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界名人聯合推薦

「以往談論偉大產品的熱門文章通常都著重於產品本身的發想、簡化

與設計，卻很少公開整個開發過程中，產品團隊實際運作的各個環

節。本書從獨特的觀點出發，深入優秀產品團隊和產品領導者的工作

方式。致力於打造產品的人絕對需要這本好書。」

—Des Traynor 

客戶關係管理平台 Intercom 共同創辦人暨策略長

「本書作者 Richard、Nate和 Martin於《產品領導力》一書中，就驅

動顧客面向的產品管理提出其極具影響力的實務經驗。書中所傳達的訊

息與提出的有用實例，明顯看出他們不斷在業界裡身體力行，應用以

人為本的設計原則。我自己身為技術團隊的領導者，同時帶領數十個

客戶面向的 NASDAQ應用程式，每天不斷面臨各種挑戰，不僅要大力

推動產品創新，還要保持產品穩定性。《產品領導力》中介紹的方法

都是來自於真實的相關經驗，讓我深有所感。想開發出最棒的產品，

提供給全球數以千計的使用者嗎？本書是你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Heather Abbott 

NASDAQ 公司解決方案部門資深副總

「想大幅增進自身領導力，卻一直苦於沒有進展的設計師、工程師與

產品經理們，《產品領導力》一書是你們的救星。本書從傑出業界人

士與專家的見解之中，淬鍊出產品管理領域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寶貴

的指導方針，幫助你提升產品領導的技能與執行力。」

—Ryan Freitas 

Facebook 設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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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所以你是那個決定洗衣粉盒子該用什麼顏色的人嗎？」

多年前我從工程師轉任產品經理時，一位矽谷資深人問了我這樣的問

題。那時達康（dot-com）時代剛崛起，正值網路發展初期，難怪他

會這麼想。如同本書第一章所談，過去產品經理的工作確實如此。然

而，產品經理進入高科技產業後，其角色逐漸因應業界發展出許多因

人而異的面貌。在某些公司裡，「產品管理」的工作主要是指對外的

行銷業務，有些公司則偏向技術性。在職稱上，某些公司稱產品經理

（product manager）為項目經理（program manager）；有些則稱為專

案經理（project manager），然後又稱其專案經理為項目經理，令人

困惑的是，每個職務的簡稱都是「PM」。

當年這段對話距今已將近二十年，產品管理的發展已臻成熟。今日數

位界幾乎沒有人會同意這樣的觀點，大家都認同產品經理是整合業

務、技術與使用者經驗的關鍵角色。這也要感謝幾家奉產品優先為圭

臬的成功公司，例如，Microsoft、Google 和 Facebook，讓大家終於

能擁有共同的語言。每年我會與數百名想成為產品經理的學生交流，

這對學生是很棒的經驗，我以前念大學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產品經

理，然後就不知不覺地變成了產品經理。

科技產業納入產品管理後，新議題隨之而來：現在該如何領導產品團

隊？當年的我從軟體工程師跳到產品經理已經是一大挑戰，更遑論要

從單純貢獻一己之力的產品經理躍昇為產品領導者。從管理產品的人

變成領導一群管理產品的人，就像是進入未知的領域。你必須讓自己

成為以人為本的溝通者，利用手上僅有的權力，引領所有人朝向相同

的願景。然而，帶領一群人已經夠難了，更何況是要領導一群產品經

理，所以一路走來我犯了不少錯，這就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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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要跟各位說個好消息，不論你是產品經理、剛上任的產品領導

者、新創事業的創始人、執行長還是技術長，你未來的路會比我過去

走得更輕鬆，因為你手中的這本書，將引領你探索產品領導的世界，

這是我當時無法擁有的助力。至今為止我看過許多談領導力的好書，

它們雖然提出了扎實的建議，卻未能完全納入產品領域裡激烈的競

爭。本書訪談了許多來自業界最成功和最令人尊敬的產品領導者，讓

你真實聽見他們的各種意見，這些見解將有助於你領導團隊，交出亮

眼的產品成績單。

「如何打造出色的產品？」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答案，但從本書訪談的

各個產品領導者所傳達的訊息之中，確實能找出正確的心態和方法。

你依然會繼續犯錯，這點你我都一樣，但本書能幫助你不再重蹈我們

這些「前人的」覆轍。

—Ken Norton 

寫於美國加州 Mountain View 市 

2017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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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前言xiv

當前科技業如光速般飛躍成長，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在於卓越的產品

管理。產品領導者逐漸成為公司成功的核心要素，他們的選擇、決策

和行動是影響事業成敗的內在要素，然而，產品管理團隊迅速成長的

同時，產品領導者的角色與責任卻仍舊沒有明確的定義。當然，和所

有成長快速的市場一樣，想培養與引導能成功帶領產品的能力是一大

挑戰，實際情形又遠比這更加複雜，因為產品領導者不僅常常要一肩

扛起所有成敗的責任，在實現成果的過程之中，又沒有太多職權能取

得他們需要的資產與資源。

我們明知道產品領導和產品管理兩者屬於截然不同的領域，卻又將其

納入產品管理之中。正如本書所探討的議題，「領導」通常伴隨大量

的執行責任，卻不一定擁有管理層被賦予的職權。優秀的領導者幾乎

都具備良好的管理技能，反之，管理者卻不見得具備領導技能；縱然

產品經理的領導力有好有壞，但優秀的產品領導者必定是傑出的產品 

經理。

成功的產品設計與開發均仰賴強大的產品領導力。許多組織正結合內

部團隊與外部顧問夥伴的力量，冀望設計與開發出世界級的產品。同

時要管理人又要引領複雜的產品策略路線並不輕鬆，因此，既能管理

產品，又能從產品概念到推出產品完全一氣呵成的產品領導者，實屬

罕見。既然如此，為何某些產品領導者能大放異彩，其他則不行？透

過我們自身數十年來在產品設計和開發領域的工作經驗，以及有幸與

數十位傑出領導者一起共事的經驗，本書從中捕捉出優秀領導者所具

備的特質，以及他們做事的方法、風格、見解與技巧，提供給想仿效

其成功的產品經理作為借鏡。

由於產品領導力並非一門獨立的領域，所以本書提到的許多見解難免

會同於一般所談到的卓越領導力，絕大部分的內容也會和其他領導角

色有關。即便如此，產品領導力仍舊有其不同於其他領導力角色的獨

特挑戰，這部分正是本書所強調的重點，並以「優秀領導者普遍都具

有共同的技能與特質」作為全書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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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誰而寫，為何而寫

在外行人眼裡，產品領導者似乎是軟體產品設計與開發領域裡初來乍

到的生力軍。事實上，他們已經為數位組織的成功默默耕耘了數十

年，新的著眼點在於產品領導者的工作正逐漸普及，並且吸引大家的

目光。過去多年來，產品領導力一直以許多不同的形式呈現，直到最

近，產品領導者的角色才逐漸在數位產品界獲得認可。擔任領導的角

色不見得就是產品經理，領導者也不一定就是管理者。領導者對組織

的貢獻往往看起來跟其他管理層職務沒什麼兩樣，就是帶領整體組織

往大方向前進，而非專注於監督組織或執行小組任務；領導者或許不

需要管理團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以個人貢獻者的方式運作。在

領導高層裡，優秀產品領導者的背景相當廣泛，他們在各自的環境中

鍛鍊，透過工作、公司與市場經驗學習。

產品領導者面臨的實際挑戰裡，最急迫的一項是身分認同。如先前提

到的，領導不同於管理，在當今的產品環境下，我們需要更好的領導

者，而非只是更好的管理者。產品經理的角色也是如此，我們看到現

在的環境裡過度強調創造、訓練和雇用產品經理，卻不太重視產品領

導力。從研究產品經理崛起的大量文獻與評論裡，明顯看到產品領導

的角色很少受到關注。就連產品技術經理的角色都已有完善的描述和

說明文件，產品組織裡領導的角色卻仍舊十分模糊且定義不清。本書

目的即在於釐清現在這種意義不明的情況，揭露優秀產品領導力的 

特質。

不過，產品領導角色的存在並非一直如此曖昧不清，在軟體使用普及

之前，產品領導隸屬於技術人職責的範疇，畢竟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

是軟體產品的核心角色，由他們來管理產品再合理不過了。可是當軟

體漸漸從公司生存的主因轉變成體驗的平台，就有越來越多的產品經

理是來自於行銷、商業與設計等背景。雖然我們並不認為理想的產品

經理一定要具備特定背景或教育程度，但我們確實在成功的產品領導

者身上看到相似之處。除了特定範疇的技能，產品領導的職責更多

是涉及領導人群，很少需要負責推動專案細節、寫程式或監督專案 

時程。



| 前言xvi

本書主要是為產品領導者而寫，並非僅針對打造產品的人，然而，單

靠領導者本身無法運作產品，所以本書也獻給與產品領導者共事的團

隊，甚至是雇用產品領導者的人。

我們在本書內容裡所介紹的產品領導者，有的人打造出劃時代的新產

品，有的人帶領發展了數十年的成熟套件走出創新之路，在在都幫助產

品組織取得成功。這些內容基於我們和數百款軟體產品合作的經驗，以

及訪談數十位來自全球產品組織的頂尖產品領導者，例如，YouTube、

Uber、Google、Airbnb、Basecamp、Zipcar、Intuit、Intercom、Sonos、

Drift、Rue La La、Transferwise、Upthere、Localytics、Cinch Financial

和 ProductPlan。本書所包含的見解不只來自於我們自身，還有這些經驗

豐富的產品專家，有 Ken Norton、Marty Cagan、Mina Radhakrishnan、

David Cancel、Vanessa Ferranto、Josh Porter、Janna Bastow、Josh 

Brewer、Melissa Perri和 Colin Kennedy，以及產品合作夥伴，有 GV（前

身為 Google Ventures）、Mind the Product、Pluralsight、Fresh Tilled Soil、

Clearleft和 Rocket Insight。

為了方便讀者快速找到自己想了解的知識，本書在內容編排上依據公

司成長的幾大階段及不同角色所需要的見解：管理者、團隊、組織與

顧客。不管產品領導者的職業生涯是剛起步或是中途轉職，都能直接

跳到書中跟自身需求最相關的部分，日後遇到新挑戰時，再回過頭來

閱讀本書其他部分。

本書設計的目的不是讓你從頭到尾讀一次，然後照本宣科，也沒有詳

細步驟指導你如何成為產品經理，而是為產品領導者提出一個架構，

進行新挑戰時能有所防護，避免許多前人所犯的錯誤。書中所提到的

領導者不論是領導新創事業還是國際企業的產品部門，他們的經驗與

教訓都適用於產品領導者職業生涯裡的不同階段和組織發展的各個時

間點。閱讀他們的故事，內化成為你自身的經驗，再將其應用於最適

當的情況、組織需求和產品成熟度上。當情況發生變化，例如轉換到

新職務後，隨時重新檢視你需要面對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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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肯定會有一些可行的見解可以應用，但此時此刻卻不是每個見解

都能派上用場；然而，本書所提出的見解大多不受時間、趨勢或技術

的影響。不論這些領導者身處的平台、市場或工作職務，他們今日所

使用的技能，未來也能繼續應用。

背負所有責任卻不具有任何權力

許多產品領導者工作時，內心經常會面對這樣的拉扯，既要提供價值

給一群人又不能取得自己想要的資源，每天起床上班的唯一理由就是

產品上市以及創造產品的相關價值。這樣的理由乍聽之下很明確但帶

著挑戰，通常會面臨功能和概念兩方面的挑戰，但也正是這個微妙之

處，意味著產品領導者不總是產品經理。事實上，實際的產品領導者

可能不是傳統的管理角色，我們將透過全書內容探討管理者和領導者

之間的差異。

產品領導者的工作不僅要面對提供價值的壓力，同時還要管理多個利

害關係人的期望。雖然「產品執行長」不是十分理想的比喻，但這充

分表達出產品領導者的職務伴隨著高度的責任。儘管產品領導者所承

擔的責任媲美那些「長」字輩的管理高層，卻缺乏執行長所擁有的絕

對權力。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成立初期明顯會有一些例外：產品領導

者本身可能就是執行長，但本書重點會放在領導力並不總是能和權力

畫上等號。事實上，在現今以整體共識為中心的職場，其實不能保證

領導者會具有權力。如同 Adobe行動核心服務部門（Mobile for Adobe 

Marketing Cloud）副總 Matt Asay所言：「我並沒有實權可以要求人們

做某些事，只能盡我所能影響和說服他們，不能走進辦公室，威脅他

們做某些事或解雇他們。」專制領導層正努力走出過去的老路，就像

Adobe的 Matt Asay所指，傑出領導者是透過其影響力和以身作則來

領導產品團隊。

權力通常與職務相伴。產品領導者在產品交付週期的某些方面確實具

有權力，但面對個人或團隊時，不見得能具有像傳統管理者那樣的權

力。儘管產品領導者的所作所為確實是組織成功的關鍵，但並沒有足

夠的最佳實務和經過市場驗證的知識能證實這點。部分原因是每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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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面臨的產品挑戰不同，再說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獨特的企業文化。

然而，還是有適用於所有產品組織的最佳實務做法和通用的真理。藉

助專家觀點和我們自身數十年來的產業經驗，本書致力於提出對所有

產品領導者有用的見解，開始填補這些落差。

除了為產品領導者確立最佳的實務做法，本書更致力於提出廣泛背景

都能適用的領導力。沒有領導者能憑一己之力運作，成功的關鍵是領

導者的行動和整體組織一致。視組織發展的成熟度，產品專業人士的

所作所為不見得能與公司願景、顧客需求和團隊的能力一致，因此，

讓每個人理念相同，站在同一陣線上，是成功領導力的關鍵。本書理

解這其中的挑戰與脫節之處，我們為產品專業人士確立一條道路，提

供需要的見解與知識，讓他們在組織裡獲得更好的定位，進而為組織

的業務提供最棒的價值。

產品領導者要開始：

• 了解有哪些因素形成產品領導的獨特性，造成其與行銷、營運、

工程和其他領域的差異，以及產品領導如何與這些範疇合作。

• 了解自身組織所具有的獨特價值並且提供該項價值。

• 將產品結合公司價值，確保兩者的一致性。

• 提供該項價值給顧客，確立市場地位。

• 根據企業成長與成熟度的發展階段，決定組織需要哪種型態的

產品管理與領導力，再針對特定的技能需求來招聘、雇用和訓

練人力。

• 學習如何為組織建立適當的團隊並且落實流程，以確保團隊能

獲得培育和支持。

• 落實適合組織的流程，因為並非所有公司都能套用相同的流程。

• 學習如何吸引利害關係人和整個組織，讓他們支持你的工作。

• 學習如何讓產品團隊的行動符合公司的任務、願景和價值。

• 衡量與評估團隊工作的成功。

• 建立擁抱責任自主權的產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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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產品領導獨特性的因素

重要的是先了解產品領導力和傳統的行銷、營運、工程等其他領域之

間的差異，還有產品領導力該如何與這些領域合作。我們已經重申這

點很多次了，領導不等同於管理，兩者可能有所重疊，但領導角色顯

然不同於傳統的管理角色。領導者可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直屬主

管；然而，根據定義，管理者具有管理責任，意味著他們必須管理一

個團隊，許多組織的問題就在於忽視這項差異。

產品領導者還需要業務方面的素養。由於組織會要求產品領導者提供

解決方案，解決使用者和公司的需求，而這兩者的交集正是由所有業

務元素定義而成。因此，了解產品所在環境的財務、行銷、營運，甚

至是法律和法規情形，也是產品領導者職責範圍的一部分。產品領導

者當然不需要擁有這些領域的學位或經驗，但必須能以各個領域的語

言溝通，理解產品所處環境下每個角色的優先順序。

如果產品領導的方向正確，組織會以產品領導者為依歸，當知識來源

純粹，自然就不會造成知識移轉上的誤差。然而，如果方向錯誤，產

品領導者的角色就會為組織帶來極大的問題，甚至可能變成致命的存

在。我們投入相當大量的時間研究了許多組織，從中發現不適任的領

導者會有哪些行為模式。多數領導者的內在存有認知偏差，決策時幾

乎不參考資料，也不反覆推敲，因此，毒害組織的影響很大，往往發

現時團隊已深受其害，組織陷入泥沼。

在組織裡，產品管理和產品領導都是相當獨特的角色，因為這兩者牽

涉到的業務範圍相當廣泛。然而我們看到某些組織的營運不需要和其

他部門或團隊有太多的互動也能成功運作，讓產品與業務的各個面向

緊密結合，探究之下發現成功的產品領導者會以具體的做法支持產

品，融入業務的各個面向。ProductPlan為本書訪談的公司之一，其主

要業務是一套開發產品路線圖和提出時程的工具，該公司的執行長暨

共同創辦人 Jim Semick認為：「問題在於產品不只是你表面上看到的

那一套功能而已，還包含你對產品的觀點、獲取顧客的方式、實際接

近顧客的一套銷售流程，以及某個人在銷售過程中擁有的經驗。至少

在顧客心理，產品會包含這些所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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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Plan的 Jim Semick列出的這些職責不僅強調了產品領導者這

個角色的複雜度，及其影響的範圍之廣，還有角色本身缺乏權力的現

實情況。想知道自己該扮演哪個角色，某種程度來說，會和你在產品

或業務生命週期裡的位置有關。對於快速成長的組織，最大的需求是

理解每個階段該採取怎樣的實務做法，才能為組織帶來最佳效益。優

秀的產品領導者會得到組織的正確支持，是產品業務成敗的唯一真

相；沒有組織的支持，產品領導者就無法發揮他們所追求的影響力。

因此，產品領導者如何培養組織支持力，也會是本書內容所討論的 

主題。

產品各個階段的理想產品領導風格

團隊要取得成功，就要先了解組織準備採取什麼類型的產品管理和領

導方式。理論上，正確的領導者建立正確的團隊，才能帶來正確的結

果，但現實是殘酷的，光要找到正確的人來擔任領導者就很難，不騙

你，真的非常難。領導者的態度、經驗、技能和適應力都將決定產品

組織的成敗。沒有哪個人天生就適合當領導者，也不是所有領導者都

能在企業成長的每個階段表現出色。在企業裡，最厲害的產品經理不

見得會是最棒的新創事業領導者，反之亦然。

不論是管理者還是領導者，最終都要藉助他人的力量才能獲得成果。

如果說本書想帶給讀者的收穫是什麼，那就是：本書不是在談個人

的成功，而是最好的成就來自於眾人的力量，這正是領導者的職

責。我們知道有許多好書都在談如何成為更成功的人或更好的人，但

本書並不是那類的內容，我們會將重點放在如何讓整個團隊更好，如

何與他人一起共創成果。

本書的內容組成

便於讀者取用組織現有階段需要的相關見解，本書提出三大部分的內

容。第一部分介紹產品領導者的概念，找出各個領域裡產品領導者身

上常見的特質，並且思考哪些特質會分化領導者和團隊。第二部份將

產品發展環境分成各種階段，大部分的內容組成是來自於不同規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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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熟度組織裡領導者的經驗。最後，第三部分是探討產品領導者

與外部團隊和資源合作時所面臨的挑戰。為了易於讀者參考，本書各

部分的標題以公司常見的發展階段來安排：新創事業、新興中小企業

和大企業。我們必須承認在定義公司發展階段上，本書所引用的類別

會有一些灰色地帶，儘管這樣的分類過於簡化，還是能派上用場，讓

產品領導者和與其一同共事的人員，快速找出哪些特質和策略能對組

織、團隊及產品產生最大的影響。

本書以公司發展階段為依據，貼近產品領導者的需求，彙整各項見解

與建議。產品領導者能從這樣的編排方式之中，選擇自身經歷所需要

的內容。換句話說，我們把產品領導者放在團隊、組織和顧客激起的

漣漪中心點。這並不是指要透過團隊與組織的代表人與顧客溝通，而

是點出產品領導者的主要關注是成功培養最佳團隊，藉此建立高績效

文化、流程和產品，並且與正確的組織影響者溝通，為客戶提供協調

價值。因此，本書根據組織的發展階段將建議分門別類，產品領導者

能確保顧客獲得最相關和適當的引導。

現役和退役的產品領導者為本書提供他們自身的見解與建議，說明如

何在組織成長的各個階段領導產品團隊。每個階段可能會需要不同的

方法、不同的技能，某些情況下甚至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因此，隨

組織發展經歷不同階段的團隊領導者就需要一些個人進化。從一個階

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取決於領導者提出不同策略的能力，同時發展

適合各個階段的領導技能。

特別強調一點，只有非常少數的產品領導者能在組織裡，從新創事業

開始一直待到大企業階段。最常見的情況是產品領導者轉換到新的或

不同的專案和組織，繼續專注於自身的專業領域。本書希望提出一個

典範，讓產品領導者能應用在所處的組織環境下。

在成長的痛苦之中領導

在公司成立之初或新創事業的環境下，產品領導者也可能是創辦人或

創始員工之一。剛成立的新公司沒有健全的產品團隊，領導者的風格

相當混亂，但產品領導者仍舊要負起責任，針對未來的願景畫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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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輪廓，同時堅定地掌握眼前的現況。客戶關係管理軟體 Drift的產

品總監、執行長和共同創辦人 David Cancel談到目前的創業狀態和

實現未來願景的道路時提到：「我們團隊內部已經討論過產品的最終

樣貌，哪些部份由團隊自行運作，決定哪些部分是直接與顧客一起合

作。現有階段我們尚未完成最終狀態，還在進行之中。」Drift的 David 

Cancel是相當資深的創業人，創辦過好幾家新創公司，據他個人的評

估，認為最游刃有餘的階段是產品業務生命週期的初期，他說：「回到

業務初期或是免費顧客的階段，你只要做些微的調整即可。如果你習

慣於產品設計和系統要依賴顧客才能運作，那麼當你沒有顧客時，又

該如何運作？」

這些都是本書努力想解答的問題。不論產品或組織的成熟度如何，在

理想與現實之間拉扯一直是大家關心的話題。找出自己位於哪個階段

算是成功一半，另一半是在不影響提供價值給顧客的情況下，順利地

在這些階段之間的虛擬邊界上無縫接軌。

在每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之中，都會遇到障礙與挫折，這是很正常的

事。發展一項成功的產品業務不可能毫無問題，建議你勇於接受競

爭，或者像那些有耐力的運動員所說，「接受眼前的困境。」這並不是

要你逃避不好的事或掩蓋問題，而是鼓勵你了解自己願意為了實現成

功投入多大的努力。為了獲得有意義的回報，你願意面對哪些困難？

你願意面對不可避免的艱難對話嗎？有價值的旅程必定會伴隨著挑

戰，產品領導者必須對自己和團隊提出這些問題。

Drift的 David Cancel就是這類領導者的縮影，他們會思考困難的問

題並且接受眼前的困境。David Cancel的領導風格非常適合公司發展

初期的混沌不明，他自己知道也接受這個事實，能了解自己適合怎樣

的環境，有助於找出個人的方向。另一個有用的方法，是向那些不斷

克服類似挫折，接連成功的人學習。本書收錄許多領導者難能可貴的

忠告，這些領導者找到自己的路，並且願意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和

建議。例如，David Cancel就分享了領導早期產品的微妙之處，及其

與產品後期業務的差異：「在早期階段，領導者必須對業務提出一些

假設。為了建立前端系統，有時還要演繹顧客的角色。當一切準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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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第一批的使用者進來測試後，這些每日使用者就可以代表未來的

顧客。」這些轉換都需要產品經理不斷進化自身的領導風格。David 

Cancel認為產品經理會從代表顧客的角色（以及代表尚未被雇用的團

隊本身）轉變成願景的守護者，此時權力會回到團隊身上：「我們有真

正的顧客後，就會專注於了解顧客的多樣性，不管獲得的關鍵資料有

多少，一點一滴都對我們的業務有意義，接著領導者要停下來，從團

隊抽身，讓團隊開始自己運作。」類似這種來自於產品領導者的見解，

在本書中俯拾皆是。我們鼓勵你在閱讀本書各個部分的過程之中，理

解產品發展的這些階段以及各階段之間的轉換樣貌。

學習如何建立與訓練團隊

產品團隊會隨其所支持的業務而有所不同，就像產品組織的每個階段

都會帶來不同的挑戰。為了因應這些挑戰，就必須針對特定的工作需

求，尋找、僱用和培訓合適的團隊。剛成立的新公司可能沒有成熟組

織所享有的資源，但有敏捷和速度。利用環境優勢建立合適的團隊，

會對產品的成功產生重大的影響，而選擇能與這些環境因素契合的人

正是產品領導者的工作。

例如，相較於高度專業化的成熟團隊，早期階段的團隊特質會更廣

泛。ProductPlan的 Jim Semick表示：「對於新創事業來說，第一件事

就是雇用適應力高且能快速調整的人，因為組織需要他們在不確定性

的環境下行事。其次是僱用態度圓融的人，這樣的人不僅能承擔自身

的職務，還能兼任其他領域的工作。」Jim Semick經常提到團隊成員之

間互相尊重的重要性，其他產品領導者也常常重申這一點。公司發展

初期，內部大多充斥著緊張與不安的氣氛，尊重與同理心能為團隊創

造出生產力和互相支持所需要的空間。培養團隊尊重成員的需求和挑

戰才是有助於產品上市的長久之計。

公司發展至新興中小企業階段，產品團隊將面臨不同的挑戰。這些快

速成長的團隊要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同時還能激發出新的火

花。波士頓 Sonos前產品經理 Colin Kennedy，現為舊金山 Upthere的

產品經理，他認為：「在這個階段我們已經具有中等規模公司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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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成長與開發的腳步加快，組織成長的速度也會越來越快。然而，

每個產品團隊仍然遵循舊有的作法，一開始先從關鍵領導角色裡的產

品管理、設計和工程人員之中拉出少數利害關係人。」在有限的資源下

平衡成長，新創事業這種「保持精實」的心態與其說是科學，更像是

一門藝術。像 Colin Kennedy這樣的成功領導者，他提出的見解就是

如何在需求之間達成平衡。領導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做到最好，因此，

優秀領導者與其他領導者之間的區隔在於，他們必須有能力激勵、引

導以及讓團隊專注。

就算是更大型、成立更久的公司也會把團隊放在對話的中心。在軟體

公司 Intuit旗下的業務團隊 QuickBase任職的 Jay Rivera就提到：「在

團隊日復一日的工作之中，不論是在每日的站立會議，還是每週的計

畫檢視會議上，功能角色之間的對話都是為了確保以組織為名的這輛

巴士上坐著對的人，同時也確定團隊找到對的人。跨功能角色包含產

品行銷、產品開發、營運、業務、產品管理和人力資源。」成功的產

品團隊無時無刻不思考著，讓正確的人去做每日、每週或更長期的決

策。Jay Rivera建議，組織不僅僅要有適合的團隊，還要確保團隊成

員能共同應對每日的挑戰。優秀團隊背後的秘訣是有效率的溝通與決

策，團隊成員間溝通不良就無法納入優秀成員。

落實流程和目的導向的方法

流程與生產力兩者相輔相成。流程不是用來取代人的睿智或顧客導向

的見解，而是提供架構，幫助聰明的團隊成員發揮最大的工作效率。

究竟需要多少流程，會隨產品階段和團隊的經驗而有所不同。小型、

高度專業化的團隊只需要簡單定義的流程，但大型、團隊成員流失率

高的組織，則需要穩固的產品上市架構，而產品設計顧問公司或公司

內部的創意小組，這類的獨立團隊就需要更彈性的流程，像這樣的群

體可能會選擇雇用有才華的人，而非強制實施某套流程。英國一家領

先的產品設計公司 Clearleft的創辦人兼管理總監 Andy Budd就提到：

「我們會僱用優秀人才。由於他們手上已經有一套工具可以用，所以

不會將一套結構強加在他們身上。我們相信這些人才，打算給他們一

些有趣的問題，擺脫現有的架構，讓他們盡可能以最好的方式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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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意味著每個專案的差異性非常大，我們每次都要努力設計專案

和流程。由於每個問題的本質都不一樣，當然也就不可能嘗試將相同

的流程套用在每個問題上。」Andy Budd提出的方法適用於小型、技

能強大的團隊，這類團隊以信任文化為中心，會轉換負責的專案。至

於大型團隊則因為高度專注於一項產品或專案，會需要更有結構的 

方法。

重點是根本沒有正確的流程或單一方法能適用於不同產品、團隊和市

場所形成的各種情況。就我們待過各種規模組織的經驗來看，優秀人

才、信任文化和引導團隊的架構這三項因素能帶來顯著的成果。高績

效團隊最常見到的特質就是跨功能、同地協作和自主性。

現實情況是產品領導者要做的事就是處理「人」的議題，跟創建產品

一樣，團隊成員之間的互動會隨團隊規模變大而逐漸難以管理。我們

的共同理念是成功的關鍵是創造出支持偉大態度的環境，而非將每個

流程步驟做到完美。不論團隊依賴流程的程度高低，最終的關鍵是團

隊裡每個人都知道預期的目標是什麼，有共同的語言才能解決不可避

免的問題。

目的明確，企業和他們所支持的產品組織會更成功，因為所有參與者

都更喜歡有意義的工作。幾位提倡工作文化的思想領袖，像 Dan Pink

和 Simon Sinek都已經告訴我們，優秀的組織和團隊會以目的導向的

工作為中心來定位自己，將這視為偶然發生的情況並不是個好策略。

優秀產品領導者所建立或採取的流程會符合組織的「難解議題」，本

書會探討這些頂尖產品領導者是如何以整體大局為重來建立團隊和

流程，而非專注於個人升遷的議題上。HubSpot的前 UX總監 Joshua 

Porter，現為 Rocket Insights的創辦者，他的看法就反映出要建立能維

持顧客高度關注的環境，他說：「我們公司在招人時，應徵者能否 [以

顧客為中心 ]絕對是我們雇用的關鍵考量，雖然有時會發生部分員工

缺乏自我的情形，但我們要找的並不是那些想透過自身才華行銷自己

的人，而是能和顧客配合，專注於打造優秀產品的人。」在產品組織

裡，[以顧客為中心 ]並非一項標準，但應該要是這樣。發展一套流

程，提醒團隊想到顧客與他們的需求，也是領導者的一大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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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和業務階段的正確流程結合專注的目的，就是團隊成功的工具，

而且缺一不可。高績效團隊裡的每個人都需要知道大家如此努力的目

的，以及用什麼方法才讓大家的投入最佳化。如果團隊沒有清楚地表

達出明確的願景，就很難做出差異性。唯有團隊理解這個流程，才知

道如何讓成果最佳化。

了解如何評估成功

「成功」這件事很主觀，但衡量成功的方法卻相當客觀。制定一套清

楚的指標或準則來定義組織是否符合目標，是產品領導者職責裡相當

重要的一部分。有些領導者會重新定義業務目標為可衡量的指標，例

如，顧客獲取率、淨推薦分數（net promoter score）和顧客終生價值

（lifetime value），某些產品領導者還會制定非常細微的指標，特別是

管理複雜或成熟產品的產品經理。總之，所有指標最終都應該與產品

如何提供其價值主張連動。如同 Drift的 David Cancel所斷言：「不論

是維持舊有顧客還是開發新顧客，我們所有的指標都是顧客面向。定

性的資訊其實更重要：我們從顧客那裡聽到的話，顧客實際上所說的

話，以及我們每天跟顧客說的話。」

訪談過程之中多次出現這樣的想法：衡量成敗不能完全仰賴定量方

法。創投公司 True Ventures的設計合夥人 Jeff Veen再次重申了這個趨

勢，他說：「我同意在敏捷／精實的領域裡，以往是有點過度使用定量

方法，我個人覺得要改善這一點，而非搖擺不定，又走回定量方法的

老路。」Drift的 David Cancel也支持以定性回饋的方法來引導產品決

策，他認為：「不管是寫下來、口頭上說的或是看到的，任何定性回饋

的方法都能作為理解的手段。針對顧客的痛點，我們有越來越接近解

法嗎？我們接下來能開始規模化嗎？有發現新的痛點嗎？當我們投入

資源去解決新的痛點，我們認為的健全做法有發揮效用嗎？有可能會

因為使用案例不同，一開始就發生錯誤，如果我們錯了，那解決這個

痛點的正確方法是什麼？我們要不斷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從

顧客、群組、功能、規劃、買家或使用者等所有層面，並且針對顧客

目標來衡量所有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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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在定性和定量之間取得平衡，才是真正解密客戶見解的關

鍵。我們不得不再次強調，這兩類方法沒有孰優孰劣，擁抱兩者才是

王道，傾向於使用指標驅動的團隊可以多努力嘗試定性研究驅動的方

法。不論是在我們自己的團隊還是本書的訪談之中，都聽過這樣的爭

論，認為獲取顧客回饋太費工或太耗時。解決方案就是重新調整這項

工作的架構，畢竟，定性研究這項投資，能讓你在將來節省投入的資

源，獲得價值。創造實務經驗並且磨練這方面的技能，以降低未來失

敗的可能性。做好前期工作的價值已經獲得證實，過去所紀錄的軌跡

顯示越早投入努力，工作結果的品質越高。產品上市，然後衡量其對

市場的影響，個人和團隊都該花時間、投入精力去做正確的事。

本書首先會談究竟是哪些關鍵因素造就了這些優秀的產品領導者，還

有探討他們如何建立團隊結構、引導團隊，以及成為團隊的心靈導

師，最終獲取最佳的成果。雖然每個團隊都有一些細微差異，及其本

身獨有的特質，本書下一部分內容的目標是致力於找出成功團隊的共

同模式。由於每個團隊之間存在不同的差異，我們會探討各團隊實現

的成果而非特定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