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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的員工找到
成功之路

Mark Schwartz 於 2010 年擔任美國國土安全部 (USCIS) 的
資訊長，負責 2,000 名員工和 6 億 USD 的年度預算，當時
他就開始思索如何讓這樣 一 個龐大的組織繼續向前發展。

「IT 部門將解決方案投入生產的週期為 18 個月。轉型計劃
已經花費了大約 10 億 USD 用於軟體開發，迄今為止沒有
取得任何成果。另外還有 一 個專案，在過去四年中，有 21 
名員工除了整理一堆文件外什麼也沒做。公平地說，這是 
一 個運作頻率較低的組織，變革非常緩慢。」Schwartz 在 
5 月於倫敦舉行的 AWS 高峰會上對高管們說。

對於 一 個經常需要以快速回應政策領導人匆忙宣佈的政策
變化的組織而言，這還不夠好。

但它確實有所發展。到 2017 年離職成為 AWS 企業策略
師和著名商業策略作家時，Schwartz 和他的團隊已經在 
USCIS 達成了重大變革。「我們的 一 些系統每天要部署三
至四次，而不是每一年半部署 一 次。我們已經組建了可以
在全國各地部署的快速回應團隊，並且我們正在執行駭客馬
拉松，每次都會產生新的應用程式。若我們能在國土安全部
做到這 一 點，您也可以。」他說道。

Mark Schwartz 是 Amazon Web 
Services 的企業策略師，著有
《商業價值的藝術》(The Art of 
Business Value) 與《一席之地：
敏捷時代的 IT 領導力》(A Seat at 
the Table: IT Leadership in the 
Age of Agility)。



Schwartz 認為，部署雲端技術很容易，但是
要當心「分析癱瘓」。Schwartz 表示：「取
出您的信用卡並在雲端中啟動 一 些虛擬機器
很簡單。」但是，當您選擇開發技術時，滿腔
熱情的人擁護不同而實質上相似的軟體開發平
台，可能會讓您陷入「分析癱瘓」。那會浪費
大量的時間和資源。有什麼解決方案? 「別因
此裹足不前。擲硬幣決定，然後繼續前進。您
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程序方面，事情開始變得非常棘手。例如，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事務署 (USCIS) 在幾乎每
個部門都有著漫長的官僚程序 - 似乎有數不清
的大門、檢查和文件要求。但是 Schwartz 發
現，即使是那些程序最繁瑣的團隊也可以從阻
礙者轉變為敏捷的推動者。訣竅是設定正確的
目標，然後給予團隊自由，讓他們可以就如何
實現這些目標發表創造性的建議。「例如，我
們有一個品質保證 (QA) 組織，透過阻止系統
投入生產來讓自己堅守品質。QA 負責人甚至
稱自己為敗興者。」

顯然，這會成為 一 個問題。QA 團隊對品質
充滿熱情，但對他們而言，這意味著需要大量
文件並要求包含盡可能詳細的內容，然後進行
大量測試。這意味著不可能實現更快的交付時
間。因此，Schwartz 改變了 QA 的目標和參

數。首先，他要求文件應盡可能簡短，只要能
夠傳達必要的資訊即可。他說道：「然後，我
告訴他們，他們的工作不是停止將低品質的系
統投入生產，而是要確保 一 切都從高品質開
始建置。」

但是有 一 個附加說明：開發人員可以隨時做
出部署決定，而不必等待 QA 拍板。「而設立 
這樣的 一 個約束後，我讓他們離開並進行 
思考。」

經過集思廣益，QA 團隊回來見 Schwartz 並
說道：「開發人員編寫了自己的自動化測試，
因此，為了確保品質，我們必須確保他們編寫
的測試能有效果。那麼，我們如何定期抽取測
試樣本並對其進行審查，以檢查測試是否有效
呢？ 若我們參與開發人員和使用者之間的對
話，確保他們正確地聆聽這些使用者的意見，
並提供他們所需的功能，這麼做如何呢？」

即使是那些程序最
繁瑣的團隊也可以
從阻礙者轉變為敏
捷的推動者。」

「



關鍵是設立正確的
激勵機制，並促使
人們尋找解決方
案。」

Schwartz 同意了，以這種方式工作了幾個月
後，他們又回來找他，並建議，在經過深思
熟慮之後，他們現在認為應該開始來培訓開
發人員。這樣 一 來，就可有效地產出高品質
產品，而不用事後評估。「我非常開心。QA 
團隊已經開始創造性地考慮如何進 一 步轉
變，而不是成為障礙。」

Schwartz 採取了類似的方法來變革組織的
其他部門。「同樣的，我告訴安全團隊，開
發人員可以在需要時部署系統。 他們將如何
確保安全呢？ 因此，他們提出了現在看來是
標準的解決方案集，他們在管道中進行了自
動化安全性測試，建置了可重複使用的程式
碼，這些程式碼自動實作了 一 些最佳實務，
以及讓他們感到滿意的許多其他措施，我們
甚至擁有比以前更好的安全狀態。」

同時，在採購方面，簽訂合約需要長達三年
時間。現有的供應商通常會感到慶幸，因為
不容易被趕下台，所以提供的服務品質較
差。因此，Schwartz 向採購團隊提出了將程
序從三年縮短至 30 天的挑戰。「他們繪製了
程序的價值流圖，並開始逐 一 破解。而且當
他們有好主意但權限不足時，我都能介入並
提供支援。同樣的，關鍵是設立正確的激勵
機制，促使人們尋找解決方案。」Schwartz 
說道。

確定下來之後，Schwartz 的團隊就開始解決
敏捷性的最大障礙 - 該組織過多的投資監督和
管控程序。「我們處於 一 個惡性循環，大多
數專案都是這些龐大、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專
案，因為風險很大，所以必須有 一 個很強勢
的管控程序。」他說道。「因此，我們問如
何變革此 一 程序，以便按預期規避風險，並
大幅縮短時間。」

「



首先，他們縮小專案規模以降低投資決策的風險。然後，他們
將業務案例的規模從多頁文件，縮減為 一 小組具體的業務目
標。例如：「我們希望每天能夠處理更多案例 – 如此才能產
生商業利益。假設持續六個月，每月費用為 100,000 USD，
但每個月都可以決定是否在下個月進行投資。而且由於我們正
在使用雲端和 DevOps，可以快速部署，因此您應該會看到許
多案例從明天開始都會有所改變。」

最後，Schwartz 告訴負責該程序的跨職能團隊：「我們現在
每天要處理 70 個案例。怎麼樣才能做到呢？ 你們擁有技術人
員、業務人員、以正確的方式實作事物、變更業務程序的權
限，你們擁有需要的 一 切。我們每兩週都進行 一 次討論，討
論有效的做法和無效的做法，並將其傳遞給監督者。」

模式很清楚。「即設定目標並讓員工自由實現這些目標。因
為您不能獨自變革組織，所以需要大家的協助。」Schwartz 
說。

 一 旦轉型成為大勢，就無法阻止大家的腳步。加入 AWS 之
後，Schwartz 碰到了敗興者，前任組織的 QA 負責人，他曾
經是實現敏捷性的阻礙者：「他在 一 次會議上發表了有關敏
捷性 QA 的談話，講述他的團隊正在開發的數學建模技術，可
在潛在品質問題發生之前找出這些問題。」

從一個非常雄心勃勃的願景開始，但要逐步
地實現目標

透過設定目標和讓員工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來促進員工互動

持續不斷地精益求精，縮短交付週期

使用大量自動化來同時實現穩定性和速度

業務目標明確，從而簡化業務案例

始終確保轉型的急迫感，避免不必要的辯論
和拖延

Schwartz 的重要秘訣



改變文化以適應雲端，
讓企業展翅翱翔

AWS 英國企業技術負責人 Paul Hannan 向許多 IT 和業務
領導者介紹了如何加速雲端技術的採用並降低風險。在加
入 AWS 之前，他擔任大型英國公用事業公司的技術長，
主要負責向雲端的重大轉型。在 AWS 高峰會高層論壇
上，Hannan 討論了組織在嘗試進行轉型時常會陷入的 一 
些陷阱，以及如何避免的方式。

他表示：「企業通常將專注於其策略的兩個關鍵領域，(透
過新產品、服務或地理區域) 提供新的機會，並降低風險和
成本。」

那些更著重於為業務提供新機會的企業，正在採用分析、 
機器學習/AI、物聯網以及其他數位產品和服務等技術， 
以改善客戶體驗和業務營運效率。Hannan 表示：「這些專
案通常由業務部門主導，而非傳統的 IT 部門，他們嘗試在
整個企業範圍內擴展計劃時可能會帶來挑戰。」

另 一 方面，有些公司則主要考慮大規模採用雲端，來降低
管理其傳統 IT 資產的風險和成本。「這些組織經常因為要
求非常傳統的 IT 部門對其技術的管理和營運方式進行轉型
而落入這樣的陷阱，但他們習慣於透過嚴格的程序和內部部
署技術來管理風險，而沒有意識到迅速有效地實現這 一 目
標需要的組織變革的規模。」Hannan 說道。

Paul Hannan 是 Amazon Web 
Services 的英國企業技術負責人，
透過雲端採用和轉型歷程為許多大
型企業提供指導。



「作為領導者，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將這兩種方
法有效地結合在 一 起，能夠大規模地進行創
新，但要採取安全、可靠的方式，以保護我們
組織的資產。」

這不只是關乎技術，還與人員、程序和文化休
戚相關。「沒有什麼靈丹妙藥。每個組織都有
自己的文化，必須克服重重困難才能實現所有
目標，」Hannan 說道。

Hannan 表示，他經常提到康威定律，本質
上，任何開發系統的組織都將以反映該組織結
構的方式來執行，今天的情況與電腦科學家 
Melvin Conway 在半個世紀以前所設想的 一 
樣真實。

「實際上，這表示您要 一 個組織採用主要為流
程驅動導向的新技術和開發方法，卻有著許多
關卡和階段阻礙著生產的轉換，那麼將這 一 點
會在技術部署上反映出來，這樣您就不可能會
有足以在組織內進行大規模創新的能力。您必
須解決組織中的組織結構和文化，以協助促進
成功，」Hannan 說道。

那麼，若要進行成功的轉型，您需要注意和
改變哪些組織的不良習慣，或「反模式」？ 
Hannan 認為，一 種想法是技術變革比組織變
革或業務變革更為重要。「這是我最初計劃於 
2015 年將之前的組織遷移至 AWS 時落入的陷
阱。」Hannan 說道：「在早期階段，架構師
引領轉型，但是我們很快意識到，我們遇到了
抵制，大家擔心現狀被改變。」 Hannan 繼續
說道：「我們以前在『內部部署』環境中進行
操作，在該環境中，商業購買基本上是不可逆
的 (您購買了伺服器，然後無法擺脫)，並且透
過程序規避風險。而現在採用雲端，技術獲取
由消費驅動，商業風險和透明度要可控得多，
精確至 一 分 一 毫 一 秒。

另一個信念是，您可以先變更技術，稍後再尋
找人員。」「遺憾的是，這會讓您遭遇失敗、
沮喪、成本高昂和延誤。越早考慮組織以及組
織採用技術的文化，並竭力融合，您的轉型將
會變得越順利，」Hannan 說道：

您必須解決組織結
構和文化以促進成
功。」

「



同樣，雲端團隊通常被設定為兼職角色，或者仍然是遵循相
同報告方式的人員子團隊，對之前的人員負責。Hannan 表
示：「傳統的企業 IT 通常就像抗體 一 樣，它們在破壞新的
做事方式方面非常出色。」為了克服此問題，您需要賦予雲
端團隊自主權和信任，讓他們能夠做出能夠交付所需業務成
果的決策，為取得成功進行投入，並將最優秀的人才召集到
團隊中以實現變革。

組織還經常無法認識到並解決以下問題：技術和 IT 部門之
外的變革障礙。「您還必須讓公司其他部門參與轉型，包括
稽核、應付帳款、法務、採購等。否則，就會有全面步調變
慢的風險。」Hannan 說道。

最後，任何進行大規模轉型的組織都會遇到「固守者」。他
們是拖慢轉型步伐的人，不是因為他們試圖保護企業及其客
戶，而是因為他們對變革感到不舒服。許多組織忍受他們的
要求，以減慢轉型的步伐並保持他們鍾愛的程序，但這通常
是 一 個錯誤。關心業務的「人員」願意接受解決問題的挑
戰；而「固守者」通常躲在傳統程序的後面，在執行解決挑
戰的任務時會退縮。

識別出關鍵的業務和技術，並使對這些成果負
責的人員也對技術的交付負責。

不要建立新技術來適應舊程序，因為這些程
序在極為不同的技術環境中管理風險，而要
透過現代化、最佳化及建立全新程序，利用
「技術」來創造最高價值。

與更廣泛的組織互動，將潛在的阻礙者轉變
為倡導者。

作為組織的領導者，我們的職責是「促進變
革的順利採用」 – 在一個不斷變革成為規範
的世界中，我們必須創建能夠接受變革，並快
速適應變革的文化和組織。

Hannan 的重要秘訣



進 一 步了解

電子書：領先轉型
當今的 CXO 在數位時代如何思考技術之外的問題。

透過文化、人才和領導力實現雲端創新和轉型的觀點。
AWS Executive Insights

https://aws.amazon.com/enterprise/executive-insights/content/leading-transformation/
https://aws.amazon.com/enterprise/executive-ins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