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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節主要在於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動機、目的及程序。在研究背景與

動機的部分，研究者分別從企業競爭力（能力）理論跨學門的發展趨勢，以及後

現代組織理論所強調的組織轉型概念進行論述，而此兩者之交集引發研究者意圖

探究，一種基於組織轉型理論所建構的能力觀。本研究目的則分項說明組織轉型

能力概念，如何依據現有理論基礎逐步創發而成，並指出本研究之最終目標在於

建構組織轉型能力之評鑑工具。至於研究流程則以圖文併陳的方式具體說明本研

究之程序與架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企業競爭力（能力）理論的發展趨勢 

社會學家 Selnick(1957)指出，企業與其競爭者相比，所表現更好的因素即為

該企業的獨特能力。此為組織能力(Competence & Competency)概念最早的起源。

由於 Competence 的字源意義尚包含勝任或奮鬥之意，因此在社會科學領域裡，

泛指組織之間為了生存發展所進行的各種活動也稱為組織競爭力。對於企業能力

（競爭）理論琢磨最深的當屬企業戰略管理學與經濟學領域。遠自 1980 年代， 

Porter 試圖以「競爭策略」、「競爭五力」與「市場價值鏈」分析模型，教導企

業如何在產業環境中確保自身競爭優勢，此係基於產業組織經濟學的觀點，就不

同市場結構的差異來解釋企業競爭的關係與導致的市場績效結果。以經濟學來看

待企業競爭的本質，是假定企業與個人都是理性的「經濟人」，企業被設定成原

子型的實體，且是一個「輸入—輸出」原理完全相同的黑箱，企業黑箱是依據經

濟人的理性行為進行決策，而無異質性的存在。然而，在客觀條件相似的情況下，

經濟學理論卻無法解釋何以有些企業注定處於有利的產業結構地位？處於不利

地位的企業又為何不能改變呢？為深入研究企業競爭力的原生性因素，則勢必要

修正企業同質與經濟人理性主義的假定，將企業視為具有內部複雜結構，且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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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為存在顯著差異的有機體。此時，企業與個人是超越理性主義原則的「社會

人」，人的信仰、道德、知識、理念、企業文化、企業價值觀、企業傳統等非理

性因素，皆可能影響甚至決定企業競爭的走向。對於企業競爭力根源的研究，進

行跨學科領域（社會學、心理學）的探討將是必然發展的趨勢（金碚，2003a）。 

企業能力研究的另一條主要路徑，始於 1990 年，Prahalad 和 Hamel 提出企

業「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的概念後，在企業戰略管理學領域掀起了一股

以企業能力為競爭基礎的研究熱潮。核心能力是企業內部一群先進的技能與科技

的組合（綜合體），這種組合講求對顧客重視的價值極具貢獻性、且具備競爭對

手缺乏或難以習得的差異性、以及能協助企業進入新市場的產品延展性(Prahal- 

ad & Hamel,1994)。其採用的研究方法，係以非定量的文字或圖表方式來探索組

織商業活動鏈的根本特質。但將企業特定的技術能力視為核心能力的觀點亦引來

某些質疑，首先，該理論無法說明為什麼某些具有技術優勢的企業，卻在市場競

爭中獲得不對稱的經營績效，甚至被迫退出產業；亦或者某些企業在技術和經營

不重疊的情況下也能取得良好的業績(Porter,1991)。再者，核心能力一旦形成，

將成為保持企業發展的內在一致性的動力機制，從而限定企業的戰略選擇空間和

業務活動範圍，因此，核心能力很可能成為企業變革的障礙，表現出核心僵化 

(Core Rigidity)的特性(Barton,1992)。基於此，部分學者試圖跨越技術本位的框

架，以更宏觀的角度來探究核心能力的內涵。例如導入系統概念，認為核心能力

是企業多元技能、互補性資源和營運機制的有機融合(Mayer&Utterback,1993;   

Coombs,1996;Durand,1997)；或者依據核心能力之重要性與價值性進行功能與層

次的分類(Collis,1994;Long&Koch,1995;Coats,1996;Briance,Alok&Mamnoon,    

1998)。值得注意的是，Lado、Boyd 與 Wright(1992)係將 McClelland(1973)首創

的工作職能模式(Competency model)引伸到企業組織層級上，並界定組織每一個

人皆須具備的關鍵技術與能力特質為企業的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此核

心職能強調員工正向的工作態度與行為，換言之，向來未獲重視的組織內隱元素

（價值觀、文化、學習、創新等）也開始被視為是組織能力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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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經濟學著重的企業競爭力是基於「成本—價值」差異化的計量觀

點；戰略管理學的核心能力理論則強調組織商業活動中「物」與「勢」的策略性

發展機制，例如技術創新、市場價值、以及資源整合…等，雖然部分學者（吳思

華，1994；Raffa & Zollo,1994）已將組織內隱因素納入考量，但基本上仍將其視

為一種具有戰略意義的內因變項，而未見其主體價值。此外，組織作為一個整體

或協作系統，強調由人的活動與集體力量協調而成的綜效，而非個人的簡單集

合，核心職能所發展出的能力指標難以真正代表組織能力的本質。儘管核心能力

的概念尚處於混亂的發展狀態，但業界已迫不及待的爭相引用，美國麥肯錫顧問

公司的資深專員曾將企業導入核心能力的現況比喻為海市蜃樓，其說到：「核心

能力就像在危險環境下，遠處似乎有一個能帶給人們希望的美好東西，走近一

看，除了沙子以外，其他什麼東西也沒有」（李田樹譯，1997）。事實上，忽略組

織內隱元素而直接探討核心能力係屬倒果為因的作法，難免予人一種「只知其然

而不知其所以然」的感受，無論就理論發展或實務困境的角度剖析，當前實有必

要重新審視組織能力的概念，並將焦點置於組織能力的原生因素，亦即深入研究

組織社會系統的本質，以明確辨識核心能力的成因，並提供企業組織自我檢視，

進而提昇組織的績效與競爭力。 

 

（二）後現代組織強調的組織轉型概念 

儘管對於核心能力的概念仍存在著諸多的論辯與歧見，但其承襲了資源基礎

論的核心價值，指出企業的戰略目標可以聚焦於本體，並藉由獲取與善用某些競

爭對手不具備的關鍵性資源與能力，以創造獨特的競爭優勢。此不僅超越

Porter(1980)的產業結構決定論觀點，也肯定了企業能夠透過積極的變革來謀求

永續發展的可能性。對於組織變遷意涵的解釋，實際上是鑲嵌在組織理論中，作

為一種思考典範的基本假定，而環顧組織理論的發展脈絡，已歷經封閉性系統典

範下的Weber科層體制、Taylor科學管理等古典管理理論、以及開放性系統典範

下的權變理論(contingency theory)、生命週期理論(life cycle theory)、資源依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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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組織生態理論(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制度理

論(institutional theory)等現代管理理論，但由於科技與網路資訊的興起、連帶全

球化的趨勢，將企業推向高風險與急遽變動的環境，傳統的經營規則與理論頓時

失靈，規模龐大的企業可能在突現的環境衝擊下一夕之間瓦解；組織、產業、國

家疆界充滿著複雜的關聯性與競爭性，傳統疆界逐漸模糊亦失去意義；無形的智

慧資本已取代有形資源，知識成為企業的終極價值、生存的命脈；看似單純的危

險因素或局部問題，亦可能引發連鎖效應，造成難以想像的悲劇；而片面的問題

解決方案往往演變成新的問題，難以掌控。職此之故，源自於自然科學的耗散結

構理論(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混沌理論(chaos theory)、自我創生理論

(theory of autopoiesis)被移植至組織研究領域，孕育出新的科學典範。傳統重視理

性、階層與秩序的組織模式，轉而成為後現代組織理論學者所推崇的一種非線性

網路結構的複雜適應系統，此時，組織的樣貌是矛盾、失衡、自發性、以及多元

化的（陳朝福，2003）。 

因此，為因應後現代組織的變革需求，以往所採用功能性、微調式的變革管

理方案亦蛻變為第二階段(The Second Order)的組織發展或組織轉型(Organizati-

onal Transformation)模式。Cummings & Worley(1997)在《組織發展與變革》一

書中，將組織轉型視為組織發展的其中一環，其認為組織發展係「有系統地應用

行為科學的知識，進行計畫性的改善及強化組織的策略、架構及程序，以提昇組

織的整體效益」。組織發展方案則是針對組織成員、團隊、或組織整體之問題，

由專業顧問協同企業主進行診斷、擬定方案計畫、方案執行、方案評估以及回饋

再修正等持續不斷的循環歷程(French&Bell,1999)，而當前頗受重視的組織轉型 

，其主要目標著重在組織的策略願景、文化、與知識學習等深層、典範性的轉移，

亦即從組織成員的認知模式切入，意圖造就組織整體的價值、態度、技巧及行為

上的根本性改變，以協助組織能更配適或創造意欲的未來環境(Porras&Silvers,19

91;Shaheen,1994;Davenport,1994)。90年代以來，藉組織轉型之名所提出的實務指

導方案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諸如組織的再生(Rebirth)(Mills,1991)、再造(Re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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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ering)(Harmmer et.,1993)、重構(Restructuring)(Weston et.,1990)、再設計(Rede

sign)(Gerybadze,1995)…等。大量的主題文獻雖然對於組織變革或轉型過程的理

解有莫大的助益，但此現象亦反映出，眾多用來改善企業體質的處方，可能只有

暫時性的治標效果，無法全面關照組織的問題，對症下藥。另一方面，若深入探

究當前各種組織轉型方案，可發現其共通點皆是以組織的工作或技術系統（組織

製造產品和服務時的基本流程）以及組織設計（組織的架構、溝通管道、控制）

為變革目標，而屬於組織價值典範的「人」以及「社會系統」則落於配角地位，

或被視為方案執行後的附加價值。Daft(1995)曾對此現象做出評論，其認為，當

前企業組織需要變革的不僅在於工作流程與經營架構，甚至連組織的經營理念、

員工的工作價值觀、工作態度與工作習慣等都需要大幅度、激進的改變。事實上，

組織發展（轉型）與管理變革最大的不同，乃在於前者係以行為科學作為基礎，

支持人類潛能、參與以及發展的價值，試圖引導組織自我學習、管理與解決問題；

後者則是以專家導向的管理諮詢方式，針對單一或少數的系統層面，改善特定產

品、流程、開發生產或服務傳遞的功能，著重在創造組織潛在的經濟價值與競爭

優勢(Cummings&Worley,1997)。由於兩者的概念經常被相互誤用，致使尚處於萌

芽階段的組織轉型理論無法聚焦與深化。因此，對於組織轉型未來的研究方向，

不僅需要釐清其具體意涵，更需要進一步統合其理論範疇所涉及的構念向度，建

構出完善的系統模型來解釋其運作機制，以對後續研究有所啟發。 

 

（三）組織轉型能力在理論與實務上的意義與價值 

Eisenberg 與 Goodall(2001)認為在後現代社會裡，組織生存在混沌(chaos)與

秩序、個殊(idiographic)與律則(normative)之間游移不定，領導者要具有循環的理

念，在組織的生命週期循環中發現組織的生機，從表象失序的混沌世界中發現秩

序，換言之，也就是從複雜的世界中找出簡易法則。後現代組織的論點並非是反

企業(antibusiness)或是揚棄理性的，而是提供另外一個運作企業組織的方式，經

由鼓勵員工對於傳統企業真實(corporate truths)的全盤解構與再建構，反而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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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員工的參與而有助於企業的營運。長久以來，工業與組織心理學兼負科學研究

與實務應用的雙重角色，值此後現代主義與跨學科領域交融之際，應可就其專

長，探索組織轉型理論強調的典範性（組織知覺、思考和行為模式）轉變，所表

現之正向集體特質或是健康的潛在互動模式究竟為何？再者，若組織轉型的終極

目標係在於提升企業的核心能力，其標榜的人文價值觀，以及對於組織能力原生

性因素的宏觀檢視，恰可補充當前戰略管理學以及經濟學理論之不足，為組織能

力理論建立穩固的根基。誠如張裕隆（2005a）所言，長久以來，競爭力的研究

多半是從企管或經濟的角度出發，鮮少有從組織心理與人的角度進行探討，人才

是企業最大的資產，沒有好的人才，就不可能有好的產品、技術、與服務，而人

才發展的目的則是為了創造企業與個人共同成長的雙贏局面，以及提昇組織「績

效」與企業整體的「競爭能力」。基於以上論述，筆者認為，若能透過組織轉型

「能力化」的路徑，將原本抽象、複雜、無價值判斷的組織典範，藉由研究程序

提煉出具體指標，賦予實質（功能）意義後，亦可視為組織的特殊能力。該能力

指標若能進一步發展為評鑑工具，則不僅可用於診斷企業組織的體質，在管理實

務上亦極具有參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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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程序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構組織轉型能力之概念，並依此概念發展一套組織能力

評鑑工具。具體目標如下所述： 

一、宏觀回顧組織理論，以瞭解影響組織變遷的因素與內部運作邏輯，從而釐清

組織轉型之目標與意義。 

二、藉由文獻探討，建構組織轉型能力之理論意涵與運作機制。 

三、融入組織核心能力、核心職能與轉型能力的概念，建立組織能力之發展關係

模式，繼而辨析組織轉型能力之理論定位與價值。 

四、發展組織轉型能力評鑑工具，以有效診斷企業組織體質，協助企業組織提昇

競爭力。 

 

本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茲說明如下： 

第一階段—文獻探討 

本研究指稱的組織轉型能力，在文獻探討部分，首要針對影響組織變遷的內

外在因素進行討論，在組織本體上則強調新科學典範的自我創生概念；其次，深

入剖析目前盛行的組織能力理論，指出對於組織轉型效能的理解，應發展新的能

力觀點加以詮釋與評鑑；藉由組織類生命體隱喻，進而凝聚相關的轉型潛在特質

概念，以作為組織轉型能力構面之基礎。 

 

第二階段—建立工具 

組織轉型能力量表的發展程序，係參酌國內外轉型成功之企業傳記資料，並

採用組織層次的行為事例訪談，由研究者將上述資料交叉整合後，抽取出適合的

描述句，編訂完成預試量表。其次，邀請主題專家（學術與實務界人士）評鑑審

定預試量表，篩選出具有內容效度的題項後，再進行小樣本預試，針對題意不清

或概念混淆的題項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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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以組織整體營運與能力表現為測量目標，分別蒐集

組織職能、組織核心能力、以及組織轉型能力等相關資訊。上述測量結果進行量

表信度與效度的檢驗之外，本研究另針對組織能力模式，做一整體相關性的分

析，最後則從學術與實務角度提出討論與具體建議。 

 

  
 
  

 

 
 
 
 
 
 
 
 
 
 
 
 
 
 
 
 
 
 
 
 
 
 
 
 

組織轉型理論 

研究動機與目的 

組織轉型能力 

專家評鑑與小樣本預試

組織轉型能力預試量表

傳記文本分析 

行為事例訪談 

組織能力理論 

組織類生命體隱喻 

問卷信、效度分析 

組織能力模式分析 

組織變遷理論 

組織自我創生理論 

資
料
分
析

第
三
階
段

建
立
工
具

第
二
階
段

文
獻
探
討

第
一
階
段

正式施測 

研究結論與建議 

圖 1-1  本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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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組織轉型 

組織轉型(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係指企業面臨到重大危機與挑戰

時，策略性的進行創新的深層轉變，轉變的目標是藉由統合組織結構、文化及管

理的系統機制，以啟動組織全員的認知與行動優勢，使組織能夠超越環境束縛甚

而謀求未來的生存契機。 

 

二、組織核心職能 

組織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e)又稱為通用職能(Generic Competence)，係指

組織秉其使命、願景、策略與價值所劃定內部所有成員皆須具備的關鍵技術與能

力特質，係由才能基礎模式發展出的組織能力觀點。在本研究中，包含成就與行

動、協助與服務、衝擊與影響、管理、認知能力、與個人效能等六個層面。 

 

三、組織轉型能力 

廣義的組織轉型能力(Transformation Competence)係指企業組織依循策略計

畫的引導，統合內部的社會與實體系統架構，將集體潛在特質轉化為行動優勢，

持續追求超額獲利之動能。另可狹義解釋為一組能為組織帶來競爭優勢的潛在特

質模式。在本研究中，係包含組織領導、策略願景、心智模式、與組織學習等四

個層面。 

 

四、組織核心能力 

組織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係指企業多元技能、互補性資源和營運機制

的有機融合，該組合是企業競爭優勢的來源，係由企業戰略管理學發展出的組織

能力觀點。本研究另依據門檻能力、關鍵能力、與未來能力的概念劃分出單一核

心能力表現的三種層次，共包含經營團隊、願景目標、企業文化、訓練發展、知

識管理、系統流程、客戶滿意、內部整合、員工素質、品牌形象、產業訊息、市

場行銷、財務結構、核心產品、核心技術、營運風險等十六種核心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