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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引用組織轉型的理論架構，設計一套合適且具效用之

企業組織能力評鑑工具。基於此，本章節之論述主軸即為組織轉型理論，文章鋪

陳亦圍繞組織轉型之概念，逐步建構組織轉型能力之研究意涵。具體程序如下：

一、回顧鑲嵌在組織理論脈絡中的各種組織變遷驅力，再從實務的角度探討組織

變遷的具體成因，以深入瞭解組織變遷的運作邏輯；二、釐清組織轉型之意義，

並進一步分析組織轉型的架構與歷程；三、探討現行的組織能力理論，指出對於

組織轉型效能的理解，應採用新的能力觀點作為詮釋與評鑑的基礎；四、以組織

的類生命體隱喻為基礎，再引用與組織轉型相關的潛在特質概念，建構出本研究

所指稱之組織轉型能力；五、融合組織能力的系統模式，辨析組織轉型能力之理

論定位與意涵。 

 

第一節  組織理論隱含的組織變遷觀點 

組織變革理論發跡於 40 年代的美國國家訓練實驗室，以及應用在管理變革

的行動研究。其中由知名學者 Kurt Lewin(1951)所提出的變革三段論（解凍→改

變→再凍）與力場分析（變革係為維持一個系統行為穩定的修正力量）兩大理論，

奠定日後變革研究的學理基礎。然而，從變革理論的學術生命而言，應當溯及組

織理論典範及其學派所努力孕育出現今多元且豐富的變遷觀點。 

組織理論的成形源自於 18、19 世界的工業革命與經濟發展浪潮。其代表性

人物可追溯到 1776 年 Adam Smith 在其經點著作《國富論》中闡述的「生產分工」

理論。到二十世紀初期，Alfred Marshall(1925)提出企業內部職能的「差異分工」

觀點，由於企業內部的職能工作可支解為多項層級職能單位，而職能所產生的專

業技能與知識需要進行協調與整合，因此，企業的生產和協調能力就會在內部持

續成長。其追隨者 Penrose(1959)更直接以「企業成長論」作為命題，提出在企業

成長的過程中，應當特別重視企業內部能夠逐漸拓展其生產機會的知識累積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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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當管理人員能夠透過程序化的方式迅速處理組織內部的問題時，將可使其才

能持續釋放對付新的問題，促進企業的成長。1960 年代以前所強調的「變遷」

概念主要是指企業內部持續建構本體優勢條件的過程。與此論點相呼應的古典管

理理論學者如 Weber、Taylor 等人，將組織視為一個獨立於環境且具有明確清晰

疆界的系統，環境只是干擾系統均衡的外生變數，可以被充分的瞭解、預測與控

制，為求最大的經濟效率，故而排除環境對組織系統內部的影響。在此封閉系統

下的組織是一種用來獲致最高效率與績效的理性工具，組織結構與活動僅涉及到

內部的生產力與權力的分配狀態。針對組織成員的角色，封閉系統觀點假定工作

者受制於內外在不可控制的因素，因而無法「有意識」的行動，此時員工與組織

沒有社會性的連結，與工作場域也缺乏契合感，因此管理者的任務便在於增強組

織內部的管控機制，建構組織的運作秩序，並寄託「專業分工」來增加效率與生

產力。 

封閉系統理論的研究焦點側重在組織內部活動的規劃與控制，從管理職能、

組織運作的方式研究效率問題，強調如何維持組織秩序與內外部的穩定均衡，以

降低環境的複雜與不確定性。相較於封閉系統觀，60 年代所興起的開放系統研

究取向認為組織是一種經由物質、能量和資訊的不斷轉換，而與環境保持高度互

動，並且到達一種自我穩定狀態(steady state)或動態均衡的系統(Kast&Rosenzw-

eig,1972)，由於環境無法被充分瞭解、控制或可靠地預測，因而其不確定性會持

續對系統產生滲透作用，而系統在依賴環境資源的情形下，仍必須兼顧其生存目

的，亦即努力維持內部機能的穩定，並阻止組織系統因迅速的環境變遷而造成次

級系統的失衡現象（吳瓊恩，1982）。伴隨開放系統觀發展的權變途徑(conting- 

ency approach)亦開始質疑傳統組織理論試圖建構一體適用的「最佳組織」管理

原則，其主張組織的運作沒有絕對性或通則性，組織變遷是隨著環境變遷所引

發、塑造的結果，組織必須考量環境的特質與需求，理性調整組織的結構特質與

行為模式，使組織和環境達到配適(fit)，配適程度愈高，組織績效亦愈高(Lawre-

nce&Lorsch,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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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組織理論的組織變遷觀點 

延續開放性系統理論，近期組織理論中關於組織變遷的策略思考，可以從組

織與環境動態互動的模式切入瞭解，此模式亦涉及組織原型的樣貌與未來發展的

狀態。基於組織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部分理論將研究鎖定在單一組織本體，其

中尚可劃分為焦點組織(focal organization)與組織群組(organization set)兩類觀

點。焦點組織認為環境對組織的運作有決定性的影響力，並致力於探索影響組織

運作的環境因素，此觀點的代表性理論為生命週期理論(life cycle theory)；組織

群組則將研究重心擺在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上，並探討此互動關係會如何影響組

織的運作，抱持本觀點的代表性理論則為資源依賴理論(resource dependence th-

eory)。由於以上理論皆承認環境影響的不確定因素，但卻主張組織具有自主性，

組織內部結構的設計應能反映環境的機會與威脅，而主動進行適當的調整或變

遷，順此理論框架發展的論點可統稱為理性調適典範。相對於理性調適典範，某

些理論較不注重單一組織對其環境或關係對象的管理與控制，而比較注重大環境

的架構與組成，由於環境操縱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以塑造符合環境要求的組織

型態，因此組織僅能被動因應環境的選擇與淘汰。秉持以上論點的即為環境決定

典範所領軍的組織生態理論(population ecology)（陳朝福，2003；鄭仁偉，1995；

Van de Ven,1995）。有關各理論所強調的組織變遷觀點說明如下：  

（一）生命週期理論 

生命週期理論將組織視為一個有機體，因而必然會經歷出生、成長、成熟、

衰敗、轉型、死亡等大小週期循環階段，組織的發展乃依據內在的邏輯、計畫、

規則，及按照原先預設的方向進行，有一定發展的軌道和規則，發展方向是直線、

不可逆轉、且環環相扣的結果，每一個環節都會受到前一事件的影響，而受環境

的影響較小。基於此，組織變遷並非是突發性的特例，而是一種組織內生的常態

發展狀態，組織變遷的驅力主要在於滿足組織的「成長」需求，亦即組織必須配

合其生命週期有計畫的思考階段性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當組織適應不良或發展受

阻時，就會發生衰退現象，組織必須藉由自我重整（復甦或再興的作用）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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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先前的成長階段，此亦是組織變遷的最終目的(Greiner,1972;Kimberly&Miles, 

1981)。 

（二）資源依賴理論 

資源依賴理論承襲開放系統的觀念，認為組織為了取得生存所需的資源，必

須設法和環境中其他具有重要資源的組織相互依賴與合作，以確保資源能平穩地

流入該組織。但組織並非完全受制於環境，組織領導者應管理組織對外的依賴狀

況，透過改變、協商與創造的策略，從外部限制爭取更多的自主性，以拓展組織

的營運空間，並降低環境變動造成的影響。換句話說，資源依賴理論認為組織能

因應環境需求，而理性調整組織的能力，特別是針對環境資源的取得與利用的能

力。在資源依賴的網絡中，組織必須選擇有利的依賴對象，並藉由辨識、獲取以

及支配關鍵性資源的方式來提昇其結構性地位。若參照 Hegelian 的辯證理論

(Dialectical Theory)觀點，組織是「生存於各種事件、力量、和價值觀相互衝突

的多元世界中的個體」，組織之間不時面臨控制權與優勢的爭奪，組織的變遷能

使得組織在彼此衝突的結構失衡狀態下，產生新的架構。因此，就資源依賴論而

言，組織的衝突乃源自於「資源競爭」的驅力，而唯有透過資源競爭才得以獲取

網絡結構的優勢(Pfeffer&Salancik,1978;Powell&Friedkin,1987;Hall,1991)。 

（三）組織生態理論 

組織生態理論認為企業如同生物一般生存在完整的生態系統中，「企業生態

系統」就是由企業所賴以維生的所有利益相關群體，以及外部環境所共同形成的

複雜系統。組織與環境的關係如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環境主宰著組織族群與個

別組織的生命。當生存在相同環境的組織面臨壓力時，自然會選擇相似的生存手

段，致使彼此的變遷方向或結果，朝向組織型態「同形化」發展的趨勢(Hannan & 

Freeman,l977,1984;Carroll,1984;Galaskiewicz&Biefefeld,1998)。組織生態理論主張

競爭同形化(competitive isomorphism)的觀點，亦即組織同形化趨勢是來自組織間

的資源競爭以及環境篩選最適組織型態的結果。企業生態系統所涵蓋的環境範圍

相當廣泛，其中有針對與社會結構、社會制度、以及社會規範相關的「制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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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此等制度環境如何對組織形成制約作用與影響的即為制度理論(Institutional 

theory)。該理論認為組織的成功與生存在於追求組織的「正當性」（非來自競爭

壓力或為促進組織效率），此有賴於組織與制度環境的調和關係，亦即組織的使

命、功能、和結構等必須符合制度環境的期望，以獲得制度環境的認同與接受。

因此，組織變遷的過程必須在整體社會文化、生活習慣、政治經濟制度等制度環

境的規範獲得認可與支持(Meyer&Rowan,1977; DiMaggio & Powell,1983)。對於組

織變遷的驅力來源，制度理論亦提供三種同形化作用： 

1.強制同形(coercive isomorphism)—這個過程是由這個組織所依賴的外在組

織，或文化對整體社會中組織的功能運作的期待等所產生的組織壓力。政府規定

與標準是強制同形化的重要來源，這些規定與標準可能是環境對特殊組織的要

求；或是普遍而複雜的法律體系而間接產生效應。它可以是外部的強制壓力來

源，可能是提供組織特定交易的供應商、要求某種勞動條件的工會、強制生產達

到某種標準，或要求產品品質的消費者組織。 

2.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模仿同形化是一種模仿與示範的過程。

當組織在某種情境下，面臨不確定性時，會採用模仿的方式來解決問題。貿易組

織、專業協會或受雇者工會是模仿同形的重要來源。 

3.規範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來自於專業化的過程。專業化過程是

指某類職業會員的集體努力、如何定義他們的工作條件與方法，與建立職業自主

的一種可認知的基礎與合法性。 

 

上述組織理論乃依據不同的典範、視角詮釋組織變遷的理論意涵，若由此再

針對組織變遷的驅力以及其關注的環境層次歸納探討，可以得知，組織生命週期

論強調的是組織內生的「成長再興」驅力，該驅力蘊藏於組織的內部系統，此系

統內除了包含有形的物理結構，更重要的是推動此結構運行的社會機能元素，諸

如組織成員的角色、成規、權力、文化與意向等因素，皆是在組織變遷的過程中

不可忽略的內生因素。資源依賴論強調的是組織相互之間的「資源競爭」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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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驅力運作於「組織群組」或 Moore(1997)所指稱的「核心生態環境」，組織群組

意指立即關聯到組織資源交換過程的直接環境，主要由明確的行動者或組織所構

成，以企業組織為中心，垂直聯繫包括資源供應者（商）、市場中介機制、消費

者（顧客）；橫向聯繫則是同行競爭者、負責監督管理的機構（政府部門）、研發

機構等。組織生態論強調的是組織群組或與其利益相關群體間的「同形化」驅力。

該驅力蘊藏於宏觀的生態環境中，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

境、科技環境、全球環境等。 

 

二、推動組織變遷的具體成因 

組織變遷的過程絕非關注於某一環境層次或可由單一驅力所能解釋，各項驅

力與環境的動態轉變必然會相互參雜發生，此外，組織的變遷驅力僅能提供理論

邏輯的推導，管理實務工作者若欲有效辨別組織變遷的跡象，可以再從推動變遷

的具體因素，全面性的審視變遷發生的原因，以及早謀求應對之策。本文統整諸

位學者的意見，將組織變遷的推動因素歸納為以下八類(Dunphy&Stace,1988;Kan

ter&Todd,1992; Donaldson,1994; Kotter,1995; Nadler&Shaw,1995;Robbins,2001 

；郭崑謨，1993)： 

（一）企業發展因素：企業演化或成長的過程經常要面臨內部權力系統的變

遷，如企業規模擴充、併購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經營權與所有權的移轉，此變化

也會伴隨重要的人事變動（各單位編制重整與裁併、人力結構的多元化等）與企

業經營策略的改變。 

（二）員工自主因素；基於員工需求所引發的變化，包括爭取開放決策參與

權、注重工作安全、提昇組織機能的效率、建構理想的工作環境等。 

（三）產業轉型因素：主要是指產業結構的變化，包括市場需求（消費者）

偏好的轉換、新型態競爭者的挑戰、產品（服務）的可替代性等因素。 

（四）科技創新因素：資訊與技術的創新，經常迫使企業必須擴充、更新設

備，甚而導入新的管理模式，諸如電子商務、自動化生產過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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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律法因素：主要指與企業經營相關的政府與准政府部門在法令與

規章上的改變，包括政府制訂的產業政策條約，以及貿易協會、工會、金融機構

等部門修訂的相關律令。 

（六）社會意向因素：基於就業人口結構與社會價值的轉變，可能會對企業

發展策略與利益分配模式造成壓力；此外，尚包括整體消費型態或環境保育相關

團體的影響。 

（七）總體經濟因素：股市、物價波動所帶來的資源獲利性改變（例如石油

危機造成的經濟衝擊）。 

（八）全球化因素：包括國際局勢的改變（例如社會主義解體造成的私有、

資本化現象）；國際經濟整合所降低的貿易障礙（如採取浮動匯率與大量的資金

流動）；以及跨國企業必須面臨的適應問題等。 

 

三、組織的自我創生系統與自我組織功能 

如前所述，理性調適典範的組織自主觀以及環境決定典範的組織宿命觀，兩

者對於組織變遷的能否「作為性」抱持迥異的看法，但若深入瞭解，兩者亦共同

承襲系統觀的概念，試圖劃定組織（系統）與環境的疆界以及其互動關係的隱喻，

認為組織是由一股朝向適應環境，並達成穩定均衡的負回饋力量所推動，而環境

也必定朝向均衡、穩定、規律與可預期的方向發展(stacey,1995)。在傳統組織典

範的觀念下，組織的生存條件強調的是和諧、可預測、有秩序與一致的內外部穩

定均衡狀態。但受到生物學與物理學的啟發，對於組織變遷的解釋亦朝向新科學

典範思維逐步開展，例如部分學者(Jantsch,1980;Gemmill&Smith,1985)引用 Prig-

ogine(1977)提出的耗散結構理論(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來描述組織變遷

的過程，其主張當組織面臨內、外部失衡，以及不確定性的狀態出現時，反而提

供新動態秩序的機會，促使組織在自我更新的過程中，實驗新的構型(configure-

tions)，以掌控環境的複雜與不確定性。Nonaka(1988)更進一步指出，組織必須讓

自己隨時處於非均衡的混沌環境中，以拓展自由選擇的空間，尋求有利於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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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點，如此才能不斷的自我更新與超越。整體而言，新科學典範將組織視為動

態、開放和遠離均衡狀態下運作的複雜適應系統。組織的變遷因果關係（系統與

環境的互動關係）乃依據辯證變遷的邏輯(Logic of dialectical change)，亦即組

織系統必須在規律與不規律、決定性與隨機性、秩序與混沌、競爭與合作、穩定

與失穩、均衡與非均衡、負回饋與正回饋、可預測性與不可預測性等矛盾對立物

同時存在和演變互動的混沌邊緣中運作，而系統演化則是一種源自內部狀態不穩

定而產生的「尋求秩序與均衡」的自我組織(self organization)與自我創生(autop-

sies)過程。 

組織的自我創生觀念最早源自於對人類大腦與神經細胞連結的研究，之後則

被引伸比擬為廣義的生命系統運作模式(Maturana&Varela,1975;1980)，其主張生

命系統必須向環境開放，以接收必要的物質與能量後，進而主動執行自我維護與

再生的功能，亦即自行生產、製造與調節系統的組件，並藉由內在的循環與聯繫

達到生存的目的。生命系統的形態與結構是系統內部自我創生的結果，而非被動

的取決於環境的制約力量(Walter,1993)。Morgan(1986)與 Walter(1993)則將自我創

生的概念用以解釋組織變遷的現象，他們認為，組織與環境應被視為是一個整體

而非彼此獨立的系統，組織成立之初即參與了整體環境的創造。組織變遷的程序

是透過環狀互動而非直線關係的形態而開展，其中伴隨著環境系絡而變遷，兩者

產生互為因果的關係，由於組織的演化或消失是伴隨著環境系絡而變的，因此組

織的策略管理者與其成員皆必須對此環境系絡瞭解並產生新的思考方式。換言

之，組織始終意圖創造一種封閉性的自我認同與參照系統，其影響的因素在於組

織如何詮釋自己與外界環境的關係，並選擇何種方式維繫其自我認同系統。在自

我創生系統下，組織兼具自我更新（封閉性）與自我超越（開放性）的能力，組

織可憑藉其循環的自我參照過程來建構獨立自主的結構秩序與機能，以完成自我

存續與適應變遷；另一方面，組織能透過與環境的密切交流，從自我經驗中學習，

並不斷反省、修正其學習經驗，進而超越自我中心意象(egocentric images)，重塑

與環境和諧共存的生命本質。而組織的自我組織功能即是以其內部複雜的演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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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機制為基礎。此種螺旋式演化回饋機制是一種「將組織推向新狀態」的正向回

饋與「防止演化過程失控」的負向回饋相互交織影響、且同步進行的複雜過程，

組織能有條件地、有選擇地對環境的影響和作用進行過濾，它既使組織能保持一

定程度的自主性，亦能促使組織具有適應環境變遷的機動靈活性，因而能使組織

產生強大的自我更新能力，以避免組織老化，重獲新生。 

圖 2-1 呈現的是一個以自我創生系統與自我組織功能為基礎的組織變遷循

環機制，就組織的生存發展而言，組織是處於時時與環境互動、交換的自我創生

系統，該系統能有效處理外界流入組織的各種資源，使其轉化為組織自我再生的

能量，維繫組織的生存。然而，外界環境同樣也為組織帶來依循演化規律的淘汰

威脅與壓力，因此，組織斷不能完全受制於環境的影響，保持適度的主動性與獨

立性才是維持組織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此外，若從組織變遷的角度來觀察，組

織的發展過程雖要仰賴環境資源的供給，但組織的自我組織功能應被視為更為重

要的決定因素，基於自我組織功能的內部參照架構與內在運邏輯能辨識有用的外

界資源，並透過其正向的自主力量將組織推向有秩序且能夠自我超越的結構狀

態，換句話說，組織的自我組織功能是建立在實現組織策略以及獲取生存利基的

效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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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組織變遷的循環機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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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轉型之理論意涵 

組織變遷議題長期受到管理學界與企業界的關注，雖已累積相當厚實的研究

與經驗基礎，但若從理論整合的觀點視之，其理論架構至今仍未在學術社群中取

得一致的共識，尤其針對近年熱門的組織轉型議題，由於組織轉型所涉及的層次

屬於組織深層且艱鉅的典範式改變，而全球化與資訊社會所塑造的環境特性，亦

不斷對組織轉型的理論發展帶來急遽的壓力與挑戰，因而更加需要建構清晰的理

論系統架構。有鑑於此，本文擬就現有的文獻基礎深入瞭解組織轉型的理論前身

與內涵，並順此脈絡逐步釐清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轉型定位與核心。 

在眾多針對組織變遷議題的回顧與討論中，許多學者是以分類的角度來定義

組織變遷，其中首要探究的重點即為組織變遷的「意圖性」問題(Levy&Merry, 

1986;Kimbrough&Burkett,1990;Hanson,1996;King,1997)。若組織的變遷是一種有

知覺、深思熟慮且精心策劃，並用以影響組織的功能、結構、技術及資源者，可

被歸類為計畫性變遷(planned change)，簡言之，計畫性變遷即是組織採取既定

的策略，再透過變革程序達成預期的結果；相對而言，非計劃性變遷(unplanned 

change)是屬於一種演進、未經刻意、審慎規劃的變革。其改變非組織本身所能

控制，隨時都可能發生，但結果卻不一定符合組織的目的。非計畫性變遷可分為

以下兩種：1.自發性變遷—(spontaneous change)是一種自然的、隨機的、短時間

內發生的改變，在本質上並不具有改變的意圖；2.演化性變遷(evolutionary cha-

nge)—組織經歷大大小小改變之後，所形成的長期性、累積性的結果。它可以是

計畫性變遷或自發性變遷單獨所造成的結果，亦可以是計畫性變遷和自發性變遷

交互錯綜而成的結果。 

 

一、組織變革與組織轉型之差異性 

依據本文先前提及的組織理論典範，所有計畫性變遷顯然都抱持理性調適的

觀點，認為組織的變遷是可以經由管理實務者規劃，並借重科學理論進行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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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行與控管，此觀點亦是當前多數組織變遷管理研究的基礎思維。然而，在眾

多的計畫性變遷專案中，可再依據其變化的「程度」或「層次」劃分為組織變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與組織轉型(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兩類。Levy & 

Merry(1986)曾對於 1986 年之前關於組織轉型與組織變革的文獻作一廣泛性的

回顧探討，並將組織變革區分成組織典範(organizational paradigm)、組織使命與

目的(organizational mission and purpose)、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組

織主要功能與流程(functional processes)等四個層次的改變。若是組織的改變涉及

組織典範的變革，也就是組織發生整體性、多元性、跳躍性的變化，且為不可逆

轉性(irreversible)的改變，則稱做革命式的變革(revolutionary change)或第二階段

變革(Second-Order Change)，並可歸類為現今所稱的組織轉型；相對的，若無涉

及這部份的更改，而只是單一或少數組織要件的改變，則稱做漸近式的演進    

(evolutionary change)或第一階段變革(first-Order Change)，亦即所謂的組織變

革。組織變革的影響層面有限，不會更易組織的主導邏輯(dominant logic)或主導

典範(dominant paradigm)，只針對單一或少數方法(method)、技巧(technique、int

erventions)、以及工作情境變項（如組織安排、社會因素、技術、實體環境等）

做小幅度的細調，變革程序強調溫和、漸進式與規範性，變革的目標不在於適應

環境的變遷，而是使組織營運更具效率，因此在變革過程會探求經驗間相似性的

習慣性思維(habitual thinking)或理性思維(rational thinking)。諸如早期的學者  

Mosher(1967)與 Fried & Brown(1974)皆主張變革應著重組織外在關係與內在結

構的組合，並認為變革是有計畫促進組織結構、程序、人員與技術發展的方法。

組織變革的價值來自於營運效率，亦即改善特定產品、流程、或服務傳遞的功能。 

80年代中期，由於美國面臨能源危機、資訊社會興起、以及日、德等國的競

爭威脅，便開始將變革理論重心轉移到人力資源重建，試圖從組織典範和組織整

體性架構的改造來提昇員工的工作價值。組織典範是架構組織存在基本假設的基

礎，也是組織價值判斷的最高指導原則，其中涉及到的組織價值體系包括：組織

願景(vision)、組織目標(goal)、組織目的(purpose)、組織信念(belief)、組織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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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values)、及組織文化(culture)等。組織典範主宰組織的運作方向與模式，並規

範組織成員的行為，因此，若變革目標針對的是組織基本特質或統治規則，造成

整體性、多元性、邏輯跳躍、且為不可逆轉性(irreversible)的改變，此即稱為組

織轉型。組織轉型的影響層面是全面性的，會徹底更新組織的主導邏輯，塑造組

織集體層次的人格與風格，並推動組織進行深層的結構改變與大幅度的突破創

新。由於組織轉型的目標在於提升組織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因而會致力於尋找經

驗間差異性的創造性思維。關於組織變革與組織轉型兩者概念上的差異比較呈現

於表2-1(Meyer,Brooks&Goes,1990;Porras&Silvers,1991;Reger,Gustafson,Demarie

& Mullane,1994;Tushman&O’RiellyIII,1996;Daft,2001)。 

 

表2-1  組織變革與組織轉型概念之比較 

 組織變革 組織轉型 

命名 第一階段變革 

漸進式變革 

演進式變革 

計畫性漸進變革 

第二階段變革 

基礎式變革 

革命式變革 

計畫性急遽變革 

變革核心 維持組織均衡，不涉及組織

核心與基礎運作邏輯 

改變組織基本特質與統治規

則，整體性、多元性、深層

結構、邏輯跳躍的改變 

變革範疇 工作情境變項（如組織安

排、社會因素、技術、實體

環境等） 

組織願景變項（如組織信

念、目標、使命、文化、思

考等） 

變革思維 尋找經驗間相似性的習慣性

思維或理性思維 

尋找經驗間差異性的創造性

思維 

變革路徑 溫和漸進的調整 劇烈創新的突破 

變革目的 提昇組織營運效率 提昇生存與發展機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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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轉型之定義與內涵 

從組織變遷內容的分類過程可以發現，諸多學者是利用組織轉型定義的擴大

化、差異化的解釋來突顯其主流地位與重要性。例如Blumental & Haspeslagh  

(1994)與King(1997)皆批評坊間對組織轉型一詞濫用的情況，他們認為應將組織

轉型嚴格界定為有計劃性的改變(planned change)，並且需要組織中大多數成員

改變行為模式和本質，達到大幅提昇組織績效的目標者才屬之。雖然組織轉型研

究仍在迅速發展，尚未達到成熟的階段，但本文仍嘗試從眾多定義與解釋中（見

表2-2），歸納出組織轉型的重要意涵為(Adams,1984;Carnall,1990;Porras&Silves,

1991;Shaheen,1994;Davenport,1994;Vollmann,1996;Cummings&Worley,1997)： 

1.組織轉型必為計畫性的變革，由組織策略領軍，並藉由組織系統（組織結構、

控制制度、組織文化和組織程序）共構而成。 

2.組織與環境間的調準(alignment)必須透過典範的徹底改變，創造新系統以適

應或爭取未來的生存條件。 

3.組織轉型的成功要件在於轉化組織成員的知覺、思考與行為模式，進而創造組

織自我學習與更新的能力。 

 

表2-2  組織轉型定義彙整 

學者／年代 組織轉型定義 

Adams（1984） 組織轉型會在思考和行為上徹底且完全的改變，以創造

出一個不可回復，與先前不連續的系統。 

Carnall (1990) 組織轉型是組織中，成員行為、文化、結構、流程以及

策略等組織構成要件上所發生的變化，而透過這些要件間以

及這些要件間與環境間的調整，以績效追求為目標。 

Porras & Silvers
（1991） 

組織轉型之內涵：1、一套行為科學的理論、價值、策

略和技術；2、目的在對組織願景與工作情境進行計劃性的

變遷；3、意圖促使每個組織成員產生認知改變(cognitive 

change)，以導致相對應的行為改變；4、促進典範改變以協

助組織能更配適或創造意欲的未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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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組織轉型定義彙整（續） 

Shaheen（1994） 整個組織在價值、型態、態度、技巧及行為上的移轉，

使組織更有彈性，能及時反應環境各種變化，轉型的主要目

的在於能大幅改善競爭績效，並持續維持企業競爭力。 

Davenport（1994） 組織於想法及行動上根本的改變，也就是組織全新信念

系統的出現，並涉及組織架構的轉變，造成組織內共享意義

與文化上的不連續改變，並造成組織系統不可逆的不連續性

結果。 

Vollmann（1996） 大範圍的組織轉型，會涉及組織世界觀的根本改變，因

此必須包含組織基本假設、組織文化的轉變。 

Cummings &  
Worley（1997） 

組織為了因應環境的改變，所作的根本性的轉變，就是

組織轉型，這樣的組織改變常會伴隨企業策略的重大改變，

導致須修改企業文化，以及組織結構和組織流程。也就是組

織轉型基本上是組織與環境間的調準(alignment)過程，由

於是根本性的轉變，所以會有新的組織典範的出現，連帶的

也必會造成組織知覺、思考和行為模式的變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承上所述，組織轉型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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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組織轉型的實質操作策略，可區為分以下五類（陳明璋，1996；周佳欣，

1997）： 

（一）經營型態轉型— 

1.多角化型態的轉換：維持舊行業（產品）的經營，但同時投資或經營其

他行業或產品，以降低經營風險。 

2.事業型態的轉換：放棄原先的行業，轉而從事新行業，如製造、批發、

零售、代理等行業別之間的轉換。 

3.產業型態的轉換：放棄原先經營產業，轉而從事新產業，如紡織、石化、

電子等產業別之間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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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體整合（水平／垂直）轉型— 

1.如獨立店轉而成為加盟店、連鎖店、或是衛星企業轉為獨立企業等。 

2.與其他事業整合、合作開發、成立策略聯盟。 

3.與其他公司合併或合併其他公司。 

（三）產品轉型—為了開發新產品或提昇產品品質以及產品的附加價值，繼而針

對生產線結構的大幅調整。 

（四）市場轉型—品牌、通路、目標顧客、銷售方法等行銷面的改變，亦或是為

了開發市場，而將工廠或營業單位移至海外適當之國家。 

（五）經營體質轉型—著重在企業內部功能之改善與調整，包括生產技術、設備、

程序、管理、研究發展、人事、財務等等。 

由上述的企業轉型類別可以發現，在組織發展的生命週期中，幾乎都會面臨

到各式不同的轉型壓力，但轉型成功的關鍵，絕大部分取決於企業內部能否真正

產生轉型目標預期下的「質變」。換言之，在轉型方案啟動之前，企業主首要之

務在於充分瞭解組織轉型的歷程，並能掌握轉型過程所涉及的內部結構、功能與

其他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此才能避免落入盲目、混亂的轉型漩渦中，造成不可預

期的失敗結果。 

 

三、組織轉型之架構與歷程 

古典管理學理論認為，組織的基本構成要素是承擔某種專業化工作的職位或

部門，這些職位或部門實體(parts)，長久以來被順理成章的視為組織的代名詞。

但組織如同社會系統，其實體架構必須透過諸多活動或事件(happenings or eve-

nts)加以連結與推展，誠如 French & Bell (1999)對組織所下的定義︰「一個根

據環境條件和人員原素的要求而採取適當的架構和過程的動態實體」，此一「動

態體」除了具有正式設置的各種機制與制度外, 還包括有個體、群際層次上發生

的各種行為、態度和互動關係，亦即「組織架構」中的「組織流程」。但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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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研究領域中，直到 1993 年，Hammer & Champy 提出「企業流程再造」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簡稱 BPR）的概念後，組織流程的重要性才

獲得全面的關注。 

流程再造對於組織轉型的系統工程提供了戰略性的指導方向，其秉持著組織

轉型的精神，將組織內具有附加價值的企業流程以及相關的系統、政策和組織結

構做大幅度的重新設計，以促成組織的工作流程與生產力達到最佳狀態(Klein， 

1994)。有關流程再造的理論本質與特徵如下所述(Hammer & Champy,1993)：  

1、根本（Fundamental）：企業再造必須從領導者開始，重新思考一些既存

的基本信念，如分工思想、階級制度、規模經營、標準化生產和官僚體制等，其

動能源自於顧客的滿意度，強調站在顧客的立場，反覆思考企業應如何提供更

快、更好的產品或服務，以滿足顧客需求。 

2、徹底（Radical）：對業務流程進行脫胎換骨的徹底改造。此並非僅作表

面化的改革、調整或修補，而是拋棄所有的陳規陋習，重新建立一個合宜的流程

及其相應的組織架構和營運機制。 

3、急遽性（Dramatic）：改造的目標並非追求緩合、漸近式的改善，而是

對於企業的績效成長，產生急遽性的飛躍與改變。亦即透過流程再造，使整體工

作發生質變（降低成本、節約時間、提高質量等）。 

4、流程（Processes）：業務流程是指企業為了完成某一目標而進行的一系

列邏輯相關活動的有序集合。強調如何進行工作，而不是做什麼。流程是企業的

生命線，也是整個再造理論的核心關鍵。 

Hammer與Champy(1993)並歸納出改造後的新企業流程具有以下特色（張清

清，2004）： 

1、工作流程的整合與多樣化 

將原本被分割、依照順序進行的工作整合成一個完整的任務，亦即打破連續

性的作業流程，不以生產線的方式設計工作步驟，讓許多工作都能同時進行。由

於前後工作一貫，產品不但不需要大幅修改，也能節省時間。此外，捨棄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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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僵化的標準化作業流程，講求多元、簡單的作業流程來因應情境的需求，

提昇作業處理的彈性，組織成員亦可藉由工作的多樣化發展，獲得更高的成就感

與滿足感。 

2、員工自主性提昇與節省管理成本 

將官僚系統進行流程上的垂直壓縮，上級主管必須學習充分授權，在員工具

備充足知識的情況下，使其自行判斷與決定，無須層層請示上級。如此將可節省

審核與監督等管理方面的成本，並維持組織內部的工作信任氣氛。員工角色由

“遵從者＂轉變為“參與者＂，組織中的縱向溝通與控制將減少，橫向的配合與

協調及對外的聯繫與合作將加強，員工的責任感和自律能力也將隨著授權而強化

與提升。 

3、提供單點接觸以減少折衝協調 

將流程的所有工作交由一人處理，或是成立專案任務小組，指定專案經理人

負責與客戶的接觸，統籌整個任務小組的運作。對外，企業盡量減少接觸點，以

避免不同接觸點提供對方不同的資訊或承諾，而導致許多沒有價值的折衝和協

調。就顧客而言，專案經理人是整個流程的負責人，擁有實權及溝通協調的能力，

因此通常能確切地完成任務，為客戶處理所有的問題。如此將可提高工作效率、

減少人力的雇用，更容易掌握作業流程。 

4、跨越組織內部與外部彊界 

流程設計可以跨越地理界限，連繫組織內分散在各個不同地理區域的部門。

透過資訊科技，使企業內部各單位依舊維持集權制度中井然有序的運作。各區域

單位亦可保留原有的自主性，並連結某些工作活動的進行，使總部和區域之間也

可享有資源或價值共享，兼具集權與分權的好處。此外，尚可連結組織之間相互

依賴的活動，讓顧客或供應商共同參與流程的執行，或是將某些作業活動完全交

由顧客或供應商來負責。原本必須侷限於一個組織內才能完成的工作，在跨越組

織疆界後，將使得整個流程變得更簡單、更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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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同一時期，Burke與Litwin(1992)另提出一個涵蓋組織轉型與變革管理的

完整模式，用以說明組織變革結構的動態關係，以及管理者如何透過對其中構面

的選擇與操作，達到提昇組織績效的目的。如圖2-2所示，該模式共有十二個影

響組織變革與績效的主要構面，最上層的外部環境、領導、使命及策略、組織文

化等四個構面被命名為二級變革的「轉型因素」(Transformational Factors)，此等

變數是組織在面臨一連串來自於環境內部或外部壓力後，所進行關於價值、信念

的深層改變，而觀念的改變必須透過新的行為來展現。組織轉型通常起因於組織

領導者體認到外在環境的壓迫，產生變革的動機，繼而擘劃策略藍圖，指引組織

未來的發展路徑。但領導者本身的領導風格與行為亦是影響轉型成敗的首要因

素，事實上，由近代領導理論（魅力領導、轉型領導、願景領導等）(Bryman,  

1992)所強調的核心概念可以發現，其大多適用於解釋組織轉型情境下的領導者

特性，無論是領導者個人的領袖魅力，以及領導者如何展現高明的激勵、關懷、

影響與說服技巧等等，在組織轉型的啟動與運作過程中，領導能力絕對佔有關鍵

性的影響。再者，組織轉型的目標必須透過策略願景的規劃才能實踐，企業的策

略願景是指企業為了確定長期的發展方向與基本目標，然後選擇並計畫實現該目

標的途徑，但組織轉型強調的策略願景必須是全體成員所共享且認同的，其中需

要參酌的面向（市場、產品、顧客、競爭者甚而全球化佈局）相當複雜，對於企

業的高階管理團隊確實是一大考驗。企業組織必須體認到，組織轉型最大的障礙

可能是來自於組織成員的擔憂與抗拒，此關乎於組織文化的特性，也就是組織成

員的性格、態度、需求、動機、思想等因素，企業必須致力於在日常互動的過程

中，塑造符合轉型需求的價值系統（態度、期望、信念、假設）與行為規範。 

上述關於組織領導、策略願景與文化等轉型因素可視為組織轉型的必要條

件，但組織轉型要如何深化到組織內部，形成整體性的轉變，則必須進一步與企

業的結構、系統與管理實務做連結，以此等充分條件來配合，不僅能促動轉型的

加速，亦能鞏固轉型的成效。Burke與Litwin(1992)將圖2-2底下的八個構面命名

為組織初級變革的「互易因素」(Transactional Factors)，其意義在於透過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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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系統與管理制度的建立與操作，得以改變組織內部單位的工作氣候與動

機，甚而帶動組織成員工作能力與價值的提昇，最終達成組織與個人績效增進的

雙贏結果。若組織轉型涉及到產品、市場或經營型態的改變時，勢必需要重新調

整營運單位、產品製程或顧客服務的基本流程，例如工作設計（擴大化、豐富化、

標準化）、部門重整（功能導向轉化為顧客導向）、決策路徑的調整（直線主管與

幕僚關係）等。此外，轉型過程所牽動的權力、資源與利益分配等問題，則必需

從人力資源的改造著手，包括調整選、留、任、用等人事機制，以及制訂各種象

徵性的規章制度，以求消除潛在的壓力或其他排斥力量，將組織轉型強調的價值

逐步合法化與具體化。 

圖2-2的模式尚可依據不同學門的研究旨趣進行劃分，Tichy(1993)認為，企

業的戰略管理學門較重視變革內涵的技術面(technology)，亦即研究企業如何擬

定發展的策略，該策略又如何與組織的生產、製造流程等結構、功能面進行整合；

而組織行為學門則較為著重企業內部的政治面(policies)與文化面(culture)，亦即

研究企業的管理制度如何影響企業文化的發展，兩者的互動又如何對變革結果造

成影響。然而，在組織轉型的實際執行過程中，各構面應當是相互牽連與依賴的，

某項層面的改變必然會牽動其他面向而造成連鎖反應，Burke與Litwin(1992)的模

式雖有助於釐清組織變革層次（轉型vs.互易）之間的差異與互動關係，但當前

多數的變革管理研究，仍是針對單一目標式的問題解決方案進行探討，因而對於

解釋變革系統內部的相互關係與差異性則顯得束手無策(Cao, Clark, & Lehaney,

2001)。組織結構層面的變革或可在短期內改善企業的財務盈虧；組織的策略變

革或可達成企業中長期的獲利水平，但所有的變革績效仍須仰賴企業文化的水

平，才有持續推動、成長的可能性。組織變革研究基於學門類別所產生的本位思

考隔閡，值得研究者省思，對於組織轉型概念的理解，應多元考量不同學門的觀

點，以宏觀角度擴充轉型研究的理論深度與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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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Burke- Litwin 的組織績效與變革模式 

資料來源：Burke, W., & Litwin, G. (1992). A causal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chan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8(3),523-545. 

 

 

目前針對計畫性變革的研究多數源自於 Lewin(1951)的觀點，Lewin 認為，

組織的運作係由「維持現狀」與「推動變革」兩股力量平衡的結果，如欲改變此

狀態，則必須藉由某些措施來增加推動變革的力量，削弱維持現狀的力量。而所

有的變革程序皆會歷經下述三個步驟 Schein(1987)：  

外部環境

領導 

使命與策略 組織文化 

管理實務

結構 
系統 

（制度與規章）

單位氣候

動機 
任務需要與個

人技術／能力 

個人需求 
與價值觀 

個人／組織
績效 

回饋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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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凍：創造變革的動機與意願。 

證實組織目前的困境與不確定性，引發組織成員的反省與焦慮，為了建立心

理上的安全感，組織成員必須摒除舊的行為模式，展現變革行為。 

（二）改變：認知重建歷程。 

幫助成員去覺查、判斷有別於往常的新改變，提供訊息與證據顯示變革的可

能性與吸引力、檢視組織環境任何有關於變革的訊息、界定新的行為模式。 

（三）再凍：維持新平衡狀態下的穩定。 

運用組織的規範、政策與結構增強變革狀態的穩定性，表現變革行為的成員

應當受到組織的讚許與認同，逐漸將新的行為層次與組織成員的習性與工作態度

緊密結合。 

Lewin的變革模式提出之後，變革理論學者依據此概念，進一步發展出計畫

性變革的行動研究模式，該模式將變革程序區分為八個步驟(Cummings&Worley,

1997)，起初通常係由1.組織領導人或高階主管覺查到組織存在的某些問題，2.

諮詢行為科學專家、建立彼此的合作關係，3.專家與組織成員合作蒐集相關的資

訊，初步診斷組織的問題，4.專家將分析過後的資訊回饋給案主，5.組織成員與

專家共同討論、判斷應如何解決已確認的問題，6.專家與案主共同擬定變革的行

動計畫，7.執行行動計畫，例如引進新的制度與程序、組織結構的重整等等，8.

評量行動後的結果再將結果回饋給組織，以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改善或進行新的

行動。行動研究模式將變革視為一種循環歷程，採用專家諮詢導向，針對較小的

組織次級單位進行改變，而組織成員的參與程度也相對較低；但就組織轉型而

言，變革幅度已擴及組織整體系統與社群，情境脈絡更為複雜，尤其對於如何協

調組織利害關係人之歧異，富有濃厚的政治意涵。此時，管理者若對變革既存的

混沌性質缺乏認知，無法釐清策略與目標，回應利害關係人的需求，則難以因應

變革過程所產生的突發性變化與危機。因此，以組織轉型為主的計畫性變革歷程

與基本假定皆須一併進行修正。例如部分學者(Cooperrider&Srivastva,1987;Barre-

tt&Cooperrider,1990)提出的肯定式探詢(appreciative inquiry,AI)假定即主張，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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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變革係不斷的思考組織的績效落差、問題與錯誤，但變革的開始，應該針對

組織的正向經驗進行對話，也就是幫助組織成員瞭解與描繪組織，並引導他們建

立組織願景的圖像，此作法可以激發組織的潛能，開創組織的正向行為與期望。

Elden與Chisholm(1993)則以現代行動研究模式的概念，具體指出以下操作步驟 

(Cummings&Worley,1997)： 

1.檢視組織特徵：組織成員共同參與，提出工作情境中的特殊案例，並同時呈現

正、反兩面的情況，例如高、低績效的工作團隊、製程的延宕或提昇、顧客滿

意或不滿意的實例等等，該案例對於組織成員而言，必須是真實且重要的。 

2.廣泛蒐集正向的組織故事：也就是蒐集有關「最佳組織狀態」的資料，組織成

員在此階段亦廣泛地參與，包括發展資料蒐集的工具，彙集資訊與資料分析等

工作。 

3.檢視資料與可能發展的論點：組織成員可從資料中發現一些令人振奮的組織小

故事，並從這些故事發展出「可能的命題」，亦即連結組織目前最佳實務與未

來理想圖像的陳述，將注意力從組織「是什麼」重新導向組織未來「可能是什

麼」。 

4.發展組織願景：結合組織相關的利害關係人共同建構未來的願景，並依願景目

標設計變革的行動方案。 

5.評鑑與調整：執行行動方案，評估成果，依據結果做出必要的調整。 

此外，Kotter(1995)曾以十年時間觀察近百家具有變革經驗的企業後，認為

企業在組織轉型的過程中，常犯下八種錯誤，包括自滿程度太高、變革領導團隊

不夠強、低估願景的作用、願景溝通不足、放任種種障礙阻撓變革、忽略近程戰

果、太早宣布成功因而未將改變深植文化之中等，為了矯正以上錯誤，Kotter提

出企業成功轉型的八個步驟，如下所述(Kotter,1995;Covington,2002)： 

1.建立危機意識：組織必須要建立普遍的認知，如果不改變經營方式，很快就會

喪失競爭優勢而被市場淘汰。因此必須通盤檢視目前的狀態，找出組織的潛在

危機或重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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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立領導團隊：組織內的任何改變都會影響權力與酬賞的分配，因此需要組成

有力的領導團隊支持變革，以減少抗拒、促使團隊合作。然而，大部分的變革

失敗皆起因於領導團隊的問題。 

3.提出願景：發展清楚而具吸引力的願景，並擬定達成願景的相關策略，作為引

導變革行動依據。 

4.溝通願景：運用各種可能的管道，持續傳遞新願景及相關策略，例如不斷澄清

員工的疑慮，以確保組織願景得到充分的溝通。領導團隊則要以身作則，為員

工的行為改變樹立良好的榜樣。 

5.授權員工參與：一面落實行動計畫；一面剷除障礙。逐步修改可能破壞轉型願

景的體制或結構，鼓勵冒險和創新的想法、活動、行動。 

6.創造近程戰果：彰顯短期的成效或戰果，藉由成功案例公開表揚、鼓勵有功人

員。此時要避免因為某些負面反應而忽略長期的變革策略。 

7.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厲：運用上升的公信力，改變所有不能搭配和不符合轉型願 

景的系統、結構和政策；組織應該堅持變革理念，宏觀看待變革的績效表現。 

8.將變革深植於文化中：訂定可以明確評鑑變革成效的方法，並搭配新的制度、

儀式或活動，酬賞、讚許符合轉型行為表現的員工，懲處不願改變的員工，將

變革行概念與行為培養成習慣，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份。 

研究者認為，雖然在組織變革的實務操作上，通常是由企業高層與專業顧問

主導整個變革流程，但組織轉型所關心的，是變革的願景目標有否釐清，以及該

目標能否獲致組織成員的認同，引發組織全體的投入與改變。上述三種變革歷程

模式各有值得參考之處，本研究以Kotter的模式作為主軸，整合繪製出組織轉型

的四個階段歷程模式（參見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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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組織轉型之歷程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 Kott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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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能力（競爭力）理論之回顧 

組織能力(competence or competency)的概念最早係由Selnick(1957)提出，  

Selnick認為「能夠使一個組織比其他組織做的更好的特殊因素就是企業的（特殊）

能力。」由於competence之字源意義尚包含勝任或奮鬥之意，在社會科學領域裡，

競爭力的概念常被廣泛用以描述個體、群體、組織之間為了生存或發展而進行的

各種活動（方世杰，民84），因此，組織能力也常被稱為組織競爭力。目前廣為

盛行的Core Competence一詞，基於學門或研究角度之差異，故而反映出兩種不

同的理論內涵與定位。其一可追溯至企業競爭與戰略管理研究中的資源基礎理

論，該學派係將Core Competence命名為組織核心能力或核心競爭力；其二則源

自於McClelland提出的才能基礎模式，該學派係從人力資源管理的角度，直接將

個人能力的內涵廣泛引伸至企業組織層次來解釋，並稱Core Competence為組織

的核心職能。由於組織能力甚少被精確的定義，因而經常出現相互混淆的解釋，

亦或在實務上被散亂的應用在組織的不同層級（某些應用於公司整體，某些僅涉

及公司內部的員工或其他職位階層）(Ryan,1999)，因此，本研究首要針對上述兩

種組織能力理論進行討論。 

 

一、組織核心職能之意義 

組織核心職能的概念，可向前回溯到 McClelland 於七０年代初期提出的才

能基礎模式(Spencer&Spencer,1993)，McClelland 挑戰傳統以智商測驗作為篩選學

生依據的作法，並指出個人的工作能力（行為特質與屬性）才能夠有效預測工作

上的表現，其發展的「能力評鑑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即是透過嚴謹

的分析程序彙整出高績效工作者所共同擁有的能力，此能力組合則稱為該工作的

才能模式(Competence Model)。有別於傳統的工作分析方法，才能評鑑法針對的

對象是擔任職務的個人，而非職務的本身，此有別於以往將個體與工作區隔的「工

作分析法」、「性格測驗」等人事甄選工具，而是將個人性格、特質與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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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相互結合，故不僅能有效預測工作表現，亦能排除對不同種族、性別或低

社經地位等弱勢族群所產生的偏見。 

才能模式係指個人與工作績效有關的潛在基本特質，潛在特質是個體性格中

最深層、長久不變的部份，即使身處不同的職務或工作中，都可由這些基本特性

來解釋或預測個體的思考或行為（績效）表現。Spencer & Spencer(1993)將個人

才能區分為：1.動機—個體對某種事物持續渴望，進而付諸行動的念頭，因此動

機會驅使並引導我們做抉擇；2.特質—個人身體的特性以及擁有對情境或訊息的

持續反應；3.自我概念—個體的態度、價值與自我印象；4.知識—個體在特定領

域的專業知識；5.技巧—個體執行有形或無形任務的能力等。此上才能又統稱為

個人的 KSAOs(Knowledge,Skill,Ability&Others)。才能模式若能與組織的使命、

願景、策略與價值觀結合，則可進一步發展出組織未來能力需求的重要指標，此

類指標則稱做組織的核心職能，亦即組織為了提昇營運績效，以聚集組織整體的

KSAOs（知識、技術、能力、與其他特質）所展現的關鍵力量。核心職能又稱

為通用職能(Generic Competence)，泛指組織每一個人皆須具備的關鍵技術與能

力特質(Lado,Boyd&Wright,1992;Ryan,1999)。由於組織內各職位、功能部門或階

級的差異，致使核心職能必須向下延伸，並搭配不同功能或角色職能，以做出合

適且精確的定義。關於組織內部的職能模式大體可區分為以下三類（林文政、楊

尊恩；2004）： 

（一）功能（專業）職能(Functional Competence)—直接關係於工作職掌及

目標，也就是要有效達成工作目標，所必須具備的工作相關特定職能，諸如製造、

行銷、行政、財務等。 

（二）管理職能(Managerial Competence)—組織管理階層人員（初、中、高

階）執行特定職務所需具備的知識、技能、以及特質等之總和（張裕隆，1998）。

    （三）一般職能—企業中之一般行政、幕僚人員所應具備的門檻才能，意指

從事該工作必要的特性（通常是知識或基本的技巧，如閱讀、書寫能力、電腦操

作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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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類職能模式皆可透過職能發展的方法建構完成，其中包涵了清楚的職

能定義與具體的評鑑指標，因此，就企業人力資源管理的角度，完善的職能模式

能有效協助企業進行各式招募、晉升、訓練發展、及績效評估等工作。 

組織職能體系的發展歷程係從探索組織願景與策略開始，繼而確立核心職能

並接續建立管理職能、功能職能乃至於一般職能，此為由上而下的實務操作路

徑；然而，若回歸組織能力的概念探討，組織的核心職能應被解釋為組織內部所

有個人能力的交集。如圖2-4所示，組織的核心職能係由下而上的聚集一般職員、

部門內的專業職員、以及各管理階層等組織成員的能力，再透過組織運作機制統

合而成的效能。核心職能係採用能力清單的方式呈現，組織成員被視為組織的「能

力載體」，基於各企業的策略思考與商務性質的差異，所強調的職能項目與組織

能力樣貌自然有所不同。然而組織核心職能是否具有「整體大於部分總合」的特

性，核心職能應視為組織層次的群體能力？亦或是不同個體所累加的能力？依據

核心職能的建構方式，其發展出的能力模式較貼近組織過去或當前所擁有的能

力，但對於組織能力的前瞻性思考，僅依附於組織高層對未來願景的構思與個人

信念，如此能否因應急遽變遷的市場環境？其次，核心職能是否符合組織能力的

真實建構？組織群體的特性是否介入其中，扮演能力開展的制約角色？換言之，

上述提及種種核心職能的理論缺口，盡皆反映在組織轉型的過程中，核心職能或

可作為轉型成功條件的前置因素，而卻無法直接有效預測轉型的結果。換言之，

即便組織具備相當優秀的核心（管理以及專業）職能，卻可能受制於變革情境的

壓力，特別是社會性因素（群體性質、權力與政治行為等），以致於被削弱、難

以施展。核心職能的展現關乎於組織成員的行為意識，「擁有」、「使用」或「創

造」核心職能係分屬三種不同的意義層次。因此，本研究所關注的組織轉型，勢

必需要引用不同的能力觀點，來鑑別其內涵與未來獲致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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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組織各類職能之能力聚集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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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是基於企業長期宗旨與目標的一種實踐模式，為保證企業的永續生存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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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活動。企業戰略管理的精神強調企業的組織結構必須隨著戰略需求而改

變，而企業的經營戰略則必須適應環境的變化(Chandler,1962;Ansoff,1965)，簡言

之，企業戰略係一條貫穿「企業活動」與「產品／市場」的思維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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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與資源基礎論(resource-based theory)兩大學派。定位理論的代表者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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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構為主，採取由外而內的分析過程，亦即透過競爭五力模式（供應商、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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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替代產品、新進者、競爭者）分析企業的營利能力，以尋求在產業中的定位；

之後再利用低成本、差異化和集中化等三種戰略結合具體形勢，以增強企業在產

業內的競爭地位。定位理論發展至80年代末期即開始遭受批評，由於產業環境急

速變遷使得各種不確定因素擴大，諸如產業邊界日益模糊，產業結構的不穩定性

皆使得企業在產業定位所獲取的競爭優勢難以持續，且無法有效面對產業轉型的

困境；此外，相關研究亦指出1.同一產業內企業間的利潤差距大於產業間的利潤

差異；2.在沒有吸引力的產業中可以存在利潤很高的企業；3.在吸引力很高的產

業，也有經營狀況不佳的企業。因此，另一派倡導資源基礎理論的學者便聲稱，

影響企業績效的主要原因並非取決於產業結構要素而是企業資源(Cool&schendel,

1988;Rumelt,1991;Roquebert,phllips&Westfall,1996)。 

資源基礎理論的競爭優勢觀點，是採取由內向外的戰略思維，其批判定位理

論忽略組織內部資源的品質，企業的競爭優勢應來自於其本身所擁有的獨特且有

價值的資源，該資源是指企業在提供社會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能夠實現戰略目

標的各種要素組合(Wernerfelt,1984)。組織核心能力的概念即是源自於以資源為

基礎的競爭優勢觀，認為企業是一系列獨特資源的組合，一個企業之所以能夠獲

取超出市場平均水平的高額利潤，是因為能夠獲取與善用某些競爭對手不具備的

關鍵性資源與能力。其創始者Prahalad與Hamel(1990)指出企業組織的核心能力來

自於組織內部的知識累積與應用，尤其著重協調多種生產技能以及整合眾多技術

流的能力，核心能力的取得過程是透過經驗規範、知識技能、價值觀的傳遞，以

及組織內部成員的相互交流共同形塑而成，唯有具備核心能力，企業才能迅速適

應市場變化，滿足顧客需求。 

組織核心能力意味著將企業資源發揮到最高價值，但其發展的過程絕非一蹴

可及，為深入瞭解其建構意義，首要釐清企業資源的內涵與關聯性。若從廣義的

企業資源角度來解釋企業能力的概念，如圖2-5所示，依序可區分為四個層次  

（Tampoe,1994;Javidon,1998;Hafeez,Khalid,YanBing&Naila,2002；吳思華，1994）： 

 



- 40 - 
 

（一）組織的資產(Resources) 

包含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兩類。有形資產包括實體資產（土地廠房、機器設

備等）與金融資產（現金、有價證券等）；無形資產則包括人力資產（如訓練、

經驗、技術⋯等）、智慧資產（企業的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中的商標、專利、

著已登記註冊的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等）、以及文化資產等。 

（二）組織的能力(Capability) 

企業開發、建構與配置資產的才能，通常指向部門性的業務流程與例行事

務，其包含行銷能力、生產能力、配銷物流能力、人資管理能力等。 

（三）組織競爭力(Competency) 

由事業部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內的技術與know-how所組成，通常是

多種事業體或多種產品的平台，因此著重於跨部門組織能力(capability)的整合和

協調，例如3M在R&D的競爭力是研究、發展、實驗能力共同的合作結果。 

（四）組織的核心競爭力(Core Competency) 

基於各個事業部單位(SBU)所具備的競爭力相互學習與整合的結果，透過彼

此之間技術與知識的分享，能夠跨越部門界線、擴大組織能力、並產生綜效(Sy

nergies)。核心競爭力必須能夠滿足顧客的需求與利益，它能整合不同的技術、

流程、資源、know-how去提供產品或服務，帶給組織持續與唯一的競爭優勢和

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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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組織資源與組織策略的對應發展路徑 

資料來源：修改自Javidon(1998)。 

 

 

以上分類是基於對國外大型企業集團的研究，但無論就企業壽命、規模與性

質皆與我國有所不同，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企業資源基礎理論所發展出的能力觀

已成為企業戰略管理學界的主流思潮，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商業辭典（2002）係

將Core competence定義為企業內部「相當精熟的某項重要機能活動，諸如能夠

提供企業獨特競爭優勢的技術知識或商務專業」。上述定義賦予核心能力在競爭

優勢上的價值定位，但並未清楚描述核心能力的本質（技術知識或商務專業）究

竟為何？因此，本文於統整相關文獻後，將當前核心能力的主要觀點與研究取向

區分為四類，茲說明如下： 

（一）聚斂觀點 

聚斂觀點係將組織的核心能力視為支持組織商業活動鏈的根本特質，該特質

通常屬於某特定核心技術，企業可以從最外層的產品、服務或事務單位功能抽絲

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企業策略 
(Corporate Strategy) 

(CEO) 

事業部策略 
(Business Strategy) 

（SUB） 

策略層級 資源層級 價值 困難度

部門策略 
(Functional Strategy) 

(Departmental Strategy) 

核心競爭力 
(Core Competency) 

競爭力 
(Competency) 

能力 
(Capability) 

資產 
(Resources) 

高 高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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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繭逐步探索屬於該組織的核心能力。例如，Prahalad與Hamel(1990)以樹狀方式

分析核心競爭力，並將樹幹比喻為核心競爭力、主幹為核心產品、枝幹為各事業

部單位(SBU)，而枝葉與果實則為最終產品與服務。此外，Schoemaker(1992)將

企業組織比喻為一顆洋蔥(Onions)，並認為組識是由許多能力（如功能、服務、

生產作業）所包圍，內層是企業基本與核心的能力，具有長期性質，外層是產品

設計、銷售其他功能活動等，而核心資源就像強力膠一樣，把現有的事業緊緊地

結合在一起，因此辨識企業之核心能力就像是尋找洋蔥的最內層一樣，找出事業

間共同的資源。聚斂觀點係採用非定量的文字或圖表方式來描述核心能力，諸如

sony的微縮化能力、Honda的引擎、Cannon的光學影像控制能力等。聚斂觀點將

企業未來的發展鎖定在某策略框架內，但此觀點亦招致部分學者的批評。首先是

核心僵化的效應，企業長久的成功經驗與傳統堅持可能會造成行為的固著性，進

而錯失一些重要的市場機會。其次，企業策略藍圖的擬定相當程度依賴於領導者

的分析能力、敏銳度甚至於機運，過份推崇企業內在特性的結果，容易忽略產業

結構與市場變化所造成的影響（Poter,1991；汪仲譯，2005），具體而言，聚斂

觀點對於企業發展的動態變化所能提供的實際指導仍相當有限。 

 

（二）系統與整合觀點 

系統觀所界定的核心能力，是指企業多元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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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 Barton(1992)將組織視為一種知識

載體，核心能力取決於組織的知識存量，基於知識體系建構的核心能力涵蓋相互

依存的四個層面，分別為員工的知識與技能、實體技術系統、管理系統、價值觀

與規範等；Mayer 與 Utterback(1993)認為企業核心能力是產品的基礎，因而必須

注重產品平台對市場的連結與作用，核心能力包含產品技術、對用戶需求的理

解、分銷渠道、以及製造能力等四個維度；吳思華（1994）以能力組合的模式來

描述企業能力，包括業務運作能力、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鼓勵創新與合作的

組織文化、組織記憶與學習，此等能力可以持續改善企業效率與效能，並不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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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更迭而有太大的變動；Coombs(1996)認為企業核心能力包括企業的技術專長，

以及將技術專長予以有效結合、配置的組織能力。Durand(1997)則著重組織資產

與技能的協調與配置能力，組織資產是建構核心能力的基礎條件，其他尚須要組

織的認知能力、程序與常規、組織結構、行為與文化等管理層面加以支援與配合。 

整合觀點係以評鑑與測量為主要目標，由研究單位（者）依據相關文獻，再

經由實證研究，進而設定出評量組織營運系統的多項構面。例如 Aaker(1995)採

用競爭優勢的觀點，深入研究 248 家企業，並以統計方式萃取出共 30 項企業的

持久競爭優勢構面（創新、製造、財務、管理、行銷、顧客基礎等）。國內著名

的天下雜誌依據十項評量指標（前瞻能力、創新能力、顧客導向、營運績效…等），

於每年進行的百大標竿企業聲望調查（藍麗娟，2005）。最為大宗的整合觀點研

究，則是國內上百篇的碩博士論文，其作法通常事先鎖定不同的研究對象，並參

考其他學者所界定的核心能力指標，再透過研究程序發展出符合研究目標的企業

核心能力評鑑量表。整合觀點所設計的測量指標，往往受限於研究者個人學門視

野與研究旨趣的影響，在核心能力的概念尚未獲得充分釐清之前，仍無法處理效

標扭曲的根本問題；此外，整合觀點在研究方法上多採用觀察者評量的形式，諸

如商請主題專家（實務界或學術界）、企業員工或某特殊群體針對核心能力的指

標進行評量，此作法亦可能衍生調查研究程序必然產生的相關疑慮。 

 

（三）計量觀點 

依據產業經濟學的觀點，企業競爭力的本質係源自於經濟效率或生產率的差

異，競爭力所反映出的是企業彼此間的「成本—價格」與「差異化」所產生的現

象；因此，針對競爭力指標的取捨，則大多採納競爭績效與結果的事後評量指標，

例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業經濟研究學者所發展出的16項企業競爭力監測指

標，包括銷售收入、利潤總額、總資產貢獻率、淨資產利潤率、勞動效率……等

（金碚，2003a），唐廣（2004）則以核心產品拓展能力、整合組織資源能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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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評價企業核心競爭力的內部指標；國內則有中華徵信所(2006)擬定的八項企

業「經營績效綜合指標」，包括企業的營收淨額、營收成長率、稅後純益、純益

率、淨值報酬率、資產報酬率、每一員工銷貨額及生產力指標，此外，Patel(19-

97)所設計的專利計量方法，係採用企業的專利份額與顯著技術優勢兩大指標來

測量企業的核心技術能力。本文將以上重要經濟指標統整如表2-4。計量觀點所

採納的研究數據較容易取得，並可直接客觀的展現企業競爭力的狀態，但仍需注

意所選取的測量指標是否與競爭力具有顯著的共變關係，其中亦是否存在造成混

淆或誤差的干擾因素；其次，對於各項數據的實質意涵與可靠性皆須充分掌握，

如此才能切實反映出企業競爭力的真實樣貌。由於計量觀點所蒐集的是企業組織

橫斷面的經營績效指標，此等數據對於理解組織能力的成因、發展與內部關聯性

則無所助益，因此有賴跨學科的研究觀點加以補充。 

 

 

表 2-3  企業競爭力評鑑的經濟學指標 

指標名稱 指標性質 指標意義 

核心技術 

指標 

1.專利份額。 

2.新產品、新技術開發或引進費用占銷售收

入比重。 

企業技術在該領

域的領先水準。 

核心人才 

比重指標 

符合核心人才（技術專家、管理團隊）的比

重占全體員工的比例。 

人才競爭態勢。 

核心產品 

競爭指標 

1.核心產品市場佔有率與增減趨勢。 

2.歷年核心（新）產品占全部產品比重。 

核心產品拓展能

力。 

生產能力 

指標 

1.勞動生產率。 

2.產品合格率。 

3.原物料與設備的使用效率。 

生產的效率、產品

的品質與冗員狀

態。 

盈利能力 

指標 

1.利潤增長率。 

2.資金利潤率。 

3.成本利潤率。 

4.銷售利潤率。 

反映市場份額、成

長性，並能因應企

業擴充、市場風險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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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企業競爭力評鑑的經濟學指標（續） 

資產經營 

能力指標 

1.現有資產利用率。 

2.近幾年資本營運次數、規模和效果。 

3.近幾年融資次數、方式、金額及投資效果。

4.股利分配政策、分配方式和發放額。 

5.運用金融衍生工具的資金額及效果等。 

企業資本營運效

果與融資能力。 

營銷能力 

指標 

1.存貨周轉率。 

2.積壓商品物資比率。 

3.市場佔有率增減幅度。 

4.三年以上應收帳款周轉率。 

5.固定資產閒置率、流動比率。 

6.促銷策略及廣告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 

反映營銷模式及

營銷管理情況。 

經營安全 

能力指標 

1.貨款回收率。 

2.壞帳損失率。 

3.企業資金自有率。 

4.呆滯資金占壓率。 

5.流動資產負債比率。 

6.全部資產負債比率。 

企業生存發展能

力與風險承受力。

資料來源：修改自唐廣(2004)。 

 

 

（四）層次與功能觀點 

層次觀點係依據企業核心能力之重要性與價值性進行分類，並藉此提供企業

瞭解不同能力層次的表現程度，繼而擘劃未來能力發展之藍圖。例如Collis(1994)

將企業核心能力區分為靜態、動態及創新核心能力等三種類型，靜態核心能力係

指企業在各項基本功能活動中表現優越的能力；動態核心能力則可進一步使企業

靈活主動的改善其內部之各項活動；創新核心能力則是以前瞻性的策略進行企業

創新的活動，使得企業在競爭者行動前，就率先創造出差異化、獨特化的價值。

Long與Koch(1995)更具體將核心能力區分為門檻能力(Threshold capabilities)—

支持產業競爭所需具備的人力資源等支持性能力和執行業務所需的基本能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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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基本營運的機器設備與技術水準；關鍵能力(Critical capabilities)—對公司及

顧客競爭優勢影響重大的技能及系統，如技術製程控制、新技術引進、管理和有

效運用的能力；未來能力(Cutting edge capabilities)—創造企業未來競爭優勢所必

須發展的能力，如技術改良能力，生產流程自動化以及偵測回饋之能力。 

功能觀點則是依據企業的商業活動內容將核心能力歸納為三類(Hamel&Pra-

halad,1994;Coats,1996;Briance,Alok&Mamnoon,1998)： 

（一）市場連結能力—拉近與企業相關之外部關係人的距離，包括供應商、

執行者、配銷商和顧客等等，使企業能分辨並掌握市場之利基。例如透過供應商

提供新產品之改良建議、配銷商能控管產品或製程品質之水準、顧客提供企業需

建立新能力之建議。 

（二）流程整合能力—此種能力泛指將從產品供應到客戶之間所有價值活動

的整合，如產品設計、生產製造、存貨與物料管理、品質控制、管理資訊系統、

供應商管理等，可靠的產品流程可快速、一致、有效率地傳遞預期的結果給顧客，

並可轉換作業系統或組織文化，迎合顧客特殊需求。 

（三）優越的技術能力—指企業在某一領域早期、大量且持續的投入所累積

創造出來的技術能力，包括科學知識、內部關係和在此特殊領域先進的開發能

力。此能力能賦予產品或服務獨特的價值，並從顧客的認知價值中創造競爭優

勢。如 Microsoft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德國賓士汽車等。 

若依據學門觀點分類，企業戰略管理學門所倡導的核心能力，大多基於「技

術本位」的思維模式，亦即將研究焦點置於如何提昇企業產品（服務）或技術的

戰略競爭效益，雖然少數學者已將目光轉向組織系統的內隱元素（文化、學習與

創新等），但無論從理論或研究的定位而言，該內隱元素仍舊屬於核心能力的內

因變項或配合條件，甚少展現其主體價值。事實上，如果對企業競爭力追本溯源，

就會一直追溯到能力、知識、創新、學習等心理和文化因素，摒除經濟學所關注

的效率意涵，企業也是有限理性的，尤其對核心理念的認知與描述，必然涉及到

個人實際行為的分析與研究，因此，跨學科的整合性研究將有助於更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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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核心能力（金碚，2003b）。企業即便擁有核心能力，若組織成員缺乏持續

追求創新與進步的集體意識，則原先擁有的核心能力亦猶如曇花一現，不但無法

延展出新的價值，更可能在激烈的市場環境中提早出局。筆者認為，忽略組織結

構的內隱元素而直接探討核心能力，係屬倒果為因的作法，尤其容易造成企業組

織在盲目追求核心能力的同時，落入「只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的窘境。因此，

組織轉型所著重以人為本的思維原則，以及對於組織社會系統的宏觀掌握，恰可

補充當前戰略管理學或經濟學理論之不足，為組織核心能力的理論基礎建構穩固

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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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轉型能力之意涵 

在組織轉型理論中，有關於轉型結構與歷程的討論，僅能提供計畫性的概念

指導，但組織轉型的終極目標是在於為企業帶來持續不斷的動能，提升企業的競

爭優勢。當一個企業實行的價值創造戰略無法被其他現有或潛在的競爭者實施

時，該企業即擁有競爭優勢。Barney(1991)認為，具備競爭優勢的企業資源有以

下特徵：1.這種資源對於企業利用機會、減少外部環境的威脅是有價值的；2.

這種資源在企業目前和潛在競爭對手中是稀缺的；3.這種資源不能被完全模仿。

4.這種資源在戰略價值上的不可替代性，也就是不存在戰略上對等的替代資源。

以此觀點而論，組織轉型的戰略價值係屬於一種將「人」做為主體的策略活動，

此活動如同一場「心靈改造」的運動，其標榜的意涵為：「企業真正的資源或核

心競爭能力不在於產品或技術，而是該組織內的人」（高希均、石滋宜，1997）。

陳朝福（2003）亦曾引用新科學典範的創造性演化理論，以「生命演化隱喻」的

概念來詮釋組織轉型的演化機制，在組織轉型的演化過程中，組織被譬喻為一種

「類生命體的複雜適應系統」，如下所述（陳朝福，2003：361）： 

 

無論是學習型組織或心智組織，在定性相似性上皆類似複雜適應系統的特性，其演化變遷

型模亦應和複雜適應系統具有形式上的同形化，應皆可視為一種「類生命體」的動態和開

放且可以適應、學習和演化的複雜適應系統。換言之，一個具備體驗性認知能力，且能主

動隨著環境變遷而不斷自我學習、實驗新的組織形態，以增強自我創生能力，達成生存與

發展目標的「類生命體」的組織，具有複雜適應系統的特性。 

 

陳朝福(2003)進一步指出，組織的「類生命體」隱喻，強調組織係由一群具

有「知覺、意識，會犯錯，會學習，還會發展出歷史」的「人」所參與、聚合和

互動而成的複雜適應系統。「人」是延續組織生命的最重要養份，組織運用其成

員的能量和創造力，並同時賦予他們價值觀、倫理和共同生活的意義。然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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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並不等同於個人的總和，組織屬於「整體大於部分總和」的更高位階，它是一

種有別於個人而能自我維持秩序的獨立自主體，它超越個人各自的生命和心智而

有了自己的生命和心智。再者，「人」所擁有的獨特「意識」使人類有別於其它

物理和生物系統，透過此種意識，使得由「人」構成的組織亦具有「人」的特性。 

筆者認為，無論是組織的「生命」、「心智」或「意識」等隱喻，皆屬於組織的

潛在特性(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此特性無法從組織一般的功能性活動來瞭

解，但卻相當符合組織轉型所強調典範轉變的精神，組織轉型伴隨著複雜的社會

文化背景（例如企業文化、個人社會關係、企業聲譽等），形成一種隱性的戰略

價值，能夠協助組織能更配適或創造意欲的未來環境。組織轉型的戰略價值具有

下列特徵：1.組織轉型的過程蘊含個殊性的歷史情境因素，種種主客觀條件無法

被競爭者複製或移植；2.組織轉型是由組織內的各項資源與成員協調整配置而

成，因此競爭者難以清楚分辨其中的何種要素，是真正創造競爭優勢的原因，此

種模糊的關聯性，造成競爭者仿效的困難；3.組織轉型係屬於組織之潛在特質，

因而存續於組織內部成員之心智結構，由組織成員所建構的資源網絡具有不可取

代性；4.組織轉型的發展過程涉及組織內部社會文化的複雜關係，而此等關係本

身亦可能存在戰略價值，因而無法被其他形式的策略所替代。歸納以上觀點，本

研究認為，組織轉型亦可視為組織的某種特殊能力，是「一組能為組織帶來競爭

優勢的潛在特質模式。」由於組織轉型涉及的變革範疇（如組織信念、目標、使

命、文化、思考等）較為抽象、難以具體化，至今仍缺乏完善的觀念架構來詮釋

組織轉型所反映的能力內涵究竟為何？因此，本研究歸納出底下五類屬於組織轉

型概念的潛在特質能力，期望藉由文獻的整理，對轉型能力之構念有初步的瞭

解，以利於進行後續的研究訪談時，更能充分掌握相關的主題與重要概念。 

 

 

 

 



- 50 - 
 

一、組織領導 

從二十世紀初，領導議題步入科學實證研究以來，綜觀整個領導理論的發展

趨勢，共歷經了四個階段（如表2-4所示）。最早期的特質論，認為領導是天賦，

主要探討領導者個人特質與特徵，以鑑別成功與不成功的領導者；行為論則認為

領導可經由後天的訓練與培養，因此著重於研究領導者具體表現的外顯行為與領

導效能的關係；權變論主張，最好的領導方式是能夠因應環境的狀況、部署的特

性、以及個人的價值觀來調整自己的領導風格；一直到80年代發展的近代領導

論，強調領導者的魅力特質，以及如何激發部屬旺盛的動機、贏得部屬的信任與

忠誠、以及帶領部屬實踐願景等。 

 

表 2-4 領導理論與研究的發展歷史 

時期 領導研究途徑 研究主題 

～1940 

1940s～1960s 

1960s～1980s 

1980s～ 

特質取向 

行為取向 

權變取向 

新近領導取向 

領導能力是天生的 

領導效能與領導行為關聯性 

有效領導取決於情境因素的結合 

具願景與轉化作用的魅力領導 

資料來源：Bryman A.(1992). Charisma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1  

 

Bryman(1992)認為，近代領導理論包括魅力領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

轉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與願景領導(Visionary Leadership)等三種領導

形式。其中的願景領導較強調組織核心的價值層面與中心思想，但願景僅能作為

溝通的觀念平台，領導者在勾勒未來願景之後，也應擬訂具體的行動策略來達成

願景，故本文將願景領導與近期出現的策略領導(strategic leadership)相結合，藉

由表2-5，將上述三種領導模式之定義、領導行為、領導特質、組織目標、與適

用情境等，做一整體性的描述(Bass,1985;1995;Bennis&Nanus,1985;Conger&Kan-

ungo,1987;Durbin,1998;Hitt,Ireland&Hoskisson,2001;Harris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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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近代領導理論之說明 

 
魅力領導 轉型領導 願景與策略領導 

定 

義 

透過組織成員的知覺，將領

導者的特定行為，歸因於英

雄屬性或非凡的領導能力。 

透過各種象徵性符號的領導

策略以影響他人。 

 

透過為組織建立一個現實、

可信與吸引人的未來美景，

以啟動策略性的變革程序。

領 

導 

特 

質 

1.領導者對自己的判斷與能

力充滿完全的信心。 

2.對環境與部屬的需求，具

有敏銳的覺查力。 

3.行為、言談、衣著等表達

技巧皆為魅力領導者的領

導工具。 

4.強調精英主義、以企業家

精神與模範行為等超然特

質來影響部屬。 

1.領導者深具領袖魅力，重

視意識型態（道德、使命

感、榮譽感等）的說服與

灌輸。 

2.在滿足成員需求與期望之

外，更注重成員提昇需求

層次。 

 

1.領導者相當重視建立組織

共同的價值、信念與目

標，促進組織的永恆發

展。 

2.具備高度的認知能力，能

夠吸納多元訊息來源，型

塑組織發展策略。 

  

領 

導 

行 

為 

1.對遠景有強烈的使命感 

，願意採取高成本、自我

犧牲、高風險的領導行為

帶領成員達成願景。 

2.反傳統、不依循舊例，以

創新的策略/遊戲規則突

破現狀、開展新局。 

3.審慎評估環境的資源和限

制後，採取策略性革新行

動。 

1.以激勵方式激發部屬強烈

的情感，以獲得認同、尊

重、與信任。 

2.提供成員個別化的關懷 

、協助解決問題，也強調

開發成員的自我潛能，例

如創新的思想與技術知能

的提昇等。 

3.建立可行、有遠見的前瞻

性願景，使組織成員有依

循的方針與理想。 

1.領導者的首要任務是為組

織設定願景，沒有願景就

等於沒有目標。 

2.不斷以口語或書面溝通的

方式，向他人表達願景的

訴求。 

3.擬定達成願景的策略計

畫，調整組織結構、維繫

優良的組織文化。 

組 

織 

目 

標 

領導者能建立一個理想的目

標，並且以他人能夠理解的

語言傳達、說明願景、激勵

成員，產生動力。 

組織的目標與願景是領導者

與組織成員共同設定、接受

的。 

願景的建立要和組織的核心

價值相結合，和組織成員相

互討論得到共識，並向標竿

學習。 

適 

用 

情 

境 

動盪的情境會促使魅力領 

導者的出現；當情境穩定 

時，魅力領導者會主動喚起 

憂患意識，劇烈推動變革， 

而非維持現狀。 

適合於組織發生變遷或面臨

危機時，為組織進行改革。

適用於一般情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 52 - 
 

二、組織策略願景 

牛津字典將願景(vision)定義為「人們所夢想，超現實，如幻覺般的影像。」

對組織而言，願景是組織的理想與藍圖，反映出組織的自我概念、價值與信念。

組織願景(vision)不僅能夠描述組織未來的發展狀態，亦可作為促使組織成員全

力實行共有挑戰與目標的原動力。Collin 與 Porras（真如譯，2002）認為企業願

景的內涵包含兩大層面： 

（一）核心理念(Core Ideology) 

核心理念根植於企業的核心價值(Value)，核心價值是一套引導組織原則與信

念的體系，其創造組織的恆久性格，一種從始至終的認同，這種認同獨立於環境，

並能夠超越產品或市場週期、技術突破、管理時潮以及個別領導者；核心理念尚

包括企業的核心使命(Purpose)，核心使命解釋組織存在的根本理由，其內含包括

顧客、產品或服務、市場、技術、生存、增長與盈利水平、經營哲學、自我概念、

公眾形象、對雇員的考慮等(David,1989)。核心理念必須被組織成員所共享並賦

予價值意義，追尋核心理念的過程即是組織自我實現的過程。 

（二）未來展望(Envisioned Future) 

未來展望的作用是激發變革與進步。宏大的願景目標(BHAG: Big Hairy  

Audacious Goals)應明確有力，成為人們努力的焦點，並作為團體精神的催化劑。

BHAG 通常需要十至三十年的執行期，其制定的標準必須超越組織當前的環境與

能力，並需要管理者與員工的共同創造來達成。此外，BHAG 必須透過鮮活、生

動的語言描繪出來(Vivid Descriptions)，將未來的目標化為生動的情境意象才能

夠激發人們的熱情與動力。 

如上所述，組織願景是隱藏在成員內心的一種共同感覺，此感覺無法由個人

來判斷，必須經由統合反思、深度對話的歷程顯現出來，因此較屬於抽象層次的

概念。關於組織願景的內涵與優劣並非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心，回到組織的能力

觀點，若能從願景的影響面與功能面進行統整，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組織願景是否

在企業內形成一股正面驅力，發揮其作用。一個能夠展現願景價值的企業，通常



- 53 - 
 

具備以下特徵(Senge,1994;Kotter,1996)： 

1.願景已不再是抽象的宣言，而可以被成員所覺查，提供行動的線索。 

2.願景能夠指引組織發展的方向，並明確指出組織需要改變、進步的目標。 

3.願景會激勵組織成員採取行動，即使該行動與短期、個人利益有所衝突。 

4.願景能鼓舞成員努力學習克服困難的方法，奮力追求卓越的目標。 

5.願景能在組織困頓時撫慰成員，帶來希望。 

6.願景可以有效地統合成員彼此的行動，提高自主性與行動默契。 

7.願景能督促成員不以完成短暫的目標為滿足，持續性的創造新的目標與挑戰。 

8.願景能緊密結合成員與組織間的關係，從認同上形成一種生命共同體的概念。 

9.願景建立已成為日常工作的習慣，但係基於分享的價值，而非提供標準答案。 

10.願景是在歷史的淬鍊下，由個人願景融匯、交流而成，而非政策性的宣示。 

 

三、組織習慣 

人類的知識、經驗、思想以及對於外在信息反應的處理方式，長久以來，若

無經歷重大事件的刺激或新訊息的進入，大腦編碼及儲存的總體，會相對處於穩

定狀態，此時，我們的想法、作法、判斷及反應便會具有「習慣性」。因此，個

體對刺激與反應的穩定關係可稱之為個人的習慣，若引伸至團體層次，則意指團

體內的集體行為模式與偏好（柯永河，1994）。對於組織習慣的系統性探討，最

早源自於生態學理論，組織生態理論主張組織的改變並非因為自主行動或決策者

的策略選擇，而是由於環境選擇的結果，由於組織存有慣性（惰性）壓力，因此

會阻礙進化改變的能力，組織中的因素，如沈澱成本、歷史包袱、抗拒變遷的政

冶因素等，皆助長組織形成「結構慣性」(inertia)(Morgan,1989)。此外，Leonard

Barton(1992)亦指出，企業在爭相開發核心競爭力的同時，不可忽視既有的核心

競爭力可能對企業發展與革新帶來負面影響，由於核心競爭力是一個內生的長期

累積過程，歷史事件、實踐經驗及企業傳統都是影響建構核心競爭力的關鍵因

素，核心競爭力若成形，及成為保持企業發展內在一致性的動力機制，從而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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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戰略選擇空間和業務活動範圍。因此，核心競爭力雖能創造競爭優勢，但

在面臨環境變化的同時，則可能轉變為企業變革的障礙，表現出「核心僵化」的

特性(Core Rigidity)。核心僵化會導致企業內部行動呆板，抗拒外部新知，推三

阻四、有限度解決眼前問題，以及障蔽上司視野等惡性循環的現象，為去除核心

僵固性與建立核心競爭力之間的矛盾，則可透過知識管理的創新活動來解決。關

於組織慣性研究的分類與內容可參見表2-6（鄭仁偉、陳家聲，1999）。 

 
 

表2-6 組織慣性理論研究文獻內容 

類別 文獻的研究內容 組織慣性形成的具體研究內容 

管 

理 

性 

因 

素 

在詭譎多變環境中，組織自主改變已

是生存競爭中的重要一環，但改變對組織

可能潛藏著威脅，雖然管理者在改變過程

中，會致力於各項管理障礙排除，並依實

際需要而改變其管理行為，但組織各階成

員可能因長期的某種管理型態，而不自覺

的建構了一種僵化慣性行為。 

․主管人員過度的自信與容忍。

․部門人員自我防衛的機制。 

․主管自我防衛的機制。 

․對外部環境的分析反應不足。

․人員向心力與能力的管理。 

․組織經營目標設定機制。 

․過度強調成功典範。 

文 

化 

性 

因 

素 

組織文化具有相當穩定持久特質，使

文化極易成為阻礙組織機能調適的慣性

因素。尤其在一個強勢文化的組織中，員

工對原有文化的認知，根深蒂固的認為是

一種習以為常的無言規範時，將造成人員

思考一致性，進而降低組織的創造力。 

․個人工作價值的選擇。 

․部門工作價值的選擇。 

․個人、部門專業化知識的影響。

․組織工作規範的產生。 

結 

構 

性 

因 

素 

組織結構係指組織成員權力行為和

活動所構成長期穩定的持續型態，其正說

明正式組織各項職務不易變動的緣由。為

適應激烈競爭環境，管理者期望組織能隨

著環境改變而做適度調整，為達此目的，

組織結構便以能提供可靠性的能力為原

則，因而導致高度複雜可再製能力的組織

結構，進而產生了高度的慣性力。 

․權力分配的集中性。 

․結構複雜性程度。 

․溝通網路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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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組織慣性理論研究文獻內容（續） 

程 

序 

性 

因 

素 

組織所孕育建立的作業程序，均以追

求效率為前提，並會依此要求而制定一系

列作業規範、步驟與回饋系統。組織成員

在處理日常例行事務時，均會遵從作業系

統運作，久而久之，組織作業慣性逐漸形

成；因而侷限人員思考範圍，使成員喪失

對環境變動的知覺和創造力，連帶促使組

織滯留於狹隘的經營領域中。 

․作業制度的不合理性。 

․資訊蒐集程序的標準化。 

資料來源：鄭仁偉、陳家聲，1999。組織慣性特徵研究，企業管理學報，第44

期，1-38。 

 

 

在企業發展的漫長過程中，大部分的企業無法逃脫組織慣性的影響，漸漸走

向衰亡的命運。然而，某些企業卻因擁有成功的習性而歷久不衰，甚而成為本業

中高瞻遠矚的一流企業，其中最為關鍵的核心習性有四點（真如譯，2002）： 

1.造鐘，而非報時—建立起經歷不同世代的領導人和各種產品生命週期後，仍然

持久不墜、適應良好的組織；而不是只依賴一位卓越領導人或者一個卓越的構想。 

2.兼容並蓄之美—在許多方面都能同時兼顧兩個極端。不是非黑即白，而是想辦

法魚與熊掌兼得，也就是兼顧目的和利潤、延續性和改革、自由與責任。3.核心

意識形態—將核心價值和目的，當作決策的指導原則，並長期藉此激勵組織上下

的成員。4.保存核心—保存核心意識形態，並且設法激發變革、改善與創新。 

國內目前針對組織習慣所做的實證性研究相當少見，張裕隆（2005b）曾選

取國內天下雜誌調查之標竿企業，並與其他一般企業、虧損企業（每股稅後盈餘

EPS≦0)在組織習慣之差異比較，結果發現，標竿企業在目標管理、抗壓、自我

管理、客戶導向、遵守紀律、與創新學習等六個組織習慣向度，皆顯著高於一般

企業與虧損企業。由此可知，良好的組織習慣對於企業績效與競爭力的影響，亦

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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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心智模式 

個體的自我概念包含了態度、價值與自我印象的部分；欲探討組織的自我概

念則必須先瞭解「組織文化」的意涵，Schein（陳千玉譯，1996）將組織文化定

義為「群體在解決外在適應與內部整合的問題時，所習得的一組共享的基本假

定」。組織文化可區分為人為飾物、外顯價值觀與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s)

三個層次。人為飾物是組織文化中的最外層，包括各種可見的物理環境、行為互

動與典禮儀式等組織架構與程序；文化內涵的第二層係為組織的外顯價值觀，價

值觀所涉及的組織意識型態與哲學觀，主導成員的行為方針，並提供成員評判事

物的方向與準則；最為深層的文化內涵係指組織對於問題解決的基本假定，此假

定是組織中根深蒂固的認知結構，其操縱組織成員的知覺與思考，包括環境與人

類的本質、人類的活動與關係等等。Robbins(2001)傾向將組織文化視為中性的概

念，無法做優劣的價值判斷，在不同時空環境下，某些組織實證有益的文化，不

一定對其他組織有利，一般而言，正向的組織文化具有以下功能：1.釐清界限，

使組織不同於其他組織；2.使組織成員自覺有身份，認定自我；3.文化使組織成

員將組織約束放在個人利益之前；4.提高社會系統穩定性，文化提供組織織成員

言行的標準；5.文化擔任了澄清疑惑及控制的工具，引導塑造員工的態度及行

為。而負面的組織文化亦具有以下特徵：1.阻礙變革—環境快速且持續改變，組

織固有文化可能不再合適，在難以因應環境變動時，反而會形成負擔；2.阻礙員

工多樣化—在強勢文化下，員工的價值觀、作風常固定在某個較小的範圍之中，

使得不同背景的員工特性逐漸消失；3.阻礙購併—購併的目的是要改善財務狀況

或讓雙方產品都能獲致綜效，但能否成功則視其文化能否交融。 

國內近年來從事的相關研究，多半以分類的觀點，探討組織文化類型在某特

定產業（企業）下，與其他組織理論構念的適配關係，但此類研究結果難以獲得

一致性的通則，因此無論在研究結果的外在效度或實務參考價值上的貢獻，顯得

相當有限。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發展企業轉型能力評鑑的指標，因而嘗試以心

智模式(Mental Model)的觀點探討何謂健康的組織文化？依據Schein對於組織文



- 57 - 
 

化內涵的層次分類，組織心智模式係指組織最為深層的文化內涵，組織的領導、

特殊事件、共有經驗會形塑成員的觀點、烙下思想的刻痕，此即為「心智」；而

組織成員藉此基本假設與信念來架構、詮釋外界事務的過程，即符合某種思考框

架，此框架不易覺查、也不易改變，故稱之為「模式」。Covey（殷文譯，2005）

認為，要瞭解組織行為的關鍵，必須研究人性的基本元素，其實組織行為是不存

在的，有的只是在組織機構中集體化的個人行為。因此，組織的長期問題與徵兆

可以藉由「全人思維模式」來加以解釋，其中包含四個部分： 

1.組織心靈（低信任度）—如果一個組織持續忽視人的靈魂或道德，或者做

出違背道德觀的行為，則該組織會出現信任危機，並表現出暗箭傷人、內部鬥爭、

受害者心態、疲於防備、資訊不流通及溝通不順暢的症狀。 

2.組織心智（缺乏共同願景／價值觀）—如果一個組織持續忽視人的心智或

願景，則該組織的成員不會有共同的目標或價值觀，人人喜歡政治遊戲、採用不

同的決策標準，且形成鬆散、混亂和模糊的文化。 

3.組織身體（組織不協調）—如果一個組織持續忽視身體上的自律，則整個

組織的結構、體系、程序和文化不會有準確的定位，並造成各部門間的敵對、依

賴與不協調。 

4.組織情感（缺乏授權）—如果組織忽視了情感，則成員對工作目標缺乏熱

情與情感上的認同，並形成下班後兼差、上班做白日夢、對工作產生厭倦、逃避、

恐懼與冷漠的負面情緒。相對而言，一個健康的組織心智所展現的特徵如下 

(Nevis,DiBella,&Gould,1995;Popper&Lipshitz,1998;Rubinstein&Firstenberg,1999)： 

（一）敏銳的感知與行動力 

組織需具有「從未來到現在」的回溯思維，將所欲創造的未來轉變為當下的

行動，或迫使未來的問題浮現在當下；在此之前，組織要有能力偵測出環境的變

化，謹慎且迅速的面對組織執行結果與目標的落差。 

（二）開放的實驗心態 

組織在發展其特定專業領域之外，亦應培養「外圍視野」，對其它潛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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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或程序）保持適應環境變遷的開放性備妥狀態，亦即具有嘗試與接受新事

物、新觀念和新作法的心態，以創造一種能使成員的創造力充分發揮的內部環

境，避免在典範移轉時喪失生存機會。 

（三）務實的學習態度 

組織內透明且有效的溝通系統雖能幫助組織分享各種資訊，但組織更需培養

容錯的能力，亦即組織成員能夠真實的面對錯誤，促使對組織有益的錯誤表面

化，並將錯誤當成學習的機會或視為持續改善過程的一部分。 

（四）健全的人格 

組織須培育相互信任、尊重、誠實、忠誠和人格完整性。健康的組織人格能

容納不同的意見與看法，各級領導人亦會經常與成員互動、溝通，並參與學習活

動；當發生危機事件時，組織能彈性運用不同策略，並允許成員以不同之方式來

因應問題，以增強每一成員的創造力與適應力。組織決策權的下放，亦能夠建立

組織成員自我管理的負責態度。 

（五）內外一體的系統思維 

組織須體認環境的混沌和不確定性，並將演化視為一種生存與發展的策略，

此策略即為組織目標的意識，透過系統化的思維模式，賦予個別成員行為的意

義、驅動個別成員的行為，以調校並連結環境、組織與個人三方面的需求與目標。 

吳思華（1994）將創新與合作的組織文化視為組織的能力之一，此類文化表

現出對人性的尊重、激勵與互助等，故對於組織的發展具有自我調適與改善的功

能。Raffa & Zollo(1994)與王文貴（2001）亦指出企業文化具有塑造組織願景、

凝聚群體共識、整合團隊資源等作用，透過其驅動，激發人的價值創造力，企業

文化與技術、結構的有機結合，將近一步發展成組織核心能力，最後外顯為企業

的持續性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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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學習與知識管理 

    組織轉型能力的表現形式係展現在組織願景、習慣與心智等潛在特質中，由

於轉型能力的發展本質具備生命特徵的概念，因此組織與個人皆能透過「學習」

來建構獨有的知識體系。知識的更新是保持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知識的創造則

需仰賴學習過程中的持續探索與自我省思，良好的組織記憶與學習能力，能夠使

組織累積過去經驗，成為具有思考能力的有機體(Allee,1998)。 

    組織知識活動的起點是由於組織實際的成果表現與期望的結果產生差距，而

針對這種差距進行偵測、矯治並將轉換的知識內化為行動依據的集體探究過程即

為組織學習(Argyris & Schon,1978)。組織學習可區分為單循環(single-loop lear-

ning)與雙循環(double-loop learning)兩種模式，單循環模式強調在既定的組織目

標、政策與規範下，尋求行動與結果的關係，其主要著重於檢視組織整體環境以

發現錯誤所在，俾使學習過程能符合組織內部的各種規範與標準，進而提升組織

知識適應能力。「雙循環」學習模式則可視為改變組織基本假定的運作機制，由

於雙循環學習主要針對現有的組織政策、規範、價值與組織意圖進行變革以達成

因應外在環境變化的目標，此頗符合組織轉型的理論意涵。Bruce與Albert(1998)

曾提出組織學習與變革兩者間的動態關係結構，他們認為組織所有的學習都是透

過不同的合作形式加以展現，其中最有效的便是團隊之間的合作，組織若有能力

去使用團隊合作所獲取的知識，則可宣稱該組織已「具備」(Equipping)新知；然

後組織會因應不同狀況予以整合與調適(Adapting)；最後則是透過重覆「使用」 

(Using)來強化學習之成效；再經由合作將知識予以制度化，如此不斷循環，而成

為學習迴圈。此外，就組織變革的觀點而言，組織學習會產生新的行為，進而對

企業造成影響，而組織文化便會隨之改變，再經由公司的評量與獎勵機制強化組

織所期望的行為，如此成為組織變革迴圈，由於行為的改變，再度增加知識使用

的領域，進而影響學習迴圈，如此良性的交互循環機制，會將企業推向更高的績

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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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組織轉型能力的基礎是建立在組織成員共同學習後所展現的知

識價值，由於此價值隱藏於組織成員的思考中，並需要透過知識管理的程序，亦

即知識的蒐集、儲存、評估、修正、與分享以持續創造新的知識價值。因此，組

織轉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則是充分利用組織學習的成果，從認知的改變帶動行

為的改變，繼而啟動並調整組織系統，以建立一個提昇智慧產值的創發環境，達

成組織的策略目標。知識管理與組織轉型的動態發展結構如圖2-6所示，其中的

知識管理迴圈解釋如下(Argyris&Schon,1978;Huseman&Goodman,1999;Wiig,2004)： 

知識獲取：組織知識的取得途徑主要來自於本身既存的知識以及外界輸入的

知識，組織必須考量策略性計畫，以清點、評價眾多的知識資產，擷取符合未來

知識需求並具有價值利益的重要知識。 

知識存續：為將組織的隱性知識外顯化，並將其與顯性知識從持有的個人擴

充到群體中，首要建立組織的知識庫，組織知識可以透過書面化與電子化的方式

放入知識庫，使知識能被人所利用。 

知識分享：設計快速且有效的知識轉移系統，透過教育訓練計畫、知識庫系

統、專家網路等，將知識分配至行動點，並嵌入在技術與作業程序上。 

知識創新：組織應用後的知識，可以成為進一步學習與創新的基石，在短期

內，可以藉由創造性的衝突與分享方式尋求解決之道；針對未來所需的能力，則

有賴於組織積極從事實驗與研究，培植有利於企業發展的知識效益。 

在知識管理迴圈中心的組織學習，是建立在組織單、雙循環學習模式之上的

「再學習」模式，亦即組織能以過去的經驗作為整體學習的基礎，並進一步整合

既有的學習成果，以因應組織所面臨各種挑戰，進而提升組織解決問題的能力。

因此，組織的再學習具有自我轉化與創新的功能。組織學習的效益除了展現在顯

性的技術能力之外，更重要的是能夠引發組織成員心智模式的改變，藉由心智模

式的改變，能夠避免組織慣性所帶來的影響，亦能培養正向積極的組織習慣。依

據Porras & Silvers(1991)的分類，組織轉型應屬於Gamma(B)型的模式，此模式

涉及典範轉移（亦即由某一典範取代既存的典範），以及組織型態與組織變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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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改造。 

圖2-6左邊，組織轉型迴圈的核心是組織領導者，組織領導者掌握整個轉型

機制的脈動，藉由領導特質與技能的充分展現，得以激勵、策動組織成員朝轉型

目標前進。而組織領導人的價值信念，將作為企業願景與策略規劃的基礎，透過

對企業社會與經濟目標的計畫，以及組織內、外在環境所進行的SWOT研究，可

以進一步擬訂企業的願景、使命、目標、方案、預算、步驟等執行順序(Steiner,

1997)。因此，組織領導者需要比他人擁有更高的學習能力，才能從急速變遷的

環境脈動中訂定清楚有效的策略願景，為了提升企業整體的運作效率，必須採取

有別於往常的漸進式變革方式，從企業流程的基礎進行徹底的翻新改造，重新設

計一個相應於轉型目標的經營架構與運作機制，並搭配各種制度規章強化組織轉

型強調的深層價值。如此，將有效撼動造成組織僵化，根深蒂固的行為慣性，成

功啟動組織轉型的巨輪。而整個組織轉型的動態發展歷程，係冀望透過轉型的運

作，鼓勵成員積極學習、激發自我潛能、營造重視回饋與坦承的文化習性，使組

織成員不斷運用各種資源發展工作技能與知識，並能與全體組織成員共享(Watk-

ins&Marsick,1993)，以巨幅提昇組織的績效與競爭力。 

總言之，本研究認為組織轉型能力係由圖2-6內的雙迴圈共構而成，一為組

織轉型機制內的心智模式、願景策略、組織習慣與組織再造等構面，由組織領導

者加以整合與推動；其二則來自於組織學習與知識管理的運作機制。組織轉型能

力需要汲取外界環境不斷輸入的資訊與能量，從持續性的刺激與自我調適的過程

中逐步發展，此等能力若能回歸市場競爭的歷練通過價值性、稀缺性、不可模仿

與不可替代等制約條件，即能開創核心價值並為組織帶來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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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組織轉型能力的動態發展歷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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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總結 

本文最終將引用 Spencer & Spencer(1993)針對核心才能所發展的冰山模型

與才能因果流程兩種模式說明組織轉型能力與核心能力、核心職能三者之間的關

係。圖 2-7 左邊是 Spencer & Spencer 提出的才能冰山模式，該模式對人力資源

規劃具有實務上的意義，冰山上層的知識與技巧才能是較容易看見與發展的，組

織可以透過員工教育訓練的方式提昇該能力；冰山深層的動機與特質才能則較不

容易探索與發展，因此必須運用合乎成本效益的甄選方式篩選合適的員工；介於

冰山上下層之間的自我概念（包含態度與價值觀）則可以透過長時間的教育訓

練、心理諮商，或員工的正向發展經驗善加培育。圖 2-7 右邊呈現的則是組織能

力的冰山模式，冰山上層係屬戰略管理學門所指稱之組織核心能力，如前所述，

此核心能力通常指向企業獨有的某種特殊技術或功能，該能力取決於組織的「專

業職能」，並可透過企業的生產活動與核心產品加以辨別；冰山下層則為本研究

所關注的組織轉型能力，該能力是一種組織的潛在特質模式，其蘊含的生命特徵

概念，亦可視為組織群體共生所反映出的獨特「性格」，此性格通常難以辨識與

掌握，因而需要藉由深度訪談或長期性的參與觀察來研究；介於冰山上下兩層之

間的是組織再造，組織再造係指組織以顧客價值與流程創新為導向，全面性的改

造組織的結構（技術創新、部門重整、決策路徑等）與管理（組織制度訂定的合

理性與執行的有效性）能力，該能力取決於組織的「管理職能」，對內可以作為

創發、穩定組織轉型的基礎，對外可以提供組織行動的框架，孕育組織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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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組織能力之冰山模型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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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對組織的承諾，以及互相幫忙的團隊精神與核心價值觀。 

    當組織的潛隱互動與表顯互動呈現相同、有利於組織發展的正面方向時，組

織得以用低成本的文化控制形式，激發成員的工作熱忱、凝聚目標、持續學習與

追求進步，組織政策的推行亦具有顯著的效能與效率，繼而養成、創造優於競爭

對手的功能與技術，此等技術經由市場地位的考驗，逐漸形成無可取代的核心能

力。相對而言，組織的潛隱互動雖然會受到官僚控制的影響，但若長期與表顯互

動的力場背道而馳，其所產生的衝擊亦不容小覷，嚴重時甚而具有取代官僚控制

的可能性。換言之，若組織潛隱互動與表顯互動的交互作用關係著組織的未來，

則組織潛隱互動應當展現之「健康」特質為何？正是本研究所欲探討之精義。 

組織轉型能力與組織核心職能雖然都是以個人的才能模式作為立論基礎，但

組織核心職能僅僅是將個人才能模式套用至企業組織，並普及於每位組織成員，

視為一種推論組織績效的必要條件；組織轉型能力則是將才能模式的分類架構隱

喻至組織層級，再引用組織行為的構念來詮釋組織的能力。Buckley(1988)認為企

業層級的競爭力衡量指標包括「投入面的發展潛能(Potential)」、「管理面的組

織規劃及控制過程(Process)」與「企業競爭力所展現出來的產出面績效(Perform-

ance)」三者，若結合Spencer的才能因果模式，則可清楚描繪出組織能力之發展

架構。如圖2-7所示，組織（個人）職能的內隱資質可以用來預測外顯活動中的

工作行為（技巧）；組織轉型能力的內隱資質則必須考量與組織再造的交互作用，

兩種能力發展路徑得以共同創造組織核心能力與績效。該模式之意涵為：1.組織

職能的內隱資質係鎖定在個體分析層次，若欲探究組織績效之成因，尚須納入組

織層級的轉型能力加以考量，換言之，個人才能需要透過社會工作場域的互動加

以檢驗，轉型能力所激發出的團體素質，才是決定最終組織核心能力與績效的關

鍵因素；2.組織轉型之內隱資質與外顯活動兩者呈現的是共變關係，而非因果關

係。組織再造取決於企業領導高層之流程與控管能力，並需參照組織內隱資質做

一權變式的考量，在理想情況下，組織內隱資質須能動態調節組織的官僚系統，

形成自我反省、穩定提昇的演化機制；3.組織核心能力來自於企業的核心知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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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組織成員承載著知識與技術的原型，並在潛隱互動的場域條件下，透過組

織再造加以統合與催化，若將整批核心技術團隊移植至不同場域，其核心能力能

否易地延續與開展，此種基於轉型概念的策略規劃能力則是當前企業所忽略，極

需重視與探索的思考關鍵點。 

 

 

 

 

圖2-8  組織能力發展之關係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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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中的組織類生命體隱喻，歸納說明關於組織轉型的五種潛在特質。為提昇本研

究在實務應用上的價值，在研究方法部分，則要透過深入訪談與次級資料的分

析，持續探索在組織轉型過程中，所表現的關鍵行為與潛在特質模式究竟為何？

並將研究結果發展成評鑑工具，以做為實務參考之用。此外，本研究已初步釐清

組織核心職能與組織轉型能力兩者在理論建構的差異，組織核心職能係以組織成

員個體能力的總合來代表組織的能力；而組織轉型能力在理論本質上係屬群體層

次的能力展現。本研究期望能藉由後續的統計分析，對現行的組織能力理論做整

體性的相關分析，且能進一步證實，組織轉型能力對於組織績效的影響力。 

 

 

 
 

 圖2-9  組織轉型能力概念之建構歷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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