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所探討的議題著重於在個人及組織層面之習慣與績效及競爭力的關

聯性，依此架構，將文獻探討區分為四大部分。第一節首先針對習慣的定義進行

討論，第二節則探討個人與組織在工作習慣上之界定與關聯性，第三節將論述個

人及組織績效與競爭力及客觀評量指標，第四節則推論個人、組織習慣對個人、

組織績效與競爭力之關聯性，最後第五節彙整前四節資料，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

設及架構。 

 

第一節  習慣的定義 

 

本節首先針對習慣進行文獻的探討與回顧。對個人而言，習慣帶給我們很大

的便利性，正因為習慣是一種不需經太多思考，也就是近乎無意識的行為，因此

讓我們可以迅速處理許多的日常生活瑣事，也因為習慣常讓我們在未經思考的情

形下就做出反應，所以幾乎每次都在面對刺激後並做出反應後，才察覺該習慣之

存在。同時相較於良好習慣，不適當或不良的習慣，常會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因

此，該如何界定這無意識的行為，也就是對於習慣該如何定義？將是本節所要探

討的核心議題。 

 

柯永河（1997）於「習慣心理學」一書中指出，習慣概念早已被西方心理學

家廣為研究與應用，進而在認知治療工作上扮演積極重要的角色。許多心理現象

均可從習慣觀點加以探討，甚至複雜的性格問題的說明亦然。一旦個案受到激勵

而強化「習慣可以改變」的基本想法之後，治療者可說明改變或消除不好習慣的

具體原則與技巧，進而達到治療的目的，而在良好習慣與個人健康部分，Belloc 

& Breslow（1972）在進行為期五年半的追蹤研究後發現，個人所擁有的重要衛

生習慣多寡，和個人壽命長短間有著高度相關，而這些重要衛生習慣分別為：（1）

不抽煙，（2）常運動，（3）喝酒適量或根本不喝，（4）每天睡眠時間 7～8 小時，

（5）保持適當的體重，（6）吃早餐，（7）不在三餐之間吃東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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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較於國外學者，我國對於習慣理論之研究最早出現於漢朝年間。在當

時「習慣」一詞所代表的意義是經由長期不斷努力學習而來的行為，學成之後，

該行為變成不假思索，習以為常；至於學習的過程則有兩種途徑：其一是耳濡目

染，其二是刻意的天天努力學習。若仔細探究各字典對於習慣的解釋，則可發現

「習慣」、「習性」與「習氣」等詞具有相同或相近之意。習慣所指為（1）逐漸

適應（2）長期養成，一時不容易改變的行為模式或地方風尚；習性則是（1）長

期養成的習慣與性情（2）修身養性；最後習氣所指為（1）長期養成的不良習慣，

與（2）佛家用語。所以依習慣之解釋，可區分為兩層面，第一為個人部分，也

就是個人逐漸養成，一時間不易更改的行為模式，第二為地方風俗，亦即團體層

次，意指群體內的行為模式或偏好，時至今日，此群體之定義亦可涵蓋至企業組

織。 

 

此外，若將焦點移至企業層次，探討習慣於其中的作用與影響，游伯龍（1998）

主張之「習慣領域」一說，恰能以企業觀點探討個人的習慣領域，和團體其他成

員的習慣領域之間所產生的關係與互動。游教授亦指出：如果我們一直努力從事

於自己習慣領域的瞭解與擴展，最後將可達到一個理想的習慣領域，其所代表的

是一個品質極其非凡，或程度極強大的活力與創造力。 

 

至於何謂習慣領域？游伯龍指出：每個人都擁有導自其思想、判斷、反應和

處事方法的一套做事方法，當這一套做法隨著個人的成長，在某一特定範圍內形

成並固定下來時，該套思考方法和與其伴隨的型態、互動和動力關係就稱為習慣

領域。同時，每一個習慣領域都有其獨特的性質，不管那是屬於個人的，或一個

團體的，或一個公司的，或一股社會運動的，或一個國家的。最後，游伯龍認為，

培養習慣領域的重要方法是想到了就做，重複的做，不斷的做，最後它就自然，

變成你的一部份。習慣領域的重要概念和原則是互相關聯的，而且不斷的相互影

響；在研究某一習慣領域時發現到的原則或基本概念，如果在研究另一習慣領域

也重新被發現到，那麼它是不可或缺的習慣培養原則，亦即對於學者而言，若能

發現許多不同習慣領域中共通的原則或基本概念部分，也就是對於個人、團體、

公司、社會運動或一個國家的習慣有一更深入的瞭解，則有助於習慣的養成與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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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習慣的定義，依據柯永河（1994）的解釋，「習慣」乃一項刺激

與反應之間的穩定關係。按照此一定義，我們如欲描述某一特定習慣時，除了要

對刺激與反應詳加描述外，對於刺激與反應間關係的穩定度亦需加以關注。例

如：若某甲在工作中遇到特定刺激 S時，時常做出 R這樣的反應，則我們便可以

說某甲具有此項刺激與反應間的習慣。然而運用此種偏重於行為層面的定義，首

先會遭遇到的問題便是：此定義太過於廣泛，大至宇宙間天體之運行，小至細胞

間物質的交換，無一不是習慣。的確，依柯氏之定義，大至太陽，小至細胞，舉

凡宇宙間所有存在體，都具有特殊運動的習慣（柯永河，2001）。 

 

柯永河（1994）認為，既然習慣為刺激與反應間的穩定關係，則刺激與反應

之界定便格外重要。就刺激的分類而言，宇宙間所有的現象都可成為一則習慣的

刺激。不管是主觀的或是客觀的現象皆可成為刺激；且由每一刺激所引發的反應

都可再轉為擔任刺激的角色並進而激發另一個反應，且柯氏將所有可能的存在的

全部習慣暫分為十九種（柯永河，1994）。另外，依 Lazarus（1976）所提出稱之

為 BASIC-ID的分類法，習慣可依反應因素的不同而區分為行為（Behavior）、情

緒（Emotion）、感覺習慣（Sensation）、意像習慣（Imagery）、認知習慣（Cognition）、

人際（Interpersonal）、藥物（Drug）等七種，而後柯氏為因應在臨床心理診斷實

務上之需要，在將 Lazarus所提之七大分類上增加了意識（Consciousness）、注意

（Attention）、意志（Will）、睡眠（Sleep）、性（Sex）、以及自我（Self）合計共

十三大類。 

 

綜觀前述觀點，本研究採用柯永河對「習慣」之定義，而在本研究中，因研

究主要在探討個人與組織的習慣，特別是針對在組織內的工作環境中，故在習慣

的刺激界定部分，以工作場域來加以區分，而將習慣定義為：在工作場域中，刺

激與反應之間的穩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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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人與組織在工作習慣上之界定及關聯性 

 

習慣為在工作場域中，刺激與反應間的穩定關係。為了研究需要，故需進一

步將個人習慣及組織習慣加以釐清，並試圖瞭解這兩者之關聯性，因此在本節

中，將針對個人習慣與組織習慣加以區分並加以定義，同時推測這兩者間可能存

在的關係。 

 

壹、個人工作習慣 

 

每一種工作都有它最經濟、最有效率、最自然、最優雅、最神乎其技、神來

之技、神工鬼斧的方法；傑出的書法家、擁有成萬歌迷的歌唱家、揚名全球的舞

蹈家、藝名永垂不朽之劇藝家、世界級運動家；當為模範老師的、當名醫的、當

為一流司機的、當為神探的、當神偷的也都是如此，亦即每一種工作都有其最好

的工作習慣（柯永和，1974）。Covey（1990）認為，習慣可視為知識、技巧與

意願等三者的混和體，知識是理論性的觀念，指點我們「做什麼」及「為何做」。

技巧是指「如何做」。意願則是「想做」，表示我們有付諸行動的企圖心。要培養

一種習慣，這三項要素缺一不可。所以根據本研究對於習慣的定義，個人習慣便

是：在工作場域中，個人在知識、技巧與意願層面，對刺激與反應間所擁有的穩

定關係。 

 

貳、組織工作習慣 

 

研究者相較於個人工作習慣，組織似乎較難界定其工作習慣，但 Covey

（2000）指出：「嚴格來講，組織雖無法『擁有』習慣，但是，我確實看到組織

『表現』出七大習慣的特質。組織的標準或規定，就代表習慣；組織的系統與流

程，也代表習慣。事實上，即使個人是依據組織的規章行事，還是會出現各種不

同的作風和結果」。另外，Collins ＆ Porras（1996）指出，高瞻遠矚公司之所以

能基業長青，是由於這些組織擁有及塑造了良好的成功習慣，以致於能成為偉大

企業，並奠定歷久不衰的百年基業，而歸納起來，諸如 IBM、GE、3M等公司，

都擁有下列的特點與習慣，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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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業長青的企業往往致力於造鐘（建構能永續發展的組織），而不是報時

（只依賴單一偉大的領導人、偉大的構想或創新的產品）。 

（2） 基業長青的企業能兼容並蓄，兼顧目標和利潤、延續性和改革、自由與責

任。 

（3） 基業長青的企業有清楚的核心價值和目的，作為決策的依歸。 

（4） 基業長青的企業固守核心的同時，又設定明確動人、振奮人心的大膽目

標，力求進步。 

 

所以參照前述針對個人工作習慣之界定，及學者對於組織習慣之看法，本研

究將組織習慣定義為：企業組織整體在知識、技巧與意願層面上，對組織特有重

要刺激與組織規定反應間所擁有的穩定關係。另外，在區分工作習慣的好壞方

面，將柯永河（1993）對於好壞習慣的定義加以延伸，則可將對個人及組織績效

與競爭力有所助益的部分視為良好的工作習慣，反之，則視為不良工作習慣。 

 

參、組織工作習慣與個人工作習慣間之關聯性 

 

組織會因其內部之標準、規定、系統與流程之運作，形塑其組織特殊的工作

習慣，個人亦會因為在知識、技巧與意願層面之不同，而形成個人層次的工作習

慣，但不可避免的，大多數員工所處的工作場域亦即是企業組織之本體，所以組

織工作習慣與個人工作習慣必存有某種形式之關聯。 

 

另外，在回顧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之相關文後獻，發現個人能力與組織能

力間的關聯，或許亦適用於個人工作習慣與組織工作習慣間。陳玉山（1997）指

出，一般而言，能力（competence）可以分為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從演化的角

度來看，組織能力是由組織成員的個人能力累積、演化而來。例如 Krogh和 Roos

（1995）就認為，個人所擁有的主觀知識與技巧，在與環境因素互動之後，會逐

步客觀化、合法化，進而成為組織特殊共有的知識。所以，個人能力是組織能力

的來源與基礎，組織能力則是個人能力的整體表現。然而，組織能力並不是個人

能力的總和，組織中各種管理的中介變項（溝通、領導與人力資源管理等），都

影響著個人能力之間的結合。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之間的關係可以用圖 2-1 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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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上述觀點，因為企業組織係透過組織內部的標準、規定、系統與流程，

將個人工作習慣加以形塑成為組織工作習慣，但由於其中涉及企業組織中各項管

理變項可能的中介效果，是故在本研究中，除欲探究個人工作習慣與組織工作習

慣間直接之關聯性外，亦將管理變項納入考量來加以驗證，因此整合上述觀點，

推論出本研究之假設一： 

 

假設一：組織工作習慣與個人工作習慣、組織管理變項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1-1：組織工作習慣與個人工作習慣呈顯著相關。 

假設 1-2：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呈顯著相關。 

假設 1-3：組織管理變項與個人工作習慣呈顯著相關。 

 

 

 

 

 

 

圖 2-1  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的關係圖 

資料來源：參考陳玉山（1997）：能力基礎途徑應用在人力資源管理

之研究。政大公行所碩士論文。p.23 

組織績效 
（能力清單） 

組織管理（領導、溝通等） 

個人能力 
A 

個人能力

B 
個人能力

C 
個人能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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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人與組織績效、競爭力 

 

一般而言，對於企業組織與個人來說，績效卓著與否直接反應的是當下企業

的「獲利」狀況，與個人在工作上的價值與能力表現，而是否具有競爭力，則可

用以預測在現今變動快速的環境，企業及個人在未來的營運及工作的表現。因此

本節將針對個人績效、個人競爭力、組織績效與組織競爭力加以定義並闡述。 

 

壹、組織績效與個人績效 

 

企業中的各種策略或活動，其目標均在促使績效提升。策略與績效間的關係

更是策略管理中的重要研究領域，因為績效的改進是策略管理的核心目標

（Venkatraman & Ramanujam，1986）。因此，多數學者專家皆同意「績效是對組

織目標達成程度的一種衡量」，甚至可將績效和目標劃上等號（Robbins，1990；

徐加銘，1993），而在衡量組織績效時，可分為單一準則（Univariate Effectiveness 

Measure）與多重準則（Multivarite Effectiveness Measure）兩類（Nkomo，1987）。

由於在一定的時間內組織某項特定的措施或策略可能並非只是追求一項目標（許

宏明，1995），因此使用這單一標準來衡量績效較缺乏周延性（張苙雲，1990；

李志華，1982）；所以使用多重標準來評估組織績效可有效提升衡量的周延性。 

 

許多學者認為在對企業績效進行評估時，應將財務性與非財務性指標並重，

亦即量化與質化的指標皆應納入考量。因為一方面，企業是以追求經濟上之利潤

為主要目標之一，而財務性指標最能有效反映企業利潤目標之達成與否（張明

雄，1995）。較常為學者們所使用的財務性指標有「獲利能力」、「投資報酬率」

與「市場相對佔有率」等。一般而言，財務性指標具有客觀、易懂與具說服力等

幾項特點。另一方面，非財務性指標，如員工士氣、產品品質等，則對公司長期

營運有重要影響。在一般研究中常被採用的非財務性指標有「員工士氣」、「缺勤

率」、「離職率」、「對專業人員的吸引力」、「員工關係」、「顧客滿意度」（Delaney 

＆ Huselid，1996）等項目。與財務性指標相反的是，非財務性指標較為主觀，

也難加以量化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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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正如同 Dess ＆ Robinson（1984）所提出的建議，在一般管理領域進行

組織績效的相關研究時，研究者經常會面臨績效比較標準無法一致，或財務資料

無法取得的問題，建議可採用「主觀績效標準」作為衡量工具的替代指標。Delaney 

＆ Huselid（1996）認為在判斷一個企業或事業單位有無達成目標時，必須加入

一些主觀判斷來評價組織的績效，而且認知的指標通常都會與客觀指標具有高度

相關性。張裕隆（2003），在針對企業進行「競爭力」與組織「績效」提昇之實

證研究時，在組織績效之資料蒐集部分，共採用包括市場佔有率、營收成長、獲

利能力、顧客滿意、員工學習發展、組織發展、員工整體滿意度、客戶整體滿意

度、品牌知名度、價格、危機意識、內部流程改善等 12 項指標來加以衡量組織

績效。 

 

綜觀上述論點，本研究將組織績效定義為：是對組織目標達成程度的一種衡 

量，而組織績效指標包括：市場佔有率、營收成長、獲利能力、顧客滿意、員工

學習發展、組織績效發展、員工整體滿意度、客戶整體滿意度、品牌知名度、價

格、危機意識、內部流程改善等。 

 

另外，在學者針對員工個人工作績效所進行的研究中，Hall & Goodale（1986） 

指出，績效是一種員工從事自己工作的方法，員工安排時間、提供技術、技巧、

溝通、協助他人、管理他人及服務指揮。Lawler & Porter（1983）認為工作績效

應具備績效的量、績效的質與工作盡力程度等三構面。然而，工作績效之評估常

因企業型態或研究對象之不同而有多種衡量方式。Dessler（1978）認為員工的工

作績效衡量的設定標準應依公司所需來決定，例如可用工作量、工作品質、出勤

率、留職期間等。學者 Viswesvaran（1998）利用整合分析（mata - analysis），得

出十個常用的工作績效構面，分別為整體工作表現、生產力、品質、領導能力、

溝通能力、行政管理能力、努力、人際關係、工作知識及順從/接受職權。 

 

將上述觀點加以整合，本研究定義個人績效為：一種員工從事自己工作的方

法，員工安排時間、提供技術、技巧、溝通、協助他人、管理他人及服務指揮。

個人績效指標包含：整體工作表現、生產力、品質、領導能力、溝通能力、行政

管理能力、努力、人際關係、工作知識及順從/接受職權（Viswesvar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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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競爭力與個人競爭力 

 

Hamel與 Prahalad（1995）認為，核心競爭力是一個組織內部經過整合的知

識和技能，特別是關於如何協同不同的生産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的學識。核

心競爭力是指某一組織內部一系列互補的技能和知識的結合，它具有使一項或多

項業務達到競爭力的結合，而 Kotler（2002）指出，過去企業的競爭力主要靠的

是高科技、高質量，而現在卻要強調高服務和高關係。他所說的高服務和高關係

就是指企業在競爭生存中的公共關係，以及公共關係包括企業形象的樹立和維

護、品牌的打造和管理、政府關係的協調、媒體公共傳播以及企業的危機管理等

等。 

 

另外，石滋宜（2003）表示，生産力的定義和競爭力的定義是有一些相似的

地方，今天我們可以改爲競爭力的定義。競爭力是一種心態，它是在現實中持續

地追求不斷進步的態度。它是一種堅定的信仰，相信我們今天比昨天可以做得更

好，明天會比今天更好。更進一步地就是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不斷地開創經濟活

力以及運用新的理論和方法，就是堅信人性價值的進步。因此石滋宜把上述定義

用兩句話來表達，競爭力是一種不斷超越自我的勇氣。贏得賽跑不是靠強壯的

腿，而是要靠堅強的意志才能夠勝利。競爭力是一種適應變動的智慧，在不斷的

變動當中我們要有智慧去適應它的改變。 

 

同時我們要自問，我們事業的驅動力是什麽？核心競爭力是什麽？所謂核心

競爭力是什麽事情，那個能力？與衆不同，而能提供顧客的特殊價值。核心競爭

力就是創新經營法，也就是改變遊戲規則。改變遊戲規則就需要創新，創新需要

不斷的學習，學習不是模仿，而是做思維的根本改變，學習成爲最重要的投資，

現在投資在於看不見得東西，比在於看得見的東西來的十分重要。市場規模擴

大，需要更專而與衆不同的創新。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教授曾經說過，成功組織的

最大特色就是自願放棄長期以來的成就（石滋宜，2003）。 

 

企業提升全球競爭力，石滋宜提出四個方法：産業重組（放棄、合併或策略

聯盟）、重新定位（像 IBM是美國的國寶，從過去的電腦公司而跳到電腦服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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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後又跳到公用事業公司）、不斷建立核心專長、創新經營。提升全球競爭

力唯一的絕招是什麽？要百分之百的顧客導向，百分之百的顧客滿意，我們産品

的開發、産品的創新、産品服務的創新都是要面向顧客，要百分之百的由顧客滿

意的創新經營才是真正創新的經營。創新經營我提出幾個專案，第一個就是品牌

經營，品牌的經營像豐田在美國賣不到四萬塊美元以上，它創造了新的品牌。第

二個，還是品質經營。過去質量好就是有競爭力，現在質量好僅僅是最根本的産

品可以上市的資格而已，並不是你的競爭力。過去品質的定義是朝著符合標準爲

目標，現在我們談的是走不同的定義，它重視替顧客及企業創造價值。換句話說，

實踐〝六個標準差的設計〞，是給顧客有權利獲得滿意的高品質和低價格的産品

和服務；同時給企業有能力生産高品質、低成本的産品和服務以獲得最高的利潤

爲目標（石滋宜，2003）。 

 

另外 IMD對國家競爭力的評比中，在企業競爭力部分包括五項具體指標，

分別為：生産效率、勞動成本、公司績效、管理效率與公司文化。同時，在張裕

隆（2003）所發展之企業績效「績效與競爭力」調查問卷中，選用適應環境、經

營團隊、願景認同、核心能力、重視人才、追求卓越、目標管理、速度品質、客

戶服務等 9個項度來評估企業組織的競爭力。 

 

張裕隆（2003）利用此問卷針對企業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在所蒐集之 103

家企業中，20 家為天下雜誌調查之「標竿企業」，其餘 83 家則為一般企業，經

過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2-1 所示）：標竿企業無論在「適應環境」、「經營

團隊」、「核心能力」、「客戶滿意」、「績效卓著」、與「公司總分」等，均較一般

企業來的高，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由此可見，該「組織績效與競爭力問卷」，

能夠顯著區辨標竿企業與一般企業的不同，其中標竿企業在「適應環境」、「願景

認同」、「追求卓越」、「速度品質」、以及「客戶滿意」等，多在 8 分以上，由此

可見，標竿企業在上述這些方面，皆表現十分傑出，其中又以「客戶滿意」、平

均數為 9分，更為特別，顯見標竿企業是非常重視信譽，以及客戶的服務與滿意。

此外，標竿企業在組織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ex）「市場佔有率」、「營

收成長」、「獲利能力」、「顧客滿意」等方面的員工知覺，亦較一般企業的員工知

覺來的高，而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另外，標竿企業無論在「重視員工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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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與發展」，以及在「重視組織的績效與發展」方面，皆較一般企業來得高，且

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綜合上述可知，「標竿企業」無論在「企業競爭力」

的關鍵因素上，以及在「組織績效」方面均較「一般企業」來得高且達顯著的差

異。 

 

參照上述學者、研究機構之觀點並將目前全球前 50 大企業，及一些成功企

業所擁有的核心競爭力加以歸納，本研究將企業競爭力定義為：在與外在環境互

動的過程中，企業組織獲利能力的高低。包括：適應環境、經營團隊、願景認同、

核心能力、重視人才、追求卓越、目標管理、速度品質、客戶服務等核心指標。 

 

在個人競爭力方面，「總裁的 14 種優質競爭力」一書的作者何經華先生

（2001）指出，在事事講求「競爭力」的今日，要提升競爭力，就必須要「轉型」，

要從「改變自己」做起，而許士軍（2001）在該書的推薦序中認為，競爭力的關

鍵所在，就在於「三志」的精神，亦即「意志」、「鬥志」，與「壯志」，並認為作

者乃是將他「知道的好東西帶給台灣的產業，以提升台灣的競爭力」。何經華

（2001）在該書中指出，「個人」的核心競爭力包括有：「時間管理」、「壓力調適」、

「情緒管理」、「企圖心」，以及「危機管理」等，至於「企業」的決勝競爭力則

包括有：「創意」、「速度」、「彈性」，以及「多功能（同時執行多項工作）」（multi 

tasking）等，其並進一步指出，「大家都知道要檢討失敗，卻很少人會去檢視成

功；但是找出成功的原因，卻有助於我們下一次去『複製成功』…」。 

 

同時，在張裕隆（2003）所發展之個人「績效與競爭力」調查問卷中，選用

因應改變、決策果斷、企圖心、技術能力、向對手學習、突破自我、訂定目標、

速度品質、重視信譽等 9個向度來評估個人的競爭力。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個人

競爭力定義為：在與工作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個人獲利能力的高低。其核心指標

包括：因應改變、決策果斷、企圖心、技術能力、向對手學習、突破自我、訂定

目標、速度品質、重視信譽。 

 

 

 



 11

表 2-1  標竿企業與一般企業競爭力與組織績效比較分析表 

向 度 
標 竿 企 業 

（N＝20） 

一 般 企 業 

（N＝83） 
t 考驗 

企 業 競 爭 力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1. 適應環境 8.65 1.35 6.80 1.08 5.725*** 

2. 經營團隊 7.90 1.37 6.69 1.47 3.349*** 

3. 願景認同 8.25 1.55 6.70 1.68 3.759*** 

4. 核心能力 7.75 2.15 6.28 1.85 3.088** 

5. 重視人才 7.80 1.40 6.71 1.49 2.966** 

6. 追求卓越 8.25 1.41 6.86 1.51 3.759*** 

7. 目標管理 7.95 1.57 6.84 1.83 2.488** 

8. 速度品質 8.60 1.27 7.35 1.66 3.139** 

9. 客戶滿意 9.00 1.41 8.08 1.54 2.554** 

10.績效卓著 8.40 1.27 7.44 1.53 2.592** 

11.公司總分 82.60 10.74 69.63 10.84 4.813*** 

組 織 績 效      

1. 市場佔有率 8.20 1.91 5.94 2.01 4.541*** 

2. 營收成長 7.70 2.15 5.80 1.95 3.815*** 

3. 獲利能力 7.85 1.84 5.65 1.84 4.781*** 

4. 顧客滿意 8.11 1.78 6.44 1.79 3.579*** 

5. 員工學習與發展 8.35 1.90 6.83 1.57 3.728*** 

6. 組織績效與發展 8.30 1.49 7.15 1.49 3.092** 

N＝103（*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張裕隆（2004），企業「競爭力」與組織「績效」提昇之實証研究─ 

從人力資源觀點探討。（發表中）。 

 



 12

第四節  個人與組織習慣對個人與組織績效、競爭力之關聯性 

 

在回顧本研究中的各變項後，本節將討論個人習慣、組織習慣、個人績效、

組織績效、個人競爭力、與組織競爭力等六者間可能的關聯。游伯龍（1993）指

出，我們每一個人的習慣領域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角落。所以，如果能擴展自

己擁有的習慣領域，我們就可以提高工作效率，就可以使我們的人際關係變得更

為順暢、滿意。游氏將我們的習慣領域比喻為電腦的軟體，並說：如果能徹底的

瞭解它，重組它，我們就可以加強問題解決的能力、決定事情能力、化解衝突矛

盾的能力⋯⋯等。同樣的，柯永河（1993）亦指出，無論是好習慣或壞習慣，都

會深深的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若能將壞習慣加以摒除，並以好習慣取代之，

則便能讓生活更加充實、有意義。此外，柯永河（2001）指出，在工作習慣部分，

不順從權威的習慣，動輒就要和同事做工作競爭的習慣，對於工作後果精準度做

過言的自我要求習慣，對相同工作容易產生倦怠的工作習慣，好於支配而惡於採

用同事意見的人際習慣，急於自我表現的人際習慣等。這些工作習慣如果太強或

太弱都會招來職場上的人際關係不和諧，個人或整個工作機構的工作效率的下

降，而最後削弱掉個人的工作滿意感，甚至很想離職或跳槽。 

 

同時，由於個人績效定義為工作者完成工作任務的程度，亦即個人績效所代

表的是個人過去迄今的整體工作績效表現，所以相較於個人競爭力對個人未來工

作績效表現的預測能力，個人績效可視為個人競爭力之先行指標。另外在組織績

效部分，與個人績效與競爭力類似，組織績效為組織迄今的整體績效表現，而組

織競爭力被定義為企業組織在核心指標中能力的高低與實力的體現，其中包括了

公司績效此項核心指標，是故可將組織績效納入為組織競爭力體現之一部分，整

合上述觀點，推論出本研究之假設二、三： 

 

假設二：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績效、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2-1：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2-2：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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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績效、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3-1：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3-2：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Sydänmaanlakka（2002）指出，企業組織要生存，就必須不斷提高「獲利」，

因此組織和員工的績效也必須同步提升。績效優劣視組織、團隊和個人的能力而

定。在上述論述中，除點出企業獲利與組織、員工個人績效間之關聯性外，亦說

明了個人與組織績效間存在著某種程度之關聯，而沈造瑚（2002）亦闡明了組織

與個人績效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其指出工作已不是過去的分層負責，漸漸轉變

成為以任務為區分，個人在組織中對於工作有完整的任務及責任，對於工作也具

有全然的主導權，同時在主管部分，漸漸地由主導者角色轉變為協助者的角色，

因此組織與個人績效存有不可分離的關係，兩者相互影響。 

 

雖說組織與個人績效間關係密不可分，但對應於第二節中，組織中各種管理

的中介變項會對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間關聯性造成影響的文獻探討，可知在組織

中牽涉個人變項加總成為組織變項的議題，無可避免的必會受到組織內各項管理

變項的中介效果所影響，因此在探討個人績效與競爭力與組織績效與競爭力間之

關聯時，亦將組織管理變項納入考量。綜合上述觀點，推論出本研究之假設四： 

 

假設四：個人績效與競爭力與組織管理變項、組織績效與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4-1：個人績效與組織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4-2：個人績效與組織管理變項呈顯著相關。 

假設 4-3：組織管理變項與組織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4-4：個人競爭力與組織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假設 4-5：個人競爭力與組織管理變項呈顯著相關。 

假設 4-6：組織管理變項與組織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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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日前公布 2003年的「台灣標竿企業聲望調查」，透過 1800 位產業

分析專家和各行業企業家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足以做為企業經營表率的十大

標竿企業依序是：臺積電、鴻海、台塑、廣達、聯發科、華碩、美商花旗銀行、

統一超商、明基、中國信託銀行。在這項調查中，每家企業分別根據「企業是

否一直不斷研發，生產新產品」、「企業是否一直不斷更新、改善生產流程」、

「企業是否因為流程更新改善，而導致營收／獲利不斷成長」、「企業是否用

到真正有創新、令人眼睛為之一亮的人才」、「企業是否因為新產品創新而導

致營收／獲利不斷成長」、「企業 CEO 是否相當有創意、求新求變」六項指針

接受評分。相較於一般企業，標竿企業幾乎在所有項目上皆具優勢，是故將一

般企業與標竿企業兩相比較，推論出以下假設： 

 

假設五：一般企業與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工作習慣、組織工作習慣、員工個人績

效與競爭力、組織績效與競爭力、組織管理變項等項目上有顯差異。 

 

假設 5-1：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工作習慣上明顯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2：標竿企業在組織工作習慣上明顯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3：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績效上明顯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4：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競爭力上明顯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5：標竿企業在組織績效上明顯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6：標竿企業在組織競爭力上明顯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7：標竿企業在組織管理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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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假設綜合整理如下： 

 

假設一：組織工作習慣與個人工作習慣、組織管理變項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1-1：組織工作習慣與個人工作習慣呈顯著相關。 

假設 1-2：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呈顯著相關。 

假設 1-3：組織管理變項與個人工作習慣呈顯著相關。 

 

假設二：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績效、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2-1：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2-2：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假設三：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績效、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3-1：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3-2：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假設四：個人績效與競爭力與組織管理變項、組織績效與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 

 

假設 4-1：個人績效與組織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4-2：個人績效與組織管理變項呈顯著相關。 

假設 4-3：組織管理變項與組織績效呈顯著相關。 

假設 4-4：個人競爭力與組織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假設 4-5：個人競爭力與組織管理變項呈顯著相關。 

假設 4-6：組織管理變項與組織競爭力呈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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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一般企業與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工作習慣、組織工作習慣、員工個人績

效與競爭力、組織績效與競爭力、組織管理變項等項目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 5-1：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良好工作習慣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2：標竿企業在組織良好工作習慣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3：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績效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4：標竿企業在員工個人競爭力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5：標竿企業在組織績效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6：標竿企業在組織競爭力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假設 5-7：標竿企業在組織管理變項上顯著優於一般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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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2-2 所示： 

 

組織習慣  組織績效與競爭力 

 

 

 

 

 

 

 

 

 

個人習慣  個人績效與競爭力 

 

 

圖 2-2  本研究架構圖 

註：H1、H2、H3、H4與 H5分別代表假設 1、假設 2、假設 3、假設 4、與假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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