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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Agendaof 201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研‧討‧會‧主‧題

震盪世局的企業經營變革
Business Paradigms Shift in the Erratic World
第1 場

東盟4.0之商機與挑戰 - 從泰國觀察
AEC Opportunity or Threa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ailand
主講人：康樹德主席，泰國外國商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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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睿哲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江永興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三屆總會長
蘇清榮 Hwa Well Textiles (BD) LTD.董事長
陳坤煌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九屆總會長 /來利木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呂榜洲 元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第2 場

傳承與永續:家族企業接班經驗談
Succession & Sustainability: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Experience Sharing
主講人：拿督李芳信博士，永信東南亞控股公司總裁 /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總會長
張志邦副董事長，宏福實業集團
主持人：黃恆獎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教授
陳振燧博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與談人：
謝世英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九屆總會長
吳坤正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卓冠全 卓瑩光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張凱評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Assistant of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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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場

人力資源管理的策略運用
Strategic Implication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主講人：史習安博士，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系暨國際企業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吳學良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教授
與談人：
張志康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九屆總會長
鄭有武 寧波嘉隆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陸國杰 寧波力盟機械有限公司
陳慈桑 童綜合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畢中和 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長
呂榜洲 元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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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目的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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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自1997年於泰國創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來，新華衛管理學院受到了許多人的
幫助!今年是新華衛成立20周年慶，特別選擇回到台灣的總部台中舉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首先，特別感謝本屆2016年國際學術研討大會主席張峰豪、籌委會主席林炳耀及
所率領的籌備委員會團隊：林忠和、張之光、王曼蒂、郭英耀、張正章、黃俊騰、劉
厚璞、傅芳盈、傅任云婕、林豐成、林志煌、王歆綾等人，協助我們於台中金典酒店
順利舉辦這場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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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誨與包容，使得每
次研討會都能盡善盡美，深獲亞太地區企業界的肯定，特此感謝!!
最後要感謝全體學員們的努力與用心，因為有您們的支持，大會才能圓滿成功。
由衷的盼望明年的學術盛會，還能再與各位合作，薪火相傳，讓新華衛繼續為各位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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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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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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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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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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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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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主席 : 張峰豪同學和全體同學2016年
新華衛教育集團。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全體同仁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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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
Partnerships
新華衛教育集團從事教育事業已邁向第二十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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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與捷安特(中國)合作開辦第三屆MBA企業專班
2016年與寧波泰茂開辦EMBA 企業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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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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賢 博士 Dr. Stanley Lin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
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這是老子第八章所提做人之本。像水一樣，用於企業經營之道，首求生存，
再求永續經營。首先要像水一樣能善於利用周邊的生存環境與萬物融合，而不會
與萬物相爭，產生和平共存、共贏局面。
然而企業經營首重正道，正派經營是企業經營之道，唯有正派經營企業才可
永續生存。講信用，有制度，產生好的經營績效，企業才能達到成功境界。

水在常態常溫之下之輕柔，他是大地之母。但遇熱則產生氣體向上直衝，遇
冷則凝固成固體冰。企業經營亦然，景氣好的時候一路千里，不景氣的時候固守
故里。當壓力把水集中一點時，它成為水刀，削石如泥。當高熱把它加溫至高點
時，它又可以推動火車及機械製造跟多工業產品；當它結凍凝固時，冰面有可走
人及冷凍儲存物品。
總之水的物理特性，是隨境在「變」。企業經營亦然，如何讓企業持續成
長，要學水一樣的為生存而「變」。
本年度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震盪世局的企業經營變革」也是來討論在瞬
間變化的年代，企業經營者如何看清大局，掌握先機。為生存像水一樣的變。希
望此文能提供所有校友和學員必須深入探討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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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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峰豪 博士生

Chang ,Feng-Hao,Ph.D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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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國 ) 有限公司董事長
President of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今日欣逢新華衛第十九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新華衛全球校友第三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在台中舉行，本人謹以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主席身份，在此歡迎來自全球
校友、在校生、及貴賓，並恭喜本屆畢業生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學業。感謝籌備
委員會的全力協助，加上各地校友校友會、教授、學員們踴躍參加，此次研討會
必能使大家有所獲益。
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自1997年在泰國開辦以來，已邁入第十九屆二十年
頭，感謝新華衛管理學院為提升品質及加強全球校友聯繫，花盡心思精力。目前
新華衛校友已遍布六大洲各行各業，值得我們驕傲與慶賀。

本次大會主題”震盪世局的企業經營變革”，在目前全球經濟激烈變動之
下，每一位企業主如何抓著商機奮力而上，為企業開拓最佳的生機，化危機為轉
機，化轉機為生機，開創企業新局面，相信這是每一位企業經營者所需思考及面
對的。
在此也恭賀新華衛管理學院在台成立二十周年，祝賀能再邁向新的二十年。
最後祝賀本次大會圓滿成功，各位同學及校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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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管理學院第19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籌備委員會主席致謝詞
Acknowledgement of Chairman of Preparatory Committee at the 1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林炳耀 Lin,Been-Yiau
寶孚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President of Humble D Investment Group Co.

大會主席，林總監、徐執行長及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是新華衛台灣第一屆畢業生，1990年入學青創會專班，當年的
同學都是青創會的創楷模，可謂台灣青年企業家的菁英聚一堂，感謝
當年青創會陳仁和前秘書長為提升創業楷模再進修學習，特別商請新
華衛管理學院聯合美國大學特別開辦企業管理學位課程—青創會專
班，不但讓我們離開學校20多年可重新學習最新的管理課程，而且都
是優秀名教授執教，對往後25年來個人事業經營有很大幫助，我們公
司業務已擴展至全球，而且不斷茁壯成長，我很感恩新華衛在我最需
要時提供我這種好課程。
今日欣逢第十九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很榮幸能擔任本次籌委會主
席，感謝今日參加貴賓、教授和同學熱情參與，更感謝籌委會全體執
行委員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才有今日大會成就，祝大會成員、全員
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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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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衛管理學院 執行長
CEO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職場 幸福洋溢
A Working Environment Full of Happiness
期待再創嶄新二十年
Onwards to the Next Fruitful Decade
全球商業模式持續不斷轉變，時時掌握與分析即時消費端的變
化，是產業必勝的途徑。從生產端至服務端所有商業新模式，取決於
創新時代工業革命的新名詞工業4.0的認知與執行德國傳統教育著重的
工匠精神，從基層人才開始嚴謹的做事態度，培養代代相傳。世界各
國針對工業創新議題開始積極培育，適才適用，人力資源培養專案成
為重要項目，深入探討。為了提升社會與國家所需長期競爭力，政府
願意投入公共資源，尋求針對當前第四代工業革命4.0將其視為當前最
關鍵推動政績課題，為尋求先機針對當前教育工業革命4.0的思想的掌
握，工廠製造的運作精緻模式，深入探討和分析，如何融合智慧型生
產渠道、觀念知識探索，新技術之運用，進而改善遲緩生產能力製造
流程，增進提升產業倍數成長的競爭力。
新華衛管理學院將為第四代工業革命的工業4.0，落實精準課程，
特聘來自德國師資群為EMBA 課程講授，授課方式以客製化個案教學。
授課方式以客製化個案教學。未來的總體經濟甚至於政治環境，會因
為智慧型機器人大量替代人力，或許會使至今自覺游刃有餘的企業，
疲於因應；無論服務業、製造業，無分經理階層，藍領同仁，或許會
增加一須持續自我警惕：事業成功關鍵之一將是「在機器人堆裡，找
到自己能作互補處，能有邊際貢獻處，或至少能不被取代；未來因智
慧型機器人的普及，或許也將產生新的服務業、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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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能夠更勝過智慧型機器人者，是敏銳感覺，是感情。自覺使
命感是職場最佳動力，為達工作目標，過程中易於獲得生活快樂的泉
源。在7千多個日子裡，促使新華衛團隊快樂的成長，在工作執行中，
時常於寒冷的氣溫裡伴著星星月亮走，亦伴著星月回家，但內心裡充
滿溫暖和期待。我即將再度與同學們相聚、共同學習，我們從顧客變
成好友，相識到相知，如家人般親切，兩年時間，同學們辛苦耕耘，
追求人生卓越、成就，感謝同學們讓新華衛團隊成員在人生藍圖中獲
得幸福洋溢20年。
新華衛管理學院針對未來EMBA 課程的教育規畫執行方針，將工業
4.0課程視為關鍵課題，堅持實施教育理念與宗旨，感謝所有學術團
隊之支持與勉勵，於2001年學術委員會正式成立：第一屆學術委員會
主席管康彥教授嚴謹規範樹立學術規範，第二屆林建山教授給予嚴格
關鍵性指導和鼓勵，第三屆林修葳教授給予全球性學術規範指導，協
助世界知名大學合作，第四屆吳學良教授學術嚴格督促與專業課程規
劃，第五屆黃恆獎教授為第十八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碩大貢獻，第六屆
史習安教授兼負與世界知名大學Universityof Liege 共同開辦亞洲區
EMBA 、EDBA 課程執行監督。自創辦新華衛管理學院伊始，華人管理
大師許士軍教授一直給予最感人勉勵”Stanley與Tina為教育努力不懈
無怨無悔精神”。感恩歷屆學術團隊教授群給予最佳支持與鼓勵。
林創辦人與我同表感謝所有共同達成教育使命的經營團隊成員，
以所有來自全球的校友為家人的服務精神，奠定新華衛管理學院未來
二十年堅固的產業根基，創造教育產業奇蹟，並結合世界新潮流，專
為管理新知及關鍵性新教育趨勢再接再厲，作育企業英才為已任，推
動全球化產業合作，落實產業具體經濟效益，與企業共同創造教育宏
偉的願景。天行健，教育工作者當自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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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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C Liege Executive School Alumni, As Program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School and first Vice-Dean and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HEC Liege, the Management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Liege, I wish to welcome every NWIM Global Alumni to
the 19th l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HEC Liege Executive School Alumni Meeting of
2016. The EMBA Alumni of HEC Liege Executive School is one part of NWIM Global
Alumni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ince 20L0.lam glad that HEC Liege Executive School
Alumni take pleasure in resource discovery and are motivated to achieve educational
and career goals in the future. HEC Liege has always worked on enhancing HEC Liege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to help them develop a knowledge-based mindset that will
benefit them academically and spiritually. This is certainly true in the field of executive
education.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a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 it is essential
for HEC Liege to encourage life-long learning. That is why HEC Liege Executive School
develops affordable and values-based education programs for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society. Lear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our
knowledge, our skills and to develop our self. We learn every day. HEC Liege Executive
School and the EMBA Alumni have built a strong partnership in this learning process. To
all HEC Liege Executive School EMBA Alumni, you have made the School proud with
your diligence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 wish you all a prosperous and bright future.

Warm Regards,
Prof. Wilfried NIESSE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First Vice-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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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 / 團隊介紹
Academic Committee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史習安博士

Dr.Shih, Hsi-An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黃恆獎博士

許士軍

大會學術委員會教授

林修葳博士

Dr. Huang, Heng-Chiang

Dr. Hsu, Shih--Chun

Dr. Lin, Hsio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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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山博士

翁永和博士

吳學良博士

Dr. Bert J. LIM

Dr. Weng, Yung-Ho

Dr. Wu, Hsueh-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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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Chen, Kuang-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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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睿哲博士

Dr. Jean, Ruey-Jer

鍾昆原博士

Dr. Jone, Kuen-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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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New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總裁

林育賢 Dr. Stanley Lin

顧問

執行長

周牧民 Alex Chou

徐婉婷 Tina Hsu

專案經理

王念台 Brad Wang

學務

張惠玲 Winnie Chang

學務長

張秀貞 Febee Chang

學務

洪詩瑋 Kristie Hung

學務

陳靜慧 Anita Chen

會計

劉家秀 Nina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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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 4.0 之商機與挑戰 - 從泰國觀察
AEC Opportunity or Threa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ailand
訪談：JFCCT 主席康樹德 (Stanley) / 撰文：黃一展 (Jack)
康樹德 Stanley Kang
泰國外國商會聯合總會主席
Chairmanof Joint Foreig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ailand (JFCCT)

前言

紐澳印(ASEAN+6)等國家，打造一完整
的生產基地加上內需市場。泰國位處地

東盟單一市場(AEC)自2015年底完

利之便，充分運用此優勢，不僅自身可

成簽署以來，屢屢成為各大研討會，

迅速發展，亦可帶動周邊國家，例如寮

財經節目，甚至政府外貿政策等熱門議

緬柬越，相關產業與物流的成長，並創

題，世界各國無不希望搭上這班區域整

造新的工作機會。

合的列車，共同分享東盟十國的經濟
利益。擁有超過六億人口，總面積近

誠然，凡有機會，必伴隨著挑戰。

450萬平方公里，國民生產總值達3兆美

雖然名義上已經完成單一市場的規劃，

元，整合成單一市場後，預計成為亞洲

但許多細節上不可能一步到位。且東盟

第3大，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再加上，

十個成員國彼此發展差異大，文化亦不

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美國重反亞太

相同，再說，ASEAN一向以「共識決」

戰略，都讓東盟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受

，「互不干涉他國內政」為默契，是

到重視，也漸漸在國際經貿的遊戲中，

否能夠如期達到目標，還有賴各國政府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持續溝通。最後，雖然關稅障礙近乎全
免，但「非關稅障礙」的部分，例如負

泰國，作為北東盟CLMVT的中心，

面清單，原產地認證，檢疫標準，金融

亦是整個東盟的轉運樞紐，在這波整

監理，外資持股比例等，也還有待一一

合的潮流下，儼然更加成為整個物流，

尋求突破，方能全面落實單一市場貿易

人流，金流的交匯地，帶來的商機與投

自由化的理想。

資機會，自然是外資前進東盟市場的
首選。而AEC促使降低貿易障礙，達成

供應鏈移轉與ASEAN 4.0

便捷化，效率化與提高自由度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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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預計在2025年以前全面免除各類關

自第二波全球化(二戰後至1970左

稅，並把東盟連結中日韓(AASEAN+3)，

右)，世界貿易趨向更緊密的分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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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藉由運輸技術與資訊科技的快速

又可以進入6億人口的內需市場。

發展，成本降低，生產力提升，亞洲各
國紛紛以出口導向，供應歐美成熟市場

由泰國商業部在ASEAN年會上提出

的龐大內需。出口導向政策不僅有利開

的「東盟4.0」，便可以視為一重大政

發新市場，也能夠讓國家充分利用比較

策方針。所謂4.0，則是相較於過去從

優勢，發展成規模經濟，而利用國際分

工業革命機器取代人力(1.0)，再來

工引進外資與技術移轉，也讓許多亞洲

發展出電氣化與自動化促進大量生產

國家在戰後成長成為成功的經濟範例。

(2.0)，以及後來的網路普及及電子訊

像是日本學者Akamatsu提出的「雁形理

息應用(3.0)，到目前發展成大數據與

論」，便指出某產業在領先國家發展到

智能化管理(4.0)。由於有其他先進國

一定水平之後，基於效益考量，相關商

成功案例的經驗複製，東盟在未來便是

業模式以及生產技術便會轉移至其他更

要致力朝向數據經濟，以及結合網路科

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例如以技術領先

技的運用，讓產值，產能與連帶的品質

的日本，帶動之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

管理，物流，顧客導向服務等，全面追

再來隨之在後的則是中國，東盟等亞洲

上已開發國家的腳步。

其他國家。
「ASEAN

4.0」也將進一步延伸至

唯有透過不斷的調整經濟結構，以

跨境電商，Fintech，全球化管理，智

及投注在人力資本和研究發展，配合

能化生產等多個領域，甚至在綠能科

適當的經貿政策，以及更開放的市場

技，高端醫療，智慧電網，零排碳運輸

環境，才能夠促使經濟不斷成長。這也

系統等，也逐漸在不同東南亞城市試點

是AEC積極努力的目標，而傳統上被認

營運，或者成為區域政府提倡的重點發

為以廉價勞動力輸出和初級原物料出口

展項目。許多分析師預測，東盟雖短期

為主的東盟，近年來也透過不斷輸入的

內還會是勞力成本極具競爭力的區域，

外資提升本地廠商的技術，城市中產階

但低階(low-end)，高污染的產業勢必

級的崛起，人口紅利大，對外貿易依存

逐漸被淘汰出場，高附加價值(value

度尚且不高的情形下，泰國外商總會

added)，高環保標準，高階(high-end)

(JFCCT)便分析，AEC不僅有利於傳統產

產品的製造與銷售，以及如何經營好相

業如紡織，汽車，電子零組件等，內需

關品牌與服務，才是未來AEC整合後的

和服務產業更是不能忽視。外資佈局，

商機所在。以台塑河靜鋼廠在越南因嚴

也要跳脫以往來此加工然後轉銷歐美的

重污染當地生態，而被處以鉅額罰款為

思維模式，反而是要藉著AEC整合，思

例，可以知道當地民眾普遍都開始有基

考如何既坐擁鄰近原物料的優勢，同時

本的環保意識，若要在東盟做生意，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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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舊的做事方法已經行不通，而當AEC

由化都已是成員間的共識。而就世界銀

的整合納入越來越多國際標準，無論在

行公布的數據來看，東盟成員國之間的

法治，監理，環評，投資人與地主國勞

內部投資(intra-investment)，甚至東

工的保護方面，都會隨著市場開放與自

盟成員國對外的直接投資，都有慢慢成

由度的提升，而更少人為可操弄的空

長的趨勢，顯示AEC本身便是基於多邊

間，凡事以制度為準。

主義的精神，利用集體的資源及組織架
構，建立共識，並謀求外在利益的極大

領導力與建立多邊關係

化。

過去幾十年間，「全球化」一詞在

在領導力(leadership)方面，無論

我們的各種語言及文本中，使用的越

是企業還是國家，「組織管理」，「策

來越頻繁。自1980年新自由主義蔚為

略規劃」都是影響成敗的關鍵。例如二

風潮以來，主權國家之間的各種關稅障

戰後，日本政府便透過產業復興政策，

礙大幅降低，其他的貿易壁壘也因為世

加上經濟扶植措施，帶動戰後重建，造

界貿易組織(WTO)的努力和區域性的經

成六，七零年代的成長黃金期，爾後，

貿結盟，而讓貿易變得更為容易，也因

日本成功的模式也被亞洲各國效法。從

此激勵企業擴張營運，並有效串聯起生

企業組織的角度來看，良好的管理者，

產鏈中各個角色的優勢。因此，建立廣

不僅考量原物料供應鏈，鄰近市場等成

泛的連結(connectivity)，能從不同領

本因素，更應該全盤以永續經營，創新

域發覺互補特性，便極為重要。以AEC

成長為產業競爭策略，東盟十國在地理

來說，以往印象會覺得似乎都是原物料

上具有比鄰性，文化上又能夠呈現多元

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相互依存度並不

面貌，很適合嘗試新的商業模式，同時

高，但其實東盟各國正因為在文化，發

也需要具有遠見的發展政策。再來，領

展重點與政策導向都不盡相同，反而能

導力也可以視為一系列行為與決策的組

夠在物流，人流，金流逐步開放後，巧

合，在公司內部激勵員工，並做出適當

妙扮演彼此分工，互通有無，發揮粽效

選擇，影響產品品質、客戶關係與公司

(synergy)。

營運模式；放到國家的層級，良好的領
導力則會體現在對外貿易法規、貨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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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關係的建立，也不僅發生在

財政政策、產業扶植條例，與營造投資

AEC內部，同時也發生在與外在環境的

有善的國內環境等。以AEC目前達成的

互動。其實早在單一市場成立之前，美

協議來看，在交通部分有「昆明-新加

國，日本，歐盟就早已來此佈局。無論

坡縱貫鐵路」(SKRL)以及「東盟高速公

是國與國之間的FTA(例如越南與歐盟的

路網」；經貿區有「東-西經濟走廊」

自貿協定)，或是區域間的互惠協定，

和「南方經濟走廊」；最後則是「東盟

在WTO框架之下，市場開放與貿易的自

能源運輸」的管線建設計畫(TAGP)，都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刊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是大刀闊斧的倡議，透過領導層對長期

商業銀行(Siam Commercial Bank)等也

的需求所規劃出的藍圖，勢必能夠帶動

早已赴東盟各國設立分行(或代表處)，

驚繼發展與區域貿易的成長。

提供資金進出與在地投資的服務。

泰國的觀察

結語

不可諱言，泰國位於北東盟中心，

率先喊出「東盟4.0」的泰國，積

無論陸路、航運都是交通樞紐。北可通

極翻轉過去以代工、原物料加工為主

往中國，往東可整合遠東的物流，西

的勞力密集印象，聯合起東盟其他成

邊則與緬甸接壤，作為前進印度的跳

員，以單一市場、生產基地等概念，將

板，良好的地緣優勢讓泰國可以很容易

物流、人流、金流逐步整合到位，預計

聚集人才、資金與資訊。再者，近年

2025年以前，可望達成對內零關稅，對

來泰國政府提出的「PPP模式」，意即

外統一關稅，甚至持續深化整合，在財

「Public, Private and People」，

政、貨幣以及政治上，向歐盟制度看

強調政府、企業合作，並且透過公民參

齊。

與，確保社會全體的福祉與降低不好的
外部效果。

外在優勢，不僅有來自中國的「一
帶一路」倡議，日本、韓國相繼曾加對

在觀光方面，一向為旅遊勝地的泰

東盟區域的投資，以及美國重返太平洋

國，為了提升觀光品質，政府也開始力

的戰略，都有助於更多資源與人才進入

行掃除不法業者，例如零團費、無照導

東盟，並帶動在地就業、創新、技術移

遊等，可能短期內會以觀光客數量驟減

轉、產業升級等，同時也提升生活水

為代價，但長期來看，卻是對整體產業

平。

向上提升的利多，並不僅夠有效吸引回
頭客，更是暗示泰國已不在一味的與「

誠然，有機會必伴隨著挑戰，大數

廉價」和「制度不明」畫上等號，一切

據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輕易的接觸到市

既然有相關規範可以依循，所有上中下

場訊息，許多舊的工作會被取代，而新

游業者、消費者、投資人與有關單位，

的模式也還需要一段時間讓市場接受，

大家就依規定辦事，無法再心存僥倖。

如何保持正確態度，精準分析市場訊
號，並在適當時機進(退)場，則是企業

最後則是泰國長期以來保持穩定發
展的態勢，失業率多半在2%以下，通貨

領導者，甚至政策決策者，必須隨時警
覺，審慎布局。

膨長穩定，加上透過君主立憲制度以及
維持了依定程度的社會和諧。金流方
面，盤股銀行(Bangkok Bank)、暹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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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永續 : 家族企業接班經驗談
Succession & Sustainability: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Experience Sharing
張志邦 Chang, Chih-Pan
宏福實業集團 副董事長
Vice Chairman of Hong Fu Footwea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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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云：「將者，智、信、

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何維持已成的

仁、勇、嚴也。」從無到有、從小規模

事業，取決於接班人如何將創新與變革

到大型產業，一個企業的永續發展從來

融入自身企業。守成、創新與改革看似

都不是一蹴可及，要想成功接班更不能

互不相干，實則與接班人的管理模式環

是紙上談兵。「永續經營」已然成為當

環相扣。辜成允先生用了十年時間成就

今企業或集團值得深思的議題。所謂「

了台泥集團如今的地位，也成就了身為

經營」，無非是管理者以績效為出發

接班人一生的不凡。

點、佐以自身長處帶領公司團隊合理地

沒有跟隨者的領導人不算領導人。

運轉；而「永續」乃是以時間為主軸，

研究表示，世代缺口、信譽缺口、溝通

考驗領導者們的專業知識、更考驗其對

缺口，是現今諸多企業接班人面臨的最

於大環境變遷的策略與企業核心的傳

大威脅，而這些威脅多半源自於資深職

承。

員與第一代創業者的深厚情感與高度

守成、創新、與變革，是台泥董事

忠誠。這是企業接班經常面對的難題。

長辜成允扛下台泥集團的重任並帶領台

在許多傳統亞洲企業裡，父輩員工可

泥浴火重生後，對於企業接班提出的三

謂和創辦人一同打下江山的功臣、是該

大要點。「創新」可謂於既有企業中自

企業立基的元老，他們擁有豐富經驗、

立門戶、擁有我方人脈，而非墨守成規

了解產業定位、且習慣了上一代的經營

不肯改變。而變革，則仰賴接班人適時

模式，與前一任領導者的關係難以被超

進行內部改造以求企業永續。「創業

越。繼承人接手之初多被期待能接續既

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在各國市場

有的企業價值觀，過多或過少的個人想

開放與貿易協定下，新興產業與跨國公

法都會被視為不合格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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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擁有接班的決心是每位接班

責任，讓他們培養屬於自己的經營方

人所應抱持的樂觀，清楚接班的目的與

式、建立新一代的權威與管理，並逐步

完善接手的策略則是最重要的準備工

培養與資深領導層的默契、得到資深員

作。管理學之父Peter

工的認同與肯定。

Drucker曾說:

「領導是一種責任，不是階級特權與鈔

在全球經濟變化的洪流裡，未來領

票。」接班人應以謙卑的心態、從基層

袖不僅需有良好的組織分析與管理能

做起並接受相關訓練。深入基層不僅只

力，更需結合內外在條件，以「誠以待

讓接班人看清公司的運作、了解各部門

人、謙卑虛心、不懈學習、以身作則」

職責與部門間的合作狀況，更讓接班人

為宗旨，穩固市場定位、完成企業接班

反思自身經驗的不足，從基礎奠定實力

並永續經營的理念。

養成、深入理解企業核心價值、願景、
與內部問題。有了實戰經驗，接班人才
有日後建立功績的可能；唯有徹底理解
企業文化，才知如何增進企業經營模
式，力保公司在大環境變動下的永續發
展。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說: 領導者
是強勢而不獨裁的。除了解內部營運，
接班人也需充實知識，廣泛吸收多元資
訊並掌握新興科技對企業的影響力，將
可行的新觀念與技術帶進公司。同時，
以誠信為原則，尊重固有組織定位與決
策機制，戰戰兢兢親力親為，而非趕盡
殺絕。
成功的接班來自資深幹部和員工的
信任。對上位者而言，接班是一個權力
下放的過程，亦是企業轉型的契機。上
一代領導者應給予接班人足夠的空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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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機構的組織再造

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 in High Education 史習安、陳雅芬
史習安博士 Dr.Shih, Hsi-An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Professor and Chai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由於網路科技等的快速發展，使
得教育已進入一個全球性品質競爭及
全球人才流動的新世紀。面對教育國
際化的趨勢，大學該如何強化自身競
爭力來因應？除了必須提升學術研發
能量與教育效能外，行政組織團隊
的彈性應變能力更是不可或缺 的 一
環。組織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簡稱BPR)常被私部門
用來做為改善營運效能與客戶滿意度的
方法之一，頗見成效，亦有許多國外知
名大學試圖運用組織再造來改善其營運
效率並提高競爭力。面臨國際化的趨
勢，台灣的教育政策亦應著眼於國際並
進行相關研究與改善，然而現行在高等
教育領域中，對於組織再造相關的知識
與訊息不足。有鑑於此，本文以英國
Lancaster大學為對象，介紹與分析其
推行大學行政團隊組織再造之關鍵成功
因素，以供我們台灣相關的單位參考。
組織變革的發生，一般可能源自於
當組織受到內部或外部的壓力影響，例
如政府的干預、新的法律條文、人口結
構與社會文化的改變、競爭者產品或服
務流程的推陳出新，以及顧客的需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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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等，或組織本身決策程序過於緩慢、
人員過多與溝通管道不暢通等因素。
這些問題可能都會對組織的運作帶來衝
擊，或提高營運的成本。因此，當組織
成員感知到這些問題或自覺有所不足
時，就會迫使組織必須嚴正面臨這些問
題，而產生變革的動力與意願(Lewin,
1951)。轉型，才有機會朝向下一個階
段邁進。
BPR最早的概念係由Hammer(1990)
提出，主要係將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的概
念延伸為BPR的構想，以求在成本、品
質、服務及速度等重要的組織績效上，
有巨幅的改變。由於台灣公立大學主要
的收入來自於政府撥付的年度預算，然
而近年來，經費逐漸減縮。因此，多元
財源的開發對國內公立大學特別的緊
迫。為了因應此種現象，大學的財務結
構調整與組織改造便成為施政的重要項
目(蘇進棻,
2007)。吳明清(1997)提
到，當以「學校」作為推行BRP的主體
時，重點應該擺在學校組織結構與運作
方式的調整和重建。學校再造的基本精
神在於概念的重新界定、思考型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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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以及行為整體的改變。彭森明
(2013)亦認為，高等教育組織需要一個
更具有彈性、反應快速的行政團際，搭
配能快速傳遞資訊與分析的IT系統，能
幫助學校更有系統地進行資料蒐集、分
析與闡釋的工作，建置適當機制，如此
才能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後盾，協助學
校時時改進，提升績效。
Thong et al. (2000)針對新加坡公
家機關導入IT系統推動流程變革進行研
究，他們發現，BPR要推行成功，有賴
於有效率地學習，必須能夠做中學，並
善用IT系統進行資訊收集與交換。其
內容，包括資訊的收集、知識的分享、
學習能力的提升、對於跨單位的溝通
與資訊整合有很大的幫助，對於支援
決策等會有很大的作用。該項研究結
果顯示，BPR搭配IT系統導入後，客戶
服務的滿意度提升，財務服務、維修
服務、一般行政服務等亦有明顯地進
步。Sohail, Daud與Rajadurai (2006)
在對馬來西亞的研究中指出，高等教育
機構推行組織再造，應注重客戶滿意度
及IT的重要性。研究發現，成功的組織
再造流程應有高階主管的持續參與及承
諾，尤其應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在IT於
BPR的運用上。然而IT所包含的範圍廣
泛，用來協助管理的系統及軟體更是不
勝枚舉。故IT該如何運用，才能有效協
助大學機構組織再造的推行，在運用上
是否有所不同，需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所介紹的對象為位於英國的

Lancaster大學。Lancaster係英國前20
名研究大學，成立於1964年，持續在教
學品質獲得極高的評價。Lancaster在
全國學生的滿意度調查中排名第11名，
是間注重服務與創新的知名大學。透過
作者實地的訪談與整理相關的資料本研
究歸納出以下的幾項發現:
(一)運用IT中心資料庫與服務導向
文化，對員工採取服務創新行為動機之
影響
對教育機構而言，營利以往不是學
校經營的考量重點，而是為了傳道授
業。然而面臨外在整體環境的快速變遷
與全球性的競爭壓力，情況已不同於以
往。本研究認為，大學本質上仍是著重
在學術研究與教學效能，將卓越學術產
出與培育優秀正直的人才視為目標，此
一目標與提升營運效能與服務品質並無
衝突。如何提高營運績效、國際競爭力
及學生滿意度(滿足客戶--學生的需求)
，是學校永續經營所須考量的重要政
策。
服務應該包含系統的整合、營運
服務與諮詢以及人員、設備或技術等
要素。當員工係服務導向時，其會主
動關注客戶的需求並試圖去滿足客戶
需求。因此，當員工認同且樂於服務
時，有助於提升客戶對服務品質的認知
(Schneider & Bowen, 1993)。
Lancaster不論是對教學品質、生
活作息或行政服務方面，學校均十分重
視學生的滿意度。學校從單純提供教育
資源與教學，到關切學生的在校生活
與未來發展；整體策略轉為從服務的定

27

管理知能專區

位出發，推行改善行政效率與品質的活
動，其所採取的策略，係讓校園形成一
股服務導向的文化。而Lancaster在推
行績效改善活動的同時，更是積極導入
IT中央資料庫。在IT運用的部分，透過
中心資料的收集，能夠更快速有效率地
傳遞資訊給有需要的單位，便於各部門
之溝通與協調以及資訊分享，能在相互
支援時減少因資訊不對稱所可能導致的
失誤與時間浪費，能更能有效率地完成
工作，甚而因資訊分享與快速溝通可能
激發出新的更好的創新點子，進而改造
現有流程或服務的品質
(二)主管的支持與成功範例對員工
服務創新行為與組織改變之影響
我們發現Lancaster不單純以KPI來
進行對員工績效的衡量，其讓主管保有
決策的彈性。由於Lancaster授權各學
院院長擁有較高的資源配置權力，包含
對人員及預算的運用等，因此各學院會
配合學校的整體策略訂定自己的政策
並予以執行，由院長自行承擔責任，因
此各學院院長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時，會
更積極努力來達成目標。當主管對活動
是重視且支持時，配合行政審查活動並
宣導分享成功範例，能促使各單位互相
學習與互相競爭，有助於提高員工尋找
好的、新的、甚至創新的解決對策之動
機，進而促成了組織架構的改變。
高階主管與院所主管對其參與服務
品質改善活動所提供的支持，對激勵組
織成員採取服務創新行為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搭配成功案例的宣導，不但能提
供給各部門做為標竿學習(正面導向)，
且透過部門間的良性競爭更能讓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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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進步，促使其願意更進一步地思考
如何改善原有的工作流程或服務提供，
該如何更有效率地提供更好的服務，並
試圖採取創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三)成員行為與組織架構的改變，
對客戶滿意度的影響
為 了 提 供 給 學 生 更 好 的 服
務，Lancaster在原本的功能性組織下
進行調整。其在四個主要的院所同時設
置了完整的行政體系，例如學院中同時
備有註冊、財務、人資、環評等單位人
員，以便能更快速回應及提供學生最即
時的服務。
Lancaster採取非財務性衡量指標
來評估組織再造的有效性，包含：「顧
客構面指標」，透過教職員及學生對行
政服務的滿意度，來做為行政組織流
程再造有效性的衡量指標。另一則是「
員工行為構面指標」，由主管判斷、確
認員工是否願意且熱心協助，必要時
會積極尋求可行方法協助需求者完成
申請。透過英國2012NSS的評鑑結果得
知，Lancaster大學學生對其學校之整
體滿意度高達91%，可以知道學生對其
服務品質的改善成果是非常滿意的。
本文認為，Lancaster在推行組織
再造成功之因素有以下幾項：
(一)快速收集資料，掌握重要資
訊，能快速因應問題與制訂對策
Lancaster在快速收集資訊部分，
做了許多的努力，例如透過外部專家或
學者的參與來協助學校進行分析，瞭解
自身的優勢與在國際的定位。設置專責
單位收集相關資訊與進行分析，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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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站之師生回饋資訊來釐清問題。
而各部門亦透過員工互評等方式來收集
資料，中央彙整各部門所收集之資料，
最終由部門主管透過評估結果決定下年
度的資源分配，所有相關資訊會透過IT
系統加以分享，讓人員都能快速掌握訊
息，並藉此激勵各單位提升服務品質與
效率。
Lancaster與外部軟體公司合作，
是為了能更快且有效的導入所需軟體，
減少因自行摸索所浪費的時間、人力
與成本。在IT的運用部分，Lancaster
利用教學經驗的分享、MOODLE運用、E
化的圖書資源、回饋資訊的建檔與分享
等，進一步支援國際化的系統與網站，
如與姐妹校或合作學校進行線上學習的
系統整合，提升處理國際化事務的一致
性與回應速度。如此不但可提供招募與
研究領域方面的競爭優勢，也有利於國
際間姐妹校的合作與各地校友的資訊分
享，更可成為學校與學生、職員間的溝
通工具。而IT系統所延續發展之線上資
訊蒐集(on-line information set)，能
透過新的回報系統進行資訊的蒐集、處
理、建檔與例行的審查，提供大家共用
並取得正確、統一的資訊；如：用於及
時更新學生相關紀錄系統、HR系統等，
能快速有效率的傳遞資訊與進行相關記
錄更新與分享，減少重覆工作及時間的
浪費，甚而因資訊分享與快速溝通可能
激發出新的更好的創新點子，進而改造
現有流程或服務的品質。Lancaster亦
提供暢通的溝通管道，讓所有校內的人
員均可在線上提出問題或意見，交由學
校相關的負責人員及時回應處理情形，

能讓資訊更透明，且更明確瞭解學校人
員的處理態度與結果。另外並找出執行
最佳的單位實務做為範例，以激勵其他
部門改善。
(二)彈性調整組織結構以便能快
速、及時回應需求:
Lancaster在四個主要的院所同時
設置了完整的行政體系，如：學院中同
時備有註冊、財務、人力資源、環評等
單位人員，以便能更快速回應及提供
學生最即時的服務，並提升對學生服務
的品質。這些原應屬於中央行政體系的
單位，會在各系所設置兩個專門的「助
教」做為學生服務的單一窗口，如此學
生便不需要跑去院辦或中央行政單位，
就可以完成所有事情，亦可以透過IT系
統更便利的處理相關事務，且減少很多
繁複的手續，不但能有效提升效率，學
生滿意度普遍十分良好。
這就如同原本單純採取功能性的組
織(如:行政體系-人事、財務、總務單
位等,學術體系-各學院組織等)，為了
更彈性因應一個變動的環境，轉而採
取有機式的管理系統。如由各學院進
行自主管理，或由中央設置任務小組，
進行跨部門協調與合作。中央單位基本
上只負責大方向的策略擬定與支援，在
學院部分Lancaster授權院長較高的資
源配置權力與彈性，可及時進行組織與
人員的調整與因應。Lancaster並授權
由學院主管對該學院部門進行審查與追
蹤、要求改善，讓學院保有其相當程度
的自主權。只要部門目標與學校目標是
一致時，雖未強制設立KPI，但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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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下仍會朝相同目標邁進。唯建議
各部門在依循學校整體目標設立部門目
標後，應再依各部門狀況制定內部成員
之KPI，由部門主管進行執行績效之審
查，能更明確瞭解其達成狀況。
鑑於以上的研究發現，我們認為台
灣高等教育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持續地
努力：一、透過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簡稱IT)中心資料庫的運
用與服務導向文化影響下推行組織再
造，會對組織成員採取服務創新行為之
動機有正向影響。二、搭配主管的支持
與成功範例的宣導，對成員服務創新行
為的產生與組織的改變有正向影響。
三、成員的服務創新行為與組織的改
變，對客戶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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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革命對破壞性創新的啟示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 Implication of Textile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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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倫敦計程車的老牌業者，黑色計程
車司機對優步司機的非職業身分和投資優步
的美國公司的咒罵越來越多。前一陣子，巴
黎的鎮暴警察和抗議優步的計程車司機發生
激烈的對峙。負責倫敦交通系統的倫敦交通
局(Transport for London)為了回應了倫
敦計程車司機的憂慮，甚至提出了一條「為
顧客著想」的建議，要求優步用戶下單叫車
後，至少要等5分鐘才能搭上車。
這都不是什麼新鮮事。英國曼徹斯特
市政廳牆上有一系列慶祝19世紀經濟進步成
就的壁畫：其中一幅壁畫描繪了機器替代了
熟練的紡織工人，主角是一位18世紀的人，
他就是飛梭紡織機的發明者約翰凱。在壁畫
上，憤怒的紡織工正在搗毀他的發明，他本
人則躲在一旁發抖。壁畫所描繪的事情是殘
酷的真相。約翰凱不僅要躲避害怕失去生計
的工人，還要逃離他的債主；他的積蓄都花
在專利官司上。當時和現在一樣，從專利中
得利的不是發明者，而是律師。
這些追打約翰凱的紡織工人和數十年後
試圖搗毀讓紡織機器的盧德分子(Luddite)
呈現極大的反差，後者遭到了嚴酷鎮壓：議
會允許使用武力和極刑來鎮壓手搖紡織機織
工的叛亂。
民主的崛起讓現代的盧德分子有機會
使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實現自己的目的。倫敦
交通局要求優步用戶在召車後等待5分鐘的
方案背後，是一度十分強大的計程車遊說集
團。在召車服務的壓力下，該方案在本月受
挫。紐約市長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
依靠傳統計程車業可觀的政治獻金贏得了選

舉。同時，出版社抵制數位化、酒店抗議來
自Airbnb的競爭。去年優步司機的抗議迫使
德布拉西奧撤回他提出的限制優步服務的建
議。但或許在不遠的將來，這些優步司機將
來或許會反過來抗議能夠將用戶和無人駕駛
汽車連接起來的手機應用程式。
就算這些科技變革是不可避免的，它們
也會讓個人陷入困境。出於對那些失去高技
能工作又沒有其他就業管道的人的擔憂，詩
人拜倫勳爵(Lord
Byron)曾在議會發表一
篇支持盧德分子的雄辯的演講。三個世紀以
後，紐約計程車行牌照的費用已經從2014年
的逾100萬美元降至65萬美元。目前計程車
司機對「知識」的投資—所有黑色計程車司
機都需要熟知倫敦的大街小巷—已經因為衛
星導航而過時了。對於那些發現自己的智財
權貶值的電視台，人們的同情心可能少些。
我們也毋需同情紐約最大計程車行牌照所有
人弗里德曼(Gene Freidman)或者資助他的
銀行。他們選擇的不是一份職業，而是一筆
投機買賣。
法國政府最終同意給予約翰凱終身撫
恤金，讓他的飛梭紡織機得以自由推廣。法
國的另一項類似計畫讓銀版攝影技術席捲全
球；英國人塔爾博特(Henry Fox Talbot)發
明的替代技術很可能更為先進，但卻未能快
速推廣。
激勵創新或許需要公共干預，讓新產品
自由推廣之時能同時補償個人輸家，以降低
進步的阻力。但因反對科技進步而限制競爭
會同時傷害創新進程和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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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易成本理論解釋出口製造業同業公會之任務
Adopting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o Explain the Missions of
Manufacturer Trade Associations
黃恆獎博士 Dr. Huang ,Heng-Chiang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 所 ) 教授
Professor,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主旨，是在探討會員廠商由
同業公會處取得必要的服務，使「同業公
會」成為「市場」(廠商向外採購服務)與
「層級」(廠商自行提供服務)交易之外的
第三種選擇，這其中交易成本理論扮演何
種角色。本文選取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
會為實證對象，以某電腦廠商為代表進行
訪談。本研究之觀測樣本即為廠商的重要
價值鍊活動或服務，共有56筆，解釋變數
共有11個，包括資產專屬性、不確定性、
交易頻率、信譽效果、協調成本和交易相
關性等。本文將出口相關服務的來源分為
「廠商—外部市場—公會」提供三種，
再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會員廠商對
此三種交易組織方式的偏好，是否與這11
個交易特性變數有關。本文發現交易成本
理論的確可以解釋部份公會存在的原因，
對於同業公會之管理者而言，為達到公會
會員之利益最大化，公會所選擇提供之服
務，應為廠商在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則下，
由同業公會來提供可以達到最低交易成本
者。
關鍵詞：出口製造業同業公會、集體行
動、交易機制、交易成本經濟學、混合型
控制
導論
我國出口製造業明顯地是由中小企業
為骨幹，很多台灣與出口有關的活動是由
組織較鬆散的出口同業公會來完成。廠商
在開拓海外市場、蒐集商情資訊、輸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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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取得、教育訓練及諮詢、出口管理
（例：配額和自動設限）、與進口國政
府之談判及利益爭取、政治遊說等等方
面，往往必須依賴由同業組成之出口業同
業公會(exporter/manufacturer trade
association)，才能達成目的。公會多
數是全國性的組織，有些獲得政府授權負
責貿易管理工作（例如：紡拓會），同時
會員數目龐大（例如：電電公會）。雖
然公會所提供的服務與貿易商頗為類似，
但兩者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機構設計，同時
它們在處理交易時的統治成本亦有差異。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出口同業公會究竟
在台灣出口產業中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會有公會出現？尤其，公會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經濟理論為何？公會
是否是因其產業廠商間市場交易不完全所
因應而生的機制安排？
過去，學術界對於同業公會所作的
研究多數著重在公會如何形成，或者是
如何解決集體行動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CAP)上。Bennett(1996b)認為，大多
數會員廠商加入公會的原因是為了要獲得
專屬性(specific)和排他性(exclusive)
的服務。我國的同業公會是採"業必歸會"
原則，因此，並非自發性(voluntary)
公會，因此台灣公會之研究將與一般用
集體行動問題來解釋同業公會之研究不
甚相同。但不論自發性或者非自發性，
同業公會之主要目的皆在於增進會員廠
商利益，提供必要的服務項目。然而，
就同業公會的經理人而言，這些服務究
竟是那些？以交易成本觀點來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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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對於價值鏈上每一項活動或服務統
治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之選
擇，主要依據即為對該項活動或服務之
交易成本如何極小化。有關公會或商
會(chamber of commerce)形成之交
易 成 本 解 釋 ， 雖已有人著手開始研究
(Bennett,1996a,1996b; Galambos,1996)
，不過大多學術研究仍停留在描述
(descriptive)性質的階段。加上國內外
相關文獻不多，如何建立一個觀念性架
構，才能充分解釋台灣出口同業公會存在
且業務不斷擴充的現象，實為當前刻不
容緩的課題。在組織經濟理論中，我們
發現交易成本理論在分析交易的機構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上有相當的解釋
力(Masten,1984,1993;Mastenetal,1989,
1991;Rubin,1990)。而對於同業公會這種
準整合(quasi-integration)形式，或介
於市場(market)與層級(hierarchy)之間
的混合(hybrid)型態的交易，交易成本
觀點的探討，亦會產生豐碩的學術成果
(Hennart,1993;Hill,1995)。截至目前為
止，有關出口同業公會的研究相對非常欠
缺。
本文首先整理交易成本的文獻，針對
某一服務或活動，找出廠商選擇不同統治
機制的決定性變數，並推論這些變數對於
不同統治機制的影響方向。接下來，本文
選取台灣電電公會為實證研究對象，並選
取某A電腦公司為該公會中最具代表性之
廠商，進行訪談。以期瞭解該企業在價值
鏈上有那些活動是使用「層級」(即由企
業本身自行製造)，那些是使用「市場」
機能，而那些活動是使用同業公會（即「
混合式」交易）所提供的服務。接下來，
再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會員廠商對
此三種交易組織方式的偏好，是否與交易
特性變數有關。本文發現在台灣，公會可
視為貿易公司的代理機構。雖然各產業公
會提供給會員廠商的服務範圍有所差異，
但是交易成本理論的確可以解釋部份公會
存在的原因。公會同時也是將某些出口相

關服務（例如：收集商情資訊）加以準整
合的統制機構，它也可以代表第三方統制
來解決會員間的紛爭。
同業公會的形成
早期，學者多認為公會的形成是為了
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因為公會所提供的服
務多具有「公共財」性質，其主要特性就
是"非排他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on)
和"供給的不可分性"(jointness
of
supply)。所以，同業公會所提供的服務
會產生許多非會員搭便車(free riding)
的現象，每個決策體都會選擇不加入公
會(不必繳會費)，而導致最後公會因為
資金不足，造成服務供給不足(underprovision of service)或者所提供的服務
品質較差。晚近，學者開始以交易成本或
機制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來
解釋公會的服務，因為CAP的觀點無法解
釋廠商為何不自行由內部提供(層級交易)
，或者向其他專業的廠商取得(市場交易)
服務。自發性公會之所以能夠持續生存下
去，是因為特權團體(privileged group)
現象。特權團體的特性在於，不論其他成
員是否拒絕花代價而享受團體所提供之財
貨或勞務，團體中的一部分(或全部)成員
認為參與或設立組織的代價，小於組織
所帶來的好處，因此團體的經費才有著
落，團體也才得以生存。因此，公會無疑
是一個基於自利而形成的政府(private
interest government)。
以交易成本的解釋公會成因的研究，
例如Schneiberg和Hollingsworth(1991)
將Williamson所提出交易成本的五個主
要構面應用在公會活動的產生，他們發現
不確定性、交易頻率、資產專屬性、廠商
數目和廠商大小對公會的活動有影響。例
如，公會的產生是為了要降低不確定性的
（如降低價格的波動性）。就資產專屬性
而言，套牢(lock-in)效果會誘使公會發
展，以致生產者可以保護其專屬性的資
產。而當廠商的數目愈多和其規模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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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公會的發展亦較不易成功。Taylor
和Singleton(1993)提出利益團體
(community)的特質是介於市場和層級之
間，他們認為公會可以減低不同種類的交
易成本。Bennett(1996)認為一個商業公
會至少包括了以下八種主要功能：1.對於
價格和產品方面尋求市場進入與競爭程度
之掌控；2.面對勞方工會或同等組織之集
體議價；3.代表政府制訂相關法規；4.
游說；5.利益團體之支持(community
support)；6.同儕支持(peer
support)
；7.群體行銷(group marketing)；和8.提
供服務。一個自發性的同業公會至少包括
上述之最後五項功能。Bennett(1996)提
出五項交易成本因素來解釋為何有些服務
的選擇是由公會來提供，而非由內部自行
提供或市場來供給(Williamson,1985;Jos
kow,1988;Milgrom and Robert,1992)。這
五項交易成本因素如下：
(一)協調成本(coordination costs)：當某一
生產者為了自我利益欲完成某項活動時，
與其他組織協調或調適(adaptation)所
產生的成本即為協調成本(Milgrom
and
Roberts, 1992)。Bennett(1996b)發現當
一活動之完成所需協調程度高時，廠商對
於統治結構的選擇會偏向混合式的同業公
會組織。以遊說為例，當每個獨立廠商都
尋找公關人員來作遊說工作時，公關公司
與公關人員之意見不易相同，此時同業公
會比較容易完成協調工作。
(二)交易的頻率和存續期間(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contact)：當交易的頻率低
時，將該活動內部化的成本過高，因此廠
商則會放棄使用內部自行提供，而改採取
使用同業公會所提供之服務來替代。
(三)交易的不確定性和複雜度(the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當不確定性增加時，因
為同業公會在對於干擾的回應方面並非單
邊的(即「市場」使用的方式)或者是採用
命令(即「層級」使用的方式)。因此，當
干擾的頻率增加時，廠商較會偏好內部自
行提供或者是由外部市場取得，而採取同
業公會提供的方式將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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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當
交易有資產專屬性時，易受制於他方的廠
商多不會使用市場之統治結構。隨著資產
專屬性的漸漸增高，廠商所採用的統治機
治會從市場轉向混合式，而當專屬性更高
時，則廠商會採用層級統治結構。
(五)交易之間的相關性(connectedness
of the transactions)：當某種類的活動
相互間有高度相關，而廠商需使用該種類
的活動之次數又並不多時，由於同業公會
較能達到規模經濟，因此由廠商自行內部
提供之成本較高。所以當某活動協調成本
高時，廠商會偏好使用同業公會的服務。
Bennett(1996b)針對英國同業公會研
究，將同業公會的活動分為五大類，並用
以上的五項解釋變數來解釋同業公會所提
供的服務。研究結果顯示出，同業公會所
提供的服務多數存在著交易頻率低、存續
期間低、交易複雜度低但資產專屬性和交
易之間的相關性高等特性。
(一)代表活動(representation)：同業
公會扮演著集體行動團體(collective
action body)，與由個別廠商自行內部提
供相較之下，其降低了協調成本。雖然多
數公會形成之原因是為了解決集體行動問
題，但維持其存在的原因還是提供交易成
本較低的服務。公會在代表活動上擁有規
模經濟好處，就廠商而言，選擇同業公
會或者遊說公司的考量因素在於可信度
(credibility)和人際關係(who you know)
，此兩項是遊說公司的重要資源。
(二)資訊活動(information)：當資訊不
對稱產生時 ， 會 造 成 市 場 失 靈 ( m a r k e t
failure)進而導致集體行動的問題。此
時同業公會所提供的資訊活動其主要特徵
為交易頻率中等而交易的存續期間很短。
雖然此種活動有資產專屬性，但對廠商而
言，由於其交易頻率和存續期間都很低，
所以基於規模經濟之考量，廠商不會自行
提供。就成本來考量，在市場上購買和從
同業公會提供所差無幾。由於同業公會其
所提供的服務享有交易相關性的特性，所
以同業公會所提供的資訊服務其範圍會較
廣(breath)，而市場上的公司所提供的服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刊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務則會較專(extensive)。
(三)進出口認證服務(export
and
import
certification services)：同業公會提供的
主要為出口商品或服務之認證或文件證
明，這些服務之主要特性為存續期間短和
交易頻率不高。另外，由於公會提供的服
務因為有高度的相關性，所以同業公會所
面臨的交易成本較低。
(四)管理訓練(management training)：
主要為針對高級主管所提供的研討會和課
程，而非一般員工之在職訓練。公會提供
此項服務之競爭對手有大學、私人公司、
其他協會和半官方團體，公會的利基在於
較其他競爭者較瞭解其會員之需求(因為
處一相同產業)。
(五)企業諮詢(business counseling)
：此類服務的要求皆是企業在要求同業公
會提供資訊後產生的。而同業公會所提供
的諮詢服務是較一般化的，而此時其優勢
在於低成本。
廠商對於專屬性高而交易頻率低的服
務，多不會自行由內部提供。當所有會員
廠商將這些服務集合起來，同業公會卻因
為達到規模經濟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而
此時，交易的相關性則是不可或缺的。就
個別廠商而言，其加入同業公會的動機則
更高了，因為加入同業公會的會費就好像
是保險費一般，當碰到大部份專屬性高而
頻率不高的交易時，則可以由同業公會
來提供。所以同業公會可以說是一個one
stop服務提供者，當廠商所需的是交易相
關性高、資產專屬性高但交易頻率低的服
務，大部份皆可以從同業公會獲得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實証模型主要在探討前述變
數是否能夠解釋廠商在市場、層級和同業
公會三種統治結構之選擇。因為「市場—
公會—層級」三者是有次序之關係，故
本研究以ordered probit model為統計模
型。在因變數部份，以Y表示同業公會之
會員就價值鏈上某一活動，其使用交易的
機制安排方式為：2=廠商的選擇為內部自
行製造，1=廠商的選擇為同業公會，0=廠

商的選擇為市場。在自變數部份，說明如
下：
(一)資產專屬性：當某一服務/活動之資
產專屬性愈高時，為了減少交易成本，廠
商會傾向於採用層級之統治結構，其次為
同業公會。
(二)不確定性或干擾的頻率：就專屬性高
之交易而言，當交易過程的不確定性或複
雜度提高時，契約之調整會產生高度的調
整成本。原本採用混合式統治結構的有兩
種選擇:1.犧牲有價值之專屬性設計，使
用較標準化之服務或活動，而此時廠商所
選擇的統治結構將轉換為市場統治。但是
當專屬性過高時，則2.廠商仍採用專屬性
之設計，而統治結構則偏向採用內部化之
層級。
(三)交易頻率：就交易頻率來考量，不論
資產專屬性之高低，當交易頻率愈低時，
組織愈有可能將交易付諸於市場，而當資
產專屬性高而交易頻率低時，則組織基於
整體成本之考量，不易將交易內部化，但
為了顧及服務或活動要符合組織之要求，
所以通當會採用同業公會為統治結構。
(四)少數交易：當少數交易之情況發生
時，交易成本會較高，故廠商為了防止受
制於人，其皆會偏向使用層級來作交易。
(五)資訊不對稱：當交易引起資訊不對稱
時，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廠商會捨棄市場
而偏向採用同業公會，當資訊不對稱之程
度高時，甚而採層級統治結構來作交易。
(六)財產權：財產權的問題主要分為政府
沒收和漏失兩大部份，就漏失而言，當無
形資產所受到之保護愈不可靠時，則會造
成所有廠商之事前投資誘因降低，而解決
之道在於對於關聯生產階段之垂直或水平
整合，即當漏失之問題嚴重時，廠商較常
使用層級(整合)為統治結構。
（七）契約法則：嚴苛的契約會使廠商產
生關聯生產階段之垂直或水平整合，即廠
商較偏好使用層級；而在過於寬鬆的契約
下，廠商為了防止交易對手產生機會主
義，亦會偏向使用層級。所以契約訂定與
環境之配合度不高時，不論是過鬆或過
嚴，廠商會偏向使用層級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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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譽效果：混合式組織雖彈性佳，但
其缺點則是損失了對於機會主義的防治。
所以當某標的物之交易具有信譽效果時，
則廠商針對此標的物之統治結構選擇為同
業公會。
(九)協調成本：當一交易所需之協調程度
愈高時，則廠商較偏向使用混合式之統治
結構(Bennett,1996a)。這是與同業公會
之代表活動特性有關，並且就廠商之成本
考量，使用同業公會所支付的是平常的年
費和特殊服務所需的額外費用，而這兩種
費用低於市場交易之費用。
(十)存續期間：由於存續期間長時，交易
對手產生機會主義之可性愈高，所以為了
降低事後風險，一般而言，廠商在作此項
交易時，皆會將其內部化，使用層級統治
結構。
(十一)交易之相關性：當交易相關性高
時，在同業公會所提供之服務特性為onestop下，則同業公會所提供該服務之成本
將較市場所提供的為低。綜言之，當交易
具有高度相關性時，廠商就交易成本最小
化之考量，會選擇同業公會為統治結構。
本文以台灣區電電公會為研究對象，
選取某A電腦公司為主要代表廠商，再針
對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和某A電腦公
司進行訪談，目的是找出會員廠商可能需
要公會提供的出口相關活動和服務作為分
析單位，視同觀察值(observation)，而
廠商的交易選擇(層級、市場和同業公會)
被視為因變數，前面所歸納出的11個變數
為解釋變數，而所有的解釋變數皆以七
等分之Likert Scale來衡量。訪談結果，
共有56項服務或活動，這些資料依某A電
腦公司所選擇的不同統治結構描述，有5
項是屬於「市場」交易，10項屬於「同業
公會(混合式)」交易，41項為「層級」型
態，再透過LIMDEP程式Ordered Probit模
型進行分析。
實證結果
Ordered
Probit模型的實證結果顯
示，係數顯著性χ2=56.97573（自由度
=11）在α=0.05下是顯著的。模式預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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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率(hit ratio)，也接近100%。表-1彙總
了自變數之迴歸係數與其P值。
表 -1

Ordered Probit Model 之結果

一、資產專屬性：實證結果發現當一服務
或活動之資產專屬性增加時，則廠商對於
該服務或活動之統治結構選擇層級，而降
低對於同業公會與市場的使用。此結果與
文獻一致。
二、不確定性：當一服務或活動之不確定
性愈大時，則廠商對於該筆交易之服務
或活動統治結構之選擇為增加對層級的使
用，減少對於同業公會的使用。此結果與
文獻吻合。
三、交易頻率：當交易頻率變大時，則此
廠商對於此種交易所採取之統治結構將
是：多使用層級而較少使用市場與同業公
會。此結果正與文獻探討之結果達成一
致。
四、少數交易：實證結果為，當廠商在一
活動或服務之合格交易對手數量由少至多
時，則此廠商對於此種交易所採取之統治
結構為：多使用市場與同業公會兩種統治
結構，而較不偏好使用層級。此結論正與
文獻探討所歸納出之結果同。
五、資訊不對稱：實證結果為，當交易本
因為活動或服務本身特性易導致交易時交
易雙方所擁有的資訊不一致之程度愈高
時，則廠商會較偏好使用市場和同業公會
此二種統治結構，而較不使用層級。此
結論卻與文獻探討之結果相違背。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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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某A電腦公司個人電腦處產品經理
表示，太多數會導致資訊不對稱之服務或
活動，其信譽效果之程度皆不低，故可以
推論出，其原因可能是資訊不對稱與信譽
效有有正向之關係存在，在資訊不對稱之
程度高時，同時信譽效果亦高，而在信譽
效果高時，廠商對於統治結構的選擇則會
較偏好使用市場與同業公會，而不使用層
級。
六、財產權/漏失:實證結果為，當一服務
或活動之交易過程不易受到法律保障之
程度(即漏失之程度)變高時，則廠商對於
統治結構選擇會偏向同業公會而不採用層
級。此結果與本研究預期相反。主要之原
因為，在長期，廠商比較有可能作關聯生
產階段之垂直或水平整合。然而若以短期
為主要之考量著眼點，則由於漏失程度變
高時會導致廠商之事前投資誘因降低，所
以主要以市場和同業公會為主要服務或活
動之來源。
七、契約法則：實證結果為，當契約之訂
定與環境（契約法則）配合之程度低時
（即契約之訂定太過寬鬆或太過嚴苛時）
，則廠商偏向於使用層級之統治結構，而
減少對於市場和同業公會二統治結構之採
用。此結果和文獻探討之結果同。
八、信譽效果：實證結果顯示，當一服務
或活動之提供品質易由本身體驗或由其
他廠商之經驗得到之程度提高時，對於此
類型交易，廠商會選擇採用同業公會之方
式，而減少採用層級統治結構。此結果正
與文獻探討之推論同。
九、協調成本：如服務或活動之完成需與
其他廠商配合程度增高時，則廠商對的統
治結構之選擇為層級，然此結論與文獻探
之結論相左（Bennett, 1996b)。從訪談中
得知，電機電子同業公會所提之服務中，
代表活動所佔的比例極小，所以當活動或
服務產生高協調成本時，則廠商還是會選
擇由外部專業廠商來提供。

十、存續期間：實證結果為，當單次服務
或活動所持續之期間增長時，則廠商會採
取層級統治結構，而不使用同業公會和市
場。此結果正與文獻探討所推論之結果一
致。
十一、交易之相關性：當一服務或活動若
配合他項服務或活動可降低成本之程度提
升時，則此交易在統治結構之選擇上，廠
商會採用同業公會更甚於市層級。此結論
與文獻之推論一致。
結論與建議
為達到會員利益最大化，公會所選
擇提供之服務應為廠商在交易成本最小化
下，所希望由同業公會來提供者。因此公
會提供服務最好能具備下列特質：資產專
屬性低，不確定性低，交易頻率高，交易
對象多，漏失之程度低，契約訂定適配合
度度高，信譽效果強，協調成本低，存續
期間短，交易相關性高。至於本研究的限
制，可分為幾個部份。首先，我們並未探
討自變數相互間之關係。例如公會所提
供之服務，在Bennett之實證下，資產專
屬性之程度是高的，但其實是因為交易之
頻率不高，所以廠商才不將此活動或服務
內化。否則若單獨來看，資產專屬性高之
服務或活動是應內化由層級來作的。本研
究觀測值只有56筆，也沒有剖析個案廠商
的規模問題，雖然廠商之規模並非交易成
本之一部分，但大的廠商相較於小廠商在
某些活動上易達成規模經濟，所以在層級
與市場二者之間，大廠商容易自行內部製
造，而小廠商則易由市場來提供。對於後
續之研究，我們的建議是以LISREL或類似
之結構關係模式，探討交易成本變數如何
影響公會所提供服務之類型，並可進而考
慮變數間之互動關係。另外，也可以交易
成本變數來衡量我國之公會與國外類似公
會之差異，並比較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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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平台國際化的機會與挑戰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business Platfor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簡睿哲博士 Dr.Jean, Ruey-Jer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教授
Professor,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這幾年來電商平台在台灣以及世界快速
的發展，許多成功的電商平台如優步(Uber)
，Airbnb 以及阿里巴巴等在其國內市場發
展得非常成功。這些平台在國內成功發展也
加速了這些平台的國際化，比如 Uber 已將
國際化到三十幾個國家，台灣的電商平台如
Pchome, Momo 購物也積極向東南亞擴展。
然而，電商平台的國際化仍然面對許多挑
戰，比如如何在地化以及處理與各國法規限
制的爭議。因此，本文主要來探討電商平台
在進行國化過程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電商平台主要是利用網路/互聯網的資
訊科技來提供一個平台以連結買賣雙方的一
種商業模式。電商平台的特色為可以透過網
路低成本與無國界的特色快速的連結買賣商
方的使用者。電商平台的商業模式一般有以
下幾的功能：1. 媒合功能：可以利用平台
提供資訊以媒和買賣雙方的需求2. 聚集的
功能：電商平台可以利用其本身的資訊科技
的能力以聚集大量的買家與賣家。也因為電
商平台的商業模式提特色，也讓電商平台在
國際化上有許傳統非電商的商業模式所沒有
的機會與優勢。
企業國際化一般來說面臨許多的風險與
不確定，過去國際企業相關文獻主要探討企
業到海外直接投資將面臨外來廠商的不利性
（Liabilities of Foreignness），指的是
因為對於地主國環境的不瞭解以及缺乏正當
性，並且大量的海外投資具有特定的風險。
此外，企業國際化也將面臨外匯風險，國家
風險，文化風險，以及商業風險。外匯風險
是指國際化過程中因為匯率變動所產生的不
確定性，國家風險是指因為各國不同法律與
政治環境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文化風險是指
因為跨國文化差異所產生的不確定性，商業
風險指的是因為進入模式或是選擇海外合作
38

伙伴所面臨商業上的不確定。
上述電商平台的新商業模式使得電商平
台在國際化過程中可以有效的減少外來廠商
的不利性（Liabilities of Foreignness）
，此外，電商平台的媒和以及聚集的特性可
以讓海外直接投資的成本與風險得以降低。
所以，電商平台似乎可以利用新的商業模式
快速的國際化。
然而，電商平台國際化過程中可能仍
需要面臨相關的風險。因為電商平來仰賴聚
集使用者（買賣雙方）以擴大市場占有率以
及規模來保持其競爭優勢。電商國際化過程
中必須面臨海外地主國並沒有大量的使用
者，且海外市場中可能已經存在競爭者提通
相似的商業模式，其已經累積一定程度的使
用者，這些海外使用者並不會很快的轉換平
台與商業模式。此外，前述所提到的國家風
險，文化風險仍然對於電商平台海外擴張有
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各地的法令限制現在
另Uber在許多國家面臨困境，此外，中國電
商平台微信因為能夠因地制宜迎合中國消費
者的需求而創造出很大的成功。
總的來說，與傳統實體製造業國際化相
比，電商平台獨特的商業模式與特性可以減
少國際化面臨的交易成本以及投資成本，因
此，許多電商平台積極的擴展海外市場。然
而，並不意味電商平台海外擴張就比傳統製
造業容易，電商平台進行國際化仍然要考慮
進入海外市場當地的法令相關不確定，以及
跨國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風險，因此，電商平
台國際化仍要注意是否可以因地制宜的調整
商業模式，此外，與當地電商平台進行整合
或合作也可以降低國家與文化風險。另外，
與實體通路的虛實整合可以讓電商平台降低
商業風險與增進使用者對於其商業模式的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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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互聯網與智慧家居的發展趨勢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Smart Home
陳連成 Chen, Lien-Cheng
宏洋金屬 ( 昆山 ) 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esident of LCM Group

前言
近年來智慧城市和智慧家居與建築已經成為現代家居生活中的熱門話題，它
給無論住宅公寓、豪宅別墅領域注入了新的概念，也是房產建商炒作的題材，
而且它還是現代家庭生活追求的新方向與必要的趨勢。
智慧化生活帶來高品質享受。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投入智慧家居製造及
應用領域，也看到這個市場的前景，但令人遺憾的是，智慧家居消費市場仍未
能真正的啟動起來，原因在於整合系統產品不易，以及智慧化產品未能成熟、
訂價太高、安裝不便、專業不足等問題，有待更多的教育培訓資源投入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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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家居基本概念
□智能家居與智慧家居兩者之概念區別
智能家居是透過裝置控制以執行家居設備的基本功能，智慧家居則是透過裝
置控制不但執行家居設備基本功能，更透過具備受控裝置功能，達到資訊同步
反饋或收集分析的控制功能。
□智慧家居是以住宅為平台，兼備建築、網路通信、資訊家電、設備智能化，
集合系統、結構、服務及管理為一體的高效、舒適、安全、便利及環保的居住
環境。
□例如當你回到家中，隨著智慧門鎖開啟後，家中的安防系統自動解除，
並同時啟動既有設定的電器產品，如電視、窗簾、燈光、音響、冷氣、空調等
設備，使你回家的同時即享有樂活且有效率的生活環境，省去許多時間。

( 下圖為智慧家居可以涵蓋的不同面向居家產品 )

46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刊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二、智慧家居系統的組合配備應用

智慧家居主要控制主機，又稱智慧網關，與各種傳感器、探測器、遙控器、智
慧開關、智慧插座、及家庭網絡等組成的控制系統。
□物聯網智慧家居五大要素
以互聯網平台是能感知為目的實現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全面互聯的網絡，
提供家居的生活更安全。
□互聯
□智慧
□感知
□安全
□節能

=
=
=
=
=

裝置的互聯，裝置與家的互聯，家與家的互聯，家與人的互聯分享
遠距控制，資訊分析，同步回饋
監測人體健康、空氣品質、家居環境
防盜、防駭、防呆、自動監測
省電管控，減碳環保
( 圖為網關中控互聯系統功能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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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線網路系統應用技術功能
儘管從智慧家電新品推出的密集程度來看，智慧家居設備已經處於爆發前
期。但是從智慧家居整個產業來看，市場仍處於發展的初步階段。
目前智慧家電產品的智慧化程度較低，處於初級階段，簡單加入 WIFI 功能
或嵌入晶片進行硬體改造，但是智慧家居產品要達到智慧學習、互聯互通功能，
還需要做出很大改進。
( 下圖為各種主要無線技術的傳輸量及傳輸距離的比較 )

□無限智慧家居網路是指在家庭內部將各種電器設備和電子系統，透過無線
傳感連接。採用統一的通信協議，對內實現資源共享，對外透過與外部網絡互
聯而進行信息交換的無限區域網。
□無線系統技術是智慧家居未來必定的發展趨勢，因為它去掉了繁瑣的布
線，而無線傳感系統技術主要包括有 : RFID、ZigBee、Z-WAVE、藍芽、
WiFi、NFC、4G/LTE 等幾種無線技術。( 詳見前頁圖 )
1. 例如國際常用 ZigBee 技術特點 :
低功耗 - 節點電池的工作時間可以長達六個月到兩年；低數據量
-(250kbit/s)；低成本 - 使用免費的 ISM 頻段 (2.4G)。
2.Z-WAVE 技術特點 :
低成本、低功耗、高可靠性與覆蓋性。
3. 藍芽技術是一種短距的無線通信技術，距離一般在 10 公尺以內， 能以
手機或平板電腦等移動裝置，方便使用快速的無線信息交換。
四、智慧家居市場發展的優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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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

□優勢
智慧家居在國內已經有多年的概念推廣及發展，目前大眾消費者持正面態度肯
定應用。許多大企業也導入智慧家居生產製造，最重要的是提供網關系統資源
共享。隨著網路應用技術的日趨成熟，以及 IOT 物聯網高速發展及消費者個人
裝置的應用普及，在在提供智慧家居市場的發展優勢。

□劣勢
智慧家居較缺乏的是專業人才不足，相關產業鏈的整合不易，消費者對產品具
體的了解不足，產品推廣不易。另外，通訊協定與裝置規格不一，產品規格無
標準化，必須由各家專業人員安裝，DIY 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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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物聯網應用普及下，智慧家居可以成功整合資電系統與產品，資源共享。技術
突破與創新的永續發展。而家居生活智慧化成為現代人追求的新趨勢，房地產
建商近來不斷開發創新智慧建築，智慧家居的需求興起，掀起熱門話題。未來
的智慧化家居生活應有無限商機。

智慧家居進入家庭流程如下
□諮詢規劃服務
1. 到府現場環境評估
2. 功能需求咨詢與建議
3. 配合室內設計規劃與提案
□系統安裝設定服務
1. 無線網路 Wi-Fi 環境檢測與架設
2. 作業系統與 App 安裝
3. 受控裝置區域名稱定義
4. 客製化功能設定

□教學服務
1. 界面操作教學
2. 基礎功能設定與情境場景編輯
3. 系統維護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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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
由於產品多樣化無建立標準，網關系統對接不同，通信保密協議尚無共識，資
訊安全與整合技術的不周全，讓使用智慧家居消費者會產生極大的疑慮。另外，
無線技術日新月異，每一代產品的生命週期，也會成為很大的挑戰。
對策 : 開放不同專業領域的技術結合，如硬 / 軟體廠商設備系統，整合業者等
多方價值鏈與交換資源共享合作。
五、 對策與戰略
大數據 + 物聯網時代裡市場發展趨勢瞬息萬變，能顛覆與創新產品者往往能得
到最大收穫。因應新時代變化，智慧家居產業經營者要具備有互聯網思維，從
實用、人性化產品為主的商業價值出發，營銷發展，不斷研發創造， 提供健康、
舒適、安全、智慧家居的生活環境。
□策略
具備有智慧化的轉型與策略規劃，才能全面開啟智慧家居市場化的發展。從經
營產品到經營客戶，改變客製化的重要策略。大數據網路的革命，物聯網的應
用，從舊的經營管理產品、價格、通路、促銷， 到現在談的是能改變從消費者
成效、步驟、預測的營銷。互聯網經營戰略轉型以品牌戰略為發展發向，提高
客戶體驗，有個性化及人性化的價值生活。可以實現人與人、人與家電、家電
之間的互聯，更能讓生活舒適便利、安全健康，使人享受家庭生活。在使用終端，
消費者都能輕易透過無線網絡體驗，快速享受智慧化，有感知、互聯、互通和
協調共享的功能。順應時代脈動，能認知創新改變，並掌有先機者， 才能在新
的商業模式有成功的機會。
舉例而言，從資訊通信產業的起步的手機大廠諾基亞 Nokia，手機的龍頭地位
一瞬之間從金字塔尖端跌落，這是由於其在巔峰時沒有危機意識，失敗的原因
是沒有跟著市場發展趨勢的風向走，故步自封。而且諾基亞技術發展堅持自家
系統，後來找微軟合作，但時機已過， 諾基亞因此喪失了跨越到下一個網路通
訊時代產品的利基點。
六、新事業的經營管理探討
大變革的世代裡，商業模式及經濟快速轉變的趨勢，往往驅使一個成熟的事業
體必須轉型為創新多元化的事業體。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自己目前所經營的
企業也勢必迎向如此潮流，以致不被淹沒於變革的洪流中。
從傳統的建材金屬衛浴配件製造起家，從 OEM 到 ODM 再到自有品牌，目前則
跨足到智慧家居的產品開發製造領域，以電子指紋門鎖作為先驅產品， 希望每
跨出一步，腳步都是踏實明確的，而面對這樣新的產業生態與變革管理，新的
企業面向要形成，組織上及管理上都必須有新的思維，爾後企業由內而外才能
完整蛻變。

51

管理知能專區

□組織變革
欲發展新事業，首先要推動組織結構及戰略性的調整。
□組織政策與執行制度
□以總部管理為中心，管理部採產品別部門制。
□建立利潤中心制，由該部會定期監管稽核。
□組織職掌會新成立總經營管理部，由董事會股東、經理職以上人員組成，除
原有的內部經營管理人員外，新產品發展也會引入新的專業經理人及顧問等成
員，總管理部必須明訂授權範圍。
□採用任期制，推派委任執行。
□組織架構與執行業務
□財務會計 : 由專業會計師，制訂部門單位損益標準與獎罰制度。
□人力資源 : 由人事執行徵信培育與聘任，提報上級審議。
□研發創造 : 以單位目標建立 IE 提案改善，執行研發與創新。
□行銷管理 : 經營客戶為 B2B、B2C、C2B 以客為尊。
□資訊科技 :e 化管理建構 ERP 系統，精實管理系統。
□生產管理 : 生產排程追蹤，品質監控確實。
□管理變革
組織變革的內涵必須具備有力的管理革新支撐。積極落實人才新政， 培養緊缺
的職位及專業人才，形成核心的領導團隊，優化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以禮賢下士、廣納人才態度來引進所需人才。企業必須要先以築巢引
鳳、政策引才、平台用才、服務留才為幾項重點。成功企業家求賢若渴，惜才
如命，育才于勤，這是企業發展的最大後盾。
□築巢引鳳
孕育量才，先造好平台來孵化，培養人才基地。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
莫如樹人。招聘賢才，引領智慧創造價值。
例如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中國藥學家屠呦呦女士的得獎感言所提，
人才的取得不要只去追一匹駿馬，用追馬的時間去培養種草，等待春暖花開之
際，就會有一群駿馬待君挑選。
有云種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若是盛開時，蝴蝶會自來。
□政策引才
以好的制度與好的機制來培養人才，不同於工業產品流水線生產或機械化量產，
人才是需要有制度機制來激勵成長與全方位支持引導方向目標。
□服務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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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心飾展平台與機會，激發熱情活力，榮耀厚植，人盡其才， 才盡其用，
利潤共享。
□平台留才
目標專注核心技術專長，智慧化領導與創新價值技術，同時重視企業文化傳承。
企業要不斷進行產品創新，管理技術創新，才能永續發展。在組織架構， 優化
組織團隊，精實管控，明確發展目標，落實執行監控管理，以人為核心的企業
價值，塑造企業文化。
資源共享效益，從新的事業經營總體價值應用，在 80% 的成熟基礎 +20% 投入
技術智慧資源。資源共享下，享有互助互補互惠，產生強大效益，形成發展利基。
七、願景
智慧 + 互聯網與產品 + 服務的雙重戰略，重新定位在以顧客為中心的價值和願
景，研發創新從經營產品到經營客戶，提供更人性化智慧化的服務，造福人群。
結論
第四次工業革命，網路重新界定人類生活、活動模式在雲端科技物聯網應用創
造更大的改變，顛覆企業營銷也改變經濟發展的模式。智慧家居產品的核心價
值是以 " 人 " 為本，提供資源共享開創全新的品味人生，深俱意義。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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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研究發表

Doctoral Research Publication

台商海外產業群聚競爭力初探：
以賴索托紡織成衣業為例

A Exploratory Study On Overseas Clustering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Case of Taiwan's Textile Industry in Lesotho
溫玉霞 Wen, Yu-Hsia
南非賴索托紙業公司董事長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n Lesotho Paper Company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Honorary President of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20 世紀 50 年代的台灣，為迅速恢復戰後經濟，實施進口替代，開始輕型工
業發展以滿足國內需求。台灣由農業為主的社會，比重逐漸轉向工業為重。60
年代則以出口為導向，利用發達國家將成熟產業外移的機會，以勞動性密集的
產業，大量接收生產並外銷的訂單，最具代表即是台灣當時的紡織業。
1975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為保護會員國，開始對主要出口國實施進口限制
( 含台灣 )，同時因新台幣的強迫升值，勞動力逐漸短缺，東南亞的崛起等綜合
因素，政府逐漸轉而推進技術密集 ( 機械，電子，資訊 ) 與重工業 ( 石化，鋼鐵 )。
此時的台灣紡織業唯有往外尋找更符合成本效益的第三地為生產基地。與此
同時，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代表中國，為聯合國五席常務理事國之一的中
華民國政府 ( 含英，法，美，俄 )，即由中國共產黨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逐
漸失去國際舞台與被公認為唯一合法政府的契機。此時面對中共的外交封鎖，
必須更積極的拓展外交，建立更多邦交國，在不利的國際形式下，尋找生存空
間。
台灣的農工技術即在此時起到巨大作用。如 1959 年創立的農耕隊，曾前後
至非洲，中東，東南亞，中南美洲等地援助與指導農業技術，為台灣默默進行
國民外交。也因為這樣，台灣人慢慢認識到世界各個角落，不同文化的國家，
開啟了台灣人移民海外創業的契機。
賴索托
LESOTHO 是一個南部非洲的小國，國土周圍被南非環繞，非常貧窮，曾經需
要靠援助才可以治理。這也是台灣早期的邦交國之一。因為落後，所以就業機

54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刊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會很少，即使到 2012，紡織廠的工人月薪平均才約一百美金。所以 70 年代紡織
外移時這裡是其中一個被選中的地方。成衣廠的密集勞動力所帶來的工作機會
一度佔賴全國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因此當地政府相當注重成衣廠的投資。
也會給予適當的支援。
生產要素
雖然 70-80 年代的台灣，整體經濟時空已無法提供紡織廠利多的條件，但是
台灣紡織技術卻是相當成熟，高質量的。有了政府的支持，帶著台灣的技術人
員與針車等硬體，許多台灣成衣廠來到這裡設廠，利用當地充沛的勞動力，從
頭訓練當地的非洲人，在遙遠的非洲重新建立自己的生產團隊。接的單同樣是
以發展國家 ( 北美為主 ) 的單，但是少了許多限制。
90 年代當地成衣業明顯疲乏之際，美國國會於 2000 年通過並簽屬了 AGOA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非洲成長暨機會法 ”。是美國為增
進與撒哈拉以南部非洲國家之政經關係而修訂。以題供優惠措施的方式，促進
各國對美之出口，帶動經濟發展與創造就業機會。這個法案為當地帶來更多公
司到此設廠，為當地經濟注入一筆強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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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A 是 1996 年柯林頓總統所提案，並在多次修改後於 2000 年通過。目前
共有 36 個 AGOA 受惠國，而當中僅有 18 國授予適用 AGOA 紡品條款。符合條件
主要如下。
1. 申請國人均 GDP 需低於 500 美金。
2. 紡織原料需 A) 自美國進口 B) 來自 AGOA 受惠國
3. 成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工必須要於此國境內完成。
符合上述條件 ( 其它細節不於此詳細解說 ) 貨物出口至美國可享免稅優惠。
企業戰略結構與同業競爭
對於許多企業而言，AGOA 是決定性的優勢。因為本身除了成衣的技術純熟
以外，大多本身的投資還包含紡織 / 織布廠。所以原料的供應與生產技術都具
備。當地政府的合作與大量的人力資源則提供後半邊所需要的優勢。AGOA 的簽
署則為接單價格提供最大的競爭力，因為減免的稅可適當的與接單的單價相互
運用。如此，洽談訂單的廠商在價格上，相對於沒有 AGOA 優惠的國家有更多彈
性，也更可能與東南亞競爭。
相關及支持產業
這樣的條件下，所帶來的群聚效應是即時的。除了許多的成衣廠爭相在此設
廠接單以外，成衣出口所需要，周邊的相關產業也一併湧入當地。雖然並非所
有相關產業都享有 AGOA 的優惠，但大量成衣廠卻帶動整體經濟的推進。周邊產
業大致可分為兩種。
1. 成衣廠本身所需要的相關物資。例如上游的布廠與相關原物料。下游的
產業，如繡花 / 印花廠，成品出口裝箱的紙箱廠，辦理進出口貨櫃的報關行，
準時將貨櫃送達目的地的路 / 海 / 空運等運輸公司都應聲而起。
2. 其二是大量就業人口所帶來的產業。成衣廠所帶來的是幾十萬的新工作
機會。為應付這些就業人口往返家裡與公司，交通運輸的需求也迅速擴增。大
量由台灣與中國大陸約聘的技術人員更有日常需要。於是周圍的中國餐館，中
國超市也一下暴增。甚至有專種植中國菜的農場。
所以說人是無法自己生存的。在今天的社會結構下，個人專司其職，猶如是
具諾大機械當中的小零件，帶動著這句經濟心臟的轉動。這便是工業社會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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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前景
世事無絕對，今天的 AGOA 雖為許多人帶來一個契機，但是這種優惠專案與
政治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由 2000 年的首次簽屬至今，每次僅有 6-8 年的限
期。而每一次的期限，即將的到來，多是這一個經濟模型當中的人所非常關注
的事。不只是公司，甚至是 AGOA 受惠國的政府亦是如此。因為國家的經濟命脈，
與這些外來的成衣廠無可分割。成衣廠的外移所代表著並非只是流逝的幾十萬
工作機會，它代表的更是周遭所有相關與支持產業，將失去的支撐點，牽一髮
而動全身，形容於此再貼切不過。
歐巴馬所提的 TPP 原本也是許多 AGOA 受惠國所擔心的事，因為增加東南亞
的競爭力，即是削弱 AGOA 個非洲國受惠國與其中受惠廠商的競爭力。但如前段
所述，所有經濟合作條款與國家政治目的息息相關。這次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代表著 TPP 的命運或有變數。當然選舉人於選舉期間所承諾的政見，大多時候
在當選後並不必然要兌現。但是我們所能做的是在自己可掌控的範圍內，做好
準備，而與政治相關等無法掌控的未來變數，我們只有耐心觀察，拭目以待。
最後，我相信一件事，一個企業家若凡事只願考量經濟利益與回報時，一門
生意很難持久經營。但是，若願意將社會福利帶入考慮範圍，則更可能做的長
長久久。我能為多少人生活帶來改善，我能為當地政府帶什麼樣的回饋等等，
雖然乍看之下不直接影響企業的績效，但長久來說絕對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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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專題研究 Outstanding Industry Research Project
研究題目

Report Title

危險公司的徵象與三個最嚴重問題的解決對策

The Signsof a Company in Crisis & the Solutions Toward the Three Most Severe Problems

班級：第三屆捷安特企業專班
課程：Operation Management 作業管理
指導教授：陳光辰教授

學生：廖文達、廖培鈞、李政達、楊炯炘

（一）緒論

期很多環保和公共安全事件的發生，中國地方政府

在現今的社會中，公司因未能即時發現問題、未能

會馬上要求工廠停工檢查，造成企業的損失（因為

面對問題，導致公司經營狀況不佳而倒閉的案例層

再發生他們馬上丟了烏紗帽，所以企業損失嚴重他

出不窮，「預防勝於治療」，如何將事後管理提前

也不管）。近期環保和公共安全的改善成本，也無

至事前管理，透過適合公司體系的管理手法清楚發

法預測何時可以滿足地方政府的要求。

現公司正面臨之瓶頸問題，化被動為主動突破瓶

4) 技術問題：目前在中國大陸的台商，不容易得

頸，不斷的發現問題、突破問題。久病成良醫，小

到中國和台灣政府的協助，大部份的企業只能靠企

小的病症不斷發現、治療，終究能成為一名良好的

業本身自行提昇。所以提升有限（例如台灣有工研

醫者。一名優秀的經營者正應該不怕發現問題改善

院，金屬中心，鞋技中心等單位）。

問題。如達爾文所說，能存活下來的，不是最強的，

5) 匯率和關稅問題：在中國大陸的企業，因為人

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對變化最敏感的物種。

民幣長期是往升值的方向，所以出口的產品會喪失
競爭力。再加上美國和亞太其它國家即將或己簽署

（二）企業面臨的瓶頸問題

TPP，例如越南主要的紡織業未來出口到美國將能

1) 資金面：因為全球的不景氣，銀行放貸也非常

享有零關稅，遠低於目前 17%~32% 的稅率，價格上

保守。部份企業資金不夠雄厚者，會有資金斷鏈的

會極具競爭力。所以近期很多產業去印度，東歐和

危機。另外目前美金和人民幣為強勢貨幣，歐洲和

東南亞考察，以便尋求更好的競爭能力。

俄羅斯和東南亞的匯率貶值嚴重，萬一客人無法付

6) 產品售價降低：因為全球的不景氣，需求量減

出貨款時，如果有些企業因為資金融資不易，可以

少，導致同業的價格競爭，所以產品的價格持續下

會產生連鎖反應。所以迫使部份企業在利潤不好的

降，開發新產品，不要陷入價格競爭中才是最好的

時機向地下銀行借高利息的資金。

對策。要讓你的競爭對手追著你，所以一定要持績

2) 人力資源：目前中國的年青人和以前完全不同，

改善和開發。

不喜歡到工廠上班，喜歡到服務業上班。使得工廠

7) 研發經費不足：中小企業每天忙於生產，對於

的員工很難招募，而且員工的平均年齡也非常高，

研發經費的投入比較少，這也導致企業無法和不容

所以企業的人力資源非常重要，留才育才為重要工

易產業升級，這會讓企業無法成長。所以必須設定

作。另外因為大陸內地的員工家鄉發展快速，所以

固定的研發經費。

很多人留在家鄉工作，其中廣東流失最為嚴重。目
前企業也在利用自動化去減少對大量員工的依賴。

（三）不好的公司徵象

3) 成本增加：如中國大陸員工的工資持續上漲，

1) 市場 / 客戶危機：現場管理不力、不敢邀請客

也又提升了五險一金的增加。另外因為中國大陸近

戶至現場參訪；越來越聽不到消費者聲音，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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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逐漸流失；相同的客訴，異常問題重複發生；

事時常發生；科學技術投資小，產品研究開發能力

產品生產過程中重數量，輕品質。產品品質不高，

弱，產品競爭力不強；本位主義、部門主義、山頭

性能不穩定；新產品送樣與開發量產拖延、服務速

林立；這件事跟我沒關係，我不知道、管不著；都

度緩慢；生產流程、工藝、設備多年未改變；自動

是別人的錯，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凡事不按

化生產技術與訊息化情報管理技術程度低落；無法

標準做事，亦無任何改善氛圍；開會不發表真實意

提供新創意、新技術滿足客戶需求；訂單逐漸流失，

見，會後意見一堆；開會不準時，會議時間越來越

尤其主要客戶轉單，營業額逐漸下滑；重大品質異

長，且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無果；

常發生。

做事不主動需要人催，工作意願低落、不用心；明

2) 安全危機：環境安全事件「三廢」處理不徹底，

知應該改善的也不去改，遇到困難不解決也不求

有害物質洩露，爆炸等惡性事故造成環境危害，使

助；無擔當，凡事都需要問老闆；害怕改變只願意

周遭居民不滿和環保部門的介入引起的危機；安全

維持現狀，不求創新；不全力工作，工作氣氛鬆散，

事故頻發：人員、設備、產品、資產；竊盜、搶劫、

工作時間處理非公務；同事間工作知情不報，掩蓋

罷工、暴動頻發；偽造的操作合格證書和安全檢查

事實，報喜不報憂，經常留一手，技術、經驗不能

合作證書。

充分交流、分享；部門間、同事間愛計較，常會勾

3) 道德 / 法律、財務危機：幹部、員工傳出有索

心鬥角；功勞歸自己，責任歸他人，不樂意接受批

賄、貪汙受賄情況；員工臨近退休時撈一把，並導

評；救火性工作多於計畫性工作；製造成本逐步上

致企業遭受重大損失；未能形成規模經濟，單位產

升，已超越同業。

品所承擔的固定成本額加大，產品成本上升，價格
劣勢明顯；銷售政策上擴大賒銷比率，壞帳總額增

（四）訂單逐漸流失，尤其主要客戶轉單，營業額

加，影響經營資金總量，惡化經營活動；企業高層

逐漸下滑與解決對策

領導法律意識淡薄，在企業的生產經營中涉嫌偷稅

1)Q：QUALITY（品質、技術、開發、服務）。品質

漏稅、以權謀私等，事件暴露後，企業陷入危機之

要求是企業生存之本，產品之魂所在，一個公司經

中；資金鏈出現問題，現金流入低於現金流出，企

營者若無重視品質的要求及提昇，這家公司將無希

業不能償還到期債務；拖延廠商貨款，工資付不出；

望可言。品質若重複出現問題，又無即時與客戶溝

執行錯誤的不合市場的行銷政策，造成產品滯銷；

通妥善的處理解決，客戶一次兩次將會對公司失去

產銷嚴重不平衡、尤其原料、成品存貨庫存逾期、

信心，進而轉向其他公司購買。

過剩；他人受傷或財產損失賠償損失、無法履約損

→對策 A：做到良好的品質管控，善用 QC 七大手

失。

法整理品質問題，訓練好全員品管技術，時時注意

4) 人才危機：主要幹部流失，士氣不穩；招不到

是否有效率更高的機器可評估使用，有時候我們若

人才，招才後也留不住人才；沒有定期舉辦教育訓

無法配合客戶所要開發的技術水準及速度，有可能

練課程，員工經驗素質沒有提升；薪酬福利無法滿

其會立即轉向而尋求其他公司開發，公司將損失業

足在中等偏上的市場行情；不服從管理制度，整天

績及名聲。

我行我素；工作態度會特別懶散，執行力很差。

→對策 B：必須不斷訓練提昇技術人員的應對水準，

5) 經營與管理危機：沒有正向的企業文化，經營

不斷訓練整體員工的技術能力。開發是公司利潤及

管理團隊更不知道從何下手；勞資雙方的衝突、內

領先其它公司的利器，一個有能力不斷自主研發創

部管理失當、溝通管道閉塞；老闆伸手太多、太深；

新產品的公司才是有前途的。一個公司必須有好的

部屬管理無力，造成類似老闆時常到現場催貨的情

創新產品才能為公司創造出好的利潤，也是公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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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活力經營的泉源，必須定期開發出新產品供客戶

2) 主要幹部紛爭時，上級主管是否有適當適時的

選購。

調解，避免紛爭愈演愈烈而造成必須有一人或全部

→對策 C：服務至上，顧客至上，一個永遠重視客

出走的情況。

戶滿意度的公司才能永遠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經

3) 賞罰不明、恩威不明、管理混亂，將會造成士

營，若開始忽略客戶滿意度的公司也是經營危險徵

氣低落，有能力的人將會知而不言，造成留不住好

兆的開始。從上以身作則教育，甚至遇到與客戶產

的人才，有心為公司之人將會產生無力感，久而久

生糾紛矛盾時也能冷靜耐心處理，事緩則圓。

之將會使人才逐漸流失。

2)D：DELIVERY（交期）。誰能更有效率地快速符
合現今少量多樣的訂單狀況者勝，必須符合其交貨

（六）重大品質異常發生與解決對策

政策方能做好配套廠商的基本功能，公司內部也必

1) 未慎審嚴格評估其供應商，有些供應商不能只

須改善流程以應付少量多樣的時代。一個永遠滿足

顧其便宜的價格，必須針對其穩定性進行評估，例

不了客戶交期的公司很容易因此丟掉訂單，只要同

如螺絲使用或熱處理若一有疏忽，有時候無法立即

等級的品質、服務、價格公司競爭下，很容易訂單

顯現，必須等到市場其不良率才暴發出來，相當可

就流失了。

怕不可不防。

→對策：一個工廠必須有良好的生產計劃方能精準

2) 必須有良好完善的檢測制度，實際做到新產品

有效率的交貨，生產安排必須遵照生管所安排的，

及正常生產各項功能及外觀檢測，防止其設計或不

一切以生管中心合理安排的日計劃、周計畫、月計

穩定性所造成的品質問題。

劃等才能有條不紊的交貨，確保客戶交期而不致手

3) 工人及幹部的教育訓練必須持續且嚴謹。

忙腳亂，失去客戶信心流失訂單。
3)C：COST（成本、售價）。客戶若在選擇廠商大

（七）結論

都先會以售價做為第一衡量的標準，誰能有效率的

無人敢言有管理方法能通用在各種時代、公司、環

降低成本，才能提昇公司有效的競爭力。

境。管理方法經由時代的變遷、經驗的積累而日新

→對策：有效管理採購系統，不因小利而不為積少

月異，透過不斷的 PDCA 循環，尋找出一套真正適

成多。懷著合理審查態度進行溝通，以讓公司能取

用於自身公司的管理法則，敢於發現問題、正視問

得有競爭力的採購成本，培養人才採取精兵政策以

題，才是真正的勇者。今天一間具有規模的公司絕

達成發揮高效能的策略。

非一人所能成就，「高處不勝寒」，位居高位者，
因眾多事務纏身，已無法將事情看的透徹，一個團

（五）主要幹部流失，士氣不穩與解決對策

體經由討論、互相質疑，所能洞悉問題的能力遠遠

1) 是否薪資福利制度跟不上其所期望的，檢視其

強過於單打獨鬥，當一個經營決策者能聽取眾人意

工作努力的態度及成果，是否達其調薪的價值感，

見，利用群眾能力解決問題時，方能成為一優秀之

審慎綜合考量其調薪之幅度，以免流失好的人才造

經營者。

成公司的損失，或給對手徒增向上發展的力量。

廖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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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發、策略發展、市場營銷等，都是傳統模式。

每個企業的規模、目標及人力配置不盡然相同，處

今後應有作法—求新、求知、求變

在不同的企業環境中，如何彈性地應用不同作法來

市場環境變化莫測且日漸嚴苛，舊有經營模式已難

保持自身持續成長，遂成為經營者不能忽視的重要

生存，必須改變，而為了改變，就不能再閉門造車，

課題，從不斷檢視原有作法，進而提出改善方案，

必須接受新的知識（進修 EMBA）、新的資訊（加

讓整體可以在更好的軌道上運作，這不只是一種必

入社團或商會），才足夠應對新的挑戰。

要的反省，也能創造公司源源不斷的活力。本文將

4) 原有作法—不太重視開會時間

從個人和公司層面切入，比較原有作法與今後應有

在公司開會時因為主持開會的人就是自己，總覺得

作法，並選擇四項作法提出詳細說明，正所謂「他

自己晚到一點也無所謂，不會影響開會的進程，久

山之石，可以攻錯」，期許能提供讀者一些借鑑。

而久之養成凡是開會必定會遲到的習慣，其它會議
成員也感染了這種習氣。

（二）比較原有作法與今後應有作法（個人層面）：

今後應有作法—提早到場做榜樣

1) 原有作法—盡量累積個人財富

開會是公司重要事務，為了讓大家更重視開會時

在公司營運中，如果有盈利的情況下利潤幾乎完全

間、重視開會內容，應以身作則，不只是要準時到，

分配給老闆及股東。

還要提早到，如果老闆自己做榜樣了，其它成員也

今後應有作法—釋放部份利潤

會感受到老闆的用心，會更認真對待公司安排的開

隨著公司發展，吸收人才建立團隊日益重要，為了

會乃至於其它公司下的指令。

公司永續發展，部份讓利可以讓其它幹部及人員更

5) 原有作法—事事親力親為

有衝勁，也能一直維持好的人力資源。

公司運作總有諸多事務，尤其是辦廠，更是每天有

2) 原有作法—嚴肅的管理（製鞋業）

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或是處理，交給別人辦總是成效

公司來中國辦廠為了好管理，採用了類軍事化管

不彰，提心吊膽，所以養成事事親力親為的習慣，

理，只要求工作上能達成目標，一切以目標為導

才會有效率，才會完成的好。

向。

今後應有作法—建立團隊部分放權

今後應有作法—增加人性化管理

公司營運上了軌道後組織規模也跟著發展起來，凡

隨著時代變遷，如果要提升個人工作績效就要用心

事親力親為固然是有好處，但是事情太多了，什麼

在管理上，一昧的高壓政策容易打擊職員士氣，所

事情都自己做已經無法面面俱到，應適當放權，讓

以需改善管理模式，激發更多個人效能。

自己可以更專心在重要議題上 ( 如策略、營銷 )，

3) 原有作法—既有模式經營

像是打樣品或是打掃或是下班關燈等等的繁瑣事情

靠公司老闆個人舊有思維經營公司，不管是產品開

應放權給團隊中相關幹部去處理，節省心力也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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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幹部，讓組織去分擔公司營運。

改變成這個作法之後可以讓各部門有一個團結合作

6) 原有作法—精神面貌懶散

表演的機會，部門內可以增強向心力，而且公司內

在公司運作了那麼多年之後，早已忘了當初來中國

成員表演時可以比外面請來的更吸引人更熱鬧，最

打拼的那份決心跟拼勁，公司營運也上了軌道，錢

後一個附加的好處是可以節省一筆請人表演的費

也賺了一些，各單位各部門都有幹部在負責，市場

用。

又不大好，要再多獲利好辛苦，久而久之心態就愈

4) 原有作法—司機加油費單據報銷附行程表

來愈放鬆了。

公司司機開貨車去採買物料或是送貨時，其加油費

今後應有作法—找更認真的人監督心態

都是根據加油的單據及行程表來報銷。

態度決定一切，為了打起精神找回那份置之死地而

今後應有作法—車上加裝 GPS 來核定單據

後生的拚搏心態，應脫離自己平常生活的舒適圈，

在原有的報銷方法上加上此方法來核實，可極大程

去接觸一些在行業中領先自己的同行，或是靜下心

度阻絕舞弊機會。

來聽取自己最親近的枕邊人的諫言，以此來督促自

5) 原有作法—各廠出納自行匯款給供應商

己全力以赴的心態。

公司在大陸經營數個鞋廠，各個鞋廠在付款給供應
商時都是各廠自出納自行核實後自己匯款給各個供

（三）比較原有作法與今後應有作法（公司層面）：

應商。

1) 原有作法—傳統機器設備生產（製鞋業）

今後應有作法—台灣出納二次審核才能匯

製鞋業為傳統製造業，在設備的部份也一直跟數十

改變後作法為各廠出納先核實應付貨款，再把這些

年前相比沒有太創新的新設備，所以在技術上也沒

資料交給台灣總公司總出納，由總出納二度核實後

有太多的更新。

才從總公司統一匯款給中國各廠的各個供應商。

今後應有作法—設計開發開始用自動化設備

6) 原有作法—各部門工作人員崗位固定

如今製鞋業在格外競爭下也推出了一些自動化設

公司各部門人員的工作部門及工作內容從剛進入公

備，隨著基本工資上漲，缺工情況嚴重，已無法像

司時就固定了，不會再變化。

早期那樣輕鬆利用人口紅利就能獲利，所以公司決

今後應有作法—一年輪調

定往自動化設備生產這個方向前進。

公司職員改成每年都要輪調到別的部門做不同的工

2) 原有作法—表揚優秀職工

作內容，如此一來防止同樣的工作做的太熟了失去

在公司中，每個月都會公開表揚那些表現優秀的員

鬥志而且也會變得更油條更懶，再則可以讓職員多

工，讓公司成員有榮譽心可以達到見賢思齊的效

多學習不同的事務，培養多方面的工作綜合能力，

果。

而且日後對於部門的團隊協作也會有幫助。

今後應有作法—增加表揚優秀團隊

7) 原有作法—業務以大客戶銀團貸款為主（銀行

除了表揚個人外為了促進團隊氣氛，增加表揚優秀

業）

的團隊，讓團隊與團隊之間也能有良性的化學效

台灣總行在中國設立分銀後主要業務為銀團貸款為

應，也可以增進個人的團隊精神，達到更好的團隊

主。

協作的效果。

今後應有作法—以優質的中小企業為主

3) 原有作法—尾牙讓主管請外面廠商表演

把業務對象改成優質的中小企業，可以增加客源，

以往的年終尾牙表演活動都是責成主管花錢請外面

服務更多客戶。

的廠商來配合整個尾牙的流程。

8) 原有作法—部門間沒有固定開會制度

今後應有作法—各部門編組自己準備節目

在公司裡的部門間會議沒有固定開會相關制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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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來說是出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才會召集部門負責
人一起來開這個部門間會議。
今後應有作法—每周一次部門統合會議
固定每周開部門統合會議有很多好處，提早確定本
周工作內容，需要別的部門額外的配合時可以先行
溝通，先行討論工作內容也可以減少問題的產生。

傳統中後幫機自動中後幫機

（四）針對上述提出四項作法的詳細說明

3) 各廠出納自行匯款給供應商→台灣出納二次審

1) 嚴肅的管理→增加人性化管理（製鞋業）

核才能匯（製鞋業）

製鞋業為一個需要大量人力的傳統製造業，早期招

公司在中國投資營運了數個工廠，之前付款給供應

募人手容易，工資便宜生意好，在此背景下為了迅

商的機制是由各個廠獨立運作，各廠出納核實後由

速的樹立領導權威及加強執行力，公司主要都是軍

各廠自行匯款給供應商，現在由於科技進步，中國

事化管理，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較嚴格。但現時的東

的各大銀行都提供了網路銀行的業務，在台灣也可

莞面臨著大範圍的缺工問題，鞋廠也不例外，在這

透過網路匯款，所以改成各廠會計把應付貨款核對

種情況下為了激發每個人更多的潛能，降低員工出

清楚後將資料傳給台灣總公司會計部門做二次覆

走機率，不能再一昧地嚴格要求員工，要採取人性

核，由台灣總公司會計部門統一匯款給各間工廠的

化管理的模式，方法是對人的尊重，充分的物質跟

各個供應商，好處是保障了資金安全，可以多一層

精神激勵，提供職員成長與發展機會等，唯有改變

關卡防止舞弊，再一來總公司也可以很輕鬆的整合

管理模式才能留住及吸引更多人才。

所有供應商的資料。

2) 傳統機器設備生產→設計開發開始用自動化設

4) 業務以大客戶銀團貸款為主→以優質的中小企

備（製鞋業）

業為主（銀行金融業）

製鞋業為傳統的製造業，一直以來都需要大量人力

台灣總行設在中國分行當初主要的業務是做銀團貸

來投入生產，一直以來鞋廠的設備也很傳統，幾乎

款，這種業務的服務對象是有大額資金需求的大型

跟二十年前的設備沒有什麼不同。為了面對鞋廠人

企業或集團，通常這類客戶具有高知名度，有較強

力緊缺的問題，公司採購了一批自動化設備，成立

大的營利能力及資金能力，但是銀團貸款由於金額

一條新的產線，期待可以減少人力成本，但如果鞋

大，要是客戶在還款上出現了問題，那銀行本身要

子在初始設計如果沒有用自動設備對應的模組下去

承擔巨大的損失，貸款本身風險係數較高，所以公

設計開發，那這些設備就完全沒有辦法下去上線生

司改變業務方針，改以優質中小企業台商為主要客

產，現在在研發部門的用心已經可以上線了，期待

戶群，因為這樣可服務的客群更多，提供資金貸款

在這條線完善後可以複製在其它的產線上，讓生產

給認真優質的中小企業，助其在中國發展。

的模式可以更升級更自動化。

吳坤正

陳麗文

陳瑪莉

游志仁

郭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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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專題研究 Outstanding Industry Research Project
研究題目

Report Title

比較 VF Brand 外包、自製間之優劣與適用之情境
VF Brands: Global Supply Chain Strategy

班級：第六屆東莞班
課程：Strategy and Sustainability 策略與永續發展
指導教授：吳學良教授

學生：張志邦、蔡馨緗、莊毅東、彭華利

（一）緒論

戰略要求。VF 就必須關閉許多的自有生產設施，

全球最大的成衣上市公司之一 VF 集團來自美國，

擴大其它地區的委外代工。

擁有許多國際知名品牌，是一極具野心的跨國企
業，近年來致力於耕耘中國市場，相信其快速增長

（四）外包的優勢

的中產階級所帶來的消費商機不可限量。然而，VF

1) 透過不同地區的供應商來調整生產活動。

在「自製」與「外包」之間，不可避免地遭遇兩

2) 彈性方便調整生產活動，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難，不論自製或外包，均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誰

並且可以因應匯率、關稅、及其它成本因素的變

也無法完全勝過誰。鑑此，國際事業部總裁 Chris

化。

Fraser 力排眾議，提出第三途徑的採購策略，為

3) 降低投入大量資本投資於土地廠房，可以更靈

其供應鏈開創出一片新天地，本文就將針對這一策

活運用資金於研發設計新產品與投入擴張通路。

略進行探討。
（五）外包的劣勢
（二）自製的優勢

1) 產生較高的存貨量及較長的前置作業時間：VF

1) 設計生產流程改善之靈活性

的委外生產策略著重於彈性，大部分的代工廠所承

2) 快速供應鏈因應市場變化，快速補貨或停止生

接的是短期合約，生產一定數量的特定種類衣服，

產

這種承包策略讓 VF 可以透過不同地區的各家供應

3) 生產製品的品質控制操控在 VF 團隊手上

商來調整生產活動，激發供應商降低成本來爭取未
來的生意，但也導致了供應商與成衣業者的相互信

64

（三）自製的劣勢

任和缺乏協調，產生較長的前置作業時間和較高的

1) 投資大，固定成本高：VF 在早期曾經一度擁有

存貨量。

大約一百家工廠，構建這些廠房除了非常昂貴的土

2) 沒有財務保障，當訂單減少時，存在倒閉的可能：

地費用外，還要持續不斷的更新先進的設備。

這些代工廠大多屬於小型公司，承接的是短期合

2) 現有設備跟不上生產，無法持續構建新廠房：

約，利潤率又低，因此沒有財務保障，一旦訂單數

VF 在後期收購一些生活形態品牌公司，這些被併

量減少時，或遭遇全球經濟衰退的時候，就會存在

購的公司大多沒有自己的生產設施，由於 VF 廠房

突發性歇業甚至倒閉的可能，據說在 2008 至 2009

是生產牛仔褲和工作服為主，既有的生產設備就無

年間，就有超過六萬家小型生產商倒閉。VF 的一

法滿足生產生活形態品牌的產品。再者 VF 的工廠

家牛仔褲供應商在不到三個月前才告知 VF 他們即

大多坐落於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方的區域局限性，

將關閉其尼加拉瓜廠房，把生產活動移往越南，然

也無法滿足 VF 公司進軍國際市場進行全球擴張的

而對於 VF 而言，越南的限額、關稅、及後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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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遠不如從前。這樣就會嚴重影響 VF 公司的運

工廠，為服務以美國為主的市場，廠房多坐落於墨

作，因此 VF 會選擇外包生產與自製之外的第三條

西哥及加勒比海地區；隨著公司進軍國際市場，逐

路。

步採取委外加工模式，目前保留約 40 座廠房。
→ VF 第三途徑的策略實施，由於供應商承擔了固

（六） VF 公司概述

定資產的建設，公司得以順利轉變以智慧財產權作

1)VF Brands 作為全球最大的成衣公開上市公司，

為合資的成本投入；輕資產的運營 , 使得 VF 公司

歷經 2008-09 年金融危機的衝擊，深刻意識到成衣

可加大研發方面的力度。

業面臨的長期性結構變化，調整供應鏈管理模式，

→與供應商創造真正的合夥關係，VF 獨家專業技

乃企業永續經營的必經之路。

術的分享，令長期合作的供應商更為願意加大固定

2) 公司供應鏈國際事業部總裁 Chris Fraser，力

設備的資本注入，畢竟這種合作的成效是可預見性

排眾議所提出的第三途徑的採購策略，在與數家供

的。

應商的合作過程中，正積極評估其績效，並依其實

3) 加快海外同業收購進度，增強市佔率：

踐經驗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

→為使 VF 公司能成功轉型，塑造一家具有強大品

3)VF 公司的第三途徑策略所指，即是將公司所具

牌形象的全球性生活形態服飾品牌公司，公司在策

備的專業知識技術與供應商分享，改善供應商之生

略性成長計畫中，持續開發既有品牌的同時，透過

產流程並降低成本；同時合作雙方聯合制定生產時

系列的收購，取得全球性的新品牌。

間表，培養與供應商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雖然廠

→在整體策略上，新收購的同業公司，VF 完整地

房設備及員工由供應商自建及管理，其模式卻如同

保留其原有的組織文化與品牌特質，包括其設計團

VF 公司自家工廠一樣。

隊及原辦公地址，其理念為：保護其品牌原有的傳
統，讓這些設計和文化保留其原始風貌。

（七）第三途徑的優勢

→亞洲新興市場，是 VF 公司海外銷售的重點區域，

1) 靈活的資本運用：

並依業務整合不同的事業體，新購品牌結合公司的

→ VF 公司針對特定的生產線，為長期合作，與供

專業技術的管理及研發，公司營收得到長足的發

應商簽訂長達數年的協議，保證其供應商足夠的訂

展。

單數量，且其合作具有同行業排他性。

4) 創新第三途徑的供應鏈策略：

→供應商為 VF 的產品設置生產線，並投資大樓、

→為完善第三途徑的運營模式，VF 公司創造出高

機器、設備、員工、監督、後勤服務及管理架構，

效率、全球多樣化的供應鏈，與供應商建立貨源供

以有效管理生產作業。

應關係。

→依據以上的運作模式，VF 公司向供應商輸出專

→切割與生產形態（CM 合約）：VF 在生產的每個

業知識技術及管理流程，同時協助供應商以優惠價

階段，與供應商個別簽約合作，存貨由 VF 所擁有，

格取得原材料。VF 公司提供的是軟性的投資，包

並支付貨款給供應商；同時 VF 公司亦負責供應商

括智慧財產權及管理技術面，硬體設備的資金投入

之間的產品流協調工作，這種形態的優勢在於，VF

由供應商承擔，資金流得到充分節省，大大增加公

公司可在每個生產環節嚴格控制成本。

司流動資金的使用率及投資回報率。

→套裝委外形態（packaged sourced）：由單一供

2) 漸進式減少自由廠房的數量，降低固定資產比

應商負責從原料到成品及上市整套生產流程，以論

例：

件計酬，供應商自行負擔轉包商、原料商及後勤作

→ VF 早期為成衣製造商，一度擁有約 100 家自有

業的費用。

65

管理知能專區

（八）第三途徑所發揮之作用

去自己生產的專業技術經驗，以經驗傳承來輔導合

分析外包與自製的各種優缺點後，VF 想要找到一

作夥伴，分享管理、採購、訂單預單、產能、流程

種方式，在未實際擁有供應商的前提下，又能運用

改善等諸多方面成果，協助供應商達到有效管理及

他們內部過去的生產經驗及專業技術，來提高控制

品質保證。

供應鏈的能力，如果 VF 能夠把其高深的專業技術

5) 同時保持自廠生產以快速因應市場變化：來自

置入供應鏈中，就會比那些沒有自行生產能力的同

於 VF 自有工廠所製造的產品，可以在短短幾天之

業還更具有優勢。想要既能快速的迎合市場需求，

內（而非幾週之內）到貨上架，這樣的調整供應鏈

又要輕資產、更大量化低成本，於是 VF 品牌公司

上的活動，讓 VF 快速因應市場變化，這就是 VF 還

供應鏈國際事業部總裁 Chris Fraser 綜合這些優

擁有自家廠房的價值。

缺點，提出了一項提升供應鏈效率的策略，並將其
稱為「第三途徑」採購。這是一種介於完全整合與

（九）致勝的關鍵

傳統委外的中間的折衷做法，就是在 VF 與供應商

競爭優勢的區隔不再僅限於集中搶奪低成本的地

之間，創造出真正互信的合夥關係。

區，或是縮短生產時間，而是將供應鏈的上市時

1) 因應匯率、關稅及其他成本因素之改變：過去

間、原料使用、低存貨水準、較少再製品、以及較

追逐貿易限額 / 關稅等規定而採購，現在國際上經

低成本 / 品質比例等有效的管理整合，這才是 VF

濟因素改變，從採購原料地點、匯率、勞動力、運

擊敗其他不知如何管理供應鏈的品牌公司的立基所

輸成本等，採購流程的選擇標準有更多考量。

在。

2) 國際化的擴張目標：特別是針對亞洲地區等新
興國家必須引進大量的新產能，同時也是新的市

（十）VF 公司的競爭策略與版圖佈局之關係

場。

跨多層面產品 & 品牌 + 堅實的生產與供應鏈組合 +

3) 採購團隊的主要工作：

包抄佈局市場 = 強大綜效優勢

→整合原料採購，確保原材料貨源與品牌的多品種
產品品質一致性（例如質量與色差）、材料供應及

（十一）結語

時、成本控制。

隨著國際壁壘的逐步消失，科技的突飛猛進，使得

→同時以切割與生產、套裝委外等模式，重建供應

原本穩定的產業環境出現結構性的變化，競爭優勢

商網絡，以經驗傳承輔導，整合供應鏈全球多元化

的維持，需要決策者具備高瞻遠矚的思維和觀念，

及生產步驟製程化，最大限度控制上市時間、品質

從宏觀的角度、明確的定位和及時的行動，企業方

與成本。

能立於不敗之地。VF 公司的管理層運籌帷幄，先

→過去由於追求低成本貨源，大肆砍價或任意更換

於同行採取第三途徑的行銷策略，為公司實現國際

供應商的做法，導致業者與供應商彼此之間忠誠度

化擴張目標，提升市場競爭力，具有深遠的影響作

較低；除了需說服原有的舊的供應商認同構想與改

用。策略的合理及時擬定並實施，將會令 VF 公司

變現有的程序，同時也拓展新的供應商加入他們的

傲視同儕，永續發展。

「第三途徑」合作聯盟，讓供應商願意將工廠的成
本與程序的相關資訊分享，而 VF 以所具備的專業
知識技術與供應商輔導，一起改善生產流程並降低
成本。
4)VF 的技術能力：擁有品牌訂單的實力，加上過

張志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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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1996 年，加州花旗銀行總裁 Frits Seegers 對於
洛杉磯區經理 James McGaran “低於標準”的顧
客服務績效考核感到十分擔憂。而這低於標準的績
效卻是源自於該分行推出的”績效計分卡”制度。
第一章、花旗銀行引進績效平衡卡緣由
為謀求更大更多的利基，花旗致力提供顧客優質的
服務、提供各式金融商品，以建立更好的客戶關
係。為了將非財務衡量納入策略執行的主要指標，
加州分行發展出績效計分卡衡量制度。此制度與財
務衡量指標有互補作用，能反映策略中的競爭範
圍，並於 1996 年第一季首度執行。下表為花旗績
效評行卡說明。
目的
達成策略

考核全面

說明
建立與客戶更好的關係，提供更
優質的服務給顧客
除財務外，策略執行、顧客滿意
度、控制、人力資源，規範綜合
考核

員工素質提升

培養員工有更寬廣的視野

業績提升、
長期成功

服務品質提升，吸引多樣化顧客、
顧客忠誠度提升

第二章、花旗銀行的績效平衡卡與組織策略之間的
關係
●重點突出—財務衡量是重要指標
●全面、互補—顧客滿意度等其他 5 項考核反映花
旗的重點競爭範圍
●時回饋—每季評核、明確衡量好壞，分行表現及
時知曉並可對應調整。

績效計分卡的六個考核面為 :
1) 財務 - 了解總收益與邊際利潤是否達標，是花
旗績效評核的基礎；
2) 策略執行 - 衡量目標客群的收益，包括家庭、
企業、專業人士；
3) 顧客滿意度 - 以電話訪談方式了解顧客對花旗
服務提供的滿意程度，Frits 深信顧客滿意是分
行成功的關鍵；
4) 控制 - 由分行內部控制稽核員執行評估，可降
低財務風險；
5) 人力資源與綜合規範 - 針對經理人對部屬的溝
通與協助進行評量，包含經理人對工會的涉入程度
與企業倫理的重視。績效評估由 Frits Seegers 帶
領，以團隊方式進行評估。區經理則分別收到季度
與年度績效衡量基礎。
第三章、花旗銀行績效平衡卡中各項評估指標間的
關係
●財務、策略執行、顧客滿意度、控制乃可量化項
目，公司預先訂定標準，再決定績效標準層級
●人力資源、規範乃主管對分行經理主觀衡量項
目。主管依據六項整體計分給予全面性評估
●分行經理人獎酬 : 經理人的紅利與績效評分有
密切關聯。若有任何一個”低於標準”的項目，則
整體績效就不可能達到高於標準的評等。
第四章、對花旗銀行加州洛杉磯金融區分行經理
評分

紅利

低於標準

無法獲得任何紅利

標準

基本薪資的 15%

高於標準

基本薪資的 30%

備註

某些分行經理人的薪資
水準是在其薪資級距下
較低的部份，紅利可能
占其薪資水準的 20%。

67

管理知能專區

1996 年終的績效評估
1996 年 James 的表現如下 :
●亮眼的財務表現 : 高於目標績效 20%。分行營業
額成長率高達 39%，年度利潤提升 48%，且利潤額
為分行中最高。James 的分行收益最高且對公司邊
際貢獻最大 !
●“高於標準”的策略執行 : 市占率在商務、專業、
家庭及零售業大幅成長；James 使花旗服務對象更
平衡，更有一千八百萬美元的花旗貴賓業績提升。
●“ 低 於 標 準 ” 的 顧 客 滿 意 度 : 四 季 得 分 為
66/63/54/72，然而低於 74 分即為低於標準層級。
●“高於標準”的控制 : James 以 SCM 作業確保工
作上的承諾，在 1996 年審計結果獲得兩個等級 5。
●“高於標準”的人力資源考核 : James 在人員管
理上表現傑出並樂於協助工作夥伴、激勵員工。
●“高於標準”的規範 : James 對部屬與員工有相
當高的規範，並積極投入當地社群建築網絡關係。
●綜上，由於 James 得到了低於標準的顧客滿意
度，所以綜合績效評核只有”標準”。
James 針對顧客滿意度的認識與做法 : 該分行的顧
客群非常廣泛，同時滿足多樣化指標十分困難。他
認為顧客評分不僅限於分行，還包括非分行管轄內
的其他服務，低於標準的滿意度可能源自於總公司
為提供適當的服務給該分行的顧客。為提供顧客滿
意度，James 加強了員工訓練，並派專人招呼顧客
及解決突發問題。
第五章、與花旗銀行加州洛杉磯金融區分行經理
1996 年終的績效溝通
雖然 James 在 1996 的年終績效層級是”標準”，
但這不代表 James 工作能力不佳，只是需要給予新
制度一個適應過程以及分行團隊的努力。為此，
Frits 將與 James 說明其年度績效評比 :
●對於 James 優秀的財務表現頒發”財務達成獎”，
並加薪 10%
●解釋花旗績效評核對各分行中的重要性與一致

性，以及執行績效考核的必要
●由於洛杉磯地區競爭激烈、客戶多元化高，客戶
滿意度極其重要。因此鼓勵 James 把顧客服務當作
主要差異化應贏策略的關鍵，並將重點放在長期成
長
● 1996 年第四季的顧客滿意度已有明顯改善，說
明該分行已經找到了提升辦法並有巨大的進步空間
●由於前三季欠佳的顧客滿意度沒有上下級及時介
入的改善，Frits 將對上級作檢討、承擔相對責任，
並向公司爭取更多資源來協助該區後續取得更好的
成績
結論 - 花旗銀行績效評估的啟發
花期銀行使用績效平衡計分卡將企業的遠景、
使命和發展戰略與企業的業績評價系統聯繫起來，
並將企業使命和戰略轉變為具體目標和評測指標，
以實現策略和績效的有效結合。
銀行實施平衡計分卡績效考核是一項需要管理
層、各部門、各分行、團隊和個人充分參與的工程，
只有各層級對銀行的整體策略、局部和階段性策略
抱有認同、才能保證計分卡的順利實施。因此在執
行過程中不斷的與銀行各層級進行溝通和回饋，才
能有效發揮作用，及時根據需求改進績效考核的方
案和流程，各部門同時根據溝通和回饋的意見對每
個績效指標進行有效監測、評估。
績效管理不僅在於考核員工，更是通過一系統
的方式取得、記錄與分析員工在過去的一個績效週
期中工作上的表現、以及工作進度。通過評估與回
饋來指導員工提升工作業績，進而發掘員工潛力，
協助員工開拓更寬廣的職業生涯。通過績效管理，
使員工目標與銀行目標協同一致；通過提升員工績
效，使銀行整體績效得到改善和發展，實踐銀行與
員工的共同發展。

徐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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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現在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扮演重要的角色，

源自於 TOYOTA 的生產系統 : 透過系統化的方式找出工
廠中無效率 , 浪費的來源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

包括企業人力資源策略制定、員工的選、用、育、

高品質

留，薪酬與績效管理、團隊建立、工作設計等，

低成本

都是企業文化的核心。
持續改善

第一章、NUMMI 內容簡報
第一節 : NUMMI 背景
• 1963 年，通用汽車在加州 Fremont 設立了

以人為中心的作業

汽車裝配廠
• 1982 年，Fremont 廠極低的生產力與汽車
品質迫使通用汽車結束了該工廠的經營

及時化

• 1983 年，TOYOTA 與通用汽車簽屬合同，拿

穩定品質

問題解析

下了 Fremont 廠的經營權，並更名為 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 Inc. (NUMMI)

標準化

第二節 : 新公司 - NUMMI
• NUMMI 最初的管理階層由豐田達郎及另兩

在 NUMMI, 大家的信念是任何事情都有改善的空間 . 而
且 , 不管是多麼微小的改善 , 都是有價值的

位分別來自福特汽車生產部與通用動力人資部的
主管組成，廠內員工則有 85% 是以前通用汽車的

門參與了工廠管理；管理層與工會、員工間存在

員工。

依賴關係；公平對待每位員工；確保工作安全性

• NUMMI 秉持 TOYOTA 精神，透過系統化方式
降低成本、並持續改善品質與工作安全性。
• 1986 年時，TOYOTA 的改善策略讓 NUMMI 的

以增進工作效率。
第四節 : NUMMI 生產和人力資源系統之特點
• NUMMI 生產系統的成功來自於出色的人資

營運績效比通用汽車經營時期高出了 60%。

管理、員工與管理者間的利益整合，以授權與控

第三節 : Hresko 在 NUMMI 的發現

制來管理員工。管理層與工會互信依賴、公平對

Jamie Hresko 在通用汽車擁有 15 年工作經
驗，於 1997 年被派遣至 NUMMI 擔任生產線員工，
並發現 NUMMI 生產系統有以下特點 : 三個月
的員工培訓期；以小組方式工作，確保成員清楚

待員工、員工間相互尊重與信任乃是 NUMMI 成功
的關鍵因素。
• 建立企業核心價值於顧客滿意度、互信互
重的團隊合作、和諧且一致的核心理念上。

各自職責；技術人員與小組間相互支持；人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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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美日雙方員工進行生產系統交流。派

3. 為何通用汽車向 NUMMI 學習時遭遇了許多困難 ?

遣美國員工至日本受訓，請日本員工傳授經驗。

→通用汽車與 NUMMI 在團隊管理、企業文化、

• 完善的工作保障與員工福利，以完整的新

生產系統、品管上皆有許多差異 : NUMMI 生產線

生與終身訓練、薪酬制度、工作設計、資訊分享、

以小組方式進行，並且尊重員工想法、出現問題

勞工關係與獨特的不解雇政策確保員工享有公平、

立刻解決，致力改善文化差異。此外，NUMMI 以精

安全、和諧的工作環境。

實生產系統嚴格控管品質、預防品質異常並減少

• 小 結 : NUMMI 究 竟 是 一 家 怎 麼 樣 的 公 司

資源浪費。

呢 ?NUMMI 是一間以人為本、重視品質，更看重員

→通用汽車生產線不具備人力資源部門且勞

工生涯發展與良好勞資關係的汽車生產商。

資關係不如 NUMMI 穩固 : NUMMI 嚴格的員工培訓

第二章、問題解答

與選用制度，以人資管理和製造流程整合員工與

1.NUMMI 激勵員工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

管理者間的利益。

→ 不解雇政策 : 除非長期的生存能力受到嚴

→通用汽車對 NUMMI 的成功抱持懷疑 : 儘管

重威脅，沒有人會被解僱；任何員工被解雇前，

通用汽車固定在會議中討論豐田生產系統、並派

會先取消其所有約聘工作，並對高階主管減薪以

部屬至 NUMMI 學習，但內部仍對於 NUMMI 是否能

降低財務壓力。

長期保持績效持懷疑態度。

→ 終身訓練、出勤管理 : 授予新人 NUMMI 核
心價值與勞工管理哲學、培養團隊合作理念、並

4. 若要 Hresko 引進 NUMMI 的生產系統至通用汽車，
你會給予什麼建議 ?

對員工出勤狀況提出要求。

→強化人力資源作用、選用育留制並尊重員

→ 扁平的薪資結構 : 公平公正的獎酬制度，
員工須靠個人努力或新技能獲得加薪機會。

工 : 藉由人力資源部門提供完善職前培訓，塑造
員工與企業之間互信互重、公平合作的工作環境，

→ TOYOTA 特有的提案制度與目視化管理 : 鼓

同時保障工作安全與良好的工作氛圍。

勵員工提出更好的想法，透明化管理所有階層作

→以持續改善策略搭配運作停線 : TOYOTA 鼓

業，促進各團隊與公司不斷進步。

勵員工提供改善提案並實施可行的改善計畫，且

2. 在 TOYOTA 以團隊為基礎的生產系統中，主要設

生產線上的每個人都有權在異常情況發生時啟動

計要素有 ?

停止運作鈕。無論職位高低，每人都要深入現場，

→員工培訓與建議系統 : 每位員工進入 NUMMI
前都須經過完整的培訓課程，了解職務內容與目
標；主管有義務聆聽員工想法、協助員工解決問
題、達成團隊績效。

了解生產線上的真實情況。
結論
NUMMI 之所以成功 , 首先是因為人力資源管理
部門扮演了重要的腳色 , 特別重視員工訓練 , 建

→ 工作設計與相互尊重 :NUMMI 生產線以小組

立了優秀的團隊管理 , 尊重員工並重視持續改善 ,

為單位，培養每位員工的團隊意識與合作精神。

使之成為高品質、高效率、低成本及極具競爭力

成員間相互尊重卻又不失獨立思考，每位員工的

的公司。

意見都能被聆聽與探討。

張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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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資料目前還會經常出錯，每次開會檢討時，所談
“如果你能夠讓一個組織中的所有成員齊心

內容均不是圍繞策略地圖或標準格式進行細部展

協力，那麼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市場狀況

開，而是當會議中被提出異議時，各部主管會認

中，任何行業中縱橫馳騁，戰勝挑戰”。然而目

為是 KPI 事務局未將最新的資料更新，或者說助

前，大多數企業中的團隊合作仍然讓人難以駕馭，

理沒把資料依主管要求進行錄入。

究其原因，是因為它們陷入了團隊合作的五大障

原因分析 : 主管們為避免人際關係緊張，

礙。而這五大障礙並非各自獨立，相反它們共同

不願相互要求，沒有主管的擔當；團隊對於計劃

形成了一個模式，這使得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

沒有共識與支持、未負起責任

能成為企業團隊的致命殺手。這五大障礙分別是：

突破方法 : 團隊成員應共同制定策略與目

喪失信賴，害怕衝突，缺乏承諾，規避責任和忽

標，互助合作彼此要求並進行建設性辯論，成立

視成果。

正向且積極的團隊氛圍
C. 害怕衝突

第一章 所屬部門的主要障礙、原因及對策
第一節

團隊障礙案例分析 1

A. 喪失信賴
案例 : 查核現場氣、電動五金工具有 36％

案例 : 每月底針對 " 副總經理室滿意度調
查表 " 評分 , 不少主管以口頭表示對副總室行政
效果不滿意 , 很想打低分 , 但因低於 3 分需加以
說明 , 故很多主管打 4 分 !!

在使用 1 年左右即損壞 ; 使用者隱瞞不報，導致
相同問題不斷發生，損壞工具越來越多。

原因分析 : 和諧的假象，成員間缺乏建設
性衝突，且彼此不信任

原因分析 : 工具品質與環境問題；使用者

突破方法 : 首先建立團隊信賴關係，鼓勵

隱瞞不報導致問題更嚴重；上下層級與團隊成員

建設性衝突與溝通，持續解決問題並維持良好和

間的不信任以致行政效率低落

諧關係

突破方法 : 協助公司內部溝通，化解自我
保護心態；改善執行效率；避免不當的幹部行為；
明確工作流程、統一作業程式與紀律
B. 規避責任
案例 : 〔KPI 績效檢討〕推行至今，各部

D. 忽視成果
案例 : 公司推行的 D-3 生產模式以來，生
管中心卻時常未依業務確認訂單交期之 D-3 生產
模式排程作業，造成無法滿足客戶需求
原因分析 : 生管的排程達成率與業務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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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達成率未作數據之前後關連 , 造成各單位只重
視自己的達成率，忽視團隊績效

案例 : 小 A 因自身疏忽未及時將客訴反饋
回公司 , 導致公司未能及時發現問題 , 並且再次

突破方法 : 訂定明確且可達成的團隊目

出現同樣問題，而小 A 因害怕承擔責任，沒有坦

標，以 KPI 計算公式與關連的工作表單做為執行

誠工作中的疏漏，並且隱瞞了部分情況，以致公

成果的數據基礎；將生管達成率與出貨達成率進

司在原因查找時大費周章 , 耽誤了最佳的“治療”

行前後數據連結，即可明確前後的達成率之合理

時機 , 給公司和客戶帶來了較大的損失。

性，並將這兩單位的目標與執行成果調整一致

發生原因 : 主管與業務人員間溝通問題；
業務人員對問題嚴重性缺乏認知

第二節 團隊障礙案例分析 2
A. 害怕衝突
案例 : 華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與人為
善”“中庸”的觀念，習慣上只在意“做好自己
的事情”盡可能少講話、少發表意見、隨大流。
其表現現象為 : 1.1 對於非關本部門利益
的事情、爭議往往不發表意見
1.2 會議中不講，事後牢騷抱怨、找應對
方法規避責任
事件引發原因 : 不願得罪人；唯唯諾諾的
個性而妥協
突破障礙方法 : 強調團隊目標與努力方向
一致性；KPT 的合理性不僅要考慮小組績效，也要

突破方法 : 增進上下層級間溝通交流，檢
視主管是否給予過大壓力；培養業務員責任感、
謹慎處理客戶問題
B. 害怕衝突
案例 : 業務選擇沉默而非深究問題所在。
問題的出現可能涉及諸多部門，業務因不想製造
部門間矛盾而不深究，以致找不到問題根源，同
樣的問題重複出現。
發生原因 : “好好先生”、息事寧人的心
態；缺乏”主人翁”意識與長遠目光
突破方法 : 尋求其他部門協助找尋原因，
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培養”主人翁”意識，每一
個業務都要當自己是老闆

有大團隊共同利益目標；會議中鼓勵成員多發表
意見與想法
B. 忽視成果

第四節 團隊障礙案例分析 4
A. 無效承諾

案例 : 團隊成員不知道自己團隊的目標，

案例 : A 是一位銷售經理，為開拓市場與

只有主管知道。成員只在意過程與個人目標、抱

B 銷售人員說好並承諾了許多條件。在 B 君開發了

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心態，卻忽視結果

新客戶並打開市場、達成目標後，A 先生卻無法兌

事件引發原因 : 主管只求員工按標準作業
工作，別因績效不好而讓單位難堪
突破障礙方法 : 每位員工都應清楚公司、
團隊目標與每月績效；採取過程監控管理

現承諾，尤其在給予輔導方面。B 君事後才知，原
來 A 僅輔助自己的前排部門，根本無暇幫助 B 君。
於是兩人間產生了很深的矛盾。
矛盾所在 : 矛盾的根本在於 A 未兌現承諾。
承諾系統分為三級 : 試試、盡力而為、全力以赴。

第三節 團隊障礙案例分析 3
A. 規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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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間的承諾等級要對應，以相互承諾強化
合作關係。領導人應堅守承諾以鞏固組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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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 劃分承諾等級為核心原則，建
立緊密個人關係強化團隊基礎。上下層級間的情
感主導也是穩定團隊的基礎。好的團隊氛圍更使
人願意合作。

一、及時溝通 : 發生問題的當下適時協調，
才能最快求得共識、保持資訊暢通。
二、詢問、傾聽、理解 : 詢問對方想法、傾
聽並深入探測對方心理、了解對方立場與感受。
好的溝通者必為善於詢問與傾聽的行動者，達成
有效溝通之目的。
三、對上級溝通要有”膽”、有理、有節、
有據 : 接受上級指揮、做出適當回應、並有膽量
提出想法與上級進行溝通。
四、平級溝通要有”肺”: 平級間容易過度
看中自身價值、忽視他人且相互猜忌。應鼓勵平
級間知心知肺的溝通交流，避免互相猜疑。
五、良好的回饋機制 : 溝通是雙向的回饋機
制，必須保證資訊被接收者接到與理解。無論以
何種方式溝通，一句簡單的回覆都確保信息以傳

第五節 團隊障礙案例分析 5

達並有回饋。

A. 規避責任
案例 : 針對電動車摺疊處生鏽的問題，沒
有部門願承擔責任。經技術與品質部門檢查後發

參考資料 :

現生產部門在電鍍處理時不到位，但由於取證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bbWOh

監督困難，只好在電鍍後噴上一層精油避免生鏽。

Guyg911rhcv2qqjh4cI7Eb4dFQEA8ag9EX3sxeuqWr-

最終公司只得增加生產成本來杜絕大規模產品生

i9U4b47l-C0ehbhn6bCAZJSLibBiCj8X4gPls6ki8zg

鏽的事件。

3jknmq32KDmdBBO

原因 : 沒有部門願承認錯誤、承擔責任
解決方法 : 從根本或流程上解決，鼓勵部
門間相互要求與協助、定期檢討、培養好的組織
文化

第二章 書中決策科技公司的故事獲得的啟發
衝突可以是種有效的溝通方式。凡有利於工作或
團隊的衝突稱為建設性衝突。建設性衝突能實現
雙贏，並成為團隊高校的潤滑劑、增進成員溝通
能力並診斷組織問題。有鑑於成員間迥異的優缺
點，化衝突為和諧也需要些技巧。

徐 斌

李 勇

宋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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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專題研究 Outstanding Industry Research Project
研究題目

中國市場模擬

Country Manager Simulation- Allsmile

班級：第三屆捷安特專班
課程：Strategic Marketing 行銷策略
指導教授：簡睿哲教授

學生：李政達、李俊毅、李勇、李昌霖、劉春發

一、市場分析
兒童市場真空，經濟型競爭激烈
由附表數據可見兒童牙膏市場在中國呈現
空缺情形，無論哪個牌子，都沒有涉獵兒童市
場。然而各大牙膏廠牌卻在經濟型市場中較勁
兒，形成強烈的競爭。

2. PRICING
定位 : 美國進口的舶來品，以致訂價較
高。初期訂價在兩個高價品牌之間。
下表為以時間為主軸的進口牙膏在中國市
場的訂價情況。初期 Allsmile 與 Britesmile
定價差不多，而後 Britesmile 以高價高端形
象 主 打 產 品 ( 定 價 9.5 人 民 幣 )，Allsmile
以略低的價格位居第二 ( 每條牙膏售價為
9.3 人 民 幣 )。 緊 隨 在 後 的 是 Dentacare 與
Regional 1； 而 進 口 牙 膏 裡 價 位 最 低 的 是
Local1，每條只要 5 人民幣。

表1

二、4P 策略
1. PRODUCT
Allsmile 將投資重點放在空缺的兒童牙
膏市場，並推出各種尺寸，避開競爭激烈的經
濟型牙膏市場。下表為 Allsmile 各類型牙膏
產品。
表2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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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時為了因應外匯的變動，價格上有了大
幅調漲 (17%-61%)。
表三裡可看出近幾年儘管亞洲各國 (Allsmile
在亞洲的主要市場 ) 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
大部分的國家匯率都保持在平穩狀態。相較於
穩定但高水平的日本匯率，南韓匯率經常有劇
烈變動。而我們的目標市場 - 中國，始終在
Allsmile 的亞洲市場中保持著最低的匯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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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為因應亞洲匯率變動，Allsmile 不得不在產
品價格上採取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市佔率與公
司營利。表四裡顯示在初入市場時期，大部分
的牙膏廠商都採低價姿態，平均價格約在 5 到
7 人民幣之間。可惜，隨著經濟情勢與匯率改
變，各商家都將成本與營利反映在了逐漸上漲
的價格中。Allsmile 可謂價格調整最高的廠
商，產品價格由初始階段的 7 人民幣漲到了
12 人民幣。Allsmile 的牙膏價格在短短五年
內達到了 60% 的可觀漲幅。

後續影響 :
利潤大幅上升
價格大幅上漲後，明顯的改變即是公司利潤。
隨著第三年調漲產品價格開始，Allsmile 的
利潤從第三年初的兩千萬美元增加到了一億兩
千萬美元，相較初期 ( 第一年 ) 的八百萬美元，
價格調漲後的利潤多了 15 倍 !

表5

表3

銷售數量下滑
一 旦 價 格 上 漲， 首 當 其 衝 的 定 是 銷 售 量。
Allsmile 在中國市場的銷售表現如表 6 所示，
進入市場之初以新產品、舶來品形象搭配合理
的價格策略成功開拓了兒童牙膏市場。日漸上
升的市佔率與銷售量在第三年達到頂峰後，卻
因價格調漲而明顯下滑，銷售量幾乎掉了三分
之一。

表4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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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小幅減少
儘管價格戰造成銷售量驟減，Allsmile 仍然
保有該有的營業額。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增加
了近一倍的產品價格無形中填補了銷售量的空
缺。哪怕市場些許萎縮，也能靠高價維持利
潤。

圖2

4.PROMOTION
廣告預算少，Made in USA 就是最好的廣告；
主打口碑行銷，並將廣告主力在兒童產品。

表7

3.PLACE
選 擇 : Independent, Drug Store,
Hypermarket, Wholesale
圖 2 列出了 Allsmile 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通路
以獨立商店、藥局 ( 藥妝店 )、大型超市、批
發商為主。其中，促銷活動較常見於藥局、超
市、與批發商，每年甚至配有高達兩百萬人民
幣的促銷預算。

Allsmile 向來沒什麼廣告行銷。基於亞洲市
場熱愛舶來品的心態，總認為進口的產品，尤
其歐美品牌總是比國產品好，Allsmile 美國
生產的標籤就是最好的廣告策略了 ! 在中國
經濟起飛與一胎化政策影響下，中國父母無不
想要給孩子最好的，在生活用品的選擇上，
Allsmile 這個美國品牌確實吃香不少。

圖3

人力配置精簡
Allsmile 通常配置二至三名銷售員於各大通
路門店。直到第四年起價格調漲後，才增加了
在大型超市與批發商的促銷人員。而其用意當
然是拯救下滑的銷售量，以求更多利潤。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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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廠評估
身為備受看好的美國品牌，Allsmile 致力於
提供最好的兒童牙膏鞏固市場，因此在產品品
質管制上有著嚴格要求。為維護良好企業形
象，Allsmile 堅持不在中國設廠，反而繼續
以 Made in USA 做為最好的招牌，佐以優良品
質，讓父母安心，更省下廣告費用。
四、總結
如 前 所 述， 第 四 年 受 到 價 格 上 漲 影 響，
Allsmile 銷 售 量 驟 減 了 三 分 之 一。 幸 運 的
是，銷售量在第五年後開始有了成長，證明
Allsmile 在進入市場前期苦心經營的品牌形
象與產品價值沒有白費。即便價格提高，還是
有顧客會基於品牌忠誠度與好品質，繼續選購
Allsmile 牙膏。同理，Allsmile 日趨穩固的
中國市場與消費群著實反映在營業額、淨利、
與品牌價值中。表 9 至表 11 中依稀可看出第
三年至第四年可算是 Allsmile 在開發中國市
場上的重要轉捩點。

總營業額 :

表9

淨利潤 :

表 10

品牌價值 :

總銷售量 :
表 11

五、未來展望
培養消費者從小開始對我們產品的認識及忠誠
度，持續以高品質好口碑增加 Allsmile 對市
場佔有率及品牌價值。不斷增加的中國人口與
經濟成長將持續深化對兒童產品的著墨。
表8

李政達

李俊毅

李 勇

李昌霖

劉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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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的全球擴張策略 - 在地化
The Global Expansion Strategy, Localization

班級：第九屆泰國班
課程：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國際市場行銷
指導教授：黃恆獎 教授

學生：肖平、戴祖鰲、許元瑜、劉心昀

一、麥當勞的起源
● 1940 年 5 月 15 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開設全
球首間麥當勞餐廳
● 1955 年 4 月 15 日，麥當勞將總公司設立於美
國伊利諾州
● Richard McDonald, Maurice McDonald, Ray
Kroc 為公司三位創辦人
●現任董事長 : Andrew J. McKenna
●現任執行長 : Don Thompson
二、企業概況
除了聞名全球的漢堡、薯條、炸雞外，麥當勞的
主要產品還包括冰品、沙拉、水果、美式咖啡與
碳酸飲料等美式飲食。截至 2013 年，這間市值
936 億美元的全球連鎖餐廳擁有 34,500 個營業據
點、275 億美元營業收入、與 353 億美元的總資產。
•企業價值
1. 不昂貴且穩定一致的口味
2. 快速的服務
3. 乾淨熟悉的用餐環境
•旗下品牌 :Aroma Cafe, Boston Market,
Chipotle, Pret a Manager, Donatos Pizza
三、全球銷售狀況
在競爭激烈的餐飲市場中，麥當勞也面臨著許多
威脅。日趨興盛的精緻飲食文化讓高檔食品與飲
料供應商如雨後春筍般地進入市場與麥當勞較勁
兒，Starbucks, Subway, Panera Bread 以提供多
樣化高品質商品與舒適自在的環境，已然成為麥
當勞強大的競爭者。另外，大眾所在意的健康與
環保議題，也在在威脅著麥當勞的策略與應變。
儘管越來越多人接受速食文化，麥當勞仍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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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其行銷策略來因應全球各地生活型態與飲食
習慣的改變。
A. 亞太區
為了開發不熟悉西方飲食的東方市場，麥當勞選
擇在繁華的都會區設立營業據點、降低在東方市
場的產品價格、並使用當地原物料、配合各國風
俗文化推出不同套餐，以在地全球化打破傳統美
式經營理念，一舉拿下亞洲市場。例如在禁食牛
肉的印度市場，麥當勞以羊肉替代牛肉，並推出
米飯類產品供華人消費者做選擇。
B. 西歐區
為了穩固在西歐市場的銷售額，麥當勞費了好些
功夫才平息了因為 1996 狂牛症爆發而被禁止進口
的英國牛肉的爭議，並將牛肉重新放回菜單。針
對法國人浪漫的天性，麥當勞設計了八種不同風
格的餐廳主題陳設，並推出 cheese 與馬鈴薯產品
迎合在地口味。成功的西歐策略創造了 20% 的銷
售成長。
C. 中歐與東歐
經過了漫長的談判與準備，麥當勞終於在 90 年代
進入前蘇聯市場。不僅協助當地供應商調整產出
品質，更將當地營銷收入用於莫斯科房地產購置
並開設新據點。
四、思考與討論如何讓顧客認同麥當勞品牌？
1. 麥當勞的國際行銷策略與標準化
•行銷手法
A. 鞏固品牌忠誠度 : 以”品牌金字塔”創造
溫馨歡愉的企業文化
B. 良好的定價策略 : 以經驗創造”物超所值”
的品牌特質
C. 陳列、空間設計 : 明亮安全的用餐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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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標誌 (Golden arches)
D. 額外服務 : 得來速、無線網路服務、自動
櫃員機、慶生會與遊戲區
E. 設立地點 : 為因應不同國情消費型態，台
灣營業據點多設在鬧區
F. 空間設計 : 清晰流暢的點餐路線、用餐、
與動態路線規劃
G. 客層設計 : 不斷推出新產品與服務，滿足
各年齡層消費群
H. 廣告促銷手法 : 從媒體廣告、產品包裝、
到餐廳設計塑造了完善品牌形象
I. 本土化經營 : 為擴展當地市場而做的產品
修改，往往成為全球化新產品的創意來源。例如
在回教國家推出備受歡迎的麥香魚堡；在台灣市
場加快供餐速度以縮短候餐時間。
•標準化 : 麥當勞以標準化流程統一品牌價值。
從態度養成到行為準則一體化地整合產品品質、
服務、衛生以及品牌形象，提供全球一致且完整
的顧客服務。標準化流程包括食材與烹飪方式符
合食品安全、友善有效率的服務、乾淨明亮的環
境、與不斷更新的企業價值。
2. 開發中國家如何應對麥當勞的進入？當地消費
者的態度如何？
政府

中國大陸

反對

消費者

麥當勞因應

不反對

麥當勞身處地方政府與
中央政府的爭議中，第
一間在中國的麥當勞被
迫放棄原來的店面。

印度

不反對

反對

有數個印度國家主義者
抗議麥當勞的進入。麥
當勞推出羊肉大麥克，
強調對印度宗教與傳統
的尊重。

俄羅斯

反對

不反對

和 政 府 談 判 了 14 年 之
久，才得以進入。在境
內用盧布做交易。

高 2% 的成長率。然而這策略並帶來成功。2002 年，
執行長 Jim Cantalupo 將麥當勞帶回主業正軌，
並拋售非麥當勞餐廳的股權。對於麥當勞在投資
非主業項目策略的失敗，Jim 歸納出了發人深省的
原因。首先，入股多間餐廳導致企業內部資源、
人力、與管理的分散。二、既有企業形象已深植
人心，很難在其他類型的餐飲上有所突破。三、
策略執行不夠徹底也不夠久。
4.「國際級企業或知名品牌從不犯錯」這個論點，
是否不實際？為何反全球化者經常將麥當勞當作
箭靶？
許多人認為麥當勞的工作缺乏保障、員工流動率
高，辭職或被開除的現象十分頻繁。也有人對於
麥當勞這樣的速食業能接受聯邦政府補貼感到不
平。部分反全球化者認為麥當勞的全球化是壟斷
資本擴張的表現，用以維護已開發國家的利益，
導致貧富差距與環境污染加劇。
2014 年，台灣麥當勞曾爆發歧視唐氏症消費者的
事件。當時麥當勞”不會道歉、歡迎再來”的態
度引起一陣撻伐。另外，美國麥當勞也曾於 2006
年因言語歧視罕見疾病患者而被判 65000 美元罰
金。由此可見，國際知名企業也有犯錯的時候。
即便企業內有標準化生產流程，卻很難統一管理
為數眾多的員工，而員工的錯誤卻可能重創企業
形象。如何避免將錯誤風險降至最低，將是企業
永久的難題。
五、參考資料
1. 麥當勞行銷策略 http://ge.dyu.edu.
tw/1012society/files/2013/06/15.pdf
2. 連鎖速食∕麥當勞 不斷創造「黃金時
刻」，業績逆勢成長 http://www.gvm.com.tw/
Boardcontent_14631_3.html
3. 麥當勞標准化的秘密：訓練員完全手冊 http://
www.managershare.com/post/121718
4. 反全球化麥當勞的日子不好過
http://www.people.com.cn/BIG5/
guoji/24/20010731/524287.html

3.2003 年 及 2006 年 麥 當 勞 分 別 處 理 了 Donatos
Pizza 與 Chipotle 聯鎖店，不再繼續經營，試評
論麥當勞期盼在漢堡與薯條模式之外，獲得成功
的策略行動。
90 年代末，麥當勞入主 Donatos, Chipotle 來提

戴祖鰲

許元瑜

劉心昀
79

管理知能專區

優良專題研究 Outstanding Industry Research Project
研究題目

Report Title

ZARA 個案報告 – 集團零件聯合採購
Component Cost Saving Platform of ZARA

班級：第三屆捷安特專班
課程：Contemporary Purchasing Strategy Management 當代採購策略管理
指導教授：李源萍教授

學生：王曉俠、沈遵磊、李政達、徐晟楓

一、集團零件聯合採購背景
工業電腦產業競爭激烈，廠商不斷推陳出新。由於製造商零件採購規模過小、成本難以壓低，
製造商彼此組成策略合作關係、開發零件聯合採購系統，以期提高議價空間、提升產品獲利
率與競爭力。本個案宗旨乃在探討零件聯合採購系統所產生的問題與解決辦法。
二、公司簡介

A 公司和 B 公司主要產品品牌工業電腦，
B 公司的營業額是 A 的 6~8 倍。

為 B 的子公司，以承接原廠委託製造和
委託 (OEM & ODM)

之工業電腦為主

三、零件自行採購模式
80%-85% 主要零件購自指定代理商，交貨準確且快速並提供技術服務，然價格缺乏彈性；些
許特殊零件與支援服務僅有原廠提供，採購須達指定規模方可出貨，交貨慢且價格昂貴；產
品生命週期末端的產品缺乏原廠零件，以致 A 公司面臨高現金支付成本、價格無彈性與購買
過期零件的風險。
四、零件聯合採購模式
●零件聯合採購系統 (Component Cost Saving Platform, CCSP): 由 S 公司提出，並邀請 A,
B 兩公司進行合作。此合作雖成功降低採購成本，卻帶給 A 公司在生產進度上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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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既有零件代理商

S 公司零件代
80-120 家代理商

80-120 家代理商
共有代理商

非共有代理商

不同業務

相同業務

以價格、交期
決定下單業務

以 CCSP 價格、
交期直接下單

以價格、交期
決定下單代理商

● A 公司零件供應來源與其優缺
供應來源 / 優點 向代理商採購
(CCSP 價格較高時 )

向原零件廠商採購

透過 CCSP 合作採購
(CCSP 價格較低時 )

Right Supplier

依品質需求選擇代理商
採購

依產品需求選擇原
供應商採購

Right Time

準時

準時快速

被挪用和延遲交貨

Right Price

無優勢；夕陽產品面臨末
端購買過期零件的風險

無彈性

成本降低、卻無知情權

Right Quantity

訂購量需達一定規模

準確供應

不能提供準確數量

Right Quality

提供技術支援與服務

提供原廠專業技術
支援與服務

無完善支援與服務

→ CCSP 節省 2% 零件採購成本；A 公司向代理商採購的金額由 80% 下降至 40%。
→缺點 :
1.CCSP 交期較自行採購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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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 公司僅依報價付款，對 A 零件成本不知情，
不易準確預估零件成本節省幅度。
3.CCSP 向報價低的供應商採購、無穩定供應
源。
4. 供應商同時負責多個公司業務，無法提供
專業技術支持與服務，且只認 S 公司為客戶。
5. 旺季期間 S 公司擅自將 A 公司的貨挪用給 B
公司使用。
→使用時機差異 : 一切以最低價格採購為原
則
●採購過程中的考量 : 價格、合格的供應商、
交期的準確性、數量的準確性、符合要求的品
質與技術支援。
1. 採購部門的考量順序 : 價格 > 交期 > 數量
> 品質與服務 > 供應商
2. 研發部門的考量順序 : 供應商 > 品質與服
務 > 價格 > 交期 > 數量

獨立出來，並由採購總部統一制定採購策略，
確保合作公司 A 與 B 皆享有相同的參與權與決
策權。
2.E 化改善採購流程 :E 化整合採購流程，可
按訂購日期、重要性、交期、供應商、合約、
報價分析等採購條款安排出貨作業。
3. 重新甄選採購人才 : 嚴格規範採購人員行
為準則，以公正態度嚴謹處理聯合採購之夥伴
關係，堅持正直的決策行為。
4. 兼顧低成本與代理商的關係維護 : 對供應
商評估項目進行分類，通過品質系統、執行訂
單能力、組織管理與勞工情況等進行評選。針
對不同供應商採取不同採購策略，以期在謀求
低價的同時，仍能維持與供應商的良好關係。

●如何改善對 A 公司的技術支援
1. 建立供應商評選標準，包括供應商執行訂
單能力、財務狀況、品質系統與組織管理。
2.CCSP 明確規範各部門職責對供應商不同能
力的評選。
3. 請 S 公司重新對供應商體系進行篩選，並
邀請 A 公司相關人員參與評估，確保達到 A 公
司的品質要求。
●如何避免合作公司利益被犧牲並維護合作關
係?
1. 改善採購組織流程 : 將 CCSP 系統由 S 公司

王曉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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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遵磊

李政達

徐晟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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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畢業生列表
Name List of 2016 Graduates

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EMBA

陳慧娟

Hui-Chuan

Chen

廈門祐成房地產公司

EMBA

王繼葳

Chi-Wei

Wang

武漢瑞通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EMBA

周鳳梅

Feng-Mai

Chou

Good new Sea Food INT' LTD

EMBA

余靖雯

Ching-Wen

Yu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EMBA

陳怡婷

Yi-Ting

Chen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EMBA

廖家興

Chia-Hsing

Liao

豐雅企業 ( 泰國 ) 股份有限公司

EMBA

許元瑜

Yuan-Yu

Hsu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EMBA

黃詩美

Shi-Mei

Huang

HUAMEI (Thailand) CO.,LTD.

EMBA

侯順景

Shun-Ching

Hou

青菁 ( 股 ) 公司

EMBA

吳坤正

Kun-Cheng

Wu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EMBA

陳麗文

Li-Wen

Chen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EMBA

蔡馨緗

Sin-Siang

Tsai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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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EMBA

游志仁

Chih-Jen

Yu

彰化銀行東莞分行

EMBA

彭華利

Hua-Li

Peng

廣東億網科技有限公司

EMBA

張志邦

Chih-Pan

Chang

宏福實業集團

EMBA

郭澤宇

Ze-Yu

Kuo

景富莊柚木家具

EMBA

曹興國

Hsing-Kuo

Tsau

東莞市興國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

EMBA

莊毅東

Yi-Dong

Zhuang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EMBA

江永興

Yung-Hsing

Chiang

中信酒店 ( 柬埔寨 )

EMBA

蘇清榮

Chin-Jung

Su

Hwa Well Textiles (BD) LTD.

EMBA

吳麗雲

Lee-Yun

Chang Wu 普羅士邦板廠有限公司

EMBA

蔡永逸

Yong-Yi

Cai

印尼第一硅錳合金有限公司

EMBA

余佳紘

Chia-Hung

Yu

駿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MBA

卓冠全

Kuan-Chuan Cho

卓瑩光波有限公司

EMBA

秦嘉生

Chia-Sheng

PT.DAIJO INDUSTRIAL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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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EMBA

戴亦賢

Yi-Sian

Tai

千頃建設公司 ( 柬埔寨 )

EMBA

戴士傑

Shih-Chieh

Tai

千頃建設公司 ( 柬埔寨 )

EMBA

倪友倫

Yu-Lun

Ni

北京藍富琳生物科技公司

EMBA

廖文達

Wen-Ta

Liao

捷安特 ( 昆山 ) 自行車公司

EMBA

楊火冏炘

Chiung-Hsin Yang

昆山頂越車料有限公司

EMBA

宋澤宇

Ze-Yu

Song

蘭溪輪風車料有限公司

EMBA

李 勇

Yong

Li

東台市康隆車業有限公司

EMBA

蹇 芬

Fen

Jian

浩盟車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EMBA

王曉俠

Xiao-Xia

Wang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EMBA

李俊毅

Chun-I

Lee

昆山貫瑋工程設備有限公司

EMBA

李政達

Cheng-Ta

Lee

祥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MBA

鄭有武

You-Wu

Zheng

寧波嘉隆工業有限公司

EMBA

徐晟楓

Cheng-Feng

Hsu

久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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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COMPANY

EMBA

馬曉勇

Xiao-Yong

Ma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EMBA

徐 斌

Bin

Xu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EMBA

廖培鈞

Pei-Chun

Liao

政伸印刷 ( 太倉 ) 有限公司

EMBA

衛 凱

Kai

Wei

Sell Royal 中國

EMBA

徐益龍

Yi-Long

Xu

昆山市友霖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EMBA

沈方平

Fang-Ping

Shen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EMBA

陸國杰

Guo-Jie

Lu

寧波力盟機械有限公司

EMBA

沈遵磊

Zun-Lei

Shen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EMBA

鄭榮洲

Jung-Chou

Cheng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EMBA

張國祥

Guo-Xiang

Zhang

捷安特 ( 成都 ) 有限公司

EMBA

李昌霖

Chang-Lin

Lee

太倉信隆車料有限公司

EMBA

許翔凱

Hsiang-Kai

Hsu

米奈餐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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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第三屆捷安特企業專班 Valedictorian Third Giant Specialized ClassClass

廖文達 Kang, Wen-Chang
捷安特 ( 昆山 ) 有限公司協理
Vice President of Giant (China) Assistant

各位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我是廖文達，目前就職於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非常榮幸能代表歐盟比利
時國立萊德大學第三屆捷安特 EMBA 專班全體畢業生做致詞，在此先向各位貴賓
表達深深的感謝。
捷安特 EMBA 企業專班的過去已經成功舉辦過兩屆，由於充實的課程教學設計與
傳授方式受到許多好評，於是在大家的殷切期盼下，第三屆 EMBA 專業班終於在
學院、捷安特公司及相關供應夥伴的支持下再度順利開班。學習期間，大家都
能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積極投入，認真學習，順利完成各項學習任務。
各位教授也是不遺餘力、用心施教、做了辛勤的付出。在此，我向各位學員表
示衷心的祝賀，也向各位老師及教授表示誠摯的感謝！
新華衛豐富的辦學經驗，為我們聘請海內外一流的師資並安排了一連串充實的
課程。我們有系統的學習了基層工廠作業管理、行銷課程以及策略思考訓練。。
等，這些知識提升了我們的管理思考邏輯，豐富了我們的知識結構，夯實了我
們的理論功底，為我們今後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能奮發有為，開拓工作新局面
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學習過程中教授們通過許多跨業界的經驗，介紹相
關的背景，概念，分析工具及操作過程，讓大家通過小組討論的方式，開闊了
大家的戰略眼光，增強了發展的前瞻性。在專題作業中，同學互相討論與合作，
共同發表，慢慢吸收了許多新思想、新思維。知識是死的，思想是活的，透過
學習，這些知識已漸漸地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的經營管理工作中。畢業後，我們
會利用這段期間所學的管理思維、觀念、手法來面對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各種難
題，不斷開拓經營管理新方法、新路子，不斷取得經營管理的新業績，新成就！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教授們的教導，以及新華衛林總監、尤其是 Tina 徐執行長細
心的服務與照顧，更恭喜即將畢業的同學們。同時借此，祝福所有教授、全體
貴賓、同學們，身體健康，事業順利，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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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第六屆世界台商班 The Sixth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Class

江永興 Chiang,Yung-Hsing
中信酒店（柬埔寨）

總經理

President of Chung Hsin Hotel (Cambodia)

新華衛林總監、徐執行長、各位教授、各位校友、同學及貴賓大家好。
我是江永興，是來自於柬埔寨的臺商，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輔導總會長，今天非常
榮幸能代表比利時國立萊德大學 EMBA 班畢業生致詞，在此向各位貴賓表達最深的謝
意。
對於一個已經離開學校數十年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一天，再次重回學校當學生。
一年多前，新華衛教育集團總監林育賢博士極力推薦與鼓勵，卻讓我有了重新拾回課
本的念頭，但是對於已有相當歲數的我，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挑戰，可是想到可以跟世
界各國最優秀的、背景不同的人一起切磋學習，更有機會在世界性名師的指引下研究，
讓我的心內的澎湃洶湧，勇敢的踏上人生第二次的學習之路。
我曾問自已，有這麼多的 EMBA 班，為什麼要讀萊德大學 EMBA 班呢 ? 他能提供學員自
我精進嗎 ? 他能提供學員更好人脈擴充管道嗎 ? 他能讓學員事業更上一層樓嗎 ? 今天
我要向各位報告，在這一年多的學習歷程中，我發現新華衛教育集團為我們企業領導
者規劃完整符合企業需求的事業經營密集學習課程，引用最新的歐美日管理新知及台
灣特別管理方法加上專案導入式學習，讓學員聆聽課程案例時感同身受並即學即用，
同時加強成功與失敗之案例及精闢解析，引導學員進行換位思考，真的是收益良多。
在萊德大學 EMBA 班學習歷程，雖然是我人生求學的歷程中是最短暫的，卻是最豐富、
最充實的一段，它讓我深深體會到念 EMBA 是一種享受，是一種全面的人生視野的調整，
更是一種深刻的自我提升，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重回校園學習，擴充社交網路，藉著
同儕友情的激勵，挑戰種種不可能的任務。這段時間的學習歷程就像一條山谷中的小
溪，一路蜿蜒而下，有從高處奔騰而下的淋漓酣暢，也有哽咽阻隔的舉步維艱，所幸
的是無論走到哪裡，是順暢或阻礙，每當我抬頭時，都會發現站在路邊兩旁的教授與
同學們，給予掌聲與鼓勵，讓我有持續前進的動力，感謝所有的教授與同學。更感謝
新華衛教育集團與萊德大學 EMBA 班給我再次學習成長的契機，回味這個階段單純的人
情美好，增添我生命無比的樂趣。
人的一生扮演許許多多的角色，角色來去匆匆，在這一年多的日子裡，緣分緊緊地把
大家的串聯在一起，在人生的劇場中，由陌生到熟悉再到相知，由驚喜到一切歸於平
淡再到深深的依戀。今天，我們在萊德大學 EMBA 班學生的角色即將畫下句點，但扮演
我老師、同學角色的你們，在我未來人生的旅途上，角色永遠存在，因為來自於不同
背景的你們，讓我體會一加一絕對是大於二；因為你們，我才知道我有這麼多不同的
發展空間；因為你們，才能激盪我生命的另一次火花。在此特別感謝在這個階段裡相
遇的每一位教授諄諄教誨、每一位同學相互扶持 , 林總監徐執行長督導學習 , 你們賦
予我美好的記憶，幫助我留下生命的腳印。
告別了學校是另ㄧ個學習的開始，冀望你我將學習視為終身的矢志並將所學回饋社會。
畢業只是暫別，友誼永遠不滅 ! 祝您們健康快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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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第六屆東莞班

吳坤正 Wu,Kun-Cheng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Vice Chairman of Racon International Co.

敬愛的校長、各位教授、師長、各位貴賓、及即將一起畢業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 EMBA 東莞第六屆的班代吳坤正，非常榮幸今天能代表本屆
畢業生，上台發表畢業感言！
在這裏首先要代表全體同學，感謝教授師長們不辭辛勞的教學，我們能在
以理論做基礎、實際個案做探討，讓我們學習後能快速吸收，可以馬上在
企業中運用，迅速的做改進及增加效能！謝謝！
我們還要感謝比利時萊德大學、新華衛教育基構，提供了這麼好的平台，
讓我們走出企業一起學習、一起成長！謝謝！
另要感謝我們這屆畢業同學，這一年多來，大家互相提 ? 與勉勵，才能夠
走到最後，除了學習到了各項的知識，也讓同學們培養了深厚的情誼！我
相信大家畢業後必能將所學貢獻企業與社會，成就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所有來賓，闔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事業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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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學習心得

Learning Feedback of Graduates with Honour
鄭有武

寧波嘉隆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非常開心參加了此次 EMBA 的課程，知識友誼收穫滿滿，感謝捷安特承辦專班，
讓我有機會學習成長。感謝 Tina 認真和負責的組織，感染我們用心學習。感
謝所有教授辛苦付出，感謝班長和同學們的關心與幫助。學有所得，學有所
能，學有所用，學有所為。
一，戰略管理應用：公司管理事務會讓我習慣用工作經驗來解決問題，自身
摸索和摸著石頭過河，會走很多冤枉路及不能夠及時有效解決問題。EMBA 課程全球經營環境、
國際企業管理、財務管理、國際行銷、經營策略、人力資源、商務法、供應鏈等一系列管理
實用課程，通過案例和戰略管理模擬的分析及討論，使我戰略思維能力及戰略決策能力得到
一定程度的鍛煉和提高，對企業戰略的基本架構、分析思路、戰略決策的實施及評價等有較
全面而深入的掌握。瞭解戰略管理的本質和基本問題、戰略管理體系架構、戰略目標與使命、
業務環境分析、業務發展戰略選擇，競爭優勢資源、競爭優勢獲取、競爭優勢持續、競爭優
勢合作互動、戰略方案評選、資源組織優化、實施過程控制等，通過這些全面、系統的知識
學習，能夠應用公司戰略發展，促使公司永續經營。
二，學習管理應用：此次 EMBA 的學習方式值得借鑒，他與傳統的校園學習有較大的區別，校
園學習較為被動，老師說什麼，我們聽什麼，而且老師最喜歡告訴我們標準“答案”，使得
我們缺乏思考，而且被動的學習，往往沒有理解，時間久了就忘了。這次的學習，卻是通過
團隊討論，並且提供了歷史案例，老師較為鼓勵我們的從不同角度去評價和發表觀點，這個
非常有利于我們去總結成功的經驗，規避失敗的風險。在多個案例中的國際公司，實際現狀
也存在，更方便我們針對當時的策略進行學習和評價。通過這種方式的學習，你得到的不是
唯一的“標準答案”，而是這個“標準答案”產生的方式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學會思考、提煉、
總結。其次，團隊學習會產生互相幫助的氛圍，在一個案例裏，你負責查閱資料，他負責案
例解讀，我負責撰寫與設計等等，每個人都充分的融入學習，這個學習是個人學習所不能具
備的，同時節約了大量的時間，團隊成員之間的友誼增加。學員的分享非常有特色，老師對
發表的觀點有新意、有創新、有見解的都會點評，在分享的同時又是一次知識點的提煉和學
習。這個學習方式已經我公司內部推行，不僅提升公司人員能力提升又加強團隊之間的合作。
三，自我工作應用：這次的學習，還學習大量實戰管理工作，專案管理、人力資源相關識，
這都給我在公司工作開展帶來便利，回到公司後，首先專案管理要充分吸收和推廣，讓公司
的項目完成率有了質的提升，從原來的人為管理，到現在的流程管理，各項項目開展有序、
效率快。再者，國際行銷的學習，也讓我對銷售重新定位，4P、波特五力分析等等都是幫助
我們在做行銷策略時，能夠全面的思考；牙膏銷售的模擬案例，我也讓銷售團隊多次 PK，鍛
煉了銷售主管的全域觀，同時也影響了我司新年的銷售策略，這些能夠運用到工作上的知識，
極大提升工作效率、人員的能力提升。在學習到“共好”，結合到我司的“樂”文化，組織
了多次團隊學習，讓我清晰的認識到企業文化在企業管理中的定位，也讓我重新探討和梳理
了企業文化建設的思路。對“快樂工作、快樂學習、快樂生活”有了戰略的提升。在推動管
理工具活動，學習“共好”思想等都取到較高的滿意度及效果。
當然，二年的學習絕對不能夠通過短短一些文字就可以表達，還有很多知識還需要多次學習
和討論，去實踐中運用，才能夠吸收。再次感謝新華衛搭建的平臺，老師讓我能夠吸取知識，
感謝捷安特的組織，讓我獲得這個機會，感謝同學，讓我收穫了友誼！知識改變命運，我相
信我們所有人都能夠學有所得，學有所能，學有所用，學有所為，保持持續學習，走向更加
精彩的人生。EMBA 的研修班結束，卻是我們新的開始！加油！歐盟比利時國立萊德大學第三
屆捷安特企業專班全體同仁，感恩，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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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興國

東莞市國悅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在工作中學習，在成長中實踐。一直以來面對的人生中就是這樣，每一次
的學習就是一次成長的機會。我不知道別人通過這次的學習中學到了什
麼，感受到了什麼，瞭解到了什麼。但我知道我自已感悟頗深。
在上此課前，我就深有體會我的知識及觀念一定存在很大的一個盲點及誤
區，所以我在事業上都是反復而無法前行，而雖自已有感，但發現不了確
切的問題，希望經此為期二年的課程中深刻的學習及反省一下，在課堂上
和教授同學反復學習及檢討中，終于發現了自已確切問題，雖然發現了並
不代表能解決，因為隱性的問題不是一天形成的，人的隱性問題也需另外
隨時提醒鞭策自已用時間來導正及解決，這是我本來上課首要目的，但是
沒想到除了這以外在宏觀上的知識收穫更勝于導正自已，書海無涯，書中
自有黃金屋，更有感滿足于自身的人其實都是最缺乏的人，
在新華衛 EMBA 這樣一個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充實自己的環境中。學習
其系統化管理，涉及到專業知識非常的寬泛。在這裏學習越多，感覺以前
瞭解的東西越少，雖然我從事的是工程行業，看似無直接相關，但在這其
中由教授的引領下和各行各業不同領域的同學的交義學習，這對我在整個
人生的視野及對事情的看法上都有了另外一種不同全新的認知，更瞭解人
生的不足，在這其中感謝新華衛的全體教授及同學們的教導，在即將畢業
之時總結心得，學習永無止盡，時時保持進取之心，在人生接下來的挑戰
路途上必定一馬平川，如魚得水再創輝煌，謝謝新華衛全體教授及全班同
學，謝謝您！

廖家興

豐雅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參加 EMBA 課程，透過新華衛總裁邀請最優秀的師資，對課程精心安排，
透過核心課程結合諸多企業的實際案例，讓我們掌握了如何從歷史中記取
教訓、檢討失敗，不讓別人的經驗複製在自己公司裡，也藉由課程中的新
資訊運用在自己公司內部，讓企業可以藉由新資訊改善自己公司並檢視企
業內部問題，思考如何讓公司變得更好更進步，提供自我檢討的想法，讓
公司更精進，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學習，一趟豐富的 EMBA 學習之旅，受益
良多。
在這段學習的過程中，總是忙碌中度過，既要兼具工作，還要同時接受好
久沒有拿起的書本，活到老，學到老，學習總是會使人進步的。態度決定
一切，終身學習。

吳坤正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Vice Chairman

就讀此 EMBA 課程，從課前小組與教授 SKYPE 指導討論，結合理論課程及
實際案例的教學分析，課末的小組案例分享，讓學員能具體的從理論到實
際能夠充分的了解吸收，使能立即可以用於自身企業之中，是非常實用的
課程，幫助了我個人的成長與加速了企業的進步及改革，受益良多！感謝
新華衛管理學院與作育英才教授們的辛勞，及在一起勤奮學習、一起互相
鼓勵的同學！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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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澤宇

景富莊家具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在學習的課程中，最喜歡的部分是很多的實際案例，除了增廣見聞了
解一些優秀企業的經營方式外，也能看到一些曾經叱岔風雲的企業因
為錯誤的決策而瞬間垮台，這些實際發生的事件讓我引以為戒，知道
要想的遠點，不可因目前生意好就得意忘形，要未雨綢繆才行
另外課程中以小組模式來運作，也是一大亮點，團體運作可以督促每
一個人完成分內工作，還可以分享各行各業的一些經驗，對於自己的
產業也能有一定的啟示作用，所以除了課程中的學習之外跟同學也能
學到很多，實在是很豐富的一次學習之旅

卓冠全

卓瑩光波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來到萊德大學世界台商班第一個不一樣的衝擊，就是來自”世界”的
同學，都能在百忙之中學習新的事務，再來強大的師資與豐富的課堂
內容，並用上課的資源案例，結合小組不同的背景，做出來具有文化
不同的各種報告，眼界與思維大大的提升，要做出更有利的決策，就
需要不一樣的思維，管理與技術可以內部量化，國際與市場可以借助
同學的經驗，縮短對外對接的門檻，助益良多。

廖文達

捷安特（中國）自行車有限公司 協理 Asistant General Manager

難得有機會參加與展現毅力的完成這次 EMBA 專班課程，在課程中能更多
方位、有系統的做相關企業管理的學習，也因此能更全方位的做更靈活的
應變邏輯與管理策略思考。在學習過程中除了充實教授們與時俱進的管理
新知外，也在本班多屬中生代年輕的經營管理者的學員中，感受更多的新
思維更使自己在各項感知上倍覺年輕。本次專班學習給自己寫下“認真實
踐終生學習”的優良篇章，對人生心靈歷程做了相當程度的洗禮。于此，
由衷的感謝大家！

黃詩美

HUAMEI (THAILAND) CO.,LTD Managung Director

讀 EMBA 的這段時間裏，讓我在課堂上學習到怎樣讓公司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讓公司可以在惡劣的市場環
境下生存下來。
通過 EMBA 的學習，增長了自身知識，豐富了對企業管理方面的認識，很
大程度地提升了自身能力。同時也覺得自己本身綜合素質有所提高。因為
EMBA 的課程涉及的知識面廣、專業術語多，想要弄懂、學透、只好逼著
自己多學習。在課堂下和同學們交流瞭解到臺灣和香港現代人的想法和思
維方式。他們學習勤奮，能獨立思考和相互尊重，普遍個人素質較高。
EMBA 的學員都是來自不同行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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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臺。希望能與來自各地不同行業的同學相
互交流，分享別人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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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邦

宏福實業 副董事長 Vice Chairman

很有榮幸的能夠參與上新華衛開的萊德大學 EMBA 課程 , 尤其這屆課程是在大
陸廣東東莞市這裡開課，這一班上的同學們都是台商，都是在大陸廣東打拼
的台商，而且有幸能夠跟鞋業同業的班長和同學們一起上這個課。EMBA 課程
讓我得到了相當大的啟發，以及學習到非常多的理論知識和實際運作知識，
這些知識對我在職場上尤其管理經營公司之實際效用非常的明顯受用。從小
我其實不是一個很會唸書的學生，但是這個課程讓我能夠專心的去專研，用
心的去學習，而且非常愉快的可以跟同學們分享，跟團隊做作業。我非常的
認同這個課程以及教授所傳授的隻識內容，這對我的未來在治理管理公司以
及如何擴展更多的業務都具有非常大的幫助，希望新華衛能夠繼續堅持這個
課程讓更多的台商能夠受益。

蔡馨緗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從基層做起 , 一路隨著公司的發展 , 總是覺得自己不足 , 此次的 EMBA 課
程安排 , 從教授給予學術理論的指引 , 思考過去在管理上遇到的迷思 , 不
同課程的邏輯訓練 , 課堂上同學間的實務經驗分享與問題交流 , 小組腦力
激盪 , 雖然有時也是被動著去學自己不感興趣或不熟悉的科目 , 但盡管怎
麼忙 , 怎麼藉口推託 , 這一切也隨著時間推移而持續進行 , 總之還是克服
一切障礙完成了此次階段學習。
”常識”+”知識”+”用心”的運用 , 才能夠順利的推行于工作上 , 並且
得到好的績效 , 今天的學習除了自我提升 , 也能夠奉獻所學與幫助到他人 ,
我想 , 這就是最大的收穫 。

許元瑜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儲備幹部 Management Associate

在 Liege EMBA 的兩年訓練裡，透過教授教學時的個案傳授、團體討論、作
業及論文撰寫等，將應變能力、思考能力培育且內化得更為紮實。如何能全
面性、條理性地拆解與分析層出不窮的問題，並得出具備說服力的結論？或
是如何在信息龐大且變化迅速之下，能充分蒐集、篩選並整合出有用的決策
依據？利用學術理論的邏輯，呼應職場實務的經驗，「做中學、學中覺」。

余靖雯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Accounting Manager

一門課一次就是上 2 個整天，其中還要做小組報告，然後第一天上課除了要
專心聽課外，休息時間就是大家討論報告，第二天一大早再到教室把 ppt 做
出來、練習報告內容，第二天下午就上台報告。時間雖然很短，但發現每組
的報告都很精采，果然，壓力會讓人有超乎預期的表現。
一邊聽課、一邊想是否可以把教授所教的套用在自己的工作上？聽教授所講
的每個個案，每家公司遇到同樣的問題，每間選擇的方式都不一樣，對經營
管理而言，沒有所謂的正確方式，只有最適合的方式。
我們所學的理論，要如何發揮到實務上，變成適合我們的方法？課程提供大
方向給我們，但要如何發揮，就是考驗我們的功力啦！班上同學來自不同行
業，不同的經歷，讓每次上課都有不同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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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婷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Procurement Supervisor

利用假日時間經歷了十二堂 EMBA 的管理課程非常充實，在課堂中吸收教授們
傳授的不同領域的理論以及案例探討分析，結合了過去經驗以及當前趨勢，
甚至是未來的發展，加上課後的作業，無不在職場中引發更多思考層面及運
用！透過課程中與來自各行各業的優秀前輩的討論或是聚會時間，總是能吸
收到許多的寶貴的職場實例經驗，更是受益良多！

王曉俠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OB 銷售支援部經理 OB Sales Manager

有幸參加 EMBA 課程，教授深入淺出結合諸多企業實際操作案例，讓我們體
會和掌握經營理論與實際的貫穿和應用，在作業與專案管理中，不僅學習現
場管理方法和實務，深刻理解 VA/VE 價值工程—企業盈利的基石，以及每個
企業應該構建和如何構建生產計劃的權威性，在工作中除了自己得到提升，
同時也傳承部屬從工作中學習到的方法，讓部屬感到非常受益；在企業策略
管理與永續經營策略規劃課程中，也藉由系統化、結構化的思考訓練，提升
了企業策略管理的能力，在企業經營的中如何從競爭中獲勝，如何創造競爭
優勢，通過產業的五力分析，檢視並改善企業內部已存在或未發現的管理問
題，提供了自我診斷的機會。
經過 EMBA 的研修和學習，激發並開闊的思考與應變能力，在學習中讓我重
溫了學習的快樂！教授們悉心教導，給我帶來的全方位的充電一年半裏少了
不少睡眠，多了許多知識，開始重新”思考“在，畢業以後的很長時間裏，
我會慢慢消化並很好地運用這些所學的知識。

秦嘉生

PT.DAIJO INDUSTRIAL 總經理 CEO

本次課程讓我從原本零碎得來的知識捯到了系統化的整理，藉由本次的學習
及案例的討論更了解到需要更多角度的思維才能完善企業管理的方式，集眾
人的努力才能壯大完善企業經營，經營人心胸要更加開闊容納眾議，不可私
心自用，應以眾人之利為首重，達到利人利己，並力行社會責任。

吳麗雲

普羅士邦板廠有限公司 董事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20 年前報讀了一間英國大學 MBA 碩士課程，家中突生變故，無法學業。這份
終身學習的理念，卻從來也沒有改變過。
感謝新華衛提供此高階企業管理課程，讓我得以完成抱負。雖然稍遲了些，
但能夠在累積多年工作經驗下重新衝刺，感覺更是充實。
在課堂上學習了許多企業經營策略管理，掌握最新資訊與知識，運用及發揮
我們的思考能力，了解如何在企業中有效的規劃營運，並理解團隊精神的重
要性。課堂上也參考了許多成功企業的實際案例，分享它成功的關鍵因素，
也由失敗的案例中瞭解到問題的癥結，開闊視野外也探討本身企業內部需要
改進之處。
能夠同時與來自世界各地從事不同行業的高層，在課堂上共同學習、共同交
流並分享經驗，實在很開心及令人振奮，大家都很努力，把握學習的每一分
機會，實在獲益良多。這真是一份非常實用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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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霖

太倉信隆車料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在捷安特專班學習新華衛開辦的 EMBA 課程是一段非常珍貴的經歷。EMBA，
邀請了最知名的教授和學者到校授課，通過他們淵博的知識，闡述最前沿的
觀點，最權威的理論，並結合最鮮活的案例，深入淺出，將複雜的理論講的
通俗易懂，讓我深受啟發。通過導師所講授的專業知識以及對各真實案例的
學習，大大的開拓了視野、開闊了思路。同時，非常有幸認識了來自各大企
業的領導者、管理者，大家都具備很強的實際管理經驗，與大家一起學習，
一起溝通探討，一起進步，受益匪淺。

李俊毅

昆山貫瑋工程設備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在這一年多的 EMBA 課程中，除了學習到許多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也在經
過 EMBA 課程的洗禮後，重新建立了在自身工作上的思維及態度。更重要的
是，養成了每個月都要提升自己的習慣！
在這個 EMBA 課程即將結束的現在，回想當初剛入學時的自己，更是讓
人確確實實地體會到成長後的成就感！隨著知識及實際操作的經驗累積，期
許自己在未來的工作表現上能夠百尺竿頭、會更上一層樓！

李 勇

東台市康隆車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CEO

在捷安特 EMBA 專班的學習使我深深感受到了團隊的力量，再次深刻理解了
協調作戰的重要性。EMBA 的學習目的之一就是培養大家的團隊意識，所以我
們學習過的這些課程均安排有案例分析，同學們分成若干小組進行討論、分
析，最後交出報告。在小組的分工合作中，我們感到信息收集快速又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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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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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方平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高專 Senior Specialist

參加本次 EMBA 課程，使我有機會全面的瞭解並學習經營企業需要考量的各
方面知識和能力，並在課堂練習和課後作業中提前歷練了經營者的角色。
這次學習，也我有機會在課程學習中對二十年職業生涯作檢視：從技術員到
技術管理者，在管理方面，我的管理認知和方法是否全面和先進；與企業經
營者又存在怎樣的差距；這對我的職業規劃有了更清楚的方向和動力。
同時，在本次的學習中，有幸的認識了這麼多不同領域的教授和同學，大家
的知識和能力，使我感受到了學識的魅力和成果，越發激勵我學習和工作的
興趣。

鄭榮洲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資訊中心經理 IT Manager

“學如逆水行舟 , 不進則退”， 在現今知識不斷推陳出新的時代 , 稍有怠
懈 , 便會落人之後。新華衛提供的學習平台 , 讓我在工作多年之後 , 能重
拾學習之心 , 全方位的課程設計 , 在實務與理論之間相輔相成 , 提昇及改
變自我的管理理念。
感謝在這段時間相遇的每一位同學、老師 , 你們的處事風格、獨特思維、豐
富閱歷 , 賦予這美好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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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斌

中國捷安特有限公司 廠長 Factory Director

在工作或者學習中，乃至于任何事情，有一群與你質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進行，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猶豫時，同伴的加入，讓我不會孤單；困難時，同學的
幫助，
久旱逢甘露；成功時，團隊成員一起歡呼，再約下次挑戰。
感謝公司與新華衛，給了我一個平臺，讓我年過而立再次進入學校學習，課
程充實而專業，辦學嚴謹而認真。
感謝團隊，有你們真好！

馬曉勇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參加 EMBA 的學習是一個主動的過程，需要我們積極主動地參與團隊學習，
善于表達自己的觀點，聽取別人的意見，共同進步，EMBA 學習也為學員提供
了鍛煉理性思維的機會，課堂提問與解答、案例研究、小組專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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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決問題的
方法，並做到預防問題的發生。

張國祥

捷安特 ( 成都 ) 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參加本期 EMBA 課程，同學們都很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在最短的時間
內完成了相關課程，在上課過程中，大家全神貫注，認真的聆聽和記錄，及
時完成作業，如饑似渴地接受著新鮮的理念。大家都覺得機會是如此的難得，
學習氣氛十分濃厚，仿佛回到了學生高考時代。
教授的講座就像是一頓豐盛的大餐，雖然每堂課的時間很短，但教授毫無保
留的把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的經驗拿出來與大家分享。案例分析，深入淺出，
也可謂是异彩紛呈。
本期畢業，不等于學習結束，學習學習，學完之後要勤于練習，要把理論的
東西用于工作實踐，要做到學為所用，在做中學，學中做；才能持續進步。

陸國杰

寧波力盟機械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在捷安特領導的安排之下，有幸能和同學們一起學習 EMBA。對之前沒有經過
系統理論培訓過的我來講，是一個從實踐摸索到正確理論的對照驗證，明確
了哪些方法在做的對與錯，已對現在的工作帶來幫助並將會對未來的工作帶
來更好的成果。同時結識的教授與同學是人脈資源，是能為事業加分的。感
謝 Tina、捷安特教授、同學們！

楊烱火冏炘

昆山頂越車料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在過去二年的時間裏，我很高興也很榮幸成為歐盟比利時國立萊德大學，第
三屆捷安特企業專班的學員，兩年中聆聽了諸多名家大師的教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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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陶淵明的兩句辭來表達我的感受。悟已往之不諫，知來
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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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亦賢

千頃建設公司 ( 柬埔寨 ) 業務經理 Business Manager

參加 EMBA 課程，認識各國家一起上課的台商同學，吸收了大家的經驗與
教授的知識分享，讓我在工作上學以致用，也讓在報告上加強很多重要性
的重點。
EMBA 管理系的課程更讓我了解系統化、網路化和市場行銷，還強化了我
們國際化策略，謝謝大家和教授二年來陪伴與指導，小弟我受益良多，謝
謝！

戴士傑

千頃建設公司 ( 柬埔寨 ) Administration Manager

經過這兩年在 EMBA 課程學習，可以說是獲益良多，許多前輩的經驗談與
經驗技術交流，搭配教授在課程的講解，這些知識可以說是非常寶貴的，
課程中各式各樣的管理與商業策略等各種例子，這些都給了我許多對於現
今市場不同觀點和想法。

余佳紘

駿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在 EMBA 課程中，藉由各位教授的課堂教導，及與學員間的互動討論、報
告抒寫，都使我獲益良多，在上課過程我得到許多新知，且經由書本中的
理論並結合各企業實際案例，剖析各企業於管理上之優劣，得以檢視自身
公司目前營運及體制優缺點，並進而運用所學加以改善，也擴大了自己的
眼界，提升自我在管理方面的能力與知識。

陳麗文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在就讀 EMBA 課程這一年多來，與同學、教授們不斷的課前討論，課中教
授的理論與實例個案教學、課終小組的上台分享驗收，除了引領我重新學
習的熱情，更能將所吸收的成果立即能應用在日常工作中！
感謝 教授、師長們的殷切教學與關懷，以及熱情好學的同學們，希望以
後有機會可以在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就未來！謝謝大家！

許翔凱

米奈餐飲有限公司 店長 Store Manager

第一天來新華衛時我記得是早上 8 點，老實說，因為經營夜生活的事業的關
係我好久沒有這麼早起來，熬夜上課真的很累，不過很快的就發現，這些課
程跟我以為的上課模式很不同，以往上課都是比較死板沒有互動性的，可是
在新華衛我們和教授在探討公司內部問題是結合各種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大
家可以有更具體的範例去將自己企業所可能面臨的問題套用在自己身上，重
新檢視當初做的決策是否為最恰當的，我沒有學過任何企業管理，可是我卻
可以很快就融入大家熱烈討論德份圍中，也激發了我對於企業管理更大的興
趣，周遭的同學也都大有來頭，富有內涵和學問，讓我不只是在課程上面有
全方位的學習，激發更開闊的思考和問題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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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澤宇

蘭溪輪峰車料有限公司 總經理助理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我之前學習的專業是電子電機工程，學習 EMBA 的初衷是為了提高自己，能
夠站在一個運營者的角度看問題，處理問題。
走進第三屆捷安特企業 emba 專班，發現這裏真是藏龍臥虎，事業都很成功，
有許多值得我去學習和借鑒的經驗，非常感謝同學們的陪伴和分享。
因現代社會競爭時代，企業所處的環境時刻發生著巨大變化，贏不只是靠經
驗，學習最新的知識及帶給團隊知識是最重要。
從第一期的作業與專案管理，到最後一期的 Business game，我受益匪淺，
怎樣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起來，形成符合我們公司發展的管理方式方法，但
是自己還需要繼續努力，繼續學習這類課程，全面提升自己。

徐益龍

昆山市友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參加 EMBA 研修班這個大家相互溝通學習平臺，通過課堂的交流討論，從中
分享別人的管理經驗，結合企業的實際案例，緊貼管理實踐，讓我對管理意
識和思考的層次及邏輯有了新的認知。在系統學習的同時，結合轉用到自己
平時的工作中，很多日常管理中碰到的困惑及疑難往往有一點擊中、恍然大
悟的感覺，所以在這段充滿快樂與汗水的學習時光，最大的感受是耕耘後的
豐收喜悅，堅信參加 EMBA 學習，是人生無悔的選擇。

游志仁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東莞分行 副行長 Vice President

從第一堂課陳光辰教授的「作業與專案管理」感受到教學的用心與紮實，
學習到 PDCA 的管理循環運用及標準化注意事項；鍾昆原教授的「企業倫理
與領導效能」課中的「團隊領導的五大障礙」中如何了解團隊成員的 MBTI
類型、剖析了領導人如何逐一克服五大障礙及方法，；吳學良教授的「策
略與永續發展」，經由五力分析模式，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及創造獨特價
值；………；簡睿哲教授的「行銷策略」，經由完善行銷策略規劃流程，輔
以「CountryManager」軟體實際演練證實，加強了行銷策略演練的逼真性。
經由一年多來的 EMBA 交流和學習、一起討論案例、分享彼此的工作經驗、
培養團隊意識，使我收穫良多，豐富了知識、開闊了視野、結交了益友…，
希望自己未來的學習路上，能秉持者這次的學習精神，不斷的自我成長 !

沈遵磊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杭州銷售部 經理 Sales Manager

參加 EMBA 學習，我收穫的是思想、方法、溝通、合作、團隊精神。EMBA 開
放式的教育，全方位的互動學習方式，是不同於一般學習的體驗。在與教授、
商業精英和同學的交互學習中，我能感受到各種鮮活的思想碰撞出的火花。
EMBA 學習重要的是讓人接觸新的思維方式，學會新的思考方法，然後運用這
些來提高自身的技能和素質，來完善你的方案，來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
EMBA 的學習是建立在團隊基礎上的個人學習。所有學員都是平等的，大家相
互幫助，相互尊重，我們彼此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同學友誼，我們收穫的是真
誠的、可貴的友誼。“拓展訓練”和“小組研討”、“集體活動”讓我體會
到溝通與合作的重要性，強化了團隊意識，完善了提升領導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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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鳳梅

Good New SeaFood INT’ LTD CEO

在這段雖然時間不是很長，但課程緊密的時間裡，我確實學到了一系列的工
作管理模式的基礎。
自從我辦理包裝廠以來，每天親力親為的工作方式，使我累的不行，三四年
下來就累病了，所以我實在想必須有一套管理模式使我不至於在我太累的時
後工作進度會受影響，抱著這樣的心情找一間學校受教就是我當時的心願。
經過林總監的介紹，我進了新華衛，上課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這裡真的有我
需要的東西，上課後我就將一些我能用的知識一點點的加在工作當中，很開
心我沒白來，真的學到的很多。

衛 凱

Selle Royal China Vice GM

課堂上的互動性和啟發性，讓我能夠在輕鬆，愉快的環境氛圍中學習，通過
這次的課程學習，讓我在管理能力上更上了一個水平，特別是在工廠的管理
上，有了全面的認識。

李政達

祥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自從開始上了 EMBA 的課程，每天都期待下一次的課程的到來 , 即使上完課
后又要和同學們討論隔天的作業和當晚必須完成作業 . 但是因為每一次上課
我都知道可以從課堂中學習到新的知識和觀念 , 另外我們可以從教授那裏學
到更有系統的課程內容 , 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上課時時間和同自行車業界
同學一起學習成長。

侯順景

青菁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參加 EMBA 課程，每一堂課皆是令人回味無窮，值得細細品味。學無止境，
不斷的學習，改變自己讓自我成長。在忙碌但無聊的生活中，再次挑戰自己。
這種挑戰讓人不會停滯不前，在享受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面臨挫折、疑惑甚
至焦頭爛額後，那種豁然開通的快樂是那麼充實與滿足。

徐晟楓

久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去年八月參加新華衛開課的企業專班，當初擔心每個月崑山台灣兩邊跑無法
專心參與課程，不過經過這十一堂課過得充實時間就特別的快，一年半的學
習課程雖然辛苦，要報告的前一天晚上壓力還是滿大的，可是每次課程結束
回台灣路途中總是回味課程教授細心無私的貢獻精隨，學習收穫是相當的
大，覺得每月到崑山上課是值得的。
然而不僅回去公司處理事情上會聯想到課堂當中教授的一些觀念，還可將教
授的東西傳達給公司的幹部並實施小型公司用的到的東西，讓自己慢慢的思
維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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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 芬

浩盟車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 眨眼即逝 ,，一個僅僅從事銷售領域範疇的我，跨越到
個案學習，人力資源管理、商事法、策略分析、採管理、財務與會計等知識
領域的學習，是一種自我蛻變也是自我挑戰！
開學伊始 , 製造長 Aady 帶隊學長們為我們加油勉勵 , 過程中 執行長一直
耐心的引導，點點滴滴，歷歷在目，有一天執行 長含著淚對我們說 : 如果
我們不認真學且學了後不回到公司分享 , 那將是她最傷心最遺憾的事情 ! 自
此，我嘗試將所學習的影片工具手法等帶到公司和同事們一起分享，把討論
的氛氛和模式借鑑，和大家一起成長，甚是喜悅！
感恩新華衛所有辛勤的師長！
感恩陪伴我一起學習的同學們！
同時也謝謝公司對我的栽培！
祝新華衛騰飛！祝同學們飛騰！

廖培均

政伸印刷 ( 太倉 ) 有限公司 副理 Assistant Manager

透過 EMBA 的課程，不論是理論或是案例，讓我們能夠掌握經營管理的精隨
並結合實務經驗，藉由系統分明的管理及思維，讓公司更容易有管理上的提
升，並審視目前公司系統中的管理系統、方式，是否真正符合公司的經營方
向。
從供應商、競爭者、世界經濟發形式多方了解對公司發展的影響，更長遠的
管理計畫及策略，使公司能有目標的發展並不偏離主軸方向。

江永興

中信酒店 ( 柬埔寨 ) 總經理 CEO

此次能夠就讀比利時萊德大學 EMBA 世界台商班，並且擔任班長，我感到不
勝榮幸，在為期一年多的課程中，學習到了歐、美、日不同產業類別的管理
以及台灣特別管理方法加上專案導入式學習，在聆聽課程案例時感同身受並
即學即用，讓我學習到多元新知，受益良多。比利時 EMBA 每位授課教授教
材豐富、講課認真，由淺入深，與學生互動亦師亦友平昜近人，沒有壓力、
促使我們能夠更快的進入狀況，更快的吸收知識。就讀比利時萊德大學 EMBA
世界班讓我增廣見聞，這次學習更改變了我對很多產業的看法，以及思考的
邏輯，使我在未來面對挑戰時能夠更快的了解情形，並且能夠更容易即時掌
握資訊創造未來，此次上課也認識了各國台商菁英，能夠與這些優秀的人才
在同一間教室做為同學，一起上課，我感到非常幸運，更看到我們台商在世
界各國能夠穩固的紮根，雄踞一方，我更感到無上的光榮，最後再次謝謝新
華衛林總監，徐執行長以及各位教授，謝謝。

倪友倫

北京藍富琳生物科技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我在北京唸書，踏入社會，朋友多是在政府部門擔任職務，在事業上也很大
程度的要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在中國，尤其是北京，因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的影響下，很少有機會接觸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運作原理，這次非常感謝
新華衛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學習到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運作企業，與如何
增加國際化的競爭優勢，這在以前是不會去想到及接觸到的，而這次 EMBA
台商班讓我在這方面學到了相當豐富的知識。
我現在進入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正式要開始面臨這些問題，這次的學習，
讓我更能去操作與應對這些未來的挑戰，更讓我未來無論面對何種類型產業
能夠更加的容易了解。
最後感謝新華衛林總監，徐執行長，及各位教授，給我這個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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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清榮

Hwa Well Textiles (BD) LTD. 董事長 Chairman

感謝新華衛提供這個進修空間，讓我們從這個小空間了解到全世界的經濟脈
絡。從進入新華衛以來，幾乎取消了所有個人的休閒，全心致力於功課學習。
經過近 2 年來的努力及畢業在即，心中無限感謝新華衛全體教授及同仁的支
持與幫忙，讓我們得宜完成這些進修課程。
在這學習的過程中，我們也曾經招受挫折及壓力，而在優質的教授群們一點
一滴的解惑之下，不但讓我們改善了本身公司作業流程，也提昇了我們個人
的領導力，更能了解到世界上各種不同公司的管理及經營模式。
公司的經營首重策略管理，沒有好的經營策略為導向，很難把公司扶上正軌
航向正確的碼頭。而在這 EMBA 課程中我們已經領悟到各項經營策略的制定
及執行的要領和績效的評估。雖然短短的二年時間未到，但我們已經領悟出
部份的管理訣竅，如果我們能依據在校所學各項技能，加以實際運用，必定
可以得到預期的收獲及效果。
所以希望所有台商先進可以多多利用此進修園地，來改造自我本身的經營管
理能力，這是個人之幸運，同時也是台商及國家之大幸。

蔡永逸

印尼第一硅錳合金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非常感謝新華衛給予這一次非常寶貴的機會，能讓我於工作十年後，再次重
返校園，感謝教授們非常用心的授課，感謝同學們認真的態度，讓我非常感
動和震撼。課程非常緊張、辛苦，但內心始終快樂和全身心投入。主要有幾
點體會如下：
1. 團隊的力量：分組的學習，讓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團隊成員之間互相信任、
溝通、共同完成小組報告所需的密契和配合的重要性，對於日後領導自己的
團隊，或是商業合作，都很有助益。
2. 公司文化的建議，從小公司的”人利”，到中型公司的標準化作業 (SOP)，
再到大型公司所需要的企業文化，相信建立”當責”的企業文化，將是每位
企業家終身 ˙ 應該追求的目標。
3. 管理工具及理念的應用 PDCA 循環是一個基本理念，ERP 系統是每個企業
到一定階段必須建立起來的，日常工作中 Gantt Chart 、WBS ( 工作包 )、
PERT 等這些工具，需要我們去運用和掌握。
短暫的學習，可能需要幾，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來消化、吸收、運用。

莊毅東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副秘書長 Vice Secretary General

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為海無涯國際視野無限拓展
良師益友互動交流裨益良多
感恩新華衛教育提供之學習機會與平臺！

彭華利

廣東億網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兩年的 EMBA 課程就快結束了，每門課程的教授都毫無保留的在給我們傳授
知識。除了豐富的理論知識，還解析了許多企業的實際案例，並通過小組的
討論，分析案例的成功與失敗，同學之間也會無私的分享各自的經驗和經歷，
讓我們真正的在學習中學有所得，把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當中。相
信在學習當中的這些日子，將會是我們人生當中非常完美的一段經歷，也會
是以後人生當中非常寶貴的一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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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留言板

Message Board of 2016 Graduates
吳坤正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Vice Chairman

改變人命運的二大關鍵：
學習與人脈，在 EMBA 課程
中是最好的實踐！

吳麗雲 普羅士邦板廠有限公司 董事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所學習的每項科目都非常
實用並與工作事業息息相
關。
教授博學多才、教學認真，
那份悅愉、充實與成就感
實不可言喻。

廖文達 捷安特（中國）自行車有限公司 協理
Assistant Manager

改變人命運的二大關鍵：
學 習 與 人 脈， 在 EMBA 課
程中是最好的實踐！

徐 斌 中國捷安特有限公司 廠長
Factory Director

卓冠全 卓瑩光波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感謝這一次新華衛安排這
麼好的課程，每位教授的
講解與對外部世界的動
態，從這些經驗中學到可
應用在公司的未來方向，
非常的實用，最棒的是同
學的經驗，來自不同國家
的文化與寶貴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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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的學習時間一晃而
過。雖然只是每月上 2 天
的課程，可是感覺一直在
學習。很多課程是以前沒
有接觸過的，這次也非常
系統的做了瞭解。另外一
些課，以前雖有瞭解，可
是學習過後又有不同的進
步。2 年的 EMBA 學習，不
一定今後全部會用到工作
與生活中，但是，只要有
一部分能幫助我，我想，
這次學習也值得了。
學院的安排很充實，教授
也非常專業和敬業，我旁
邊的同學也認真投入。學
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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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俠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OB 銷售支援部經理
OB Sales Manager

一年半的學習緊張而充
實 , 課程內容豐富 , 在
職場工作中非常受用 , 尤
其在視野的提升 , 思路的
拓展 , 培養和提高了全域
觀、經營觀、經營中的危
機處理能力 , 兩年的學
習，常常為了一個個案研
究，忙碌到深夜，學習讓
我感受到更加快樂和充
實， 付 出 的 是 辛 勞 和 汗
水 , 收穫則是成長帶來的
喜悅 , 在與老師和同學的
交流中受益匪淺 , 感謝公
司和學院提供這個平臺和
學習機會，也祝願新華衛
和同學們明天更美好！

楊烱火冏炘 昆山頂越車料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人到中年，再入學堂。萊
德教授，解惑答難，精英
同學，行業借鑒。放空自
己， 靜 心 學 習， 收 穫 知
識、友誼，開拓視野，為
今後更新更高的目標與夢
想，為之努力！

蘇清榮 Hwa Well Textiles (BD) LTD. 董事長
Chairman

蔡馨緗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透過學習探索 , 重新整理
30 年 的 職 場 積 累 , 突 破
自己思路的藩籬 , 更有自
信 , 感恩過去 , 把握現在 ,
迎向未來。

衷心感謝新華衛管理學
院用心栽培及各系教授
敦敦教誨，讓所有 EMBA
同學瞭解更多的世界資
訊及管理經驗。
是今別離在即，永不忘
懷師尊及同學之情誼。
希望再不久的將來，能
再有機會與所有新華衛
師生，一起學習成長！

余佳紘 駿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I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唯 有 不 斷 的 學 習， 才 能
創造更大的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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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文 睿肯國際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在不斷的學習中成長，成
就另一個美好的未來！

莊毅東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副秘書長
Vice Secretary General

追求貴在於堅持
夢想一直在路上

秦嘉生 PT.DAIJO INDUSTRIAL 總經理
CEO

從忙碌生活中再擠出一
點時間學習豐富人生充
實智慧，”珍貴”

郭澤宇 景富莊家具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曹興國 東莞市國悅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學業可以畢業，學習不可
以畢業，所以要活到老學
到老，時光可以畢業，同
學情誼不可以畢業，祝我
們全班同學家庭事業順
利，經常要保持聯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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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際會參加了這次的課
程，適逢公司經營遇到一
定瓶頸感到困惑不已，公
司發展也停滯不前不知前
進的方向，課程中適當的
啟發了我經營的思路，指
引了一條路讓我去努力，
非常感恩有這次學習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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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興 豐雅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重拾書本的感覺很特別，
即使出社會已經十幾年
了，社會經驗雖然累積了
不少，才發現世界很大，
學無止境，多充實自己真
的非常重要。

許元瑜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儲備幹部
Management Associate

「別為挑戰設限，要不斷
挑戰你的極限。」
Don’t limit your
challenges; challenge

張志邦 宏福實業 副董事長
Vice Chairman

學習是為了要能夠走更長
遠的路，人要不斷的學習
才是人生一個很重要的意
義，從學習中，不斷的自
我成長，不斷的思想成長，
不斷的改造自己。

your limit.— Jerry
Dunn
謝 謝 Liege、Hoo Chin、
教授、新華衛及共同學習
的夥伴。
我們選擇了精進，也完成
了這項挑戰。
畢業快樂。

戴亦賢 千頃建設公司 ( 柬埔寨 ) 業務經理
Business Manager

時光飛逝，如今離別心中
難免不捨，但我會把大家
永遠記在心裏，祝大家身
體健康，事事順心。

彭華利 廣東億網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開心學習、快樂工作，兩
年的學習當中收穫的不僅
僅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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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士傑 千頃建設公司 ( 柬埔寨 )
Administration Manager

時光飛逝，轉眼之間，如
今要畢業了，祝大家鵬程
萬裏，萬事如意。

黃詩美 HUAMEI (THAILAND) CO.,LTD
Managung Director

余靖雯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Accounting Manager

很高興能認識我們班的
同 學， 讓 我 知 道 不 同 行
業 的 甘 苦 談， 讓 我 學 習
到管理這門高深的學問，
希望有天能夠朝全方位
管理職邁進。

轉 眼 二 年 我 們 2014 屆
EMBA 班學習就畢業了，在
這二年的時間裏，我們學
習了知識，結交了朋友。
眼看就要畢業了但我們沒
有理由停止學習的步伐，
我堅信通過終身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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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期待
EMBA 的一家人友誼長存、
事業有更大的發展，祝願
老師們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祝願各位同學事業有
成，家庭幸福！

李昌霖 太倉信隆車料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陳怡婷 Hoo Chin Electronics Co., Ltd
Procurement Supervisor

感謝用心傳授專業的教授
們，對于各位同學的學習
熱情以及自我要求深感敬
佩， 恭 喜 各 位 EMBA 畢 業
生！祝福大家在各個領域
都能大展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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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我們信隆集團給予了
這次充電學習的機會；感
謝新華衛提供了這麼好的
學習的平臺，讓我收穫了
知 識 也 收 穫 了 友 誼。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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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毅 昆山貫瑋工程設備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將時間、精力轉換成知識
的感覺真好！

張國祥 捷安特 ( 成都 ) 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1、 地 不 耕 種， 再 肥 沃 也
長不出果實；人不學習，
再聰明也目不識丁 ; 學無
止境，天道酬勤
2、 在 工 作 中 學 習， 學 習
中工作，感覺每天都在進
步，人就會變得充實，人
生就會變得更有意義。

李 勇 東台市康隆車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CEO

畢業有期，
靜思來日相忘長，
別來無恙，
常憶當年讀書忙。

沈方平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高專
Senior Specialist

馬曉勇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系統學習 EMBA 各門課程，
使自己許多長期困擾的問
題豁然開朗，並運用于工
作中，感謝新華街各位教
授與各位同學一起陪伴學
習 2 年！

1. 系 統 化 的 學 習 了 企 業
營運到經營面的視野和思
路，對公司的經營決策更
了然于胸。
2. 教 授、 同 學 不 同 的 論
點撞擊，更深入的理解企
業差异帶來的經營的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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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杰 寧波力盟機械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得 知 識， 增 加 才 幹。 結
識同學，增加資源。

鄭有武 寧波嘉隆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鄭榮洲 捷安特 ( 中國 ) 有限公司 資訊中心經理
IT Manager

容易的是 , 知道學習的好
處 , 就應該馬上去做 ; 困
難的是 , 下定決心報名 ,
加入 EMBA 學習的行列。

每一次課程都能汲取到更
新的知識，每一次同學間
討論交流都會得到更高的
智慧，每一個教授都有不
一樣的風采與正能量，每
一次培訓午餐都吃到回
家要減肥，每一次聚餐都
讓我有酒量不服不行的體
會，每一次的團隊發布互
動都是快樂分享，每一次
課後作業都是痛苦領悟。
快樂工作！快樂學習！快
樂生活！

宋澤宇 蘭溪輪峰車料有限公司 總經理助理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沈遵磊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杭州銷售部 經理
Sales Manager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
鄰”，學習收穫的知識和
積累的情誼，是人生中寶
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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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學習
中，我不斷總結和實踐，
從內心非常感謝捷安特集
團， 香 港 新 華 衛 管 理 學
院，比利時列日大學列和
每一位教授課程上的指
導，也讓輪峰團隊一起學
習進步，公司穩步發展。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刊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徐益龍 昆山市友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國 際 視 野， 一 流 教 授，
精 英 同 窗， 享 受 了 學 習
過程，結識了良師益友，
受益匪淺。

蔡永逸 印尼第一硅錳合金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第三學期於”鯰魚”颱
風抵達期間，飛赴台北，
後 經 停 香 港， 次 日 凌
晨 終 抵 台 北， 實 感 求 學
之 不 易。 當 夜 於 飛 機 觀
看 電 影《 虎 媽 伴 學 方 程
式 》， 感 受 到 印 度 窮 苦
孩 子 讀 書 的 辛 酸。 抵 達
教 室 後， 同 學 們 很 多 是
從 亞 洲 各 國 趕 回 台 北，
甚至更遠的從南非及歐
洲， 多 位 同 學 已 達 退 休
之 年 齡， 仍 刻 苦 攻 讀，
上 課 極 為 認 真。 我 的 內
心 極 其 震 撼 和 感 動 著，
在校期間一直保持著這
種”感動”!

江永興 中信酒店 ( 柬埔寨 ) 總經理
CEO

充實現在 創造未來

倪友倫 北京藍富琳生物科技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這次
EMBA 台商班，也認識了世
界各地台商中的菁英，祝
願大家在未來的日子裡能
有更多成就。

游志仁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莞分行 副行長
Vice President

首先感謝新華衛在我最需
進 修 時， 恰 巧 於 東 莞 成
立 EMBA 專 班， 有 緣 認 識
一群各產業的菁英同學。
還 記 得 一 開 始 Tina 主 持
的分組遊戲，從喊名傳球
活動、完全信任的後仰、
團體合作過關等遊戲，讓
我們還陌生的心房逐漸開
啟，並隨著課堂的開展，
感受到同學們虛心的努力
學 習、 班 長 夫 婦 的 無 私
奉獻、新華衛優秀團隊的
一流教授指導，成就了向
心力超強的「第六屆東莞
班」，謝謝您們給予我美
好的學習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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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順景 青菁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CEO

學習的滋味「醍醐灌頂、
回味無窮」

李政達 祥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EMBA 的課程就好像長途騎
車的中途的補給站 ,EMBA
的知識和授課的內容 , 可
以讓我的精神更好 , 騎得
更遠 .

周鳳梅 Good New SeaFood INT’ LTD
CEO

需要學習的好像還有，太
多的知識還沒學夠，如果
有機會還願意再讀一些，
新華衛真的幫到我了感謝
林總監，Tina 姐、新華衛。

徐晟楓 久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衛 凱 Selle Royal China
Vice GM

時光匆匆，卻受益非淺，
很慶幸能與新華衛結緣，
一流教授，精英同學，祝
新華衛越辦越好，祝同學
們大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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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將 結 束 EMBA 的 課 程，
每節課都非常的充實精
彩，尤其每次專業的課程
都聘請台灣頂尖的教授授
課，新華衛的用心讓我在
這企業專班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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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 芬 浩盟車料 ( 上海 ) 有限公司 經理
Manager

結緣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每
一位師長，榮幸之致！
結緣第三界捷安特專班的每
一位同學，惜緣！
感恩這一切！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用已之學 延伸未來的深度
與寬度！
用已之學 懂得分享！

廖培均 政伸印刷 ( 太倉 ) 有限公司 副理
Assistant Manager

教授所教的觀念及帶入的教
學實例，讓我們學員能夠轉
入日常工作中的管理，課程
中的互動，有教學相長的效
果。

許翔凱 米奈餐飲有限公司 店長
Store Manager

工作上所遇到或未來遇到
的問題，透過新華衛課程的
學校與跟教授和同學之間
的討論可以學習到多方面
思考和以不同的方式解決
處理。過程中還有實際案例
做探討，讓我有更多實例去
研究大企業是如何在各種
狀況下運用各種方式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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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校 活 動 剪 影 Curricular Activities
第三屆捷安特專班

2016
112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刊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第九屆泰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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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世界台商班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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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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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東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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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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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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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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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9 年畢業典禮

2008 年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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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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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 台北 )

2000 年畢業典禮 ( 吉隆坡 )

1999 年畢業典禮

1998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7 年新華衛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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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教育集團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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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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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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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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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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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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辦第六屆世界台商班
開辦第一屆寧波泰茂企業專班
開辦萊德大學亞州區第一屆博士班
第十九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台灣台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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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d in Hong Kong and devoted to providing advanced education for business
executives in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Appointed by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to offer BBA MBA Ph.D. degrees in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First BBA students graduated in L.A. there were more BBA MBA and Ph.D. students
graduated every year conti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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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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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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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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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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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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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ed by Andrew Jackson University (AJU) of USA to popularize its MB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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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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AJU MBA program of Taiwan comm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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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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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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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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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ld the grad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ith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in Taichung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150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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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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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th Thailand MBA Program commenced
Catcher Technology MBA Corporate Program
new World Education Group was awarded the best service award by New Kinpo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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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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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O MBA Corporate Program
8th Thailand MBA Program commenced
2thXia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1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Kunsh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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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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th Donggua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3rdXia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1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Jakarta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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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th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9th Thailand MBA Program commenced
6th Dongguan intake commenced in China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Kunshan China
3rd Giant(China) MBA Corporate Program commenced
6th World Taiwanese Businessmen MBA Program commenced
1stNingbo, Bailey Cycle Service MBA Corporate Program
commenced
1stUniversity of Liege Ph.D. Program commenced
19th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Taichung, Taiwa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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