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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推動方法論與應避免迷思 

            作者：連亮森/資訊工業策進會南區處前處長 

一、什麼是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已是公認提升企業競爭力的

不二法寶，各行各業無不積極推動，政府亦妥善引導與補助企業積極投入

轉型。然而，談論的人雖多，到底什麼才是「數位轉型」？目前坊間用詞

過於浮濫，許多將「數位化」充當「數位轉型」。 

    這就需要從「數位轉型」的定義談起，符合此定義的，才能稱得上是

「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的定義：數位轉型是指運用數位科技，改變企業組織、營運

流程或商業模式，運用轉型之變革，提升企業價值，以積極回應市場及客

戶需求。 

    數位轉型的特性：數位轉型涉及組織的變革，必須思考如何利用技術、

人員、資源和流程，將組織的營運模式或客戶服務等徹底轉型，提升企業

的價值。 

    所謂提升企業價值，包括但不限於減少人力、材料、廢棄物、成本等

資源；提升品質、產能、產值等；擴大應用市場與不同客戶層；即時診斷

問題與處理；或回饋社會責任(例如 ESG)等。 

    在此定義與特性下，「數位」僅是工具、手段，目的是「轉型」。因此

「轉型」更重要於「數位」。 

二、什麼不是數位轉型？ 

    既然「轉型」更重要於「數位」。因此，若僅推動「數位」，而未致力

於「轉型」之成果，則僅能稱為「數位化」或「數位服務」。例如：企業推

動線上點餐、線上訂位、行動支付、人流計數、數位優惠券、企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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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行銷等。 

簡言之，不能以企業有運用最新數位科技，則妄稱企業在推動數位轉

型，必須以運用數位科技後，是否改變營運模式與提升企業價值做為評估。 

不能「為數位科技，而推動數位科技」；不能「為創新而創新」，更重

要的是改變、轉型後之價值提升。 

三、如何推動是轉型關鍵 

一個成功的數位轉型，可將原本邁入紅海之企業，瞬間轉型為藍海企

業。 

關鍵是：應該如何推動「數位轉型」？應該如何著手推動「數位轉型」？ 

四、DAITE 推動方法論 

筆者以過往每年輔導逾百家企業推動數位轉型之經驗，整理歸納出以

下 DAITE 方法論，可協助大家快速、有效推動數位轉型： 

(一) 產業面臨困境(Dilemma) 

第一步先羅列自己企業經營所面臨困境(或問題)為何？以條列式

表達，先確認(Identify)問題所在，接下來才能針對問題解決問題，而

不致不知目標在哪裡？為何而戰(變革)？ 

(二) 傳統營運模式(As-is Business Model) 

第二步將目前經營之營運模式繪出示意圖，並標註出影響困境問

題所在之處為何？影響困境問題之原因在哪裡？此困境問題之原因，

可否被改變或解決？ 

此最後一項(可否被改變或解決)之思維，與下一步驟有連動關係。 

(三) 創新營運模式(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依據前述所釐清影響困境問題之所在及原因後，思維以創新變革

方法，改變營運模式/流程，若能大破大立更好，以徹底解決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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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價值。 

      思考應如何解決問題？可否簡化、刪除某些步驟、環節？ 

例如可運用 O2O2O 資訊平台模式；或大破大立，廢除舊營運模

式，直接建立全新營運模式；或大膽刪除某些環節、部門、流程等，

改以科技取代等。 

在這階段是整個轉型之最關鍵樞紐，需有極大創新靈感，並具相

關數位科技基礎概念，必要時可用腦力激盪，或獎勵同仁創新提案，

以有效解決困境問題為首要目標。成敗與否在這階段佔極大因素。 

研擬出之創新營運模式，需再檢視是否能確實有效解決企業所面

臨困境問題？若沒有，則需研思其他創新模式，否則即是無作用功，

那創新是毫無意義的。 

(四) 導入數位科技(Technology) 

前述創新營運模式規劃時，僅需有基本數位科技概念即可，在此

階段再請教數位專家(例如 AI 人工智慧或 IOT 物聯網等)，邀請數位專

家參與評估前述創新營運模式運用數位科技之可行性；經評估可行後，

再據以規劃導入科技之細節，例如繪製系統架構圖。最後再據以開發

系統；推動試營運，及正式上線經營。 

若數位專家評估前述創新營運模式之科技運用不可行(包括技術尚

不成熟，或成本過高)，則須回至前一階段重新規劃創新營運模式，如

此進入迴圈，直至數位專家評估可行後，再進行下一步驟。 

經評估可行，且研擬出具體計畫後，可研思申請政府創新研發補

助計畫，或爭取相關獎項，除補貼部分研究經費外，更可提升企業知

名度與形象。 

(五) 評估預期效益(Evaluate) 

評估預期效益，又分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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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式執行計畫之前：在研擬細部推動計畫時，即須先評估推動效益，

考慮推動成本與預期效益(尤其是預計產值)；若產值相對龐大，則計 

畫勢在必行。 

2. 正式執行計畫之後：計畫推動完成後(即正式上線後)，需再分期(例

如一年、二年、三年後)評估實際推動效益，以隨時檢討改進。所謂

沒有永遠的藍海，唯有不斷改變與創新，才能爭取最高之企業競爭

力！ 

五、數位轉型迷思 

    數位轉型雖有以上 DAITE 方法論協助推動，然仍須避免以下迷失與可

能誤區： 

(一) 為科技而科技 

許多企業欲投入數位轉型，均事先預設採用最新某項科技，例如

AI(人工智慧)、區塊鍊或元宇宙等，這是極大迷失，這是嚴重為科技而

科技，並不是為解決問題而投入轉型。 

      如前所述，「轉型」更重要於「數位」(科技)。數位轉型之價值在

於解決困境問題；若是預設運用某科技，不見得能解決企業所面臨問

題。 

      若能依上述 DAITE 方法論詳實規劃，則不應有預設科技之立場， 

而是以解決困境問題為首要目標。 

(二) 運用最新科技 

數位轉型(創新營運模式)既是以解決企業困境問題為首要目標(任

務)，而許多可解決企業困境問題者，是傳統成熟穩定之數位科技即可，

不見得必要運用最新科技。例如採納 O2O2O 資訊平台，即是運用傳

統資訊技術，非常成熟穩定，幾乎沒有技術開發風險可言(除非所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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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反之，許多最新科技之技術尚不成熟，或不穩定，貿然投入企業

運作，具極大風險。 

當然，在此也並非反對運用最新科技，而是必須能有效解決問題，

提升價值，且導入成熟穩定之技術，不能貿然引入高風險。 

(三) 未能全員參與 

任何企業變革之成功關鍵因素是全員參與，若推動數位轉型僅是

ICT 部門或企劃部門在參與，此項組織變革必然會失敗，尤其是最高領

導者之完全投入更為重要。 

(四) 輕忽系統測試 

當數位系統開發完成後，妥善的系統測試極為重要，若依完整軟

體工程要求，必須有完善測試計畫(Test Plan)，納入各種運作情境(程

式路徑)，包括 Alpha Test(以工程師視角，由系統開發者負責測試)，

與 Beta Test(以使用者視角，由使用者負責測試)，再納入壓力測試，

以確保短時間內(例如一分鐘)湧入過多使用者同時上線使用之運作正

常。 

(五) 未納入試營運 

當數位系統開發完成後，雖經完整測試，亦不能貿然上線運作，

必須採取試營運方式，以少量或少部門等，先行嘗試實際運作。經實

際運作正常後，再正式全面投入經營。且此試營運之規劃，亦須納入

推動計畫書中。 

(六) 未能自主營運 

對於一個大型企業，尤其是核心業務而言，數位轉型的推動影響

未來經營績效甚鉅；即使數位系統是委外開發，若能及早規劃如何接

手自主營運，是未來永續經營之成敗關鍵；否則數位系統若掌握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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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委外企業)之手，猶如被捏住七吋生死關頭，在營運順暢度與維護上，

都無法因應外部快速變化，不可不慎！ 

若不得已需委外開發時，若系統無法接手自主營運，亦須交付可

信賴之人或公司，必要時可採取交叉持股等方式因應。 

六、結語 

    「數位轉型」確實能有效提升企業競爭力，然必須針對企業在產業中

所面臨困境問題，提出具體創新解決方案，而非「為科技而科技」、「為創

新而創新」；其具體規劃方法，可參考此 DAITE 方法論，並尋找數位專家研

究可行性，更當避免可能迷思，如此，這數位轉型的推動則與成功不遠。 

推動之後，未來更當時時檢討效益，時時改善，讓藍海成為永遠的藍

海，永遠的居於產業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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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官學院《T&D 飛訊》12 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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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請讓我們代為守護他 

作者：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人事室楊科員杰勳 

在區公所擔任少年服務員時的某一天，一位白髮蒼蒼且步履蹣跚的爺爺默默

走到櫃檯前，從手中拿出一張皺皺的紙遞了過來，我接過爺爺手上的那張紙仔細

一看，表頭寫著大大的「死亡證明書」，此刻心中不免震驚了一下，檢視後，證

明書記載亡故的對象是一位 20 多歲的男性，祂是爺爺的兒子，詢問爺爺發生了

什麼事以及我們能怎麼協助他後，爺爺才拿出申辦社會福利補助未能通過的公文，

眼中透露著的是無盡的悲傷與絕望，由於少年服務員是協助承辦人處理簡易性的

行政庶務工作，我將爺爺的情況以及需求向承辦人員小安轉告，因而讓我有了印

象深刻的這一件事。 

爺爺的公文上提及因為動產超過規定標準，導致無法通過社會福利補助，小

安從系統查詢後發現，因爺爺去年支領了勞保老年一次給付，而此筆一次給付會

在申請社會福利補助時列入計算，小安向爺爺仔細說明不符合的情形並繼續詢問

原因，同時查詢系統內爺爺的各項家戶人口以及財稅資料得知，原來爺爺已經超

過 65 歲，而妻子在幾年前也已經離世，僅僅剩下他與兒子兩個人相依為命，又

看了看死亡證明書上的資料，爺爺的兒子因為輕生而結束掉了短短 20 多年的生

命。 

終於爺爺在小安的詢問下說出此筆一次給付早在先前請領之後就馬上償還

給了兒子的債權人，自己身上並未留有任何的一毛錢。聽到這裡，小安已經有了

如何協助爺爺辦理社會福利補助的辦法，除了告訴爺爺應該要在法定的救濟期限

內提出重新審查的申請外，由於此筆一次給付已非爺爺所擁有，必須請爺爺提供

自己以及兒子債權人資金往來的帳戶，並請他們至法院辦理公證事宜，證明該筆

勞保老年一次給付確實已經償還給兒子的債權人，補助才有可能通過。聽到這邊

的爺爺神情才較為緩和下來，並向小安答覆會儘快備齊文件後提出重新審查，並 

離開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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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走後，小安看著爺爺的資料對我說：「此刻的他只剩下『補助』這個最

後的依靠了，攜手度過大半輩子的老伴已經離開，而兒子又因為種種原因與他天

人永隔，退休金也全都償還給了兒子的債權人，他現在就是最需要我們幫忙的人，

如果在法令許可的範圍內，我們應該要盡力協助他，雖然是政府提供的資源，但

是『如果可以，請讓我們代為守護他』。」 

過了幾天，爺爺帶著相關資料走向小安，在確認資料無闕漏後，小安向爺爺

說：「這些資料非常足以證明您領取的一次給付都已經償還給了債權人，從這個

月起符合這項社會福利補助的資格，也要麻煩您將這些資料保存好，未來可能會

再使用到。」看著兩人對話過程的我，發現爺爺擦拭起了眼角的淚珠，對著小安

說：「謝謝、謝謝，我真的非常需要這筆錢才能夠過生活，家人都離開了、錢也

沒有了、什麼都沒了。」小安向爺爺回覆：「能協助您我也很開心，這是我們應

該做的，會將通過的公文郵寄給您。」爺爺才安心地離開了辦公室。 

兩人結束對話後，小安繼續處理著手上的案件，但對於知道整件事情全貌的

我來說，打從心底佩服起小安。社會福利工作要面對的都是生活環境較為弱勢的

族群，在接觸形形色色的案件以及當事人時，除了專業外，還需要具備高度的熱

忱、同理心以及傾聽能力，且每次小安在處理情緒較為激動或無法接受補助未能

通過的個案時，總能設身處地的為當事人著想，為他們想辦法處理以及解決問題，

當然民眾對於在小安身上獲得的服務也都給予極高的評價。 

最後，雖然經過了一段時間，希望這位爺爺現在也能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的過日子，由衷希望您一切安好；對於小安，我想對您說，能協助您處理各項社

會福利工作的我真的非常榮幸，您讓未受到陽光照射的陰暗角落，帶來了無限的

希望，願您可以繼續將這份善良與慈愛延續下去。 

 

小編附註：感謝觀光局楊科員杰勳的分享，在公部門工作，服務對象形形色色，

除了專業，還需要同理心，始能幫助到有需要的人，文中的小安，積極協助每位

民眾，使他們可以順利解決困難，在小安身上體認到公務員這職業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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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世情，Ｅ服務 

作者：路竹區公所人事室王主任莉蘋 

近年來因為疫情緣故人事人員除了辦理本職業務外，亦擔任起防疫小尖兵的

任務，支援防疫工作，因此人事業務的傳達亦需因時制宜，善用各種傳遞的資訊

工具，將人事業務完整轉答給同仁知悉。 

疫情期間人員的流動會無形中散播病毒，為避免因流動讓同仁處於危機之中;

業務上盡量減少紙本傳送，除有賴於電子信箱外，就屬資訊小幫手-Line 通訊軟

體的幫忙了，透過 Line 群組傳達各種權益訊息，即時又快速。此外，Line 不僅

可轉達人事業務，更可即時表達對同仁關懷之情及關心之意。它真是人事業務不

或缺的大功臣。 

近二年來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快速變異肆虐，廣泛的傳染力令人擔憂，

造成第一線里幹事工作量倍增，而且也要面臨民眾諮詢及政策傳答的壓力，因此

本所同仁全體動員輪班上陣，支援確診者發放關懷包及關懷電話工作，然而在支

援同時或親朋好友交流時難免不小心就有人確診了。尤其對確診同仁或同住家人

確診時，隔離期間的如何請假、如何申請補助等權益事情，均有賴資訊小助手

Line 夥伴的協助及轉達，讓同仁在隔離期間安心休養。 

然而在疫情期間，同仁們的心情及情緒亦隨著疫情指揮中心每日公佈的確診

人數及死亡個案，感到焦燥不安，尤其是在公佈確診足跡那段期間，若有發現確

診者足跡經過某同仁的居家附近或有去過確診者的地方，便在同事間流傳，人人

自危，心生恐懼，焦燥不安，尤其是家中有 12 歲以下的孩童更是緊張萬分，害

怕會被感染。 

依照醫師的叮囑，對抗疫情最好的利器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來對抗病毒，

因此除了打疫苗之外，傳統自然醫學也有不少平時自我防疫妙招，目的也是希望

大家能自我保護，增強自體免疫加強對抗病毒的能力，預防遭受病毒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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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次新冠感染者的症狀均與呼吸道有關，一點小小症狀都會讓人像驚弓之

鳥，擔心自己是否確診。而喉嚨痛是很常見的症狀之一，正巧看到醫師報導，平

時我們可透過每天早晚用食鹽水漱口方式來自我防護，預防病毒感染，因為在漱

喉時，會將口中多餘分泌物和表面病毒及細菌帶走，達到局部消炎的效果。 

    而食鹽又是家中廚房必備用品，對身體無礙且防疫又不傷身。為安定同仁焦

慮的心情，於是提供食用鹽放於飲水機上，讓喉嚨卡卡的同仁自行取用，並取名

為「清喉小棧」，消炎不傷身，防疫又舒喉。 

    要順利推動人事業務，首推先安人心，心若安了，人就順了，業務推行自然

也就得心應手了。 

 

小編附註：感謝路竹區公所王主任莉蘋分享自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人事

人員所面對的業務，疫情期間，辦公方式多元化、資訊科技應用需求增加，辦理

人事業務上除了需適應新形態辦公模式之外，亦須面對同仁焦慮的心情，如何穩

定同仁情緒，並給予關懷、提供防疫資訊，都須依賴第一線人事人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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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熊本熊的上司-蒲島郁夫》 

              *作者：蒲島郁夫 

  *出版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 年 10 月 8 日 

          *分享人：甲仙區公所人事室陳主任昱誠 

 

近日無意間看到一篇電子媒體報導有關市長陳其邁視訊日本友好城市「熊本

縣」訊息，內容除報導能讓人療癒的熊本熊吉祥物外，亦提到現任知事蒲島郁夫

如何用「熊本熊」創意城市行銷，讓默默無名的農業縣，秒變日本最夯觀光勝地。

這位知事到底是使用何種魔法，才能造就今日熊本縣的世界知名觀光城市，引起

個人濃厚的興趣與求知慾，進而拜讀了蒲島郁夫著作「我是熊本熊的上司」，並

期許能以他為榜樣效法學習其個人做事方法與態度，讓自己能有所體悟與成長。 

書中內容除提到作者蒲島郁夫是如何從一位學者成為一位政治家的心路歷

程外，更重要的是他如何讓一個默默無名的城市，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知名觀光聖

地。該書內容有許多其個人獨到見解與想法，值得吾人省思與學習，在此提出部

分摘要與之分享： 

（一）「勇於打破盤子」為口號：袖手旁觀的人永遠不會打破盤子，希望大家別

怕輸摔破，盡力去挑戰更多的盤子，別因為害怕風險而怯於挑戰。 

（二）「蒲島三原則」：不生氣、不強迫、言出必行。 

（三）「要超越別人對你的期待值」：這樣，就會有下一個舞台等著你去。 

（四）「沒人舉手時，若能主動說【我來做】」：旁人對你的評價就會一口氣攀升，

假如只做和別人同樣的事，就不會獲得太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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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何事情，只要有人贊成，就會有人反對」：倘若擔心反對意見而什麼也

不做，只強調處處公平，難保不會變得不倫不類，而無法期待豐碩的成果。 

上述的觀念雖然讓人淺顯易懂，但實際上如果每項都真正做到，確實還有很

大的努力成長空間，但相信只要能達到上述第一項所說「勇於打破盤子」的境界，

不僅其他四點都能水到渠成，且對於未來各項挑戰將會無所畏懼，完成各項人生

各階段重要目標。 

 

小編附註：感謝甲仙區公所人事室陳主任昱誠的分享，透過這本書，得知日本熊

本縣知事蒲島郁夫如何用「熊本熊」創意城市行銷，更重要的是，蒲島郁夫分享

自己的心態及處事態度，做事不難，最難能可貴的是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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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P 關懷員團隊獲肯定，建立分享機制更有益】 

 本府關懷員暨團隊成員工作坊 

本府首創 EAP 關懷員機制，自 102 年起培訓關懷員助人技巧，又 110 年

起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皆籌組內部關懷工作團隊，並於 111 年設置 EAP 合作

平台，提供相關 EAP 資源，嗣本府「111 年度行政院所屬地方主管機關推動

員工協助方案成效力評估」榮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評比為「特優獎」，其中，

評估小組於建議事項表示本府關懷員團隊甚有成果，此項殊榮肯定本處對於

EAP 之長期耕耘。 

為廣結強化本府關懷員機制，持續精進以擴大其效能，於 111 年 11 月 10

日辦理「關懷員暨團隊成員工作坊」，並由本處長官及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

與社會工作學系陳副教授政智擔

任領讀人，透過個案分享，使關

懷員及團隊成員汲取彼此經驗；

藉由工作圈分享，推廣關懷工作

團隊所需知識與資源；經由議題

引導(EAP 啟動時機與運作、團隊

運作與首長支持)及學員回饋，瞭

解實務運作情形，並進一步由領讀人與學員提供建議。 

關懷員係第一線面對機關同仁，如何在同仁需要協助時瞭解需求，以及穩

定情緒，陳副教授政智則提道「傾聽」與「陪伴」的重要性，另就學員回饋事

項中，除了傾聽與陪伴外，「同理心」亦是關懷員須具備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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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活動尾聲，本處陳處

長詩鍾及陳副教授政智與學

員進行綜合座談，分享職涯

以及人生閱歷，陳處長詩鍾

表示「不做不會變，做了會

改變」，並肯定推動 EAP 的

價值，更提及 EAP 須靠第一

線關懷員及團隊成員的協助，始能完成。確實，員工協助方案重要元素是「人」，

不論是提供幫助一方，或是有需求的人，皆是仰賴人與人之間之連結及互動，

因此，EAP 之成功係屬於每一位關懷員、團隊成員及為員工協助方案努力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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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陳處長詩鍾、陳副教授政智與學員交流 

＊關懷員及團隊成員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