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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時代
變革正在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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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時代

變革永遠是正在進行時，從一件事物的啟蒙，興起，繁

盛，衰落繼而被替代就是一個變革的輪回。變革往往伴隨著

舊事物的衰亡和新事物的興起。

每一次能源的更迭並非是前一種能源的耗盡，而是新的

技術催生了更加經濟、更加高效的能源。工作崗位的人員調

動也一樣，更新換代取而代之的事例比比皆是。一成不變已

經沒有辦法適應這個時刻在變革的社會了。我們站在歷史的

一個點上，無法全面預料到社會的縱向發展，但往往那些能

夠敏感預知變革的人，才能乘上風口的力量，扶搖直上。

變革總會帶來機遇，如何抓住機遇、順勢而為實現變革

最優化，如何協調合作、謀求企業集體與個人的最大公約數，

考驗著各方的勇氣與智慧。本書將會全面介紹變革的原因規

律以及解決方法，為讀者提供面對變革的一把利器。

變革正在進行時

古代

•木柴，木炭

第一次工業
革命

•煤炭

內燃機出現

•石油

新型能源

•太陽能、風能、

核能

當今世界唯一最大的力量是變革的力量。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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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因何而生？

• 環境變化的需求

• 宏觀環境的變化總是對企業發展來說最為重要的影響

因素。比如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調

整、政府經濟政策的調整、競爭觀念的改變、科學技

術的發展等等，都能給企業發展方向帶來顛覆性的改

變。

• 而當今的時代是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隨著四次工業

革命的到來，我們的人工智慧、清潔能源、VR和生

物技術的一些全新技術革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

• 但對於企業生存來說並不只有機遇，還有挑戰。企業

需要全方位地調整自己的戰略、產品、服務、結構等

去適應時代的趨向，稍有不慎，則會落後於時代，只

能走向消亡。

企業面對的變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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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因何而生？

• 內部變化的需求

• 企業內部的變化：企業內部管理條件的變化可能

會隨著部門的設立和合併進行調整，企業可能會

根據市場動向和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程度來對部

門框架、人員結構、人員素質的提高進行優化組

合等。另外，許多企業也利用科技技術的發展，

對內部管理系統和管理人力設置進行優化調整，

如實行電腦輔助管理等。

• 技術條件的變化：技術條件的變化一般有兩種動

因，外界動因和內在動因。內在動因可能會被企

業對於更低成本的追求，從而改變原有的舊生產

技術從而使用新型效率更高的技術進行生產。外

在動因更多是市場資本的追逐和市場普遍技術含

量的提升，促使企業也隨著行業一同發展進步。

另外，國家政策對於環保型生產技術的相關政策，

也是促使企業進行技術條件改革的誘因之一。

• 人員條件的變化：無論是傳統型團隊還是自我管

理型團隊，時間久了，其內部成員、內部環境相

互熟悉，就會缺乏活力與新鮮感，從而產生惰性。

因此，對於長期穩定、一成不變的企業內部環境，

員工們工作時間長了就容易厭倦、懶惰等，因此

有必要對企業內部環境、內部人員框架進行一定

的改變，來刺激團隊戰鬥力的爆發。

企業面對的變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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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因何而生？

• 成長的要求

• 企業處於不同的生命週期時對組織結構的要求也各不

相同，如小企業成長為中型或大型企業，單一品種企

業成長為多品種企業，單廠企業成為企業集團等，這

些都會對企業各方面造成積極或消極的影響，而企業

在成長的過程中，為了更好地向更大規模、更大產能

等目標進發，也面臨著改革。

企業面對的變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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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規律

• 熱力學第二定律就是無形中事物趨勢發展的很好的詮釋：

• 在日常生活中，一個月下來的票據如果你不去整理分類並記錄下

來的話，就會越來越亂。

• 行業總會越發展越複雜，產生的分支或者細分職能也會越來越多。

• 人際關係也是一樣，從剛認識的彬彬有禮，到後來需要在交往中

考慮到的因素越來越多。

• 從常見的手機到未來新趨勢的無人汽車等等，各種精細的感測器

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各類資訊，我們需要更多的技術去處理、篩

選它們，並利用資訊使得整個資訊系統運行得更為暢通和高效。

• 為了處理變化帶來的日漸複雜的資訊與系統中，我們就需

要發展更為科學嚴謹的系統。比如資訊科學中因需要更便

利的存儲方式與空間和更強大的計算能力來支援，於是帶

動了晶片的快速發展和超級電腦的誕生。這些更快更小的

晶片使得許多原本只是構想的技術成為了現實，比如VR。

熱力學第二定律

在大多數情況下，事物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趣味問題：

小明同學還有一個月就要高考了，但是他還要重新將單詞複習一遍。於是他定下一個計畫：每天都比前一

天多背一個單詞。然後英語老師對他的方案提出了意見，說：“你這樣一個月也只能背2000個單詞左右，還

遠遠不夠。要不你每天背比前一天多一倍的單詞。”小明不假思索地答應了。然而這時候班主任走過來說，

“小明，你這樣子還沒到高考就背單詞累垮啦。”

那麼請問，小明同學到高考的前一天要背多少個單詞呢？

（你可以不用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先想想1後面要加上多少個0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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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規律

• Kurzweil在2005年的書中描述了他的加速回歸定律，預測

電腦，遺傳學，納米技術，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慧等技術

的指數增長。而人類的思維模式就是大家沒有辦法很快接

受指數增長的原因。關於這個定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人

類的發展史：從用火到農耕的過程經歷了上千年，但在這

之後，每次科技革命的時間都在不斷縮短。從鐵器時代到

工業革命，再到資訊時代。每次改變世界的技術用的時間

都更少。

指數增長定律

（1）指數形式的翻倍增長能夠讓很小的數在短時
間內變大。

（2）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思考模式是線性的，
沒有辦法估算指數增長。

• 上一頁的小問題單憑心算你

是沒有辦法給出答案的。正

確答案是9個0，也就是10億

個單詞。這就引申出一個重

要的定律：指數增長定律。

當一樣細微的東西開始成倍

地增長的時候，就會在短時

間內產生不可估量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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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變革的本能

真正讓人們抗拒的不是改變本身，而是對改變後的未知
所帶來的不安全感。當改變和我們原有的習慣和行為模式發
生衝突時，我們就會對新形勢產生不安全感和恐懼感。 因此
要順利實現企業的變革，除了變革本身，還要密切關注和管
理員工的情緒。

改變意味需承擔未來的不確定性，也許一棋不慎滿盤皆
輸，這一步選擇有太多不確性因素，這時自我防禦機制會出
來告訴你，不要去冒險，現在就挺好，一切安全，在“溫水
煮青蛙”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久了，越發的失去鬥志。不想接
觸新鮮事物，不想接觸新的工作環境，害怕改變原有的工作
模式。所以你就肯定放棄改變，面對未來不確定因素有很多
方面，未來過程，未來成果結局都是未知數，而人們習慣于
先看到成果，沒有勇氣面對未來不確定，也就退縮算了，加
重害怕心理，越到後面越不敢，最終一點也沒改變。

人天生抗拒改變嗎？

太舒適的環境往往蘊含著危險、覺察到趨勢的小改變，
就必須“停下來”，從不同角度來思考，而學習，是能發
現改變的最佳途徑的。
——從19世紀末康奈爾大學科學家“水煮青蛙實驗”得到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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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困難

• 一個已經工作了十五年的職員，想調任去另

外一個部門發展，但是多次申請都悲劇，於

是他在又一次被拒後詢問部門負責人：“我

擁有十五年的工作經驗，各方面條件都符合

這個部門的要求，為什麼我會被拒呢？”負

責人回答說：“在我們眼中，您並不是擁有

十五年工作經驗，而是一個經驗使用了十五

年。”由此可見，在工作中學習，隨時準備

著學習與時俱進的工作方法，對個人發展是

十分重要的。適應新的工作方法並不僅是創

造更大的集體利益的階梯，更是不可多得的

發展機遇 。

在變革中可能遇到的困難

變革要求員工需要適應新的工作方法

變革為企業帶來活力，因此總是需要發起變革

• 進入全球化、資訊化時代，唯一不變就是變。

與需要適應新的工作方法不同，當個人發現

新的管道可以使集體獲得更大的利益，便需

要成為一個發起者，或是執行者，幫助集體

向前邁進，以更輕鬆、更有效率的方式改善

集體的運轉，實現個人價值的釋放。

9
©研石企業管理顧問版權所有



變革中的困難

• 變革發起/引領者強調要對追隨者的需求

和動向保持高度敏感，盡力幫助追隨者發

揮其最佳潛能，二者“彼此提升，使動機

和士氣達到更高層次”。通過理想化影響、

精神鼓舞、智力激發、個性化關懷等四種

行為方式影響追隨者，從而使追隨者超越

個人利益的局限，提升自身的需要層次，

最終實現超越預期的集體利益。

在變革中可能遇到的困難

當你發現人們無法投入到變革當中

當引領變革的時候發現人們抗拒改變

• 引領變革的困難在於必須克服來自人們

抗拒改變的阻力，因此變革不是靠管理

者，而是變革者。設定方向，爭取認同，

引發動機，激勵人心等工作都非輕而易

舉，內心懷著堅定的信念，不斷發出與

信念一致的聲音，身體力行，在跟隨者

中產生震盪、迴響，引起員工的共鳴，

才能克服人們天性對改變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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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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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關鍵能力

老張辭職了，而接替他位置的是一名剛來公司不久的90

後，這讓我們很吃驚。老張離開時有點捨不得，雖說領導也

同情他年紀漸長，經驗豐富，但社會就是這麼殘酷。

原來老闆分派任務時，本來看重老張經驗多、資歷高，

多次都是先和他商量：老張，你看看這份合同還有哪裡需要修改的？

對方單位讓我跟你確認一下那份報告弄的怎麼樣了。

老江湖一天拖一天，領導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不得已，

老闆把檔和資料給了幾個新來的年輕90後同事，沒想後生們

不怕苦不怕累，他們拿到檔，按要求和標準看合同、對客戶

的疑問解釋得頭頭是道。完善條款時，一遍不行就兩遍、三

遍……反反復複修改到客戶滿意為止，讓人忍不住頻頻點贊、

馬上簽約。果然不久後，一位踏實能幹的90後同事升職了，

頂替的位置就是老劉的崗位。這樣的反轉讓老劉難以接受，

心情無法平靜，不得不選擇了辭職。

學習能力

生活中有好多事，我們本來已經領先，於是開始慢吞
吞地走路，原來落後的別人打了個車就追上來反超了，
若不甘落於人後，我們就需要超個車。

——《你總是太相信努力》

職場中早已不是那個經驗至上的時代，而

更看重走得更快更遠的人。工作上除了豐富的

經驗，還要不斷進取，提高效率、持續學習，

才能夠面對變化的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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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關鍵能力

在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中，安妮.海瑟薇飾演的安迪.

塞克斯，本想找一份報社編輯的工作，卻有幸應聘成為一家

出版集團時尚雜誌《天橋》的女主編助理。女主編非常挑剔，

為她賣命工作強度非常高，簡直就是24小時待命，隨叫隨到。

剛進公司，安迪的穿著就被吐槽太土，身在時尚界，她不得

不做出改變：試著減肥、學會了精緻的打扮，也在幫女魔頭

處理大大小小的雜務中跌跌撞撞的成長。同事奈傑爾曾對她

說：“你什麼時候個人生活一團糟，工作卻做得很好，說明你要

升職了。”

反觀現代職場中，很多人能少幹就少幹，面對上司的挑

剔，要麼抱怨、要麼無動於衷，有些甚至乾脆走人。她們認

為工作難以處理，原因根本不在自己，於是就想辦法拖延或

推卸責任。誰不想輕鬆一點呢，但安迪面對女魔頭的挑剔，

剛開始就不適應，但她努力也要去適應。當同事艾米莉告訴

她完不成任務是要被炒魷魚時，她卻偏偏相信自己能做到。

心理抗壓能力

本來無望的事，大膽嘗試，往往能成功。

——英國著名戲劇家 莎士比亞

人的發展歷程就像爬山，每登上一個高度都

能看到更遠更美的風景。因此，在面對變革來臨

時，只有相信自己，勇於目標不斷前移，視野不

斷變化才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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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測試中你得了多少分呢？針對不同的抗壓能力，
員工應該學會自我調節，同時也應該在需要的時候向上級進
行溝通或與諮詢師進行訪談治療。而管理者也應該對員工的
抗壓能力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才能更好地根據不同的員工的
素質安排任務與培訓。

心理抗壓能力測試
（掃描二維碼獲取你的專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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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關鍵能力

• 人際交往不僅是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需要面對的，也是我

們人內心需要的。在名為《為了職業的成功發展，你覺得

自己最需要加強哪方面的能力？》的調查中，高達70%的

被訪者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是人際交往能力，包括：協

調其他人配合的能力、表達能力、建立人脈的能力。

• “2012年我拿到A輪融資做了手機，這時候我應該借著這

個機會跟手機圈的人拼命出去認識和交朋友了。但是因為

我的心裡恐懼，所以就沒有去做，帶來的問題就是後面我

做很多事情資源不好解決，就是因為認識的人不夠。這個

事我是拖了比實際需要晚一年半或兩年才開始做的。然後

一開始做，很多局面馬上就打開了。但是有時候我就會反

省，這個如果早一年半到兩年去做，那公司現在能解決的

資源就更多了。”——錘子科技創始人羅永浩在《魯豫有

約》中如是說道。

社交能力

自世界上出現人類以來，相互交往就一直存在。
——法國啟蒙思想家 伏爾泰

• 通過深入認識自己，透過他人外在的身份、

地位、光環，發現TA與自己、或熟悉的人

同樣需求、優勢、劣勢、盲點、甚至喜好，

就敢於與各種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交往，

敢於主動交往，就知道該說什麼、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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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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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變革管理

• 無論是走在時代前沿的科技公司，還是專注于傳統手工業

的企業，面對變化多端的環境，管理者都必須不斷通過變

革管理才能保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據《財富》雜誌報導，

美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到7年，大企業平均壽命不足40

年；而在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為2.5年，集團企業

的平均壽命僅為7-8年。由此可見，不管是百年老店還是

商界新秀，不論是資產過萬億的行業巨頭還是家庭作坊，

無時無刻都面臨著“to be or not to be”的考驗。

變革管理的定義

當組織成長遲緩，內部不良問題產生，無法因應
經營環境變化時，企業必須做出的組織變革策略，
將內部層級、工作流程以及企業文化進行必要的
調整與改善管理，以達企業順利轉型。

——變革管理的定義

• 著名的例子有柯達、諾基亞、

摩托羅拉和雅虎等。曾幾何時，

它們都是行業佼佼者，坐擁穩

固的行業地位，兼備技術壁壘；

但在技術升級、產業反覆運算

的時代巨潮中，他們對外界的

巨大變化視而不見，或是沒有

做好變革管理，最終只能走向

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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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變革管理

對於變革管理的對象，存在常見誤解是認為變革管理針

對於企業產生產品和服務以及與之相關的流程，根據時代和

消費者需求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改革；但變革管理遠遠不止

於此，其物件應該是包括管理層、基層員工、產品與服務等。

因為只有管理層首先認識到變革的需求以及重要性，才能主

動改革，引領組織中其他成員積極參與變革管理。

瞭解變革管理的对象與內容

戰略變革

• 公司方向性的重要改變，
例如柯達就在數碼影像
技術出現時，迅速地認
識到數碼技術在未來的
興起，做出戰略改革，
改變企業長期發展目標。

結構變革

• 大多是由內部和外部環
境因素引發的，如，將
組織結構從原有的金字
塔形結構轉變為效率更
高、溝通更簡便的扁平
化結構。

技術變革

• 包括了生產技術和管理
技術。生產技術的改革
必定會引發管理技術的
相應改變，才能在實現
新生產技術的同時維持
原有的高效生產。

流程改革

• 被認為是技術改革和結
構改革所引起的改革，
通過流程改革能夠更好
地優化公司內部的資源
配置，更高效率地完成
組織目標。

企業文化改革

•是相對其他四項改革
更為內化的改革，同
時企業文化改革是企
業價值觀變革的體現。

變革的5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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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管理的動態模式

1. PDCA模式

這種模式是一種迴圈模式，也叫做戴明環。它包括四個

循環往復的過程，即計畫（Plan）、執行（Do）、檢查

（Check）、行動（Action）。

• 確定工作目標和行動計畫

• 按照計畫工作，完成計畫之後，檢查計畫完成的結果，

包括工作品質。

• 處理檢查的結果，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以

及需要解決的問題。

• 根據這一輪的經驗、教訓和發現的問題，重新計畫，

並啟動下一輪的PDCA迴圈。

PDCA模式

PDCA
模式

Plan 
計畫

Do 

執行

Check 
檢查

Action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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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管理的動態模式

2. BPR模式

這種模式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邁克爾·漢默（1998）
提出的。BRP理論強調對業務流程的再造，即對企業的
經營過程作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和徹底翻新,以便使企業在
成本、品質、服務、速度等方面取得根本發展。企業為
了降低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和服務水準，應對市場激烈
的競爭，滿足客戶的需求，必須採用流程再造的模式，
在流程再造的過程中，企業的效率和整體競爭力會不斷
提高。

3. 價值鏈模式

企業的活動包括研發、採購、生產、行銷、服務。價值
鏈模式將這些業務層分解成彼此相關的戰略性活動，這
些活動之間相互連結，形成為企業創造效益的業務活動
連。業務活動鏈中，任何一項業務活動的變革，必將導
致其他業務活動的變革，這樣才能保證企業活動有效地
進行。這種變革的過程是動態連續的，而且是不斷改進
的。這種模式提高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力，計畫、組織、
領導、控制的過程更加有效。

BPR模式和價值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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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變革的關鍵策略

• 情緒資本是員工高績效和個人成功的必要保證，情緒雖有
時多變、遊移且不穩定，但它卻時時影響著人的理智和行
為。因此如何將負面情緒轉化為積極的動力，是管理員工
情緒資本的關鍵。

• 工作中的負面情緒，多數是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那些挫
敗的事情上，通過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令我們挫敗的事情
而並非沉溺在情緒狀態中，可以説明我們對所處的局面做
出評價，則可以有效地利用我們所感受到的負面情緒來幫
助我們應對事情和解決困難的方法。

• 所以，當你的員工陷入負面情緒，或是即將陷入負面情緒
時，不要過分地強調負面情緒給工作帶來的難度，而是應
該給予員工較為清晰而明確的指令，讓他們將注意力自然
而然地引向情緒背後的事件因素，並且根據這些事件做出

實際的行動方案，讓他們清楚瞭解此刻需要做的事情。這

在變革中化消極為積極

知識僅是企業兩項最重要資產中的第一項，第二
項是由感覺、信念、認知和價值觀等隱性資源所
構成的“情緒資本”（emotional capital）。

——英國管理學者凱文·湯姆森(Kevin Thomson)

樣，員工就不會沉溺於工作中
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而是能夠
集中在當下亟需解決的、負面
情緒揭露的問題了，將負面情
緒轉向積極結果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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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變革的關鍵策略

變革時負面情緒的出現是難以避免的，但負面情緒並不

是洪水猛獸，通過以下的一些小技巧，我們能夠有效管理在

變革時出現的負面情緒。

在變革中化消極為積極

改變表達

• 面對變革中不可預料的難題時，試著嘗試用中性的甚至

是積極的話去表達和描述你的想法。也許每個人在遇到

困難的時候，第一時刻都會浮現消極的念頭，比如“這

個任務我不可能完成的”，在遇到相同情況下，你可以

想“如果我沒有努力嘗試的話，怎麼知道這是不可能完

成的呢？”。從轉變心態開始，用自己的努力扭轉結果。

認識情緒

•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對付負面情緒就需要對其建立

清楚的認知。心理學實驗(Torre, Jared, Lieberman, 

&Matthew, 2018)指出僅僅是對情緒進行識別和標誌，

就能有效緩解個體的負面情緒。在對負面情緒進行精准

的定義和分類後，根據不同的負面情緒去挖掘其背後的

產生原因。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管理你的負面情緒。

協同解決

• 如果不致力於解決情緒問題，它將會成為集體問題中的

一部分。因此，在面臨變革中產生的負面情緒時，不過

多地關注於個體情緒，而是要回歸到問題本質，主動與

周圍其他人進行良性互動，和團隊一起協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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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變革的關鍵策略

對企業內部和外部資訊的警覺性，是一個公司進行變革

的前因要素。研究表明，企業管理層的警覺性將會驅動組織

深入挖掘機會的潛質，並作出相應的改革（Simsek et al., 

2009)。企業管理層將憑藉其經驗、能力與專業知識加強對機

會的警覺和認知，在做出變革決定之前，評估出有價值的機

會，進而做出合適的組織規模調整和領導風格更變。在中國

市場環境下，張奧等學者（2017）做了一個實證研究，研究

表明，企業高管對於變革和機會的警覺性與企業績效有著直

接的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企業管理層的變革警覺性越高，

企業績效也相應地越高，其中由於企業管理層變革警覺性引

起的變革規模和變革領導風格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提高對變革的警覺性

企業管理人員對主要競爭者的警覺、對市場訊息的
警覺、對未被滿足的需求機會的警覺以及對資源的
新奇組合的警覺。

——Ray和Cardozo(1996) 對變革警覺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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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領導
變革領導必備的4要素

智力

• 有效的領導需要智力或認知能力來感知和理解資訊、推理、

想像可能性、使用直覺、做出判斷、解決問題和決策。這些

能力產生願景，使命（目標），共同的價值觀和策略，以追

求的願景和使命，'贏'人們的心。

精神力

• 領導的精神層面是關於對意義的嚮往和價值感的，這種價值

感激勵著人們追求和所做的事。意義和這種價值感取決於一

個人的願景和共同價值觀。

情商

• 有效的領導需要成熟的情緒智力——理解自己和他人，展現

自我控制和自信的能力，以及以適當的方式回應他人的能力。

情感上聰明的領導者使用個人權力而不是職位權力和權威。

情緒智力，除了認知智力和精神智力，是識別和促進共同價

值觀的關鍵，這些共同價值觀支持對遠景、使命和戰略的追

求，並賦予人們力量和激勵。情感上聰明的領導者贏得人心。

行動技巧

• 雖然領導所必需的行為技能包括使用和應對情緒，例如通過

“身體語言”，它們也包括通過寫作、說話和傾聽，使用個

人力量，以及通過身體行為等其他方式交流。MWWA

（“managing by walking around”由四處走動管理）。溝

通是組織的“生命血液”，是組織中變化的“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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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領導

變革型領導注重提升下屬的激勵水準、士氣和道德水準, 

鼓勵他們為了組織和團體的共同目標超越自身利益並超水準

地完成預定績效目標。

變革型領導被認為是積極的領導類型, 能促進個人、團

體和組織一系列目標的實現。這一假設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

持, 變革型領導和員工的各種態度、行為及績效指標都正向

相關。變革型領導還同其他重要的行為結果如組織公民行為

和員工授權相關聯。其次, 變革型領導和領導有效性也高度

相關。（李超平, & 時勘，2003）

變革型領導的 4I 特徵

•領導者是下屬的角色榜樣, 下屬將其所信任的領導的行為理想化

並努力模仿和超越。

理想化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

•意味著領導者鼓舞下屬著眼于美好的前景並激勵 下屬超越預期

的目標。

鼓舞性激勵（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不局限於成規和慣例, 鼓勵下屬從新的角度看待問題; 

智力刺激（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關心每一位員工的發展,對每一位員工不同情況給予説明和支援。

個別化關懷（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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