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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Agenda of 201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研‧討‧會‧主‧題

大數據、商業智慧、管理創新與區域整合
Big Data, Business Intelligence,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第1 場

如何把握未來東協商機
How to Harness Futu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ASEAN Region
主講人：張峰豪博士生，和慶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主持人：李榮福博士，福貞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與談人：
吳仰正 博士 新加坡泛亞集團董事主席
王國叡 博士 瑞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林桔儀 泰國Foamex Asia Co., LtdManaging Director
賴彥良 中傑鞋業有限公司越南總經理
江永興 僑務委員、柬埔寨台商總會前總會長
楊鎮奕 寮國台商總會副總會長
劉復科 大高新國際學院院長

第2 場

大數據與品牌行銷
Big Data and Marketing of Brands
主講人：黃恆獎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喻勝雲博士，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與談人：
張汝恬 前中國信託集團資訊長
王曼蒂 博士台中市護理師公會監事
陳志明 可成(科技)蘇州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楊雅雯 全維金屬製品(昆山)有限公司經理
賴彥宏 亞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張凱評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CEO
陳三榮 三森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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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場

企業創新之路
On the Road to Innovation
主講人：吳學良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林修葳 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教授
與談人：
周萬順 博士 一詮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振步 博士 上海大量電子設備有限公司 集團主席
張永南 仁寶集團 蘇州副總經理
郭英耀 台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設部高級專員
康文昌 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 協理
劉安哲 中傑鞋業有限公司 副協理
陳皓華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第4 場

中國市場營銷經驗談
Sharing experiences of marketing in China
主講人：朱雄瑜 總經理，捷安特(中國)營銷總經理
主持人：史習安博士，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系暨國際企業研究所兼系主任
與談人：
宋聲台 博士 浙江仙鹿紙器製品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黃正儒 永儒塑膠工業(蘇州)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戴楓蘇 寧集團OTO 總裁
方衛東 福貞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呂榜洲 漳州台商協會執行常務副會長
賴阿菊 明宜工業(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何日興 漳州市台商協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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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目的
Goal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本研討會目的在於希望透過學者之演講及座談會交流之形式進行，探討未來全
球華商企業發展之趨勢，藉以展現對教育、企業、社會之深度關懷與多元之內涵，研
討會亦將邀請亞太區專精之資深學者及知名企業界家進行專題演講，並同時舉辦座談
會，讓華人在企業經營理念與全球市場無縫接軌，促進企業在教育政策上的規劃能獲
得更深一層的體會與參考價值。
新華衛管理學院從事教育事業已達二十六年之久，秉持初衷以努力不懈的精神、
抱持著對教育工作的使命，以培養專業領域一流頂尖人才為已任，帶動企業永續經
營，國家繁榮安定為責任。
新華衛管理學院自1997年起，為了提升學員與畢業校友之間的學術及人脈交流，
同時拓展國際視野，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全球潮流趨勢，因此在亞太區各大城市如：台
北、台中、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中國武漢、昆山、深圳、東莞、
漳州等地點，舉辦定期定制型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活動特聘亞太區學術界知
名教授群們，應用學術研究專業知識與企業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EMBA學生及校友們，
以及邀請當地學者、企業界領導者所共譜的年度盛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成立的目的：
一、建構共享知識平台，與會在校生和校友們共同參與不同企業領域的實務經驗及實
踐理念，共享企業管理知識之資源。
二、為創造新華衛管理學院所有在校生及畢業生共享全球商業平台，商情先知研討，
廣邀全球六大洲知名企業家分享企業管理新知，促使學術專家與企業領導者、專
業經理人共聚，分析全球持續變局下之整合、深入瞭解財經脈絡，讓與會者對國
際趨勢能有通盤理解並取得領先優勢。
三、提供交流平臺：新華衛期盼舉辦此學術活動非侷限於學術分享，藉由與會人士在
座談會中分享實務經驗，達到學術與實務交流之目的，獲得友誼而衍生的人脈網
絡，提供全球商務的最佳平臺。
期勉歷屆國際研討會的舉辦，匯聚學術能量於企業營運和管理模式，互濟互補、
相互交流，讓世界各地華商企業有更明確的方向，創造符合時代需求，創新與突破，
因應產業界所面對全球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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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詞
Acknowledgement
國際學術研討會自1997年泰國創始以來，今年將邁入第十八年。
今年於中國昆山市金陵大飯店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別感謝本屆2015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大會主席陳連成、籌委會主席古榮生、及古榮生主席率領籌備委員會團隊：
吳誠華、劉冰、徐忠實、邵菊梅、敖小雨、凌芳、盛玉城、黃麗梅等人，協助我們於
中國昆山市順利舉辦這場學術研討會，在此致上萬分謝意。
感謝新華衛管理學院學術團隊與歐盟比利時萊德大學、美國加州密拉瑪大學、美
國格瑞大學及比利勤大學的教授群，多年來對與會學員們給予充分指導與建議，使得
每次研討會都能盡善盡美、創新突破，深獲亞太地區企業界的肯定。
在此特別感謝協辦單位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宏洋金屬(昆山)有限公
司，University of Liege，Griggs University與全體學員們的努力與用心，因為有您
們的竭力付出，大會才能圓滿成功。由衷盼望每年的學術盛會，皆能獲得各界鼎力協
助，新華衛管理學院和歐盟比利時萊德大學、美國加州密拉瑪大學、美國格瑞大學、
比利勤大學及全體校友們將為國際學術研討會繼續努力，提供全球華商企業嶄新的經
營理念。
此致各國籌備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
泰國曼谷
主席：李峻安同學和全體同學1997年
臺北
主席：曹金鈴同學和全體同學1998年
馬來西亞
主席：陳坤煌同學和全體同學1999年
新加坡
主席：鍾仕達同學和全體同學2000年
臺北
主席：林正造同學和全體同學2001年
中國武漢
主席：林清輝同學和全體同學2002年
臺北
主席：林忠和同學和全體同學2003年
越南胡志明市
主席：游明達同學和全體同學2004年
臺中
主席：陳瑞榮同學和全體同學2005年
中國東莞
主席：郭山輝同學和全體同學2006年
泰國
主席：黃正男同學和全體同學2007年
中國漳洲
主席：何希灝同學和全體同學2008年
中國深圳
主席：莊世良同學和全體同學2009年
中國昆山
主席：楊振步同學和全體同學2010年
泰國曼谷
主席：鄭伯卿同學和全體同學2011年
印尼雅加達
主席：劉雙全同學和全體同學2012年
台中
主席：劉雙全同學和全體同學2013年
中國昆山
主席：陳連成同學和全體同學2015年
新華衛教育集團‧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全體同仁 致謝

7

國際學術研討會專區

合作單位
Partnerships
新華衛教育集團從事教育事業已邁向第二十六年。在1990年，首先開創美國MBA
企業在職專班，專為來自亞洲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大企業家及高階幹部，量身打造兼具
時代性與前瞻性的全球企業管理課程。至今已有四千餘位畢業校友遍佈中國、新加
坡、香港、澳門、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柬埔寨、巴西、南非、紐西蘭、美
國等地。

2009年與捷安特(中國)企業合作開辦企業專班，依據其集團文化背景與企業願
意編製教材及著重世界知名實務案例之企業成功與失敗，作為多領域教學探討研究內
容，鼓勵中心廠各部門間共同建構相互學習及配套廠溝通的平台，共同提升與創造企
業內外的管理新契機。新華衛教育集團的教授群們，針對全球知名跨國企業及中國各
大型企業，作深入的個案探討與研究，結合實務與理論的豐碩教學內容，啟發學員創
新思維的管理新模式。

面對當今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新華衛管理學院始終秉持「誠信負責、永續經
營」的理念，目標邁進全球華人企業肯定讚賞，新華衛多年來執著地對教育熱忱與培
育人才為己任精神，深獲歐美各國知名大學肯定。由於當前是無國界學習與跨領域
學習的「大數據知識」及「經濟區域整合」年代，持續精進既有的實體教學方式，
也導入線上學習課程計劃，建構遠距教學、網路教學、強化企管學士學位(degree)課
程、EMBA學位(degree program)課程與Ph.D.學位(degree program)課程，讓學員們在世
界各地都能不受空間上侷限，同步即時享受優質的學習環境。

新華衛管理學院將繼續秉持一貫教育理念與不懈精神，高度配合亞洲各國企業領
導者之需求，掌握歐美先進國家企業管理課程為取向，持續與各國頂尖知名大學共同
開辦前瞻實用的管理課程以及Ph.D.、EMBA、BBA 企業專班，創辦新時代的全球化企
業管理課程，讓亞洲企業家榮耀展現新世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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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與錸德科技公司(上市公司)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6 年與(泰國)台達電子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6 年與新金寶集團台北泰金寶(上市公司)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6 年與新金寶集團台北金寶(上市公司) 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6 年與新金寶集團泰國泰金寶(上市公司) 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6 年與新金寶集團蘇州泰金寶(上市公司) 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6 年與新金寶集團長安金寶(上市公司) 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8 年與(蘇州)可成科技集團(上市公司)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9 年與捷安特(中國)企業(上市公司) 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09 年與亞力山卓(家俬)集團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10 年與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10 年與信隆實業(中國深圳上市)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12 年與永晉燈飾集團[中國]合作開辦MBA企業專班
2013 年與捷安特[中國]合作開辦第二屆MBA企業專班
2014 年與和慶電子(泰國)有限公司開辦MBA 企業專班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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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管理學院創辦人勉勵詞
Congratulation Remarks from founder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厚德載物
Cultivate Young Minds with Morality

追思已故新華衛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
榮譽主席張教授鐵清博士
小勝靠智，大勝靠德；
上善若水，厚德載物；
厚積薄發，氣勢如虹；
林育賢 博士 Dr. Stanley Lin

『厚德載物』是出自《易經》中一詞，可作為中華民族精神和優良傳統象徵，是十分重
要的。一個有道德的人，應當像大地那樣寬廣厚實，像大地那樣載育萬物和生長萬物。在做
人與處世時，要心胸開闊，立志高遠，要嚴於律已，寬以待人 ; 現今便可解為自我增加內涵，
做事要貢獻予社會，能夠關心人，愛護人，能夠以公正、正直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來處理事務
與人之間保持良好關係，與人為善，完善自我，充份的表現了這四個字。
新華衛管理學院自 1990 年創校以來，從事企業人士再教育與學習宗旨和目標，亦是以
此為最高指導原則。張鐵清教授自幼是流亡學生，學貫中國傳統文化，於中央政治大學畢業，
1963 年赴美修讀管理及公共行銷研究課程，中、西學術融會貫通，有西方的制度和效率，
又有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思維。在新華衛管理學院教授群中，鐵公擔任企業倫理和企業道德
的課程，一再告訴學員經商之道除了營利賺錢之外，最重要要遵循倫理和道德，否則再大規
模的企業，因貪圖小利，讓再久再馳名的企業，一夕之間可有可能化為烏有且禍國殃民；企
業的成長並非經 20-30 年的努力經營，甚至百年，但一點貪婪之心及管理不當，因而全盤毀
滅實為不值阿。
張教授不斷提醒學員應有『厚德載物』精神，企業才可永續生存和經營。祂教學中不
斷強調企業經營也要考慮到員工和客戶的生存及需求，在商業運行模式中必須創造員工、客
戶、企業主之間三贏的局面，才是最好的模式。他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同學，唯有好的制
度、效率和福利，才能讓企業生存成長無遠弗屆。
如今鐵公以九十二高壽離開了我們，我們沒有悲傷，只是不捨失去一位這麼高超的良
師。感恩祂一路給新華衛的鼓勵和支持，20 年來新華衛有他明燈般的帶領到今日擁有 4,000
多位畢業生的一家，擁有六大洲華商企業領袖的學院。
今天在這強烈競爭市場環境下，獲利、效率、競爭力是企業必備因素，著重於道德領域
中的寬容、寬厚，寬以待人的商業道德。
『一個學厚品德的人，才能成就一個標榜，一個自強不息的人，才可成就一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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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主席歡迎詞
Welcome Speech of the Chai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大會主席 陳連成 Assembly Chairman Chen, Lien-Cheng
宏洋金屬 ( 昆山 ) 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LCM Group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的各位學長先進大家安吉祥如意。後學連成謹代表中國華東校友分
會熱烈歡迎諸位貴賓賢達蒞臨指導。
欣逢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大會和新華衛管理學院第 18 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第三
屆主席交接典禮，我們在此誠摯祝福大會順利成功。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於 2010 年 12 月成立至今已五載歲月，歷經創會李芳信主席、劉雙
全主席的領導下，成就非凡。感恩您的慈悲喜捨與貢獻。
組織創新的核心價值是知識，而校友會成立宗旨就在凝聚校友情感，彼此知識與智慧的
分享，藉此砥礪校友，經由各種學術研討，繼而建構全球校友與企業研討的平台，以弘揚企
業之精神。

迎接新的智能科技與產業革命
互聯網 +4.0 工業革命的顛覆與創新，造就新的經濟模式崛起，如網路經濟和體驗經濟。
而這樣的改變也滲透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與產業的作動模式。
現今智慧雲端科技下，工業大數據、產業價值鏈、物聯網這三大核心創造了智慧城市、
智慧家居、智慧工廠及再生能源開發應用，激勵創新，資源整合，把傳統產業、產品與科技
模組化智能化，創造高附加價值，提高產品競爭力。

改變的力量與靈糧
如何能解開自我企業生命的密碼，從基因、磁場、觀念、意識、心態各方面思索，整頓
轉型，轉識為智，順應改變的力量。
新華衛機構是一個提供智慧修練的充電站，是值得我們參與學習充實的學堂。期許能擁
有活在當下的智慧產生正能量，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使命為目的。
用心生活即修練
勤謙學習是功德
共勉之～
此祝大會圓滿成功，諸位家庭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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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管理學院
第 18 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主席致謝詞
Acknowledgement of Chairmanof Preparatory Committee at the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捷安特 ( 中國 ) 總經理 古榮生
General Manager, Giant(China)Ku,Rong-Sheng

大會主席，林總監、徐執行長及各位嘉賓，大家晚上好！
本人很榮幸能夠擔任新華衛管理學院第 18 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在此謹
代表全體籌備委員會成員熱烈歡迎大家來到美麗的昆山參加此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製造 2025”提出了製造強國建設三個十年的“三步走”戰略。
應對新一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立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際需要圍繞創新驅動、智慧轉
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人才為本等關鍵環節，以及先進製造、高端裝備等重點領域，提
出了加快製造業轉型升級、提升增效的重大戰略任務和重大政策舉措。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大資料、商業智慧、管理創新與區域整合。此一主題也正和當
前全球經濟環境形勢及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相契合。尤其在中國企業經營正面臨轉型升
級、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在這經濟形勢瞬息萬變的環境中，這一主題的研討將會給與會的各
位人士在事業經營上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
再次感謝參加此次研討會所有的嘉賓、教授、和校友們，及新華衛管理學院的努力付出
及貢獻。
最後祝此次大會圓滿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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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管理學院執行長勉勵詞
Congratulation Remarks from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華人企業薪傳問題
The Issue of Heritag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徐婉婷 Tina Hsu
新華衛管理學院執行長
CEO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近幾年來，企業兢兢業業，要以周全準備，因應數位化新時代、面對產業競爭挑戰、迎接轉型
升級；尤其年事較高的企業經營者，更積極佈局第二代傳承計畫。雖然大家都聽過先賢的經營智慧：
「凡事豫則立。｣ 一般企業經營者卻總在功成名就後，開始思考接班人培養課題。學術研究發現：「多
數華人家族企業，在大家長交棒後幾個月內，股市總值減少超過三成！ ｣ 怵目驚心。
企業家也常不惜重金送子女赴歐美先進國家知名大學求學取經，子女學成後返回家族企業時也
進一步安排他們學習實務經驗，特別精心安排良將輔佐少主計畫，視為企業永續經營策略的關鍵。
但交棒者與接棒人間思維和溝通落差，常造成企業經營怠滯時期，上中學甚至於小學以後即接
受西方教育與長期沉浸於東方教育思維的兩代間，管理知識認同通常有顯著的差異。兩代間薪火傳
遞要順遂，必須系統性檢視其關鍵點。成功的企業，絕非一人英雄偉業即能夠自然傳下去：亞歷山
大帝國在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過世後迅速瓦解、胡亥從秦始皇贏政手裡接掌江山不過 3 年就因為天
下大亂被逼自殺。歷史提醒我們，要作成功傳承需要建立優質的團隊，凝聚共識、培養團隊宏觀視
野，落實企業發展願景，以及最重要是建立企業精神、企業文化。兩代之間因為共識及經營理念不同，
經常發生相互無法理解的衝突，雖然衝突時常讓企業更成長茁壯，前進不退的企圖心，但雙方很難
冷靜地傾聽對方認為最佳經營的方法、理念或歷史傳承的豐富經驗，磨合期往往需要比八年抗戰還
久。父子或父女原為最親密關係，但雙方成為企業經營關鍵之關係人，即將轉變為另類微妙關係。
期望有好的家業需要用心管理，如何為企業第二代打造成功團隊將是最需要探討之問題，要協
助接班人建立戰功，穩定企業最高領導者地位，必須由交棒者做好心態調整，為接班人共同建構內
部改革方案、協助與經驗豐富重要幹部溝通與對接班人共識，尋求共同理念、一致目標。
建立優質團隊，必須從自我要求優質觀念、創意、管理、自我要求及照顧好員工的成功企業家
精神。接班人能夠在最短時間掌握關鍵事，必須提供平台，使第二代在與重要幹部共同學習過程中，
一同培養對企業未來願景共同認知，為當年打天下所依循的舊文化與理想的新文化間如何交會？建
立共識。期望有好的傳承需要細心營造，成功者總能夠運用有系統的教育方式或培育精將人才，傳
達企業願景與落實執行關鍵方法：共同為當前嚴峻的產業環境及共同謀畫如何開展企業願景；認真
探討後，始能夠產出智慧及知識結合的智庫團隊。這過程，多數不會是機緣偶然所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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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賀詞
Congratulation Remarks from Dean and Director of HEC-ULg

Professor Wilfried NIESSEN
Dean and Director of HEC-ULg

Dear Valued Students
As Dean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I congratulate you for your articipation in the
Executive Master in 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 !
I am wishing you a great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s you celebrate your hard work.
I'll see you soon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

Best Regards,
Professor Wilfried NIE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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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校長祝賀詞
Congratulation Remarks from Dean of GU

Alayne Thorpe, Ph.D.
President
Griggs University/Griggs International Academy

Dear GU Alumni,
Welcome every NWIM Global Alumni to the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Alumni
Gathering of 2014. The MBA Alumni of Griggs University is one part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ince 2010. I am glad that GU Alumni take pleasure in
resource discovery and are motivated to achieve educational and career goals in the future.
GriggsUniversity has always worked on enhancing GU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to
help them develop a knowledge-based mindsetthat will benefit them academically and
spiritually.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dvancing, it is essential for Griggs University to
make available an affordable and values-based education program for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society.
Dear MBA Alumni, you have made GU proud with your diligence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 wish you all have a prosperousand bright future.
Warm Regards,

Alayne Thorpe, Ph.D.
President
Griggs University/Griggs International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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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
Academic Committee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黃恆獎博士
Dr. Huang, Heng-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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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吳學良博士

林修葳博士

林建山博士

Dr. Wu,Hsueh-Liang

Dr. Lin, Hsiou-Wei

Dr. Bert J. LIM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陳光辰博士

鍾昆原博士

翁永和博士

Dr. Chen, Kuang-Chen

Dr. Jone, Kuen-Yung

Dr. Weng, Yung-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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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New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總裁

顧問

林育賢 Dr. Stanley Lin

周牧民 Alex Chou

執行長

副執行長

徐婉婷 Tina Hsu

張名漢 Jacky Chang

學務長

學務

張秀貞 Febee Chang

胡迎姍 Carol Hu

學務

資訊

會計

張惠玲 Winnie Chang

呂委城 Frank Lu

姚美雲 Anna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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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h 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 2015 年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Graduation Ceremony Preparation Committee 2015
●主辦單位：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華東分會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Hua-Dong Branch
●協辦單位：新華衛教育集團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參加單位：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所屬學員及畢業校友
ULG 全體同學及畢業生 ULG Graduates
CMU 全體同學及畢業生 CMU Graduates
GU 全體同學及畢業生 GU Graduates
BSU 全體同學及畢業生 BSU Graduates

大會主席
陳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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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主席
古榮生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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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 Member of Preparation Committee

執行長 劉冰

副執行長 吳誠華

邵菊梅

朱美娟

凌芳

徐忠實

敖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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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 Member of Preparation Committee

盛玉城

黃麗梅

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地點：捷安特 ( 中國 ) 2015 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地點：中國昆山金陵酒店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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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與品牌行銷

Big Data and Marketing of Brands

黃恆獎博士 Dr. Hung-Chiangt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 所 ) 教授
Professor,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在討論大數據的重要性之前，讓我們先
看看兩則報導：

法務部所做的調查，均顯示國人「反對廢
死」的民意約在七成到八成八不等，其實是
高於本次網路溫度計所做的調查的，可見網

「蘋果 Apple Watch 開賣到現在，到底
賣了多少支？有研究機構透過巧妙的分析，

路族群對於「廢除死刑」的接受度，是高於
一般社會大眾的。」

統計出 Apple Watch 大約銷售的數字。根據
Appleinsider 網站引述媒體報導，研究機構

以上的兩則報導只是冰山的一角，它

Slice Intelligence 透 過 分 析 200 萬 名 民

告訴了我們，大數據的時代來臨了，對於未

眾的郵件回執條 (mail receipts)，發現超

來環境的預測和判斷，企業需要一個全新的

過 2 萬人購買 Apple Watch。進一步推斷從

思維。我們看到愈來愈多的企業設置「分析

4 月開賣迄今，Apple Watch 大約已賣出 279

長」(chief analytics officer)，把大數

萬組。研究也指出，在購買 Apple Watch 的

據的分析和所獲得的洞見 (insight) 視為企

消費族群理，大約有 17% 的比例會選購超過

業的關鍵資產，並且將大數據的分析能力做

1 條錶帶。根據 Slice Intelligence 分析，

為塑造企業競爭力、發掘產品創意、預測顧

Apple Watch 的黑色運動版錶帶是最受歡迎

客行為以及開發新商業模式的基礎。換句話

的，其次是 Milanese loop 款式。」

說，數據才是企業的策略資產，從數據所衍

（Yahoo 奇摩新聞 – 2015 年 6 月 19 日）

生的商業智慧和知識將會形塑企業的可維持
性優勢。我們從最近網路巨擘如 Google、

「根據網路溫度計蒐集近半年的網路聲

Yahoo、Amazon 和 Facebook 等 企 業 的 海 量

量，以「支持廢死」與「反對廢死」的關鍵

資料分析能力與獲利模式可以看出，擁有龐

字統計，發現網路上「反對廢死」的聲音大

大的資料、建構巨量資料的分析能力，和資

約佔了 65%，剩下的 35% 偏向「支持廢死」。

料分析所創造出來商業應用（例如：關鍵字

這個數字與去年捷運殺人案期間相比，反對

搜尋衍生出的趨勢分析，或針對顧客進行客

廢死的聲音增加了 4%。而比較網路聲量調

製化產品推薦服務等），才是這些超級雲端

查與傳統的電話民調，過去不管是媒體或是

公司立於不敗之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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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實務面的變化總是跑在學術或

（整理自 D. Barton & D. Court，「營運

理論發展的前面，而且距離相當遙遠。面對

的三大能力」，哈佛商業評論，Oct 2012,

大數據如滔天巨浪或甚至像海嘯般撲天蓋地

p. 73-79）：

而來，我們對於資料分析的能力是否有等比

●選擇適當的資料

例的成長？還是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海量數
據從指縫間溜過而望洋興嘆？大數據的量體
可能是過去資料的好幾億倍，包括數字 / 文
字、圖像、影像 / 照片、聲音、位置資訊等

◆ 資 料 取 得 需 要 創 意（360 degree
view）
◆需要有足夠 IT 支援
●分析模型必須可以「預測」與「最佳化業

等，裡面充滿了珍貴的訊號 (signal)，但

務結果」

也帶著數量龐大的雜訊 (noise)，資料能夠

◆模型精簡化 (parsimony)

發揮的潛在價值究竟有多麼高，端看使用者
的策略、心態、能耐和技術。未來，大數據
不論在公部門與私部門，營利或非營利機
構，人文或科學領域，不論國家、產業、企
業或甚至個人，都有難以估算的應用價值。
大數據的特色難以詳盡表述，但是大致可歸
納如下：
● 3V (Volume + Velocity + Variety) 如

●轉化公司
◆開發與業務相關、可實際運用的分析工
具
◆在第一線將分析融入簡單工具 ( 例如：
視覺介面 )
◆培養運用大數據的能力 ( 例如：論壇、
訓練等 )
◆改變組織文化

何創造隱藏於資料中的價值 (Value)，亦
即 monetize the value
●樣本 ≈ 母體

僅僅把資料的擷取、儲存、整理、分析、應

●資料數量龐大 / 雜亂 vs. 資料精準度

用與決策輔助等工作完成就可以了。大數據

●資料間的統計相關性 > 因果性

研究不應該只是一些複雜的資訊技術（IT）

●偏重「正是如此」(what)，而不是「為何

或分析模型而已，它更是一個艱鉅的管理

如此」(why)

問題。展望未來，大數據與經營管理，的

●讓資料說話 > 先驗的理論與假說

確是企業方興未艾的艱難挑戰，包括：如

●核心任務在於「預測」

何將資料轉化成為關鍵的企業策略性資產

●物聯網的發展與資料大爆炸

(strategic asset)，資料又如何影響資源

●未來挑戰

投入，資料如何開創新的商業模式等等。整

◆ 資 料 化 (datafication)： 文 本 資 料、

體來說，從經營管理的角度來看，大數據面

影像資料、位置資料、互動資料、人體

臨的管理議題如下：

資料

● 需 要 全 新 的 視 野 (vision) 與 思 維

◆數位化、同步化
◆測量、儲存、分析、分享
◆區別訊號 (signal) 與雜訊 (noise)
大數據時代的關鍵能力，通常包括下列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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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在大數據時代，企業不是

(mindset)
●大數據不只是技術議題，更是管理、策略
與心態問題
●需要領導者支持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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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新的人才與建立資料分析能力
●需要資料分析主管（例如：分析長 chief analytics officer, CAO)
●需要新的組織設計與塑造新的組織文化
●需要新的 IT 架構、分析方法與模型
●需要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與經驗累積
我們也期望，透過逐漸提升的處理技術、分析模型和電腦運算能力，可以讓我們從原來
對大數據的陌生、無助與恐懼，慢慢改變成對大數據的摸索、瞭解、掌控和駕馭，那麼以資
料分析為企業資源基礎能力的未來，即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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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的巨變
A Radical Change in Global Supply Chain

吳學良博士 Dr. Wu, Hsueh-Liang
英國伯明罕大學商學博士 Ph.D Commerc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專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未來 10 年裡，全球供應鏈性質的改變

許多觀察者把中國製造業工資上漲視為

將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其實全球供應鏈已經

一種顛覆性趨勢。在最近一項對中國華南地

改變了世界，目前每年有約 12 萬億美元的

區製造業所作的調查時表示：“隨著中國工

中間產品和服務貿易來自全球供應鏈，在全

資成本上升，包括東盟國家、印度和孟加拉

球貿易中的占比接近 80%。

國在內的低成本製造業正在加快發展”。那

身為世界最大全球供應鏈源頭的中

項調查也顯示，在中國的出口基地珠江三角

國，將逐漸抽離很大一部分低成本製造業。

洲地區，大約三分之一的製造商計劃將生產

印 度 和 東 盟（ 由 10 個 東 南 亞 國 家 組 成 的

產能轉移至國內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地區

Asean）很可能將從此次低成本製造業遷移

或者東南亞、孟加拉國、印度和斯里蘭卡地

中獲益，孟加拉國和非洲也將分得一杯羹。

區。企業轉移產能的主要動機是勞動力短缺

此外，2015 年中國的“一個重點，兩條主

推動薪資上漲，並使得企業不得不支付更為

線”，即全面推進“一帶一路”(One Belt,

慷慨的社會福利繳款。

One Road)，預示著全球供應鏈將擴張至相
對較新的地區。

東盟 (Asean) 十國將會成為珠三角地區
競爭力下降的最大受益者。東盟的其他優勢
強化了這一點：聯合國預計，從 2010 年到
2030 年該地區將增加 7000 萬勞動力，同時
中國可能減少這麽多工作機會。東盟國家可
能在未來廿年受益於相對較低的薪資成本和
充裕的勞動力供應。隨著東盟地區經濟高速
增長和中產階層人數日益增加，將生產轉移
到東盟的製造商也在佈局爭取在這個日益增
長的消費市場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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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展示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主導

鑒於珠江三角地區在全球外人直接投資

地位，顯示中國製造業格局的改變可能會對

(FDI) 流動中占著較大比重，即便是較小規

全球製造業產生多大的影響。

模的產能遷移也可能對投資接受國產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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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例如，2013 年，進入珠三角地區的

的融資將會增加。

FDI 總額達 1061 億美元，幾乎是進入印度
的 FDI 的四倍，接近印尼的 5 倍，是越南的
12 倍。珠三角地區的年出口額（2013 年為
6070 億美元）也遠遠超過東盟各國。
有意將製造產能遷往海外的企業中，有
36% 有意遷往越南，25% 有意遷到柬埔寨，
10% 想遷到孟加拉國，10% 想遷到印尼，5%
想遷往印度，5% 想遷往斯里蘭卡，5% 想遷
往泰國，3% 想遷往菲律賓。這種轉變將提升
新興市場在製造業和服務業全球供應鏈中的
地位，鞏固新興市場的出口實力—新興市場
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額現已高於發達國家。
然而，與中國製造業產能遷往他國相

為了說明這種承諾的力度，JBIC 在東

比，全球供應鏈的最大轉變來自於日本、韓

盟的貸款、擔保和參股承諾累計達到 12.59

國、美國和歐洲的新投資流向東盟、印度及

萬億日元（合 1020 億美元），約占該行投

其他地區。過去，其中一大部分投資係流向

資組合的 20.5%。僅印尼一國就占據了 5.5

中國，但今後它們將會越來越多地尋找新目

萬億日元，並由此成為該行的第四大投資對

的國，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內陸地區的工資水

象國。印尼以及大湄公河地區將成為日本在

平幾乎與沿海地區普遍較高的水平相當。類

該地區新投資的主要焦點。

似的趨勢也促使日本企業向東盟敞開懷抱、
將其視為自己的經濟合作夥伴。

但是，全球製造業投資者的淡出中國
戰略，並不意味著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會
衰落。事實上，總部位於中國的全球供應鏈
可能會繼續蓬勃發展，但外國對華投資對該
全球供應鏈的推動作用，可能弱於預期中的
中國對海外投資——特別是“一帶一路”沿
線項目投資——日益多元化起到的推動作用
（見圖）。
“一帶一路’將進一步促進這種多元
化，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尚未確定具體路線，

日本進軍東盟有三波行動。第一，在

以及中國歡迎包括印度、日本和俄羅斯在

日本國際協力銀行 (JBIC) 的支持下，日本

內的所有國家加入‘絲綢之路’計劃。其

企業對一系列行業的投資將會激增。第二，

中一條路線基於陸地，即“新絲綢之路經

成千上萬家日本企業將向製造業和零售業投

濟帶”(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資。第三，日本政府官方發展援助機構——

該線路係避開美國控制的西太平洋，將經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ICA) 對基礎設施項目

由 中、 西 亞 把 中 國 與 歐 洲 連 接 起 來；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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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條 路 線 基 於 海 洋， 即“21 世 紀 海 上 絲

經合組織之演講中指出，“預計未來 10 年

綢 之 路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中國對外投資將達 1.25 萬億美元。”以中

Road)，它將把中國與東南亞、中東、歐洲、

國目前勞均資本量作為參照，1.25 萬億美

可能還有非洲連接起來。

元投資估計能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創造數以千

過去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
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人均收入從 1980 年代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一

初 200 多美元的低水平逐步提升到 2014 年

個重要領域，是中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或

7000 多美元的國際中等水平。中國經濟未

產業群聚，隨著中國國內工資、地價等不可

來要實現“雙中高”目標，關鍵在於全面深

貿易要素成本上升，將逐步轉移到處於較低

化改革健全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架構，並在

經濟發展階段國家。如同中國上世紀 80~90

此基礎上發揮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與政府引

年代承接這類勞動密集型行業國際轉移獲得

導作用，持續有效推進中國產業結構、技術

重要開放發展機遇一樣。未來承接這類行業

結構、區域結構的合規律調整。“一帶一路”

的沿線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在加工貿易出口

將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更為廣闊平臺與

創匯、擴大非農就業、培育熟練勞動力和管

全新環境，成為未來結構調整新戰略的重要

理人力、提升經濟外向度與國際化等方面獲

內容。

得到廣泛利益。當代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化與

隨著要素成本與比較優勢結構演變，

全球供應鏈擴展演變的大量經驗事實顯示，

中國產業與經濟結構調整必將進一步活躍展

順應比較優勢規律，依托市場機制，產業與

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依據各自所處發

產業群聚的國際轉移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產

展階段不同，也亟需借助資本流動和產能合

生巨大推動作用，並為產能轉移國與承接國

作推進本國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共建“一

創造大量互利共贏的機會。

帶一路”將擴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不同行業
以及特定行業上下游之間投資範圍，推進投
資便利化進程以降低投資壁壘，通過共商共
建各類產業園與集聚區探索投資合作新模
式，從而為中國與沿線國家產能合作與產業
結構調整升級提供廣闊平臺。
過去十餘年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
至今已有 1 萬多個境內投資者在全球 180 多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 2 萬多家境外投資企
業，僅華為一家企業就已在 160 個國家和地
區開展業務。在“一路一帶”戰略的支持下，
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將進一步加快，特
別是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裝備製造、
基建原材料等多個行業將從中直接獲益。習
近平主席 2014 年 11 月 9 日在 2014 年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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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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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未來東協商機

How to Seize theFutureBusiness Opportunity of ASEAN

張峰豪博士生 Chang, Feng-Hao, Ph.DStudent
第十九屆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Chairman of The 19th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和慶電子公司董事長
President of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東 南 亞 國 家 協 會（Association of

想的簡稱，主要是建立中國與區域的合作平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

台，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

市集和東南亞區域國家的一個政府性國際組

濟圈，以加快中國經濟轉型。一帶一路構

織，預定 2015 年成立東協共同體或稱東盟。

想，最早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

東協從 1967 年創立至今，卻在這幾年成為

提出，預計將是 2015 年區域發展的首要戰

了熱門名詞，到底東協具有什麼樣的魅力，

略。許多評論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版

吸引了全球的注目焦點 ?

的「馬歇爾計劃」。一帶一路加上亞投行，

首先先了解東協的成員國，至 2015 年

帶給中國周邊國家，尤其是東協一個看得見

東協已經有 10+3 個成員，東協主體是新加

摸得到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一帶一路”建設

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汶

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

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而加三，

的，而是開放包容的，將同東盟國家探討建

分別是中國、南韓、日本。東協的成立目的

立更多的產業園區，積極協助當地產業升

就在於將亞洲各個國家看成猶如歐盟一樣的

級，將發展潛能轉化為發展優勢，進而轉化

單一經濟體，這經濟體迷人之處在於其人口

為發展的成果。

總數約 20 億人以上，以及整合之後將從世

展望東協，台商應該想的不是單兵作

界的第七大經濟體躍升為第五大經濟體（駐

戰，而是合作無間；要進入東協這個市場要

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15/02/16）。

先了解到東南亞的概況，東協十國本身的民

到了 2020 年，東協整個經濟體會包含了紐

族文化不只多元而且民族性也不同，東協經

西蘭與澳洲以及印度。然而不管是東協與哪

濟體的特點是有三項：第一點，人口非常多，

國簽訂貿易協定，可預見的是，在未來的十

但是除了新加坡有人口老化的問題以外，其

年裡，台灣是唯二被屏除在這貿易協定 ( 另

餘九國均不存在此問題，可理解的是其勞動

一亞洲國為北韓 )，然而如此龐大的人口消

人口充沛。第二項是市場成熟度不高，所以

費商機，再加上中國在 2013 年提出的”一

機會很大，不像歐美，日本為成熟市場，切

帶一路”的經濟策略，一帶一路是「絲綢之

入困難點高。第三點是，競爭戰鬥力相對低，

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

除了新加坡，其餘九國的人力素質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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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台灣有段不小差距，競爭力也較低，對

可以掌握在自身手中，再與東協各國的台商

於國際接觸並不頻繁，但是藉由目前中國的

洽談合作，由東協台商進行零件組裝成品，

對外經貿策略與亞投行，可預期東協的未來

再出貨到東協各地的市場，這樣策略合作的

經濟與國家發展將是巨大且快速的成長。

好處在於，台商一條龍的供應鏈，由上到下

台灣本地的企業優勢在於技術、產品的

不用擔心因為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而產生認知

創新開發，而在東協各地的台商強項是在於

上落差，再來是現今產業競爭激烈，這樣的

製造生產為主。現今局勢，台灣的大企業，

區域整合模式，台灣企業不用再擔心因為資

例如：台達、鴻海、寶成等有規模的上市企

金不足而落得無法拓展市場開發這龐大的東

業，藉由充沛的資金已在中國以及其他東協

協市場，東協的台商也不用擔心只能依賴代

國家立穩腳步；然而台灣大部分的企業，其

工、加工模式來經營工廠；＂台灣設計，台

規模為中小型企業，特點是創新開發能力

灣製造＂這個構想，藉由區域整合的戰略合

高，但是資金後援不足，若是貿然進入東協

作模式，可以提升台灣產品在世界的曝光度

市場，面對初期建廠投資所需的龐大金額，

與佔有率，更有機會在現今的紅海戰場，另

可能會面臨存亡關鍵。為避免發生此情形，

闢一片藍海版圖。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亞投

建議台灣企業可以結合東協的台商以戰略合

行，並不是台灣的死局，相反的，畢竟投入

作夥伴的關係來切入開發東協市場，掌握其

資金讓東協發展的是中國，台商只要能夠掌

商機。誠如前文所述，東南亞國家的技術成

握機會，讓台灣製造的產品，藉由這些新興

熟度不高，而台灣企業的創新能力剛好可以

經濟體的發展，而帶動台灣的整體產業鏈的

彌補東協台商長期以來最不足的弱點，

蓬勃發展，有機會讓台灣企業能夠再創一波

由台灣本地進行產品開發，其核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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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新 華 衛 全 球 校 友 聯 盟 2015

體育產業之生產力革命
——應市場趨勢立品牌定位
朱雄瑜校友
捷安特 ( 中國 ) 營銷總經理

全球的經濟學家們使盡渾身解數，建議政
府如何刺激消費，隨著經濟的發展及消費者更
加理性，同時，伴隨物質文明的發展，精神文
明也漸入層次，休閒運動不再是紙上藍圖，隨
之而起的是蓬勃發展的體育產業。
曾經以為戶外越野、極限挑戰離我們很遙
遠，現今，高爾夫，也變得更加親民；而自行
車作為低碳環保的運動，在國外，可說是方興
未艾。在國內，這種時尚的旅遊運動，這種返
璞歸真之生活方式正在興起。
我們回顧歷史，更要展望未來，原以為傳
統代步的自行車行業以轉型升級成運動休閒的
朝陽產業。因為，中國本就是自行車大國，現
在愈加顯現逐漸成為自行車強國，運動休閒逐
步取代代步功能的訴求成為消費者的購買目的。
而自行車功能的市場區隔也愈來愈細，形成了
不同的市場需求。
風靡全球的頂級賽事之一——環法賽，帶
動了高端公路車騎行風尚；城市森林的安逸生
活，帶動了日常玩樂及休閒健康的騎行需求；
近年來盛行的單車成人禮，帶動了青少年以騎
行方式體驗成長經歷。
諸如種種，我們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騎行
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生活態度，自
行車變成了一項時尚休閒運動，且形成了騎行
文化，騎行者們用實際行動詮釋並宣導著低碳、
環保的健康理念！
當今，各行業選擇頗多，的確，選擇多是
進步的標誌，但這也有一個“度”，過多的選
擇會降低生活品質，沒有最好，只有滿足一個
適合你的。任何企業都可以找最強的競爭對手
打，但有一個對手你是打不過的，那就是——

趨勢，故而，其實沒有所謂的對手，真正的對
手就是自己，如何挑戰自己、超越自己，如何
練好內功，加快自己成長的速度，要靠自己。
企業，重在做正確的事，而不是時髦的事，
在這個同質化競爭的時代，必須為消費者提供
一個買你產品而不是競爭對手產品的理由。
捷安特歷史和堅持：
1972 年巨大機械工業公司在台中縣創立，
1985 年成立捷安特 GIANT 品牌，1992 年在江蘇
省昆山市設立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自創
建以來，“品質是第一生命”是捷安特人始終
堅持的信念，並深信：品質不只是產品的生命，
更是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根本。從研究、開
發至生產過程，每一細節，每一步驟，均集結
了上百位專業生產技師的智慧。蘊含科技的創
新以及對品質完美藝術的要求，融合科技和藝
術的精華，淬煉出捷安特獨特專業的生產技術，
賦予了「自行車」新概念和新生命。
在這個迷宮中行進時，你能“決定方向”
或“改變方向”，你能轉移到“替代方法”或
折回，並“改進焦點”。每一個動作都需要時間，
這就是機會成本……
捷安特的經營學：
秉持“全球品牌，當地經營；各地成功，
全球支援”的新世紀經營哲學，捷安特自進入
中國大陸市場，行銷網路已遍佈全國。1993 年
第一家門市——上海衡山店開幕迄今，銷售網
站逾 3500 家，為自行車行業的領導品牌，遍及
全國專業的捷安特專賣店不僅為消費者提供最
高品質的自行車銷售服務，並協助消費者依其
需求選購最適合的自行車及人身、車身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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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指導消費者正確地騎車、提供完整的售後
維修服務，提供消費者最佳總合價值。
隨著產品的市場區隔細化，明確你的消費
族群非常重要，而媒體亦然；新媒體正在把越
來越多的人聚集到一起，並且有著傳統媒體無
法比擬的優勢：即時互動、迅速傳播、深度參與、
精准推送等。而與新媒體的蓬勃發展相對應的
是，企業對新媒體應用的不斷深入和多樣化，
在新媒體尋找到自己的精確目標人群，是各行
業品牌的當務之急，每個平臺都有各自的優勢
和特點，但它不是萬金油，未來與其他行銷形
式整合才是品牌行銷的關鍵。
GIANT 品牌——啟動探索的熱情

Giant，為提供高品質自行車的專業領導品
牌，自 1972 年成立以來，致力於提倡自行車文
化和運動。捷安特是全球最早可量產碳纖自行
車的品牌，從 1987 年開始，捷安特以獨有的專
研技術能力，創造了超越當時國際自行車聯盟
競速的等級要求奇跡。時至今日，捷安特是世
界上唯一由設計、研發、生產、銷售到售後服
務全程自控、自主的品牌。憑藉產品優異的性
能在許多國際重要賽事中奪魁致勝而獲得驗證：
捷安特助成國際頂級車隊西班牙 ONCE 車隊、德
國 T-Mobile 車 隊、 荷 蘭 Rabobank 車 隊 共 獲 得
四次環法團體冠軍和一次環意冠軍，以及無數
次個人單站冠軍的頭銜。在國內，為捷安特中
國女子職業車隊、萬勝男子職業車隊、捷安特
形象大使黃金寶提供最完美極致的競速碳纖車，
捷安特與冠軍一起譜寫競技的傳奇故事。今日
的 Giant 結合了創新技術以及製造專業，並以”
啟動探索的熱情”為品牌精神，提供各階段自
行車騎士一個完整解決方案。從休閒活動到專
業競技，Giant 都持續以推廣自行車生活至全世
界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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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 品牌——女生的單車

( 由上萬顆施華洛世奇 SWAROVSKI 水晶打
造 ,Liv 上海旗艦店開幕首度登場 )
Liv 自 2008 年成為全球首家提出女性全方
位、打造女性專屬自行車的品牌以來，一直致
力於帶給女性最美好的騎乘體驗。承襲捷安特
集團引以為傲的專業領先技術 ,Liv 從傾聽消費
者需求、設計發想、研發工程、品牌行銷、通
路零售等方面，都由女性團隊完成。Liv 提供給
女性如此完整價值鏈的承諾，是自行車業界的
首創。2010 年，Liv 開始贊助女子職業車隊，
至今橫跨公路、山地、鐵人三項等領域，對女
性市場的投入堪稱前所未有；同年 8 月，捷安
特在北京天竺店設置了 Liv Corner 女性專區；
2011 年，Liv 女性專屬空間正式進駐浙江杭州
與湖南長沙 , 為廣大女性朋友帶來了前所未有
的新生活、新觀點、新美麗；2012 年，中國第
一家捷安特女性專賣店 Liv Store 落腳鄭州。
今年，在上海 Liv Golden Street 作為全國首
間女性直營門店，自當責無旁貸將女性騎行文
化發揚光大，陪伴、聆聽、瞭解女生的需求，
提供既專業又貼心的優質服務，無論山地車越
野風格、鄰家休閒代步、公路專業競速，Liv 全
系列自行車皆能滿足妳的需求，搭配 Liv 專屬
女性人身配件及車身配件，讓妳美麗優雅又高
貴時尚的因為動，而感動。
莫曼頓 momentum 品牌——快樂向前行
莫曼頓 MOMENTUM 英譯：動量，動力；捷
安特公司於 2009 年推出全新城市休閒品牌“莫
曼頓 momentum”，提供消費者優質平價的自行
車 / 電動車以及生活化的品牌周邊產品，著重
舒適騎乘的體驗實現以及流行時尚品味的融入。
不同於一般單車品牌，momentum 所提供給市場
的不只是一種全新的生活觀念，更響應了現今
綠色環保的概念，宣導低碳樂活的日常移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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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莫曼頓以“咖啡樂活輕時尚”及“城市休
閒全系列車款”為主軸，貼近人們的休閒移動
生活、提供騎行的樂趣進而促進身心健康發展。
並以“快樂向前行”，“移動中的鍛煉”，“忙
碌後的暢快”作為品牌提示，莫曼頓全系列產
品除了全國品牌專賣店之外，同時于捷安特全
國經銷門店展售。
現在的行銷，已不僅僅是單純的行銷模式，
網路與實體如何有效對接，如何更精准的定位
消費人群的生活習慣，不再是單一的行銷平臺
可以解決的。與現實的銷售同步，更好的方式
是與各有所長的媒體及行銷平臺，共同研討實
現最有效的品牌行銷方案。
近幾年，我們聽到的和感知到的，最多的
行銷詞語是體驗，而體育行銷更應該是體驗至
上。只有讓消費者在有效的場所，通過有效的
方式，真正體驗到運動帶給他的感受和受益，
才有可能打動、感動消費者，從而實現行銷的
目的。以自行車行業為例，從生產產品到創造
前所未有的騎行體驗，我們並非單純的創意，
而是將創意和各種文化的交融，讓產品變成可
實現消費者喜歡的形態，特別是互聯網時代，
自行車品牌如何可持續性發展，如何創造出身
臨其境的創意文化和生活，這是很值得商榷的
事。一個環境，一個地域，一個景區，想要瞭
解他們需要什麼，身臨其境非常重要，所以，
我們更要帶動騎行的文化！

年第二次環台的壯舉推動單車的熱潮，在國內
我們也積極舉辦成人禮、嘉年華、俱樂部車友
會等與車友互動體驗活動；成立單車旅遊事業、
建立單車租賃體驗門市等等，捷安特引領消費
者逍遙游、深度遊，體驗騎單車是快樂的、健
康的、運動的、環保的、親子的、旅遊的、時
尚的、和諧的。
現在，節能低碳的風潮已經席捲全球，發
展低碳經濟成為了很多國家的共識，越來越多
的國家開始重視或已經在推廣自行車出行。在
國內，有許多城市正在大力發展公共租賃自行
車以及建設專門的自行車道，解決公交“最後
一公里”的問題。除了製造滿足百姓需要的自
行車產品，我們還要積極開發自行車新文化。
在 2009 年我們成立江蘇省捷安特自行車文體基
金會和單車運動服務有限公司 , 主要發展單車
旅遊、改善交通，資助自行車文體公益活動。
促進自行車發展，引導人們加入到自行車運動
中來。在中國，自行車也漸漸成為一種既健康
又環保的運動休閒工具。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增強，體
育產業全球化、國際化將得到進一步強化，通
過國際體育活動和對賽事、運動隊的贊助，從
而達到宣傳自己體育產品，暢銷體育產品的目
標。機遇與挑戰並存，隨著體育事業發展，勢
必促進市場的繁榮，商業活動也將日趨活躍，
誠信問題也將突出，創造良好的體育市場信用
體系不僅需要法律的支援，更需要道德監督和
媒體輿論。媒體的正確引導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社會的發展，人文的進步，人之必然的本
性使然，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的必然追求，
而為了保證這樣的生活方式，體育運動是不可
或缺的方式，所以，體育產業必然是一個永續
發展的行業，未來必然將更加涉及到我們生活
的更多層面，也必將成為愈來愈廣大的市場。

捷安特多品牌之運動學——宣導自行車新文化：
捷安特公司在最近五年裡一直在塑造自行
車文化，騎自行車從傳統的代步方式轉變為健
康的，休閒的生活方式是我們需要帶動、引領
的。著名的自行車怖道者、捷安特董事長劉金
標分別在 2007 年單車環臺灣、2009 年京騎滬動、
2010 年環荷蘭、2012 年環日本島波海道、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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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創新的三角習題
Triangular Task of Green Creation

陳振燧博士 Dr. Arthur Chen,Cheng-Hsui
雲林科技大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管理學院院長 Dean of College of Management
企管系教授 Professor of Marketing

綠色行銷至少被討論超過 30 年了，近年來，綠

市場都尚未超過 4％，E85( 一種含 85% 酒精 ( 乙醇 )

色產品（或稱生態保護產品，Eco 產品）、環保產品、

以及 15％汽油的混合燃料，乙醇可從榖物提煉而來 )

再生或可回收產品、綠色企業、綠色行為、節能減

市佔率也只有 0.1％。

碳、永續經營，更是紛紛在各種不同場合被提到。從

為什麼消費者會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

廠商的觀點，所謂綠色產品是指那些全部或部分由再

套呢？這是所謂消費者綠色意圖與行為的落差。消費

生零組件製造而成，或者是以更省能源的方式製造而

者對別人表達自己支持環保似乎是一件值得驕傲的

成，或是以減量包裝材料供應市場，或是對環境影響

事情，同時可獲得尊重，若是公開表達不支持，可

較少，或是對人體健康傷害較少的產品。從消費者的

能會被大家群起撻伐，當然沒有人敢說真話。另外，

角度，綠色行為包括辨認環保標章包裝、購買綠色產

環境保護好對自己也是有好處，所以在意圖上，當然

品、垃圾分類回收、節約用水用電、自備咖啡杯或水

會傾向支持綠色環保的。但是在行為上為何會有落

杯、汽車共乘、騎乘腳踏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等。

差呢？環保的任務特性是需要多數人來共同維護的，

有趣的是，為什麼這些概念還需要全世界的各種組織

是多數人共同行為的成果，然而，每一個個別消費

與政府大力的呼籲？

者的影響力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例如七十億人之一，

從市場機制的角度來看，若是對企業與消費者都

他或她總覺得我沒有做，或者我若做了，對整體影響

是具有吸引力的，企業肯定會投入大量資源，消費

不大，做了看不到自己努力的成效，不做影響也有

者也會大力購買，藉由需求驅動供給的經濟學法則

限，不容易產生罪惡感，所以在行為上就會傾向「把

應該可以帶動市場的形成，市場自然就會運作正常，

機會讓給別人」，造成參與度不高。

不需要任何外力來干預的。然而，這個領域上從聯合

市場消費者端需求的拉力不大，對企業來說也

國、WTO、美國總統、各國政府，下至各種民間組織，

是一大打擊，企業為什麼在推廣綠色產品的行銷會有

無不呼籲再呼籲，甚至有的政府都還帶頭示範購買，

這麼大困難？其原因：

顯示這個供需的拉力力道是不足的。若是企業與消費

1. 產品品質性能不如傳統產品：綠色創新為了符合

者端都需要政府使出力量才會改變行為，那麼其挑戰

環保的利益，往往必須犧牲部分消費者習慣的產

就非常大了。

品價值，例如電動車充電、馬力、速度的問題，

消費者、企業與政府三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
難解的習題呢？從相關調查發現，消費者總是覺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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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有些消費者接受度不高，這是企業面臨的困
境，有些創新本質上就是無法一步到位。

該要重視環保，購買綠色產品，把綠色產品的市場規

2. 價格比較貴：綠色創新需要企業額外的投資，造

模宣揚的似乎非常大，但實際的購買行為？讓我們

成研發與製造成本較高，或者有時候是材料成本

從汽車市場的實際情形來看，節能減碳、減少污染、

較高，因此，不得不反應在銷售價格上，以回收

愛地球幾乎是每個人都會贊同的，這些看起來對綠

成本，這是企業的另一個難題，成本高的創新，

色產品都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說詞，但實際上並沒

必須肩負著說服消費者接受高單價的創新價值。

有真正轉換到市場需求端，例如，氣電混合車、電

3. 難以取得消費者信任，企業所宣稱綠色產品對

動車與油電混合車的市場佔有率在任何國家的汽車

環境的實質影響有時候並不容易讓消費者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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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消費者願意支付較高的價格來購買環保產

業的策略選擇問題，因為這牽涉到企業的使命與願

品， 但 是 產 品 真 的 有 環 保 效 果 嗎？ 根 據 Cone

景，到底企業開發綠色產品是真正為了爭取市場，

Communications 的研究發現，80％的美國人不相

讓公司業績成長，永續發展，還是只是為了得到「重

信企業對環境保護影響的宣稱，只有 44％的人信

視環保、綠色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而已？從市

任公司的綠色訴求，很多綠色產品的環保效益是

場的趨勢來看，綠色革命仍會繼續往前走，只是速度

很難釐清的。

快慢的問題，若是政府的政策啟動的快，那將加速進

這是企業面臨的所謂的三重障礙，就像大家都有

行。哪一種企業該優先選擇加入綠色創新革命的行列

經驗，有機產品既不好吃，又比較貴，還有真的是有

呢？我覺得領導型的企業，資源豐富，為了保障市場

機？

地位，當然是第一優先。其次是，正在成長中的中小
第三個部分是政府的難題，政府的政策投資真

企業，這是保持成長的好機會。最後是企業競爭優勢

的值得？有明確的投資效益分析？油電混合車許多

不明顯，正需要轉型者，若不選擇綠色創新，說不定

國家政府都提供各式各樣的支持政策，包括贊助研究

繼續萎縮，無法永續經營了。

計畫、稅賦減免、可以享受高乘載車道的優惠，或

對企業最大的挑戰不在上述策略的選擇，而是以

者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費等，但是這些政策真的對納

下三大關鍵：

稅人來說是好的投資？是公平的嗎？台灣對於油電

1. 企業必須致力於克服品質較差的問題，若是不能

車的補助政策是從 2009 年 2 月起給予貨物稅減半優

達到這個目標，就不適合做綠色創新，這是最基

惠，至 2014 年 12 月，已經補助超過百億，這部份

本的要求。

的爭議也在立法院上演過，且政府已經取消該補助，

2. 廠商必須克服成本較高的問題，目標是讓價格與

雖然爭議點在不應該 85％都用來補助高級車，但是

傳統產品差異不大，若是真有困難，則必須創造

更重要的是對排氣量的減少值得這 100 億元？也就是

實體產品功能以外的價值，例如環保愛地球可受

花太多的經費，但卻不符合效益，所以，從經濟的觀

尊敬的感性價值，讓價格與價值能夠相稱。

點，政府對綠色產品的補助成本不應該高於減低環境

3. 取得消費者對環保效益的信任，必須清楚把綠色

傷害所產生的價值，但是效益價值的評估談何容易？

創新的顧客價值清楚表達，才能說服消費者接受。

甚至有人批評綠色補貼只是圖利部分人，並非是全民

在執行上，有幾個建議的作法，第一，市場上很

都可以受益的。

難有 100％的綠色產品，也就是整個產品可能只有某

我個人覺得要解這三角習題關鍵點在政府與企

一個部分是符合綠色的，所以也許第一步不要選擇

業，消費者是需求端，只要政府與企業的問題解決

推出全新的綠色產品，而是在某一材料或零組件上，

了，消費者的問題應該也就不是問題。

先導入綠色概念，這對品質與成本的影響也許比較

政府是這三角習題解答的發動關鍵角色，但是

小。第二，若是技術創新夠，最好選擇關鍵材料與零

政府不要在補貼政策上去「圖利」特定廠商或消費

組件，這對消費者的說服效果上是比較有明確訴求，

者，而是應該在制定規範上，要求廠商提昇綠色環保

容易取得信任的。第三，綠色創新技術往往不是企業

標準，以及將資源投資在綠色創新的突破上，然後技

本身具有的，到底是外購或者是內部發展呢？或者是

術移轉給相關產業，這是產業升級政策，才能提高產

上下游的整合聯盟共同開發，甚至是併購具有相關技

業的國際競爭力，找尋經濟成長的新動能，創造就

術的公司？這可端賴公司的資源與規模，大公司若是

業機會，這些投資都必須做好明確的成本效益分析，

為了追求速度，可選擇外購技術或併購公司，不然就

而不應該只是概念上的知覺效益。同時，這個綠色革

是內部開發，而中小型企業策略聯盟的選項則是比較

命會是一場競賽，全球主要國家約為 100 個（扣除哪

可行的。

些人口數不多的小國或經濟開發程度不高者），70

綠色行銷的三角習題關鍵問題是消費者意圖與

億人口很難區分某一個人綠色行為的影響，但是 100

行為的落差，解決之道的關鍵是政府的政策與規範主

個國家誰做得好，誰沒做好，很容易分辨得出來的，

導，以及企業綠色技術的創新，策略性行銷的執行，

各國政府會有壓力，尤其是來自聯合國與區域經濟組

相信可以達到政府、企業與消費者三贏的局面，為國

織的政策發展規範，做不好的政府將連帶影響其國家

家經濟創造成長的新動能，為企業創造超優勢競爭武

的形象與經濟成長，以及產業的興衰。

器與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形象，為消費者贏得受尊敬的

對企業來說，有些學者認為綠色創新將可成為

愛地球美譽。

企業的競爭武器，並達到競爭優勢，但這是各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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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企業國際化的發展，在海外設點經

族優越感的員工到海外工作時，較有可能

營，成為企業普遍的現象。對於台灣的企業

適應不良，而最終會導致外派失敗。( 余明

來說，近二十幾年來發展，充分體現出上述

助 ,2005)

的情況與趨勢，而海外經營績效的表現，影

二、薪酬制度

響到整體企業的成敗。
現有的文獻與組織經營者的觀點大多放

福利措施、獎金及紅利，而福利和工作意願

在資金、地點、市場與資源上的討論，對於

有顯著相關。外派人員在外派時，本薪通常

派駐海外的工作人員的管理較少著墨。本篇

會以母國報償系統作為基準，海外報償以多

文章是以派駐在海外工作一年以上的常駐工

元津貼為主，福利多元化。因為企業基於輪

作人員為對象，探討影響外派人員的派駐的

調便利性，不會任意更動本薪的結構。因

意願。透過這些因素的介紹，希望能讓企業

此，短期財務報償，例如績效報償獎金與津

對於外派人員的挑選、訓練與薪資的安排與

貼發放對外派人員才有誘因，而強調本薪的

設計有進一步的瞭解與幫助。

重要不會影響外派意願甚至有激勵效果。

影響外派人員派駐的意願主要有以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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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要包含五類，本薪、津貼組合、

在顯著影響外派意願上，只有短期直

項：

接性財務報償，例如：績效報償獎金與津貼

一、國家

發放等，而返國探親、醫療保險、提供宿舍

根據研究調查，一般而言外派失敗率

等福利措施不會影響外派意願，可能是因為

約為 25%~40% 左右，但若外派地為開發中國

外派人員認為這些是組織常態必須提供的福

家，則失敗率可高達 70%( 陸洛 ,2012)。此

利，所以對意願的激發效果不大。再者，激

外，2014 年《天下雜誌》更進一步發現，

勵性獎金如發放股票、紅利等誘因係長期性

台灣人有超過 75.91% 的人願意外派到海外

獎勵，外派人員衡量自己外派時間長短後，

工作，但若提及外派地點是經濟不發達的國

若外派時間不會太長，會認為公司提供每月

家，例如：非洲、中南美洲、東協等開發

的獎金以及津貼發法比較符合實際，而對於

中國家，卻有高達 62.25% 的受訪者表示要

長期激勵報償並不抱太大期望。而福利制度

衡量當地環境後再考慮。有趣的是，具民

越公平，外派人員對於報償的滿足感及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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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越好。( 余明助 ,2005)
三、中高階主管
大多數研究指出，居高階職位者掌握較
多資源，以及良好的工作環境，可能會讓居

互動關係越來越好。
4. 熟悉期：駐外人員已能完全熟悉當地
的文化狀況。
( 三 ) 通知時間

中低階職位者想透過工作調動或是外派追求

Tung(1981) 指出，一般皆認為事前通

工作滿足感。而中低階主管的職涯發展空間

知外派的時間總事過於匆促。一項針對瑞典

也較高階主管高，接受外派的機率也較高。

外派人員的研究指出，半數企業外派通知時

（陸洛 ,2012）

間多短於三個月的準備期，且美國企業大多

四、時間長短 :

短於三個月，有些企業甚至少於一個月 ( 台

此處所討論的時間，不僅只是外派派駐

灣地區跨國企業外派之現況分析，2011)。

時間的長短及適應時間，亦討論通知公司人

除此之外，通知時間通常也會依照外派類型

員即將外派的時間長短的影響。

而有所差異：針對技術支援型的外派，多是

( 一 ) 適應所花的時間幅度

緊急應變處理；針對業務主管或地區負責人

Tung（1998）的研究指出，外派人員有

較為即時；對於行政部門人員，外派的通知

三分之一的人員需要六至十二個月的適應，

時間較具有彈性。

並有四分之一的人員則是要花費四至六個月

五、性別

的時間。

( 一 ) 女性遇到的障礙

Mark and Garry(1985) 也 曾 提 及 溝 通

依照台灣地區跨國企業外派之現況分

技巧也會成為適應時間的調節變數，關係到

析研究指出，高達三分之二的人資主管認為

外派人員是否願意使用當地語言、與當地人

女性不願接受外派意願。然而，原因並非

互動的自信心、溝通傳播的協調等等。值得

女性在外派工作上不穩定，而是因為家庭、

一提的是，語言學習與國際觀的增加不僅會

婚姻因素、安危等等；特別的是，多數人資

導 致 滿 意 度 及 較 低 的 流 動 率，Mendenhall

主管並不認為女性外派人員會在地主國中

and Oddou（1986）更強調外派人員對於願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由此更可以知道女性所

意使用語言的自信度才是影響外派人員語言

遇到的障礙仍是因為社會所負與給女性的

學習方面的關鍵因素。

責任與形象。

( 二 ) 外派派駐時間

( 二 ) 外派至開發中國家的女性外派人員

Black and Mendenhall(1991) 提 出 四
個階段來說明外派人員的調適階段。

性別議題、家庭因素與女性外派人員 :
以在台灣的西方跨國公司為例的研究指出女

1. 蜜月期 : 剛適應新文化，對於事物感

性人員外派到開發中國家時，多被視為外國

到新鮮。外派人員此時適應良好。

人，意即不論該地主國文化為何，仍能在地

2. 幻滅期與文化衝擊期：新鮮感開始消

主國展現自己的能力。除此之外，允許彈性

失，外派人員感到挫折，因而掉入適

工時與有地主國政府提出體恤女性外派人員

應的谷底。

的友善計畫也能夠協助至開發中國家的女性

3. 調適期：駐外人員漸漸適應當地文化，

外派人員。

且開始與在地人員逐漸熟悉，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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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商業智慧、管理創新與區域整合
Big data, Business Wisdom, Management Cre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李宗儒 ( 濬紳 ) 博士 Dr. Lee, Tzong-Ru
國立中興大學創新產業推廣學院副院長暨行銷學系教授
Associate Dean, Innovative Industry Promotion Institute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彭子昀

近年來，台商發展在各國的商業佈局，讓
不同專長的人才在各國收集不同的商業資訊。

史如今也是東南亞現在的樣貌。想要在當地發
展出屬於自家廠商的競爭力，我們需要透過區

透 過 這 些 商 業 資 訊， 能 讓 我 們 知 道 各 個

域整合行銷。這時我們派駐在各國的人才所收

分 公 司 應 如 何 運 作。 然 而 我 們 應 如 何 與 其 他

集回來的資訊（像是他們多數人運動時是否會

廠 商 做 出 區 隔 呢？ 答 案 就 是 結 合 現 代 科 技 技

考慮健身房、他們在追求健康方面是否會選擇

術， 像 是 大 數 據 和 商 業 智 慧。Viktor Mayer-

保健食品、他們是否常用電視購物來團購知名

Schonberger 和 Kenneth Cukier（2013） 曾 提

美食等生活型態）就可以派上極大的用場了，

出大數據是一門新的科技術，能夠解讀和預測

我們將這些資料匯回台灣的總部進行資料的分

許多的現象。因為資訊量非常龐大，所以工程

析，透過這些資訊，我們能夠知道各地的商業

師重新設計出工具來分析資訊，這些資料不需

流程和服務模式，就可以將管理模式創新或是

要經過整理變成資料表。而是在總資料量相同

做出改善；了解當地人他們的生活跟台灣的差

的情況下，將各個小型資料集合併後進行分析

別在哪裡，知道自家廠商本身的優勢劣勢所在，

可得出許多額外的資訊和資料關聯性，可用來

才能夠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區域整合行銷模式，

作為察覺商業趨勢、判定研究品質等用途；黃

在當地的產業經濟中，站穩腳跟，走出一條康

天賜（2005）也曾提到商業智慧就是將企業運

莊大道，把握住自身的機會，同時解決掉本來

作的系統資料，例如 PDF、Excel 等資料，提取

可能形成的威脅。

出有用的部份進行整理，然後經過資料的擷取、

現今科技發展越來越進步，我們所能運用

轉換、匯入的程序，將資料合併到資料倉儲或

的輔助工具也越來越多，透過大數據、商業智

是資料超市中；之後透過分析技術將資料匯整，

慧的幫忙，能夠讓我們的管理模式和行銷策略

以提高查詢速度。基本上可分為資料匯集階段，

更為準確。就讓這些新技術來助你一臂之力，

資料提取萃取階段，及最後對資料進行分析判

成為區域整合的先鋒吧！在此，也同時預祝大

讀等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技術和工

會成功。

具。商業智慧是幫助企業從既有的資料中，即
時解讀出企業自身體質優劣的情況，讓決策者

資料來源：

採取因應的措施或規畫新的營運方針，來提升

1.Viktor Mayer-Schonberger、Kenneth Cukier

企業競爭力。
每個國家經濟脈動的歷史是大同小異的，
就像我們可以用台灣三十年前的商業走向來看
中國現在的產業發展趨勢一樣，中國的產業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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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大數據（天下文化出版社譯）。
2. 黃天賜（2005）。何謂商業智慧。i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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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的發展與管理意涵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mplication of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林耀欽博士 Dr. Lin,Yao-Chin
元智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Director,Center of Innovative Incubator, Yuan Ze University

BYOD 企業管理新挑戰
New Challenges for BYOD Business Management
根據 Forrester 研究公司的在 2014 年 1 月的調
查，有 59% 的企業已經支持員工使用自已的智慧型
手機、平板或電腦進行工作。這表示企業的管理者
支持從個人的所擁有的裝置來達到節省成本的效益，
另一方面也希望從此可以吸引或留住人材。
由於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等個人設備，成為我
們生活與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份，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已是管理高層不可忽略的趨勢，除了
員工工作效率的提升考量之外，企業可顯著減少硬體
配置和更新的成本投資，更為管理階層所關注。雖
然 BYOD 有好處，但像是公司資訊安全和法規的疑慮，
以及 BYOD 會增加 IT 人員的工作複雜度等等，亦造成
部份企業逃避 BYOD 的導入。
本篇文章主要介紹 BYOD 帶給企業那些正向與負
面的影響，釐清此一挑戰的本質，建立有效管理並導
入 BYOD 的基本認知。

BYOD 的定義
BYOD，亦稱 Bring Your Own Technology(BYOT)，
早期介紹於應用在學校的遠距教學、數位化學習等。
Lee(2012) 定義為 BYOT 是讓學習者不僅在學校教室
內，更可以擴及至學校以外的任何地方學習的一種教
育發展及補充性教學科技資源分配的模式。
Emery(2012) 則就 BYOD 導入高等教育，歸納出
BYOD 重點四大管理議題：
1. 政策的設立 (Policy Development)：包含了如何
管理授權使用、禁止使用、系統管理、違反政策、
重審政策、責任的限制。
2. 安全 (Security)：行動裝置可以存取組織資料，
資料安全存在潛在的風險，包括儲存在裝置中的
敏感資料被未授權的存取、儲存於組織網絡的資
料被未授權的存取、來自惡意郵件軟體的攻擊、
以及冒名盜用使用者的各項管理主題。
3. 使用者的教育 (User Education)：其潛在因子可

能包括，提升使用者對安全標準的警覺，以及行
動裝置的條例；其它諸如社群媒介的使用、個人
可識別的訊息、較強的使用密碼，和隱私權的設
定等亦為重要內涵。
4. 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強調的是使用行動
裝置來學習，或稱做”m-Learning”，幾個潛在
的因素有，使用者對於行動學習的準備程度、行
動裝置的容易使用以及方便學習、服務的品質 ( 內
容、可信度、個人化 )、外在的影響、以及在同儕
間對於行動學習的內在的承諾等等。
然而，隨著消費性高科技電子產品的興起，現在
討論 BYOD 的概念是一個正在成長的 IT 趨勢，讓所
有公司員工皆可即時地擁最新的科技產品，而隨之
而來的便利性，讓員工也會想主動的把這項新科技
產品帶入公司內，用以連結組織的網路並幫助工作
(Bradley, 2011)。
BYOD 是一個 IT 管理的革命，每天必面對眾多的
未知裝置被帶入公司，多樣的裝置更提高了公司 IT 部
門在安全與一致性上的管理複雜度，既有的政策，似
乎也變得不再合適，公司將面臨一個管理的重大挑戰。

導入 BYOD，對組織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根據 (Bradley,2011) 研究指出，採用 BYOD 的公
司，相對於其競爭者，擁有一些優勢，例如，BYOD
通常可以將公司設備成本轉嫁到員工，相對地，一個
月公司省下的成本，相當於每個員工 80 元。此外，
超過百分之五十採用 BYOD 的公司，並不會支付員工
設備的成本，但員工卻也甘之如飴，工作滿意程度確
有提升；由於攜帶自己設備的員工，自掏腰包投資、
購買自己喜愛的設備，想當然爾員工使用自己的設備
亦會相對的滿意。
導入 BYOD 政策的優點有使員工工作滿意上升
( 員工可以更有彈性地工作 )，成本支出的降低 ( 軟
硬體的支出及設備的維護費 )，以及工作生產力的提
升。「藉由使員工能使用自己的行動裝置，安全地且
容易地取得公司資料，他們的生產力水準將自然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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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 Shaun Smith － Xceed Group 的科技技術總
監也同意︰「在他們自己的公司內，允許消費性電子
產品的使用，幫助了公司提升員工生產力以及工作動
力。」(Evans, 2013)
Intel(2013) 與 Readwrite 在 2013 年 五 月 的 一
項調查中指出，BYOD 的導入，不僅僅可以使生產力
上升，員工的工作動力提升，更見接地，能使公司
內部資訊安全保護能力提升，因為導入 BYOD 後，使
得公司 IT 部門不得不因應期待來的各項潛在資安風
險，也使得員工必須了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此外，根據調查，在 2013 年，受調查的德國、
南韓、美國及澳洲的公司，82% 將允許其部份或是全
部的員工，能使用自己的行動裝置來幫助工作；而有
74% 的 IT 領導者相信 BYOD 可以幫助員工更有生產力，
並且平均每天為員工節省 57 分鐘。而有 58% 的受試員
工認為 BYOD 最主要的好處就是生產力的提升。
根據 Dell Quest software 針對 1500 名決策
者的調查，包含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
義大利、澳洲、新加坡、印度及中國，該調查發現，
對 於 BYOD， 受 試 者 皆 持 非 常 樂 觀 的 態 度， 超 過 四
分之三認為若員工清楚了解自己需求以及為何使用
BYOD，BYOD 可以帶來很大的效益；整體而言這項調
查可以發現四種使用 BYOD 所帶給員工的好處：有更
多的工作時間上的彈性、加速員工的創造力、加速創
新能力，及強化了組織團結合作。(Ng, 2013)
BYOD 幫助公司加快了在招募新員工時所需的時
間。行動裝置是一個人的用品，就像錢包一樣，對於
新進的員工，他們不需要再去熟悉公司所配發的裝
置，不需要重新學習如何使用，使用自己的裝置能使
他們減少適應新裝置的時間。趨勢科技在主要以公
司規模超過 500 人之 CEO 及 IT 主管為主的研究中，
發現 BYOD 在工作環境中，已經是無可避免的，員工
也較喜歡一個有導入 BYOD 的組織，且 CEO 對於 BYOD
通常較 IT 主管還來得熱烈。(Harris, 2012)
綜合上述的整理，BYOD 的正面影響是：
BYOD 被視為招募、續留員工的一個工具；BYOD
給予了組織一個有競爭力的優勢；BYOD 增加了創新
力、創造力、以及生產力；BYOD 能減少或是不影響
整體成本。

導入 BYOD，對組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導入 BYOD 對組織所帶來最大的隱憂，來自於所
有員工的行動裝置在無控管的情形下，皆有可能存取
使用公司的內部資料，在趨勢科技調查規模超過 500
人的公司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已遭受到資訊安全的侵
害。Shaun Smith － Xceed Group 的科技技術總監也
提到：「資訊安全的不足以及員工行動裝置的遺失，
皆會產生對公司隱憂。而公司增加消費性電子產品的
使用，同時也增加了各種威脅的風險，例如駭客及病
毒。」(Evans, 2013)
BYOD 的導入也將無法避免員工使用自己的行動
裝置，在工作時間中進行私人的活動，如流覽社群
網站，根據 FIND 的統計研究，91.8% 台灣的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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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使用或是加入社群網站，在組織中員工使用自己
裝置的同時，很難限制其行為能力，若是管理太過嚴
苛可能造成員工工作滿意度下降，更不可能只是因為
員工在瀏覽社群網站，就說他怠慢、生產力沒有提升
等。而員工的私人與工作內容的結合，也可能使得員
工生產力不能有效的提升，抑或造成員工將沒做完的
事情帶回家中作業，造成公司資料外流及員工私人時
間被壓縮。
根據調查，公司中裝置大約只占公司行動支出
(Mobile Spending) 的百分之十，其餘的百分之九十
公司支出用於語音資料、維護成本、建置人員成本、
以及管理軟體的支出，通常增加的原因在於員工自行
購買軟體而非透過公司及體採購。 (Wirthman, 2013)
另外，Aberdeen Group 的調查也發現，BYOD 不但沒讓
成本下降，反而使公司增加了 33% 的支出，一家公司
當他們採用 BYOD 之後，平均每年多出了十七萬美元。
就長遠來看，採用 BYOD 通常所需要花費的投資
成本相較沒採用的還要多，而這些成本來自於以下幾
點：(Kaneshige, 2012)
●公司失去大量採購的議價能力，語音資料費率提高
公司未採用 BYOD，向通訊業者購買大量的行動
裝置，能提高其議價能力，並透過大量採購，可獲得
較好的合約、更多的折扣與售後服務；相較於員工
BYOD 其語音資料費率可能相對的高，若公司有補貼政
策，這樣的費率差，就是公司所要承擔的額外支出。
●公司資訊安全及管理
公司採用 BYOD 後，IT 部門員工必須要將員工的
行動裝置一一輸入進資料庫進行管理。BYOD 也帶來
了多樣的不同規格的行動裝置，不僅追蹤困難，容易
產生 shadow IT 的情況，同時為了達到符合公司資料
保護的目的，又將產生其他的成本費用。導入 BYOD
也將使內部開發應用程式的成本提高，若公司想要擁
有完全的應用程式本土化，將依據不同的員工行動裝
置，投資不同的開發平台。
●員工裝置的維修問題對於 IT 部門的依賴性降低
BYOD 導入後，IT 不掌控公司員工的裝置及電信
資料，但還是擁有責任，去支持 BYOD 的員工，即便
是 IT 沒有任何額外的資源。產生的情況就是 BYOD
員工若有裝置上的維修問題，將自行去外面找相關的
維修客服，員工沒必要去找 IT，因為 IT 部門不是真
的擁有控制權在該裝置上，顯然，IT 的控制力降低，
若員工沒有辦法好好保護公司資料，那些維修客服端
的第三方將可輕易的取得裝置內的敏感資料，這將對
公司產生嚴重的損失。
●公司跨部門的協同合作
BYOD 的導入，需要公司內部跨部門的合作支持。
在 BYOD 導入後，當一個 BYOD 員工要辭職時，HR 與
IT 必須要迅速的搭起合作橋梁，來確保公司資料的
安全，然而，最麻煩的就是公司內有無數個派遣或
是臨時員工，人力去流頻繁造成控管容易出現問題，
可能造成公司的資料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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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BYOD 大調查

結語、導入 BYOD 成功要素

2014 年臺灣 BYOD 應用現況調查結果中，台灣近
4 成企業已經具備了 BYOD 的執行環境，以支援私人
手機的企業最多，但也有 25.5％的企業能夠支援私
人平板。而 BYOD 需要的 Wi-Fi 網路環境已經成為多
數企業基礎資訊建置的一環，只是建置規模和普及程
度各有不同，目前已有半數工作者能在辦公環境中全
面使用 Wi-Fi。以電子與通訊業、一般服務業和零售
流通業全面最積極提供 Wi-Fi。不過，企業仍對不同
內部應用採取不同的 BYOD 政策，與企業營運密切相
關的系統，或是機敏性高的應用，禁用 BYOD 的企業
高達 8 成。
企業樂意開放的應用以辦公事務相關或工作聯
繫需要的電子郵件、行事曆、內部通訊錄等為主。
BYOD 對企業最大的價值是提升員工的行動力和生產
力，遠高於節流型的效益，例如節省工時、減少裝置
採購成本等。願意採用的企業看重 BYOD 創造的價值，
更勝降低成本帶來的效益。
對員工而言，雖然桌上型 PC 和筆電仍是主要的
工作設備，但已有 6 成員工會使用私人手機處理公
務，不論是收發電子郵件，或查詢員工行事曆、公
務資料等，使用私人平板處理公務的人也有 3 成。不
過，只有 3 成工作者能獲得企業 IT 部門的支援，來
解決私人手機的問題，員工大多得自行處理。
目前只有半數企業擁有明確的 BYOD 的管理作
法，例如半數企業會建立相關管理辦法、也會訂定
員工 BYOD 行為準則。近 7 成企業則是要求員工安裝
特定資安軟體。不過，在員工私人裝置內，平均有
28％的資料是公務資料，有 15％的 App 是公務 App。
對還沒有建立 BYOD 管理作法的企業而言，這些公務
資料將成為企業資料控管的新盲點，也是企業忽視
BYOD 所看不到的隱藏風險。

BYOD 是未來趨勢，也是未來連結之標準，要成
功的導入 BYOD，企業的管理者可掌握下列幾點成功
要素：
1.Low-Touch 與自動化
BYOD 講求的就是所謂的方便、快速，所以必須
提供一個簡單的操作介面讓用戶能夠在沒有 IT 的支
援下，自助完成網路登入。
2. 安全、監控與稽核
BYOD 會帶來部份的資安問題，所以安全就成為
BYOD 很重要的議題之一，要成功的導入 BYOD，企業
要能夠作到稽核與監控，監視網路所進行一切活動，
早期發現，早期處置。
3. 不單是手機或筆電，而是所有設備
很多企業會把 BYOD 的範圍侷限在用戶的行動裝
置，但是事實上應該把公司網路上所有的設備都納入
BYOD 的範圍內，像是伺服器、雲資產等等。
4. 法規支持
為了能夠有效監控並管理網路上的一切活動，相
關法規的支持尤其是有關個資法和穩私權的部份，必
須能夠支援 BYOD，就變更很重要。
5. 使用者自律、倫理與道德
雖然企業為了成功導入 BYOD 會規劃並製定一系
列的管理措施，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希望用戶能夠
自律並遵守倫理道德的規範，有知覺的用戶，可以讓
企業導入 BYOD 事半工倍。
6. 災難復原與備援
如果真的很不幸，資安事件還是發生了，企業必
須有一套完整的災難復原與備援計劃，以有效將損害
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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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效防範法律風險模式選擇
Effective Prevention Options for Modes of Legal Risks of A Corporation

喻勝雲 Dr. Yu Sheng-Yun
南京大学法学博士 PhD, Nanjing University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Director of MicrofinanceLaw Research Center
微金融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Contract Researchfellow,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南京市律协律师行业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Vice Director, Nanjing Lawyer Association and Law
Industry Development Committee

一、公司法律服務認識的曲解
公司內部的治理結構，不管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除了具體部門設置有所區別之外，基本大差不
差，即如下結構：

從公司治理結構組織角度而言，法務部作為董事會下眾部門之
一，是正確的。公司在招聘法務人員時，主要是為法務部招聘人員。
法務部作為公司職能部門，和其他職能部門一樣，設置法務經理和法
務人員（規模較小的公司，則只設立法務人員）。
然而，法務部的工作內容，根據法律部門的劃分規則，則很難與
公司治理結構職能部門功能劃分一一對應起來。法律部門的劃分，是
根據法律調整對象進行劃分的，中國大陸法律體系主要有以下法律部
門，每一個法律部門當中還含有很多的子法律部門（例如民商法律部
門包含民法部門和商法部門，民法部門中主要有：物權法、合同法、
婚姻法、繼承法、知識產權法、侵權責任法等；商法部門中主要有：
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破產法等）：
因此，公司法務部的工作性質，如果理解為公司其他職能部門一
樣的性質，即只是公司眾多職能部門中的一個職能部門而已，則是對
公司法務部工作性質以及工作內容的完全曲解。實際上，公司法務部
工作性質以及工作內容，是全方位涵蓋的，其職能涉及內容，既包括
公司內部的所有行為，也包括公司外部的所有業務和非業務行為。
從工作內容角度而言，公司法務部的工作內容覆蓋範圍如下：
公司的法務工作，因為法律部門的劃分和公司治理結構職能的劃
分標準的不一致，導致了公司核心人員對公司法務部工作性質以及工
作內容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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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風險防範三種模式優劣的比較
法律風險防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公司直接招聘法務人員，組建法務部，法務部或者法務人員為公司提
供法律服務。二是聘請法律顧問，由法律顧問為公司提供法律服務。三是與律所合作，由律所綜合律師特長組
建律師團為公司提供法律服務。
法律風險防範三種模式優劣比較：
法務部模式

法律顧問模式

與律所合作模式

薪酬成本

相對較低（公司根據勞動法的規 比較適中（因律師知名度不一樣， 相對一般法律顧問較高，但是針
定以及公司的實際情況給付員工 顧問費也不一樣）
對知名度較高律師法律顧問，差
薪酬）
別不大

專業特色

沒有專業特色，法務人員在該公 根據公司聘請法律顧問時是否考 律所根據公司的不同需求，組建
司工作時間久了，有一定的專業 慮顧問律師的專業特色：考慮， 不同專業特色的律師服務，具有
特色
有專業特色；不考慮，則沒有專 很強的專業特色
業特色

工作效率

較低，因為法律調整對象的複雜
性，一個或者幾個法務人員很難
快速通曉相關法律知識並運用相
關法律知識

工作時間

有保障，作為公司員工，公司有 沒有保障，顧問律師根據其自己 有保障，律所有規章制度約束律
規章制度約束工作時間
的時間與顧問單位隨機約定
師的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比較固定，公司內部為員工提供 不固定，顧問律師在律所雖然有 比較固定，律所組建的非訴律師
工作地方
辦公室，但是因為經常出差，所 團在律所有固定的工作地方。根
以工作地點不固定
據特殊情況需要，律所可以向公
司派駐律師至專案結束

工作方式

根據公司內部的規定，確定工作 非常隨意，沒有比較固定的工作 根據律所內部的規定，確定工作
方式
方式
方式。律所可以銜接公司內部規
定的工作方式

工作便捷

便捷程度很高，作為公司員工， 便捷程度很低，公司只能與顧問 便捷程度略低於法務部模式，但
可以隨時聽從公司安排
律師提前約定，且顧問律師經常 辦公電子化解決了空間距離的不
違約
便

工作效用

較低，法務人員知識結構欠缺以 沒有效用，顧問律師因沒有對具 較高，律所律師的專業特長以及
及學習時間的不充分，導致工作 體法律問題的深入研究，很難提 律師團人員的專業特長互補，會
效用較低
出建設建議
使工作效用很高

風險防範

法律風險防範很低，法務人員單 法律風險防範很低，雖然顧問律 法律風險防範很高，律所組建的
一知識結構以及訴訟經驗缺乏， 師具有訴訟經驗，但因其缺乏對 律師團，優化了律所律師的各自
很難有效防範法律風險
具體非訴案件的具體研究，而導 特長，優化組合的律師團律師包
致法律風險防範很低
括訴訟律師

很低，因為法律顧問沒有時間為
某一顧問單位的非訴法律問題進
行研究，往往根據其經驗做常識
回答

很高，律所律師根據其專業特長
以及某領域經驗，可快速解決相
關法律問題，且團隊合作，可相
互取長補短

根據比較，公司法務部模式最大的弊端是很難招聘到合適的通曉全面法務的人才，全面負責公司所有的法
務工作。之所以這樣，其原因有二：一是在法務工作中，不存在全面通曉法務工作的人才；二是即使有通曉法
務工作的全才，也不可能去做一個公司的法務工作，即使願意去做，除非公司給法務工作人員（或者經理）給
付極高的工資，而這一點實踐中又幾乎很難做到。法律顧問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法律顧問很難有時間保證工作的
品質。“法務部模式 + 法律顧問模式”看似合理，但實踐中沒有起到整合之後應發生的效果。

三、法律風險防範三種模式的選擇
法律風險防範的模式主要是三種：法務部模式、法律顧問模式、與律所合作模式。從法律風險模式組合上
進行選擇法律風險防範模式主要有四種方式：
一是不選方式。即公司認為公司的行為沒有法律風險，不需要法律服務。這種情況是公司既不需要固定的
法務人員，也沒有必要聘請法律顧問。如果將來出現了法律問題，再諮詢或者聘請相關法律人士（包括律師）
來解決已經發生了的法律問題。在中國大陸，絕大部分公民和很大一部分公司選擇這種模式，這種模式也就是
法律術語中經常說的事後調整。
二是單一選擇模式。就是公司在法務部模式和法律顧問模式二者選擇其一，公司內部設置了法務部就不再
聘請法律顧問；公司聘請了法律顧問就不再設置法務部。
三是組合模式選擇。因為與律所合作模式是一種新型的模式，所以組合模式選擇其實就是法務部模式與法
律顧問模式的組合選擇，即公司既在公司內部設置法務部，同時又在外面聘請法律顧問。目前階段，絕大部分
公司選擇了組合模式選擇。
四是選擇與律所合作模式。因為與律所合作模式是一種新型的模式，而且這種模式對律師事務所的要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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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高，目前階段，較少有這種模式的選擇。
以上四種法律風險模式選擇上，普遍認為組合模式既避免了單一模式選擇的各自弊端，也優化組合了法務
部模式與法律顧問模式的各自優點，所以絕大部分公司選擇了這一模式。但是，實際運作的情況並非我們想想
的那麼理想。組合模式的運作實際情況是：公司法律風險的防範還是集中在公司內部的法務部上，外聘的法律
顧問根本就起不到作用。所以，很多公司抱怨，聘請了一個法律顧問，實質上是白養一個人。
正因如此，現在很多公司出於多種原因，逐漸願意選擇單一的法務部法律風險防範模式，即強化公司法務
部。強化法務部唯一路徑就是法務人員的強化。實踐中，公司強化法務人員，卻又碰到了很多難題，其中最主
要的難題是很難招聘到合適的人：公司滿意的法務人員不一定願意在公司做僅做一個法務人員；而願意在公司
做法務人員的，其能力又很難勝任公司法律風險防範的工作要求。其實，現實中僅靠公司內部設置法務部有效
防範法律風險，只有公司規模巨大或者政府部門才可以做到，因為規模巨大的公司在內部可以設置律師部，由
公司律師部的公司律師專門為其提供法律服務。根據中國大陸相關法律規定，公司內部設置律師部的，其實質
是在公司內部單獨設立了一個“律師事務所”，這個要求，一般公司是達不到法律規定的基本要求。政府部門
可以依靠法務部有效防範法律風險，是因為根據中國大陸的相關法律規定，可以聘用專職的“公職律師”，這
一點一般的公司也不具備相關的條件。所以，靠強化公司內部的法務部，對於非巨大的公司（即公司沒有能力
設置律師部的公司）而言都不具有可行性。
因此，有效防範法律風險的最佳模式是與律所合作模式。
與律所合作模式，能形成一種獨立的新型的法律風險防範模式，正是對法務部模式和法律顧問模式有機的
優化整合，這種模式才是真正的既避免了單一模式選擇的各自弊端，也優化組合了法務部模式與法律顧問模式
的各自優點。
與律所合作模式的操作程式如下：
1、公司設置其與律所合作的聯繫人，該聯繫人可以單獨為法務人員，也可以由行政部人員或者人力資源
部人員兼任，其主要工作是將公司的法律需求和要求傳達給律所，再將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務成果傳達
給公司。
2、律所設置其與公司合作的聯繫人，該聯繫人可以是律所律師團的負責人、也可以是律師團中的律師，
還可以單獨專門設置一個聯繫人。其主要工作是與公司的聯繫人進行工作對接。
3、律所根據公司的法律需求和律所律師的專業特長組建律師團。
4、律所聯繫人將公司的法律需求傳達給律師團負責人。
5、律師團負責人組織律師團成員完成公司的法律服務需求。
6、律師團負責人將法律服務的成果交與律所聯繫人。
7、律所聯繫人將法律服務的成果傳達給公司的聯繫人。
8、公司的聯繫人將律所的法律服務成果交與公司的主管人員簽字。
以上程式的流程如下圖：

與律所合作模式法律風險防範，比較其他選擇模式，其弊端是程式比較複雜，其優點是真正起到了法律風
險防範的作用，但同時也降低了公司法務部設置的成本。
* 喻勝雲，男，南京大學法學博士，北京市中銀（南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法律風險管理部主任、
新型法律業務研究中心主任、微金融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國際科學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特約
研究員。南京市律師協會工作委員會行業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參政議政會員會委員，業務委員會公司證券委員
會委員、金融委員會委員、清算並購重組委員會委員。聯繫電話：13913890720；郵箱：shengyun3618@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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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優良產業專題 2015 Outstanding Industry Research Project
報告題目

Report Title

自行車零件廠商品牌的可行性分析 - 以 X 公司為例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Brand of Bike Accessory Manufacturers
-Take Company X for an Example
指導教授：史習安 教授

學生：楊雅雯、李岳融、鄭志賢、洪瑞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背景

臺灣的代工製造能力向來世界聞名，廠商憑藉著優良

自行車零件眾多，且台灣自行車產業中，中小企業佔

的生產管理與技術，在全球製造供應鏈上佔有一席之地。

了 80% 以上。在一片自有品牌的聲浪中。自行車零配件廠

1992 年，施振榮提出「微笑曲線」觀點，指出企業惟

商如何建立品牌？行銷策略為何？建立自有品牌的效益評

有不斷往曲線兩端，附加價值高的的研發創新與品牌行銷
移動與定位，才能持續發展與永續經營，對於企業由 OEM/
ODM 轉型為 OBM 的研究課題也逐漸受到關注。

估？
本研究之 X 公司是自行車零件廠商之一。成立於 1970
年代，公司自設立以來即體認到研究發展及良好品質是公

自行車產業歷經多年發展，早年的以 OEM 為主的生產

司賴以生存之重要因素，故在成立之初即投入廣大資源於

模式，後因製造成本上升以及工場西進大陸的影響，利潤

研究發展，每年持續推出新產品，截至目前已擁有約 100

急速下降。在 1980 年自今，部分自行車業者開始採取 OEM

多項新產品專利，近年來更與外部研發機構共同開發關鍵

與自有品牌策略，除了原本的代工產業外，也開始發展自

性零組件，提高產品競爭力。唯在公司穩健成長的同時，

有品牌。

亦體認到品牌與行銷的重要。

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功案例首推 A-Team 的組成：藉由
上、中、下游垂直整合，提高整體自行車水平。自行車組
車廠，也紛紛推出自有品牌。如Giant, Merida, Dahon等。
不過世界經濟局勢變幻莫測，身為自行車零件廠商其
自身規模較小，客戶群體較特殊，不過經過多年得推廣，
現在已有許多知名自行車零件品牌。如自行車零配件廠的
龍頭日商禧瑪諾 (Shimano)，年營業額是自行車之冠。其
他變速器新秀 SRAM 及鍊條專家 KMC 和 FSA 等。

第二章 研究目的
目 前 X 公 司 已 1990 年 成 立 PROMAX 自 有 品 牌， 以
PROMAX 產品行銷全球，在國內外有廣大的使用者，並獲得
客戶高度之評價，在歐洲三大自行車集團旗下數十家組車
廠，於中價位以上車型皆搭配有 PROMAX 品牌之產品，而
美國各大品牌之自行車廠亦多採用 PROMAX 品牌之產品。
PROMAX 品牌定位以中、高階自行車產品為走向，在品

所以自創品牌如何從品牌知曉到品牌信任，是一個漫

牌推動上，我們由下至上，即以消費者、騎乘者的認同為

長的過程。台灣廠商較不習慣做品牌，也較少有做品牌實

出發點，並延伸至到自行車廠的採用，為品牌推廣策略，

務經驗，自有品牌廠商得到毛利可達到 2 位數，OEM 廠商

期許 PROMAX 品牌走向差異化及國際化。在品牌理念上，

毛利卻僅有 1 位數。不可否認的是，做品牌、尤其是全球

我們期望 PROMAX 品牌成為自行車集合之關鍵零件，藉著

性品牌仍有一段很長遠的路要走，因經營品牌有挑戰，如

運動行銷的強力推介，贊助國內外知名選手及國內外各大

何長期維護此品牌？品牌如何有效被消費者接受？都讓台

自行車競賽，並持續經由廣告媒體的報導及專業自行車雜

灣廠商猶疑是否跨入品牌領域的一個關鍵考量因素。

誌的推薦，冀望 PROMAX 品牌獲得消費者的使用與認同，

一個成功的品牌，最重要的是要有技術堅強的產品做
後盾，此外產品定位與市場行銷能力也是致勝的關鍵，整
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讓騎腳踏車的人從認識到
肯定這個品牌，才能算成功。

期使 PROMAX 品牌能建立是專業及極致的代名詞。因此
PROMAX 品牌的未來目標，追求專業持續創新，以提供最高
階之自行車零件品質、最獨特具創新之產品設計來滿足騎
乘者需求，並提供安全、健康與舒適的騎乘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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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25 年的經營，從目前工廠地的產品性質來看仍

時間，雖然銷售數量有下降，但是自行車的出口單價卻

以 OEM/ODM 為主，占比高達 90%，僅有 10% 生產自有品牌

從平均每台 379.96 美元升至每台 458.99 美元，漲幅達

(OBM) 產品，對比同期的自行車零件自有品牌 FSA(1993 年

20.8%。自行車銷售單價的提高，顯示台灣的自行車現在

創立品牌，其 OEM 僅占營業 2%，98% 為 OBM) 其在品牌行

的市場，其產品是走向高品質、高單價廠商開發及生產，

銷應仍有很大的推廣空間。

不再是單純以量為訴求重點
銷售數量(台） 金額（美元） 平均單價（美元）

本研究以 X 公司為例，研究自行車零件廠商的產業屬
2014年

3,750,395

1,721,407,055

458.99

2013年

3,827,032

1,724,598,236

450.64

第三章自行車產業現況分析

2012年

4,328,442

1,807,060,858

417.49

第一節 自行車零配件產品介紹

2011年

4,376,176

1,662,770,944

379.96

性，希望能找出一份可行的品牌行銷策略。

◆自行車零組件大約可區分為以下幾大類：

本研究整理 台灣自行車業輸出業同業工會
圖表 3

◆車架及車架組件

台灣地區自行車出口統計

第三節 產業特色（臺灣為例）

◆車輪組

臺灣自行車發展至今，具有以下幾個特色（參考自梁建

◆傳動系統

文，2005)

◆握把套／套帶

◆上中下游產業鏈緊密結合

◆附件

大類

零配件

車架，前叉，前叉豎管，管材，接頭及五通，
車架及車 前叉肩蓋，前後叉端，車頭碗組，五通主軸主
架組件
件，座桿及束子，鋼珠/鋼珠環，車架副件，
踏桿，避震器
車輪組

輪胎／內胎，鋼圈／插梢，鋼絲及銅（鐵／
鋁），花鼓，腳剎車，汽門嘴，塑膠輪，輪組

傳動系統

大齒盤及曲柄，鏈條，飛輪／鏈盤，變速裝
置，變速桿

自行車零配件業其分工相當完整，在生產製造上
幾乎每種零件配件具有其專業的製造廠商。在自行車
產業中，各個零配件廠各有專精，上下游廠商的關係
非常緊密。

座墊，腳踏，車手，小手把（附手把），握把
握把套／
套／套帶，豎管，煞車組，煞車塊／附件，導
套帶
管／導線，碟剎
附件

燈組／花鼓發電機，反光片，鏡，鈴，喇叭，
鏈蓋，齒盤蓋，鏈叉護片，擋泥板／泥除，停
車柱，打氣筒，電子錶，服飾......等
圖表 1 自行車零配件分類表（整理自：單車誌）

圖表 4 自行車產業關聯圖（施正成 2006)
◆屬裝配型產業
自行車業者將其分為車業和零件元件業，每一輛
自行車需由大量零元件組裝而成。
圖表 2 自行車結構圖 ( 資料來源：單車誌）

◆外銷導向產業
目前自行車的生產地集中在台灣及中國，供應全

第二節 自行車產業概況
第一項台灣自行車產業現況
根據台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工會（TBA）的資料。台
灣地區的自行車產業情形，自 2011 年至 2014 年四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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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自行車市場。
◆重視材料的開發和利用
自行車雖然是傳統產業，但是非常重視材料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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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與利用。在設計開發過程中，不但會考慮材料的輕

司在邁往品牌之路上能擁有更佳的學習曲線 , 企業體質

量化，還會考量安全牢固性。消費者能在自行者中找

為因應市場要作的改變很多時候只欠臨門一腳。

到鋁鎂合金、鈦合金、碳纖維等新材料的身影。
◆重視創意和潮流趨勢

而品牌的深耕必須是行銷推廣策略與產品定位兩者
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為了建立消費者更良好的品牌辨識

自行車產業是相當注重創意和跟進潮流趨勢的，

度，就現有的品項中找出或是重新開發 X 公司的核心產品

每一時期所流行的車種不斷變化，同時也需要結合各

項目為其首要條件，然後圍繞此產品加強其對終端市場的

項技術，不斷推出新車型或開創新功能，創造產品的

行銷宣傳，與使用者體驗等，並同時建立起良好的補修市

新需求。以捷安特為例，每 1 年都會推出新車型因應

場通路與售後服務網點，相信最終 X 公司能在廣大的全球

潮流。

自行車市場找出最適合的產品定位並且最有效的長期經營

◆深受世界經濟景氣迴圈和季節性的影響
春夏兩季是自行車的旺季，因此，自行車業者會
依照季節性來調節產量。
◆產品主要用途差異化
自行車的使用目的從代步、運輸、到休閒健身都
有。也因為使用角度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功能和消費
偏好，因此主要用途產生了差異化現像。
◆產品生命週期短

方式。

參考資料
1.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http://
www.tbnet.org.tw/
2. 陳淑美 (2012)。自行車產業國際品牌與通路之建構 - 以 T
公司為例。逢甲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3. 梁建文 (2005)。以消費者產品偏好調查探討市場分群與產
品屬性之關聯 - 以登山車為例。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業者為了爭取更多的國際訂單和符合消費市場的
需求，各業者都會不斷推出新車款或在零件上做變化。
如捷安特的咖啡車和胖胖車最近就引領了一股風潮。
◆從傳統製造業逐漸變為高科技產業
自行車早已從早期的代步工具，慢慢蛻變成精良
多變的自行車。產品的精細度也大為提升。

第四章 結論
在產業環境快速變遷和產業外移至中國大陸現遭遇政
策改變 , 勞動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之下 , X 公司想要在破
局而出 , 提高自身產品附加價值 , 克服成本節節升高的
趨勢 , 相信一條建立品牌知名度的路是勢在必行。
雖然在舖墊的過程非一朝一夕 , 一定會遭遇許多阻
礙 , 如在代工 OEM, ODM 與主打本身 OBM 品牌之間在生產
資源分配上必須重新再去尋求一個平衡 , 這也意味著可能
或是稍有不慎的情況下 , 長久累積的 OEM 大客戶訂單將會
受到影響而流失。雖然 X 公司處的產業鏈位置或許不如身
處終端消費者市場的公司要來的有利 , 但是在業界有客
戶與同業的成功案例為參考 , 當初 Giant 在半被迫的情
況下選擇踏上品牌之路時雖然也與當時合作的 Schwinn 自
行車分道揚鑣 , 但是在水到渠成的那一刻卻也享受到豐
盛的果食 , 甚至於還取得了如美國第一 IBD 品牌 , Trek
的合作契機 , 加上 X 公司自身所累積的一些基礎讓 X 公

楊雅雯

李岳融

鄭志賢

洪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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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Title

資訊流與產銷平衡之研究－（以捷安特內銷為案例）
Study of Information Flow and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Sales----- (Case
study of Domestic Sale of Giant)
指導教授：史習安 教授

學生：周銘恩、易裕清、趙漢昌、李琴、彭朋

摘要

培育並催生了不少抗擊市場風險能力及核心競爭力強的企業

本研究探討自行車產業在中國面對全球及本土眾多品牌

和品牌。像捷安特 ( 本研究對象 )、中華等，他們在市場佔

在市場競爭之下，如何藉由市場銷售資訊的快速回饋與產銷

有率、品牌影響力及顧客滿意度等方面走在了同行的前面。

結合及平衡，而提升對市場需求與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而

“十二五”期間，中國城市化率，特別是中西部城市化率將

取得市場先機與佔有率。

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將進一步增加。自行車、電動自行車

中國有著“生產大國”、“消費大國”、“出口大國”

仍有較大的市場需求。隨著全社會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三項桂冠，但中國自行車行業卻出現了連續多年的 “產大於

推進節能減排，加強生態保護；積極宣導低碳經濟、綠色出

銷、供大於求、盲目發展、低價競爭”的不正常發展。希望

行，許多交通發達國家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紛紛興

藉由市場端如何找出區隔化與差異化創造市場競爭優勢，並

建自行車專用道，營造低碳生活方式；康體健身的需要也促

提昇品牌知名度與佔有率。

使了高端自行車的開發，對自行車行業的復興產生了積極的

藉由工廠端的 JIT 系統 (Just In Time) 運作、銷售與工

推動作用。自行車以其低成本的交通方式、綠色健康的發展

廠的資訊流、產品開發系統的資訊流…. 等的文獻收集與探

潮流得到消費者的青睞，有著巨大的市場發展空間。所以那

討，來了解案例公司在這些運作與架構上的方式，相對來解

家公司或品牌能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通路與製造提供上快速反

析本次所研究的案例，工廠與協力廠商如何透過系統來備料，

應，誰就能取得先機與佔有率，將可使公司持續成長以及迅

供應鏈的運作方式、透過工廠現有數據，了解到庫存與 Loss

速壯大經營規模，為公司創造更高的價值。

order 的情況、與銷售部門訪談了解銷售預測以及銷售數據

第二節

的運作，經由這些方向研究與解析來做出結論與建議，提供
目前在工廠端與銷售端之資訊流與產銷平衡有何問題需改善
及可再更精進，來迎合市場的快速變化與需求的供應。
關鍵詞：自行車產業、JIT、資訊流、 供應鏈、Loss
order、銷售預測、產銷平衡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自行車產業格局發生了很
大變化，其製造中心，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逐
步由歐美發達國家轉移到亞洲日本和臺灣地區，並正在向中
國大轉移。截至 2008 年世界自行車生產主要集中在亞洲、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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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自行車產品款式的生命週期約 2 ～ 3 年，在面對市場的
迅息萬變，往往產品在市場上的銷售已減緩，但工廠卻還是
在加緊趕工生產，因資訊流傳遞的反應太慢，造成趕工出來
的產品已是錯過市場銷售期，造成無效的庫存或會演變成滯
銷車，間而造成經銷商的抱怨，市場需求的車沒有，市場不
需要的車卻一堆，在庫存積壓與財務資金方面都會造成很大
的壓力，所以在強大的市場變動中要如何滿足工廠與銷售端
上下游的連結與快速反應，如何利用有效的資訊流呈現出優
良的經營績效與反應速度，生產滿足銷量，預測等於銷量，
銷量等於計劃，則是本研究所探討之動機。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洲以及美洲，約有 65 個國家和地區生產自行車。 改革開放

本研究主要是討論如何藉由有效的訊息流來確保資訊正

以來，中國自行車行業通過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際先進

確完整，讓庫存降低及 Loss order 減少，利用企業本身的競

技術和裝備，在生產技術、工藝、產品品質及自動化生產程

爭優勢創造出獨有的市場銷售營運模式。本研究在確保捷安

度等方面有了明顯地提高。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自行車生

特在中國市場的銷售概況目前所遇到的瓶頸與問題能被有效

產、消費和出口大國。在激烈的競爭中，自行車行業的生產

的改善，針對工廠與銷售端通路商的資訊流如何做有效的連

和市場流向更適應市場經濟的區域和廠家，並形成了天津、

結，使市場的需求與車種的銷售狀態做快速分析，使工廠可

上海、江蘇、浙江和廣東等大生產基地。經過市場的洗禮，

連結市場需求進行快速反應，能快速轉換生產線生產符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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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需求的車種，研究中以個案公司為例探討該公司如何在迅

特電子商務整合中心 )，做為訂單處理及指示交貨的平台，

息萬變市場中營造競爭優勢，展現出優異的績效表現。

下表圖示為其系統流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EC 平台系統流程圖

本研究所選定的案例公司為台灣上市公司，在自行車產
業己超過四十餘年，且在全球設有工廠及分公司，經歷全球
自行車產業的起起伏伏，在產品的完整和市場的通路上建構
出完整的經驗，在透過創新及品牌的建立 ( 目前有 GIANT、
MOMENTM、LIV) 後經營愈加穩定及成熟，在全球自行車通路產
業中有絶對的代表性，研究範圍主要以其在中國市場的自行
車工廠與銷售通路商為主要研究範圍，因本研究為屬於個案
的研究，有其研究的限制，主要研究限制為 :
1. 並未將捷安特國外市場銷售及工廠列入完整的比較，主要
以中國市場銷售及工廠做為本次研究範圍。
2. 研究並歸納本研究公司在既有通路面臨之挑戰及問題。

第五節

2-1-2. 工廠端物料下單及交貨運作與掌控方式

工廠物料供應流程

研究架構流程

本研究主要透過對個案公司捷安特自行車對工廠及行銷
通路的了解，如何運用資訊流的整合策略，利用其企業競爭
優勢而呈現出優異的公司績效，成為全球領先的製造與銷售
通路的公司，本研究將整理蒐集有關資料，透過對案例公司
經銷商的訪談及歸納整理，找出如何利用資訊流與工廠端的
連結而有效的執行產與銷平衡，研究架構流程請參閱圖。

研究架構流程

2-1-2-1. 兩天店面推動狀況

兩天店面推動實績圖

2-1-2-2. 長 L/T 物料監控

長 L/T 物料進料時點圖

第二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工廠與協力廠商如何透過系統來備料
2-1-1. 工廠與協力廠商物料供應流程
捷安特工廠與協力廠商物料備料供應是採 EC 平台 ( 捷安

禧瑪諾 ( 國外 ) 35/37 計劃 :4 週確認裝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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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瑪諾 ( 國內 ) 計劃 / 物計 :3 週確認發貨信息

場變化，由 CW 採取安全存量管理補充生產，所以市場
需求變化，工廠需依需求變化，依產品類別做快速應

長 L/T 物料控管及操作流程
(1) 週一 Download

長 LT 周管控表 確認上周下單變動狀況

(2) 週一 ~ 週三調整第 9 周訂單（整台份）

對生產和庫存調度。
2、安全庫存設定與管理上結合各車種銷售預測，經由行

(3) 週四 ~ 週五等待回復交期

銷之整合成為具體“銷售計畫”，當巿場銷售端之 POS

(4) 下週一更新回復交期

資訊顯示某車種需補貨，隨時由 CW 備貨發送，快速滿

(5) 修正 21 天內訂單需及時通知生管並修改交期

足市場需求。

2-1-2-3.

1-1-10 運作

定義：每 1 天下 1 次訂單，交期為第 10 天。
作業規範： 1. 裝配料看板展在第 10 天
2. 標紙看板展在第 8 天
3. 焊接料看板展在第 6 天
紀律： 1. 1-1-10 訂單開立後，不可更改交期或取消
2. 新零件首批依確認日期 1-1-10 為准
3. 預測準確度提升，下降車種提前管控

3、新產品上線生產日期不可一變再變 ，需確保如何達到
準時開發完成與上線，所以需藉由同步工程展開與 PDM
的開發進度來列管。

第三章、研究發現
第一節 企業案例背景分析
3-1-1. 公司現況
案例公司臺灣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自行車

4. 膠框交貨及嘜頭 E 化

生產及行銷最具規模的公司之一，其網路橫跨五大洲，五十

備註：以上時間均為工作天

餘個國家，公司遍佈中國大陸、美國、英國、德國、法國、
日本、韓國、澳洲、加拿大、荷蘭等地，掌握著超過 1 萬多

捷安特主要透過 EC 平台 ( 捷安特電子商務整合中心 )，

個銷售通路。捷安特以 40 多年生產各類自行車的專業經驗，

做為訂單處理及指示交貨的平台，做為工廠端與協力廠商供

將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模式以及行銷全球的成功理念，精

應端之連結與備料供應，捷安特工廠內運作 (1) 兩天店面運

心打造每一個零部件，並使得每一個消費者都能夠感受到捷

作備料、(2) 長 L/T 物料監控及操作 ( 如禧瑪諾物料 )、(3)

安特的人性服務。捷安特正在創造中國自行車文化的新世紀，

1-1-10 運作，以這運作系統及體系來做為工廠及供應商的供

並與每個人共同分享生活的喜悅，因為堅信 : 生活可以更美

料運作，經過這些運作工廠也可做到倉庫物料不堆積，可快

好。捷安特目前在中國有 4 座自行車製造工廠，30 多家一級

速因應市場需求做調整及應變與供貨。

經銷商，3000 多家銷售網點 ( 車店 )，中國內銷市場佔有率

第二節 找出影響產品信息的關鍵因素

約 10%。

2-2-1. 影響產品資訊的關鍵因素

捷安特在中國的現有運作發展策略 :

(1) 公司內、外部不對等溝通，資訊不通暢。
(2) 公司內、外部對接層次關係不明。
(3) 公司內、外部資訊傳遞遭遇專業壁壘。
(4) 公司內、外部資訊傳遞出現失真，無法秉持資訊傳
遞明確簡潔。
(5) 公司結構開放程度受限，忽略消費者體驗和競爭環境。
(6) 資訊管道堵塞，無法實現上通下達。
2-2-1. 影響產品信息

1、捷安特在中國的銷售市占率發展 : 由傳統的通勤低步
工具，發展成休閒健身時尚的象征。
2、產銷佈局 - 在地化生產 ( 協同開發 , 資源整合 )：捷
安特產銷策略是深根于當地，協同開發，供應資源進
行整合，產銷合一，全方位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3、捷安特為應對中國市場的發展，捷安特這幾十年來一
直在各方面做實力的延伸，包括研發創新設計、提升
製造的實力、成立 G-TEAM( 捷安特協力促進會 )，花了

本案例公司是以 sBTS 為主軸，協同開發、資材，生產、

大量精力與二十七家的廠商進行配合，提升製造實力、

倉庫、銷售，成為跨部門之功能別小組，經由這些工程別的

緊密配合、強化企業的體質等各個方面進行協同合作。

合作與配合 , 建立可快速滿足市場需求之系統與體系。但產
品如在這些串連上有個別異常或 delay，而在資訊流上傳遞
上不及時，就會造成市場需求與上市或供應的不及時，間而
影響整體銷售計劃及產銷的不平衡。所以 BTS 運作是一影響
關鍵，並需由如下這些展開，來降低影響與快速反應 :
1、工廠端與市場端以 e 化連結，產生互動，快速應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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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透過工廠現有數據，了解到庫存與 Loss
order 的情況
3-2-1. 工廠倉庫入倉準時率
捷安特工廠目前會對入倉準時率狀況及 Loss order 狀況
做列管與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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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倉準時率狀況圖

以上入倉準時率平均高達 42.2%，工廠端在產品依計劃與需
求準時入倉的達成率來講相對的低，主要影響準時入倉的因
素有供應商來貨品質不良，供應商交貨落後不及時，工廠內
車架生產落後，未按計劃準時產出。Loss order 每月數據也
呈現不穩定狀態，如 4 月份 Loss order 又攀升到 6.3%，主要
影響因素有品質不良，生產落後，銷售端的預測影響。由這
些數據可了解到工廠端與銷售端的生產與銷售預測會受工廠
生產的穩定度及銷售端預測的準確性，而影響整體供給的順
暢度與及時性，這會造成整體產銷的失衡與不平準。
3-3-2. 銷售預測以及銷售數據的運作
經由與經銷商的訪談發現，對於市場的銷售預測，有大部

1503 Loss Order 狀況圖

份是取決於對市場的銷售經驗值來定銷售預測，取決於目前市
場對那一區間的價格帶需求比較高，以及依區間的銷售數據，
由此來定這區間的車種銷售預測。如下表為目前銷售計劃所用
的銷售預測表單範例，由表單內來看，目前還是會依銷售經驗
值及暢銷車種的銷售數據來填銷售預測。但捷安特目前在銷售
計劃工廠端與市場端主力推動 e 化的資訊流運作，如下介紹 :

銷售預測計劃表圖

1504 Loss Order 狀況圖

3-3-3. 工廠端與銷售端之連結運作
3-3-3-1. 銷售情報返饋 , 快速生產 , 快速供貨，利用 CYC
pos/Axpta/RXPOS/ 中央倉庫管理 ...。
1、工廠與市場以 e 化連結，產生互動，快速應對市場變化，
平常不依訂單生產，由 CW 採取安全存量管理。

2014 年及 2015 年 Loss Sale 數據比較圖

2、安全庫存設定及管理：各 SBU 提出之各車種銷售預測，經
由行銷之整合成為具體“銷售計畫”，當巿場銷售之 POS 資
訊須補貨，隨時由 CW 備貨發送。

捷安特 POS 运作流程圖

本研究經由以上數據來分析，發現工廠端在入倉準時率
平均只有 39.27%，在 3 天內入倉準時率只有 18.52%，在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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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sBTS 供應連結

供應鏈、製造、銷售、資訊流的改善，並通過豐田生產方式
(TPS) 的改善，且捷安特本身獨特的 sBTS 供應連結系統，使產

sBTS 供應流程圖

銷系統流程實現了及時化的供應能力，這對傳統製造業研究與
解決產銷平衡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參考模式，對其他行業也
有借鑒的意義。

第二節 建議
中國已是自行車重要的生產基地，也是自行車需求消費的
大本營，業者為數眾多，相互競爭激烈，本文藉由分析捷安特
的的發展現況與在資訊流與產銷平衡上的建構與改善，確保在
中國市場上可搶得先機與快速反應市場需求，但由於在整理層
面上，還是有數個面向可在提升與完善，供後續研究與再持續
1、如果行銷計畫定單過於樂觀，CW 中央倉庫之庫存會增多，
生產就會根據庫存調節生產進度，而行銷供應鏈可由各地
區“共用庫存”東方不亮西方亮，彈性調用庫存減輕過多
之壓力。

改善 :
1. 銷售公司的預測越準確 , 工廠供貨準時性就會越好 , 銷售
公司缺貨或高庫存現象就會越少 , 呆滯品也會越低。
2. 製造端工廠訂單均衡穩定且產銷平衡 , 生產才易穩定 , 也

2、當店堂急需供貨，甚至危急安全庫存量，因有 POS 銷售之
數位 e 化同步作業，CW 大部屋可掌握己在通路上之數字，
調節生產定單，行銷可隨時發貨因應巿場，不失商機。

才能更及時提供銷售公司需要的產品。
3. 供應廠商如能在在及時化與品質穩定面做提升與供應 , 中
心廠生產就能更穩定 , 也才能及時提供銷售端產品，銷售
就更有保障與贏得市場銷售先機。
4. 產品開發與技術層面做提升，工程人員可快速整合資源完

第四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成產品設計，達到 JIT 的要求。5. 工廠需再著手於入倉準

第一節 結論

時率的提升與 Loss Order 降低，才能再提升產銷平衡的穩

本研究經由以上了解與分析，此研究案例捷安特公司經過

定度。

幾十年的改善，其中在工廠端製造面積極推動豐田生產方式
(TPS)，並主要由 JIT(Just In Time) 改善展開，並進入自動化
的改善階段，創造補充生產模式來因應市場的快速供應。協力
廠商供應鏈由 EC 平台 ( 捷安特電子商務整合中心 ) 串連，做
為訂單處理及指示交貨的平台，大大提升資訊傳遞的及時性
與正確性。產品開發藉由 PDM 的進度管理與同步工程的展開推
動，提供產品的快速開發與準時上市，確保市場端的銷售時
機。工廠端與銷售端藉由 CYC pos/Axpta/RXPOS 系統達成資訊

參考文獻
韓孟哲 (2015)。半導體零件通路商之企業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advantage) 與公司績效表現的探討 ----- 以某
半導體通路商為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論文，
台南市。
大野義男、江瑞坤 (2014)。精實現場管理 : 豐田生產方
式資深顧問親授 40 年現場管理實務。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
心，臺北市。

流的快速傳遞，並藉由 sBTS 供應連結的推動與展開，來做為
市場銷售、工廠生產、中央庫存量的調節，確保需求產品類別
快速供應，降低呆滯產品庫存的產生，為此系統的一大特色。
經由本案例研究工廠端與銷售端建立良好的 e 化資訊流串聯與
溝通指示，將可以達到快速反應需求與達到產銷平衡，且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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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王」達整整四年的航空公司。

全 球 知 名 的 麥 肯 鍚 公 司， 稱 目 前 為「 人 才 爭 奪 戰 」（the war for

◆在繁忙機場的誤點、塞機的嚴重情況下，擁有最高完航指數。

talent）的時代。在新經濟時代中，企業面臨的現實情況是：資本充裕、全球

◆機隊最年輕、安全記錄最好，被譽為「全世界最安全的航空公司」。

化競爭、新觀念因不斷推陳出新而顯得廉價，以及人才流動頻繁。要在這種環

◆成為各航空公司競相學習、仿效的對象。

境下求生存，就看企業找不找得到頂尖的人才。有人才就是贏家！傑出的人力

◆締造航空業界的民主。

資源開發與管理不僅對企業建立競爭優勢，而且對企業維持競爭優勢都具有重

◆創造「西南航空效應」，使其進入的市場之票價平均降幅為 65% 與載客

要價值。企業要想與競爭對手拉開差距，保持持續快速成長，最佳的策略就是

量增加至少 30%

構築自身的人力資源競爭力。
人力資源已經成為“第一資源”，無論是成本領先戰略，還是差異化戰略，
人力資源都是企業戰略與競爭優勢之間的橋樑。人力資源管理是指在管理組織
中有關的人力資源之一切事務，以獲得、維持、終止、發展和有效運用組織中
的人力資源，來實現組織目標的一連串過程。
而要成為企業中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其條件應具備四個條件
（1）能為公司創造價值
（2）不可模仿性
（3）不可替代性
（4）稀少性
人力資源即是符合此四個條件的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
人力資源是一項戰略性投資，員工的技能、知識和能力已經成為企業可
以使用的最為獨特並能更新的資源。公司發展戰略在人力資源規劃的總體指導
下，通過各職能模塊和諧統一地有效運作。許多成功公司的共同點是︰建立一
套企業價值，激發員工隱藏的能力，使其成為競爭者無法模仿的優勢。西南航
空（Southwest Airline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西南航空 -- 成功若是這麼簡

第二章 個案研究問題

一、西南航空競爭策略
1. 西南航空的競爭優勢是什麼呢？它成功的關鍵原因是什麼呢？而西南航空又
是如何利用這些優勢來賺錢呢？

單，為什麼別人就是學不來？

第一章 美國西南航空介紹
西南航空創始於 1971 年，最初的飛行航線僅限於美國德州的休士頓、達
拉斯與聖安東尼奧三個城市間，航程各約一小時，當時這三個城市的經濟和人
口都成長迅速，而且彼此間距離也很遙遠，開車和坐巴士都不方便。成立時市
場上已有布蘭尼夫航空、環德航空及大陸航空等大型航空公司存在，因這個市
場已趨飽和，所以遭受到大陸航空以長期法律訴訟來阻礙西南航空的發展，
使得西南航空幾乎破產。到至今西南航空的成功展現在許多的數據與評論中
（Freiberg，1998），例如：
◆名列財星雜誌 1999 年 1 月號的「全美一百家最值得效力的企業」中的
第四名。
◆自 1973 年創立以來為業界唯一年年都賺錢的航空公司，平均年獲利率
為 5%。
◆自 1978 年美國開放航空公司自由競爭以來，在同業不斷倒閉、破產及
聲請重整時，其業績在五年內仍成長 133%，每年成長在 20~30% 之間。
◆資產負債表保守，史坦普債信評等機構評為 A-，為美國航空業最佳者。
◆股價表現優異，自 1990 年以來漲升 300%。
◆在每一條航線上幾乎都開出最低廉的票價，造成票價越來越便宜的最大
動力。
◆在其航線上，通常都佔有至少六成以上的市場。
◆每名員工平均每年服務2400名旅客，是美國航空業界最有生產力的團隊。
◆員工流動率年平均為 4.5%，是美國航空業界最低者。
◆在各航空公司經歷各項危機為求減低成本而裁員時，西南航空從未採取
裁員。
◆航空業界唯一贏得最少延遲、最少顧客抱怨、行李處理出錯最少的「三

經營策略
西南航空的低票價、密集班次的策略及傳奇性的服務，使西南航空的業
績、獲利在穩定中逐年成長，成為今天美國乘客服務評等最高、最賺錢的大型
航空公司。並達成企業核心策略—「十分鐘轉頭起飛」的目標。
要提高公司獲利的方法，不外增加收入與降低成本。基於這個觀念，西南
航空選擇飛航的地點，大多是位於鄰近大都會地區但尚未充份利用的機場，例
如達拉斯的 Love Field、休士頓的 Hobby、奧克蘭的聖荷西（San Jose）等。
另外西南航空採取低票價、多班次的方式來增加旅客的載運量。有別與其
他航空公司因為不同艙位票價不一，必須仰賴電腦程式協助設計，使公司航班
收入最大化的訂價策略，西南航空只有兩種票價，一是不分頭等或經濟艙的一
般票價，另一則為離峰時段的票價。西南還試圖讓同一州內的票價能夠統一。
提供員工愉快的工作環境，高度的團隊精神，激勵員工在維持服務品質下降低
成本，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

競爭優勢
西南航空提供了顧客快捷而舒適的“空中巴士”，在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同
時還保持優質服務。低票价、可靠的服务、高频度和顺便的航班、舒适的客舱、
了不起的旅行经历、一流的常旅客项目、顺利的候机楼登机流程、以及友善的
客户服务。在 32 個機場運營，每日提供的航班量超過 3，000 班來滿足顧客不
同時間上的需求。

成功關鍵原因
成本結構
短程飛航服務因為起降次數頻繁，在登機門上下旅客的次數與時間較多，
營運成本自然要比提供長途飛航服務為高。在這種情況下，誰能提供成本最
低的短程服務，誰就佔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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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知能專區
西南航空不劃位，採先到先上制。登機前一小時開始報到，報到手續完
成後，每位旅客會拿到一張可重覆使用的塑膠登機證，上面只有 1 至 137 的
序號。然後乘客以每三十人為一組，號碼較小的旅客先登機。減少登機時間，
也省了飛機滯留機場的費用。
西南航空主要提供的是短程飛航服務，為了簡化作業，西南航空在飛行
中不提供餐點服務，只有供應飲料與花生。較長一點的旅程，則多提供餅干
之類的點心。
飛機迅速歸航，利用鄰近都會區較不擁塞的機場搭載旅客，提高了西南

括制定策略、人才資產整合、企業文化再造、組織設計及重整、管理制度建立
等，都要落實執行，並非輕而易舉，一下子就成功。
5. 西南航空的成功是源自於 Herb Kellehera 嗎？
西南航空的成功應該源自於 Herb Kelleher 及他所創建的團隊。
1.Kellehe 的傑出的領導能力，創建西南航空的組織文化，能夠讓員工付出
一切努力為他工作，他那種會與機師在一家酒吧待到淩晨四點，一直到
找出問題為止，然後更正一切錯誤的精神帶動提高團隊員工的生產力。

航空飛機在空中飛行的時數，提高設備利用價值。另一方面，西南航空採用

2. 西南航空的成功來自於團隊員工的生產力，例如成本降低優勢源自於它了

單一機型（737）提供服務，也大大降低了維修與訓練的成本。作為波音公司

不起的員工生產力，當飛機降落時，它們只花 15 分鐘即可讓飛機再起飛，

的主力客戶，使對方瞭解自己的需求與希望改進之處，例如走道設計、座位

而聯合航空與美國大陸航空平均需花 35 分鐘。西南航空的登機門通常是

設計，使旅客上下飛機的時間更節省，機組員在清理、上下必須用品時更流

由一位地勤及六名以內的機務人員所管理，不像其他航空公司通常都是

暢，這也會使飛機轉頭起飛所需時間能盡量縮短。

由 3 名地勤和 12 名機務人員負責；它的飛行員要比其他航空公司的飛行

服務品質

員花更多的時間在空中飛行，年薪還比其他航空公司低。

通常，便宜意味着不完美。西南航空虽然不提供热的食物或奇特的航空

3. 美西南航在提高員工工作績效方面非常注重組織文化建設的作用，希望能

俱乐部，但公司的顾客服务理念却无人能及——便宜但不降低对顾客的服务

促使員工建立與企業發展目標相一致的價值觀、假定、信念和行為規範，

质量。

讓員工自覺地發揮工作潛能，投入到促進公司發展的目標中去，例如說
美西南航的組織文化以下的幾個特點：強調公司“員工第一”的價值觀、
鼓勵創新、公司的合作精神等，通過建立一整套機制來推行、維持和發展
組織文化形成公司健全的規章制度和高效的管理團隊，使美西南航能夠
在激烈的航空市場競爭中能夠始終保持高昂的士氣和領先的競爭地位（即
便是在 9 － 11 的不利背景下仍能保持贏利），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
司組織文化建設所帶來的員工凝聚力。
6. 西南航空遇到的競爭威脅有多嚴重 ? 西南航空可以在全美或北美複製他們成

西南航空的理念：員工第一、顧客第二、股東第三，建立了一個愛與信
任的團隊，使得員工對工作態度懷有熱誠並轉化為無與倫比的旅客服務品質
及口碑。
員工滿意度提升了客戶滿意度，而顧客滿意度又使得公司賺得超額利潤，
進而又使得員工的滿意度又提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2. 西南航空所憑藉競爭優勢的基礎是什麼呢？

企業真正的競爭實力
西南航空競爭優勢背後的功臣，則非西南航空飛航團隊驚人的生產力與團
隊精神莫屬了。西南航空班機從抵達目的地機場，開放登機門上下旅客，至關

功的營運模式 ? 為何 ?
一、目前西南航空所遇的競爭威脅如下：
1. 由於航空景氣不好，各航空公司的效仿及降價競爭。
2. 內部員工的處理，如員工工作的時間長且長期，加上其他公司的薪資提
高挖人就會可能類似像其他航空公司一樣，員工流動等問題。
3. 公司的規模不斷的擴大，人員管理上的跟進問題，例如接班人培訓的問
題等。
4. 服務的方式需進一步的改進，不然其他航空公司不斷改進超越。
二、西南航空可以在全美或北美複製他們成功的營運模式，可能性不大：

上登機門再度準備起飛間的作業時間，平均為十五分鐘。為了在短時間內完成

1. 本來西南航空的機隊並不多，如果參與長程飛行，則航班必定會減少。

換班歸航工作，西南的飛行機組人員，不論是空服員或飛行員，大家一起協助

2. 如果西南航空提供長程服務，則長程勢必提供餐點、轉機服務、行李托

清理飛機，或是在登機門處協助旅客上下飛機。而一樣的作業內容，大陸航空

運等服務，反而會增加西南航空的成本，而且也會與其他航空公司沒有

與聯合航空則平均需要三十五分鐘才能完成。
西南航空內部有三項基本的企業價值。第一、工作應該是愉快的，可以盡

差異。
3. 硬體及人員的不足，無法與大型航空公司抗衡，反而造成品質不好。

情享受；第二、工作是重要的，但可別把它搞砸了；第三、人是很重要的，每

4. 企業流程會變成更為複雜，則無法像過去有彈性且迅速的回應顧客需求。

個人都應受到尊重對待。這三項價值觀使西南航空成為「以人為先」的企業。

5. 西南航空能夠清楚知道公司的利基市場，不買巨無霸，不飛國際航班，

凱勒赫曾經表示：「無形資產是競爭對手最難剽竊的東西，因此我最關心

不跟大航空公司硬碰硬，如果提供長程航班就會與大航空公司正面競爭。

的就是員工的團隊精神、企業的文化與價值，因為一旦喪失了這些無形資產，

西南航空的政策是比較保守，堅持短程航線的優勢，這也是西南航空能夠

也就斷送了可貴的競爭優勢。」

成功的重要因素及特色，若擴長程航班或增加航班，各項跟不上，不一定能成功。

3. 西南航空是如何產生這些競爭優勢的呢 ? 又如何維持這些競爭優勢 ?

第三章 結論

西南航空在經營上先確定了『人力資源』是航空產業的最重要競爭優勢所
在，所以會盡全力去尋求最適合組織的員工，並吸納工會成為夥伴，以求人力
的供應穩定，並創造使員工不願輕易離去的優良環境。

一個企業的創新是很重要的，不容易被仿效也是一個重點。西南航空
以其獨特的市場定位及品牌形象，成功的打進了航空業市場。航空業的產業

人性最需要的便是受到尊重、受到關懷及保障員工的生存權利，所以，企

特性為固定成本高，變動成本相對而言較低，而一般廠商的做法，是將這巨

業能夠瞭解員工真正的需求所在，才能有效的留才，例如西南航空允許犯錯且

大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也是一般機票價格如此昂貴的原因之一，西

容許犯錯者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在九０年代波斯灣戰爭的困境下，911 事件的

南航空以其獨特的市場定位及企業形象，堅持壓低價格的定價策略，成功的

發生，仍堅持不裁員、實施員工分紅入股措施使員工的利益與公司結合在一起、

打進了航空業市場。讓競爭對手，看的到但是學不到 !

表達對員工個人才幹和人格的尊重、充分授權員工做應該做的事等等，都使員
工緊密連結，有如大家庭的企業文化更使員工不願離去，如此，人力資源便成
為企業的競爭優勢，而企業的成功必然會更容易達到。
4. 西南航空的競爭優勢很難以模仿嗎 ? 能長時間維持嗎 ?
西南航空的核心競爭力是不容易被模仿的就算分工方式相同，也不見得會
讓效仿者完全的成功，因為其中包含「人」的不同，人的精神、理念是無法全
盤仿效的，再加上西南航空的高階主管對員工的極度支持，更是其他航空公司
無法加以仿效的部分。一個成功的創新商業模式，是環環相扣的，這中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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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與空中巴士天空爭奪戰
AirFightBetween the Boeing Company and Air buses
班級：第五屆 東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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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黃恆獎 教授 學生：宋安浩、林鴻祺、鄭閎元、廖靜修
一、波音簡介

員工人數： 57，000+

公司名稱：波音航空航太公司

母公司： 歐洲宇航防務集團（EADS）

外文名稱：The Boeing Company

子公司：空中巴士軍事公司（Airbus Military

總部地點：美國芝加哥市

空中客車公司作為一個歐洲航空公司的聯合企業，其創

成立時間：1916 年 7 月 15 日創建，1917 年 5 月 9 日改名波音

建的初衷是為了同波音和麥道那樣的美國公司競爭。空中客

經營範圍：民機製造，軍火製造，空間開發

車公司雖然在其它機型上都有與波音公司競爭的機型，但只

公司性質：公開上市

有在大型遠端民用運輸機這個市場上一直是一個空白。

年營業額：664 億美元（2007 年）

空中客車公司於 1990 年代早期開始超大型客機的研發

員工數：160，500 多人（2010 年）

計畫。2000 年 12 月，歐洲空中客車集團的要主要持股者——

四大主業務部門：金融公司、民用飛機集團、聯接公司、綜

歐洲航太國防集團與英國航太集團共同宣佈，通過投資 88

合國防系統
波音公司是全球航空航太業的領袖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民用和軍用機製造商。此外，波音公司設計並製造旋翼飛
機、電子和防護系統、導彈、衛星、發射裝置、以及先進的

億歐元的 A3XX 計畫，並將名稱改為“A380”。當時已經有 6
家航空公司預定共 55 架 A380 。
A380 於 2001 年初正式定型，第一架 A380 出廠時計畫的
開發成本已升至 110 億歐元。

資訊和通訊系統。作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主要服務提供
者，波音公司運營著太空梭和國際空間站。
波音公司還提供眾多軍用和民用航線支援服務，客戶分
佈在全球 90 多個國家。就銷售額而言，波音公司是美國最
大的出口商之一。多年來，波音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民用飛
機製造商。隨著 1997 年波音與麥道的合併，波音在民用飛
機領域的傳統優勢因麥道系列飛機的加入而進一步加強，也
使合併後的波音在民用航空領域擁有了 70 年的領先歷史。
波音現有的主要民機產品包括 717、737、747、757、
767、777 系列飛機和波音公務機。新產品研發的重點是波音
7E7，其效率極高，此機型於 2008 年投入運營。全球現役的
波音民用飛機接近 13000 架，約占全球機隊總量的 75%。波
音民用航空服務部通過一流的全天候技術支持幫助用戶保持

三、問題討論

飛機的最佳使用狀態，同時為全球使用者提供一整套具有國

1、空中巴士在 A-350 與 A-380 產品計畫中，犯下哪些
關鍵性錯誤 ?

際水準的工程、改裝、物流和資。

◆低估波音 787 機型的高效率

二、空中巴士簡介

◆忽視客戶關心的焦點

公司名稱： 空中巴士

◆人事上的明爭暗鬥

外文名稱： Airbus
總部地點： 法國、土魯斯

高層與經理人間的政治角力與權力鬥爭
◆公司未投資新軟體

成立時間： 1970 年

各國團隊使用不同的設計軟體，導致安裝 A-380 機艙

經營範圍： 民航客機

複雜纜線系統時的延誤。

公司性質： 股份公司航天公司
年營業額： 331 億歐元（2011 年）

◆溝通問題
賦予各個製造地自主權，缺乏整合，導致製造活動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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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哪些因素促成了波音 787 夢幻客機的成功？
◆ A-380 的預計生產時程與成本出現落差
◆融合航程、運輸力與經濟性
◆組織靈活、超強研發團隊
◆重視客戶與市場的反應
採用最新式引擎和強化纖維作為飛機的材料

3、試評估波音外包夢幻客機關鍵部份製造活動的計畫。
◆波音的目的很明確：在 787 專案上，除了自己的工廠
以外，波音只面對全球 23 個一級供應商，核心供應商
數量與過去相比大為減少。波音可以把最大的權力和
最小的風險把握在自己手中。
◆改變了供應鏈結構

波音 787 的停飛
1 月 16 日，一架全日空波音 787 飛機因為鋰電池問題
而機艙冒出濃煙，儘管沒有人員傷亡，但美國聯邦航空局
（FAA）發佈緊急適航指令，隨後波音宣佈全球 787 停飛。
其實鋰電池事件只是壓倒 787 的最後一根稻草，核心問題
是 787 專案所帶來的管理創新摒棄了波音傳統的‘工程師文

波音賦予了一級供應商前所未有的設計開發、生產許

化’，導致波音的重點由技術轉向了市場，從而不得不為自

可權以及項目責任，讓波音與他們形成了一個相互聯

己的錯誤決策而埋單。以往的專案模式中，波音自己做研發

交錯的網路。

設計，提交設計要求後由廠家生產。而在 787 專案上，波音

◆改變交付過程

讓廠家共同研發設計，即所謂的“收益共用、風險公擔”。

供應商不僅要完成所承擔的部件和系統的生產，還要
完成相關部件的綜合和系統的集成，然後再把一個組
裝件交給波音公司。

這樣做的好處對於波音顯而易見：省事、投入快、研
發成本低、週期短。從 2004 年啟動，到 2007 年正式下線，
787 成為波音史上完工最快的機型。有數據稱，在波音 787
項目上波音縮短了 33% 的時間，且節省了 50% 的研發費用。
目前，波音的當務之急是安撫它的航空公司客戶。對於那些
停運 787 的航空公司來說，向波音索要賠償顯得順理成章。
而飛機還沒有交付的航空公司，則已經開始左右搖擺。造成
這樣結果的原因就是：過於強調市場，忽視了以往的文化和
技術。

波音 V.S 空中巴士的比較

宋安浩
60

林鴻祺

鄭閎元

廖靜修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新 華 衛 全 球 校 友 聯 盟 2015

報告題目 Report Title

不同的企業環境需要不同的做法來對應以持續成長
Adaptive Approachesfor different enterprise environmentsto Maintain continuous growth
班級：第三屆 廈門班
課程：Assignment Management-Contemporary Concept and Case Study 作業管理－當代觀念與個案研討
指導教授：陳光辰 教授 學生：陳慧娟、陳俊仁、陳志瑋、何冀杰
緒論
《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 – 1882）論述生物進化的重要著作，出版於 1859 年 11 月 24 日。該書大概
是 19 世紀最具爭議的著作，其中的觀點大多數為當今的科學界普遍接受。在該書中，達爾文首次提出了進化論的觀點。他使用自己在 1830 年代環球科學考察中積累
的資料，達爾文試圖證明物種的演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天擇）和人工選擇（人擇）的方式實現的。
「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s，nor the most intelligent，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並不是那些最強壯的，也不是那些最聰明的，而是那些對變化作出反應敏捷的。-- 達爾文
「萬物在我們所謂的存在當中，唯一”不變”的定理，就是”一切都會變”」隨著日復一日的工作、生活，看看圍繞著自已的家庭、
社會、環境變化，尤其是在大陸工作數年，大家總是在說，計畫總跟不上變化。而大家從不停止的去改變計畫，來追隨無止盡的變化。
因為所有人事物就如同達爾文所論述物競天擇的在「競」，而讓天（也就是環境）來「擇」。適者生存，而生存是大家的本能，也是經
由學習、失敗、改善、而吸收經驗來反覆的讓自已在環境當中能提升。

原有的管理方法 V.S 新的管理做法
企業環境在改變，我們應該從觀念開始起步，以永無止盡的改善，去更新制度、技術、方法，以求得更好的結果和現象。

原有的做法
小額現金費用無論金額大小，都要由冀傑來審批。
每日例行會議約15分鐘，各部門發表不主動，只提突發、較緊急的。
高殘值廢料（銅、錫），每袋/箱裝滿繳庫 3~5天做一次。
對員工提出的創新想法，有執行但是沒有落實跟蹤和獎勵。
餐廳員工宿舍，因為認為是底層員工，所以在佈置上比較簡單。
對於公司物業租賃被動，導致沒有辦法及時再出租或要提到最高的租金。
經過討論的工作進度表，時常都會因為所以而有變動，準確度不夠。
主管每天只有到現場一、二次。
被動式等待客戶
對於教育訓練，目前員工參加教育訓練的意願不高。
交期拖延，客戶下單至出貨，供應商交貨不及

今後應有的不同的做法
變更審批權限，逐級審核至財務長
（每月上限2000元）
訂定每日生產目標、追蹤昨日產出、業績報告、檢驗情況
每日繳庫，一天一次
提案整理並表格化後每季度可以做題案評比再做獎勵。
讓員工有更好的環境，加強宿舍管理及舒適度，讓他們有更高的工作意願。
物業詳細表格化，並在租賃期到之前3個月就事先瞭解市場行情。
強化預測能力，使用預測能力訓練表。
增加到內場的次數，並增加對基層員工的互動。
主動尋找客戶+投入市場做市調。蒐集客戶資訊，評估產品方向，符合使廠需求，
再行開發!
技能檢定制度引進，專業能力到哪裡，薪資程度就到哪裡
建立供應商評鑑制度，擇優錄取

因應企業環境的新管理方法詳細說明

原有的做法：

小額現金費用審核

急的突發事件，如出貨不及、客訴、品質問題或其他管理部門各自發生尚無處

各部門有要事報告時，於會上提出，並當下討論解決問題，一般都屬較緊

以往舉凡公司裡非資金計畫裡的、非生產用材料、臨時性發生的現金費用，

理的事務。優點是會議內容簡短省時，充分感受到管理者「救火」的充實感與

例如臨時產生的快遞費、車旅費用、辦公室水電配件、招待客人的茶水…等等。

責任心。缺點是各部門只在緊急時提出問題，一般都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來

平時不易產生，一般較難預估，金額也相對其他可預估費用較小的。

挽救、平撫其他對應單位的事，平時無針對自已部門做簡報，使各部門間對應

原有的做法：

冷淡，彼此間不瞭解亦無法得知各部門間對公司做了那些事。

無論金額多寡，都要由我做最後級別的審核，優點是在費用發生前能決定

新的做法：

該費用是否要支付，亦可更加掌握公司每一筆細節支出，缺點是審核工作瑣碎，

各部門開始針對自已部門做工作簡報，如業務課主動報告昨日訂單處理情

無設代理人。

況，及業績完成率 ; 品保課報告產品檢驗數和良品率對比…等等，讓彼此瞭解

新的做法：

公司當天生產目標、追蹤昨天生產情況，出貨業績及品質檢驗等情況，完善每

經過 2 年的時間的觀察，此費用每個月變化較小，金額也較小，於是我將
訂定每月總額二千元人民幣內的小額現金費用，由財務長做最後級別的審核，

日會議記錄，讓各部門間破除互不關心的心態。同時也對公司的生產、品質、
業績甚至人事部門，設備課，倉儲課等工作事項有所瞭解。

每日按平時現金日報表體現出來，我仍會查核現金日報，同時，開始將該費用

此時，會議記錄的內容便更加具參考性，若按照舊有做法，會議記錄各部

分門別類讓採購者不做現金交易，月結或數批一結。再降低小額現金費用的限

門大多空白，僅有日期及少數會議內容登載，便已失去其記錄及後續追蹤、改

額，漸漸改善至多數費用「可預估」。再來，設立「雜支零用金」現金支出表，

善的效果了。

每季度由財務長評估零用金支出明細，再降低零用金金額。

結果

結果

原先的會議似乎不叫會議，沒有議題，變成每天上午 11 時要去集合點名似
在實行的過程中，竟然發現，沒有「不可預估」的費用，連不可預估的費用，

的例行工作，若能在簡短的時間內，讓所有部門互通資訊，甚至互相督導，配

我都可以用「其他臨時費用」或「小額零用金」來預估。而且限額可以再降低。

合每週每個部門輪流演講勵志故事，分享指定讀書心得，強迫各部門報告改善

簽核審批的工作也少下來了。

提案…等等。會是我接下來想要加入的。

每日例會事項

高殘值廢料集中

我司於每日上午 11 點於會議室召開每日例行會議，由各部門課長級以上人

公司部分作業人員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銅線、錫渣等下腳廢料，每日下班

員參與，於會議時會報工作事務，費時十至十五分鐘。並將會議時所提出的內

由員工自行倒入指定分類回收箱中，定期或定量組長再繳入廢品倉，並讓倉儲

容與解決方法，及其負責人員做出記錄。

課人員登記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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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做法：

該巡查的地方能夠真正的做到應為每小時都有人在檢查。主管能被員工尊

組長不定時等待銅錫等下腳廢料滿袋滿箱時，再進行繳庫入帳。依生產情

重應為真的有在做事造成部門生產順利效能提高工資提高。和底層員工多互動

況依經驗而言，繳庫時間短則 3 天入一次庫，繳庫時間長時就 5 天入一次庫。

能夠瞭解他們的每天的工作心態。看他們的精神狀態和他們跟深一層的瞭解，

優點是三至五天做一次，相較每天都繳庫而言是省時。缺點是無法得知當天是

進入他們的生活比如說他們家庭有問題能夠和公司申請幫助，舉辦慰問家訪。

否繳入過多或過少，而批量繳庫時常因滿袋（箱）負重，往往要費較多力量搬

儘量説明員工的需要讓員工感覺公司對他們的重視讓他們能夠用心用力的工

運，及處理偶而發生袋漏箱破的情形。

作。幫助工廠提升產量讓員工以工廠為榮，回家有成就每天開開心心的上班，

新的做法：

開開心心的回家去。

改為每日繳庫，繳庫登記數據時，可每日比對以往每日的數據，做為參考
比較之用，今日是否繳交比平時較少，平日與假日加班是否會有差異 ? 當天產
能的變化或不良率的變化，是否與廢料的多寡有關 ? 爾後經由這些參考資料，
思考能否再節省節餘。組長改為每天都要搬運，雖整體搬運時間變長，但重量
負擔輕了許多，也不需顧慮因容納過滿而發生包裝破漏的事。新的改變，最主
要還是看重在每日記錄的參考性。
結果
廢料的收集一直都是公司很關注的事，因為廢料回收處理的殘值，能讓公
司獲得收入，然而卻沒有想到降低材料成本比增加廢料收入還要更重要，從事
後（收集後）處理來下手的話，不如可推回到事中（生產時）處理，生產時能

教育訓練
原有的做法：
員工參加教育訓練的意願不高
新的做法：
技能檢定制度引進，專業能力到哪裡，薪資程度就到哪裡
因公司設廠地點較偏僻，人員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有的人家裡還要種田種
菜，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司的事務上 ! 在廠內推行技能檢定制度，專業技能
的提升，對公司、員工皆是兩方得利。簡單地說，就是以金錢為出發點，吸引
員工多參與公司舉辦之教育訓練。

發現數量的增減，再立即對應，就有二種結果，一是回收率提高，二是浪費率
減少。這是現在能做且要做的事，下一步會往事前（設計）處理進行改善，將
生產時所造成的材料浪費降低。其實源頭還是要將浪費減至最少，零廢料就是
零浪費的一環，接近理想 5S 的一小步，才是企業永續經營的一大步。

提案制度落實
原有的做法：
因為環境是不停的在變化，所以董事長要求每個部門每個星期都要提出一
個對公司有利的創新想法。一開始各個部門熱絡度不高，而且對提出的想法雖
然有有執行，但是沒有實際上的落實跟蹤和獎勵。而有落實的提案，也不一定
每個員工都會熱議的配合，例如下班後拔插頭，有些員工會認為比較麻煩，或
可能會忘記。
新的做法：
管理階層應該很重視每星期的提案人及提案，將每條提案詳細的記錄並追
蹤實行效果，而且必須起到帶頭作用，因為如果員工提出的建議，主管自己不
落實，那員工更不會配合。
年終舉行提案比賽，讓員工投票評審年度最佳提案。評審的內容也很重
要，不能只是形式上的評選最佳提案。可以評選最具創意、最具實行力以及最
佳效果。最佳創意獎的用意是讓員工有榮譽感，所以他們在思考提議時就會比
較謹慎，也會比較細心的去觀察公司，真正去發掘對公司有價值的提議。最佳
執行力獎跟最佳效益獎讓大家就會互相督促及提醒提案的實施效果，而不是只
是提出來而已。這樣的方式會讓大家都有參與感，而不是只是形式上的評審。
這樣才會真正有效的提議。而最佳效益獎可以落實每個提案的效益，例如拔插
頭、隨手關燈等節能的提案，就必須對比實施前跟實施後的電費，這樣才能真
正的達到提案的目的，要不然就是做個樣式而已。
公司的提案改善不論大小，最重要的不是員工的配合度，而是主管階級的
配合度，因為如果只是表面上配合董事長，做和形式上的應付，員工也就會跟
著敷衍。所以最重要的還是主管階級在任何提案給予員工的陪伴與關懷。

交期拖延
原有的做法：
客戶下單至出貨，供應商交貨不及
新的做法：
建立供應商評鑑制度，擇優錄取
從客戶下單至出貨，時間推延太長，癥結點出於供應商的出貨速度緩慢，
導致整體產品出貨進度嚴重落後。於是提出供應商評鑑制度的施行辦法。此制
度的目的，為使採購的原物料，能夠滿足公司生產的經營要求，貨比三家，以
達到物美價廉，降低公司生產經營成本。務必使供應商瞭解到買方市場的重要
性，使其瞭解消費者導向的意義。

客戶端業務行為
原有的做法：
被動式等待客戶
新的做法：
主動尋找客戶 + 投入市場做市調。蒐集客戶資訊，評估產品方向，符合市
場需求，再行開發 !
在市場景氣下滑之前，公司設備與訂單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飽和狀態。在
景氣開始逐步下滑時，訂單縮減，公司設備開始出現閒置狀況，無對應的配套
方案，導致公司成長下滑。為瞭解決此一情況，必須在景氣仍是正成長之時，
就進行改善方案的推行。
從公司相關生產項目、技術、客戶群，進行研究探討。主動積極的去做市
場調查部分，開發、行銷自我產品，使公司成長業務不至於被客戶訂單所影響。

結論
台塑經營之道，王永慶常說：“企業有今天的成長和業績，95% 來自內部
管理的改善”。只有持續的改善以及永無止境的改善才能使企業在多變的環境
中生存，而且獲利：日行一善，止於盡善。

雲端幹部
原有的做法：
主管階級平時一天下現場 2 次，早會和晚會基本上也不會到定點部位查看

參考資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74.htm

所以沒有辦法用心瞭解巡查崗位工作是否完成。例如度料的及時處理，減速劑

http：//www.xznu.edu.cn/s/1/t/1207/cb/64/info52068.htm

和滾筒潤滑油的定時添加。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E%E

新的做法：

F%D6%D6%C6%F0%D4%B4&in=13261

經理級別要多次到現場巡查，可以每個小時巡查一個車間，全場有 6 個車
間，每個部門經理巡查先從別的區域開始，然後最後一個才是自己車間。這樣
便可以瞭解不同車間的運作方式以及瞭解不同部門員工想法。比如說自己的車
間出了問題原因找不出可能到了另一個地方能夠看得到，或者是諮訊其他部門
員工。
經理級別多到現場主要能夠幫助得是哪些工廠有沒有變化或者是跟新，如
果沒下現場也不會知道崗位工有沒有做到崗位工作為什麼產量減少或設備故障
等問題。沒有經常和員工溝通也不知道他們的心裡話。工人才是工廠最好的老
師，因為他們每天面對的就是一樣的設備，主管看的是面可是工人看的是點，
所以有時候和他們諮詢可能就能夠給我們答案。車間人員安排要合理，工人－
副班長－副主任－主任－副經理－經理－這樣安排最主要是給員工們權利能夠
互相監督沒有辦法偷懶應為一成一成的考察沒有人先被看不起或被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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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爾洗衣機
Haier Washing Machine
班級：第三屆 廈門班
課程：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客戶關係管理
指導教授：蔣筱欽 教授 學生：余建勳、蔡惠馨、孫嘉隆
前言：
海爾家電在中國大陸成立於 1984 年的中國山東青島，產品
顏色主要專注於白色，所以在家電產品市場有白色家電第一品
牌的美名，全球有 29 個製造基地，八個綜合研究開發中心，19

目標，預見了未來的趨勢，企業內部的員工工作就會有熱情，
對於企業的成長，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員工更能深切體認
自己本身的價值。

個海外貿易公司，全球員工超過 7 萬人。近幾年企業每年營業

（二）組織的前瞻性

額均有高幅度的成長，據相關新聞報導，在 2012 年的年營業額

1. 製造需求：在上海地區，龍蝦料理是一道非常美味的食物，

約在 1600 餘億元人民幣，品牌價值逐年往上，連續 10 年蟬連

不只因為它好吃，還具有滋補養生的功效，飲食料理的消費

中國大陸最有價值品牌的榜首。2008 年的北京奧運，海爾是唯

者都有很多的習性，在秋天的季節都會喜歡吃熱量食物，好

一白色家電的贊助商。

來因應度過寒冷的冬天，每到龍蝦盛產的季節，大大小小的

海爾家電在製造商品的同時，還積極的擴充於社會功益責

餐廳食客絡繹不絕，業績長紅。小龍蝦的培育過程非常不容

任，援助建立 145 所希望小學，製作 212 集的科教動畫片《海

易，從幼蝦到成蝦約需經過一年的時間方可捕撈上市，由於

爾兄弟》於全國的中小學教學使用。海爾在產品品牌經營不只

龍蝦的養殖地區是在池塘、低窪地，龍蝦的外殼都會附著一

要創造第一名牌，最重要的是要能快速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

層泥土，還有龍蝦的外殼非常的堅硬，清洗過程異常麻煩，

企業需要的是大規模的定制，而非大規模製造，創造可連續的

浪費了許多人力與物力，增加了餐廳的成本負擔。

競爭優勢。

2. 受到肯定：海爾集團看到龍蝦料理餐廳工作人員清洗龍蝦的
過程中太繁瑣，馬上體認到了商機，認為這是一個具有發展

（一）開創賣方市場、製造買方需求
1. 改造市場：消費市場的產品就像是一顆風向球，每天都會有
不同的變化，人類永遠難以捉摸認定它接下來會往哪個方下
吹，但是不管它會有多大的變化，不管球轉的多麼的快速，
市場的變化再大，人類始終能夠保持著不能服輸的心情。時
代在變，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同時在變，消費者所需要的東西
也會很大的不同，企業在製造商品時候不再是以迎合市場的
需求製造產品，而是要去做別人還沒做的東西，並且要想辦
法做出能夠在市場上快速的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因為在瞬息
萬變的時代，企業必須要創造出比別人有先進的技術，還要
有創新的理念，才能夠在變化迅速的市場繼續生存。
2. 研討策略：透過企業內部探討研究專案，無論是高階主管或
是中階主管大家要開會腦力激盪出創新理念，當然這不能只
是紙上談兵，而是要有效率的去落實，因為一家企業要成長，
必須要有嚴謹的法則，如果企業沒有確實執行，那這家公司
的未來肯定是沒有希望的。再討論的過程之中，各單位主管
要適時的提出自己認為最有參考值的想法，然後所有人員的

潛力的市場需求，經過內部商討研發，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開
發出一款只要把小龍蝦倒進一體成型的滾筒裡，小龍蝦就能
夠輕易的在幾分鐘內清洗完成的『龍蝦清洗機』，洗滌效果
非常好，又省時省力，並且在價格定位上不會太高，有效的
滿足了各大小餐廳的需求，節省許多清洗龍蝦的使用時間，
海爾集團再推出這款洗蝦機之後，在家電市場也獲得了消費
者對於該品牌的肯定效用。
3. 創造利潤：海爾在家電市場的品牌經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
當發現到冬、夏兩季消費顧客在洗衣機的使用方法有異常的
第一時間，便會派員前往處理問題癥結，清楚的了解到原來
夏天的時候衣服穿得少，而冬天衣服會穿得多，洗衣量的不
同，在使用上常會造成家庭的浪費，公司馬上研發推出容量
比較小的洗衣機，當小容量的洗衣機在市面上銷售時，便立
即性的解決客戶在洗衣的需求，馬上就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在短短幾年的時間，熱銷幾百萬台，不只替公司創造很大的
利潤，也替公司帶來了極大的品牌價值與優勢。

問題之中抽絲剝繭的在深入討論出對於公司在日後的經營會

（三）創新理念、價值實現

有更正面的成長。

1. 願景：企業要成功，上至領導人下至員工，都需要有共同的

3. 預見未來趨勢：同事之間要互相鼓舞，靠一個人的力量要做

理念，那就是【願景】願景能使公司上下呈現正面的心態，

大事很困難，“雁行理論”的效應，當一隻雁子獨自飛行的

在眼前是一片光明美好的未來，而願景必須是共同的，共同

時候速度很緩慢，只能有 100 公里，當一大群雁子並行飛行

的願景就是組織成員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是景象，對於經營

時，可以靠同伴的相互牽引，飛行速度快速提升到 170 公里。

者未來需有的成功機會，會越來越好。願景不是短時間之內

企業在推算政策目標的同時，“雁行理論”值得作為有效的

會很容易完成，需要靠時間累積經驗，海爾集團在製造家電

榜樣。藉由群眾力量組成團隊架構設計。當團體有了共同的

產品秉持一個信念，就是要做出最好的產品給客戶使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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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蝦機的開發，洗衣機的變革，到電冰箱的啟發，他們始終

這二年的時間若有發生故障的現象產生，消費者聯繫商家前

有願景就是不只是要賣產品給消費者，而是要替客戶解決所

來處理，若是商家對於這個步驟沒有重視不積極處理，在消

有的困難。

費者心中會埋下不好的基因，店家日後很難使消費者再次光

2. 變革：面對市場競爭的壓力，經營環境變化很大，企業有必

臨購買商品的慾望。

須要做出組織變革管理，首先是成果和速度的關係，變革過
程必須追求階段改革的效果，需要建立在相應的體制，改革

（五）組織團隊、共創雙贏契機

是要把不好的體制淘汰，而重新注入優良的理念，這對於企

1. 實現共好：大小企業都有組織，組織形成一個團隊，是由一

業的成長是有絕對的助益。變革不只限於在內部做管理，人

群人構成的，組織的定義在於和諧、協調，要有共同的目標，

也要跟著變，而不只是變，還要有心靈成長，具備了這些的

對於內部產品管理模式、成品經營模式，在協調定律上會有

元素，很輕易的可以在客戶關係方面做重新的管理，要有以

契合，最好的組織，許多事情必然都會經過優良組織文化統

客為尊的思維與轉型的方案，時常電話關注客戶需求，與顧

合規範實現成果。企業組織好不好，組織領導人組織能力具

客共舞，要主動出擊，而不是等著客戶下訂單，再說聲謝謝，

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領導人必須傳承公司的文化，做對的

歡迎下次光臨。

事情及良好的態度，能和部屬共同討論、共同研商做到尊重

3. 創新價值：在二三十年前的時代，企業都會有錯誤的觀念，
只要有專業的技術，因為具有專業技術就能夠在市場撐起一

與信任，還要做到能將企業的成就和部屬共同分享，企業要
誠信經營，需要有變通、創新的團隊精神。

片天，經驗技術更是可以吃一輩子的好手段，但是對於這個

2. 創造價值：全世界的都市人口密度集中，形成民眾在居住環

競爭瞬息萬變的社會，唯有具備創新的理念才能夠在各行業

境的間空間越來越狹小，家庭的擺設所選擇的需求總是希望

生存，要有創新的思維，創新的技術，創新的卓越基礎才能

能夠選擇到適合家庭空間的產品，海爾集團開發了小型的冰

夠立足。創新的卓越建立於心目中，只要具備有前瞻性的心

箱，而且在市場上銷售量非常好，因為房子小，所以家裡的

靈眼光，自然能夠體會其中的奧秘，海爾家電通過現代競爭

小冰箱可以當作桌子使用。顧客是理性的，但卻沒有最忠誠

激烈的一個新理念，不是單純提高產品的技術競爭力，創新

的顧客，海爾集團總是能在顧客最需要甚麼產品的時候就開

價值不是用金錢多寡來衡量的，而是通過為顧客創造更多的

發、生產產品給顧客，當顧客還不清楚自己需要甚麼產品的

價值來爭取顧客。

同時，海爾家電已經為顧客準備好了於市面銷售，所謂「市

（四）研發多樣化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
1. 產品設計：很多大企業在內部都會設立研發部門，這個部門

場行銷不是賣，而是買」，創造海爾集團在顧客心中的價值。

（六）結語：

年度預算佔有極大的比例，因為設計新產品攸關著企業的未

企業對於社會是一種責任，製造任何產品都必須本著良心

來發展，企業要成長，當務之急就是必須要注入新的產品，

事業，始終都必須要有正面思考的理念，做產品不是要賺取暴

優良的產品能適時的抓住本行業現在與未來的價值成長，同

利，而是要實際經營，做全方面的佈局。

時能夠在產業界創造出極大的商機。企業要開創新的市場，

市場很競爭，但還是有很多機會，端看個人如何去創造商

要時時刻刻在新產品做同步激發成長，不要只是在原地踏步，

機，東西要好，必須要付出高成本，這是不變的定律。企業在

所謂沒有進步就是退步，這是不變的定律，而新產品也不能

開拓市場的當務之急，對於產品設計是重點，有好的產品，開

只是新產品，還要創造沒有競爭對手的的競爭，創造獨一獨

創新的市場，不要在原地踏步，同時要注入新的技術和品牌。

二的市場。

與客戶保持良好的關係，售後服務一定要做好，的服務能夠提

2. 組織設計：組織的文化是企業內部人員衍生而來的，藉由群

升顧客的忠誠度，為自己創造更大的優勢。

眾的力量組成團隊架構，有共同的理想 . 共同的目標，而企
業的價值觀，關鍵在於；主管對於自己公司的員工要能夠給
予尊重和信任，因為給予尊重和信任的鼓勵更能激發員工在
工作表現散發熱情。員工的熱情要有實質的獎勵，發放現金
應該是最立即看到效果的實例，員工沒有耐心，獎勵金要在
短時間執行，要在當月發放，不要等到年終的時候在執行，
提升員工的素質可以透過教育訓練，養成良好的習慣，主管
要創造屬下的文化價值觀，要時常舉辦文化演講，在這點不
是在短時間即可豎立，態度決定了一切。
3. 迅速服務：在早期的時代，消費者購買一件商品，對於售後
服務要求並沒有很嚴格要求，但是現在社會不一樣了，消費
者購買商品意識強烈，對於售後的服務品質非常重視，因為
滿足顧客的需求，這關係著往後顧客會不會再回來購買佔有
極大的因素，有高品質的服務，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大環境繼
續求生存。一般來說，當顧客在某家 3C 商店購買了一架電視
機，通常一部電視機都會有二年保固期，代表這部電視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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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HIMANO 公司所生產之主要產品為例，針
對該公司在中國大陸的市場現況來分析
Analysis with the Examples of SHIMANOCompany’s products and its current condi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班級：第二屆 捷安特專班
課程：Industrial Economics ： Analysis of Game and Competition 產業經濟學：賽局與競爭分析
指導教授：翁永和 教授 學生：康文昌、陳柏佑、邱太能、賴彥宏、李政祐
（一）該產業最主要的產品為何？
Shimano 目前全球有的營運項目有
1) 腳踏車變速器系統 ( 佔總營業額 90%)
2) 釣魚用具 ( 佔總營業額 9.5%)
3) 其他相關配件 (EX：腳踏車衣物，競賽艇踏板等….) ( 佔總營業額 0.5%)
Shimano 主要的營運項目則是腳踏車變速系統。
（二）該產業最主要的產品為例，分別從「廠商家數多寡」以及以該產業最
主要的產品為例，分別針對「廠商進入該產業的障礙及程度」以及「廠
商對產品的價格控制能力」，來分析該產業的現況。
目前主要的變速器供應商分別是
1) 日本的 Shimano，
2) 義大利的 Campanolo( 台灣車友稱 Campy)，
3) 美國的 Sram.
其主力產品如下表所示之：
廠商進入該產業的障礙及程度的要因有以下三點：

（四）分析該產業的市場需求現況？
中國市場每年市場自行車需求約為 2，500 萬輛，但主要的用途 90%~95%
皆屬於代步用不需變速器的低階自行車，因中國收人每年逐漸攀升，使
得用於休閒需求的高階自行車需求逐漸增加，預計未來針對需要變速器
的高階自行車將會佔中國自行車總數的 20% 以上，依照這個數字，變速
器在中國的需求量將具有極大的市場潛力。
（五）該產業主要供給廠商為何？市佔率各為何？
目前依中國主要供應商及市佔率分佈如下：
1) 日本的 Shimano 市佔率：70%
2) 中國其他品牌市佔率：22%
3) 美國的 Sram 市佔率：3%
4) 國外其他品牌市佔率：5%
（六）從競爭或賽局的觀點，並別在「短期」與「長期」的情況下，分析該
產業在廠商競爭之後對市場之「價格」、「廠商利潤」以及「廠商進、
出市場」的可能結果。
依這競爭觀點，下列圖表針對高度寡佔市場價格及利潤的比較：
對象
領導
廠商
競爭
廠商

時效性
短期
長期
短期
長期

價格控制能力
高
高
低
低

利潤獲取
高
高
低
低

因 Shimano 在價格控制及利潤上有下列的優勢，故短期及長期優勢較為明顯。
1) 市場占有率高
約佔中國市場 70% 的銷售量，為高度寡佔市場，產品在這種類
型的市場中的訂價，由主導者決定，其他的公司只能接受以這個訂
價銷售其產品；因此，這些較小的公司，就只能在生產時，選擇應
該生產多少數量的產品，並以獲得最高的銷售獲利，作為決定生產
數量的考量。
2) 全球統一報價
簡單易行。企業可以忽略，甚至不需要調研和掌握目標市場國
1) 專利技術
Shimano 每年所送出申請通過的專利數量，已經佔有變速器業界的專利
數的 65~70%，透過技術專利門檻達到其他競爭對手進入市場的難度。
2) 品牌知名度
Shimano 目前贊助全球主要自行車賽及車隊所需使用的變速器，以達
到一般大眾對於該品牌的專業能力有深刻映像，更進而培養使用者
的品牌忠誠度。
3) 生產能力
Shimano 於中國地區昆山及天津設有變速器工廠，可直接貼近市場需
求，降低外包生產的品質及技術外流風險。
（三）該產業之競爭可能屬於何種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獨佔市場」，
「寡佔市場」或「獨佔性競爭市場」？
依照市佔率的分布，導入 CR4 及 HHI 公式驗算如下：
CR4=70%+3%+5%=78%
HHI=70*70+22*22+5*5+3*3=5418
CR4 指標高於 60% 未達 100%，而 HHI 大於 1800
此市場則定義為缺乏競爭的寡佔市場，亦可稱為高度寡佔市場。

康文昌

的環境、市場和消費者等信息；有利於企業建立全球統一的公司形
象和產品形象；有利於公司的價格管理和營銷管理，避免平行進口
現象的發生。
3) 主導新品推出市場之進度
因擁有大量專利技術依靠，其新品開發進度可領先競爭對手，
可主導新品進入市場的時間，並藉由價格的調控來打擊後續競爭對
手的利潤。
針對廠商進、出市場的優劣是比較則如下圖：
領導廠商

競爭廠商

優勢

高佔率
定價權

彈性
產品定位

危機

專業技術創新能力

高競爭門檻

Shimano 若在專業技術能力無法持續創新，而只固守目前高獲利
的狀況，則很有可能將被後繼者取代，但新進廠商若只著眼在高獲利
的誘惑而忽略的進入市場的門檻，則很快會被市場所淘汰。

陳柏佑

邱太能

賴彥宏

李政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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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Products，Inc.
班級：第一屆 維樂專班
課程：Organization Design and Reform ： Analysis of Game and Competition
組織設計與變革：賽局與競爭分析
指導教授：管康彥 教授 學生：王琇治、楊佳瑜、蔡振旺、鄭朝元
UPI 公司歷史

Brown 對員工的態度
•員工可能會抱怨我加在他們身上的責任，但我認為這樣對他們是有好
處的，這讓他們能發揮個人的潛能。
•我對員工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我是一個極容易親近的人，我從不過度要求我的員工，員工也可以和
我輕鬆地、開放地對談。
•招選優秀人才遇到許多的困難，加上我又不喜歡解聘員工，使得激勵
公司的銷售人員成為一件不容易的事。

UPI 競爭

•我沒有替員工設定特定的銷售配額或是目標，所以在分派紅利時，我
是以每一個員工去年一整年表現的綜合判斷來分派的。

•市場上沒有能在 3500 餘種商品上和他正面交鋒的競爭對手。
•Brown 先生定期由 Dun & Brad-streets 公司的企業資訊報告中，取得
公司競爭廠商的資料。
•這些公司和自己一樣，都為私人擁有，財務報表容易操弄。
所以這些公司應該沒有健全的基礎來發展公司的策略與計畫。

UPI 的規劃過程
•公司是以提升利潤來制定計劃的，參考銷售人員每週與每月的成果報
告後，訂出未來的發展計劃。
•每個月我們都有進行檢討，可以更改計劃或重新設定。
•規劃只預測未來的一年，少數例外狀況才超過一年。

Brown 管理哲學（一）
•1967 年接掌 UPI 年 24 歲，目標讓自己財務無虞與讓公司成為高獲利
企業。
•隨著公司快速成長，28 歲時認為經營公司不再是一項挑戰，生活中不
再感到快樂。

Brown 管理哲學（二）
1974 年，31 歲時，描述自己的經營哲學觀點「非常保守的」，他猜
測 UPI 的方式，可能和自己的父親極為類似：
•注重工作場所，同時在意能否享受樂趣，不再以賺錢為目的。

•政經局勢，可能會迫使我們要做兩年期的規劃。
•正因為我們的規劃程序是非正式的，所以形成持續規劃現象。

Brown 設定目標：
•每年增加 20% 的銷售額
•每年增加 0.5% 到 1% 的毛利
•致力讓 UPI 有友好的工作環境
•UPI 過去都能每年成長 20%，在未來應該也可以。
•利潤目標除了之前提過的提升毛利的要求，這家公司並沒有明確的標
準，是因為沒有方法去衡量，因為只有到了年底，投注時間與精力計
算後，才可知道賺了多少錢。

•公司可以再成長，但為什麼要再成長呢？為什麼成長就是好的呢？必
須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付出代價。
•我是一個謹慎誠實的商人。
•快樂就是知足於所擁有的。
我不喜歡擁有一切的感覺，因為我認為如果擔不起，就別想擁有，所
以我討厭向人借錢，公司只能供得起 20% 的成長，就這是我們全部的成長。

UPI 的優點與缺點：
•優點：
•提供多樣化的產品
•優秀的員工，特別是銷售人員
•零負債
•採購能力

UPI 組織結構

•缺點：
•招選與訓練新人的能力不足，尤其是銷售領域的人員。

銷售人力
•公司並沒有派年度銷售額給每一個銷售人員，員工的表現是由 Brown
先生針對每個銷售員的銷售版圖與開創性，做綜合評斷得來的。
•Brown 先生對於公司的銷售情況十分滿意，但還是希望可以找到優秀
的銷售人員。
•到處找不到優秀的銷售人員，這對公司是一個問題，因為銷售人員就
像公司生命所必須的血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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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UPI 組織問題討論

•Hank Stevens：

外在環境分析：

Brown 對 Stevens 看法：
•接手 Brown 近八成工作，一方面是因為 Brown 加諸在他身上的責任，
另一方面則是他本身的企圖心。
•Brown 評估他的工作效能，認為他其實是動作很慢的，不過如果考慮
其他的，Hank 是他們之中最棒的了。
•假如可以找到一個真正優秀的銷售經理，會讓 Hank 卸下銷售的業務。
基本資料：
•32 歲，1970 年進入公司，任職總經理，負責規劃、採購、銷售管理，
以及參與影響公司的其他決策。
•UPI 目標：利潤、銷售額與人際關係。
•個人目標：公司持續成長。
•對 Brown 看法：經營哲學獨特，非常高的道德標準。
•對銷售人力的看法：「新進的銷售人員在公司的頭兩年領全薪，滿兩
年後才轉為佣金制。」UPI 以大客戶為銷售重點。
•Jim Hanes：
基本資料：
•24 歲，到 UPI 已經六年，從襄理做起，爬升到目前公司的第三把交椅—
採購與運輸經理，負責外場辦公室、維修與倉儲。
•60% 向 Stevens 報告，40% 向 Brown 報告。
•下一步想成為銷售人員，因為這樣能拓展我的背景也能繼續向上晉升。
•但公司的銷售人員似乎都沒有接受正確的銷售訓練。
•對 Brown 看法：
•太誠實，會真正賦予員工責任，但公司規劃不充份，且可隨時調整。

UPI 的公司策略
•增加銷售人員或產品線、提升採購效率與從事更積極的促銷活動，就
能帶來成長。
•應該努力讓每一個銷售產品都賺進最多的利潤，產品訂價比競爭者高
10%。
•強調服務，造成 UPI 比一般同級公司聘用更多員工，但可以處理三倍
業務量，對於公司未來的擴充彈性，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由於成長容易，持續注意可能的合併與擴充，但不希望在營運區域上
擴充，而比較希望加強對現有市場的控制，考慮是否進行垂直整合，
轉型為製造商，這樣就能確保供貨來源，但實際上不想涉入製造，如
果能由 UPI 出資購買製造設備，而聘請人幫忙製造產品，可能會更好。

機會
•目前還沒有能與 UPI 正面交鋒的競爭對手。
威脅
•價格可能從 1974 年的水準跌落下來，未來不再有利潤。
•國家與公司正面臨經濟與能源危機這兩項不安因素。
•供應商提高售價，販售商品全面漲價 3%。
•優秀人才的招募不易，銷售人力資源形成短缺。

內在環境分析：
強處
•零負債。
•提供多樣化的產品。
•優秀的員工，特點是銷售人員
•採購能力強。
•主動掌握主要客戶的需求，把心力放在大客戶身上。
•提供高水準的服務品質。
•注重工作場所，也在意能否享受樂趣。
弱處
•銷售人員缺乏專業的銷售訓練。
•銷售經理並不具備比銷售人員更多的經驗。
•只追求穩定的成長。
•存貨過高。
•非正式規劃，導致目標經常改變。

UCI 公司組織如何面臨挑戰：
•UCI 公司，營業核心為基本補給品的銷售與服務
•主軸：提高效率，活化組織以因應外在環境改變。
•組織內部文化
•強調協調，不強調績效 .
•好處：流動率低；壞處：缺乏動力。
•如何創造提高效率的績效考核又不失”家“的感覺。
•建立有制度的績效考核與獎金。
•建立全員參與的目標管理制度。

如何面臨挑戰：
1. 增加產品開發，開發市場需求產品。
2. 組織改造空間，

未來
•1974 年價格跌落水準，過去那些有利可圖的產品項目，未來不再有利
潤，同時也有存貨過多的問題。( 所以物流的管理變得非常重要 )
•和競爭者搶奪客戶很困難，應增加新產品線與開發新客戶的步調。
•要不要因為經濟狀況而裁員一、二人？ ( 應該是要依照公司組織架構
流程而決定是否有加強效能的地方而考慮裁員 )
•也許我會決定給所有員工加薪，雖然這不是個明智的決定，但卻是我
根深蒂固的經營哲學的一部份。( 薪酬的提高可依照績效的表現 )

UPI 未來的銷售前景
•盡量減少與現有客戶的往來。(Why?)
•在競爭不激烈的產品項目上，集中火力開發新客戶，並且銷售新產品

•營業核心為基本補給品的銷售與服務。
•快速反應市場，開發市場需求產品。
•改善訂單處理流程，快速掌握市場需求，縮短交貨期間
•=> 整併訂單處理 + 採購與運輸部門，改成物流部門，把訂單處
理與貨物輸出整合物流體系，改善倉儲，建立即時回報庫存體
系，避免存貨過高造成資金積壓或存貨折價。並可減少人力增
加效率。
•既有銷售人員提高獎金誘因，可減少人力負擔。
•公司合併擴大區域，將麻州與佛州資源整合。

透過價值鏈來差異化

給客戶們。
•集中火力促銷新產品。( 新產品的毛利為何 ?)
•每一位管理者將致力於開發來年的新產品與產品線。( 開發新產品跟產
品線的成本是多少 ?)

結論：
對新產品跟新客戶開發的決定過於草率，沒有經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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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項目將導致庫存成本的增加，UPI 應定期對目前的 3500 商品的
銷售情況加以分析，因應在增加新產品的同時，淘汰銷售不佳的舊
產品。
•考慮建立「商品開發部門」，由專業的研發專才進行開發的工作，
「研發」新產品。
Brown 對員工的態度中提到：招選優秀人才遇到許多的困難，加上我又
不喜歡解聘員工，使得激勵公司的銷售人員成為一件不容易的事。
•管理制度應有所改變，企業應該適度的人員淘汰制度，形成良性
的競爭，企業的經營關係所有員工，不應過度人性，而影響其餘
正常表現員工。

Brown 設定目標：

Brown 對員工的態度中提到：我沒有替員工設定特定的銷售配額或是目

1. 每年增加 20% 的銷售額：

標，所以在分派紅利時，我是以每一個員工去年一整年表現的綜合判斷

•Brown 及銷售經理應加以分析，達成每年 20% 成長的可能性，例如：
•依產品大類再細分品項計算實質的利潤率，了解各產品品項的獲
利情況，了解重點銷售產品，並提供研發未來的方向。
•區分業務人員的負責產品類別或負責的區域並逐一檢討該負責類
別或區域的成長或衰退的情況，並在相同條件下比較同業的競爭
狀態。
•然後將 20% 的目標實際分派負責額度給各業務人員，再依每週、
每月的檢討中，明確檢討並做調整。
•讓每年實際增加 20% 銷售額的具體方案，在有效的控制中實現。
2. 每年增加 0.5% 到 1% 的毛利：
利潤目標除了之前提過的提升毛利的要求，這家公司並沒有明確
的標準，是因為沒有方法去衡量，因為只有到了年底，投注時間與精
力計算後，才可知道賺了多少錢？
•明確定義毛利的計算方式。
•應管理好營業成本，控制淨利，以適當支出達成「友好的工作環
境目標」。
•每年年底才知道是否賺錢，這風險過高，且從 UPI 的財務報發中
發現，有比同業更高的存貨問題，應建立合適的資訊系統，才可
快速反應，以增加現金的週轉率。

來分派的。
•對各部門制定管理目標（MBO）：隨然沒有一個管理制度是絕對公
平，但沒有管理目標，會讓人無所遵循，如果評核績效的標準在
於 Brown 對過去一年的表現做評估，容易過於主觀，會讓員工刻
意在其面前表現，或有對人的評估標準不一致的情況產生。由於
成長容易，持續注意可能的合併與擴充，但不希望在營運區域上
擴充，而比較希望加強對現有市場的控制，考慮是否進行垂直整
合，轉型為製造商，這樣就能確保供貨來源，但實際上不想涉入
製造，如果能由 UPI 出資購買製造設備，而聘請人幫忙製造產品，
可能會更好。
•不在區域上擴充是因為兄弟的關係嗎？怕因為擴充而影響了哥哥
的市場，但兄弟應考慮整合性的評估，究竟是區域較有利或自己
區域內的垂直整合有利？
•由於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平衡將發生問題，已有一定的市場佔有率，
因考量垂直整合的可能性，自己生產以確保供貨來源及品質，運
作得宜則可以增加利潤。強調服務，造成 UPI 比一般同級公司聘
用更多員工，但可以處理三倍業務量，對於公司未來的擴充彈性，
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銷售部門 Hank Stevens 領導 10 個業務員。
內容中未說明 10 個業務員如何分配，須訂明 10 個業務員是如何劃
分其業務負責範圍的，是依產品類別、地區別、客戶的產業類別 ... 等。
當人力有所區分時，未來可依銷售成長的情況，調整人力的配置。
討論 4：
•招選與訓練新人的能力不足，尤其是銷售領域的人員。
•Hanes 說：「公司的銷售人員似乎都沒有接受正確的銷售訓練」。

•每年成長 20%，但卻請 3 倍的業務量的人員應付未來擴充的可能，
這配置是種浪費，面對充滿變數的未來，人力資源應再調整。
UPI 未來的銷售前景中提到，盡量減少與現有客戶的往來。
•努力開發新客戶，而乎略了現有客戶的經營，恐怕是種錯誤，現
有客戶的購買情況及財務狀況均在掌握之中，而新客戶的情況卻
充滿變數。
外在環境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在組織中未說明「服務部門」的職掌為何？假設「服務部門」中

整個局勢可以濃縮為供給與價格的問題，東南亞很少公司想把他們

包含人力資源的工作職掌，則建議應由服務部門負責招募及教育

的產品賣給我們，反過來是他們想向我們購買那些自外國廠商進口的商

訓練的工作，不管是內訓或外訓應有所規劃及訂定考核標準。

品，而且還是用很誇張的價格，日本東京的市場實在太大了，大到足以

Brown 認為，假如可以找到一個真正優秀的銷售經理，會讓 Hank 卸下銷

用完全他所有製造的商品，那些鋼鐵公司寧可製造鋼片而非可以轉製成

售的業務。

訂書針的鋼枝。結果不只日本市場有問題，連歐洲與美國也是。UPI 應

•Brown 應認真從現有人員中去找尋具有潛力的人選，藉由訓練課程

考慮增加出口部門，以把握擴展海外市場的機會。

激發養成銷售經理或中階幹部的可能性，等待優秀人選的出現需要
運氣，在等待的同時，也應積極培訓，讓有潛力的人或是有興趣轉
戰銷售業務的人有被訓練的機會。
產品訂價比競爭者高 10%。
•UPI 認為自己可以比同業訂價高 10% 的基礎是什麼？除了提供高水
準的服務給客戶之外，是什麼樣的標準，認為可提高 10% 的價格，
在市場上仍具備競爭力，是品牌形象、商標、品質、耐用度…等。
UPI 未來的銷售前景中提到，每一位管理者將致力於開發來年的新產品
與產品線。
•並非「每一位管理者」都是具有開發新產品與產品線的能力，職責
應有所區分。
•當公司每年持續成長，也應對「產品生命週期」有所規劃，過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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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珠寶飾品，過去一直被認為是金字塔頂端的商品，屬於特定族群活
特殊場合穿戴使用，令人遙不可及。而這些奢侈品，其實也與經濟水準
具有相當程度的關聯，文化素養提高，對追求精緻優雅生活方式有所嚮
往的消費環境，才得以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珠寶和黃金的消費，
甚至可以用來衡量一個國家的經濟實力和文化水準。世界上最大的鑽礦
公司 De Beers，為了開發鑽飾市場，透過強大的廣告媒體的宣傳，引
發購買鑽石的熱潮，並引導消費者，從原本距離遙遠的炫耀性奢侈品，

夠買得到的所有鑽坯，儲存在中央銷售機構 CSO 中以穩定價格。這種
打壓式的管控方式在資源相對匱乏的年代，確保了 De Beers 所處的壟
斷地位。但是，這種霸道的行為，逐漸為公眾所不能容忍。
一旦一個強有力的競爭者出現在市場上，它的壟斷地位必然會受到
衝擊。隨著進入 20 世紀後期，這種徵兆也越來越明顯。

第二章 個案研究問題
1. De Beers 之 CSO 所扮演的功能為何 ?

讓消費者願意在可負擔的情況下，基於感情或其他因素而購買。「鑽

CSO 是 De Beers 集 團 的 下 屬 機 構， 負 責 毛 胚 鑽 的 銷 售，

石恆久遠，一顆永流傳」，一直被廣告業奉為經典之作。而為它的宣

CSO 的鑽石供應來自於在各鑽石國設有收購辦事處的鑽石生產協會

傳對像－－ De beers，同樣在鑽石行業的統治地位恐怕比它還要經典。

（Diamondproducers Association) 。通過控制進入市場個的鑽石數量

是什麼樣的能力使得它在一百多年的歷史中始終立於不敗之地？其中

達到操控市場的目的，並在鑽石價格暴跌的時候從市場購進鑽石。其成

的緣由恐怕應該是它對整個鑽石產業鏈的管控能力在其作用。鑽石最早

立的目的是建立一個長久而可靠的制度去平衡供求，維持整個金剛石市

被發現現在印度，19 世紀後期，鑽石出產也只在印度和在巴西。並且

場的幾個穩定和銷售興旺。該組織控制著世界鑽石產量大約 70％的幾個

寶石級的鑽石的全世界生產一年的數量也只有幾磅。1870 年，在南非

生產大國（或生產礦山）的全部鑽石毛坯，其餘的 30％則由世界上各個

橙色河附近發現了巨大的鑽石礦 ，鑽石由此很快挖出。市場被鑽石所

鑽石銷售中心的鑽石商人所控制，CSO 有足夠強大的財力，將這些金剛

淹沒。經營南非礦產的英國的金融家迅速意識到他們的投資被危及了，

石收購起來，待需求上升時再有秩序地投入市場，以保持價格平穩。

因為鑽石的價值主要是他的稀少性。若南非又發現新的礦區鑽石有可能

2. 存在是否有助於鑽石產業之經濟利益 ?

成為和半寶石的價值一樣。

第一章 De Beers 介紹
De Beers是一家鑽石礦物公司，主要從事鑽石的找礦、勘探與採礦。

從上世紀 50 年代開始，鑽石銷售在世界貿易中形成了獨特的銷售
模式→ CSO 單一管道銷售系統，使鑽石毛坯成為極具龔斷性商品。鑽
石單一管道銷售系統的建立，使世界鑽石市場建立了一種長久的動態
供求平衡，避免了鑽石市場隨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而發生急劇的動盪，

最早只是一座礦場的名稱，在 1888 年 3 月 13 日正式創立，成為後來

促進了全球鑽石市場的健康發展。

壟斷世界市場的 De Beers，十年後，De Beers 控制了全世界九成的鑽

3. 請評估 De Beers 與其客戶間的關係 ?

石原石市場。至1899 年，De Beers 已經擁有南非大部分礦場的經營權。

以前：幾近霸道式的打壓由於 DeBeers 佔據了全球 90％鑽胚的資

1933 年，為了鞏固日益擴大的鑽石帝國，在倫敦成立鑽石有限公司 ( 鑽

源，大部分下游廠商只能夠通過這唯一的供貨管道來獲取生產所需。因

石製造商協會﹝ DPA ﹞的一員 ) 與中央統售組織 (CSO)，建立起鑽石原

此，一方面公司對下游廠商進行壓制。由於長期的壟斷，在“DeBeers125

石市場。

＂看貨會議上，廠商能夠做出的選擇就是買或者不買，而沒有任何權力

De Beers 作為全球最大的鑽胚供應商，獲取最大限度的鑽礦資源

講價。這種由於長期壟斷而形成的神秘高傲，日漸為公眾所不容，反對

是確保其壟斷地位的必要條件。在整個掠奪過程中，它始終將資源的佔

意見甚囂塵上。另一方面，如果有什麼小公司企圖跳開中央銷售組織，

有放在首位，通過購買、聯盟以及尋找新途徑來實現這一目的。這個全
球最大的鑽石開採和銷售企業，曾經一度控制著全球 90% 的鑽坯市場。
「壟斷是暴利的唯一源泉」。高度壟斷，在過去一百年裡給戴比爾
斯帶來的是對於全球鑽石價格的實際操控能力，當然還有豐厚的利潤。
由於 De Beers 佔據了全球 90％鑽胚的資源，大部分下游廠商只能夠通
過這唯一的供貨管道來獲取生產所需。因此，一方面公司對下游廠商進
行壓制。由於長期的壟斷，在「De Beers 125」看貨會議上，廠商能夠
做出的選擇就是買或者不買，而沒有任何權力講價。這種由於長期壟斷
而形成的神秘高傲，日漸為公眾所不容，反對意見甚囂塵上。另一方面，
如果有什麼小公司企圖跳開中央銷售組織，出售自己開採的鑽坯，De

出售自己開採的鑽坯，DeBeers 就會要求中央統售機構在短時間內釋放
大量儲備，人為造成鑽石價格下跌，直至對方無力承受而被迫屈服。而
當鑽石價格由於市場波動而下跌時，戴比爾斯又會收購市場上能夠買得
到的所有鑽坯，儲存在中央銷售機構中以穩定價格。這種打壓式的管控
方式在資源相對匱乏的年代，確保了 DeBeers 所處的壟斷地位。但是，
這種霸道的行為，逐漸為公眾所不能容忍。一旦一個強有力的競爭者出
現在市場上，它的壟斷地位必然會受到衝擊。隨著進入 20 世紀後期，
這種徵兆也越來越明顯。
現在：成為最佳供應商進入 20 世紀後半期，DeBeers 市場份額從

Beers 就會要求中央統售機構在短時間內釋放大量儲備，人為造成鑽石

90% 到 80%，再到後來的 60%，依照傳統打壓式的方法已經難以維持其

價格下跌，直至對方無力承受而被迫屈服。

壟斷地位。而也是在此時，DeBeers 由於長期壟斷而形成的神秘高傲的

而當鑽石價格由於市場波動而下跌時，戴比爾斯又會收購市場上能

企業形象，也日漸為公眾所不容，反對意見甚囂塵上。曾經一度促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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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eers 的壟斷策略，如今成了 DeBeers 的原罪。如何確保自身在市場

DTC 首先重新確定市場定位來創造消費者需求。最開始的「時尚」雖然

的優勢位置，成為 DeBeers 所面臨的急速解決問題。自從尼基•奧本

體現了鑽石飾品的主要特徵，但是並沒有很好的反映消費者的訴求。如

海默成為公司總裁之後，新的戰略目標：成為最佳供應商的目標開始執

果將鑽石的堅硬不變質的特徵和人們對於愛情的嚮往相結合，將會產生

行。

意想不到的效果。事實上，最終出現的結果也正是如此。

4. 為何 "Sight" 機制能存在此產業之中的原因 ? 這樣的機制是否應該
被改變 ?

自從「鑽石恆久遠，一顆永流傳」這一代表忠貞愛情象徵的廣告
語出現在大街小巷時，在很大程度上改變了消費者的婚慶習俗。通過讓

Sight 機制是為了防止鑽坯產量的波動而帶來的價格變化，是一種

這種鑽戒當作婚戒的理念，使得美國、日本變成了世界上最大的鑽石消

獨特的供需調整方式，實際上扮演著“價格監護人＂的角色。所以整個

費市場之一。從鑽石的開採、切磨、篩選、製造到行銷做有效的垂直整

鑽石產業與 De Beers( 現在的 DTC) 是息息相關的過去如此，現在與未

合，以專業態度及高品質的標準，最後將一顆顆的頂級鑽石精準無誤

來仍很難改變。De Beers 正在做某些程度的轉變

的鑲嵌在每件作品上，完成每一件『全世界最幸福的頂級珍藏鑽飾』，

由「價格監護人」→「最佳供應商」

讓勇於追求幸福的新人美夢成真。De Beers 的有兩個零售管道：一是

由「壟斷印象 CSO」→「重視下游 DTC」

與奢侈品牌 LV 各持 50% 股份設立的 De Beers Diamond Jewelers（DBDJ）

將原先的黑盒子，變成透明的“最佳供應商＂（Supplier of

零售店，一是由 De Beers 全資擁有、自 2008 年推出的 Forevermark 品

Choice）經營策略。

牌。Forevermark 聚焦亞洲，成立後將中國、香港及日本等列為首批進

去除一半以上供應商，改為績效評比式的合作。

駐點。De Beers 全球戰略由加大公司市場佔有率轉移到加強零售推廣

選擇有競爭力的下游夥伴。

環節。

從過去的壟斷心態，轉變成與下游合作，

2006 年與路易威登合作成立珠寶零售業務，並在世界各大城市設

替批發商提供更多附加價值並輔導他們作鑽石推廣。

立專賣店，將其品牌檔次推上更高的層次同上。為了迎接中國鑽石市場

百年來一直控制鑽石供應量並操縱市場，現在轉變與下游廠商“共

的快速發展，DeBeers 應將重點擴大中國的零售網路。电子商务网站是

好＂。DTC 對全球出產鑽石礦區的控制已逐年下降，主要是幾個出產量

今后珠宝行业的发展趋势，透過電子商務的形式可以節省了銷售環節的

很大的國家，蘇聯在解體後 DTC 對礦區的合作已越來越難，在澳洲有幾

大部分租金和人工，相對於傳統的珠寶銷售模式有著更大

個礦區合約到期後脫離供貨系統，在近幾年出產量很大的加拿大礦區

的優勢另一方面 De Beers 應該發掘其他合作的機會，並與當地政

與 DTC 簽訂合約的比例並不高，使得在 2000 年之後 DTC 對全球鑽石的

府、居民保持友好的關係，為部署將來中國在礦業板塊開放在中國大展

控制由原來 80% 下滑到 65% 左右，表示在 DTC 供貨系統外交易的鑽石越

拳腳做好準備。

來越多，DTC 因競爭的關係，所付出的成本也變大，所以一方面更掐緊
Sightholders 的脖子，一方面提高鑽石的價格，讓消費者要獲得鑽石要
付出的代價也越來越高。所以說整個鑽石產業與 DeBeers( 現在的 DTC)

第三章 結論
DE Beers 戰略合作從豐厚的鑽石資源以及從裸石採購到線上銷售

是息息相關的，過去如此，現在與未來仍很難改變。

完整的支撐系統，這種垂直整合的供應鏈不斷降低了運營成本，確保產

5. 是否建議 De Beers 增加其垂直整合的程度 ?

品更高的性價比和更完備的售後保障。 De Beers 經過幾十年的營銷推

2009 年對於鑽石業來說可謂是“失敗的一年＂。全球經濟危機對

廣，現在的品牌價值已經有足夠的實力進入更大的領域。如何利用自身

鑽石需求影響嚴重，不僅讓零售商紛紛關門歇業，De Beers 也凍結了

資源和品牌優勢，來賺取更大的利潤成為 De Beers 進入 21 世紀的新

在非洲博茨瓦納—世界最大鑽石礦開採地的生產。奢侈品行業垂直整合
蔚然成風，掌握完整的供應鏈為奢侈品公司提供了競爭優勢，提高了
進入壁壘，確保了品牌的高品質形象。從花錢投廣告促銷鑽石，到 1.2
億美元與 LV 合辦鑽石商店，全球鑽石礦老大 De Beers 垂直整合生產
與銷售，從生產企業跨入終贈予消費。De Beers 透過挖掘消費者關係，
重新定義其核心能力。1990 年後期，儘管 De Beers 坐擁價值 50 億美
元的鑽石原礦，但獲利卻不斷萎縮。
第二代總裁尼基．奧本海默（Nicky Oppenheimer）上任後，將原

的戰略目標。
2000 年伊始，從未涉足鑽石零售的 De Beers 宣佈和在鑽石精品
市場執牛耳地位的龍頭集團 LVMH 共同出資成立了一家新的珠寶公司，
專注開發以 De Beers LV 為名稱的鑽石飾品品牌。其中，產品的原料
由戴比爾斯提供，設計主要由 LVMH 集團負責。通過與下游廠商的戰略
合作，De Beers 很快就進入了產品的終端市場，並以高端品牌的身份
出現在消費者面前。

本的批發過程變成透明的供應商經營策略，也從過去的壟斷心態，轉變
成與下游合作。戴比爾斯深入檢視業務，發現公司與消費者的關係十分
深厚，愈瞭解消費者對公司就愈有利。於是戴比爾斯賣掉 8 成的鑽石
原礦存貨，開創新的商業模式，並透過廣告與為經銷商及珠寶商開發新
產品構想，建立起品牌認同。情侶開始購買鑲有 3 顆鑽石（代表前世、
今生與來世）的 De Beers 鑽戒，男人買專為男性設計的男鑽，女性買
代表獨立的右手戒。戴比爾斯成立消費性品牌的作法，善用了公司的隱
藏資產。
當上個世紀 30 年代，由於經濟不景氣，消費者對鑽石需求量大幅
下降，這直接導致 De Beers 削減了 90% 的生產量。為了拉動鑽石消費，
成立了鑽石貿易公司 DTC 來專門負責樹立鑽石品牌形象。De Beers 由
於在鑽胚供應方面長期處於壟斷地位，在業界以及消費者享有較大的影
響了。為了改變市場上對鑽石需求疲軟的狀況，公司專門成立了鑽石貿
易公司，就後來在業界赫赫有名的 DTC。在嘗試擴大市場需求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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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Freeium 的優勢

自從 2002 年互聯網泡沫的破碎，人們一直在找尋著互聯網公司
盈利的道路。直至今日，依然有大部分的互聯網公司只能依靠 VC 的
投資苦苦的支撐。眾所周知，大部分的互聯網公司是依靠廣告以及收
費服務進行盈利。但是對於一個影響力不大的小互聯網公司來講，通
過廣告的模式進行盈利無疑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大部分的廣告主會選
擇影響力較大的平臺進行廣告投放。而在互聯網上通過特定服務向使
用者進行收費的難度更是顯而易見。雖然可以找到類似于攜程網一類
的旅遊網站，以及一部分通過網路教學實現盈利的網路學校對自己所
提供的服務進行收費，但是對於這類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其實並非純正
的互聯網服務。對於單純的互聯網公司如何盈利依然是一個讓人頭疼
的問題。
但是近年來一種特殊的免費模式的出現，似乎讓大部分互聯網公
司看到了曙光。這種新的模式提倡首先提供免費的版本供用戶使用，
之後再提供高級版本讓用戶付費使用。2006 年 FredWilson 為這種特
殊的經營模式命名為“Freemium” （Free+Premium）。
Freemium 商業模式。這個模式，指的是用免費服務吸引使用者，
然後通過增值服務，將部分免費使用者轉化為收費用戶，實現網站的收
入。Freemium 模式中有“二八定律”的因素，即一小部分對價格不敏
感的高端用戶，願意為一些額外的功能付費，為服務提供者帶來大部分
收入。這一點，有些類似車廠主要的盈利來自豪華車銷售產生的溢價。

( 一 ) 免費

第一章 Freeium 的發展歷史

公司。對於剛起步的互聯網公司來講，沒有大量的流量支持是很難讓

“Freemium”这种方式最早并不是出现在互联网上，而是出现在
传统软件行业。企业会提供一些免费的试用版本，用户使用后可以选
择购买付费的高级版本。当前很多知名的软件企业依然在使用这种方
式，例如卡巴斯基提供不可升级的免费适用版本。
而大家在网上最早看到的“Freemium”模式应该是电子邮件的容
量扩充。在一开始，用户会获得一个小容量的免费邮箱，而当用户的
邮箱空间使用快到达上线的时候，网站会询问用户是否可以付费来购
买一个空间比较大并且功能丰富的商务邮箱。而到近年来，这种经
营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外，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已经开始
采用这种策略开始进行盈利。Flickr 这个知名的相册，通过这种模
式得到了盈利。另外还有迪斯尼的企鹅俱乐部、Skype、Trillian、
Newsgator、Webroot 等互联网企业都在用这种方式进行盈利。
在国内“Freemium”的模式也得到发展。淘宝依然在执行着自己
的免费策略，你可以免费的在上面卖东西，也可以免费开店铺。但是
和之前有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淘宝推出了旺铺服务。每月 30-50 元的
收费，提供一个更好的店铺。这对于有 1/4 以上月盈利在 1500 元以
上的卖家们并不算太高。这种模式是一种典型的“Freemium”.

第二章 Freeium 的特質
1.Freeium 模式中有“二八定律”的因素 .
2.Freeium 是 90~95% 的內容免費，5~10% 內容收費
3.Freeium 模式极大地利用了网络的正面效应。网络效应又称“网
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或“需求面的规模经济”
(demand-side economies of scale)。
在网络效应的基础上，Freemium 模式还利用了 Web2.0 时代兴盛
起来的“双面或多面市场”（two-sided/n-sided）原理。

免費是互聯網的必然趨勢，不可阻擋。當前的時代已經和過往不
同，用戶不必要再花費大筆的資費去尋找自己要得到的資訊和服務。
硬要給自己的服務加一個付費的門檻，就會把大量的用戶擋在門外。
而對於“Freemium”的這種模式，無疑在一開始會和所有的免費
服務一樣，可以獲取大量的用戶基礎。這對於一家互聯網公司而言，
是至關重要的。
( 二 ) 降低了對用戶的教育成本
“Freemium”不需要你再花費大筆的廣告費用向用戶介紹你服務
的各種特性，而是通過用戶的免費使用，讓使用者進行對你提供服務
的自我學習以及熟悉。
對比之前大部分網站通過廣告模式對使用者進行教育來講，
“Freemium”的模式讓使用者更容易理解和學習你的產品。
( 三 )Freemium 對比不同的免費策略的優勢
當然 Freemium 並不是唯一的一種互聯網免費的方式。當前有三種
免費模式成為互聯網主流的免費方式分別是廣告模式、交叉輔助模式
以及我們所提到的“Freemium”
廣告模式是最常見的方式，對所有的使用者免費，收取在網站投
放廣告的廣告主的錢。但是這種模式明顯更適合於已經有一定規模的
廣告主滿意的。而我們也知道有不少一部分互聯網公司一上來就走廣
告路線，最終倒在了半路上。
交叉輔助模式，對某項產品免費，但是在使用者購買另一種產品
時，附加這種產品的收費在上面。這很類似於 Ipod 和 iTune 之間的
關係，購買 Ipod 可以免費使用 iTune，但其實用戶在購買 Ipod 的時
候已經把 iTune 的服務費用交給了商家。這種模式當然不錯，但是這
要求公司要有一條不短的服務鏈，可以有多個產品讓使用者使用，並
且產品間要有密切聯繫，這對於小型或者剛起步的互聯網公司來講是
有一定難度的。
相比之下，Freemium 的經營方式會自然很多，比廣告模式有更明
確的贏利點。比交叉輔助模式執行起來簡單很多易於實現盈利。
( 四 ) 最廉價的邊際成本
如果你想通過 Freemium 這種模式來運營你的產品，需要考慮的
還有你的產品邊際成本。既每增加一個用戶，為了給這個使用者提供
服務，你所需要增加的成本。對於邊際成本過高的產品，根本無法通
過這種方式進行，過多的免費用戶會讓企業的經營成本迅速擴大到你
無法承受的程度。
而對於互聯網來講，網站的成本大部分是在創建網站初期的開發
成本。而之後只是低廉的維護費用或者購買伺服器的費用。這樣就讓
每增加一個使用者公司所需要消耗的成本接近於零。這給 Freemium
模式的運行創建了一種先天的優勢

第四章 Freeium 營銷關鍵點
1 提供有价值的免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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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知能專區
付费的会员大部分是从免费会员转化而来，免费功能好坏，有
可能成为决定他们是否支付的一个重要因素。先要让免费会员觉得
你的网站有价值，他们才能够有可能付费给你享受收费的服务。
即使他们不缴费也要把他们留在网站里。比让他们成为付费会
员更重要的是，他将成为你的一个免费宣传者。对于互联网的口碑
营销来讲，如果一个人离开你的网站，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可能
付费的用户，而是和这个人相关的一大群用户。相反的，持续提供
有价值的服务给这些免费的用户，他们会成为你忠实的传教者，将
更大批的用户引导到你的网站，从而让你能从一个更大的基础用户
群中获利。
2 将用户锁定在你的平台
如何将用户锁定在自己的平台是一个所有公司都会遇到的问
题。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用户切换使用的平台以及服务也是需要成
本的，至少他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代替你的服务，并且要将在你平台
上作的积累都需要清零并重新开始。那么我们只要注意两点，就可
以将用户留在平台。
第一，我们提供的服务需要有独特性，让用户比较难找到有同
等类型或者同等质量的服务。这个就是增加了用户的搜索成本。
第二，让用户在你的平台积累足够的价值。例如淘宝和敦煌网，
虽然它们的竞争对手相继推出了同样服务的平台，但是这两家网站
依然留住了大批的用户。这是因为这两家网站都具有一套非常成熟
的信誉体系，让用户在一段时期之内积累了相当具有价值的自身信
誉。而大部分的用户也不会愿意清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积累的信誉
重新开始。更简单的说，如果你想换一个电话号码，那么你就不得
不考虑你是否需要很费事的通知你所有的同事、朋友、家人。而当
你发现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时，可能你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

GungHo 未來面對的問題
1.Gungho 三季度销售额 416 亿日元比二季度下滑了 5%，营业利
润 235 亿日元环比减少 12%。《智龙迷城》上架后迎来了首次
收益缩减，1 月 85 亿、4 月 120 亿、7 月 135 亿、10 月则只有
130 亿。Gungho 官方表示原因是用户人均付费金额减少，
2. 在金融市场业者眼中，同比的 28 倍增长是昔日的荣光了，第
三季度较第二季度的降低才是真正重点。
3.“生命周期”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凸显出来，《智龙迷城》火爆
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半。在中国，手游长期在榜单内保持高位

3 提升付费转化率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真正免费的午餐，当用户购买一件“免费”
的产品时，要么就是从另外一件产品上已经支付了足够购买这项产
品的费用。要么就是由另外一个用户已经替他支付了应付的费用。

的游戏屈指可数，大部分游戏生命周期呈抛物线状，发布后两
个月达到顶峰，经过两个月的稳定期后迅速下滑，基本上游戏
的巅峰时期仅有两到三个月。

而 Freemium 提倡的就是让一部分高级用户支付普通用户使用产品所

第六章結論

消耗的费用。那么如何让你的免费用户成为愿意为别人埋单的人呢？

“Freemium”这种经营模式正在这个免费的互联网时代默默发展着。

提升付费转化率要做的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尽量将用户留在

“Freemium”是当前最适合互联网的经营方式

网站，这个可以通过在网站内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用户的

“Feemium”这种模式虽然刚起步不久，但是已经展现出了它巨大

使用积累提升用户转移到其他网站的转移成本。

的潜力。并且通过分析 Freemium 的特性，我们发现它十分的适合

另外一点就是让你的付费服务真正体现出付费的价值。一定要

互联网的发展。

让感觉到付费是一种有成果的增值服务，而不是一个网站为了赚钱
而增加的附属品。

參考資料 :

第五章案例分析

•免费为王的 -Freemium 经营模式
•美国网络新闻商业模式创新的三个新动向

Gungho 公司簡介

1998 年軟銀孫正義的弟弟孫泰藏成立 GungHo
2004 年，Gungho 開始於日本遊戲大廠 Game Arts 合作開發網路遊戲。
同年遊戲銷售額達 42 億日元，發展勢頭迅猛；
2005 年，Gungho 在大阪股票市場上市，從每股 120 萬日元飆升到
最高每股 2000 萬日元；下半年入股了開發手機遊戲的 G-Mode 公司；
2006 年，Gungho 獲得《仙境傳說 OL2》的發行權；
2007 年，Gungho 開始給日本各掌機遊戲平臺製作遊戲；
2008 年，Gungho 收購了《仙境傳說 OL》的製作公司 Gravity 重力社。
2012 年推出《智龍迷城》，手遊部門收入突然超越 PC 網游，同年
利潤上升 7.9 倍，公司股價在一年時間中暴漲 60 倍以上，市值陸
續超越 DeNA、Gree、Zynga，一度高於任天堂。
Gungho 的奇跡起源于《智龍迷城》，這款遊戲的團隊從 4 人到 40
餘人，月收入也從 0 逐步上升到一百多億日元，在日本雙榜保持第
一，並將其他遊戲遠遠甩在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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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題目 Report Title

Facebook 案例分析討論
Cas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Facebook
班級：第五屆 東莞班
課程：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管理資訊系統
指導教授：林耀欽 教授 學生：劉瓊雯、廖靜修、邱宜芳、鄭閎元
一、FACEBOOK 能成功的原因：
1. 迅速採取行動
馬克•紮克伯格在哈佛大學宿舍中利用閒暇時間 建 立 了
Facebook 的最初版本。
那時，他並未制定商業計畫，並未無休止地讓朋友和顧問為
其提供想法，也並未對市場進行研究、申請專利或商標、召集小
組討論、或是企業家會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他只是迅速製造了一
種很酷的產品，然後發布 Facebook 就這樣誕生了。
2. 記住一點：想法比比皆是，重要的是執行
從 Facebook 發布的那一刻起，有關製作這個網站到底是誰的
想法的爭論就已開始。
哈佛大學的兩名高年級學生 Winklevosse 兄弟稱，這是他們
的想法，卻被紮克伯格“偷走”了。這引發了一場司法戰爭，持
續了將近 10 年時間。
與此同時，在哈佛大學以外，其他數十名企業家也都有過類
似的想法，而且許多人都曾推出這種想法，但時至今日，剩下來
的只有一個 Facebook。
原因何在？因為想法比比皆是，重要的是讓其成為現實。
3. 簡單就是美
許多公司都過度著迷於它們希望在產品中構築的所有令人驚
訝的特性，以至於其產品過於複雜，沒人知道如何使用。又或者，
它們花費了過長的時間來開發產品，以至於章產品推出時已被超
越。
第一個版本的“thefacebook”非常簡單，它只做好了一件事
情。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紮克伯格和 Facebook 團隊對其進行
了不斷的改進。在每一次的改進中，他們都確保這樣服務仍易於
使用。
4. 想明白未來會有哪些不利因素會“殺死”你的公司，然後
確保其不會發生
雖然大多數人都早已遺忘，但 Facebook 確實遠非第一個社交
網絡。
在 Faceobook 于 2004 年成立以前，曾有其他多個大學網絡存
在過，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中的社交網絡。
而在大學以外的世界中，Friendster 和 MySpace 也在全球範
圍內掀起了社交風暴。但是，隨後 Friendster“自殺”了。
而當紮克伯格及其他 Facebook 聯合創始人推出這個網站時，
他們對新註冊量進行了仔細的控制，每次只增加一個學校，直到
確信基礎設施能應付得來為止。因此，Facebook 一直都在“運行”
中。換而言之，紮克伯格正確地發現了一件足以“殺死”Facebook
的事情，而且確保這個網站沒有成為其犧牲品。
5. 把主要精力放在產品上，而不是“業務”或“股東價值”
眾所周知，紮克伯格早期對 Facebook 的業務不感興趣，而是
把所有精力都集中放在 Facebook 的產品上。
這種對產品的癡迷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於紮克伯格不斷
地拒絕廣告客戶，因為他不希望 Facebook 的服務被廣告“玷污”。

廣告不夠酷，而紮克伯格希望 Facebook 一直都很酷。
在 Facebook 的成長過程中，紮克伯格一直都保持著對產品
的焦點關注。他聘用了一些高管——如首席營運官雪麗•桑德
伯格（Sheryl Sandberg）和首席財務官大衛•愛博斯曼（David
Ebersman）——來運贏這家公司的業務和財務活動。
當 Facebook 準備上市時，紮克伯格致信股東稱，這家公司計
畫首先集中致力於其“社會任務”，而把自身業務放在第二位。
毫無疑問，這在華爾街可說是一種“異端”。在華爾街眼中，公
司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為股東創造價值上；換而言之，也就是全
心致力於讓股價上揚。
6. 讓自己善於聘用員工，同時也善於解聘員工
一家公司的實力與其技術或當前產品無關，而是與人才有關，
因為技術和產品會迅速發生變化。
即使是蘋果已故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
也很痛快的承認，沒人能獨自撐起一家公司。因此，如果你想要
建立一家偉大的公司，那麼就必須建立一個偉的團隊；而要建立
一個偉大的團隊，那就意味著兩件事情：善於聘用和善於解聘。
在 Facebook 的早期階段，這家公司曾在聘用員工方面犯下許
多錯誤，但隨後迅速解決了這些問題。Facebook 還很善於在公司
迅速成長時替換已不合時宜的高管。
7. 保持控制權
每家公司都有三種主要的支持者，那就是客戶、員工和股東，
而最好的公司能平衡這三者的利益。與此同時，較弱的公司則僅
強調其中一種支持者的利益，同時犧牲其他兩種的利益。舉例說，
公司會壓低員工薪酬來應付開支，或是試圖節省製造成本和生產
蹩腳的產品，或是向管理者支付過高的薪酬，而實際上他們的工
作表現十分平庸。
有些公司陷入這種“陷阱”的原因之一是，它們說到底是由短
期股東掌控的；與公司客戶和員工相比，這些股東所需要的利益大
為不同。
因此，確保你的公司不會走上歧路的方法之一就是保持對公
司的控制權。如果不是像紮克伯格那樣擁有徹底的投票控制權，
那麼也可以擁有支持你願景的主要股東。
8. 不要無休止的“小組討論”，只管推出新特性，然後根據
那些不滿的尖叫聲來作出改變
喬布斯曾說過很著名的一句話，那就是消費者不知道他們自
己想要什麼。他還說道，蘋果的工作就是判斷出消費者想要什麼
產品，然後再做出來給他們。
Facebook 一直都是這樣運作的，這家公司並未對其新特性進
行“小組討論”，而是只管推出新特性。有些時候，這些新特性
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和不滿的尖叫聲。隨後，Facebook 會據此對新
特性作出改動或是取消。
舉例來說，對於“News Feed”這種特性，Facebook 對其作
出了改動來解決某些用戶擔心的事情。這種特性在推出之初受
人垢病，但現在已經變成 Facebook 最重要的特性之一。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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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知能專區
“Beacon”這種特性，Facebook 則在最後完全撤回。
每當 Facebook 的新特性遭遇尖叫聲時，就會有一些觀察人士
下定論說其“犯了個錯誤”。雖然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些新特
性可能確實包含“錯誤”在內，但這個過程本身則是深思熟慮的。
9. 培養睿智的顧問，然後學習任何能從他們那裏學到的東西
領導能力和管理才能都屬於技藝，因此都是可以（也是必須）
學習的。
紮克伯格作為首席執行官的技藝現在已經十分驚人，這種技
藝是他有意獲取的。在 Facebook 的早期發展階段，紮克伯格作為
領導者的表現是如此之差，以至於高管們告訴他需要“首席執行
官課程”。從此以後，紮克伯格就全心致力於盡可能多和盡可能
快地學習這些技藝。為了幫助自己的學習，他培養了一個顧問團
隊，其成員包括美國最好的一些企業家、投資者和高管，如喬布
斯、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投資者皮特•
泰爾（Peter Thiel）、風險投資公司 Accel Partners 的吉姆•佈
雷耶（Jim Breyer）、“股神”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等。從這些人以及他為 Facebook 招募的許多高管身上，他學到了
足夠多的東西。漸漸地，他變成了一位偉大的領導者。
10. 讓你的皮膚變得像厚皮類動物一樣厚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艱難的、創新的或是有趣的事情——簡而
言之，就是某些值得去做的事情——那麼就一定會遭到批評。你
越是成功，這種批評也就越是厲害。你不一定非要樂在其中，但
確實必須要學著忍受，因為有些事情是絕對無法阻止其發生的。
這種批評一定會是傷人的，但紮克伯格從來都沒有讓其阻礙
自己繼續構築 Facebook 的願望，也從來沒有因此而放棄夢想。
11. 如果你曾經想過你完成了，那麼你就完蛋了
當 Facebook 終於在幾年以前超越將崩潰的 MySpace 時，這家
公司在社交媒體的競賽中“獲勝”。在當時，Facebook 原本可以
躺下來鬆一口氣，慶祝自己很好地完成了一項工作。
對 這 家 公 司 中 的 所 有 人 —— 以 及 用 戶 和 股 東 —— 來 說，
Facebook 並沒有這樣做，而是繼續盡可能迅速和努力的向前進，
盡可能地拉大自己與競爭對手之間的距離。這家公司繼續從競爭
對手和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公司那裡挖掘人才，每當有一家新的
創業公司創造出某種很酷的東西時，Facebook 都會對其進行複制。
Facebook 正確地維持著自己的發展進程：紮克伯格喜歡說的一句
話就是，這家公司僅僅完成了 1% 的工作。
12. 無視華爾街及其他想要成為交易家的人（除非你真的很想做
交易）
如果情況進展良好，那麼你的房門就會被敲響，敲門者會想
要與你碰面，來看看你們能如何進行“合作”，或是想要“知道
更多有關你未來將走向何方的資訊”。
這些可能會出現的合作夥伴和服務提供商將包括顧問、銀行
家、投資者、潛在收購方和競爭對手，此外還將包括任何數量的
其他想要賣給你某些東西的人。在這些人中，有一些將是非常聰
明、富裕而強大的。他們將會談到大博弈，會一直對你嘮叨個不
停。有一些人可能會在實際上對你有所幫助——幫忙也好，提供
資訊和建議也好，或是推薦什麼東西也好，諸如此類。
一天的實際可用時間只有 12 到 16 個小時，一年只有 365 天。
如果你讓這些潛在合作夥伴和服務提供商來驅動你的日程，那麼
他們就會佔用所有這些時間。所以，不要讓他們能這樣做。集中
致力於產品和客戶，讓那些潛在合作夥伴和服務提供商通過關注
你的方式來“知道更多有關你未來將走向何方的資訊”。
13. 強調長期前景
如果你曾看過金融媒體，那麼若你假設成功只是“月”和“季
度”的事情就情有可原。
每一家上市公司每個季度都會進行一種可笑的儀式，宣佈他
們的業績“超出預期”或是“不及預期”。然後，它們的股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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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揚或是下挫。再然後，媒體就會開始褒貶不一的作出評論。
諸如此類。

二、FACEBOOK 優於其他網站的原因：
□介面設計整齊簡單 .
□對廣告商來說，蘊藏獨特商機，能依特定條件篩選族群，接觸
族群 .
□ News feed 功能，能不斷更新會員朋友們的訊息清單 .
□公司企業可在 facebook 上建立網頁，使公司與使用者互動 .
□網站功能性強大，愛用者多，使用人不願離開怕與朋友失聯 .
FACEBOOK 的錯誤：
□錯誤一：
BEASON 廣告服務，想讓使用者的朋友在進行購物或其他網路活
動時，主動告知使意用者這些訊息。
□爭議：
◆未經使用者同意，公開資訊分享。
◆這項服務為選擇性停用的，必須主對關閉系統，否則視為同
意分享。
◆就算選了停用，系統還是會主動發送訊息。
□結果：
◆造成會員集體抗議，Beason 改成選擇性加入。
◆做法過頭，導致大型企業如：可口可樂等退出計畫。
◆嚴重打擊 facebook 對使用者保密的形象。
□錯誤二：
News feed 將你在 facebook 上的動態，隨時更新給你的朋友。
□爭議：
◆過於侵犯個人隱私。
□結果：
◆超過五百個社團與 facebook 抗爭。
CEO(Zuckerberg) 公開道歉，但仍悍衛功能本身的正當性。
□錯誤三：
使用者帳戶資料刪除問題。
□爭議：
◆ facebook 讓使用者可以停用帳戶，但使用者的資料卻無限期
保留在公司伺服器上。
◆取消後的帳戶仍會不斷的收到 facebook 更新的資料和訊息。
□結果：
◆提供個比較簡單的程式，讓使用者永久刪除帳號與訊息。

三、未來經營的模式
根據國外媒體發表分析文章指出，Facebook 未來可能會發展電
子商務，以拓展創收管道。業界人士預計，Facebook 未來的電子商
務規模可以與亞馬遜和 eBay 一決高低。電子商務市場潛力巨大，很
自然也是 Facebook 未來的發展方向。亞馬遜把大量的用戶及購物資
料與相關的個性化推薦服務結合在一起，為線上購買帶來了一場革
命，同樣，Facebook 把資料、分析和支付技術結合在一起，將可以
促進新一代電子商務的發展。對 Facebook 來說，開展電子商務非常
必要。Facebook 非常清楚，讓電子商務公司在 Facebook 平臺上取得
成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利益。
認為，Facebook 上市後將在五大領域逐步走向成熟。
第一：搜索
Facebook 已經成為用戶許多網路行為的基礎。但是就網路搜索
而言，Facebook 就必須把用戶轉向 GOOGLE 的搜索服務。因為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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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索引擎服務每次提供的內容都幾乎與用戶無關。舉例來說，當

師、母親和 Facebook。事實上，目前除了 Facebook 外還沒有人知道

用戶準備前往巴厘島度假，GOOGLE 的通用推薦就遠不及已經前往該

用戶的密碼。Facebook 目前還沒有進入用戶的錢包，但這並不表明

地區的用戶好友的推薦。

未來將不會發生。

Facebook 早已經知道用戶的好友已經前往過巴厘島，也知道他

目前，包括 GOOGLE、蘋果和 Square 等公司都希望成為用戶

們對喜歡哪家餐廳，以及哪些旅遊景點。在用戶好友推薦的餐廳和

的數字錢包，但是 Facebook 擁有著巨大的優勢：通過開放圖譜，

GOOGLE 推薦的餐廳之間，肯定會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Facebook 早已擁有了用戶與第三方網站之間關係的軌跡。合理的進

很明顯，這將是一場 GOOGLE 與 Facebook 之間的戰爭，但是這
並不是“搜索與發掘”之間的對抗，而更像是“交易與關係”之間
的對決 -- 這也是為什麼 Facebook 擁有瓦解搜索業務的潛力。
預測：Facebook 將會在 2012 年年底推出純社交搜索服務。
第二：廣告

行推測，電子商務將成為 Facebook 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
預測：到 2013 年第二季度，Facebook 負責的電子商務交易額
將突破 20 億美元。
第五：時間軸
對 Facebook 而言，沒有什麼比用戶體驗對公司而言更為重要。

雖然 Facebook 首先考慮的是用戶體驗，其次才是賺錢，但是在

自 Facebook 誕生之日起，該公司就一直非常注重用戶體驗這一問

該公司進行首次公開招股之後，Facebook 將被迫更多的考慮後者。

題。目前，Facebook 時間軸的體驗相當不錯，但仍不能稱之為完美。

因為 Facebook 未來每季度都需要發佈財報，且股價每日表現不定，

但是時間軸也存在著兩個問題。第一，時間軸關於什麼重要的直覺

Facebook 將被迫通過擴展廣告營收來支持股價 ( 即便是不為公司股

過於頻繁，有時會出現錯誤 ; 第二，時間軸過度的依賴開放圖譜來

東考慮，該公司至少也需要為公司員工考慮此事。)。

總結用戶的生活。

Facebook 當前每季度的廣告營收僅為 8.72 億美元，僅僅只是
GOOGLE 90 億美元營收的很小一部分。但是 Facebook 掌控著近 10
億消費者，Facebook 可以推出比 AdWords 更具有價值的新廣告產
品。目前，美國網路品牌廣告市場的規模已達到 850 億美元。一旦

目前的時間軸仍只是第一代產品，未來還將會有更多的新產品
出現，而且不斷對時間軸的用戶體驗進行改進。
預測：Facebook 將會在 2013 年上半年對時間軸進行首次重大
更新。

AdWords 釋放基於關係的廣告潛力，該市場將迅速達到數十億美元

四，Facebook 如何在獲利與隱私空間或取平衡

之巨。

Facebook 從去年開始被全球多個政府單位與用戶的批評未能

預測：到 2013 年第二季度，Facebook 的季度廣告營收將增長
兩倍以上，達到 30 億美元。

善盡保護用戶隱私的責任聲浪一波接著一波，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
用戶可以被他人標記在照片內，而用戶本身並不想要被公開。雖然

第三：開放圖譜

當下該公司有出面向大眾道歉並發展另一項服務項目，讓用戶可以

佔 領 Facebook! 請 等 一 下， 我 們 早 已 這 樣 做 了。 或 者 說

選擇不要被標記的功能。但是還是又被批評說是強迫用戶自己動手

Facebook 佔領了我們？ Facebook 當前已經佔據了網路用戶所有上網

進行刪除的動作。後來一些隱私權保護團體在聯邦貿易委員會舉辦

時間的七分之一。

的研討會上又指出 Facebook 應該在被標示之前就要本人確認而不

通過用戶的身份、關注點和關係軌跡，Facebook 有潛力成為一

是事後才做移除的動作 . 但是由於之前的設定，所以導致之前的

個真正的平臺，來連接所有在網路中的目的地。但這還不是全部。

功能無法被更改，所以進而要求用戶針對隱私權限的設定。比較於

開放圖譜僅僅是個開始，但是還缺少發行商如何聯繫、接入資料和

Google 的 " 尋找我的臉 " 的服務，Facebook 在方面用戶方便擴大

建立關係的完整和可執行願景。發行商並不需要得到支離破碎的資

市場佔有率，進而侵犯到隱私的問題，應該是當初該公司沒有想到

料，因為這將迫使他們自己進行分析 -- 他們需要統一的模式，能夠

的。我們覺得 Facebook 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固權隱私的問題後，

在受眾的網路世界和真實世界中搭起一座橋樑。

在每項內容內增加 " 事先詢問或是提醒 " 的功能即可。如果太過，

當用戶使用 Facebook 移動應用的優惠券在 Whole Foods 購買一

就失去 Facebook 這個社群網站的用意以及目的。另外一樣問題就是

隻雞時，Facebook 就可以借此獲取到用戶購物地點以及閱讀過烹飪

Facebook 為了要獲利讓廠商在網頁上登入廣告，用戶只要有興趣按

雜誌的相關資訊。當用戶回到家中之後，他的個人頁面上便將會出

讚，就會固定從該廠商收到定期的資料，甚至廠商會藉此收集到用

現有關如何烹飪雞的建議。

戶的資料。在這個部分 Facebook 目前處理的方式就是設立一個功能

Facebook 擁有著巨大的潛力，通過長期追蹤用戶行為獲取到的
資料，能夠被發行商和其他品牌所使用。
預測：到 2013 年第二季度，Facebook 將完全重新設計它們的
分析，不僅僅只提供資料，而且還將提供真實、整合的受眾見解，

可以讓用戶取消 " 讚 " 藉由取消定期的資料傳入。
另外，保護用戶的私人資料這是一定要有的，這個部份就等於
是最後的防線。至於要如何獲利，就如果之前講的電子商務和虛擬
貨幣 / 開放圖譜 / 廣告 / 搜索這幾個管道去發展。

從而指引品牌廣告主的個性化努力。
第四：電子商務和虛擬貨幣
在作為上市公司的第一年間，廣告業務並不是 Facebook 惟一的
營收來源。
數位商務 ( 也就是數位商品 ) 的市場規模早已超過了 160 億美
元，預計到 2014 年該市場的規模將達到 360 億美元。電子商務市場
規模屆時將超過 6800 億美元。目前，上述兩個市場均通過兩種交易
方式完成：信用卡和 PayPal 帳戶。
數字支付的演變已經非常緩慢。誰對用戶最為瞭解？銀行、律

劉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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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題目 Report Title

中傑鞋業有限公司高管隊團隊障礙的個案分享
Case Sharing ofExecutive Team Obstaclesof Chung Jye Shoes Co., Ltd.
班級：第五屆 東莞班
課程：Highly-efficient Team Leadership 高效能團隊領導
指導教授：鐘昆原 教授 學生：邱宜芳、廖靜修、鄭閎元、劉瓊雯
一 . 公司簡介
中傑鞋業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經營世界一流品牌 New BALANCE
運動鞋、CLARKS、Kenneth Cole、Rockport、ARIAT 皮鞋和休閒鞋的
台商獨資企業，于七十年代初在臺灣創建。大陸公司成立於 1998 年
4 月，年產各種成品鞋約 1000 萬雙，產品 95% 外銷歐美與亞洲各國、
5% 內銷中國大陸，在廣東省高要市的本廠為集團總公司、江西上高
廠、肇慶分廠、廣寧分廠、、四會分廠和臺灣、美國兩個辦事處，
員工總人數將近 9000 人。

的執行力度產生疑問可能會使效果打折扣。不利公司的形象也會使
在招工這樣工作遇到阻礙。
針對這障礙我們擬定的處理方法為 : 針對總經理個性的特點，
若是高管隊的任一成員對上級佈達的指令有疑問或是建議必須招集
其他成員共同討論，確定各部門的考量點並詳細擬定各項分析數據，
以書面方式呈報上級批示。相信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大家對各項任務
的推動能夠有詳細的分析也能夠讓上級接受。
我們公司另外一個障礙來自於高層的缺乏承諾造成整個團隊無

二 . 公司的主要情況
近兩年公司致力於穩定員工招收本地工，滿足員工需求增加各
項福利以及配合客戶擴大公司產能，開始到其他地區設立分廠，或
者是以併購方式擴大廠內的產能需求。

三 . 主要團隊障礙 & 產生原因說明
法順利運轉 . 高管團隊的指令來自於總經理 . 往往因為總經理與董
事長之間的關係，造成公司決策 / 方向性的問題無法明確的布達。
整個團隊的方向模糊不清或是反覆討論議而不決 . 總經理和董事長
之間的障礙就是害怕衝突，而延伸出喪失信賴 . 在人際和協與衝突
動態模式中，他們多數處於虛性和諧的狀態，極少數在實性和協狀
態中。每當有實性的衝突產生的時候，往往演變成情緒化的表現而
變成虛性衝突。所以在這個模式中一直循環。舉例，我們公司在今
年在江西成立了一家分廠，分廠的管理方向，主管安排等等的人事
首先對公司內部組織情況說明，公司內部的台籍幹部有 60% 是

組織規劃，由於兩位老闆無法達到共識，遲遲無法決定 . 由此又引

有親戚關係的屬於家族企業類型的公司。我個人是在公司負責財務

伸出其他破壞性衝突的問題，如董事長覺得總經理不尊重他的想法

的工作，高管隊的主要成員共 12 人，平均年齡約 35 歲，其中有 9

等等 . 造成各處級主管所接收到的資料不一，而無法具體凝訂出後

個人 75% 的團隊成員都是從出社會開始工作就是進到中傑鞋業裡面

續作業的方向 . 江西廠的規劃無法如預期的成長 .

從基層做起。另外三人也進入公司服務 10 年左右，所以對於大家的

針對這個障礙，我們討論後發現公司高層團隊中需要 " 豬八戒

個人歷史都非常的清楚，對彼此的性格特點也都非常了解，在互相

" 這種角色的人，並且成利 " 機動豬八戒小組 ". 因為兩個老闆在

信賴這各環節是沒有障礙的。

MBTI 中都有很強 T 的特質 . 所以在僵持不下的時候，F 特質人員可

我們第一項的團隊障礙是 " 害怕衝突 "，原因是我們與高管隊

以緩衝整個討論過程 . 經過我們評估分析，副董事長負責財務單位

直接上司總經理與我們的年紀大約是差距 18 歲，以輩分來說剛好又

的主管是最適合這個角色，但是遇到討論的議題不同，整個高管團

是高了一階，於公於私與高管隊的成員都是非常親近的，只要是他

隊的成員也必須要支援扮演這個角色 . 讓公司的決策能夠清楚的布

要求要辦到的事情，大家都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去完成任務，但是有

達，讓團隊的效率達到最高的成效 . 如同科技公司中角色，我們覺

時候再發布命令當下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不敢當面直接與他辯駁。

得凱薩琳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 領導者如何運用智慧來領導整個團隊

舉例，2011 年總經理由於考量到人工成本的急速提昇以及公司

是團隊勝敗的關鍵 .

的策略是大量招收本地員工這些因素，因而下達在 2012 年必須要作
到月休六天的福利，當時廠務部門有提出是否不要將天數設定死以
免後續有變動無法彈性調整，但是當下其他部門並沒有提出附議所
以就這樣定案公佈執行。
可是在今年度由於訂單爆量的情況下，無法做到月休六天導
致公司承諾員工的福利無法兌現，員工對公司提出的福利產生了質
疑，這樣的後果有可能會在日後公司推動各項工作時讓員工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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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List of 2015 Graduates

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MBA

王琇治

Hsia-Chih

Wang

天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鄭朝元

Chaur-Yuan

Cheng

全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陳靖中

Ching-Chung

Chen

威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彭桂音

Kuei-Yin

Peng

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莊姵瑩

Pei-Ying

Chuang

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陳秋伶

Chiu-Ling

Chen

威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巫佳燈

Chia-Teng

Wu

見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巫建濃

Chien-Nung

Wu

見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陳安榮

An-Rong

Chen

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莊文村

Wen-Chun

Chuang

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蔡振旺

Chen-Wang

Tsai

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楊佳瑜

Chia-Yu

Yang

世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MBA

吳光輝

Kuang-Hui

Wu

維樂工業(股)有限公司

MBA

陳君榮

Chun-Rong

Chen

維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莊瑋欣

Wei-Shin

Chuang

旭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MBA

許武雄

Wu-Hsiung

Hsu

祥力自行車配件(太倉)有限公司

77

畢業生列表

78

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MBA

李長紘

Chang-Hung

Lee

濰坊亞格立農化科技有限公司

MBA

涂明楷

Ming-Kai

Tu

美輪運動器材(太倉)有限公司

MBA

涂明龍

Ming-Lung

Tu

美輪運動器材(太倉)有限公司

MBA

莊立宇

Li-Yu

Chuang

濰坊亞格立化工有限公司

MBA

沈菁菁

Chin-Chin

Shen

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昆山 )

MBA

何德榮

Te-Long

Ho

昆山驊盛電子有限公司

BBA

王怡華

I-Hua

Wang

永祺(常州)車業有限公司

BBA

黃志雄

Chih-Hsiung

Huang

上海東庚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MBA

宋安浩

An-Hao

Sung

東莞明昌傢俱有限公司

MBA

林鴻祺

Hung-Chi

Lin

信輝電器有限公司

BBA

呂欽賢

Chin-Hsien

Lu

永晉燈飾有限公司

MBA

施養銘

Yang-Ming

Shih

永晉燈飾有限公司

MBA

郭志堅

Chih-Chien

Kuo

光晉電器有限公司

BBA

許景森

Chin-Shen

Hsu

藝遊有限公司

MBA

鄭閎元

Hung-Yuan

Cheng

德鑫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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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MBA

廖靜修

Ching-Hsiu

Liao

長榮興實業有限公司

MBA

陳明濤

Ming-Tao

Chen

永晉燈飾有限公司

EMBA

陳慧娟

Hui-Chuan

Chen

廈門祐成房地產公司

EMAM

方衛東

Wei-Dong

Fang

福建福貞金屬包裝有限公司

EMBA

陳俊仁

Chun-Jen

Chen

聚泰有限公司

MBA

何冀杰

Chi，Chieh

Ho

宏國電子有限公司

MBA

蔡惠馨

Huei-Hsin

Tsai

升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MBA

余建勳

Chien-Hsun

Yu

漳州升源機械工業

MBA

孫嘉隆

Chia-Lung

Sun

漳州常山大統聯豐興業飼料有限公司

MBA

蘇松民

Song-Min

Sue

成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陳志瑋

Chih-Wei

Chen

錠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MAM

陳慧勇

Hui-Yong

Chen

福建福貞金屬包裝有限公司

MBA

簡茂昌

Mao-Chang

Chien

漳州益昌五金有限公司

MBA

康文昌

Wen-Chang

Kang

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

MBA

邱太能

Tai-Neng

Chiu

隴億車料(太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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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MBA

楊雅雯

Ya-Wen

Yang

全維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MBA

林志成

Chih-Cheng

Lin

捷安特電動車(昆山)有限公司

EMBA

李琴

Qin

Li

捷安特投資有限公司

MBA

楊尚儒

Shang-Ju

Yang

鎰松化工(昆山)有限公司

MBA

劉智雄

Chih-Hsiung

Liu

昆山川合精密塑膠有限公司

EMAM

趙漢昌

Han-Chang

Zhao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MBA

方建平

Jian-Ping

Fang

蘭溪輪峰車料有限公司

MBA

陳承孝

Chen-Hsiao

Chen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BA

蔡冬荣

Dong-Rong

Cai

嘉思特實業有限公司

EMBA

盧斌

Bin

Lu

梅特勒托利多称重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MBA

孫穎

Ying

Sun

嘉思特實業有限公司

EMAM

沈振海

Zhen-Hai

Shen

無錫西塘車圈有限公司

MBA

洪瑞鴻

Jui-Hung

Hung

全維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MBA

易裕清

Yu-Ching

Yi

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

EMBA

彭朋

Peng

Peng

蘇州巨大貿易有限公司

EMBA

陳彥

Yan

Chen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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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MBA

林清訓

Qing-Xun

Lin

昆山斯搏特印刷有限公司

EMBA

陳群書

Qun-Shu

Chen

廣州銷售部

EMBA

徐志航

Zhi-Hang

Xu

捷安特(成都)有限公司

MBA

周銘恩

Ming-En

Chou

巨大歐洲總部 Giant Europe BV

MBA

賴彥宏

Yen-Hung

Lai

亞旭電腦

MBA

陳柏宏

Po-Hung

Chen

台灣口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BA

陳柏佑

Po-Yu

Chen

南通口木車件有限公司

MBA

李政祐

Cheng-Yu

Lee

祥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MBA

李岳融

Brandon Jing

Lee

英隆機械(昆山)有限公司

EMBA

鄭志賢

Chih-Hsien

Cheng

恆顥光電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EMBA

許淑女

Su-Nu

Hsu

昆山登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EMBA

毛訓淳

Hsun-Chun

Mao

金泰工業有限公司

EMBA

曾瀞瑩

Ching-Ying

Tseng

湖州大享玻璃製品有限公司

EMBA

王繼葳

Chi-Wei

Wang

武漢瑞通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EMBA

章曉惠

Xiao-Hui

Zhang

紹興揚麒進出口有限公司

EMBA

王顯堯

Hsien-Yao

Wang

揚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MBA

陳萬榆

Wan-Yu

Chen

湖州大享玻璃製品有限公司

EMBA

翁啟斌

Chi-Pin

Weng

毅隆紡織(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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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EMBA

劉春發

Chun-Fa

Liu

伊諾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MBA

顧敏智

Min-Chih

Ku

Innove tire Co，Ltd (伊諾華)

EMAM

王宴設

Yen-She

Wang

芊茂(浙江)拉鏈有限公司

EMAM

張志康

Chi-Kong

Chang

東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EMAM

楊鎮奕

Chen-Yi

Yang

寮國祥琪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EMBA

楊馥菱

Fu-Ling

Yang

亞洲品集有限公司

EMBA

游宗熙

Chung-Hsi

Yu

Wen Ho of Canada Ltd.

EMBA

李月卿

Yueh-Chin

Lee

經基興業有限公司

EMBA

陳思達

Szu-Ta

Chen

經基興業有限公司

EMBA

陳豫中

Yu-Chung

Chen

汕頭市明誠玩具實業有限公司

EMAM

吳明潘

Ming-Pan

Wu

大昇精密工具(股)公司

MBA

梁安

Ann

Liang

協和門窗芝加哥工廠

MBA

李淑君

Shu-Chun

Lee

台北市新北市各大補習班

BBA

洪數真

Shu-Chen

Hung

宏大拉鍊股份有限公司

MBA

李養生

Yang-Sheng

Lee

小三通台商權益促進會

Name List of 2015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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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康文昌 Kang, Wen-Chang
第二屆捷安特專班 ValedictorianSecond Giant Specialized Class
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協理 Giant (China)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我是康文昌，

同學們因工作關係要兼顧事業與課業。

就職於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本人

相信大家學習的動機都是想要再自我充實及

非常榮幸能代表美國格瑞大學及捷安特第二

加強經營管理知識，以補充在工作多年之後，

屆 G-TEAM 專班畢業生致詞，在此向各位貴賓

重新擁抱學習的渴望。因此，經過了近兩年

表達深深的謝意。

的努力，今天我們終於畢業了。除了感到收
穫的喜悅之外，也要謝謝所有教授們及新華

捷安特 G-TEAM 專班是以捷安特為中心
廠，與主要衛星廠骨幹所組成的一團隊，是

衛管理學院所有學務人員，為我們所做的教
導與協助，( 深深一鞠躬 ) 謝謝大家。

秉承終身學習的宗旨，好還要更好動機，因
應中心廠要轉型升級，供應鏈也要能跟著提

畢業之後，我們應將所學發揮在工作崗

升，而需要一起學習共同成長所開辦捷安特

位上，面對大陸積極佈局一帶一路以及當前

G-TEAM EMBA 專班。

兩岸的經貿發展，大家要善用一帶一路外，
更要用清晰的思路積極參與，不能全無作

新華衛的認真辦學，加上教授群都是歐、

為。因為面對中韓簽訂 FTA，再不加快腳步

美頂尖一流名校學成歸國且在企業界有豐富

在大陸市場有更好作為，根本無法領先同

實戰經驗的教授們，讓同學們有系統化的學

行做差異化競爭了。一帶一路，其中的密碼

習經營管理知識，從行銷、財務、人力資源

「684621」，亦即涵蓋 68 國家、46 億人口、

及供應鏈管理到危機管理…最重要的是，策

21 億美元的經濟總量，把自己的「體質」理

略及變革管理等理論及實務。這些課程帶給

得更好。對於當前市場的競爭讓我們互相勉

我的，不只是知識而已，也帶給我許多觀念

勵，利用我們在這專班所學得的知識，應用

的改變。這些觀念，對在處理日常的工作，

在我們的工作上，才不枉費學校對我們的期

極有很大的幫助，這些理論與實務的互動，

許及我們課堂期間的努力。

讓學生獲益良多。透過課堂上彼此思考的腦
力激盪，再藉由教授們精湛的講解，進而改

最後，再次感謝新華衛的徐執行長悉心

變原先僵化的舊思維，轉化為自我內在的新

的服務與照顧，也要恭喜此次畢業的同學們。

觀念，形成更多元、系統化的思考模式，來

也祝福所有教授們、校友們、貴賓們、同學

迎接不斷求變的未來，也可為企業的轉型升

們，身體健康，事業順利，謝謝大家。

級大大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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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游宗熙 Yu,Chung-Hsi
第五屆世界台商班 The Fifth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Class
CEO of Wen Ho of Canada Ltd.
新華衞林縂監、徐執行長、學術委員會

加豐富，除了感謝新華衞在學習過程中，教

黃恆獎主席、各位教授、各位校友、同學及

授給予的鼓勵與指導，也感謝這麼多的同學

貴賓大家好。

樂於分享工作過程中的實務案例，讓我們彼
此從中學習到不同產業別的資訊，擴展我們

我 是 游 宗 熙， 現 任 職 於 Wen Ho of

的視野。另外在班上認識了與自己年紀不同，

canada Ltd，職稱為 CEO。本人非常榮幸能代

專業領域不同的這些可愛的同學，我們曾經

表比利時國立萊德大學 EMBA 班畢業生致詞，

討論個案的情形，也討論過團體作業的分工，

在此向各位貴賓表達我們最深的謝意。

在這𥚃不分年紀，沒有輩份之分，大家都是同
學。在每門課結束之後都邀請教授和我們一

世界台商聯合縂會分佈在全球六大洲，

起聚餐，希望能從他身上多挖一點寶。課後，

在因緣聚會下認識了新華衞的林縂監，新華

教授也不時把好的資訊放在 LINE 上和大家

衞為我們提供一個相互交流和提昇的平台，

分享。最後後還是感謝教授不遺餘力的鼓勵

我瞭解到企業要永續發展除了要不斷革新及

與鞭策，除了協助我們如期順利取得 EMBA

創新外，也須経常吸收新知識來提昇自己，

學位外，也成就了我年輕時未能實現的夢想。

也就在這因素之下就報名參加了 EMBA 的課

謝謝你們，豐富了我的人生，這裡的一切將

程。

成為永恆的記憶。

歷經 15 個月，來回奔波在多倫多，台北

再次感謝新華衞林總監、徐執行長的服

與學校的日子，終於將劃上休止符。回顧這

務與照顧，讓新華衞帶給了我們新的體驗，

段時間真是又充實又忙碌。除了教授實用有

新的思維以及新的領域去迎接當今経済情勢

趣的授課內容外，讓我結識了來自各產業菁

充滿危機與挑戰。同時也恭喜此次畢業的同

英的幾十位認真學習的同學，真是收穫良多。

學圓滿取得學位。最後祝福與會教授、嘉賓、
校友身體健康、事業順利、闔家平安•謝謝

在 EMBA 的學習，重點在於彼此的分享，
在加上教授專業的說明，讓整個學習過程更
84

大家。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新 華 衛 全 球 校 友 聯 盟 2015

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王怡華 Wang, Yi-Hua
第十屆蘇州班 The Tenth Suzhou
永棋（常州）車業有限公司 採購協理 Procurement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Yong Qi (Changzhou) Bicycle Industrial Co., Ltd.

尊敬的校長、各位教授與師長及各位貴

內心對人的關懷，離開學校絕不是學習的終

賓，還有在座曾經一起奮鬥學習，且即將畢

點，反而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善用我們所學，

業的優秀同學們，大家好 ! 很榮幸能代表本

繼續在企業裡奮鬥並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屆畢業生上台發表畢業感言。

同學們 ! 讓我們在成功的道路上持續相互扶
持努力，期待再相會 !

今天是我們人生旅途中一個階段的結
束，但也是另一個新挑戰的開始。

最後祝福校長，師長及各位貴賓們，還
有在座同學與您的家人們，平安喜樂，身體

感謝師長們在學習旅程中的傾囊相授，

健康 ! 謝謝大家！

把您們累積了數十載的功力，傳授給了我
們，讓我們在實務工作中找到了理論基礎的
支持，也感謝在座同學們平時的相互扶持，
讓我們在習得專業知識以及應用之餘，還能
從大家的身上分享更多事業成功的秘訣，在
進入 EMBA 之前，各位已是各方之霸，平日雖
忙於工作，但卻能放空自我，一起進修成長，
也因為如此，我們更了解彼此，成了”不必
用力打招呼”的朋友。
古往今來，物質的享樂常被人們盲目的
追求著，但就心理學的層次而言，物質滿足
是無法恆常的，唯有飽滿的內在才是人們永
恆的資產，今天或許是我們在學校的最後一
堂課，但同學們，人生最值得擁有的不是權
勢與名聲，而是自我知識能力的提升與發自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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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學習心得
盧

斌

梅特勒托利多稱重測量技術有限公司 製造經理

首先，本次 EMBA 研修班的授課老師都是來自臺灣著名大學的資深教授，
他們用自身淵博的知識面為我們展示了新的管理視野，為我們的思考鋪設了一
條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橋樑。他們往往能通過一個小小的案例引發我們對某一
層面的問題深層次的思考；我們可以零距離和這些管理專家請教學習，很多日常管理中碰到
的困惑與疑難，往往在老師的一兩句話中點破。
其次，我們的同學都是來自不同企業的管理人員，EMBA 班為我們搭建了一個大家相互溝
通學習一個平臺。通過課堂的交流討論，我們能分享別人的管理經驗。來自不同行業，不同
背景的每個人都能帶來自己的故事，大家又會學到一大批活生生的案例。觸類旁通，我們每
個人的知識庫在 EMBA 學習中都得到充實。
EMBA 的學習是一個主動的過程，需要我們積極主動地去參與團隊學習，善於表達自己的
觀點。在課堂上大家都積極分享自己的觀點和看法，EMBA 學習也為我們提供了鍛煉理性思
維的機會：課堂提問與解答、案例研究、小組專案 ( 分析與演示 ) 等，都需要我們去獨立思
考、獨創地去學習，並在過程中學會一套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通過學習怎麼提高自身的實戰水準是一個關鍵，比如要做好一個企業，留住人才和培養
人才是一個企業的制勝法寶。但我們的一些中小企業這幾點都做的不夠好：招人難，留人也
難，企業內部培訓多數無體系，培訓的主題也經常零散而且與需求脫節。通過上了 EMBA 班
的學習，使我頓悟了：讓我找到了企業留住人才和培養人才的方法和應該努力的方向，如何
建立企業培訓體系，企業培訓體系建立後因為能使普通人才產生“溢價”從而能留住人才。
之前，我也深刻的認為：我要給我的員工多些培訓，讓他們能快些成熟和進步起來，從
而使我公司的管理水準能提高。俗話說“病急亂投醫”：所以我們公司進行過執行力的培訓，
公司還買了各式各樣的線上視頻講座給各級的人員看。但折騰來折騰去，公司的管理水準進
步就是不快。通過這次的人力資源管理課程學習，我們成立了公司的專職培訓部，擬定了新
員工，老員工，初級管理員，中級主管的詳細培訓內容和計畫。還有高級管理員的外訓內容
和計畫。目的是讓我公司的培訓能成為一個系統，讓每個階梯的成員都會有適合自己情況的
學習和進步。雖然我公司的這個系統還在建立的階段，但我覺得我們是在走正確的方向，我
們的培訓體系會越來越完善，通過我們的下一步努力，我們的培訓系統能起到培養人才和培
養人才使之產生“溢價”而留住人才的作用。
感謝新華衛給了我學習管理能力的平臺，也感謝我的同學們，讓我收穫了友誼！思想決
定出路，知識改變命運，學習成就未來。EMBA 研修班雖已結束，但我們沒有理由停止學習
的步伐。我們堅信，通過終生學習，始終保持正直、樂觀的心態，我們必定會在耕耘與收穫
中，走出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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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承孝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這次的 MBA 課程中，最大的感觸是：透過不同領域的學習與觀察，可以學到
不同的思考模式與見解，當我們所服務的企業轉型或調整的必要性時，我們將能更
快速的跟異業溝通與思路融入，讓雙方能更準確的在相同平臺上一同解決問題，這
樣的課程，確實能為任何企業降低不可見的失敗成本；同時也能為我們提高多方的思考模式。
上課前透過研讀過往的實際案例，讓我們在無法得知解答的前提之下，並約束不可事先上
網查詢相關資料，在沒有任何引導或方向下去思考並模擬該情境的可能結果或可能過程，結合
課程中所有同學及教授的誘發性思考來相互挑戰思路，引導出這些案例更好或更不好的結果，
這種模式並無所謂正確解答或正確方法，能讓我們在實際面對的問題時能更穩重的全面思考；
在真實環境下，不也是如此，環境的變化速度往往快於企業面對或適應的速度，正當我們無法
快速得知環境轉變的方向，也無法一直準確的預知環境何時或如何變化，更不可能隨時將企業
引導在超越時代的腳步，這也是這 MBA 課程要我們去模擬的目的。
透過課程引導，要達到多方面或全方位的思考，不外乎始於人也終於人，人是企業最重要
的資產，也是這個課程的重點項目之一，如何正確的『教育』（─作業管理）與『培養』（─
團隊領導）人，放在 MBA 課程的第一堂與第二堂，在教育我們如何將人放在第一位，這樣才能
成為其他領域的根本。
全球經營環境、國際企業管理、財務管理、管理資訊系統、國際行銷管理、企業經營策略、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客戶關係管理、管理經濟與組織設計與變革這十一門進階課程，由外而內
由內而外的綜合管理學習，不同領域的換位教學讓我們有深深的感觸，『原來平時他們在乎的
是這樣，因為後面有更嚴重的問題會發生』，不僅讓我們能快相互理解，也能為企業將更後端
的問題往前端拉動，這樣的話，問題能更快速的被呈現讓企業能更及時面對以降低必要的風險。

張志康

KABUKI 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

EMBA 學習使我開擴了思路，改變了思維模式
這次研討會給我們搭蓋了壹個全方位的知識構架和思維體系，特別是通過深入淺
出的講解和案例分析，從實際案例上幫助我們去完善我們的思維模式。每次討論，都
引發壹次深刻的反思，同時拓展了國際視野，大大彌補了我們的知識短板。通過基礎課程的學習，
我們養成從多層次，多角度來看問題的習慣，讓我們看的更清楚、更透徹，能發現事物的本質，這樣，
問題解抉起來就容易很多了。
EMBA 學習是深度解析的溝通技巧
就我來說，通過本次學習，明白了溝通是壹種能力而非本能，良好的溝通能力需要不斷學習和
訓練，通過學習現場模擬訓練，找出在溝通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在今後的工作中，我將會舉壹反三，
在與管理人員、被管理者間通過良好的溝通。
EMBA 的培養大家的團隊意識
同學們分成若幹小組進行討論、分析，最後交出報告。在小組的分工合作中，我們資訊收集又
快速又全面；並且在看似亂七八糟的討論中能透徹的分析問題，且很快能理清思路，拿出最佳方案，
比壹個人閉門造車好多了。同時在討論、合作中也鍛煉了我們的協調和溝通能力。
老闆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要操控市場，要掌握市場的主動權。企業發展的不同階鍛，市
場發展的不同階段，企業有不同的需求。要用新思維通過良好的溝通建立壹個強大的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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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勇

福建福貞金屬包裝有限公司 研發部資深經理

透過參加 EMBA 研修班課程學習，在艱辛伴隨著愉快的良好學習研討氛圍中，獲益
匪淺，感悟良多，讓我對工商企業管理的課程進行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學習，學習到許
多從未接觸的的課程議題，例如人力資源、國際行銷、財務管理等；在經驗豐富的教
授課程上採用經典案例分析，緊貼管理實踐內容，提供案例，通過小組做實際案例研討分析，腦筋激
蕩爭論發表，讓思維在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法都多元化；學以致用，將學習到的運用到實際企業工作
中，不管在團隊建設，向上向下溝通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使我的管理意識和水準得到了很大提升；同
時也領悟到公司老闆創建企業文化、商業模型的用意及精髓，特別強調公司所有員工需不斷進修學習
的理念；人活到老學到老，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心在哪裡，收穫就在哪裡！感謝公司給予這麼好的
一個學習平臺，讓我收穫匪淺，將持續不斷進修學習，激發更多潛力運用到日常工作中！

許景森

藝遊有限公司 專員

在新華衛學習的這段日子，影響我較深的人不單只有老師，也包括同學。再次
就學後，我能深刻感受到，在學期間，我認識許多不同的人、事、物。老師把學習視
作啟發，養成學生獨立思考的習慣，和我的工作相輔相成。所學到的多元思考，不僅
針對工作，更可以運用在任何事物上，是非常珍貴的收穫。在實體互動的課程中，也重新與同學、
老師相處，少了工作上的利害關係，相處起來情誼更為真摯，校園裡人與人之間的單「純」關係，
沒有商場上的利益或職場上的尊卑，同學之間可以單純聊天，這是很愉快的事。此外，我相當重視
「緣」，認識就是種緣份，我喜歡人與人之間真誠相處的感覺，在這裡我找到了這種感覺，我覺得
這份情誼在畢業後一定不會消失。

游宗熙

Wen Ho of Canada Ltd. 執行長

有機會再重拾課本 , 一則喜，一則憂。喜是分享創業心路歷程，憂是有些年紀害
怕更不上進度。有不服輸的個性，就毅然投入再當學生之行列。藉由教授理論的指導
加上實務經驗，相輔相成，使我在這段學習中獲益良多。在學習中瞭解團隊之重要性，
企業成功需要有個強有力的團隊，集體創作，達成共識此乃共好團隊成功的密絶。
每堂課授課內容均由學校及教授精心設計，深入簡出符合目前社經所需。為了能可以儘快達成
效果，必須在上課前做好準備工夫。上課中，若有問題討論時，教授均會一一詢問同學之看法，在
上課時不但要專心，回家時又要做作業及明天上課做準備。團體作業又是一種挑戰，每組有不同題
目，每個題目又有𣎴同問題要回答，因此分工，表現團隊合作精神，為隔天的 presentation  而努力。
之後還須接受教授或同學的 Q&A，看得出每組都很用心，雖然學習過程瞞辛苦，但是，是值得的。這
次的學習不但豐富了我的人生，更使我更上一層樓。在此感謝學校提供實務課程，讓同學體驗到人
生不同階段扮演不同學習的角色，真是收獲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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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榆

湖州大享玻璃製品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助

為了讓工作上的管理有更好發展，同時不斷提升自我在核心的競爭力，我參加了
EMBA 課程。在上課前，我在公司碰到的瓶頸，經由上課從教授的理論和各同學在不同
企業不同職位的經驗上得到答案，我也會在這學習到管理方式，試著套用於公司內部
上，做到持續改善。而在這些課程中，人力資源、作業管理、國際企業管理、管理資訊系統，這幾
門課讓我印象最深刻。因為這幾門，都是我在目前實戰中，最受用的部分。也希望學院這邊，能夠
在教導理論上，能夠讓我們這些製造業看的到一些未來的進行式。在經由上課後，應用在自己的工
作上，也感謝學院有這麼好的配合度，讓個多的學員能夠學以致用。

趙漢昌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副理

林語堂先生有句話叫：人情練達皆文章，事事洞明皆學問。在學習的過程中雖有
好多的酸甜苦辣，每當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一絲的成長都有無比的幸福感和成就
感！當我學習到人事管理這門課程時才瞭解人是有好多需求的，就讓我在反思我平時
在處理人員的一些人際關係時就會去換位思考，我所做的有替對方去考慮嗎？有滿足其基本需求嗎？
有滿足人多是需要鼓舞和激勵的嗎？透過這些調整使我們的團隊凝聚力有很大的提升，工作效率也
有長足的進步，使我認識到事事都有其理論和解決之道，只要我們碰到問題願意去解決，一定會找
到辦法！

易裕清

捷安特 ( 昆山 ) 有限公司 經理

參加 EMBA 課程，從中獲得了兩大收穫 :(1) 從課程中所講述的理論與專業的學習，
使自己瞭解到原來在職場上是要透過不斷的學習與吸收，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在這吸收
的過程中得到創新，並運用課程上諸多企業實際案例的解析，引導從中學習到管理的
策略與過程，並藉由成功案例與失敗案例的探討，使企業訂定策略時更有系統性與方向性，也藉由
系統化的思考邏輯訓練，提升工作上策略管理的能力。(2) 在課程上遇到不同產業的學員，從中瞭解
到各產業的生態，並從中互相學習交流，各產業的管理方式與策略運作，可激發更開闊的思考與應
變能力，可謂是全方位的學習。

彭

朋

蘇州巨大貿易有限公司 經理助理

通過參加 EMBA 課程，我感受頗多，首先感謝 tina，在她的帶領下，我們這班成
為一個非常有愛心、團結性非常強且非常活躍的班級，在跨越二年的時間裏，讓我們
彼此有了更深的瞭解和交流。
其次感謝各位同學的經驗分享，讓我在實際的工作中有了更多的借鑒和經驗的積累。
再次要感謝每位授課的教授，感謝您們無私的傳授知識，感謝您們一如既往的支持和辛勤的付
出，通過一系列的學習，我能有機的結合自身從事的管理工作，把學習的收穫轉化為策劃工作的思
路，為更好的完成一個又一個工作任務而打下堅實的基礎。
最後，要感謝我的老闆，讓我擁有參與學習充電的機會。我將以更加飽滿的工作熱情，強烈的
責任意識，開拓進取、紮實工作，不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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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宴設

芊茂 ( 浙江 ) 拉鏈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特助

先先感謝新華衛國際學校全體人員和教授們，對我們悉心指導勤栽培，在學習時，教導我
們主動、積極，建立團隊，認清環境變化調整跟著變化，每分每秒要進步，培養正能量，培養
全方位管理能力。
已修滿企業管理：「賽局與競爭分析、組織理論 - 設計愈變革、高效能團隊領導、人資管理、
財務管理、作業管理、國際市場行銷、國際企業管理、策略管理、商事法企業倫理、資訊管理」的課程。使我
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較大的提升。
教授們治學嚴謹，學術精深，厚德載物，對學生耐心，關懷至微，對我們日後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產生深
刻的影響。
學習之路很艱辛，成功之路很還很遙遠，卻讓人思索奮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學以致用，
盼能服務人群，以此以諸君共勉！

徐志航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行銷協理

這次的 MBA 課程非常的全，原來我們都是在做中學，並沒有系統地學習和整理我們的知識，
透過這次的學習，讓我們更加系統地學習，並且也補足了我們的短板，也使我們接觸到原來我
們工作中並沒有接觸到的那部分。尤其是在某些課程的主題，是完全和我們的工作可以結合起
來，透過做題目，並發表，介紹老師和同學的討論和指導，讓我們在實際工作有更多的想法了。

周銘恩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技術中心經理

工作中的忙與盲，常常忘了冷靜下來回到原點來思考事情的本質。新華衛所安排的 EMBA 課
程，從工廠的管理，到人的管理，到知識的管理都有很多的學習，讓我們能夠有機會透過理論
以及其它業界的案例來讓我們深入瞭解事情發生背後的原因。讓我們能夠更系統化，更有效率
的來管理與領導公司的同仁。
最後，感謝新華衛的安排，及一再的配合我們這些常常因為公務而要求改期的要求，並讓我們如期完成學業。

李岳融

英隆機械 ( 昆山 ) 有限公司 行銷部副理

時間過得好快，好多課感覺還想再聽第二次，一定還有不同領悟。
透過每位教授風格迥異的上課風格與案例教學 ,，幫助我未來的管理思路更加清晰
並與時代趨勢能更為貼近 ,，另一不錯的收穫即為與本來並不算熟的各位同學從小組報
告以及上課互動中使關係更為緊密 , 並讓我學會團隊合作的重要以及在看待同一事物上能從不同角度
出發 ,，本來就是抱著每堂課哪怕只要一分鐘能有所收穫就值得的心態來的，到最後覺得光是要試著
分析每位教授不同的上課風格與手法都是一種有趣的學習，確實受益良多！

賴彥宏

亞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參加此次課程，兩年多以來，除認識到各式各樣的其他產業的管理模式，也藉由教
授在課程上的案例教學，其涉獵範圍的廣泛程度，可接觸到平時工作中碰觸不到的專業
項目，可讓自己能以更高的高度考慮上遇到問題的解決方式，不會以本位主義的思考邏
輯來發揮，而是以經營者的高度來考慮全盤的規劃 , 這是在此次課程中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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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宏

台灣口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助

說實話這次能這麼順利的畢業要感謝校本部及新華衛管理學院的教誨，我很激
動。讀碩士班一直是我年輕時的理想，後來為了事業放棄了進修，想就讀的時候又因
為工作忙沒時間學習複習。直至看到了新華衛管理學院教育的 EMBA 班的招生介紹，
加上公司的支持，才讓我重新燃起讀研的衝動。如今我要畢業了，實在感動又感激！

曾 瑩

湖州大享玻璃製品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工作多年後能夠在進到教室上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平常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
都是需要靠自己或公司的人脈在競爭的環境中解決掉，但在這次的學習中得到了各種
不同行業所遇到的問題和各位同學處理的方法，在這過程中得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尤其是在教授的指導下學習到各種不同可應用的工具，以及更從教授的教學中去想想自己企業裡更
多需要思考以及實際操作上的執行力等等，希望由這次的 EMBA 課程後對事情處理上會有更寬廣的方
向，自我的提升要求也更高。

王繼葳

武漢瑞通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其實在這次上課本來來的意願不是很高，畢竟來武漢工作才半年 (2014 年 1 月
時 )，很多事情還沒上手，還要花許多時間通車坐飛機從武漢來上海上課。
來了之後認識許多非常有經驗的同學們，老師上課也能讓我在工作中去利用一些
上課學到的東西，非常實用。
總而了之，這次上這套課程，非常充實。

章曉惠

紹興揚麒進出口有限公司 總經理

有一個著名的”三八理論”說八小時工作八小時睡覺，這個人人都一樣，非常公
平，但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在於業餘時間怎麼度過。選擇念 EMBA，認識到我們知識上
的不足，便向成功走一大步。通過系統的學習，掌握了各方面的技能，同時也建立了
一群有共同語言的同學圈，培養了團隊合作學習精神。
沒有天生的信心，只有不對培養的信心。

何冀杰

宏國電子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助

學習是必須的。
隨著時間的經歷，生活、工作環境的改變，不知不覺會淡忘學生的身份，進而成
為社會人，有幸在尚未脫離學校太久，但又有幾年工作實務經驗之後，遇到新華衛，
瞭解到學習應是持續不斷的，應是愈廣而深的，加強在社會的競爭價值，提升於個人的願景理念，
經過一年來重點課程的洗禮，發現實務管理與理論學門上相互交織著密不可分的融合與矛盾。
如何來解開這場關於實務與理論千絲萬縷又盤根錯節的的緊密關係，恐怕只能再繼續學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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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豫中

汕頭市明誠玩具實業有限公司 行銷經理

經過這次的 EMBA 課程，我對不同行業瞭解到許多，並讓我的商業知識大大提升，
也讓我的眼見能夠看的更遠。在課程中我們討論了許多國際企業的成功與失敗的實際
案列，這種學習模式讓我能夠更容易的瞭解一些觀念與經營模式，並且能夠整合與吸
收每個案列的主要重點而實施在我們自己的企業裡。同時在小組討論與做實際案列報告的時候讓學
員都能夠提升自我表達能力也能夠加強訓練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我希望能夠將我所學到的加強運
用在企業裡並將這些知識傳達下去努力的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團隊與企業！

吳明潘

大昇精密工具 ( 股 ) 公司 總經理

在就讀 EMBA 期間，將休息時間轉變成學習時間，雖然工作上繁忙，但能藉由教
授課堂上解說、小組成員之相互討論以及課後考核檢驗學習成果，皆能將工作上之實
務與課堂理論作結合，進而激發火花且幫助工作。將學習之理論應用在公司內部之管
理，對現有某些問題獲得改善方法，且能盡量避將發生之問題點。在與相互配合之廠商方面，能透
過理論作更完美的互動，洞察供應商與競爭對手之不能說的秘密與挖掘客戶之潛在需求。藉由此獨
立思考之訓練，提升自我思考與應變能力，進而提升治理公司之能力。

梁

安

Crystal Windows & Doors IL MFG

副總裁

到台灣讀新華衛開辦 EMBA 是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歷。獨特之處是由不同院校的教
授們給我們傳授各領域的理論和實際經歷。學到許多的知識，可以馬上應用在公司的
管理裡，效果明顯。《讓自己成為導師》，如何建立團隊，人力資源管理的作用，70%
的力量應該花在《GEN- 企業精神，文化，團隊氣氛，溝通協調》裡面，這些都是經營企業非常需要
的知識。慶幸有機會參加這個 EMBA 課程，學習中讓自己不斷進步，成長。

李淑君

臺北市新北市各大補習班 英文老師

參加了西大管理課程，使我的視野提升，也因教授們精闢的解說，上課將理論帶進
企業，實境模擬讓學員們相互討論，提升學員們對於自身產業如何做到更好的管理及
營運，期間教授們專業的傳授，親切的與學員們互動，讓我除了學到如何將理論運用
到管理公司內部，統籌公司營運，也學到了”教學”的真諦。
感謝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幫助我的教授與同學 !!!

洪數真

宏大拉鍊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主管

很開心能有此一學習園地能提供一個終生學習的環境，培養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更
精進、自強不息。團體間的教學相長及合作，使得我們在學習上有更寬闊的視野。
學校使用的教材精簡且資源豐富，理論加實務的運用靈活，配合教授提供的講義簡
單明瞭，講課生動讓我們易於融會貫通。即使現階段已進入職場多年，生活歷練豐富，在此學習仍
能獲益良多，著實地用生命的「寬度」來昇華人生「長度」，課堂上合作的不只是同學，更是生活
的夥伴。感謝學園提供這樣的良機，豐富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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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養生

常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企業的成功要件，如果說是知識、技術、資金、人脈與經驗，那麼在 EMBA 課程的
學習，最少可獲取五分之三的機會，透過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講述，同學中異業經
驗分享，不僅拓展了寬廣的視野，瞭解市場的脈動，更可檢視本身企業已存在或未發
現的管理問題，也藉由系統化、結構化的思考訓練，激發更開闊的思考與應變能力，真是受益良多。

蔡惠馨

升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特別助理

學習是沒有年齡限制的，只要用心，學習是可以很快樂的，感謝新華衛集團的經營，
使得踏入社會的職場人士有機會透過學習得到更多寶貴的知識。
安排學習的領域很廣泛，經過教授群的仔細編排講義與口語文字的敘訴知識學習，
學員面對工作更能夠得心應手，不容易感到惶恐，不論是在與客戶之間的交流，或是在技術方面的
溝通，遇到任何事情正面與負面觀感也會變得細膩與客觀。

簡茂昌

漳州益昌五金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在學習 EMBA 課程之前，總是認為管理上的理論和那些公司的案例是無法應用在自
己的公司上的，因為那些案例在時空背景以及人力上等各種因素都與自家公司不相
符，但在上課後發現，經由教授們系統化及結構化的細心教導，並分析各種案例，慢
慢的開始掌握經營理論應用在實務操作上的精髓，雖然在整體上還有諸多問題無法處理得宜，但是
在實體應用的結果方面，大多都有得到不錯的成果，在課程中也學習到讓自己有不同的思維來看待
事情，這兩年的學習可以說是在自己和在公司經營上都有得到莫大的幫助與成長。

楊馥菱

EAST GATEWAY CO.,LTD 董事

唐代古文家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此話深深完全表明了我的
心情。在這 EMBA 課程中，我彷彿做了全身磁振造影腫瘤篩檢；使自己能正面檢視公
司內部經營所面臨的困境及未來可預見的危機為何 ? 教授們將畢身的所學與經驗，引
導我如何學習有效思考並結合課程理論，實際運用及落實在實務當中。工作不再是為了生存而存在
的，而是一種人生的態度。領悟自己透過工作，可以找到生命的價值，省思人之間的互動依存關係；
在每一次學習中，找到成就與體驗挑戰。最重要的是我重新認識人生的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不是滿
足自己的慾望而生存，而是發揮自己在這世上所存在的使命。

康文昌

捷安特 ( 昆山 ) 有限公司 協理

學無止境，不進則退！捷安特開辦 EMBA 專班課程，是生產、銷售、供應的連結共識，
透過個案能上下垂直整合，讓團隊的情報更加透明快速，也因應暫態萬變的市場變化，
挑戰不缺貨，要啥有啥，完成低成本，有利潤，快速供應的有效連結，經過本次的學
習更讓我瞭解，供需雙方有了透徹的一體連結，才能有效的發揮更大的效果，一起供應市場，一起
服務市場，創造出更好的品牌能量，希望還有更多更好的課程，提供我們督促我們，不斷努力與學習，
挑戰更高更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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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太能

隴億車料 ( 太倉 ) 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中，很高興有機會跟行業裏不同公司的菁英，一起上課一起討
論企業經營的種種酸甜苦辣與得失。
另外，很感謝新華衛安排台灣各名校優秀名師針對企業實際需求，以實務案例深入
淺出講解讓同學們受益匪淺，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同業加入新華衛大家庭

許淑女

南京奇立智雲資訊科技公司 財務主管

有幸參加捷安特第二屆企業專班，感謝新華衛規劃教育課程及安排優秀教授團隊授
課，在近兩年的學習過程在教授指導下及跟同學們的交流，讓我瞭解到各行各業的管
理模式及其精華，無形提升我解決日常管理中碰到的困惑與疑難。
專修班雖已結束，但此次參加 EMBA 課程，讓我更認知終生學習的重要。

楊雅雯

全維金屬製品 ( 昆山 ) 有限公司 經理

參加 EMBA 的課程，讓我學習到許多新的管理知識。每一次在與教授及同學的互動
中，都讓我獲益良多。也因為學校安排了多種不同面向的課程，如：作業管理、供應
鏈管理、國際市場行銷、人力資源管理、經濟學，讓我開拓視野，也學習能從不同面
向去看待企業經營。學習不再從生產者的角度看待生產與銷售，而是以市場需求去制定策略並調整
生產方向。

蘇松民

成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園長

參加 EMBA 的課程中，很高興可以認識那麼多的同學，也在學習中受到同學的鼓
勵與照顧，可以在繁重的工作中，一邊學習，一邊工作，過程雖然艱苦，花費很多休
息的時間與金錢，可是在面對危機處理的時候，想到上課中有教過，就比較有方法可
以去解決，不會慌亂，我想認識同學與危機處理不慌亂的處理方式，這是我在讀 EMBA 所學習到的。
也謝謝各位教授與同學這兩年的照顧，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成長茁壯。

方衛東

福建福貞金屬包裝有限公司 協理

這是我離開學校多年後，又一次系統的，有針對性的學習，讓我領悟到在工作中
碰到的困難，如何從理論的解釋。EMBA 課程能夠結合實際工作，針對性的設定課程內
容，通過對 12 個課程的學習，認我更加清晰企業經營部只是簡單的部門運作，如何
相互協作，如何決策，部門間的分工與合作，企業管理和決策的落實等等，學會如和麵對競爭和挫折。
也讓我靜下心來，和教授，同學，助教進行討論，激蕩腦力，受益非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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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勳

升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廠長

EMBA 課程的學習，是是對數以萬計的真實企業案例進行分析探討的過程，與管理實踐
緊密相連，可以讓我洞悉過去一系列事件的發展規律，更加明晰地知曉自己該做什麼，避
免走更多的彎路。這裡的教授在學術上不僅具有一定的造詣，而且還具有豐富的企業管理
經驗，能夠讓我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法更加多元化，激發了我的潛能。來這裡學習的都是各行各業的企業
家、高層管理者，在學習中和他們的交流讓我吸取了更多的管理精華，為我未來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筆寶
貴的財富。可以說，選擇 EMBA 學習，就是選擇了追求卓越！

孫嘉隆

漳州常山大統聯豐興業飼料有限公司 經理

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並參加 EMBA 課程，透過教授一年多來毫無保留的把自己在
學習和工作中的經驗拿出來與大家分享，讓我有了新時代的理念，再把這些理念套入
實踐的工作中，讓企業內部提昇了不少的工作效率，再透過課程中所學習的新的理念
知識傳授給公司幹部，讓他們有新的思維來帶領基層，創造出新的氣象。

陳志瑋

錠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離開學校有段時間了，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壓力，讓日子過得似乎有點無滋味。
重新開始念書，是個曾讓我很猶豫的決定，時間和體力都是考驗。但這段日子過去，
我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因為我真的得到了許多。知識和友誼不在話下，對時間的
規劃和掌握是意外的收穫。

林志成

捷安特電動車 ( 昆山 ) 有限公司

Knowledge is power! 知識爆炸的時代，學習是最好提升自己的方式，於是我又
開始當起了學生。不論是否在課堂上，我都喜歡思考問題，和自己在腦中辯證，再到
課堂上和教授及同學討論。這麼做讓我想通很多事，看清很多問題。三個臭皮匠勝過
一個諸葛亮，集合眾人的智慧往往能產生最棒的好點子，這是我最深的體會和感受。

王顯堯

揚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1. 從 EMBA 課程學習到自我自信，思考力更加嚴謹細密，從分組討論中，學習到不同
角度，立場換位思考，建立自我學習成長目標。
2. 也充分瞭解自己個性，適合職場上定位角色。
3. 更加學習到對人、事、物學習管理，對自我領導統禦能力補強，瞭解員工需求，如何滿足員工需求。
4. 從各門課程學習，特別是從教授身上學習專業知識開端。
5. 在作業撰寫上，訓練自我研讀，分析個案問題探討，擬定解決方案。

毛訓淳

金泰工業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參加 EMBA 課程，很多課程，都圍繞著一個主軸，那就是“人”。
不管有多好的策略，多大的願景，沒有將人的問題，處理妥善，終究事倍功半。
在未來將會用此次的學習經驗建立團隊，凝聚向心力，提升每個人的能力，以達
到“讓工作夥伴都能享受生活”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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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敏智

Innove tire Co, Ltd ( 伊諾華 )

通過一年多的學習，將自己不瞭解的知識得到補充和完善，也在教授專業的講解
和實戰演講中得到啟發，通過學習，發現所在企業需改善部分及如何完善，針對性的
修正與解決，同時也在作業的準備中得到啟發和收穫，付出值得，只有不斷的學習才
會讓我們進步，在學習和實戰中成長。

楊尚儒

鎰松化工 ( 昆山 ) 有限公司

本來覺得自己不會有太多情緒，但在這畢業旺季，過去學習的點點滴滴突然湧上
了心頭，頓時有些傷感。人生悲歡離合總難避免，只希望各位同窗好友及辛苦的教授
們未來一切順利，平安快樂。相逢自是有緣，何況我們還有了許多的溝通和交流。獻
上我誠摯的祝福，願大家前程似錦，幸福綿長 !

劉智雄

昆山川合精密塑膠有限公司 總經理

時間又一晃眼過去，好像才生澀又認真地上著課，忙著交作業，如今已是畢業的時
節。有點不真實，但是腦袋和心靈是很充實的。有計畫的學習讓我收穫很多，開啟了我
不一樣的視野，感謝教授及同學們的一路相伴，良師及益友，是人生最可貴的財富。

翁啟斌

毅隆紡織 ( 浙江 ) 有限公司 經理

在歷經了一年半的ＥＭＢＡ課程中，吸收到每位優秀教授的理論指導與各位成功
學員在工作上的實務精髓，這對我本身在管理理念有了更進一步的提升．且在自檢缺
失時，有了更明確的方向．在下決策時，能以更系統化的分析與思考．最終，再加上
執行力，必能在此競爭激烈且變化快速的環境下，有著更加卓越的經營模式與成效！

施養銘

東莞光晉電器有限公司

在工作中學到不少課本沒有傳授的知識，技術也慢慢瞭解到熟練，抱持著新知識、
理論、觀念等報名就讀，果然有了實際上經驗加上教授群的指導及實戰的教學，讓我
在工作上遇到頭痛事情，靜下心來想想課堂所教及演練習題，全部解決方案都浮現腦
海中，真的謝謝新華衛管理學院給予了那麼棒的平檯，真的受益良多。

方建平

蘭溪輪峰車料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通過二年的學習，感悟深受，覺得：新華衛管理學院是知識的海洋，智慧的沃土，
思想者的樂園，思想家的搖籃；兩年的 EMBA 學習，艱辛而充實，忙碌而興奮，緊張而
甜蜜，豐富了知識，啟迪了思想，昇華了精神，終身受益，永志不忘教授們精彩教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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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冬榮

嘉思特實業有限公司

學習可以使人成長，而我，一個原本沉默寡言的人，最大的成長就是更勇於表達
自己。因為小組討論，因為提出報告，我學著整理思緒，清楚陳述，本來很逃避的事
卻已克服了障礙，甚至有點喜歡上了。謝謝教授的引導和同學的包容，讓我更自在而
自信地說出內心的想法。你們都是我的貴人，真心地感謝你們。

李月卿

經基興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回想這些日子以來，坐在台下重溫學生的日子，在教授引導下重新思維與啟發，
教學很科技，上臺做報告，有時會互相衝撞、爭執、意見相左，但過程中會使我們變
得更棒，更強壯，因為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千變萬化的世界與市場。

陳思達

經基興業有限公司 經理

課程緊湊，卻能學習到精髓，公司中的分工與個人專長更能瞭解與妥善配合，互
相抵勵成長，最後豐收的喜悅，專業的資訊分享應用使公司更堅固更長久，做中覺樂
在其中。

鄭志賢

恆顥光電科技 ( 昆山 ) 有限公司 品質保證部副處長

因緣際會，很榮幸能參加 EMBA 課程，透過學校的組織能和不同產業的同學一起
透過課程的互動，瞭解到產業特性與運作方式，經由案例的激盪，展開了更寬闊的視
野，整個學習過程充滿了不同的感受，有艱辛、有歡樂，更加豐富了人生。

李政祐

祥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兩年的學習聆聽了諸多名家教授的教誨，獲益匪淺，加深了各種管理理論的瞭解，
結合案例分析和理論聯繫實際的管理實踐，自我感覺管理能力有了較大提高，兩年的
學習同學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亦是一大收穫。

沈振海

無錫西塘車圈有限公司

轉眼就到了炎熱的夏天，又是要分離的畢業季，心中滿是收穫。這些收穫相信將
伴隨我走向一個不一樣的人生。雖然有些淡淡的離愁，但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只希
望大家別後依然生活快樂，心靈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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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鴻

全維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改變才能成長，一個重當學生的決定改變了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的內在。這樣
的改變讓我很興奮，好像自己也不太認識這樣的自己，是潛能被開發了吧 ?
總之是好事。最大的受益者還有我的家人，他們都說我不一樣了，更有深度更自
信了。

陳

彥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製造部協理

轉眼 2 年的學習就這樣過去了，但開學初的景象仍然歷歷在目，忙碌的工作中能
夠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實在是幸運的事情。生活的強者，永遠
屬於勤奮努力的人。上課時的認真態度，討論時的積極發言，作業時的團隊合作都是
能夠在學習中獲得知識的途徑，而把知識轉化為工作中的成果則是課後、畢業後追求
的目標！

陳群書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廣州銷售部經理

“共好”的理念體現：換位思考，眾生平等的訴求，是能夠有效提升團隊凝聚力
和執行力的手法，實用易於操作。
“危機管理”教導我們防範於未然，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告訴團隊：做行銷就是
自始至終的實踐課！

陳柏佑

南通口木車件有限公司

知識的力量，比我們想像中來得更大。這十幾門課程中，讓自己原本的管理方式
更精進了，學習到非常實用的管理技巧。與同學們互相學習、支持與努力，真是一大
收穫！

林鴻祺

東莞永晉燈飾有限公司 總經理

本來以為這輩子再沒機會讀書了，沒想到新華衛管理學院幫我解決了報名手續，
順利通過 EMBA 入學考試，也迎接畢業大會的來臨實在是感激不盡啊！

呂欽賢

東莞永晉燈飾有限公司 總經理

通過這一年的 EMBA 學習，收穫很大。大家關係都很融洽。跟他們合作了個專案，
大家資源互補，非常愉快。也謝謝新華衛和教授群，讓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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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修

長榮興實業有限公司 財務總監

這段時間，奔走在公司與教室之間，雖然自己的休閒時間變少了，但我的知識量
增加了，上了 10 多門課的課程，得到的資訊十分充足，讓工作更有效率。

劉春發

伊諾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很好，經由眾人共同討論，結合實務與理論，將各案例解析，提出對策，是相當
好的學習方式，希望能持續辦學，且能地定時舉辦同學 ( 含不同期學長姐 ) 聚會，共
同切磋求進步。

楊鎮奕

寮國祥琪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即將在新華衛管理學院 EMBA 班畢業，讀 EMBA 是我做出的最正確，投入產出比最
高的一件事，不但重返學生生活，建立了廣泛強勁的人脈資源。

李

琴

捷安特投資有限公司 副理

EMBA 上課學習採用案例式新知識新觀念教學方式，很有意思！同學們每次上課時
興趣都很高、很積極。

宋安浩

東莞明昌傢俱有限公司 副總

參加 EMBA 的課程，不僅讓我瞭解知識和經驗，更讓我學習到與同學分享的意義，
非常充實！

陳明濤

東莞永晉燈飾有限公司 三級專員

上完了這些課程，學習到更以效率的管理方式，更充實自己的想法與思考模式，
非常感謝教授群的指導。

孫

穎

嘉思特實業有限公司

知識就是力量。感謝教授群的教導，每一次的課程，都能接觸到不同的思維與想
法，更能運用在工作上，對未來工作上有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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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留言板
盧斌

梅特勒托利多稱重測量技術有限公司 製造經理

藝遊有限公司 專員

時光如白駒過隙，

脫 離 30 年 的 校 園

轉眼我們新華衛捷安特

生 活， 再 重 回 學 生 身

第 二 屆 EMBA 專 班 的 學

分時，我感受到的是興

習即將畫上圓滿的句

奮！因此我選擇了新華

號。在此期間，我在與

衛 EMBA， 重 新 拾 回 學

教授和同學們的坦誠友善和豐富的閱

生歲月。年輕時，對未來沒有方向，

歷中再次沉澱和成長，為自己的人生

只知道等畢業，現在回來讀書是視自

和職業走的更寬廣和豐富打下更堅實

己工作上的需求，而進一步進修，因

的基礎。通過這段時間上課時間案例

為有了更明確的目標，知道自己所追

討論和下課後理論與實際工作相結合

尋的是什麼，所以學習起來更充實。

的練習，既開拓了我的視野又讓我能
從更高的高度、更深的深度來分析和
解決各種問題。感謝新華衛的教授們
對我們的辛勤付出，也感謝我的同學
們一路陪伴。因為有你，所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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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衛東

福建福貞金屬包裝有限公司 協理

徐志航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行銷協理

畢業了！
經過一年多的進修

間，每一、兩個月就從

學習，提升了我的自信

成都飛到昆山一次，經

心，豐富了我經營企業

歷了其中的風風雨雨，

方面的知識。

兒子高考，但在我的心中，留下最深

感謝新華衛和教授的耐心和用心，
讓我得到了進步

印象的還是我們在討論中的爭論，發
表時的解答，老師的認真教學的態度，

感謝同學，互相協助和支持，相
互關心，一起歡快的學習生活。
感恩給我知識的大家，再次感謝！

彭朋

開始學習的這段時

蘇州巨大貿易有限公司 總經理助理

非常感謝學校、感謝老師、感謝同學、
感謝校務組，謝謝你們讓我又重溫了
學校的感覺。

王顯堯

揚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當你選擇好最高的

1. 從 開 始 上 EMBA 上 課

頂峰，選擇好攀登上去

至今，在 10 多門課程

的道路以後，這就需要

中，讓我學習更多企

有堅定不移的決心，百

業管理知識，可以在

折不撓的勇氣。因為只有這樣，你才

工作實務更提升工作效率，解決實

不會為半途中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所難

際問題點讓自己企業未來能創新，

倒；你才不會在懸崖峭壁之間搖頭歎

有成長目標和最終獲利，同時也讓

氣；你才不會被叢生的荊棘擋住去路；

自我觀念更新，更加充實！

你才會毫不猶豫、毫不動搖地勇往直
前，直接奔向那光輝的頂峰。

2. 也認識各門專業課程輔導教授，以
利日後有問題或預先預防問題點
上，可以請教教授群。
3. 結識各行各業同學，相互交流工作
經驗，管理實務和心得交換，增進
不同領域行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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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馥菱

EAST GATEWAY CO.,LTD 董事

周銘恩

享受人生，活在當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技術中心經理

不斷的學習，才能

下。

不斷的成長。過程也許
學習給我的真諦就

痛苦，但是果實卻是甜

是命運是由自己創造，

美的。

原來生命是很美好 ! 學習中所領悟的

這一年多來學習了很多新知，要

智慧與態度，轉化為方法運用在職場

重要的是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希望知

和生活上，使膽小怯懦的我願意面對

識能內斂成智慧，而這些朋友當然都

每次的挑戰與挫折。在每次的過程，

是一輩子的好朋友。

發現從苦澀中才知何謂是甜美。學習
是無所不在，掌握住每次學習的時刻，
更能去體認並珍惜人存在的意義與價
值，期望為世上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宴設

芊茂 ( 浙江 ) 拉鏈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特助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副理

1. 惜光陰，惜吋陰，每

學以致用我認為是

分每秒，嚴以律己，

我最大的收穫。每當學

把握光陰，堅定心志，

習到某一課程當中講到

設定目標，克勤克儉，

的一些方法或案例，也

努力耕耘心田，要自

正是目前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並嘗

強，永不休息。
2. 人的生命如鐘擺不停的跳動，要與
外界往來，豐富生命；不與外界往
來，生命會貧瘠。
3. 要豐富生命，不二法門，進入新華
衛國際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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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琴

捷安特投資有限公司 副理

簡茂昌

漳州益昌五金有限公司 總經理

非常感謝新華衛管

有時候在工作上遇

理學院給了我再次重返

到困難而感到困惑時，

學生時期，雖然一個月

在上課過程中找到解決

犧牲兩天假日陪伴家人

方法，那種感覺真的很

時光，但真的很值得！教導這麼多新

好，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種喜悅。

思維，觀念，方法使得工作上遇到瓶
頸可迎刃而解，再次感謝新華衛管理
學每位同仁及每位教授們。

陳慧勇

福建福貞金屬包裝有限公司 研發部經理

陳承孝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體驗到眾多教授的精

1. 作思考遇到瓶頸時，

彩授課是人生治學、

上課跟同學老師挑戰一

修身境界的精華濃

下做點腦力激盪也不

縮，甘甜而醇美。
2. 在愉快和良好的學習研討氛圍中，
感悟良多，管理意識和水準得到了

錯。
2. 重溫舊學習的時光也能年輕一點，
腦也會多⽤一點。

很大的提升。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心在哪裡，收
穫就在哪裡！

陳志瑋

錠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岳融

英隆機械 ( 昆山 ) 有限公司 行銷部副理

在課堂上與同學相

感謝新華衛與捷安

互交流分享經驗，許多

特合作創造的優質學習

工作上碰到的問題馬上

環境 , 讓我能再次體驗

迎刃而解，這是以前在

當學生的樂趣 , 希望未

學校無法學到的，上了此課程，真的

來透過不斷實踐能將所學內化從改變

很值得！

自我開始到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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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豫中

汕頭市明誠玩具實業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洪數真

宏大拉鍊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主管

在這一年多的 EMBA

一瞬相識，來自天

課程，我認識到許多新

意；一段友情，埋藏心

朋友而這些朋友都是各

底；一生所學，奉獻國

行各業的人才與領袖。

家。 祝 福 母 校 ~ 同 學、
校友們！

我很高興也感覺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與
那麼多優秀的人共同學習，努力而成
長。

李淑君

臺北市新北市各大補習班 英文老師

李養生

常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教學相長”一直

學習分享中所獲得

是我最喜樂的 , 將在西

的知識能夠在工作領域

大所學之管理課程 , 完

裡應用自如，是件快樂

全運用到自己任職的補

的事。新華衛 EMBA 讚！

教業中 , 除了讓公司營運增加也看到
學生優異表現 , 著實感動並也達到自
身設立的目標 .

陳彥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製造部協理

經基興業有限公司 經理

曾經以為簡單的學

工作是為了讓自己

習伴隨著作業及論文的

更成長更瞭解企業的管

完成顯得有些艱辛，曾

理，在生活中的運用與

經以為有限的知識伴隨

落實與生命的滋養。

著工作中不斷的成長顯得格外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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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潘

大昇精密工具 ( 股 ) 公司 總經理

楊尚儒

鎰松化工 ( 昆山 ) 有限公司

遇到強勁的對手能

時間過得太快了，

使自己提升，與實力相

總覺得知識還學不夠，

當之同學腦力激盪，更

朋友還沒交夠…不過我

能發揮加強實力。

肯定新華衛管理學院將
是我們終生學習和交友的地方！

張志康

KABUKI 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

游宗熙

很開心能與同學們

相聚是一種緣份，

分享和共用經營經驗，

學習是一種上進，必然

在他們身上學到了堅

會貫穿於人一生的全過

持，堅毅等等很多是令

程，也將豐富人生，離
別是期望下次再相會。

人鼓舞和感動的。

楊鎮奕

文豪貿易有限公司 ( 多倫多 ) 執行長

寮國祥琪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顧敏智

Innove tire Co, Ltd ( 伊諾華 )

真的很幸運也很開

感恩新華衛給予我

心能來到新華衛管理學

們相聚一起 ( 浙江班 )

院學習，能成為新華衛

學習的機會，也謝謝提

管理學院的一份子。頭

供這麼好的教授分享寶

腦和心靈在此得到的洗禮是我一生的

貴的知識受益匪淺。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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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榆

湖州大享玻璃製品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助

許淑女荣

南京奇立智雲資訊科技公司 財務主管

從五湖四海來到天

惟有通過終生學

南地北去不管走到哪裡

習，始終保持積極樂觀

不管什麼崗位讓我們繼

正直的心態，才能在耕

續填好人生的履歷表交

耘與收穫中，享受人生。

出更優秀的成績單

章曉惠

紹興揚麒進出口有限公司 總經理

康文昌

捷安特 ( 昆山 ) 有限公司 協理

學習是一個日積月

沒有最好！只有更

累的過程，一分耕耘一

好！一直是我的行為準

分收穫，一年多的學習

則！！
希望經過本次的學

完成了量變到質變的過

習，讓自身及我的團隊，會有更突出

程。

的績效！！

毛訓淳 金泰工業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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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口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助

人生是一個長跑，

參與這次課程後，

要一直堅持下去，學習

我瞭解了許多以前念書

也是如此，要讓讀書學

沒學習到的管理方式與

習成為習慣，變成生活

邏輯，讓我自己對工作

中的一種方式。

與生活更加極積、努力！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新 華 衛 全 球 校 友 聯 盟 2015

楊雅雯

全維金屬製品 ( 昆山 ) 有限公司 經理

易裕清

捷安特 ( 昆山 ) 有限公司

感謝新華衛讓我重

充實自己的每一

拾書本並認識許多新朋

天。在職場上不斷的學

友。

習， 你 會 發 現， 一 切都

和同學一起學習及騎自

是如此的美好與收穫。

行車，讓我受益良多。

邱太能

隴億車料 ( 太倉 ) 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群書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廣州銷售部經理

理論與實務，實務

理論和案例結合，

與理論，在相互驗證中

功課與現時工作相融

找出最適合你企業的最

合，有效的提高學習成

佳管理模式。

果在現時工作生活中的
理解和使用。

洪瑞鴻

全維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賴彥宏

亞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不同的階段不同的

能將工作上的經

學習 , 也讓我知道每個

驗，經由各位教授的教

時期及時段及時代的變

學梳理，轉變為條理化

遷是讓人會跟不上的 ,

的個人知識寶庫，是課

須不斷的學習。

程上的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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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平

蘭溪輪峰車料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蔡惠馨

升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特別助理

現今的學習已告一

精英的教授群“正

段落，能夠把所學的知

面導向”與來自社會不

識運用到工作和公司的

同地區的學員虛心的接

管理上。

受“知識傳承”學習真
好！

蔡冬榮

余建勳

嘉思特實業有限公司

廖靜修

長榮興實業有限公司 財務總監

離開學生時代很長

學習永遠不嫌晚，

一段時間了 , 重回當學

感謝新華衛給我這個學

生的感覺及體會很不一

習的機會，畢業了，又

樣。

是一個新的旅程。

升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副廠長

施養銘

東莞光晉電器有限公司

這裡有思想的碰

謝謝教授的教導

撞、智慧的爆發、人生

與同學們互相交流的經

的分享、同學的關愛。

驗，學習到非常充實的

人生旅途中，有幸在這

資訊！

裡落腳。

蘇松民

成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園長

所學的知識，運用
到工作中，把問題解決，
這一切的學習與付出都
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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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浩

東莞明昌傢俱有限公司 副總

享受學習過程，不
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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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鴻祺 信輝電器有限公司 總經理

呂欽賢

劉智雄

昆山川合精密塑膠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在課堂上，學習到

不斷學習，讓自己

不同的知識領域，充實

隨時做好準備，迎接新

自我

的挑戰。

永晉燈飾有限公司 總經理

沈振海

無錫西塘車圈有限公司

課程豐富且實用，

學習是種不斷的進

非常謝謝教授們的指導。

行當中 , 也能讓我把所
學的分享給我的同事。

何冀杰

孫嘉隆

宏國電子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助

陳柏佑

南通口木車件有限公司

學習無止境，畢業

一分耕耘一分收

不是結束，而是另一階

穫，我學習到實用的管

段的開始。

理模式與技巧。

漳州常山大統聯豐興業飼料有限公司 經理

李政祐

祥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習是永無止境

參加這麼多課程讓

的， 唯 有 活 到 老 學 到 老

我學習到實用的管理與

的精神才是王道。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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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賢

恆顥光電科技 ( 昆山 ) 有限公司
品質保證部副處長

劉春發

伊諾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不錯，請繼續辦下

很開心能和同學一
去！

起學習，一起成長，期
待再相會。

曾 瑩

湖州大享玻璃製品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李月卿

經基興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困難中學習，學習

「工欲善其事，必

中得到快樂！

先利其器。」在 EMBA 課
程中找到了！

王繼葳

武漢瑞通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梁安

Crystal Windows & Doors IL MFG 副總裁

不同的課程內容，
讓我有更多的成長。

帶著問題找答案，
真實的學以致用，不斷
進步

翁啟斌

毅隆紡織 ( 浙江 ) 有限公司 經理

知識是人最無價的
寶藏，而學習是豐富知
識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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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校 課 程活動 Curricular Activities
第一屆浙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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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捷安特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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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蘇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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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廈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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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世界台商班

115

學術活動專區

第五屆東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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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樂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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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畢業典禮
Retrospection of Pri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

2013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 年畢業典禮

2011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 年畢業典禮

2009 年畢業典禮

2008 年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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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6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 東莞 )

2005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 越南 )

2003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 台北 )

2002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 武漢 )

2001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 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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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畢業典禮 ( 吉隆坡 )

1999 年畢業典禮

1999 年畢業典禮
1998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8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7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7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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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教育集團大事紀
TheChronicles of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1987年
1990年
1992年
1996年
1997年
1997年

成立於香港；專門從事中、港、澳、台教育服務工作
與美國大學聯合辦學，並受委任在中、港、澳、臺地區開辦BBA、MBA、Ph.D.課程
第一屆BBA在美國LA校本部畢業，往後每年有BBA、MBA、Ph.D.學員陸續畢業
為加強台灣地區學員服務，于台灣成立新華衛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公司設址台中市，並榮獲內政部
頒發移民、留學國際課程執照
獲得美國大學亞太區委任成立亞太區辦事處，同時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學區開辦BBA、MBA課
程，區域擴展至亞太地區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第一屆亞太區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於泰國曼谷台灣會館舉行，來自亞太區200多

1998年

位學員參與
中國無錫輕工大學合辦MBA項目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第二屆亞太區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於臺北師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有省府主席

1999年

趙守博蒞臨主持典禮，300多位學員蒞臨參與
錸德科技公司舉辦高階經理MBA班有26位經理級學員參與課程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亞太區國際學術研討會，於馬來西亞金馬皇宮舉行，馬來西亞經濟部副部長拿督

2000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郭洙鎮及財政部副部長拿督黃思華親臨主持典禮，並發表專題演講；數百人參與
美國大學聯合開辦新馬第一屆企管博士班開課
臺北分公司成立位於臺北車站前天成商業大樓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亞太區國際學術研討會，于新加坡阿波羅酒店舉行，新加坡總理府曾仕生政務部
長親臨主持典禮並發表演講；促使海內外學員共用學術饗宴
第一屆電子商務MBA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第一屆國際財務金融MBA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蘇州第一屆MBA在新區培訓學校，有明碁、景盟、達方等高科技公司總經理、董事長等人員參加
在馬來西亞成立新華衛教育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為亞太區管理旗艦邁向集團經營管理第一
美國大學聯合開辦蘇州市第二屆MBA開課、上海第一屆MBA開課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第五屆國際交流研討會，於臺北舉行，有300多位同學參與
臺北第六屆博士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台中MBA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管理碩士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首屆醫療
臺北BBA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首屆世界台商MBA在臺北開課，有來自南非、巴西、巴拉奎、荷蘭、馬來西亞、新加坡等20多國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于中國武漢舉行，研討主題：投資中國，參加同學非常踴躍
美國安德魯傑克遜大學聯合辦學，並取得授權，推廣MBA 課程
澳洲國立大學(ANU)聯合辦學，合作國際管理、醫療管理碩士班
第一屆MBA開班&美國安德魯傑克遜大學聯合開辦
國際管理碩士班台灣區第一屆開課&澳洲國立大學(ANU)聯合開辦
國際管理碩士班台灣區第二屆開課&澳洲國立大學(ANU)聯合開辦
越南第一屆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泰國第二屆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美國大學及安德魯傑克遜大學聯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臺北舉行，有250多位同學參與
第二屆MBA開班&美國安德魯傑克遜大學聯合開辦
越南第二屆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泰國第三屆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美國席樂國際大學(SIU)聯合開辦MBA班開課
臺北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蘇州市第三屆MBA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亞太區第八屆博士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越南胡志明舉行，有150多位同學參與
東莞第一屆MBA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臺北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泰國第四屆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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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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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第三屆MBA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蘇州第四屆MBA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印尼雅加達第一屆MBA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印尼泗水第一屆MBA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台中第二屆醫管MBA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台中舉行，有150多位同學參與
台灣區泰金寶電子MBA專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漳州第一屆MBA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亞太區第九屆博士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台灣區金寶電子MBA專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泰國區泰金寶電子MBA專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泰金寶電子吳江區MBA企業專班&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美國大學聯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中國東莞舉行，有150多位同學參與
美國大學聯合開辦台達電泰國專班
開辦長安區金寶電子MBA企業專班
開辦中國深圳第一屆MBA班開課
開辦越南第四屆MBA班開課
開辦亞太區第十屆博士班開課
開辦中國漳州第二屆MBA班開課
開辦世界台商第三屆專班開課
開辦中國東莞第二屆MBA班開課
中國蘇州第七屆MBA班開課
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泰國曼谷舉行
第七屆泰國班MBA班開課
可成科技MBA企業專班開課
新華衛教育集團榮獲新金寶集團所頒發最佳服務獎
中國廈門第一屆MBA開課
開辦世界台商班第四屆專班開課
第十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漳州舉行
深圳東莞MBA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捷安特(中國)企業專班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世界台商班第五屆開課&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蘇州第八屆開辦&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漳州廈門第二屆&美國大學聯合開辦
第十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深圳舉行
開辦維樂企業專班
開辦泰國第八屆MBA
開辦中國廈門第二屆MBA
第十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昆山舉行
開辦中國蘇州第十屆MBA
開辦深圳信隆企業專班
開辦台灣醫療學習考察團
開辦中國企業家: 台灣學習考察團
第十五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泰國曼谷舉行
開辦永晉集團企業專班
開辦中國廈門第三屆MBA
第十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印尼雅加達舉行
開辦第二屆捷安特(中國)企業專班
開辦第一屆浙江嘉興MBA企業專班
第十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台灣台中舉行
開辦第五屆世界台商班
開辦第九屆泰國班
開辦第六屆東莞班
第十八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昆山舉行
開辦第三屆捷安特(中國)企業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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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ronicles of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1987

Founded in Hong Kong and devoted to providing advanced education for business executives in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1990

Appointed by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to offer BBA MBA Ph.D. degrees in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1992

First BBA students graduated in L.A. there were more BBA MBA and Ph.D. students graduated every
year continually

1996

Established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Co. LTD in Taichung to strengthen service of Taiwan
students and is licen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omestic Affairs of Taiwan R.O.C. in immigration and
study abroad services

1997

Authorized by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to form Asia-Pacific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Office to extend
program offerings to Thailand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n Dec.14 First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Bangkok Thailand with 200 participants
attended

1998

Cooperated MBA program with Wuxi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Second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Taipei Chairman of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Chao Shou-Bo personally and other 300 people attended

1999

Conducted MBA program for Ritek Corporation more than 26 executive managers participated
Third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Palace of the Golden Horse of Malaysia Vice
Ministers of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personally gave speeches
and hundreds of people attended this grand gathering
First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h.D. programs commenced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2000

Branch office opened in Taipei
Forth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Novotel Apollo Hotel Singapore Council
Administrator of Prime Ministry office of Singapore gave speech along with students all over the world
First eMBA and MBA-International Finance programs term commenced

2001

On March first MBA program began in Suzhou China higher executives from BenQ Jingmong Knitting
and Darfon Electrics Corp. attended classes
On April found New Worl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onsultant Co. in Malaysia as the first
management step for grouping
On September conducted first MBA program in Shanghai and second MBA program in Suzhou China
On Dec.8 Fifth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Taipei more than 300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is gathering

2002

Authorized by Andrew Jackson University (AJU) of USA to popularize its MBA program
Jointly organized MBA and MBA in Health Management programs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On April Sixth MBA Ph.D.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pei
On May MBA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chung
On July First MBA in Health Management program started
On August BBA program held in Taipei
On September First MBA program for Worldwide Taiwanese Merchants started in Taipei students came
from South Africa Brazil Paraguay Netherlands Malaysia and Singapore etc.
On Dec.9 Sixth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Wuhan China discussion subject Invest in
China was discussed very enthusiastically

2003

First AJU MBA program of Taiwan comm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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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NU MBA program of Taiwan commenced
In September second ANU MBA program of Taiwan began First Vietnam BBA MBA programs
commenced
In October second Thailand BBA MBA program commenced
Co-held the graduation with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and Andrew Jackson University in Taipei and
achieved over 250 participants
2004

Second AJU MBA program of Taiwan commenced
In June Second Vietnam BBA MBA programs commenced
In September Third Thailand BBA MBA programs commenced
Conducted MBA program with Schill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USA
In August Taipei MBA program commenced
In February Third Suzhou MBA program commenced
In November 8th Asia-Pacific MBA Ph.D. program commenced
Co-held the grad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ith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in Ho Chi Minh
City and achieved over 150 participants

2005

MBA program 1st Dong Gua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MBA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pei Taiwan
Bangkok Thailand 4th MBA program commenced
3rd Vietnam MBA program commenced
MBA 4th Suzhou intake program commenced in China
1st Jakarta of Indonesia BBA MBA program commenced
1st Surabaya of Indonesia BBA MBA program commenced
2nd Healthcare Management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chung
Co-held the grad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ith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in Taichung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150 students

2006

Calcomp MBA in-house program commenced in Changan China
Zhangzhou China 1st MBA program commenced
9th Ph.D. program commenced
Kinpo MBA in-house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pei Taiwan
Calcomp in-house program commenced in Thailand
Calcomp MBA in-house program commenced in Wujiang China
Co-held the grad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ith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in Dongguan
China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over 150 students
Delta MBA in-house program commenced in Thailand

2007

Kinpo MBA in-house program commenced in Changan China
1st Shenzhe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4th Vietnam intake commenced
10th Asia-Pacific PhD. Program commenced
2nd Zhangzhou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3rd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pei Taiwan
2nd Donggua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7th Suzhou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Bangkok Thailand

2008

7th Thailand MBA Program commenced
Catcher Technology MBA Corporate Program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was awarded the best service award by New Kinpo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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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Xia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4th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pei Taiwan
5th Vietnam intake commenced
Asia-Pacific Ph.D. Program commenced in China
12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Zhangzhou China
2009

1th Shenzhen Dongguan MBA Program commenced
Giant(China) MBA Corporate Program
5th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in Taipei Taiwan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Shenzhen China

2010

VELO MBA Corporate Program
8th Thailand MBA Program commenced
2thXia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1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Kunshan China

2011

10th Suzhou MBA Program commenced
Shenzhen HL CORP. MBA Corporate Programcommenced
Taiwan Medical Study Research Group commenced
Chinese Entrepreneur:Taiwan Study Research Group commenced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Bangkok Thailand

2012

5th Donggua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3rdXia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1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Jakarta Indonesia

2013

2nd Giant(China) MBA Corporate Programcommenced
1stJiaxing Zhejiang MBA Corporate Programcommenced
1stYiwu Zhejiang MBA Corporate Programcommenced
1st Hangzhou ZhejiangMBA Corporate Programcommenced
1st Ningbo ZhejiangMBA Corporate Programcommenced
6th Donggua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4th Xia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9th Thailand MBA Program commenced
1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Taichung Taiwan

2014

5th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9th Thailand MBA Program commenced
6th Donggua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2015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Kunshan China
3rd Giant(China) MBA Corporate Program comm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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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校友聯盟宗旨
The Mission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自 1990 年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與世界各知名大學合作學位課程以來，每年皆不斷產生各
界傑出人才及領袖，為加強學術層面的溝通交流及彼此專業領域之互助合作關係，全球校友
聯盟於焉成立。此聯盟由 University of Liege (UL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CSU), Andrew Jackson University(AJU),
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CMU),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PWU), Schill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SIU), Griggs University(GU) 組成。經過多年的悉心經營，
人才輩出，不僅組織規模日益茁壯，功能性亦越臻完善成熟。學員彼此間情誼日增，人際網
絡連結亦相對擴大，在學術研討及專業切磋的層面上發揮了長期性的穩定功能，行有餘力，
甚至能貢獻心力於公益事業，成為社會一股正面鼓舞的力量與清流。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設立之功能 :
1. 建立全球校友聯絡網，彼此互助並分享專業領域之經驗。
2. 建構全球校友企業研討平台，精益求精昂首於國際舞台。
3. 舉辦各項聯繫校友情誼及文化交流之活動。
4. 定期發行會刊，提供工商管理、財經實務、校友活動及全求商機等最新資訊，強化區
域性事業合作關係。
未來努力方向 :
1. 強化各地區校友會組織功能，統一訂定會務章程。
2. 表揚傑出校友，肯定校友傑出的貢獻。
3. 加強學術功能，利用電子報、研討會架構校友終身學習的組織。
4. 熱心社會公益，參與社會服務。
5 作為全球校友之溝通橋樑
6 促進不同屆別同學間的友誼和聯繫
7 維繫舊生與老師間的感情
8 全球校友知悉各分會校友活動近況
展望新華衛的畢業校友及在校學員共同善用企業人脈網絡，共建各業界間菁英之彼此溝
通以及學習的平台，架構全球校友聯繫互通網絡，攜手並肩邁向登峰 , 開創新未來 .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網址 : http://alumni.nwim-edu.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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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校友聯盟主席勉勵辭
Encouragement Remarks of Chairman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劉雙全主席
Chairman Liu, Shuang-Chuan
PT.HOW ARE YOU INDONESIA 董事長
President of PT.HOW ARE YOU INDONESIA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名譽總會長
Honorary President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亞洲台灣商會 名譽總會長

劉雙全 主席

Honorary President of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各位學長、學弟妹，大家好！

時間過的真快，這一任期已將屆，這兩年來看到新華衛教育集團快速成長、看到了
同學們事業蒸蒸日上，也證明了校友們終身學習的鬥志，使每年的研討會參與踴躍。
兩年前從創會主席拿督李芳信博士手中接下校友會主席這個棒子，在這兩年當中，
拜會了深圳校友會、台灣中部校友會，受到校友台企聯郭山輝會長的熱情招待，並參觀
校友蕭金聰會長的亞歷山卓傢俱公司及正新輪胎、金寶電子，也拜訪了郭山輝理事長的
傢俱工廠，才看到了台商在大陸的規模，一個比一個大，我們在東南亞的台商自嘆不如
，但唯一的優勢就是工人的薪資及勞動力，沒大陸漲得那麼快，缺工沒那麼嚴重，相信
大陸的校友們已調整好自己的腳步，克服當前的困難，事業更上一層樓。
今天大家有緣當同學，也是前世修來，經營事業之餘，要多多保重身體，不管再忙
也要天天安排時間活動活動筋骨，要活就要動，這是不變的道理，再多的財富，身體不
好，等於零，這點與大家共勉之。
這兩年在這位子上，實在愧對大家的厚愛與支持，希望下一屆能推選出更有時間、
更積極的主席，帶動整個校友會，發揮世界菁英聯誼，共同擴展全球校友商機，讓校友
聯誼充分發揮凝聚校友力量，更期盼保持薪火相傳優良傳統精神，會務能蓬勃更發展，
最後祝福所有新華衛的校友們，身體健康、事業發達、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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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主席賀詞
Congratulatory Speech of Founding Chairman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 創會主席
Founding Chairman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永信東南亞控股有限公司 總裁
President of Y.S.P. Southeast Asia Holding Berhad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諮詢委員
Former President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名譽總會長
Honorary President of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雲林科技大學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李芳信 博士
Dr. Li Fang-Hsin

and Technology
東海大學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un-Hai University
亞洲大學教授
Asia University

分享未來
又到了交棒的時刻。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是一個團結無私、聯誼交流的組織，成員們
身上流著學識薰陶、積極奮發的相同血液，而每當新一任會長誕生，更猶如血液之再循環、
生命之新發芽。當年，扛起創會大任，不覺匆匆數載，轉眼，「前任」會長，即將又升級為
「前前任」會長，感慨之際，更多期許。
組織機構的創立，好比生命的啟始，天時地利與人和，缺一不可。然而，我們也應當認
清，生育艱苦，養育更難 ! 歷經呵護成長、邁向茁壯自立，需要歲月的焠煉，更需要每一位
成員的真誠奉獻，謹此向新任會長道賀，也呼籲各位校友，持續給予大力的支持，一起將校友
聯盟的招牌擦得更亮。前前後後又數年，風風雨雨再衝刺。經商、充電，返回崗位，依然是
挑戰重重。時勢多變，網路行動的降臨、一帶一路的舖陳、幣值油價的動盪……，「意料之
內」的是，數不清的「意料之外」，仍然會接踵而來。
所幸，在新華衛教育體系之下，校友個個學有專長，面對新的難題，總是游刃有餘。不
過，個人期望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應當超越一般組織功能，躍然成為「分享未來」的平台。
校友遍佈台灣、中國、東南亞及各大洲，絕對可以發揮更多資訊互享、風險互助的功能，一
旦擁有如此優勢，必能比他人更快掌握世界脈動、及時應變，進而攀登高峰。
再次祝賀大會成功，與各位共勉：不忘初衷、分享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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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e s s i n g s f r o m Outstanding Alumni

泰國聯合國外商會主席
Chairman
Joint Foreign Cham bers of Com m erce in
Thailand(JFCCT)

康樹德
Stanley Kang
It is a sincere pleasure for m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directory.
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 has strong alumni and relationship to students. I
also studied in EMBA and graduated in 2005. This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ity
relationship. It is an opening door of opportunity which is a huge step of me and
giving me strength to persist and succeed. I have visited many companies which are
acknowledged leaders in business practice. I work directly with key decision-makers,
review results, and debrief with corporate executives, learning these management
techniques first-hand. All this was done in order to make things easier and point m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As a chairman of the Joint Foreig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ailand, we are the
umbrella body for various Thai-Foreign chambers or business associations operating
in Thailand. There are 30 chambers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s representing almost
9,000 companies in this wide membership. Our mission is to promote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encourage skills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to the overall aim of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y in which we live and work and to which we have made our commi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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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ork with the Royal Thai government and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Board of Trade, Board of Investment and the 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and
many sector-specific agencies, and by way of advice and recommendation to foreign
governments –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hai economy.
However, JFCCT currently has 5 committees which are AEC committee, 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 ICT committee, Tourism committee, SME committee. We aim t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ailand in a positive way, across all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hrough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collaboration, rather than by making
demands, the JFCCT aims to build consensus amongst its constituent members and
work with all others in the economy on proposing solutions and through collaborating
on problem solving. We thus do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pose and recommend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d oppose threats that would undermine in the long term Thailand’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draw on th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of our members in
making our contributions. We see ourselves as champions for the best ways to help make
Thailand a leader in being attractiv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 attracting the most
valuable kind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countries internationalize and world globalizes, I greatly
appreciate this good opportunity that gives me a chance to convey a message to everyone.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a good cooperation from 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directory will serve as a valuable tool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ducation
through busines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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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 對 自 我 健 康 以 及 壓 力 管 理 應 有 的 認識
Entrepreneurs' Awareness Towards Self-Health and Pressure Management
新華衛教育集團中區校友會會長
Chairwoman of Central District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監事
Supervisor of Taichung Registered Nurse Society

王曼蒂
Wang, Man-Ti
近幾年來，知名企業或上市公司的高階主管發生早逝的案例屢屢可見。根據研究顯示
[1]，總經理 / 董事長等級的企業家死於或是罹患中風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比率年年增高。高
階主管在工作與休息之間的平衡很難拿捏，過多的時間投入工作，長時間的身心疲勞以及壓
力累積讓身體和精神不堪一擊。因此企業家如何正確的自我健康以及壓力管理，變成現今社
會一門重要的課題 。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對健康的定義是“不僅限於沒有疾
病或是身體 , 心理虛弱 , 而是指在身體上、精神上、社會適應上完全處於良好安適的狀態”
[2]。此提出了健康新概念，即健康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能力良好三個方面
。很多人認為身體沒有出現疾病的徵兆就是健康，但是卻忽略了心理以及精神健康狀態。尤
其企業家及高階主管常因時間以及工作壓力而忽略了心理及精神狀態的平衡。
" 預防重於治療 " 是現今醫療界提倡的概念之一。一部分的疾病通過預防保健大多可以
避免，其餘的則落在 "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 的範圍裡。許多一般認為無法根治的疾病，若
是提早發現通常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即使發現罹患疾病，主動的跟專業醫護人員溝通，
可以讓治療更有效果。
一般人的就醫的原因，通常都是因為發現了某些不正常的癥狀而被動的護理照護，而不
是主動的做定期檢查。這些主動的 " 行為 ", 可以廣義的稱為 " 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
管理可由以下幾個部份著手 : (1) 健康檔案管理 (2) 健康的飲食以及生活習慣 (3) 累積健
康知識。

131

校友組織專區

大部分的人的就醫習慣都是有什麼徵狀看什麼醫生，醫療以及就診紀錄大多不集中，沒
有個人專屬於自己的 " 健康檔案 "。健康檔案包括個人的醫療就診紀錄，疾病史，治療方式
，治療效果，以及家族病史的建檔。完整的健康檔案對於慢性疾病患者，長期累積壓力或生
活習慣不良的人而言其實是相當有益的一個工具。在緊迫的工作行程中，高階主管若是能及
早建立一個完整的健康檔案，不僅能讓自己更明白身體發出的警訊，也更能有效幫助醫護人
員了解您的健康狀況以提供最合適的治療方式。
國內為許多研究都已經證實，壓力與心血管疾病息息相關 [3]。如何排解工作壓力，以
取得最好的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往往是企業家及高階主管間最困難的課題之一。培養個
人的興趣，確保擁有個人與家人的私人時間，保持固定運動的習慣，都是排解壓力以及確保
生活平衡的好方式。雖然我們最常說 " 沒有時間運動 "，但是其實短時間的靜坐冥想就可能
達到排解壓力的效果，甚至舒緩疼痛 [4, 5]。除了排解壓力，日本研究更發現靜坐冥想還
能提高工作效率 [6]。
在歐美國家裡，一般民眾對於健康知識的學習及比起亞洲來的積極許多。您一定有過這
樣的經驗：就診的時候，對於自己或家人的疾病並不完全了解。醫生解釋的時候無法提出對
的問題或答案，讓您對於自己的疾病感到更無助。其實主動的學習累積有關的正確醫療知識
，不僅在讓我們對於身體發出的警訊更為了解之外，更能提高治療的效果以及效率。
身為一個專業的前高階醫護人員，我深刻的明白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不僅能能促進工作以及生活的間的平衡 , 更避免因壓力及不良的生
活習慣造成的風險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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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主席簡介
Introduction for the honorary chairmen
創會主席

李芳信

Founding Chairman Li Fang-Xin
永信東南亞控股有限公司 總裁
President of Y.S.P. Southeast Asia Holding Berhad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
President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名譽總會長
Honorary President of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雲林科技大學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東海大學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un-Hai University

榮譽主席

林忠和

Honorary Chairman Lin Chung-Ho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Vice President of E-Life Mall
Coporation
先進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Ability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台灣中區校友會 創會長
Founding chairman of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Taiwan

榮譽主席

鄭伯卿

泰瑩圃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輔導總會長
前僑務委員會 委員
泰國校友會 會長

榮譽主席

廖學湖

深圳信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榮譽主席

徐聖翔

Honorary Chairman Hsu ShengHsiang
佳能彈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Chianeng Spring Co.
Ltd.
香港港澳台灣同鄉會 名譽會長
Honorary chairman of
香港澳門校友會 創會長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 副主席

榮譽主席

張峰豪

和慶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長
現任僑務委員會 委員
第十九屆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永遠名譽
總會長

榮譽主席

江屘菊

雅麗化妝保健品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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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群簡介
Profiles of the Advisers
顧問

林修葳

顧問

黃恆獎

Advisor Lin Hsiu-Wei
美國史丹佛大學商學博士

Advisor Huang Heng-Chiang
美國密西根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PhD of Busine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U.S.

PhD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tUniversity if Michigan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Faculty of Manage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aculty of Manage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際企業系 專任教授

國際企業系 專任教授

Full-tim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Full-tim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顧問

林育賢

Advisor Lin Yu-Hsien
新華衛教育集團 總裁
President of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新華衛管理學院 創辦人
Founder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港澳台灣同鄉會 榮譽會長
Honorary President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ownsmen Association

亞洲台商總會前秘書長／諮詢委員

顧問

盧宏文

Advisor Lu Hung-Wen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 副總會長
Advisor and Vice President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顧問
Advisor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 consulting
committee member of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顧問
Advisor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顧問

溫玉霞

顧問

林基成

Advisor Wen Yu-Hsia
南非賴索托紙業公司 董事長

Advisor Lin Chi-Cheng
PT. Chang Jui Fang Indonesia 總經理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n Lesotho Paper
Company

General Manager of PT. Chang Jui Fang
Indonesia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名譽總會長

印尼台商聯誼總會諮詢委員

Honorary President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Consulting committee member of Indonesia
Taiwan Chambers of Commerce

僑務委員會 僑務諮詢委員
Consulting committee member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監事長
Chief supervisor of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an

秘書長

徐婉婷

Secretary-general Hsu Wan-Ting
新華衛教育集團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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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長

黃家鴻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Huang Chia-Hung
印度尼西亞 金光集團 總經理

CEO of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General Manager of Sinar Mas
Group, Indonesia

香港客屬同鄉會 副會長

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學區代表

Vice President of Hong Kong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School District Representative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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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暨理事
Vice Chairmen and Directors
泰國泰金寶校友會
副主席

Cal-Comp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ailand

鄒孔訓

理事

黃克偉

Vice Chairman
Tsou Kung-Hsun
泰國泰金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Director
Huang Ke-Wei
泰國泰金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General Manager of
Cal-Comp Technology Co., Ltd.

Manager of Cal-Comp
Technology Co., Ltd.

新金寶集團台灣校友會
副主席

New Kinpo Group Taiwanese Alumni Association

張瑞瑋

理事

何況

Vice Chairman
Chang Ruei-Wei
台北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Director
Ho Kuang
台北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 of Cal-Comp Electronics &
Communications Co., Ltd.in Taipei

Director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
of Cal-Comp Electronics &
Communications Co., Ltd.in Taipei

吳江泰金寶校友會
副主席

Cal-Comp Alumni Association in Wujiang County

吳冠群

理事

張桂森

Vice Chairman
Wu Kuan-Chun
泰金寶電子 ( 蘇州 ) 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Director
Chang Kuei-Sen
泰金寶電子 ( 蘇州 ) 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of
Cal-Comp Electronics Co., Ltd.
(Suzhou)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of
Cal-Comp Electronics Co., Ltd.
(Suzhou)

長安金寶校友會
副主席

Kinpo Group Alumni Association (Chang-an)

黃玉輝

理事

劉裕宏

Vice Chairman
Huang Yu-Hui
金寶 ( 長安 ) 有限公司 總經理

Director
Liu Yu-Hung
金寶 ( 長安 ) 有限公司 協理

General Manager of Kinpo
Electronics Co. Ltd. ( Chang-an)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of
Kinpo Electronics Co. Ltd. (Changan)

捷安特 ( 中國 ) 校友會
副主席

Giant Alumni Association (China)

鄭寶堂

理事

古榮生

Vice Chairman
Cheng Pao-Tang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總經理

Director
Ku Jung-Sheng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GCM
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of Giant (China) Co.
Ltd.

GCM Manager of Giant (China)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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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科技 ( 中國 ) 校友會
副主席

Ko-Cheng Technology Alumni Association (China)

陳志明

理事

Vice Chairman
Chen Chi-Ming
可成科技 ( 蘇州 ) 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Director
Yang Yi-Wen
可成科技 ( 蘇州 ) 有限公司
資深協理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KoCheng Technology Co. Ltd.
(Suzhou)

Senior General Manager of
Ko-Cheng Technology Co. Ltd.

中國深圳校友會
副主席

Shenzhen Alumni Association (China)

蕭金聰

理事

林豐成

Vice Chairman
Hsiao Chin-Hsung
亞力山卓 ( 深圳 ) 有限公司
總裁

Director
Lin Feng-Cheng
亞力山卓 ( 深圳 ) 有限公司
經理

President of Alexandre International
Corp.Ltd. (shenzhe)

Manager of Alexandre International
Corp. Ltd. (shenzhe)

馬來西亞校友會
副主席

Malaysia Alumni Association

李芳信

博士

理事

陳坤煌

博士

Vice Chairman Dr. Li Fang-Hsin
永信東南亞控股有限公司 總裁

Director Dr. Chen Kun-Huang
來利木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Y.S.P. Industries (M) SDN. BHD.

President of Lai-Li Wood Industry Co.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前總會長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前總會長

Former President of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Former President of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前僑務委員會 委員

前僑務委員會 委員

Former committee member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Former committee member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泰國校友會
副主席

Thailand Alumni Association

鄭伯卿

Vice Chairman Chang,Feng-Hao
第十九屆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Honoray President

和慶電子公司 董事長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President

香港校友會
副主席

理事

宋秀華

Director
Sung Hsiu-Hua
萬源工業 ( 股 ) 公司
財務經理
Fund Manager of Multi Resources
Manufacturing Corp.

Hong Kong Alumni Association

徐聖翔

理事

張偉智

博士

Vice Chairman
Hsu Sheng-Hsiang
佳能彈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Director
Dr. Chang Wei-Chi
澳門葡國台灣貿易商會

President of Chianeng Spring Co. Ltd.

President of Macau, Portugal an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港澳台灣同鄉會 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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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文

Honorary President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ownsmen Association

會長

遠東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 主席
Chairman of Far East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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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校友會
副主席

Singapore Alumni Association

鍾仕達

Vice Chairman

Chung Shih-Ta

Santec Industries(s) PTELTD
Managing Director

僑務委員會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亞洲台商總會 前總會長
Former President of Asia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印尼校友會
副主席

理事

劉寶珠

博士

Director
Dr. Liu Pao-Chu
榮寶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Board member of Rong Pao
Private Co. Ltd.

Indonesia Alumni Association

林基成

理事

張瑞恭

Vice Chairman
Lin Chi-Cheng
印尼張瑞芳企業
總經理

Director
Chang Ruei-Kung
鉑沃特曼印尼工程公司
主席

General Manager of PT. Chang
Juifang Indonesia

Chairman of PT.Waterman
Engineering Indonesia

越南校友會
副主席

Vietnam Alumni Association

廖育珠

Vice Chairman Liao Yu-Chu
洋拓企業 ( 股 ) 公司 負責人
CEO of Yang To enterprise Ltd.

越南台商總會 總會長
Vietnam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僑務委員會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世界台商校友會
副主席

理事

沈憲煜

Director
Sheng Hsien-Yu
威信包裝工業 ( 股 ) 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Executiv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Wei-Hsin Packaging
Industry Co., Ltd.

World Businessmen Alumni Association

謝世英

Vice Chairman Hsieh Shih-Ying
菲律賓環球集團 (ATLAS FEEDS) 董事長
President of ATLAS FEEDS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創會監事長
Founding Chief Supervisor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理事

游貴蘭

Director
Yu Kuei-Lan
翊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CEO of Yi-Sheng Co. Ltd.

前僑務委員會 委員

柬埔寨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

Former committee member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President of Taiwa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in Cambodia

台灣 ( 北區 ) 校友會
副主席

Taiwan ( Northern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張來旺

理事

張哲銘

Vice Chairman
Chang Lai-Wang
上海寶華威熱處理設備有限公司
董事長

Director
Chang Che-Ming
永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Shanghai Powermax
Furnaces Co. Ltd.

President of Yung Tung Engireen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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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 中區 ) 校友會
副主席

Taiwan ( Central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王曼蒂

理事

陳瑞榮

博士生

Vice Chairman
Wang Man-Ti
台中榮民總醫院 督導

Director PhD student
Chen Ruei-Rong
力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Inspector of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President of Rexon Industrial Corp. Ltd.

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 前監事長
Former Chief Supervisor of Council 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台灣 ( 南區 ) 校友會
副主席

Taiwan (Southern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莊碧玫

博士

何幸燁

Vice Chairman
Dr. Chuang Pi-Mei
中央保險代理 ( 股 ) 公司 董事長

Director
Ho Hsing-Yeh
崧寶種苗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Central Insurance Agent
Co. Ltd.

President of Sung Pao Seed Co.
Ltd.

中國東莞校友會
副主席

China Dong-Guan Alumni Association

張錫帆

Vice Chairman
Chang Hsi-Fan
智嘉通訊科技有限公司
Chih- Chiah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常平分會 會長
President of Chang-Ping Branch

中國華東區校友會
副主席

理事

陳宏欽

Director Chen Hung-Chin
驊陞科技 ( 股 ) 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Hua-Sheng Technology Co. Ltd.

亞格西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Agrisci Agri-Biotech Co.Ltd.

廣東省海峽農業開發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Managing Director of Guan-Dong Across-Strai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East China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陳連成

理事

陳天助

Vice Chairman
Chen Lien-Cheng
力晟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裁

Director
Chen Tien-Chu
台灣元群建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President of Li-Cheng Enterprises
Co. Ltd.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of YuanChun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ial Co.
Ltd.

中國福建區校友會
副主席

China Fujian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曾正堅

Vice Chairman
Tseng Cheng-Chien
廈門美美餐具工業公司 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of Xiamen Mei-Mei
Tableware Industrial Co.

廈門台商協會 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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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Vice President of Xiamen Taiwan
Merchant Association

理事

莊素貞

Director
Chuang Su-Chen
福建福貞金屬包裝有限公司
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of Fujian Fu-Chen
Metal Packag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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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ANU 校友會
副主席

Taipei ANU Alumni Association

王添居

理事

丁士元

Vice Chairman
Wang Tien-Chu
輝瑞大藥廠 資深業務經理

Director
Ting Shih-Yuan
基本核心工作室 負責人

Senior Sales Manager of Huei-Ruei
Pharmaceuticals

The man in charge of Basic Core
Workshop

台北 SIU、AJU 校友會
副主席

Taipei SIU、AJU Alumni Association

蔡政憲

理事

陳文鳳

Vice Chairman
Tsai Cheng-Hsian
洲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Director
Chen Wen-Pei
國泰世華銀行桃園中正分行
襄理

Manager of Chou Lei Technology
Co. Ltd.

Assistant Manager of Cathay
United Bank Taoyuan Chung
Cheng Branch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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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 組織章程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itution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聯盟定名為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 ( 以下簡稱本聯盟 )。

第二條

本聯盟設立，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聯繫校友感情、砥礪校友學術研究、促進校友事業
合作、建構全球校友企業研討平臺，以宏揚企業之精神為宗旨。

第三條

本聯盟以全球為組織區域，並得納入世界各區之團體會員。

第四條

本聯盟地址設於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 128 號 13F-1。

第五條

本聯盟之任務如下：

一、舉辦各項聯繫校友感情，促進交流之活動。
二、舉辦促進校友學術研究之相關活動。
三、舉辦促進校友事業合作與發展之相關活動。
四、舉辦促進校務發展之相關活動。
五、編印『全球校友』刊物或電子報。
六、編印校友、理監事名錄，並隨時更新之。

第二章

團體會員

第一條
一、團體會員：全球各區校友應加入各區 ( 組織 ) 的團體會員，加入本聯盟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
應推派理事，以行使權利。理事之產生：各團體會員中，每 30 位 ( 含以下 ) 校友委推 1 位理事，
每 60 位 ( 含以上 ) 校友會員委推 2 位理事，以此類推。
二、預備會員：就讀新華衛教育集團協同作教育推廣大學之在校生組織，得申請為本聯盟預備會員。
第二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決議時，得經聯盟理事會 ( 以下簡稱理事會 ) 決議，予警告或停權
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予以除名。

第三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同退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理事會決議除名者。
第四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經理事會通過後生效。

第五條

會員經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費。

第三章
第一條

權利與義務

凡參加本聯盟團體會員之校友，享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選舉 ( 理事 ) 權、被選舉 ( 理事 ) 權及罷免 ( 理事 ) 權。
二、參與本聯盟及各團體會員定期及臨時集會。
三、本聯盟各種刊物之投稿權。
四、本聯盟提供之各項福利。
五、校友間之聯繫及洽詢。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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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參加本聯盟預備會員之校友享有第一條各項條件權益之外沒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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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凡為本聯盟理事享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理事代表為一職權。
二、其他未敘明之權利義務項目，如上述第三章第一條所列。
第四條

凡本聯盟理事必須具有下列各項義務：

一、遵守本聯盟所制定之章程及決議案。
二、出席本聯盟所召開之各種集會及活動。
三、擔任本聯盟之各項職務。

第四章
第一條

組織及職權

本聯盟以理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監事會為監察機構。理事產生辦法由各團體會員擬訂通過
後報請理事會主席 ( 以下簡稱“主席”) 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二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制定及修改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主席、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
三、議決團體會員入會費款項。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報告、預算及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本聯盟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聯盟之解散。
八、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九、理事任期兩年，得連任。
十、審定會員之資格。
十一、決議主席、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之辭職。
十二、聘免會務工作人員。
第三條

本聯盟置理事會主席 1 名，第一副主席 1 名 ( 該第一副主席為下屆當然主席候選人 )，第二副
主席 1 名，副主席若干名，並成立理監事會，理事若干人，監事 3 人，當屆理事會主席，第
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候選人得由理事以上人員於理事會現場投票方式選舉之；主席任期
二年，以一任為限。

第四條

第二副主席由各區 ( 組織 ) 團體會員之會長擔任，區域：台灣北區、台灣中南區、中國江蘇、
中國東莞、中國深圳、中國海西、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印尼、香港及其他世界
台商班校友共為一席，企業專班各企業為一席：金寶科技、泰金寶科技、可成科技、亞力山
卓傢私、錸德科技、捷安特 ( 中國 )、維樂工業、信隆實業。
主席對內綜理理事會務，對外代表本聯盟。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第一副主席代理之，
主席、第一副主席出缺時，由第二副主席代理。並於二個月內補選之。

第五條

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議決監事之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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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監事會置監事 3 名，監察日常理事會務，由各團體會員推舉 1 名監事候選人，由各候選人推舉 3 名
為監事成立監事會。
第七條

本聯盟理監事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之。

一、自動提請辭職，經理監事會會議通過者。
二、被罷免或撤免者。
第八條

本聯盟置秘書長 1 名，副秘書長若干名，財務長 1 名，副財務長 2 名，承主席之命綜理會務，
由主席遴選，提請理事會聘任之。副秘書長由各團體會員推薦，提請主席聘任之，均為無給職。

第九條

本聯盟視實際需要經主席成立各種委員會或其他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秘書處擬定後報請理監
事會核備後實行，修訂時亦同。

第十條

本聯盟得由理事會聘請榮譽主席、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主席之任期同。

第五章
第一條

會議

本會定期及臨時會議由主席召集之。每一年召開理監事會一次；臨時會議由理事會經理事三分之
一以上連署召集之。定期會議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第二條 理事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由團體會員另推舉代表。
第三條 會議決議，以理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主席、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本聯盟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四條

主席、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及理、監事應出席每年所召開之理、監事會議。主席、第一副主
席、第二副主席，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則視同辭職。

第六章
第一條

經費及會計

本聯盟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團體會員之校友每人新台幣伍百元、預備會員之校友每人新台幣貳佰元計，團體會員
之永久校友每人新台幣壹萬元整。
二、團體會員及校友捐助。
三、基金及其孳息。
四、其他收入。
第二條 本聯盟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三條

本聯盟每年於理事大會前二個月由秘書處、財務組編列年度工作計劃、收支預算表，提理事會通過(年
度會議訂於每年十二月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由秘書處編造年度工作計劃、收支預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理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送還理事會，提會議通過 )。

第四條 本聯盟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指定由理事會表決指定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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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

分會介紹

Branches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捷安特 ( 中國 ) 校友會
Giant Alumni Association (China)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古榮生

陳桂耀

吳誠華

鄭寶堂 彭學強 巫顯明 施麗青 劉素娟 顧均清 陳俊彬 陳桂耀 張德模 朱雄瑜
陳守正 林國華 宋福江 劉科旻 曾永龍 劉曉雨 顧學明 張進明 孫征遠 劉劍君
汪家灝 施宏揚 關建瑛 余彩雲 張見成 陳坤燦 蔡 燕 張 彬

泰國泰金寶校友會
Cal-Comp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ailand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鄒孔訓

黃克偉

鄭登遠

王尉兆 王慶德 張仕賢 林景洲 張妮娜 卓溫松 張建嶺 張明惠 李安中 顧偉甫
張明察 張江濤 黃 駿 李巴攀 許嘉銘 林景洲 蘇怡文

新金寶集團台灣校友會
New Kinpo Group Taiwanese Alumni Association

鄭誠忠
姜台昌
楊先武
邵麗容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張瑞瑋

何況

李洋得

蔡孟寰
樓菁文
李煌祥
劉權輝

陳旭敏
張連發
周業棣
林瑞發

陳榮泰
韓一世
陳肇燦
楊裕熹

吳永裕
林瑞發
徐鴻舜
張瑞麟

張宏育
廖汝均
林育正
蘇世仲

葉天拱 紀根卯 黃大藏 李嘉裕
林麗敏 楊雪芬 謝逸平 黃信祥
施宣榮 黃榮裕 柯河銘 許績義
張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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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江泰金寶校友會
Cal-Comp Alumni Association in Wujiang County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吳冠群

張桂森

陳建盛

李幸樹 蘇榮豐 張顧耀 章祖琛 游文聖 王

東 陳建盛 孫宥信 陳艷華 李仲偉

楊小華 沙新榮 畢仕智 顧順華 楊銀娟 吳曉明 顧婉芝 郭修宏 張

晶 張迪鴻

陸春勇 陳

江

昱 張仕賢 石

紅 王

雲 陳

杰 張文明 吳群生 陳

長安金寶校友會
Kinpo Group Alumni Association (Chang-A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黃玉輝

劉裕宏

陳中和

付觀輝 王登峰 林瑞發 粱德國 沈鴻展 黎煥新 李光皓 李國暉 黃盛燦 蕭銘杰
黃庭翊 游文聰 李清元 鄭景興 萬富貴 陳巧技 李東宮 陳永勝 戴啟祥 張書進
劉得安 李尚武 李明財 林奕守 李

俊 盧

明 李

峰

泰國台達電子校友會
Delta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ailand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謝恒僩

林桔儀

胡德昌

郭惠齡 張文煥 鍾國松 江家滋 蒲瑋玲 陳振文 張銘森 許志忠 張耀城 呂奇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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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科技 ( 中國 ) 校友會
Ko-Cheng Technology Alumni Association (China)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陳志明

楊義文

方嘉谷

方嘉谷 黃世德 曾國憲 黃滄江 鄭家福 陳育彬 黃文通 李建和 林政德 胡大維
蔣立峰 楊千慧 張乃千 鄭峻昇 陳鎮群 蔡政達 張榮哲 鄭文進 林坤良 吳茂田
高政逸 李碧泰 陳永樑 王永銘 周建志 廖俊誠 王清山 張建中 高海華

馬來西亞校友會
Malaysia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李芳信
張佐裕 尹之駒 劉

博士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陳坤煌

蔡欣恬

博士

復 黃秀芳 林榮茂 陳坤國 林照章 邱鴻濤 許柏楿 邱信欽

鄭怡挺 馬秀萍 丁重誠 楊天德 廖俊光 陳俊達 徐

進 洪維鍾 徐振華

泰國校友會
Thailand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張峰豪

宋秀華

孫繼忠

博士

巫明建 張春成 繆景華 陳明泉 歐志明 吳榮輝 李明福 李明發 吳錦瓊 黃正男
王金萱 江碧旗 黃受合 張義昌 李晶明 康素玉 林美容 林育民 張耀浪 許清富
徐玉玟 陳美伶 黃文貴 蔣筱欽 齊麗妮 朱憲民 林坤助 郭修敏 劉寧海 林耀堂
李春華 張瑞彬 孫曉政 許佩儀 郭銘桂 張政德 劉薰文 劉坤成 翁敏祥 林信慧
張竣程 何浩華 王集明 宋秀華 吳庭芳 張峰豪 陳美華 張顏軍 林宗財 周怡君
黃資貽 游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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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校友會
Hong Kong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徐聖翔

張偉智

陳紫穎

博士

譚榮根 解伯鏞 廖自強 王偉粵 林耀明 王秀美 王儷文

新加坡校友會
Singapore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鍾仕達

劉寶珠

戴玉釵

博士

吳啟燦 黃禎助 何福生 湯慶寶 宋建平 鄭耀鐘 張紹雄 陳海鵬 孟

平 應

紅

段麗兒 李金陵 白森隆 梁清義 蘇加新 陳天錦 邱志明 林作新 范文瑂 吳仰正
宋聲臺 黃若瑟 潘瑞來 潘揚備 黃建華 溫永春 張佑康 翁國凱 黃俊龍 陳秀蘭
顏展誠 林美興 蔡忠民 黃美英 蘇福功 徐爭游 辜小寧 吳永嘉 楊嘉輝 錢愛菊
陳之財 白承春 趙

蕊

印尼校友會
Indonesia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林基成

張瑞恭

黃家鴻

曾海虹 蕭財福 王麗炯 柯百庠 柯百觀 陳依萍 蔡炎發 闕于焜 劉明全 劉雙全
李中君 郭宗城 王立和 宋聲眾 王鴻博 陳正德 吳光烽 黃志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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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校友會
Vietnam Alumni Association

游明達
陳正雄
陳建勳
陳郁伶

會長

第一副會長

廖育珠

沈憲煜

陳榮進
羅敏傳
劉曉雲
曾潮星

紀銘郁
黃賴安
林淑玲
李美娟

張維麟
楊登舜
曾碧真
吳東遠

秘書長

吳明穎

紀淑惠 張佑中 李拓延 林成政 黃瑞意 吳明健
黃桂霞 林 青 許乃仁 李建仁 邱小珍 楊奇貴
孫義勝 劉敏雄 郭嘉銘 黃馨惠 孫震秋 吳明機
楊明昌

世界台商校友會
World Businessmen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謝世英

游貴蘭

游朝江

吳松柏 溫玉霞 許瑞麟 陳炫志 陳燕鈴 黃金生 黃楀鍀 劉秀珠 吳宗哲 林雅淑
高文榮 連元章 陳建廷 黃志傑 鍾良萍 侯雅淇 鄭世峰 林安邦 盧起箴 趙桂林
游信誠 江永興 袁依玲 李明岳 鄭黎安 李宗信 尹世玲

台灣北區校友會
Taiwan ( Northern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王歆綾
李永恒
陳燦鴻
蔡憲德
廖學猛
柯俊榮
戴光中
施景文
劉茂奇
林永正
楊焜翔
周文禮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張來旺

張哲銘

王麗珠

吳光輝
張來旺
劉瑞炫
劉克峰
梁慧琪
黃淑芬
楊 福
林 倓
李日興
曾金蘭
陳明鴻
周俊亨

李月卿
陳萬旺
謝三連
畢中和
呂勇逵
蔡 華
葉垂景
陳素燕
洪武龍
盧顥文
賀 珍
李東燦

周萬順
廖秀英
蔡碧霞
鄭鴻明
林碧鑾
楊德仁
阮玉嬌
邱日鴻
李麗鈴
鄭旭婷
程靜霜
許文宏

郭美鳳
鄧淑雯
匡佩諄
郭遠彰
陳文春
于培華
邢福浩
陳麗華
王昆山
陳惠娥
彭宗明
張博堯

黃月霞
鍾年修
呂添旺
劉文銘
王慶煌
郭柳夆
林清輝
樂涓清
劉基章
柯傑元
吳木陽
李淑君

鄧光凱
史文虎
李麗珠
吳宇蕊
吳自萱
周昌明
蕭富榮
謝基鴻
馮萍蘋
黃盟翔
陳宗沛
葉宇倫

張希嘉
吳美芳
郭武雄
沈妙英
莊淑惠
陳哲仁
林炎輝
彭秀英
溫翠麗
左湘敏
陳漢昇
陳俐嫺

王麗珠
李樹桐
曾翠娜
蔡三才
陳英樓
張耀堃
羅依宸
吳佩樺
翁秋梅
蔡明琪
楊雯娟
張淑美

吳金蘭
張哲銘
賴福萬
張碧雲
陳玉滿
王偵權
蔡志浩
洪培容
李宜衡
郭惠燕
李蕙菱
吳雲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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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區校友會
Taiwan ( Central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王曼蒂
吳麗華
林忠和
張正章
陳進丁
黃振昌
鄭秀惠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王曼蒂

江屘菊

邱立德

王鳳英
李沛霖
林淑貞
張正榜
陳慈桑
黃健泰
鄭來可

王慶煌
李貞緻
林棟材
張秋麗
陳鳳玲
楊肯誠
鄧鴻吉

包振力
李斯章
邱立德
張淑娟
陳慶昌
楊新民
盧怡全

江宗庭
李源萍
唐維鈞
張寶方
陳賢雄
楊錫卿
賴正穎

江松吉
李興深
秦睿廷
梁明樹
傅芳盈
楊靜子
謝玉玲

張武雄
林志煌
高玉蘋
梁嘉文
彭石山
廖美惠
謝順民

吳世華
林志鏈
高瑞佑
莊琇媛
馮英鳳
劉松梧
藍毅生

吳志嘉
林秀婉
高靜儀
郭英耀
黃世銘
劉醇忠
頼阿菊

吳德峰
林宜民
張正治
郭啟昭
黃俊騰
潘善強
傅任云婕

台灣南區校友會
aiwan (Southern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莊碧玫
陳信和
黃福從
孫一正
陳麗蓉

蘇寶桂
唐榮昌
王聖芳
林子雲

杜憲宗
楊銘輝
蔡堅洲
黃春木

博士

李水盛
李宗霖
李雲霄
蘇家強

許登財
郭豐隆
蔡鴻明
許昭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何幸燁

李世華

鍾俊美
陳軒崑
陳英俊
李柏齡

劉永吉
林維明
陳聰徒
陳珮瑜

歐文正
武中嶺
李國慧
邱雅俐

方榮亮 鍾煥龍
楊英娟 高錦碧
吳世華 陳志成
陳宋淑貞

中國深圳校友會
China Shenzhen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蕭金聰

吳崇豪

林豐成

孫權民 周 群 劉滿慶 蔣 林 王 畢 尹光化 張崇霓 黃武志 鄭峻德 林岳亮
李上治 何家晉 溫晉奕 鄭晴心 林森烽 賴彥良 李國賓 何今煌 鄭 嵐 廖詩婷
陳河興 莊世良 顏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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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建校友會
China Fujian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曾正堅

莊素貞

謝聖精

楊大偉 黄漢鎮 林月嬌 王同君 彭聖煒 呂榜州 吳忠原 彭及銘 吳玲足 何日興
陳正雄 陳金堆 何希灝 黃鐵枝 高玉蘋 廖珮茹 林子槐 陳盈宏 施富文 蔡慶嘉
葉承宜 鄭志勇 陳金秋 王榮助 林伯琪 張映粧 魏金芳 陳奕鳴 張玉仁 黃國輝
黃燕凌 江國精 林松慶 陳淑平 林立仁 劉聖賓 曾正道 劉竣吉 朱進治 許智明
郭淑敏 肖玉岭 賴增艷 蔡文清

中國華東校友會
East China Area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陳連成

陳天助

曹先安 史陳章 蔡振明 奚

秘書長

齊磊

瑛 林培輝 陳淑美 彭秀雲 吳清模 張俊生 陳志明

張又升 葉文政 戴仲平 陳鶴心 羅錦榮 王

滿 黃正儒 張桂森 李尚武 顧建芳

葉時斌 吳嘉昌 范曉明 吳志萍 王清霖 黃襄德 黃襄標 黃金龍 吳啟燦 高挺偉
林文義 廖學興 張寶成 黃子鴻 江

茜 段露沙 李金全 鄭

周慶瑜 郭律廷 陳天助 陳志河 陳龍全 齊

穎 李振裕 沈德溥

杰 陳鈺雯 鄭宜泓 簡瑞宏 曾俊生

王國年 邱俊杰 陳碩智 李玲儀 李雅明 黃正儒 林政偉 蕭宜平 黃兆祥 范振坤
洪禮銓 莊立成 鄧詠升 李建華 王俊欽 李仁宗 鄭

悅 何燕萍 鍾雪玲 王德瑞

許智強 王志煒 曹世奇 黃宋傑 孫永安 陳本泓 郭素美 劉丁瑩 陳進通 李乾基
范芳宜 詹益華 吳貴順 王志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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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莞校友會
China Dongguan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

秘書長

張錫帆

陳宏欽

李國賓

郭山輝 褚國勇 張銘真 陳柏全 吳清欽 何躍沛 張獻欣 謝慶源 張錫帆 邱全成
徐

沆 周志良 林世銘 王財福 林佳蓉 郭子菁 張

逸 汪文明 林志猛 蔡漢蓉

陳麗芳 蔡俊宏 李俊育 林木和 王子維 謝文益 林淑芳

台北 ANU 校友會
Taipei AJU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兼秘書長

王添居

丁士元

林定圻 曾添財 丁士元 洪昭彬 王百華 柯踐忠 吳金鈴 李毅志 李純怡 陳育倫
鍾澤宇 李文正 張麗玟 高金青 蔡

文 陳惠旌 趙偉業 王坤龍 潘美瑛 鍾偉恆

蘇志民 施孟秀 李耀芳 梁聖德 嚴嘉慶 謝維中

台北 SIU、AJU 校友會
Taipei SIU、AJU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第一副會長兼秘書長

蔡政憲

蔡佳真

陳文鳳 蔡佳真 謝文林 葉宗錦 劉秋萍 蔡
鍾兆龍 劉明洲 李靜宜 謝一弘 方

榕 陳愛惠 賴文卿 高采慧 彭如萍

瑄 吳宜嬣 蘇莉婷 陳佩琪 林郁欣 張焰皙

何芠錤 楊銘峰 劉淑雯 陳澄瑩 沈淑惠 劉奇和 游元春 鍾瑞雲 王競雄 李靜慧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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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李志銘 林立森 蕭文劍 黃堂烘 陳勝榮 方瑞源 祝靜儀 施伯垂 溫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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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大會
2015 年籌備委員會
The Preparation Committee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Assembly, 2015
主辦單位：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新華衛教育集團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協辦單位：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參加單位：新華衛管理學院校友及在校生

大會主席 劉雙全

後任主席 張峰豪

秘書長 徐婉婷

財務長 黃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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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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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登遠

李洋得

陳建盛

陳中和

吳誠華

方嘉谷

蔡欣恬

孫繼忠

陳紫穎

戴玉釵

黃家鴻

吳明穎

游朝江

王麗珠

邱立德

李世華

林豐成

謝聖精

齊

李國賓

丁士元

蔡佳真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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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2012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回顧
Retrospection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2009~2012

2009 年

▲ 2009 年全球校友聯盟發籌備會 - 在深圳亞歷山卓公司籌組大合照

2010 年【中國昆山】

▲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成立

▲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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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泰國曼谷】

▲第一屆第二次大會

▲第一屆第二次大會

2012 年【印尼雅加達】

▲圖左起：學術代表林建山、大會主席劉雙全
、創會主席 拿督 李芳信博士、顧問林育賢
、監事連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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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起：顧問溫玉霞、榮譽主席張峰豪、校友
孫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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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合影
A Group Photo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in 2012

2013 年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合影
A Group Photo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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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合影
A Group Photo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in 2014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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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區校友會活動剪影
Activities of Branches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Branches

中區 校友會

▲中區校友第十屆、十一屆會長交接典禮合
影

▲中區校友會第十、十一屆會長交接，第十
屆唐維鈞會長交接給第十一屆王曼蒂會長
，由創會會長林忠和監交

▲開心農場 ~ 創會會長林忠和提供開心農場
聚會
▲中區校友餐敘

北區 校友會

▲華東區校友合影

▲華東區校友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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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 校友會

▲廈門校友會活動合影

▲廈門校友會活動合影

泰國 校友會

▲泰國校友合影

▲鄭伯卿會長受聘僑委會諮詢委員

▲

泰國校友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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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校友會

▲印尼校友活動

▲印尼校友活動

▲印尼校友餐敘

▲印尼校友餐敘

東莞 校友會

▲東莞校友會餐敘

▲東莞校友會餐敘

▲東莞校友會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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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

大事紀
月份
2009 年 12 月
2010 年 12 月
2011 年 01 月
2011 年 02 月

The Chronicles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工作項目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籌備會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正式成立
會員福利特約商店
成立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網站

2011 年 05 月 華東區校友會長交接
2011 年 07 月 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2011 年 09 月 台灣中區校友會長交接
2012 年 02 月 校友會刊 創刊號
第一屆第二次
2012 年 02 月
全球校友聯盟會員大會
執行長與林總監一同拜訪印尼校
2012 年 05 月
友會
第一屆第二次全校友聯盟理監事
2012 年 07 月
會議
第一屆第三次
2012 年 11 月
全球校友聯盟會員大會

說明

特約商店合作
完成：內容、架構
陳連成接任新任會長，
由顧問 林育賢監交
7/18 於天成飯店召開
張之光接任新任會長，
由顧問 林育賢監交
編輯、印刷、發行
2/26 於泰國曼谷舉行
獲得當地校友會支持辦理 2012 年第一屆第
三次校友聯盟會員大會
7/21 台灣台中長榮桂冠酒店舉行

11/16 於 印 尼 雅 加 達 Hotel Aryaduta
Lippo Village 舉行
大會主席 劉雙全與顧問 林育賢拜訪深圳
2013 年 3 月 大會主席劉雙全拜訪深圳校友會
校友會會長 蕭金聰
代表劉雙全主席參加中區校友會 顧問 林育賢監交中區校友會第九屆會長
2013 年 4 月
會長交接儀式
張之光與第十屆會長 唐維鈞交接儀式
會議主持：大會主席 劉雙全
參與人：籌備委員會主席 唐維鈞偕夫人 葉
秀珍、中區校友會創會會長 林忠和、全球
校友聯盟顧問 林育賢、中區校友會前會長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暨新華衛國
2013 年 5 月
郭英耀、前會長 張之光、中區校友會秘書
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長秘書長 邱立德、校友 黃建泰、校友 林
志煌、全球校友聯盟秘書長 徐婉婷、全球
校友聯盟前財務長 陳慈桑、校友 傅芳盈
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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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工作項目

說明

新華衛學術顧問 林修葳教授、 吳學良教
代表大會主席 劉雙全參與
2013 年 6 月
授，與 秘書長 徐婉婷參加東莞校友會會
東莞校友會會長推舉儀式與餐會
長推舉儀式與餐會
2013 年 6 月 會員福利商店
特約廠商續約與新約完成
會議主持：大會主席 劉雙全，
參與人：籌備委員會 唐維鈞、中區校友會
秘書長 邱立德、中區校友會前會長 郭英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暨新華衛國 耀、世界台商校友會秘書長 游朝江偕夫人
2013 年 7 月
際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林綉勤、中區校友會理事 賴阿菊、全球校友
聯盟前財務長 陳慈桑、中區校友會理事
林秀婉、全球校友聯盟顧問 林育賢、中區
校友會創會會長 林忠和
會議主持：大會主席 劉雙全，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暨新華衛國 參與人：全球校友聯盟顧問 林育賢、全球
2013 年 8 月
際學術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
校友聯盟秘書長 徐婉婷、全球校友聯盟秘
書處 溫湘瑜、陳政坤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暨新華衛國 會議主持：籌備委員會主席 唐維鈞，
2013 年 8 月
際學術研討會第四次籌備會
參與人：中區校友會
會議主持：大會主席 劉雙全、籌備委員會
主席 唐維鈞，
參與人：全球校友聯盟前財務長 陳慈桑、
校友 王曼蒂、中區校友會理事 賴阿菊、
中區校友會第一副會長 江屘菊、全球校友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暨新華衛國 聯盟顧問 林育賢、校友 高玉萍、全球校
2013 年 9 月
際學術研討會第五次籌備會
友聯盟秘書長 徐婉婷、中區校友會前會長
張正章、校友 黃建泰、中區校友會前會長
郭英耀、中區校友會前會長 張之光、中區
校友會秘書長 邱立德、校友 林志煌、中
區校友會理事 林秀婉、葉秀珍、校友 湯
孟萱
2014 年 10 月 會員大會暨理監事聯席會議
10/7 於太陽公主號豪華遊輪會議室
王曼蒂接任新任會長，
2014 年
台灣中區校友會長交接
由榮譽主席 林忠和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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