣的教育體系如何制約著大學教

授與學生。想要擴散數位學習系統，就不能不洞察高、中、小學的考試制度以及填鴨式

教育。想要將美國迪士尼樂園搬到日本、法國、中國，我們就不能不透視機構的文化脈

絡。想要轉移日本的連鎖便利超商到台灣，就不能不熟悉臺灣人的飲食習慣。大學教育

體系、填鴨制度、文化風俗、飲食習慣等，都是機構，也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制約創新，

讓創新懷才不遇。要對付機構，千萬不可硬碰，只能夠柔韌的回應。我們要先了解創新

如何在原地脈絡中發展出來。然後我們要知道在地脈絡中有哪些制約，最後我們要思考

如何就地將創新「再脈絡」。順著機構的在地脈絡去修訂創新，而又不要失去創新的突

破性，是脈絡思考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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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分析機構脈絡 

回溯原地脈絡 留意在地脈絡
就地，再脈絡
回應制約

遇見強大機構，施
展柔韌設計以回應

制約

再脈絡，調適創
新，移風易俗

 

順著機構脈絡便能找到創新出口。這要考驗創新者的政治敏銳度，也要考驗創新者

的耐心。我們如果事先了解創新對組織、社會脈絡會帶來干擾（甚至破壞），就可以事

先調整創新的呈現與應用方式，讓創新成為「不苦口的良藥」。如此，讓創新悄悄地、

寧靜地發生，就不會引來機構的制裁，也不會引起使用者的抗爭，更不會讓創新善意地

導入後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機構也考驗創新者的耐心。推翻僵化的機構，讓創新快速

擴散也許是最快的方式，但是卻未必是最實際的作法。機構力量的積累非一日之功，機

構中使用者的思維也不是一下子就會轉變。創新者若躁進，就很可能成為犧牲者。弱勢

的創新者要學著使用柔韌設計的策略來回應機構的制約，轉化阻力為助力。千萬，別急

著當壯志為酬身先死的烈士。 

4.3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專書的核心論述是脈絡與創新之間關係，以不同的理論，結合豐富的案例，闡述

了解脈絡對創新的重要性。但是，讀者在分析這些案例與背後的理論時也必須了解其中

的限制，可分三點說明。 

第一，強化「脈絡」與創新擴散議題的解析：雖然本專書嘗試由使用者、組織作為、

機構制約三點來分析創新採納與擴散的議題，但是卻因此顧此失彼，未能較全面地結合

創新擴散的過程。未來研究應該可以由過程面來整合案例，例如以創新來源、創新者、

創新設計、創新採納、創新擴散、創新移轉（績優系統或最佳實務的移轉，可以強調「組

織作為」以及「再脈絡」之議題）、創新回應（機構的策略回應）等七個主題來探討。

特別，本書著墨較少的是創新擴散，希望能與當今新發展的擴散理論結合，以脈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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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貢獻此議題之理論(Abrahamson, 1991; Ferlie, Fitzgerald, Wood, & Hawkins, 2005; 

Green, 2004; Greve, 1995; Tolbert & Zucker, 1983)。 

第二，結合開放創新的論述：近年來，開放創新已經漸漸蔚為風潮，企業全面性地

引進外部資源，以巧思結合內部資源，以加速創新的腳步，也豐富創新的樣貌

(Chesbrough, Vanhaverbeke, & West, 2006)。未來，企業應該如何整合這些資源，又應該

如何導流內外部資源？企業又要如何使這些資源產生綜效？這些議題遠遠超過以往資

源論（resource-based view）的看法，而必須以更為動態的角度來分析脈絡(Barney, Wright, 

& Ketchen Jr., 2001; Helfat & Peteraf, 2003)。未來的研究可以探索開放創新中的脈絡，以

資源流為分析的主軸。 

第三，探索劣勢創新的可能：未來研究還可以探索弱勢者如何在強勢者的制約下創

新，這是延伸柔韌設計的主題來發揮。競爭是企業成長過程中的現實常態，而取得優勢

則是競爭的法則。若要取得競爭優勢，企業理應苦心擷取、累積以及應用有形與無形的

資源。當企業取得技術、資金與人才等有形與無形的資源，結合為自身的能力而難以被

複製或竊取，便能取得持久性的優勢，成為市場上的強者(Wernerfelt, 1995)。相對地，

那些規模小的企業，在技術貧乏、資金匱乏、人才缺乏的狀況下，必然是競局下的弱者，

任憑強勢者的宰割。 

不過，這樣悲觀的論點並未完全受到認同，至少有三類文獻對此觀點提出質疑。首

先，創業文獻認為，只要能敏銳察覺時機，或透過跨界混搭，便有可能將稀少資源做最

佳化應用，像是為一項實驗階段之科技找到多種應用方式，便可以於劣勢中創新

(Ardichvili, Cardozo, & Ray, 2003; Shane, 2000; Vaghely & Julien, 2010)。其次，權勢文獻

也點出，弱勢者運用策略性回應也可以局部解除強勢者所施加的制約，在絕處仍可找到

逢生之機會(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Casciaro & Piskorski, 2005; Pfeffer, 1992)。最

後，隨創（bricolage）文獻（按：隨手拈來皆可創新之作法）則強調，弱勢者居於下風

時可以巧妙地拼湊與組合資源，發揮「講究不如將就、將就勝於講究」的策略來化解阻

力，甚至將阻力轉為助力，發展出令人意想不到創新(Baker & Nelson, 2005; Bechky & 

Okhuysen, 2011; Garud & Karnøe, 2003)。 

這些文獻給弱勢者的希望是，以謀略迴避強勢者的鋒芒，因地制宜地重組自身的資

源，仍然可以與強勢者周旋到底。這些文獻的共同處是，重組有限的資源進行創新，便

可找出解除制約的方案。不過，這些文獻卻尚未有機會進一步分析，身處劣勢時，資源

到底是如何「無中生有」，弱勢者又是如何結合某種策略來回應制約。未來研究可以探

討三個議題。 

第一，我們並不知道制約是如何被解除的。過去的文獻雖然分析各種策略回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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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多著重在策略的描述，並未說明回應的過程(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Hargadon 

& Douglas, 2001; Oliver, 1991)。如此，我們很難了解方案如何形成，制約又是如何被解

開。當弱勢者研擬出某種迴避性策略時，並不代表這項策略一定會成功解除制約。我們

需要的是解讀過程之細節。此外，我們需要探索更多隨創的可能性，除了被動順從與積

極抗爭外，是否有其他策略回應的可能性，是現階段探索的要點之一。 

第二，過去文獻雖提出就地取材、將就著用、資源重組等隨創方式，不過這些作法

多是來自創業家應付相對簡單的制約狀況，例如將廢置公車變成行動圖書館。當商業狀

況變得愈加複雜，弱勢者如何能發展出更細膩的隨創方案呢？特別，當弱勢者手邊沒有

足夠的資源來對抗強勢者時，應該如何無中生有呢？這牽涉到「資源建構」議題，也就

是，弱勢者不只要重組資源，而且必須將身旁看似劣勢的資源重新建構為優勢的可能，

或由潛在合作夥伴取得資源，加以建構為對自身有利的資源。不過，為何弱勢或強勢的

夥伴願意幫助弱勢者呢？這就需要分析弱勢者如何運用主觀與客觀的建構方式，一則以

說服對方，一則以建構資源的新價值。這個「資源建構」議題相對複雜，需要更多研究

的投注。 

第三，過去，策略回應與資源建構的分析一直都是各自獨立。所以，即使弱勢者施

展了某種策略回應，我們並無法知道某項策略是否真的動員了某些資源，而產生解決方

案。同樣地，我們也不知道資源被組合或建構之後究竟是否支援了某種策略回應。會不

會，將資源建構而加值後，強勢者其實無動於衷，劣勢也沒好轉，弱勢者只是空忙一場。

因此，調查資源建構如何連結到策略回應，進而產生隨創，也是當前重要的研究議題。 

 未來研究可以探索議題為：弱勢者如何運用資源建構手法，策略性地回應強勢者

施予之制約？這樣的研究可以貢獻於隨創理論以及劣勢創新文獻，也可以提供身居弱勢

的創業家一些創新洞見。 

4.4結論：脈絡「思考」創新 

創新來自創「舊」。創新之前，要了解既有脈絡（舊），再根據脈絡來設計或擴散，

才能讓使用者因創新而獲益，組織因創新而成長，機構不會因創新而變成萬惡。掌握在

地的來龍去脈，就會讓創新採納變得輕鬆自如。找出「脈點」，便可以讓創新變得有有

亮點。創新來自於舊脈絡，而舊的脈絡讓創新有跡可尋，找到創新契機。這，大概就是

創新之道吧。善用脈絡，創新者可以成為英雄，忽視脈絡，創新者可能會變成狗熊。大

家一起思考脈絡，便可以讓創新為社會解決困難，而不是帶來災難。�

脈絡大家都看得見，只是大家都懶得去思考脈絡，所以才會看不到問題的全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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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思考的脈絡，就是這本書的核心論述。希望大家不要一股腦地去推創新，而是要先去

思考創新背後的脈絡（使用者、組織作為、機構）。凡事，皆有脈絡可循，不是看不見，

而是沒看見。帶進創新，卻無視於脈絡，那無可避免地，必將干擾在地情境。這時，創

新者便會與眾人為敵。創新不但沒帶來福祉，反而帶來創傷。如此，看見了問題的全貌

之後，便可以打通脈絡，讓創新活過來，也讓創新更加成功。掌握思考的脈絡，就能看

見別人看不見的事實；理出別人難以爬梳的脈絡；創造別人無以複製的創新！不要一股

腦地去推創新，而是要先去思考創新背後的脈絡。 

伍、研究成果與預期效益 

本研究共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年主要在彙整資料以及專書主要論述之出版。第二

年則著重於修訂與強化個案內涵，由本來的九個章節增訂到 14個章節。第一階段由撰

寫到評審大概歷時八個月，之後修訂期間約花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這個報告所呈現的

是原始的稿件，主要以學術人數的寫法行文，但是經過主編的建議之後，也為了讓本書

能夠觸及更多的讀者，便改以科普化的寫作風格行文。讓學理融入到案例之中，並邀請

12位企業主管試閱，以參卓讀者之修訂意見。 

本書在 2013年 11月正式出版，出版之後在三個月內於網路書店的排名很快由四十

多名提升到前六名。這是一般學術專書不容易達到的目標。之後，本書在業界受到廣泛

的採納，也在行政院人事局的跨領域人才培訓課程中成為教材之一，介紹給跨部會政府

中階官員。本專書的個案也運用在政治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碩士專班課程。 

本計畫如預期，產出一本專書，已經完成預定目標。回顧本計畫大概可以由兩個方

面來檢視成效。第一，在學術上，本專書有系統的整理創新採納與擴散的知識，並且帶

入脈絡理論的探討，以實證的案例來產生新的理論。本專書用「脈絡」來分析創新，有

使用者痛點、組織作為、機構制約來檢視創新的設計、採納、擴散、轉移以及回應，是

學理上本書的核心貢獻(Greve, 1995; Newell et al., 2000; Rogers, 1995; Samuels, 1994)。 

在實務上，本書之「脈絡思考」的做法也漸漸影響產業的創新做法。目前，台灣產

業正積極由傳統代工轉型為較高附加價值的品牌設計。也因此，台灣與大陸企業掀起了

一陣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風潮，希望能夠仿效歐美，迎頭趕上國際企業原創

性設計的能力。殊不知，台灣企業所欠缺的是思考脈絡的能力，而不是工具的操作方法。

各大企業處心積慮引進各種設計工具之後，卻忘記了要回到根本去檢視使用者的痛點，

組織的作為以及機構的制約。不了解脈絡，使企業仍然陷入在工程思維之中，做出使用

者不需要的產品；轉移他人創新之後，卻遇到「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困境：或者受到機

構制約，讓產品「出師未捷身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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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提出的一些新觀念不只可貢獻於學術理論，也對實務頗有助益。例如，「科

技演化意會」理論可以協助企業在設計新產品時，先思考使用者行為，讓使用者在採納

過程中的想像能轉換為貼近在地脈絡的創新。又例如，「組織內嵌作為」理論可以讓企

業在轉移創新的時候了解到如何調適，因而避免失敗，並且將創新結合到自己本身的優

勢，進行「再脈絡」。還有，企業遇到機構制約的時候，也可以用柔韌設計的方法，讓

創新找到生存的時間與空間，用巧思計謀躲過機構的鎮壓，讓創新可以達陣，又可以達

到移風易俗之效。 

本專書出版很幸運獲得初步的成果，期望後續能夠發揮更廣泛的影響力。本計畫雖

然已經結案，但未來仍然會持續三個方面的努力。第一，本計畫將結合碩士班教學讓脈

絡思考創新的知識更加系統化，並且能夠將這些知識傳播到台灣以及亞太高階經理人的

企業中。第二，本計畫目前也正在籌備與法人機構合作，配合生產力中心、資訊工業策

進會，將脈絡的觀念應用到政府計劃以及教育培訓之中。第三，本計畫也正在準備將個

案轉化為學術論文，投稿到學術期刊以及國際會議。此外，本書於 2013年底也榮獲中

國浙江大學出版社以及藍獅子出版公司所選定，準備出版簡體中文版，在大陸發行。藍

獅子出版社為一家企劃公司，過去曾推出許多得獎作品例如《大敗局》。本書於大陸出

版之後，預期可以取得更多學術上的影響力。總而言之，希望透過以上三項工作，讓本

專書項下的研究成果逐步發酵以及擴散，讓脈絡的觀念產生更深遠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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