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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制勝 Agenda大綱

1.為顧客經營公司-變得容易作生意

2.提供顧客真正需要的產品

3.創造企業流程

4.混亂中創造秩序

5.以管理為基礎，進行工作評量

6.掙脫組織圖的桎梧

7.專注於最終顧客

8.拆除公司外牆

9.延伸你的企業

明確的策略

流程

新工作評量做法

重新定義經理角色

以網路力量將公司
連結各部門在一起



開講-管理的挑戰

企業如何設計出滿足消費者的產品或服
務，同時滿足股東獲利需求，

面對後進同業競爭，留住顧客

因應新需求產品，但不須犧牲現存結構

與其他公司供貨，目標雷同，如何做出
區隔，並與時俱進



開講

做生意可不簡單。

消費者經濟取代供應商經濟。

訂定二十一世紀前十年企業創新管理的
新議題。

書專精於如何做，而非做出什麼。

九項議題是提出規範，亦是陳述事實。



1.為顧客經營公司-變得容易作生意

容易做生意是指顧客與廠商互動時，盡可能地
花費少和不費力。

以單一面貌面對顧客;跨產品及部門的整合團隊

依顧客不同特性而有不同作法

預測顧客需求

讓顧客每次都感受一致的服務

讓顧客自己服務自己

採取以顧客為中心的工作評量

產品品質達到顛峰並不會增加成本，相反的，
實際上還會減少成本。



2.提供顧客真正需要的產品
將自己想成是所決方案的提供者，而不是產品
或服務的提供者。

分辨出你在賣的東西和顧客在買的東西。

採取超越自己和產品的更廣視野，體察顧客根
本難題

所有的顧客，不管是個人或企業，都有亟待解決的
問題。你的產品或服務，不論有多好，無可避免地
只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它們構成一個系統解決方
案，能幫顧客克服根本難題。

瞭解顧客如何處理你給他們的東西，然後替他
們做這些事，或幫他們一起做。



2.提供顧客真正需要的產品Continue-1

根據價值而非成本來定價。

不是把焦點放在成本，而是放在為顧客創造的
價值。



2.提供顧客真正需要的產品Continue-2

Allegiance 以Vendor managed Inventory接手大部分
客戶醫院庫存瑣事的服務。

Allegiance記錄醫院用品庫存使用倩形，決定何時
補充哪些項目的物品，然後將物品送到需用的地
方。另外還會每天補貨，好確定不可缺少的物品一
定會有。此外，Allegiance將這用具組合成套，將
這套可以立即使用的用具送到所需部門。

Allegiance甚至可以將一位病患從入院至出院需要
的所有用品備齊。

Allegiance為醫院客戶省下顯著的時間、金錢和空
間。



3.創造企業流程

流程是從事相關活動的一個有組織團體，齊心
協力創造一個對顧客有價值的結果。

顧客、結果和流程是分不開的鐵三角。不可能
只關心其中一個，而不同時注意其他兩個。

每個人都專注結果，而且知道真正的敵人不是
公司內部其他部門，而是外界競爭對手。每個
人目光朝外，注視顧客，而不是朝上，仰望管
理高層。



3.創造企業流程Continue-1

流程代表企業作業的新思路。

第一，流程是“目標取向”的。

第二，流程是“以客為尊”的。

第三，流程是“綜觀全局”的。

第四，流程是根基於“設計良好的工作方式才
能帶來企業成功”的信念。



3.創造企業流程Continue-2

沒有公司可以靠著股市永遠大發利市。

因為最後，產品會標準化、爭會白熱化、需求
會下滑、顧客愈來愈挑剔，而成功屬於那些比
對手更會執行的公司。

精通流程的才是長程嬴家。



3.創造企業流程Continue-3

心頭時常縈繞能為顧客創造價值的流程。

確保每個人都知道流程，和他在流程中的角色。

指定資深流程總監評量、管理和改善流程。

環繞流程調整設備、薪酬和公司結構，創造一個
對流程友善的公司。

發展團隊合作和分擔責任的企業文化。

設立流程會議，才不至於換湯不換藥，讓流程競
爭取代部門競爭。

流程的條件管理你做的每件事，使公司變更好。

讓流程變成一種生活方式。



4.混亂中創造秩序

成功的關鍵在於協調及紀律。

藉著專注周而復始的工作順序，流程打破了功
能導向的部門藩籬，消除部門間的不當交接，
以及由此導致工作停頓而帶來的執行錯誤、延
誤及成本增加。

著詳加細述每個步驟準確順序，以及正確指出
執行各個步驟的責任歸屬，我們引介了流程的
要素及順序到一個原本混亂的領域。



4.混亂中創造秩序Continue-1

所有人必須接受，團隊才是新主角。

英雄不再是靈感如注的天才或一柱擎天的貢獻
者。

現在是團隊擔綱，我們無法承擔讓運氣決定工
作成果。

少流程將是一團混亂。

紀律不會剔除對個人特質及創造力的需求。

相反的，紀律其實提供一個允許個人淋漓盡致
操弄自己作為的體制。

而流程組織確保將這些個人表現，整合成一個
團體。



4.混亂中創造秩序Continue-2

惠普新軟體產經常延遲上市、追加預算，以及
錯誤百出。

惠普認定軟體研發不必然就是這麼混亂不堪，
所以發展了一個紀律分明的流程，並要軟體設
計師接納。

擁有即興及獨特作業的機會，看似自由，其實
是負擔。它讓應該在什麼時間做什麼事的人，
陷入經常紛擾不安的命運。

惠普因勇於馴服軟體研發的怪獸而獲致重大回
報。



4.混亂中創造秩序Continue-3

流程不是官僚體系，而是透明體系。缺少流程
不叫自由，而是一團混亂。要不要流程，實在
不是一個困難的選擇。



4.混亂中創造秩序Continue-4

認識企業裡鬥士與英雄的真正含義。

善用流程威力，好巧妙配置員工的創造力。

藉由詳細的流程設計，使創新能夠源源不絕。

不要讓任何人試圖說服你創新與流程無法相
容。

要堅決貫徹紀律與團隊合作。

體悟到不是每個人都懂上述道理。



5.以管理為基礎，進行工作評量
一個好的工作評量必須準確，能確實捕捉理當描述
的那種狀況。它必須客觀，不易引起辯論及爭論。
它必須易懂，容易溝通及了解。它必須花費不多及
方便計算。它必須即時，也就是，狀況發生與紀錄
資料的取得，中間不能拖太久。

便擁有全世界最精準的工作評量制度，如果實行的
環境冷若冰霜，最後必敗無疑。

一個準確的工作評量勝過一千個主觀意見。



5.以管理為基礎，進行工作評量Continue-1

當代評量制度是以下面兩根支柱為依據。

第一根支柱是一個正式、有結構，可以量化的商業
模式。

第二根支柱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程序，也是一個有結
構和目標的方案。程序是指善用評量資料，改進企
業績效。方案是指透過評量資訊找出績效不足的原
因，然後予以整飭。

兩根支柱相連又相關。



5.以管理為基礎，進行工作評量Continue-2

將工作評量與會計脫鉤，讓工作評量成為每個主
管工作的一部分。

捨棄早先傳承下來的工作評量。

發展一個商業模式，把總體日標與能夠控制的具
體事項連結在一起。

在適當場合，為商業模式的主要作業項目，設定
工作評量及績效指標。

新設計的工作評量必須客觀、即時、方便計算及
易懂。

讓正在進行的績效改善，無法規避地被整合進一
個以工作評量為基礎的紀律流程。

讓事實和工作評量凌駕直覺和主觀意見。



6.掙脫組織圖的桎梧

許多主管凡遇營運出問題，第一道解決辦法便
是重新改組組織圖。

一些公司認為定期來個「管埋大風吹」可以淨
化宣洩，所以每年玩一次。這種定期組織重整
通常效果有限。

太多時候，企業重整只是替代了深層策略思
考、有紀律的績效改善和本質變革。



6.掙脫組織圖的桎梧Continue-1

共同服務中心 Shared Service Center:一個中央
小組被賦予權力，處理企業所有交易活動。

單一面貌對顧客:創造一個以顧客為主、代表著
多個策略事業單位的審議團隊。

流程標準化:流程總監設計流程，而區域經理負
責查核工作人員執行流程。

這類無框框結構的新式企業需要另類主管，主
管必須具備嶄新管理技巧。

這種新式組織的特色是，實際上存有結構，但
本質上毫無結構。它極為彈性，並對演變中的
需要反應靈敏。



6.掙脫組織圖的桎梧Continue-2

揚棄界限分明的事業單位加上主管自治的思
想。

重新定義主管的職責是代表市場、產品或流
程，而不是全權控制這些東西。

讓主管之間的團隊合作及協力互助成為常態，
而不是特例。

教導主管將企業整體需要擺在第一。

給與獎勵時，團隊表現比個人表現更受重視。

以善於鼓舞的領導取代方正拘泥的結構。



7.專注於最終顧客

顧客-通路-製造商

通路填平顧客與製造商的缺口

通路隔離顧客與製造商

同一件貨品在通路流通時，每轉手一次，成本
就增加，但價值沒增加。

去中介化 vs 製造商與中間商共同合作，巧妙
搭配各自能力，創造既能為顧客謀取最大價
值，又能將自身成本減至最低的物流系統。

受到專注顧客的驅使和新科技的幫忙，通路正
逐漸發展成社群。這裡社群指的是，為滿足最
終顧客需求而通力合作的夥伴團體。



7.專注於最終顧客Continue-1

首要目標是:以最少的成本，為最終顧客創造最
大的價值。

將物流通路變成是為共同目標一起打拚的社
群。

善用網路，以便達到共享資訊和精簡交易手續
的目的。

確信物流社群內的每個參與者，都在做他最拿
手的事。

刪除重複的工作，特別是產品的不斷轉賣。

做好心理準備，以不因循守舊的方式，重新規
範傳統的角色。



8.拆除公司外牆

一九九O年代教導我們，公司內牆應被拆除，
現在我們了解，公可外牆也該如此。每個公司
的新指令就是去除彼此之間的界限，以便整
合、簡化和重新設計企業間的作業流程。此舉
意味企業體認到，正如同各部門是企業內作業
流程的構成部分，各企業也是企業間作業流程
的構成部分。此舉意味企業明白了，即使經常
性開支已不存在於公司部門間的流程，但仍充
斥在公司彼此之間的流程，而擺脫它的關鍵，
就是從全局、一氣呵成的觀點審視這些流程。



8.拆除公司外牆Continue-1

Case: IBM
藉著拆除自己與顧客之間的圍牆，IBM不但將自
己的交貨流程與顧客的取貨流程合而為一，還重
新設計這個合併後的流程。

現在顧客可以自行處理大部分過去IBM為他們做
的事，且是在更方便和更省錢的情況下處理的。

顧客現在可以自己輸入訂單、檢查訂單的經辦
狀況，和類似的事。



8.拆除公司外牆Continue-2

新做法讓IBM成為贏家，因為它的成本降低;顧
客也是贏家，因為一來他們做對工作，二來能在
想做的時候才做工作，三來省去與IBM人員打交
道的麻煩。

顧客能將IBM設備的庫存減少超過三O%。因為他
們能將訂單更快地進入IBM的訂貨流程，當訂貨
如實交付後，他們也能查知，所以雖然手頭存貨
比以往少，仍可應付自如。

新做法使他們成為更快樂的顧客，而IBM知道這
些顧客將會更忠誠。

Case: IBM



8.拆除公司外牆Continue-3

HP和供應商採用三個機制，重新設計企業之間
的流程。

買賣雙方以電子通訊方式進行交易，精簡彼此
的連結。

交易跨越企業界限的新局下，塑化物製造商早
先做的工作(購買樹脂)，已由惠普承接。

所有成員是在同一個需求和生產資訊的資料庫
下作業。

Case: HP



8.拆除公司外牆Continue-4

指導方針

所有合作成員必須朝滿足顧客需要而團結努
力，因為它們一起工作最終就是為了服務顧
客。

全體流程應該設計成宛如一個單位。

沒有任何活動應該執行一次以上。

該由處於最適當位置的人完成工作。

全部合作應該在一個資料庫下作業。



8.拆除公司外牆Continue-5

藉著重新設計企業間流程，根除現有經常性開
支、不必要開銷和庫存問題來源。

精簡流程之間的連結，以及與顧客和供應商的
連結。

調整合作公司原有工作內容，以便每件工作都
由做得最好的公司去執行。

公司間的協調是透過公開共享彼此的資枓。

善加利用興互助顧客和互助供應商合作的機
會。

面對因公司間合作及資訊共享所帶來的深層企
業文化挑戰。



9.延伸你的企業

不再視自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公司，而是許多一起
工作、創造顧客價值公司的一個延伸企業的一部
分。

結合日增的顧客附加價值、企業間合作，和核心競
爭力驅使的外包，其結果就是虛擬整合:
多個公司一起工作，創造通常期待只從一家公司得
到的成果。

從內部來看，每個人可以看到有多個企業在工作。

然而，從顧客角度來看，每件事都囓合地滴水不
漏，好像只是一家公司。



9.延伸你的企業Continue-1

垂直整合 vs 虛擬整合

垂直整合:一個公司控制愈多價值鏈，獲利愈多。

虛擬整合:再參與創造一個產品必須做的所有事或服
務，虛擬整合作業只專注某些事情，專注那些做得
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虛擬整合代表傳統公司的解構。不會有公司每件事
都做得一樣好。

由垂直整合到虛擬整合Case: Ford
虛擬整合Case: Dell
虛擬整合Case: Cisco System 的 Single Enterprise 

Program



9.延伸你的企業Continue-2

捨棄某些流程，尤其是那些主要滿足顧客需要
的核心作業流程，很明顯帶來營運風險。公司
也許變得依賴其他公司、成為其他公司所擁有
能力的俘虜，不再能夠掌握自己的前途。

儘管如此，保留某些流程也要擔負成本和風
險。這些流程也許變得商品化(不再獨特)、過
時，或他人執行得更好。不管是哪種情形，最
後都是沒生意可做。

從策略來說，保留能對最終產品增加最多價值
的任何流程，這樣的看法頗有道理。

決定哪些流程能提供“最多價值”卻很複雜。



9.延伸你的企業Continue-3

虛擬整合是最急進的。它不僅質疑公司要如何
組織、管理和作業，還代表對我們有關企業是
什麼的最基本想法的一種根本挑戰。

虛擬整合的崛起，觸發一套更深的企業文化轉
變。

我們必須互助合作hang together，否則無疑
的我們將逐一被絞死hang separately。



9.延伸你的企業Continue-4

不再視自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公司，而是許多
一起工作、創造顧客價值公司的一個延伸企業
的一部分。

以你執行的流程定義你的公司，而不是你所創
造的產品或服務。

認同和加強表現最妤的主要流程。

如果其他人有更妤配備去完成你原本做的事，
就外包給它。

學習與他人緊密合作，而不是只靠自己。

要有心理準備，以同到原點的方式，重新思考
公司的認同和策略。



化議題為行動
1.整合和專注在單一主題

2.花更多注意力在人的問題上

3.用不同的方法管理不同屬性的人

4.展現盡職的主管領導
公開將自己的可信度押注在變革的成功上。

承諾所需資源，並保有這些資源不可侵犯，即使面臨預
算過程的搶錢大戰。

主管需藉著個人持續參與，表達對變革的承諾。

領導必須對變革呈現熱情。

盡職的領導要求，而不是請求，員工廣泛參與和投入，
讓變革成真，並讓部門經理負責獲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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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效溝通

及有所謂過度溝通這回事。

讓溝通引人注目。

絕不扯謊。

層主管幫忙溝通。

使溝通變成雙向。

6.展開一系列步驟



創造一個靈活企業是有可能的

1.創立一個早期預警系統，以便發現必須迅速

回應的變革。

2.能夠熟練地快速設計和使用外部變革所需要

的新工作方法。

3.創立一個能夠支持前兩者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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