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金融商业巨头对哈佛 ＭＢＡ 的评价
哈佛商学院，商办的梵蒂冈。ＭＢＡ，成功与富有的象征。
以前，美国的年轻学子梦寐以求进入法学院与医学院；现在，学生们纷纷
地挤向商学院，去追求企管硕士 ＭＢＡ 文凭。
ＭＢＡ，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
哈佛商学院培养的是总经理人材。这一宗旨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改变。哈
佛之所以有非同凡响的影响，是因为学校抱着以培养总经理为已任这一坚定不
移的宗旨，这就是哈佛的使命。
刚出校门的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平均年薪可达 １０ 万美元。
这不一定培养“知识分子”，而只造就“能力分子”；它不注重造就知识
型的“专业人才”，而只造就“职业老板”。
哈佛 ＭＢＡ 学位是全球各科硕士学位中的含金量最高的。
不论学生们何种行业，哈佛商学院都教给了他们一整套企业管理和增加利
润的方法和工具，这一点毫无问题。
哈佛的教学最将工商界高层管理经验浓缩在两年的学习中。学习使学生们
广泛地接触了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并为学生提供了制定各种决策的工具和构
架。
哈佛 ＭＢＡ 基本的风险分析、财务分析、制定策略的技能都是相当高明的。
学生们毕业后，分析数据的能力看起来好象特别受雇主的重视。
哈佛毕业生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巧妙地处理多种多样的情况，有极强的
适应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基础训练，８００ 多个案例分析，
使他们接触了远远超过了一个企业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

哈佛大学校训：
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为祖国和同胞服务出去。
哈佛商学院学生入学手册箴言：
优秀的潜在管理才能是唯一的入学标准。
哈佛商学院院长麦克阿瑟训辞：
人的一生只做一个企业经理、银行家、学者、企业家，挣许多钱是不够的。
除了事业上成功之外，你们还应设法帮助许许多多被生活遗弃的善良人。

编者的话
美国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说哈佛大学可称是全美大学中的一项王
冠，那么大学中的商学院（即哈佛商学院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１，简称
ＨＢＳ 就是王冠上夺人眼目的宝珠。哈佛商学院被美国人称为是商人、主管、
总经理的西点军校，是全世界培养企管人才的最著名的学府。
哈佛商学院饮誉全美，近年来在中国也声誉鹊起，企管人员、工商科学
子，几乎人人都可随口说出商学院及其工商管理硕士（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简称 ＭＢＡ）的一个个“神话”。
哈佛商学院是一个制造“职业者板”的“工厂”，美国 ５００ 家大财团中
近 ２／３ 的决策经理毕业于 ＨＢＳ。
哈佛的 ＭＢＡ 人人都疯狂般地关心企业的成长和利润，他们有着极强的追
求成功的冲动，和自命不凡的意识，他们是商业活动中的职业杀手。
ＨＢＳ 的 ＭＢＡ 就是金钱和权力，是成功的象征，新毕业的 ＭＢＡ 平均年薪可
达十万美金以上，以致美国人指责 ＭＢＡ 的第一条缺点就是他们的身价太高。
………
在中国，“哈佛商学院”似乎成为一种神话，一种迷信。说哈佛，谈 ＭＢＡ
好象成为一种时髦和时尚。
而真正的有识之上在一片浮躁的流行色中早已开始踏踏实实地接触和学
习哈佛 ＭＢＡ 最本质的东西。
在中国，已有 ２６ 所名牌大学，借鉴外国经验开设的“ＭＢＡ”研究班，每
年有约万人报考，考生人数年年剧增。据闻有些己获其他学科的博士返过头
来再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近两年来，笔者结合教学需要，曾研读了大量哈佛商学院的教程，在哈
佛商学院中几十年来积累沉淀的一大批优秀的 ＭＢＡ 教材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名
著，被世界上几百所商学院选定为教材、补充教材和参考书，有鉴于社会的
迫切需要，根据哈佛商学院的教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为那些向往哈佛、向往
ＭＢＡ 的学生或工商管理者编写一部简明的 ＭＢＡ 教程，我们认为是十分有意义
的。
此书的读者定位主要是从事管理工作或准备从事管理的经理或准经理，
所以教程编写的主导思想在介绍哈佛商学院 ＭＢＡ 的内核真义时，注重深入浅
出和简洁实用，避免和排斥任何繁琐的学究式的高深。使读者在其中能了解
哈佛 ＭＢＡ 学的是什么，得到的是像 ＨＢＳ 学生一样的综合全面“总经理能力”
而不是专深的“学科专家能力”。
本书共分三部分。
为了让读者能更真切、更具体地了解和感受哈佛商学院 ＭＢＡ 的教学和生
活，在“第一部”中，用了较大的篇幅仔细地介绍了哈佛 ＭＢＡ 的课程安排，
教学群及教学内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培养自身各种能力的方法。
“第二部”中，根据哈佛商学院讲授的几十门课程，我们选择了它的全
部必修课，即人事管理、行销与营销、会计与财务、生产与作业管理、劳动
管理、经营活动的管理、预测管理、资讯系统管理、组织管理、统计学、经
济学以及怎样做一个出色的经理等。
哈佛商学院从 １９２４ 年首开案例教学之风，在学生两年的学习中用 ８００
多个案例，迫使学生像主管经理一样去思考，为其日后进入领导层打下坚实

的基础，本书在精选的原则下，尽力在教材章节中或章节后多选用案例，以
供学生们思考或学友间辩论。
哈佛商学院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满足不同类型学
生的需要还设置了众多的选修课。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我们根据 ＨＢＳ 的课
程安排，选择了部分选修课，包括战略管理、竞争管理、管理决策、管理者
手册、管理的趋势、经营管理者等。
我们在大部分的章节后面安排了检测题，以便使读者能随时了解自己的
学习效果，了解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最后，祝每一位读者：
借此书能够成为第 ８０１ 个 ＨＢＳ 的 ＭＢＡ！
借此书能够登上总经理宝座！
借此书能够成为优秀管理者，出色的领导人！
编 者
一九九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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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概况

哈佛大学和哈佛商学院
第一节

哈佛大学

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小城——坎布里奇。清澈透底
的查尔斯河，在那里静静地流淌着。在查尔斯河南岸，矗立着一个爬满常青
藤的红砖建筑群，里面林木茂密，绿草如茵，这就是享誉全球的王牌学府—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的创建可以追溯至 １６３６ 年。当时，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刚刚成
立 ６ 年，为了保存欧洲的传统文化，移民大会决定创建一所培养牧师的学校。
因它所在地的地名，也称为坎布里奇学院。
两年后，一位名叫约翰·哈佛的建校委员，将他一半的财产和一个私人
图书馆捐赠给学校。１６３８ 年，哈佛人为了纪念这位捐献者，把校名改为“哈
佛学院”。至今，在哈佛校园里，仍端坐着这位令人尊敬的约翰·哈佛先生
的铜像。他手捧书本，慈祥而儒雅。
坎布里奇虽然只是一座人口仅有 １０ 万的小城，但是，它在美国却是家喻
户晓。除了哈佛大学及另一所名牌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座落在那里外，还因
为它与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将军就
是在这里于 １７７５ 年 ７ 月 ３ 日就任大陆革命军总司令，发动了美国独立战争的
第一个战役，鸣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濒临查尔斯河的坎布里奇，与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隔河相望，宛若
一个城市。因而通常人们讲到哈佛大学，往往都说其在彼士顿。这也不错，
因为坎布里奇是属大波士顿区的。不过，同繁华喧闹的波士顿相比，坎布里
奇要显得古朴和幽静许多。
哈佛大学是著名的“常青藤联盟大学”的领袖。“常青藤”在美国以至
世界都颇具盛名。所谓常青藤联盟，是指包括哈佛、那鲁、普林斯顿、哥伦
比亚、布朗、达特默思、宾夕法尼亚及康乃尔等 ８ 所美国东北部历史最悠久
的名牌大学的联盟。因这些大学校园内的建筑物上爬满了常青藤而得名。
１７８０ 年，哈佛学院改名为哈佛大学，并于 １９ 世纪中叶摆脱了教会和政
府的控制，在行政与财政上取得了独立。
学校的领导机构是学校的董事会与监督委员会。其中董事会由校友大会
选出，由 ６ 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校长 １ 名，副校长 ３ 名，顾问 １ 名，会计
１ 名，大学秘书 １ 名。
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政与校务管理。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的重大事
务，都由校长和各部门主任向董事会提出，由其讨论决定。
监督委员会，由 ３０ 名成员组成，多在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
学生中选举产生，任期 ６ 年。定期举行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与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
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像其它美国私立大学一样，其不仅是一个学府，
也是一个企业。它经营投资和股票生意，有巨额的财产和基金。在其每年的
年度报告中，首先讲的是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教学和科研情况。
哈佛大学采用课程选修制。学生的必修课，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三大类。学生可以从规定的 ４０ 个领域中选择主修课，选修课占 ６０
％。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选修研究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
要取得学士学位，要学 １６ 门课，其中 １０ 门课的成绩，须在 Ｃ 级以上，
共取得 １２８ 个学分，还要住校两年。本科生毕业后，有 ６０％左右进研究院深
造。其中大约有 １８％进医学院，２０％进法学院，２０％进商学院。
哈佛大学现有 １２ 个学院。有教师 ４０００ 多人，学生约 ３ 万人。外国留学
生有 １５００ 多人，其中 ９０％是研究生。１２ 个学院，有 ８ 个学院（哈佛学院、
拉德克利大学院、文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设计学院、肯尼迪政治学
院、神学院）在坎布里奇。４ 个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商学院）在波士顿。
（１）哈佛学院
１６３８ 年建立，是一个只招收男生的本科学院。毕业时可授予文学士或理
学士学位。现有学生约 ５０００ 名。招生条件较高，要求考生在高中学过四个学
分英语，四个学分外语，四个学分数学，两个学分历史（包括一个学分美国
史），一个学分实验科学，一个学分音乐或美术。考生要通过美国“教育测
验服务部”（ＥＴＳ）主持的“学能测验（ＳＡＴ），学校的录取委员会还要对考
生口头提问三至四次。它不仅看考生的学业成绩，更注重考察考生是否有培
养前途。看考生的意志、进取心、竞争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等等。
（２）拉德克利夫学院
创建于 １８７９ 年，只招收本科女生。是美国著名的“七姊妹女子学院”之
一。它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与哈佛学院按同样条件
联合招生，课程也大致相同，两校学生一起上课。学位也由大学授予。它的
毕业生，有 ５０％左右进研究院继续深造。其中 １７％左右进医学院，２０％左右
进法学院，１０％左右进商学院。该院现有学生 １８００ 多人，其中黑人约占 １０
％左右。学生大部分都住学校宿舍。
（３）文理学院
１８７２ 年建立，是一个研究生院。可修文、理、工程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现有研究生约 ３０００ 名。共设有 ３０ 个系：天文系、化学系、生物系、解剖学
系、细菌学系、森林科学系、地质系、数学系、环境科学系、统计学系、物
理系、生物化学系、人类学系、历史系、心理学系、社会学系、科学史系、
药物学系、美术系、英美语言文学系、古典文学系、比较文学系、东亚语言
文学系、德国语言文学系、凯尔特语言文学系、梵语和印地语言系、工程和
应用物理学系、美国黑人研究系、经济学系、行政管理学系。
文理学院还与法学院合开法学博士学位课程；与教育学院合开文科教育
硕士学位课程；与商学院合开商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
（４）教育学院
１９２０ 年建立，现在学生近千人，女生约占一半。主要课程有：数学、美
术、自然科学、历史教育学、英语、教育行政管理学、教育史和教育理论、
教育和社会政策、古典文学、现代外国文学、社会教育学、人类发展学、哲
学、科学教育学、课程研究学、教育规划学、学习环境学、临床心理学等。
有一些课程，与文理学院、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合开。教育学院可颁授
教育学硕士、人文科学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等学位。
教育学院设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和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５）设计学院

１８７４ 年建立，没有建筑学系、城市规划系、园林技术系、区域规划系、
都市设计系。主要颁授硕士学位。
设计学院没有环境设计中心、电脑图解和空间设计实验室、本工造型艺
术研究室等。
（６）约翰·菲·肯尼迪政治学院
１９３５ 年建立，现有研究生 １００ 多人。颁授公共事物管理，公共政策的硕
士和博士学位。
（７）法学院
１８１７ 年建立，现在研究生 １８００ 多人。法学院在美国和世界都很有名。
有“美国律师的摇篮”之称。进法学院必须有学士学位。学习三年，可获得
法学博士学位。课程有：宪法、行政法、商业法、公司法、税法、法哲学、
法律史、比较法、联合国法、公司财务、会计学、劳动法、反托拉斯法、家
庭法等。学生在律师工会会员指导下，到法院或法律扶助会，参加审判或辩
护实习。高材生可取得学生主办的“哈佛法学杂志”编委的职务，被认为是
最高的荣誉。
（８）商学院
１９０８ 年建立，现有教授约 １００ 人，各类学生 ２０００ 人左右。绝大部分是
研究生，约 １６００ 人。哈佛的商学院，在美国和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研究
生的入学条件，规定须有学士学位和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完成两年学习计
划，可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如欲继续修企业管理博士学位，需再学两年。
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在美国企业界比其他学科博士要吃香得多（有
关哈佛商学院的情况，下一节将更具体地介绍）。
（９）牙医学院
１８６７ 年建立，招生条件是拥有学士学位，并通过统一的“牙医学院入学
考试”（ＤＡＴ）。前两年为基础课程，有人体解剖、细胞生物学、统计学、细
菌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物学、内分泌等。后两年为临床课程，
有口腔组织学、口腔病理和内科诊断、营养学、环境卫生学、消毒法、Ｘ 光
学、口腔外科、小儿齿科、整形学、牙周病学、膺复学、齿科材料学、牙齿
解剖学、牙体手术学、牙髓病学、义齿学等。哈佛牙医学院过去为四年学制，
１９８０ 年起改为五年学制。在第五学年，学生选修公共卫生学院、企业管理学
院、肯尼迪政治学院的课程。五年毕业，可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牙医学院
每年只录取学生 ２０ 人。
（１０）神学院
１８１６ 年建立，主要培养宗教领袖人物，研究世界各种宗教。可颁授神学
博士学位。
（１１）公共卫生学院
哈佛医学院于 １９０９ 年设立预防医学和卫生学系。１９１１ 年首次颁授公共
卫生博士学位。１９２２ 年从医学院分出来，成立了公共卫生学院。它的教学和
研究范围，除疾病防治方面外，还肩卫生服务系统的计划与管理方面。热带
公共卫生系，以研究热带病而闻名世界。曾担任系主任的韦勒教授，发明了
病毒的组织培养，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现在该系以寄生虫单克隆抗体为研究
重点，将近代分子生物学应用于人体寄生虫的研究。生理系的毒理学实验室，
是一个有毒物质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化学毒物、放射线和某些病毒的促癌
致癌作用。

公共卫生学院开设下列课程：行为科学、生物统计学、传染病学、微生
物学、环境卫生学、营养学、生理学、人口学、放射生物学、毒理学、热带
公共卫生学、职业卫生学、卫生政策学、卫生管理学、妇幼卫生学、老年卫
生学、卫生工程学等。
公共卫生学院颁授的学位有：公共卫生硕士和博士、卫生政策与管理硕
士、工业卫生硕士等。
（１２）医学院
１７８２ 年建立。是哈佛大学最早建立的专业学院。也是美国最有名的医学
院。它在免疫遗传、流行病、病毒致癌、神经生化和行为药理学等方面的研
究上，在美国居于领先地位。每年美国医学院的教育和科研评比，它差不多
总是名列第一。
此外，哈佛医学院还与其他专业学院，合开一些修两个学位的课程。它
与公共卫生学院合开的课程，可在五至六年内，修得医学博士和公共卫生硕
士学位。它与公共卫生学院召开的课程，可在五至六年内，修得医学博士和
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它与文理学院合开的课程，可在六至八年内，修得医学
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它与肯尼迪政治学院合开的课程，可在五年内，修得
医学博士和公共事务政策硕士学位。

第二节

哈佛商学院

在美国众多的学院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哈佛大学，而在哈沸大学中，最
受 推 崇 的 是 哈 佛 商 学 院（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１ ， 全 名 为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ＨＢＳ。一
译为哈佛管理学院，一译为哈佛商学院，本书译为哈佛商学院较符合原义）。
它被誉为哈佛王冠上的宝石。
在哈佛大学那片爬满常青藤的 ２７ 座建筑物围成的一个近似长方形中，处
于中心位置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图书馆贝克图书馆。不远处，就是赫赫
有名的世界超一流学府——哈佛商学院。
商学院与哈佛大学的其他部分相分离，自成一体。这里还有数百家餐厅
酒吧、一家超级中场、一个邮局和一个教堂。校园里绿树成荫，修剪整齐的
草坪，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空地。道路干净导像没人走过一样，就是在季节变
化的时候也是如此。
哈佛商学院创办于 １９０８ 年，是美国最早的管理学院之上一。现有 １６０
多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和在职研究人员。其图书馆堪称世界上
最大的管理类图书馆，收藏有关管理方面的各种书籍、文献、资料 ５０ 万册以
及期刊 ６５００ 多种。
哈佛商学院每年要招收 ８００ 名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３０ 名四年制的博士
研究生和 ２０００ 名各类在职的经理培训，由于申请的人数很多，竞争非常激
烈。其对申请者的要求很高，除了要有优异的本科学习成绩外，还要有丰富
的工作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其要求学生要有担任领导的才干和气质。在 ＨＢＳ
的入学手册上这样写道：“优秀的潜在管理才能是唯一的入学标准。”
ＨＢＳ 认为，企业管理与法律、医学等学科一样，应该也必须当作一种学
科来教。现在世界各国的很多商学院、管理学院都接受了这一观点。
在 ＨＢＳ 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会对自己的期望目标、发展前途、知识结
构、人格特点和实际成就逐一作出检查。ＨＢＳ 的环境以及整个教学内容，都
是按照如何培养企业界的未来领袖而设计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 ＨＢＳ
的唯一目标。
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必须解决 ８００ 个以上有关企业经营问题的具体案
例。这些案例要与 １０ 个讲座的 １０ 位教授一起详细研讨。同时，每年还有众
多活跃在实业界的著名人物被请进课堂，为学生们上课，并介绍给学生们相
识。这使学生们在毕业之前，就拥有了一笔无形的财富——“关系网”。
学生通过研究和分析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具体案例，接触到管理企业
可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并利用哈佛商学院开发的独特的“分析技巧”，
对这些问题作出适当的判断和决策，从中培养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并且，
学生们还必须不断地和极具实力、个性和竞争意识的同学相互刺激和启发。
学生们明白，他们不但是同学，而且是竞争对手——现在是，将来也是。
哈佛商学院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要求他们每时每刻都要付出相当大
的努力，一时一刻都不能松懈。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上进心、好
胜心和自信心。
这些“职业老板”的苗子，也有自己的苦衷和压力，因为他们在哈佛两
年中所培养的自信心和思维模式，使他们注定今后“只能”当老板，而不是
干别的，否则就会有太多的失落感。

ＨＢＳ 的学习重点，是真正的“管理”，而不是“管理学”；它不一定培
养“知识分子”，但肯定是培养“能力分子”；它不注重造就知识型的“专
业人才”，而只造就“职业老板”。
ＨＢＳ 最引以自豪的，是他们实实在在地向社会输送了大批极其优秀的人
才，在美国 ５００ 家大财团中有近 ２／３ 的决策经理们，是从 ＨＢＳ 走出的。如美
国氨脂公司总裁小乔治·Ｊ·塞拉，美国广播公司总裁丹尼尔·Ｂ·伯克，联
合太平洋公司总裁小德鲁·Ｌ·刘易斯等都是 ＨＢＳ 的毕业生。正是由于这些学
生毕业后的杰出表现，使得哈佛商学院扬名世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超一流
学府。
在人们的心目中，哈佛商学院的 ＭＢＡ 学位证书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是
人们进入高级管理阶层的通行证。
学生的家长们也将 ＨＢＳ 作为他们把子女推向上层社会，向他们的儿女传
授如何出人头地的技能和价值观的理想学府。
在哈佛商学院上过学的人相信，在那里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确确实实
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财产的一部分。
环境塑造人，有哈佛商学院的特殊环境，才有了 ＨＢＳ 特殊的毕业生。人
们普遍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位在极普通的大学毕业，又在纽约过了几
年工薪阶层生活的青年人，仅仅在哈佛商学院生活了两年，毕业后怎么会一
下子变成了世界知名企业中独挡一面的干将？
社会上对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一般是这样评价的：
首先，他们都是优秀分子。他们基本上是以前几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本
科学业，并且在进入 ＨＢＳ 之前，已经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并取得了良好
业绩的人。他们在学问上，在实际工作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第二，他们的竞争意识很强，有着“野心家”一样的上进心。他们竞争
起来几乎六亲不认，并且能言善辩、动手能力极强。
第三，他们大都有着很强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甚至有点“自命不凡”。
在 ＨＢＳ 的两年苦读，不仅不能磨去他们的朝气和热情，反而会培养出更多更
高的朝气和热情。他们认为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出色的人才，
能够在社会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自卑和怯懦与他们无缘。
确实，在 ＨＢＳ 的学生中有着不少孤芳自赏、自傲甚至自以为是的人。不
过，煽动他们这种心理是社会各界的尊宠，特别是那些给他们提供年薪 １０
万美金的大企业、大银行和管理咨询公司。
工商管理硕士课是哈佛商学院教学的中心内容。此外，还有工商管理博
士课（ＤＢＡ），目前有近百名学生，以及十种专门为在职经理人员开设的课程，
每年约有 １８００ 多人参加。
哈佛商学院有四种为总经理阶层人员开设的课程：一是高级经理课，为
时 １２ 周，参加者多为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等。二是国际高
级经理课，为时 ８ 周，参加者多为跨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三
是管理能力发展课，为时 １２ 周，参加者为有 ５～１０ 工作经验的中级管理人员。
四是小企业经理课，为时 ９ 周。
ＨＢＳ 还有七种为负责某一部门的专职经理的职能性课程。每一个课程为
时 １ 至 ３ 周不等，一般在夏天举行。
另外，哈佛商学院每年还要举办各种专题讨论会。
哈佛商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级的管理人才，即经理。哈佛人习惯于

将其比作厨师，因为他们将一堆杂乱的原料经妙手料理而变成一道道可口的
佳肴投放到市场，奉献给社会。
ＨＢＳ 的管理者认为，物色一位教育部长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位优良的厨
师则不然，这个职位需要全才。他们认为每一位成功的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三
种技能，即：技术技能、人事技能和概念技能。
所谓技术技能指通晓和熟悉一种专业性活动，尤其是涉及方法、过程、
程序或技术的活动。
所谓人事技能指管理人员作为组织的每一分子做好本职工作并带领他手
下的人员发挥合作精神的能力。
所谓概念技能包括把企业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能力；也能够认识到一个机
构中的各种不同职能的相互依赖，其中一部分有所改变就会影响到其余各部
分。
ＨＢＳ 的出名绝非仅仅在传授知识和技能方面，在伦理教育上也是堪称楷
模的。
前院长麦克阿瑟非常强调学生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性，他敦促学生要
宽于待人，严于律己，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要爱人，要助
人为乐。他希望毕业生不要忘记母校，不要忘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
的义务。他勉励大家说：“人的一生光做一个企业经理、银行家、学者、企
业家，挣许多钱是不够的。除了在事业上成功之外，你们还应该设法帮助许
许多多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被生活遗弃的善良人。我们应当向他
们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哈佛的校训是“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为祖国和同胞服务走出
去。”

第二章

哈佛商学院的教育制度

第一节

哈佛商学院的入学标准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哈佛商学院呢？
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６０００ 多名报考者竞争 ８００ 个名额，入学率一般
在 １６％左右。学生们的平均已工作年限为四年，平均年龄在 ２６．４ 岁。
哈佛商学院的入学手册上写道：“优秀的潜在管理才能是唯一的入学标
准”。不过，学校的招生委员会一般要考虑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智力（在
校学习成绩）、潜在管理能力和个人领导才干和气质。
此外，入学标准还要参考学生的管理能力测验（ＧＭＡＴ）的成绩。管理能
力测验是美国为申请管理学校而专设的统一考试项目。测验学生的语言、数
学和推理能力。该测试每年在世界各地举行五次。哈佛学生的 ＧＭＡＴ 平均分数
在 ６５０ 分左右。
不过从个人角度讲，由于高昂的学费和其他费用，谁也不能否认经济条
件是入学的基本标准之一。
哈佛商学院不断实行改革，例如它在录取新生时，已不主要考虑 ＧＭＡＴ（研
究生入学考试）分数。更注重学生入学前的实际工作经验。哈佛在努力使学
生来源多样化，在努力探讨和发展那些决定学生毕业后事业成功的其他因
素。
招生主要依据个人的简历资料，大学时代教授的推荐和工作单位的介
绍，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了。但书面材料仍是最基本的选拔依据。
哈佛商学院的入学申请过程，是所有商学院中最难，也是最长的。这个
过程为那些迫切想进哈佛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在各方面充分展示自己能力和
个性的机会。
填写哈佛商学院的入学申请表有 ２１ 页之多，颇像写自传，在洋洋数千言
的九篇文章里，除回答一般性的问题外，学生必须陈述入学动机，剖析自己
的优缺点，列举兴趣嗜好，还要列出自己的三项突出成就及其原因。你要能
证明你有完成两年学业的充分能力；你必须有正确的道德观念；你必须显示
出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你要有大学时代掌握的牢固的理论基础；你还必须有
一个健康的体魄。
能否顺利通过选拔的关键，是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你有别于众多的
报考者，必须突出自己的个性特点。进入哈佛商学院也需要相当的技巧，有
人甚至说，那些能够进哈佛读书的人，应该免修市场营销课，因为他们在入
学阶段，就已经非常成功地显露了他们在为自己定位，以及表现自己特点差
异化方面的卓越才能。
另一个决定能否进入哈佛商学院的重要因素是推荐信的好坏，校方特别
重视他人对你在大学学习和单位工作时的表现和成绩的评价。近几年中，哈
佛商学院所要求的推荐信的数量越来越多，这表明了在决定录取时推荐信的
重要性越来越高。推荐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来工作单位的；二是所
毕业大学教授的。推荐信的内容要求对被推荐人的领导及管理能力，道德行
为表现，以及智力水平作出评价。
过去进哈佛商学院并没有面试一项，而现在，面试已成为选拔学生的一
种重要方式。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大学时代的优秀生，他们不但有大学教授及

工作单位的良好推荐信，而且有的已经在管理企业上初显身手。
进了哈佛，并不是就进了保险箱，你不竭尽全力去拿下那些规定的学分，
就会被甩出来。事实上，确实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因各种原因无法顺利毕业。
究其缘由，是哈佛有一套严格的评分方法。
评分方法是产生竞争激烈现象的主要根源之一。因为评分采用一种强制
性的分配方法，将分数分成四等：Ⅰ、Ⅱ、Ⅲ、Ⅳ，最高的一等Ⅰ是优秀；
Ⅱ是良；Ⅲ是及格；Ⅳ是不及格。哈佛商学院这种强制性的评分方法，使每
个班有 １０％的学生得不到“良以上”的成绩，不到 ３％的学生要被迫退学。
每个班成绩最好的 １０～１５％的同学得Ⅰ；成绩中等的 ７０～８０％的人得
Ⅱ；成绩差的 １０～１５％的人得Ⅲ。得Ⅳ的人属极个别，但他们仍潜在地影响
着其他同学的成绩。一般来讲，课堂发言占分数的 ２５～５０％，其余的根据考
试成绩和论文进行评分。
另外，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招考之前，要对考生先经过一次有趣的测试，
这个测试，将是学生进入 ＭＢＡ 教程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大部分人
或许宁愿相信花 １０００ 美元去向专家请教答案，不过现在举行的这项测验也是
经过各专家协力拟定的，效果既快又好。有些问题乍看之下是相当可笑，可
是却能探测出连自己都觉查不到的潜在的意识。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它的试
题：
问题 １：你的商业观属于下列四项中的哪一项？
ａ．兴奋、心跳加快。
ｂ．为了实现自我。
ｃ．打发时间的好方法。公司里有很多玩伴，可以打免费的私人电话，还
有免费的文具用品和影印机，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好玩的了。
ｄ．懒人。如果社会福利能够办得更好，可以不愁吃穿，那么我现在不是
去旅行，就是看电影，泡咖啡厅，悠哉度日。
问题 ２：你对“储蓄”的看法？
ａ．万恶的根源。
ｂ．避免生活不安的必要手段。
ｃ．不必依靠他人而成功的办法。
ｄ．将人们导向投资市场的一只隐形手
ｅ．万灵丹。
问题 ３：选择公司时，优先考虑的理由是：
ａ．对工作的成就感和未来的发展性。
ｂ．举行各种活动、庆祝会。
ｃ．薪水、钞票、钱。
ｄ．请假、休假的规定很宽，医疗保险也很周全。
问题 ４：下列的商业巨子你最欣赏哪一位？
ａ． Ｊ． Ｐ．摩根
ｂ． Ｊ． Ｄ．洛克菲勒
ｃ． Ｈ． Ｍ．海夫纳
ｄ． Ｊ． Ｒ．艾文
问题 ５：玩“大富翁”游戏时，通常采取何种战略？
ａ．买下路段，收取租金，静待它涨价。
ｂ．为了在沿海或公园地区兴建旅馆，展开疯狂大借款。

ｃ．为了从银行提钱，想尽办法弄到“特别提款权”，或者即使坐牢了会
付保释金的一派银行家作风。
ｄ．最后破产时，怒斥是这“资本主义的无聊游戏”。
问题 ６：什么时候觉得最充实？
ａ．在公司加班到很晚。
ｂ．写出页数多达 ６０ 余张的发展计划书。
ｃ．阅读公司发行的社刊。
ｄ．以上皆非
问题 ７：无所事事时，脑子里通常想些什么？
ａ．和公司的激烈竞争挥手告别，成为歌星。
ｂ．升任经理。
ｃ．当职业棒球队的老板。
ｄ．暗杀那些鼓吹消费者运动的前卫人士。
问题 ８：听到“安全”时，立刻联想到什么？
ａ．毛毯之类的覆盖物。
ｂ．防盗锁。
ｃ．和平。
ｄ．某县市发行 １０ 年到期，利息 １２．７５％的地方公债。
问题 ９：下列事情中，你最不愿做的事情是？
ａ．因为经济不景气，被迫将忠实的部属暂时解雇。
ｂ．要求上级大幅调薪。
ｃ．请总务部批准新的冲凉设备。
ｄ．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所属的部门。
问题 １０：你何时向公司提出辞呈？
ａ．变成了大富翁。
ｂ．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时。
ｃ．目前的工作内容由于加入一批资历丰富的新进职员而产生大幅度的变
动。
ｄ．公司被连锁性的大企业并吞。
ｅ．音乐停止时。
问题 １１：你的投资哲学属于下列的哪一类？
ａ．省下一块钱就是赚了一块钱。
ｂ．预防将来生活发生困难。
ｃ．完全遵照证券公司的指示去做。
ｄ．探听那些投资大户的动向，立刻跟进。
问题 １２：听到“监狱”时，首先联想到什么？
ａ．凶恶的犯人。
ｂ．自己的工作。
ｃ．税捐处的稽查官员。
ｄ．有限责任。
问题 １３：生平第一次赚钱是什么时候？
ａ．小学三年级时成绩全部一百分。
ｂ．参加有奖征答。
ｃ．卖旧报纸、修剪草坪等家庭小零工。

ｄ．捡拾破铜烂铁拿去卖。
问题 １４：中午休息时间通常做些什么？
ａ．到附设餐厅吃自助餐。
ｂ．一边喝冷饮、一边和同事开开玩笑。
ｃ．立刻冲向自动贩卖机。
ｄ．到有漂亮服务员的餐厅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
ｅ．喝健康饮料。
问题 １５：你对自己的薪水感到满意吗？
ａ．和我对公司的贡献比较起来，简直不成比例。
ｂ．我对公司所付出的心力不值得拿这么多。
ｃ．今年才 ２７ 岁，薪水却是年资较长者的两倍，有些意外。
ｄ．什么？如 ｃ 果我是个拜金主义者，老早当医生啦！
问题 １６：你认为下列何种资质是商场上的制胜关键？
ａ．幽默感。
ｂ．敏锐的分析能力。
ｃ．具有亲和力。
ｄ．先天条件优良，例如继承家族的企业。
ｅ．取得 ＭＢＡ 的资格。
问题 １７：图 １—１ 的图案令你联想到什么？
ａ．董事长室里挂的现代画。
图 １－１

ｂ．讨厌的虫。
ｃ．最新设计的包装图案。
ｄ．先把它擦掉才能作答。
以上测验到此为止，现在把全部分数加起来，找出自己究竟属于哪一型？
（见表 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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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00 ～ 76

评

价

恭喜！你和霍华休斯、法兰克鲍迪一样具有优异的商业才能，同时也是
注意力集中，思考清晰的工作狂。

75 ～ 51

马马虎虎，虽然能力不错，可是单位主管的职务比经营者更适合，不过
倒也不必气馁，跻身财富榜上的 500 名公司董事长绝大部分和你同类型。

50 ～ 26

谈不上能力，顶多有一点艺术天分罢了，对你来说，最好的储蓄方法是
买张奖券。

25 ～ 0

在此只能为你感到惋惜，已经没有必要再读 MBA 了。

第二节

哈佛 ＭＢＡ 的课程安排及学制

ＨＢＳ 的学制为四年，第一学年学习统一的必修课程，第二学年则进入专
业课程，近 ９０ 年来一概如此。ＨＢＳ 的课程设置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大学的商学
院硕士课程的参考模式，其校现校纪也为其他学校所模仿。
但是，哈佛商学院的教学计划存在着一个令人奇怪的不平衡。第一年的
课程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第二年却有些无所事事的轻松。
一年级课程的典型安排是，每周上午三节 ８０ 分钟的课。每节课基本安排
一个案例，一般学生准备一个案例要 ３～４ 个小时，加上课外学习小组和上课
时间，每天大概要学习 １３～１８ 个小时。很多学生差不多每天要学习到凌晨一
两点钟，然后睡上几小时。再爬起来去上 ８ 点半的课。
学生们估算，至少有 ７５％的学习任务被压缩在第一年的两个学期内；２０
％则留到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到第二个学期只剩下了 ５％的学习任务。因
此可以说，第一年要没命地学，第二年可以拼命地玩儿。
第一年的第一个学期，对第一个进过哈佛商学院的人来讲，都是难以忘
怀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学而生畏”的学期。这一学期的课程都是必修课。
任何人都不能弃权和例外，哪怕你是注册会计师，你也必须上会计课。刚进
学院的新生对独特的案例教学法尚不熟悉，准备起来困难重重，几十页一个
的案例，对于非英语圈的留学生来讲，更是蜀道青天。因为所有的必修课几
乎都必须在第一、二学期修完，所以你不能为了使学习轻松些而推迟学习任
何难度大的课程。
因此，就是那些颇具天才，毕业后也做出了显赫成就的学生，在开始的
几个星期，也不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即使那些最优秀的学生，在第一次期
中考试前的紧张也会达到极点。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过了第一学期就可以松口气，并相信自己剩下的时
间也能顺利渡过。一种成就感和乐观精神便取代了开始几个月普遍存在的不
安和紧张心理。到了第二学期，多数学生依然埋头学习与研究，但自信心已
在他们身上扎下根来。
ＨＢＳ 的第二年完全不同于第一年。除了一门必修课外，所有的课由学生
自己选修，所以课堂参与的兴趣提高了，班级也更小了。每个班通常只有 ４０～
７０ 人了，不像第一年那样你要和 ８９ 个同学呆在一起。这样，学生们的参与
频率也提高了，同时，在被教授点名时也不那么紧张了。准备案例的时间基
本缩短为两个小时以内，但每天合计仍有 ６ 个小时的学习。这并不意味着第
二年的案例容易些了。
实际上，案例通常是更长、更难了。但是在第一年接触过 ４００ 多个案例
后，学生们更善于抓住案例的核心，更善于分析案例中的关键因素了。
为了培养学生的各种技能，哈佛商学院设置了 １２ 门必修课和多门选修
课。１２ 门必修课包括：管理经营故咯与方针、管理控制、管理经济学、市场
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管理沟通、人力资源管理、生产与作业管理、财务管
理、企业与政府及国际经济、经营管理模拟训练、怎样做好一个总经理。其
中前 １１ 门课程安排在第一学年进行，而怎样做好一个总经理这门课程则是安
排在第二学年学习的唯一一门必修课。
经营战略与方针课，要在两年内学完，两年的讲课重点各有侧重，第一
年主要讲企业高层管理者在制定企业战略方针中的作用和责任；第二年则主

要集中在战略如何实施方面。这门课程被视为 ＨＢＳ 整个课程体系的基础，是
用来培养学生作为一个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所应该掌握的有关经营管理方
面的各种知识和能力。
管理控制课，主要讲授如何客观地评价企业的经营状况，对企业的整体
及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业绩进行计划、预测和检查等方面的技巧和各种具
体程序。
管理经济学课，主要讲授在决策过程中进行分析所需要的各种数学和统
计方法。使学生掌握如何把一个具体的复杂问题进行分解，进而形成决策。
市场营销学课，是一门与经营战略方针有着密切关系的课程。其主要讲
授：如何按照市场需求来开发产品；如何选择并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如何
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如何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能力来推销产品等内
容。
组织行为学课，是一门在管理类院系中普遍设置的课程。在 ＨＢＳ 的这门
课程上其主要是通过进行管理游戏的方法来引导学生了解企业组织中人的需
求、动机与行为的关系；理解什么是企业文化；什么是企业组织结构；企业
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等。
管理沟通课，主要讲授如何对企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报告、提案和决
策等进行调查并向企业内外进行传达和交流。
人力资源管理课，是组织行为学的深化，其主要讲授为实现企业的经营
战略方针，如何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生产与作业管理课，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其主要讲授如何通过分
析有关生产过程、操作方法、生产能力利用率、作业规划、新工艺采用、质
量控制等多方面的实例，来有效地使用人力、财力、原料、机器，以组织日
常的生产活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投资收益率，并学会制订远期生
产战略和技术开发战略。
财务管理讲授课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通过最合理的资本构成和做出正确
的投资和财务决策，从而使企业的资金处于最良好、最有效的运动状态。
企业与政府及国际经济课，这门课程综合了经济、政治、历史、金融、
法律、商业政策等学科的知识，讨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如何根据国内外的政
治经济形势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经营管理模拟训练课，则主要是让学生根据以上所学的知识来处理实际
问题。
怎样做好一个总经理课，主要讲授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应该具备的品质、
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培养这些品质，怎样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不同的
角色。
二年级的唯一必修课研究的是怎样做好一个总经理。我们都知道，哈佛
商学院培养的目标就是总经理式的通才，而非会计师、市场分析家、生产计
划专家等专才。
现代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一般不参与经营管理。由代表股东利益的董
事会任命总经理委以代理人的重任。股东希望得到更多的利润，更高的投资
效益率，本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工人也想得到更多的工资，使用更新的机
器设备，有舒服的工作环境，也无可厚非。此外，顾客、供应商、社会对企
业都各有要求。总经理的任务是在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情况下，率领企业
在市场上成功地竞争。

这里必须指出，总经理和领袖不是一回事。领袖不必是总经理，总经理
未必是领袖。任何职位上的人都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但只有成功的总经理才
同时是领袖。领袖最基本的特点是富于远见，敢想敢为；他有远大的理想，
充满信心，他能用这种理想激励别人，使别人跟自己走。领袖不是把自己的
理想强加于人，他的魅力在于能用理想打动一大群人，使他们产生跟自己一
样的信心、热情和干劲，从而参加到实现这一理想的努力中去。
在这门课上，讨论的是总经理的成功之道，这是 ＨＢＳ 学生学习关键，这
里不妨以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哈罗德·杰尼的案例为代表作说明。
哈罗德·杰尼是美国企业管理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美国企业界领
袖的群星中，他是一颗当之无愧的超级明星。从 １９５９ 年起，杰尼任美国国际
电报电话公司（ＩＴＴ）总裁达 ２０ 年，在杰尼接管 ＩＴＴ 的时候，公司的业务大
部分在美国以外，在欧洲，公司的投资比例高，利润却很低；在拉丁美洲，
盈利虽高，但政局动荡。当时，ＩＴＴ 的各个分公司各自为政，总部虚有其名，
整个公司无通盘计划，处于得过且过的混乱状态。
在杰尼任内，ＩＴＴ 创造了连续 ５８ 个季度利润上增的纪录。十几年来，年
复一年，不论是经济不景气的年份，还是经济上升的时期，ＩＴＴ 的利润每年
都以 １０％的增长率上升，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华尔街。营业收入从 １９５９ 年
的 ７．６ 亿美元上升到 １９７９ 年的 ２２０ 亿美元，营业利润从 ２０ 年前的 ２９００ 万美
元增至 １９７５ 年的 ７ 亿美元。
在杰厄的领导下，ＩＴＴ 不仅制造精密的电信器材和经营电话公司，而且
把经营范围扩大到出版业、旅馆业、保险业、房屋建筑业、汽车出租业等行
业。不少 ＩＴＴ 属下的公司本身就是其行业中的佼佼者。如喜来登宾馆是美国
第二大联营宾馆，哈特福德保险公司是美国第四大意外保险公司，艾维斯汽
车出租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汽车出租公司。ＩＴＴ 拥有 ２５０ 个分公司，遍布全球
１１５ 个国家，有 ３７ 万雇员，是世界上最大最营利的多行业联合企业。
在杰尼退休时，ＩＴＴ 已发展成为美国第十一大公司。比它大的十家公司
中有六家是石油公司，其余的四家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美
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人们熟悉的美国钢铁公司、麦道化学
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依斯曼·柯达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西屋电气公
司和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都只能望其项背。
杰尼高瞻远瞩，不畏风险，气魄宏大，才智超群。他被称为“企业经营
的米开朗琪罗”，所有与他共过事的人，有口皆碑，称他是天才，是一个经
营企业的大师。杰尼不是一个发明家，不曾发明过微集成电路，没有发现过
石油，也没有自己开过公司。他的业绩是在于振兴一个经营不善、萎靡不振
的电话公司，将它改造成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最复杂的多元化跨国公司。
最难能可贵的是，杰尼经营的多种行业中没有一个是热门的工业，如电脑工
业、电视机工业或航天工业。杰尼的管理方法吸引了许多美国公司。
杰尼整顿 ＩＴＴ，先从罗致人才着手。他的办法高明而简单：重金聘请人
才，然后委以重任。他付的薪水一般高于本行业基薪的 １０％以上。如果发现
哪一家公司有一个三、四十岁聪明干练有工作热情的经理人才，杰尼愿意给
这个人 １５ 年后才指望得到薪金。除了丰厚的薪金和年终奖金外，他还让属下
的经理以优惠的条件购买公司股票，自己则为了避免嫌疑从不认购。杰尼需
要这些人的才智、精力和时间。他认为一个公司最愚蠢的，莫过于让罗致到
的人才因工资太低而另谋高就。

杰尼大胆使用有才干但没有机会发挥的年轻人。这些人在别的公司绝不
可能在这样的年纪被提拔到独挡一面的负责岗位的，杰尼给他们大显身手的
机会，往往布置给他们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动他们登上他们自己都没
有预料的高度，发挥出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潜力。杰厄不仅善于罗致人才，更
重要的是他造就了一批人才。他让手下的一批经理在水中学习游泳，却又不
是放任自流。
杰尼说：“权力下放不等于放弃权力。我不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六
个月以后听汇报的那种总裁。我必须掌握一切情况。”
杰尼一方面给这些经理巨大的自由和责任，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发掘问
题。杰尼不希望下属为一点小事来麻烦他，只要你按计划完成工作，而杰尼
不管你怎样去完成。可是一旦没有按计划完成工作，你就要小心，工作没有
按计划进展，你非但要准备好充分的理由，而且得想好解决的方案。杰尼不
希望你有困难的时候一声不吭，他希望你及早求援。你干得出色，杰尼从不
吝惜金钱和赞誉；你干得槽，很快就失去他的欢心。选贤举能，论事责功，
一切以成果为重。要完成杰尼给你的挑战，你非得超越自我不可。杰尼的压
力迫使有些人辞职，但是杰尼并不担心，他认为只要用他的办法，总是找得
到人才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愿意到 ＩＴＴ 来工作的人总是比辞职者多。“开
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至矣。”
此之谓也。
ＩＴＴ 总部有四百多名各方面的专家，包括行政、法律、金融、工程、电
信、电子、消费品等。这些总部的科室人员有权在任何时候到下面各分公司
去了解情况，他们可以查阅分公司的文件，找任何人谈话，问任何问题。他
们可以在下属单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向杰尼汇报他们的发现。这些科室人
员没有权力向下属单位的业务经理发号施令，但是对于他们的意见，即使最
执拗的经理也不敢掉以轻心。总部的工程专家监测下属单位的工程工作，市
场营销专家监测市场营销，会计人员监测利润。
总部科室人员下访是杰尼的一大发明。在每个分公司里，管生产的往往
不愿搞新产品，搞工程的又不厌其烦地研制新产品，搞销售的巴不得立即推
销产品，管财务的又希望科研开支和营业收入相平衡。这些问题本由各分公
司的负责经理决定，但在杰尼看来，每个分公司，等于一个山头，都有本位
主义的倾向，分公司经理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鉴于此，所以他要派
出科室人员作全面的调查研究，然后根据 ＩＴＴ 的整体利益统筹决定。
科室人员是杰尼的耳目，他们的特权不可避免地造成与业务部门的摩
擦，这正是杰尼用意所在：通过摩擦暴露本来不会暴露的问题。有的业务单
位的经理因为自尊心不愿把困难上交，但是科室人员的存在，使他们很难隐
瞒问题。
总部科室人员对于他们负责监测的下属单位业务绩效同样要负责任。日
子一长，这些科室人员与业务经理的关系逐步融洽，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而努力。
杰尼还任命了十几位专职经理负责监测 ＩＴＴ 各分公司的竞争厂家的产
品，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分公司的竞争能力，向各分公司提供客观估
计，与对付竞争的建议。
杰尼认为反映上来的事实一定要不可动摇地可靠，他常常告诫下属不能
轻信所谓来自权威方面的信息。提供信息者是否可靠与信息本身一样重要，

事实往往并不是事实，而只是人们的假设，掌握确凿的事实是作出正确决定
的秘诀。管理人员很少犯纯粹是决策方面的错误，错误的决定往往是由于错
误的信息促成的。因此为了弄清信息的可靠性，杰尼会不讲情面，穷根究底，
反复盘问，哪怕是最简单的事实，他也不放过每个细节。杰尼有一种不可恩
议的能力，他能一连几小时地提问题，直到掌握真实情况。杰尼常常说：“没
有任何东西代替得了事实，掌握了事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杰尼常常说：“经理就是要经营管理。”ＩＴＴ 的巨大规模和分布在世界
各地的业务，使他感到有必要设计一套制度，借以了解每个营业单位的情况，
以统筹全局。为此，他规定每个单位都要制定短期的和长期的营业计划，总
部参与计划的制定和落实。
每个分公司要向纽约的总部文送年度预算和业务计划，以及每月业务报
告。第二年的年度计划在前一年的二月和三月里就由各分公司制订了，然后
交总部审批。在前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确定下来，作为衡量翌年业务绩效的
标准。ＩＴＴ 的 ２５０ 个分公司的经理必须在计划中详细预测第二年的营业额、
利润、资金需要量、存货量，分析竞争厂家的强弱，预测一年以后的业务发
展，订出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步骤。如进行什么科研项目，开发哪几种新产
品，如何降低成本，购置什么新设备等。每个单位的经理差不多先在纸上把
第二年的营业作了一番演习。
杰尼认为每年第一季度的营业额最重要。如果第一季度的营业计划不能
完成的话，全年计划的实现则岌岌可危。第一季度顺利完成计划能带动二、
三季度，第四季度可能一蹴而就。
每年三月，总部的高级经理和分公司的业务经理在纽约开会讨论年度计
划。总部经理根据科室人员独立掌握的情况判断分公司年度计划是否可行，
预测是否现实，采取的步骤是否恰当。
讨论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认为销售量将增长 ５％，另一个人认为不会变
化，前者就必须摆出充分理由。除常规计划外，还要制订应急计划。例如，
要是销售量只有预算的 ８０％，该怎么办？７０％又该怎么办？虽然这些问题回
答不了，业务经理至少可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等到真正发生这种情况，就
不会张慌失措。
１９７０ 年美国经济不景气，许多大公司的营业额普遍下降，收入发生困
难。但 ＩＴＴ 在一年之前已经预料到了。由于先见之明，在 １９７０ 年年度计划中
订出了减少开支的措施，在销售量下降时，保证了利润率。杰尼对降低费用
抓得很紧，即使收益好的年头，他也要求各单位每年比前一年减少 ２～５％的
开支。１９７０ 年 ＩＴＴ 全年节约了七千万美元的开支，所以，即使在经济不景气
的年份，ＩＴＴ 的利润仍能增加 １０％。
由于杰尼喜欢增长，他经常会提出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一个分公司
在年度计划里预计第二年收入可增长 １０％，杰尼说不定会问：“要使营业收
入增长 ２５％，我们应干什么？”
经过讨论，总部的经理和分公司经理对下一年年度的业务计划取得了一
致意见，下年度计划就在秋天最后定下来。万一双方发生争执，杰尼亲自过
问。经过这样反复的推敲，订出的计划是相当精确的。
ＩＴＴ２５０ 个分公司的经理每月（除一月和十二月外）要向总部送交一份 ２０
页的报告，汇报收入、投资、存货、市场营销、科研、盈利、雇员人数诸种
情况。报告要详细分析一切影响业务的因素，预期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出解

决办法，并展望今后几个月的前景。杰尼和总裁办公室的五位副总裁审阅每
一份报告。他们之间并不分工，以便每个人对 ＩＴＴ 的业务总局有全面的了解。
杰尼每月率领副总裁和总部的四十几名高级经理前往 ＩＴＴ 欧洲总部布鲁塞尔
开会一周，与欧洲各分公司的主管人员讨论月度报告。另一个星期则在纽约
与美国和美洲各分公司的主管人员开会。
每月一度审阅报告的会议由杰尼亲自主持，与会者逐一讨论每份报告。
来自各个分公司的常务董事围着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就坐，每人面前有
扩音器，桌前有投影仪。各分公司的常务董事必须准备回答杰尼的任何问题。
由于杰尼像作汇报的人一样熟悉情况，回答好杰尼的提问的唯一办法是对自
己的业务了如指掌。因怀疑杰尼不会读每面报告而抱着侥幸的心理赴会，不
啻是自欺欺人。杰尼每天晚上要带一两份月度报告回家，在周未还要带二三
个沉甸甸的公文包回家，度假期间则把所有没有来得及审阅的的报告一古脑
儿地看完。经理碰头会上杰尼根据自己作的笔记发问：为什么你们公司的销
售量下降了？你对找出来的原因把握有多大？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对付
竞争？你需要帮助吗？来自世界各地的 ＩＴＴ 经理畅所欲言，不仅讨论自己单
位的问题，也讨论兄弟单位的问题：这种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群英会产生
的对策，往往是大家会前根本没有想到的高明方案。解决一个公司面临的问
题，常常有举一反三的效果，因此这种会议既像医院的会诊，又像集体治疗。
每次开会总是从上午十时开到晚上十时，甚至午夜以后。通过讨论交流，
大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市场、贸易、国际法，以及经营管理之道有了更深的
认识。久而久之，不但提高了找到问题症结的效率，解决问题的速度也加快
了，并且，还涌现了会议议程上没有的新主言、新产品、新方法、新领域、
新企业。
杰尼认为，直接与第一线上的经理人员讨论的好处，远远超过单单阅读
书面报告或电话谈话，面谈时对方的表情、声调、一举一动，都可以加深你
对他们的报告的了解，对方的气质、性格、才干，乃至偏见，通过日复一日
的接触，你都可以掌握。于是，就能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对方。当你
面见到一个人时，也许会一改初衷作出新的决定。
除月度计划和年度计划之外，每个分公司还要拟订五年计划。五年计划
的重点放在前两年。ＩＴＴ 各级领导定期召集与总部会议性质相同的会。
从表面上来看，杰尼的一套管理法和别的企业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每个
企业都制订计划，如果完成不了计划，就宴找出原因，设法补救，但是区别
在于 ＩＴＴ 反应快。杰尼管理法的精髓是减少盲目性，防患于未然，减少意外，
因为意外大都凶多吉少。杰尼说，管理一个大公司不外三种方法。第一种是
一起由总部作主；第二种是总部不插手，只等下瞩公司上缴利润；ＩＴＴ 既非
前者又非后者。ＩＴＴ 的方针是总部向下同各公司提供建设性的支持，帮助他
们克服困难，如果有必要，总部采取纪律措施整顿。
成长是杰尼的信条。他深信 ＩＴＴ 向新领域发展的最佳途径是购置别的公
司，为了寻找收购对象，ＩＴＴ 成立了专门小组，考察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及
工业动向；研究收购对象的市场潜力，竟争能力，资本投资规模，利润率；
估测以 ＩＴＴ 的人力、财力在收购后能否使其大幅度增值，以及收购后对 ＩＴＴ
的经理人员会造成多大的压力。
ＩＴＴ 的传统产品是电信器材。为了减少集中在单一工业的风险，杰尼决
定以电信器材为核心工业，扩大到军工工业、半导体工业、空气调节器工业。

杰尼认为美国潜力最大的是服务性行业，因此，ＩＴＴ 收购了汽车出租公司，
经营旅馆、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等服务性行业中的公司。ＩＴＴ 变成了一
个多行业多产品的公司，能迅速掌握全世界的经济动态和市场趋势，根据经
济周期的波动，及时调度资源，发展那些有前途的产品。
ＩＴＴ 每年以 １０％以上的速度增长，收购过来的公司如果没有 １０％的年增
长率，ＩＴＴ 就要帮助它达到这个目标。杰尼用 ＩＴＴ 股票作为代价收买别的公
司为了使 ＩＴＴ 的股票有吸引力，ＩＴＴ 本身非成绩出色不可；另一方面，为了
使收购不影响 ＩＴＴ 自己的价值，必须使买下来的公司迅速发展。这谈何容易！
但是杰尼相信 ＩＴＴ 有能力、有经验把收购得来的企业管理得更好。
杰尼愿意用超过市价的价钱购置合适的对象，他付给这些公司原任的经
理以优厚的薪金，所以很少有人不愿 ＩＴＴ 接管。杰尼认为虽然多花了一些代
价购置这些公司，但比起今后这些公司将创造的利润，那算不了什么。一个
公司的历史固然重要，但是判断一个公司的价值是重要的不是它的历史，而
是你本人，你的经理班子，你的经营计划能在收购这家公司以后，为它的发
展作什么贡献。收购价是你为这家公司的历史付出的一定的代价。然而，将
来的利润来自你和 ＩＴＴ 创造的新的价值，如果收购对象正在鼎盛时期，利润
极高，你重金收购过来之后，不是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吗？收购以后，杰尼
让原来的经理人员多数留任，把 ＩＴＴ 的那一套系统的管理法——详细的预
算，严格的金融控制，定期经理会等用在新公司上，杰尼将所有利润率不到
８％的产品统统砍掉，新公司和 ＩＴＴ 的原有公司互相配合，集中管理生产、销
售、科研，充分发挥凝聚在一起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协力作用，共同扩展
ＩＴＴ 的市场。
杰尼说，大多数美国公司只抱住一个工业的原因，是不知道怎样管理一
个多元化公司。杰尼知道应收购什么公司，花多少代价，用什么来支付；更
重要的是，他知道收购之后如何使之成为新的财源。
杰尼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上创利最多的公司。他的热情和干劲的确感
染了整个公司，大多数经理人员工作非常努力，杰尼则从不停止。他有过人
的精力，天生的热情，敏捷的头脑，一天在办公室里工作 １２ 小时到 １６ 小时
是家常便饭，回家还要看文件，许多人怀疑他是否有功夫睡觉。“己身正，
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行。”当总裁的废寝忘食，不遗余力地工作，
谁又能发牢骚呢？每个人都说杰尼激发了大家的热情，他把难度较高的任务
布置给下属，激励他们攀登原来以为攀登不了的高峰。
一旦你完成任务，杰尼一定会大加称赞，而且总是说到你的心坎上；如
果你认为自己是因为聪明才完成的，杰尼一定会赞扬你的才智；如果你觉得
苦干才能成功，杰尼一定会表扬你的刻苦精神。杰尼踢你一脚，拍你一把的
作法，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激发你超越自己的限度。每年有两个星期，
ＩＴＴ 各分公司的四百多名经理及其家属，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公司疗养胜地
度假。公司对一切招待的细节都作精心细致布置。从遣车到机场迎接，直到
晚餐以后的游戏，均作了无微不至的准备，一切费用自然由公司负责。杰尼
亲自招待，即使在几小时以前还受他呵责的经理，此刻杰尼己在给他的妻子
殷勤斟酒了。许多 ＩＴＴ 公司的经理人员出身寒素，这种排场的招待，使他们
受宠若惊。
杰尼认为一个企业在罗致人才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工作环境。第一把
手的领导作风决定整个企业的风气，为了创造一个心情舒畅、欣欣向荣的气

氛，杰尼大力鼓励公开、自由、诚实的交流。杰尼欢迎批评，没有人会因与
他意见相左而遭到报复。杰尼相信只有开诚布公，才能激励大家发挥创造力，
有困难时才会主动求助而不必担心失面子。他决不容忍部下玩弄任何形式的
政治手段。
杰尼说：“作为一个领导，激发部下干出成绩的最好方法在于平时用一
言一行使他们相信你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他手下有一批才华卓著的人物。
杰厄培养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到杰尼退休时，曾经担任过 １ＴＴ 的经
理，但以后到其他公司担任要职的美国企业界领袖已有 １３０ 人。如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董事长爱尔伦，美国无线电公司总裁凡伦特，露华浓化妆品公司董
事长伯杰赖克，联合化学公司总裁亨尼思，西联电讯公司总裁弗拉纳根，柯
尔特工业集团总裁斯特里奇曼，挽救纽约财政危机的大银行家罗尔廷等。这
些卓有建树的人对杰尼恭之敬之，钦佩之至，至今还充满自豪地谈起在杰尼
的领导下戮力同心，建立 ＩＴＴ 王国的那段光辉而充满激情的历史。不少人说
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最兴奋的年代。
杰尼出身平平，小时候当过别人的跑街，做过会计，半工半读了八年才
挣得大学文凭。他先前没有比别人更优越的条件来成就日后的业绩。在这个
意义上，杰尼是千万有进取心的普通人的楷模，更是工商管理学生的典范。
除了上述 １２ 门必修课以外，哈佛商学院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
生的眼界和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需要还设置了众多的选修课：公司战略、发
展中国家管理、组织设计、工业竞争分析、战略管理与控制、资本市场、公
司财务管理、金融投资学、新刨企业的管理、国际工商管理、房地产管理、
财务风险管理、谈判分析、消费品市场营销、零售学、企业家与创造力、组
织变革的管理、权力和影响力、社会心理学、作业管理、技术管理和服务管
理、决策及伦理价值等等，简直就像超级市场货架上整整齐齐的商品一样，
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讲授如何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论用于企业管理的
课程。
工业与竞争分析，是由美国企业竞争战略研究的权威迈克尔·波特教授
创设的。其以波特的成名作《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为基础理论，分析
了新兴工业、衰落中的工业、全球性工业、分散性工业等不同类型工业的特
点及其竞争战略。
金融投资学，主要讲授现代金融投资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如何避免这
些风险来获取尽可能多的效益；以及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
企业家与创造力，是由华裔教授高健开设的。其主要内容有：创造性才
能，创造的过程，企业家的特质，自营企业面临的问题，成熟企业中的创新
开拓精神，有利于发挥创造性才能的环境等。
另外，需要特别一提的是 ８０ 年代末期哈佛商学院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
化，以副院长派博教授为首的一个小组领导创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ＤＭＥＶ）
课程。
派博教授认为伦理价值、领导和企业责任是管理学院最重要的使命；伦
理及企业责任必须是企业性管理学院的教育重心；不论教育者或学生，都必
须在自己所选择的事业中注入兴奋刺激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则源于对员工、
消费者、供应商与社区的责任、挑战与机会；必须深入探讨领导、伦理与企
业责任的真实现象；必须强调基于公正的判断、同情心、诚实、尊重和信任

的关系。据此，ＤＭＥＶ 的教学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
１．现代企业责任的广度、实际运作时的限制与权衡角度。
２．如何在个人与组织效率的前提下，寻找出伦理价值的中心点。
３．忽视伦理道德对各方面的危害及影响。
４．融合伦理价值来进行企业决策。
５．衡量经济与非经济结果的企业策略与实施方案。
６．尊重法律并了解其限制。
为了对选修课进行客观的评价，提高选修课的教学质量，哈佛学生会的
教育委员会在每门课程的最后一堂课上，会向学生送发“课程评价表”让学
生填写。填表的学生可以不写自己的姓名，填好表后，由学生会保管，一直
待教师将学生的成绩送到教务处后才交给教师，这样可以免除学生的后顾之
忧，保证了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第三节

哈佛的案例教学法

ＨＢＳ 的课程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制作和设计这些经营案例的，既有哈
佛大学的教授，也有该校的毕业生，还有其他有关的研究者。为了保证这些
案例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所有案例在正式列入课程之前，都要经过反复认真
的讨论。一个案例通常要讲两、三节课，每一节课 ８０ 分钟。
每节课开始，任课教授首先指定一个学生起来说明案例，分析问题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指出实现公司目标的方法和途径。所给时间一般是
１０～２０ 分钟。然后其他学生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同一个案例，阐述自己的看
法、分析、措施，以及在哪些地方比第一个发言者更好。学生们为了能争得
发言的机会，往往是你喊我叫，互不相让。教室里经常乱作一团，教授则努
力控制局面，引导发言。但往往总有不少学生，不顾教授的提议，仍然在那
里唇枪舌剑，有时教授不得不采取威吓学生的强硬手段，以便使讨论能够继
续进行下去。
ＨＢＳ 讲课所用的案例，与一般学院所用的案例有很大的不同。一般学院
往往预先准备好了案例的分析结果，作为正确答案。但 ＨＢＳ 认为，一个案例
的正确答案，决不是唯一的。案例分析的结果，往往是一个中间产物，最后
总会留下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有时甚至有意识地在案例制做时把一
些重要的资料或数据漏掉。它重视如何适应形势和形势变化去确定更好的、
更有效的管理手段，而不太重视经营问题的解决结果。ＨＢＳ 的教学重视的是
如何分析复杂的企业形势的“方法”。
因此可以说，ＨＢＳ 的案例分析教法，不是去寻找正确答案的教学，实际
上也不存在绝对的正确答案，存在的只是可能正确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
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还是错，只是个人对经营状况理解和判断的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两个学年学完 ８００ 多个案例，就好比用两年时间玩一个
巨大无比的拼图游戏一样。尽管每一小块都有特定的位置，但您先拼哪一块，
先从边上拼，还是从角上拼或是从中间拼，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全凭个人意
愿。
ＨＢＳ 的案例分析教学法，是力图把学生置于一个实际经营者的立场上，
从实战的环境出发，来学习什么是经营和如何经营。发给学生的讲义和资料，
靠死记硬背是绝对消化不了的，要想把课程内容真正学到手，就必须每天晚
上读完 ２～３ 个案例，还要对它们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作出笔记。要充分准备
好一个案例，一般需要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没有一目十行的阅读能力和超
人的分析能力，是根本吃不消的。
这是一位 ＨＢＳ 的毕业生来谈她第一次做案例报告时的经历：
担任市场营销课的教授点名叫我谈谈布莱克·德克案例时，我顿时心怦怦跳起来。我打算
向正在等我发言的全班同学公布我拟定的将 ＧＥ 公司电动工具部门合并到布莱克·德克公司的实
施计划。我扫了一眼笔记，试图想回忆起昨晚已拟好的报告要点。但当我意识到没有算出实施
我的计划所要达到的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量时，感到一阵紧张。我知道同学们肯定会发现这点遗
漏，但我已没有时间了。我抬起头来，不看笔记了。教室安静极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我
制定了一个中长期实施计划”，我开始说道。在我发言时，教授将计划的目标和关键步骤一一
列举在黑板上。我花了大约 １０ 分钟时间，讲了布莱克·德克公司应实施的生产和市场营销策略，
讲了策略的投资预算和时间进度安排，以及对付各方面竞争对手的应变措施。
当发言进入总结阶段时，我甚至有些得意洋洋。因为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课外学习小组已经

充分讨论过这个案例。我确信自己的报告是一流的！然而，我话音未落，８０ 多只手毫不客气地
举起来，准备攻击我的计划。这就是我在哈佛商学院第一次做案例报告的经历。

没有人能够在哈佛商学院“混”出个文凭来。在哈佛商学院经历过的一
切，会像洗礼一样深深地影响着学生们的性格和将来的人生。ＨＢＳ 的两年学
校生活，会抓住和拥有你的整个身心，不断地向你的智力和忍受力的极限挑
战，并帮助和促使你去延伸这些极限。
在 ＨＢＳ 没有什么轻松容易的事。所有人都必须全力以赴。案例教学法强
迫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要求学生从真正“老板”的角度考虑问题。学生们除
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外，还组成课外学习小组，来缓解巨大的学习压力。为
了能考试及格并取得毕业证书，学生必须在自己的学习中发挥积极主动性。
正是这种参与性的、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才使 ＨＢＳ 在林立的商学院竞争中居
于领先地位，才使它的学生成为高级管理人才和未来“老板”的好苗子。在
哈佛商学院，你学到的不仅仅是管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教你如何去思考问
题。
案例教学不重视是否得出正确答案，重视的是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这
颇似电视台的大专辨论会，取胜的一方不是因为其观点如何正确，而是因为
其辩论过程的精彩。每个案例涉及的问题都必须由同学们进行分析、解释和
讨论。事实上，久经推敲的案例中，已经隐含了几种在真正的管理者看来是
科学合理的行动过程，对学生起着提示和引导作用。学生们往往在课后很长
一段时间还在讨论这个案例提出的问题。案例法的丰富内涵和需要教授与学
生一起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讨论的方式，使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体制别具一格。
即使没有多大名气的教授，也都很有上课天赋，运用案例法激发学生，
促使他们去思索，去探讨。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甚至令人恼怒。
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种特别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在 ＨＢＳ 行得通，
是因为在 ＨＢＳ 教与学的都是一流的教授和学生。
下面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的案例，也许能略见一斑地说明哈佛商学院的
教学方式。
这里要讨论的是本田公司的发家史。本田汽车公司的创建人本田宗一郎
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家兼实业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急需交通运输工具。
当时全日本有二百多家摩托车制造厂，但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材料质劣。
本田宗一郎崇尚技术，以为技术不仅可以振兴日本社会，并能创造一个更美
好的新世界。１９４６ 年他创办了本田技术研究所开始从事内燃机的研究。１９４７
年他研制出了一种二冲程 ５０ＣＣ 的 Ａ 型发动机。１９４８ 年他创办了本田汽车公
司。
１９４９ 年本田又研制出一种二冲程 ５ＯＣＣ３ 马力的 Ｄ 型摩托车。该车比别的
厂家的产品优质耐用，受到市场的欢迎。本田雇佣了 ７０ 名工人，每月生产
１００ 辆。但是经销本田摩托的车行为了厚利，人为地将销售量限制在每月 ８０
辆，气得本田七窍生烟。
１９５１ 年，本田出人意料地实现了一项攻关性突破，研制出一种马力比别
人大一倍的四冲程发动机。本田摩托车的需求量一下子起死回生。１９５２ 年，
本田的投资人藤沢筹集到 ８．８ 万美元，决定把本田汽车公司建成一个能生产
车链、链齿轮、车身和其他部件的全面规模的摩托车制造厂，以减少对零件
供应商和车商的依赖。一年内雇佣的工人增加了 １０ 倍。１９５１ 年只有 １５０ 人，

到 １９５２ 年已有 １３００ 人。本田摩托车的高效率发动机和优质车身赢得了越来
越多的顾客。
藤沢始终鼓励本田对技术精益求精，保持领先。此时资金来源已不成问
题。本田的生平愿望是在世界摩托车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人岛
摩托车的比赛中夺冠。他殚精竭虑，终于制成一种重量轻一半，马力却增加
一倍的发动机。先后于 １９５９ 年和 １９６１ 年荣获英国人岛摩托车赛制造者最高
奖。
从一开始藤沢就敦促本田把赛车的创新成果应用到生产日用摩托车上。
１９５８ 年本田精心设计的 ５０ＣＣ 轻型摩托车问世。其外观如自行车，配有自动
离合器、三级变速器和自动启动器。５０ＣＣ 的发动机成本要比 １００ＣＣ 的低一倍，
因此买得起的人很多。转眼之间，订货单源源而至。到 １９５９ 年底，本田已跃
居日本摩托车制造业首位，占领了日本市场的 ８０％，年销 １７ 万辆轻型摩托
车，营业收入达 ５５００ 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
本田决定建造一座日产量 ３ 万辆的自动化工厂。藤沢乘机整顿了本田的
销售渠道。多年来，摩托车行业的惯例是制造商以寄售方式销售，只有车子
出售后才能收款。更不幸的是，由于本田进入摩托车市场较晚，不少忠于老
牌产品的车行只把本田牌作为二线商品推销。藤沢重新谈判了承销合同，规
定经销本田轻型摩托车的全日本 １．２ 万多家自行车商店必须货到交款，取消
了寄售方式。本田公司把主动权夺到了自己手里。
国内的成功给了本田很大的信心，他决定寻求新市场。东南亚地区收入
低，公路质量差，本田公司出口到该地区的摩托车 １９５８ 年仅 １０００ 辆，欧洲
市场虽大，却为几大名牌厂家占据。于是富裕广阔的美国市场自然成了雄心
勃勃的本田寻求的目标。
１９５８ 年，本田美国分公司总裁川岛纪八郎一行访问了旧金山、洛杉矾、
达拉斯、纽约等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日本居然和这样富有的大国交战实在
愚蠢。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感到不舒服。川岛访问的几个车商全是在业余经销
摩托车。全美仅有 ３０００ 家摩托车行，其中每周营业 ５ 天的仅 １０００ 家。摩托
车以寄售方式承销，车行存货少，售后服务差。
美国人人都开汽车，摩托车能打开销路吗？但是川岛了解到美国登记注
册的摩托车达 ４０ 万辆，每年从欧洲进口 ６ 万辆。他回国后表示要以欧洲制造
商为竞争对手，决心排除万难在美国进口的摩托车市场中夺取 １０％的地盘，
公司拨给川岛 １００ 万美元，没有定出任何利润指标。
第一年川岛等人犹如瞎子摸鱼，不知道美国摩托车行销的旺季是 ４ 月到
８ 月这段时期。他们来到美国时正赶上 １９５９ 年旺季收尾。本田公司在日本受
够了中间批发商之苦，所以川岛这回决定直接与美国的零售商挂钩。他们在
摩托车专业杂志上刊登广告。到 １９６０ 年春，已有 ４０ 家车行承销本田摩托车。
１９６１ 年发展到 １２５ 家。
后来，本田摩托车公司终于时来运转。原来，来美之后的川岛一直根据
直觉，没有推出在日本供不应求的 ５０ＣＣ 轻型摩托车，以为美国人凡事好大型
喜豪华。欧洲制造商和美国制造商一样，也着重一个“大”字。运到美国的
５０ＣＣ 轻型车则仅供本田公司内部人员自己使用。谁知这种轻型车在洛杉矾马
路上驰聘，却引起了非始料可及的注意。
一天，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西尔斯公司打电话来表示愿意代销。川岛坚
决不卖给中间商，但西尔斯公司的兴趣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可是，川岛仍然

不愿意推销轻型车，唯恐有损本田的形象，因为当时驾驶摩托车的全是威风
凛凛、骑大型摩托车的男子汉。
但川岛在大型车的销售上接连受挫，本田大型摩托车的形象大打折扣。
别无他法，川岛只得将 ５０ＣＣ 轻型车投入市场。轻型车上市后，车商报告说，
购买者多为普通老百姓。这显然与当时身穿黑色皮夹克的雄赳赳男子汉形象
矛盾。本田由于担心疏远传统的顾客，一直没有把普通顾客作为广告宣传的
对象。
当时驾驶摩托车往往使人联想到电影里横冲直撞、为非作歹的流氓。本
田公司的广告力图推翻这种成见，要使摩托车为收入中等的广大普通美国人
所接受。本田不惜重金的广告攻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到 １９６４ 年美国每售出
两辆摩托车，其中一辆就是本田牌。本田的轻型车每辆 ２５０ 美元，而大型的
英、美车每辆售价为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美元。抓住需求激增的有利时机，本田公司
走了果断而似乎危险的一步棋。
１９６４ 年末，本田宣布不再以寄售方式出售摩托车，车商收到车后必须立
即付款。本田对于车商可能作的反应己作好充分准备。几乎每个车商都抱怨，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经销本田牌摩托的特许权。３ 年之后，本田公司首创
的经销方式成了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行规。
这个案例要求学生分析本田的成功因素，特别是研究所谓领袖的作用。
成功有一百个父亲，而失败只有一个孤儿。大多数同学一致认为，本田
的成功既有本田自身的因素，也有日本工业共同的因素，还有欧美竞争者造
成的因素。
课堂上热烈而积极的讨论开始了。第一个发言的学生说：“本田公司的
成功，在于它的营业方针与别的日本厂家不同。
５０ 年代初，日本摩托车制造商为了减少风险，一般仅仅投资于一种较受
欢迎的款式，尽量榨取利润直到这一产品在技术上被淘汰。
一·本田的方针是制造多种款式，同时投入市场，不断创新，保持技术
领先，利用大量生产追求规模效益。当它的轻型车上市后，因反应极佳，本
田就马上决定投资兴建一座日产 ３ 万辆的自动化工厂，这一切都不能不说眼
光远大。”
他的话音未落，另一个同学就马上接过了话头：“果断地打入美国市场，
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从西海岸向东海岸扩展，四五年内
就席卷全美，这也应该是本田的精明之处。”
还有的学生不紧不慢地继续说下去：“本田的成功还在于以技术为后盾。
本田在科研和发展先进生产工艺上肯大量投资。他们的新产品从设计到向世
仅需 １８ 个月。据说，本田有一个设计图纸的‘冷藏库’，可随时根据市场趋
势，推陈出新！”
接下来同学们都抢着发言，有的说本田的市场营销方针很具有代表性，
即从长远盈利出发首先占领中场，价格服从夺取市场占有率的目标；有人认
为英美制造商的愚蠢也显然有利于本田。因为英美制造商对于日制摩托车在
美国的成功非但袖手旁观，反而视为好事，他们暗自庆幸日本人的广告攻势
也带动了大型摩托的销售，这直接导致了在 １９７４ 年日本摩托车占领了欧洲市
场，甚至还有人认为本田的成功主要靠运气，领袖作用不明朗。
课后的讨论依然在那些意犹未尽的学生们之间继续着。有的人竭力寻找
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而有的人则对其抛出一大堆的反对意见。但是有一点大

家却显然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尽管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案例，
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然而正确的答案决非只有一个。
下面是西南航空公司案例，也能说明 ＨＢＳ 的教学。
西南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航空）创建于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以提高民航服
务质量为宗旨，有意在得克萨斯州东部的达拉斯、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三城
市间开辟航线。１９６８ 年 ２ 月得克萨斯州航空局批准西南航空为州际客运公
司。但由于另外两家航空公司：布朗尼夫航空公司（简称布郎尼夫）和得州
国际航空公司（简称得州国际）在法律上作梗，西南航空于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方才
开始营业。
上述三条航线中以达拉所——休斯敦航线的客运量为最大。布郎尼夫控
制了这条航线 ７５％的客运。这是一家拥有 ７４ 架喷气式客机的国际航空公司。
该公司 １９７０ 年载客 ５８０ 万人次，营业收入达 ３．３ 千万美元。得州国际拥有
４５ 架客机，该公司 １９７０ 年载客 ２２０ 万人次，营业额达 ７８００ 万美元。
由于这两家公司的主要航线是跨州飞行，所以想在州内旅行的乘客经常
买不到机票。此外，这两家公司的服务质量甚差，已引起乘客的普遍不满。
西南航空希望乘虚而入，发展业务。
布朗尼夫和得州国际两家航空公司的达拉斯——休斯敦航线票价为 ２７
元；达拉斯——圣安东尼奥航线票价为 ２８ 元，经过深思熟虑，西南航空将三
条航线的票价一律定为 ２０ 元。尽管西南航空的经理人员估计到两家对手很可
能效法削价，但决定先发制人。
根据西南航空的估计，每次班机载容量要达到 ３９ 人方能收支平衡。公司
经理人员预料开始会有一段亏损时期，不过认为有希望达到这一载客量。而
且他们认为航运市场潜力很大。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西南航空大张旗鼓地开始营业了。他们以全新的波音 ７３７
双引擎喷气机，便捷的订票手续，可口的机上饮料，迷人的空中小姐招徕乘
客。可是在开始一段时期，广告宣传似乎收效甚微，营业实绩平平。
从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１８ 到 ３０ 日，搭乘达拉斯——体斯敦航线班机的乘客平均
每班次仅 １３．１ 人；达拉斯——圣安东厄奥航线每班次乘客平均仅为 １２．９ 人。
七月份载客量上升迟缓。果然不出所料，布朗尼夫和得州国际两家航空公司
随即在这两条航线上增加班次，降低票价，改善服务质量，还大力宣传了一
番。
西南航空的主管人员认为，要跟这两家对手竞争非增加飞行班次不可。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定购的第四架波音 ７３７ 客机交货，于是西南航空决定从 １０ 月份
起，在达拉斯——休斯敦航线上每小时开一次班机；在达拉斯——圣安东尼
奥航线上每两小时开一次班机。
西南航空向休斯敦市的乘客征询意见后，了解到大多数人喜欢离市中心
１２ 英里的霍比机场，而不喜欢城北 ２６ 英里外新建的国际机场，从 １１ 月中旬
起便将达拉斯——休斯敦航线每天十四次班机中的七次，改为从霍比机场起
飞。同时取消了亏损大的星期六航线班机。机票大多在机场出售，也由旅行
社代售，乘客用现金支付的机票，旅行社回扣 １０％，用信用卡支付的回扣 ７
％。企业单位经常乘坐班机的人员可自己开机票，每月由所在单位直接与西
南航空结帐。这种机票票价不打折扣，但给企业出差人员带来了方便。
这些措施尽管使西南航空 １９７１ 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季度有所
增长，但亏损仍大，年终公司累计损失达 ３７５ 万美元。

从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西南航空每次班机的乘客平均人数从
１８．４ 人增至 ２６．７ 人，然而仍旧大大低于收回成本必需的量低人数。经验表
明，上午 １０ 时到下午 ４ 时这段时间，因乘客喜欢到霍比机场，西南航空干脆
不再用新建的国际机场了。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西南航空将达拉斯——休斯敦间的航线班机，从一
天 ２９ 次减到 ２２ 次；到圣安东尼奥的每天 １１ 次和圣安东尼奥——休斯敦的每
天 ６ 次则保持不变。这样一来，新购置的那架波音 ７３７ 飞机就用不着了。公
司很快找到了买主，从转卖中获得了 ５３ 万美元的利润。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西南航空开业一周年，公司借此机会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庆
祝活动。机场候机室里，机舱内都布置了宣传画。整整一周，每天的班机上
都举行庆祝会。广告则着重宣传自己是一家受到强者欺凌的、真心为乘客服
务的弱小公司。
西南航空的经理人员此时仔细研究了票价，根据成本和营业收入决定作
适当调整。不久前在每星期五晚上 ９ 时后曾试销 １０ 元一张的廉价机票。五月
份开始，则每天晚上 ９ 时后都出售廉价票。结果，买廉价票的乘客大增。原
来乘全价票的乘客宁愿等到九时以后再旅行。经理人员意识到如听其发展，
就不能维持白天 ２０ 元一张的票价了。故从 ７ 月 ９ 日开始，将单程机票从 ２０
元提高到 ２６ 元，并增设 ５０ 元一张的回程机票和 ２５０ 一张的月票。月票在三
条航线上均可通用。
一向标榜廉价实惠的西南航空，如何将提高票价的决定告诉乘客，倒成
了一个难题，主管人员与一家广告公司磋商后，宣布班机上新设“经理级”
座位。经理级座位拆去，乘客席位从 １１２ 个减少到 １０４ 个，以增加空间。另
向乘客免费供应饮料，由于航程短，估计空中小姐大概只来得及给乘客送上
两杯饮料。西南航空在报刊上登了整版广告，宣布一等舱“经理级”座位的
开设。每张机票售价 ２６ 元。
布朗尼夫和得州国际两家公司会有怎么反应呢？西南航空一位副总裁
说：“开始几天，我们的确捏了一把汗。”布朗尼夫的第一个反应是，从 ７
月 １１ 日开始给达拉斯——休斯敦航线增拨一架飞机，做到基本上每小时有一
次航班。７ 月 １７ 日得州国际将票价提高到西南航空同样的水平。７ 月 ２１ 日布
朗尼夫也跟进，并且在晚上 ７ 时 ３０ 分后，在达拉斯——休斯敦航线上增加了
一次“日落”班次。由于布朗尼夫增加班次，提高票价，乘坐西南航空的旅
客在当年第二、第三季度下降了 ２％，但实际营业收入却有了增加。
西南航空 ９ 月份展开了新的广告攻势。这次的中心口号是：请您回忆一
下没有“西南”以前的日子。广告公司认为这个口号有号召力。西南航空主
要通过电视和广告牌作宣传，强调该公司班机准时可靠。
１０ 月底西南航空再次调整票价。１０ 元的廉价票由半价票取代。单程 １３
美元，双程 ２５ 美元。每晚 ８ 时后实行。又恢复了星期六的航班。周末的机票
一律半价。三个星期的广告攻势取得了显著效果。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西南航空的
客运量比 １０ 月上升 １２％，成为全年营业额最高的月份。
１９７３ 年，西南航空的主管人员将注意力转向最棘手的问题上。虽然公司
在达拉斯——休斯敦航线上盈利，但在达拉斯——圣安东尼奥航线上却赔
本。公司在这条线上平均每天有八次航班，布朗尼夫有 ３４ 次。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份西南航空在这条航线上每班次仅有 １７ 位乘客。经理人员
认为如果载客量不上升，他们将被迫取消该航线。因此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

来吸引更多乘客。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他们宣布该航线实行 ６０ 天半价票，并在电视台和电台
上大作宣传。西南航空的算盘：如果此举成功，半价就保持不变。
宣布 ６０ 大的用意是刺激乘客的兴趣，同时也减少竞争对手报复的可能。
半价票运动立竿见影。第一个星期，达拉斯——圣安东尼奥航线每班次乘客
遽增 ４８ 人，而且继续增长。
２ 月 １ 日布朗尼夫在报刊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宣布在达拉斯——休斯敦
霍比机场航线实行半价票至 ４ 月 １ 日为止。而该航线国际机场票价仍保持原
价。西南航空的经理人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西南航空应采取什么对策呢？这就需要学生们在课堂上参照实例后面附
载的 １０ 页关于该公司的客运里统计年度报告，飞行成本、广告样纸，损益计
算书等资料加以研究。西南航空应不应该在达拉斯——圣安东尼奥航线上实
行半价？它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如何与两家竞争对手瓜分市场？西南航空如
果认识到三空之间既相争又相依靠，那么挑起价格战的得失将会怎样？这些
课题，都需要哈佛学生在 １０ 分钟的课堂讨论中一一解答。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分析教学法，不是去寻找正确
答案的教学，实际上也不存在绝对的正确答案，存在的只是可能正确处理和
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还是错，只是个人对经营状况
理解和判断的不同。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们的这种正确答案并非一个的多向、发散型思维方
式，也正是哈佛商学院教学方式的特色所在。
ＨＢＳ 的案例教学法是一个不断向学生“加压”的学习机制。上课与否以
及课堂上的表现，占学习成绩的 ２５～５０％。所以学生们非常重视上课前的预
习和课堂上的发言。
教授在开讲之前总要环视一遍教室，他是在挑选最先发言的学生。这时
的教室会让人明显感到一种恐怖气氛，如果你被教授提名，却没有进行充分
的预习而不得不“ｐａｓｓ”的话，就犯了哈佛商学院的“大忌”。因为按照记
分规则，如果你选择“ｐａｓｓ”的话，成绩就会自动拉下一档；“ｐａｓｓ”两次
之后就可能拿不到学分；三次以上的“ｐａｓｓ”，不但拿不到学分，而且还会
受到校方“行为不良”的警告，严重的会被勒令退学。
在教授物色人选的时候，那些不甘人后的学生，会处于绝对的紧张状态，
或咳嗽一声，或掉一下笔，或者挠一下头发，做出企图避开或吸引教授视线
的动作，都将是一场“黑色喜剧”。尽管如此，一旦有哪个家伙被提起来开
始报告的时候，其余的 ８０ 多名学生马上就会变得精神抖擞，聚精会神地寻找
该同学的错误，推敲自己的发言怎样才能谈得比他更好，更出风头。他们完
全忘记了，如果是自己站在那里发言的话，也会不可避免地犯同样的错误。
当那个可怜巴巴的学生脸色发青、满头是汗地结束自己的报告之后，其
余的人会一齐举起手来要求发言，于是“自由发言时间”的论战就开始了。
由于学习非常紧张，很多 ＨＢＳ 学生在第一年上学期间，除了教授和同学
之外，很少能接触其他人，又由于课程的进展非常快，一旦误课就很难赶上，
因此，生病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只要不太重的病，学生们总是尽量坚持去
上课。所以在上学期间必须注意身体健康。
在哈佛，学生们不但要学习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学会处理其
他很多课题，他们必须培养自己各方面的决策能力。而且要做到对这些决策

的自我认可。换句话说，哈佛重视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实际上，在
上课讨论、小组研究以及宿舍里相互交换笔记等等活动中，学生们之间的互
相交流和帮助，会花掉不少的时间，但从根本上来说，能否真正学好，全靠
个人的努力。
哈佛商学院所追求的东西简单明了，那就是让学生掌握成功地经营企业
的思路和方法。学生们必须有一种能力，使自己能够站在一个高层次来把握
和分析问题，能够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情区别开来，
他们还必须具备另一种能力，就是在缺少足够和必要信息的情况下，也能够
作出正确和果断的判断和指示。他们必须知道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中，没有人
会给你准备好正确的答案，并且任何答案都不会是完美的，总会有一些地方
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尽人意的，哈佛学生的脑子里被灌输的是：如果你希望
走向社会后，在任何时候都想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么你在哈佛学习期间，就
没有晒太阳的闲功夫。哈佛流传的格言是“忙完秋收忙秋种，学习，学习，
再学习”。

第四节

毕业生择业

以前，美国的年轻学子们梦寐以求的是进入法学院与医学院就读，现在
则不然。大家向往的是管理学院，特别是像哈佛商学院这样的学校，因为进
入哈佛商学院，取得那张 ＭＢＡ（工商管理硕士）证书，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往
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就意味着成功与富有。
对于哈佛的 ＭＢＡ 来说，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虽然美国的失业率为
７％，但一个哈佛学生却有数份聘书等待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
何找到一份适合自己需要、兴趣、特长、生活方式的工作。未来是美好的，
但通往未来的路却需要自己选择。
整个谋职过程很长，前后大约要持续八九个月。
谋职分三步进行：
首先是自我估价，每个学生一踏进哈佛大门，就要到哈佛的学生择业咨
询服务处参加名叫斯特朗·倍尔的心理学测验。测试的主要内容是个人兴趣，
并且把你的兴趣同在不同职业上成功的人的兴趣作对比。如兴趣相近，也许
说明你应该考虑一下他们从事的职业。
其次是填写个人简历。哈佛择业办公室专门为学生准备了《学生简历撰
写指南》。简历要求要列举出自己的背景、经历、成就、兴趣、特长等。在
填写时，要求用词要简练、准确、鲜明。为此，哈佛择业办公室还特别为学
生们准备了 １５０ 个“行动”词以供参考。另外，为避免歧视，保证就业机会
均等，哈佛不准学生在简历中提及年龄、出生地、宗教信仰、性别、种族、
肤色、国籍、残疾等，更不准夹杂照片。
简历由学校负责印刷，但也可自行解决。每位学生的简历按要求印制 ５００
份，其中的 ４００ 份由择业办公空装订成《学生简历册》，出售给有意来哈佛
招聘的公司。
每年的 ２ 月份一开始，各大公司便蜂拥而至，招聘人用高级轿车接送学
生去赴宴，参加各种联谊活动。招聘单位主要是想通过这种办法与机会来验
证哈佛 ＭＢＡ 学历的真正价值，一个 ＭＢＡ 学生往往有几家乃至十几家公司竟相
争取。
哈佛 ＭＢＡ 选择的就业范围遍及众多行业，比如广告、银行、信托投资、
管理咨询、资产管理、房地产、化工、出版等，就业地区遍及全美及全世界。
可以不客气地说，他们选择的范围是无限大的。
尽管有这么好的条件，但他们也往往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和行为。他们
总想在所有工作上都试一试身手。然而，ＭＢＡ 最终就业的地方。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市场条件，有 ２４％的 ＭＢＡ 选择的职业是管理咨询业，这主要是因为这
个行业底薪高，每年约有 ７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 美元。
８０ 年代末期以后，哈佛 ＭＢＡ 进入投资银行工作的数额大幅下降，特别是
从事推销和贸易的。另外，１５％的毕业生去华尔街工作，干推销和做贸易的
人底薪高于 ５０，０００ 美元（佣金和年终奖可能是底薪的 ３ 倍），参与企业合
并的人和有价值的人，底薪 ８０．０００ 美元或更多。从事资本投机工作，品牌管
理，在商业银行工作。从事制造业的占了大多数。除此之外，小企业、废物
管理、艺术和娱乐业也同样聚集了数量多得令人吃惊的学生。
对于所有的哈佛 ＭＢＡ 来说，把希望集中到一个产业或几家公司上，作一
个明智的选择，这确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无论你的能力有多强，只要对方

认为你对所谋工作的兴趣不大，他就不会聘用你。招聘者首先要确定是否喜
欢你作他将来的同事，所以交谈一开始，彼此是否合得来，势必攸关全局。
最后，大多数学生一般都确定 ４～５ 家较可靠的公司作为自己的应聘对
象。
招聘是千奇百怪的。对哈佛学生来说，最紧张的莫过于面试，应聘者紧
张，招聘者也同样。因为这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人类是理智的动物，但
更是情感的动物，能够操纵情感的人才是胜者。面试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
没有一个人单凭职业能力被聘用的。
如果第一次面谈成功，招聘公司就会邀请你到公司所在地作一日游，会
见公司其它要员，进行第二轮面试，以便进一步加深了解。甚至还会为你提
供各种旅行机会。他们用这些方法与其它公司展开激烈地竞争。
其实，为了抢到优秀学生，很多公司都争取在学校组织面试开始的前两
三天之内确定入选，因为学生们也必须在这两三天内一个接一个地到这些公
司参加面试，为方便起见，许多公司往往集中在一个饭店做最后的面试，即
使这样，学生们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美国的失业率是 ７％，但哈佛学生为什么会有如此独厚的待遇呢？
从聪明、智慧、积极上进的学生群，到激烈的竞争气氛、科学合理的案
例分析法，哈佛商学院所给予的，都是最全新的。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
重要的是哈佛给予每个学生的自信心。
能从哈佛毕业，就说明你能经得起各种考验和磨炼。哈佛学生最大的特
点，就是可以巧妙地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他们对工作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都希望自己能独立负责某
一方面的工作并作出成绩。在学校，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基础训练，两年中接
触的 ８００ 多个案例分析，使他们接触了远远超过一个企业可能发生的问题。
所以，他们不管从事任何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也不管担任任何职务，
都能够充满信心地去完成。哈佛商学院给予他们的东西，足够他们受用一生。
据 １９９４ 年的统计，哈佛商学院的 ＭＢＡ 毕业生，获得年薪最高的为 １０２，
６３０ 美元，其中包括薪水、签约奖和年终奖及额外津贴。５２％的哈佛学生一
跨出商学院的大门，就获得了 １０ 万美金的收入。仅麦克金赛一家，就招聘了
１０２ 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并且全部支付高薪。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
这些毕业生都先后辞去了平均 ５３，９１０ 美元的高额年薪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有 ６０％到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工
作，２０％到稍小一些的公司工作，１０％到小企业工作或自办企业，１０％到政
府机构或教育、卫生部门工作。
在全美最大的 ５００ 家公司中，有 ２／３ 的决策经理们由该院毕业。哈佛商
学院，的确是创造了企业界的辉煌。

第五节

哈佛学子论哈佛

在世界上风靡一时的哈佛给人的神秘色彩仍未烟消云散，受恩于哈佛的
学生们更是对自己的母校引以为荣，学生时代的情况令他（她）们回味无穷。
科莉丽亚·蒂尔尼来自新泽西州，毕业于普林顿大学政治系与俄国研究
系。大学时期曾到苏联学习，并担任过美国国会议员助理。来哈佛商学院前
曾在纽约利曼投资银行任金融分析员。曾两度当选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区共
和党委员会委员。爱好打网球，摄影和旅行。１９８５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商学院女子足球俱乐部队长。
“我一直想进哈佛，哈佛的名气很吸引人。我家里都是搞金融的，我到
利曼投资银行工作后对工商界发生了兴趣。我之所以决定到商学院来，父亲
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哥哥也是这里毕业的。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要进入工商
界没有学位很困难。
“我对商学院的评价很高，人才是哈佛最宝贵的财富。哈佛是美国最优
秀的人才萃集之地，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不愿到别的管理学校，
只有斯坦福大学除外。我来哈佛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向害羞，不敢当着许多
人的面发言，可是哈佛强迫我们发言，评分也取决于上课发言，这就给了我
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商学院充满着激烈的竞争气氛。由于女生从小受到的教育没有培养她
们的竞争能力，哈佛的女生人数又不多，所以她们害怕。一部分女同学索性
利用自己是女生设法占便宜，一部分女同学又矫枉过正，闯劲太足。
“我爱好运动，参加运动能发泄内心的攻击欲和挫折感。你运动好，男
同学尊敬你，自己也感到骄傲，课堂上的竞争同运动场上的竞争差不多。学
会应付时的压力就能顶住学习上遭受到挫折，或者分数不够理想时的情绪波
动，到谈判桌上也能沉住气。所以爱好运动使我能比较容易地对付男子的世
界。商学院不少女同学聪明有余，活泼不足，不够全面发展。她们容易紧张，
往往过于认真。第一年强制性评分的确造成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非常有刺
激性，在你拼搏过来之后给你一种巨大的自豪感。
“哈佛商学院的最大缺点是它像一部机器，每年生产八百个 ＭＢＡ。一旦
你从这里毕业，便自以为既然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有些工作就不屑一顾了。
你毕业以后还在和同学竞争，同学‘五年联欢’时，‘十年联欢’时，你想
的是你有什么成就拿出来呢？这种心理使你不愿冒风险。现在最时髦的是搞
咨询或金融，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向往那两种工作，一般的印象是最优
秀的学生才干那两行。由于自尊心作祟，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不考虑自己的长短好恶，就上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工作，不惜抹杀自己的个
性，这种思想方法害人。学校也有责任，因为学校没有鼓励同学走不同的道
路。
“我父母都是共和党人，我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的影响。我
的家庭教育严格，念中学时上的是传统的寄宿学校，但我有造反精神，读大
学时，正值卡特执政，学生会多为民主党控制，我向来不愿随大流，担任大
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的职务挺有挑战性。
“我也许将来自办企业，因为我没有排除结婚生育子女的选择，到那时，
自办企业比在别人的公司里工作灵活性大得多。我虽然不是班上最聪明的
人，但我相信自己判断能力强，有总经理的才干。要在事业上成功必须知道

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它们。
“我的一家都非常幸运，父亲、祖父、曾祖父工作非常努力，因此很成
功。家里有钱让我进一流的大学受教育，我到过许多国家。
“旅行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更加珍惜自己享有的东西，珍惜我们这个
自由、稳定、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并不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这一切，
大多数美国人不懂得珍惜他们所有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欠祖国欠社会一份
债，应该还给祖国，还给社会。当初我考虑进中央情报局工作也是出于这种
动机，希望报答祖国。可是我不愿意住在苏联，又是一个女的，大概永远当
不了我想当的特工人员。现在我进商学院，进入了工商界工作，也许能更有
效地为祖国服务。经营好一个企业，为社会创造利润，做一个好公民，也是
对国家在尽义务。我没有排除最终进入政界的可能，我进入政治生活的动机
还是因为我非常爱国”。
道格拉斯·希斯来自科罗拉多州，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科学系，来
校前曾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财政委员会数据处理与政策分析员。爱好骑马，
打篮球，爬山和冲浪运动。１９８５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母亲早故，父亲是退伍的海军舰队长。我从小在乡村里长大，那儿
大多数人眼光狭窄，从未见过世面，但父亲随海军到过世界各地给我很大的
影响，虽然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想干什么，但不愿在乡村生活下去。我中学
的数理化成绩很好，海军军事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不打算
参加海军。就拿了海军奖学金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样毕业后灵活性大些。
进校之后，我很快发现麻省理工学院象牙之塔中的理论研究与我科罗拉多乡
村日常生活相距实在太远，我对学工程又不感兴趣，因此转到了管理科学系。
“我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我不懂工商业，总认为那是一种肮脏的赚钱勾
当，所以我去州参议院工作。我的上司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使我懂得真正
能学到管理法的不是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如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是像哈佛
商学院那样的正规管理学校。在现实世界里，政府官员优先考虑的不是管理，
政策的制度也并不都合乎政治科学的逻辑，政治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政府里
最杰出的官员通常不是来自一所专门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而是来自法学院
或商学院。
“商学院给予我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自信。你置身于美国最有才智的人群
中，这些人是未来美国的一流经理人才，你自己既不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
是最落后的，而是最优秀者的中游者，意识到你有能力跟这些人竞争，这一
点，不管你将来做什么都给了你无比的自信。
“我喜欢实例法，不过要是我没有念过数学性很强的麻省理工学院，我
会去斯坦福大学的。因为斯坦福商学院的教学走的是中间道路，把课本知识
和实例法结合起来，这样较平衡。有的课用实例法教学效率很低。
“商学院的强迫性上课不合理，每个同学不管来校前的是什么专业，一
律要上课。有时我读了实例后明明已懂，却还是要去上，而在麻省理工学院
学生可以随时进入课堂，随时离开。如果我听了一半就懂了，完全不必枯坐
在教室里，教授绝不会见怪，哈佛的强迫性上课造成一种大量生产 ＭＢＡ 的印
象，有的课如管理经济课，我干脆闭目养神，舒展一下肢体，这是我反抗这
种制度的一种方式。教授有几回看见我懒洋洋的模样，会心地朝我笑笑，他
知道我的学历。我想教授也许喜欢个别同学不随大流，敢于轻松一下。周围
神经紧张的同学已经够多了，教授也吃不消，大多数同学拼命想使自己适合

哈佛规定的模式。
“评分法也需要改变。现在得好分数的同学往往在来校前已对那门课很
熟悉，分数不好的课往往是来校前懂得最少的。因为得“良”很容易，对某
门课程原来有基础的同学大可以努力一下争到“优”，他们本来应该在原来
没有学过的课程上多下一番功夫。所以，学生的成绩和真正学到的知识成反
比关系。现在的优、良、及格三等分太笼统，应该再细一些。
“教授上课时千方百计地鼓励同学发表不同的意见，通过辩论，提高共
同认识。有一次上市场营销实施课，一个同学的发言在我听来全是胡说八道。
我暗里嘀咕了一声：‘放屁’。没料到教授恰坐在我身旁，他大喝一声，‘放
屁！？你这是什么意思？’顿时全班怔住了。我给他搞得很狼狈，我没有准
备发言，但总算很快恢复了镇静，说出了一通自己的道理。实例讨论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集体辩论来学习，每个人要在大庭广众下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发表的看法要是站不住脚，就会给人嘲笑，这迫使你作充分准备而且准
备得越来越好。
“一般人认为，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能力较差，不是没有道理的。纳税
人不愿给政府官员多付薪水，政府就难以吸收杰出的人才。然而，政府中不
乏理想主义者，他们有才干，有理想，愿为社会、力大众谋福利。政府里有
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政府部门的管理比工商企业难得多，因为政府工作的社
会效果很难测量。工商企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创造利润，多多益善。政府
部门的目标经常变化，一个人非要在政府里工作一、二十年才能真正成为行
家里手。政府部门的工作比工商企业更有挑战性，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把
人的价值、人的能力和钱等同起来，可是一个人的成就和他挣的钱往往没有
关系。政策制定者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作出的决定影响很大，只要决策正确，
他们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是他干的工作挑战性强
不强，他的贡献有多大。
“当然钱不是不重要。记得商学院一位教授曾要我们总是准备好足够六
个月开支的生活费。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有回旋的余地，可以摆脱危机，
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不必为了维持生计而忍气吞声，牺牲原则。钱给予你这
种自由。
“除了钱和事业外，人还有精神的一面。商学院给我们的负担太重，使
我们没有时间考虑精神上的成长。其实，专业能力对人生关系并不大，钱和
事业归根结蒂是幻影。生活方式对我很重要，我不爱大都市，喜欢大自然，
愿在山水之间生活，生命的真谛不在于物质。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不应该忘
记精神上的成长。”
爱德温·林奇来自弗吉尼亚州，家庭合伙经营房地产，是弗吉尼亚州最
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他毕业于加州西方学院政治系。爱好钓鱼、打猎、旅
行、曾远游苏联、欧洲与东非。１９８５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到哈佛商学院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家庭房地产事业办得毫无生气，
差不多在死胡同里徘徊。我家产业虽多，但没有好好地利用，老一辈的人不
愿探索新杜会，经营方式很被动，光在吃老本。我可以不动脑筋，坐享其成，
但是我不适应那种环境，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没有受到重视。父亲、叔
叔、姑母等都 ６０ 多岁了，我是年龄最小的合伙人。老一辈的人坐井观天、墨
守成规，还在用 ３０ 年以前的一套方法在经营。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地区的房地
产这一行业，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任何行业部兴旺，所以要他们改变成

见很难，即使你知道别人发家的资本没有你家多，但经营有方，运用现代管
理方法，结果远远比你成功。我知道我家这一套不对头，我们似乎缺少了什
么，但我不清楚究竟缺的是什么，自己也提不出新办法让老一辈信服，所以
跑到哈佛来开开眼界。哈佛跟房地产关系不大，房地产行业的地区性很强。
商学院的课程主要与工业和金融有关，但是通过在哈佛的学习，我提高了估
计特定市场潜力的能力，提高了对不同行业的理解力，从而对承担者的经济
地位可以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扩大了眼界。这是我来哈佛
的最重要的目的。
“没有到经济学院之前，我以为在哈佛遇到的，将是一批为了个人成功
不顾一切的野心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这种人哈佛虽有，但属于极少
数，绝不是主流。我交了许多朋友，从来没有在一间教室里遇到这么多比我
聪明的人，你可以从班上 ９０ 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天
天学，相互学。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我很喜欢实例法，因为我一向不习惯坐在下面光听别人讲课，我总是
爱参加进去。哈佛最宝贵的财富是教授，我从来没有遇到水平始终是这么高
的教授。哈佛迫使你上课发言，迫使你锻炼思维，不断改进发言技巧，通过
每天的上课讨论，我们表达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我在商学院的一大收
获。
“另一方面，问题也有。哈佛商学院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学
校，自己却没有管理好。校方采纳新主意很慢，例如微电脑课程直到 １９８４
年我们升入第二年时才开设。各系自立山头，不通气，会计系的教授与管理
经济学的教授对怎么按现值计算现金流量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各执一说，
让做学生的无所适从。
“商学院曾改建一幢专供在职经理人员来校居住的宿舍楼。将原来两间
房合用一间浴室改为一间房一个浴室，改装的费用竟相当于我可以新建整个
一幢楼的代价，简直荒唐。我绝对有把握，哈佛被承包这项工程的设计师、
工程师和建筑公司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当事人用钱如此不在乎，根本出于学
校太有钱。可是还要校友每年捐款，真令人啼笑皆非。
“在商学院里，我大概比大多数人部生活得轻松，到学校以后，经营家
庭企业的种种烦恼暂时置诸脑后。一方面我年龄大一些，来校对已经 ３０ 岁
了，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另一方面我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我独立惯了，不愿
听别人使唤，我不想争名夺利。不想爬上什么大公司总裁的宝座。
“结婚的人到哈佛来有利有弊。作为丈夫和父亲，我责任很重，我经常
感到时间按排不过来，经常发生的矛盾是，牺牲学习还是牺牲家庭生活？我
不得不学会应付这种压力。可是有了一个家，我可以从学校的紧张生活中脱
离出来，特别是第一年，住在学校里的同学没有一刻摆脱得了那种无情的压
力，想轻松也做不到。我妻子给我很大的支持，从学校回家，晚饭已经准备
好了，我可以向她发牢骚，她也可以向我诉苦。在哈佛的两年里，妻子和女
儿交了不少朋友，因为我们没有找工作的压力，情形好一些。有好些结了婚
的同学经济紧张时，事业心强，老是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因此精神负担
很重。许多情况下，妻子不得不工作以资助丈夫来哈佛念书，但是妻子自己
也有事业心，也希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人都追求事业、虽然满足了
某种成就欲，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婚后关系因之紧张，甚至发生离婚。有子
女的夫妇当然可以把子女送到日托托儿所，但是托儿所不可能代替母亲。

“商学院在查尔斯河南岸，哈佛大学的其他院校在河的北岸，两处一隔，
但这座桥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文人相轻，商学院的同学似乎特
别看不起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的同学。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两个学校培
养的是一群官僚和讼棍。我当初大学里读政治学，原来打算毕业后进法学院
攻读律师业的，幸亏头脑清醒，决定不当律师，这个国家律师已经太多了。
我并不是没有事业心，我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中更富于创造性一些，为社会、
为我住的社区多做一些工作。
“到哈佛来，是我给自己所作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凯思琳·罗伊来自纽约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数学系，
嗣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运筹学，获硕士学位，来哈佛商学院前在贝
尔实验所担任技术员，是美国妇女与数学协会成员。爱好跑步、滑雪、航海、
滑翔和室内网球运动。１９８５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从 １２ 岁起，在念中学时就自己打工挣零钱，我送报，替别人照看婴
儿，这些人家都有家庭企业。例如一家开杂货店，一家开饮料厂，还有一家
是丰田汽车商。我对工商企业的兴趣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一向很独立，
父母从不干涉我，看到别的孩子那么依靠父母来决定选择什么专业，我感到
惊奇。
“到了大学里我也半工半读，我做过学生食堂的工人，电脑中心的服务
员，也当过数学辅导老师。大学里 ２／３ 的同学都希望当医生或律师，我也不
例外。我选择了理论数学作为专业，因为发现它容易学而且挺有趣。大学毕
业后我没有钱读研究生，也没有把握将来一定做得了医生或律师，于是就在
一个教授的帮助下，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所找到一份工作。
“我在运筹研究部工作，里面 ６０ 个专家中只有四人不是博士，我是唯一
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工作两年后，贝尔实验所送我到加州大学读运筹学，毕
业后我又回到贝尔应用运筹学技术设计电脑模式。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子学
数学，女生回避理工科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做父母的往往
对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课抓得紧，对女孩子在这方面就松一些。针对这种倾向，
我在贝尔实验所工作时，曾在中学里去演说，鼓励女生考虑数学作为自己的
专业。许多女生完全排除数学，因而限制了择业的机会，虽然在工商业上成
功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懂得数学就多了一种选择自由。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女
同学克服对数学的恐惧。
同样，很多女生不爱好体育运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
康的’。直到读大学时，我才在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体育运动，结果当上了女
子足球队队长。
“要在贝尔实验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可是我对攻读博士不
感兴趣，我的 ＧＭＡＴ 成绩极好，这加强了我上管理学校的信心。哈佛商学院和
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选择哈佛。一是因为进哈佛
难，二是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数学性强、而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基础了。
“说实话，我在哈佛并不感到舒服，我不会为了拉关系而有意识地进行
社会交往，也不欣赏别人的这种品质。哈佛里这种人不少，评分本来应该完
全根据实绩，可是我知道有人得到好分数是因为善于讨好教授或者认识什么
人。有人连实例也不读就来上课，发言投机取巧，纯粹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不怕竞争，但是我讨厌哈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氛。
“女生受到歧视，也许真有其事，也许是凭空臆造。不过我发现一个口

齿伶俐的女生，要比一个能言善辩的男生更容易招来反感。这点令人不安。
有一门课上，教授叫人的方式不公平，我很恼火。就存心用了一节课的时间
记录教授的叫人方式。我将全班分成三组，发现 ８０％的时间教授只叫其中的
一组，尽管每次每组都有一半人举手，女生虽占全班的 １／４，却只有 ５％的机
会被叫到。课后我把这个情况同教授谈了。不料第二天上课一开始，他就冲
着大家问：‘有人说我叫同学的方式存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他很不
客气，当然没有人回答。可是下了课，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个教
授一直没有改变他叫人的习惯。女生比男生上课更担心，忧虑促使她们常常
举手，但是常常发言又会招来反感，真是难。
“我是民主党，是自由派人士。商学院 ７５％的同学都是共和党，但一半
共和党同学对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不受政治立场的限制。在预算案、税收等问
题上他们采取其和党的立场；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像是
一个民主党人。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课外，裸堂讨论很少受到政治偏见的
影响，我的政治活动也不过限于向自己关心的政治竟选活动捐款。人力资源
管理课上很多同学不同情工会，但是由于商学院不少同学出身于富人家庭，
向来跟工会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对工会的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立场，不如说是
阶级观点造成。
“我没有十分明确的事业目标非实现不可。我竞争心有余事业心不足，
只要有谁跟我年龄相同，能力背景相仿，却在于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
不甘落后。我在商学院受到了很多的教育，我也许可以在别的学校学到同样
的知识，我认识许多没有上哈佛商学院的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哈佛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是一把能打开许多大门的金钥匙。哈佛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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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事管理

第一节

“人”是企业的灵魂

无论是在工厂、企业。哪一个单位都离不开“人”，从社会发展来看，
朴素的社会学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管理学应该从“人”入手。
一、“人”的需要和管理风格
每个企业的工人都是在满足自己的生活的基本要求上才会去为单位、企
业创造价值，使企业逐渐发展，而作为企业领导人首先就应该满足员工基本
生活需求。
西伯拉罕·马斯洛在 １９５４ 年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表 １—１），一
个聪明的管理者，应该了解每一位下属的需要层次，以个人需求为基础进行
激励，从而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表 1－ 1

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
第一级
生存；生理上的满足
第二级
安全；就业保障
第三级
归属；被社会接受
第四级
自尊、自爱与自豪感
第五级

自我实现使潜力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而管理者则可以采用下面的“激励”要索，来满足员工的不同需要：
第一级：生存需要 提高工资
奖金
改善工作条件
定期医疗检查
娱乐
第二级：安全需要 享有优先股权
保险
职业稳定
口头承诺和书面承诺
晋升
第三级：归属需要 邀请到特殊场合
有机会加入特殊任务小组
有机会成为委员会成员

第四级：自尊需要

成为俱乐部组织成员
工作轮换
奖励
表扬
授予称号
公开场合露面
为管理委员会服务

第五级：自我实现
的需要

带薪休假
领导项目任务小组
受教育的机会
承担教学任务
承担指导任务
了解员工不同层次的需要所要讲的是一位管理者从事管理的开始，良好
的开端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管理的方式能决定企业的生与死。
１９６０ 年，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提出了 Ｘ 理论和 Ｙ 理论（表 １—２）。这一
理论任何一位管理者都应当熟知并可娴熟运用。
Ｘ 理论阐述了独裁式的管理风格，而 Ｙ 理论则阐述了民主式的管理风格。
根据人类行为假设，不论人们是否承认，都存在着某些管理风格。独裁式的
和监督式的管理风格，反映了 Ｘ 理论的思想；而参与式的、社团式的管理风
格，则体现了 Ｙ 理论的思想。
表 1－ 2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 X理论和 Y理论
Y 理论

X 理论
独裁式
“什么也别想，
只能按我们所
说的去做。”
假设：工作者在
思考方面受到
先天性的限制
并且懒惰。因此
应对他们施加
一些控制，甚至
使用一些威胁
和惩罚手段，以
达到使他们生
产出更多产品
的目的。

监管式
“我们会照顾
到你，但你只能
做我们告诉你
应该做的事。”
同独裁式相比，
这是仁慈的。
假设：管理者清
楚他的员工最
急需什么？

参与式
“让我们一起
工作，我们需要
你的参与（但是
我们还具有否
决权）。”
假设：正面的、
自然的激励（即
报酬）和工人自
发的愿望，促使
他（她）自己提
高工作效率。

中性的 Z 理论

社团式
“让我们平等
地一起工作…，
我们需要你的
投入，但绝对不
会滥用职权强
迫你们。”
假设：正面的自
然的激励（即报
酬）和工人自发
的愿望，促使他
（她）自己提高
工作效率。

第二节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的宗旨就是要使企业的每个员工——从最上层到最低层，都各
得其所，各尽其才。也就是说，管理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
个人的才能，并使每个人的才能全部地朝着有利于达到公司的目标的方向发
展。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前副董事长后姆士·牟尼说，人员组织管理就是为达
到共同目标而设立的一种人类联合的形式。另一位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纳
基是一个擅长于人员组织管理的实业家。人们把他的丰富的人员组织管理经
验和组织才能精辟地概括在他的墓碑上。他的碑文写道：
这里安葬着一个人，
他擅长于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
编织到
为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中。
一、发挥群体总和的力量
管理人员的责任是要全力实现企业的目标，因此，管理组织的宗旨就是
要确保管理人员尽到上述责任。管理组织具有强大的威力，能使各个本来分
散的个人和具有不同能力、不同个性的人，组织成一个有共同目标的、相互
协周的整体。
这一整体的能力并不是它的所属成员的能力的简单的算术和，而是一种
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原有的成员的能力的新的力量。所
以，有人说，管理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促使普通人做出不平凡的事情，任何组
织都不能靠天才，因为天才人物毕竟是少数。但是，好的组织管理可以使普
通人发挥出天才人物的才能，可以使每个人发挥出比他个人的才能更大得多
的能力，也可以使每个人的弱点减缩到最小程度。所以，管理组织要创造出
充分的条件，使每个人的能力和积极性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管理组织还
要有利于增强和激发每个人的才能。每个组织要把重点放在发现人才和使用
人才上。
因此，每个组织本身还要具有不断改善、不断革新的精神，使每个人的
才能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而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增强。管理组织的功能不只
是协调各成员的能力，因为“协调”毕竟还是消极性的；管理组织还要促使
各个成员有上进心，不断打破旧的协调状态，进入新的和更高的协调状态。
如果使管理组织单纯地局限于协调状态，并把组织的宗旨和功能仅仅局限于
协调，那就不能促进各成员的上进心，而这是不利于其成员的提高和成长的。
管理人员要善于发现管理组织中的“拔尖”人物，以他的优秀成果作为
动力，促进某新才能的产生。管理人员还要善于发现管理组织中的所属成员
的缺点和弱点，创造条件克服或抑制这些弱点的发展。
由此可见，管理组织不只是聚集各个成员的能力的机构，更重要的是要
使整个组织的力量大大超过原有的个人的能力的总和。
二、人员组织管理中要强调高标准的道德
组织管理是一种更新的、更强大的能力的创造。要达到这一个目的，仅

仅靠机械性的强制是不行的；必须靠道德的力量，必须强调正直，强调责任
感，强调高标准的道德。
上面所说的道德力量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充分地体现在
行动之中，这就是说，这里所强调的是在工作中发挥出实际作用的、有利于
完成公司目标的道德力量。所以，管理人员之所树立的道德标准，必须是人
人都可以做到的、看得见的道德规范。
为此目的，管理需要具体的、可见的、明确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
可以归结成五个方面：
①在工作中要积极、热忱；不可怠慢，不可偷懒；
②依据工作表现给予不同的报酬；
③有一套合理的和公正的奖励制度；
④制定出管理规章，并在规章中明确地写明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
力；
⑤管理人员必了是公正的和认真负责的；这个品质必须体现在他的实际
的管理工作中。
为了发挥各级管理组织的作用，为了使管理组织的宗旨贯穿于管理工作
的始终，必须严格地实行奖惩制度。这种奖惩制度首先要实行在管理人员身
上。这套奖惩制度的立足点是要发挥和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奖励固然是
为了激发积极性，惩罚也是为了达到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的目的。
企业的生意做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凡
是生产和销售搞得很好的企业，它的管理人员都是认真负责和积极肯干的，
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努力尽职，而且善于发明创造。但是，也有的企业，对它
们自己的管理人员的要求不严，组织涣散，制度不全。它们的工作人员平庸
得很，工作一般化，毫无主动精神，满足于中等的工作成绩，不求上进，但
求无过。在这些管理人员的影响下，基层工作人员和工人也马马虎虎，懒懒
散散。这一切，结企业带来的损失，比那种可以用算术计算出来的损失还要
大。
这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完全忽视了管理组织的基本精神和宗旨，他们到企
业工作和承担管理职务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得到一官半职，并没有具备一个
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品格和道德。这些人尽管充塞了大部分的管理职位，但
起下到管理作用，充其量也只能充当一个工作效率极低的“官僚机构”。这
种人的管理哲学就是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企业容许这样的管
理机构长期维持下去，那么企业的前途就很危险。
管理机构必须是高效率的和高标准的。
三、合理正确地奖惩员工
经营管理人员应该是主动工作和认真负责的，而下是像机器那样只是听
人使唤。越是高级的和高层的管理人员，越应该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高
尚的管理道德。那些旨在满足于达到低水平目标的经理和管理人员，那些屡
犯错误、消极疲沓的管理人员必须撤换职务，他必须离职，或者降职，或者
免职。
当然，这种惩处并不是意味着不允许犯错误；并不等于说：凡是犯了错
误的，都要予以惩罚。实际上，对于有上进心的人来说，失败乃成功之母。

许多么司优秀的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的优点并不是他们没犯过错误，而在于
他们是为了创新而犯错误的；因此、他们犯错误的次数越多，他们所积累的
经验越丰富，而他们继续创新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并不需要要求所有的
上层管理人员都不犯错误。相反的，应主张把那些虽未犯错误、但工作平庸、
毫无上迸心的人，从较高领导职位上调离出去。重要的问题不是犯不犯错误，
而是管理人员的责任心，看他是否尽到了自己的工作本份。
为了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必须对管理人员的工作作出合理的、
公正的评价。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工作，估计他们的责任心，是对他们进行奖
惩的基础，也是提升或调离他们的职务的依据。
任何一个办得好的企业，它的管理人员之所以能尽到管理责仔，主要是
因为它对管理人员能及时地和公正地进行评价。同时，又有以此评价为依据，
对他们作出恰当的奖励或惩处。凡是这样做的公司，它的各级管理人员就能
尽到自己的管理责任，他们能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有上进心。他们很自然
地在工作中展开了竞赛。久而入之，在该公司中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工作作
风和传统习惯：以上进为荣，以消极平庸力辱，这种优良传统的形成，是企
业的精神财富，是元价之宝，是财运亨通，年年赚钱的基础。
但是，要对管理人员的工作做出正确的评价，必须有一整套的评价制度
和方法。在美国和欧美各大公司中，往往要聘请心理学专家来主管对各个人
的评价工作。
对一个管理人员的评价，必须是全面的和系统的。评价一个人的工作成
绩，切忌片面性和主观性。因此，不要草率地根据一、两件事就对某个管理
人员的品质、责任心和工作能力作出判断。对一个人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经
过校长时间的观察、检验和比较。
在进行评价的时候，要听其言，观其行。要把他所作出的实际工作成绩
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在一家公司里，首先要看他的工作是否推动了公司的
发展，是否有助于公司完成它的目标。公司要特别防备那些只会说而不会做
的人。要奖励那些埋头苦干和认真负责的人。
在有些公司里，经常有些只会奉承阿谀，但又元实际工作能力的人。这
种人，为了使公司重用自己，有时下惜吹牛说谎，诽谤别的优秀管理人员。
公司应该防范他们升任高职，因为提升了这些人，就等于惩罚了那些真正一
心为公司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只会说花言巧语，但无实际能力的人，往往
兼有说谎和诽谤别人的品质。因为他们自己既无实际工作能力，又想要获取
要职，其唯一的出路便只能是说谎或诽谤别人。一个公司若纵容这些人，就
等于用一堆垃圾堵塞了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通道。因为让这种人担任管理职
务，他属下或与之平行的人，就不能发挥作用，甚至会因此而埋没人材。
经常看到有些公司，由于用人不当，把那些只会说而下会做的人提拔到
重要的管理职务上，造成公司内真正能干的人不安心工作，甚至纷纷要求离
职。最后，使公司里自上而下形成一种说空话的作风，各级管理人员和工作
人员也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长此以往，等于抽掉了公司
的灵魂和活力，最终必将使公司亏损甚至破产。美国在亨利·福特主管福特
汽车公司的年代里，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沉痛的教训，各间公司都
应记取。
评价和估计一个人，首先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是他的优点还是他的
缺点？是他的成功之处还是他的失败之处？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众所周知，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人。重点是所要寻找的优点，必须是公
司所欠缺的、因而也是最急需的那种优点。比如，公司里技术人员齐全，原
料充足，唯缺有组织能力的经理。这时，我们所选择的经理人应该是有很强
组织能力、有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的人。假如，这家公司的生产、原料供应
等都很好，唯缺乏有销售能力的经理去推销产品，就要选择在推销产品方面
有能力和有经验的人出任销售部经理。只要具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优点，即使
有其他缺点，也可以不影响对他的选用。在使用过程中，要使人尽其所长。
我们选用一个人，主要是使他发挥自己的优点；至于他的缺点，只要不影响
到工作，不影响到别人发挥积极性，就不必求之过严。
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是相对的，是发展变化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优
点和缺点，要发生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企业的管理组织的宗旨就是
要创造条件，发挥各级管理人员的优点，并尽可能地抑制其缺点。

第三节

管理之遭在于“借力”

管理人员的基本使命，在于借部属的力量，完成组织的盈利目标及员工
个人的福利目标，若有余力，尚应达成社会公众利益的目标。零售、批发及
贸易业的企业应匈此，制造、金融，及保险企业亦应如此；政府行政、军事、
教育及医疗机构更应如此。所以管理之道在于借力，高层主管借中层主管的
脑力，中层主管借基层主管的脑力及体力，基层主管则惜现场员工的体力，
现场员工则借本身体及可用的机械力。
换言之，管理系统为人力使用的系统，再由人力系统使用机械力系统，
所以管理工作若失去“人”的基本要素，则成真空。关于这一点，各行业经
营人员必须确认及身体力行。
主管人员借用部属力量的方法可简分为二，第一为“计划”，第二为“控
制”。
所谓“计划”是迂指所有决定未来要求部属完成的“目标”及采用“办
法”（亦称“手段”）的用脑思考过程。这一过程必须充分利用“大脑”的
创新功能，而非利用“小脑”的反射及守旧功能，方能开拓新产品、新市场、
新制度、新技术。
整套的计划功大包括（１）小心确定市场顾客的需求；（２）研究环境变
化及竞争者的行为：（３）盘存本身的强点及弱处；（４）设定行业别、产品
别，及盈利产销等数量别目标；（５）设立达成这些目标的策略性及作业性方
向及步骤；（６）指派细项责任目标给员工集团或员工个人。
要建筑一栋房屋，必须要先有建筑蓝图，及水管匠、电线匠、木匠、油
漆匠、水泥匠等等的工作任务指示，才能如期完成所希望的“产品”（房屋）；
相同的道理，要提供满意的产品或劳务给顾客并赚取合理利润，岂能没有小
心的“计划”？
所谓“控制”是泛指确保达成计划目标的措施。控制措施可分两大类，
第一为“组织结构”，第二为“人员督导”。除非组织结构简明，除非人人
了解职权及责任所在，否则组织本身就是失败的根源，无法达成原定目标。
组织结构应该代表一体二面的作用，第一它应把各人的职位层次表达清
楚，第二它应把各人上下沟通的管道明白指出，第三它应确定员工间协调及
合作的中心，使人人的努力朝向同目地，而非互相争斗。所以一个组织层次
混乱，意见无法沟通，及不能自动协调合作的机构，必是一个乌合之众，人
虽多却只消耗资源，不能创造成果。
人们常常说某某机构组织散漫，大而不当，就是指最高主管人员对其属
下人员失去“控制”，毫无效果可言。
除了组织结构应严密有秩序而且有效率外，尚应有“督导”的功大。督
导是指紧接上司（主管）日常纠正及指导下属行为，以期达成目标的活动。
假使每一位下属人员皆能自动自发，依照上级指示的政策目标而努力，则可
以不要“督导”活动。事实上，基层人员常常无法自动自发，实施目标管理
及自我控制，所以其上司对其行为的日常督导工作不能废弃。
一、“人力发展”而非“事务指导”
把前面“计划”及“控制”两个基本管理因素的内容重述一次，则可以

得到以下很简单的文句：即”主管人员的基本职责在于确定要求部属完成的
东西（目标），定期查核他们已经完成的程度，以及寻求方法协助他们有效
地完成该目标。”无疑地，这种说法自然而然地使人们获得一种简单的结论，
即”管理是人力发展，而不是事务指导”。假使愈多人接受这种事实，则许
多管理上的难题将会自然而然地消失，因为人力（尤其人的脑力）潜能的发
展甚为巨大，几乎可以说无限大，人类之所以会异于一般禽兽，而为万物之
灵，也是完全得力于人力的发展。
假使有人认为他自己竭尽时间及精神干事物的操作，比花费时间及耐心
来引导他人（部属）工作更为有效的话，就是说明他本人不适宜当管理者，
不能管理。
在许多场合里，人们常常会碰到这种“无效”的管理人员。可以称这种”
只会做事，不会管人”的管理者为浪费资源的“杀鸡用牛刀者”，假使他的
上级主管继续让这种无效的人当管理者，则该机构的恶运必指日可待。
很显然地，从“管理之道在于借力”，“管理是人力发展。而非事务指
导”的推理下，我们即可以得到另一种简单的事实，即“管理是人事处理”，
因为管理活动需要幕后的参谋人员互相配合，方能达成目标。
所谓幕前（或前线）执行管理者是指负有最后完整权责的；所谓幕后（或
后方）参谋管理者是指提供建议、协助，及服务幕前执行人中完成责任目标
的人。前方作战的陆、海、空军是属于执行人员，而后方联勤部队则属参谋
勤务人员，任何作战（如何管理活动）必须有前方及后方的配合，方能得胜，
所以管理人员必须掌握各种人事的处理工作，包括员工关系，顾客关系，社
区关系，政府关系，金融关系，股东关系，及供应两关系。其中尤以员工关
系的处理最为直接相关。下列十二条为经验人士处理员工关系的宝贵心得，
甚为简明，可供大家参考。
第一条：当一个人寻求新工作机会而面谈时，总是期望别人对待他有礼
貌、诚恳、态度自然而又不失之轻率，使他能充分显出他的优点。
第二条：一般人都希望别人因他有贡献价值而“欢迎”他去工作，而非
因同情而施舍或赏给他一碗饭吃。
第三条：一般人都希望接受简单、明确而合理的指示，告诉他应做些什
么？如何去做？以及做到何种程度才算做好。
第四条：任何人都喜欢在他所尊敬及能信任的人底下做事，不喜欢在他
认为无能或看不起的人底下做事。
第五条：每一个人都喜欢别人承认他的工作表现及贡献。
第六条：许多人喜欢感觉到他每日的工作对别人有所帮助。当他在精神
上感觉对别人的帮助愈大时，他愈不会计较物质上的报酬。
第七条：大多数人喜欢因工作做得好而受到应有的薪酬报赏及职位升
迁。
第八条：大多数人也喜欢因工作特别努力及延长加班时间而得到奖励，
如奖牌、奖状、奖金。反之，不喜欢不管是否努力工作及是否有所贡献，而
给予相同的待遇。
第九条：每一个人都喜欢在大家所公认、具有高强能力及公正心理的最
高主管所领导的组织内工作。
第十条：所有的人都希望身心健康地工作下去，所以重视带薪放假，健
康检查，医疗服务，安士措施，员工顾问等等福利措施。

第十一条：人们都有寻求安全感的基本欲望，所以退休年金计划、保险
计划、储蓄计划，工作稳定等等措施，都有助于提高士气及生产力。
第十二条：当一个员工处于非被辞退不可时的处境，他希望能真诚、庄
重地跟他说明理由，不要用欺骗的理由或随便给一张通知纸条就算了事。
以上所列十二信条都是很简单的领导及激励部属潜力的做法，因为管理
是人力发展及惜力的活动，所以我们首先要诚恳地把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
的方法，用来对待部属。“待人如己，己所欲施于人”的铭言，确实是最简
单的管理法，任何行业，任何规模大小，以及任何部门的管理人员，皆可应
用这种简单方法，有效地达成目标。
【案例一】管理专家比尔·维利的人才使用法
企业领导人不能充分认识人才的价值，即使是像福特汽车公司这种名声
煊赫的大企业，照样会很快走向衰落；反之，企业领导人如果能够充分认识
人才的价值，那么即使是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样能够妙手成春，起死回生。
管理专家比尔·维利被人称作为“公司大夫”，他是亚洲地区最负盛名
的扭转亏损企业的专家。到目前为止，维利已经成功地使 １０ 多家亏损企业扭
亏为盈，其中最有名的是使和记国际集团这家庞大的公司免于倒闭，维利本
人也因此而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比尔·维利的座右铭是：“企业不会倒闭，而人却会犯错误”。在国外，
银行和债权人一般只对收回亏损企业的资金感兴趣，但维利认为，事实上是
挽留住人才更为重要。在重大变动时期，令人最为担心忧愁的是不知未来会
怎样。在不知未来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专心工作，而最有可能离开的人都
是最有才能的人，他们很容易另谋高就，因此流动性最强。
此外，如果一个公司有一批能力很强的代理商的话，这些代理商也很容
易另找出路。维利认为，挽留住这批人才是扭转亏损企业所首先应当重视的
问题。
维利接手重振香港和记国际集团纯属偶然。和记国际集团原来是一家很
不起眼的小公司，最初资本只有 ６５０ 万元港币，但到了 １９７２ 年，资本已达
５．９ 亿元港市，１９７４ 年的利润额高达 １．０１ 亿元港币。但到了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该公司的亏损已经达到 １．２８ 亿元港市。原因是该公司由于发展过快，组织机
构非常繁杂，业务量扩大到了管理层无法控制的程度，财务报告制度不完善，
管理信息不准确，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而高层经理对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却一
无所知，很多人认为和记国际集团快要倒闭了。但香港银行决意不让和记国
际集团倒闭，准备投入更多的资金拯救该公司，同时邀请维刊去担任和记公
司的总裁。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维利来到了和记公司。３ 个星期后，维利在总部对
１４５ 名公司高级经理发表了讲话，谈了公司问题的症结所在与亏损的原因，
并告诉大家将要采取的行动和时间表，维利特别强调的是，公司的财务会计
制度大差劲，公司总部只能收到各分公司的季度利润估算报告，而这种过于
松弛的管理方式是导致公司亏损的根源。最后，他列出了公司各个经理今后
每阶段的行动目标，其中包括建立现代化的财务控制制度，削减管理费用，
开除严重亏损的部门领导。
到了 １９７６ 年底，和记国际集团下属的 １０４ 家公司完成了债务请算，该撤

消或出售的公司，关闭的关闭，卖出的卖出，管理层的改组换血也已完成。
和记国际集团重新走上盈利的轨道。
到了 １９８０ 年，和记国际集团纯利润已达到 ７３４ 万元港币。
管理科学自本世纪初诞生以来，在曲折的历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化。时至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强调认识人才的价值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决定性地位和
作用，把“职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作为现代企业首要的价值观念。
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总结自己毕生的管理经验，一共归纳出 ３８
条，第一条就是要亘视个人时工作的热情和对工作的事业心。
日本企业界提倡“尊重每一个员工”，倡导“自发、自觉、自治”的三
自精神。在美国，从 ８０ 年代开始，出现了“管理文化”新潮流，同样是实行
面向人、重视人、以人为核心的管理。
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总裁韦恩·卡洛韦当别人采访他的成功经验时，很喜
欢谈他所谓的“三字经”：“人，人，人”。
卡洛韦每年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亲自过间他属下的 ５５０ 名管理人员的工作
情况，与他们的上级以及人事部门商讨他们的未来。他对 ５５０ 名管理人员中
的大多数人都了如指掌，把自己的 ４０％时间花在人的问题上。百事可乐公司
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体制，老板至少每年一次与他的属下共同评
价他们的工作。如果这位属下不够标准，老板也许会再给他一段时间以观后
效。如果已达到公司要求，老板就会在第二年习惯性地提高要求。该公司还
有一个反馈计划，即老板也要接受下属的评议，各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常反躬
自省，否则下会得到好的评语。经过评议，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分成四类，最
低的将被淘汰，最高的理所当然得到晋升。中间的一类是需要在现有岗位上
多工作一段时间，或者需要接受专门培训。另一种是可以晋升但目前尚难安
排工作岗位的人。
在美国的软饮料（即不含酒精的饮料）市场中，可口可乐公司是最老的
一家，当年可口可乐曾随着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队传播到世界的各
个角落。百事可乐虽然资格没有可口可乐老，但由于该公司一再强调“人，
人，人”的“三字经”，重视和强调人才的价值，竟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
超过了它的老对于可口可乐公司。根据《幸福》杂志上公布的美国最大工业
公司排名榜在 １９９２ 年，百事可乐公司名列第 １５ 位，当年销售额为 ２２０．８ 亿
美元，而可口可乐公司名列第 ３４ 位，当年销售额为 １３２．３８ 亿美元。从资产
总值来看，百事可乐公司为 ２０９．５ 亿美元，排名居第 ２０ 位；而可口可乐公司
为 １１０．５ 亿美元，排名居第 ４１ 位。
要做到充分认识人才的价值，就必须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民主的气氛，
广开言路，鼓励企业全体职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这方面，
美国的德尔塔航空公司是做得较好的一家企业。
【案例二】德尔塔航空公司的广开言路
美国的航空业近年来处于动荡之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航空公司能够
始终保持着元懈可击的财务记录。德尔塔航空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
大力宣传“德尔塔大家庭”观念，对它的雇员提供比大多数航空公司更优厚
的报酬，这家公司的总裁自豪他说道：“我的地毯不得不每月洗一次，那些
机械师、飞行员、机组人员都要来找我。要是他真想说些什么，我们就给他

们时间讲。他们甚至可以直接来见我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都没有
什么‘行政副手’从中作梗，拒人门外”。
德尔塔公司不仅创造条件让员工发表意见，而且为了验证员工的意见花
费了大量时间和资金，最后竟会导致一系列政策的重大变化。《华尔街时报》
上曾经登载过这样一则报道：机械师伯涅特的薪金少了 ３８ 美元，公司没有付
给他某一天修理发动机的加班费。他的上司对此无能为力。这个 ４１ 岁的机械
师写信给总经理 Ｄ 加勒特，抱怨说道：“我们总碰到令人头痛的报酬问题，
这已经使一大批优秀人才对公司感到失望了”。三天以后，最高管理部门向
伯涅特先生作了道歉，并补发了工资。德尔塔公司并就此举一反三，改变了
工资政策，对加班的机械师提高了加班费。
德尔塔公司的管理部门不止于让员工找上门发表意见，而且又花费大量
时间去同员工扯家常。这家公司有着最高管理部门每逢圣诞节下去帮助搬运
行李的传统。全公司 ６０００ 名男女乘务员的制服样式就由一个乘务员组成的委
员会选择决定，机械师甚至可以自行选择他的上司。这种“广开言路”的做
法，在那些经营成功的优秀公司里，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麦当劳公司等，
都有着类似的管理风格。
现代管理学认为，企业的发展不止是来自经济的财富，而且还来自人的
力量。每个企业的管理任务则在于诱导和强化这种力量。现代的工作指导方
法是，使全体员工站在企业的角度，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领导者则
审查这些意见和看法的可行性。这种群体中爆发出来的活力，也就造就了企
业的聚合力。

第四节

建立人才队伍

一、企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
人才对于企业如此重要，那么企业界所渴求的人才，到底应该具备哪些
素质呢？下面有十二条建议。
①反应能力思路敏捷是处理事情成功必备的要素，一个能将事务处理成
功的人必须巨应敏捷。一件事情的处理往往需要洞察先机，在时机的掌握上
必须快人一步，如此才能促使事情成功，因为时机一过就无法挽回。
②谈吐应对。谈吐应对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好的知识和修
养，得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和不间断的自我充实，才能获得水到渠成的功效。
③身体状况。身体健康的人做起事来精神焕发、活力充沛，对前途乐观
进取，并能负担起较重的责任，而不致因体力下济而功败垂成，我们经常可
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一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越是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的
人，才越是有机会成功的人。
④团队精神。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决不能一意孤行，更不能以个人利益
为前提，而必须经过不断地协调、沟通、商议、集合众志成城的力量，以整
体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做出为大众所接受并进一步支持的决定。
⑤领导才能。企业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为其工作，但在选择干部人才时，
必须要求其具备领导组织能力。
某些技术方面的专才，虽然能够在其技术领域内充分发挥，，却并不一
定完全适合担任主管干部的职位，所以企业对人才的选用必须从基层开始培
养干部，经过各种磨练，逐步由中阶层迈向高阶层，使其适得其位，一展其
才。
⑥敬业乐群。一个有抱负的人必定具有高度敬业乐群的精神，对工作的
意愿是乐观开朗、积极进取，并愿意花费较多时间在工作上，具有百折不挠
的毅力和恒心。
一般而言，人与人的智慧相差无几，其差别取决于对事情的负责态度和
勇于将事情做好的精神，尤其是遇到挫折时能下屈不挠继续奋斗，下到成功
绝不罢休的决心。
⑦创新观念。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主要在于不断地创新。科技的进步是日
新月异的，商场的竞争更是瞬息万变，停留现状就是落伍。
一切事物的推动必以人为主体，人的新颖观念才是致胜之道，而只有接
受新观念和新思潮才能促成进一步的发展。
⑧求知欲望。为学之道下进则退，企业的成员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力
求突破，了解更新、更现代化的知识，而下能自满，墨守成规，不再作进一
步开展，因而阻碍企业成长的脚步。
⑨对人的态度。一件事情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办事者待人处事的态
度。对人态度必须诚恳、和蔼可亲，运用循循善诱的高度说服能力，以赢得
别人的共鸣，才较容易促使事情成功。
⑩操守把持。一个人再有学识，再有能力，倘若在品行操守上不能把持
住分寸，则极有可能会对企业造成莫大的损害。所以，企业在选择人才时必
须格外谨慎，避免任用那些利用个人权利营私贪污者，以免假公济私的贪赃
枉法者危害到企业的成长，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１１）生活习惯。从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可以初步了解其个人未来的发展，
因为生活习惯正常而有规律，才是一个有原则、有抱一负、脚踏实地、实事
求是的人。所以一个人生活习惯的点点滴滴，可以观察到他未来的发展。
（１２）适应环境。企业在选择人才时，必须注重人员适应环境的能力，避
免选用个性极端的人，因为这种个性的人较难与人和睦相处，往往还会扰乱
工作场所的气氛。
一个人初到一个企业，开始时必然感到陌生。如何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
企业的工作环境，并能愉快地与大家相处在一起的人，才是企业期望的人员。
反之，处处与人格格不入，或坚持自我本位的人，都可能扰乱整体前进的脚
步，造成个人有志难伸、企业前途难展的困境。
二、人才识别
做为一个企业家，如下能识才，造成人才流失或埋没人才，在竞争中就
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这里要讲的首先是企业内部各种人才的识别方法，并能
将人尽其才。
针对某一项工作或某一个职务怎样判定与识别某人能不能胜任，可以对
此人进行全面分析，着重于以下几个问题：
①研究此人对什么工作做出过成绩？
②此人还可能对什么工作做出成绩？
③为了充分发挥其长处，此人应该再多学些什么？
④如果你有子女，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在此人手下工作？如果愿意是
为什么？如果不愿意又是为什么？
前三条是以当事人的长处为重心，以其能做什么开始。而后面的那条则
是为了用自己的子女来设身处地地为此人的下属着想，他们能否具有一位起
表率作用的上级。通过这样的考虑与研究，把此人用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
使他人尽其才。
有一个工厂的经理去自己的工厂了解情况时，发现一个新进厂的员工在
擦窗户玻璃，他擦完窗户之后，叉主动去擦机器，拖地板，收拾车间里的零
乱的物品等等。他简直看呆了，为这位年轻人的主动精神所感动。他间车间
主管：“这是你们请来的勤杂工吗？”“不是的，”车间主管回答说，“他
是我们车间新来的工人。他每天都是如此，干完了自己份内的工作，就又上
动去干其他杂话……”
“你以后可以注意考验他，应该很快提拔他！”该经理向车间主管说。
后来这个青年不断得到提拔，成为该经理的助理，终于成了管理公司的一名
优秀人才。
这个例子说明成功的企业家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识才的问题，就是连偶然
机会也不会放过。见到人才立即放到合适的岗位，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
人们常常把一些选拔人才时独具慧眼，力排众议的领导干部比喻为伯
乐。其实员工就是最好的怕乐，因为他们在日常生产和工作的实践中，对周
围人的才智、长短知道得最清楚，最能得出公正的评价。美国柯达公司就曾
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发动员工推荐上管以上的领导人。凡推荐者，均需在
荐票上写明推荐理由。在 ７６７ 张有效票中推荐了 ２１７ 人，从中发现了许多过
去不为企业领导所知的人才。有 １０６ 人被确定为后备干部，大大开阔了企业

领导者识才的深度和广度。
三、寻求企业需要的人才
成功的企业家，不但自己是一个实干家，而且更是一个善于识才、长于
求才的赢家。要成为优秀的企业家，造就出类拔萃的企业，就必须本着求贤
若谒、诚心诚意、唯才是举的态度，千方百计寻求企业需要的人才。
①挖墙脚求人才
在人才竞争中，企业家经常采取各种手段甚至不“光彩”的“挖墙角”
行为去为自己寻找精英。
李·艾柯卡离开福特公司后，被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聘任
为公司的董事长和业务主管。他到任后立即招募“福特人”，不仅招聘了退
休的福特公司的三名经理，而且挖走了在岗的 ３００ 多名高初级管理人员和工
程技术人员。艾柯卡花了整整 ４ 个月的时间，在迈阿密和拉斯维加斯进行会
晤，终于将福特汽车公司主要骨干格林活尔德拉进克莱斯勒公司出任财务主
审官，以拯救公司的财务混乱局面。后来在其协助下，艾柯卡又挖来了福特
的财务部业务员米勒，其主要工作是与 ４００ 家谨慎的银行打交道；还挖来了
福特公司的两个能干的销售经理派克和吉尔斯以及在福特汽车公司担任 ２０
多年广告员的贝茨及副总经理多奇，而且通过多奇又带过来一大批年轻的生
产管理人员，被应聘于克莱斯勒公司的各生产制造部门，结果，福特汽车公
司因人才的大量流失，业绩年年下降，竞争实力大大削弱。而克莱斯勒公司
由此实力大增，为以后的东山再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功的企业家就应时时留心周围的人们，关于发掘“潜”人才，以期立
下奇功。
②租借人才
２０ 年代后半期，某电器化学工业公司以刚出现的电器热为跳板，实现了
企业的高速发展，因此来不及培养人才。到了 ６０ 年代，该公司进一步痛感由
于缺少人才带来的种种弊端，特别是经营管理部门，成为人才最缺的地方。
面对这种情况，该公司管理者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种独特的租借人才的高
招，即把别的公司花长时间培养出来的人才租过来。
他们认为，银行人才很多，而且个个都很有才能，于是请求租借。银行
答应了他的要求，借给该公司一名叫××的专务。××专务由于长期从事银
行方面的事务，因此具有银行家式的机敏性，并很自然地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他来之后，使经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员工们个个都成了工作迷；
公司的产品也更多地打入了国际市场等。公司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
看来，求才方式多种多样，为“人才银行”拉“存款”谁能抢先一步，
谁就能取得成功。
③不惜重金聘请人才
美国计算机行业中的后起之秀阿普尔计算机公司正视自己的弱点，不惜
重金聘请经理，使公司大发利市。
该公司的创始人斯蒂芬·乔布和前总经理麦克·马库拉虽然都擅长于计
算机技术，但缺乏销售能力。所以刚开始公司发展不快。针对这一问题，公
司不惜以年薪加奖金的办法，以总额 ２０Ｏ 万美元的重金聘请美国百事可乐公
司原总经理、精通销售的约翰·施库利担任本公司总经理，他到任后不负重

托，在决定接受这一聘请之前，除了同阿普尔公司进行商谈外，还花了整整
三个月的时间分别同该公司的每一个经理仔细交谈，全面掌握了情况。于是
他一上任，就马上提出了公司的发展战略计划，并立志要把阿普尔公司变成
与 ＩＢＭ 相媲美的大企业。
④千方百计招揽大学生
近年来，因经济迅速发展，各大企业、大公司的业务不断发展扩大，因
而出现了人才奇缺，特别是高等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奇缺的现象。于是各大
企业和公司都在千方百计地招揽大学毕业生方面使尽了招数：
邮寄本公司的宣传品；
赠送礼品，如电话卡、挂历甚至录像带；
与在校学生拉关系，广交朋友；
花钱收购别的公司的宣传材料以备对策；
许下种种诱人的诺言。
四、企业员工培训
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原西德各州政府每年用于培训教
育的经费达 ４０ 亿马克，私人企业用于徒上培训和员工再教育的经费也达 ２００
亿马克。而日本的一些企业甚至明文规定，企业领导有培养下级的责任；并
将领导者是否有能力培养下级作为考察领导者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指标。
据研究，目前人类智能的利用程度仅力 １０％左右，绝大部分没有动用起
来。可见，通过有效的人才培养，可以不断地挖掘人类潜力巨大的智能宝藏。
建立人才银行，光是从企业内外部识才、求才远远不够，还必须对人才“存
款”拿出来投资，使他们得到培训，使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在各种教育、训练、
学习和培训中得到提高，实现人才价值的增值。
人才的培训是出于公司的需要，然而如何培训，却不能仅仅靠管理者的
意愿，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企业界所需要的人才。所以以更具效率的方式来培
育人才，才是管理者罗致人才的重点。
（一）员工训练的目的
①训练员工成为办事能力很强的人，因此必须给员工实际学习的机会，
同时训练员工成为一个行事小心的人。这里管理者要克服这样的一个思想倾
向：工作认真就意味着对工作了解，因而一心栽培工作认真的员工。这是因
为认真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对整个工作的概况了解并不多。
②形成工作单位的文化，也就是小集团的活性化，借此增进员工们的团
结精神以及相互间的信赖关系，并且实现为人处世的教育。管理者应该发挥
全身的力量，使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充实内在涵养，形成自己的单位文化。
③训练员工成为企业界的中流砥柱。尽管企业界不断地高喊教育人才的
口号，然而直正负责肯为训练员工而作长期计划的管理者，却不多见。训练
员工成为优秀人才已是企业界的重要方针，然而许多管理者并没有真正去实
行，至于要培养优秀人才，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应该开始实行。
（二）提高员工素质十二条
美国的汤姆·彼得斯和南希·奥斯汀在台著的《赢得优势》一书中，列

出了提高员工素质 １２ 条方法，并指出，企业领导提高员工素质的方法并不仅
限于实施正规性教育，而还应该引导员工学会思与：从顾客身上、从供应商
身上、从公司其他单位或部门的同事身上能学习到些什么东西？怎样将日常
生活中平凡而深刻的点滴小事转化为员工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以下 １２ 条也许
能给你很多启示：
①让员工定期参加一些他们通常不参加的会议，如普通员工参加个熟悉
的专业会议，会计师参加市场营销和开发业务会，等等，使每个员工都能得
到一些有关其他同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这将有助于开阔他们的眼界和心
胸，增强互助的协作精神。
②在公司内或公司外组织“一个主意”俱乐部的活动，训练员工的思维
和观察能力，养成动脑习惯。
③让你的小组成员实地观摩你如何处理顾客批评、如何举行正式报告
会、怎样到处走走看看等等，用你的风格去启发他们，用你的素质去影响他
们。
④实行岗位轮换制度，即让员工定期到本职以外的部门或工作岗位上任
职，这种任命虽然垦暂时的却是真正的，也就是要求他们在任职期内要有看
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成果。
⑤鼓励人们登记入学，参加各种学校举办的继续教育课程。参加公司内
部的培训课和课程，并要确保不用为“离开本职工作学习”而使学习者蒙受
任何间接的惩罚和损失。
⑥举办由员工和公司领导共同参加学习的课程和讲座。
⑦鼓励员工积极争取各种专业协会的成员资格。
⑧鼓励员工就自己的研究或工作项目在公司内外进行介绍或报告、尤其
是向公司内其它部门和单位作介绍。
⑨使人们乐于到各种临时的跨部门专项工作小组去服务。
⑩邀请本公司其他部门各级人员来与自己部门员工聚会，请他们谈谈需
要给予哪些支持与合作，同时，鼓励他邀请自己的人去访问他们。
（１１）学习罗杰·米和肯的做法，派出 １５０ 名员工而不是 ２—３ 名代表，花
上整整 １０ 天时间去参观某个行业展览。
（１２）邀请本公司其他部门或外公司，如用户公司或供应商公司的人到你
所在的部门工作一段时间。
（三）训练员工的实施步骤
（１）某单位全权负责
以使单位有计划有组织继续不断地从事发展全体员工知识、技能、态度
的活动。这个机构可以在企业原有组织中成立；也可以委托企业外的专业机
构负责，如：管理顾问公司、政府职训机构、学校团体等。在美国的商业学
校教育，都为企业界扮演极佳的角色。
（２）拟订训练计划
此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有：企业特质、法令规制、目标政策、劳动力
市场状况、企业规模、预算经费、经济情势、技术水准等等。预期能通盘思
虑、高瞻远瞩、建立恒久的制度。其种类繁多；按方式分，计有建教合计、
始业训练、事业训练、职务轮调、研讨会、专题演讲、早餐会、出国考察、
参加管理顾问公司讲习班等等。按对象分、则有雇工、领班、执行管理人员、

决策主管等的训练；按企业为界限分，有企业内及企业外训练。其综合运用，
在于预先拟订计划。
（３）有关人员的选拔
分为受训人员及教训人员。受训人员必须具备需要性及可训性的条件；
教训人员可聘请学术或实务专家担任，其最应兼顾则为正常工作程序的运
作；以免妨碍正当业务的进行。选拔时可供采用方式计有：观察、面谈、问
卷调查、人事记录、人力评估资料、以及工作分析等。
（４）设定训练基准
在实际过程中不断纠正，并在实施后进行追踪考核，以测验训练成效，
并作为改进教育训练方针的参考，才能确实提高员工工作效能。
总之，在实施教育训练时，企业必须大量投资，并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
全盘策划、建立制度、应用科学方法，并顺应社会状况及员工心理，始能达
成训练目的。另外，若唯恐受训人员日后跳槽，可预先由主雇双方预立合理
契约。
（四）经理的培训和提高
一个企业如果要繁荣起来，就要求它的经理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能
力。各企业的经理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准确地掌握整个社会，特别
是其中与商业有紧密关系的因素的变化趋势，才能使企业的生意适应社会的
需要而不断发展和兴隆起来。
企业的经营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加上近几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
里，社会上各种关系也瞬息万变，所以，企业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更没有
理由停滞不前。这几年来，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家
庭之间的关系、商品供应者同顾客的关系、企业同政府的关系、店方同受雇
者的关系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关系都对企业和商业的经营
管理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工商企业的经理，不仅要眼光敏锐，而且要善于
对各种变化作出相应的、有利于商业经营的反应。
随着形势的发展，不仅要求经理提高工作质量，而且要随时增加经理和
管理人员的数目。
由此可见，所谓经理的培训和提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不断提高现有
经理和管理人员的经营能力和下断扩大他们的队伍。这就要求各个企业采取
相应的措施来到上述两个目的。
美国通用电气前任董事长拉尔夫·柯定纳深有感触他说：“目前和未来
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不仅使经理的培训和发展
成为必要，而且提供了可能性。美国通用电气单靠经营管理方法的改进和提
高，就可以使未来的生产能力提高 ５０％。”
这就是说，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将直接地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能
力，使企业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和竞争能力。这就为加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提供物质基础。
发展和提高企业的经理人员的能力，是提高企业生产能力的最便宜的途
径。但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达到的，据美国通用电气的统计，通过增强
发电机能力的方法，每增加企业总发电能力的 ５％，要儿费相当多的时间和
金钱。但通过经营管理方法的改进，无需花费金钱，就可以达到提高发电能
力 ５％的目的。

所以，提高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是使企业获得较高生
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最理想和最根本方法。
１．改善经营管理
改善经营管理的首要原则是改善全部经营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准，而不
是局部地或个别地提高他们的能力。这就要企业的最高领导能根据形势的发
展，全面地考虑管理人员的管理效能、组织形式，考虑出全盘改造企业经营
管理的根本性办法。通常的做法是发现经营管理制度中的关键性的，也就是
带全局性的问题，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整个管理制度的改造。
有真才实学、有远见、有魄力的董事长总经理，提出改善计划和改造方
案时，总是着眼于全局和未来。他们不是故意采取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被动式的改善策略。因为这种改造方法尽管收效较快和比较容易，但
影响不大，不能触动旧有的管理制度的要害处。当然，正如医病时究竟动大
手术还是动小手术要取决于疾病的最重程度一样，改善管理制度的深度的广
度也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并不是改造和规模赵大越好。
改善经营管理方法的又一个重要原则，是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要用
未来的标准，而不是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各级经营管理人员。因此，所谓改善
经营管理方法和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经营水平，并不是在本企业范围内，在
各个部门之间调动管理人员的职务和工作岗位。我们所要求的经营管理方法
的改善，并不是把一个人从一部门调到另一部门，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
管理人员的经营原则、方针和方法。这种改造必须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
动。所以，必须使各级管理人员，从最高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到最低级和管
理人员，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合格地要求自己，不断地用未来的高标准来
衡量自己的工作，明确地为自己树立起不断上进和不断提高的目标。
有积极主动态度的管理人员，要经常考虑到：为达到企业的未来目标，
应该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未来任务对管理工作提出了什么要求？管理人员
应该具备什么资格才能符合未来的企业的要求？未来的管理人员应该具备怎
样的特殊技能？这种技能要掌握到怎样的熟练程度？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什么
知识和能力？自己的现有知识和能力距离未来的要求义相差多远？如此等
等。
所有这些表明，经理人员的培养和提高首先必须出自经理人员自觉的要
求，而下是由于受到外来的或上级的压力。
２．对管理人员的改造
对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改造和提高，就时间来说并不是暂时性的，
就范围来说不是局部的和个别的。这就是说，任何企业在任何时候都要考虑
和实行经理人员的培养和提高的制度。时代在发展，工商业在进步，任何一
个有责任感的经理和管理人员都会有出自内心的上进要求。要使自己和自己
所在企业适应形势的要求，除了不断提高和发展以外，别无他途可循。这一
要求对于任何一级管理人员来说，都适用的。任高职的管理人员固然需要不
断提高自己，任低职的管理人员也同样需要这样。当然，从迫切性和重要性
来说，提高较高职的管理人员更应首先考虑。
每个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不仅要时刻考虑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而
且要为提高他的下属管理人员的技能创造有利的条件，要使他们有充分的机
会和条件进行学习和训练，要鼓励他们进步，和对他们不断提高要求。
为了使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有不断提高自己的动力，不仅要使他们认识

到形势的迅猛发展对他们的要求，而且要使他们经常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长
处和短处。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很对：“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正
确地了解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有前进的动力和明确前进目标。例如：要
发展自己哪些长处和优点？怎样发展这些优点？要克服自己哪些缺点？怎样
克服这些缺点等等。
中级以上的管理人员，除了考虑自己的提高以外，还要全面考虑他的下
属工作人员是不是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相应的组
织措施才能发挥下属人员的积极性和才能？
为此，他们要经常考虑：（１）每个下属管理人员是不是称职？他们的现
有职务是不是有利于发挥他的管理才能？（２）他必须学习哪些事情和技能？
必须克服哪些缺点？
根据这两方面的问题，较高层的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可以采取相应的措
施来提高下级管理人员的管理效能。这也同样包括两个方面：（１）调动他们
的工作，使他们处于适合他们能力的工作岗位上；（２）为他们提供深造的机
会。
３．培训管理人员要有计划
企业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的培养计划，必须适应于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各
个管理人员技能，同时又适应于企业本身的未来发展计划。一般他说，企业
管理人员培训计划是由企业的未来生产任务、未来的组织结构所决定的。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企业的未来发展计划，在培训经理和各级管理人
员的问题上，可以分别制定短期培训计划和长期培训计划。
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的短期培训计划一般是指两年左右的计划；长期的
培训计划则指 ５～１０ 的培训计划。对于企业来说，长期的培训计划尤其重耍。
因为长期的培训计划涉及到企业的发展方向。所以，在制定长期培训计划时，
要考虑到企业的发展目标、组织结构和发展步骤。反之，未来的经理人员培
训计划又反作用于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
培养和发展经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造就新的、更高水平的管
理人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最高层领导人员，永远都不能有“到
顶”的思想，即认为本企业的管理人员可以下再提高了，这就有可能危及企
业的存在。
从根本上说，经理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提高是长期的和艰巨的。前
面已经提到，较高级的领导人员，特别是最高级的领导人，是要长期培养或
长期挑选的。因为最理想的高级领导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学识和特殊技能，
而且要有足够的实际管理经验。所有这些，要经过长期的观察和锻炼过程。
各个企业要像军队和教会那样，把培训和提高各级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
务放在重要地位，并把它列入需要长远地、不间断地加以解决的议事日程。
有些企业出于节约资金的目的，在培训各级管理人员的过程中缩手缩
脚。他们错误地认为培养人才是很费钱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培训人员所
得到的益处远远超出培训他们所需的经费。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大型、中型
和小型企业，绝大多数都从他们的实际体会中认识到培训自己的经理人员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金钱，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以多种
形式培训自己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培训的结果，使这些企业稳步地获得了高
速发展的条件，激发起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案例一】ＩＢＭ 的“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本来是芋辜学子鼓励自己不断上进的座右铭。但是，这句格
言却被刻在美国纽约市 ＩＢＭ 公司教育中心人口处的石碑上。
奇怪吗？大可不必。当今的时代已走进高科技的时代，公司之间的竞争
常常体现为知识和人才之间的竞争。凡是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公
司，都非常重视对自己的职工进行不断培训，要求他们树立“学无止境”的
信念和习惯。
以 ＩＢＭ 公司为例，凡是新招收进去的职工，每个人都要进行公司信念的
培训。如果是被分配当销售人员，就必须进一步接受为期 １２ 个月的初步培
训，教学方法为现场实习和课堂讲授相结合，７５％的时间在各地分公司中度
过，２５％的时间在公司的教育中心学习，销售培训的第一期课程为销售政策、
市场销售实践以及计算机概念和 ＩＢＭ 公司的产品介绍。第二期课程主要是学
习如何销售，由本公司在销售第一线有突出成绩的一流人才担任授课老师。
如此严格而系统的培训，只不过是今后继续接受培训的开始在 ＩＢＭ 公
司，伴随着职务提升而来的是新的培训，第一线的基层经理，在他走上新岗
位的第一年内，要接受 ８０ 小时的课堂培训，内容包括公司的历史、信念、政
策、习惯做法以及对职工的激励、赞扬、劝告等基本管理技巧。部门经理要
管理基层经理，ＩＢＭ 公司为此设立了中层管理学校，内容集中在有效的交往、
人员管理以及经营思想和战略计划等方面。有经验的中层经理和高级经理，
则要求他们进一步学习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外部问题，为了开扩眼界，学习哈
佛大学的高级经理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和斯但福大学的管理学院的有关课
程，时间从一周到一年不等。
此外，ＩＢＭ 公司的 ２００ 名高层部门经理要参加为期两周的跨国公司经理
培训课程，从南美洲到中东，从贸易逆差到联邦预算，凡是对公司有可能发
生特殊影响的因素，都将考虑在课程内容之内，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这样的国际政治专家也被聘请来参加这种讨论活动。
ＩＢＭ 之所以能成为拥有 ４０ 多万职工、５００ 多亿美元的资产、５００ 多亿美
元年销售额的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大企业，对人才的不断培训、不断开发是它
在行业中领先的一大法宝。对在岗的工人、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和业务进修
不仅下支持，反而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这是经营管理上的“近视症”。
对照 ＩＢＭ 公司对人才培训的观念与做法，患“近视症”的人应该好好地想一
想了。
【案例二】ＴＤＫ 公司的职工教育
ＴＤＫ 是东京电气化学工业股份公司的简称，ＴＤＫ 整个集团现在拥有企业基
金高达 １３２０ 亿日元，为注册资本的 ２４ 倍，它的成长壮大在日本世人们称为
奇迹。这个奇迹的取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家公司狠抓了职工教育。
ＴＤＫ 公司内部形成了一个面向各层次的教育体系。在这家公司，新职员
进公司后先集中学习半年，接着跟随科长接受两年半一对一的教育，在第三
年最后评定其是否合格。最初半年的集中学习是全体进入技能研修所，大家
同吃同住，在兵营式的严格教育中，自己动手加工零部件，制造产品，接下
来到全国的 ２７ 处磁带营业部实习推销。经过集中学习的新职员，在善于培养

人的科长的直接指导下再工作两年半，不采取委托给股长或老职员带领培养
的方式。除了要求新职员每半年写一次报告外，在三年内每年一次把全体新
职员集中两天进行年中教育。
一旦当上干部，培养和鉴定的方法就更严格了。就任科长，要接受一年
两次的新科长培训，进而通过函授，学习新的管理基础知识。董事会每年从
科长中选出 ６—７ 人作为经营助理，以有计划地培养成为以后的事业部长和子
公司的经理。
此外，作为人事与能力开发的职能部门的人事教育部，正在以贯彻在职
训练方式重新制定人事管理体制，强化岗位轮训制度，并以开展中期进修为
重点项目，建立了分为 ４ 个领域 ７ 个层次的高密度脱产进修制度。
从上述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的 ＩＢＭ 公司还是日本的 ＴＤＫ 公
司，都极其强调对于部进行系统的培训。在今天的商战中，这种做法已普遍
为许多企业所采取。
日本在“科学技术立国”的背景下，为了防止知识老化，有计划、有步
骤、持续地对工人、技术人员和各级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专业教育、基
础理论教育和经营管理教育，既能发挥了职工的特长，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又能够系统地培养了从事开辟和发展新事业的骨干力量，在日本企业中效果
很好。
由此可见，从事人事管理是工商管理中的重要行为，只要大家拧成一股
绳，没有办不到的事，倘若人心相背，那么对公司或企业来说，终究逃脱不
了一个相同的命运——倒闭。

第五节

人员沟通

在商业活动中，最棘手的工作就是“管人”．而“人”却又是商业活动的
主体，离了“人”一切均为未然。“人管人”使不少企业盈利，也使不少单
位倒闭。怎样才能管理好人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沟通。
一、对员工状况的分析
大多数人忽略了：不同职位的人需要用不同的沟通方式。你的上司预期
你向他报告，你的同事希望你能与他分享，而你的部属需要你的指示。每个
单位都有一些下常沟通，但具有提供极佳意见内容能力的男女员工，大致起
来有三种类型。
（一）首先仔细想一想，哪些员工看起来很孤傲？对了！那些出身于专
科或专业环境的员工，他们因为出身于那种环境，“能力决定报酬”的观念
植于他们心中；因此这些“运用智能”的成就者时常埋首苦干于知道的事情，
而开口讲话时也只是讲几句简单的话，因为他们过去被鼓励的就只是忠于工
作而已。
这类人通常从来未曾学习过人际关系的技巧。人际关系的技巧可以作为
沟通数量的代表，也可以用来做的晋阶——管理层级——的垫脚石，以及促
进领导效能的基础。
通常，这类人对工作本身的忠诚，较诸对组织的忠诚还要强烈；因为他
们关心的只是“工作完成否？”。举例说，电子资讯处理专家总是与公司以
外的其它电子计算机专家保持密切关系，但对于公司的销售情形却很少关
心；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会计帅、工程师和许多其他这类的专家也都只关心
他们的专业以及和他们的同业保持关系，而很少关心公司的营业状况。因此，
理所当然地，他们被你雇用到的只是能力，而此种情形可能使他们在组织内
的任何层级上，均与其他工作人员保持了一段陌生的距离。
（二）另外有一类常使你忽略的人，他们所以无法贡献他们更多的心力，
是因为他们是“热心但沉默的一群”；这一类型的人，我们有一个名称可以
形容他们，就是——“大智若愚”。
（三）有些人所以没有做更多的贡献，仅仅是他们视多言如蛇蝎，他们
认为只有言简意赅才有价值，而认为其它多出的一语一言都是在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结果他们不愿表达任何“显然费时”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可能在
讨论会中极富价值。
那些沉默寡言的员工，他们所以沉默，因为他们相信沉默是行动的“正
确”方式——可能是你最容易来加以改善的一类人。首先向他们解释，他们
的保守和沉默对别人而言，表现了兴趣或行为的缺乏；他们很可能不知你所
期望的，或所失望的，他们可能永下去体认到他们的沉默在某些状况下是一
种障碍。
总之，你必须要求他们更广泛地参与团体讨论，或是在某些状况下要求
他们更细微的和更加吸引人的提议，而且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当他们参与
任何层级的活动增加后，给他们热烈地赞许和鼓励。这些人已习惯于你对他
们的工作成就的赞美，现在你的称赞或鼓励却起因于他们在沟通上技巧的改
进，这会令他们感到讶异。所以当你确实发现了一个沉默类型的人，要让他

发表高论或使他变得热心时，让他知道你确实在注意和赞许他！
此外，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缺少的能力，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如果你顺
交付某人一项特别业务或工作，但却觉得他缺少领导能力，那么你就必须尽
可能地向他详细说明他所缺少的。这可以给予他们面对此问题的动机。而且
如果他们确实想要在下次担当这项任务的话，他会尽力接受这次挑战。
如果以上这些努力都无法导致他们在行为上的改变的话，你就必须接受
这个事实；但是绝不可低估才干的重要性。有许多场合里，在某种情况，事
实完成的结果所表现的是，更烘托出善于沟通的人永远优于其他的人。比如，
在推销工作上，拙于沟通的人，如果他周围的人都是口风硕健的人，那么，
他无论能力多高强，他永远注定吃瘪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你并不能就
否认了才干的重要性，你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发掘出他所具有的实质。
二、沟

通

管理通常又被视为各个部屑进行沟通的过程：其意义指：管理人员必须
不断地去找寻部属所需求的，以及探查部属对其本身工作与公司所具有的看
法；然后，还要使部属知晓公司正在进行哪些活动；并让部属参与管理的决
策过程。
可见管理上的沟通，是上司与部属间不断回旋的过程；权威主义或单向
沟通的管理人员，很少试图从事任何努力，使部属们在管理活动上，占据相
当重要的地位，以共同完成某些事务或持有相同的信念。而真正正确的管理，
必须承认晋升部属及与部属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至少，近来的管理人员，
愈来愈感到必须间歇地停止上对下的训话，转而留心倾听部属们的意见反应
了！
因此，上司与部属间的双向沟通，已经在企业界展开；全体的部属阶层
都获得与管理队层咨商的新权利。不管年轻的或老年的管理人员，都已发现
到，寻求部属员工与决策的作法，充满了光辉的远景；尤其，必须给与员工
公平升迁的机会。通常每个人除了睡觉时间以外，必须花费 ７０％的时间，在
人际沟通的事务上；但是管理上愈高阶层，所花费的沟通时间，愈以同比例
增多；一般的沟通时间中，９％以书写方式进行，１６％采取阅读方式，３０％以
口头沟通完成，其余 ４５％必须花费在倾听别人的意见反应上。所以，假如管
理人员是个拙劣的沟通者，员工的时间及公司利润都会被糟蹋掉很多。
人际沟通，目前的问题是，实际的沟通技巧并未能作当场的示范和训练；
至少，不能采用象微积分、会计、公司财务等课程一的教法。沟通技巧需要
涉及人性，其乃属于人际间文件的实际经验，至少包括两个人之间的交互沟
通；何况，参与沟通的人，并非单独作业就可；沟通的完成还有赖于沟通双
方接与受的密切配有关沟通技巧的训练，必须从管理人员自我训练倾听别人
意见的能力开始才能见其功。沟通课程的训练，只能粗略地培养管理人员，
具有更佳的口头与写作沟通的技巧；但在还未说话及发布公文以前，每个管
理人员必须能够清楚地表达某些意思，并使其他人对相关的主题也能毫无保
留地发表意见。
（一）正式沟通
正式沟通是配合正式组织而产生，所谓正式组织是管理人员计划经由授

权和职责分配所建立地位以及个人间的关系，这种组织可用组织系统来表
示，而正式沟通就是依循这个组织系统表来表示，而正式沟通就是依循着这
个组织的系统线所作的有计划的消息流动程序和路线。
因为正式沟通配合组织结构，故可依其消息流通的方向分为上行、下行、
和平行三个方面叙述。１．上行沟通：上行沟通指下级人员以报告或建议等方
式，对上级反应其意见，沟通并非片面的，不是仅有下级或上级，而是上下
级并存，构成一种沟通循环系统。沟通的传送者传迅消息给接受者。经后者
接受必须引起反应，再将意见反应给原传播者。上行沟通的作用有下列数项：
（１）上行沟通提供了属员参与的机会，因此：甲、上级能作较好的决定；
乙、属员更乐于接受命令；丙、可满足属员的自重感，办事会更有责任心。
（２）由上行沟通工作可以发现属员对于下行沟通中所获得的消息，是否
按上级的原意了解。
（３）有效的上行沟通可以鼓励属员发表有价值的意见。
（４）上行沟通有助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５）员工直接与坦白的向上级说出心中想法，可以使他在紧张情绪和所
受压力上获得一种解脱，否则他们不是批评机关或人员以求发泄，就是失去
工作兴趣和效率。
（６）上行沟通是符合民主精神的。
２．下行沟通
下行沟通就是依组织系统，由上层传至下层，通常是指由管理阶层传到
执行阶层的员工。其作用为：
（１）帮助管理阶层达成执行目标。
（２）使各阶层工作人员对其工作能够满意与改进。
（３）增强员工的合作意识。
（４）使员工了解、赞同、并支持管理阶层所处的地位。
（５）有助于管理阶层的决策和控制。
（６）可以减少曲解或误传消息。
（７）减少工作人员所有工作本身的疑虑及恐惧。
３．平行沟通
平行沟通是指平行阶层之间的沟通，例如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部
长与部长间）、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司长与司长间）、基层管理人员
之间的沟通（科员与科员）等。这种沟通大多发生于不同命令系统间而地位
相当人员之中。其作用为：（１）平行沟通可以弥补上、下行沟通的不足。
（２）现代组织中各单位问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单位之间的工作又必
须依赖其它单位的有效行动，避免事权的冲突和重复，各单位间、各职员间
在工作上应密切配合。平行沟通给人员以了解其他单位及人员的机会。
（３）下行沟通可以培养人员间的友谊，进而满足人员的社会欲望。
（二）非正式沟通
非正式沟通是非正式组织的副产品，它一方面满足了员工的需求，另一
方面也补充了工式沟通系统的不足。非正式沟通带有一种随意性与灵活性，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或方法，只有靠管理者在处理日常人际关系时灵活运
用即可，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１．沟通的环形过程

如果你是信息发出舌 Ａ 要给接受者 Ｂ 某一信息，你肯定会考虑到接受者
Ｂ 对你所发出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如果你认为 Ｂ 同你一样聪明，你肯定会
照着自己头脑中的理解发出信息；但如果你认为 Ｂ 不如你，或者十分敏感，
你可能就会使发出的信息简中易于理解或者得使其委婉不至于遭到对方抵
触。所以。你对 Ｂ 某的感觉不仅影响着所要传递信息的内容而且影响着信息
传递的方式。也就是说你的信息受着你对 Ｂ 方印象的制约。同时，Ｂ 方对你
也有相应的印象。你可能是 Ｂ 的老板、下属、朋友、敌方、亲戚或者熟人，
这取决于 Ｂ 方对你的理解，他 ／她对你发出的信息会有不同的印象。我们有时
也常对别人说：“你去告诉他们，他们会听你的。”所以，有时当信息的发
出右改变时，信息往往能得到更好的接受。
不仅仅是 Ａ、Ｂ 方彼此的印象会影响到信息的发出与接受，Ａ、Ｂ 方对信
息本身的感觉也会对此有很大影响。如果是个好消息，Ａ 将很乐意去告知 Ｂ
（而 Ｂ 也很乐意去听），但如果是个坏消息，Ａ 可能会含糊其词。或者试探
或者突兀，而 Ｂ 也可能听不明白或者得不完全。下面是信息沟通的环形图（图
１—１）：
对事件本身的印象
主体事件

A

B

对对方的印象
图 １－１

信息沟通环形图

作为老板在给其下属下达指令或对其工作表示不满意时，首先必须考察
这位下属给他／她的印象。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语调会因主体事件及其对下属所
持的印象而有不同的感情色彩。你所要掌握的策略是如何处理你对下属的印
象，从而如果你在并不喜欢他们，不信任他们，或者十分器重他们等情况下，
你对某一特定事件所说的话不会显得过头。有些人几乎相信所有人直至这种
信任破裂。其它一些人则几乎不信任任何人，而你必须长时间获取他们的信
任。你是属于那种类型的人呢？
有时候，说话的语调比要说的话本身显得更值得信赖，因为说话的语调
中往往潜意识地反映也你对某事或某人的真正态度。
语调式沟通是通过说话者声青的高低、快慢以及声音所表达的情感来实
现的。这样，一方面能够大大增加沟通的有效性，同时也可能有为沟通制造
障碍。说话的语调如果有助于表达说话者的意愿那当然很好。但是，它也能
使听者迷惑、使所要表达的信息下清。比如说，如果有人说她很乐意留下来
工作到很晚，但她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语调也控制得很低，那么她这话的意思
应该是她对留下工作到很晚是不乐意的，那么，这时听者可能就较难判别展
该相信说话的内容呢，还是她说话的语气。
在非语言的沟通中，一个人是通过暗示来与另一个人沟通，因而也同样
会出上述问题。身体语言、姿势语以及手势等都是非语言沟通的形式。有时
候轻轻的接触比许多话语更富意味。同样，这些暗示是增强还是削弱、表达
的效果完全取决于信息的发出者使用这些暗示的方式和信息的接受者如何诠
释这些暗示。
尽管很多沟通方式是普遍可行的，如不同文化背景和阶层的人都把微笑
视作友好，把大吼视作拒绝，我们的父母教给我们许多的沟通方式，但是当

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时就会导致沟通中的误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和使别人理解自己，下面我们来谈谈非语言沟通中
要把握好的四方面尺度：空间距离、时间、外表形象和手势。
２．空间要求：与对方保持怎样的距离
非语言沟通中要把握好的第一方面尺度是空间距离。对于不同国家的人
而言，空间距离有着不同的意义。有趣的是你往地球越北端行进，你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越大。而越往南走，人与人之间越亲近则越舒适。一
个英国人与人交谈时则希望保持一定的距离；阿拉伯人在与人交谈时你几乎
可感觉到他的鼻息；而日本人在大笑时总是要捂住嘴以免口气触及对方。
直视也被认为是一种空间的侵入。当你在比较拥挤的空间里，如电梯或
公共汽车里时，你是不能盯着一个站或坐得离你很近且带着防备意识的人。
当你在大街上靠近一个陌生人时，你会尽量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盯着一位
异性看得太久会被视作粗鲁和非礼的行为。如果在拥挤的地方你下小心碰着
了别人，你通常会说“对不起”以示歉意。
在许多欧洲国家，男人可以肩并肩走在大街上，女人也可以相互挽着手，
而这绝对不会被视作是同性恋。在有些国家，男人通过接吻的方式来表达友
情。在美国很多男孩子的父母都把情感直露和感情玩弄与性骚扰混为一谈，
因而他们要求自己的儿子不要显露热情更不能流泪，因为这些都被他们视为
女性化的行为，对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言是不合适的，男孩子们在这种观念
拧制下成长。女人和孩于是他们唯一可以通过接触来表达情感的对象。而对
于男人则充其量是猛击臂膀或轻拍背部来表达情感。来自欧洲的一些男性移
民总是自由地彼此拥抱，而当他们在美国呆一阵子后就会发觉彼此间较远距
的握手才是更容易接受的。
管理人员了解员工的文化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尽
量要从这一文化背景出发，在沟通时使对方倍感亲切。同样在安排员工与新
的对象工作时，让他们熟知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如空间距离、情感喜好等也
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把一名南方员工安排同一群北方员工工作，这样很容易
导致不愉快。但是，这并菲要求你把员工按其文化背景分开，因为他们应当
有机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工作，这在以后的跨公司、跨国际工作中是
十分有益的。
考虑到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固然十分重要，在沟通中考虑到个人
的不同，灵活应变则更为重要。在沟通中不要太急于人题，在此之前应让他
人选择适合的界限，以保持轻松自如。注意，在与任何人的交往中都有一个
空间距离的问题存在。而本人对空间距离的选择同样也蕴含着一定的信息。
你如果是站在桌子后与别人说话，所传达的信息与你站在他旁边时是下
一样的。
在交谈中你移动的椅子的位置则表明了你对谈话的正式性或非正式性所
作的选择。在餐厅里，坐在好朋友的旁边总是比坐在他对面要感到轻松自然。
你呵以用下面的方法来检测此规律：下一次上看厅时，把你自己的东西、如
烟盒、眼镜等放到你邻座的位置，你的邻座肯定会把它们推回到你的卓面或
者把它们挪到椅子上。因为你侵入了他的私人空间请注意在与你的单位中各
种人打交道时务必把握好你自己的适合空间距离，你在沟通中是否与他人保
持的距离过大？你办公室的陈设方式是否注意到了空间距离问题？总之，你
要十分注意这一点。

有些人习惯于同别人保持较大的距离。对这种人而言，这种距离是自信
和地位的体现。只有老板能够把脚架到桌上，伸长了身体，双手抱着头部来
跟一名下属说话。而下属在老板面前是绝对不敢如此放肆的。如果老板在打
电话，下属都会恭恭敬敬静立于一旁直到通话结束。而相反，下属中在听电
话时，老板不耐烦地打断他是很自然的事情。
３．把握时机：创造最佳沟通效果
非语言沟通所要把握好的第二方面是时机掌握。上述的例子其实也说明
了这一问题。下属在进见老板时必须等到老板忙完手头的事情方能开口，而
老板有事情交待下属时，下属是绝对不能让他的老板也垂手而立、恭候多时
的。来访者是在某部门的门前停下，然后进入，在得到允许后方能坐下，还
是径直人内直到办公桌前，这些都表明来访者的地位、受教育程度、文化背
景、自信心这四方面的综合状况。重要性表现在准先落座、谁先发话、谁第
一个站起未、谁最后作总结的安排上。
在一些国家，工作的某阶段比具体的时间重要。在那里，人们通常在某
一阶段里完成某项工作，而不是具体到几小时几分钟。
美国商务人员的时间观念很强，但到了中东或南美地区，他们便无法做
到这一点。因为那里的人并不具备这种时间观念。他们认为八点钟到九点钟
到没有差别，只要你来了就行。
然而，守时是由于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的文化现象。在非丁业化国
家是很难感受到时间的压力的。因此，作为一名主管人员，当他手下的员并
不是那么守时时，他便有必要向老板建议采取弹性工作时间。这样，当有人
迟到时，他／她就必须留下来继续工作。很多人并不在乎工作一整天，但他们
常常在某一特定时间要求到某处去处理点问题。但是，对某些行业和部门而
言，守时是绝对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守时则应被强调为工作的需要了。
在此，还要提醒你一下，并非所有的南美人都不大守时，其实一些北美
洲人也同样不守时。也不是所有阿拉伯人对空间距离持同样的标准，这些其
实都是困人而异的。作这样概括的目的是想使你明白，工作中有些问题并不
是因为你的管理方式的好坏而产生，有时候实际是由于一些难于改变的，根
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导致的。
有一些人说话很快，有的则很慢，有些人在与说话慢慢腾腾的人洽谈时
总感到不耐烦。当他们觉得知道他可能要说什么时，他们常常在中途打断他
的话。而这样是不好的。因此，你要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喜好，并且不要因
为自己的喜好而影响了对别人行为的公正判断。
４．外表形象：注意分寸和场台
非语言沟通所要把握好的第三方面是外表形象。一个人的外部形象如何
常常向人显示他是谁，他的自我感觉如何。这主要包括体态、走姿、衣着、
头型以及面部化妆。
第一印象往往能持久。你能被人记住常常是因为良好的第一印象。体态
和走姿是外表现象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你在行走中是昂首挺胸、充满自信呢，
还是怯怯生生、缩头缩脑？你在站立时腰板挺直呢，还是驼背罗锅？衣着怪
异、头发凌乱、长期下削剪指甲、口红涂得吓人、领带污迹斑斑、衬衣一角
外露等等，一切不修边幅或刻意标新立异的行为都会毫不客气把你的形象暴
露尤遗。如果你是从事后勤工作的，衣上有污点或指甲污垢，这在工作中是
情有可原的，但到了其它场则不然。衣着随便草率是一个人个性的体现。而

人们很容易从衣着草率推出一个人思维也草率的结论。
人们通常不仅是意识到一个人的外表形象，而更多的是评价。在人们的
头脑中很容易形成一种观念，即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而什么又不是，并且人
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们归于人们的判断体系中。因此，注意到自己总
是要求别人应该是怎么样，对于你形成有关别人的公正评价是极有意义的。
因为人们不能因自己的单方面喜好来决定人们对事对人的态度。所以，这里
又涉及到不同的文化标准。比如说：对于清洁，每个人所持的标准可能下一
样，一名生长在北方的小女孩通常每周洗一次澡，而在南方，她可能是每天
淋浴一次。
外表与时尚通常联系紧密。十多年前年青小伙子都羡慕高仓健的板刷
头，而现在很多青年人却留起了甲壳中心式的长发。所以，在追求时髦时青
年人很容易走到极端。而作为一名主管人员你则应当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即
什么样的装束和打扮在工作中是允许的，什么样的是绝不能允许的。
当看到那些商学院的学生衣着随便的进入教室时，有些教：师心里就直
犯嘀咕，这些人能成为我们明天的主管人员吗？一个自己一贯不重视衣着和
形象的人是无法胜任作为上管的职位的。
５．手势与姿态：告诉我们什么
在非语言沟通中要把握好的第四方向问题是手势与姿态语。我们需要重
视的不是下势、姿态本身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是结合到具体的环境中，这
些手势和姿态表达了什么样的意义。如果你面带笑容对别人说：
“我人忙了”。
或者跺着脚告诉别人：“我不生气”那么这些语言在信息的传递上都会令人
不解，因为体态语使用不当。
对于体态语，在表达意思时有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但必须注意，单独的
体态语在很多时候是毫无意义的。下面列出一些体态语的基本意义：
（１）说话时捂上嘴（说话没把握或撒谎）。
（２）摇晃一只脚（厌烦〕。
（３）把铅笔等物放到嘴里（需要更多的信息，焦虑）。
（４）没有眼神的沟通（试图隐瞒什么）。
（５）脚置于朝着门的方向（准备离开〕。
（６）擦鼻子（反对别人所说的话）。
（７）揉眼睛或捏耳朵（疑惑）。
（８）触摸耳朵（准备打断别人）。
（９）触摸喉部（需要加以重申）。
（１０）紧握双手（焦虑）。
（１１）握紧拳人（意志坚决、愤怒）。
（１２）手指头指着别人（谴责、惩戒）。（１３）坐在椅子的边侧（随时
准备行动）。（１４）坐在椅子上往前移（以示赞同）。
（１５）双臂交叉置于胸前（下乐意）。（１６）衬衣纽扣松开，丁臂和小
腿均个交叉（开放）。
（１７）小腿在椅于上晃动（不在乎）。（１８）背着身坐在椅子上（支配
性）。
（１９）背着双手（优越感）。
（２０）脚踝交叉（收回）。
（２１）搓手（有所期待）。

（２２）手指扣击皮带或裤子（一切在握〕。
（２３）无意识的清嗓子（担心、忧虑）。
（２４）有意识的清嗓子（轻责、训诫）（２５）双手紧合指向天花板（充
满信心和骄做）。
（２６）一只手在上，另一只手在下置于大腿前部（十分自信）。
（２７）坐时架二郎腿（舒适、无所虑）。
（２８）女性通过显示自己来传递性信号一一触摸头发、玩弄项链、抚弄
她们的腿部、交叉或放开腿部来表现。
（２９）男性显示自己则通过诸如拉扯领带、提提袜子或裤子或者有意察
看一下指尖。
（３０）一个人有大多如下的体态语时可被认为是在撒谎：眨眼过于频繁、
说话时掩嘴、用舌头润湿嘴唇、清嗓子、不停地做吞咽动作、冒虚汗和频繁
地耸肩。
当然，上述的体态语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有人曾详细分析了美国黑人
的非语言沟通方式。他们主要针对美国黑人的日常行为。他们认为，年轻黑
人尤其是男性通过采取一种无所谓的站姿来表现出对权威的反抗。
一些研究者观察到，文化不同使用手势的方式及其所具有含义都有一系
列差异简单的致意有许多种不同的手势来表现。在各国文化中，某种手势所
具有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在美国，当某人示意一个朋友过来时，通常是做出
这样的一个手势，即将一个手的手指或紧或疏合并拢在一起，朝上，同时做
顺时针方向运动，该手势所比拟好像是将其友拉近的动作。
这儿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在阿拉伯世界，将鞋底指向阿拉伯人（如有些
老板常常将脚放到桌上的动作）或者交叉着双腿坐着不去被认为是上司权威
性和自信心的体现，而会被看作是一种极不尊重对方的行为。有一位教诗歌
的英国教授曾到埃及开罗的一所大学讲课。在讲解一首诗时，这位教授得意
忘形地往后仰坐在椅子上，以致露出了自己的足底，并且足底正好对着全体
学生，于是招致满座皆惊。因为在穆斯林社会，做出这样的姿势是一种最带
侮辱性的动作。第二天，开罗的报纸纷纷以横幅标题报导了学生对此提出的
抗议。他们谴责厂英国所谓的“礼仪”，井要求把那位教授赶回老家。所以，
在你的工作中，应当明确这种文化差异给体态行为的解释会带来任何你意想
下到的后果。
６．非语言信息
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语言信息常常是人们在无意的状态下接受、反
应、诠释进而储存下来的。人们在谈话中常说道：“我感觉……”、“我不
敢肯定……”、“她不是我这种类型……”、“她使我感到不轻松……”、
“有些事关于她……”或者是“他使我想起……”，等等这些话并没有指明
人们到底要说什么。人们从些非语言信息组合的行为中获取信息。而这些非
语言信息的组合使人们能够对这些行为作出分析判断。人们注意到是什么使
人们在非语言沟通中作出无意识的反应，这对于用意识去把握这种反映是十
分重要的。
玛丽步人一间会议室感到出了什么差错。麻烦产生了，而她却并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获得这一信息的。她相信自己的直觉，她说：“是不是出了什么
事？”这句话打开讨论的话匣子，在场的人才开始叙说他们所遇到的麻烦。
那么她到底注意到了什么呢？她看到她老板的下巴比平时要咬得紧；有一位

同事在椅子上不安地移动；另外一个人同她打招呼的声音比平时要高，而且
有的同事竭力避免与她目光相接。所有这些迹象单独看来也许毫无意义，但
是放到一起就意味着出了问题。她相信自己对这些迹象的感觉，并且她曾读
过有关非语言沟通方面的书，因而她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打开局面。
那么你给别人传递了什么样的非语言信息呢？清注意你与别人相遇的情
形。回想你步人一间屋子时的情景。你所站立的方式，如何放置你自己的手、
脚、眼睛以及与别人保持怎样的空间距离。你在同别人相遇或见面打招呼时
有直接的接触吗？你是用面部表情来表示你的不赞成态度吗？你是否是只在
事情顺利时才会微笑或者是从来就满脸微笑，即使在表示不赞成某事时也是
如此？
许多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教化告诉她们不要显露自己愤怒和下满。而
很多男性则被告知要隐藏自己痛苦和脆弱的感情一面。发怒被认为是下淑女
的表现，而显示苦楚也是男子汉所不耻的。
然而、非语言信息仍被传递出去了。别人尽管装着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些，
但他们是了解你所隐藏的真实情感的。现在是显露感情的时候了，要变得善
于表达，是让女士有机会表示愤怒和生气，让男人有机会显示他们的敏感和
多情的时候了。应当意识到自己的非语言行为、并已让他们来表达我们真正
的自我，用不着再隐隐藏臧了。
７．听的技巧
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应该用眼睛去观察些什么。那么现在要转向用耳朵该
去听些什么。正如观察是一门技巧，而以通过训练达到技艺娴熟一样，听话
也同样是一门可以通过训练掌握的技巧。很多人认为听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他们很可能会感到烦闷，如果他们下参与谈话还可能会感到无精打采。善听
则不是消极的行为，它显积极的行为。听音对于交谈的投入绝丁亚于说话者。
人们不真正去听的原因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不得下受外界新信息的
影响，他们必须面对别人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些新知识和新感悟的基础上，
他们就必须改变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已经形成的看法，而对很多人而言，他们
是不愿意改变他们一惯的思维方式的。他们认为回到自己驾轻就熟的东西上
总比去实验新的东西要安全稳当得多。但是，我们如果下竭力去听懂他人，
我们是不可能进步，也不可能成为这些人的优秀领导者的。
以下列出的是影响听的效果的九大障碍：
（１）身体本身不适。人热、过冷、疲倦或者头痛都会影响一个人听的能
力和他对说话者的注意程度。
（２）扰乱。电话铃声、打字机声、电扇转动的声音等其它一切来自物质
环境的声音可能会打断沟通过程的声音。
（３）心中另有它事。惦记着着其它的会议、文件或报告都会阻碍听力。
（４）事先已有问题的答案。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自己已经形成了答案或者
总是试图快点止住他们所要提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你专注地去听。
（５）厌倦。对某人有厌倦感，因此在他有机会说话之前你已经决定下去
听他说了些什么。
（６）总想着自己。心中总是充斥着自己则必然要破坏沟通。
（７）个人对照。总是认为别人在谈论自己，即使在并非如此的时候也这
么认为。

（８）对他人的情感倾向。对某人的好恶会分散人的听力。
（９）有选择性地听。仅仅听取一个人所说的话中与谈及的问题有关的个
人意见或自己相异的观点。这样会影响内容，而巨包含他字面下所隐含的意
义。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如说“你的意思是……”来重述别人的话，自我
检测一下。
善听在所有方式的沟通中都是很重要的。不论这种沟通是自下而上，自
上而下还是横向的，积极听取总是十分重要的。自下而上的沟通通常是你向
你的老板或上司递交文件或报告，与他们交谈或为上级作介绍、引见等。而
自上而下的沟通则发生在你与向你递交报告的人或其它情况下的属于员工之
间交谈时，或者是你在草拟通知或撰写评估的时候。横向、或称水平沟通是
发生于同一水平线或同一线别上的人之间的沟通。如：卖主、委托人、来访
者或其它的主管人员之间。
请注意你做多少这几类沟通。你是否在倾听下属讲话时和聆听老板讲话
时表现得一样积极。对很多人而言，作为下属他总是努力去找出他的上司想
要什么，需要什么和渴望得到什么。然后他再竭尽全力地去投其所好。而身
居高位的上司则很难同样地去弄清他的属丁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以及渴望什
么。他们自己的要求被满足就足够了。而好的主管人员是那种既能考虑到上
司的要求又能体谅下属要求的主管。而且这种主管对同一级别的人而言是一
名好同事。因此请务必开放地、急切地、积极地听到包括你的老板、你的同
僚以及你的下属在内的所有人的谈话。
比如说，你的老板，与你谈及他如何如何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他给
你绘声绘声的描述细节，告诉你他去了些什么地方，又都于了些什么。这时
候你必须投入极大的专注去听，努力找出你的老板的好恶。你应当为你的老
板平等待你而感到高兴。所以你要兴致勃勃、尽力延长这种谈话。而在此之
后，你的下属也跟你谈及他的假期。此时你便不要在乎他是去海滩了呢还是
去了高山。但你必须很礼貌地去听，同时尽管可以想他是在浪费你们俩的时
间。在听老板讲话时，你要不断地用诸如“那么然后你干什么了？真是大有
趣了！”此类的话来鼓励对方往下讲。而在听其他人说话时，你在尽量保持
礼貌的同时可以用如下的话语来表示你想尽快结束谈话的愿望。这些话可以
是：“哦”、“嗯”、“你玩得愉快我替你感到高兴！”或是说：“你刚寸
提到的是些什么问题？”等。
这两种谈话对于你面对的两个谈话者而言影响是不同的。你肯定会不乐
意你的老板象你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你。良好的沟通是实现管理的关键，这
既需要有良好的获取信息的能力也需要白悯熟的发送信息的能力。优秀的管
理人员不论等级去接触每个必要的人，并且认真积极地听取值得听取的东
西。
８．说的技巧
这里所谈到说的技巧——你如何表达，向谁表达以及什么时间表达，其
实是反馈问题。你积极地听别人说话，了解了他的包括弦外之音在内的一切
意思，你注意到了他的一举一动以及这些体态语后所蕴含的情感；那么现在，
轮到你来作出反映了。你必须自问一下你都了解了些什么。你是否掌握了“真
理”，你是否明了该如何来阐述这种道理使别人很容易地便能懂得。
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彼得是一名较出色的职员，但他看来好象有意避
开与你沟通。他在与你谈话时也显得局促不安十分紧张。遇到这种职员你可

以在他工作时告诉他：“彼得，你是名很出色的员工。我知道你喜欢独自呆
着，我很高兴你能出色地完成你的工作。”这样，你和他之间就相当于建立
了一种默契一样，相互之间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表明你对他的行为是尊
重而理解的。你也可以认为是彼得希望保持这种距离。遇到这种场合他害羞、
手足无措，这是一个职员的性格问题。你可以跟他谈谈他与你在一起是否感
到自在，如果他愿意地话，你们还可以共同想想办法来使你们之间的沟通显
得轻松自如。
然而，如果彼得的工作表现不是那么尽人意，你在让他到你的办公室与
你交谈时，你必须意识到他可能会不大愿意听你讲话。你在这时会对他说：
“我知识你喜欢独处，对此我表示尊重。但是你的工作做得并不那么好，我
希望我们能谈谈井找出办法来改进工作。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如果到这里
一切还顺利的话。你就可以接着说：“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谈一谈。”然后
开始下面的内容。如果到此有点下对劲，你可以说：“我感到你好象听我说
话有困难。”然后你们尽可以讨论如何相互沟通这个问题。
在语言表达的技巧上，女性通常比男性力量胜一筹。当男孩子们忙着在
草地上踢球玩耍时，女孩子就已经开始相互谈及她们自己，谈及人们如何行
事并开始分辨各种感情。因为女性总是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尝试语言表达
的技巧。所以，在长大以后她们对如何沟通总是很有一套。而这对于那些保
希望能够谈情事件、而不管什么情感和想法的男孩子们而言就显得太难了。
男人们在辨识自己的感情时通常显得很笨拙。而要去把握别人的情感就更是
为难了。因为他们常常很难注意到一些细微的暗示和线索。“我让他们怎么
办，他们就该怎么办，要知道在这儿究竟谁是老板，谁说了算！”这是一种
男性味十足的说话方式。而诸如“我听了你的话昨晚几乎难以人睡”或“我
的确很在乎你怎么看我”的说话则显得要女性化一些。很难想象有男人这样
说话。
因为女性对于情感的把握总是很自如而且常常希望别人能够与她分享，
而男性则相反，他们不善于把握感情而且下愿分担别人的感情。所以，不同
性别的人对于有效沟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些意见或建议对于这部分人有效，但下一定对那一
部分人有效，或者效果不如前看。所以关键是要意识到影响人的六大方面因
素。
（１）遗传特征 个人的基因构成会影响一个人的能力。
（１）性别 一个人早期对性的认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对别人的期望。
（３）种族 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有着差别很大的生活经历。
（４）家庭 一个四口人的亲密家庭与一个失去了父亲的七口人的家庭对
于孩子们形成不同独立观念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同的家庭辽促成其成员形成
下同的处事观念。
（５）社会等级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了受教育的机会。对于一个普通工人
和上过名牌大学的人而言，他们会听到上司对他们不同的批评。
（６）籍贯 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对此也有影响。一个来自非洲的人
与一个在欧洲出生的人对于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
读过上述内容后，你可以用这六条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它们对
你的性格有些什么影响。如果你能理解形成现在的你的一些因素，你便能够
理解别人与你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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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你在沟通中的关键地位
作为一名主管人员，你处于沟通过程的中央：即位于你的老板（上司）
和工人（下属）之间。对于你所在的部门要负责的每一种产品和每项服务，
你都应当首先明了你的上司对此在数量、质量及时间上有些舒适具体要求。
然后你有必要把这些信息完全准确地传达给下属。对他们的产出负责。如果
出了什么差错，你第一个要承担责任。你最好定期向你的上司报告生产的情
况；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你要及时反映给上级共同谋求解决的办法。沟
通的过程如图 １—２ 所示：
你的工作在于保持这一沟通的畅通。这一点会受两方面出素的影响：一
个是你与其它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另一个便是你在这整个沟通过程中所表现
的技巧如何。本章节主要给你提供了一引进更好地了解你自己，宽容别人的
方法，这样使你在新的中间性职位上能够扎下根基。
练

习

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沟通过程：
１．你从你的老板那几得到什么信息？
ａ．这些信息完整清楚吗？
ｂ．合乎时直吗？
ｃ．很难办吗？
２．你从你的同事那儿得到些什么信息？
ａ．你属于这个非正式工作网吗？
ｂ．你都从准那儿获得一些非正式的信息？
ｃ．你怀疑信息的来源吗？
３．给你的员工什么样的信息？
ａ．他们在与你沟通时感到轻松自如吗？
ｂ．他们对此满意吗？
４．你从你的下属那里获取什么样的信息？
ａ．这些信息是通过观察得到的吗？
ｂ．这些信息是他们直接告知你的吗？
ｃ．你对信息的反馈很重视吗？

５．你向你的老板（上司）都汇报些什么？
ａ．你的老板开放、有兴趣并且愿意听取你的报告吗？
ｂ．你感觉他理解你工作中的困难吗？
ｃ．你是仅仅汇报主要事件呢还是有可能与老板进行深入地讨论？
６．你与你的同事其享哪些信息？
ａ．你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吗？
ｂ．你觉得哪类信息是应该与他们共知的？
在完成上述练习之后，你可以回过头去看看这些答案是否令你满意。如
果你觉得不够满意的话，你可以订个计划，弄清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些什么问
题存在，然后逐步克服提高。
如何处埋各种矛盾
在实际工作中，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让所有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取得
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一名主管人员，当你的工作范围内出现了影响你
的员工，你本人甚至影响生产的矛盾冲突时，你有责任来协调处理这些矛盾，
在工作中你可能会遇到的矛盾有四大类：（１）你自身的矛盾，（２）你与你
员工之间的矛盾冲突，（３）你与你的上司（老板）之间的冲突，（４）你下
属之间的了盾冲突。
你自己的矛盾
在工作中，你会遇到自己个人生活穹职业之间的矛盾，你还会遇到自身
价值观与企业目标之间的冲突。成为主管人员之后，你便要承担新的责任。
这时你会发现处理家庭生活要比以前困难多。，经过一整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回到家里你必须缓解疲劳消除压力。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很难在离
开工作岗位时放下工作。相反，他们把工作上的焦虑，失望以及痛苦带回到
了私人的生活之中。

第二章
第一节

行销与营销

行销策略与行销行动
一、行销是什么

行销是一种功能，经由这种功能，厂商可以刺激消费者以金钱换取其物
品，这种行为既可以使厂商赚取利润，又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行销究竟
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尚元定论。关于这个问题，实务界与学术界所抱持的
观点南辕北辙。因此，人们才会使用“学科”一字来代替。
虽然，行销与交易有关，但是并不因此而显得与其他企业机能有所下同。
例如，采购也包含了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生产功能也有交易行为一一一在
对消费者影响非常大的成本与利润率之间作一取舍。
行销活动具有二项特性，使得它与其他企业机能有所不同。第一项是，
行销使公司有收益产生。这么看来，各家厂商的其它活动都是以成本为中心，
端视行销运作的成功程度加以支持。行销的第二项重要特性，除了经常与公
司内部接触之外，也与外界团体保持密切接触。这些团体是经销商，以及最
终使用者或消费者。这时，行销便发生在公司、经销商以及消费者的三重界
面上。行销具有创造且维持顾客的功能，而且还包含企业的中心商业目标。
图 ２—１ 说明在行销运作上相关的三个团体——公司、经销商以及消费者
——之间的关系。该图显示行销业务发生在这二项特定成员的交集处，因此，
良好的执行工作，取决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情况，这使得行销人员的执
行工作既复杂又受到多重的影响。可以想象得到，行销上的“良好运作”是
一方面涉及顾客，另一方面又与企业体有关的棘手工作。
行销的品质在于公司、
经销商以及消费者三
者之间的界面“优良”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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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顾客
图 ２－１

二、应变行为
市场占有率，销货收入等数据无法协助管理人员辨认行销品质的真正原
因，良好的行销运作并不意谓着人们所碰到的问题少。相反地，根据观察，
良好的执行组织，碰到执行问题的频率，与拙劣的执行组织下相上下，其中
的差异在于他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即使你在行销执行上步步为营，一切无误，你还是要经常调整策略，并
提防策略陷阱。而且，行销制度会随着时间而老化，并误导行销努力。相反

地，擅长行销执行的管理人员，只是在处理执行问题上比较拿手而已。
行销运作品质可以定义为应变技巧，使得经营管理者能够处理许许多多
日常的执行危机。这些危机若任其发展，将会使精心构思的行销策略惨遭失
败。
还可以对应变技巧做更进一步的界定。良好的行销运作发生在公司、顾
客，与业界三之间交界之处。行销运作执行公司的行销策略，以期对最终使
用者造成良好的效果。行销计划的顺利执行与公司内部动态、行销结构（计
划、制度等）以及管理皆与配销道路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
三、行销系统的建立
（一）行销活动的意义及范围
行销活动源于供需双方的交易行为。在需要方面，顾客之所以主动参与
交易，是因在他的生活中发生某种困难或问题，或为饥寒、或为寻求礼物馈
赠亲友，因此愿意支付所拥有的部分购买力，以便交换所需的产品或劳务。
在供给方面，企业为赚取利润，遂设法提供产品或劳务，以最低的价格、最
合需要的状态与最便利的方式，满足顾客需要。自此观点，顾客应属于问题
产生音，而企业机构属于问题解决者，而行销活动即代表一种“解决问题的
程序”。
是以企业行销活动并非无中生有，乃仅为解决顾客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不过在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常有两个以上企业同时企图满足这种需要，以致
发生竞争现象，而最后则以最能把握需要性质，给予最大满足获得竞争胜利
的果实。
所以企业是为满足需要而存在，所有的企业活动都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
的，但直接负担起配合供需功能的，却为各种行销活动。
一方面，目前的行销活动并非始于产品出厂之时，而是始于市场需要的
发掘与分析。另一方面，行销也不是在交易完成之后就结束，因为仅仅交易
完成，并不保证需要的获得满足。所以早期的行销功能，仅限于销售工作的
规划、管理及控制，诸如产品规划及发展几乎纯属工程或生产部门，定价属
于财务部门，即使推销员的甄选训练亦属人事部门。但二次大战以后，企业
界渐渐发现，这些工作与企业满足顾客需要的要求息息相关，而将其改属行
销部门。同时，若干过去所没有的行销工作，如市场分析、消费者研究、保
证、服务等，也增加到行销范围之内。这是由于前二者是为事前开发市场需
要所必需，而后者则力求销后需要的满
（二）行销观念
上述企业行销功能的出现与扩大，实际上，仅反映战后一种企业经营哲
学的改变，即生产导向的经营哲学演变为市场或顾客导向。当然，这一经营
哲学的改变，本身又仅反映基本市场环境的改变，从一种“供不应求”的“购
买者中场”演变为“供过于求”的“购买者市场”。
所谓顾客导向的经营哲学，筒言之，就是把顾客需要应作为企业一切规
划、政策及作业的出发点，与以往生产或企业本身状况为考虑出发点不同。
这一经营哲学的改变，对于企业经营方式具有极其普遍而深远的影响，现陈
述如下：

１．在满足市场需要方面
采用市场导向理论的公司着眼于市场的潜在需要，企图予以刺激创造；
采用生产导向的公司则寻求满足己有的需要，增加现有产品的销售。
２．在研究发展方面
采用市场导向的公司注重行销研究，根据顾客及市场需要发展新产品；
采用生产导向的公司则重视实验研究，主要考虑产品效能的改进与生产成本
的降低。
３．在产品规划方面
采用市场导向的公司重视产品式样及外观，利用包装为推销工具，一般
产品线较宽；采用生产导向公司则重视产品构造，包装仅用于便利运储及保
护产品的目的，一般产品线较窄。
４．在组织结构方面
采用市场导向的公司多采用分样式组织，重视分工合作；采用生产导向
的公司多采用样式组织，重视控制。
实际上，生产导向的公司所考虑的因素，一样力市场导向的公司所考虑，
不过后者更进一步，认为有关市场需要的因素，乃属更高一层的决策标准罢
了。
行销观念，除了上述市场导向的意义外，还包括另一重要意义，即企业
所追求的，应以利润目标、而非销售量本身。如果一个企业只为了满足市场
需要而不考虑利润，不但无法选择各种满足市场需要的途径，且不能维持本
身的生存与成长。
一个企业是否采取利润为经营目标，也反映在其各方面规划及控制行为
上。例如对推销员绩效的考核，对于经营成果的分析等上面。其中，一个企
业是否采取获利性分析最能反映其经营是否以利润为追求的目标。
所谓获利性分析，是属于行销成本分析的一种应用。其目的在发现其各
市场构成中，谁对于其利润有特别贡献，或有特别损害。其步骤是先将公司
各种行销支出，分别归于有关的管理项目。例如：直接推销、广告、仓储、
运输、信用销售、行销管理、一般管理等。再将此项目的支出，按一定的基
础，依次分摊予各产品、各销区、各型顾客或各推销员，可获知销售予各市
场构成部份的行销成本。最后将此部分的成本与对应的收入相比较，其差额
即为该市场的毛利或毛损。
（三）市场区隔化
一个企业所销售的产品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有些仅供加工、制造或
其他营养用途。在前一种情况下的产品，即称力消费品，供应消费者市场；
在后一种情况下的产品，则称为工业品，供应工业市场。由于其分类基础是
产品用途，而非产品本身，故此产品可为消费品，亦可为工业品，例如钙粉
可销给饼干厂，亦可销给家庭；汽车可销给出租汽车公司、亦可供家庭日常
代步之用。
这一基本分类，在行销上具有重要意义，因顾客对于一项产品的购买行
为，每随其预期用途而异。一般而言，工业品的购买数量较大，购买途径较
直接，产品的如期供应与可靠性被视为重要的选购标准；反之，消费品的购
买数量较小，购买多通过中间商，购买动机属于行动性者通常比理性者多。
一个企业如能辨认其产品的销售用途，自可设计适当的行销计划及策略以为

内应。
但就工业市场或消费市场而言，其构成仍很复杂。比如对于消费品的需
要，要随种种社会经济因素而不同：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或所
得的消费者，所消费的产品构成往往有显著的差异。又如某些产品是以家庭
为消费单位，其需要密切关系。所以，一个企业要了解其产品的市场需要状
况，先须开发影响此种需要的主要市场因素，然后根据此种因素区隔为若干
小市场。希望每一小市场具有较单纯的性质，此一过程通常称为“市场区隔
化”。
早期企业所利用们区隔市场标准，多属单一因素，近年以来，学者发现，
诸如顾客购买动机或习惯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均可利用力区隔，例如价值观
念、审美态度等。再者，由于行为科学的贡献，学者利用种种社会学或心理
学所提供的复合观念，以为区隔标准，例如社会阶层，家庭生命周期等都是。
经过区隔化后的市场，每一部分表现为较单纯一致的性质，企业乃能针
对这种性质，设计一整套的行销计划作为配合。这个被选为计划基础的部分
市场，一般被称为该企业某种产品的目标市场。而如何选择一个或若干个适
当的目标市场，是有效的行销管理的必要条件。
（四）行销系统
将企业行销功能视为一系统，即所谓企业行销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目
的在于满足市场需要。但实际上，其具体目的可能不限一项，还有待分析澄
清，以决定它们的彼此优先次序，况且达到目的的手段亦有各种不同的组合
方式。系统分析的本质，即在针对一项问题的相关情况，予以简化及抽象化
后，发展成为一个准确的结构模型，然后通过此一模型求得解决方案。在这
种分析方法之下，可利用各种数量分析技术及客观而正确的情报，以减少决
策的不确定成份。同时，对于各种行销手段的选择与利用，井非着眼于其个
别效果，而是着眼于其对于整个系统效果的贡献。
行销系统的构成，主要有以下两大部分：
１．产品计划及产品特征
产品是企业赖以满足市场需要的基本手段根据市场需要所发展的产品，
乃是企业设计其行销计划的核心，一切定价、分配与推销政策，皆必须在特
定产品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因此在讨论行销系统时，必先讨论产
品，理由即在此。
从满足需要的观点来看，产品应下限于其实体部分即有形的物理化学性
质部份。因为实体部份完全相同的产品，未必对于消费者产生相同的效用，
比如不同品牌的产品所能给予消费者满足的程度常有很大差异。
这个原因在于产品满足需要的效用，不仅决定于产品有形的实质部分，
而且在于产品种种无形影响心理的因素，比如品牌、包装、颜色、服务、商
品印象等等。所以，计划产品时不仅须考虑其实体性质，尚须考虑其无形效
用，然后这种产品对于消费者来说，才是完整的产品。
在整个行销系统中的产品，不仅本身兼具有形与无形两部分，而且经常
是新陈代谢，不断创新状态。依学者分析，这一现象出于两方面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是市场需要的不断变动与购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力
量所推动，故流行于企业界有这样一句话：不创新即灭亡。
这种新旧产品代谢现象具有日趋急剧的趋势。比如，据美国统计，在 １９５９

至 １９６３ 的五年内，１１ 项工业所增加的销售额，来自新产品者，占 ３０％至 １００
％不等。因此不求创新的企业，没有不遭受萎缩淘汰的命运的。
企业行销计划系统为配合市场情况而设计，而一般消费者对于不同产品
常表现为不同的购买习惯。产品可以划分为便利品，选购品与特殊品三大类。
便利品，消费者充分了解其性质，且因单价低、重要性低，又无流行时式的
影响，故购买时不需多费时间及精力，而以方便为主要决定因素。这类产品
例如日常用品及基本食物；选购品，消费者对其性质不甚明了，且单价较高，
下经常购买，因此购买时愿意付出时间及精力，广泛寻求资料并比较选择，
方做购买决定。这类产品例如家具、时装、珠宝等；特殊品，多具有独特性
质或印象，消费者自认对其性能充分明了，故坚持与选择性极高，下愿以其
他产品或品牌代替。这类产品例如药品、照相器材、汽车等。
当然这种分类下无缺点，不同消费者常有不同的购买习惯。而同一人的
购买习惯也可随时而异，因此这种分类方法较不确定。但是一般而言，多数
消费者常表现其同的购买习惯，如有重要差异，这种分类正可引导行销管理
人员对消费者的习惯分析研究，也是一个优点。
这种分类对推动设计行销计划有极大帮助。为寻求广大市场，争取消费
者，公司为求适应消费者购买习惯，在分配方法，推销策略等方面予以配合；
或者企图变更消费者购买习惯，比如通过产品差异化的手段，利用品牌、包
装和广告的作用，发展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独特印象，使之由便利品或选
购品变为特殊品，造成一种不可代替的独占地位，以获得定价自由及稳定的
市场。
不过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通常需要假定的价格水准，不同价格常产生
不同的需要量，这就是经济学上的需求表观念。因此厂商决定价格时，必须
估计其目标市场需求曲线，在不同价格水准时所能获致的销售量为若干，加
上对竞争情况与成本结构的考虑，以做决定。不过同样重要者，所决定价格
必须配合公司整个行销政策，如产品品质、包装方法、品牌性质、服务水准
等，而所选择的分配通路与推销策略也是与价格水准互为因果，都必须综合
考虑。
２．行销沟通系统
欲期产品达成满足需要的作用，有赖行销系统中种种沟通途径的建立，
例如产品分配途径，情报沟通以及实体运储途径等。
产品分配途径，或分配通路的建立，也应始于市场，而非始于制造厂商
本身。公司应就所决定的目标市场，分析顾客的购买习惯，然后选择最为适
合的中间机构与分配方法。例如便利品的销售宜采用普遍分配方法，选购品
与特殊品的销售，以采选择性或独家分配方法为妥。
通路选择也与产品计划密切相关，诸如品种类、包装、式样等，皆受所
选择通路的影响；价格政策方面，各类型中间商常要求不同的毛利率与交易
付款方式；推销手段必须与所选择分配方法密切配合，例如所包括市场范围，
中间机构合作程度，公司推销员的利用等，都要联合考虑，方可收到最大效
果。
实体分配活动以前被认为是机械性工作，未予重视，但现在也成为行销
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门，诸如运输方法、存货控制、仓储、存货成本的高低，
尤其要考虑所能达到顾客服务水准的高低。
另一种主要的沟通途径力有关情报资料方面，以往企业生产规模较小，

市场有限，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沟通途径不成问题，但今日则不然，由于市
场范围大与广大，又须经过层层中间机构，使得双方之间沟通发生困难，公
司方面常感到无法将产品与公司的种种情报传递给顾客知晓，尤其在行销观
念之下，公司一切行销计划都必须以市场为依据，诸如生产何种产品，发展
市场次序先后，生产数量多少以及销售地区，推销策略的选择，都依赖市场
情报方能达成较正确的决策，这一沟通途径依赖行销研究获取客观正确而又
系统的资料，以供管理当局的决策根据。
推销在本质上就是属于三种沟通功能；在消极方面，使顾客了解产品的
存在及其优良性能；在积极方面，它更借助影响消费者购买动机，促进和刺
激需要。不过推销方法很多，除了人员推销及广告两个主要工具外，其它尚
有种种购买点推销方法，如橱窗陈列、店内装饰、以及刺激快速购买行动的
赠奖、摸彩等方法。如何从中加以选择，予以适时、适地与适量的配合，又
是行销管理上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不过也是整体系统观念的一项重要应
用。公司人员应一方面分析目标市场地区分布与集中程度，顾客人数以及类
型、产品性质，尤其是产品需要的购买动机及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从中发展
推销的主题，使整个推销计划联系在这一主题下成为一整体，这就是所谓的
战略观念。
协调和配合各种推销活动，是推销计划成败的主要关键之一，例如通过
下同媒体所做的广告，如缺乏上盘计划，极可能彼此之间利用相反的号召，
时间的冲突，或重复的媒体，这样所耗费的代价大部分都是虚掷而没有效果
的了。
各种行销手段，在此一系统中，如能获得良好的协调配合，将会使所联
合产生的整体效果，大于个别效果之和，此即一般称之行销管理的目的，即
扩大和增进这种效果。
（五）行销管理的步骤
行销管理之所以能产生上述效果，有赖于管理程序的利用，以助于继续
不断的、有效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
行销管理程序，基本包括下列步骤：
１．决定行销目标
目标必须具体可行，如三年后销售额达到一亿元：或为一定期间内的工
作成绩，如扩增一百家零售出口。而且在时间上，须下长期目标配合，在组
织体系上，下级的目标应为达成上级目标的策略或手段。
２．规划策略
策略者，代表达成目标的方式，管理者应该应用现代决策方法，自各种
可行方案中，选择最优者，订定实施计划。
３．设立组织
组织者，一方面是将规划的工作与职位做适当的配置；职位问的关系及
权责，做明确的划分。另一方面，组织代表情报流通的路线，并协助管理人
员达成迅速有效的决策。但为使各组织成员间能获得最佳的配合，不能单纯
依赖组织结构，管理人员之间联系协调，占有重要地位。
４．选用人员
管理者应根据各职位工作原有的性质，制订资格条件，利用客观正确的
方法，选用适当的人才，并给予适当的训练。

５．付诸实施
管理者应依据实施时间表及预算，下达行动命令，将行销计划忖诸实施。
并应随时鼓舞员工情绪，注意市场反应。
６．控制实施成果
有系统与客观的评估实施成果，与预期成果比较，如有重大出入，即应
检讨原因，采取对策。如发现消费者行为或市场环境有重大改变，即应搜集
这种情报，以供再规划的参考。
（六）行销情报系统
管理的中心任务有二个：一为发掘问题及机会；二为决策。如何能正确
迅速达成任务，要有可靠而及时的情报。近年来逐渐受到企业界重视：行销
情报系统，即代表一种程序和方法，提供管理当局经常所需的行销售情报。
此观点，行销情报系统与行销管理的关系互为表里：一方面，只有管理
组织及程序而无及时与正确的情报。则管理徒有其名，并不能产生较佳的效
果。反之，如无健全的管理组织及程序，则无法确定情报需要与供应路线等，
情报系统也无法建立。
简言之，情报系统本身并不能产生所需的情报，而有赖于情报支援系统，
例如公司内部会计、财务、生产等部门，提供经常性的业务资料；行销研究
部门从事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种专案研究机构，搜集分析特定的情报；同时，
支援系统尚可包括外界研究机构，如商业性市场调查之类，提供必须的调查。
但为使这些来源不一的行销情报，能在最短期间内，以最适用的方式提供给
有关管理当局使用，常须经过整理、储存、编排、分析与传发等工作，因此
使得电子计算机和种种数量分析模式成为情报系统中的核心设备。
不过，设计一个行销情报系统，并不应开始于电子计算机与数量模型的
设计，而应始于整个行销管理系统的建立与确定。初期的情报系统必然是粗
疏的，有限度的，但如有一个健全合理的管理系统做为基础，它必将能继续
成长与改进，以至于大大增进管理的效果。
四、行销的策略与行动
（一）行销策略分析
行销策略是分析企业所面对的种种机会与风险，这种分析是以在环境（例
如，竞争的、社会的）以及企业内部（如：生产能力）所提供的资讯为基础。
这些资讯使得管理阶层因而选定一组特定的市场、产品以及消费者目标。
策略性目标范围可能很广泛。正如一家大型资料处理公司在说明其行销
使命时，便是以“成为办公室自动化科技的领导者”为目标。或者，也有像
行销年度计划那样范围狭窄且有时效限制的目标。不管是哪一种情形，行销
策略的目的，都在于提出具体可行的目标，以引导行销活动，并远离其他下
相干的消费者。行销策略就是通过这些目标来推动各项行销行动的。
虽然众人皆知，行销是由策略所推动。但对于行销活动会逐渐对策略形
成限制，并回头引导策略的事实，却鲜为人知。例如：
有两家甜甜圈连锁店，在此暂且称之为 Ａ、Ｂ 二店。开张时间差不多，并
采用相类似的授权配销策略。Ａ 店的经理人希望尽可能地对其所输送的产品
加以控制，因此收取高额的特许权使用费，并设计一套由公司人员随机查验

连锁店的严格制度，以执行其策略。Ａ 连锁店的管理阶层知道，这么做是放
弃数量更多的潜在加盟店，以执行较高的特许费及较严格的控制。公司上调
高昂的特许费而资金充裕，但是主要目的却是用这笔资金加强辅导加盟店的
经营。
Ｂ 连锁店虽然也同样采用特许权策略，但其执行方法却与连锁店 Ａ 大相
迳庭。Ｂ 店的经理人采用将其店面设于每条街街口的执行方式，他们订定低
额的特许费，并在几乎没有政策规定及公司干预的情况下，出售其特许权。
它所持的理由是，市场占有率是由零售店数量或“通路占有率”决定，因此
管理当局应该努力设立更多家的商店才对。
在一段期间内，两家庄锁店的营运情况都不错。但过了一阵子，两家的
管理阶层却开始对于甜甜圈在速食市场的占有率感到不满。观察消费者行
为，两家连锁店的经理人员都认为，假如下单中增添更多项目，如汤类或三
明治等，则顾客对甜甜圈的需求不大时，或许他们会比较愿意待在店里享用
餐点。增加菜色就必须在连锁店添置厨房的锅子炉子，估计每家连锁店大约
需要增加支出三千四百美元。问题在于：哪一个连锁组织比较容易说服旗下
的加盟店，使他们愿意增加策略性转变所需的投资？
显然地，拥有较少但管理较好而且利润较高的 Ａ 连锁企业，将比较可能
从事于走向全线速食餐厅的策略性改变。至于 Ｂ 企业，由于对旗下成员的控
制不良，每家各自独立，而且店面又多。这些加盟店除了产品食谱及一捆捆
的表格外，由总部得到的支援很少，因此在转变策略上，可能会遭遇较大的
困难。
这个真实故事的重点在于：管理人的执行方法（即使是在执行同等策略
时）会影响未来想要从事的策略性转变。
这一“行动影响策略”的循环，经常会导致对于未来策略弹性始料未及
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是管理人不希望发生而且也无法应付的。例如钢铁
业、汽车业、以及电信工业都成了过去执行方法的牺牲品，以致于目前的策
略弹性受到牵绊。这种介于策略与执行之间的循环为（执行方格）：
行销策略
行销执行
图 ２－２

策略与执行循环图

在行销策略与行销执行的主要关系，可以用下述方式表示：策略影响行
动，但是行动也影响策略。由于经营管理者未必了解，从事行销工作以及计
量后续的行销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执行活动经常会以一种不知不党的
方式，对行销的策略弹性加以限制。
（二）瀑布现象
在使行销工作顺利完成的行程里，策略与执行还有最后一种相关方式，
称之为瀑布现象（图 ２—３）。策略和执行似乎郡是顺着管理层级，逐层地形
成井向下流至另一个阶层，这和日式花园里的流水由一个水池向另一个水他
的景现很相象。
图 ２—３ 表示某办公室自动化设备经销商，经过调整的事业计划。在公司
行销方面，该公司的最高主管订下一项完成主宰世界办公室自动化业务的。
“使命”（意指一项非常广泛的策略计划）。他的执行报告指出，ＡＢＣ 部门

收益成长达 ５０％，是完成使命的方法之一，而对 ＤＥＣ 线采取收割行动也是一
种方法。显然地，就这个管理阶层而言，即使是执行报告，在内容方面仍然
偏重于策略性，而较少谈及执行细节。
往下到行销 ＡＢＣ 的部门，并留心发生了什么事。在此一阶层，部门经理
人将上一阶层的执行计划视为策略，并设计出更具体的行动以完成它们。因
此，公司最高当局所提出的“５０％成长率”的执行建议，被视为是一种策略，
面对于主要帐目的监督则是事业部经理达成目标的行动之一。这就将上一级
管理阶层的执行行动，转化成策略方向的过程，并且可以追踪至公司内部的
各个地区销售经理。
图 ２－３

瀑布现象

瀑布现象对于行销人员而言，又增添了策略与执行之间的另一项复杂
性。它说明策略与执行的瀑布一个一个地顺着管理阶层流下，并暗示着那些
未将所有行动方案考虑在内的策略性分析，将无法达到最优异的表现。
五、营运问题诊断
尽管行销策略与行销行动之间的分界线很模糊，但要诊断行销执行的问
题，或将这些问题与策略的缺点相区别却不困难。
的确，一项逻辑分析显示，行销执行的问题必须先加以探讨。因此，它
们主宰了行销策略的关切重点，这是因为“当行销执行做得不好时，就不可
能评估策略目标的正确性。”
１９７８ 年，ＣＤＩ 公司在资料处理市场的年销售额达 １７００ 万美元主要的产品
为“愚笨型”终端机。
ＣＤＩ 的终端机定价略高于该产业的领导者——德州仪器公司的产品，由
于德州仪器的市场占有卒高达 ８０％。因此，ＣＤＩ 一直承受来自该公司的价格
压力，并导致盈余减少。该公司的行销副总裁提出一个想法，亦即，使愚笨
型终端机进化成真正的微电脑，以便让业务人员、会计师，以及其他专业人
员随时拥有真正的“手提式资料处理”能力。ＣＤＩ 公司没有软体编译能力，
以提供应用软体，经理人员于是将名列财星杂志 １０００ 名以上，具有能力在新
机器上开发适合自己需要的应用软体的公司，列为争取目标。
该公司为了将新的微电脑推广至市场，拟出一套销售“突击”竞赛，在
八周竞赛期间的最后一天，ＣＤＩ 公司的 ５０ 人销售量经过集体的努力，结果还
是令人十分失望。这究竟是销售人员的管理问题，还是进入微电脑市场的策
略行动问题？
由于利润逐渐减少，公司无法长期呆在“愚笨型”终端机的市场里。此
外，据估计微电脑市场可能会在 １９８０ 年代的前半期，成长 ５００％以上。如此
一来，ＣＤＩ 公司便可以善加利用这次的机会。还有，ＣＤＩ 新推出的聪明型终端
机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构造却相当完整，它含有电子通迅设备、列表装置、
充足的记忆库，以及合理的程序处理能力。不论 ＣＤＩ 公司所犯的错误为何，
策略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将不良的“突击”表现归咎于行销执行因素似乎比较切合实际状况。单
就销售愚笨型终端机而论，业务人员平均每年就可赚得五万美元以上的收
入。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销售仰赖软体设计的机器感到不顺手。

此外，新机器的销售奖励订得比旧机器的销售奖励低，这是令人迷惑的
执行方法。由于推销聪明型终端比较麻烦，会牵动员工的许多单位，使得这
种奖励方式的问题更趋严重。相形之下，“愚笨型”终端机几乎只卖给资料
处理部门的管理人员，被当做一般商品在贩卖。因此，愚笨型终端机的采购
作业时间，是聪明型机器的一半，而且不需要软体的知识与支援。
然而，最严重的打击则是销售竞赛的时间长短。为期八周的突击竞赛，
只有微电脑采购作业时间的一半而已！这就是执行不良而使良好策略受到打
击的案例。
并不是每个例子都可以让人们清楚地了解，策略与执行对行销运行的相
对影响力。但是，通过实际演练，要诊断出执行问题却是相当容易。更重要
的是，如先前所说的，此一诊断应该一开始就着手，而不是等到策略完成以
后再加以检查，因为执行受到怀疑时，策略评估就无法运行。
可以描绘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在其中，行销策略不是合适就是不合适，
而策略的执行下是良好就是下好。图 ２—３～图 ２—４ 说明此一情况，并显示
在诊断行销问题时，执行要比策略更重要。
在矩阵中，适当的策略良好的执行，以及不适当的策略下良的执行，都
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项目。因为它们都是简单型行销的例子，而下是实际运作
的行销经理通常面临的棘手问题。
当策略适当而且执行良好时，所有可以做的事情都完成了。以确保行销
成功。但这并不意谓着成功将会降临，理由是竞争者的反应、顾客的乖张行
为、以及运气的经常出现，使得即使是规划及执行最佳的计划也会受到扭曲。
虽然如此，仍然将之列为“成功”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带来成长、市场占有率
与收益。
图 ２－４

策略与执行：问题诊断

当策略适当但执行不当时，便进入图 ２—４ 的右下方，这个方格名叫“失
败”。行销失败是因为不良策略及不良执行，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
例如，如果经理人修正其策略，由于计量无法执行，所以仍然会失败。
假如改正了执行的问题，所得到的也只是一项执行不当策略的能力。因此，
策略了当且执行不良时，管理阶层的确很伤脑筋。
在矩阵左下的方格里，表示执行问题比策略问题严重。某厂商的策略适
当但其执行不良时，不良的执行将会掩盖策略的适当性。由于管理阶层在学
校或其他地方学到：情况不对时，首先要做的便是检查策略的正确性。这时
候，人们几乎一定会请教顾问改变策略（通常修改后的策略会比原来的更不
适当），然后再次以错误的执行架构进行尝试。
这就是 ＣＤＩ 公司的问题。管理阶层所决定的“聪明”型终端机毕竟没那
么聪明，因此必须引进另一系列比原先产品更聪明甚至更好的微电脑。这一
反复发生的重新设计、重新推出，以及再次放弃的情况，绝无法在市场上取
得成功。这一“麻烦”方格之所以麻烦的原因是，有适当策略却没有能力执
行的管理者，常假设其策略下当，并将策力略加以改变——通常是改得更糟
糕。在管理阶层缺乏执行能力时，策略的适当性无法衡量。
六、障碍与处理

（一）管理人员误解经销机能
执行低层级行销活动时，可能导致的三种缺乏效率的情况。第一种是“假
设管理”，管理人员假设公司某部门里的某位人员。可以从事定价、促销，
或是通路管理决策所需的低层级行动。问题在于，这位“某人”常常并不是
特定的任何人，结果该做的没人做，一直到危机发生时寸发觉事态严重。有
关顾客、通路或竞争对手的知识被假设取代时，“假设管理”便会发生。
“结构矛盾”是第二种无效率的情况。管理阶层建立其低层级行销结构
以支持某种工作，然后又要求这些结构支持另一项工作，而这两项工作是完
全相反的性质。结果导致了次功优及管理阶层都无法忍受的扭曲。
“全体性平庸”最后这一项无效率情况，是因为管理阶层分配资源时，
信仰利益均沾的观念。管理阶层的注意力与预算平均分配到各个次功能上，
以求使“每个人都得到一点东西”，以及“我们试着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好”。
那些凡事都想表现良好的人，经常会一事元成，而所有行销次功能的组合结
果，并无法提供该公司独特的强势以推动其计量，并与竞争者有所差异。
以下几个小节从执行低层行销销售活动时，可能会发生问题的观点，来
讨论行销的许多次功能。虽然并没有论及所有的行销次功能，但讨沦的内容
却可以适用于其它功能。
以下将谈谈企业体如何从事销售管理、定价，以及其它次功能的决策。
（二）销售与销售管理
在行销的执行问题上，销售机能如果发生问题，最易察觉出来。就某种
程度而言，每家公司都有执行方面的问题，销售管理的问题尤其受人重视。
因为销售机能行销的基本，其他功能因销售而产生。
克位玛制药公司案例，便是“假设管理”加上销售人员管理的例子。在
这个案例里，有许多良好的销售人员管理方法，都被克拉玛公司的管理阶层
假设已经存在，而荒废多日了，其中包括销售人员训练、绩效评估、销售拜
访和报告制度等。
克拉玛公司阶层采取“假设管理”的一项严重问题，便是管理阶层处理
有关招募、照顾以及培养销售管理阶层的方法。这些人负责管理地区销售人
员，并提供他们管理上与发展上的资源，以作为高阶管理人员与其顾客唯一
可靠的连结管道。
克拉玛公司的销售经理是以许多公司也采用的“一般性”方式招募而来
的，从区域销售代表中加以选取，公司成长得愈来愈快，克拉玛公司就愈来
愈难找到适当有经验人才，来填补区域经理的空缺。该公司给予区域经理的
正式或非正式训练很少。那是因为他们假设，既然这些经理们过去在销售方
面部有良好的表现，则必定在第一线的管理上可以驾轻就熟。因此，有许多
相当年轻且大多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员，陆续地晋升到区域经理的职位。
克拉玛公司不健全的销售人员职位调派制度，使得区域经营管理者即使
处于最佳的环境，也会觉得窒碍难行。每位区域经理负责管理 １４ 位销售代
表，而每位代表则被指定了两百名左右的交易客户。假设每位代表每天平均
要做五次访谈工作，则区域经理每星期要收 ３５０ 位访问报告，一个月有 １４００
份，而每年则必须处理 １６８００ 份的报告。很明显地，区域经理的纸上作业以
及管理属下 １４ 名员工的工作负责太重，因而除了忙于解决燃眉之急及填写报
告外，几乎没有时间再去做其它事情。

更进一步地说、克拉玛公司的政策是：区域经理每年要对其所管理的每
位代表进行 １０～１５ 次区域考核拜访。假设这种拜访有 １２ 次，则经由一项简
易的计算显示：这位区域经理把自己工作时间的 ８０％都花在来回奔波上，在
这种环境下，实在无暇顾及管理工作。
克拉玛公司的“老鸟”发现，即使区域经理的工作并不好干。这些经验
丰富的经理们，把注意力放在有问题的推销人员身上，早期主管给与他的等
级却始终敬陪末座。
当较年轻的男子被拔择担任经理的工作时，他们就希望推行克拉玛公司
的销售政策，对于这种现象，“老鸟”可能会说，或许是因为这样年轻人并
未完全明白顺其自然的道理，而新任经理可能会认为，他们希望把这项工作
做得更好。在抱持后面这种想法的管理阶层心目中，也许就变成了“问题销
售员”。
不论它是不是一项恰当的方法，案例显示出克拉玛公司管理其销售人员
的严重结构性问题，其中尤以地区域销售管理阶层的招募、挑选、以及配置
最引人注目。更有甚者，克拉玛公司有关销售管理的其他政策——从任用到
绩效评估，也显得相当混乱。
克拉玛公司的销售副总裁是销售机能的指挥官，他担任公司第一线的销
售管理，因“假设”而荒废。显然地，管理阶层从未想过控制幅度、销售经
理的个性，以及各销售代表的不同需求等问题。这位副总裁将会由于这项错
误而遭遇严重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概略叙述的 ＣＤＩ 公司案例，便是另一项由结构矛盾所引起的
销售人员管理问题。在这个案例里，ＣＤＩ 公司原是为资料处理业生产“愚笨
型”终端设备，年营业额只有一千七百万美元的小公司。由于获利受到竞争
压力的严重威胁，因而引进一系列“智慧型”终端机。这是可携带的微电脑，
且可以独立从事复杂的应用工作。
（三）销售管理的比较
ＣＤＩ 公司推动一项销售人员突击计划，以期将这种智慧型机器顺利推展
至市场上。但是这项做法却失败。管理阶层感到迷惑，但我们却下难了解为
什么 ＣＤＩ 公司的销售人员无法将这种新的“智慧型”终端机卖出去。现将这
批销售员“能够”销售的产品（愚笨型终端机）特征，与他们“被要求”销
售的新产品（智慧型微电脑）的特征比较如下（表 ２—１）：
表 2－ 1

销售管理比较表

愚笨型终端机
产品

智慧型终端机

终端机、列表机、数据调变机

终端机、微电脑、列表机、数据调变机

德州仪器公司

微电脑公司

成长

低

高

销售周期

短

长

不需要

CDI 公司并不提供

销售技巧

利益导向

应用导向

购买型能

简单：资料处理部门

复杂：负责运作的经理人

竞争对手

软体

ＣＤＩ 公司的销售人员没有足够的能力销售新机器，而且从事此工作的组

织结构也不健全。该公司是以人们从事产品特性与利益说明的能力来挑选业
务人员，而非以说明电脑应用的能力为筛选标准。这些业务代表大多出身于
电子科技业，因此他们在销售愚笨型终端机时，相当适合去解释有关“资料
传输速度”的优劣点，以及其他技术性硬体方面的问题。但是当他们遇到谈
论有关金融稽核应用软体问题的顾客时，便招架不住了。
更糟糕的是，ＣＤＩ 公司希望销售的两种产品，其目标顾客的差异相当大。
在愚笨型终端机的案例里，产品是要卖给具有专业背景以及相信电脑的资料
处理人员。但要销售新的微电脑，则必须说服来自各部门对电脑有所怀疑的
经营管理者。
长久以来，ＣＤＩ 的销售人员一直推销周期短、数量大、对利润敏感的愚
笨型终端机。如今管理阶层给他们的却是销售周期长，对软体反应敏感，以
应用为导向，而且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卖的新产品。
（四）破坏行销管理的原因
行销管理的破坏，原因很多，而这些原因也造成了结构性矛盾。基本上，
ＣＤＩ 公司的管理阶层在加强销售人员的认识，以迎接新产品上市的前期准备
工作做得相当少。
在 ＣＤＩ 公司的案例中，新机器缺乏充分的上市准备，就推给销售人员。
同时，虽然智慧型终端机的每单位佣金比销售愚笨终端机高，然而却因为不
易销售，导致其实际佣金比较低。因此新产品的推销工作，并未获得销售代
表的注意。即使新产品的开发阶段有三年之久，公司在策略走向方面的宣传
措施做得太少，销售人员对新产品上市没有“假设管理”，这经常会引起一
些潜在的问题发生。然而，结构矛盾所导致的行销执行缺乏效率的现象，经
常被管理阶层视为初期的问题，并认为可以借此投入训练与奖励而加以克
服。由于训练或奖金的诱惑上，经常有太多的政治、组织以及其它方面的障
碍，而削弱了他们的效果。因此单就报酬或训练而言。经常是成效不彰的。
构成组织矛盾的主要因素，是在行销次功能上——尤其是在销售管理方
面——运作的形式化。销售管理阶层一方面要求业务人员推销智慧型终端
机，另一方面却投注数年时光与金钱去招募并训练一批无法从事此类销售工
作的业务员，这种形式化并不是召开几场训练研讨会就能解决的，它需要集
中全力处理销售结构相中问题，以期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事实上，ＣＤＩ 公司
的销售主管在产品仍处于开发阶段时，便着手训练扩充业务员销售智慧型终
端机的技巧。
全体性平庸以两种方式表现在销售机能中。管理阶层执意以假平等的方
式，将资源分配到所有的行销机能上，这就是全体性平庸。至于另一陷阱，
则是管理阶层太过于重视接触顾客的“新方法”，以致于忽略了对于人员销
售“旧方法”的良好管理。
电话行销、配销者网路、广告信函、目录、直接订购行销，以及全国性
客户销售等，凡此种种都是专业化的销售机能，以便对市场区隔的努力提供
重点控制。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工具使得管理阶层必须熟悉这么多种工作，
因此他们无暇与客户之间进行老式的互动关系。
这并不是说许多与销售有关的其它工具，如通路促销售、消费者促销、
广告、商品展、公共关系等，都应该争取销售预算。管理阶层试力籍由顾客
区隔、销售阶段、产品型能以及可运用的促销经费，以期明确提出其销售讯

息时，行销人员很可能愈来愈没有办法在现有的顾客里互动的工具里，挑出
一个组合，以发展出独树一格的事业技能，进而提供独特的竞争优势，便会
导致平庸，而平凡的销售成绩以及对产品不满的顾客也会随之而来。
七、行销出击
有些销售人员似乎样样皆通。促销的方式让人穷于应付，精疲力竭。然
而辩才优异，口舌占上风，只能让顾客词穷理尽，心生反感。优秀的销售人
员知道此法绝对行不通。
（一）行销口号
每个行销人员都有他们自己独树一格的行销口号，这种情形在这一行里
相当普遍。有儿个流传已久的口号是：
１．精通你的产品
２．广泛拜访顾客
３．向每个人推销
４．善于运用常识
稍微做点修正，这口号就可以适用于今日快速紧凑、国际性的环境。
１．精通你的产品
比起只懂得自己的葫芦里卖些膏药，更重要的是：精通你这一行，通晓
竞争者的情形。现今资讯的传递如此快速，不论顾客是买个烤面包机，买辆
车，或是买电脑主机，都觉得有必要到处看看，比较产品与行情。如果你精
通你这一行所有的产品，提供比较与分析的服务，就已经先拔得头等，赢得
顾客的信任和感激。
当然，你一定得对自己的产品有最大的信心，这是行销人员与产品之间
不可或缺的关系。
２．广泛拜访顾客
这个建议原意甚佳，但是如果只盲目相信多多益善，那就错了，好好考
虑顾客的特质，制定合适的拜访方式，才不会徒然浪费双方的时间。
３．向每个人推销
十之八九这是行得通的。要小心的是不要运用过度，显得莽撞无礼，给
人压迫感。
４．善于运用常识
知道运用常识就是最佳的常识。有些人却好像永远弄不清这一点。他们
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快下班时，才打电话给最重要的客户，看不出对方与味索
然而继续喋喋不休；以为自己每个念头都值得推展，公诸于世，要人洗耳恭
听。
还有，愈是觉得一切顺遂、成功在握时，愈需留意。
有位房地产经纪人带了所有的文件，准备与一位公司的总裁签约。洽谈
已近完成，总裁显然已经同意，只要一个签名，租约即成。或许是被兴奋冲
昏了头，当时这位经纪人说起傻话来了。他谈到不久前，他也与对方的竞争
者签好了租约。他开始极力颂扬竞争者的种种优点，如何聪明又有远见，他
的原意大概是恭维这位总裁，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才租下同样的地方吧。他
这边兴高采烈、滔滔不绝，那边总裁欲站起身来谢谢他，回说他们不想立刻

搬迁。在送惊讶错愕的经纪人出门时，总裁说：“本人相信敝公司也极富远
见及创意，但却不是亦步亦趋跟在竞争者后面得来的。”
这位经纪人只顾得意作成了一笔交易，而忘记顾及买方顾客的骄傲与自
尊。
（二）特优的行销人才
一个好的行销人员需要具备那些特质呢？
１．相信你的产品
２．相信你自己
３．调适合宜的步调
４．具有幽默感
５．要知道：顾客所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要的
具备这些基本的特质，再加上以下一些技巧，就容易成为一个条出的行
销人才了。
（三）重访旧识
所谓 ８０／２０ 的原则，应用起来，就是有 ８０％的生意是从 ２０％的顾客那儿
来的。满意的老主顾当然比较容易再惠顾，这种例子在大小公司里屡见不鲜。
现有的老主顾是你最好的对象。
这原则也适用于行销。有一位纽约廿一世纪房地产公司的最佳经纪人，
他三分之一的业绩是由老顾客来的。他往注重新拜访曾经向他购屋的老主
顾，看看他们现在是否有屋待售。
（四）渐进影响
对方如果对你经销的事物有相当的爱好，推销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但
是如果最初缺乏共鸣，也可以尝试渐进影响，让他感染你的热忱。
纽约有一位古董商人就深谙此道。在他闻名当地的宅邸里，１５ 个房间内
都陈设了不同时代的古董，他总是喜欢一间一间地走遍全屋。途中他对每一
样物品都提供有趣的解说：物品的出处，设计的巧思，甚至于他是怎么样在
大拍卖时便宜标价的等等。对每件物品上标示的价格。他却只字不提。谈得
更深。你就更沉迷在他珍藏的美妙世界里。
当他一间接着一间送访客循原路出去时，每个人都忍不住要驻足停歇，
买一两样这些忽然变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摆设。
（五）行销的准备——备忘录五则
有些公司在做行销准备时，天翻地覆有如一场大反攻。做研究、赶报表、
制幻灯片，在一片忙碌中，希望可以整理出一炮而红的行销点子。
花这些功夫准备当然好，只是在纷杂忙乱里不要忘了一些要点，如以下
五则：
１．行销的目的为何
有时做成一笔交易在它本身的价值，倒不一定要立即获利。在策略上而
言，某笔交易可让你守住形势，杜绝竞争者侵入地盘；或是可能创造未来长
期利益；或是可以借此打入新领域建立信誉，这些都值得进行。
２．方案是否够精简

好的构想不需要长篇大论。曾有一位经理就把属下所做厚达三英寸的报
表丢进废纸篓里。如果你知道要表达的是什么，便应切中要点。
３．是否胸有成竹
客户好象特别会同一些听来平凡无奇，而行销人员却无法回答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你希望一个运动竞赛的节目，购买在澳洲的电视实况转
播权。主办者问你，实况播出时，在澳洲当地是几点钟呢？如果你临时才搜
寻答案，或回答错误，显见你思虑不周。对基本重要的问题，要准备周全，
胸有成竹。
４．付款的期限为多长
忽略付款的时限，有时会使赢家变为输家。
不要轻忽资金流转的重要性。大笔整数的成交量让人兴奋，但是什么时
候可以拿到付款，与金额数量一样重要。
５．权责和沟通的管道是否清楚
在你已经和客户公司的董事长谈判结束后，最糟的就是本公司有个不知
其名的人打电话给这位董事长，谈同样的一件交易。
董事长很困惑：这个人是谁？他的权责又是什么？
企业间的关系有时就因这微小的误会而疏离瓦解。这倒不是说职位相当
的人才能谈交易，而是一种礼貌，一种对职位关系的尊重。愈近成交时，权
责划分愈须清楚。谁应听令于谁，谁是最终定案的决策者？这一切都要交代
妥当，以避免混淆或伤感情。
一位朋友任职的单位与联邦快递的来往近年来屡次碰壁，不甚顺利。有
一次他忽然想到，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公司有次用 ＤＨＬ（联邦快递的竞争对手）
来递迭给联邦的紧急方案。
（可以想象这个 ＤＨＬ 的快信在联邦快递，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所
引起的反应：“这是那个笨公司送来的？”这个方案也许因此完全没有被列
入考虑。）
这是个小例子，但重要的是要注意顾客微妙的心理，在小事上，尤其不
可轻忽。
不要坐着向艾维斯租车公司租来的车去会见赫兹租车公司的人员。不要
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芝加哥去赴联合航空的约会。在可口可乐的
午宴上，不要点百事可乐。莫理斯烟草公司的经理来访，不要大刺刺地挂着
“请勿吸烟”的告示。
可惜，很多人不懂得这种微妙的心里。坐着艾维斯租来的车去见赫兹的
人员有什么了不起？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他们想：赫兹怎么会知道？再
说，他们怎么会在乎？
不巧的是，这种情形就是墨非定律的印证：如果可能出错，就是会出错。
赫兹就是会发现；而且因为他们视艾维斯为竞争者，就是会心存芥蒂。
某公司的一位经理到美国中西部与一家航空公司会商。不巧，他预定的
这家航空公司的班机临行时被取消了。为了赶上开会的时间，他好不容易换
取了一个对方竞争者的机位。
当他如约赶到时，没想到客户极为不悦。他们并不赞许他为了守时而作
的努力，反而对他惠顾竞争者这事颇为发火。
也许对方是小题大作了。但是一个商场好手不能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
要知道常常是小事让人耿耿于怀，而牵涉到竞争对手时，问题更是敏感十倍。

注意客户的微妙心理。习以为常后，敏感细腻就如自然天成。
举一个例子来说，某公司的一位经理经手一家酿酒公司的客户，客户拜
访时，他当然只供客户厂牌的酒（这是普通常识）。因为客户觉得啤酒也是
酒的竞争对象，午宴之前，他又告知所有同仁不要点啤酒（这是高明常识）。
而在最近招待客户去旅馆度假时，他把整个旅馆区内的餐厅、大小酒廊都换
上了这家客户所产的酒（这不是一般常识）。
（六）主动要求定案
做成一笔交易有许多细节因素需要考虑，布置构想的过程使得这一行新
鲜有趣。但是如果最后不能成交，功败垂成，不管有多少智慧巧思，都全然
无用。
也许因为成交在行销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门
艺术，非得具有天赋不可。其实不然。只要一切按部就班，准备周全，最后
定案不过是例行公事。唯一要谨记于心的是：自己要提出要求。这是非常重
要的。
（七）不要空手而回
某经理极力促销的一个大企划案没有成功。展示说明很顺利，重要的决
策者都在场，而且表示很有兴趣。可惜，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回程中，他不禁对一个同仁嘀咕：“真不相信我就这样空手而回，最起
码也应该做成二千元的案子。”
前些日子，这位同仁提起这件事，问这位经理是否真心这样认为：多少
做一点交易，而不要空手而回。答案是：
是的，他真是这样认为。
一心认定对方只能针对你所促销的方案作考虑，会限制伸展的空间和弹
性。不要局限于心里所准备好的构想；如果对方觉得现行方案不好，重新提
供不同的构想。比如说规模小一点的，一般总是比较容易被接受。
不一定每一笔生意都要赚钱。只要有长远的展望，只要有开始，就是迈
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小笔生意容易成交，虽然多做几笔较费心力，但不可
否认的，每一笔都比较容易做成。

第二节

营销

一、哈佛营销课
市场营销是现代经营管理的重要观念，处于核心的地位，涉及到管理者
如何看待和利用环境因素与自身资源要素的问题。
如果你对市场营销还是一知半解，甚至简单地把它等同于推销的话，就
有必要一定要认真学习本章了。
大多数人对市场营销都有一种误解，以为这是比经营控制、财务和生产
管理更为直观，凭感觉来判断的学科。事实上，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也是这样
想的。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弃这样的想法。因为哈佛商学院将告
诉他们强有力的市场营销，不仅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全面的分析。很快
学生们就发现，与他们最初设想的相反，这门课是他们在校期间的最感头疼
的，很多人都被做出营销决策性，需要付出的大量细致工作吓怕了。
哈佛商学院一年级的市场营销学课程需要阅读 ３５ 个案例，每个案例常常
有 ３０—５０ 页之多，并包括长达 １５ 页的数据。这可与一般人设想的大相径庭，
也与学生们最初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哈佛商学院，市场营销课程以其冗长
和繁琐，以及教授们所坚持的全面定量分析原则而让学生们叫苦不迭。
哈佛商学院第一个学年的营销学课程，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
介绍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和经济分析的方法；（二）了解营销决策的各个主
要环节，如产品定价、广告选择及其他促销手段；（三）整体营销计划的酝
酿和执行。这些内容覆盖的领域很广，包括消费品产品营销、消费者服务营
销、工业品营销和国际营销。第二学年则放手让学生们在众多的专门宫销课
程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以进一步培养他们的营销决策能力。
在第一学年课程中，哈佛商学院要求学生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
营销案例：
１．某产品的整个市场情况及其重要的细分市场；
２．主要的竞争者；
３．现有的和潜在的消费者；
４．公司及其产品；
５．分销渠道；
６．广告及其他促销策略；
７．定价策略；
８．营销财务，特别是提议方案的盈亏临界点。
一年级营销课程使学生们深切体会到，生意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以正
确的价格生产正确的产品，并以正确的方案有效率和有效益地销售这些产
品；学生们还认识到，在公司这艘轮船上，一家公司的营销主管人员可以比
拟成这艘轮船的航行控制人：试想一下，在经济机会的大风到来时，营销经
理没有及时启航，或者在不适当的时候改变航向，或者不能随风就势地调整
航向，都会给公司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公司的其他人员——好比这艘轮
船的船员，却只能在竞争的漩涡中无助地观望！下面来看一看哈佛商学院是
怎样教与学的：
二、营销分析

市场营销是基本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在提出方案之前要作周密细致的
分析。即便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利因素，营销决策仍应该是持续稳定的。一
旦做出决策，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他应该劲头十足地推动计划的实行。这种
自信奠基于决策前的详尽分析，以及睿智的判断和“就是它了！”的那种商
业感觉。
营销方案，至少有三个主要支柱：１．理解市场的本质；２．了解竞争对手；
３．了解本公司。在更细致地研究营销系统和提出方案以前，必须精确、详尽
地了解这三个因素。
（一）如何分析市场
对于某一产品市场，或你将要参与竞争的市场，下面这些关键点你必须
做到心中有数：
１．全局观念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２．这个市场的增长率是多少？
３．当前的市场是如何被细分的？
４．当前的市场趋势是否能指示不久的将来细分市场的主要变化？
５．目前公司参与竞争的是哪一部分市场，所占份额有多大？
６．竞争者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有多大？
７．能激发现有消费者更大的购买力吗？
总之，对目前市场的了解越清楚，对潜在的增长来源越明确，则提出成
功的营销方案也就越容易。比如：你刚生产出一项产品，便能马上根据中场
的现状给经以正确的定位吗？以切实有效地将产品打入中场吗？仔细阅读下
面两个例子：
（二）给产品定位
给产品定位就是选择以什么角度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市场。在做这种选择
时，必须把产品特征、质量、价格、公司形象和已树立的声誉置入视野之内。
要牢记一个原则，如果一个品牌不在某些对消费者有意义的方面独具一格的
话，那么它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图 ２—５ 所示的模型显示了定位分析所需要
的最基本要素。实际上，只有两条可能的产品竞争途径：或以成本基础；或
以消费者认可的产品特性为基础。
图 ２－５

产品定位分析模型

如图 ２—５ 所示的那样，基于成本进行竞争是一个清楚明白的选择。拥有
对零售商和消费者来说同样的或更好的产品，同时价格更低，这可以使公司
在众多市场中处于强有力的竞争地位。
但是，低成本策略不是总能那么成功的，这取决于价格对市场上消费者
的重要性，就计算机行业的情况来讲，许多性能优异，定价低于 ＩＢＭ 又富有
竞争力的计算机，在竞争中都遭到了惨败，因为顾客们情愿更多的钱（通常
是公司的钱），以求 ＩＢＭ 品牌的安全性。而且，还存在怎么看低成本的问题。
一般的看法认为：买同样质量，同样性能的产品，花的钱越少，那就意味着
它的成本越低。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福特 Ｅｓｃｏｒｔ 车的定价低于本田
Ａｃｃｏｒｄ，福特公司在广告中也大力宣传这一点；但在许多消费者眼里，本田

实际上在整个使用期限内成本更低，因为它并不怎么需要修理，而且再出售
的价值也高于福特。
上面讨论了低成本竞争策略，下面着一看产品独特的竞争策略。在实施
这一策略时，你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１．消费者看到了本公司产品与同类产品的不同，并且认为值得以更高的
价格购买这种不同吗？
２．本公司与竞争者之间在产品质量、形象设计、服务、送货、名誉或声
望方面有所不同吗？
以上两条是建立产品强大的独特性和卓有成效的市场地位的强有力工
具。在确定本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位时，哈佛学院还介绍一种定位图的技
术，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市场的有效途径。下面以汽车市场为例来说明这
种定位图技术，如图 ２—６ 所示。
此图反映了汽车市场的基本情况，它使用了对每个汽车消费者都很重要
的两个尺度一价格和产地（外国制造或美国制造）。使用这两个标准，就可
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处于何种定位了。
高价格

奔驰
奥迪

卡迪拉克
美国制造

外国制造
澳斯莫比
雪佛莱

本田
丰田

低价格
图 ２－６

假想的汽车工业定位图

任何市场都可以画出定位图，它既以判断为基础，又以市场调查力基础
来绘制。它有助于显示当前产品是如何定位的，并且识别出改变现有品牌定
位或者为当前市场上出现的适当位置引人一种新品牌的机会。
产品定位后，作为高级领导阶层，心里至少有个预知，该产品有几成战
胜同类产品的把握，能带来的预算利润是多少。
市场营销，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步骤，也是很今人头疼的大事，作为每个
管理者都应该分清市场营销的方向。作为市场营销员则更是要细分市场。然
后根据企业的目标和局限性，选择一种战略进行营销活动。一般情况下，可
供选择战略有三种：
三、集中性市场营销
企业只为单一的，特别的细分市场提供一种类型产品（如制造机车配件）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那些财力有限的小公司，或者是为某种特殊类型的顾客

提供服务方面确有一技之长的组织。例如体重观察者就是基于第二种原因而
采取这种战略的机构。它集中向体重超重者和体重意识很强的人们提供服
务。
（一）差异性市场营销
为不同的细分市场设计和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一般说来，这种战略大
多为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所采用。他们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先采用集中
性市场营销或无差异市场战略，等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和发展时，就选择两
个或更多的细分市场进行集中性市场营销。
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就是采用这种战略。它们都是为了吸引不
同类型的顾客，或满足不同的需求而设计和销售不同规格和样式的汽车，包
括经济型车、赛车、豪华型轿车、客货两用车、面包车、卡车等等。
（二）无差异市场营销
公司只向市场提供单一品种的产品，希望它能引起整体市场上全部顾客
的兴趣。曾经一段时期，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斋求也没有现在这样五花八
门，细分市场不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也许并不容易被识别出来，或者
并不被人们认为很重要。这时，无差异市场营销是一种通用的方法。在出现
“古典可乐”、“樱桃可乐”以及可乐的其他几种品种之前，只有一种简单
的老式可乐或可口可乐。与前面所提到的差异性市场营销的例子相对比，福
特汽车公司曾经一度对它的创始产品“Ｔ 型车”，不仅限制只提供单一车型，
而且还限制只有一种单一的色彩（不管你喜欢什么颜色，而我们只生产黑色
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向所有顾客提供一种颜色、一种规格的汽车是产品营
销观念盛行时期条件下的产物，那时汽车基本上是卖方市场，不愁销不出去。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无视顾客需求的傲慢自大的做法使福特汽车公司尝
到了苦头。
四、４Ｐ’Ｓ：市场营销组合
无论你做市场营销的是什么产品，它都有四个支柱。这就是人们称为
４ｐ’Ｓ 的产品、价格、地点和促销。在这里只介绍一下产品和促销，价格和
地点将在其它章节里叙述。
（一）产品
产品是企业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实现组织目标，向顾客提供的物质产
品或服务。产品的市场营销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１．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与众不同
对市场营销人员来说，再没有什么别的概念比使自己的产品与众不同更
重要了。也就是说，要努力地使自己的品牌能从其他品牌中脱中脱颖而出，
具有鲜朋的特色与个性，并且在同类的所有产品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有些产
品各种品牌之间的差别是内在性的。例如，某一个冰淇淋品牌，它比所有竞
争者产品的奶油含量都高，这个特性就使这种冰淇淋显得与众不同。但另一
些产品在品牌之间的差异则是外在性的，或者说是根据它们的品牌形象，而
不是靠存在于产品中的元素组合来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这是一种存在于

观念中的差别。比如说，一种受欢迎的啤酒品牌，它的电视广告中出现的画
面是一些著名的运动员在与他们的伙伴快乐地豪饮。看到这则电视广告的
人，并不是因为预想到这种啤酒的极佳口味才去购买的，而是（清楚地或者
是潜意识里）觉得买了这种啤酒，他就可以同这些运动员们为伍，而他很喜
欢这种生活方式，希望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通过购买和消费这种品牌，
他也间接地享受到了名人们那种潇洒浪漫的生活。
那么，市场营销人员可用以区分他们自己产品的牌子，但保护自己利益
的工具有哪些呢？
（１）商标和服务标志
它们是用来保护你的品牌名称、公司名称、口号或标记等，并为你带来
利益与声誉的合法权利。商标首期被保护的年限为 ２８ 年，但是可以续展。如
果你愿意的话，请想一想，假如其他的汉堡包制造商也把他们的产品叫做“麦
当劳巨无霸”而又能逃避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话，对麦当劳分司来说该有多么
糟糕。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品牌的名称是如此的强有力而深入人心，以至于
它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实际上已经成为竞争中无往不胜的产品的同义词。
对公司权利最有力的保护形式是注册商标（对于实体产品或有形产品）；
或注册服务标志 （ 对 于 服 务 或 无 形 产 品 ） 。 典 型 的 做 法 是 用 符 号 （ 是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的首写字母），或者词语“注册商标”来表示。它要求申请人正
式向专利局和商标局提交申请。做完这件事以后，接下来是一段合理的公布
期。在此阶段内任何人对此权利有异议均可以提出申诉，如果没有异议或者
这些持异议者按规定不具有优先权，则这项权利就得到了认可。商标可以每
１０ 年一次无限续展（但是，如果一个商标获得注册后在两年内未被使用，则
被认为是放弃，以后使用还须重新申请。）
另一种选择是采用习惯法商标或服务标志。市场营销人员可以根据习惯
法使用“ＴＭ”（对实体产品）或“ＳＭ”（对服务），而无须正式拥有政府赋
予的权利，建议在注册商标的申请最终被国家法律认可之前，采用“ＴＭ”或
“ＳＭ”。虽然二者均不能提供注册商标所能提供的那么高程度的保护，而且
当商标的使用受到挑战时，必须经受更大的考验，但是它们确实能引起公众
对商标注册一事的注意。而已，在注册商标只有当申请的要求被批准之后才
能使用的情况下，“ＴＭ”和“ＳＭ”可以立即使用（在注册商标被批准前就提
前使用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而违法者要受到处罚的）。
（２）著作权
又称版权，是保护知识产权未经授权不得使用的合法权利。这些产品必
须以某种固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不仅仅是“想法”。它们包括小说或非小
说性的文章和书籍、音乐作品、戏剧作品、照片和计算机软件程序等，当然
还有其它的形式，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几种。无论到版权局注册的日期是什么
时候，只要作品以某种固定的形式完成，著作者的所有权随之存在。但是，
要加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防止侵权，当然得向版权局提交正式的申请。每
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相适宜的著作权法。这样，对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可以扩展
到作者死后的 ７０ 年。
一般地说，在作品确实以固定形式完成的当年，用单词“著作权”或符
号来作出公告，并署上著作权所有者的名字。如果作品是以某种音响形式（比
如录音录像磁带、光盘带）表现的，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媒体，一般地应在
作品完成于那种媒体之后的当年，用符号来公告作品的著作权，并署上著作

权所有者的姓名。如果著作权的载体是一本书，或者诗集的录首材料（即录
有相关内容的磁带），那么就需要包括两种著作权保护：一个是对智力产品
的保护；另一个是对音像材料的保护。
在许多的商战的例子里，忽视著作权的保护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位
电脑软件开发者设计了一套绝对先进的程序，但他却忽视了对此进行著作权
的保护。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作品正被别人盗用或剽窃，而他在一段特定的
时间内未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在这段时间过后，他的作品已成为公共所有。
作为一项政策性的事情，市场营销售人员应当在所有的产品宣传资料
上，都作出著作权声明，比如产品介绍小册子上，销售计划上、视听材料上、
大型广告上、促销用品上以及其他相关事物上。对此你无需花费什么气力，
就可以建立以这种固定形式为载体的知识产权的独家使用意识，而不让你的
竞争对手坐享你的劳动果实。
（３）专利
专利是用来保护物理或化学科学加工过程、设备、方法或设计的法律权
利。在这种情况下，习惯法专利是不存在的。唯一可行而有意义的方法，是
正式向专利、商标局提交申请。当异议期过去，申请被批准通过后，必须用
“专利×××号”来表示，声明已取得专利权。在专利被批准之前，产品应
附上“待批准专利”的字样。
专利被保护期一般为 １７ 年，并不得续展。然后它们便可以公开化，其他
人的使用便不受限制。
你最喜欢的唱片的音响质量也许是通过杜比噪音消除系统来提高的，这
就是一种专利技术。你的衣服如果经过曾经是专利的桑福赖过程处理过，那
么它们在洗涤时便不会缩水。曾经受到专利保护和现在正在受专利保护的产
品，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从电动机到拉锁，队电吉它到电冰箱。
２．产品生命周期
就像人类有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一样，产品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周
期。从产品的构思（研究与开发）、出生（投放市场〕、衰落（开始出现滞
销）直到最后死亡（停止生产）。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特点和相应的市场
营销应用方法。精明的市场营销售人员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管理，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优势，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且增加它的经济效益。（见图 ２
—７）。
（１）引入期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以研究与开发为主。尽管耗去的费用可
能很大，但销售额和利润通常很低。这个阶段要注意好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充
足的评估，并引起对足够的预算和投入重要性的认识。
（２）成长期 这一阶段表现出销售额与利润的不同步增长，还常常伴随
着大规模的促销费用的发生。
（３）成熟期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品质量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试图保
护其销售水平。销售额的增长虽是有可能的，但这几乎将必然导致巨额的销
售费用。此时利润一般开始下降，这可能与很高程度的竞争有关。
（４）饱和期 这一阶段表现出与成本相联系的利润率的降低。竞争更加
激烈。这一关键阶段的目标是保持和稳定市场份额（即市场占有率）。然而，
这常常又是不可能的。
（５）衰落期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想继续保持市场占有率的企图已经是
无用的。这一阶段必然伴随着费用的减少和产量的降低。

（６）放弃期 这一阶段产品的生产已被新的产品所代替，失去了停留在
企业生产线上的价值。
３．市场占有率矩阵图
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相联系，波士顿咨询顾问集团的增长——占有率矩
阵模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使经理们能够结合市场占有率和整体
市场扩展或收缩的程度，来识别和评估产品（见图 ２—８）。
根据图 ２—８ 产品可以做以下划分：
（１）现金牛产品在低增长率的市场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既然牛正在产奶
（也就是现金），市场营销人员可以选择“将牛奶挤干”的策略，或者说榨
取现金策略，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必然加快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２）狗产品处在低增长的市场上，拥有较低的市场占有率。从这个意义
上讲，“狗”当然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它反而是“炸弹”（即遭到惨
痛失败的事物），或者是“柠檬”（即某种有缺陷或不受人欢迎的事物）的
同义词。所以看起来，应当从产品线上取消“狗”产品。
图 ２－８

市场占有率矩阵

（３）明星
产品在一个增长较快的市场中拥有一个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它们是企业
的希望（这类产品由于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因此现金流入较大；但由于它
的高增长率，同时要求很大的现金投入，这往往要求现金牛的支持。随着明
星产品逐渐走向成熟期，市场增长率降低，就变成“现金牛。”如果企业现
金投入不足，市场占有率便会降低，从而变成“有问题的孩子”）。
（４）有问题的孩子产品的整体市场增长率较高，而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
率却较低；妈妈们对这些孩子很关心，因为他们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成长（给
这种产品加入现金投入，即增加促销努力，“有问题的孩子”已经在市场中
占据了一个不受竞争者干扰的位置，妈妈们便可以不必太操心；也许低而持
续的增长并不是件糟糕的事）。
（５）产品线的增加或减少把“狗”从产品线撤掉看起来理应如此，但在
某些情况情况下，这样做最终会对整个产品线产生有害的影响。例如，这种
“狗”产品又恰好是企业的“旗舰”品牌，或者说人们通过它，可以立刻识
别出公司的产品系列（你是否还记得当可口可乐公司从市场上取消其最早的
或最“老”的可乐，换之以“新”可乐时，在消费者中引起的轩然大波？无
奈，可口可乐公司不得不宣布继续供应“古典可乐”。因为没有这种“老”
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就不存在了）。
另一种情况是，放弃“狗”产品会损害企业作为一个提供“全面服务”
的组织的形象，而这种企业识别或企业形象，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把产
品从其产品线中撤换掉，公司将不再能够准确地称自己为一个提供“全面服
务”的整体（如出售针头线脑等小商品，对于一些大型零售商店来说是微利
甚至是亏损的，但这些商店为了保持自己“让顾客进门后一次购齐所需商品”
的形象与特色，仍然需要继续经营这类商品）。那么，还有哪些可供选择的
切实可行的方法呢？
（６）捆绑策略可以把这类产品与产品线中的其他产品捆绑或联系在一
起。美国有线电视系统的经营者就通常使用这种方法，比如说，以四个频道
的价格提供五个频道的节目，希望这些有线电视观众能够订购更多的频道。

否则，如果允许他们分别购买各个频道，他们就不会订得太多。这样做使双
方都觉得有利可图，而企业家们因销售额的绝对增长而获利。同时，他们由
于节目被大批量的购买而享受到了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利润的增长。
（７）提价策略通过大幅度地提高售价，就能够把这些产品留在企业的产
品线内。即便销售的绝对金额还不如人意，但利润幅度已经可以接受。这种
方法允许企业家们保持其企业“全面服务”的整体形象，同时又不必为提供
这类产品而损失金钱。
（二）促销
促销包括将产品的独特属性和公司形象的优势尽可能地表现出来，传达
给中间商（通过商业广告和商业促销活动）和产品的最终使用者（通过消费
者广告和消费者促销活动）。关于促销，经验丰富而且进行大规模市场营销
活动的公司通常采用一种“拉”的战略（见图 ２—９）。
促销活动
发起人

中介者
图 ２－９

最终使用者

“拉”的促销策略

利用广告和销售促进等方式，直接面向消费者进行大力促销，公司希望
以此来产生出对其产品的强劲需求；顾客向零售商要求购买，使零售商也感
受到了这种需求，从而实际上是不得不订购和储存这种商品。反过来，零售
商又对批发商施加压力，让他们订购和储存此种商品，以此类推。这样，如
果生产商成功了，就可以说产品是被强大的需求“拉动”着通过分销渠道的。
与此方法完全相对的是“推”的战略（见图 ２—１０）。在这种战略中，生产
商刺激批发商的需求；批发商刺激零售商的需求；零售求又刺激消费者的需
求；从而“推动”着产品通过分销渠道（“推”的战略并不排除大力进行直
接销售。既然广告和促销的努力，已经成功地产生了有利于销售影响力，那
么潜在顾客对产品的拒绝心理就会减轻）。
１．广告有效性的衡量尺度
在制作一个有效的广告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些主要的因素：
促销活动
发起人

中介者

图 ２－１０

最终使用者

“推”的促销策略

（１）人口统计因素
想对哪种（些）类型的人施加影响？
（２）地理因素
想影响的人在哪儿？
（３）冲击力
是否很好地传达了所要传达的信息？强度是否足够大而
能被顾客记住？能否能激发起购买欲望？一般说来，广告设计要关注以下三
个方面的问题：
①它使消费者知道这种产品了吗？
②它是否告诉消费者有关产品属性的信息了？
③它是否使消费者想起了他们已经知道的有关事情？

基本的经验性做法是：
Ａ．“ＫＩＳＳ”法——“让它简单一点，傻瓜！”
Ｂ．“３Ｔ’Ｓ”法——“告诉他们你要告诉他们什么。”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你已经告诉他们些什么了。”
（ＫＩＳＳ 是“Ｋｅｅｐ Ｉｔ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ｒｕｐｉｄ”）的缩写。３Ｔ’ｓ 代表“Ｔｅｌｌ’ｅｍ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ｌｌ’ ｅｍ ．”“Ｔｅｌｌ＇ ｅｍ ｗｈａｔ ｙｏｕ’ｖｅ ｔｏｌｄ’ ｅｍ．
（４）到达
有多少个人或家庭至少收看或收听一次产品信息？
（５）频率
这些人可能接触多少次产品的信息？
（６）长短
产品信息播出有多少时间？
（７）时间
人们在什么时候可能接触到产品的信息？
（８）成本
（每个人的成本）让 １０００ 个人或 １０００ 个家庭接收一次产
品信息需花费多少成本？计算每千人成本的公式如下，它是用来衡量不同广
告媒体效率的基本依据。
广告媒体费用
每千人成本 =
( 以千人为单位计算的视听人数)
资料例如表 ２－２ 所示。
表 2－ ２

广告媒体

A

B

C

广告费用（美元）

10000

30000

10000

视听人数（千人）

100

600

500

按上式计算，每千人成本为：
10000美元
A：
= 100美元
100
30000美元
B：
= 50 美元
600
10000 美元
C：
= 20 美元
500
那么，当考虑选择媒体 Ａ、Ｂ 或 Ｃ 做广告时，通过每千人成本的计算公式
发现，媒体 Ｃ 的千人成本，要比媒体 Ａ 和媒体 Ｂ 低（２０ 美元与 ５０ 或 １００ 美
元相比）。但是，每千人成本最优的方法，不一定能像其他方法那样覆盖较
大的范围的视听众。在本例中，媒体 Ｃ 以同样的成本提供了 ５ 倍于媒体 Ａ 的
视听众，而以 １／３ 的成本，提供了相当于媒体 Ｂ 的 ５／６ 的视听众。（这里的
“视听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电视节目或一本杂志的观众或读者。因为
广告的目标视听众，可能并不是电视节目的所有观众或杂志的所有读者。例
如，一个电视广告的目标顾客是 ４５ 岁以上的妇女，那么观看该广告的所有观
众中去除男性观众和 ４５ 岁以下的妇女，才是真正的目标观众）。
２．连带销售：顺势扩大销售范围
对于从事销售业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既然时间就是金钱，
同时与潜在的或现有的顾客见面交谈的机会也是有限的；那么，在一次销售
会谈中，把单一的一笔交易扩展到另一笔交易，或者同时完成几笔交易，或
者在这笔交易之后跟随着好多笔买卖，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形象地说，如果顾客愿意从你那儿购买花生酱，那么他们可能也愿意从
你那儿购买果酱。如果买了果酱，他们也许有兴趣从你那儿再买些面包。现
在，如果你已经特别地精干此道，潜在需求又是可以识别并且足够的大，那
么你甚至可以卖一些新鲜牛奶……当然，你还可以把这些相关产品的销售全
包揽下来！警告：除非顾客对你的主要产品或核心产品十分满意，因为本来
就是由它们寸带给你顺便销售其他产品的机会；否则你不要采用这种连带销
售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正如那些经验丰富、重视商业道德的公司一样，你
应大力推行关系营销。
行销与营销自我测验
１．你怎样才能对你的顾客积累起更多的特殊声誉来？
２．你是否充分地评价了宏观环境，并且在制定计划时是否有超前意识？
３．你如何减少顾客对你所销售的产品的风险感，增大他们的相对优势和
信任感？
４．谁是购买你的产品的真正决策者；还有谁是决策的参与者？
５．你是否以最合适的细分市场为自己的目标市场？
６．在同类产品中，你如何使你的产品在特色和功能上有别于竞争者的产
品？
７．你的市场营销组合是否发挥出了最大的优势？
８．你的广告、促销、销售人员等策略是否最好地表达了产品的属性，以
及你为满足顾客所做的承诺？

第三章
第一节

会计与购务

怎样看懂财务报表

财务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由社会公众拥有的公司，
即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要按照法律的要求编制这些报告；而私人拥有的公
司勿需如此）。这些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些财务
报表必须按照公认的会计准则来编制，该准则是会计师，尤其是往册会计师
从事业务的普遍依据和标准。此外，审计师（主要是注册会计师）还必须证
明财务报表中所包含的信息均已公允地表达，并遵循了公认的审计准则，这
些准则也是专门针对编制和审核年度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的会计师和审计师
的基本标准。
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会发现，题力管理讨论与分析的部分。这是企业管
理音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机会，以及其对将来的计划所做的一个基本而又
微妙的说明财务报表附注虽然是以脚注的形式时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进行
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与财务报表本身同样重要。这些附注可能会揭示企业
的一些重要事项，例如重要的法律诉讼案、会计方法的变更、高级职员组成
结构的变化、以及各商业分部的买卖和重组等。
一、资产负债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会计的两个重要公式。
公式 １ 借方＝贷方
会计的基础课程始于借方和贷方。许多外行人经常被它搞糊涂，以为是
指金钱的借人与贷出，为了方便起见，请暂且先记住：借方在帐簿的左侧，
贷方在帐簿的右侧。假设，要到银行存入一万元，这时帐簿应该如何登记？
答案是双方皆记，这也就是所谓的“复式簿记”。
在这里，先牢记一项不变的定律：“借方＝贷方”，换句话说，无论发生
任何交易，都必须同时登记到帐簿的左右两侧。其原则如下：
（１）资产增加时，记入左侧；资产减少时，记入右侧。
（２）负债增加时，记入右侧；负责减少时，记入左侧。
根据上述原则，银行存款增加一万元，属于资产增加，在左侧（借方）
登记“银行存款一万元”，可是相对地，手头的现金减少一万元，属于现金
资产减少所以在右侧（贷方）登记“现金减少一万元”。
公式 ２ 资产＝负债＋股东权益
会计学上最重要的概念是“平衡”，它的主体就是方才提过的借方与贷
方，简言之，资产增加是借方；负债或股东权益增加是贷方，双方相抵即所
谓的“平衡”。
如何做出资产负债表？下面举实例说明：
假定你是一名有意赚外快的学生，经过仔细地观察，发现校园中每年春
季的毕业生都会贱价拍卖用过的物品，如冰箱、台灯等等，而秋季入学新生
为了省钱，也多半会购买这些二手货。
这引发了你的灵感，何不赚取中间的差额呢？打定主意后，等到五月，
便从银行提出一百元的存款，以每股一元，总数一百股做为事业的基础，这

一百元就是你的权益。
现在，请先记住一个名词——“分类帐”，或称“流水帐”，是指将每
一笔交易各自记入借贷双方的应属科目下的作业程序。上面的交易，应该是：
借方
（资产）
现金$

贷方
（负债、股东权益）
现金$

100

100

但是，作为发展事业的基金，一百元未免不够用，经过仔细核算，并考
虑它的风险性，你说服了同学，请他投资一千元，双方约定基本利率 １０％，
外加 ３０％的红利，事后你又觉得，红利 ３０％似乎多了点，再度与对方沟通，
最后敲定，由你开出一张期票，限定某日连本带利一起归还。这时，你的资
产负债表如下：
现金 $

期票 $
股票 $

1100

资产合计 $

1000
100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

1100

1100

①

注意！“资产＝负债＋股东权益 ”，的公式至此成立。

如此一来，资金的周转就灵活得多了。接下来就是收购旧冰箱的工作。
总共购进五十二台，每台平均二十元，所需金额为 １０４０ 元，所需金额为 １０４０
元，等于现金减少 １０４０ 元，但商品部分增加了五十二台冰箱，此时的资产负
债表如下：
借方
（资产）
现金 $
商品 $

贷方
负债、股东权益
60
1040

资产合计 $

1100

期票 $
股票 $

1000
100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

110

两侧同样保持平衡。整个夏天，你把存货暂且放在家里的地下室，好不
容易盼到九月，新学期开始，把五十二台冰箱全数推销出去，其中五十台以
现金交易，另外二台赊账。
接着开始整理你的会计账目。首先，五十二台冰箱，每台售价五十元，
总计卖得二千六百元。其成本为 １０４０ 元，其余利润 １５６０ 元，可是当中的二
台尚未收到货款，所以手上的现金只有二千五百元。赊欠部分，在会计学上
称之为应收帐款。此时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是：
借方
（资产）
现金 $
商品 $

资产合计 $

贷方
负债、股东权益
2560
100 （冰箱）

2660

期票 $
利润 $

1000
1560

股票 $

100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

2660

截止目前为止，你的事业尚且称得上一帆风顺。
可惜好景不常，虽然三番两次地催讨债款，赊帐的两名同学却自恃身材
高大（他们是橄榄球校队队员），硬赖着不肯还钱，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之下，
①

股东权益：也称之为资本、所有者权益。

只好将它归列为呆帐，从利润中扣除一百元。
结果，资产负债表变更如下：
借方
（资产）

贷方
（负债、股东权益）

现金 $
2560
应收帐款 ……

期票 $
利润 $
股票 $

资产合计 $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

2560

1000
100
100
2560

到了期票限期的那一天，你除了还给同学本金一千元，又另外付他六个
月的利息 １５０ 元，这笔利息同样从利润中扣除。
所以，这项事业最后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借方
（资产）

贷方
（负债、股东权益）

现金 $
1410
应收帐款 ……

期票 ……
股票 $
1310
股票 $
100

资产合计 $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

1410

1410

依上表看来，你最初投资了一百元，结果赚到了 １３１０ 元，其投资报酬是 １３１０
％，相当不错的成绩，以市场眼光来衡量，这支股票有上涨的可能性。事实
上，如果真拥有这般商业头脑，自己不学会计也无所谓，干脆花钱请专家处
理这类记帐工作。
资产负债表以这两个重要公式为依据，它反映了企业在某一特定时间的
财务状况见表 ３—１，以你的公司为例，它揭示了公司拥有什么，即公司的资
产；公司欠什么人的债，即公司的负债；以及公司净资产价值，即股东的权
益。资产负债表上的各帐户在每一新的会计年度开始时（在多数情况下是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１ 月 １ 日），不能被结清而使其余额为零。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
是按流动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而负债则是按债务到期日由近到远的顺序
排列。

表 3－ 1

资产负债表

1992.12.31
单位：万元
资 产
流动资产
现金
短期证券
应收帐款和票据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 15.5
3.0
4.0
16.5
$ 39.0

不动产、厂房和设备
建筑物、机器设备
减、累计折旧
土地
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合计

$ 190.0
－ 19.5
5.5
$ 176.0

其他资产
收款期在一年以上的应收帐项
其他
资产合计

$ 8.5
1.5
$ 225.0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帐款
应计负债
长期债务中转人流动负债的部分
应上缴国家的所得税和其他各种税金
应付股利
流动负债合计

$ 25.0
6.5
2.0
12.5
1.0
$ 47.0

其他负债
长期债务

6.0
27.0

负债合计

$ 80.0

股东权益
优先股
普通股
附加定缴股本
留存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与股东权益总计

15.0
45.0
20.0
65.0
$ 145.0
$ 225.0

二、收益表
收益表反映企业在某一段时间中的获利情况。它与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显
著区别是在每一新的会计年度开始时，收益表上的各帐户都会被结平，其余
额为零。收益表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的坎索人，他们出租自己的奴隶，
都用收益表的。

最原始形式来记录他们的收入和费用。该种报表的一般关系式可表示
为：
毛收入－总费用＝净利润（损失）
这一表达式可派生出下列表达式：
营业利润（损失）＝销售收入－成本费用合计
式中，成本费用合计包括：
①销货成本
②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③折旧
税前利润＝营业利润－利息费用
净利润（损失）＝税前利润－税金
净利润或净损失代表企业的净盈利状况。其通信被称之为“底线”（俗
称净利，一般位于收益表的未行）。作为经营者，重要的是要时刻意识到你
所真正赚得的是净利润，而不是营业利润。
参照下面的收益表（见表 ３—２），你可以利用你的公司 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２
年的比较数据，得出下列的基本结论：
（一）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从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上升至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上升了 １１％。比较
好，但是，进一步分析下表的其他数据：
表 3－ ２
你的有限责任公司

收益表
单位：百万元
1992

1991

销售收入

$ 100.0

$ 90.0

销售成本

59.0

50.0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15.0

20.0

折旧

12.0

10.0

成本费用合计

$ 86.0

$ 80.0

营业利润

$ 14.0

$ 10.0

0.5

1.0

$ 13.5

$ 9.0

5.0

4.0

$8.5

$ 5.0

利息费用
税前利润
所得税
净利润（损失）

（二）销售成本
销售成本从￥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升到￥５９００００００，上升了 １８％。这一增加比例，
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超过了销售收入增长的百分比。应
该考虑以下各方面的问题：
１．可以通过与供货商重新协商或寻找新的、较便宜的供货商来降低销货
成本吗？
２．可以大批量购进存货，以期有效地降低销货成本吗？
３．可以用其他的物品、材料和产品，代替目前采购的吗？

４．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销价吗？
（三）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这一项目从￥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降低到￥１５００００００，降低了 ２５％。一般来说，当费
用象这种情况所示急剧下降时，多是周密计划管理的结果（反过来说，费用
的明显上升，可能是各项开支慢慢地，小幅上升的结果，即管理者通常对支
出小幅缓慢增加不够敏感，而实际上，这种小幅增加往往最终会累积成一个
很大的数目）。由此可以考虑如下的问题：
１．费用的降低是由裁员引起的吗？换句话说，有职员被解雇或者公司规
模缩小了吗？如果是这样，与裁员和缩小规模等相关的直接、间接费用是多
少？
２．费用的降低是否是由薪水的降低引起的，是否是由企业销售人员或独
立的销售代理部门的佣金降低所引起的？
３．费用的降低是否是通过有关雇员费用和雇员福利的开支紧缩引起的？
４．费用的降低是否是由象办公室租赁费、公用设施（例如：电话等）和
保险这一领域的支出减少所引起的？如果是这样，这么做是否值得？
５．费用的降低是否源自研究和开发费用的缩减？如果是这样，其可能对
企业将来的盈利情况产生什么影响？
（四）成本与费用合计
这一项目从￥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升到￥８６００００００，上升了大约 ７．５％。应考虑下
列的问题：
与通货膨胀率相比，这一比例是高还是低？
１．这一比例与同行业水平相比如何？
２．这一费用项目是否能在不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得到进一步的降
低？
（五）折旧
折旧从￥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增加到￥１２００００００，上升了 ２０％。基于折旧费用反映了
企业因设备、不动产的损耗或自然淘汰引起的税收抵减的潜力，我们可以考
虑以下这个问题：
折旧费用的增加是由购买新的机器设备或不动产引起的，还是由所使用
的折旧方法的变更引起的？
（六）营业利润与净利润的比较
营业利润（即息前税前利润〕从￥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升到￥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上升了
４０％，这是一个显著的提高。然而净利润（即息税后盈余）上升了更大的比
例（７０％）。这是否意味着管理者可以偿还借款，以减少其负债或者在来年
采取更有利的措施，以利用投资减税机会？
投资减税是美国在 １９６２ 年税法中首先引入的，目的是鼓励企业进行生产
性投资，即当企业将其利润用于再投资时，可以少交所得税。因此，这里意
即该企业用其所获丰厚利润进行投资以获得国家的税收减免优惠或者企业净
利润的增加仅是由于利率和利息费用的下降而侥幸所得？需要注意的是：就
绝对数来说，利息费用明显降低，其降低百分比为 ５０％。并且，虽然所得税

的课税对象是税前利润（其增加了 ５０％），但所得税的增长只有 ２０％，远低
于营业利润、税前利润和净利润的增长。
三、现金流量表
这一报表揭示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现金的来源与运用，集中反映了企业
所获得的收益和现有的债务（如长期借款和其他债务）。在此，将获利性和
现金流量的概念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可能表明其资产远超过负债，但是，如果这些
资产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收回（如坏帐或到期未收的应收帐项）或者不能迅速
变现（如存货），那么，即使企业的财务报表表明企业“获利”了，但该企
业也很可能会因其无法偿还债务而被迫破产。就象俗语所悦的那样：“只要
有现金流入，即使帐面没有利润，照旧有钱吃饱肚子。”
现金流量可以分为三类：营业活动所带来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所带来
的现主流量和理财活动所带来的现金流量。
利用现金流量表，可以进一步得出你的公司的一些基本结论。在该表中，
加括号的数据表示支付的现金；而不加括号的数据刚表示收到的现金。我们
发现，营业活动产生了￥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的正向现主流量，即现主流入。但是，投
资活动却使支出的现金超过收到的现金￥１５５０００００，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用
于不动产，厂房和设备上的￥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的开支表明，该企业正在实施一项改
造计划。该项计划通过理财活动，即出售￥５５０００００ 的优先股和普通股来筹集
资金。为什么要出售股票增加资本而不是向银行借款呢？这一方面可能是企
业想避免借款所需负担的利息。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不能够取得借款的缘
故。银行借款一般都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达不
到要求者就不能取得借款。最终，该企业有￥２００００００ 净现主流入，换句话说，
虽然有些活动引起企业现金流入而有些活动却没有，其最终的结果是企业收
入的现金更高于支出。
四、如何阅读年度报告
了解资产负债表的作法之后，再以柠檬汁制造商为例，学习阅读年度报
告的方法。
在过去，制作年度报告的方式极为简单，只需在白纸上登录当年度的种
种财务报表即可，内容平淡无奇，不过是数字堆砌的游戏而已。时至今日，
一切讲究豪华气派，六、七十页的报告是稀松平常，更重要的是它担负起公
司和股东之间的桥梁工作，使那些即使未实际参加执行过程的股东，经由年
度报告，也对公司的作业情形了如指掌。所以，凡是稍具规模的企业，无不
绞尽脑汁，把它修饰得尽善尽美。例如 Ｅ·Ｆ·哈顿证券公司，光是制作 １９８０
年的年度报告，就花掉了四十万美元的经费。
这股豪华竞赛的风气，源始于 ６０ 年代中期的“投机时代”，当时每一家
公司为了吸引人们投资，不惜一切地在上面大作文章，除了例行的财务报告
之外，董事长的训话、彩色照片等等也全部登场，内容包罗万象，洋洋大观，
甚至财务状况糟糕到濒临破产的公司也不例外。
柠檬汁制造商的决算报告给诸位股东

有关国际学生食品公司（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ｆｒｅｓｈｍｏ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ｋｏｎ ＮＳＲＣ）
１９９２ 年会计年度的营业成绩，在此提出报告。

去年夏天以来，本公司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收购了六个新的营业站，
将它们全部更名为“ＮＳＲＣ”，由于市场需求增加，我们把生产范围扩大到冷
饮、冰咖啡等制品，广受顾客欢迎，所以虽然砂糖原料的价格涨了两倍，可
是我们仍然保持了营业额增长了 ５１１％，利润增长率 ２６５％的记录。
不过，这段期间内，本公司也遭遇到一些难题与挫折。八月，我们和劳
工委员会对簿公堂的结果，法院判决我们必须提高最低工资，受此影响，每
股的利润被迫损失 ０．１６ 美元。
而劳工委员会对我们提出的控告则于七月顺利解决，得以维持目前规定
的劳工最低年龄 １２ 岁。
虽然目前及未来的经济局势尚未明朗化，但凭着坚强的经营阵容，和
ＮｓＲＣ 所有员工上下的同心协力，我们确信明年夏天必能提出更好的成绩献给
各位（对照表 ３—３ 和计算表 ３—４）。
营业额
利润

1991 年度
447
123

$
$

表 3－ 3

$
$

1992 年度
董事长
山多拉·雷蒙

2731
449

NSRC 借 贷 对 照 表 （ 1992 年 8 月 1 日 止 ）

资产部分

负债、股东权益部分
1992

1991

$ 12

$ 172

期票

17

96

92 年 10 元的呆帐）

应付税金

—

—

营业站设备（扣除折旧费后）

长期货款

238

195

25

25

214

(235)

$ 506

$ 253

现存款
应收帐款（扣除 91 年偿还 7 元，

运输工具（扣除折旧费后）

1992

1991

$ 42

$2

8

6

26
367

存货

53

经销商付款

10

14
208
23

短期货款

股票（普通）
授权股票 12.500 股
发行股票 528 股
剩余利润

资产合计

$ 506

$ 253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表 3－ 4

NSRC

1991 会 计 年 度 损 益 计 算 表
1992

1991

$ 2731

$ 447

冷冻柠檬汁

319

55

冷饮

82

11

咖啡

29

砂糖

326

35

袋装冰块

123

21

经营站维持费

72

19

人事费用

916

113

折旧费

115

61

捐赠慈善基金费

265

5

退休金费用

36

4

销售毛额
经营成本

卖掉 1973 年型的货车
其他收入

20

利息

19

纳税前的利润

$ 449

$ 123

每股所获利润

$ 0.85

$ 0.23

因为年度报告可以帮助人们由外界透视该公司的内部情形，所以无论是
有意融资、合并，或购买它的股票者，都可经由这扇“窗子”来判断。值得
注意的是，千万别被它虚饰的外表所蒙蔽，例如捐款给慈善机构时的握手合
照，或董事长自吹自擂的长篇大论等等，稍加创览即可，重点在于后面所提
出的各项数据。
分析顾问的评论
把配股优厚的公司称为“积优股”，是证券公司劝诱顾客惯常所使用的
手段。假定 ＮＳＲＣ 公司今后五年都能维持同样的成长率，那么届时该公司每股
分配的利润可达 ２５２６ 元，而证券经纪商的作法是，鼓励客户在每股 ５２７ 元时
投资，如果事情一切均按其预料的来发展，将来每股 ５２８ 元时的市场总值是
２７８２５６ 元。
结论：同为增值四倍，由 １００ 变成 ４００ 元，显然要比由 ４００ 元变成 １６００
元，或由 ４００ 万元变成 １６００ 万元容易得多。

第二节

如何治理地减少纳税

减税同增加收入和营业利润一样，增加了其净利润或称“底线”。通常，
企业可以用许多种方法达到合理地减税目的。
一、企业的结构
即使一个经济实体是公司，而非合伙或独资企业，不同种类的公司都有
不同的所得税税率。在经济实体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时，也会引起
纳税款状况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收益情况。此外，公司注册地所在的
地区税收政策或法律，也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购买的时机
大多数会计活动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之上的。运用这种方法，经营
活动所带来的收入，在其实际发生的会计年度予以确认；反之，如果收入在
其实际取得的会计年度予以确认，那么其会计核算便遵循现收现付制。
有时，将业务仅仅推迟一天（在以 １ 月 １ 日作为财务年度开始的情况下，
将其从 １２ 月 ３１ 日推迟至 １ 月 １ 日），就会引起收入的确认挪至下一个年度
的问题。如果在某一年度获利较多，企业可通过在同一年度冲销各种可扣除
的开支而获益，即有效降低其应税收入；反之，如果获利很少，或企业已经
在本年度冲销了许多支出，那就可以将购买行为推迟至下一年度，即将其在
下一年度扣减（由于购买支出会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入，在现收现付制的情况
下就会影响利润。所以企业就可通过是否开支，例如是否购买存货来影响企
业利润）表 ３—５。
表 3－ 5
方法

收益确认
买或卖

收入确认的时间
12 月 31 日

权责发生制

在实际购买时

现收现付制

在实际付款时

1月1日

×
×

三、坏帐冲销的时机
那些实际已经过期而尚未收回的应收帐款，有时可能收不回。与上述购
买的时机完全相似，企业可将冲销坏帐的时间，定在这种扣减能够带来很大
好处时候。Ｃｉｔｉｃｏｒｐ 银行于 １９８７ 年冲销的拉丁美洲 ３０００ 万美元的坏帐，不
仅可以减少其应缴纳的税金，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Ｃｉｔｉｃｏｒｐ 当时是
美国最大的银行，它所拥有的资产，远超过其大多数竞争者。由于市场情况
表明，这些竞争对手将追随 Ｃｉｔｉｃｏｒｐ 银行，冲销他们自己的拉丁美洲债务坏
帐，但相对而言，Ｃｉｔｉｃｏｒｐ 银行占了便宜，因为它的规模使其比竞争对手能
更好的承担损失，以便在竞争中获胜。

四、折

旧

政府允许企业确认因设备和不动产的磨损或过时所引起的价值减少，进
而减少其应缴税金。一般来说，政府可以通过折旧政策的变更，来试图刺激
某一特定行业或经挤的增长。
共有三种折旧方法。例如：某一设备的购买价格为 ８００００ 美元，其寿命
期为 ４ 年。三种方法的处理分别如下：
（一）直线法 简单地将设备的购买价格平均分摊到其计提折旧的各年
中去。因此，用 ８００００ 美元除以 ４ 即可以得到在以后 ４ 年中，每年的计提折
旧额为 ２００００ 美元。
第一年：￥８００００×ｌ／４＝￥２００００
第二年，￥８００００×１／４＝￥２００００
第三年：￥８００００×１／４＝￥２００００
第四年：￥８００００×１／４＝￥２００００
（二）双倍余额递减法 将直线法折旧率乘以 ２，在前例中，每年计提
的折旧费为原值的 １／４；而在这种方法下，每年按折旧价值的 １／２ 计提折旧
费。
第一年：￥８００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０
（其余额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转至第二年度，作为什提折旧的基准数）
第二年：￥４００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
（其余额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转至第三年度）
第三年：￥２００００×１／２＝￥１００００
（其余额为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转至第四年度）
第四年：￥１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
（余额没有计提完）
你会发现，在第四年年末设备价款没有全部计提折旧。由于余额被不断
地乘以一个分数，因此，该余额几乎会一直存在而不为零。因此，在直线法
计捉的折旧额大于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额的年度，就需由双倍余额递减
法转为直线法，以将折旧计提完全。
（三）年数总和法 将设备的使用的年限各年年数加总（４＋３ 十 ２＋１
＝１０），然后将其做为折旧率的分母，以机器设备尚可使用的年限作为分子：
第一年：￥８００００×４／１０＝￥３２０００
第二年：￥８００００×３／１０＝￥２４０００
第三年：￥８００００×２／１０＝￥１６０００
第四年：￥８００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
（注意：这种方法已经过时，因此不常用）
正如所看到的，这些方法在计提折旧时有不同的折旧率。一般来说，应
尽可能地采用加速折旧法，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所得税。
存货估价：先进先出法
后进先出法
存货的计价方法同样也会影响减税额。由于存货是一种资产并且其在收
益表的销货成本中得到反映，减少或增加存货将会影响“底线”。假设在经
营一个家具商店。共有三把完全相同的椅子，一把椅子于 ２ 月份以 １２ 美元买
时，另一把于 ３ 月份以 １４ 美元买进，还有一把以 １７ 美元于 ４ 月份买进。如

果你卖了一把椅子，你可能会问这把椅子到底是 ２ 月份以 １２ 美元买进的那
把，还是 ４ 月份以 １７ 美元买进的那把。如果你确定 ２ 月份的那把椅子（即最
早或最先买的）是你第一把卖掉的，那么，你所用的是先进先出法（先买进
的存货先卖出）。如果反之，你确定 ４ 月份的椅子（即最近或最后买的）是
你最先卖出的，那么你使用的是后进先出法（后买进的先卖出）。在这种情
形下，如表 ３—６ 所示，先进先出法能够增加存货的价值，而后进先出法则减
少其价值。
由于相对来说，后进先出法低估了存货的价值，它可以减少应税收益。
但是管理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倾向于先进先出法。例如，在企业的当务
之急是提高资本的情况下，存货价值的相对高估，增加了存货这项资产的价
值，从而增加了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值。同样的，由于在收益表中扣除的
销货成本减少，它也会增加企业的净利润。而这可以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和债
权人（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都假定：作为通货膨胀的结果，存货的价格
是持续上升的）。
表 3－ ６

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对存在货价值的影响
存货的价值
先进先出

后进先出

2 月购入的椅子

12

（卖出）

$ 12

3 月购入的椅子

14

$ 14

$ 14

4 月购入的椅子

17

$ 17

（卖出）

$ 31

$ 26

第三节

投资分析

一、分析模式
企业投资一项资产，其目的在于通过使用资产或得自资产的服务以获取
利润。理论上，应选择资产的形式及获得的方式，以给予企业的股东获得最
大利润。
这种已经建立的理论，在过去二十年的财务管理中，已转变为以各种获
得使用资产的选择方式净现值做为决策的基础。过去，由于非经济性的“所
有权的陶醉”心理，促使企业宁愿购置资产而不租赁资产，但是在此只考虑
经济因素。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 及 Ｗｉｌｂｕｒ Ｇ． Ｌｅｗｅｌｌｅｎ 两位企业管理学者，综合各
种因素，导出一个以净现值为计算基础的模式，其公式中有关的各种因素如
下：
Ａ
企业考虑使用的资产成本。
ｎ
资产使用的经济年限。
Ｂ
预计资产使用年限结束时的帐面价值。
Ｓ
预计资产报废时的残值。
Ｄｉ
购用资产第 ｉ 年的折旧费用。
Ｌｉ
租赁资产第 ｉ 年的税前租金。
ｔ
企业正常的所得税率。
ｔｇ
企业因处分固定资产所发生的收益或损失而改变损益的新适用税率
（此系购用资产，由于所选择的折旧模式，于出售资产时；其售价与资
产的帐面价值的差额对税前净利润造成增减，而使适用税率变更）。
Ｒｉ
在第 ｉ 年由使用该项资产所预期的总收益。
Ｃｉ
购用资产，其第 ｉ 年预期使用资产所需的人工及原料税前总成本。
Ｏｉ
购用资产，其第 ｉ 年预期的税前营运费用，此可能包括根据租赁契约的
维护费用、保险费、财产税等特定项目，而这些特定项目在纯粹租赁融
资中则可能无此条件，在另一方面 Ｏｉ 亦表示 ｉ 年的增加成本，所以 Ｃｉ
减去 Ｏｉ 的差额，即代表 ｉ 年租赁的总营运费用。
ｋ
企业税后资本费用。
ｒ
企业借款的税后刊息费用。
购用资产的预期净现值的计算是以其税后营业净利的现值总额加上资产
残值的超额折现值，减去资产成本：
N (R − C ) − t (R − C − D )
S − tg ( S − B )
i
i
i
i
NPV ( P) = ∑ i
+
−A
(1)
i
i =1
(1 + k )
(1 + k ) n
相同的方法，经由“租用”同一资产的净现值的计算则比较单纯，以税
后营业利润的折现值减去税后租金的折现值：
N [ R − ( C − O )](1 − t )
N L − (1 − t )
i
i
i
i
NPV ( L) = ∑
−
∑
(2)
i
n
i =1
(1 + k )
i =1 (1 + r )
依照上述的论叙，租赁的租金支出及其捐税的减兔是按 ｒ 的比率资本
化，此为比较两者以预测利弊关键所在。
因为各种因素，两者都存在，故只比较其差额是最有效的，以此作为决
策的标准，用以判断预期由购用资产所增加的净现值：

∆NPV = NPV ( P) = NPV ( L)
N tD − O (1 − t )
N L (1 − t )
S − tg ( S − B)
i
=∑ i
+
− A+ ∑ i
( 3)
i
n
t
1= i
(1 + k )
(1 + k )
1=i (1 + r )
正的△ＮＰＶ 即可清楚的表示购用资产比祖赁资产经济，亦即对企业的经
营者有利。但此结果仍需依下列情况而定：（１）购用资产的残值超过额外的
营运费用。（２）购价减去折旧节省的税捐的余额少于租金负担。△ＮＰＶ 受以
上两种情况的影响，而决定了租赁是否有利。
举例说明，某企业应营运的需要而考虑使用一项设备，此设备的经济使
用年限为五年，成本 １５０００ 元，企业即面临两项选择，即购用还是租赁五年。
租赁的租金每年 ４２００ 元。假定此设备以年数怯摊提折旧，五年后的残值为
１５００ 元及假定购用资产，每年的税前营运费用 １０００ 元。营业所得税率为 ５０
％，资本收益为 ３０％，公司估计其全部税后资本费用为 １２％，对贷款的利息
费用税前为 ８％（税后为 ４％）。
表 ３—７ 是按上述公式计算，结论是购用资产的净现值为一 １０４２３ 元，故
租赁在此情况下较有利。
表 3－ 7
年份

租赁或购买比较分析表

折旧节省的

税后营运费用

资产残值超额（税后）

税后租金

（1）－（2）+（3）

（4）

税捐 ｔＤ１

1Q1 （ 1 － t ）

S － tk （ S － B ）

（4）

现值

现值

（１）

（2）

（3）

（ 12%）

（ 4%）

1

(.5) (5000)

(.5) (1000)

—

(.5) (4200)

1786

2019

2

(.5) (4000)

(.5) (1000)

—

(.5) (4200)

1196

1942

3

(.5) (3000)

(.5) (1000)

—

(.5) (4200)

712

1867

4

(.5) (2000)

(.5) (1000)

—

(.5) (4200)

318

1795

5

(.5) (5000)

(.5) (1000)

(.70) (1500)

(.5) (4200)

596

1926

$ 4.608

$ 9.349

设备购价：=$ 15.000
△ NPV=$ 4,608 －$ 15,000+$ 9,349=－$ 1,043
结论:租赁优于购买

租赁在一般来说，并下一定比较购买更能节省费用，但由于金融机构加
入租赁业务而使租赁资产业务更具竞争性。由于大量购买某特定资产可产生
规模经济，故在租赁契约条款下，则可产生较低成本的机会。
充分有利的租赁条件，事实上能改变投资决策。例如附表中，经分析结
果，放弃购买，因其购买的净现值为负五百元。
在购用及租赁做选择时，受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定。但无可讳言的，租赁
使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获得所需要的设备，租赁使有些公司避免第三者对举
债的限制，使企业获得逐案融通的方便，也免除非常难护的负担。或废弃过
时的风险，并可得到减轻所得税的利益。
但资产随市值低落而升值，则购买资产可亨受资产升值的利益。且租赁
易受契约的限制，有失机动性，有时无法配合业务需要。所以，对购买或租
赁做分析时，除应用模式予以计算比较外，还应对照各种客观因素，衡量比
较分析之后再决定。
二、投资计划分析的实例

企业投资的目的，短期言，是以“投资报酬”为主。长期观点，则着重
于“竞争能力”与“经营效能”，至于应变目标则在偿还能力的大小。投资
计划分析乃在以客观的立场，对于企业投资计划的内容、资金的运用、投资
的预期效果，并同该企业的实力，投资时机等因素作综合分析，以检讨上述
目的实现的可能，其计划的可行性及安全度的高低。以台湾某公司投资制造
“白色汽水”的计划为例，从有的商业经济事项、建厂计划、生产能力、财
务及一般概况等方面予以分析，析论其计划的可行性及安全度。其内容如下：
（一）市场分析
为了解“白色汽水”目前的产销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即目前厂商的
竞争消长，可从市场潜量、市场结构、市场占有情形及市场趋势予以分析。
１．市场潜量
一般而言，饮料销售额消长受自然因素、消费偏好、所得水准等影响最
大。在自然因素方面，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平均温度在摄氏 １８°Ｃ 左右，
尤以六、七、八月间高达摄氏 ３０ 余度的气温，对饮料成长极其有利。
消费偏好方面，饮料消费所占比例历年均成正比增加。
所得方面，二十余年来经济的发展，各人所得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许多。
从以上三点有利因素来看，饮料市场潜量仍然非常深厚。
２．市场结构
台湾饮料生产厂商约有 ８０ 余家，己登记者仅有 ５９ 家，其规模大小参差
不齐，按饮料公会的标准分，有 ６ 家为特甲级，甲级有 ７ 家，乙丙级各有 ６
家，丁戊等小规模的则有 ３４ 家之多。
在已登记的 ５９ 家中，北区共占 ２４ 家，包括五家特甲级的厂家，中区占
１１ 家，南区 ２２ 家。北区形成饮料市场的消费中心，其原因乃在北区人口较
为密集，消费较高，单就台北市而论，人口约占全省的 １２．５％，而且商业繁
荣，消费容量亦大，几乎占全省的 ４０％。
除地区分布的差异外，制造厂商规模大小不同，消费水准高低互异、商
品偏好的不同亦造成重重不同的市场“区隔”。一般而论，规模大者，市场
遍及全省各地，如“黑松”、“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等，规模较小者，
则市场亦较小，如“白鹿”、“白梅”，分别居于“桃园”；“大凉”、“华
香”则分别居于台南，另外有的则以厂家的特殊关系形成特殊市场，如“白
鹿”销售军中；“荣冠”销售于铁路列车。其余的名牌产品，多集中于都市，
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否则则以乡村为主。
３．市场占有情形
由此时知，相同商品的占有情形如下：黑松 ３５％、可口可乐 １６％、百事
可乐 １７％、其他 ３３％，不同产品占有情形则如下：可乐 ５１％、汽水 ３２％、
果汁 １２％、其他 ５％。自新产品“可乐”上市以后，短短几年就席卷了大半
以上的市场。就区域而论，北区与北区以外的市场占有率约 ６：４，北区市场
形成“重镇要地”为各厂家极欲争夺的地点。
４．市场趋势
近十年来台湾饮料的消费年平均成长率为 ２０％，以 １９７１ 年后较为快速，

年平均成长率高达 ３２％左右。
从产品变化的趋势来分析，多年来饮料界由“白色汽水”一支独秀，左
右整个市场，至 １９６５ 年后新产品“可乐”加入市场，逐渐风行而与“白色汽
水”分庭抗礼，甚至渐次超越，形成后来居上之势。
其中”可乐”类商品以新姿势进入市场后，抬头坚挺，但至 １９７４ 年后开
始滑落，似乎已渡过其黄金时代；“汽水”类则亦步亦趋，保持适度成长；
果汁类终于度过原先因色沉淀不易拓展的晦涩时期，开始回头翻醒，咄咄逼
人。由以上各类产品的起落变化，可看出旧产品受新产品竞争的压力很大。
厂家的占有情形方面，“黑松”以悠久的历史及品牌之响亮，独霸几十
年天下，１９６５ 年“荣冠可乐”上市，１９６８ 年“可口可乐”来台设厂，并开始
争夺部分市场，继之“百事可乐”兴起，市场上更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而
新近问世的“统一”、“荣冠”等厂商亦以新姿态加入市场，预料今后市场
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根据以上所论，欲分析该公司所作成长预估，则可从该公司的销售预估
与向执业界牛耳的“黑松”公司作一比较，并从对“白色汽水”销售量顶估
与最近几年刚进市场而成长最快的“可乐”产品比较，其结果如下：
“黑松”公司的历年成长平均仅 １７％而该公司的顶估平均为 １２０％，即
以 １９７６ 年后该公司的成长平均亦达 ３０％以上，如以产品别来比较“可乐”
产品的平均成长为 ２０％，而该公司的产品平均成长 １００％：１９７６ 年以后的平
均成长亦为 ３０％以上，在显示出其预期成长的离估及过份乐观，因饮料的整
体市场虽有继续成长的潜能，但因遭受经济萎缩，经济波动影响，１９７４ 年的
成长已不如 １９７３ 年远甚，而 １９７５ 年仍难乐观，因此一、二年内整个市场高
度扩张的可能性不大。该公司一方面须面对“黑松”、“可口”、百事”等
几家大厂的成长竞争，另一方面又受“多样式果汁汽水”及“风味新奇果汁”
等新产品的压力，除非其产品只有其独持的风味可投合消费者的偏好，或者
该公司的推广计划强而有力，能深深发挥渗透力而吸引住消费者，否则当难
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财务分析
欲检查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可分别从盈余平衡点，及成本费用的估算予
以分析。
１．盈余平衡点分析
一般而言，盈余平衡点系讨论销货、费用、损益之间的关系，即讨论为
获取一定利益，须有多少销货的问题，但此处将讨论销货须达到多少，才能
“够本”的问题。其算式为：
V
盈余平衡点＝f ÷ （1－ ）
S
（ｆ为固定成本，Ｖ 为变动成本，Ｓ 为销货额）
（１）从 １９７４ 年的收支预枯，知道销货额 ５１，５９９，０００ 元，变动费用
２４，８１７，０００ 元，固定费用 １２，７９０，０００ 元，税前盈余 １２，０２７，０００ 元，代入上
式，知道盈余平衡点的销货额将为 ２４，６８６，０００ 元，表示该公司 １９７４ 年营业
收入除非达到预算的 ４８％，即将无法获得盈利，再根据 １９７４ 年 １～９ 月实得
资料，全体饮料的消费值力 １，７４５，１００ 千元，据以估计全年消费值可达
２，３２６，０００ 千元，该公司的市场中有率虽将达 ２．２％，但以 １９７３ 年较低的实

际占有卒 １，８８２ 千元，超出盈余平衡点甚多，故 １９７４ 的预计实现的可能性很
大。
（２）１９７５ 年的收支预估方面，预计销货额 ２２５，５９６ 千元，变动费用
１２９，３００ 千元，固定费用 ５６，０２５ 千元，据以算出的盈余平衡点将为 １３１，２００
千元，表示该公司 １９７５ 年度营业收入，需达预算的 ５８％才不至亏损。然则
根据前述分析，该公司预估整体饮料成长率为 １１．３２％而据以再估计该公司
的市场占有率为 ９．６％，似乎偏高。若假设整体饮料成长 １１．３２％的实现可能
为 ３０％，而该公司占有市场 ９６％可能为 ６０％，则其营业收入将为 １１６，１５９
千元，而不及盈余平衡点，盈余目标自不易达成。即或该公司预估的饮料成
长及市场占有实现的可能提高，其获利情形亦将难如预估的高，所以该公司
在 １９７５ 年以后的预计势将实际与情形发生很大出入。
２．成本费用估算分析
台湾饮料业的毛利一向很高，该公司估计生产成本与同行业间的差异并
不大。只有所拟定的广告费用，则是根据一定销货额的百分比提列。１９７５ 年
度的销货预算为 １７４，０００ 千元，而广告费预算仅列 １，３９０ 千元，实属过份
偏低。因该公司的新产品系第一次推出市场，所以开始的时候，消费者的印
象必然很低，况且购买汽水的动机纯粹以饮用当时及饮用后快感为主，为一
种推动性的购买，而且市场上的品牌已杂然纷陈，其广告促进程度很深，一
般而言，发售期的推广费用所占比例都较高，因此该公司所预料的盈余必将
相对减少。
（三）资金来源运用及偿还计划
该公司各年度的资金计划如表 ３—８。
就表列资料观字，其资金计划完全着重于长期资金的运用，似乎忽略对
短期周转金调度，假设资金来源可以掌握，则各年度的资金收入中，资本来
源一项就占 ６０％。以上计划尚称稳妥，而且亦能符合长期资金支付长期用途
的原则。然进一步分析资本的结构，不难发现资本的增加除 ４９４８ 万元来自股
东自筹资金外，余额皆寄系于盈余的拨存金额竟达 １１，６７５ 万元之多，约占资
本的 ７０％，可说公司承受盈亏的压力太大。倘若某年度的盈余难望达成，势
必直接影响该公司的资金营运及偿债计划，尤其在经济萎缩及市场困顿之际
这种影响会更大。
至于借款的偿还，除部分分期付款从 １９７５ 年开始分偿外，高达 ４０００ 余
万元的借款需至 １９７８ 年才得偿清，而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７７ 年间甚且有“以债还债”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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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的工厂距离最人的北区市场仅三十余公里，有利产品的运销，而
厂房边临公路，交通方便，建筑整齐、洁净予以以一种清新的感觉，主厂四
周留有相当宽阔的园地，栽花铺草，车道则平铺柏油。既能美化环境，又利
使用方便，更可防止噪音引起的“公害”，厂房内的环境卫生及建筑设备部
能符合“清洁饮料工厂设备及建筑的安全卫生标准”。生产线配置，则与一
般新型工厂一样采用 Ｕ 字型。厂房空间预留第二套自动生产线，对未来业务
发展已先计及，有助产销的配合，至于成品仓库足够生产需要，但主瓶的堆
放却没有安全仓库，仍堆放在主地，犯了一般业者常犯的毛病。
该公司的生产机器，每分钟可产制 ６３０ＣＣ 装 ２６０ 瓶，如果是 ３００ＣＣ 装则
３２０ 瓶。若按每日生产 ８ 小时减 １０％损工率计划，并假定 ６３０ＣＣ 装及 ３００ＣＣ
装的产量，年产值（每月 ２５ 日乘 １２ 月）为 ５，３６４ 千打，足够 １９７４ 年及 １９７５
年预计的业务所需，而从 １９７６ 年起则有所不足，但该公司已列有计划增设第
二套机器，因此，生产方面将可配合销售的需要。
（四）结论

综合以上各点分析，对该公司的“投资计划”，可得下列几点结论：
１．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为台湾省工商名人，经其所投资的多项事业业绩都
非常良好，总经理×××擅长销售，厂长则具有多年产制的经验，均为该公
司有利因素之一。
２．该公司的厂房设备整洁而符合标准、机器性能优良，自动性高而用人
很少，有助生产管埋，且地近北区广大消费市场，交通方便，甚利产品运销，
并对未来业务发展亦筹备有第二套生产计划。
３．该公司对未来市场成长及市场占有所作预估均稍过乐观，并低估市场
衰竭对该公司业务影响，以及替代性很高的其他产品（如果汁、多样式果汁
汽水〕或大厂家（如黑松、冠军）在市场竞争双重压力。
４．由于对市场的高估，致使原计划盈余预算，除第一年（１９７４ 年）达成
可能较大外，若不能及时推出强力而有效的推广计划以及锐利的市场渗透
力，将难促使第二年以后营业额突破盈余平衡点，因而盈余目标较难如期达
到。
５．资金计划资金来源偏重于盈余提拨，这一措施虽合乎理财原则，唯在
创始期间，倘若盈余目标不能达到，必将增加资金周转困难。
６．就长期而言，瓶装需很多购买费用、搬运费，又无罐装轻巧，携带方
便的优点，故该公司宜对未来罐装发展趋势将多加注意，并对甚具发展潜力
的果汁或果汁汽水类也应多加研讨。换言之，该公司应该密切庄意消费形态
及市场变化，并采用相应措施以利业务的发展。
７．该公司已取得世界某名牌商标使用权，以该品牌的知名度将有助于该
公司的销售推广，但在目前群雄割据的台湾饮料市场上，欲打开销路需要强
而有力的推广配合，否则难于短期内实现。

第四节

财务结构分析

企业财务结构是指企业自有资金与外借资主之间的比重关系，自有资金
属于资本净值，其中包括股本、资本盈余、累积盈余，外借资金即企业负债，
包括长短期负债在年。
一、负债经营的利害关系
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为
( EBIT − Bi)(1 − t )
y=
( la )
S
A =S+ B
( lb)
ｙ＝资本投资报酬率
ＥＢＩＴ＝付息付税以前的利润，简称为营业利润
Ｂ＝负债
ｉ＝贷款利率
ｔ＝税率
ｓ＝资本净值
Ａ＝资产总值
以式（ｌｂ）代入（ｌａ）并简化，
1− t
y=
( X − di )
（2 ）
1− d
B
d = , 0≤ d <1
A
＝负债对资产总值之比，简称为负债比
EBIT
X=
A
＝营业利润率
在不确定的状况下，Ｘ 及 ｙ 均为随机变数。假定为常态分配，取其期望
值及标准差。
1− t
y=
( X − di)
（ 3a）
1− d
1− t
σ ( y) =
σ ( X)
（ 3b）
1− d
标准差是衡量机率分配分布幅度的一种单位。在财务学上用作为度量风
险的一种单位，其着眼点有二：
１．标准差大，表示盈亏变动的幅度大。假定投资人都不自愿承担风险，
则盈亏幅度加大为投资人所不喜，视为风险加大。
２．标准差影响坏帐机率的大小。所谓坏帐机率是指资本投资报酬率等于
小于零 Ｐ（ｙ≤０）。在长期观点上，这种机率可视为倒闭机率。当工及 ｙ 为
常态分配时，这种机率可写为

ϕ ( z) = ∫ z−∞ f ( µ ) dµ

（4）

f(µ ) ＝标准常态分配密度函数
z=

0 − y 0 − ( X − di)
=
σ( y )
σ( X)

（ 4a）

现在负债经营的利害关系可由上述各式分析得到。
（一）负债经营的好处：
负债经营可利用式（３ａ）对负债比的偏微分导函数观察。
∂y
1− t
=
(X − i)
( 5)
∂d (1 − d ) 2
式（５）指明负债经营的先决条件为
Ｘ＞ｉ，
（５ａ）
则贷款利率必须小于营业利润率的期望值，否则，负债经营是有害无利，以
下讨论均假定式（５ａ）成立。则
∂y
>0
(5b )
∂d
再观察y对d的二次偏微分导函数

∂ 2 y α (1 − t )
=
(X − i) > 0
(5c)
∂d 2 (1 − d ) 2
式（５ｂ）及（５ｃ）说明： y 为 ｄ 的加速增函数。换言之，即负债经营对
资本主投资报酬字期望值有加速扩大的作用，图 ３—１ 显示上述的关系。
图 ３—１

举例说明。设
X ＝.2
i ＝.1254
t＝.4
当负债比为零时，资本主投资报酬率为
y ＝（１－．４）（．２）＝．１２

当负债比为 ８ 时，资本上投资报酬率扩大为
1−.4
y=
[.2 − (.8)(.125)] =. 3
1−.8
上例显示资本投资报酬率扩大两倍半。可见当 Ｘ＞１ 时，负债经营对资本确有
厚利，且负债比愈高，其扩大作用愈显著，所以在厚利诱惑之下，企业经营
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走上债台高筑的境地。
（二）负债经营的害处：
负债经营虽有厚利的诱惑，但风险亦随之加速提高。坏帐关系着企业信
誉，倒闭更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其风险不容忽视，负债经营之害可就式（４）
坏帐机率对负债比的偏微分寻函数观察之。

∂ϕ( z)
i
= ϕ ′( z)
>0
∂d
σ( X)

( 6a)

∂ 2 ϕ( z)
i2
= ϕ ′ ′( z) 2
>0
( 6b)
∂d 2
σ ( X)
图 ３—２ 显示式（６ａ）及（６ｂ）的关系
此图说明坏帐风险是负债比的加速度函数，延续前例说明，设σ（Ｘ）
＝．１，当负债比为零时，
.2
z = − = −2
1
请参阅常态分配机率表
Ｐ（ｙ≤０）＝．０２２８
当负债比提高为．８ 时，
.2 − (.8)(.125)
z=−
= −1
.1
图 ３－２

参阅表 ３—９ 可知
Ｐ（ｙ≤０）＝．１５８７
两者比较，坏帐风险增大约为 ７ 倍。前例数字逐渐升高的负债比如表 ３
—９ 所示。
表

3－ 9

d

X － di

y

.0
.1
.2
.3
.4
.5
.6

.200
.187
.175
.162
.150
.138
.125

.120
.125
.131
.139
.150
.165
.188

z
－ 2.00
－ 1.87
－ 1.75
－ 1.62
－ 1.50
－ 1.38
－ 1.25

P(y ≤ 0)
.0228
.0307
.0401
.0526
.0668
.0838
.1056

现归纳负债经营的利害关系如下：
（１）如营业利润率尚不足以抵偿贷款利率，则负债经营正如饮鸩止渴，
负债愈重则祸害愈深，终抖导致公司破产。
（２）如营业利润率等于贷款利率，对资本虽元利害可言，但就整个社会
经济而言，等于是以有限的资源作无增值的浪费。
（３）营业利润率大于贷款利率时，负债经营虽可使资本投资报酬率扩
大，但同时亦使财务风险加速提高。
（４）负债经营之利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害则隐而不现，一旦祸害临头，
悔之已晚。此时，一方面营业利润率降低，同时，财务负担沉重，双重压力，
使投资报酬率向亏损方向加速恶化。很多公司在经济不景气时纷纷倒闭，其
原因不仅仅是营业利润的减少，更因为财务结构下佳，财务风险过高，祸根
早种而不觉之故。

二、选择适当的财务结构

（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下列六项为企业管理部门选择财务结构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１．营业利润率的成长率
为维护同业的财务风险，成长率高的公司其负债比可较高，否则，应较
低，由式（４ａ）ｚ 值的分析中可见。在本分析中成长率由期望值反映。
∂d
∂Z / ∂X 1
=−
= >0
( 7a )
∂X z
∂Z / ∂d i
２．营业利润享的稳定性
营业利润较稳定的公司，即标准差较小的公司，其负债比可较高，反之，
应较低。
∂d
z
= <0
( 7 b)
∂σ ( X ) z i
比较式（７ａ）与（７ｂ）可见，当 ｚ＜－１ 时，稳定性较成长率的影响更重。同
时，式（７ａ）及（７ｂ）联合说明：在稳定中成长的公司其负债比可较高，否
则，应较低。
３．贷款利率的高低
为维持同等的财务风险，贷款利率愈高，则负债比应愈低，反之，可较
高。
∂d
d
=− <0
( 7c )
∂1 z
i
４．同业竞争的情形
竞争剧烈的行业，其负债应比较低，否则，可较高。
５．同业一般负债比水准
为维持适当的竞争能力，公司的负债比不宜较同业一般水准突出。
６．管理部门愿承担风险的程度
谨慎持重的管理部门必维持较低的负债比。积极猛进者甘愿冒较高的风
险，以追求较高的报酬率。
（二）选择的方法
下列主观及客观的方法，提供企业家作为初步的参考。
１．主观方法
主要依管理部门愿承担风险的程度而定。例如在前例中，如管理部门愿
承担的坏帐风险在 １０％以内，则其负债比不得超过 ６０％，此法固然失之主
观，但经营企业，负担风险势在难免。盈亏乃商家常事，不足为奇，但主其
事者需充分认识对债权人及投资者所负的责任以及冒有计算的风险。
２．客观方法
第一种客观的方法是参考同业中主要竞争对手的财务结构，使本公司的
坏帐风险不超过竞争对手，以维持本公司坚强的竞争能力。设本公司为 ｊ，
竞争对手为 Ｋ，因ф（ｚ）为 ｚ 的递增函数，所以如能维持

X − d ji
σ( X j )

≥

Xk − d ki
σ( X k )

(8a)

其作用与维持ф（ｚ）≤ф（ｚｋ）相同。由式（８ａ）可得本公司负债
比参考值
X − d ki
1
d j ≤ [Xj − k
σ( X j )]
(8b)
i
σ( X k )
续前例说明。设
X j =. 2

σ( X j ) =.1

Xk =.22
σ( X k ) = .12

i =.125
d k =. 65
1
. 22 − (. 65)(.125)
dj ≤
[.2 −
(.1)]
.125
.12
在前例中，本公司营业利润丰的期望值虽较竞争对手为低，但本公司的营业
状况较为稳定，所以负债比可以略高。
第二种客观方法是参考同业一般的负债比水准。
1
X − di
d j ≤ [X j −
σ( X j )]
( 9)
i
σ
1 N
X=
∑ X
N g=1 g
1 N
d=
∑d
N g=1 g
1 N
σ=
∑ σ( X g )
N g=1
N = 同业公司总数
式（９）计算方式与前例相似，无需举例。上述两种客观方法仅可作为初
步的参考，实际运用时，仍需考虑其他有关因素。例如贷款的实际利率（各
种负担合计在内的贷款利率），奖励投资条例有关的奖励事项等等细节，而
斟予增减。总之，其主要精神在于使本公司在可容忍的风险范围内，尽量地
使投资报酬率扩大，使债权人、投资者、及整个社会均蒙受其利。
三、改善财务结构
各公司的财务结构为该公司的机密，外人不得而知，例如美国制造业的
平均负债比依 １９７３ 年洞查资料为 ４５％。一国工商企业负债比偏高对整个经
济发展有不利影响。
（一）加深经济的不稳定
在营业风险之上再大幅度的增加财务风险。结果，使整个社会对经济景
气变动的敏感度提高。
（二）妨碍产业结构转变
当前经济政策旨在使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转变为资本及技术密集。负

债比偏高对此项转变有妨碍作用。因为，当经济繁荣时，负债比高可使报酬
率加倍扩大，全部投资可在短期内收回，无理由去投资于资金收回缓慢的资
本及技术密集的工业。可是当经济萧条时，负债比们高的企业能不倒闭已是
万幸，自然无余力去从事于提高资本及技术的密集程度。所以无论是经济好
或坏，负债比偏高，都对产业结构的转变不利。
（三）降低投资意愿
投资意愿的基本条件为：
投资报酬率期望值≥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贷款利率＋风险报酬
负债比愈高，则财务风险愈高，因此其资金成本亦愈高，足以降低投资
意愿。
（四）政府受拖累
外借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大部分银行为公立，当许多企业遭遇财务困难
时，政府自然不能坐视。
（五）缺乏管理的责任感
负债比高，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间接由政府支持。公司的管理部门往
往缺乏对财务风险的强烈责任感。
（六）容易支生资金逃避
基于上述诸原因，改善工商企业的一般财务结构实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改善途径首先企业所有者要自我觉悟，并需辅之以政策法令的鼓励及市场价
格机能的诱导。
１．业者的自觉
认识负债经营的利害关系。了解负债比过高非但增加财务负担，提高坏
帐乃至于倒闭风险。使公司的营运困难重重：而且要提高资金成本，降低投
资意愿，妨碍产业结构的转变，对资本所有者、债权人及整个社会均属不利，
故在平素筹措资金调度财务时，即应注意控制财务结构不使之越出范围。
２．市场价格机能的诱导
改善财务结构仅赖企业家的自觉及法令的鼓励仍然缺乏弹性，最好再通
过市场价格机能的操作，指导企业家自动自发的改善其财务结构。这要从健
全金融市场入手，第一步工作是要“化暗为明”。使暗的资金成本变为明的
资金成本，让各银行能按客户的信用及风险等级及借贷期间的长短订立利率
的风险结构及期间结构。使暗的“人情”、“公共关系”等等成本成为市场
公开的成本，这样可能在表而上反而提高名目上的利率，但实际上能降低工
商企业真正的财政负担。
透过市场价格机能的操作，使财务结构良好的公司能获得较低成本的资
金，使财务结构不佳的企业接受市场的惩罚，必须支付较高成本才能获得资
金，因而管理者有所警惕，对财务结构的控制不敢掉以轻心。这种市场价格
机能的诱导作用比法令的限制更有弹性，比政府官员的告诫更能生效。

第五节

成本分析

一、实施成本控制
（一）意义
公司的支出费用包括人事、办公室、资讯、物材以及其他必须支出的金
额，这些支出都必须经过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对照过去几年内的支出情况，针
对目前的情况决定出来的；再对所决定的支出项目、数额加以控制，才能仔
细了解公司今后实际的支出情形，这就是所称的“控制费用”，即所谓的“成
本控制”。
（二）建立会计稽核制度
首先必须建立一种特别的会计稽核制度，如此就时常具有准确的数字资
料，说明目前公司业务的进行情况。可以以目前的月业绩，季业绩与年业绩
与前几年相同时期的业绩相互比较，也可以与其他从事相同行业的公司的业
绩相互比较。
如此，可以发现公司的实际盈亏情形。但是，发现了公司的盈亏情况并
非就能自动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盈亏余额。其实质上的意义，乃是盈或亏的
情况促使必须再度审核所有的执行计划，然后修订出能够确实控制公司未来
营业情况的各种计划；如此，在可见的未来当中，所花费的每一块钱都确实
能够带给公司更多的业务与更多的利润。
（三）预算是重要的工具
所谓预算，就是公司以金钱数字所表现出来的营业计划，可以自顶算当
中得知公司在某一确定的期间（半年、一年或一季）要做那些事？要生产什
么？要花费多少钱？
所以预算至少包含下列几个基本元素。
１．以金钱来表现公司未来某一时期所预期的计划的结果。这就是说，预
算的制定即：假设公司已经把目前的计划实现，而其帐目应该是如何、如何
的过程。
２．协调前项帐目中的各项假设值，使它成为一个良好平衡的计划，这就
是说，预算的金钱数目必须要把公司的各单位的各项活动（如销售、外销、
生产、广告、策划及其它项目）配合起来，且使各项活动之间能相互一致；
也须确定所有的计划在财政上的可行性。以公司整体的目标而言，更须审视
各项计划联合的结果；为了达到这种情况的平衡，预算必须能够随时加以适
度调整。这就是目前盛行于企业界的“情况管理原则”。
３．以计划的假设值来与实际结果相互比较，比较结果所产生的重大差
异，乃成为下一次计划或预算的修正依据。简言之，预算就成为评估营业绩
效的一项确定的标准。
依此，必须对公司的销售、总利润额以及各项费用作进一步的预算，才
算是正确的预算作业。如此作了以后，就能预见任何营业终期的营业利润额
是否令人满意。而且当营业终期结束后，也可以以实际结果与预算的预期结
果相互比较；比较的结果将可以导致对营业的运作情形有所修正，以及了解
所花费的费用是否有浪费的情形。

具体而言，如果营业结果低干预算的期望值，你必须对支出费用作适度
的调整。同样地，当营业结果高出预算的期望值，也可以更稳定地去清查增
加业绩的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如此，就能在预期的下一次营业期当中，清
除掉所有不必要的浪费，而便利润再度提高。
（四）进行推销预测作业
实施成本控制的第一个步骤，是进行预测作业，即要先预测全部收入额。
要从事推销的预测，应该先取得整个产业的资料，同行业市场状况的情报以
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经验。
推销预测的方法有：“全部管理人员意见评判法”、“销售部门混合意
见法”、“消费者期待法”、“统计法”以及“演绎法”。
一般的作法是这样的：估计期望的效果，有些公司将他们的推销期待成
果，描绘在统计图表上面，这些期待成果是依据过去三年或五年内的销售趋
势测定的。但是，在计划当中，销售目标必须能符合能力。
如果确定对未来几年内的预测是在公司能力的适当范围的话，就应该以
目前的市场状况或同行业系统的状况来斟酌自己的预估了。记住！在斟酌时，
最应该考虑的因素，是别家公司的竞争能力。
对来年的推销得到最后的预估值后，就应试依据每月的营业百分比，将
整年度的销售总额划分为十二个月销售额。这就必须靠过去两、三年的管理
经验了。
到了这个阶段，就可以依据月销售估计值来检核往后每月、每季和整年
的实行销售值。如果发现销售进度低于所预估的，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或是依照目前的低收入额将原来预计的支出费用统数缩减一些。
在任何行业里，标准费用、销售成本、财务以及其他因素都与销售有关，
所以销售预测是实施成本控制的启动因素。
就像进行其它控制，如费用预算和成本预算一样，随时修订推销的预测
结果，是一件必须的工作。推销预测是预算工作的部分过程，前述预算的三
个基本元素已经提及，所以完善的推销预测能保证公司整个业务的平衡；如
此，公司内的人事、资源、设备和资本都将处在最经济的状况中。
在进行推销预测时，现金预算是一项很主要的辅助因素，在一个固定的
时间内，谨慎地计划如何来使用资金。为了要保证现金预算的正确有效，必
须先决定在未来的营业进行过程当中，要增加多少固定资产、多少存货、多
少客户、多少长期的资金和多少短朗的资金。
费用预算是一种帮助监督作业情况的控制工具。许多公司都以前三年或
前五年的支出情形来制定费用预算。他们计算出每个作业区域的平均费用，
并且决定这些平均费用占总销售额的百分比。计算出百分比后，再乘上前面
所决定的销售预算数，就成为一般所称的“固定预算”了，也就是所谓的“费
用预算”。
有了费用预算，对于推销作业所需的费用可以很清楚地加以掌握，如此。
当进行推销预测时，就会感觉方便多了。
（五）制订成本控制表
实施成本控制的第二十步骤，是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制订一张相当周密
详细的成本控制表。

成本控制表的项目应该包括：
１．管理记录
２．产品成本
３．员工的工资
４．机械的费用
５．广告费用
６．采购费用
７．奖金费用
８．其他费用（较琐碎者，如电话费用电费等）
９．顾问人员延聘费用
１０．各种税费
以上这些项目都必须每月开列一次，井与推销成果的收入额，相互比较，
以确定费用的支出井未超出预算。
如果超出预算的话，就必须召开业务核算会议，确实找出超出预算的原
因，如果未超出预算的话，则也须仔细核算，业务的发展是否有所阻碍或落
后。如果这一切都确实做到了的话，这也就是成本控制的实质意义。
二、人工成本控制
管理学家杜鲁克在其所著“管理学：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曾谈及
为求工作人员有所成就，则管理人须将劳工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
一种成本，或必须加以威吓的一个敌人。他说，对人的管理，传统上有三种
方法。一是福利方法，将人视为需要协助的一个问题；二是人事管理方法，
认为对受雇人员，需有各类活动，如甄选，训练，医疗，安全，薪资，福利
等。三是控制成本办法，认为管理工作是在控制成本。
杜鲁克认为管理的意义在使人力变的有效率，但传统上的福利方法，人
事管理方法与成本控制方法。对于使人力变的有效率这一方面，其效果并不
显著。
劳工成本的控制是需要的，而劳工生产力的控制也是有其需要的。劳工
成本的控制并非是管理众人，它只是在处理因管理众人失败所产生的问题而
已。在复杂的现代组织机构里，这种管理众人的失败是很难免的。所以控制
人工成本虽然是在防止失败，甚至是在补救失败，但它并不能“完全”使组
织发生作用和促进生产。
（一）实例
以下将列举几则人工成本控制的实例。
１．降低事务处理成本
有一家公司因在银行帐户内设有薪工存款户，故每月为编制银行调节表
所花费的事务处理成本的金额颇为可观。
该公司的审核员提议实施一种“局部性控制”措施。这项措施是一种“循
环性薪工帐户”计划，也就是说在两家银行内共设立六个薪工专户，每个专
户有不同的号码及不同的颜色，每六周就在一个专户内存款一次。所以当一
个专户在使用时，其他五个专户都是静止的。
这套制度使得原先编制银行调节表时须将付讫支票加以分类，将在外流

通支票加以列出，将银行帐户余额加以调节这些工作均得以免除。如今只须
控制在外流通支票的金额，控制作废的支票及开立支票即可。
这种改变措施因而节省了不少的事务处理成本。
２．员工不足造成加班费增加
审核员在审核加班费时，发现加班费特别高。他觉得公司犯了“明察秋
毫、而不见舆薪”的错误观念，该公司招募员工的人数是以间接人工人数与
直接人工人数的比例为标准。如此使得管理人员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员工人数
之上面忽略了工作时数问题。同时审核员也发现公司只订有员工人数的限
额，对工作时数却无订定限额。
经审核员指出这种只订定员工人数限额的弊端之后，该公司改弦易辙，
再招募一批人员以补空缺。从此，士气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加班费也因
此降低。
３．超额奖金
在一次审核工厂薪资时，审核员发现有一家工厂内一个部门的奖金金额
与另一家工厂性质相同的部门的奖金相差很大。
虽然这家工厂的产量稍高于另一家工厂，但其产量增加的比率与奖金差
异的比卒两者相比并不成比例。
最后审核员才查觉该部门的工作量标准是多年前所订定的。虽然这些年
来生产设备及技术水准均已大大改变，但工作量标准仍未改变。该公司接受
审核员建议，将该部门的工作量标准予以提高，因而每年节省了一百万元的
奖金。
４．销售人员
一家公司在全国各地区均设有营业所。每个营业所均聘有直接推销人
员。此外，每个营业所也聘雇有几名所谓间接性的事务人员来处理内部业务。
审核员在审核各处营业所后，特地编制了一份各地区营业所的直接性业
务人员与间接性事务人员的比例的比较表。
这份比较表显示出各地区营业所直接性业务员与间接性事务员其间比例
的不同情况。这些不同有的是正常的，有的是不正常的。而这份报表可作为
控制间接销售费用的依据，因为该公司一贯是以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率
来控制营业所的费用。
５．昂贵的训练成本
审核员在其审核报告内有一项是员工流动率分析。这项分析显示出该公
司多数员工平均在职时间只有 ２６ 周。这份审核报告使管理人员知道一项事
实，那就是销售人员的流动率太大，使得员工训练成本过于昂贵，但对提高
营业额的帮助却不显著。
６．员工购买
有一家公司数年来与一些特约店均订有员工购货合同。合同规定，员工
可委托公司以特价向特约商店购货，特约店冉向该公司清帐。
该公司为这种员工购货。安置了一名职员专司此事。员工清偿贷款的时
间，一般均在公司发出清帐通知单后六个月，但该公司早已代员工清偿贷款
给特约店了。由此可知，该公司并无积极地向员工催帐，无形中替员工预先
垫付一笔不小的购买资金。
该审核员灵机一动，结果只花几十元的代价就把事情解决了。该审核员
建议公司划一枚印章，上刻“员工购货，一律现购”几个字，员工购货单上

就盖上此章。如此则：
（１）员工照样能以特价向特约店购货。
（２）公司不必替员工代垫货款，节省一笔不少的资金。
（３）避免向员工清帐所发生的问题。
（４）采购部门省了一名员工成本，因该员工往常是在处理员工清帐事
宜。
（５）特约店也节省了向该公司开帐单的费用。
这就是“以普通小常识，解决了成本问题”的一则实例。
（二）控制的目的
人工成本的控制，消极的方面在于维护资产的安全与保持纪录的正确，
积极的在使人工成本保持最适当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１．消极目的：
（１）符合法令的规定
如所得税法对薪资扣缴的规定，劳工保险条例对劳保费扣款的规定等
等。
（２）符合企业的规定
如企业对员工聘用，解聘的规定，对员工福利的规定。
（３）管理与薪工有关的资金
如员工薪资代扣款，员工退休金及养老金等。
（４）控制薪资核发程序
使薪资能按时又正确地发放，对未领的薪资有专人保管。
２．积极目的：
（１）提供人工成本与产量的资料
以评核人工之贼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
（２）品质管制
对人工的控制不只控制其金额，而且需控制其品质，如损耗率、顾客抱
怨率、平均收款成本等。
（３）控制员工技术能力清表
有些企业均将员工的技术列出清表，如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工作经验、
专门技术等。对日后安置人员时，将极为方便。
三、成本管理的新观念
（一）现状分析
一般言之，推行成本管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与增进利润。企业组织
中每一份子均具有促使产品成本降低的职责。尤其是生产单位的基层干部更
应充分利用成本资料，或为推动成本管理制度的核心。
过去生产线上的主要干部，如班长、组长、科长、厂长等几乎每个月都
可以接到一份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比较表，或者是实际与预算差异分析等资
料，来作为推动成本管理的蓝本。然而成本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甚至还增高。
主要的理由在于目前所推行的成本管理制，形成了下列现象，为其主要
症结。
１．最初对于会计部门所提出的成本报告感到新奇，但日久生厌。

２．会计人员常以成本报告增进了现场管理人员的成本意识而引以自豪。
但其仅止于提高成本意识，并未产生降低成本的实际意义。
３．生产干部因受标准成本或预算成本所控制，易引起反感。
４．制定标准时未征求现场工作人员的意见，导致现场人员对标准的不信
任。
５．现场人员认为每月成本的变动，是因会计人员在玩弄数字魔术。
６．会计部门所做的报告，太过高深。对现场的管理者无异于对牛弹琴。
７．所提出的成本报告，丧失时效，无法成为管理工具。
８．购置事务机器，因不懂使用的要领，仅一味地增加计算精度，反而增
加间接人员，并未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９．每月召开的成本管理会议，流于形式而造成低潮，未能明白开会的目
的是什么？诸如是否研究改善对策？是否为了单纯情报交换及检讨差异的功
过？
１０．经营者对于新产品的开发、设备的扩充、新技术的导人等，不懂利用
成本管理制度。
１１．会计人员自以为替第一线干部提供了成本报告，收效一定非凡，可是
经营者对此种报告，不予重视。
有了以上种种的现象，造成了有人误解成本管理制度毫无存在的必要。
此为目前推行成本管理的最大危机。
现场管理者希望获取看得懂，能活用的成本情报，诸如改善计划的成本
资料以及一定期间的成本报告，由于成本意识的确立有赖于具体行动的表
现。比如哪位工人应该派在何处工作，何处需要何种工人，应该使用何种机
器，该在几小时之内完成……等无一不是极为具体的行动。
因此针对目前现场的工业工程或技术改善人才的缺乏，应谋求有效的对
策，否则不论提供怎样完美的成本资料，仍然于事无补。
（二）工作改善计划与特殊成本调查
以往实施成本管理制度时仅提供实际与预算比较的成本情报，并未针对
差异原因采取有效的对策。其实实施成本管理的目的旨在降低成本。因此当
期间成本报告指出材料费发生差异之后，即应积极研究减少材料损耗等改善
方案。所以当现场人员作成改善计划成本报告时，可依此预测改善计划实施
后成本与其损益的变动。
因此，推行成本管理制度须能活用计划成本的情报。
成本管理并非维持现状成本，而需力谋成本的降低，故企业各阶层干部
须负起创造革新计划的责任。而特殊成本调查即为分析计划得失的成本调
查。
（三）分析将来得失
经营者决定的意思不是决定过去，而是决定将来。因为对于改进计划的
得失，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成本计算，例如某公司为了加强推销业务新雇用推
销员一名，但不知应派于甲地区或乙地区：甲乙两地区的现状为

销货利益
200万
＝
＝50万（每人销货利益）
现有推销员
4人
销货利益
630万
乙地区……
＝
＝ 70万（每人销货利益）
现有推销员
9人
从上述资料判断，乙地区成绩比较甲地区高，应该增加甲地区之推销人
数，但经营者不能单考虑过去的实绩，而须注意增加一名推销员可能获取的
边际利益是多少？
假定甲地区过去因人手不足，无法增加访问推销次数，因此成绩不很理
想，如能将人数增至五名，可得销货利益 ２６０ 万，亦即增加一名的边际利益
为 ２６０ 万—２００ 万＝６０ 万，而乙地区因人手较足，再增加一名推销员也只能
增至 ６６Ｏ 万，即增加一名边际利益只有 ６６０ 万—６３０ 万＝３０ 万，如此新增的
推销员理应派到甲地区。
甲地区……

（四）掌握变化因素
为衡量新计划施行后的效果，除应用直接成本法之外，尚须考虑到对公
司整体的影响，确实掌握动态变化的要因，才不致下达错误的经营决策。
（五）埋没成本
所谓埋没成本是指对将来计划的判断毫无关联，亦即过去已不能收回的
成本。
例如某甲刚考取驾驶执照，欲购一辆汽车，适某乙有车一部愿以 ３０ 万元
出售，甲先付订金 １０ 万元，并约定一周后交付余款并取车。
但订约后数日，适某丙有同型同年份汽车一辆，愿以 １５ 万元出售，以致
于某甲不知如何选择。因改购丙车，则 １０ 万元订金将为乙所没收，此 １０ 万
元订金即为埋没成本。
经决策分析可知购买乙车较经济
表 3 － 10

成本比较表

购买乙车

购买丙车（考虑埋没成本）

1 、只须再付 20 万元

1 、购买丙车除付 15 万元，将损失 10 万订金（埋没

2 、如购买丙车，除需付 15 万元外， 成本），故丙车成本是 15 万+10 万=25 万
将损失订金 10 万元，合计为 25 万元

2 、购买乙车时，除已付 10 万元订金，尚需付 20 万

3 、购买乙车，可节省 5 万元（即 25

元，故乙车成本是 10 万+20 万=30 万

万－ 20 万）

3 、购买乙车可节省 5 万元（ 30 万-25 万）

（六）机会成本与机会损益
企业的各种资源（材料、人工、设备……等）均有一种以上的用途，如
果采用 Ｘ 项用途，则将失去使用于其他用途的机会，但被放弃的机会，亦有
收益的可能性，因而这些被牺牲的可能收益，即为 Ｘ 项用途的机会成本。
例如有设备 Ｓ，可生产 Ａ 或 Ｂ 产品，若生产 Ａ 时每月生产一万个，可得
利益十万元。生产 Ｂ 时可产出八千个可得利益 ８ 万元，因此该公司一直生产
Ａ 产品。
最近 Ｂ 产品的原料降价，每月生产 ８ 千个可得利益 １２ 万元，但因该公司
受 Ａ 商品优于 Ｂ 商品的潜在意识影响，仍然制造 Ａ 产品，所以被牺牲的 １２

万元利益，就成为 Ａ 产品的机会成本，其损益计算，即如表 ３—１１ 所述：
表 3 － 11
1 、现在生产 A 产品利益

10 万

2 、由于生产 A 产品而放弃 B 产品的可能利益

12 万

（现用方法的机会成本）
3 、现用方法的机会损失

△2万

（七）减少机会损失
“成本”这一名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指实际付出的代价。这不是因
为机会成本的观念，已经脱离实际付出代价的思考范畴，而认为被放弃的利
益就是成本。
所以生产企业应该不断寻找比现有更佳的工作方法，即发现问题，借以
解决问题。因为有了问题就产生机会的损失。企业的每一份子在工作上均有
无限选择的机会，这些选择机会，有赖于全体员工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最佳
努力，以便减少机会的损失。
（八）推行的有效方法
１．条件的具备
建立有计划性成本管理制度时，必须具备下列要项：
（１）发现问题，搜集问题的有关资料。
（２）找出解决问题对策。
（３）掌握问题本质。
（４）选择可行方案。
（５）将最佳方案中有关因素，全予罗列，借以改善计划。
（６）进行合理化、科学化得失分析。
（７）撰写改善计划报告，并使它顺利推展。
（８）第一线主管看到报告后产生新的欲望，或促使其采取适当的连锁反
应。
２．潜在问题的发现
由于问题具有两种的性质。一种明显进行。另一种是不明显的。例如有
某项设备发生故障，不能使用，为了继续工作而须抢修；此种问题，颇引人
注意，称为明显问题。又如仓库中储存将近三年或五年未曾使用的铸件。此
类问题，很不醒目，称之为潜在问题。
潜在问题就是机会寄生的所在，欲发现它们；有下列三种方法：
（１）抛开惯例，以第三者的立场观察事务。
（２）活用例外原则。
（３）掌握动态变化因素。
３．了解问题的本质
假设某工厂由于零件仓库无法容纳购入的铸铁，不得已放置露天。等现
场使用时才雇工磨去表面铁锈，诚为多余的损失。近来因工资上涨，铸铁购
入量亦多，即有搭盖简单屋顶的改善计划，又经得失分析计算，认为有利，
该工厂成本部亦表赞同，但此种做法是否正确？
实际上盖屋顶的目的仅在于防止零件生锈。但防止零件生锈并非只有盖

屋顶一层。如果铸铁进厂即能使用，零件供应能够适时适量，根本就不必担
心仓储容量的问题。
不过该工厂现有仓储容量已不足应付生产量时，增建仓库才是解决之
道。但与其他类似公司相比时，发现仓库并不很小时，就应检查容量不足的
原因。
这样根据不同的情况，追求问题的根源；发现该工厂仓库堆满了待用材
料。因而当前急务并不在于盖屋顶，而是应全力研究存货控制与采购管理方
为上策。
总而言之，今后管理目的成本计算，是以直接成本为其运用工具。管理
的重心将由原未的事后控制，逐渐移转至事前的计划。因此成本管理最大使
用在于提供给最高经营者及管理各阶层干部等有效可靠的成本情报，使之能
予以把握机会，下达正确的经营决策，当机立断，以获致最大的利益。

第六节

财务分析、规则与控制

财务分析通常可分为可流动性、债务性、获利性与偿债准备等种类分析，
任何一种分析都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当然。财务管理主要的是一套决策规划，
在于协助管理当局将现有股东权益的价值公开化，这里所说的价值指公司预
定未来将流入现金值，这个现金值系数是一个可反映出预期现金流入不确定
性的比率。其实，财务比率其本身并不代表什么意义，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下
才能发挥分析的功能。一个从事财务管理的人员，为了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
与绩效，必须先查看一些财务比率，并观察如何应用比率分析来评判公司营
运状况。
财务比率的分析包括两种比较的形式，第一种是分析人员将同一公司目
前的财务比率与过去和预期未来的比率相比较，例如将本年末的流动比率与
上年末的流动比率相比较或将历年的财务比率列出，分析其中变化，从而决
定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绩效，是否有改进或衰退。第二种方法是将一个公司
的有关比率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相似的公司或该行业的平均比率相比较，从而
能对此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绩效有更进一步更深入的透视。
那么，何谓财务比率呢？财务比率可伙财务分析的流动性、债务结构、
获利性与偿债准备分为（１）变现能力比率（也称偿债能力比率）及负债比率
（２）经营能力（次数）（３）偿债准备比率（４）获利能力比率等四类，前者
比率由资产负债表中计算得出，后三者则由损益表中得出或同时来自损益表
及资产负债表。此四类分析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类——（１）变现能力比率，其主要功能在于提供公司清偿短期债务
能力的资料，一般分为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所谓流动比率也就是流动资产
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此项比率可用以测验企业的支付能力。比率愈高，代表
公司偿债能力愈强。从一般财务分析惯例及政府机关对公司财务的实核标准
上看，流动比率在 ２００％以上者方为健全，换言之，健全的流动比率应是 ２：１
的比率，亦即说公司应保存二元的流动资产来偿付一元的债务，才能确保债
权人的安全。
流动资产
流动比率计算公式 =
× 100%
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包括了现金、有价证券、应收帐款及存货。流动负债包括了应
付帐款、短期应付票据、长期负债中本年即到期的部分，应付未付的所得税
和其他应付未付的费用等。速动比率亦称酸性试验比率，其导出
流动资产—存货
公式＝
×100 ％，
流动负债
此种比流动负债率与流动比率相似，只是从分子中扣除存货部分，大体上来
说，本比率较流动动比率有更透彻的量度。
（２）负债比率，其主要作用在于衡量公司借债务来融通的程度，通常可
依二种方式表示。
（ａ）负债对总资产，即一般称之为负债比率。
总负债
负债比率公式是
×100 ％，
总资产
用以衡量债权人在公司总资产中的百分比，此百分比愈低，在清算时减低债

权人损失的缓冲愈大。
一般而言，债权人都希望公司有较低的负债比率，而企业主则希望维持
较高的比率。为什么呢？
因为若扩大盈余或增加新投资的话，原来的企业主即须放弃部分的控制
力。
（ｂ）盈余与刮息的比率，该比率公式是
毛利
税前利益 + 利息费用
×100% 或
× 100% ，用以衡量公
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
司目前利润减少至何种程度时会发生财务上的危机，因为公司若无法偿付债
款时，可能会导致债权人采取法律行动，致使公司破产。
第二类——经营能力比率是衡量公司使用资源的效率。此比率牵涉到销
货水准与各个资产帐户投资数额的比较。
销货
（一）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次数愈高，则表示该公司的存货管
存货
理愈有效率。
销货
（二）固定资产周转率＝
× 100% ，其周转次数愈高，则表示该
固定资产
公司愈能充分地使用其生产能量。
销货
（三）净值周转率＝
× 100% ，净值周转率愈高愈好。
净利
第三类——偿债准备比率，其作用在于显示公司的财务费用与偿付能力
间的关系。此比率的应用方法颇多，如利息偿付准备比率，整体偿债准备法，
现金流量偿债准备等等，在评估公司的财务风险时，财务分析人员除应计算
债务比率以得财务风险的一个粗略量测外，还得进一步地作公司偿债的现金
流量能力分析，才能对公司的财务风险有一准确的概念。
本期纯益
第四类——获利能力比率，计算企业获利率的公式是：
×１００
营业额
％，该比率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投资者了解公同营业收入究竟获得多少利
润，并借此来衡量该企业管理的总效果，比率愈高表示企业的获得能力愈强。
（见表 ３—１２）
表 ３—１２ 财务比率分析表
比率

计算公式

计算结果

业务平均次数

评估

（一）偿债能力比率
１．变现能力比率：（主要作用在提供公司清偿短期债务能力的资料）
（１）流动比率

（２）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

$800,000

流动负债

$400,000

流动资产 − 存货

$600,000

流动负债

$400,000

= 2倍

２．３ 倍

满意

= 15
. 倍

１．０ 倍

优良

４０％

太差

２．负债比率：（主要作用在衡量公司借债务来融通的程度）

总负债

$1200,000

总资产

$2, 000 ,000

= 60%

（二）经营能力比率（主要作用在衡量公司使用资源的效率）

１．存货周转率

２．固定资产周转率

３．总资产周转率

销货

$3, 000, 000

存货

$200,000

销货

$3, 000, 000

固定资产

$1,500 ,000

销货

$3,000 ,000

总资产

$2,300 ,000

= 15
. 倍

１２ 倍

满意

= 2倍

５倍

太差

= 1.3倍

２倍

太差

（三）获利能力比率：（主要作用在因销货或投资而生产的利润来衡量公司管理的总效果）
１．销货的利润边际率

２．总资产的报酬率

３．净值报酬率

税后净利

$120, 000

销货

$3,000 ,000

税后净利

$120,000

总资产

$230,000

= 4倍

= 5%

税后净利

$120, 000

净值

$1, 000, 000

= 12%

５％

太差

１０％

太差

１５％

太差

目前很多投资者都非常注意上市发行公司的营业状况，证券管理协会要
定期检查各上市公司的营业额，如果大家对上市公司营业额的获利情形不了
解，则失去了定期公告营业额的意义。所谓营业额（销货收入）即指企业在
某一时期内产品销售的总额而言，其数额的增减可以测量公司的经营能力。
虽然营业额的多寡，对衡量企业的业绩十分重要，但营业额的实际意义，则
在其利益率，若产品销售而无利可图，则营业额增加反为公司的累赘。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财务分析中常见的几个重要比率，这些比率可使分析
工作更为简单，或许因其简便而且富有弹性，为财务管理部门最常使用的工
具。一个企业的每一位分析人员所倚重的比率种类常随他个人对这些比率在
问题中的预测能力的感觉而定，当然这种感觉通常基于主观的信念，或源于
经验分析财务比率的功效是否可发挥至最大效益，常取决于使用财务分析人
员的智慧、创造力及经验等。
另外，财务管理上利润的规则也占有相当的地位，一般来说，财务比率
分析用以检验公司当前的营运状况，而规划则是控制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纵然公司在某一时间内，短期比率都很正常，但公司仍须规划未来的成长。
这种计划最重要的要素关系到扩张现行营运的决策与制造新产品的决
策。但如采用较高程度的自动化，那么固定资产的投资与固定成本的增加和
变动成本的相对减少的情形是否有利等等。不论企业是否都详细地评价了每
一种生产的扩张决策，以达成资本预算的决策，但财务管理人员仍须对未来
资产的需求作广泛的预测，以确定资金是否可用于新的投资计划，若决定了
目标，则须设立营运的详细计划，即所谓的预算。完整的预算包括了计划期
间内公司各方面的营运，财务管理人员则可依预算而达成控制。
会计与财务自我检测题
１．你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战略获得更多的好处吗？
２．你能够进一步完善你的内部控制制度，以便更好地保护
３．你目前的现金流战略是最佳的吗？它还要以改进吗？
４．你是否计算了你公司的重要财务比率，并据以比较你的公司的状况和
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状况？
５．你是否选择了最佳投资方案？

６．你否应该考虑并利用其他的或是另外的资金来源？

第四章

生产与作业管理

第一节

生产管理

在讨论生产管理技术性的工作之前，最好先了解生产管理人员所要执行
的管理功能，虽然每一组织结构不同，将会引起管理人员所负管理功能的程
度差异，然而要达成企业目标，则有必要有效的执行这些一般性的管理功能。
生产管理的一般功能包括：
１．计划
２．组织
３．资源组合
４．指导
５．控制
这些功能之间的交互影响及其所涉及的生产技术面见表 ４—１。
表 4－ 1
生产的技术面

生产管理的一般功能
计划

组织

指导

控制

资源组合

1.重置问题（资金收入）

√

2.工作方法设计

√

3.物料管理与采购

√

4.需要预测

√

√

5.存货控制系统

√

√

6.产品设计与发展

√

7.厂址分析

√

8.生产计划与控制

√

√

√

√

√

9.管理情报系统

√

√

√

√

√

10.品质管制

√

√

√

11.其

√
√

√

√

√
√
√

√

它

一、计

划

计划是做好管理的基础，生管人员必须就未来可能的发展仔细考虑，并
就劳工、资立、土地与物料、资料来源等方面作一明确而清晰的通盘设想，
一切都有了概念才能开始拟定计划。
消费者所期望的是令人满意的产品价格、良好的品质，准时交运到其手
中而无延误。生产者必须先知道完成一件产品所需的时间，才能拟定生产的
进度，要拟定各种可行的生产进度还要考虑劳工的稳定程度、机器的产量，
能存货的水准、设备的可用性等。
拟定计划必须考虑它的适用性，特别是它的时间面，生产经理常常面临
一个问题：计划应该是多远的，很显然，计划循环越长，决策资料越不可靠。
虽然如此，企业界仍很盛行长期计划的拟定。主要的原因是商界的一个公理：
“商人计划必须远到足够回收他的成本”很多基本的生产决策如厂址、产品
设什与发展、设备的重置与投资等所涉及的时间面常常在十年以上，企业能

否继续发展，在于经理人员有无能力在资料不多的情况下作出近乎完美的长
程计划。
短期计划的拟定较为容易，因为资料容易获得而且可靠，但有时常常因
为易作而忽略这些日常工作计划或中期的计划。通常越长期的计划是由较高
阶层的管理人员拟定，所要求的资料越精简；中期的计划是交由中级以上的
管理人员来承办，而短期的计划则交由工头或类似阶层的人来负责（见图 ４
—１）。
设计拟定的准则包括下列数点：
组
织
层
次

计

划

决 定

可
用
资
料

时间
图 ４－１

组织层次、时间可用资料与计划决定的关系

（一）设定目标
目标是由总经理与董事会共同制定的，是将来业务发展方面的指标，所
有作业的综合程度、作业规模、财务、生产、市场等方面目标的决策都是在
这层次决定的。
目标可以细分，每一部门都有它各自要完成的目标，统合这些部门（由
最小层次开始）就是总体的目标。因此在设定目标时要使本部门的属员参与。
设定目标要根据预测，而预测必须考虑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经济条件
的变迁，分析事态的因果关系。
（二）拟定政策
政策是完成既定目标的工作指导原则，不但要有一贯性，而且要有调和
性。政策是帮助各功能部门建立决策的准则，例如采购部门在从事各项采购
活动时，可能受到预算限制，必须向指定的商家购买，折扣的条件，购买契
约按年度为基础等等的指导准则。
（三）确立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是实现目标的最好方法和做法，在既定的政策下如何订出工作
的次序，使能实现组织目标。
（四）制订程序
包括将人、财、物、事等因素安排在一定时间内的进度表，并编成一套
有秩序的措施以便能准确完成行动方案。程序是综合类似的行动形态，使它
在行动时能一致且有效率，也就是标准化例行作业，减少管理决策所浪费的
时间，除此之外，更允许授权给较低的作业层次负起计划的责任，如此可使
更高阶层的管理人员集中注意显著而不寻常的问题，这种较次要的决策授权
给较低层次的业务分层，称做例外管理。
存货记录的维护程序、采购程度等都是生产管理中的重要程序，一般而
言，越需遵循各种程序以处理业务者越是比较低的组织层次。

（五）各种法规
在生产活动中有些决策受到一些强制的限制，以执行公司的政策。例如
在生产区“不能吸烟”就是一项安全法规任何人都要遵守。不过法规越多，
行为越受限制则越无弹性，对于各项变迁条件不能迅速处理。
用下列图形（见图 ４—２）综合上述各点，越往更低的组织层次，越受法
规的限制，越往上的组织层次越要遵循政策。
二、生产组织
良好的组织，就是要善用各色人等，安排在最适当的地点，发挥集体的
功能。组织工作实际是计划功能之一，因为组织工作要不断的审核并修正公
司的结构，才能改善组织的效率。

政策
行动

方案
程序

图 ４－２

计划拟定层次方案

它的几项准则是：
（一）要有健全的组织结构
——要按目标来组织，才是具体的，因为只有目标，才需要有志者的共
同结合。
——基于人与事的适当配合为前提，通盘考虑相互关联的条件。
——要考虑适当的控制幅度，每一经理人员应当监督多少的下属才会有
效率，必须审慎安排；控制的幅度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经理人员，管理费用
增加，控制的幅度越大，需要较少的组织层次。
某项作业需要 ８１ 个生产操作员，如果控制幅度为 ３，需要有 ４０ 个间接
监督人员，如果增加控制幅度到 ９，则监督人员减为 １０ 个，此种差异换算成
本则很显著。因此组织层次应考虑能否有效监督（包括沟通与协调）及所费
的成本。
——每一操作员上面的监督人员越多，效率越小，因此尽量使每一个操
作员只对一个主管负责。
——必须有一份组织系统表，以显示其各部门组织情形及其有关指挥系
统。
（二）必须适当授权

——因为授权能使权责分明，主从关系明确，并使部属建立自信，克服
心理上的障碍。
——要明确表明工作范围，授权后仍作适当的控制。
（三）要建立良好工作关系与工作环境
组织中的工作关系可以分作直线人员与管理层次人员。直线人员对主目
标提供直接的贡献，任何从事生产和销售的人员都是直线人员。
管理层次人员的活动包括协调、研究、提供情报与沟通、忠告、分析等，
因此人事管理，检验或品管、采购、存货控制、产品设计、过程设计、市场
调查、财务、工具设计、动作时间研究、维护与生产控制都是属于管理层次
的功能。
（四）阐明每一员工的职责
在详细阐明每一工人的特定职责之前，必须先对整个工厂的工作加以布
置。
（五）组织须具有效率
１．机器物料置放适当地点，便于使用操作。
２．指派适当的人以及适当的机器，按适当的工作顺序（或方法）执行。
３．人员工作的配合要实现均衡。
４．工资制度的设计须能满足劳资双方。
５．维持适当的工厂纪律。
６、随时作人力审计，以防止人员的缺乏。
（六）生产组织的设计须先作准备工作
研究生产者的要件与资源能否两相配合，一个均衡的生产组织系统，管
理人员必须考虑下述几点：
１．画出流程图表明产品的工作步骤，比较能源的可供性，各项设备的耗
能。
２．研究转换的可行性。
３．各种可能的行动方针，要研究其所需的人力，并比较设备的产能。
４．对可用空间作生产的布置。
５．编制多个可行的生产进度表。
６．研查所需材料供应与储存的情形，竞争的供应来源、可替用的材料。
７．分析每一工作任务的细节。
８．确定维护、材料处理、事务多余、控制程序、运输等所需要的劳务。
（七）员工工作态度的重视
要能有效指挥工人，善用机器，必须重视工人的工作态度。工作者均希
望自己能够及时产制适量适质的产品，但惟有给予适当的经济利益的鼓励，
或改善他们工作的地位，重视生产过程之内的人性面，组织才能具有效率。
三、资源的结合

上述计划与组织涉及目标的建立与工作的分配。现在讨论企业投入资源
的结合。
要产生一个良好的生管经理须要经验与训练，很多公司设有行政人员发
展计划，把有潜在能力的员工给予长期的、专业的训练与经验，使他能具备
作为一个高级主管所需最低限度的条件，这种训练包括工作轮调，现场训练，
并送到大学或研究所去深造。
任何一个公司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必须准备高级管理职务的后备人员。因
为管理训练要拉长到十年或十年以上，因此要及时发掘有管理才能的人给予
适时的发展，以备未来之需。不过组织结构不断在变，训练的重点也要随之
调整，我们所要的生管人员是从事未来的管理工作而不是做昨天的工作。人
事部门要负起这种发展计划，因为只有人事部门最了解那一管理职位需要人
接替。管理专才不能靠机遇去甄聘，也不是重金挖角能够解决的问题。
四、生产管理图表体制的应用
（一）图表与管理制度
图表为管理资料以特定方式整理，其目的在于说明或描述某种或某几种
管理事实，以提供管理者或经营者处理管理问题或执行管理决策的参考。一
般而言，图表都含有特定的管理目的，因此图表也是企业内部最主要而最正
式的管理情报与管理资料。
１．图表的意义
（１）图表具有组织资料的功能。
（２）图表具有记录资料的功能。
（３）图表为正式的情报媒介。
（４）图表具有简化管理作业的功能。
（５）图表为管理制度的工具。
（６）图表具有划分权责的功能。
２．图表的种类
（１）报告图表、工作图表、决策图表。
（２）主要图表、参考图表。
（３）生产图表、销售企划、财务、人事、行政、会计、采购图表（依企
业功能分）。
（４）采购验收付款、成本控制、产销数量控制（依流程分）。
（５）正式、非正式图表。
３．图表体制
图表为管理情报中的一种，且是管理情报中最主要而最正式的媒介，因
此必须有系统的设计与管理，也就是应建立一个体制，以避免图表的功能互
相重叠、互相抵制或显出缺陷等。图表体制按管理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各种类
型。建立整套图表体制对一事业而言可视为建立最主要的管理情报体制。
４．图表设计的意义
图表体制设计有若干目的，现择要说明如下：
（１）确保企业营运状况与管理情报的供应得以源源不绝。
（２）确保情报收集整理方法的一致性，增加情报的可信赖性。
（３）简化情报的整理过程。

（４）减少情报的功能互相重叠及抵制，并避免重要管理情报的流失，以
提高管理情报的提供、运用与传达效率。
（５）划分情报提供、传达的权责关系。
（６）促使日常情报供应自动化，并减少决策性情报搜集时的困扰。
５．图表资料的衡量尺度
任何图表的价值可以以其中所含资料的价值来说明，但任何资料都具有
特定的来源及用途，因此很难找到统一而客观的衡量标准，一般就主观判断
来衡量。由于图表资料的提供具有特定目的，此特定目的也就是衡量图表资
料的标准，其衡量方法择要说明如下：
（１）对管理事实描述的真实度如何，是否与实际状况有偏差。
（２）资料本身所含的干扰性因素有多少，信赖性如何。
（３）资料提供的时效如何。
（４）资料为主要资料还是参考资料。
６．图表设计的原则
（１）功能明确。
（２）流程清楚、简单、有效、能达到权责分明的目的。
（３）格式简单、统一易看、易填。
７．图表设计的步骤
（１）确定图表的功能与目标。
（２）确定图表所应具备的资料及其来源。
（３）决定图表的格式。
（４）决定图表的流程。
（５）研究图表的方法。
８．管理制度的功能
（１）制度是组织力量的成长点。
（２）制度是集体合作的既定方式，应作为企业内部共同的默契。
（３）制度是筒化工作方法、求取工作品质的工具。
（４）制度是减少企业对员工技术、经验与能力依赖的方法。
９．管理制度建立的原则
（１）重视效率、效果与弹性。
（２）制度本身应具有自行约束的能力。
（３）在施行制度之前应能预见其成果与缺陷，事先预防。
（４）减少制度更改的频率。
１０．管理制度的制定步骤
（１）确定制度的功能及组织地位。
（２）确定制度的工作项目。
（３）确定制度的工作流程与工作方式。
（４）制度报表的设计。
（５）有关资料的建立与建立方法的制定。
（６）工作分派与权责划分。
（７）管理办法的研拟。
（８）公布与施行，包含进度、预算与施行方法。
（二）生产管理图表

１．生产管理的图表体制
对于一企业的整个管理图表体制而言，生产管理的图表体制仅是一小部
分，或称为子系统，此一体制又可分为若干个子系统，诸如程序控制、工业
工程、绩效控制、品质管制等等。各企业的经营项目不同，经营环境不同，
经营观念不同，因此几乎没有两家企业的图表体制完全相同。
２．生产形态
工厂的生产形态：一般包括订货生产（订产），计划生产（量产）两方
式，亦可包括连续性与间歇性或制造、装配两方式。
３．生产管理与生产管理图表体制
（１）生产管理具有生产计划，生产作业管理、监督与生产控制的功能，
以其功能分大致可划分为制造管理、成本管理、用料管理（即物料管理）、
品质管理、效率管理与产销配合等六项，其关连性如下图（见图 ４—３）：
连续性
订产
生产
量产

间歇性
连续性
间歇性

制造
装配
制造
装配

图 ４－３

４．产生管理图表设计的原则：
生产管理图表设计与一般管理图表相似，但应考虑：
（１）企业生产类型为订货生产或计划生产。
（２）企业生产产品的性质，产品种类的多少，订单的多少。
（３）企业的规模。
（４）企业的经营，管理习惯。
即使企业的性质不同采取的生产管理制度与图表有出入，采用不适合的
图表制度非但达不到简化管理的功能，并且将困扰管理作业，造成人力的浪
费与制度散漫，不应有所忽视。
５．生产音理图表设计的步骤
生产图表设计也照一般管理图表的步骤进行，以下所列步骤则仅针对生
产管理图表而列：
（１）确定图表体制的功能及管理需要。
（２）分析企业的生产类型，决定所应采行的图表制度，并决定图表的简
化与详尽程序。
（３）决定图表所需具备的资料，并研究其来源。
（４）订定表格的格式。
（５）研究图表资料的提供单位、使用单位与应通知人员。
（６）决定图表填制、审核人员。
（７）订定图表的流程。
（８）研究图表的联系、管理方法等。
（９）公布会议施行。
（三）工程标准图表
产品的工程标准主要包括产品的规范说明、制造程序、工时、品质标准

等项目，以下分产品卡，工程分析表、品质标准表、用料标准从简举例说明。
１．产品卡
以描述产品的规格及一般状况为主，并可包括所需原物料等；通常产品
卡附有工作蓝图及产品图样以供参考（参照表 ４—２）。
表 4－ 2
A

产品图样

产品号码

简易产品卡样本
品名规格

B 附件说明
附

件

数量

C 产品尺寸图

功能：（１）规定产品规范；（２）规定产品附件、包装方式；（３）说明
产品使用方法。
内容：（１）产品规范；（２）产品蓝图；（３）产品零件、附件表；（４）
产品使用方式。
２．工程分析表
本表在于列述本产品的制造流程、标准工时、及所需使用的机器设备等，
实际上工程分析表为生产线安排、作业调度的主要依据（参照表 ４—３）。
功能：（１）订定产品制作程序；（２）订定工时标准；（３）使用设备、
人力；（４）安排生产线的工具。

表 4－ 3

工程分析卡简易例

产 品 号 码 ： ________
品

工程分析卡
规

日期：
经济

格

名

产量

工程

需要

核定日

名称

人数

产

量

使用设备
名称

台数

标准

工程

需要

核定日

工时

名称

人数

产

1.

19.

2.

20.

3.

21.

4.

22.

5.

23.

6.

24.

7.

25.

8.

26.

9.

27.

10.

28.

11.

29.

12.

30.

13.

31.

14.

32.

15.

33.

16.

34.

17.

35.

18.

36.

品名

规格

量

使用设备
名称

台数

标准
工时

经济产量

工
作
流
程
图

内容：（１）工作程序；（２）需要人力；（３）标准日产量；（４）使用
设备；（５）标准工时；（６）工程分析图；（７）经济产量；（８）生产线装
置成本。
３．产品品质标准
产品品质标准是记录产品品质标准、检验方法以及品质项目的表格，亦
为品质管制工作的开始。（参照表 ４—４）

表 ４— ４
产品品质特性

品质标准

（正面）产品品质标准表简例

抽样比例

检验办法

容许不良率
Ａ级

Ｂ级

处置方式
Ｃ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表 4－ 4

（反面）产品品质标准表简例

产品特性与不良原因分析

Aa

Ca
Ca1
C
D

B
Bb
Ba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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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尺寸图

Ca
Ca1

不
良
品

功能：（１）制定产品品质标准，（２）制定产品检验方法。
内容：（１）产品规格及允许误差；（２）产品品质特性及容许不良率；
（３）产品品质的检验方法；（４）产品不良原因分析。
４．用料标准（参照表 ４—５）
功能：（１）订定产品各组件的用料标准及容许超用率。
内容：各组件的用料标准及容许超用率。
５．工程标准图表的关连性（参考图 ４—４）

表 4－ 5

用料标准表简例

产品号码
料别

项次

产
原物料名称

用

途

品
规

名
格

称

规

格

标准用量

宽放率

废料率

原

料

物

料

审核________填表_________

产品卡

工程分析表

用料标准表

成本标准
图 ４－４

品质标准表

发工单

工程标准图

在设计工程标准图表时，为求运用的方便，可视实际需要将前述的表格
给予合并，或印制于同一卡片的两面，若一种产品的产品说明、工程分析无
法用一个表记述完全可增列一表，举例说明如下：
（１）若产品简单可将产品卡、用料标准合并，并将工程分析表印于产品
卡的反面，成本标准亦可与该产品的品质标准或销售记录合印于同一张纸的
正反两面以便使用。
（２）有部分产业产品规范不说明，格式亦应视实际需要修改，例如化学
工业、食品工厂等，产品规范实际成份、配方等，工程分析表则为各项操作
方法，绝不可张冠李戴。
（３）机械制造厂通常产品规范相当复杂，无法以一表说明完全，有时需
同时用数个图表才能足以说明，工程分析、品质标准，也有相似之处，不可
不加注意。

第二节

工厂管理

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中，大工厂、大公司，必然是工业方面最
重要的环节，大型企业已构成了工业先进国家的主要生产力量，不难分析大
规模生产的优点。但中小企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仍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小企
业所具有的配合性、填补性、开拓性以及大众性等特性，决非大型企业所能
替代。
美国，中小企业占有大为重要的地位，现在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亦必
如此。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协助大型企业完成大量生产方面，则更有其不可磨
灭的功绩。大工厂如果没有中小型工厂的密切配合，势必不能完成高效率的
生产。虽然一间小型机械工场不可能生产汽车，但是大规模汽车工厂，如果
所有零件、配件不分巨细，全由厂方自行产制，则必然会严重地削弱其产生
效率，增加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负荷。
工业的发展是互相关连的，某一行业的生产增加，必牵动其他关联工业
的发展，因此企业与企业之间应互相分工合作，构成健全的分工生产体系，
在适度的自由竞争下，相辅相成。
一、中心卫星工厂的意义
所谓中心工厂，是指生产并装配大量的整台机器或其他专业性产品的工
厂，此类企业通常均为大规模形态的企业。而卫星工厂则指经常承接一家或
数家中心工厂的订货，供应某种自产零件或部分组件，并与中心工厂订约取
得力其卫星工厂的资格者，通常此类企业以中小型规模者居多。以产制或装
配的中心工厂而言，与这些卫星工厂的关系，是一种后溯连形态。
中心卫星工厂制度又称“分包关系”，但是分包方式系基于制造功能上
必要的分工而来，应与常见的工程上仅为图利赚取佣金或权利金的一包、二
包等剥削转包情形有别。
中心卫星工厂分包形态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独立的分包。由独立的小型
卫星工厂承包制作，供应数家以上大企业的零配件。买主身份的中心工厂确
有达到为其客户保持其各别的业务机密义务，这种形式的分包，以工业高度
发展的欧美各国为多。例如美国底特律地区的汽车仪表制造厂，同一仪表厂
可能接受数家著名的大汽车公司的订单，为其分别制造各种不同形式、不同
特性的仪表。
由于其卓著的商业道德信誉，各大汽车公司不必顾虑这些仪表厂会将其
特有的设计秘密泄漏给其他汽车厂，因此，也不禁止这些仪表厂为别家汽车
公司制造特种仪表。而仪表厂由于承接数家大厂的同一性质产品仪表委制，
因此，生产规模扩大，制造经验增多，制造趋于专业化，因而反能生产出价
格特别低廉，品质特别优良的产品，因而形成中心与卫星工厂的互利互惠关
系。
另外一种形式为附属性的分包。小型卫星工厂，几乎其全部产量均由中
心工厂所采购，他们亦不准接受其他大工厂委托承制订单。换言之，他们仅
为中心大工厂的附庸，无独立经营拓展业务的权利。这种形态在亚洲各国最
为常见。

二、建立中心卫星工厂制度的基础
中心卫星工厂制度，是一个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间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其
健全发展的基础，在于“互利”功能的发挥。此一制度不能仅靠政府法令的
强制或任何人为的刺激办法即能促成。而互利的关键，在于中心工厂均希望
卫星工厂能按照中心工厂所规定的交货时间，制造供应价格合理、品质合乎
要求的零配件，而卫星工厂所要求于中心工厂的，是希望能给予稳定的长期
采购，并给予财务上、技术上以及原料取得上的全力支持合作。
简言之，中心工厂所要求的，是“高品质”、“合理价格”，以及“按
期交货”。卫星工厂所要求的，是“稳定的长期采购”、“财务、技术，以
及原料取得各方面的援助”。现分述如下：
（一）高品质
中心卫星工厂有关分包合约的技术标准有三种制定方式：
１．中心工厂规定零配件产品各项基本规格，关于设计以及制造方法等，
则任由卫星工厂自行决定。此类方式的分包对象，往往为具有高度技术水准
与信誉的小型工厂。中心工厂完全依赖它的设计及制造。
２．由中心工厂规定标准规格以及设计，甚至于提供已设计制妥的样品，
但对于产制方法则任由卫星工厂决定。此种形式极易造成中心与卫星工厂之
间对于品质要求观点方面的歧见，为慎重起见，应有试制及先送检定的阶段。
３．产品的规格、设计以及一切生产方法，均由中心工厂规定与指导，甚
至机器设备、主要原料、检验方法等，亦均由中心工厂提供与指导监督。此
种技术性的辅导合作对中小企业最为有利。
总之，不论上述任何一种形式，为使双方在产品品质方面减少争执起见，
卫星工厂在签订承包合约时，必须充分了解客户的品质要求，详细的规格标
准以及其允差限度。同样的，在中心工厂方面，亦需对卫星工厂的设备能力，
品管作业及生产潜力等，作一详细的评估。必要时不妨先要求试制送验。如
能在第一批发包的作业初期，派专员予以检视，如有错误或缺失，亦可及时
纠正补救。
（二）合理价格
关于分包合约的价格方面，卫星工厂经常遭遇到两方面的竞争威胁。第
一、分包合约所定的零配件单位供应价格，必须低于或者至少相当于中心工
厂自行产制的成本；否则，中心工厂就有可能考虑“自制”而不再“外包”。
其次，分包合约的价格尚须较其他各竞争的卫星工厂所开的价格为低。
在这一方面，最使卫星工厂困扰的，乃是后来的各种恶性竟标的不合理低价
竞争。在这方面，如果再加上后来者与采购负责单位的关系、情面等，则更
易于使现在的卫星工厂失去继续承包的资格。
编者认为从建立良好分包制度，以及基于保持中心工厂产品品质水准等
观点而言，此种围标、私人请托以及恶性竞标等现象，必须彻底取消，因此，
价格在此指的是“合理而有竞争力的价格”，而不愿用“最低价格”。
当然，此一要求在作业实务上确有困难，尤其是在军公营事业严格实施
投票制度的单位，如何将品质的要求予以强调？如何将供应价格作科学的分
析？如何保障维护现有的优良卫星工厂的承包权利？以及如何规定承包商的

最低利润？均为改善分包制度的重要措施。而卫星工厂方面，亦须不断研究
在不降低品质标准的条件下，寻找减低成本自动化方法，简化生产程序及方
法，改善存货控制以及发展互换性零配件以增加承包业务范围等。
总之，卫星工厂应不断地研究削减成本的办法，中心工厂则应保障其稳
定供应的利益，而将“减低价格”的要求，改为“提高品质”的要求。
（三）按期交货
中心工厂的外包业务，均系基于其全盘作业的装备产制需要，某一产品
的制造，可能需要包括的零配件，有不下于数十百种者，任何一种外包零配
件的交货迟延，必将影响中心工厂的全部作业，甚至于波及市场供应及延误
外销装船航期。
另一方面，如果分包工厂提前交货，亦可能使某些大型中心企业发生存
货管理、储存仓库不敷的困扰。因此，“按期交货”的严格遵行，是建立中
心卫星工厂制度的绝对必要条件。
这一要件是时下各分包卫星工厂所普遍缺乏的。改善的方法为重视生产
计划、生产日程的安排，广泛的使用计划评估审术以及要径法等技术。
再者，卫星工厂对于其生产作业日程不能排得过于紧凑，必须预留部分
预备时间，以供为重要中心工厂作必要时的加工赶制。
中心工厂方面除了注意卫星工厂的交货日程安排外，必要时协助其计算
交货时间并须订一检查点，定期作其中检查，以免有误。此一严格注意时间
的要求，对于整个工业生产发展，均有良好的影响作用。
（四）稳定的长期采购
中心工厂如能保持稳定的长期采购，不仅能使其本身免于缺料缺货的顾
虑，亦可使卫星工厂安心研究发展，精益求精；因此在寻找卫星工厂之初，
因然要注意价格的投标比较，但分包关系一经建立，应完全不再考虑价格的
比较，而须改为品质方面的要求。这个时候讨论价格时，应本于合理成本的
分析而以议价方式进行，切忌时常调换卫星工厂，并须慎防恶性竞标、人情
请托。
（五）财务、技术以及原料取得各方面的辅导协助
１．中心工厂给予卫星工厂技术协助一如举办讲习会、派遣技术专家指
导、协助其经营管理、联合实施品质管制、提供品管及实验等高度精密仪器
设备等。
２，中心工厂给予卫星工厂财务协助一如协助卫星工厂向金融机关贷款，
以充实或更新其设备；由中心工厂给予小额周转贷款；中心工厂投入资本；
租借不动产、机器、工具等供卫星工厂使用；预付订金、签订长期合约等。
３．中心工厂供给卫星工厂材料一中心工厂由于大部分均为大型企业，国
内外的声誉卓著，如由其出面采购原料，即使在原料普遍缺乏时期，困难亦
较少，甚至于还能享受各种延期付款的优待。

第三节

品质管理

如何提高劳力密集的生产线的生产力，以保持其生产成本的竞争力呢？
如果过份强调生产力，又将导致品质问题。一个经理，他强调品质，如无适
当的制度来维持生产力，势将牺牲生产力。结果，生产计划无法实现，导致
成本上升。这两种情况都将会失去市场，经营者必须避免在品质与生产力之
间作任何选择。而经由建立一完善的品质计划，制定厂内作业程序，反馈实
行情形而在制造上去求进步。
如果品质计划工作做得适当，而且基于试做、预先生产及早期生产的经
验已做过适当修正，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事于劳力密集的消费电子商
品制造厂的经理，无须在达成品质与达成生产力中作任何选择。做，就做好
的观念，及消除昂贵的检验及修理的结果，可以达到最低的生产成本。
一个进步而成功的制造业，将继续不断的寻求生产方法的改进。取而代
以低成本材料，结合或消除作业，或用其它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另外一个用
来权衡任何消除、结合或取代零件、材料或生产程序的附加条件是“是否这
个改进计划对品质有不良影响？”任何革新行动对品质所产生的影响都应在
采取行动前先予测试。
从另一角度来看，生产力改善广义的说乃是由改进制造的品质而实现。
进一步说，为了不降低成本而把接近合格边缘或不良品运送出去以求达到较
高的生产量。这种手段将会从根本上毁灭一个企业，因为现代的消费者不会
容忍低品质产品。投资在一个健全的品质计划及一个有效的品管制度，在今
天这种激烈竞争以求生存的环境下是极为重要的。本节将通过案例的形式，
重点介绍品质管制计划和品质管理的重要性。
一、品质管制计划实例
（一）哈佛纺织公司
１．公司简介
哈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７４ 年筹组创立，登记资本额 ８ 千万元，属多
无性工厂。共有员工 ４００ 余人，主要产品为羊毛纱压克力织维原，（色）纱
及待多龙加工丝等。
２．公司政策
哈佛纺织以建立全面品质管制为公司政策之一，于 １９７５ 年召开 ＴＯＣ 委员
会，大力倡行品质管制，并转饬各厂制定计划通令实施，其品质管理组织图
加图（见图 ４—５）。
（二）计划实例
１．计划概要
其品质管制实施计划系经由 ＴＯＣ 委员会召开定期研究会议，指派专员负
责筹划，分由 ＴＯＣ 委员会研讨修正，再转发各厂实施。
（１）制定计划的程序
①收集资料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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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计划与实验。
③评估与检定。
④校正与标准化。
以上为执行计划拟定者所遵循的程序，分段提列 ＴＱＣ 委员会检讨批核而
加以定案。
（２）计划功能结构
其计划实质由四项衍生计划组成而成，并各称其职各尽所能。
①先期计划一资讯计划。
②管制研究计划。
③案例研究计划。
④修正订划。
（３）计划的关联性
整个计划中心管制计划为主要结构，并以先期计划（资讯计划），个案
研究计划为辅，而形成一组动态的品管计划。修正计划系将标准化工作，定
期发报，是管制计划的辅助资料，其关系图如下图。（见图 ４—６）
先期
（资讯）
计划
Q
QAM 标
准化执行
计划

A

股

管理计划

修正计划

Q

A

委

员

会

TQC
委员会

个案研
究计划
Q.C.C.
实施计划

图 ４－６

２．计划内容

计划关系图

（１）先期计划
先期计划又称资讯计划，顾名思义是提供决策者执行的资料，在拟定计
划期间是为先期计划，担任预测、调查工作，而于计划完成阶段，即改变成
资讯计划，以担任对外市场调查及内部生产能力鉴定等工作，在整个计划中
占很重要的地位，诸如视听功能。其对象有二：对内及对外。“对外资料的
收集与整理”
（２）收集项目
①．客户对本厂的抱怨项目一如花纱、色差、调理、手感、支数等。
②．客房吞吐能力及品质要求重点一如月产量、交货宽容度、品质要求顺
序等。
③．市场的分配及喜好倾向一如输出地区气候调查、颜色爱好程度、粗细
纱分配比例等。
④．对本厂的建议——如客户的观感、工厂间的比较。
（３）进行步骤
①．制作问卷调查表并发送各客户。
②．安排访问调查日期及编组。
③．回收问卷调查表（为期两周）。
④．未回收的客户另行访问。
⑤．致谢函。
（４）资料分析
①．抱怨项目——柏拉图分析、Ｐ 管制图。
②．市场趋势——相关回归分析。
③．水准比较——直线图。
每项资料于分析当时，会呈 ＴＱＣ 委员会研讨，并归入资料记录，以客户
区分总制客户特性图如图七，资讯计划的执行与分析以六个月为一周期实
施。
（５）人员编组
人员的选定由业务部、生产管制课及生产单位推派，并由 ＴＱＣ 委员会认
可后编组而成，经由 ＴＱＣ 委员会执行秘书协商业务主任（经理）办理。
（６）整理项目
①．已有记录者——作统计并作 ３б的管制界限。如成本、故障率、不良
率等。
②．未记录者——采取制检方式，并检定、推定。如水质、染色变异、染
料 Ｋ 值、织维 ＤＣ 值等。
③．制程能力的探讨——对最大生产力估计，如蒸气能力、水力、机台负
荷力、工时研究等。
（７）整理方法
①．撷取特性因子及管制项目，如表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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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制定管制流程及划分职责，如图 ４—７。
图 ４－７

成品管制流程

③．专案研讨一分由 ２～５ 人组合成某特定工作研究小组，进行专案研
讨，如水质处理专案等。
④．提出专案资料。
⑤．编制月份报表并作比较。
（８）资料分析
①．计数值——采用 Ｘ—Ｒ 管制图表，Ｐ 管制图表，如损耗率，不良率等。
②．计量值——采用散布图（相关回归），直方图分析法。
（９）人员编组
分由各工场 ＴＱＡ 股长负责，并会同场际协调会议，领班研究报告，统筹
执行。
（１０）管制计划
是全部品管计划的主题，应将全部品管执行程序、方法及标准一并提列
于此计划之中。
（１１）功能项目
①．标准符号及成效换算。
②．检查与考核。
③．资料回馈与管制层次（三重管制体系）。
④．品质特性项目及管制标准。
⑤．品管编组与执行程序。
⑥．作业标准化工作。
以上依实质内容分类可为六项，均为执行品管活动的准则，全年品管执
行依此规定为准，亦供品质办定的标准。
（１２）制定目标
①．总体目标——以能达到客户的要求为目的；改善制程，节省成本为次
要目的，故在先期即订定总体目标，如抱怨率、允收率等（见图 ４—８）。
图 ４－８

客户特性图

抱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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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货量 − 退货量
允收率 =
销货量
②．个别目标——依其各管制因子施以数字单位而作改善目标者如单位
用水量、不良率、故障率，染色偏异值等，（计算式从略）。
（１３）管制区分
①．进厂检验。
②．原料检验。
③．制程检验。
④．成品检验。
以上各项检验如图 ６ 区分区间，分设管制站，各站所执行的工作项目各
异，在管制计划中有明确划分。
（１４）管制程序
①．编号——如色相编号、异常代号、差异符号等。
②．品质特性项目。
③．品质规格及标准——各管制区分项目均没有品质特性的规格以决定
出、入货的标准。
④．抽样计划（从略）
⑤．分析方法。
⑥．图表管制——应用已定管制界限的管制图检视每日成绩。
⑦．异常追查——因管制图表的异常显示，或 ＴＱＣ 人员发出警示信号或签
发异常追查单，经由异常追查负责人追查防止后，回馈 ＴＱＣ 评定或转呈现 ＴＱＣ
委员会研讨。
（１５）编组与授权
预算在计划中有人力预算及经费预算，人力预算每月修订调整，经费预
算则因分配额执行，并每行三个月作调整并检查。
以上为管制计划内容概述，因检讨计划本质，故细节内容未作详述，尽
以举例述之。
（１６）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是所有计划中的动力，它使整个计划活化诸如前述两计划是定
型静态的。遵循一定规则，而研究计划是使定型的事物，如管制标准等等弹
性化，更研究出一套更合理经济的途径，故称之为动态计划。
（１７）计划特性
①．给予执行计划者有创制的权力，进而改进自身权益及便利工作。
②．在社会形态或时代潮流改变时，所造成的供需不稳状况下，做有弹性
地修正，同时不完全破坏原有的制度形态，可防止一蹶不振的可能。
③．因特定组织而造成人群关系的亲密，是推动整个计划的动力，也是团
队精神的写照，爱厂心的表现。
（１８）计划内容
①．组织——计划活动期间分由各单位于部以上人员自组研究小组，百日
作业员编成 ＱＣＣ（品管圈），以其服务单位区分或职掌工作性质区分。
②．登记——组织均由登记之后方为有效，而登记之后人员方依研究计划
抱怨率 =

的职责区分表授权与协调。
③．目标选定——作业研讨是由作业者视工作需要自行决定，特定月标是
由企业本身问题指派行之。
④．提案制度——所谓提案制度是由执行计划或进行某项改善有创见并
可改进工作现场或有助企业利益者，以书面报告呈述的方法。
⑤．评核与奖励办法——所述的提案经由 ＴＱＣ 委员会评核，确认有达标
者，提请厂长奖励，其评核重点有运营努力程度、执行成效等。
从以上研究计划中，限制项目甚少。其目的在于强调成立后组织的权利
及引导他们朝向最终的改善目标。此计划正为管制计划的反面，有绝对弹性，
对管制计划中已成的准则能予以修改创制的权力。
【案例一】德国电脑大王的发迹史
德国电脑大王尼克斯多夫，３０ 多年前还是一个穷学生。他在 １９５１ 年受
雇于一家电脑公司，业余时间在大学里攻读物理和企业经济学。６０ 年代，尼
克斯多夫看准了世界电脑业的发展趋势，尽管当时一无足够的资金，二无厂
房，但也仍着手筹办自己的企业。恰巧在这时，莱茵——咸斯特伐伦发电厂
委托他生产一种急需的电脑，预付给他 ３ 万马克定金，并提供一间地下工作
室，他就是从这个地下室发迹的。
尼克斯多大创业初期，首先做两件事：一是招贤纳才，网罗高科技人才，
边研制，边生产；二是多方筹措资本，扩大生产。他善于同各方面打交道，
沟通信息，还善于同手下人协作，指挥有方，经营灵活，尤其敢于同强手较
量，从逆境中找出路。他的同行以赞赏的口吻说：“尼克斯多夫从不离开市
场需求，在研制和发展方面总是在前头。”
正当美国以其大型电脑设备几乎控制着全世界电脑中场的时候，尼克斯
多夫和他的助手另辟蹊径，把注意力放在中小企业普遍急需的小型电脑上。
１９６５ 年在联邦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尼克斯多夫电脑公司第一次展出了独家
生产的小型电脑，因而一鸣惊人。他的 ８２０ 小型电脑，用途广泛，操作方便，
价格合理，直到 ７０ 年代初期仍被广泛采用。现在，他的公司可以生产和提供
全套电脑设备，成为美、日电脑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最近，该公司生产了
一种“８８５５ 型”的超级微型电脑，拥有大型电脑的功能，并已开始在美国市
场销售。这种电脑的计算速度超过了美国最新的“１６０３２ 型”微处理机。
目前尼克斯多夫已是德国最富有的大企业家之一。他拥有电脑设备 １０
余万部，国内外厂家 ４０ 多个，职工 １．７ 万余人，年营业额近 ３０ 亿马克，盈
利达 １ 亿马克。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新技术在产品的更新换代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电子计算机领域内，这种由穷学生依靠高技术而白手起家并成为大企业的
例子并不罕见。乔布斯和活兹奈克这两个 ２０ 多岁的美国青年创办苹果电脑公
司时，在一家车库里开张，装配整个机体的元器件是从他们供职的电子公司
里“偷”来的，全部资金只有 １３００ 美元，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可是 ６
年以后，苹果电脑公司就拥有 ８５００ 名雇员，产品行销世界各地，销售额达
５８ 亿美元。美国的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就己创办了微型软件公
司，由于他的电子计算机软件产品上先后开发出了 ＭＳ—ＤＯ５ 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３５
岁时便已拥有 ７５ 亿美元财富，成为美国电脑业巨头。美国因此而出现了一批

创业资本家，专门借钱给那些有技术而缺资金的青年人去创办那些虽有风险
但很有前途的公司，一旦当他们企业成功地发展以后，便须让出若干股份给
创业资本家作为报酬。这些公司的股票上市后，由于企业营业日隆且具有发
展前途，股票价格不断上涨，创业资本家或是因持有大量股票而大盈其利，
或是乘机抛出而赚回大笔现金，或是因持有大部分股权而在公司的董事会中
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案例二】本因公司的质量战略
美国一向有“装在轮子上的国家”之称，汽车制造业十分发达，底特律
市以汽车城著称于世。但是，日本的本田公司不仅将自己的产品打进了美国
的汽车市场，而且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建立了一家汽车装配厂——简称 ＨＡＭ。
本田公司是第一家在美国制造日本小汽车的汽车制造商。
日、美两国的文化背景很不相同，但本田公司为什么能在美国市场取得
如此巨大成功？这应归功于它的质量战略。
本田公司在打进美国市场之前，曾细致地研究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美
国失败的原因。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曾是最大的小轿车
出口商和第一个在美国制造外国小轿车的汽车制造商。但由于它对质量不够
重视，在引擎还没有消灭瑕疵时便迫不及待地推出“野兔”牌小汽车，因潜
伏着大量事故隐患，致使美国的汽车代销商拒绝迸货。后来德国大众汽车公
司虽在设计和工艺上作了改进，推出了改良的“野兔”车，但美国人已经形
成了大众汽车质量低劣的观念，败局无法挽回。１９８７ 年，大众汽车公司只好
关闭其在宾夕法尼亚的汽车制造厂，灰溜溜地撤离了美国。
７０ 年代中晚期，本田公司接受大众汽车公司的教训，为在美国推出本田
公司第一辆阿考特牌轿车作准备，首先派遣一批工程师到洛杉矶地区研究美
国的高速公路，逐次测量每一段路面的宽度和各岔路口的进出坡道。然后回
日本模拟铺设几英里的高速公路，连各处接缝等细节也都模拟得维妙维肖。
这就使得阿考特轿车能完全适应美国的道路状况，美国买主驾驶起来感到得
心应手。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本田公司开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 ＨＡＭ 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
制造日本汽车的历史，并且源源不断地推出新型号轿车。
总裁本田宗一郎始终把保证质量和尽量满足顾客需要放在第一位。他强
调：“当我们开始在美国制造小汽车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生产流水线
试运行时，严格检查，一旦 ＨＡＭ 生产出的小汽车质量比不上在日本制造的，
则我们良好的质量声誉全毁了。”
因此，ＨＡＭ 生产汽车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工艺质量上而不是产量上。
每辆新车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测试，包括两英里的实际行驶里程试验。而大
多数汽车制造厂只采用抽样行驶试验。本田公司采取这种做法，曾承受了一
些损失。由于质量过硬，最终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
保证汽车的质量，必须领先于技术新潮流。本田公司拨出年收入的 ５％
用于研究和开发，而一般汽车制造厂家平均只拔出年收入的 ３．５％。本田公
司还十分注意信息反馈。当他们了解到妇女们驾驶汽车抱怨方向盘大重时，
本田公司就在 ６ 个月内将推出的第二代“序幕”车装上了电动方向盘。１９８５
年 １ 月，美国的《轿车和驾驶员》杂志将本田公司的阿考特轿车列入十大排

行榜，并称道：“阿考特车是世界汽车工业有史以来最接近于全世：界通用
的小汽车”。
【案例三】质量夺魁的旭电公司
旭电公司是美国硅谷的一家计算机企业，董事长为美籍华人陈文雄。这
家公司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比起 ＩＢＭ 公司、德州仪器公司等“电子计算机巨人”
来，只能说是个小弟弟。可就是这位小弟弟却在 １９９２ 年一举夺魁，获得了美
国企业的最高荣誉——国家质量奖。陈文雄本人因此而代表硅谷和美国少数
民族，陪同布什总统巡访了亚大地区。
旭电公司质量至上有哪些特色呢？
一是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美国人喜欢一步跃升，猛烈突破，旭电公司
却向日本学来细水长流式的逐步改善，不是浮躁地企求立竿见影。它将工作
重心放在质量的改进上，并以客户满意与否为标准。陈文雄强调，成品的合
格率应当以百万为指标，即 １００ 万件产品中只能有 ３—４ 个焊接点上的缺陷。
二是尊重客户，及时交流。旭电公司于每周的星期四将客户满意指标的
问卷用传真送到每位客户的手里，要求他们对本公司产品的质量、交货期、
沟通与服务等四个项目打分数，于下星期一回收。收到客户提出的意见后，
于星期三利用电脑网络传给有关部门，星期四上午开会讨论，制订出改进措
施。该公司对与客户联系的 ３００ 名职工，一律配发大哥大，要求他们在与客
户联系的两小时内作出回复，２４ 小时内制订出如何处理与改进方针，以确保
对客户关于质量、交货期等承诺的兑现。
三是博采众家之长，做到切实执行。陈文雄公开声言：只学美国企业的
做法是没有前途的，而是应当把美国和日本的精华结合在一起，学习美国电
脑咨询技术、日本的长期改善观念和劳动纪律。旭电公司坦率地承认：它从
来访的日本京都陶瓷创办人稻叶那儿学到了用户至上。公司的质量副总裁肯
尼迪则强调：“管理专家们早已将质量谈烂了，要索、做法部公开摊在书本
里，只看你是否切实执行。”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到本田公司和旭电公司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征：
第一，这两家公司都极其重视产品质量的提高，并通过质量战略来开拓
市场。本田公司通过质量战备不仅打进了美国的汽车市场，而且成功地成为
第一家在美国制造日本小汽车的美国汽车制造商。旭电公司作为一家中小企
业，通过质量至上的信念和实践，不仅能在硅谷这一强手如林的美国电子工
业城立稳了脚跟，而且脱颖而出，获取了美国企业的最高誉——国家质量奖。
第二，这两家公司在起步时的条件都并不突出，但却都有在商战通过质
量战略以打出名牌产品的强烈愿望。本田公司在 １９４８ 年时只不过是日本丰田
公司的汽车零件推销商，但它的创办人本田宗一郎却每天早上都要站在柑桔
箱上对雇员说：“我们将成为世界性公司！我们必须成为世界性公司！我们
必须摆脱这种丢脸的分包公司的局面！”４０ 年后，本田公司不仅在美国的俄
亥俄州建立了汽车装配厂，而且与英国的雷兰德公司建立了成功的合作关
系，年产值在 ８０ 亿美元以上，实现了成为世界性公司的愿望。
第三，这两家公司在质量问题上都采取了坚持长期作战的方针，反对急
躁冒进的做法。本田公司在美国本土建立汽车装配厂，事先花了 １０ 余年时间
进行调查研究以及美国道路的模拟试验；陈文雄在经营旭电公司时不学美国

人的一步跃升、猛烈突破，而是向日本学来了细水长流式的逐步改善，将工
作重心放在质量的改进上，并以客户是否满意作为标准。
第四，这两家公司都特别重视中场信息的反馈。本田公司后来又了解到
美国妇女驾驶汽车时抱怨方向盘太重，于是就在 ６ 个月内在推出的第二代“序
幕”车装上了电动方向盘；旭电公司对与客户联系的职工，一律配发大哥大，
要求他们在收到客户对该公司产品的意见后，２ 小时内作出回复，２４ 小时内
制订出如何处理与改进的方针，以确保对客户关于质量、交货期等承诺的兑
现。
第五，这两家公司都重视向商战中的对手学习。本田公司在打进美国汽
车市场之前，曾细致地研究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设汽
车制造厂失败的原因，接受了大众汽车公司推出“野兔”牌轿车时对质量不
够重视的教训；旭电公司则认真地博采众家之长，并做到切实执行。
总之，提高质量是一项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的长期工作，只有踏踏实实
地去做，才能使本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战胜形形色色的对手。凡是成功的企
业，在商战中走的便是这样一条成功之路。

第四节

作业管理

如果说对人的管理是“软技术”，那么，将企业中的各种资源进行最佳
配置，用尽可能少的成本，换取尽可能多的产出则是“硬技术”。在这里向
你介绍企业管理的主要概念和公式，以便让你掌握科学的决策思路与方法，
读后你会发现，这些“硬技术”确是你常常要用到的。
作业管理则是由大量的“硬件”技能所组成的，着重解决包括人力资源
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最优利用。在诸如产品生产（例如装配线效率）和提供服
务（例如减少顾客的等候时间）等领域中，作业管理技术将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下面将主要介绍关键的概念和公式，包括规模经济、交叉点分析、保本
分析、准时生产制。在这一章里，公式的计算一般都相当简单，只要求用一
些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然而，即使是这些公式，也简化成了简单的算术
运算，一步步地表示出来。
一、规模经济：数量对成本的影响
大批量地生产或购买产品，会导致单位平均成本降低，认识到这一点相
当重要（见图 ４—９、表 ４—７ 和图 ４—１０）。规模经济可以达到一定的规模程
度，此时固定成本（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可能被所增加的产生或
购买的数量所吸收，进而使单位固定成本下降。规模经济还能降低成本，这
种降低的成本来自于大规模的生产或购买。
注意：规模曲线——描述规模经济的曲线，不同于经验曲线（也称学习
曲线）。经验曲线是指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导致成本下降状况的曲线。因此做
某件事情的时间越长（如进行了适当的培训），就做得越好。要求缩短时间，
而所做的事情又几乎不存在缺陷和错误，这样最终就导致了成本的降低。集
中曲线是反映投入（资源的配置）与产出（生产能力）不对称状况的曲线。

单位平均生产成本

较多的数量意
味着较低的单
位成本

生产数量
图 ４—９

规模经济度量对线本的影响

假定：你经营一个快餐店，固定成本的例子如房租、保险费、设备、家
具、工作人员等，它们不随数量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他们是很稳定的，
而不管数量和服务的方式如何。另一方面，纸杯和餐巾则是属于可变成本的
例子，其数量变化是很敏感的，因为这些餐具的数量，直接对应着服务对象
吃喝的数量。因此在你服务的用餐期间，同以前相比，每多喝一杯，成本就

随之而降低，直到规模经济效益消失。此外，如果你的餐馆原来仅提供正餐，
那么你现在也许会产生也提供便餐的想法。毕竟，你的固定成本，如你的厨
师、服务员（男／女）、房租等等已经被摊销了。事实上，你的可变成本，仅
仅只局限于与你实际所提供的食品部分联系的成本。
表 4－ 7

规模经济：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单位成本的影响

项目 A ：

项目 B ：

固定成本=1000 美元

固定成本=250 美元

可变成本=5 美元

可变成本=8 美元
单

数 量

位

成

本

项目 A

项目 B

250

9.00

9.00

500

7.00

8.50

750

6.33

8.33

1000

6.00

8.25

2000

5.50

8.13

5000

5.20

8.05

10000

5.10

8.02

图 ４—１０ 规模经济：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单位成本的影响

强化规模经济最普遍的方法是：兼并和收购、联合经营、压缩工作日程
和集群管理，下面以医院为例来讨论每一种管理方法。
（一）兼并和收购
将以前两个独立的经营实体，通过兼并或收购的方式，合并成一个经营
实体，常常会出现管理费用戏剧性下降的情况。例如将两个医院合并成一个
医院以后，就要考虑取消职能相同的部门（例如，一个单位是不必要存在两
个人事部门的）。
（二）联合经营
如果两个独立的实体各自履行着相同的职能，并且其实际经营能力，远
远低于其潜在的经营能力，那么就可以把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履行同一职能，
以使其经营能力接近于潜在的经营能力。例如两个相邻的医院，可以作出共
同使用一台 ＣＴ 扫描仪的决定。
（三）压缩工作日程
假定：一家医院为门诊病人提供每周 ７ 天，每天 ８ 小时的服务。而实际
上，这种服务平均来看每天只有 ５ 个小时。由于其需求或利用率仅仅为 ６２％
的水平，那么每周关门两天也许更具有成本上的有效性（这样就降低了劳动
力和设施的成本）。因此可改为每周提供 ５ 天、每天 ７ 小时的服务时间，就
这接近于充分利用的水平。

（四）集群管理
在一家医院里，如果两个部门的职能紧密相连（例如助产科和妇科），
那么，在管理上，就可以采取将两个科室合并成一个科室（如同在一把雨伞
下）进行工作。这样有利于节约劳动力。成本也由于病人数量的增加而下降。
二、交叉点分析：哪种产品更经济
这种定量分析工具能使人们考虑在哪一点上，应该从一处产品或服务转
向另一个更优的方案。这涉及到如何处理规模经济中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问题。
例如你能购买价值为 １０００ 美元的施乐复印机，每复印一份需 ３ 美分的成
本；也能购买价值为 ８００ 美元的 １ＢＭ 复印机，每复印一份的成本为 ４ 美分。
那么经营业务达到什么水平（即复印多少份）时，就选择其中的一台复印机，
而使这一台复印机的成本低于另一台复印机的成本呢？选择复印机的计算公
式为：
FC 2 − FC1
N=
VC 1 − VC 2
式中：
Ｎ：交叉点（又称平衡点）；
ＦＣ２＝２ 号机器的固定成本（ＩＢＭ，８００ 美元）；
ＦＣ１＝１ 号机器的固定成本（施乐，１０００ 美元）；
ＶＣ２＝２ 号机器的可变成本（ＩＢＭ，０．０４ 美元）；
ＶＣ１＝１ 号机器的可变成本（施乐，０．０３ 美元）；
把假设情况中的有关数据代入公式，可得到：
800 − 1000 − 200
N=
=
= 20000( 份 )
0.03 − 0.04 − 0.01
平衡点 Ｎ 也称交叉点，等于 ２ 号机器的固定成本 ＦＣ２ （即购买价格），
减去 １ 号机器的固定成本 ＦＣ１ 之差，除以 １ 号机器的可变成本 ＶＣ１（每复印一
份的成本），减去 ２ 号机器的可变成本 ＶＣ２ 之差。可以看出，不论使用哪一
台机器，当复印到 ２００００ 份时，都没有差别。在实际工作中，当复印的业务
量小于交叉点时，通常选择固定成本较低的那台设备较为有利。这里有两种
检验的方法：为了找出复印份数少于 ２００００ 份，选择哪一台复印成本最低，
就应该比较复印份数为 １９９９９ 份时（比平衡点少 １ 份）和复印 ２０００１ 份时（比
平衡点多 １ 份）的成本情况。结果发现，ＩＢＭ 复印机在复印份数少于平衡点
时较为有利；而复印份数至少为平衡点时，施乐复印机更为有利，这些计算
公式是：
ＦＣ＋ＶＣ×（比平衡点少 １ 份的数量）
施乐：１０００＋０．０３×１９９９９＝１５９９．９７ 美元
ＩＢＭ：８００＋０．０４×１９９９９＝１５９９．９６ 美元
可见，当复印份数少于 ２００００ 份时，选择 ＩＢＭ 复印机成本较低。
ＦＣ＋ＶＣ×（比平衡点多 １ 份的数量）
施乐：１０００＋０．０３×２０００１＝１６００．０３（美元）
ＩＢＭ：８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１＝１６００．０４（美元）

可见，当复印份数多于 ２００００ 份时，选择施乐复印机成本较低。
话又说回来，交叉点分析有几个主要的缺陷，它并没有考虑到货币的时
间价值。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预测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需要复印多少
份（经营业务量）。此外，它还假设在功能特性上两个备选方案是相同的（这
是指一些可变的如质量、耐用性、保修期等方面）。
三、保本分析：如何确定盈亏平衡点
保本分析一般也称量本利分析或盈亏分析，是使你确定一个点，在该点
上，你的投资刚好能得到补偿。保本分析的计算建立在这样几个假定上：
（１）
生产或提供服务的单位数量；（２）总销售量；（３）单位售价。一般地，在
经营的初期，由于产量（销量）少，成本超过收入（此时经营“处于白区”，
即亏损区）；随着产量（销量）的增加，成本线与收入线相交所形成的“缝
隙”变窄，直到收入与成本相等（两线的交点，即保本点）；随后收入超过
成本（此时经营“处于黑区”，即盈利区）。如图所示（见图 ４—１１）。
图 ４－１１

保本（点）的分析图

（一）保本销售量
为了找到必须进行生产或服务的单位数量即保本销售量，将固定成本除
以价格减去可变成本之差。其计算公式是：
FC
Bq =
P − VC
式中： Bq ：保本数量（以点 Ｂ／Ｅ 表示这一数量）；
ＦＣ：固定成本（８００ 美元）；
Ｐ：价格（单价为 ６ 美元）；
ＶＣ：可变成本（每单位为 ２ 美元）。
把假设数据代入公式则有：
$800
Bq =
= 200( 单位 )
$6 − $2
所以，只有销售 ２００ 单位的数量时，才能保本。
（二）保本销售额
为了找出保本点处的销售额，用固定成本加上可变成本乘以销售量之积
的和，其计算公式是：
Bsv ＝ＦＣ＋ＶＣ（Ｑ）
式中： Bsv ＝保本销售额（在保本点的销售收入）；
ＦＣ＝固定成本（８００ 美元）；
ＶＣ＝可变成本（１０ 美元）；
Ｑ＝（保本）销售量（２００ 单位）。
将假设数字代人公式，可得：
Bsv ＝￥８００＋￥１０×２００＝２８００（美元）
所以为了保本，必须实现的销售额为 ２８００ 美元。

（三）保本销售价格
为了找出在保本点处的单位销售价格，以固定成本加上可变成本乘以保
本销售量之和，除以保本销售量，其计算公式是：
FC + VC( Q)
Bp =
Q
式中：
Bp ＝保本单位销售价格（在保本点处的销售价格）；
ＦＣ＝固定成本（８００ 美元）；
ＶＣ＝可变成本（１０ 美元）；
Ｑ＝保本销售量（２００ 单位）。
$800 + $10 × 200
Bp =
= 14( 美元 )
200
所以为了保本，其单位价格必须定在 １４ 美元／单位。
保本分析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因素（如果投资
回收的时间相对较短的话，作为一种可利用的投资分析方法，货币的时间价
值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四、帕累托原理：８０／２０ 规则
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尔菲雷德·帕累托的业余爱好是种植花草。他在花园
里工作时观察到：大约有占总产量 ８０％的豆角，是在占总面积约 ２０％的土地
上收获的。他把一现象进行抽象化，就可以应用到人力资源和质量控制（全
面质量管理）等经营管理中去。例如，根据 ８０／２０ 规则，工人相对较小的差
错（即就是投人），能够导致相当大量不良品的严重缺陷（也就是产出）。
市场上的商人们，也广泛地应用 ８０／２０ 规则来解决经营问题，例如一个公司
用相对少的销售人员，可以实现销售额占其总销售额的很大比重。又如，在
一个公司的某一生产线上，产量相对少的产品所实现的利润，可以占到整个
公司利润总额的绝大部分。
五、准时生产制
这种管理方法是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大野耐一首先提出来的，用于将
生产过程中的存货准确及时地输送到组装线上，以避免库存积压，占用资金，
物流不通畅的现象发生。借助于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利益包括：提高现金流量
（降低了存货水平的结果）和质量控制水平（发现和弥补前一生产工序缺陷
的结果）。根据存货的易腐烂性，这种方法很适合于食品加工业。
然而，其他领域也相当成功地利用了准时生产制（ＪＩＴ）。例如，比尼顿
（Ｂｅｎｅｔｔｏｎ）服装连锁店声称：他们将准时制的管理方法做了一些变通加以
应用。该公司在生产衬衫时并未立即对布料进行染色，直到订购者表示了对
颜色的偏好后才染色，这样的染色就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一些 ＪＩＴ 的批评者，尽管承认该方法在理论上可能获得的效益，但他们
认为，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库存量，以应付频繁的、小
规模的需求（在这里，规模经济的观点不太可能被接受）。所以他们认为，
这种方法不仅会导致定货的运输费用的增加，还导致了整个生产作业系统变

得复杂繁重，因为它需要更多的人力等。
总之作业与生产管理在整个经济行为的运作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没有
作业与生产管理在其中助一臂之力，整个运作过程都会受到影响，会直接导
致其由于落后于其他管理（如财务、市场营销等）而影响生产部门不能吸引
到所需要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５２．９％，下降到 １９７９ 年的 ３６．２９％，而与此同时，因对生产现
场管理特别重视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占世界产出的份额却稳步上升。由此可
见，无论是作业管理还是生产管理都是缺一不可的。

第五节

新产吊发展决策的研究

一、新产品发展的矛盾性
就如人类一样，商品也有生命，每一种商品迟早都要死亡，如果企业只
经营一种产品，则随着该种产品的“失庞”，企业的生命亦必随之结束。为
了延续企业的生命，使企业的利润能维持不变或更上层楼，投资发展新产品，
是绝对必要的。就如 ＰｈｌｌｉｐＫｏｔｌｅｒ 所说“在现代竞争情况下，若不发展新产
品，则企业的风险必定很大。……不断的创新是避开产品线没落的唯一途
径。”
图 ４－１２

产品生命循环

但是发展新产品的投资风险非常之大，此乃因为中场情况是一种不确定
性的环境，而且是动态的，企业于市场上的情况不易把握，因此新产品夭折
宰非常之高，有些新产品刨意虽佳，但却无法发展，徒费一番心血而一无所
获；有些虽制成成品上市，但却不为消费者接受；有些虽被接受了，但却为
时甚短即告消声匿迹，因此新产品夭折率之高：相当惊人。美国 Ｒｏ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ｒｃ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曾就二百种新产品加以研究，发现其夭折率高达 ８０％，
由这个数字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企业投资发展一种新产品时所冒的风险有多
大。
发展新产品固然是延续企业生命所必需，但在另一方面，发展新产品又
必须负担极大的风险；成功固然可以使企业更向前迈进一步，失败则可能使
该企业从此一蹶不振，永无翻身余地。面对着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企业家
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当然，发展新产品是绝对必要的，为了使发展新产品的
风险减少，企业家唯有谨慎选择新产品，并且要建立精密的投资评估模式，
只能选择利润最大，风险最小的产品而投资。在此所要探讨的就是有关新产
品投资的选择方法与评估方式。
二、投资新产品成功的要件
要使新产品的投资能达成预期目标，有几个先决条件必须具备：
（一）有效的组织结构
任何组织一定要有常设的单位来负责新产品投资方案的规划与评估，这
个单位可以是单独部门，必须要有精于经济的专业人才来主其事，因为新产
品的评估是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必须经过细密的思考与谨慎的策划，始能减
低其风险程度。
（二）完整的处理程序
管理人员必须订定一套完整的评估程序，以求周密，经过这套程序的严
密评估之后，错误的决策必可大大减少，投资成功的机会也就更大。
（三）确立评估准则
固然大部分企业发展新产品的目的都离不开谋取利润，因此利润的极大

化是一个最普遍的投资准则，但是也有些企业发展新产品是为了提高商誉或
为了其他目标，因此其评估的准则也就随之而异。企业发展新产品时，必须
先建立适当的评估准则。
三、评估新产品的过程
新产品的诞生，必须经过六个阶段，这个阶段分别为：创意、甄别、企
业分析、产品发展、试销，和商业化；每一个阶段都是新产品试验过程之一，
如果有一个阶段失败，则该种新产品就得放弃或重新改良，以下将就这六个
阶段一一介绍：
（一）创意
每一种新产品都始自创意，虽然并非每种创意都会变成产品，但是从较
多的创意中总是比较容易找出可行的几个。因此，创意对新产品的发展居于
极重要的地位。
创意可以来自顾客，也可以来自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或推销
员；此外，也可以来自顾客，也可以来自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或
推销员；此外，也可以来自外界的刊物或研究报告，甚或来自竞争者。
为了收集这些创意，企业必须筹划．一笔资金以供研究这些创意之用。由
于创意的来源很多，要如何分派这笔有限的资金最为恰当，是一个相当困扰
的问题。一般而言，企业评估的标准是“在已知的预算和风险情况下，使收
集到的新产品创意会有最大可能的报酬”。要达到这个目标，一般最常用的
是规划法。
上述的目标我们可以用一普通的数学规划模式表示如下：
MaxG : ER = ∑ Si( Xi)

Subject to: ∑ Xi≤SB
Xi≥0
此处：ＥＲ＝研究预算的分派所能得到的期望值。
Ｘｉ＝在 ｉ 来源所花的研究费用。
ｉ＝可得到新产品创意的来源。例如：
ｉ＝１，表示就顾客未来需求的研究。
ｉ＝２，表示观察竞争者的产品。
ｉ＝３，表示从本公司过去和目前的研究资料中寻找。
ｉ＝４，表示对推销员的调查。
ｉ＝５，表示现行专利资料中寻找。
Ｓｉ（Ｘｉ）：是一个一般化的函数，表示在 ｉ，来源中花了 Ｘｉ 的经费后，所得
到的创意的期望报酬。
ＳＢ：总研究预算。
图 ４－１３

研究报酬函数

…………
大部分的 Ｓ（Ｘｉ）这个函数形态上都如图 ４—１３，这种类型的函数意味着
研究费所收回的报酬乃是递减的。

这是一个非线型的数学规划问题，总之，则可求得经费的最佳派置，也
就是说可以从最适合的来源找到期望值最大的创意，不致浪费经费。
（二）甄别
取得足够的创意之后，要就这些创意加以研判，研究其可行性，选择出
可行性较高的，这就是甄别。因为并非所有的创意都能付诸实施，也并非所
有的创意都符合公司的目标，甄别的目的就是要淘汰那些不可行或可行性低
的创意，使公司的有限资源能专注于若干种成功机会较大的创意，加以发展。
图 ４—１４ 是甄别过程的流程图，一般而言，甄别所要考虑的因素有两个，一
个是该种创意是否符合公司的目标，另一个是公司的资源是否足以发展该种
创意。在这两个目标底下，要考虑的项目依企业的情况所不同。例如有些企
业的目标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利润，有些是维持稳定的销货，有些则是创造更
佳的商誉；甄别新产品创意时，得就企业所设定的目标来加以评估，以求符
合整个公司的政策。
能够通过这个过程中每一甄别阶段的新产品创意，就可以开始下一步骤
——企业分析。
固然很多不可行的创意可以透过下图（图 ４—１４）的甄别过程加以淘汰，
但是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企业能用在新产品投资方面的预算毕竟是有限，
要就这些可行的创意中安排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势必需要有一套评估的工
具，把所有的创意，用这种评估工具加以评估，分出轻重缓急。
此种新产品创意是
否合于公司目标？

否

利润目标
是

否

销售稳定目标
是

否

销售成长目标
是

否

印象目标
此种新产品创意是
否合于公司目标？

公司有所需的资本吗？
是
公司有所需的技术吗？

否

能以合理成本得到吗？

否

否

能以合理成本得到吗？ 否

否

能以合理成本得到吗？ 否

是
公司有适当设备吗？
是
进行企业分析
图 ４－１４

是
放

弃

甄别过程

一般企业界最常使用的工具是用评估表。评估表的式样见表 ４—８。表中
第一行是评估因素，列出所有与新产品投资有关的因素，如未来市场吸纳量、
原料来源，设备及生产能量、财务、人事、研究发展……等等；第二行是权
数，由于每种评估因素的重要性各异，因此，赋予某权数，使用加权方法，
以分别其轻重。第三行为评等级，一般都分为佳，良，可，差，劣等五级，
每级分别赋予一个分数，依次为 １０、８、６、４、２ 等五种。第四行为总期望值，
第五行为评等分数。试举一例以说明。

假设有某种新产品创意调，用来评估新产品投资的因素分别为二分配通
路，对目前产品的影响，品质与价格关系，原料来源、生产技术，人事等六
种，则用评估表评估的结果得出其评等分数为 ７１．４。（见表 ４—９），另外尚
有二种新产品创意 ｙ：依同样标准，同样方法评估结果，得出其评等分数为
７６．７，由此可知产品 ｙ 的可行性优于产品 ｘ，因此应先投资在 ｙ。
这种评估的结果，得出的可以使新产品的投资风险减低很多。也可以使
投资预算的运用比较合理化。唯掺杂太多的主观因素在内，是其缺点，但仍
不失为一良好的工具。
（三）企业分析
这一阶段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产品在某一段期间内成本、销货量与利
润关系的模式。人们把这种建立模式的过程称为企业分析。下面，将介绍几
个比较基本的模式：
表 4－ 8

评估表

产品创意： X
评估因素

权 数
佳(10)

等
良(8)

评估者：×××
级
可(6)

表 4－ 8

③

(2)
权数

佳L

良⑧

评等分数

TEV

劣(2)

评估表

产品创意： X

(1)
评估因素

差(4)

评估者：×××
等

级
可⑥

TEV

差④

劣②

EP

EV

EP

EV

EP

EV

EP

EV

EP

EV

评等分数
TEVx (2)

①分配通路

1.0

0.1

1.0

0.2

1.6

0.5

3.0

0.2

0.8

−

−

6.4

6.4

②对目前产

1.0

0.1

1.0

0.2

1.6

0.4

2.4

0.2

0.8

0.1

0.2

6.0

6.0

3.0

0.3

3.0

0.4

3.2

0.2

2.2

0.1

0.4

−

−

7.8

23.4

④原料来源

1.0

0.1

1.0

0.2

1.6

0.5

3.0

0.2

0.8

−

−

6.4

6.4

⑤生产技术

2.0

0.5

5.0

0.4

3.2

0.1

0.6

−

−

−

−

8.8

17.6

⑥人事

2.0

−

−

0.2

1.6

0.5

3.0

0.3

1.2

−

−

5.8

11.6

Total

71.4

品的影响
③品质与价
格关系

10.0

（Ａ）损益两平模式
传统上分析企业利润都是使用损益两平模式，损益两平模式能够很容易
地显示出在何种销售量之下，该种产品的总收入刚好等于总成本，同时也可
以显示出某种销售量下，企业的损益如何？
一般计算损益两平的公式都假设为线型函数。其原理为在损益两平销售
量（ＱＢ ）下，总收入（Ｐ）等于总成本（Ｃ）。总收入就是单位价格（Ｐ）乘上
ＱＢ 。决策成本则是单位变动单本（Ｖ）乘上 ＱＢ 。再加上固定成本（Ｆ）。依此

我们可得下式：

R=C

PQ B = F + VQ B
F
QB =
…………………… ( 1 )
P −V
（１）即为最简单的损益两平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上的需求（Ｑ）为已知，而且
Ｑ－ＱＢ ＞０，即利润（Ｚ）为正
Ｑ－ＱＢ ＝０，则无利润
Ｑ－ＱＢ ＜０，则发生亏损
但是这个简单的模式意义相当含混，主要的原因是时间意义的不明确。
对于这个模式的时间意义，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假定它为一年，
亦即每年的销售量应该多少始足以收回每年想花的固定成本。但是对新产品
的投资决策而言，这种解释法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产品的销量并非每年固定
不变，而是连续递增到某一种限度后，再逐渐递减，因此，如果要用这种方
法来解释这个模式，则必须要考虑产品生命循环期内的每年平均售量。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公式是要决定在甚么时候累积差额收益等于累积
总固定成本。二者达到相等的一点即是损益两平点。这种观念与所谓的还本
期间观念相近。因此可以把上述公式改成下式：
m

F = ∑ ·Q …………………… ( 2 )
i =1

式中 ｍ 代表收回固定成本的期间，Ｑ 是第 ｊ 年的预期销售量，等号右边
这代表整个还本期间的累积差额收益。当累积差额收益等于总固定成本时的
ｍ 谓之损益两平点。在其他情况相同下，如果 ｍ 越小，亦即收回固定成本的
期间越短，则此种新产品越有投资的价值。
这个模式固然简单容易了解，但是却有很多缺点，最大的缺点是这个模
工假设 Ｐ 和 Ｖ 都不变，但是实际上新产品上市之后，常为了适应不同的市场
情况，必须改变价格。而依据生产学习曲线的说法，单位变动成本实际上也
是递减的。这种过份简单化的模式在实际应用上并没有多大价值，因此很少
被为人所提及。
（Ｂ）现金流量模式
在评估投资方法中，现金流量模式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一种，新产品投
资也可以及这种方法来评估。其主要原理就是把产品生命循环中能收回的现
金（即现金流入量）折算成现值，和原投资加以比较，求出投资报酬率。在
实际应用上的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第一种方法称为现值法，所谓现值法就是预先订定一个折扣率，（或称
为可接受最低报酬率），这个折扣率一般就是公司的资金成本或资本机会成
本，把产品生命循环各年所可能流入的现金按照比率折成现值，来和发展此
种新产品的投资数额相比，若现值大于投资额，则表示该投资报酬率超过资
本成本。现值法公式如下式：

R1 − C 1 R 2 − C 2
Ri − Ci
Rm − Cm
1 +
2 + …… +
i + …… +
(1 + C )
(1 + C)
( 1 + C)
( 1 + C) m
m R −C
i
= ∑ i
i …………………… ( 3 )
i =1 (1 + C)
ω代表投资现值，Ｒｉ 代表投资总收入，Ｃｉ 代表投资总收入，Ｃｉ 代表 ｉ 年
ω=

总支出，Ｃ 是公司的投资成本或称为可接受之最低投资报酬率，也就是上述
的折扣率。ｍ 是产品生命循环年数。
求出ω之后，要和原投资数额（Ｉ）加以比较，其比较准则如下：
ω≥ Ｉ 吗？

否

放弃此种新产品创意

是
发展这种新产品
如果有很多方案都可行，而投资预算又有限，则以（ω—Ｉ）差额越大者
优先。第二种方法谓之报酬率法，依 Ｍ·Ｈ·Ｓｐｅｎｃｅｒ 的定义所谓投资报酬率
就是‘使投资报酬与投资本支现值相等的利率’，因此，所谓投资报酬率法
就是估计这种投资报酬率，以决定这种投资的取舍。投资报酬率（γ）的公
式如下：
R 1 − C1
R2 − C2
Ri − Ci
Rn − Cn
I=
1 +I =
2 + …… +
i + …… +
(1 + γ )
(1 + γ )
(1 + γ )
(1 + γ ) n
n

= ∑ω
i =1

Ri − Ci
…………………… ( 4 )
(1 + γ ) i

由于上式中（Ｒ，Ｃ，Ｉ，及 ｎ 均为已知，因此可以求出γ，由γ来判断该
种投资的可行性，判断的准则如下：
γ ≤ C 吗？

否

放弃这种新产品创意发展这种新产品
是
（图中的 C 代表投资成本）
最早把现金流量模式用在新产品投资方面的是 ａｂｂｏｔｔ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的
Ｓｏｌｏｒｍｏｎ Ｄｉｓｍａｎ，不过他把风险因素也一齐考虑，他认为上述（３）式中所
求出的现值应该再乘以一个主观机率 Ｐ，这个主观机率的测定是根据该种新
产品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与商业上成功的可能性而判断。Ｄｉｓｍａｎ 把 Ｐγ·ω称为
最大经济评估准绳，代表公司愿意投资于这种新产品的最大数额。若 Ｐγ·ω
大于估计的投资（１），则刻种新产品就值得发展；反之，如果 Ｐγ·ω小于 Ｉ，
则不予考虑。若 Ｐγ·ω／Ｉ 的值越大，则该种新产品越值得投资。
（Ｃ）简单行销组合模式
行销活动的策略很多，例如广告活动，分配通路的选择、放价、产品规
划等等，都会影响到整个产品的销售结果，把这些行销活动称之为行销组合。
在决定新产品投资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未来的销售量，因此必须把行销
组合中的各种因素一并考虑。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企业的新产品投资规划中的行销活动策略只有以下
三种：
Ｐ：价格

Ａ：广告预算
Ｄ：分配预算
可以用一个向量（Ｐ）来表示这种行销组合的形态。
现在可以把这三个因素代入损益两平公式中；假设该公司计划每年花 Ａ
数额的广告费和口数额的分配费。这两种费用都可以视为是固定费用，则原
来（１）式就可改写如下：
F+A +D
QB =
…………………( 5 )
P− V
式中 Ｆ 是非行销固定费用。
广告支出，分配费用以及价格三个因素都会影响到未来的销售量，因此，
需求函数亦可改写成下式：
Q = f ( P. A. D.) …………………( 6 )
利润（Ｚ）是决定于 ｆ（Ｐ．Ａ．Ｑ．）和 ＱＢ ，因此也可列出一个利润方程式如
下：
Ｚ＝（Ｐ－Ｖ）（Ｑ－ＱＢ ）……………（７）
将（５），（６）代入（７）得
F+A +D
] ………( 8 )
P+ V
（８）式是目标函数，我们可以求其极大值并解出 Ｐ．Ａ．Ｄ．其步骤如下：
∂Z ∂Z ∂Z
①先求出
,
,
∂P ∂A ∂D
②令三个偏微分式均等于零。
③解该线立方程式，求出 Ｐ，Ａ，Ｐ。
④代入（８）即得 Ｚ 的极大值。
如此，所求出的代表最适行销组合，Ｚ 代表在已知行销组合下，最大的
期望获利能力。
（Ｄ）培欣决策模式
分析新产品投资报酬的另一种方法是培欣决策模式，这种方法可以建立
一个比较富有弹性且比较严谨的模式，以解决风险性问题。最先使用培欣决
策模式来研究新产品投资问题的是 Ｐａｕｌ Ｅ． Ｇｒｅｅｎ Ｗ．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要使用这
种方法首先一定要确定公司目标，然后列出各种可能方案，可能影响结果的
各种事件和事件发生的概率，以及各种不同结果的利润。利用这种引进资料，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种方案的利润的期望值。
试举一例以说明培欣决策模式如何应用在新产品投资之上；假设公司管
理人员对该种产品将来的获利性有把握，他们对市场吸纳量的大小和定价策
力量所可能产生的结果都无法肯定，甚至对应建立多大的工厂规模始为恰当
都缺乏足够的资料来研制。
要分析这个问题，公司集合各方面主管成立一个委员会，会商结果，发
现下列的情况为已知：
１．公司所能采取的价格方略只有三种，分别为掖脂订价法，渗透订价法，
适中订价法。
２．公司认为新产品上市之初有两种不同的生产能量可供选择，一种是 １
亿磅，一种是 ２．５ 亿磅。如果需求超过生产能量，则需要花三年的时间才能
重新建立适当的产能。
Z = ( P − V)[ f ( P. A . D.)

根据这些基本条件，公司三种方法预测 １３ 年的销售量，一种是乐观估
计，一种是悲观估计，另一种是最大可能估计。
依此总共有 １８ 种不同的可能发展情况（二种是初产能乘三种订价方略乘
三种销售预测）。下一步骤就是要分别求出每种可能情况的期望值。用下图
（见图 ４—１７）来汇集其计算结果。在每一分支未端上的数字分别代表 １３ 年
现金流量的现值。例如：如果采取掖脂订价法建立 １ 亿的产品，而销售量乐
观的话，其期望利润的观值为 ３０４０ 万。
结果良好

全面上市

全面上市
试销

结果平平

再次试销
修改在试销
修改在试销

结果欠佳

再试销
修改在试销
停止上市

图 ４－１５

试销结果可能策略

从图中看出大规模产能的期望值都较高，掖脂订价法下的情况电比其他
价格方略更有利。因此，如果公司决定上市该种新产品，似乎会采用大规模
产能，再配上掖脂订价法；但实际上，如果采取这种策略，公司也可能蒙受
重大的损失，因为远有 ２０％的可能性的可通用性要损失 ２８４０ 万美元。因此，
公司一定要取得确定的情况才能做最后决定。
假设公司透过市场调查，取得确实的销售预测情况，则对这种市场调查
工作，他们所愿付出的费用是多少呢？这个答案是 ５６８ 万美元，因为如果公
司没有这些情报，则有 ２０％的可能要损失 ２８４０ 万美元；因此他们愿意花 ５６８
万美元去取得完全的情报，以防止不确定情况下所可能招致的损失，这就是
培欣分析法的大要。因此可知培欣决策模式的目的是在分析该种新产品投
资，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期望利润，以及汇集情报的成本。
培欣决策分析很清楚地表明了报酬率的预测机率的影响，并且对某一特
别策略的价值受未知环境影响的结果也予以简单表明；它以每一策略的预测
结果及其机率做为比较基础，因此，每一策略的价值可以用可能报酬率的机
率表明，如例上图中的（Ｐ１ ，Ｆ１ ）策略如以机率分配来表示，则如图 ４—１６
所示。
培欣分析法只取期望值现值来做为比较的依据，而未比较其机率分配。
这种只选择最大期望值的方法有时不太理想。例如下图代表发展新产品的两
种策略的机率分配，其中第二种策略显然较第一种策略具有较高的报酬率，
但其报酬率的平均数，显然是第二种策略较佳，但当比较其机率分配时，则
某些较保守的公司可能采取第一种策略，因为第一种策略的报酬率在 ３１～１２
％之间的机率甚大，但第二种策略则可能会低至 ４％。反之对某些较迸取的
公司而言，则可能会采取第二种策略，因为第二种策略有高达 １８％的可能。
因此，比较不同策略的机率分配仍然有其必要，这是培欣模式的缺点，以上
就企业分析中评做新产品投资的方法，列举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模式，若干分

图 ４—１６ 两种新产品投资方案预期报酬率的机率分配

析的结果证明产品具有投资可行性，则可继续下一步骤——产品发展。但上
述各种模式繁简不一，究竟如何使用，应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大凡越复杂的
模式，评做结果的有效性越高。
（四）产品发展
新产品刨意经过甄别和企业分析后，接着就要将蓝图制线成品，这个工
作又分为两部分，一方面由工程部门来进行工程分析，另一方面由行销部门
来进行消费者偏好分析，人们把这两方面的活动统称为产品发展。产品发展
主要在综合工程制造与实验结果，对产品创意加以修改，才能更适合于制造
和市场需要。
就工程分析方面而言，所要研究的不外乎下列三项：
（１）外型设计分析
（２）材料与加工分析
（３）价值分析
就消费偏好分析方面而言，所着重的则是有关包装设计，厂牌设计，商
标设计及产品颜色的研究等等。
经过这两方面的研究改良之后产品无论从外观或内涵而言，都会比较适
合潜在的消费者的需求。
（五）试销
产品发展出之后，一般都先行选择一较小的市场，做一次甚至一次以上
的试销，试销的结果可做为是否全面上市（即商业化）的参考。
试销的目的在于将新产品及与其有关的行销策略，首次付诸实施，以观
图 ４－１７

察顾客的反应。因此试销工作是产品大量上市前的一项实验，其成败对日后
该种产品的命运用决定性的关系。
按常理，试销结果如果良好，则该种产品应全面上市，如果试销结果情
形欠佳，则宜继续再做一次试验，直至结果明显化为止。综其情形，可归纳
成图 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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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Ｎ 决策图

我们要决定是否全面上市，单靠直觉殊为简陋，一般多采用 ＤＦＭＯＮ 决策图全

名为 Ｄｅｓｉｓｉｏ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ｖｉａ ａ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ＧＯ—Ｎ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系由 Ａ． Ｃｈａｒｍｅｓ，
ｗ． ｗ． Ｃｏｏｐｅｒ，ｊ． Ｋ． Ｄｅｖｏｅ 及 Ｏ． Ｂ． Ｌｅａｔｍｅｒ 等人所提倡。又称为 ＧＯ—ＯＮ
—Ｎ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系以新产品试销时消费者所反应的情报，
来选择最佳决策。
ＤＥＭＯＮ 决策图假设新产品的试销结果会导至下列三种决策之一：
ＧＯ：试销结果相当理想，公司应将该产品全面上市。
ＮＯ：调公司应停止上市，并且不必再试销。
ＯＮ：由于试销决策不明显，宜再另外安排一次试销，期能以第二次试销
结果，供公司做为是否上市的参考。如第二次仍不明显，则需再进行第三次
试销。
然而事实上公司的试销预算有限，如遇到上述情形，不可能无限制试销
下去，因此，必须选择一最适路径，以配合有限的预算。
如何决策这条最适路径，公司得先衡量下列限制因素：
ｍ：远本期间
ｎ：新产品生命循环周期
ＺＧ ：ＧＯ 决策所要求的最低利润
Ｚｎ ：ＯＮ 决策所要求的最低利润
Ｐｒｇ ：Ｇｏ 决策所需的最低可信限，亦即限制 Ｚ 的概率。
Ｐｒｎ ：ＯＮ 决策所需的最低可信限，亦即限制 Ｚ 的概率。
这些因素对 ＧＯ—ＯＮ—ＮＯ 决策的限制（见图十六）。以 ＧＯ 而言，必须先
有下列两个条件始可做 ＧＯ 决策。
（１）远本期间结束时的预期利润，必须大于 ＧＯ 决策所需求的最低利润，
即 ＺＧ。
（２）在远本期间内达到上述利润的概率必须大于 Ｇｏ 决策所要求之最低
可信限，即 Ｐｒｇ
这两个条件是公司管理当局制订适当 ＧＯ 决策的标准。其他 ＮＯ 或 ＯＮ 决策
亦仿此推论。
利用此种 ＤＥＭＯ 决策模式，我们能决定试销的结果若为 ＧＯ，则应大量上
市。新产品投资评估过程至此始告一段落。
结 论
新产品投资是所有投资中较复杂的一种，因为它牵涉的范围包括设备的
更替，原料的改变，技术的引进，甚至推广活动也要改革；因此，对新产品
投资的评估极为不易。故近期学者专家们致力于新产品决策的研究者颇多，
各种决策模式纷纷建立，但在实际应用上还不普遍。
上述所介绍的决策过程，乃是新产品投资决策的判断所不可或缺的过
程，可以汇集全部过程，以流程图型态表示，（图 ４—１９）应能更为清楚，
由图中可以发现，经过这个严谨过程的考验，再加上过程中各步骤所建立诸
模式的评估，新产品投资的风险当可减低。
企业环境是一种动态且不确定的环境，如何随机应变偶发的情况，则有
待管理人员当机立断的抉择，模式的建立只是一种辅助的工具而已，这是每
个从事企业管理人员所应深切体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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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投资决策过程

第五章
第一节

劳动管理

激发职工的积极性
一、组织行为

把工人的劳动组织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任何企业的劳动过程
都是由许多工人相互协调而组织起来的。在这一个劳动过程中，各个工人要
安排在最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并要求他们严格地按照工作要求进行操作。要
使工人的积极性和技术充分地发挥出来，必须使工人各得其所，使工人自己
感到：分配给他的这项工作是最适合于他的工作。
激发工人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他们树立强烈的责任感，正
因为这样，光靠金钱的刺激是不能产生持久的和真正的积极性的。只有使工
人树立高度的责任感，才能激发出工人劳动的积极力量。
培养有责任感的工人，根据美国 ＩＢＭ 公司的经验，主要是要注意四个问
题：（１）根据工人的技术、爱好的特点，给他们安置最适合的工作岗位；（２）
向工人提出高标准的劳动要求；（３）使工人充分了解自己的劳动条件；（４）
让工人有参加生产管理的机会。
向工人提出的劳动要求，是能否激起工人劳动的积极性的重要问题，实
际工作证明，一个人如果只要求低标准的工作，就不会有什么积极性。低标
准的工作要求只能抑制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向工人提出高标准的劳动
要求，就可以激发他努力地工作并尽可能发挥他的工作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强迫工人去达到较高的目标。恰巧相反，经理人
员要善于使工人推动自己的积极性去达到目的。而要引导工人自己激发出劳
动热情，就必须使他们把目光集中于最高目标。
向工人提出高标准的要求，也并不是意味着把标准提得越高越好。所谓
高标准，指的是经过一定的努力可以达到的标准。如果企业所提的高标准是
工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是达不到的，那么，这样的高标准就不但不能激发工人
的积极性，反而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热情，使他们转而消极，甚至产生与企业
相对抗的对立情绪。
给工人规定的高标准，必须是合情合理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
工人的劳动能力、技术状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统计，同时，吸收工人和工程
师一起进行协商。工人只有感到企业规定的高标准是合情合理的，才会甘心
情愿为之奋斗。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给工人提出高标准的劳动要求的同时，经理和
各级管理人员也必须给自己的工作提出高标准的工作要求。因为经理和管理
人员只有做出高标准的管理成绩，才能为工人全面地实行高标准的劳动提供
最好的客观条件。须知工人劳动得越紧张、工人劳动效率越高，越是向管理
人员提出高标准的管理条件和组织条件。如果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低，管理
和组织水平差，企业向工人提出的高标准的劳动要求也是无法实现的。
为了使工人在劳动中产生主动的积极精神，为了使工人能在劳动中自由
地发挥技术，必须给工人提供便于他们工作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使他们
充分了解各种劳动条件——了解他所操纵的机器的性能、了解他所生产的产
品的特点，了解他的同事的劳动情况和企业的成就，了解他所从事的同一工

作的最高和最新成绩等等。
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提出高标准的工作要求以及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资
料，是激发工人劳动积极性的外部客观条件。但是，仅仅这两方面的条件，
还不足以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还必须培养他们树立经营管理的思想，使
他们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让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一定的管理是应该的，
使他们明白自己处于被管理地位时应尽的责任。所有这些，只有让他们亲自
参加经营管理，才能逐步树立起来。
美国《商务周刊》曾经报道“彻萨皮克和俄亥铁路公司”职工因参加管
理工作而提高积极性的消息。
当然，让工人参加经营管理，主要是为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正如前
面所提到的，工人可以在参加经营管理中提高自己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这些
责任感和自豪感是激发工人积极性的内在动力。
虽然工人参加适当的经营管理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责任感，但他们并不能
代替原有的经理管理人员。工人参加适当的经营管理之后，他们的主要职责
仍然是劳动。所以，工人参加经营管理的程度，完全是取决于实际的效果。
这就是说，工人参加经营管理是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为目的的，因此，他们
参加经营管理的程度，要由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二、处理好工人的经济报酬与劳动态度的关系
给予工人的经济报酬并不是刺激工人的积极性的主动力。最好的经济报
酬也不能替代责任感或良好的劳动组织。
但是，工人所得到的经济报酬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企业
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状况。在现代社会中，因工人的经济报酬问题经常引起
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冲突还演变成为极其复杂的社
会问题，会严重地损害企业的利益。
在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的时候，必须认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付给工人
的工资和其他经济报酬是一种开支，因此，企业希望这项开支能固定下来。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所收到的工资是一种收入，因此，工人也希望这项
收入能稳定下来。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只要处理得当，上述问题是能得到完满解决的。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社会结构的变
化，为解决上述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客观条件，使工人的工作和收
入进一步稳定下来。
在美国和欧洲，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自动化设备日益普及，这就
要求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能长期地稳定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这一点，
不论对企业还是对工人，都是有利的。
在欧美的一些企业里，为了使工人感到企业利益同他个人利益之间的一
致性，近几十年来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工人向企业投资、买股份。这样一来，
工人除了获得基本工资以外，还可以从股份中分得企业赚得的利润。企业赚
取的利润越多，工人分得的股利越多。这一新制度，缓和了企业和工人之间
的矛盾，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和助长了工人的积极性。美国克劳思——
采勒尔巴赫公司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作为典型。这一成就已记载在该
公司刚总裁亚历山大·赫隆的一本书中。

当然，这方面的经验还不算多。而且，具体的做法还有待进一步摸索。
但是，不管怎样，上述原则在推动工人的积极性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发挥经过专门训练的职工的作用

所谓经过专门训练的职工，包括工程师、研究人员、法律顾问、经济顾
问等。在现代化的企业中，由这些组成的职工队伍有了显著的扩大。举例来
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国共有七十五个工业公司设有自己的
研究所或试验室，在这些研究所里共雇佣了一百多个经过专门训练的职工。
在当时，这个数字已被认为很惊人的数字。但是，事隔五年之后，在 １９５０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上述专门技术人员的队伍已发展一倍。而到 １９５５ 年为
止，美国共有三千个以上的企业备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人员的队伍
显著地增加。
被雇佣的专门技术人员的成份也在不断扩大。现在被雇佣到工业和商业
企业的专门技术人员，不仅有工程师、会计师，而且也包括过去被称为“外
行”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没有搞过工程技术工作的物理学家、化
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及其他自然科学家，也包括数以百计的
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和律师等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
发展，也同时加速了上述雇佣专门人材的倾向，受雇的专门人材的范围也日
益扩大。
为了充分发挥这一新队伍在企业中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和经营管理专
家都正在加紧研究这个问题。在工商业的经营管理学中，关于这些人的地位
及其管理方法还没有解决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先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的著
名工商业管理事家彼得·德鲁克。
由于这些专门人材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他们既不是劳工队伍，又不是
管理人员。他们是现代企业职工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现代企业的职工可以有三个组成部分：（１）经营管理人员；
（２）普通工人；（３）专门人材或称“个体专门人材”。所以把这些专门人
材称为“个体专门人材”，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方式都是个体地进行的；他们
不像工人和管理人员，只有协同合作，组织成一个整体才能对企业作出贡献；
他们都是真正地靠个人的研究和工作，单独地为企业作出贡献。
研究人员要为他个人的研究工作负责。他的研究成果有时也要被其他人
应用于工作当中，但研究人员不对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负责。他对于
企业的某些有关部门至多也只有指导的责任。
经理人员的工作直接是为企业的目标服务的。经理人员的工作好坏可以
直接表现在他对实现企业的目标所作的贡献上。因此，经理人员的工作就是
企业的实际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经理人员工作得好坏，直接影
响企业的利益和总目标。经理人员的工作同他们周围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有
密切的组织关系。
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不一定直接为企业的现实目标服务。他们的工作有
时不一定能直接从企业的具体成就中衡量出来。他们的工作带有较大的自由
性，没有受严格的组织关系的限制。研究人员的工作成绩是从科学价值的角
度来衡量的，而不是根据企业的具体成绩来衡量。
一个经理人员也有他的业务水平的衡量标准，但这业务水平并不能决定
企业的目标，而只能影响他在实现企业目标中的表现。因为企业的目标是企
业的利益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经理人员的业务能力所决定。反过来说，企业
的目标决定着经理人员的业务能力的发挥程度和发展方向。

企业的科学研究人员则不然。他们的研究目标不是由企业的日标所决定
的，而是取决于研究人员本身的专业知识。企业的目标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工
作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但这个影响只表现在：一、他的研究重点；二、
使他的研究工作同企业的目标相适应；三、他优先研究的项目。
显然，如果说公司的销售经理很能干，但实际上该公司的商品却卖不出
去，这种说法就是很荒谬的；但是，当人们说某公司所雇佣某物理学家、化
学家等等是很能干的时候，可以完全不管该公司的经营状况——该公司经营
得再坏，甚至公司倒闭，也无损于该物理学家或其他科学研究人员的荣誉。
由此可见，具有专门高深知识的科学研究人员虽然受雇于某一个企业，
但他的工作成绩、业务水平是由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决定的，与企业没有多
大关系。与此相反，经理人员和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实际成果直接与企业所取
得的成绩相关联。
从领导关系来看，具有高深专门知识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不受任何监
督，而只能受到帮助和指导。
当然，以上所说的几方面，只是科学研究人员同经理和工人之间的大致
的差别。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企业所雇佣的科学研究人员可能从事类似于经
理人员的工作，有的则从事类似于工人的工作（如技术员）。但是，科学技
术人员毕竟构成企业的工作人员队伍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既不同于经理
人员，也不同于工人。
因此，对他们的管理也应该按照特殊的原则和政策。各个企业对于他们
制定了特殊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尽管还不完备，但大体上包含以下几
个内容：
一、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必须符合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的工作目标只能
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相一致。
当然，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项目，也应该尽可能同企业的实际目标相吻
合，应尽可能适应企业的生产方向。这就是说，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虽然在
性质上不同于经理人员和工人，但研究工作不能完全与企业无关。
企业要为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不仅在财务上，而且
在资料和文献供应方面。为了便于使科学研究人员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企业
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联系起来，有的企业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有的企业让研
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参加企业的某一有关委员会（如计划委员会等）。尽管这
些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科家并不懂得其具体的计划工作，但是，这有利于他们
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能。
而且，对企业来说，吸收这些有学问的“外行”参加某些有限的管理工
作，可以便企业的工作考虑得更加周密和全面，也有利于企业的管理人员放
开眼界，使他们的思路走出“本行”的狭隘范围。
二、根据研究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根据企业研究工作的特点，
制定一套相应于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性质的研究工作级别，以便鼓励他们和
提拔他们。研究人员的级别应不同于管理人员的级别。但有的企业忽视了这
一差别，把一些好的科学研究人员提拔成经理人员。其结果，反而束缚了科
学研究人员的能力（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即有的科学研究人员在提拔成
经理人员之后，可以成为好的经理人员。但是，这样一来，也就使该科学研
究人员丧失了原有的科研究人员的资格，而成为真正的经理人员）。
有些企业看到了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特点，设置了适应于他们的工作性

质的特殊的职务等级体系。这一做法是值得赞赏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是
这样做的。如他们规定了“高级冶金专家”或“总顾问”等头衔，用来授子
那些在专业上有很高造诣的科学研究人员。
三、必须给予科学奖金。奖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企业作出的成绩。
设立科学奖金不仅可以鼓励科学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也激发经
理人员和工人的劳动和工作积极性。
四、对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不采取“监督”的方式。
五、把科学研究人员安置在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的研究岗位上，
使他们专心致志地把全部精力，以至毕生精力献给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研
究人员只有在他所感兴趣的领域内进行研究，才能使他们产生攀登本领域最
高峰的雄心壮志。
关于科学研究人员的管理工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这是工
商业发展历史上出现较晚的新问题，所以，它在许多方面都还不很完备。需
要企业在未来的具体工作中进行摸索，并不断总结经验。

第三节

知识劳动者的管理

在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市场当中，直接参与生产工作的劳动者一机工、泥
工匠、农夫等，在整个“劳动群”里，是一个呈现稳定衰退现象的部分；至
于属于正在快速成长的“劳动群”则包含“知识劳动者”——会计师、工程
师、社会工作人员、护士、各种电算机专家、教师与研究专家，在这群“知
识劳动者”当中，成长最快的一类则数公司组织的经理人员。在今日美国的
“劳动群”当中，那些以知识来参与生产工作的人员（亦即所惯称的“劳心
者”）是最庞大的一群，也是最昂贵的一种资源。
通常“知识劳动者”的收入既非经由供需定律，也不是由他们的生产来
决定的，他们的工资与红利远比那些直接参与工作的”劳动者”高。
一、为何要管理
“知识劳动者”的薪资虽然如此优厚，但是他们的生产力是否远胜过其
他员工，乃是一个大疑问。
同时，“知识劳动者”虽然所获薪资特别优厚，从事有兴趣的工作，而
且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具身体伤害性；但是，他们常感郁郁不乐或是至少不能
完全感到满足，这就是目前所常说的“员工的疏远感”或者称为“员工的不
安感”。这种现象总是发生在公司组织所雇用的“知识员工”当中，而且极
端影响组织的生产力。
目前实在无法衡量“知识劳动者”的生产力或满足感，但是关于如何改
进他们的生产力或满足感，则有许多方法。事实上，就整体而论，此两种需
求——商业界要求具有生产力的“知识劳动者”以及“知识劳动者”成就感
满足的要求——虽然可以加以区别，但是它们都能经由以相同方法来管理“知
识劳动者”，而获得解决。
二、“心力贡献”的概念
欲管理“知识劳动者”，首先必须了解解决“知识劳动者”，的生产力
和成就欲的关键在要求他们自动自发的责任感。一个组织内的所有“知识劳
动者”，上自主要管理人员，下至最低级和最资浅的管理人员，都必须每年
至少有一次的被接见机会，以下列问题询问他们：对公司贡献了什么？而用
什么证明您确实可拿这么多的工资？您的贡献和绩效呢？您认为组织应该让
您担任何种职务呢？您知道您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吗？而您将如何来实现这
些目标和任务呢？
基于上述的了解，任何人欲管理知识劳动者，其首要的任务在于“诱导
这些‘知识劳动者’充分的贡献其心力”，而不是单单诱导他们去“尽力”
而已。诱导“心力贡献”是极难做到的。
既然要诱导“知识劳动者”贡献心力，因此就必须能评鉴他们的“心力
贡献”。诚然，研究工作是“抽象的”而且是不可能加以评鉴的。但是，这
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无论如何，一家公司内的研究部门，不问其真正绩效如
何，每年都必须举行一次或两次部门内部及与管理部门合开的讨论会议；会
议中就下列两个问题讨论：在过去两三年内，我们究竟贡献了多少心力，而

且究竟对公司有些什么改善呢？在以后的两三年中，我们应该继续贡献多少
心力，以改善公司的现状呢？
“心力贡献”事实上常常不能加以衡量，如何来评判“贡献”的优劣是
足以引起争论的。举个例来说，经过五年多的艰辛研究而提出一项新的生化
理论可以导致发展出一种新的、具优越特性的医药；以及制造出一种糖衣阿
斯匹林，虽不具科学价值，但是因为它使得小孩子觉得阿斯匹林可口，因此
而改进了小儿科医药的有效性。此两项发现都立刻增加了公司的销售量和利
润，那么，究竟那项发现较具“贡献”呢？
三、适才适所
管理“知识劳动者”最重要的规则，也是管理人员极少能注意到的，就
是要使他们能负责他们所专长的职务，而且不要强迫他们参加无止境或无意
义的会议；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够适才适所的话，他们必然会自动地停止工作，
同时元止境的和无意义的会议将会剥夺掉他们许多展露专长的机会。
为了了解知识劳动者是否适才适所，经理人员有一个方法可以找出症结
——询问“知识劳动者”个人（与他所属的班组）下列的问题：经理人员的
所作所为，以及公司管理人员共同所作所为是否有助于您所想要负责的事务
呢？是否阻碍了您的发展？是否给予您充足的时间去完成您想要负责的事
务？给予您完成该事务所需要的资料，以及该事务所需要的工具呢？
安排知识劳动者，首先应遵守的规则，是公司内的职务出缺需要甄取工
作人员时，该项空缺必须由能够操作该项职务以及能够使该项职务发生效能
的人员加以补充。欲使“知识劳动者”具有生产力需要注重组织管理循环的
“作业控制”，即必须明确能够操作“知识工作”和使“知识工作”发生效
能的人员隐藏在组织的何处？以及他们是谁？这是很难精确地找出来的，因
为效能很难加以衡量。
欲有效的管理“知识劳动者”，需要一张经常的定期的主要职务空缺目
录和列级表，而后就下列问题加以考虑：不论他们是研究人员或会计师，推
销人员或经理人员，生产工程师或经济分析专家，他们当中谁是所需要的工
作人员呢？这些工作人员被指派的是什么工作呢？是否有效呢？是否他们被
指派这种工作，无论如何认真表现，仍然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成果呢？
完成上面的工作后，接着必须确定“知识劳动者”所负责的职务恰好是
他们的能力所及的职务，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会是一个全才，何况知识工作大
多是趋向于高度专业化，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下列几个问题：
这个“知识劳动者”能够做什么工作呢？他现在所表现最佳的工作是什么工
作呢？以他的能力真正能获得最大的效能是在何种情况下呢？
总而言之，一家公司的人事管理对“知识劳动者”的个别差异加以考虑，
然后就考虑安排他们担任本身能够获取最高生产力的职位。
四、观察工作效能
依能力来安排“知识劳动者”的职位并非一件易事，工作效能的高低受
影响的因素极多，“适才适所”固然是归根究底的主因，但是偶尔的情绪高
低潮、工作态度等往往能使效能呈现高低的差异；所以前述的考察法虽然不

无道理，但是总会有所偏差，因此，欲真正做到“适才适所”，提高公司的
“生产力”，就必须不断地注意“知识劳动者”的工作表现，观察长期的变
化等，才能不断地调整他们所担任的职位，如此才能正确地使他们生产最佳
的工作效能以及提供他们最大的心力。
【案例一】发挥全体人员的创造力
丰田成功的秘诀，一是“统一意志”，二是“发挥全体人员的创造力。”
所谓“统一意志”，即是从首脑部门到各级领导骨干，对公司的发展大计、
重大的改革措施，都做到心中有数，明确分工。
所谓“发挥全体人员的创造力”，就是鼓励下级员工提合理化建议。总
厂及分厂设有 １３０ 多处绿色的意见箱，并备有提建议的专用纸，每月开箱一
次到三次。
仅 １９８０ 年就有 ８５９０００ 条建议，比 １９７９ 年增加 ５０％，建议采纳率力 ９３
％，付出的奖金达 ９ 亿日元。据统计，３５ 年间提出的建议总共有 ４４２ 万条，
丰田有 ４ 万 ５ 千名从业人员，平均每人提近一百条建议。
在这些建议中，最多的是技术上的建议，有的是减少浪费的措施，还有
的是来自各种渠道的经济情报。对职工提出的建议，即使不采用，丰田的有
关部门也忖以 ５００ 日元作为“精神奖”给予奖励。现行最高的“合理化建议”
的奖金可以高达 ２０ 万日元。
此外，对技术上的重大革新创造，自然另有褒奖。公司还设专人负责收
集、整理合理化建议，研究其可用价值，评级发奖，并交上级尽快采用。
丰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已成为日本汽车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生产
厂家，拥有十座汽车制造厂，３３０ 多家零件协作工厂，生产量为日本之冠，
最高年产量达 ３０ 万辆，已进入世界汽车工业的先进行列。在世界上仅次于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占第二位。
丰田牌汽车已输往 １２２ 个国家。在海外有 １５０ 多家代理店，有 ５２００ 多家
特约经销商店。近几年来，经济不景气，日元在国际市场上被迫升值，丰田
自然也不免受到困扰，但在日本各大企业中，它仍然处于做视同行一枝独秀
的地位。
不信任员工，轻视员工的建议或建议不予理采，无疑是管理者在堵塞企
业发展的路途，在企业发展中自我设置障碍。
３５ 年，平均每人提建议达百余次，平均每年每人提建议 ３ 次，这不是一
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而是一个大型企业的优秀领导者所领导的企业精神的
体现。
没有什么实现不了的，员工的建议比任何其它管理人中的建议更实际，
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站在生产第一线。正因为如此，丰田公司才会飞黄
腾达。
【案例二】信任的力量
长岛铁路公司将设法赢得员工的充分信任，作为消除长岛公司不良印象
的公关计划的一部分。负责公共关系的前副总经理吉姆·舒兹说！“员工对
于公关计划的了解与信任，对于公司印象所做的贡献，不亚于散发大量的小

册子与新闻报道，因为行车人员、售票员、站台员在公众眼中都是长岛铁路
公司的代表。”
总经理汤姆·吉德法罗升任总裁后，发出一连串的给“亲爱的同事”的
信，请他们给公司提意见，他通过公司出版的杂志，通报公关计划的实施情
况。
此外，吉德法罗又发出一些“你听到过吗？”的特别函件，向员工报道
有关公司装备更新、服务态度改进以及货运量提高的最新消息，以鼓舞士气。
吉德法罗还经常利用进餐的机会与基层领导对话，坦诚恳谈开拓中的困
难，并希望基层领导将公司的计划带给他的部属，从而得到员工的理解。
公司每年为员工编印特别年度报告，报告中说明改进服务态度以及改善
铁路与乘客及沿线社区关系进展的情况，并且附有财务方面的摘要资料。
为了提高员工士气，公司对特别有礼貌及提供特别服务的员工立即给予
嘉奖，同时附一封称赞员工的信，并将具有代表性的称赞信，定期在公司刊
物上发表，有时还撰写成报道登载在报纸上，这样不但提高了士气，而且使
公众及新闻媒介对长岛员工的服务精神也刮目相看了。
信任总能给人一种无往不胜的勇气，其所产生的动力是无以估量的。利
用信任的力量管理好企业。
我被你信任着，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公司是信任我们的，我们与公
司是亲密的。这种信任所带来的能量和效益是长岛铁路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
原因。
当然，信任并不是在口头上对着员工喊喊口号说：我信任你们就行了的。
其间必须有许多的措施相跟而上，给职工一种确确实实被信任的印象，因而，
他们亦会为公司的发展而努力工作。
士为知己者死，别忽视了信任的力量。

第四节

薪资制度与员工福利
一、薪资制度

所谓薪资就是指薪给与工资，一般而言，以工作品质要求为主的报酬称
为薪给；以工作数量要求为主的报酬称为工资。换言之，劳心者的收人为薪
给；劳力者的收入为工资。其实无论薪给或工资都是工作的报酬，在本质上
并无差别，现代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劳心劳力几不可分，其原因如下：
由于生产日趋机械化与自动化，工作人员也需要具备较高的教育与训练
方能胜任，工作上往往须同时应用体力与智力。
以往劳心工作者的薪给常较劳力者的工资为高，现在有许多工人的工资
等于或反高于职员的薪给。
健全的薪资制度为企业与员工所共同关切，因为对企业言，倘若薪资定
得太低，将使企业在人力市场上失去优越的竞争地位；倘若将薪资定得太高，
则将使生产成本增高，或影响盈余或削弱产品的市场竟销地位。至于对员工
而言，由于薪资不仅是他经济生存的依靠，而且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
健全的薪资制度是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基础，一旦薪资制度发生缺陷，其他人
事业务也难推动甚至完全无效。
健全的薪资制度至少须具备三种基本条件，即公平、合理及具有激励作
用。论及公平合理就牵涉到绝对薪额与相对薪额两项问题。所谓绝对薪额就
是指每位员工工作后所获得的实际钱数，由于绝对薪额可以确定员工的生活
水准、社会经济地位及商品与劳务的购买能力，因此，每位员工自然都希望
薪资越高越好。多数人固然了解公司所能负担的绝对薪额有一定的限度，但
若与公司盈利情况或其他公司所付薪额有太大差异时，就很容易引起员工的
不满，或导致工作效率与工作情绪的低落，离职率增加，破坏了企业的和谐
与合作气氛。
所以，企业管理当局除了应该重视上述的因果关系外，还应该负责使薪
资支出能在经营费用中占适当的比例，而且要考虑各项影响薪资制度的外在
因素，尤其是当地流行薪额，以维持绝对薪额的合理，如此，则薪资合理化
的条件自可达成。
其次要讨论的是相对薪额问题，相对薪额乃是指员工本人所得与其他员
工所得的相对比较关系。一位员工可以满足于他的绝对薪额，但是当他将自
己所得与其他技术、年资、工作相似的同事比较，进而发觉自己的薪额相对
地显得太低时，他就会感到不满意。
经验显示，如果企业员工在绝对薪额可以维持生活的时候，对于相对薪
额也相当敏感重视，但对相当薪额不满所引起的问题和绝对薪额不满所引起
的问题同样严重。所以，要使相对薪额合理，就要根据工作的繁简难易及职
责轻重，将各种工作详加评定，也就是实施工作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结果做
基础，来确定薪级的差异，这样才能达成薪资公平的目的。
薪资做到公平合理而没有激励作用，仍旧不能算是健全的薪资制度。一
个顾主可能在有利的情况下，以廉价得劳工，但其所获得劳力的多少终究与
所付出的报酬相等，换言之“出多少钱只能获得到多少劳力”。严密的监督
固然可以增加工作量，但受雇人因缺少激励作用，会尽量减少到不被开除为
止。然而在有激励作用的薪资制度之下，工作人员所得报酬的多少，完全由

本人的意愿和能力来决定，愿意多作工作的，就可以得到较多的报酬。
（一）影响薪资的年在因素
先就影响薪资的内在因素而言，所谓内在因素是指与职务特长及状况有
关的因素，其主要有：
１．职务的权力和职责
权力和责任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不过权力是由责任而来。责任是由
判断或决定能力而产生，对于权责重的人应给予较高的薪资，因为权责重的
人其决定和判断的正误对于公司产品的品质、市场、信誉与盈利有较大的影
响。如领班的工资应高于技工，其原因就在补偿领班在过程中所作正确判断
和决定，这部分高出的工资也是建立领班职务专业严格的工具。
２．技术和训练
技术和训练高的人，应拿较高的薪资，这部分较高的薪资不但包含报酬，
而且包含积极性的激励。所谓报酬乃是补偿学习技术所耗的时间、体能和智
慧；所谓激励是使员工从事更艰难的工作，并使受雇人员愿意学习和从事技
术工作。
３．工作的时间性
有些工作是长期的，另一些工作是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对于后者无论其
薪资是计时、计周、计月，通常都比正常受雇人的薪资高。其原因如下：
（一）
这些人过了季节或时期就失业了，其失业期间将无收入；（二）这些受顾人
在受雇期间可能没有社会安全保障，雇主无需为他们支付保险等经费；（三）
这些受雇人可能没有福利享受，如红利《休假和一定日数的病假等。
４．工作的危险性
有些职务具有危险性，妨碍人体健康；也有些职务具有令人难以忍受的
气味、温度、光线等，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需要胆识体力。因此他们的薪资
应比在舒适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人的薪金高。这种高薪资的作用是补偿他们
的体能、耐心和冒险的精神，从心理的观点看，也是一种安慰和鼓励。
５．福利及优惠权利
有些企业对人工办有种种福利或赋予若干优惠，如供给员工廉价或免费
的食宿。或允许员工以优惠价格购买其产品或服务。凡是没有福利或优惠的
公司，就应该在薪资方面予以适当的弥补，方能维持人力的稳定。
６．风俗习惯
同工同酬为薪资的重要原则，但是在有些社会里，传统上都认为女子的
薪资不应该和男子一样，还有学徒的工资也往往不及一位粗工，这是因为学
徒还在学习阶段，一旦学成出师，赚得钱可能比粗工多得多。
（二）影响薪资的外在因素
１．生活费用
确使员工及其家庭获得维持生活费用的薪资，是制订薪资率的基本考
虑。所谓生活费用也就是指一个人日常经济生活衣食住行的费用。决定生活
费用的是物价，物价上涨如不增加薪资原有的生活水准就不能维持，所以，
企业在制定薪资时，应考虑当时的生活程度，使雇用的人员能维持最低水准
的生活。由于物价因生产供需及其他原因时有高低，因此在制定薪资时就要
依据物价指数和资料，以维持员工生活的安定。

２．雇主负担薪资的能力
薪资和企业的生产力有关，如果企业所负担的薪资，超出其负担能力，
则雇主不是停业就是破产解体。至于顾主负担薪资的能力，就涉及公司如何
将其纯利分配给股东及员工的原则，因此引出的问题是在纯利中，应保自若
干作为将来扩展业务之用。可否增加生产力？实际的问题是经营和生产方法
的改变可否弥补增加工资的支出。所以一个公司能否负担某些特殊的薪资是
要看这些薪资支付对全部费用支出的重要性而定。
３．当地的通行薪资
公司所在地区与所属行业的环境，对于薪资的订定有种自然一致的趋
势，顺从这种行情制定薪资，将不会招致员工或同行业的批评，从事薪资调
查就是在求对当地环境的了解。不过，不论用什么作为决定通行薪资的依据，
如果薪资的调整完全视其达到通行薪资的程度而定，则现行薪资水准绝对不
会提高。如果要随着工业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突破这道防线，也就是至少
要有某些雇主率先将增加的薪资超出通行薪资的水准。
４．劳动市场
劳力供应和商品相似，以稀为贵，尤其是技术人员的多少，对薪资的影
响很大。可能某一特殊地方的粗工工资比其他地方的技工工资还要高；发展
特别快的某行业的薪资，比在其他行业从事同样工的作者的薪资高；新工业
区的薪资可能比旧工业区的薪资高，这些现象在土地广大的国家尤为显见。
５．劳力的潜在替身
薪资不但受现有劳力的影响，而且受劳动市场中潜在替身的影响。这些
替身可能是机器，如销售冷饮的人员，如其工资太高，雇主可能改用冷饮销
售机代替，有些工人如果已知道将有新机器来代替他的劳动，即使工资减少
他也愿意从事。还有些替身可能是人，这些人是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妇女或临
时工作者，由于他们的存在，自然对薪资支付发生影响。
６．产品需要的弹性
工资影响物价，工资也受消费者意愿的影响。如女性裁缝的工资要比男
性裁缝的工资富有弹性，因为不少的妇女自己会做衣服。女理发师的工资比
男理发师的工资富有弹性，因为有些女人自己洗头做头。如果工资、商品或
服务的代价，高到大多数人不愿支付的时候，人们可能宁可不要这种服务。
二、薪资调查
企业当局必须调查当地其他企业中相同或相似工作的薪额，以与本机构
的现行薪额比较，进而依据本机构的其他条件，调整薪资结构，以保持企业
的竞争地位。因此，就有薪资调查的必要。
一般而言，薪资调查的责任是由公司主持人及人事主管负责，其调查程
序如下：
（一）选择对象
选择调查对象牵涉到两个问题，即应选择哪些公司及应调查几家公司。
一般而言，选择适于作薪资调查的公司应依以下原则：
１．同业中同一类型的其他公司。
２．其他行业中有相似工作的公司。

３．雇用同一类工人，可构成竞争对象的公司。
４．工作环境、经营政策、薪资与信誉均合乎一般标准的公司。
５．与本公司距离较近，而在同一劳力市场招揽员工的公司。
至于调查对象的数目，则受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的限制，通常以调
查二十家即已足够。
（二）争取其他公司的合作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各公司彼此交换经营情报资料的行为已日渐普遍。很
多公司都已了解交换管理情报资料的价值与功用，因此也乐于参加合作。因
为各种调查的公司可以少数的费用提供资料，即可换取有价值的研究结果，
用以增进企业本身的经营效能。通常薪资调查的初步接洽，宜由公司总经理
亲函其他公司总经理，说明调查目的、资料保密方法、研究结果的分配等并
要求合作。去函后继之以电话与面访。
另一可行方法是由人事主管出面，直接与其他公司人事主管接洽，若当
地有同业组织或管理学会，则通过此种组织于会议中提出计划，即更易获得
同业支持，便利调查工作的进行。
（三）选择代表性工作以便比较
所谓代表性工作是其职责在本质上可明确区分，而且界限明显，稳定而
少变化。例如，某企业公司的所有职位工作范围共设有十个等级，则应从每
等级中各选一两个确能显示难易程度及职责大小的工作。作为代表性工作的
比较基础。
（四）决定资料内容
所谓薪资包括的内容其问差异相当大，一般而言，薪资是包括本薪、年
功薪、各种加给及各种福利。由于目前有些企业机构本薪高，而另一些机构
福利多，故仅仅比较本薪查不出真实情况。因此，除本薪外还要深入调查其
他各种加给与福利，如红利、奖金、养老金、加班津贴、各种保险、特别休
假等。至于各公司每周上班工作时数不同，致所得相同而薪额不同等因素也
应考虑。总之，若想得到可靠的资料来建立薪资结构，就必须分析各公司的
薪资有关项目，并列入比较项目中。
（五）准备工作
由于各公司现有资料的不同，汇集资料的方法也必须针对调查对象而有
所调整。例如某公司可能备有极完善的工作说明表，使工作内容的比较简易
迅速，其他公司可能毫无此种资料，而必须先作工作分析再予比较。
由于各公司对工作所用的职称并无标准，有些工作职称相同，但内容差
别可能很大，所以从事薪资调查的人员不能以职称作为比较基础，而须先在
本公司搜集各种欲加比较的工作说明表，然后持往其他公司寻求相同的工
作，因工作内容不相同，则薪资比较将毫无意义可言。
（六）汇集资料
一是由举行调查的公司选派代表到某公司去访问，在访问中去搜集资
料；另一是将调查表邮寄其他公司索取资料。前者所得资料较为正确，且在

对方缺乏工作说明表的情况下，还可直接向工作人员查询获得所需比较资
料。若调查范围广，对象不限于本地机构时，仍以使用调查表方式，较为方
便有效。
（七）资料的整理与统计
调查完毕应立即将资料汇整列表分送各参加调查的公司。统计表中各公
司仅用编号而下列名称以免其薪资资料为他人查知，故能完全保密。调查报
告通常分为三段，即一段资料概述，个别职位薪资资料的统计，以及全部己
调查职位薪资总表，个别职位薪资统计应包括下列各项：
（１）参加公司的编号。
（２）各公司现职人数。
（３）各公司本薪或薪资范围。（即最低薪与最高薪）。
（４）由平均数或中位数决定的平均本薪数。
薪资资料时时改变，故需经常调查修改薪资结构，调查的频率或周期的
长短，依下列因素而定：
１．当地及同业中薪额改变的速度。
２．本公司、当地及全国经济情况的稳定性。
３．劳力供应的稳定性。
三、薪资政策与薪资结构
考虑了影响薪资的内外在因素，并根据薪资调查的资料，加以研究与分
析之后，即可着手拟订本公司的薪资政策，这方面应该决定的是：
（一）本公司薪资水准与当地薪资水准的关系
经过薪资调查了解了各公司代表性工作的基本薪额、平均收入、最高及
最低薪额及辅助收入项目。然后用统计方法取得每项资料的平均数或中位
数，并绘于散布图上，由薪资的分配可求得薪资曲线圈，然后将本公司现行
薪资资料，与调查所得资料作一比较分析，可大略显示薪资表中，何处需要
调查，其关键何地，如下图所示：（见图 ５—１）
将本公司及其他公司薪资曲线比较结果，其情况不外以下各种：（１）一
切曲线与当地调查所得薪资相仿。（２）一切皆高于或低于调查所得。（３）
有些曲线部分较低，然后与调查所得曲线相交并继续升高。（４）有些曲线部
分较高，然后与调查所得曲线相交并继续下降。若已决定采用与当地薪资水
准相当的政策，则在第一种情况中，不须有重大的改变，而在其它各种情况
中，则须将基本曲线一部分或全部提高或降低。
公司方面所订的薪资水准，如完全比照当地其他公司所订薪资水准，可
使本公司在公平的基础上和其他公司竞争，避免员工或外界人士对薪资的不
利批评，甚至优秀人才被人挖墙角。不过也有些公司采取薪资政策，将薪资
水准订在当地流行薪资水准之上，其原因为：
１．由于在产品成本中，薪资部分所占比例很少。
２．由于其管理或生产效率特高，可使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低。
３．由于产品有独占性，所以工资高，售价也高，将高工资的负担，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
４．由于以高工资为号召，可录取技术水准高的工人，招工容易并可提高
士气。
相反地，有些公司采取低薪资政策，其结果对于招募及维持员工的工作
能力，也无严重影响，其原因为：
１．由于员工在该公司工作稳定，收入也稳定，工资虽较低也不愿离职他
就。
２．由于在薪资之外，尚有各种可观福利及津贴。
３．由于公司人事管理健全，员工相处和谐，认为在该公司内工作，精神
上很愉快。
（二）公平合理力求同工同酬
建立薪资制度必须公平合理，并尽可能做到同工同酬，这方面就需要公
司进行工作评价，使员工要享受某一等级的薪资就要具备相当此一薪资等级
的各种条件，以鼓励员工从事于较高技术的训练与工作。如果公司的薪资报
酬不以职位等级为依据，毫无标准，或依传统习惯，或对某些人有所偏袒，
必将导致员工的不满及工作的情绪的低落。
（三）决定补助薪资及奖励制度的范围与标准
目前世界各国有种趋势，就是补助薪资的项目日渐增加，所谓补助薪资
就是包括加班津贴、休假津贴、夜班津贴、午餐津贴、国定假日津贴、年终
奖金、全勤奖金、团体保险、福利及其它辅助等。由于这些补助薪资在薪资
成本中所占的百分比，通常相当的高，因此公司对补助薪资范围与标准，在
拟订薪资政策时也应该有所规定。
此外，如一个公司的生产力已经正常，而且生产上的各种工作都已有了
相当的标准，为了使薪资具有充分的弹性，公司在对生产情况作详细研究后，
可考虑拟订一套适当的奖工制度，以使员工趋向于竞争的工作态度，激发员
工潜力并提高效率与生产。
薪资制度决定了之后，就要涉及薪资结构的涉及，首先需决定最低与最
高的薪额，也就要薪额的范围，其次要决定的是薪额的分级，也就是薪资的
差距，亦即一般所谓的薪率。
通常使用的薪率有两种，一种是单一薪率；一种是可变薪率。所谓单一
薪卒是固定薪额的薪级，每一职等只有一种薪额，凡属同职等的工作人员皆
获同一待遇，薪额的增加只能从一个薪级跳升至较高的薪级（如图 Ａ）。至
于可变薪率则不然，薪额的增加可在原薪级内晋升，亦即在一个薪给内有不
同的薪额，员工可因年资与考绩而改变薪额。（如图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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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单一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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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可变薪率

单一薪率的最大优点是在于无须决定同职等内每一员工的薪额，而且在
维持薪资记录与估计人工成本时，较为简单。在生产方法和工作已经有了高
度的标准，每一员工确可胜任某一标准的生产工作时，可以采用此法。不过
在另一方面，由于单一薪率不能依员工的工作绩效及年资计酬，对一般员工
缺乏努力工作的激励作用，而且优秀员工因与普通或新进员工同一待遇，常
有不公平的感觉，所以许多企业愿意采用可变薪率作为补救。
薪率决定了之后，就是设计薪额幅度的问题，所谓薪额幅度是低等与高
等薪额的差距数。这方面有两项问题值得考虑，第一是决定薪额幅度的大小；
第二是决定各职等问最低薪额的差异。
１．薪额幅度的大小问题
理论工作职责的难易轻重大多是逐渐增加的，突然改变的情况并不常
见，因此，薪级的差距如能做到相等或很接近，应是薪资结构设计的重要原
则。还有一项影响薪额幅度大小的因素，就是选择固定与变动薪额幅度的问
题，例如，固定薪额幅度为三百元，则任一职等与次高职等薪额均差三百元，
但在低职等中三百无可能代表 １０％的幅度；而在高职等中三百无可能不足 ５
％。于是在加薪的时候低职等加薪的比例大，高职等加薪的比例小，造成一
种不公平的现象。
事实上，由于低等职位比较多，升级机会也多，幅度不宜太大；而愈到
上层职位愈少，升级机会也少，就宜有较大幅度，以免多数人同时升达顶点，
而形成冻结现象。因此，宜采用变动薪额幅度法，即下级的幅度小，上级的
幅度大。
２．职等间最低薪额的差异
最低薪额的差异问题是决定相邻两薪额幅度否互相涵盖，或上一等的最
低薪恰高于下一等的最高薪（无涵盖）。此中变化颇多，现简单说明如下：
（１）各职等问薪额无涵盖：此种薪资结构如图 Ｂ，其缺点甚多，因若幅度适
当，则因薪额累进关系，总薪资成本太高，若幅度过小，则又难与考绩加薪
办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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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薪额制度有涵盖

（２）各职等间薪额幅度有涵盖：此种薪资结构如图 Ｃ，因此法可以考虑
其他因素图 Ｃ：薪额制度有涵盖酌情加大薪额幅度，而不致使薪资成本累积
至惊人程度，故常为企业界所采用，此外，此法尚有以下优点：
①弥补等级缺陷：少数难易程度相近的职位，不因职等差异而有极大的
薪资差异。
②显示工作熟练程度的差异：次一职等的熟练员工应较上一职等新进人
员得到较高待遇。
③便于暂时调动职位：减少次高或较低职位在暂时调动时的困难。
不过在决定薪额幅度涵盖程度时应加以注意，因涵盖部分过多，则上下

两职等间的薪给差异过少，对工作激励常失功效；涵盖过少则薪资成本增加
迅速，对公司开支负担增加，仍需研究考虑。一般多以某一职等的薪额中点，
作为高职等最低薪额（如图 Ｃ 中的虚线所示）。其理由为：
１．中点代表一个熟练员工应得的薪额，中点以下代表学习阶段，而中点
以上则在能力与效率方面皆有水准以上的表现。
２．中点也就是单一薪率制度中每一职等应支的薪额。
３．每一职等的优秀员工应与高一职等初学人员支付相等薪额。
４．容易计算
四、薪资制度与奖工计划、奖励计划
目前最通用的薪资制度有两种：一为计时制；一为计件制，分述如下：
（一）计时制
此制度是以工作所费时间作为计算工资的标准，时间计算有以小时、日、
周或月为单位。如以时计者即以工作时数乘以每小时的工资额，即所得工资
数。
计时制的适用范围为：
１．产品品质高于产品数量的工作。
２．工作不便以件数计算。
３．生产工作常受阻碍或迟延的事情，而使奖工制度不适用。
４．规模较小，上级对于下属可施严密监督。
该制度的优点为：
１．员工工作情绪不致过分紧张。
２．计时工资数额确定，计算简便。
３．雇主易干预算人工成本，员工有固定收入。
４．员工可专心提高产品品质，不致粗制滥造。
计时制的缺点为：
１．工作与报酬不能一致，缺少鼓励作用。
２．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无法确知。
３．为保持工作效率，须多设监督人员，增加支出。
４．优等与劣等人员同样报酬，有欠公允。
（二）计件制
计件制是以完成工作数量或产品件数为计算报酬的标准。其工资是随其
产品增减而高低不同，工人自身负担其时间的得失。其计算是某人生产数量
乘以每一单位应得的工资。
这种制度的适用范围为：
１．工作性质重复而便于以件数计算的。
２．工作监督困难不便采用计时制的。
３．有鼓励提高生产速度及数量的必要的。
４．原料分配便于分散在厂外工作的。
计件制的优点为：
１．按工作的劳绩及成果计酬，较为公平。

２．易于计算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
３．员工为增加产量多得薪资，常能改良工作方法增进工作效率。
４．可减少监督人员节省支出。
该制度的缺点为：
１．员工只求增加工作速度，产品品质易致粗劣。
２．员工为求增加收入常工作过度有碍健康。
３．因管理或技术改进而使生产效率增加时，如依原标准实施计件制，则
工厂负担过重，如减低原有标准，常易引起员工不满。
薪资制度虽然是以计时制与计件制为主体，但实际上根据调查显示，大
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厂还是以计时作为报酬的基础。但是如果一家公司的
生产力已经正常，而且对生产上的各种工作绩效，都已建立了客观的计算标
准，那么根据计时及计件的原则可另采用奖工计划，则对公司及员工均有利，
奖工计划如执行妥切可使产品增加，员工的收入也增加，而公司亦可得到较
多合乎品质标准的产品，且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也降低。
所有的奖工计划都是对超出水准的工作给予奖金，但各种奖工计划的奖
金，都各有其依据与方法。除以上的“计件制”外，现举其要者说明于下：
（三）泰勒论件计划
此计划为泰勒所创，就是将薪资按工作的产出分为高资与低资两种，高
于产出标准的给予高资；低于产出标准的给予低资。
该计划的公式为：
Ｅ＝ＮＲ１ （１）（工作在标准以下）
Ｅ＝ＮＲ２ （２）（工作在标准以上）
Ｅ＝工人所得工资
Ｎ＝产品件数
Ｒ１ ＝未达标准的工资率（较低）
Ｒ２ ＝已达标准的工资率（较高）
例如，工作时间八小时的标准产出为十件，高资率为每件三元；低资率
为每件二元，如甲产出为十件，乙产出为九件，则甲所得工资为 １０×３＝３０
元；乙所得工资为 ９×２＝１８ 元。
由上例可知该计划具有刺激力，成功者得厚酬，失败者得薄酬，可激励
工人增进产品保持品质。不过该计划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最低工资的保证，对
低技能的工人所费工时并无补偿。
（四）海尔赛计划
这是以节省时间为计算基础的奖工计划，通常在正确绩效标准还未确定
时使用的。海尔赛计划可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资，即各工人除按时（日）应得
的工资外，如其工作效率超过标准，则按其所节省的时间，给予奖金以资鼓
励。
该计划的公式为：
Ｅ＝ＴＲ（１）（工作在标准以下）
Ｅ＝ＴＲ＋［（Ｓ－Ｔ）Ｒ］Ｐ（２）（工作在标准以上）
Ｅ＝工人所得工资

Ｓ＝标准工作时间
Ｔ＝实际工作时间
Ｐ＝百分数
Ｒ＝每小时工资率
例如完成某一工作的标准时间为十二小时，某工人以八小时完成时，基
本工资率为每小时二元，奖金率为 ５０％，则此人之所得为（８×２）＋［（１２
－８）×２］×５０％＝２０ 元。其中十六元为保障工资，四元为奖金。
海尔赛计划的工作标准并非根据“时间研究”而定，而是以已经工作纪
录的平均数而定，所以应用比较容易。因有每日工资保障工人也乐于推行，
而且由于节省时间而产生的奖励工资，是由工人与公司分享，所以当生产量
超过工作标准愈多时，工人所得的报酬总数虽然增加，但每一件工资则反而
愈少。
（五）１００％时间奖工计划
如果通过“时间研究”及“工作抽样”决定了正确的时间标准，员工就
可得到他所节省时间的全部价值。该计划和前计划的不同，就是在于本计划
将奖金率定为百分之一百，以上例而言，工人所得的工资为保障工资十六元，
另加奖金（１２－８）×２＝８ 元，共为二十四元。
所以“百分之一百时间奖工计划”与“计件制”相仿，所不同的是前者
是以“标准时间”；而后者是以“标准单位”为计算工资的标准。工人完成
一小时的规定工作，其节省时间完全属于工人自己的收益，公司方面毫不分
享，故称的为百分之一百奖工计划。
该计划与计件制相比，优点是将每小时应完成的工作保持不变，而可将
每小时工资率调整增加或减少，如将计件制的每件工资减少，则工人将认为
是削减工资。
（六）卢文计划
该计划是以工作时间为基础给予奖金，其奖金的数目随其效率百分数（节
省时间与标准时间的比例数）成比例增加，方式上接近海尔赛计划，不过与
海尔赛不同处，是节省时间较少时，其奖金给付较海尔赛式为有利，但节省
的时数愈大，则所获得奖金反而按比例减少。
该计划的公式为：
Ｅ＝ＴＲ（１）（工作在标准以下）
S− T
E＝TR＋TR（
）（ 2）（工作在标准以上）
S
例如完成某一工作的标准时间为十二小时，某工人以八小时完成的，基
12 − 8
本工资卒为每小时二元，则此人所得为（８×２）＋（８×２）× （
）＝
12
２１．３３ 元。
卢文计划适用于缺乏明确工作标准的公司，依该计划不论标准时间如
何，因奖金自行设限，工人都不能获得两倍于其计时制的工资。所以，标准
时间纵有错误，也不必缩减工资。不过，该计划的缺点也在于奖金不是随节
省时间的时数而加多，反而成比例减少，不足以鼓励员工做最大限度的生产。
同时该计划因计算复杂不易了解，也容易引起工人反对。

（七）艾默生计划
艾默生计划的特点是按工人的工作效率，分别予以不同的奖励，使工人
容易获得奖金，以鼓励更多的工人努力工作。所谓工作效率是以一定期间内
（一星期或一个月）工人所做各项工作的标准时数之和，除以工人实际工作
时数之和。例如工人甲在一星期内经手五件工作，其标准时数之和为三十六
小时，实际工作时数为四十小时，则工作效率为：３６÷４０＝９０％。如果工人
的工作效率在 ６６％以下，则仅得其工资而无奖金。如效率在 ６６％以上时，则
按效率等级，分别配予相当的增加工资奖金率，而发给奖金。如效率在 １００
％以上时（亦即超过工作标准），则除对于节省的时间再按小时工资率计算
外，另加实际工作时间 ２０％的奖金。
该计划的公式为：
Ｅ＝ＴＲ（１）（工作效率在 ６６％以下）
Ｅ＝ＴＲ＋Ｐ（ＴＲ）（２）（工作效率在 ６６％～１００％之间）
Ｅ＝ｅ（ＴＲ）＋０．２０ＴＲ（３）（工作效率超过 １００％以上）
公式中 Ｐ＝奖金率
ｅ＝工作效率
例如某公司所定效率等级及其相对的工资加百分率如下表：
效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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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标准工作时间为四十小时，每小时工资率为九元。
工人某甲的工作效率低于 ６６％，则其应得工资为：
Ｅ＝４０×９＝３６０ 元
工人某乙的工作效率为 ８０％，则其应得工资为：
Ｅ＝４０×９＋０．０７×（４０×９）＝３８５．２ 元
（工人某丙工作效率为 １１％，则其应得工资为：Ｐ＝７％）
110
Ｅ＝１．１×４０×９＋０．２０×４０×９＝４６８ 元（ｅ＝
＝１．１）
100
采用此计划有个特点，即工人的工作效率与奖金均每周（或每月）结算
一次，而非按每天结算或按某一工作结算，可使工人各日的工作效率得以前
后截长补短，而有获得奖金的可能。而且奖金随效率而逐渐增高，有促进员
工努力进取的作用。不过这种奖工计划计算过于繁杂，工人不易了解；又需
雇用较多的记录员，增加间接费用；同时因按周或月总结一次，时间距工作
的时间相差稍远，奖金的刺激力难免消失。
（八）甘特作业奖金计划
此计划近似泰勒论件计划，所不同的是甘特的计划是以标准时间为基
础。其目的在奖励工人于限期内完成工作，以充分运用机器设备，以减低成
本。
此计划公式为：
Ｅ＝ＴＲ（１）（工作在标准以下）
Ｅ＝ＳＲ＋ＰＳＲ（２）（工作在标准以上）
例如有甲、乙两人，分别办理标准时间为十小时的工作，每小时工资率

为九元，奖金为 ３０％。
工人甲以十一小时（未达标准时间）完成工作，则其工资为
Ｅ＝１１×９＝９９ 元
工人乙以十小时完成工作（按标准时间），则其工资为
Ｅ＝１０×９＋０．３０×１０×９＝１１７ 元
此计划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确的标准时间。并且由上例可知，此计划对未
在标准时间内完成的工作者，对其所耗时间仍计给工资，实具有保障工资的
意义，公平合理，故易为劳资双方接受。其缺点是在效率高低不同的情形下，
每单位效率所增加的奖金比率相等，有欠弹性。
（九）团体奖工计划
工作性质须数人或团体合作，不便分开分别计划，如产品装配工作，则
可采用团体奖工计划，使组内各份子互相监督鼓励，并可促使技术较次者努
力提高水准，以免影响同组的其他人员。
前面所述各种奖工计划大多可应用于团体奖工计划中，如采用甘特计划
则可决定团体作业标准及团体奖金百分数。所得奖金可分配各组，再分配于
各人。
团体奖工计划的缺点是个人成绩难得表现，同时在一个工作上已很默契
的团体，假如临时加入一位新手，就会使团体的工作成效遭受影响。
以上所举的各种薪资制度及计划，除计时制可广泛应用于各行职业外，
其中大多数还是适用于生产部门的作业员（当然有些计划如爱默生计划对办
公厅的员工如打字员、资料管理员等也适用）。但对另一类人员如销售人员
和管理人员等而言，就要采用另一种奖励计划了。
１．销售人员的奖酬
企业对销售人员给予奖金极为普遍，过去这种奖金大多以佣金薪资方式
给予，即以销售成果作为员工的报酬，这和计件制具有同样的激励性。不过
近年来，大多数企业对销售人员还是采用保证薪资外加某种奖金的方式。
纯佣金制的逐渐减少，表示出现代企业开始重视整体的销售工作，这些
工作包括直接销售、收集市场重要资料、对客户的服务、提供正确有效的报
告以及协助对新进销售人员的训练等等，由于销售人员的报酬，如果都以其
销售量作为主体，那么其他的活动就不会得到销售人员的注意。
在设计销售人员的奖金制度时，首先必须决定公司所期求的是哪种行为
方式，如果公司希望直接销售，那么就要对佣金详加规定；如果公司希望加
强宣传工作，那么重点就要放在薪资，或建立某种可换算为金钱的计点制度；
如果公司重视新客户的开发，那么在汁点制中就要对这方面的成就配以较高
的点分。至于其他因素也可按轻重分别配点分。如规定接到一个定单为二十
五点；招来一位新客户为二十五点；提出一个满意的报告为五点，总之这些
点都可依不同的公式换算为金钱。
２．管理人员奖酬
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一样，也受金钱方面的激励。对管理人员的奖金也
和其他人员一样，要依组织所需要的行为而设计，不过这方面因组织阶层和
工作类别而有很大的差异。
对高阶层行政主管而言，其行为重点是冒风险，所以要鼓励他们革新以
及对组织的成长和发育负担必要的风险。故而行政主管的奖金不能以一种共

同的公式来处理，而须详细查明每一个行政主管的行为后，再决定其所应得
的奖金。
对中阶层管理主管而言，其行为重点是放在和公司内其它人员的合作关
系与胁调方面，因而可以以一个部门为基础，视其绩效的一般情形，而明确
地将奖金按其本薪的百分比，分配给各个管理人员。如此可将管理主管的个
人绩效和其部门的绩效相结合，既保留了基本的薪资结构，又保留了一部分
富有弹性的给付。
至于对基层的管理人员而言，如现场监工等，还是以衡量为主，衡量标
准有四种：（一）部门总产量，（二）品质率，（三）生产如期完成情形，
（四）生产按部门预算完成情形等，奖金可按其绩效衡量标准分别给付。
根据美国方面所作的调查，显示高阶层行政主管的薪给和奖金在公司薪
酬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逐渐降低。有许多额外报酬已转为股票认购、退休
金和其他延缓性的报酬。其中股票认购部分尤为盛行，就是公司按股票原价
或低于原价优先售于行政主管，如果行政主管做得好，公司股票就会上涨，
他就可以获得利益。不过股票认购正如员工分红一样，在公司对员工的基本
报酬如薪资、保险和退休等都已照顾到后，施行方为适当。一般而言，年长
的员工对延缓性报酬如股票认购、退休金等较有兴趣，四十岁以下的人则较
偏爱现金。
五、合理薪资的计算
企业为了谋求安定成长，不能容许用人费无限制的上升。就企业来说必
定有其适当的薪资总额（用人费总额）。
一般所指的合理用人费是指企业所能合理负担的用人费而言，亦即在企
业支付能力限度内的用人费。倘使超过这一限制，该企业的经营将无法成立。
但是，这种想法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的认识，合理的用人费并非以企业本位来
计算。假如该企业不为生产力的提高而努力，比其他同业的支付能力逊色时，
无论如何不该将自己的经营不善以减少员工薪资的方式谋求补偿。倘有此
举，企业成长无异建立在劳工的牺牲上，决非来自企业努力（生产性的提高）
的成长。因此，欲计算用人费的合理数额时，不宜单从企业方面，而是要参
照一般的薪资行情与劳工的生计来计算。
假如，企业所付给员工的薪资不足以维持生计，员工将无法发挥其生产
力。薪资水准若低于市场行情，有才能的人将纷纷转到薪资水准较高的企业，
如此，不但生产效率每况愈下，有时无法确保必要的劳力。长此以往，企业
逐渐衰退而导致倒闭也不足为奇。由此可见，合理的用人费，犹如上述，务
必由企业的支付能力、劳工的标准生计、一般市场的行情三个基推来予衡量。
再者，决定用人费之际，上列的三个基准未必要有同样的权数。有时以
企业的支付能力所占比重最高，反之，亦可以市场行情为重。要紧的是，权
数的决定可经由劳资双方的协议。
薪资水准如以下所示的薪资公式，由各种生产性所决定。因此，假如自
己公司的薪资水准比其他公司低时，有必要对该公式构成因素中的某一因素
努力，去提高生产性。经营者需要经常掌握自己公司的适当薪资，使生产性
的上升高于薪资的上升。
薪资计算公式如下：

平均薪资 ( 薪资水准 ) =
固定资产
员工数

×

用人数
员工数

产量 − 制品库存
固定资产

=

× 价格 ×

（劳动装备率）（设备生产性）

附加价值
( 产量 − 制品库存 ) × 价格

（附加价值率）

×

用人费
附加价值

（劳动分配率）

物的生产性

销售劳动生产性
附加价值劳动生产性

六、合理用人费的计算
（一）企业的支付能力
衡量企业支付能力的方法很多，以下所列为一般所用于衡量用人费支付
能力的尺度，其中以③④⑦项较为普遍。
①物的劳力生产性（生产量÷员工人数）
②销货劳力生产性（销货÷员工人数）
③销货对用人费比率（用人费÷销货）
④劳动分配率（用人费÷附加价值）
⑤附加价值劳力生产性（附加价值÷员工数）
⑥单位制品的薪资（用人费÷生产量）
⑦由损益分歧点衡量
（二）销货额与用人费的比率
此为最简单而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之一。该比率的算式可分解如下：
用人费
(= 薪资水准 )
用人费
员 工
=
= 用人费比率
销 货 销 货
(= 销货生产性 )
员 工
由上式可知，倘用人费比率为合理的话，由用人费的支付能力来看，薪
资水准的提高必须在每一员工的平均销货额的上升率范围内，此处所称的用
人费并不限于每月给员工的薪资与津贴，而是包括了为雇用员工所发生的一
切费用在内。因此，除了办公室的员工及推销员的薪水津贴，制造过程中的
直接人工及间接人工，甚至福利费，例如由公司所负担的保险等亦予列入。
（三）劳动分配率
劳动分配率由以下的算式来计算：
用 人 费
劳动分配率 =
附加价值
即由企业所赚出来的附加价值当中，究竟有多少被分配到用人费，以比

率所表示者为劳动分配率。因此，该比率高则表示：对附加价值生产性而言
用人费过多（原因如不是每人的平均用人费已高过一般的水准，可能为员工
的人数有浪费等）或与此相反，倘用人费仅达一般水准，无异是附加价值过
少。
劳动分配率的理想方式为，做为分子的用人费，每人的薪资高于一般水
准，而做为分母的附加价值亦要使每人的附加价值提高。据此，合理适当的
劳动分配率应如此掌握：
先检讨过去的劳动分配率。不仅检讨自己公司的比率，也要与他公司的
比率比较。因为，所谓适当的分配率，以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全国平均做为尺
度的居多。当然，自己公司的实绩数值，假如既安定又有适当的业绩时，该
实绩数值亦可视为适当的分配率。只是，劳动分配率跟着企业的资产负债的
构成因素，即资本构成或资本效率、资产周转率、折旧率等的变动，这一点
应予注意。若过份依赖负债来大幅度进行设备投资而使得利息与折旧膨胀
时，该膨胀率若大于用人费的增加率时，劳动分配率就有可能下降。
其次，劳动分配率计算公式中的分子——用人费的范围业已说明，分母
的附加价值就指企业通过生产或销售行为所产生的价值，亦即企业所努力创
造的部分。因此，欲比较公司的活动状况时，与其利用“每人平均销货额”，
不如计算附加价值较为正确。附加价值的计算方式有二，一为扣减法，一为
相加法，前者计算方式如下。
附加价值＝销货（生产）－外购部分
即由销货减去原料、材料等从其他企业所购入的费用（他公司所创造的
价值）。此一方式可详细分析为：
附加价值＝销货净额－当期进货成本－（直接原材料＋购入零配件＋外
包加工费＋间接材料）
相加法的计算亦比较普遍。其计算方法为：
附加价值＝利润＋用人费＋形成附加价值的各种费用
＝利润＋用人费＋财务费用＋租金＋折旧＋税捐
（四）损益分歧点
损益分歧点是指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里面倘若没有一定金额的销货
时，该期间的营业成绩会变成红字，反之，倘有超出一定额的销货时则有利
润。亦即是，销货是否会有损益的分水岭。
现在的企业，由于拥有大规模的生产设备，与生产规模有关的费用，无
论产量的多少，甚至停止生产也不能避免。所以，企业务必要维持某种程度
的销货（生产），而用于表示该应有的销货者为损益分歧点。
计算用人费的适当额时，该损益分歧点为重要的分析指标。合理用人费
的下限，如前面所述为员工的生活所必要的生计的总和，上限为以企业的合
算性为前提的支付能力范围，而后者为损益分歧点中的用人费的总额。损益
分歧点的计算如下：
变动费
固定费
损益分歧点 = 固定费 ÷ （1 −
）＝
销 货
边际利益率
要分析损益分歧点，先要将成本分为固定费用与变动费用，但是在损益
计算表中却未有这种分类。因此，很明显地在科目上能够辨别固定费与变动
费，如材料费与外包费属于变动费、折旧的属于固定费等外，用人费等属于

准变动费与准固定费，很难加以明确的划分。因此，利用以下的分类方式者
多。
（１）对每科目以固定因素 ３０％，变动因素 ７０％等予以推计金额。
（２）日本中小企业所采用的方式为：
固定费＝推销费及－般管理费－折旧＋营业外支出
变动费＝销货成本－折旧
（３）固定因素 ５０％以上者都视为有固定费用。
（４）日本银行的调查方式：
1
固定费＝推销费及－般管理费＋用人费× ＋经费＋营业外支出
2
变动费＝（销货成本＋推销费用及－般管理＋营业外支出）－固
定费
利用损益分歧点时的计算来衡量薪资的支付能力时，其方法如下所示。
用人费
（１）薪资支付最高限度＝
损益分歧点
用人费
（２）薪资支付可能限度＝
危险点
用人费
（３）薪资支付适当限度＝
剩余额保留点
超额支出
固定费 +
1 − 法人税率
危险点 =
1 − 变动费率
超额支出 + 股息分配 + 利益准备 + 各项保留
固定费 +
1 − 法人税率
剩余额保留点 =
1 − 变动费率
上列计算式的薪资支付最高限度系表示用人费在损益分歧点时销货额所
占比例的程度。亦即用人费增加超过这一限度将使企业发生亏损。适当限度
是指用人费的支出要能确保股东的股息，及应付将来的危险所需的内部保留
的销货额的某一范围内。虽然有进项，虽不致于发生亏损，但仅能有股息分
配程度的利润其用人费支出为危险点的限额。假如做好这类计划，以后每逢
要调整薪资时，可以借未来的经营计划，在上述计算式的分子及分母列入可
能变动的因素予以计算，则很容易知道薪资调整应在何种程度内。
七、生计费用
从企业的支付能力所计算的适当薪资视为企业所能支付的用人费时，此
处提出的来自生计费用的合理薪资可以认为是“非支付不可的薪资”。因此，
用人费的总额应考虑两者的均衡而后决定。
员工必须领取薪资来维持生计，因此，薪资务必能保障员工某一程度的
生活。这种保障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称为生计费，是跟着物价与生活水准而变
动。也即尽管物价不变，倘生活水准一提高，生计费用也会上升。反之，生
活水准不变，倘物价上涨，生计费用也将提高。
由于生计费用是随着物价与生活水准变动而变动的，要由生计费来测定

合理用人费时，首先要掌握到两者的变动情况。物价的变动情形可由政府所
发表的物价指数来掌握，但要注意地域差异。其次，关于生活水准，各企业
应将其员工的生活水准置于何种基准，极为困难。生活水准当然愈高愈好，
但总要有一程度。由于此一问题缺乏客观的基准，水准的决定需要劳资双方
充分的商议。

第六章

经营活动的管理

第一节

经营活动

事实证明，对于经营管理者来说，二十世纪 ８０ 年代比自工业革命以来的
其它任何年代，都更加富有挑战性，更加困难。而 ９０ 年代更甚于此。技术过
时、基础设施薄弱、工作方式和人力安排低效、支付体制欠佳以及计划——
调控系统失效等传统问题，与一系列新的挑战，诸如日益加剧的世界竞争、
不断缩短的产品使用寿命期、消费者对质量和产品性能的要求、严格的用工
制度、环境与安全的保护、能源和原料的匾乏以及涨价交织在一起。此外，
世界经济的连锁发展引发了种种由于法律税收方面的争议，不同政治社会体
制间的矛盾和商业经济压力而造成的不同以往的竞争形势，特别是政治集团
的不断形成和瓦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市场机会，更加加剧了这种态势的严峻
形势，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商业环境。
同样经济的压力已经在服务行业中显现出来了。尽管很多服务业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保护，但是，很多重要服务贸易已经日益受国内和国
际竞争因素的左右，而且这种变化正在继续。
美国各航空公司撤销了价格管制的做法，饭店连锁趋势的发展以及由于
世界股票和金融中心的运作而引起的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相互联系，都对相
关的经济产生相同的作用，从而也表明了经营管理者作用的重要性。虽然服
务行业中的国际竞争现象（对有些服务活动来源，甚至是国内性的）将不如
制造行业中的竞争那样广泛，但是，即使在总体水平上不一样，这种竞争也
将显示相似的增长。数据储存与传输方面的持续的巨大进步，将开拓很多竞
争领域，并将引起服务领域内或其服务范围上的新变化。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经营管理者必须确保所有产品及连带的服务的成
功，而经营管理者的这一作用将由于产品及连带服务的性质不同和随生命周
期缩短的变化而日益重要。因此，如何提高生产率，创造技术优势以及寻找
增加财产收益新途径将是这些部门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部分挑战。
一、经营管理的作用
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这两个词所描述的是同类任务。二者都是涉及企业
对生产销售给顾客或者其它机构的商品或者服务所需要的资源的管理。“生
产管理”这一术语是随着制造业的出现和这个行业中对生产管理工作的相应
重视而最先产生的。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服务业的发展导致了“经营管理”
这一更加恰当的通用木语的出现。
二、制造业与服务的结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相互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
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出现的明显的变化是从第一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
的转移和发展。如表 ６—１ 所示。

表 ６ － １

一 些 较 发 达 经 济 国 中 各 类 产 业 所 占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百 分 比 （ １９８９

年）
国家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澳大利亚

8

24

68

比利时

2

27

71

加拿大

10

25

65

丹麦

5

22

73

法国

8

27

69

日本

3

38

59

荷兰

7

26

67

联合王国

8

28

64

美国

7

27

66

（前）苏联

21

56

24

（前）西德

2

38

60

然而，大多数企业所提供和出售的是产品与服务的混合。记住这一点是
重要的。它因市场不同而发生变化，而且，在同一市场的各个部门间也有所
变化，如图 ６—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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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１ 一定交易范围内产品范围内产品／服务的结合差异

所有这些经营活动是以经营职能的作用为特征的。一项服务的提供或者
一件产品的生产将是经营活动的主要职责。它将带来一批工作任务。这些不
同任务的性质综合起来便构成了经营管理内容。对构成这些任务的关键特征
说明如下：
（一）管理巨额成本的中心
经营的功能特点在于其决定某一项业务的 ８０％成本的得失。这其中包含
了绝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直接成本（雇工和材料）及一部分由其支配的
预付资金。

（二）管理作业流程和货币流通
经营活动的基本任务是以资源的形式投入并把投入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
转化为产出。因此，这种转化过程（参见图 ６—２）是经营活动的核心，构成
了整个企业的基本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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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倘若成本水平很高，对资金流动的管理也就成为首要的任务。这
直接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成本是被作为一种从原料，经过劳动加工而变成
成品的产品／服务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原料、元件和配件的购买、转化
过程所包含的直接劳动力成本耗费，都需要良好的管理和控制，因为它们反
映了资金流动的关键部分。这样，经营自身的相当大一部分决定了成功经营
的两个关键因素，即通过控制成本所获的利润和通过决策和对订货至交货期
的时间控制所获的资金流动。
（三）实际商务活动与预期商务结果的交界
经营职能提供了企业发展方向与经营任务之间的重要交界面，也提供了
企业发展思想与机构内部个人价值系统之间的重要交界面。
（四）有形产出的衡量标准
与大多数职能不同，经营中的活动可以有形的项目来测量。这样做虽然
能产生很多优势，但也常常导致强化细节的短期观点而相应地忽视长期观点
的结果。
（五）短期管理与长期管理
正如上一个论点中所提到的那样，经理们需要在经营职能的框架内做好
短期和长期管理。如若与前期发展有关的成本、财产和人员的基础比较雄厚，
在已议定的预算内的成本管理对于短期商业繁荣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在经
营范围内，雄厚的成本、财产和人员基础能够产生大量的实质性的节约机会。
（六）复杂状态的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关于经营管理任务的描述可以归类为规模和重要性两个
维度。由此所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复杂状态的管理。但是，这并不是说这项
任务的各个侧面是复杂的。事实上，它们和管理者的大多数工作内容一样，
并不十分复杂。这种复杂状态的原因是构成经营内容的多种维度的相互作
用。而维度的数量直接取决于经营管理的规模（即资产、成本和人员），而
其间的相互作用则是由于经营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特点造成的。

三、把市场活动与经营管理联系起来
把市场活动与经营管理联系起来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即使这种做法在
逻辑上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大多数公司所面临的
主要困难是如何着手创造这种联系。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考察一些例
子。它们代表了一些由于企业没有认识到的经营管理的商务维度、其内在复
杂性以及其反应的稳定性而陷入的困难。正如下面的例子所验证的那样，没
有意识到经营管理中所需要的差异性水平要比其它职能领域中的差异性水平
更大，已经在很多公司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Ａ 公司
作为一个国际集团的组成部分，Ａ 公司在市场和综合利润方面面临着下
降局面。为了帮助说明这一点，需要作一个重要的内部观察。Ａ 公司的主要
变化是由于它的两个制造工厂引起的。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发展定向，公司
决定重新组合不同的产品，以便这些产品只在其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工厂中
生产。
这种“产品定向”导致每个工厂被分派了特定的产品和相应的定货量。
这种做法的总体结果是，一个工厂生产的品种很少，但却有较高的定货量。
这种对销售和利润下降所作出的战略性反应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制造活动中
进行设备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这种规划是由一些相同的决策组成的。其
中包括在高效生产机器上的投资以及为使用那些为减少生产过程各阶段上的
间接成本而设计的各道工序之间的流水线而付出的投资。对其中的一个工厂
来说，尽管上述决策适合了其高定货量的产品和市场的需要的特点，但是，
对另一个工厂来说，这些决策却是非常不合适的。两年过后，虽然第一家工
厂创造了 １７００ 万美元的利润，获得了比预想还要高的盈利，但是，第二家工
厂却难以维持生计了。
两家工厂所花费的生产工艺投资都是高定货量性的——高生产速度和流
水线式的工艺程序。这导致生产启动时间加长和总停工期增加。相反，那家
亏损厂家的市场（由产品分工所决定的）是以需要灵活改变的低定货量为特
征的。因此，虽然上述的生产战略决策在一家工厂中是与市场特征保持一致
的，但是，在第二家工厂中则未实现一致。
（二）Ｂ 公司
一家包装公司注入一大笔生产投资，以此作为提高总体销售业绩措施的
一部分。但是，为了达到企业投资的利润标准，必须增加约 ４０％的销售量。
然而，要达到这么高的销售量，只能通过进入价格易波动的市场来实现。这
就要求有相应的高定货量和高销售收入。可是，该公司当时的市场却处于高
品质的市场定位上，其特点是投产准备期短，顾客反应快，定货量低而毛利
率高。
结果，现在该公司不仅有约占总订货量 ３０％的低成本订单，而且还必须
附合其余订货的交货速度。对于新市场来说，大批量生产要为其较长的生产
作业和稳定的生产进度提供一种低费用的维持力量；对于现有的市场来说，
它需要不断地对顾客需求作出短准备期性的反应。同时，大批量生产要为此
提供维持力量，使之具备一种改变生产进度的能力，以顺应由此带来的生产

间歇。这种市场分裂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几乎一夜之间，这种生产投资以
及相应的市场转换使在其整个商务活动的大部分领域中造成了生产冲突。
（三）Ｃ 公司
在竞争加剧的时代，Ｃ 公司决定把两个独立的相隔 ３０ 公里的企业合并到
一处，其中一个企业经营的是高价值、低定货量和高质量的产品。而主厂区
经营的是高定货量、价格敏感的产品。尽管有一些生产工艺是独特的，但是，
大多数生产工艺在技术保证上是相同的。除了在一般管理费用上可以有明显
节约之外，搬迁合并的主要理由是主厂区有剩余的加工能力。
但是，该公司犯了两个判断锗误。第一，它预计，即使几乎没有熟练工
人、监工和技术人员，要搬动 ３０ 公里，维持生产的人力需求也能由主厂区现
有的职员来满足。第二，它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生产工艺的生产能力都是一样
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不仅主厂区现有的技术条件不适合于产品和新产品生
产工艺的需要，而且，搬迁也导致了在质量达标、产量定额和生产进度要求
上的一系列冲突。在第二种情况下，该公司不久便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
即高定货量的生产能力仅适用于有稳定订货性的产品，已有的生产能力并不
具有普遍适用性。

第二节

经营活动的控制

经营功能是公司市场众多用户招揽条件和质量限定条件的基础。因此，
对经营的控制水平是这一基本保证的重要因素。恰当地选择对一个公司如何
去满足现在和未来市场的需求有很重要的影响。
一、计划与控制系统
企业经营的任务就是在市场上卖掉它的商品或服务，然后依赖其经营功
能再进行生产。为做到这一点，企业就要对基础建设、生产过程工艺、人员
和生产程序等进行投资。经营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要使这些投入满足市
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实现内部运行目标。前者是销售的基础，后者是支
持企业成功的基础。
由于市场的不稳定，而经营功能则要尽可能地保持稳定，二者本质间的
差异造成了市场与经营间的矛盾。当经营受若干市场不稳定因素左右时，会
致使经营效率低下。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企业采用了多方式投资，其中一些
投资形式如图 ６—３ 所示。本节主要研究一种基本的缓冲机制即经营计划与控
制。
在计划与控制系统中所涉及的过程涵盖了决策过程中从战略水平决策到
战术水平决策——广阔的时间范围。
１．长期经营计划通常是针对未来 ５ 年或更长时间发展的战略问题。其目
的在于为长期生产能力需要和资源配置作准备，按照未来销售水平，新产品／
服务、技术发展和不同市场发展的要求实现未来的企业目标。
２．中期或者综合计划着眼于未来两年的时间。它要明确制定如何根据现
有被认定基本固定的设备，来满足市场需求详细方案。
３．短期经营活动控制是处理日常经营活动，保证顾客的需求得到满足，
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图 ６－３

本章主要涉及中期和短期的计划和控制，并简要介绍其它一些比较常用
的系统。
二、综合计划
为未来两年所制定的中期或综合计划是长期计划总体框架的一部分。这
段时间延伸的程度反映出有关经营活动的类型和它所服务的市场的特征。对
于一些公司来说，综合计划阶段最好不超过未来六个月。
综合计划包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为达到计划产出水平而制定的若干
个可行的中期计划，用于在企业控制的范围之内调整需求和生产能力等变量
（生产能力水平，加班，库存和转包合同），以实现对受需求波动影响的生
产量的调整。
当收到销售订单后，就要将反映订单规模的详细生产进度表制定出来。
对综合计划也要作相应调整。此阶段是处于短期经营计划控制下。而综合计
划则是在帮助控制中期计划变化的同时，允许本系统的短期计划进行微调，

以使经营活动保持在可管理的范围内。现将从预期销售到综合计划过程中所
要采取的步骤简述如下。
（一）预期销售。初始预测一般都要根据实际销售趋势进行调整，以此
来确定未来销售规模。
（二）制定——购买决策。制定——购买决策既能反映相应生产商的生
产能力，又能反映企业内的基本条件。
（三）选择综合需求的通用标准。综合所有对产品／服务的需求并根据所
具有的共同或类似生产能力列出分组计算表。对于生产多种产品——多种服
务的企业来说，通用标准要谨慎选择，并要定期进行检验。
（四）研制综合计划。研制综合计划要以既定的企业目标及经营管理对
企业市场所能给予的支持为准，而且还要以前三个步骤中所进行的投入为基
础。
（五）计划范围。综合计划的研制要在相应的计划范围内进行。通常包
括由若干个月计划组成的时间阶段。这反映出经营决策各阶段的相互联系特
性，和在分析过去已采取的决策之后对未来决策进行调整的能力的认识。
（六）理顺生产能力。初始计划常常需要调整。控制经营活动的一项基
本任务是利用库存结构和生产能力变化使生产能力和销售额结合起来。较通
行的方法就是跟踪需求、平衡生产能力及制定混合计划。
跟踪需求要把需求同生产速度和生产能力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法，生
产能力要对销售水平的变化迅速作出增加或减少的反应，要做到这一点有很
多的困难。所以，大部分公司都生产标准产品，把库存作为一种平抑需求的
方法。
生产标准产品的公司能够使用和与库存相关的方式来解决生产能力问
题。但那些生产特制产品或提供特殊服务的公司则不能在需求到来之前进行
生产，因此需要有备选方案。
１．特殊产品和服务。提供特殊产品和特殊服务的企业（尤其是有很高的
劳动产量）需要把订单储备和预约订货分析作为一项重要依据编入综合计
划。产品或服务的混合趋势和这种趋势与其熟练工人的生产能力之间的联
系，也是评估未来需要时的重要内容。
２．其它服务。提供“快速周转”服务的企业（例如：零售批发市场、饭
馆）需要分析产品或服务混合和需求模式，以建立相应的生产能力需求。如
果这些经营活动具有周期短的性质，综合计划就需要能够反映未来的生产能
力准备中已知的季节性因素。但是计划的其它大部分方面将与短期的经营控
制要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三、经营管理的选择
对许多企业来说，由专业职能和支持职能组成的现代企业结构的有效性
已经被证明是不充分的。为满足稳定和大容量市场需要的企业发展，目前企
业逐渐发现这种结构已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在竞争日益激烈、世界范围
的动态市场以及生产力过剩的环境下，这些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今天的
低容量波动的市场。
对组织结构和具体作用的任何评价，都需要以他们能否适应业务的要求
为立足点。企业要想在世界市场进行有效的竞争，他们的内部结构就必须既

是动态的，又要力求发掘所有员工的相对潜能。现存的责任结构是否能反映
今天的要求、是否能突出业务的所有领域？对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变
化，可使企业内实现每一员工完全、恰切的贡献变得容易多了。
在说明开展业务需要考虑的一些可选择的方法之前，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某些具有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基础性革新。这种革新在所有企业里已经或正在
发生。
许多企业在产品或服务的种类和范围上，在配套的厂房、设备上以及如
何在市场上竞争等问题缺乏长远考虑和协调一致的方案。这其中部分是由于
企业处于逐步发展之中，因此不能把握住使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在处理工
作问题时，必须要认识到在战略层次上确定工厂或服务机构的总任务是十分
重要的。至于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则部分取决于战略，部分取决于战术。
这些战略性考虑的理论基础是设备集中。它要求企业关注自身，确定如
何在市场上竞争，认识上述所提到的因素将关系到整个企业的有效性，而不
仅仅关系到使用这些设备的经营人员、生产过程和系统的有效性。
这一理论要求把每一种设备都集中在一个限定的彼此兼容的生产／服务
过程中，然后把生产／服务系统和经营的基础结构集中用于明确的任务上，以
满足确定的市场需要。通过这些举措，企业就可以确定工作及支撑需求的参
数，从而能够根据一些明确的参数，来检测生产模式、结构和责任，以保证
战略和战术的决策可以依照一个通用的标准来完成。同时，这些标准又能反
映企业意欲取胜于市场所要做的工作。
关于战术问题。实现企业目标的责任是由那些在企业活动中负主要职能
的人员承担的。经营管理的作用是重要而复杂的，尤其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
中，情况更是如此。因此，经营管理人员的基本任务是详尽地考虑各种可能
的生产结构，以保证掌握有关的现实问题和生产状况。对经营管理人员所要
掌握的要点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图 ６－４

可选择的直线安排方法

１．为使决定着生活水平提高的生产效益得以保持，生产部分将继续是非
技术化、简单化的。无论这是否减少了疲劳、枯燥程度还是技能因素，对于
促进或推动变革来说并不重要，这种变革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对许
多人来说，工作和体力劳动是同义的。但是，工作的含义并不止如此。它包
括计划、组织、控制和监督等内容。因此，未来增加工作兴趣的方法将主要
通过工作的非体力方面实现。
２．强调工作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工作类别的描述。当无论从短期还是从
长期看，对弹性的需求不断增强时，在工作类别水平上的具体描述可以在一
特定时期内及时地改进控制，然而这可造成缺少弹性并引起不必要的成本开
销。因此要明确小组、车间或部门的任务目标是避免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
虽然这还远不充分，但它可以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使人们受生产经营活动
的激发而产生新思想和改进方案，同时，鼓励人们对企业变化的要求做出灵
活的反应。
随着数量的增加，以及向职能专门化和流水生产化过度，对程序工程学
看法是：分档工作和直线条。因而，工作扩大是困难的。所以，生产的构造
既要避免不必要的分档，同时也要避免在生产安排上使用笔直的线条，这一
点十分关键。

第七章

预测管理

第一节

预测理论

管好一个企业，就是要管好它的未来，而管好未来就意味着对将来的正
确预测。企业所处经济环境动荡不定，技术日新月异，市场需求变幻多端，
这就更要求企业不仅着眼于现在，更应关注未来，而预测正是联系今日和未
来的桥梁。市场预测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对未来的经营活动与决策有重要
意义的各种不肯定因素和未知事件，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预测的功能
预测较重要的功能分述如下：
１．为（新）产品发展的方针
根据企业的长期销售预测可以了解目前产品究竟在寿命周期的哪一阶
段。若产品目前处在青年期阶段，企业除设法降低产品成本外，还要扩充生
产线。若产品处在老年期阶段，则企业应设法开发新产品。
２．可作为应引进哪一种新生产技术的依据
甲乙两种生产技术的资料列在表 ７—１ 产品的寿命周期
表 7－ １

甲乙两种生产技术成本的比较
固定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甲

1,000 万元

30 元

乙

3,000 万元

20 元

假设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七年，在这种情形下，该企业到底应引进甲生
产技术还是乙生产技术，完全决定于其后七年的销售预测。假设七年预测销
售量为 Ｘ 件时，采用甲生产技术或采用乙生产技术，都没有什么差别。则此
时的两种技术成本应相等。
即：１０００ 万元＋３０ 元·Ｘ＝３０００ 万元＋２０ 元·Ｘ
Ｘ＝２００ 万（件）
七年预测销售量大于 ２００ 万件，就应采用乙生产技术；七年预测销售量不足
２０００ 万件，就应选取甲生产技术。
３．可作为生产计划及采购计划的依据：
根据短期销售预测的资料，可以编制销售计划，而根据销售计划也拟定
年度或每月的生产计划。从某种产品年度或每月的生产计划，以及各种物料
的购备时间，可以从容的拟定采购计划。上述可以由下列两个公式表示出来：
销售预测±成品库存差异＝生产计划预算
生产计划±材料库存＝采购计划及预算
４．可作为资金计划、增资扩厂计划、及人事计划的参考：

如果销售预测显示销路不久将大增，则应早日拟定资金计划，开辟新财
源，准备扩充设备，增加生产量。由于扩厂而增加新的生产单位，势必增加
新干部、操作人员或幕僚人员。对于干部和幕僚的培养和训练，企业应未雨
绸缪，拟定一套计划。
５．作为定价政策的研究：
根据销售预测和市场占有率的大小，企业可决定哪一种定价政策较为有
利，并采取对企业较有利的定价政策。
６．可拟定存量水准：
如果企业不注重销货预测，则工厂有时会生产过多而有时会生产过少。
如果生产过多，存货储备成本跟着升高，不仅需要相当的营运资金，并需冒
呆料跌价的风险。反之，如果工厂生产过少，就会发生存货短缺的现象，顾
客服务率下降，不仅影响企业声誉，也容易失去顾客。
７．预测进行步骤
有下列七个步骤应循序进行：
（１）确定预测的目标——其目的在于把握整个预测工作的重心。
（２）搜集资料——搜集与预测对象直接及间接有关资料。常用原始资料
搜集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及实验法等三种，应就其需要适当加以采用，同
时所获资料应特别注意其时效及正确性。
（３）资料的研判及调整——研判所获资料是否能符合预测所需，若不能
符合，则有两种方法加以解决，一种是另行搜集适合问题的资料，另一种是
加以适当的调整。
（４）资料趋势的分析——例如将其绘成历史曲线，或求算其长期趋势
等，以明了资料变化的一般特性。
（５）选择预测方法——选择预测方法时注意下列各点：
①广泛性——即这种方法是否能为一般人所了解或接受。
②准确性——即这种方法是否能获得较精确的预测数值。
③时效性——即这种方法是否显示最近资料的特性。
④可用性——即以这种方法所获得的预测结果是否能直接加以利用，还
是须经过转变后始能应用。
⑤经济性——即这种方法所耗成本是否值得，是否能用其它较经济的方
法，获得同样效果。
（６）未来数字的预测——根据已有资料及选定的方法进行预测。
（７）可能事态假设的鉴定——即众多方面事实与统计方法假设鉴定，以
鉴定预测结果是否正确。例如未来供给可能减少，需要不变，则价格必定上
升，如预测结果能符合这一推论，即算正确，否则必须追究及其原因，加以
更正。
二、预测的方法
预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由于近代管理学与统计
学、数学的发达，预测的方法真是不胜枚举。但是，却没有一种预测方法可

以适用于所有产业，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地提供所有的资料。预测
的结果经常得自各部门的协力合作。现仅列出企业最常用的几种预测方法，
以供利用及参考。
（一）德尔菲法
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谕之地。城中有一座神殿，据传说能够预卜
未来。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兰德公司提出一种向专家比较函询的预测法。称
之为德尔菲法。它既可以避免由于专家会议面对面讨论带来的缺陷，又可以
避免个人一次性通信的局限。在收到专家的回信后，将他们的意见分类统计、
归纳，不带任何倾向性地将结果反馈给各位专家，供他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判
断，提出新的估计。如此多次往返，意见渐趋接近，得到较好的预测结果。
其缺点是信件在返和整理都需要时间，所以相当费时。
例如，为了预测明年某型轿车的销售数量，向 ２０ 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发函
询问意见，并设法使回函率最高，假定有 １５ 人回函，把 １５ 个预测值按大小
整理排队后将整理结果再寄给每位专家，请其据此提出第二次预测意见，如
此往返三四次，直至预测值收敛较好或各专家不再修正意见，最后两次意见
基本相同时，即可不再发函。
最后一轮 １５ 个预测值，一般以取“中位数”作为选定的预测值较为合理。
若采取平均数难免受过于乐观或过于保守的极端意见的影响。运用德尔菲法
时，通常要确定偏差范围。如可以把处于上、下四分点位置上的预测值选为
偏差范围。该型轿车的预测情况为：
序号
预测值

１
９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３０ ３３ ３８ ４５ ５９ ９８
下四分点

中位数

上四分点

预测结果是明年该型轿车销售量 ２６ 万台，可能偏差范围为 ２０～３８ 万台。
假若征询专家人数较多，可以采取分档整理方法，以“众数”为预测值。
在轿车销量预测中，小于 １０ 出现一次，１１～２０ 出现三次，２１～３０ 出现六次，
３１～４０ 出现二次……。显而易见，众数是 ２１～３０ 万台。
（二）订货法
企业通过散发订货单或召开订货会等广泛预订产品的方法来预测市场对
某种产品需求情况的一种预测方法。在汇总订货结果时，企业应当根据自己
以往的销售情况，对订货量进行必要的修正。为了获得较好的订单返还率，
通常对于订货的客户给予一定的优惠。
（三）意见收集法
１．高级主管的意见：这种方法首先由高级主管根据国内外经济动向和整
个市场的大小加以预测。然后估计企业的产品在整个市场中的占有率。根据
所得到资料，高级主管再拟定公司产品的销售预测。高级主管在公布销售预
测之前，应邀集销售、生产和财务部门的主管广泛交换意见，之后，经理再
对整个企业的预测加以细分，进而预测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特殊产品的销售
量。这种预测方法不仅简便，而且所费时间及费用也不多，故许多中小企业

乐于采用。
２．推销人员、代理商与经销商的意见。由于企业里的推销人员、代理商
与经销商最接近顾客，所以这种顶测很接近市场状况，更由于方法的简单，
不须具备有熟练的技术，所以也是中小企业乐意采用的方法之一。这种预测
方法虽然有很大的好处，但也有很危险的一面。
（１）预测的结果，往往因预测人的性格（乐观或悲观）的不同而有很大
的出入。
（２）有些推销员的说服力较强（弱），经理有（不）偏向这类人意见的
危险。
（３）推销责任太重的地区，预测有过于保守的可能。
（４）很容易受到调查时的市场动向或季节变动的影响。因此，企业除了
应彻底教育推销员认为合理的预测方法外，经理还要运用本公司的实绩资料
或自己预测的数字，对这些资料作集体性的讨论。
（四）假设成长率一定的预测法
这种销售预测的公式如下：
今年销售额
去年销售额
在未来的市场营运情况变化不大的企业里，这种预测方法很有效。若未来的
市场变化不定，则应再采取其他预测方法，以求相互借鉴。
明年的销售额 = 今年的销售额×

（五）时间数列分析法：
影响时间数列预测的因素很多，大体上可归纳为下列四种：
１．长期趋势：是一种在较长时间内预测值呈渐增或渐减的现象，例如随
着时间的增长，美国人口也跟着增加。
２．循环变动：又称与衷变动，是一种以一年以上（或三、四年或五、六
年）较长时间为周期的反复变动。
３．季节变动：是一种以一年为周期的反复的变动。例如汽水在寒冷的一、
二、三月里销售量很低，而在炎热的六、七、八月里销售量很高，这种变化
是季节变动的现象。
４．偶然变动：是一种不规则的变动，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天灾人祸等突
然发生的事故所致。
时间数列分析中，长期趋势、循环变动与季节变动有规则性，可加以预
测，偶然变动起因于不能预知的因素，故无法加以预测。
例：长期趋势预测法：是根据“将来一如以往”的原则，将过去若干年
实际销售数量，通常以移动平均法，或最小平方法或其它图解的方式，求得
其未来的直线或曲线长期趋势，作为销售预测的基础。但是，必须注意所用
的时间（年或月或日）不宜过短，时间愈长正确性也愈大。其中以最小平方
法最为正确。现将最小平方法说明如下：
最小平方法分析的程序有三：
①将过去的资料绘成图表，假定可能被怎样的倾向线所表现？
②检讨所假定的曲线是否为适当的曲线。有时可将其曲线改变为直线而
加以检查。
③规定倾向线的方程式，以决定其系数。

所以，最小平方法就是以数学的方法，根据以往的资料，求得一条足以
表示长期趋势的数学方程式。假设长期趋势用最小平方法所求得的数学方程
式为了 ＹＦ ＝ａ＋ｂｔ（参看下图）。ｔ 代表经过年数，为自变数，ＹＦ 是代表长期趋
势值，为应变数。欲使 ｙＦ ＝ａ＋ｂｔ 通过各散布点而又最能正确代表各散布点的
长期趋势，则各点至 ＹＦ ＝ａ＋ｂｔ 之垂直距离总和应该最小才对。亦即∑（Ｙ－ＹＦ ）
最小。然而∑（Ｙ－ＹＦ ）可能等于零，因此如每个残差（Ｙ－ＹＦ ）平方后的总和
为最小，则 ＹＦ ＝ａ＋ｂｔ 必为最适当的长期趋势无疑。使这种“偏差平方和”变
得最小的方法，叫做最小平方法。
ＹＦ ＝ａ＋ｂｔ
求∑（Ｙ－ＹＦ ）为极小，应求∑（Ｙ－ＹＦ ）２ 的第一次偏微分，并令其等于零。
n

令μ＝ ∑ ( Y − YF ) 2 ＝∑ (Y 一YF ) 2
F =1

以 ＹＦ ＝ａ＋ｂｔ 代入上式得

µ = ∑[ Y − ( a + bt )] 2 = ∑ ( Y − a − bt ) 2
∂µ
= ∑ Y − na − b ∑ t = 0
—( 1 )
∂a
∂µ
= ∑ tY − a ∑ t − b ∑ t 2 = 0
—( 2 )
∂b
由（１）（２）两式可得：
 na + b ∑ t = ∑ Y
—( 3 )

2
—( 4 )
 a ∑ t + b ∑ t = ∑ tY
由（３）（４）式联立方程式，即可求得 ｎ 和 ｂ。
n +1
若对象年数 ｎ 是奇数，将 ｔ＝０ 放在
期，如果对象年数是偶数，将
2
n
ｔ＝１ 放在 期，如下表所示：
2
ｔ值
－２ －１０ ＋１ ＋２
ｔ值
－３ －１ ＋１ ＋３
期数
１ ２ ３ ４ ５
期数
１ ２ ３ ４
那么，∑ｔ＝０，（３）、（４）二式即可简化如下：
∑Y
a=
—( 5 )
n
∑ tY
b=
—( 6 )
∑ t2
某公司五年来销售情况如表 ７－１，即可根据上述方法预测 １９９５ 年的销
售额。
∑ Y 2,700
∑ tY 210
a=
=
= 540
b=
=
= 21
n
5
∑t2
10
∴ Y = 540 + 21t
１９９５ 年为 １９９２ 年（基准期）之后三年，因此地 ９９５ 年的预测值为
Ｙ１９９５ ＝５４０＋２１×３＝６０３

表 7－ 1
年份

实绩值 Y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合计

480
530
570
540
580
2,700

t
－2
－1

tY
－ 960
－ 530

0
+1
+2
0

0
540
1160
210

t2
4
1
0
1
4
10

（六）产品逐项预测法
预测的种类如果以对象的观点来分，可区分为全盘预测（以产品有关的
企业作为预测的对象）、产品种类预测（以同类产品为预测对象）及逐项预
测三种。前二者又以后者为基础。所谓逐项预测就是以同产品中的单独乙项
产品预测对象，是决定“定货点”、物料计划”、定货量及预定进度”所必
需。许多逐项预测方法中最常用的乙种，就是“指数平滑法”。
１．第一阶段指数平滑法：在产品项目非常稳定井获知其有确定的趋向时
采用。一般公式如下：新预测＝ａ×销售量＋（１－ａ）×原预测（ａ 为加权因
子）
因原预测往往是数十个期间的平均数，而上期销售量仅为一期的实际数
而已，所以原预测必比上期销售量有较多的权数，换句话说，在预测某项产
品的销售数量，应以原预测为基础。公式可改为：ＮＦ＝ＯＦ＋ａ（Ｓ－ＯＦ）其中：
ａ＝加权因子 ＮＦ＝新预测 ０Ｆ＝原预测 Ｓ＝销售量
２．第二阶段指数平滑法：当发现产品项目有不确定的趋向时（例如新产
品的加入），则应用第二阶段指数平滑法，以消除第一阶段平滑的落后影响。
一般公式如下：
（１）本月的趋势＝新预测＝原预测
（２）新趋势＝ａ（本月的趋势）＋（１－ａ）（前月趋势）
1− a
（３）期望销售量＝新预测值＋（
）×新趋势
a
上述三个公式，其实和第一阶段指数平滑公式一样，所不同之处，在以
1− a
（
×新趋势）的数额作为调整第一阶段预测的因子。假设某公司以去年
a
实际销售量的每月平均销售量（称为原预测）为基础（单位千），其数额为
１３７７．８，今年第一月的实际销售量为 １１０８，并假设前月趋势力 ０．６，参照上
列公式，可以很容易的算出期望销售量来。演算如下。
第一阶段平滑法：新预测＝１３７７．８×０．９＋１１０８×０．１＝１３５０．８
第二阶段平滑法：
（１）本月的趋势＝１３５０．８－１３７７．８＝－２７
新趋势＝０．１（－２７）＋０．９（３．７）＝０．６（假设 ａ＝０．１）
0.9
（３）期望销售量＝１３５０．８＋
×０．６＝１３５６．２
0.1
是否需要采用第二阶段平滑法，可以由少数项目的实际资料模拟的结果决
定。一般而言，第一阶段的平滑已能使大多数项目获得满意的结果。

３．加权因子（ａ）的测定：想要使指数平滑法获得满意的结果，其关键在
测定适当的加权因子（ａ）。若采用高因子值，不仅会使销售量发生重大的变
动，就是需要方面也同样会发生不规则的变化。反之，若采用低因子值，则
变动趋向又出乎意外的缓慢。总之，ａ 是新预测的控制因子，并影响销售数
量的计算，任何 ａ 因子值均在太慢和太快之间。
根据许多公司的经验，ａ 因子值可以用高度熟练的技术迅速获知，而不
必经过耗时费日的模拟来测定，即一般因子值在 ０．１ 至 ０．２ 之间，可由经验
迅速决定所需的不同因子值。
当公司缺乏实际资料时，可利用几个星期的移动平均数来代替指数平
滑。下列测定 ａ 因子的公式，即可用来求得约等于前几个星期的平均数：
2
a=
n+1
例如利用前十二周的移动平均数来预测时，则 ａ 因子值为：
2
a=
= 0.15
n+1
（七）相关分析
了解工商界的各种指数后，将会发现某种产品的销售指数和其他指数之
间有密切关联，而且发现到有时还要领先的指数时，就可以立一个和因素相
关的方程式，以预测未来，这时相关分析就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非生活
必需品的销售数量和国民所得有根密切的相关。又汽油的销售量和汽车的数
量成正比。一般在作相关分析时，相关方程式有直线和曲线两种
直线的时候是：需要量 Ｙ＝ａ＋ｂＸ
曲线的时候是：需要量 Ｙ＝ａＸ２ 上述两个方程式是借已知变数（独立变
数）的 Ｘ，用以推定未知变数（应变数）的 Ｙ，都是单纯相关的方程式。
另外，不用单一的独立变数，而连用复数的独立变数时，可以组成精确
度更高的方程式，这叫做多重相关的方程式。
又，独立变数的 Ｘ，必须要能判明将来的数值。例如，已知国民总产值，
工矿业总产值，国民所得，个人消费支出等将来值。
要运用相关分析，预测社会对本公司某产品的需要量时，首先须以上述
的方法，对该产品的全国需要量作统计性的预测，再算出本公司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然后下决定：
对本公司产品的需要量＝全国预测需要量×市场占有率
三、预测和经营计划
经营者的意志必须把预测反映到经营计划上，这种预测才是有意义的。
不论是长期计划或短期计划，在拟订计划之前，企业皆应妥善的考虑各种有
关的动向预测。换句话说，经营计划的拟定要依赖企业对市场的预测资料。
若缺乏正确的预测资料，则企业将失去正确的经营目标，因此所拟定出来的
经营计划难免有不切实际的感觉。所以，为了使预测充分发挥效果，预测和
经营计划之间，应该密切配合。
争夺市场如同任何竞争活动一样，必须事先作好充分的准备，具备了必
胜的把握，然后才主动进击开辟市场。作为一个生产企业必须研究新技术，

开发新品种，以增加产品的竞争力，为产品的市场竞争作好准备。作为一个
商业企业，也必须准备好市场上适销对路、紧缺的商品，这样便为商业竞争
的胜利作好了准备。
在市场竞争中，采取“人无我有”的经营原则，就能顺利地开辟原先潜
在的市场。顾客购买这种新产品一定会很踊跃，并又不受企业竞争的威胁。
但如反之采取“人多我有”的方法，也就是市场上哪种产品畅销热门，就步
入后尘，生产哪种产品。这样由于大家都去生产这种热门货，而市场有限，
因而获利不会太大。并且这种产品很可能会在市场上因生产过剩而严重积
压，或因畅销周期已经过去而滞销，造成严重亏损。“人无我有”经营原则
还有一含义，即囤积居奇之术。把别家所没有或普遍缺乏的货物囤积起来，
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和价格才卖，就一定能卖得好价钱、大价钱。
【案例】超前策划
哈默 ３０ 年代初从前苏联回国时，正值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入主白
宫的前夕。当时，面对美国所遭受的严重经济危机，罗斯福提出了旨在尽快
摆脱危机的“新政”。新政的主要精神是设法刺激私人投资；以大量贷款和
津贴挽救工商业；实行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消除农产品生产过剩；增加就
业等等。尽管当时罗斯福尚未就任总统，新政尚未实施，而且还有一部分人
对“新政”最终能否被采纳和实行持怀疑态度，但哈默却认定“新政”肯定
会成功，因为他潜心研究了当时美国总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罗斯福入主白宫
的可能性。结论是：罗斯福不久肯定会成为美国新总统，新政也必将会得到
全面实施。由此，他进一步推断，１９２０ 年公布的禁酒令不久也会被废除。禁
酒令废止以后，美国市场上对酒的需要量将会在短时期内空前激增，也就是
说，届时市场上将需要数量空前的特制白橡木酒桶。由于多年禁酒，当时美
国市场上已没有酒桶。
哈默想到了自己曾居住多年的苏联。那里有大量质地优良的桶板可供出
口，价格便宜多了。他赶紧向前苏联联系，订购了几船桶板，并且在纽约码
头前苏联货船到岸的泊位附近建造了一座比较简陋的临时酒桶加工厂。尔
后，他又在新泽西州的密尔敦建造了一座设备先进的“哈默酒桶厂”。当后
者开始大量产出酒桶的时候，正值禁酒令被国会废除之际。面对似乎突如其
来的市场变化，美国各地酒厂纷纷仓促上马，生产啤酒和威土忌等酒。早已
“守株待兔”的哈默不紧不慢地填补了一项“市场空白”，他的酒桶很快被
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
几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市场上谷物供应开始紧张。为了保证
军需和稳定市场，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不准国内各酿酒厂用谷物
酿酒。
不准用谷物酿酒——威士忌不正是用谷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蒸馏酒吗？
于是，哈默推算此酒马上就会成为市场上的“珍稀品”。他想到威士忌酒，
是因为他知道当时股市上美国的酿酒行业的股票是以一桶烈性威士忌作为每
股股息的。哈默随即以每股 ９０ 元的价格购进了 ５５００ 股，并得到了作为股息
的 ５５００ 桶威士忌酒。
不久，市场上威士忌酒短缺了。物以稀为贵。哈默立即用“制桶”商标
把这些酒以瓶装的形式卖了出去。与当年争购酒桶的情景差不多，蜂拥而来

的购酒者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 ５５００ 桶还剩下 ３０００ 桶的时候，一位名叫艾
森伯格的化学工程师拜访了哈默。言谈中，这位朋友告诉哈默，如果掺入 ３０
％的廉价土豆酒精，威士忌的数量可以增加 ５ 倍，并且这种混合酒的口味还
不错。哈默立即决定照此办理，因为他认为当时是严重缺酒的非常时期。人
们“饥不择食”，这种“新产品”至少不至于在市场上滞销。他用非常便宜
的价格“盘”进一家倒闭的甜酒厂转产土豆酒精，并以同样低廉的价格从政
府手中买下上万吨因生产过剩而抛在地里的土豆。于是，大规模的土豆酒精
生产开始了。哈默这种酒的商标叫“金币”。它出产后，似乎没遇到什么麻
烦就进入了流通领域。更为有趣的是，商店门口的顾客又一次摆起了“长蛇
阵”。奇货可居，每人每次限购 ２ 瓶。
时隔不久，美国政府又作出一项新决定：自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１ 日起开放谷物。
万人争购的“金币”混合酒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宠了，退货单纷至而来。形势
急转直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哈默这回该早早收场了。
该不该早早“收场”？面临选择，哈默又一次显示出把握国际风云变幻
大趋势的卓越本领。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义与非正义、双方孰胜孰负
虽然已见端倪，但这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如同高速行驶的火车，不可能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嘎然而止；美国经济因此也不可能很快恢复正常，经济形势极可
能会出现周期性反复，谷物开放的时期也不会长久。再者，生产出来的酒精
即使不做酒也照样可以出售，总比无人问津而抛在一旁的土豆强百倍。基于
这种种分析与预测，哈默的土豆酒精生产始终一如既往，没有停顿。
果然，美国政府的战时“谷物开放”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时尚”而已。
一个月以后，“金币”牌混合酒又一次成为酒类市场上的“宠儿”。
可以看出：哈默之所以能发迹成为美国亿万富翁，主要得益于他那才思
敏捷、敢于冒险和不为时尚所左右、别出心裁地把握竞争趋势的杰出商业素
质。

第二节

战略预测

如果将企业比作一艘航船的话，战略规划说法是为企业指明目标、把握
航向。本章为你提供了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框架，使你从确定战略目标到制定
战略规划的过程变得易于操作，并且就战略决策中常用的定性方法做了深入
浅出的介绍。学会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并掌握战略规划的基本方法，是优
秀管理人员必备的素质。
战略规划的核心是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这不同于作业
计划或组织的日常工作。从时间上来讲，可以这么认为：典型的短期预测，
是建立在 ３ 个月的基础上的；而典型的中期预测，则是建立在 １ 年的基础上
的。与此相对，长期预测则将目光投向未来的 ５ 年或更长的时期。事实上，
像 ＡＴ＆Ｔ、ＩＢＭ、ＩＴＴ 和 Ｅｘｘｏｎ 等经验很丰富的大公司，都有意识地对大约 ５０
年内的事情做出规划。而日本的松下电气公司则更胜一筹，竟然在对未来 ２５０
年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
有趣的是，一些公司在达到它们所预期的未来时，也许已经面目全非了。
例如，一个石油化工业的巨人，计划 ５０ 年后它的主要业务活动是太空移民（即
提供太空中的住宅）。当然，预测的时间因素与准确性之间存在一个反函数
关系，这很容易理解。如图 ７—２ 中所示，如果对越遥远的将来做出预测，那
么，得到一个准确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小。
一、目标、战略和战术
企业规划与军事规划很相似。商场如战场，企业毕竟要投入到某种形式
的战争之中。所有的战争都有目标。军队打仗是为了赢得土地，杀死、杀伤
对方的战斗人员，以及（或者）从战败者那里获取钱财。公司“打仗”则是
为了占领中场份额，增加销售收入，提高利润，以及（或者）仅仅将他们自
己独立于竞争之外（尽量大可能有别于竞争者），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中
场位置。指挥军队和经营企业，都要尽力通过战略来实现其目标。接下来将
这些“大型”的计划，分解成更具体、也许更集中化的分目标的方法，通常
称之为战术。将军和高层经理决定目标和战略；而战地军官和中层管理人员，
则有决定战术（即如何实施战略）的意志或权利。
图 ７—２ 预测中准确性与则间的关系

在战略规划中一个常见的陷阶是关于缺乏合适的后续步骤。这一点，可
以从那些 ＭＢＡ 雅皮士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他们只注重自己引以为豪的
规划过程，却轻视战略形成过程中的评估，以及对计划的修改与完善。很清
楚，战略规划必须有战略管理与其相配套。
在大型企业中，战略规划是一个止式的过程和仪式。这样做的结果，总
是会产生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即战略计划。在你与小企业主们的交谈中，
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他们通常的解释是：它“在我的
脑子里呢”。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有以下三条重要的理由：
（一）连续性与后继性
如果企业家被罢免或死亡了，那么他或她为企业制定的计划也会随之消

亡。
（二）决策的质量
将想法写在纸上，确实有助于你的思维过程。事实上，那些赞同心理疗
法的心理学家们，都建议他们的病人在解决一个存在于内心的矛盾的难题
时，用笔写下他们正反两方面的考虑是有重要作用的。比如，这样做的理由
是：１、２、３；那样做的理由是甲、乙、丙。然后再做出判断（如果“这样做”
的理由比“那样做”的理由更多，那么可能表示“这样做”是更合适的选择）。
（三）责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打官司的社会里，人们可能都知道，要尽可能地避免
在文件（即合同）上签字，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或经营一个企业，那么合
理的假设是：他（她）应该对企业的成败负责。从这个角度讲，战略计划可
以被看作是个人与他（她）自身所签定的正式合同。书面计划可作为一个心
理工具，以便进一步确认这种内在的责任，并且使之得到加强。
与目标和战略相联系，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获得发展：
１．向现有顾客销售更多的本公司已开发的产品：
２．向现有顾客销售新产品；
３．向新顾客（潜在顾客）销售新产品。
从以上发展的内容来看，现在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将会进一步得到认同。
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国内市场可能变得疲软或饱和。第二，大规
模的投资所要求的资源，需要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或多国企业的参予，以获取
必要的资本、人力和其他资源，同时也要求共同承担相应的风险。
还有，购买、生产（或销售〕的数量越大，所能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当
然就越好（除非出现这样的情况：市场过分细分化或者太小而不足以使企业
获利）。
但是，对潜在的交叉文化现象，必须加以识别和重视。这方面一个典型
的失败例子，是通用汽车公司将它的国内名牌汽车介绍到南美洲市场上的故
事。通用汽车公司以同样的名字，将汽车投放到南美的市场上。不幸的是，
短语 ｎｏｖａ，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不会走”。可以想象，其市场结果绝不
会是乐观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带来了严重的结果，这个教训说明：对文化差
异的细微体察，有时会起很大的作用。
二、战略预测过程
如果有人能为你提供一个案头参考，来帮助你完成战略规划过程不是更
好吗？那么，你一定会很高兴地知道在表 ７—２、７—３ 和 ７—４ 中，为了你的
方便起见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帮助你建立组织的目标，明确为实现这些目标
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并评价你的战略计划。每一张表后面还提供了解说性的
文字。
三、确定公司的战略目标
确定公司战略目标的步骤，如表 ７—２ 表示。

表 ７—２ 确定公司战略目标的步骤：
１．目前市场的状况如何，我们公司所占的份额如何？
谁是竞争者，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构成威胁？
我们公司的长处与弱点是什么？
２．在不进行变革的情况下，我们的未来地位将会如何？
３．这些情况令人满意吗？
表 7－ 2

确定公司战略目标的步骤

1.目前市场的状况如何，你的公司所占的份额如何？
谁是竞争者，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你构成威胁？
2.在不变革的情况下，你的未来地位将会如何？
3.这些情况令人满意吗？
4.如果你在不变革的情况下，未来地位不能令人满意，你能做哪些内在的努力来加以改善呢？
5.如果你在不变革的情况下，未来地位不能令人满意，你能做哪些外在的努力来改善情况呢？
6.如果你进行了这些变革后的未来地位又将如何？
7.将第 2 步与第 6 步进行比较。
8.决定保持现有状态还是进行改变？

根据表 ７—２ 的内容，表中各项问题的解答如下：
（１）目前市场的状况及你公司所占的份额如何？
你必须评估所在行业的潜在发展能力，以及你在其中的地位。
（２）谁是竞争者，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你构成威胁？
企业的战略决策者不仅容易低估了竞争者，而且他们有时甚至不能识别
出谁是真正的竞争者，这种情况的发生太平常了。
Ｓｈｏｗｔｉｍｅ 有线电视娱乐公司认识到，它不仅仅在同其他的有线电视服务
公司竞争（如 ＨＢＯ），事实上，它还同家庭录像带出租公司展开竞争。经调
查发现，许多有线电视用户要求中断他们的服务，是因为他们从录像带出租
公司那里获得了相对的优惠。毕竟，录像带能够使顾客在他自己方便的时间
里，看他所喜欢的电影；而有线合的节目或电影，却总是在一个固定时期内
播放，而这段时间问对顾客也许是不方便的。再有，有线电视的节目安排每
天都发生变化，而有些人认为电视台出版的收视指南或时间表阅读起来较困
难，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有线电视的复杂性。
Ｓｈｏｗｔｉｍｅ 公司对这种情况做出了什么反应呢？这家公司开展了一个活
动，就是每天晚上在一个固定时间内播放一部电影，言外之意就是请有线电
视的用户将这些电影录下来，可随时观看。
（３）你的公司的优势和弱点是什么？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让决策者讲真话的时刻。这时要做的是评价在现实
中，公司的实力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他或她愿意是什么。要确定一个有现实
意义的目标，准确的评价是绝对必要的。集中地将优势尽可能地夸大，而忽
视弱点的存在，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
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那些“感觉良好”的东西，而不是相反。这看起来
有点滑稽，但很有道理的是，无论在经营领域里，还是在你的个人生活中，
勇敢地面对弱点，并且为之付出加倍的努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表现。
（４）如果不进行变革，你的未来地位将如何？

这些情况令人满意吗？
“变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经常发生的是，人们由于喜欢保持现状，
或者是喜欢那些他们感觉“舒服”的东西，而否决掉好的决策。显然，舒服
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５）如果你在不变革情况下的未来地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能做哪些内
在的努力来加以改善呢？
比方说，你可以改变在市场营销、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源、设备等的情
况和做法。（“内在的努力”是指在现有的目标中场和经营范围内做出改变；
与此相对的“外在的努力”是指突破现有目标市场，拓展经营范围，甚至进
军其他行业领域等企业向外扩张性的举措。前者是指企业内部的变革；后者
是指企业外部的发展。）
（６）如果在不变革的情况下，你的未来地位不能令人满意，你能做哪些
外在的努力以改善情况呢？
比方说，你可以评价进入不同于现在的、新的行业或领域的可行性，也
许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兼并现有的几家公司。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你都必须
建立起衡量销售额、利润率以及增长速度等的预期水平的标准。你还将评估
这种活动所引起的各部分的协同作用，能为你带来多大程度的好处。
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机会（或者是那些将被兼并的公司）是“适宜的”
吗？能够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吗？当然，你还得对自己是否拥
有成功所必需的管理才能和资金来源做出评价。
（７）你进行了这些变革后的未来地位又将如何？
在做了内在和外在的努力之后，情况会有什么改变？比如说你可以转危
为安，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或者说可以迎头赶上，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或者将实现全球化经营，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角化经营，在分散风险的
同时，还享受到了规模效益。
比较第 ２ 步与第 ６ 步。
看一看变与不变的不同结果，哪个更为管理者所喜欢。
决定“保持现有状态”还是进行改革？
进行变革会带来机会，但也存在着风险，有的人也许更喜欢风平浪静的
生活。但是，绝对的静止是不存在的，企业若不主动出击，最终必将为市场
所淘汰。
四、制定公司的战略规划
制定公司战略规划的步骤，如表 ７—３ 所示。

表 7－ 3

制定战略规划的步骤

1.分析企业经营的特征
2.分析宏观环境
3.寻找市场机会
4.识别障碍
5.制定目标并使之定量化
6.制定行动计划
7.制定资金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方案
8.选择执行过程的衡量、审查及控制方法
9.提交中选方案的书面计划以备审查和批准

根据表 ７—３ 的内容，表中各项提问的解答如下：
（１）分析企业经营的特征
这就要问一句，你的公司真正经营的是什么业务？比如说，当你想到通
用汽车公司时，你会认为它主要从事汽车制造业务。但实际上，这家公司从
其金融事业部——通用汽车承竞兑公司赚到的钱，要比它从制造业得到的更
多。同样，《电视向导》（电视观众的周刊）的出版商，比任何一家电视网
都享有更高的市场价值（即股票价格。它反映了市场对公司价值的评估和预
期，因而是公司市场价值的指标）。所以，更合适的问法也许应该是：“公
司真正经营的应该是什么业务？”
威廉·瑞格雷显然知道正确的答案。在一个世纪以前，他经营的是烘焙
面包粉。为了鼓励人们购买他的产品，瑞格雷在他的顾客们每次购买时，都
免费赠送给他们两包口香糖。他精心策划的“使他们加倍快乐”的这一招，
被证明是如此之成功，以致于他后来完全离开烘焙面包的生意，转而建立了
一个口香糖王国，每年可以带来大约 ２０ 亿美元的收入（威廉·瑞格雷是美国
箭牌口香糖公司的创始人）。
他的故事告诉你，当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时，不要固守旧的阵地，要为自
己确立明确的目标。很多人由于怀旧心理，总不忍放弃那些最初使他们获得
成功的业务，而往往羁绊了自己的手脚，或者过分分散精力，导致一事无成）。
常常有这样一种趋势，公司把它的自我形象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而不是拓宽它的范围，这就造成了限制其潜在机会的后果。所以，如果一个
公司把它自己视为只能从事电影业，这一范围就过于狭窄。更好的做法是既
认为自己适宜从事娱乐业，又可更进一步从事大众传播业。
著名的市场营销理论家菲利浦·科特勒认为，确定公司的业务范围时，
不应从产品出发，因为产品都有生命周期，最终会走向衰落；而应从消费者
的需求出发，因为人的基本需求是永恒的。所以，书店不应认为自己只是在
出售图书，而是在传播知识——因为图书可能会被其他形式取代，但人类对
知识的需求永远存在。
在任何情况下，组织必须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目标。它应以简要的任务说
明书的形式表达出来，指明公司最终目标。一般地说公司通过寻求企业精神
与反省，经过不断的讨论与反复实践和调整，最终确定了公司任务，它反映
了公司的的价值观。任务说明书还强调了公司使自己有别于竞争者的能力，
从而具有独特风格和专业特色。斯特拉地瓦利是一名小提琴制作手工艺人，

他制作的 Ｓｔｒａｄｉｖａｒｉｕｓ 小提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
３００ 多年前，在他的类似任务说明书的一段话中，表达了他的宗旨和对
目标的看法：“上帝需要小提琴来向世间传播它的音乐，任何一把有缺陷的
小提琴，都会玷污上帝的音乐。别人将制造别的小提琴，但没有人能做得比
我更好。”
（２）分析宏观环境
分析那些影响你企业的外在的、或不可控制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社会
文化因素、政治法律因素、科学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和竞争因素。
（３）寻找市场机会
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为企业带来机会，企业必须抓住机遇，才能获得成功。
（４）识别障碍
有时决策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太接近决策所
涉及的范围，因而不能客观地考虑问题，有时仅凭想象力而行事。由于这个
原因，聘请一位“局外人士”是明智之举。他可以是一位外聘顾问，也可以
仅仅是一位旁观者；他在企业中没有既得利益，也不存在先人之见。
在本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开办了一种名为《有线电视周
刊》的杂志。高层管理人员事先假设，既然该公司拥有美国电视与传播公司；
以及家庭电影售票处，开办有线电视收视指南，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于是
他们想：“为什么还要找麻烦去做市场预测呢？”（应该注明的是，尽管美
国电视与传播公司的管理者，从一开始就对此项目持保留意见，但时代公司
的决策者还是选择了这一行动计划）。
时代公司雇佣的两名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被分派去做这
种前景看好的新出版物未来业绩的预测工作，他们建议市场预测应采取谨慎
和适宜的方法，但糟糕的是，管理当局一味沉溺于他们主观的预测中，对这
个建议置之不理。其结果是：绝大多数有线电视系统的经营者（包括时代公
司所拥有的美国电视与传播公司）都对《有线电视周刊》不感兴趣，这个杂
志很快就关门了。
这一事件被人们广泛地认作是印刷媒体历史上最昂贵，也是最引人深思
的大灾难之一。它描绘出高层管理人员的傲慢自大，如何导致公司遭受了巨
额的现金流失，以及其股票价格暴跌的巨大损失。
（５）制定目标并使之定量化
当然，目标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公司希望在销售收入方面，成为它们所
在行业的领导者；而有的公司则以投资回报率来衡量，把目标集中在利润的
获得上。还有一些公司则主要力争使它们自己独立于竞争之外，其前提是：
即使不能取得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他们在市场中的“合适的位置”，也将保
证能生存下去。
事实上，甚至有一些公司十分重视他们的所谓“生命质量”，以至于竟
然不欢迎任何增长。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公司是生产高档户外服装的厂家，其业主 Ｙｖｏｎ
Ｃｈｏｕｉｍａｒｄ 竟然说：“我真的不想再变大一点点。”
所有的目标必须是可以量化的，并且用数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市场份额

可用百分比表示，销售额可用绝对金额表示，等等。对于实现目标的时间限
制或标准，应具体地加以说明。自然，确定负责实现目标的执行小组，也是
十分必要的；同时，还要清楚地界定每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
（６）制定行动计划
即制定战略和战术，用以实现目标。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必须是合乎逻
辑和可完成的（即具有现实性）。它们也必须与企业的文化相协调一致。例
如，迪斯尼公司在展望它的未来时认识到，由于只制作健康的、家庭导向的
娱乐节目，限制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调查结果指出，成年人主题的电影
（即那些限制 １７ 岁以下少儿观看的电影）票房收入虽很可观，但这些电影涉
及少儿不宜的镜头和语言，这种新的方向就很难同迪斯尼的形象与文化相协
调一致。那么，该公司是怎么做的呢？迪斯尼创立了一家名为试金石的子公
司，专门为成年人观众制作电影，同时迪斯尼的声誉一点也没有遭到玷污。
（７）制定资金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方案
这项活动的名称叫做“预算”。从公司的资金角度来讲，控制超过你所
需数额的钱，要比资金不足强。在一些公司里，为实现目标，你只能使用那
些“多余”的资金，而不能使用那些最初已安排好用途的资金；而在另一些
公司里，如果你把资金用在不是特殊规定的目标上，会计准则就要命令你把
钱交还。从公司的行政角度来讲，你所控制的预算资金越多，你在公司内部
的潜在权力就越大。
（８）选择执行过程的衡量、审查及控制方法
差异分析一词是关于你所计划或预期的，与真实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差别
分析。如果你对结果感到满意，你就保持原步骤或继续你的行动；如果感到
不满意，你就应当对计划或计划执行方法进行调整。
（９）提交中选方案的书面计划以待审查和批准
在商业和军事组织中，最后的战略计划都受到事业部门报告的巨大影
响，这些报告是下级向高一级的决策者所提交的。后者是真正制定计划，并
在计划上答署意见的人。
换句话说，管理人员也许有比他（她）自己所认识到的更大的影响力。
管理学理论和实践都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论点：经营得最好，以及获利最高的
公司，是那些影响力能自下而上通过组织的各个管理层级发挥作用的公司。
这样的一个实体，就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管理。
五、评价公司的战略规划
评价公司战略规划的步骤，如表 ７—４ 所示。

表 ７－ ４

评估战略规划的步骤

1.企业经营的历史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或者你是否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2.宏观环境是否被充分地估计？
3.你的能力是否被透彻的审查？
4.是否寻找到了最好的机会？
5.所有的机会和不利的风险都被识别出来了吗？
6.是否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战略方案？
7.市场营销组合是从中选的战略方案中引发出来的吗？
8.所建议的项目是否必要？是否提供了合理的资金保证？
9.财务资料是清楚而连贯的吗？
10.执行标准和控制方法是否建立？
11 战略计划与通行的态度、兴趣与观念（即公司文化、公共形象等）能够和谐共存吗？
12.这个战略计划具有防御能力吗？

考虑到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对战略计划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审议是明智
的。表 ７—４ 给出了一个检测表。另外，找一个第三方（比如一位公正的同事，
或者是公司外部的咨询人员）充当“吹毛求疵”的人，专挑计划中的毛病，
这对公司不会有任何伤害。如果他们能击中你文件中的要害或找出破绽，那
么说明你要做的事还很多。如果他们无事可做的话，你就可以充满自信地前
进了。无论走哪条路，你都会成功。

第八章
第一节

资讯系统管理
ＭＩＳ 的意义

近年来，由于电脑应用水准的高度化，电脑系统技术性的发展，管理科
学及计量经济学等科学方法的发达，以及国际竞争和经营环境的日趋复杂
化，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逐渐产生新的技术，此即资讯系统，简称 ＭＩＳ。它
能对上述的企业问题，求得一最佳的解决途径，帮目前世界各大企业大多设
有 ＭＩＳ，以获取企业限度的利润，和加速投资额的收回。
因此，ＭＩＳ 即管理资讯系统，可以说，“为制作、处理及精炼资料，以
便产生组织内容阶层为实现管理上的目的（计划、指导、评估、协调、管制），
所需要资讯的整个体系”，其主要要素可分析如下：
（１）解释与建立目标。
（２）决定用以评估目标绩效及成就等资讯。
（３）有效运用例外管理。
（４）发展、制设及保养机器设备。
（５）依据管理当局的决策，对管理次资讯系统的适当性作经常性检查与
评核。
简单地说，管理资讯系统的目的，在力求在经济有效的状况下，决定并
提供管理当局所需的知识资讯情报。此系统应使目标实现较易，并可对妨害
实现目标的状况，加以纠正。
“ＭＩＳ 是为求支持计划、执行、管制管理上的决定所施行的资料记录及
其修正的一种情报过程。”ＭＩＳ 系积极搜集资料加以处理、储存并具有传报
于组织内部各有关人员的任务。凭此，资料即变成资讯，从而，在 ＭＩＳ 的设
计方面，最主要的是要致力于尽量利用共同的资料，以求能满足多数管理者
的资讯要求。
“ＭＩＳ 是指预为搜集企业内部与外界的事业资料，以备各阶层所有的管
理人，随时能活用在各种计划与管制的决策上”。
“所谓 ＭＩＳ，是一种机能化对企业内各级管理阶层，在任何时地，均能
迅速且正确提供适应其需要情报的综合作业系统，而此系统唯有通过电脑，
利用作业研究与工业工程方法而完成”。
由上面几个 ＭＩＳ 定义，可归纳出管理资讯系统是由三种相关功能体系混
合成的一种复合系统，即：
（１）电脑系统
（２）传报系统
（３）管理系统图示如下：（见图 ８—１）
图 ８－１

管理系统图

此外，ＭＩＳ 在管理循环（计划、评核、控制）的资讯流程，亦可绘图如
下（见图 ８—２）：
此图“计划”乃为高层管理人员收集外部环境和中级管理者提供的分析
资讯所拟定，并在限制性资讯，即公司政策、预算、资金报酬率等约束下，
交给“评核”的中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依照计划及限制资讯，制订并
解释执行的过程和步骤，此即预决性资讯，最后交给“控制”的第一线主管

去执行，第一线主管在执行时，需尽量收集和作业有关的资讯或异动的资讯，
图 ８－２

资讯流程图

备齐后交给中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将这些资讯予以分析过滤后，呈送
给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作一次“计划”参考之用，此即成为 ＭＩＳ 的资讯流程图。
三种层次 ＭＩＳ
大体来说，ＭＩＳ 是由三种层次的资讯系统所构成，即力①作业性 ＭＩＳ；②
管理性 ＭＩＳ；③战略计划 ＭＩＳ。
（一）作业性 ＭＩＳ
是最基本的，是供现场管理人员即第一线主管所用，其管理资讯的基础
资料，是各工厂（工地），营业所等现场每日时时刻刻发生的，且此种资料
通常按个别作业的形式提供。
（二）管理性 ＭＩＳ
是对中级管理人员提供管理资讯的 ＭＩＳ，此种资讯是属以历史性情报为
中心的内部资讯，即如将生产与销售的凭单，按某种确定形式的报告书诸如
日报、周报一类形式汇编而成的所谓历史性资讯，一般都按汇总表与图表的
形式提供。
（三）战略计划 ＭＩＳ
是最高经营管理阶层需用的 ＭＩＳ，故凭此作成的资讯是供作策定战略性
的目标、方针和计划所必需的，其关联到外界资讯之处特多，而且都属预测
性的资讯，故不宜采用定期报告的形式，应随问题的发生逐案作成报告。
此三个阶层的 ＭＩＳ，正和管理循环的三十步骤吻合（见资讯流程图），
故可很清楚的了解其相互关系。现再将此三级 ＭＩＳ 系统的特征略述如下，使
大家有更深刻的认识：
１．作业性 ＭＩＳ
（１）适于应用 ０Ｒ 的各种技术。
（２）资讯内容须是企业内部有限范围的资讯。
（３）须是个别的具体的资讯。
（４）例外事项得自动提供报告。
（５）可按定型的管理方式去处理，其中一部分得归入自动化处理范围
内。
２．管理性 ＭＩＳ
（１）资讯须采用总括的综合性报告形式。
（２）资讯应按摘要或图表化的形式加以搜集。
（３〕通常是按货币单位加以表示的资讯。
（４）原则上必须分批处理并加以编制。
（５）须明示计划与实际成绩的偏差分析。
（６）关于突发性的例外事项，须立即提出报告。
（７）听任现状发展，则将会招致怎样的结果，并应包含相关的预测资讯
在内。
（８）必须活用模拟实验、工业力学一类高度管理科学的技术。

３．战略计划 ＭＩＳ
（１）必须是不定期的资讯。
（２）每一问题不同于其对象与内容。
（３）以外界资讯为其中心。
（４）高度的管理科学与计量经济学均属必要。
（５）必须能作成描述将来展望的长期企业模式。将上述编成一览表即如
下（见表 ８—１）：
MIS 开发方针的决定
MIS 开发组织的设置

教育计划的制定

系统开发设计的制订

一般的启蒙教育

系

专门人员的教育

企业模式的设计

现场作业的标准化

管理阶层的教育

作业性 MIS 的开发

管理方多的合理化标准化

管理性 MIS 的开发

组织的再编构

有关作业部门的启蒙教育

统

分

析

资讯环境整备计划的制定

战略计划 MIS 的开发

现行组织资讯流程的分析

第二节

资讯系统的产空

自从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在 １９４４ 年问世之后，第二次的工业革命可以说正
式的开始了。电子计算机的功用，在当时只是用在科学上的计算数值而已，
到了 １９５４ 年，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来说这是一个极具革命性的改良。但是在短
短的五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处理薪金已是一项微不足道的例行工作罢了。今
天的电子计算机已被用来提供一套资讯系统，为管理与决策分析所用。这一
套系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管理资讯系统”。
事实上“管理资讯系统”这个名同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一般性的同意。
有人称“资讯处理系统”，有人称“资讯与决策系统”，又有人干脆称“资
讯系统”以表示一切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业务，管理以及决策等的系统。不
过，虽然“管理资讯系统”一词尚未完全被接受，但是它已被绝大数的人所
使用了。
至于何谓“管理资讯系统”？至今也仍未有一令人满意的共同答案。但
是简单地来说，管理资讯系统是一个通讯系统，利用电子计算机的快速功能，
把搜集进来的原始资料；加以整理、计算，以提供管理部门用决策分析时所
需的情报。
大致来说，管理资讯系统的作业程序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收集资
料；第二、预测可能发生的结果；第三、评估可能采取的行动；第四、选择
行动方向；第五、采取行动。

第三节

如何设计资讯系统

管理资讯系统的设计是一项繁复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同时又
由于系统的不同，所考虑的因素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在设计以前必须
先做系统分析的工作。
系统分析包括两件事，一是分析现有的系统，一是将现有的系统做更进
一层的电子计算机化。在做系统分析之前，必须先选择所要应用的系统的范
围，并将应用的范围，下一个定义。举例来说，选择应用范围在于决定所要
分析的是那一种系统？会计系统？市场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或是生产
管制系统？若生产管制系统是所要应用的，下一步就将生管的范围定一个标
准：是否包括存货管制？品质管制？生产程该如何订定……等等。了解了现
有的作业方法以及应用的范围之后，就可以把所有可以应用的方法，可能发
生的事项以及其它现成的类似系统综合起来，做分析的工作。
经过彻底地分析与了解现有的系统之后，就可以开始设计的工作了。设
计一套管理资讯系统，一般来说包括了十项步骤：
（一）在最少的限制情况下，决定一个系统所要实现的作用。
（二）设计“可行的理想系统目标”，以供在正常情况下使用。
（三）收集有关“可行的理想系统目标”的其可行性的资料。
（四）建议“可行的理想系统目标”的其它组成成分。
（五）选择与“可行的理想系统目标”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系统。
（六）制定有关的程式、公式以及作业程序。
（七）检讨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设计工作是否完美。
（八）在实际的作业情况下，测验这个新设计的系统。
（九）实际应用。
（十）评判新系统的实际工作量。
在设计管理资讯系统的同时，还有四点主要因素，必须随时注意到，以
期求得一个具有最佳效率的系统。这四点设计要件是：
（一）针对所要达成的作用来设计管理资讯系统。
（二）以目标系统在正常的作业状况下所该完成的事项为第一考虑条
件。
（三）尽量地多方面设计数个与目标系统十分接近而且可以完成相同作
用的系统。
（四）在这几个系统中选择一个可以最有效地完成所期望作用的系统。
由于管理资讯系统是以电子计算机为处理大量资料的工具，因此在设计
的时候，对计算机的性能及它的操作过程也要有相当的认识。下列几点乃是
设计人员所该注意有关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应有用：
（一）资料输入的方法。
（二）基本资料库的设计与应用。
（三）档案的储存与维护。
（四）输出的方式以及用报告的格式。
下面二个图形简要地描述了资讯系统管理的两种形式，试仔细分析领会
其中原理。

原始资料：
1.市场需求量
2.原料的来源
3.客户的订单
4.生产期限
5.其他

资料处理

提供生产部门的情报：
1.生产程序
2.生产成本
3.产品标价
4.存货量
5.劳力需求量
6.其他

1.现有存货量
2.现有劳工资源
3.可用的设备
4.目前生产情况
5.其他资料
基本资料库
回馈
图 ８－２

生产管制部门的管理资讯系统
管理资讯
系
统
收集资料
预测可能
发生的结果
评估可能
采取的行动
选择行动
方
向
采取行动

图 ８－３

管理资讯系统的作业程序

第四节

管理资讯系统

所谓管理资讯系统是利用作业研究或管理科学的某些方式，借电脑储存
一切必要的资料建立的系统，经由此一系统于高阶经理人员查询时迅速提供
各种所需的参考资料，对于争取装订政策的时效，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这种系统和一般的情报制度不同之处，以图 ８—２ 与图 ８—３ 分别做
一简单的说明。
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的资讯系统至少有二项缺点：（一）时间的延误：
经过许多繁复的程序才能将报表或资料产生出来；（二）消息或资料传送可
能发生错误：经过繁复的作业程序，可能使得产生的报表己不是高阶经理人
员原先所要求的。管理资讯系统则可免除这些弊端，因为经理人员以简单的
语言直接向电脑查询所要的资料，同时原来程式设计师和系统分析师的工作
已不再是随时准备为经理人员设计所要的报表，而是不断在修正控制资料组
合的技术和指令，使得经理人员和电脑交谈的语言更为简化或者缩短取得资
料的时间。
虽然管理资讯系统还较一般的情报制度为优，但是要设计完善的管理资
讯系统绝不是一时可及的事。首先要有齐备的资料贮藏处所——资料库——
经由这一资料中心能够同时向许多独立的业务部门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料。
资料库并不一定在电脑作业迈人连线处理后方才存在，即使在分批处理
时通常也集中贮有一定程度的资料。
电脑储存资料的方法可分连线和离线，资料组织的方式则又分查询和应
用，其中连线查询是为管理资讯系统的基础。
管理资讯系统下的资料库，因为每一项资料仅能贮存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不得重复，可以节省连线储存的空间。每一资料档均为多功能的，因而促进
资料共通使用，程式的维护也较为容易。
资料集中管理后，就不会再有分批处理时为从资料档中编排而后输出或
处理某类资料，经常使用的分类的技巧。总之，不再有分类和资料重复的情
况是这一制度的一大特色。
由于全部的资料均已纳入集中管理，因此资料已不再分属某一部门或某
项业务所专有。为维护资料的安全，管理资讯系统下设一位资料管制员，他
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向各业务部门发出准予取得资料的命令，各业务部门则凭
此命令向资料库管理人索取所需的资料，资料库管理人是一组程式而非某一
个人，其主要职掌在于负责整个资料厅的安全和回复的工作，任何资料要对
资料库行使加入、更新、索取等指令，都须事先通过资料库管理人的检查。
资料库的设计，大致上先安排将各种资料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栏里，再将
有关的各栏组成一个段，最后将各段组合成初步的分层结构图，如果所设计
的整套制度中所储存的资料足能应付输出入的要求，也就是处理输出入时所
需的各种资料均已包括在结构图各个段中的不同资料栏里。那么就将最后的
分层结构图绘出。
现在举出一个简单的实例加以说明，假定某制造商其整体的资料库是由
三个大小不等的资料库所构成，计分零件、订单和客户三部份，每一资料库
均由好几层不同的资料段所构成，每一方格代表一段，最上层的段称为基段，
其他则为子段（或称属段），这些子段从属于基段而存在，而且所包括的资
料不得和基段里的资料相重复。基段的键必须是唯一的，于是处理时方能迅

速加以辨别。
每一段中有许多资料栏，例如零件资料库中零件号码为基段，存有的资
料包括零件号码（此栏为认别码）、说明、单价、数量折和码、现存数量、
存放处所、即将动用数量等七栏。其他子段如可获日期，则存放零件可获年
月日、可获数量、来源别认别码等三栏，再如承诺子段存放承诺供应即将动
用零件数量及订单号码二栏，至于订单子段则为逻辑子段凡是分层结构图上
注有 ＬＣＨＴＬＤ 字样者，其主要功能并非在于贮存资料，而是用来指明二类不同
段别中的逻辑关联的方向，将子段所需要的资料指向有关的基段，以便索取
必要的资料。
由此可见设计资料库时，首先必须决定的是资料栏所包括的内容，以配
合处理时的要求。其次决定如何将这些资料栏分别组成基段或子段，通常为
增进处理的速度，基段所存放的资料应是属于最常用的。决定各段排列的优
先次序以后，每一资料库分别设计成分层结构，使存放全部的资料形成一幅
网状的组织。这样的结构并不影响程式撰写和制度维护的工作。将资料分段
存放后，如果必须增存某项资料时，只要设计出新的一段而后以指针指向该
段即可。这是使用资料库可能拥有的益处之一。
当然要想建立完备的管理资讯系统，不干涉及资料库的设计工作，当有
资料通讯等问题也得加以规划。
讨论资料通讯不可不先了解电传作业的几项特别的属性；（１）所传送的
资料大都是讲求时效的；（二）机器反应时间要快；（三）利用装设在遥远
处的终端输入或查寻资料。
电传作业组成的要件。略如图 ８—４ 所示。至于资料传送的方式则有（１）
点与点；（２）数点之间；（３）数站之间；（４）转换。
印

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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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控制器

卡片
中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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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８－４

磁
碟
2

磁带 1

磁
碟
2

磁带 3

磁带 4

电传作业组成图

有关资料通讯处的设计，考虑的重点主要在于计算整个电脑系统的可独
性以及个别机件的可靠性。例如，从终端一传输控制机一中央处理机—磁碟
—磁带—印表机等，计算出每一机件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于一定的时间内能否
实现特定的功能，其机率即为该机件的可靠性。又对机件全体加以估测，于
某些机件功能并非完全正常的情况下，电脑能否将其作业维持于不坠的机率
是为可获性。因而假定技术条件为已知，每一机件可靠性可由电脑制造商提
供，则可就现有机件中加以排列，使全体机件的总合功能为量大，要独致较
高的可获性可依下述的儿点原则来设计：（１）保证重要的资料——维持资料
和档案的完整；（２）机件间的独立配置，万一系统中的某一机件有了毛病，

如何尽速加以修护，通常有所谓的变机制，备有二套的中央处理机，或者其
他任何配件、零件、装置都有供转换的备份，如果共有三具磁碟 １、２、３，
假定只有三个资料档——Ａ、Ｂ 及 Ｃ，于存放资料时，如果磁碟的容量也还够
大，那么不必将每一资料档的全部资料只录存于某—磁碟中——１ Ａ 、２ Ｂ 、
３ Ｃ ——最好是将资料分别存放于两具不同的磁碟——１ ＡＢ 、２ ＢＣ 、３ ＣＡ —
—。只要有两具磁碟保持正常的状态，Ａ、Ｂ、Ｃ 三个资料档就属完整，作业
不致中止，可获性显著提高。此外，系统安装的型态如串联型、并联型，均
能影响可获性的高低；（３）回复的策略：这种策略讨论的是如何就原有的配
备加以重组，或就尚可使用的机件重新排定并修正原有的体制使作业得以延
续下去；（４）设法改善或换装整个系统中可靠性最差的装置；（５）特别重
视对制度操作上最紧要的几个配件的维护和选择。
总括说来，规划资料通讯的关键主要是在于提高电脑系统的可获性以及
个别机件的可靠性。这些前提确定了之后，接着要考虑的便是：
（１）机器反应时间的快慢；
（２）进一步了解机器本身的性能（计算可获性时有关机件可靠性资料是
由制造商所提供）；
（３）线路使用的程度：这和反应时间快慢有关，要求反应时间加快，因
为必须随时保持畅通无阻则线路的利用率低，反之亦然；
（４）成本：和线路使用的程度有关，线路使用的程度高，则成本较低，
但是通过此线上的资料在高峰时间内可能产生迟延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
绝不能设计一条利用率为 １００％的线路，因为一有意外发生时将发生很大的
困挠，原则上大部以 ７０％的利用率为准。设计前，通常定得先做一番业务量
调查和统计，取得目前有关高峰时、日、周、月等资料，推算未来成长的趋
势，再决定采用何种终端以及装设何处、装设部数等等。
为了使资料处理的工作获致最大的效果，高阶经理人员必须对各项作业
的目标、处理标准、处理的优先次序等加以认可，决定组织上的安排，划分
个人和部门间所负的权责，对资料处理部门业务的进展，随时要有通盘的了
解，最重要的是要将电脑发展计划作为全行业务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
电脑并不具备人类所拥有的学、思考和积累经验的能力，它之所以能够
快速地从事计算的工作，那是因为系统设计人员给予的种种指令加以规划的
结果。
如何发挥电脑的充分潜能，除了事前有周密的计划、卓越的系统设计和
主管的支持而外，你可以说电脑作业的成败主要是基于人的四大柱石之上，
那就是全体参予作业的工作人员间——不论是属于资料处理部门或业务部门
——相互的支持、合作、协调和谅解。

第五节

资讯案卷的管理——存菁去芜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登录公司资讯的案卷不能无限期地被储存。因
许多案卷保存一段期间后就失去效用、价值。若不加以妥善处理，不仅占据
空间、增加成本支出，并造成复检和管理上的不便。故文件不能一经存档后
就将之遗忘不管了；应时常、定期地加以精选、淘汰，以提高工作效率。
一、案卷处置
所有案卷的循环过程包括三个阶段：（１）及时使用：复检迅速为其主要
目的；（２）储藏：为将来可能所需要；（３）销毁：永不再使用。没有价值
的文件应自始就不予存档；而存档案卷应定期地加以清理，销毁丧失时效，
已无保存价值的文件；移动有永久保存价值或未丧失时效的旧件到花费低廉
的储藏地区。
简而言之，案卷处置系储存应被保存的文件，而销毁没有价值的文件。
二、处理步骤
（一）编造清册
案卷处置计划的目标是为保留仅需要保留的案卷。为达此目的，第一步
骤是找出所有的案卷并评估这些案卷，通称此步骤为案卷处置清册的编造。
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在编造清册前得先对于整个企业作大略的回顾，了
解其背景、现时工作情况及案卷存档的情况。随之，就是决定：（１）那些类
型的案卷应存档；（２）存档案卷的大小、数量；（３）存档的地点；（４）存
档文件保管年限；（５）在决定永久保存的文件的处理方法储存清册前，得先
做调查，再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来评估案卷的价值。评估案卷价值应考虑
的问题是：案卷有无全部存档的必要？案卷保留在档案柜的时间须要多久？
保留于储藏地区的案卷是否适当？经此评估后，再决定清册内容。仅仅被认
为于将来有参考价值的文件才纳入清册内，而为避免文件过早被销毁所造成
的缺憾，对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文件多加留意是必要的。
（二）决定保存年限
决定案卷保存的年限是第二步骤，用于处理即时及非即时存档文件期限
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主要地，决定于案卷管理者对于文件有用性的评估，
及合法的资格条件。虽然各公司保留案卷的年限是不同的。旦一套标准的惯
例正被发展着。什么文件应被保留及其保留期限，尽司能地，由最受这些问
题影响的成员来决定。通常地，先由案卷控制者，合法的法律顾问，租税顾
问、案卷管理者等所组成的团体发布的政策性的指令，再由案卷管理者依此
指令来决定保管年限。
通常，有关公司安全的文件如资产负债表，所有权状、财产、存货、机
器及厂一房的证明文件，保险单、购货证明、薪资帐册等报表，及研究、工
程、专利权等证明文件都应加以保存。因为一旦公司涉及侵权或其他专利权
诉讼的赔偿要求时，这些证明文件可以留做起诉、答辩的资料。而经考证有
价值的历史资料亦应保留，因由这些历史资料可以预测企业未来发展的趋

势，有利于公司计划的执行；而由资料所做的统计分析亦可供公司企划时的
参考。
依据案卷清册所提供的资料来界定保管年限，再依保管年限划分案卷的
重要性。通常案卷依重要性分成四类：
（１）非必要案卷：此类案卷包括铅笔记录、例行调查、通告等。它们可
能仅有几秒钟的参考价值，若将它们保存，浪费空间、成本，故应永不存档。
（２）有用的案卷：此类案卷通指有效期间不超过四个星期具有短暂时效
的一般信件。当其有效期间过后，就失其效用，假如有再存档参考的价值，
应移动于特别抽屉或卷盒里，等效用完全消失时再将之销毁。
（３）重要的案卷：此类案卷所登录的资讯通常有五或六年的长期价值。
它们首先被存放于办公室当手边资料参考；但直到最后，应被移动到花费低
廉的储藏旧卷地区。到底案卷保留在办公室时间多久，是依案卷的形式及所
建立的保管年限而定。许多公司保留诸如发票、帐单、售货记录、估价单及
财务报告书于即时档案柜里有一年或二年的期间，然后再移转到储藏地区。
（４）主要的案卷：诸如公司成立的合法文件、所有权状、契据、股东会
议的报告等，系永久保存的案卷。它们存放于档案柜一段期间后，可能被移
动到储藏地区，但永不被销毁。
（三）提供良好的储藏地区
第三步骤是提供一清洁、干燥、花费低廉而又安全的储藏地区。应有适
度的温度，湿度及空气流通；而地板面积应经得起相当重量，大约每平方尺
载重二百五十磅。储藏场所可以在办公室里，也可以远离办公室。
对于案卷储藏，索引制度应被采用，如此以致使所有文件能迅速地调出。
这种索引制度里的资讯内容包括分类主题、箱子号码或名称及最后销毁的预
定日期等。在每一卷盒贴上标签是必要的。
至少一年一次，准备一张表格以显示出该被销毁的储存文件。当文件被
销毁时，这张表格应永久地存档以供未来参考之用。
（四）案卷移转
案卷处置计划的最后一步骤是案卷移转。指由即时档案柜到非即时档案
柜及非即时档案柜到储藏地区诸移转活动。在每一移转过程，可能就做决定
将无价值的案卷销毁。下图系案卷处置计划图，有助于各种不同移转活动的
讨论。
如前所述，非必要案卷应永不存档立刻销毁。有用的案卷于暂存特别档
案柜一段期间后，就将之销毁。而视认为重要的或主要的案卷其处理第一步
骤是先存档，然后等过了一段期间，依正常惯例将之移转到非即时档案拒（第
二步骤）。档案柜若是四个抽屉的话，通常上面两个用于存放即时文件，而
底下两个用于存放非即时文件，这种排列法使非即时文件当需要时随时方便
查阅。
案卷依下列两种方式之一移转：（１）整体、定期地；（２）个别、随时
地。依第一方式移转案卷时需有一时间计划表，通常以一年为基础，于月历
年度、会计年度开始时，定期将存放于即时档案柜的原始卷夹整个地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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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即时档案柜里。而再用新卷夹处理新的即时文件。至于第二种方式是先在
每一文件上证明期限，并在装文件的卷夹上做记号，然后大约间隔二或三个
月定期地或不规则间隔随时地，盘查档案柜，找出过期限的文件，将之移转
到非即时档案柜里。但当业务终止时，文件就应立刻被移转而无需考虑日期。
当所有文件定期地，由非即时档案柜移出时，所有文件依无价值的、重
要的及主要的类别加以分类（第三步骤）。无价值的文件直接加以销毁（步
骤 ４Ａ），重要的文件以 ４Ｂ 或 ４Ｃ 步骤处理，对于主要资讯采用 ４Ｄ 的步骤处
理。这个案卷处置计划多少会因为某些个别技术的引用而加以修正，如细微
缩影技术的使用，就可免除第三步骤案卷的分类，把所有案卷均制成细微缩
影片来参考。
总之，管理资讯是一种历史的概念，是特定时代的特定观念，亦是现阶
段企业发展中，为应付国际竞争，指导企业经营管理，进入现代化，电脑化，
科学化的一种观念。其形成有赖于资讯环境的发展，若一个企业家，具有电
脑运用能力，尤其对于问题有正当合理的解析力。并有管理科学的素养，则
其将能运用管理资讯系统提供的资讯作最佳的决策，国家民族富强壮大。

第九章
第一节

组织管理
组织的重要性

组织一词的意义，加以人为对象，则是把许多人集合起来，发挥团队精
神，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人就有主有从，或称正副，从者或副者即
须服从为主者或为正者。３ 个人就须以一人为领袖，将其余二人领导起来，
同心协力，完成一件工作，为领袖者则须视各人才能分配工作并评其优劣，
以发挥组织的功能。
将 ３～５ 个人组织起来比较简单，把多数人组织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因为
人的家庭、学校和社会背景不同，学习、修养与见解各异，若使这许多人步
调一致，同心协力，向着一个目标迈进，就必须先使目标显明而固定，作为
领袖的人指挥灵活，人与人横的连络方便，工作的指派肯定而清晰，然后领
袖随时纠正偏差，这样，组织才会发挥最大的功能。
使目标显明而固定，领袖指挥灵活，人与人横的连络方便，以及工作指
派肯定而清晰，常需要一件书面文件表示出目标，规定出指挥系统，说明横
的关系，划定各单位职责，称之为组织规程，内有组织系统表简明地表示出
来，使组成成员个个了解，全力进行，以书面文件为轨道，行之如规范，以
高效率完成一件工作，共同实现一个既订的目标，就可以说毫无疑义了。所
以说，讲就管理的人认为组织规程是一个单位的基本规范，依此可以发展出
若干管理准则，其重要性即可见其一斑。
一、少数企业不重视组织管理
很多单位差不多都注意组织问题，都拥有一份书面的组织文件，但少数
企业就不同了。全体员工数十人也好，数百人也好，一切完全由老板一个人
发号施令，无所谓组织系统，无所谓单位划分，更无所谓职责规定，甚至连
一份书面的组织资料都拿不出来。
比较开明一些的老板，为了面子起见，在公司里和在他的所属工厂里，
也准备一份组织系统表，准备给政府调查的官员来看，或者为参观的人作简
报时报告一番，以壮门面。
更比较开明一些的老板，当一点新观念浮现时，也知道组织的重要性，
也知道应当按组织系统去指挥或协调工作，但旧脑筋已根深蒂固，很不容易
除掉，当新观念和旧脑筋战斗时，新观念总是败下阵来，这时，老板又认为
组织元关紧要而视组织系统如粪土。
这种新观念常败下阵来的公司，实际上已产生了许多弊端而不自知者，
比比皆是。
有一家公司董事长派了一位地位类似厂长的人去到工厂会同厂长推动建
厂工作。派往之前，董事长没有说明二人何人有最后决定权，何人为授命者。
每当两个人意见不同时，就争论不休。这位董事长以长途电话来解决纷争，
也无济于事，私人方面不但伤了和气，公的方面也担误了时机，使建厂工程
耽误了 ２～３ 个月之久，土气低沉，损失不小，这位不懂组织重要性的董事长，
最后不得不亲自到工厂坐镇，以求弥补，可惜为时已晚，这位董事长只知道
骂他们二人不能合作，一直还不晓得真正的原因何在。

单位职责不定，老板随心所欲的指派工作，因而浪费人力和时间，也是
不懂组织功能所发生的弊端。有一家公司就犯了这种毛病。原来由甲单位某
甲所担任的一项工作，职责的繁简难易非常适合他的才能，作了若干年以后，
老板又改派乙单位的某乙来担任，他必须翻阅档案，熟悉有关法令规章，才
能着手办理，结果是事倍功半，浪费不少人力和时间。这位老板还自我解嘲
的说：“我是在培养人才！”
有一家公司是由几个人的小贸易行发展而来，老板独断专行，亲自指挥
属下仅有的几个人，根本谈不上横的连络，某甲做的事只有他自己和老板两
个人清楚，某乙做的事也只有某乙自己和老板两个人知道，就好象情报员的
工作一样，由指挥人单线领导，甲乙之间不相过问。这家贸易行的事业倒也
相当顺利，几年问就扩充为员工近千人的公司，这位老板还依然故我，不想
真正建立组织的模式，来配合事业发展的需要，只以一点皮毛的组织知识，
划一张组织系统表虚设了事，纵的指挥系统，横的单位连系以及职责划分所
能发生的功能，根本不懂，更不会请教专家来切实地实施，他也常对他的属
员说：“过去几十年从来也没有什么组织系统表，我也发了财，我也扩充了
这么大，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殊不知内部属员的工作涣散，效率低落，时
间浪费，不合作，不团结，百病发生，冷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板一个
人还未醒过来。
二、组织的作用以执行工作计划为使命
“组织”意猜为实现企业“目标”及执行企业“策略”与“方案”，所
需要的人力资源的调配。企业“目标”、“策略”、及“方案”都属于“计
划”的范围，而“计划”则是“策略”、“规划”活动的定案成果，所以“组
织”活动的目的为执行“计划”，为各级经理人员的第二个管理机能（因经
理人员的管理机能可分为策划、组织、用人、指导与控制）。
换言之，若无合理而健全的工作计划存在，则组织设计及人力配置即无
存在的价值。反言之，若某一机构没有明确合理的工作目标、策略、方案，
但尚有一大堆人员支领薪津，则该机构必为无效率的人群集合体，成为世人
所厌恶的救济机构，所以应提醒那些每日无所事事而沾沾自喜的人们必须小
心，因为他们既无工作目标可努力，也就是说该机构可以裁减他们。
反之，也应告慰那些每日尽心尽力，在为追求工作计划的实现而辛劳的
人们，因为他们对机构的存在有所贡献，就业机会获得保障，并具提升潜力。
在探讨“组织设计”之前，强调此“组织伴随工作计划而存在”的观念，甚
为重要。
组织设计的成果就是“组织结构”或称“组织形态”。不同的设计原则
及用意会产生不同的组织结构，而不同的组织结构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并
适用于不同情况，所以各大企业的最高主管在设计其全公司的组织结构，或
各级主管在设计其所辖部属的任务编组时，应作适合自己情况系统考虑，切
忌未加考虑即随意引用他人方式。

第二节

组织分类

一、按组织的目标分类
根据组织的目标，可以把组织分为：
１．互益组织：加工会、俱乐部、政党等。
２．工商组织：加工厂、商店、银行等。
３．服务组织：如医院、学校、社会机构等。
４．公益组织：如政府机构、研究机构、消防队等。
二、按满足心理需求分类
以满足心理需求来分类，可将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
（一）正式组织
正式组织是经过有计划的设计，将组织业务分配给各层次，作出系统的
综合并由规则来支持职责，并强烈地反映出管理者的思想和信念，但其成员
并不一定重视或接受管理者的社会、心理和行政的假设。
正式组织具有以下特征：
１．经过规划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其组织机构的特征反映出一定的管理思
想和信念。
２．有十分明确的组织目标。
３．讲究效率，协调地处理人、财、物之间的关系，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达到目标。
４．分配角色任务，影响人们之间关系的层次。
５．建立权威，组织赋予领导以正式的权力，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６．制订各种规章制度约束个人行为，实现组织的一致性。
７．组织内个人的职位可以相互替代。
（二）非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是在满足需要的心理推动下，比较自然地形成的心理团体，
其中蕴藏着浓厚的友谊与感情的因素。
非正式组织的特征：
１．组织的建立以人们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相互喜爱，相互依赖为基础，
是自发形成的。
２．组织最主要的作用是满足个人不同的需要。
３．组织一经形成，会产生各种行为规范，约束个人的行为。这种规范可
能与正式组织目标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发生抵触。
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来讲，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
非正式组织的正面功能主要体现在：非正式组织混合在正式组织中，容
易促进工作的完成；正式组织的管理者可以利用非正式组织来弥补成员间能
力与成就的差异；可以通过非正式组织的关系与气氛来获得组织的稳定；可
以运用非正式组织作为正式组织的沟通工具；可以利用非正式组织来提高组
织成员的士气等等。非正式组织的负功能主要体现为可能阻碍组织目标的实

现等等。
三、按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分类
根据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来分类有两个标准，即运用权力与权威的程度以
及个人参与组织活动的程度。每类又可分为若干种。
（一）以运用权力和权威的程度来分，可分成三种组织。
１．功利型组织。在运用合法权威过程中，同时实行经济和物质等功利性
报酬手段，如工商企业、农场等。
２．强制型组织。以强制权力来加以往制的组织，如监护性精神病院、监
狱、管教所等。
３．规范型组织。以内在价值及地位为报偿来加以控制的组织，如学校、
医院、社会团体等。
（二）以个人参与组织活动的程度来分，又可分成三种组织。
１．疏远型组织。这种组织个人与组织活动很少有共同之处，成员在心理
上并不介入组织，而是在强制力量下成为组织成员。
２．精打细算型组织。参加工作的原则是以自身所得的代价而作出相当于
代价的工作。
３．道德涵养型组织。自觉自愿完成组织的任务，积极参与组织活动，个
人与组织目标一致。

第三节

组织结构

一、职能式结构
（一）组织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按工作过程的阶段而组织。例如房屋的建筑，先做基础，
再是构架，再是屋顶，再是内部装修。
第二种组织方式，是将工作依次流动，而工具与技能分别设置于各工作
站中。如在一金属工厂内，将车床、钻床编为一站，将冲床编为一站，再将
热处理设备编为另一站。金属的工作物，由此一站流动到那一站。又加大学
的教学，方式亦与此类似。在教育的程序中，学生便是原料，由此一教室流
动到另一教室，由此一教授流动到另一教授，由此一课程流动到另一课程。
每一课程的每一位教授，仅提任某一项专技的讲授。最后阶段中流出来的学
生便是毕业生，那便是制成品了。
另有一种组织方式，那是将工作视为静能，而将拥有不同技术与不同工
具的各有关人员，组成一个团队，开赴工作。最好的例子是制片公司的外景
队，包括导演、演员、摄影与音响效果等人。
职能式组织是第一种按工作除阶段而组织与第二种按工作技能而组织的
混合方式。命名如企业中的制造单位与行销单位，其中都各含有许多不相关
的技能。制造单位中的操作人员与生产计划人员，行销单位中的推销人员与
市场研究人员，都是不相关的技能。但是制造和行销却是产销过程中显然有
别的阶段。至于其它职能单位，如会计单位与人事单位，却又是按技能来编
组的。
组织上的团队结构，显然的是按照第三种方式组织的。
（二）职能式组织的优点与缺点
职能式社组织的设计，最大的优点是明确。在职能式组织之下，每一个
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家”，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其本身的任务。职能式组织是
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组织。
但职能性组织的明确和稳定，需要一份代价。其代价是：职能式组织中
的人员，甚至包括高阶层人员在内，往往均难于明了组织整体的任务，往往
均不知其本身工作与整体任务的关系，因而形成本位主义。职能式组织诚然
是容易制定，但是缺乏弹性，常抗拒必要的适应。这种组织只能使其成员将
其已做的工作做得较前略佳，而不能激发其成员接受新观念与新的工作方
式。
职能式组织的经济性颇为特殊。从一方面来说，这是极其经济的组织结
构，只要很少几个高阶层人员便能维系整个组织的顺畅运行，使所有的人能
专心于他们应做的工作。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职能式组织却又是极其不合经济原则的组织。这种
组织一到了中等的规模和复杂性，就难免会产生摩擦，跟着很迅速的会产生
误会、争执和分成派系，便非要运用微妙、昂贵和烦恼的管理手段不可——
如调解员、委员会、会议、解决纠纷人员和特派员之类，大家的时间浪费了
而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在“沟通”方面，在小规模的职能组织中，沟通情况通常良好。但等发

展中等规模时，问题发生了。那时候，沟通的力量将会大减，人人都成为专
家了，都只对自己这门狭小的专业有兴趣了。
职能式组织所以会有上述的优点和缺点，因为基本上职能式组织乃是以
“努力”力中心的。每一位经理人均认为唯有其本位职能，才是最重要的职
能。其结果，本位职能上的专业标准受到到高无上的重视。于是，为显到本
位，便不免以其它部门的利益为牺牲，甚至于以整个企业的利益为牺牲。
（三）职能式组织的适用范围
本世纪早期费尧设计职能式组织，是为了他所服务的那家煤矿公司。当
时那是一家规模颇大的公司，但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那只能说是一家相当
小的企业了。当时那家煤矿公司的产品只有一种。煤开采后，除洗煤和拣选
外，不需其它处理。而煤的市场只有 ３ 个，即制钢、发电和家用。至于所谓
创新，在当时亦谈不上。
像费尧所服务的那样公司，才是职能式设计原则最能适用的企业。任何
其它企业更为复杂，更具动态性，更需要敬业精神，便需要有绩效能力，而
非职能式原则所能适用。
职能式组织纵然可以适用于某一企业，其适用范围亦只能以作业性的工
作为限。高阶层管理的工作非职能性的工作，因此，高阶层管理的组织便不
能采用职能式组织。职能式原则更不适用于创新的工作。
在创新工作上，各项个别的技能固然需要，但人们却不知道那些技能甚
么地方会需要？甚么时候会需要？有需要时，人们亦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多少深度，需要多少数量。因此，创新工作组织时，不能以职能式组织
为基础，职能式组织是不符合创新工作的要求的。
二、团队结构
（一）团队结构的性质
所谓团队，乃由一群不同背景，不同技能及不同知识的人员所组成，通
常人数不多。他们分别选自组织中的不同部门，那是他们各人的“家”。组
成团队后，他们共为某一特殊的任务而工作。
团队中通常有一人为领导人，在团队的存在期间，长期为团队的领导人。
但所谓领导，乃是按工作的逻辑而领导，在团队中并为主管与部属之分，只
有高级人员与普通人员之分。
任何机构遇有不常见的临时任务时，均曾采用过组成团队的方式。此种
临时性的团队，名为“任务部队团队组织”亦是一种长期性的结构设计的原
则。团队以一项特定的任务为使命，如产品开发等。但团队组织的本身，却
可能是长期性的。团队的成员，也许因任务的不同而不同，但团队的基础却
可以保持不变。随着任务变了，团队的成员可能变动，甚至于同一成员可以
同时归属于两个以上的不同团队。
（二）采用团队设计的先决条件
采用团队的设计所需的条件是：应有一项持续性的使命，但其特定任务
则经常变动。如没有持续性的使命，也可以有临时性的团队，通常名为“任
务部队”，但此非以团队为基础的长期性组织设计。如任务不会有变动，则
便没有采用团队组织的必要了，团队组织便没有依据了。

（三）团队原则的优点与限制
团队组织显然有其优点。在团队里每一个人都能知道整个团队的工作，
因此，也都能对整体负责，团队易于接受新观念和新的工作方式，因此，团
队具有极大的适应性。
团队亦有许多缺点。倘使团队领导人不能确立明确的任务，则团队便将
是明确性团队的经济性亦低。团队工作有赖持续性地注意其管理，注意其成
员之间的关系，注意其各人职务的分配，注意于解释、筹划、沟通等。因此，
所有成员均须耗费大部分精力，以维持业务的正常进行。此外，团队中的成
员虽然人人都能了解整个团队的共同任务，却不一定能了解其本身的特定任
务。
团队更常困其成员疏于自律和疏于负责而失败，且此种失败率很高。团
队的成功，要求的是极高度的自律。
团队最大的问题，乃在于团队组织的规模上的限制。团队的人数少时，
团队最能成功。团队的人数多了，其各项优点，如灵活性与成员的责任感等，
将被冲淡。而其缺点，如缺乏明确性，彼此沟通问题及适度重视内部系统及
内部关系等，益形显著。
（四）团队组织的适用范围
团队组织的运用范围，决定于其规模的限制。
对高阶层管理工作，采用团队设计最为适当。甚至于可以说，只有团队
组织，才能适用于高阶层管理。
对创新性工作，团队组织亦是一种最佳的设计原则。
对一般作业性工作，仅只采用团队组织，就嫌不够。团队组织只能作为
一种补充——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要使职能组织能充份发挥效能，能够
遂行其应遂行的工作，势非辅之以团队组织不可。以团队设计辅助职能设计，
其能产生最大贡献者，当在于“知识工作”区域。很多的知识工作者，在机
构里的“家”，是一个“职能的家”，但他们必须与别的部门的知识工作者，
在一个团队里共同工作。
因此，今天的知识组织，愈益需要有两条标轴，一条是“职能的标轴”，
管理知识工作者的“人”与其知识，一条是“团队的标轴”，管理他们的工
作及任务。
（五）关于团队组织所需注意的各点
团队组织为一种极其困难的结构，需要极高度的自律。
团队组织有其严重的限制和缺点。
团队组织并非只能处理临时性的专案，而是货真价实的一种组织设计原
则。
三、联邦分权化结构
（一）联邦分权化结构的性质
联邦分权化的组织，是在公司之下有一群“自立营运”的业务单位，即
各“自主事业部”，每一单位都自行负责其本身的绩效、成果及对公司的贡
献。每一单位有其本身的管理阶层，自行经营其单位的业务。
此种组织结构，其业务营运是分权化的，但政策管制是集权化的。在联

邦分权化组织的形态下，各“自主事业部”多采行职能式组织的设计原则，
亦有兼采团队设计以补助职能设计者。各事业部的规模通常有适当的限度，
才能尽量发挥职能组织的优点，冲淡其缺点。
（二）联邦分权化设计原则与职能式原则的出发点不同
职能式组织与团队组织都以工作与任务为出发点，这两种组织部认为“努
力”的总和便是成果。其基本上的前提是：只要能将“努力”予以适当的组
织，就会有所需的“成果”。
职能式组织与团队组织均以工作与任务为出发点，这两种组织均认为“努
力”的总和便是成果。其基本上的前提是：只要能将“努力”予以适当的组
织，就会有所需的“成果”。
联邦分权化组织则不然，联邦分权化组织的出发点是：“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有些什么成果？”因此，联邦分权化组织先是确定应设置那些事业部，
才能产生最大的成果，尤其是在市场上的成果。然后才问：“在各事业部下
应有些什么工作、努力和关键性业务？”换言之，倘欲采行联邦分权化的组
织，第一个问题应是：“这事业部是个什么事业？将是个什么事业？应是个
什么事业？”然后，这事业部的应有的关键业务自会“出现”，从而可按职
能或团队的原则来作有效的组织。
（三）联邦分权化组织的优点
１．人们所已知的各种组织设计原则中，唯有联邦分权化最能接近上文所
说的各项设计规范。其适用范围也最广。作业性的工作和创造性的工作都可
按照此一原则，组织成为“自主事业部”。虽然“高阶层管理”不可能组织
成为一个自主事业部，可是企业机构如能适当地采用联邦分权化组织，则高
阶层管理必能更力强大和有效。
２．联邦分权化组织有高度的明确性及高度的经济性。事业部中每一人员
均易于明了他们本身的任务及整个企业的任务。
３．组织有高度稳定性，但也富于适应性。
４．能使经理人的视线和努力得以直接专注于企业的绩效和成果。一般常
见的“自欺现象”，也可大为减轻。这种现象，便如仅注意到所熟悉的及衰
退的业务而未注意到困难的、新兴的及成长的业务，让有利润的业务项目背
上了无利润项目的包袱等。
５．关于沟通和决策，联邦分权化是人们所知的组织设计原则中唯一能令
人满意的。
６．联邦分权化原则的最大优点，在于经理人发展方面。唯有此种组织最
能够趁早培养及考验经理人提任高等管理的责任。仅此一项优点，就足够使
大家都喜欢用此一组织设计原则了。
（四）联邦分权化组织的所需条件
１．联邦分权化组织绝不许有一个软弱的“中央”。联邦分权化组织的主
要目的之一，即在加强高阶层管理。联邦分权化倘能运用适当，则高层阶管
理不必分心于日常作业，而能集中其精力与时间，用于方向、筹划、目标和
关键性决策。
换言之，凡影响企业整体性者，或影响企业远程未来的利益者，此种决

策，均应由中央管理阶层作决定。具体他说，一个企业机构欲保持其整体的
存在，不因分权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势，则有三大领域的决策，不能保留于
中央。
第一，企业机构应进入什么技术、市场及产品？企业机构应进入什么副
事业？企业机构应有点什么基本价值、信念及原则？这些均都由高阶层管理
决定，也唯有高阶层管理才能决定。
第二，资金的分配必须保留由中央高阶层管理控制。资金的供应及投资，
为高阶层管理的责任，不能交给地方分权的事业部。
第三，在联邦分权组织之下的人力，尤其是经理人及主要专业人员，是
整个公司的资源而不是各事业部的资源。公司的人事政策，以及对各事业部
重要人事委派的决策，应该是中央高阶层管理的决策，当然，各事业部经理
人在这方面应有积极的参与。
２．在联邦分权化组织内，高阶层管理必须与各事业部分开设置。不论某
一个事业部如何庞大或如何重要，高阶层管理不得干预各事业部的营运。
３．采行联邦分权化的组织，必须有中央控制和共同的测度，各事业部的
经理人与总公司的高阶层管理，都必须了解，总公司对各事业部的期望是什
么？各事业部应有些什么绩效？什么发展？要了解各事业部有否达成目标，
必须有明确而可靠的测度。
４．规模大小的限制条件
联邦分权化组织原则，原是为了企业规模的问题而设计的。一个企业机
构的规模，超过中型以上，则职能武结构就不能适应。但联邦分权化组织在
企业规模方面也有其限制条件在。如一个事业部的规模成长得太大了，则其
所属的职能部门（例如制造部门）将超过其能有效执行其职能的限度，则该
整个事业部将变得笨重、迟钝，而不能执行其任务。但各事业部亦不宜太小，
否则便不足以支持其本身应有的管理阶层了。
５．何谓“事业部”
任何一家公司，唯有能够分解为若干个真正事业部门的，才能采取联邦
分权化的组织原则，这是采取联邦分权化的一项基本条件。
然而，何谓“事业部”？理论上说起来，只有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企业
机构，这部门才能算是一个“事业部”。如通用汽车公司的每一个事业部，
各有其自己的设计、工程、制造、行销和销售。除在订价方面，是由总公司
规定一个范围，此外，其余均属完全自主。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事业部都应
有其自己的市场，这一点才是事业部是否能真是“自主”的试金石。
事业部对于总公司，必须“贡献一份实质的利润”，而不是仅是“对公
司利润有贡献”。事业部的盈亏应该直接是总公司的盈亏。总公司的利润应
为各事业部利润的总和。
四、模拟分权化结构
（一）模拟分权化结构的性质
一个单位如能使组织成为事业部门，则除了联邦分权化以外，别无其它
更为理想的设计。可是问题是，有许许多多的大型业，根本不可能分解为若
干事业部门，而其规模又太大了，超过了职能式与团队组织所能适用的限度。
因此，这些企业只好采用所谓模拟分权化结构，以解决其问题。

所谓模拟分权化是说结构中的组成单位，并不是真正的事业部门，然而
组织时却将其视同事业部门。这些“事业部门”有其最大的自主，有其自己
的管理阶层，有其自己的盈亏责任——至少是一种盈亏责任的模拟。这些“事
业部门”，相互间有购售关系，以内部自订的“转移价格”为基础，而非以
外在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二）模拟分权化结构的问题所在
１．模拟分权化结构很难适合所有的组织设计规范。这不是一种明确的结
构，不易使我们重视绩效，不能使组织中的每一成员都能了解其本身的任务，
也不能使经理人与专业人员了解整个企业的全貌。其它，如对组织结构的经
济性、沟通效能、决策权力等，也很难使人满意。凡此种种弱点，都为模拟
分权化设计的本质上的弱点。
２。另一项问题是模拟分权化对“人”的要求甚苛：需要高度的自律，相
互的容忍，将个人的利益，包括个人的待遇，交付给更高层的人士为处置；
还要求人人都是一位好的运动家，一位不气馁的失败者。其对“人”的要求，
还比联邦分权化对“人”的要求，更为严格，更为众多。
（三）模拟分权化的适用范围
采用模拟分权化组织的公司，最显著的例子，是许多化学工业和材料工
业（玻璃业、钢铁业、铝业、造纸业等）。
许多化学公司按照模拟分权化原则，组成 ３ 个事业部门。一个是负责研
究发展，另两个为行销部门与制造部门，此两个部门都要各负其盈亏之责。
对于大型材料工业，要解决有关组织结构上的问题，这种模拟分权化是
唯一可用的组织原则。
另一个例子是 ＩＢＭ 公司。ＩＢＭ 只有一项产品，即电子计算机。但是 ＩＢＭ
电子计算机事业的营业额和复杂性是太大了·职能式组织不能适用。所以 ＩＢＭ
以模拟分权化为基础，将其事业划分为两个部门，视同自主事业部，一个部
门是行销与服务，一个是发展与制造，都各视为一个盈亏中心。
模拟分权化显然的有许多困难，但将来采取模拟分权化的必会更多。因
为在今天的经济及社会的领域中，要以制程工业和民间及政府服务机构，成
长最快，而这些机构都不适用职能式组织或联邦分权化组织，而应用模拟分
权化组织的可能性非常大。
照工作性质来说，模拟分权化只适用于作业性工作，而对于高阶层管理
工作显然并不适用，对创新性工作也是这样。创新性工作如果不能组织成为
联邦分权化的一个事业部，则需采用职能式结构或团队结构。
（四）采用模拟分权化组织的原则
非不得已，模拟分权化组织不宜采用。
如企业为小型的或中型的，能采用职能式结构或职能式结构辅以团队结
构，即不宜采用模拟分权化结构。如企业规模过大，不适用职能式结构，则
应该先研究能否采用联邦分权化结构。
五、系统的结构

（一）系统结构的性质
在各种组织的设计原则之中，只有费尧的职能式组织是以理论的分析为
出发点。其余各种设计原则，诸如团队组织、联邦分权化组织及模拟分权化
组织等，都是响应当时的特殊挑战及特殊需要的一种反应。系统的结构也是
这样。结构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组织设计的原则，是由于管理上所面临的一
项特殊的课题，即 １９６０ 年的美国太空计划。
系统的组织可说是团队设计原则的延长。只不过团队组织是以个人为构
成单位，而系统组织则是以各种不同的机构为其构成单位，也许是政府机构，
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大学或个别研究机构。它们有的为系统中央组织的一
部分，担负系统所交付的任务，接受系统的控制；有的可能为系统所辖属成
部份辖属，但却是营运自主的；有的仅凭合约关系与母体组织联系，而不受
母体组织所控制，或是根本无法控制的。
系统结构内有的构成单位，其任务随计划的进行阶段而时有变化。有的
构成单位是永久性的，有的是只担任某一项特殊任务，任务完成后即与系统
结构不再有任何关系。
系统的设计，随着任务的需要，要用到其它各种设计原则，如职能式原
则、联邦分权化原则和模拟分权化原则。
（二）系统结构的困难与问题
系统设计对所有设计规范来说，都是不合要求的。
系统设计缺乏明确性，亦缺乏稳定性。每人难以了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整体系统的任务是什么？及他们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沟通更是一项持续性问题，恐怕难找出一个长期有效的答案。
讲到决策，应在哪一阶层制订决策，究竟哪些是基本决策，也是难以令
人摸得清楚；系统组织的灵活性是够大了，对新观念的接受性也够大了；系
统结构无法培养人才及考验其是否宜于承担高阶层管理的责任。
系统组织亦违背了内部经济性原则。在美国太空总署的各主要总脑总得
要花费他们 ２／３ 的时间于会议。从产出与投入的努力的比率来说，恐怕再没
有其它的组织结构会象系统结构那样的不理想。
（三）关于系统结构方面所应注意各点
系统结构的困难确实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对于系统结构的难以成功，便
不会感到奇怪。美国登月计划诚然是成功了（虽然是在一种几乎毫无限制的
预算下的成功），但是别的许多系统结构却遭到失败。所以组织设计人应该
知道如有别的更简单、更容易的组织结构，便不应采用系统结构。
可是日本人进行复杂而庞大的系统结构，却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当然
日本人的系统结构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但由于日本人的经验，也可知道系统
结构毕竟也是可行的，也是可以有高度的生产性的。
今天多国性公司日见普遍，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也正是系统结构所面对
的问题。所以看起来多国性公司也该发展出一套类似系统结构的组织了。

第四节

组织设计

组织设计是指将组织内的人力合理分配于不同的任务，并通过对人员的
分组取得协调一致的行动。
一、组织设计的内容
（一）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指将某项复杂的工作分解成许多简单的重复性活动（称为功
能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１７７６ 年，亚当·斯
密就在其《国富论》中以大头钉生产力例，阐述了劳动分工的优越性。２００
多年过去了，劳动分工仍是组织设计的首要内容。这是因为，首先，随着技
术发展和产品复杂性的提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独立地完成一件复杂精致
的工作。如果有什么人异想天开地要独立生产一辆豪华轿车，就算他掌握了
几百种必需的技巧，可能也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生产不再具有经济
性。其次，个人知识积累量的差别，造成了人们能力上的不同。而组织中有
些工作需要高度发展的技术，有些工作可以由未经培训过的人员去完成。如
果不进行劳动分工，使组织中需要高度技术的人员过多，将会产生掌握全能
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另外，如果组织中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完成整个工作，
他们必然既从事技术性工作，又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其结果是，从总体上看
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的技术低于他们的实际技术水平，造成资源的浪费。最后，
进行简单重复劳动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技巧，并大大减少由于改变操作而造
成的时间浪费。劳动分工还促进了工具和设备的专门化，这些都使工作效率
得以提高。
虽然劳动分工具有能使组织效率提高的种种优点，但它也存在使个人工
作兴趣降低的缺点。由于员工们年复一年地从事同样的机械性动作，使他们
对工作感到乏味，因而抑制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由此产生的创造性。为此，
越来越多的组织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加工作轮换，共同工作等来弥补劳动分
工的副作用。
（二）部门化
劳动分工创造了专业人员，将专业人员归类形成组织内相对独立的部门
便称为部门化。因此，部门化是对分割后的活动进行协调的方式。部门化主
要有四种类型：功能部门化；产品或服务部门化；用户部门化和地区部门化。
功能部门化是指按组织活动的功能划分部门。例如，组织可以按真功能
组成营销部、财务部、工程部和生产部等（见图 ９—１）。功能部门化使组织
成员只从事某一功能活动，从而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总

生产副总裁

裁

营销副总裁

财务副总裁

工程副总裁

图 ９－１

功能部门化的组织图

行政副总裁

产品或服务部门化是根据组织的产出类型划分部门。例如通用汽车公司

一直是按车型划分自动生产部，公司设有雪佛莱部、卡迪拉克部等。从 １９８４
年开始，通用汽车公司改变了划分部门的方式，改为大型车部、小型车部和
电子器件部（见图 ９—２）。产品或服务部门化可以使同一部门中的人员更好
地协调活动，提高部门的总体效率。
总

大型车部

裁

小型车部

图 ９－２

电子器件部

产品或服务部门化组织图

用户部门化是按组织所服务的对象划分部门。用户部门化可以较快地积
累有关用户的广泛知识，并对用户的要求做出迅速反应。例如许多企业设有
工业品部和民用部，多数银行也是按用户分部的，如商业部处理企业贷款；
民用部处理个人贷款；农业部处理农业贷款等（见图 ９—３）。
总经理

民用部

商业部
图 ９－３

农业部

用户部门化组织图

地区部门化是根据组织成员主要业务发生地区划分部门。例如，组织可
以将其推销力量按地区分组（见图 ９—４）。医院中的许多护理人员也是按楼
面分组的。地区部门化使信息沟通渠道缩短，因而有利于进行直接交流。
销售副总裁

国际市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图 ９—４ 地区部门化组织图

另外，许多大型国际化企业可以同时采取好几种部门化形式，如图 ９—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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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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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部门化的混合

（三）授权
只有当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时，合作效率才会最高。一般说

来，组织成员容易了解自己工作的性质，以及组织图上对自己工作与他人工
作关系的描述。但大多数组织成员并不明确自己能在大多程度上指挥他人的
活动，以及受他人指挥的程度。授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授权是指确定组织中各类人员需承担的完成任务的责任范围，并赋予其
使用组织资源所必须的权力。授权发生于组织中两个相互连接的管理层次之
间，责任和权力都是由上级授子的。授权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责任和权力必须明确和相互适应。权责不明确容易产生无政府状
态，组织中会出现摩擦和不必要的对话、会议。权责不适应也是十分有害的，
有权无责或权大责小，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瞎指挥和滥用权力；有责无权或
责大权小将打击下级的工作热情，因此，当上级在给下级委派职责的同时，
就应授予相应的权力，防止责权分离现象的出现。
其次，应避免双重隶属关系的授权，在纵向管理系统中，上下级之间应
形成单线性的指挥链·这一指挥链反映了上下级的权限、责任及联系渠道。
在授权过程中任何一个下级只能有一个上级，他不能受到一个以上上级的直
接授权，否则，很容易产生指挥的混乱，使下级陷入因境。同时，也不允许
上级越级授权，否则，同样会造成上下级之间指挥关系的混乱。
再次，要培养授权者的民主作风，在授权过程中，要善于听取下级意见，
要信任下级，大胆放手让下级在授权范围内创造性地进入活动，在存在风险
的条件下，允许下级犯错误并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
授权历来是组织设计中一个重要的，但又不是处理好的问题。因此，在
实施授权时，许多企业还采取了一些保证措施。
（四）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
管理幅度是指一个管理人员所能有效地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下级人员数。
管理层次是指组织内纵向管理系统所划分的等级数。一般情况下，管理幅度
和管理层次成反比关系。扩大管理幅度，有可能减少管理层次；反之，缩小
管理幅度，就有可能增加管理层次（见图 ９—６）。越往上层，决策性和组织
性的工作越多，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因而管理幅度应小些；越
往下层，执行性和日常性工作越多，因而管理幅度可以大些。
管理幅度受许多因素功影响：有领导者方面的因素，如领导者的知识、
能力、经验等；也有被领导者方面的因素，如被领导者的素质、业务熟练的
程度和工作强度等；还有管理业务方面的因素，如管理业务的复杂程度，所
承担任务的绩效要求，工作环境，以及信息沟通方式等。因此，在决定管理
幅度时，必须对上述各方面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管理幅度

管理幅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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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6
64
256
1024
1096
管理幅度：
4人
管理层次：
7层
总人数：
4096 人
管理人总数： 1365 人
（第 1 ～ 6 层人员数之和）
图 ９－６

1
8
64
512
4096
管理幅度：
8人
管理层次：
5层
总人数：
4096 人
管理人总数： 585 人
（第 1 ～ 4 层人员数之和）

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关系

确定管理层次应考虑下列因素：训练，凡受过良好训练的那些属员，不
但所需的监督较少，而且可减少他与主管接触的次数。低层人员的工作分工
较细，所需智能较易训练，因而低层主管监督人数可较多；计划，事前良好
的计划，使工作人员各知其目标与任务，可节省主管许多监督指挥时间，组
织层次可减少；授权，适当的授权可减少主管的监督时间及精力，使管辖人
数增加，减少组织所需的层次；变动，变动较少企业，其政策较为固定，各
阶层监督的人数可较多，组织层次可较少；目标，目标明确；减少主管人员
指导工作及纠正偏差的时间，促成层次的简化；意见交流，意见有效交流，
可使上下距离缩短，减少组织层次；接触方式，主管与属员接触方式的改善，
也可使层次减少。
早期的管理组织结构中，通常管理幅度较窄而管理层次较多（高层结
构）。其优点是分工明确，便于实施严格控制，上下级关系容易协调；缺点
是管理费用较高，信息沟通较困难，不利于发挥下级人员的积极性。
随着管理组织不断革新和发展，采用管理幅度较宽，管理层次较少的结
构（扁平结构）的企业越来越多，其优点是管理费用较低、信息沟通方便，
有利于发挥下级的积极性；缺点是不易实施严格控制，对下属组织人员的相
互协调较为困难。
二、目标导向的设计步骤
一个健全的组织体虽然必须具有“层次顺序”、“意见沟通”以及“协
调合作”等三大要素，但外界观察，只能发现职位层次的存在，无法觉察意
见沟通及协调合作的存在，因后者是动态及无形的活动，并且附着在前者之
上，所以讨论组织设计时，常以组织的层次结构为基础
若用比较学理性的说法，可将组织的设计步骤改变如下：
（一）将实现工作目标的各种“动作要素”（简称“动素”）构成有效
的“操作、活动”。
（二）将各种适当的“操作活动”构成合理的“职务”或称“工作”。
（三）将各种适当的“职务”构成由每个人所占有的“职位”。
（四）将各种适当的“职务”分组成“部门”或称“工作单位”。

（五）将各“工作单位”排成水平及垂直的层次顺序，构成完整的“组
织结构”。
第一步骤的设计工作常是工业工程师的专长，因它涉及人体动作经济原
则及时间衡量技术的应用。第二及第三步骤为各部门中下级主管，在日常所
应作的任务编组活动。至于第四及第五步骤则为一级及最高主管，定期所应
做的结构调整活动。当然，一家新机构初设立时，其组织设计步骤还是要遵
循上述全部五个步骤，而非分段进行。但在平时，则各级经理人（主管）依
然可在其管辖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组织机能。
三、传统组织形态范例
一个机构的组织形态经设计之后，可从其“组织系统图”一目了然。图
９—７ 范例即是代表哈佛钢铁公司的组织结构，从上往下看，第一个组织单位
为“董事会”，代表该公司股东大会监督公司业务的营运。董事会内再设常
务董事会及董事长（有的公司尚有副董事长），以利停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
应有职权。
类似哈佛钢铁公司的组织，因总经理之下的一级单位的分组标准为企业
“机能”，所以通称其为“机能武”组织形态。在总务处、财务处、业务处
下的二级单位分组标准亦为“机能”别。但在生产处之下的分组标准则略异，
除部分采用“机能”别外（如生管、品管、原料等课），尚采“产品”及“制
程”别标准。所以就一级单位而言，哈佛公司是采“机能”分组标准。但在
第二级单位而言，则兼采“机能”、“产品”、“制程”别的综合应用标准。
有些公司在业务（营业）部门之下，除设立市场研究与企划、直销、广
告、服务等机能“科”之外，尚有“地区”营业所或分公司的设立，以应付
不同“市场”的顾客，所以从整个公司的编组标准而言（上述组织设计步骤
第五步），“机能”、“产品”、“制程”、及“地区”是混合使命的标准，
各公司若以“机能”为第一级分组标准时，则产生类似哈佛钢铁公司的“机
能式”组织形态；若采取“产品”、或“地区”、或“制程”为第一级分组
标准，则产生“事业部制度”的组织形态。“事业部制度”的组织形态是较
新式的做法，它含有“利润中心”的意义，适合于产品种类多、生产设备分
开使用、行销对象以及原料可划分的情况。“机能式”的组织形态为传统式
的做法，无法实行“利润中心”制度。
一个组织的层次顺序可从其详细的组织系统图看出，但其运用效果则须
从分析各级单位的活动而得。组织系统图的垂直形态，显示“权力与责任”
的关联体系；其水平形态则显示“分工与专门化”的分组现象。在组织系统
图上的第一联点即是通称的“职位”，都应有其明确的工作“目标”或“工
作说明”，指导每位成员的努力方向，实现公司的目标。
四、应重视一级单位的分组以构成完整责任中心
深究各公司整体组织层次所采用的不同分组标准，并无多大意义，因事
实上，除极微小规模的企业外，没有一家公司会只采用一种分组标准，所以
古老术语的“机能式”、“直线式”、“委员会式”的组织形态并无意义。
在各层单位分组标准中，最值得注意者，为总经理下一级单位分组标准的选

择，因它关系“利润中心”、“事业部制度”、“目标管理”、“授权与分
权”等现代化管理知识的应用。
总经理之下第一级单位依“企业机能”为分组标准者，通称为传统式，
组织在“目标管理”与“责任中心”上，各部门至多只能以“成本中心”资
格存在，无法实行“利润中心”的最高授权程度。但是若以“产品种类”、
“地区”、或“制程”事业部门者，亦为实行“责任中心体制”的最佳先决
条件。责任中心体系包括“投资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及“工
作中心”等层次。凡单位主管能负责长期投资报酬目标的实现者，即可称为
投资中心的负责人，一般企业的本身即常为一个投资中心。凡一单位主管能
负起利润目标（即“收入”减“支出”的余额）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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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织型能范例（哈佛钢铁公司）

者，即为利润中心负责人。凡一单位主管虽未能负起利润责任，但却能在既
定的数量、品质、及时间条件下，完成任务，并使成本减低者，即为成本中
心负责人。再次之，若一单位主管虽不能负成本减低的责任，但却可在既定
条件，达成某工作目标者，则为工作中心的负责人，此四责任中心可层层相
辖，形成体系。
总务部（人事、杂物、维护、库管）
总管理处

财务部（帐务、出纳、成本）

再分

研究发展部（新投资新产品、新管理方法）
营业部（业务、营业、经销商、计价服务）
总经理

第一产品事业部

再分

技术部（设计、维护）
管理部（生产管理、品质管理、物资原料）
各配件生产操作单位

第二产品事业部（类似第一产品事业部）
第二产品事业部（类似第一产品事业部）

由此可知，即使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但是只要有一个精明的老板，都会

仔细地贯彻组织行为，这不仅仅是能力问题，而直接涉及到公司的利益。一
个公司的管理最其码的能力恐怕也莫过于组织能力了，任何一个公司的老板
倘若没有一点组织能力，恐怕连他这个公司也是前世修福，或是作了女婿换
来的，最后逃脱不了“闭门修养”的惨局，组织系统是一个关于组织方面的
基本轮廓，也是关于组织管理的一个显明的模式。

第五节

大规模组织的运用

一、组织的趋向
现代企业组织的形态，多趋向大规模组织，附属机构遍布，员工人数逾
万，形成此项组织的原因：
（一）报酬递增律的发现，过去经济学中报酬递减率，说明土地的效用，
因受土地面积及地质限制，资金与劳力投资下去，开始时报酬很大，但慢慢
递减下来，低到边际时，倘在增投资金和劳力，可能得不偿失，徒劳无功。
可是，今天企业的管理愈加改进，效率愈高，成本愈低，盈余愈大，这种盈
余增大的趋势，叫做报酬递增律。在大规模组织中，常可使管理技术，作更
有敕的运用，把生产要素的功能，不断的提高，而使此项递增率特别巨大。
（二）大量生产经济原则，就是在大量生产之下，可利用机器代替人工；
可使产品及生产程序标准化；可有效利用副产品并可大量采购原料、大量推
销产品，导致费用减省，成本降低。
（三）市场竞争剧烈，小规模经营难与抗衡，竟相走向大规模组织的途
径。
基于以上三点原因，现代企业多半采取大规模组织，有的人在创立之时，
即作巨额投资，或将历年盈利资金转作重投资，使事业逐渐扩展；有的由若
干小型或中型的事业，共同合并成为大企业；有的集合数个互有关联的事业，
采取联营的方式。
二、大规模组织现象
在大规模组织中，常有下列几种现象。
（１）横的部门增设
一个企业在经营规模较小时，往往只需 ３～５ 个职能的部门，如生产、业
务、会计、总务等，到了业务扩展以后，３～５ 个部门便感不够，逐渐增设。
有时见到其他事业因设立某一职业部门，发挥若干效果，便也仿效设立。职
能化之后还要专业化，因为在一个职能中常包括若干专业，如会计中包括有
财务、内部审核、预算等，在大规模组织中，对此专业知能，有相当深度的
需求，于是一个一个的分开起来，各成单独的部门。
（２）纵的层次加多
由于主管所能管辖属员的人数，有一定的限制，在组织规模较大、员工
人被较多的机构中，组织的层次必定增多。
（３）委员会及工作小组林立
在纵横组织纷繁的状况下，工作传递费时，手续烦杂，效率低落，补救
的办法就是设立委员会或工作小组，凡属紧要或赶办的工作，都由有关部门
派人员共同处理，故在大规模组织中，常有数不槽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的存
在。

三、可能产生的问题
大规模组织中所具有的几种现象，对企业管理可能产生下列各项问题：
（１）意见交流不易——纵的层次加多，上情不易下达，下情不易上达，
且一项意见，经过层层转递，既费时间，还会把原意变质。
（２）决策缓慢－－－－在组织错综复杂情况下，对一项决定，表示意见的人
太多，要等大家意见调和之后，始能作最后决定，影响作决定的时效。
（３）会办费时－－－－－一项工作可能涉及很多部门，彼此会核会办，辗转
递送，浪费时间。
（４）高层主管工作繁忙－－－－各部门之间，意见如不一致，势必高阶主管
为它们协调，而将许多附属机构的事集中办理，使高层主管不得不为日常事
务而繁忙。
（５）手续繁多－－－－在复杂的组织中，工作处理的程序，必定复杂，公文
履行，手续繁多是必然现象。
（６）权责混淆——部门之间，职掌重叠，权责难作划分，尤其委员会或
小组的工作，每与正常部门的职掌重复覆，权责混淆不清。
（７）过分集中影响效率－－－－集中办理的工作过多，显得头重脚轻，附属
机构遇事等待总机构办理，而总机构处事手续又不简单，致使整个工作效率，
受到严重影响。
（８）本位主义－－－－工作比较困难，大家只好各行其是，不相为谋，各部
门逐渐都走向本位主义。
四、组织分析与改进
大规模组织虽有上述的缺憾，但任一组织无论其形态为如何，都不会十
全十美的。故现在的进步企业，莫不重视组织的分析与改进，以求适应环境
的变迁，作机动的调整。
组织分析系以有系统的方法，针对事业现有状况，依据组织原理原则，
对组织加以探讨研究，建议改进的方案，其进行步骤，可归纳如下：
（１）订定分析计划——其中包括 ａ 分析的目的与范围，ｂ 所需搜集资料，
Ｃ 与有关人员商讨的内容与方式，ｄ 工作进度表，ｅ 参加分析的人员。
（２）搜集资料－－－其中包括 ａ 机构的目标与经营计划，ｂ 组织规程、办
事细则、组织系统图及工作说明书等，Ｃ 权责划分及工作联系的方法，ｄ 各项
有关法令规章制度及作业标准等，ｅ 制订明细调查表送请有关人员填列。
（３）分析资料——其重点为 ａ 各项职能的设置是否均为达成机构目标所
必需的？ｂ 各部门的权责是否明白订定，有否重覆的现象？ｃ 权与责是否行之
有效适切配合？ｄ 组织结构是否为该机构所需最简单的形态？ｅ 组织是否均
衡，有否一人管辖太多单位的情况？ｆ 职责与权限有否适当的下授，使各级
主管所作的决定能达适时、适地、适人的需求？ｇ 内部控制与联系制度是否
完善。
（４）建议解决方案——其中包括 ａ 叙述现有的事实，ｂ 说明分析方法与
所得结果，Ｃ 提出行动的方案，ｄ 建议试行或正式实施步骤与时间。
五、组织型式与改革

大规模组织在管理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已如前述，最有效补救的方法，莫
过于组织型式的改革，企业原有的组织，多按工作类别，划分为若干平行的
部门，学者称之为职能组织，便如将全部销售工作，统由一个高层主管指挥；
将所有生产工作，置于一个部门之下；其他如采购、会计、法律、总务及人
事等莫不皆然，在小规模企业中，因所设部门为数不多，故工作联系并不十
分困难，对业务的进行，尚能争取时效。但当企业规模扩展时，为求适应其
业务的需要，对此等部门亦不断的增设，其达十个以上者屡见不鲜。许多工
作在各部门间会核会办之下，延时费日，效率日见低落，再不能享受到小规
模经营时职能组织的好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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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组织系统图

分部组织的方式不一，最普遍者有三：一为将主要直线部门，改为分部
组织（如图 ９—８）；二为按产品类别，划分为若干分部；三为按地区不同，
划分为若干分部。其主要作用，为使每一分部能在整个企业组织内，各成小
型事业，在总经理充分授权的原则下，独立处理其工作，恢复小规模组织的
优点，补救大规模组织的缺点。
在图中可明显地见到分部组织，具有下列各项特征：
（１）将原有生产及业务两直线部门，连同其所属单位，合并成立分部组
织，直接隶属于总经理，其地位仍为公司内部的部门，而非公司的附属机构，
其重要工作，可由内部主持人（通常由协理兼任）直接向总经理请示，勿须
经由中间的主管部门核转。此与职能组织系统在公司内部设置主管部门（如
业务处、生产处等），外部设置庞大的附属机构，附属机构的许多工作，须
向总公司请示，而此等请示案件，须经主管部门核转总经理。
（２）在业务及生产两部分部内，各设有人事及会计两科，作为各该分部
的机关单位，使分部能在公司内部，成为一个完整的组织，可在公司核定的
计划及预算范围内，独立行使其职权，不必再经总公司其他机关部门的会核
会办，得以迅速事功。
（３）总经理对各分部的管理，可着重于事前的计划与事后的考核，而将

事中工作，委托具有独立组织的分部自行办理，使总经理摆脱大部分的日常
琐事。
（４）总公司的人事、会计、采购等机关部门．可以专家地位，协助总经
理办理各项计划与考核的工作，并制订公司的重要政策，同时对各分部提供
必要的建议与服务，不必核对办各部的经常性事务。
六、改制的象征
近代大规模的企业组织，为求增进经营绩效，提高工作效率，都认为将
原有职能组织，改为分部组织，为一个有效的措施。那么，何时改制最为适
宜呢？美国名教授路士艾伦在其所著《管理与组织》一书中，曾以下列各项
为改制的象征。
（一）过分集中
在职能组织中，凡一较为重要的案件，都必须由其高层主管核定。其核
定方式为先经一个部门的签办，再经其他部门的会核，而各部门都是平行的，
谁也不能作最后的决定，非送到高层管理核判不可。以到所有问题及决定，
都向高层主管集中，形成在整个组织中，只有金字塔的尖端，有充裕的情报
与足够的眼光，来作有效的决定。
（二）决定缓慢
组织层次日益增多的职能组织，其所作决定都必须在各层次间，逐层递
转，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都延搁相当长时间，使行动缓慢，效率低落，基
层主管不愿发动工作。
（三）控制困难
管理控制是否有效，依靠绩效标准能否建立。职能部门的绩效标准，难
作具体订定，无法达到合理的控制。正如美国 Ｃｈｒｙ－ｓｌｅｒ 汽车公司总经理所
说，在其未改为产品分部组织以前，其所产各类汽车，每类成本若干，盈亏
如何，几乎元从获知，怎么能作有效控制。
（四）管理才能缺乏
职能组织中各部门所管理的业务，仅为一部分的职掌，而非管理的全面，
难以培植具有通盘管理才能的经理人才，所以在此组织形态的公司中，常感
到总经理缺乏人接替。
（五）各部门联系不易
在职能组织中，各部门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无一不与公司整个产品有
关。换言之，即将与产品有关的各项工作，分散于各部门办理。各部门所关
心仅为其自身的工作，而反将整个产品置于脑后。
如何加强联系配合，使之都朝向同一目标努力，成为非常重要的事，于
是常使高层主管耗费甚多的时间与精力，来促进各部门的协调。有时由于联
系的困难，还要设立许多委员会或工作小组，把有关部门主管放在一起，又
浪费部门主管很多开会的时间。

总之，凡一大规模组织的企业，遇有上述问题存在的，即为其组织形态
要改革的时期。

第六节

非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是一个机构中，工作人员之间，不期而然地联合在一起，而
得到联合的活动。管理者若能对此组织的行为与关系，加以研究与重视，必
可对该机构产生莫大的裨益。非正式组织的范围颇广，诸如交通车的乘客、
工业工程上的专契、第六楼的伙伴、星期五晚上的桥牌队员，及咖啡室的经
常座上客等，都可包括在内。
这种组织的产生，是基于人们之间彼此“合得来”，大家觉得言语、服
装、行动等，都非常随便而没有不自然的拘束，于是乐在其中。当然非正式
组织的存亡，可能尚有其它因素。例如：年龄、地位、能力、工作地点、志
趣、嗜好以及利害相关等。管理学家发现其中有一个定则：即人们有互相结
合的需要，倘若不能从正式组织或领导措施上获得需要的满足，则非正式的
结合就越为增多。
非正式对许多管理者而言，常是一个头痛的名词，但它与正式的组织，
有如一把剪刀的两部分，无论喜欢与否，只要有人必然有它的存在。
非正式组织在管理上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四个：
（一）抵制变革——非正式组织往往变成一种力量，刺激人们产生抵制
革新的心理。
（二）滋生谣言——谣言在非正式组织中，极易牵强附会，以讹传讹，
信以为真。
（三）阻碍努力——工作人员在其工作上特别尽力，必受到非正式组织
中其它成员的认识，于是使人不敢过分努力。
（四）操纵群众——有些人员居然成了非正式组织的领袖，常利用其地
位，对群众施以压力从中操纵。
非正式组织虽有不良的作用，但管理者若能注意其存在而加适当的运
用，亦可产生以下的优良效果：
（１）弥补不足——任意一个正式组织无论其政策与规章定得如何严密，
总难巨细无遗，非正式组织可与正式组织相辅相成，弥补正式组织的不足。
（２）协助管理——正式组织若能得到非正式组织的支待，则可提高工作
效率而促进任务的完成。
（３）加强沟通——非正式组织可使员工在受到挫折或遭遇困难时，有一
个发泄的通道，而获得社会的安慰与满足。
（４）纠正管理——非正式组织可促使管理者，对某些问题做合理的处
置，发生制衡的作用。
总之，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并非全是有弊无利，在于如何用运用。管理
者若能体会其所发生的影响，设法我寻那些具有影响力的非正式领袖，使之
与机构目标相结合，未必不产生良好的功用。所以我们研究组织，对此问题
不能不加以注意。

第七节

组织结构的变革

在这里，来讨论一下美国银行业在组织结构的变革实例。
在美国银行业，由于从 ８０ 年代初开始放松对产品和地理区域的管制，各
家银行的经营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银行金融服务业不断增强的竞争，
以及迅猛发展的技术进步，都迫使各家银行改变经营战略，以实现利润和增
长的双重目标。
所以，自 ８０ 年代以来，许多商业银行便开始重组，从职能型结构，转变
成按顾客类型和需要进行组织的事业部型体制。这些银行中很大一部分都由
一般经理（与职能经理相对应）来领导各个事业部，事业部经理直接管理着
为某一特定顾客群提供服务的销售和营业人员。这些经理现在要为事业部的
盈利和资产回报负责，而这也将反映在他们的收入上。
确定了向事业部型和顾客驱动型结构转变的目标以后，银行的领导们就
必须考虑如何变革组织结构，以便将可能的混乱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又能
获得各种群体员工的大力支持。
正如约翰·科特和伦纳德·施莱辛格在《选择变革的策略》（载《哈佛
商业评论》，１９７９ 年 ３—４ 月号）一文指出的那样，银行的领导在推进结构
重组时，可以采取一些对策和办法，科特和施莱辛格分析说，如果人们觉得
他们自己的公司在变革过程中将会遭受某些损失，那么这种变革将更可能受
到抵制；如果人们认为他们为变革所付出的代价，比他们将从变革中得到的
价值更高，或者他们并不相信管理当局会考虑他们的利益，或者是如果他们
对变革的适应能力还比较低，那么这种变革的推行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哈佛商学院的组织行为案例分析中，学生们不断被提醒并意识到，制
定推进组织变革的计划，需要考虑两个基本的因素，即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
标；必须了解环境条件的动态性；是什么导致了目前的问题；有什么资源可
用于推行变革；在变革过程中可能存在障碍吗？
科特和施莱辛格概述了几种策略，可供管理人员用来策划变革的行动计
划：
①员工教育：在变革发生前就教育员工，他们可能面临哪些问题以及解
决的办法；
②参与和介入：吸收哪些影响计划运作的人进入计划过程，并邀请他们
帮助你决策及采取哪些行动；
③促进：通过各种方式减少人们对变革的焦虑，如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
给予他们情感上的安慰，给他们宽裕的时间考虑自己的前途；提供再培训的
机会及其它可能的帮助；
④协商：给变革的抵制方一些刺激，以争取他们的协作；
⑤操纵：通过有意识地设置某些手段，使反对者除了配合之外再无其它
选择；
⑥强制：通过明示或隐含的威胁，如解聘、减薪、不予晋升及其它可能
微妙，也可能不那么微妙的威胁来使人们按照所期望的方式去做。
文化和经营环境是形成管理人员对组织情景认识的两大主要因素，它们
同时也可以作为组织变革的两大适合采用的手段：
①文化是组织的无形粘合剂，指人们共享的关于如何开展业务、如何对
待员工、应该奖赏哪些行为及如何解决冲突等问题的规范和价值观；

②经营环境包括如下这些因素：行业、竞争对手、经济条件、行业技术
状况、本公司及竞争对手可利用的资源量、本公司及竞争对手的经营目标，
以及行业所面临的主要变化等。
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中懂得：在建议采取某种行动计划以促
成组织的变革之前，必须对 ５ 个关键问题调查。它们是：
（１）Ｗｈｏ（谁）
在冲突或问题中涉及的利益团体是些什么人？是什么因素激励着他们？
他们的诱因是什么？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让情
况继续发展，谁将受到损害，谁又将受益？对于牵涉问题中的各种人来说，
解决该问题各自的重要性如何？这些人对于作出决策的管理者而言有多重
要？他们的权力有多大？他们对未来的决策者将能施加什么影响等等一系列
问题。
（２）Ｗｈａｔ（什么）
产生冲突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该问题是否值得解决？如果问题没有得到
解决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如果成功地解决了，其收益又是什么？解决该
问题对于解决其它问题而言有多重要？它对于管理者所管辖领域正常业务的
影响有多大等等。
（３）Ｗｈｅｎ（何时）
这一问题需要何时予以解决？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该问题是否会
因为某些任务得以完成而在若干天后自行消失？从长远看，该问题是否如此
重要，如果不解决它，是否会对某些利益团体或负责该问题的管理者产生不
利的影响？
（４）Ｗｈｙ（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想的成果？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理想结果的取得？是否
有某些环境因素被忽略了，现在需要重新加以考虑？目前有哪些因素不相适
宜等等。
（５）Ｈｏｗ（怎么样）
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值得投入时间和金钱？
通过回答上述问题，银行业的许多管理者都认定，所涉及的问题需要他
们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问题如此重要，使得银行业必须采取一种教育的策
略，来使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充分认识干扰他们问题的紧迫性，只有这
样才会有成功的机会。这样认识自然会引导企业采取参与策略，将员工们吸
收到如何推行所需要的变革计划中来。
有些银行专门聘请了外部顾问担任他们的变革推动人。顾问人员可以从
高层领导者的合法权力和他们自身在该领域中的专家权力，取得权威来推动
变革的进程。
在许多银行中，高级管理人员通常要花费两年时间与顾问人员和内部委
员会仔细商讨诸如银行要在哪一领域开展经营，如何按照要求设立组织结
构，以及如何在组织中尽快、尽可能有效地推进所需的变革等问题。
文化是许多银行中变革的一个最大阻碍力量。因为员工们已习惯地认
为，他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他们工作的时间只能严格地从早上
９ 点到下午 ５ 点。辞退对他们来说是新鲜而又不受欢迎的事。并且员工们已
习惯于以资历和工作时间计付报酬，或者实行直接薪金制。而现在，许多人
都要根据其营业和对银行盈利的贡献来计付报酬。

负责贷款业务的经理们，历年来一直被鼓励着去着重扩展他们的贷款业
务，但现在却被要求作出调整，要设法在银行的每一类金融服务项目上都尽
可能与每一位顾客保持良好的关系。
总而言之，在组织结构的变革中，管理人员要做的大部分工作是设法让
他自己这个部门中的员工，了解他们应该为变革作些什么？并置身于这一变
革中，以变革小组的一个成员身份开展工作。
仅依靠经营两片小圆面包夹着一圆片肉饼的麦当劳快餐。何以能风靡全
球呢？他们注重的是一种饮食文化。
时下，世界上许多大中城市比如像伦敦、柏林、巴黎、华盛顿等，这些
城市的繁华街头纷纷矗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标牌：“Ｍ—麦当劳”，麦当劳是什
么？对于一些不太了解麦当劳的人们，我告诉您，麦当劳其实是出售一种叫
“汉堡包”食品的快餐店。
１９３７ 年，两位犹太弟兄麦克和迪克在洛杉矶东部的巴沙地那，开始经营
汽车餐厅，餐厅起名为“麦当劳”（兄弟二人名字的合称）。餐厅其时规模
不大，设备很简陋。１９６１ 年，麦当劳的所有权被克罗克取得，１９６５ 年，麦当
劳股票上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麦当劳已是全球最大的以经营汉堡
包为主的速食公司。所谓速食，只不过是由两片小圆面包夹着一块圆牛肉饼
的快餐。
１９８５ 年，麦当劳的营业额已高达 １１０ 亿美元。您知道吗？这个数字是当
时排名第二的汉堡王营业额的 ２．２５ 倍？这一年，麦当劳在全球各地就开设了
５９７ 家分店，在美国，则达到 ８８５４ 家，平均以每 １５ 小时就增设一个连锁店
的速度令同行望尘莫及。
麦当劳的迅速崛起，并且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递增连锁店，经营的也
只是其貌不扬的“汉堡包”，但为什么能行销全世界，为什么能被那么多的
顾客接受呢？它难道有什么魔力不成？不要着急，且听慢慢叙来。
第一、明确的经营理念。作为麦当营的经营者，我们始终忠实推行 Ｑ、Ｓ、
Ｃ＋Ｖ 的企业经营理念。Ｑ 即品质。麦当劳的品质管理特别严格，汉堡包出炉
超过 １０ 分钟、炸薯条超过 ７ 分钟即舍弃不卖。Ｓ 代表服务，包括店铺建筑的
舒适感、营业时间的设定和服务态度等。只要是麦当劳的员工，都须面带微
笑，活泼开朗地与顾客交谈、工作，让顾客身心得到放松。客人从选定所要
食物至拿到手中一般不得超过一分钟。Ｃ 代表清洁，在麦当劳的员工行为规
范中，有这样一则；“与其背靠墙休息，不如起身打扫。”Ｖ 代表价值，传
达了麦当劳“提供更有价值的高品质物品给顾主”的观念，亦即“物超所值。”
为了使麦当劳的企业经营理念更加彻底贯彻，公司在芝加哥的总部派出
“巡回地区督察团”，每月不定期地到各地连锁店、公司直销店巡视若干次，
全世界 １３０００ 家连销店平等对待，督察团巡视完毕，把审查结果向总公司或
该地区的总部汇报。如果审查结果不良，则该店的负责人考绩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进行连锁经营。麦当劳在创立之初，只是一个连桌椅都没有的汉
堡包专卖店，经营方式完全是让顾客买了就走的外卖方式。为了在食品专卖
店中独树一帜，麦当劳兄弟俩大胆提出了以连锁店经营饮食业的新构想，并
要求各家连锁店严格按照麦当劳的经营理念去经营。这种连锁经营方式的运
用，使麦当劳比同行业技术稍胜一筹。
第三、金色双拱门招牌凝固辉煌。
１９５２ 年，当麦当劳兄弟有了第一位连锁人时，他们极想趁此机会在凤凰

城建立一间连锁的汽车餐厅标准模型店。其时，他们雇用了一名建筑师——
梅斯顿。然而，梅斯顿设计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白磁砖相间的长方形建筑物，
这个设计，麦当劳兄弟认为太俗气、太平庸。于是，他们自己画了一个大拱
门，但太滑稽，又添一个，成为双拱门，最后，由经营霓虹灯公司的德斯特，
把双拱门做成金黄色。这种造型与店名 Ｍｄｅｏｎａｌｄ（麦当劳）的第一个字母 Ｍ
极其相似，到现在，麦当劳那特有的金黄色双拱门商标已风靡世界，令人耳
目一新。
第四、塑造儿童偶像。作为经营者，我们认为儿童对麦当劳具有不寻常
的意义，所以在广靠中我们往往将各种娱乐信息传达给儿童，并制造各种机
会提供气球、玩具等赠品，以吸引儿童顾客的注意力。在这方面，我们采取
的两大措施是：创立“麦当劳游乐场”和在全球范围内塑造“麦当劳叔叔”
的形象。
我们塑造的”麦当劳叔叔”的原型是麦当劳的早期经营者之一——史波
特。１９６３ 年新年，这位身着小丑服的卡通式人物——“麦当劳叔叔”首次在
华盛顿公开露面。１９６７ 年后，史波特终于成了代表“麦当劳”的知名人士，
他经常出现在医院中安慰儿童，或在“麦当劳游乐场”中当指导。时间一长，
在儿童心目中，“麦当劳叔叔”成了仅次于圣诞老人的人物。在塑造“麦当
劳叔叔”形象的同时，公司在行销各地的汉堡包中增加了一个新品种——用
汉堡包制成的小面人，作为“麦当劳”的代表形象直诚奉送给吃汉堡包的小
顾客。
第五、宣传“麦当劳”食品文化。众所周知，麦当劳赚取的利润颇高，
却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但是，为什么近年获得“超额利润”的“麦当
劳”汉堡包王国仍能创业有成？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当初确定的创业策略。汉
堡包王国创业初期，作为快餐，大力宣扬它提供的是富裕社会中产阶级的食
物。这种宣传策略使得中产阶级都以吃汉堡包为荣，并以此炫耀中产阶级的
营业虚荣心和阶级归属感。另外，通过这种有效的宣传，吃汉堡包也就成了
美国中产阶级子女的时尚消费。到了 ６０ 年代，公司通过这种宣传策略，在不
知不党中形成了“汉堡包文化”，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的骄傲。
因为麦当劳宣扬的是一种“汉堡包文化”，受到全国中产阶级的支持，
公司向国际市场进军时，一路所向披靡，越来越被众多的外国消费者接受。
麦当劳汉堡包在日本、新加坡等地一经上市，能够迅速占领市场，主要是因
为它创造一种现代饮食文化，形成了一种追随美国消费文化的时尚与风潮。
“质量超群，服务优良，卫生清洁，货真价实”是我们麦当劳公司的经
营理念，虽然在短时间内占领了世界快餐饮食连锁的霸主地位，但是，我们
麦当劳全体员工更加努力塑造公司的整体形象和特色，经营仍然一如既往。
如果您想了解麦当劳的文化。不妨也到您所在的我们公司的连锁店去坐一
坐，相信您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颁发双证：注册钢印高级职业经理资格证书（可学分转移对接国际学位）＋
国际 MBA 高等教育研修证书(随证书附带全套学员学习档案与中英文成绩单)。

什么是迷你型 MBA?为什么参加我们的课程应该是你的首选?


所谓 Mini- MBA 课程，是“核心 MBA 课程”或“浓缩 MBA 课程”的简称。其对象是企
业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各界管理知识的需求者。学员无需放弃日常工作，可以利用
晚上或周末的时间进行学习。
 颁发双证书与面授学员完全一致,证书没有函授字样,全国通用、国际互认、证书电子注
册查询，随证书附带全套学员学籍档案、成绩单和权威人才推荐函。
 完全实战版的电子教程：我们的书本教材、电子教程都是完全实战版的教程，九大必
修版块、八大 MBA 经典教材。只要按教材认真学习，完全可以帮您走出现有企业
管理的困境，实现管理知识突破性提升。
 实战专家、知名教授为每一位学员随时提供 1 对 1 顾问式邮件教学和答疑的教学方式
更会使你胸有成竹的走向成功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岗位。

招生专业及其颁发证书
认 证 项 目

颁 发 双 证 （全 国 通 用、国 际 互 认）

职业经理 MBA 高
等教育双证班

高级职业经理资格证书＋MBA 高等教育研修证书

人力资源总监 MBA
高等教育双证班

高级人力资源总监资格证书＋MBA 高等教育研修证书
1280 元
高级酒店经理资格证书＋MBA 高等教育研修证书

营销经理 MBA 高等
教育双证班

1280 元
高级营销经理资格证书＋MBA 高等教育研修证书

职业培训师 MBA 高
等教育双证班

1280 元
高级企业培训师资格证书＋MBA 高等教育研修证书

财务总监 MBA 高等
教育双证班

1280 元
1280 元

酒店经理 MBA 高等
教育双证班

学 费

1280 元
高级财务总监资格证书＋MBA 高等教育研修证书

1

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管理大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批准注册成立。目前中国经济
管理大学课程涉及国际学位教育、高等函授教育等，所颁发的各类证书国际通用。学院教
学方式灵活多样，注重人才的实际技能的培养，向学员传授先进的管理思想和实际工作技
能，学院会永远遵循“科技兴国、严谨办学”的原则不断的向社会提供优秀的管理人才。

承办单位
哈尔滨美华 MBA 实战教育中心是国内最早举办 MBA 实战教育的专业化办学单位之
一。美华人侧重于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深奥的理论通俗化，迄今为止，已为社会培养
“能力型”管理人才近万余人，并为多家企业提供了整合策划和企业内训。办学多年来，
美华人独特的教学方法，先进的教学理念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认可。

证书样本
（高级职业经理资格证书样本）

□ □

学

□ □

报名须知：

（两年制研究生同等学力高等教育结业证书样本）

期：3 个月（允许提前毕业）

1.报名时请直接邮寄 3 张 2 寸免冠近照、3 张 1 寸近照(均要求蓝色背景);
2.学员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与个人详细简历一份.
□ □

报名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南马路 120 号职工大学 109 室美华教育

□ □

邮政编码：150020

□ □

咨询教师：王海涛

咨询热线：0451-88723232； 0451-88342620； 咨询邮箱： xchy007@163.com
学校网址：http://www.mhjy.net

证书查询：http://www.eau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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