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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於以往，現在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商務書籍。到底有誰能全部看完？這

本書就是專為現今的忙碌讀者所設計。本書最前面的目錄中有每個章節的內

容摘要，讓您能快速輕鬆地瞭解主要論點。

如果您決定要從頭讀到尾，那您對這本書就能擁有最完整透徹的理解。按

章節順序閱讀，就像讓我們帶領您參觀一間擁有網際網路思維的公司，清

楚詳解此類型公司的核心理念，歸納出能讓您實行的步驟，一步步地讓您

將企業開始帶入今日的網際網路時代，並立即挑戰現今的網際網路思維世

界。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必須按照此法閱讀。您可以先看看目錄中的總結，挑

選您想開始的部分。本書的設計目的就是要讓讀者們能快速掃描內容：每個

章節的開頭皆包含其核心意旨，隨後拆解成不同部分，以黑體字做為標題。

全書內有許多的圖表和插圖，讓您更容易瞭解主要理念。我們也在書末放入

一些問題討論，讓您在想和同事們討論如何轉型成為具有網際網路思維企業

時，有個能夠方便起頭的話題。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讓這本書成為能輕鬆閱讀及瀏覽的書籍，讓忙碌的您能快

速地找到自己想要且需要的訊息，並加以利用。請享受這段旅程吧！

 
戴夫．格雷（Dave Gray）

@davegray 
 July 2012

獻給妳 

目錄 

簡介 

謝詞 

前言 

參考文獻 

索引 

問題討論 



xiv FOREWORD / 

FOREWORD

[Page-xiv]

那些可以在能夠預期的世界中慢慢做決策、居高臨下的管理組織，或是用些

平庸的產品及服務就搞定客戶的好日子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看看今日令人難以置信的商業速度吧。電腦普及帶來爆炸性的力量，讓溝通

成本不斷下降，激烈的全球商業競爭愈趨明顯。我們都知道現在的競爭狀態

早已今非昔比。

但奇怪的是，許多公司雖然不斷努力地創新產品和服務，可是在重建管理方

式、組織結構，或是產業文化的步調上，速度仍舊緩慢到可怕的程度。網際

網路世界的快速步調，讓顧客能即時地向全世界傳播他們對於任何非完美產

品及服務的不滿，但企業卻跟不上顧客的腳步。陳腐過期的組織創造出一堆

不開心的顧客、沒有動力的員工，更錯過創造新價值的良機。

在我與全球化大型企業一同工作，創新商業模式的經驗中，我經常面對這種

狀況。面對不停變動的競爭環境，企業必須採取行動。聰明且精力充沛的管

理階層能夠創造出令人驚異的全新商業模式，並且擁有無限的未來成長可

能，但是，整體組織才是讓想法化為現實的操作者。有許多資深或已成功的

管理階層，習於用那些讓他們成功的歷史商業模式和老舊的方法帶領公司。

短期而言，這可以提供一個風險較小，讓人較舒適的已知模式，或許也能帶

來短期的收益。但就長遠性來看，這往往代表企業會被更加靈活，並擁有創

新商業模式的新競爭對手邊緣化，甚至逐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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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如果組織結構與管理方式不加以創新，企業就難以擁有創新的商業模

式，也無法適應現今變化快速的社會。想要創新，就必須讓企業內部擁有實

驗及學習空間。我們需要新的組織原則和平台，讓具有自主性的團隊成功。

我們需要新的激勵制度和體制文化，讓員工再次動起來。總而言之，企業需

要創新管理。

在《網際網路思維企業》這本書中，戴夫．格雷為企業組織面對新世界時

可能發生的問題，提供了答案。這麼多年來，身為他的好友，我深知他是位

深思熟慮的思想家以及實踐者，他從不滿足於使用小技巧獲得短暫成功。他

運用了平實的語言、簡明易懂的圖示，以及生動的範例，為您闡述在建立具

有網際網路思維的公司時所該瞭解的一切核心概念：透明的互動和溝通平

台、有利於自主性及應變度的組織結構、具實驗精神和學習心的企業文化，

以及鼓勵創新的管理和獎勵系統。

 
亞歷山大．奧斯瓦爾德（Alexander Osterwalder）

埃尚當，瑞士
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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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為什麼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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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具有網際網路思維的
消費者
消費者會相互連繫，形成網路社群，以便快速地分享訊息，並且

自發性地組織成以興趣為主的有力團體。如果企業想要生存，就

必須對消費者的需求和要求迅速地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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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重心正在轉移

權力的重心正從企業轉移至周遭環繞的網路中。較之以往，在網路上串連互

動的顧客或是員工們，擁有更多選擇，說出來的話語也更具分量。他們擁有

比前人更多的知識，而此趨勢隨時間推移，只會越發強大。這代表顧客、合

作夥伴，以及員工所形成的網路，將漸漸主導企業如何設定目標和決定變

數，並能擁有如何與企業互動的決定權。

星巴克的警鐘 

2007年二月，星巴克董事長霍華．蕭茲（Howard Schultz）坐在椅子上，寫
下了一份嚴峻的備忘錄。

蕭茲喜歡探訪世界各地的星巴克分店，但他發現星巴克的顧客體驗正日趨惡

化。2006年，星巴克那傳奇性的成長率開始趨緩，顧客們在星巴克花的錢也
越來越少。

在他 2007年的備忘錄「星巴克體驗的同質化（The Commoditization of the 
Starbucks Experience）」上，蕭茲說明了自己的憂慮。濃縮咖啡機可以提高
效率，但機器太高了，阻擋了咖啡師與顧客間的眼神交流，也截斷了對話及

連結的可能。保鮮包裝保證讓每杯咖啡都擁有新鮮烘培的美味，但也讓整間

店鋪更像無菌室，失去了空氣中豐富濃郁的咖啡香。流線型的店面設計增加

了效率，但許多顧客覺得這只是毫無特色又枯燥乏味的設計。

「我們都參與了這些決策，」蕭茲寫道，「我應該負起全責，但我們急需深刻

反省，找回核心價值，採取必要措施，找回真正星巴克體驗中的優良傳統和

熱情。」

分工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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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備忘錄本來是給資深管理團隊的建言，幫助他們進行年度策略規劃。但

很快地，事情發展的超乎想像。一週之後，有個同事走進了蕭茲的辦公室。

「有人走漏了這份備忘錄，」他說，「已經出現在網路上了。」

[Page-005]

蕭茲非常震驚。

記者們的電話早已蜂擁而至，但蕭茲太震驚了，完全無

法接受任何採訪邀約。這本應是執行長與資深領導團隊

之間的機密備忘錄。他無法相信有誰會做出這種事。

這份備忘錄首先出現在一個叫做「八卦星巴克

（Starbucks Gossip）」的部落格上，接著，主流媒體撿
起了這條新聞。傳言散播的速度，以及隨之而來的網

路討論，其深度與廣度，在在都令蕭茲大感吃驚：

在備忘錄被放到網路上的一天後，主流媒體就像

颶風一般吹來。《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聯社、彭博社、

路透社、《金融時報》、線上金融新聞網站，還有獨立部落格作家，

都來了。許多文章引用了備忘錄，然後把我的文句一字字地拆開解

析。有些新聞標題陰沉地隱喻，有些就直接說星巴克麻煩大了。在

網路上，讀者們一個接一個地抒發己見，大部分極其尖銳。我一方

面震驚於備忘錄被流出，另一方面更震驚於這些討論的深度，以及

傳播速度。就像是每個人－顧客、合作夥伴、分析家、記者、業內

人士，以及商務專家－都對這份備忘錄有意見，他們分析備忘錄背

後的動機、對公司未來的影響，甚至是對於我這個領導者的意義。

這個經驗讓蕭茲上了兩堂很重要的課。第一，沒有任何事能永遠保密。第

二，在這全球性的討論中，星巴克根本無法發聲。

這份備忘錄的相關線上討論，已遠超出星巴克本身的影響力，更超

出任何我們所經歷過的爭議事件⋯我們一切良善的部分，我們的價

值和我們與他人不同的行為，在這次的公眾討論中全然消失無蹤。

我們投資了數百萬美金在當地社區中、我們為打工的夥伴付出醫療

照護費用，以及股票分配權利⋯我們從未發布任何關於這些行為的

新聞稿，因為我們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確的事，但看起來，我們也沒

有從這些事情中，獲得一點點群眾的讚揚⋯

霍華．蕭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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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網站設計精美⋯但就只有單向對話功能而已，這早已跟不上

數位時代了。星巴克沒有任何線上互動的能力，無法迅速地為我們

自己發聲，更無法直接與顧客、投資者、合作夥伴對話，他們也無

法向我們提出建言⋯我們失去了掌控自己命運的能力，無論是在咖

啡店內，或是現實世界亦然。

這份流出的備忘錄及隨之而來的風暴，敲響了蕭茲的警鐘。「我並不知道該

從何處開始，」他寫道，「但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Page-006]

有些事情正在發生 

如果連星巴克都無法在全球性的討論中為自己發聲，那說話的到底是誰？

「八卦星巴克 」部落格、主流媒體、讀者、分析家⋯等等－換句話說，是

那些對此事件感興趣的人：也就是網路上的人。由於這份備忘錄實在太有趣

了，所以在網路上引起了連鎖效應，就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網路上經常能見到這類型的連鎖效應。一個簡單的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共鳴：

可能是因為很有趣、好玩、悲慘、噁心，或是讓人生氣。結果就是網路用戶

會分享、評論、分析，或是為此事起爭執。然後，隨著這件事在網路不斷地

傳播，整件事被渲染的越來越開，有時，甚至會達到驚人倍數的閱聽率。

顧客可能引發連鎖效應

2005年，戴爾電腦（Dell）關閉了他們的顧客論壇，結果付出了慘痛的
代價。有位戴爾電腦的顧客（同時也是位部落客）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剛買的戴爾電腦壞了，於是他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說謊的戴
爾有夠爛（Dell lies. Dell sucks）》的文章，還創造了一個諧音詞「戴爾去死
（Dell Hell）」，藉以表達他的不
滿，並抨擊戴爾不夠尊重顧客，不

願意聆聽顧客的意見。

一週內，「戴爾去死（Dell Hell）」

便登上了《紐約時報》和《商業

週刊》。成千上百的部落客聯合起

來發表自己的「戴爾去死（Dell 
Hell）」故事。在此同時，由於戴 連鎖效應



具有網際網路思維的消費者 / CHAPTER 1 7

爾的內部政策是不回應任何部落格上的文章，要求整間公司的人皆保持靜

默，於是，公關部門的惡夢就如雪球般地越滾越大。不僅銷售量爆跌，戴爾

的聲譽也爆跌。

戴爾終究從此錯誤中上了一課，在 2010年推出了「傾聽顧客意見中心」以
監控並主動地對網路言論做出回應。創辦人兼執行長麥可．戴爾（Michael 
Dell）活躍於社交媒體中，並且與顧客直接交流。

另一個例子則是加拿大的音樂家戴夫．卡羅爾（Dave Carroll）在 2008年搭
乘聯合航空時，托運了自己的吉他。當他降落在芝加哥的歐海爾國際機場，

準備轉機前往奧馬哈時，他開始擔心自己的樂器，因為他親眼見到行李搬運

工在運送帶上扔擲他的吉他。果然，在他抵達奧馬哈後，他發現這把價值

3,500美金的泰勒（Taylor）吉他頸部已折斷。他填寫了表單向航空公司索
賠，但航空公司以他未在 24小時內提出申請而拒絕賠償。整整九個月，他

不停地與航空公司交涉此事，最後，他精疲力盡，寫了一首歌，歌名是「聯

合航空砸吉他（United Breaks Guitars）」，同時在 YouTube上發表了音樂錄
影帶。這首歌的副歌寫道：「早知道我就搭其他公司的飛機，再不然自己開

車去也好。因為啊，聯合航空會砸吉他喔。」

這支音樂錄影帶迅速成為網路上的大熱門。發表後的一天內就累積了十五萬

點閱率，數個星期內點閱率直線攀升至五百萬，同年 12月，《時代雜誌》將
其列為 2009年最廣為流傳的影片清單中的第七名。
[Page-007]

這支音樂錄影帶被傳上網路後，聯合航空才聯絡卡羅爾，希望幫他解決問

題。但一切都已太遲，他們的努力也毫無誠意。泰勒吉他的老闆鮑柏．泰勒

（Bob Taylor），送了卡羅爾兩把吉他，同時卡羅爾也拒絕了聯合航空的賠償
方案，取而代之的是要求他們修改客戶服務政策，並且將賠償金捐給慈善機

構。聯合航空捐了 3,000美金至塞隆尼斯．孟克爵士樂音樂學院（Thelonious 
Monk Institute of Jazz）表達其善意，但在那個時間點，傷害已然造成。

員工可能引發連鎖效應

2009年，兩個達美樂（Domino's）的員工把他們對食物做的噁心事拍成影
片－其中一人將披薩要用的起司先塞入鼻孔，再連同鼻涕放到麵糰上，另一

名員工則在旁解說，隨後他們將這段影片上傳至網路。影片中一名員工表明

自己叫克里斯蒂，並且說：「五分鐘後這份『特製』披薩就會送到某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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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吃下它，沒錯，吃下它。他們並不會知道這些起司曾經待在他的鼻孔

內，也不知道香腸上有股無敵的臭氣。這就是我們在達美樂的作業方式。」

一週內，這段影片的點閱率超過一百萬人次。「兩個白癡、一台錄影機，還

有一個蠢到爆的主意，就把我們搞翻天了。」達美樂發言人提姆．麥金泰爾

（Tim McIntyre）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訪時這麼說。

克里斯蒂．哈蒙茲（Kristy Hammonds），31歲，透過公司郵件表示那只是個
小玩笑，她對所造成的風波感到很抱歉。但，傷害早已鑄成。

敵人或競爭對手可能引發連鎖效應

2011年三月，保守派社會活動家詹姆士．歐凱夫（James O'Keefe）喬裝成一
名穆斯林教育集團的成員，偷偷錄下了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籌資負責
人羅恩．席勒（Ron Schiller）的談話。他指稱共和黨員都是種族主義者和仇
外份子，還說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根本不需要聯邦資助。席勒和執行長不久後

即被迫辭職。

高層管理者可能引發連鎖效應

2011 年六月 30 日，科技部落格「天才少年的報告（The Boy Genius 
Report）」發表了一篇匿名公開信，這封信來自於黑莓機製造商行動研究公
司（RIM）的高階管理者，並註明這封信要給 RIM的高階管理團隊，信的開
頭寫著「我已經失去了信心，雖然我在工作時將這件事隱藏的很好，但我的

熱情早已消失殆盡。」這封信希望管理團隊能做出重大改革。

這間公司隨即發表了官方回應，說道「我們很難相信擁有良好聲譽的高階員

工會選擇以匿名方式在網路上發表公開信，而不是與同僚們以建設性的方式

對談⋯RIM完全理解公司目前面臨的挑戰與可能有的機會，同時也正積極地
處理一切相關事務。」

「天才少年的報告（The Boy Genius Report）」發出了這份回應，但同時也
發表了更多來自於 RIM員工的匿名信，表達支持第一封信的發表者，也點出
了 RIM領導不力的問題，才會讓整間公司的士氣愈趨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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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革命
[Page-008]

2011 年九月，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宣布將
對每位使用記帳卡消費的客戶，收取每個月 5美金
的費用。十月初，洛杉磯有一位 27歲的畫廊老闆克
麗絲汀．克里斯蒂安（Kristen Christian）開了一個
Facebook的活動頁，邀請 500位自己的 Facebook朋友
在十一月 5日，將帳戶轉至本地信用合作社中，她將
這一天稱為「銀行交換日（Bank Transfer Day）。」

「只要我們同心協力，這些銀行機構就會永遠記得十一月 5日這一天。」她
寫道。「如果我們在此日期之前，將自己的錢從營利為目的的銀行機構轉至

非營利為目的的信用合作社，就能清楚地傳達出我們的訊息，讓他們知道明

智的顧客決不會支持不道德的企業行為。」

克里斯蒂安的活動就像滾雪球般地受到廣大支持。三天內，就有 8,000人表
示會參加此活動。

「我累了。」在另一篇文章中她這麼說，「不斷增加的費用、無法在我需要時

立即拿到錢，還有用我這麼點少少的錢去壓榨我的兄弟姊妹⋯這一切都讓我

感到疲倦。所以我要站出來，當我發現有這麼多人和我站在一起時，我很驚

訝。但只要多一個人回覆會出席此活動，我的心就更強壯一點。如果只有我

一個人關閉帳戶，對這些肥貓來說是不痛不癢的事。但每一個你都和我站在

一起時⋯他們就再也無法忽視我們的聲音。」

十一月 4日，就在銀行交換日的前一天，至少有六十五萬人把 45億的存款
轉存至信用合作社。而在同一週，美國銀行決定撤銷額外收費的計劃。

網路的力量

社交網路改變了我們創造、接觸，以及分享訊息的方式，同時也改變了社會

中的權力結構。

像克麗絲汀．克里斯蒂安一樣的顧客，可以隨時隨地拿起擴音器說話，如果

他們的訊息能在網路上獲得共鳴，就會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取得優勢。

克麗絲汀．克里斯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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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詹姆士．歐凱夫（James O'Keefe）一樣帶著惡意而來的人，可以瞄準你的
痛腳給你一擊，也有可能像那兩位達美樂的員工，只是單純的笨而已。

心懷不滿的員工可以洩漏消息，或是發表匿名信，就像是星巴克和 RIM所遇
到的事一樣。

無論如何，訊息一旦上了網，就會快速地失去控制。

像 Twitter和 Facebook這種在 20世紀尚未出現的社交網路，其主要客群和使
用者為普羅大眾，而非一般企業。這也就是說顧客相互連接及分享訊息的速

度遠快於提供服務的公司。毫無疑問地，在社交網路這方面，顧客將企業遠

遠地拋在了腦後。

[Page-009]

在網路上相互聯繫的顧客們很容易忽略正式的訊息管道，轉而從其他人手中

獲得訊息。

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打算要出門買點東西時，你會怎麼做？一般而言，你

會先做點功課。如果你想找間好餐廳，你可能會到 Yelp!或 Urbanspoon等
美食網站看看其他人的建議和評價。想要訂飯店？如果你很在乎舒適度及

服務品質，那你會到 Hotels.com去看評價，如果價格優於一切，那你可能
會到 Priceline設定你想要的價格後再進行搜尋。想要看場電影？你可以在
Rotten、Tomatoes、Netflix，或是 IMDB等網站上，找到其他觀影人的心得。

這些點對點的網路對話，已經顛覆了傳統的行銷管道。顧客對彼此的信任，

超過了對企業的信任，因為企業只會想讓自身的產品和服務看起來很棒而

已。2009年的尼爾森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九十的顧客，對於其他顧客的建議
信任度甚於任何形式的廣告。於此同時，顧客開始瞭解並且行使屬於自己的

權力。

這種權力並不是什麼新出現的事物。顧客永遠有權力選擇自己想買的東西。

顧客及員工也都有權力將經驗分享給朋友和他人。他們有權根據企業的承諾

及其最終所提供的事物進行推銷－或反推銷。顧客可以用自己的錢包投票。

但他們現在和全球的其他顧客聯繫上了，他們的經驗和看法會被放大，形成

難以阻擋的力量。我們稱之為「連結」的這件小事，讓一切都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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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位獨裁者都會告訴你，想控制世界，就要控制媒體。現在可以問問你自

己：今天是誰控制了媒體？趨勢又朝著哪裡走？

2010年二月，一個叫維基解密（WikiLeaks）的非營利組織開始發表關於美
國國務院和世界各地領事館、大使館，以及外交使團之間的秘電。這是人類

史上最大規模的秘電洩露事件，而美國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當資訊上了

網，就再也拉不回來了。維基解密清楚地展現了無論是企業或政府，都無法

擁有永遠的秘密。

長久以來，我們總是說顧客才是神，說到這句話都變陳腔濫調了。但在大部

分的情況下，我們的行為與這句話並不相符。不過，顧客終究會成為名實相

符的神。一個接一個，顧客正逐漸覺醒，認識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力量，瞭

解自己擁有無限的選擇以及可以大聲說話的資格。他們正在相互連結，他們

正在組織化，他們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顧客不需要主動革命，他們只需要等待一間新企業出現，提供更好的服務就

夠了。相互連結的顧客們將能較過去更簡單地知道有什麼樣的服務，並且更

快地分享資訊。如果新服務夠有趣，就能經由網路快速地竄出頭。

[Page-010]

有些企業已經找到了和顧客建立直接關係的方法。亞馬遜（Amazon）從推
出的第一天，就讓顧客在他們的網站上撰寫負面評論。這在當時是相當具有

爭議的做法。為什麼零售商要讓別人發表可能會造成顧客不想購買物品的負

評呢？傑佛瑞．貝佐斯（Jeff Bezos）回想起某位出版商打了電話給他，並且
說了這段話：「我認為你根本不懂自己在做什麼。你得把書賣出去才能賺錢

啊。」但貝佐斯非常了解自己做的事。他知道網路上的顧客對於能夠幫助他

們做出最佳購買決定的企業，才會給與高評價。今天，我們也終於了解了這

一點。

如果你覺得顧客的革命不會影響你的生意，那就錯了。顧客革命會影響各行

各業。權力的重心已經轉移了。而行使和控制權力的方式也已改變。這會改

變所有企業的組織結構，也會改變他們做生意的方式。

最終，所有顧客都會成為擁有網際網路思維，相互連結的顧客。如果你希望

贏過他們，你就必須成為具有網際網路思維的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