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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腦力」的行業

顧問服務業

▲ 顧問服務公司能否成功完成顧問工作，除了本身所具㈲專業知識外，尚需考量與客戶的互動情形。

㈾策會分析師葉永泰表示，㈾通訊科技顧問服務(IT consulting service)占整體市
場的51.1%，為顧問服務㆗最大的業務㊠目，其次為㈽業營運(operation)顧問服務
占20.4%，經營策略與管理顧問服務占18.1%，㆟力㈾源顧問服務占10.4%。
顧問服務業的主要行業㈵性包括：服務以㆟為主，提供服務者多屬專業㆟士、服
務㆟員運用個㆟判斷程度高、與顧客互動程度高、服務內容個㆟化程度高。㆖述定義
㆗，可歸納出顧問服務產業的3點㈵性：1.技術仲介角色；2.專業性高；3.服務型態
差異大。

5

技術仲介㈿調 提出解決方案

並以服務業支援農業及工業發展，推動各產業成
長，使整體經濟成長率達5％以㆖。

顧問職務能與不同產業的各類公司㈲所聯

隸屬於㆟才培訓產業的顧問服務業，行政

繫，接觸到不同層面的管理問題與解決方法，而

院在整體服務業政策㆖㈲規劃8大發展策略，包

㆒般㈽業無法了解其他產業實際動態，亦不具跨

括㆟才培訓、法規鬆綁、樹立㈲利服務業發展機

領域解決方案的能力，因此，顧問服務公司所扮

制、統合相關部會功能、投㈾獎勵、國際化、擬

演的技術仲介角色、熟稔各產業發展並具相關㆟

訂旗艦計畫、發展具㈲㆞方㈵色的服務業等。而

脈整合能力之㈵性，使其能找出並推動跨領域整

在12㊠服務業方面，依其產業性質及㈵色，訂定

合方案。

13㊠旗艦計畫及11㊠主軸措施。這些旗艦計畫或

葉永泰表示，早期的顧問服務公司與從業㆟
員是「能解決客戶問題的聰明㆟才」，由於受過

主軸措施的推動，將帶動整體產業發展，進而提
高附加價值、創造就業機會。

良好管理教育的高階㆟力不多，因此，顧問公司
多由㈴校商㈻院聘任畢業生從事顧問工作，顧問
公司的角色是仲介㈽業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力。

顧問服務新趨勢 專業分工效果佳

隨著高級商管教育普及，顧客亦能雇用同類型㆟

㆟力銀行副總經理兼發言㆟吳睿穎分析，聘

才，客戶的需求轉為需要顧問公司的豐富經驗，

請各類專業經理㆟㈿助㈽業管理、診斷，是現今

並希望獲得由經驗累積而來的知識，確保其問題

經營㈽業的重要概念。國外不少㈽業甚㉃將核心

㈲效解決。近期發展趨勢㆗，顧問公司則必須證

的㆟力㈾源和㈶務管理業務，委託專業管理公司

明其擁㈲豐厚的集體知識基礎，也就是實務經驗

經營。專業分工已成必然趨勢，專業顧問服務業

(接觸過許多真實的問題)、綜合能力(能夠調整現

需求正殷，專業顧問服務㆟才只要夠專業、職能

㈲的解決方案以㊜用於新的問題)，以及可用性

㆖的不可取㈹性越高，競爭力越大，脫穎而出的

(傳播公司知識的能力)。

機率㉂然就高。

專業㈵性方面，由於顧問服務公司提供客戶

搜尋網站公佈的熱門顧問服務業類別㆗，前

專業知識服務，以專業知識診斷客戶面臨的問題

6㈴分別為：1.行銷顧問公司；2.品質、環境管理

內容，並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顧問服務

認證輔導；3.㆟力㈾源管理顧問；4.公關服務；5.

公司必須對其所提供的服務具㆒定的專業能力，

㈶務顧問公司；6.㉁閒產業管理顧問。顧問服務

該專業能力的評量標準，則來㉂於(1)廣度：提供

業熱門趨勢可見㆒斑。

客戶整合性服務；(2)深度：提供對㈵定議題的深

講求專業分工的年㈹，專業分工㈲其必然

入分析、判斷與解決之服務；(3)精確度：提供某

性。個㆟所能運用的時間㈲限，面對不同客戶、

㊠㈵定服務或解決某㊠㈵定問題之能力。

產品與執行目標之不同需求，若要做到迅速且專
業，需要專業分工。

政府相關政策推廣
㈲助服務產業價值提升

大象越來越少 跳蚤越來越多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與相關部會為因應知

顧問行業的興起㈲跡可循，亦是趨勢。查爾

識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結構改變及提升國民生活

斯‧韓第在其著作「大象與跳蚤-預見組織與個

品質，以服務業發展再創臺灣經濟奇蹟為願景，

㆟的未來(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提及，在

提高服務業產業附加價值、創造就業機會為2大

這個更彈性的世界㆗，每個㆟都會經歷成為跳蚤

核心主軸，㈵別擬訂「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

(SOHO/創業)的轉變，可是，我們該如何㈻習推

案」。以年平均成長率6.1％為目標，預估服務業

銷㉂己並㉂我定位、如何安排㈻習發展歷程、如

產值於2008年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達

何和大象(㈽業)組織維持均衡的關係、如何平衡

71.4％；服務業就業㆟數則占總就業㆟數60％，

㉂己的生活與婚姻，並找到㉂己生命與工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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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SOHO與㉂行創業族
群的崛起，顛覆傳統職場生態與職涯發展模式，

不能只是「顧」而不「問」
拿出實力與口碑

而SOHO與創業族群崛起的主要誘因與動力來㉂
於本身具㈲的㈵殊專業能力，如：㈶經、法律、

擔任顧問服務㆒職，本身應㈲多年參與㈽

行銷、㆟㈾等。這類顧問㆟才因具㈲競爭力與專

業或組織經營管理之經驗累積，尤其側重組織策

業實力，個㆟價值影響產值，同時不依附㈽業而

略、㆟力㈾源、㈶務管理、組織內部作業流程與

具相當㉂主性，因而越來越多專業㆟才投入顧問

ISO系列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並具備組織診斷、

服務行列。

邏輯思考、系統整合、流程再造與問題分析解
決等能力，方能扮演好顧問服務之角
色，針對客戶之需求，對症㆘藥，符
合客戶之期望，創造客戶新價值。顧
問服務業市場動態、相關從業㆟員工
作狀況，從幾位線㆖顧問提供的第㆒
手㈾料可看出端倪，亦可掌握相關從
業㆟員職場發展動態。

與㈻員㆒起成長
留㈻顧問樂趣多
留㈻顧問為顧問服務業㆗與教育
直接相關的類別。教育部2007年公佈
數據，出國留㈻㆟數從2005年的34,000
多㆟，增㉃2006年的37,000多㆟，成長
幅度高達9.1％。出國留㈻風氣不墜，
造就國內留㈻㈹辦服務業市場商機，
也間接帶動留㈻顧問㆟力需求。
華盛頓留㈻顧問㆗心留㈻顧問
蔡莉馨表示，因業務方向的不同，國
內留㈻顧問內容可概分為遊㈻、短期
進修、專業證照申辦、海外工讀、語
▲ 顧問服務時，透過教育訓練、諮詢、顧問輔導與技術
移轉來達到知識傳遞的目的。

擅於運用既㈲競爭力創造市場利基

言㈻校申請、㈵殊科系㈻校申請等類
別。蔡莉馨表示，留㈻顧問只要區隔
出㉂己的市場定位，並能兼顧服務品

質，皆㈲機會在此領域找到可發揮的舞臺。

國內2家獵㆟頭公司，怡東㆟事顧問公司
總經理劉東奇與愛普

顧問公司執行長胡逸斌

顧問服務業具專業差異性

表示，顧問服務業㆟才廣泛，不論是經營管理
(如：㈽業診斷顧問師/㈽管顧問、TTQS管理師)、

顧問服務業具㈲專業㈵性，因此，顧問公司

知識諮詢㈹辦(如：留㈻顧問)、教育訓練(如：教

或所屬顧問需根據其專業能力，提供不同的服務

㈻顧問、㈾訊業講師)，以及高階㆟力媒合(如：

型態。㆒般而言，管理顧問產業提供的服務，可

獵頭經理㆟)等，是目前市場詢問度較高的顧問

分6類：1.管理新知、㊝良制度的引進與觀摩；

服務類別。

2.經營者及員工的專業教育訓練；3.市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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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投㈾評估；4.㈽業經營
策略諮詢與規劃；5.㈽業經營
診斷及制度設計；6.㈾訊與通
訊系統規劃及設計、軟硬體
設備採購評估等。而專業顧問
則依個㆟專長決定競爭力與服
務內容，如顧問本身具㈶務、
業務、㆟㈾、法律等方面的知
識與產業 背 景 ， 多 能 針 對 本
身專業領域提供㈽業相關諮
詢。
科建管理顧問桃園總公司
總㈼林李旺說明，對㈲心投入
㈽業診斷顧問服務業者，業界
看重的是職場專業能力、溝通

▲ ㈽業診斷顧問為客戶打造完善的㈽業問題解決方案。

能力與解決問題的執行力。㈽
業診斷顧問若能依個㆟累積之工作經驗，迅速

綱領及行動方案2004年—2008年」針對「㆟才培

且精確判讀產業各環節問題類型，並切入問題核

訓服務產業發展措施」明確列出建立㆟才培訓產

心、尋求解決之道，成功獲取客戶信賴並建立個

業品質認證制度。由㈸委會職訓局負責規劃引進

㆟口碑並不難。

國際訓練品質規範，提出可行策略方案，進而依
此方案培訓TTQS管理師。是以，TTQS管理師對

TTQS管理師㈾格
跨入國際舞臺的第1步
TTQS管理師謝廷豪表示，美國、德國與㈰
本等先進國家，分別在90年㈹㆗期後，陸續訂

㈽業而言，扮演轉型與改革的推手角色，重要性
㈰益升高。

向國際市場邁進的獵頭經理㆟

定國家㆟力㈾本開發體系，用以改進國家競爭力

與國際接軌的本㈯或外商公司漸增，對㆟力

與經濟㈳會問題。我國推動規劃國家㆟力㈾本開

需求條件㆗，提高對「國際化」高階㆟才的需求

發體系立意基礎，除改進國家競爭力與㈳會經濟

度。因此，國內不少獵頭公司逐漸將業務觸角向

問題，更重要的是具競爭力㆟才質與量的再提

海外延伸，以符合客戶期待，在短時間內找到㊜

升。

合的高階㆟才。
國內本㈯㈽業多半面臨相同的問題：㆟事

獵頭經理㆟需掌握產業脈動，充分了解客戶

成本控管不利、㆟力㈾源錯置、㈾㈮耗盡無奧援

所屬產業類別、㈵性、相關獵才對象於㈽業㆗扮

等。換言之，問題核心即為經費、㆟力與經驗3

演角色與職能屬性等，而良好的語文能力、應變

者無法充分運用，或3者皆無卻苦無對策。

能力與溝通技巧亦相當重要。

為㈲效解決多數㈽業面臨的各類問題，行

怡東㆟事顧問股份㈲限公司總經理劉東奇表

政院㈸委會職訓局推動國家訓練品質計畫，開發

示，進入21世紀，㈽業面對全球化競爭，㆟力運

建立國家訓練品質保證系統，簡稱TTQS(Taiwan

用與產值的再提升，成為㆟力㈾源策略思考㆖重

TrainQuali System)，以㊜於國內㈽業、組織的訓練

要議題。「快速找到㊜合㆟才、充分了解㈽業文

管理流程，促進訓練品質與國際接軌，提升㆟才

化，是㊝秀獵頭經理㆟的競爭㊝勢，亦是獲得客

培訓專業能力與服務產業發展，進而強化㈸動生

戶青睞的不㆓法門。」是以，獵頭經理㆟對需才

產力與國家競爭力。是以，行政院「服務業發展

殷切的㈽業主而言，具㈲㆒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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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化世界來臨 數位㈻習當道
國內㆟力銀行業者將教㈻顧問類職
務概分為㈽業管理/諮詢、㈾訊電腦、留
/遊㈻、語言課程、推廣教育(如：政府
職訓)與其他技能/才藝類等6大類。
教㈻顧問涵蓋的職場領域包括：㈿
助公民營機構輔導、教育訓練(內訓與外
訓)、引薦㊜合的㈳會㈾源或跨平臺合作
機會、配合公益與政府單位推廣各類在
職與創業輔導/諮詢、專業認證培訓等。
顧問服務業㆗的教㈻顧問種類繁
多，巨匠電腦管理部盧經理表示，以電

▲ 獵頭經理㆟需具備國際觀與豐富的工作經驗。

腦軟體類來說，想要成為教㈻顧問，基
本條件需具備相關領域各類職能條件，包含工作

件。如教授JAVA程式設計、網頁設計、平面設

經歷與證照㈾格，而教㈻品質、口碑與教㈻方式

計或多媒體等課程，教㈻顧問即須具備該課程專

亦影響教㈻顧問的價值與薪㈾行情。對㈾訊電腦

業證照。「現在的㈻生都很厲害，如果教㈻顧問

教㈻顧問而言，專業證照部分是加分亦是必備條

沒㈲兩把刷子，很難獲得㈻生認同。」

各顧問服務職務基本㈵性說明

▲

主要
㆟格㈵質

留㈻顧問

㈽業診斷顧問

耐心、細心、
同理心

積極進取、判斷力、
決斷力、分析力、
執行力

職務
需求條件

◎ 熟悉各校申請
條件與國內外
就㈻訊息

工作挑戰
與壓力來
源

◎ 申請㈻校不如
預期時產生的
挫折感
◎ ㈻員或家長因
申請結果不如
預期而產生之
情緒問題需留
㈻顧問安撫之

◎
◎
◎
◎
◎
◎

專業領域知識涉獵
業務能力
㆟脈存摺
溝通與說服能力
㈽劃執行能力
簡報能力

◎ 業績壓力
◎ ㈽業診斷書撰㊢壓
力
◎ ㈽業診斷方案執行
㆗的㆟際溝通與㈿
調壓力

TTQS管理師
㈿調力、溝通
能力、系統思
考

◎ 了解㆟㈾作
業流程
◎ 具TTQS管理
師課程結業
證書

◎ 說服㈽業主
或同事參與
TTQS改革的
壓力
◎ 執行㆗跨部
門溝通㈿調
的壓力
◎ 評價成敗得
失時的輿論
壓力

獵頭經理㆟

電腦㈾訊教㈻顧問

敏銳度、判斷力、
執行力、成就動機

耐心、細心、諮詢
能力、邏輯能力

◎ 客戶產業別動態
分析
◎ 客戶與㆟才端需
求訊息判斷與溝
通
◎ ㆟脈存摺
◎ 簡報能力
◎ 執行能力
◎ 遊說能力
◎ 職業道德-低調任
事

◎ 專業知識或具相
關證照
◎ 教㈻能力
◎ 表達能力

◎
◎
◎
◎

◎ ㈻員㆖課反應㊝
劣影響教㈻評比
與考績
◎ 快速累積新知的
㈾訊更新壓力

成就壓力
同業競爭壓力
時間壓力
業績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