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業數位學習  

 

(一)數位學習產業的經營範疇 

 
經營範疇：需求端 

 
從需求端來看，我們將以市場區隔的角度來分析，數位學習產業

大略可分為企業教育訓練市場，高等教育市場，政府市場以及中小學

市場。這四種市場性質迥異，以下將一一作說明。 
 
1. 企業教育訓練市場 
 
企業教育訓練市場主要是來自企業對於人才的需求。國際環境的

變遷已經從「Time to market 」進步到「Time to competence」，在產
品/技術生命週期越來越短暫之下，企業必須面臨更加強大激烈的競
爭。過去企業中人力資源部門的責任就是訓練員工掌握企業所需的技

能。平常是他們負責安排各種講習，聘請講師或者派遣內部講師到各

地訓練員工。由於訓練課程會耗費演講費，場地費，出差費，並且影

響日常業務的進度，而訓練的過程又具有高度的重複性，所以如果能

夠利用數位學習的方式，將訓練內容一勞永逸地製作成為數位教材，

將可大幅降低訓練成本。 
 
2. 高等教育市場 
 
這個市場由大專院校所組成，由於政府對大專院校的補助款逐年

降低，各學校紛紛設法開拓財源，數位學習成為一種可能增加營收，

減少支出得方法。歐美許多大學甚至直接與企業界成立合資公司，由

學校提供內容，企業負責經營，利潤分享。 
 
3. 政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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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由於公務人員龐大數量，而且所負擔的許多業務部和教

育訓練有關，所以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市場。舉例而言，勞委會現有

許多職訓單位，負責輔導勞工就業，可以考慮利用數位學習來擴大其

服務範圍。國防部也有各式訓練中心，訓練軍事官兵各項知識技能，

也可以考慮利用數位學習來節省其訓練經費，提高學習效能與效率。 
 
4. K-12市場 
 
K-12市場代表由幼稚園到高中之間的教育市場。由於大部分的

國家都把 K-12的教育是為國家的基本責任，所以企業能夠在此獲利
的領域，大多是學習輔助工具的市場，其種類包括成立各種供老師家

長學生使用的教學網站，多媒體教材開發工具等。 
 
而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許多業者紛紛跨足在不同的領域間，試

圖整合數位學習的功能，以提供顧客整體的數位學習方案。另一個值

得注意的焦點是，許多傳統的大學，也開始投入數位學習的市場中，

紛紛成立了許多的數位學習的學程，這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此

外，相較於其他數位學習的業者，傳統大學擁有較完整的課程內容知

識，且內容的提供，是佔目前數位學習市場中比率最高的，也是一般

尋求數位學習的個人、企業、政府等單位最關注的。然而，誠如先前

所提到的，市場區隔間的整合是必然的趨勢，如何提供一個完整的數

位學習方案或是策略是未來數位學習市場的一大挑戰。正如Marc 
J.Rosenberg（2001）所說的，假以時日傳統或營利的大學、線上教學
公司、學習入口網站以及其他形式的數位學習事業體，很可能以結盟

合作的方式，以囊括這幾個不同的市場區隔。 
 

經營範疇：供應端 

 
從供應端來看，以數位學習產業可以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Rosenberg(2001), 陳佳賢(2001)，黃貝玲（2001），郭秉宸（2002）皆
指出可以區分成三類：基礎設施、內容、以及服務，茲分述如下： 

 
（1）基礎設施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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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製作、傳輸與管理數位學習內容所需的相關軟硬體設

施，主要包括軟體課程管理系統，教學平台，教材開發工具，寬頻網

路設備，視訊設備等。台灣的資訊產業非常發達，由於國內資訊產業

已經逐漸到達成熟期，所以廠商紛紛尋找加值應用的新領域，數位學

習的解決分案正是這些廠商眼中可以拓展的商機。如一般學習管理平

台（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的提供者。  
 
（2）內容提供者： 
 
學習所需要的教材由內容提供者提供。課程的內容大概分為五大

類：IT技能、企業技能、生活型態、學校課程、量身訂製的課程。
內容是所提供的學程、課程、教案，多媒體內容（聲音，影片，圖片）、

實習、題庫、課前/課後測驗等等。雖然常有人宣稱「Content is the 
king」，但在網際網路泡沫化之後，「如何讓使用者願意為內容付費」
成為所有業者的優先考慮事項。在目前優質的數位學習內容來源有

限，課程初期開發成本高昂，而回收仍處於不確定的情況下，許多業

者對這方面的工作保持觀望的態度，這一點就有賴政府以及大型財團

法人機構（工研院、資策會等）逐漸將其長期耕耘的成果釋放出來。

目前台灣市場上並未出現世界級的內容提供者，但是未來仍有非常大

的發展空間 
 
（3）服務提供者： 
 
服務則是指各種顧問諮詢，課程設計，系統維護，以及教學過程

所需的種種人力資源。以提供與學習有關的服務為主要的營收來源，

如學習入口網站、數位學習套裝軟體的租賃、諮詢顧問服務等、數位

學習學輔（Mentor & Facilitator）、實習、證照/能力認證等等。這部分
的工作，通常需要專業的顧問公司來協助處理。以美國為例，PwC，
Arthur D. Little，Ernst & Yang等顧問公司，現在都有成立專業的部門
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而許多大型的數位學習政府標案，也都會先請

顧問公司來協助規劃設計，才開始展開投標的工作; 數位學習學輔的
人才養成和獎勵方法都仍待設計; 數位學習搭配能力認證的制度也
因為需要公正第三者機關單位參予制定而尚在萌芽階段。目前我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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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服務這個區塊，尚未有專業的服務公司出現，所以這方面的

工作，多是由內容提供業者或者學習管理平台業者協助提供。 
綜合前面需求端與供應端的敘述，我們用圖 2-1說明整個數位學

習產業環境所包括的參與者和產品服務。 

 

 

  

圖 2-1：數位學習產業環境 
資料說明：廖肇弘，（民 91年），資策會教育訓練處內部文件 

 

(二)企業數位學習的興起 

 
在知識經濟時代中，企業的競爭取決於所擁有的人力素質，傳統

的教育訓練方式，逐漸無法跟上快速的時代變遷，以及知識的更替。

此外，隨著相關技術的逐漸成熟，促使了更多的企業將其訓練的方式

轉換成數位學習(廖培瑜，民 90)。除了在網際網路發達的帶動下使得
數位學習蓬勃發展之外，數位學習背後的驅動力量，尤其是對企業訓

練學習而言，還可歸納出下列幾點因素：(黃貝玲，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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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的經濟：許多企業在種種商業環境的驅策下，積極
尋求拓展市場至全球其它地區。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滿足企業內

跨文化、跨國籍的員工，甚至是策略合作夥伴的知識需求，數位學習

的確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解決方案。 

（2）知識對工作環境重要性的與日俱增：在邁入知識經濟時代
之際，實體資產對企業的重要性已逐漸被智慧資產所取代。再者，與

工作相關的知識和技術更新的週期也越來越快，而可利用的時間也相

對地愈來愈少，透過數位學習機制，讓企業員工在既節省成本、又方

便、有效率的情況下進行訓練。  

（3）資訊科技人才短缺：隨著資訊產業的蓬勃發展，伴隨而來
的科技人員短缺，也是促使企業訓練需求增加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目前企業對於數位學習在引進的方式，主要可分為自製和委外

兩種。首先在自製的部分，大多數的企業採用自製原因主要可分為下

列四點（廖肇弘，民 90）： 
（1）企業可以掌握教材及課程品質。  

（2）較能凸顯企業文化。  

（3）較能加強員工的凝聚力。  

（4）較能與企業的訓練計劃及流程相互整合。  

 
至於其它選擇將數位學習活動委外辦理的企業，其主要的理由如

下（Rosenberg，2001；樂為良，民 90年）： 
 
（1）對於多數的企業來說，學習並不是其主要的業務項目。既

然投資學習是改進工作績效的根本，投資水準無論是否適當都是有限

的。由於科技的快速變遷，一般的企業很難長期投資大量的資本，在

維持數位學習的功能。 
 
（2）核心能力的不同。不同的企業有其本身的專業能力，也佔

有不同的市場區隔。因此，一般的企業，除非是數位學習業者，其核

心能力當然不會是數位學習。  

 
（3）企業需求程度的不同。由於企業的目標、方向，經常是變

動不定的，因此企業內部訓練的需求一定是不同的，必須視情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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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將數位學習的功能委外，將可使得企業保持較大的彈性及選擇的

空間。  

 
綜合 Rosenberg所提及的三項企業數位學習委外的因素，可以很

清楚的了解到，為什麼現在大多數的企業，會將數位學習的功能委託

數位學習服務提供者的方式來進行，並且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市場將

會逐步擴大，將會有吸引更多的業者或機構投入經營。。因此，可以

預見的是，企業數位學習產業經營者將會在企業面臨全球化競爭以及

劇烈變動的時候，持續提供完整服務與解決方案(廖培瑜，民 90)。 

 
企業客戶將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學習需求，而經營者要提供專業的

企業數位學習服務，需要有相當強的組織和人力作為後盾，並且投入

相當大的資源去經營。因此，國外的經營者多半是由政府參與扶植而

進入這個領域，本研究挑選數個著名的案例，列於附錄七作為參考；

而國內目前已經投入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企業和機構仍屬少數。以下

提出兩個實例作為說明。 
 

(1)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訓練處： 
 
早期主要任務，為協助政府對國內資訊人才培訓進行整體的規

劃，並接受其委託，執行資訊人才培訓的養成與在職訓練工作，有效

帶動產業界應用訊技術的能力。從事相關業務已經有長久的歷史，並

且累積了相當多的機驗。目前主要是聚焦在提供資訊技能訓練，從事

前瞻性之研究規劃，出版教學媒體，辦理電腦技能檢定，以及規劃科

技管理、無線通訊等資訊相關領域之課程給產業界。(資策會教育訓
練處網站，民 92)。 

 
從去年（民 91）到今年（民 92），資策會教育訓練處將過去累積

的經驗和知識加以 e化，分別成立了產業電子化訓練中心和數位學習
技術中心，對外推出了混成式學習服務（blended learning）。 

 
(2)台灣金融研訓院： 

 
近年來，政府為順應國內外經濟情勢的變化及金融發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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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行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其所衍生的創新與競爭，為我國

金融產業的生態帶來了一番嶄新的面貌，同時凸顯出相關之金融研

究、訓練或諮詢機構亦亟須隨之擴充其資源與規模以提昇品質和效

能，藉以滿足金融業未來發展的需要。 
 
台灣金融研訓院的設立宗旨為推廣金融教育及研究，提升專業素

質，以促成金融業務現代化。它是由金融人員研究訓練中心和金融財

務研究訓練中心於 2000年合併後成立，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以及國內金控公司風起雲湧成立的人才需求，也結合網路學習與能力

認證等以提供金融界所需的企業數位學習服務。(台灣金融研訓院，
民 92) 

 
綜合上面所述，由於全球化的浪潮和企業競爭日益激烈，企業所

需要的學習服務，將越來越顯得迫切。不受侷限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的

數位學習必然是企業所選擇的一條途徑，專業的學習服務提供者將尋

求結合將所有的學習資源（如學習輔導業師、學習社群）結合起來，

來提高學習的成效和降低企業的成本。因此，企業數位學習業務

(corporate e-learning operation)勢必成為業者急欲進入經營的領域。 
 

(三)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參與成員 

 
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需要很好的團隊合作才足以成事，而專業人才

的職責各有區隔。舉例來說，企業內的決策階層擬定業務方向與策

略；學習業務負責人或數位學習規劃師擘畫學習服務方案；課程專案

經理協調團隊成員以及外包廠商的工作；教學設計團隊負責將領域知

識轉換成教學目標和目的，以特定的學習活動來呈現(包括實習、面
對面上課、web課程、討論區等等)。以下的敘述將針對幾個重要的
參與成員的職責和任務做介紹 

 
1. 領域內容專家 (Subject Matter Expert) 

 
在數位學習服務當中，課程主體內容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課程主

體內容包含了內文、影像、音效及插畫等等，以表達出課程的主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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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涵。領域內容專家必需深入了解數位課程體的主題，如此才能

協助數位學習服務工作人員提供或挑選合適的材料。領域內容專家可

以是各行各業學有專精的人才：教師、學者、業餘收集者、專業從業

人員、工程師或者是對一主題有相當知識和權威的人。一個特定領域

學習主題的呈現，將因為領域內容專家的貢獻，而表現出深度、廣度、

及精確度。領域內容專家提供學科知識的正確性，並指導製作群以最

適當的方式呈現學科知識。領域內容專家建議為教授該學科內容的資

深教師和該學門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為宜。(徐新逸，民 84) 
 
，可以是原始的、處理過的、授權過的、或是公開的資料。舉例

而言：作曲家可以提供原創的樂譜，影像擇取服務﹝clip art service﹞
可提供不需版權的影像而抽取佣金，製片人可同意使用劇中的情節，

而政府機構則能提供相關的檔案等。和上述內容提供者的互動包含了

商討生意和授權合約，從個人或團體獲取知識和材料等。(李賢輝，
民 86) 

 
課程內容資訊的來源如同數位學習服務中課程體的主題一樣，擁

有非常廣大的範圍。尋找資訊的良好開始可以是網際網路、投影片、

講義、論文和期刊等等; 而領域內容專家的來源可以是研究機構、企
業界、學校等等，而專題研討會、演講會當中也會有許多的領域專家

出現。有學者指出，有關領域專家的角色定位可以分成作家、編輯和

研究員（Writers、Editors and Researchers）(徐新逸，民 84)： 
 
資料收集研究者：專家對於其熟知的領域知識和其他人比較起

來，更懂得如何去找到有關的資訊來源，研究顧問﹝research 
consultants﹞對於難以搜尋的資料獨有專精。雖然目前網路資源豐
富，一般的圖書與期刊也都容易取得，但若非經驗老到的收集者，要

針對課程主題內容來收集資料可說是既艱難又耗時。而資料收集者還

能幫助搜尋產品中相關於內文的版權問題，但這一切都要視課程的本

質特性而定。(李賢輝，民 86) 
 
作家：作家以文字給予原始資料外觀和意義。這些能讓大眾閱讀

及演說的文字，作家還要依產品的要求，賦予不同的語調，啟發的或

是實用的。而領域內容專家還要依照數位學習服務的要求，依照該課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後組 郭秉宸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程的屬性（入門或是進階）和閱聽對象（一般大眾或是專業人士）而

有所改變，賦予課程不同的調性（tune）。舉例而言：互動式醫學訓
練內文的語調若採用輕鬆、聊天的方式，可能會吸引門外漢，但這就

忽略對醫學專業應有的尊重。  
 
在一般的教室教學或訓練課程，老師的講授內容除了課程本身的

進行之外，還包括了臨時增加的解釋以及與學習者即時互動的對話。

而數位學習課程是於正式上課之間就事先製作完成的，所以領域內容

專家必須先寫下有關課程內容的詳細講述。因此領域內容專家需要深

切瞭解到良好溝通對話的本質，才能將專業知識、思維邏輯以及文句

修辭作通盤的考量和整合，讓參與數位學習服務的學習者真正得到教

學的效果。 
 
編輯者：領域內容專家另外一項工作內容是編輯。編輯一般編輯

的工作就是閱讀作家的作品之後加以修改，使之簡單、有效率，合乎

產品要求的標準。主編﹝principal editor﹞需要熟悉溝通其中不同的風
格和習慣，才能使課程達到實用性。而所有編輯都要對產品有一清晰

的概念，以此為基礎，來塑造色調、語調和內容。另外，謄寫編輯﹝copy 
editor﹞也是一重要的角色。他使內容正確無誤、各幕互相串連。這
份職責的內容至少包括了修改文法、標點符號，以及商標使用的正確

與否等。 
 
一般來說，領域內容專家提供專業知識，為了課程內容的呈現部

份，領域內容專家得和課程體製作廠商（其中包括使用者介面設計

師、視覺設計師、動畫設計師等）密切合作。如果在數位學習服務當

中，有關教學內容設計的部分是由教學設計團隊負責的話，則領域內

容專家必須常常與教學設計團隊共識並維持互動，以確保真正地表達

出課程的教學內容。 
 

2. 學習輔導業師 (Mentor/Facilitator/Moderator) 
 
學習者純粹透過線上課程學習，遇到困難處會有不知道向誰發問

的困擾，網路中的互動性也不如傳統教室教學來得好。因此數位學習

為了要彌補這些不足，就需要具備業師（Mentor），或是學習促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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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or），亦或學習調和者（Moderator）這類的成員，來幫助學
習者有效率並且以正確的方式學習。對於這三種角色，國外學者作了

以下的詮釋： 
 
Corner（2002）提到，業師（Mentor）是具有特定領域內容知識、

經驗和/或技能的個人，有能力、也願意與他人分享個人的資訊。Corner
另外提到，Mentoring的過程是有經驗的業師教導和訓練較少知識或
經驗的學習者，而此過程是需要學習的人與願意幫助和引導的人之間

動態的結合。在業師的指導下，學習者除了數位課程的外顯知識外，

還可以獲得具有價值的內隱知識和過去的經驗傳承。 
 
學習促成者（Facilitator）和教室學習當中的講師（Instructor）不

同，他們會輔助學習者但是並不是主動的帶領。他們回答與線上課程

有關的疑問、解決由線上課程所引發的問題、調和線上討論和聊天室

中的內容和鼓勵落後的學習者。 
 
Horton（2001）指出，學習促成者需要具備足夠的領域內容知識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tter）和數位學習科技的知識。如果學習
促成者需要透過電子郵件或線上討論來與學習者溝通，則他們要能夠

用寫作的方式來表達真實的資訊和感性的考量。Horton亦認為學習促
成者還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一個好的學習促成者對於感到困惑

或挫折的數位學習者，尤其是常常會犯下同樣的錯誤並且重複問同樣

問題的學習者，要有很好的耐心以及同理心來面對他們。 
 
Salmon（2001）認為學習調和者（Moderator）可以敘述成為具

有專門知識的助教：他們在線上處理學習者之間的事項，通常是兼職

從事這樣工作。學習調和者主要的角色在於介入學習者當中，來使得

他們所建構知識在不同的情境下皆是有用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數位

學習中學習調和者的目的，在於賦予內容更深一層的意義甚於課程內

容的傳送。 
 
在本研究當中，將以上三類的成員歸類成「學習輔導業師」。 
 

3. 學習社群領導者 (Learning Community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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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是一群人匯集在一塊，而每位成員皆能參與其中並貢獻

心力並且形成一種學習文化的團體。一群學習者能分享並且擴展各自

的知識和技能，即支持彼此個別的知識和技能的成長，則學習社群就

形成了（Donald E. Hanna、Michelle Glowacki-Dudka、Simone 
Conceicao-Runlee，2000）。 

 
將學習社群的觀念用於企業數位學習，很重要的一點即是鼓勵成

員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還有提醒社群成員如何正確的學習並且創造

一個機制來幫助成員來分享他們從彼此當中所學到的知識。社群成員

要把自己定位成學習者，清晰的表達他們學習的過程、目的和計劃。 
 
支援學習社群的活動舉例來說，包括了課堂討論（教室面對面/

網路即時）、個別和群體研究、完成團體計劃和報告、協同解決問題。

在討論的過程中，知識和創意就透過對話和辯論當中形成並且交換，

而學習者被預期會彼此給予回饋。因此，數位學習需要有嫻熟於專業

知識並且熱心稱職的領導者，帶動所有參與成員樂於學習、樂於分

享，進而學習社群才能夠蓬勃發展。 
 

4. 教學設計師 (Instructional Designer) 
 
領域內容專家基於對專業題材的瞭解，本身即可以進行教材編輯

的工作，來針對主題作出深入的闡釋與說明。專業內容必須經由良好

的邏輯來轉換成教學目的和教學目標（Learning Goal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不過，領域內容專家通常並非專職參與企業數位學習產
業，在時間以及體力均為有限的情況之下，編輯的工作將會由專業的

教學設計師負責。實際上，教學設計師將依據領域內容專家提供的專

業內容素材，來訂定教學架構、發展教學策略、設計教學活動以及產

生教學設計文件（楊淑慧，民 91）。教學設計專家需要具有教學科技
專業背景，有完整的課程設計經驗。教學設計專家必須熟悉教學理

論、教育心理學、電腦知識、課程特性及課程應用之環境。嚴格來說，

教學設計專家不但應具備實際教學經驗，並且應修電腦輔助教學之進

階課程(徐新逸，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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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程專案經理 (Project Manager) 
 
課程專案經理應具備教學科技、大眾傳播、心理學、訊息設計、

企業管理及多重知識背景，負責整個專案規劃、管理、執行、監督，

與內部協調之工作。專案經理肩負整個專案之成敗，因此必須做好與

委託單位溝通之工作，並擬出具體的工作項目、時間表並負責控制預

算及進度(徐新逸，民 84)。另外，課程專案經理還需要確保課程的品
質、風格調性、推廣等工作（Donald et al.，2000）。 

 
6. 課程體製作廠商 (Courseware Manufacturing Vendor) 

 
課程體的基本結構應包含知識本體及教(Teaching)、學

(Learning)、輔(Collaborating)、評(Evaluating)等輔助元素，將課程教
材及講演內容進行數位化，僅為製作課程體(Courseware)的第一步，
課程體除了包含數位化後的課程內容以外，它必須包含 課程內容的

傳遞(Delivery)模式、 教學與學習的流程管控、 學習歷程(Log)、
以及 學習互動工具集(Tool set)。（呂新科、邢溢將，民 90） 

 
課程體製作部分牽涉到的層面更為廣泛，依照專業還可以再細分

成為程式人員、美工人員以及多媒體製作人員，其細部分工如下所述： 
 
程式人員：為專業的程式設計工程師，具備撰寫程式語言和應用

多媒體編輯軟體之經驗。對硬體設備均具有深厚素養。 
美工人員：根據腳本與口頭溝通，負責所有圖形、動畫等創作及

美化工作。 
多媒體製作人員：包括專業旁白、配樂、音效人員。如果課程軟

體需要影片拍製，另外還需要導演、演員、攝影師、場記、剪接師、

燈光、化妝師配合。(徐新逸，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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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發人員的定義與特質 

 

(一)研究發展人員之定義 

 
依據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1996）對於研究發展人員

（R&D Manpower）的定義是：「科技發展執行部門參與研究發展有
關之人員總和，包括研究人員、直接參與或協助研究的技術人員以及

支援人員。」其中研究人員（Researcher）為：「目前從事研究發展工
作，且具有博士、碩士、學士學位，或專科畢業具有三年以上研究經

驗，但不包括研究所之博、碩士班研究生。」 
 

(二)研究發展人員之特質 

 
研發單位所面對的外在環境，以及所從事的工作皆充滿著高度的

不確定性; 再加上研究發展人員長期接受科技教育養成以及經年從
事科技活動的影響，一般而言，研發人員的特色為自我導向、高激勵

成就導向、高教育水準、工作變化的需求大、追求完美、對自我要求

高。表 2-1彙整了高科技研發人員的特性。 
 
除了上述的特性之外，研發人員對於要求工作具備更多的挑戰性

和自主性、天資聰明、做事認真、具有較強的自我概念、人際關係的

處理方面較差以及高成就動機等（蕭琨哲，民 81）; Stell與 Lowell
（1975）（轉引自李叔霞，民 83）也指出研發人員由於不同的出身背
景、不同的價值觀以及與別人溝通的時候缺乏共同的語言，在組織當

中容易成為特殊族群。Holland（1973）由職業興趣與人格特質來探
討職業分類，並且提出研發工作的環境刺激人們從事實際的活動與研

究的活動，鼓勵技術性、科技性的能力與成就，而並非著重在人際關

係的能力上面。因五研發人員的人格特質擅長於分析、邏輯思考、謹

慎的、批判的、好奇的、敏銳的、羞澀的、有條理、內省的、不擅社

交的、實際的。Pelz與 Andrews（1976）的研究結果中發現高績效的
研發人員的特質是自我信賴、獨立、工作的激勵來自自己而非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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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喜歡從事多樣化的工作。Keller（1984）進行跨文化研究發現，
研發工程人員的高創新導向、低清楚情境的需求、高自尊與高親和的

需求，將提高工作績效。以上是學者所認為一個具有高工作績效的研

發人員所應具備的特質。 
 

表 2-1：研究發展人員人格特質整合表 

作者 年代 特色內容 

Lowell 1975 

提出研究人員有以下特
徵： 
♦邏輯思考能力強、層次較
深、講究事實、傾向依賴
證據作決策。 
♦對事情的興趣比對人的
興趣高; 比較不注重人際
關係，不善於表達自己。 
♦擁有較高的學習意願及
自我優秀議事，傾向目標
導向的創造性工作。 

Leavitt 1978 

技術專業人員應具有下列
特色： 
♦有較高的教育水準。 
♦較一般員工需要較高的
激勵。 
♦較高的潛在生產力。 

Tingstad 1991 

提出研究人員有以下的特
徵： 
♦高激勵導向，需要給予更
多的責任和獨立，並且熱
衷於學習。 
♦有努力意願，尤其是挑戰
性專案。 
♦在工作上追求經驗累
積，求知慾高。 
♦小心且正確地學習實驗
操作。喜歡被重視。 
♦喜歡額外的上課或訓
練，尤其是資金由雇主所
提供。 
♦樂於擔任較小專案之專
案負責人，勝於大專案的
技術人員。 

資料來源：引自李叔霞（民 83） 

 
 
綜合上面文獻敘述，研發人員的特質有：（1）可以忍受模糊與不

確定的情境，由於其主要工作內容在於開發出新的產品與技術，勇於

面對未知將有助於完成正在進行的計劃。（2）自主獨立性：能夠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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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自己完成一項計劃與實驗。（3）彈性：思考有彈性，能夠增加
新的經驗（4）內控：研發人員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從錯誤中嘗試，
這些都和他們認為成功是操之在我的意念有關。（5）創新：研發人員
要有創新的能力。（6）自制力：研發進行期間冗長，因此必須冷靜自
持。（7）敏銳、理性：強調邏輯思考。（轉引自吳素靜，民 86） 

 
 

第三節 工作動機 

 
人們對於參與一件工作的決定在於其此工作的特性是否足夠引

起其動機，工作動機足夠與否足以影響人們對此工作的參與程度，因

此本節將歸納並整理國內外有關動機的理論文獻，並且探討內在與外

在工作動機。 
 

（一）工作動機的定義 

 
動機是給予個體能量並引導目標行為的過程(Weber, 1991)，也就

是在某些因素(如個人性向、技能、對工作與環境的理解程度)受到控
制下，個人行為之方向、幅度及持久性能由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係

來解釋(Campbell & Pritchard, 1976)。簡而言之，動機是促使個體去完
成某些欲達成的目標或工作的歷程，亦即當一個人花費努力或精力去

滿足某一需求或達成某一目的行為歷程(Herbert, 1976)。 

 
Poter & Steers(1974)認為動機有三個主要功能，第一是產生能

量，也就是產生出某種行為所需的內在力量；第二是指引方向，即人

們會對某一種情境特別投注心力，在其他情境則不會；第三是持久，

它使人們長久從事某項工作，卻對其他工作缺乏耐性。由此可知，工

作動機說明了人們為何從事某些工作，從事此一工作時，為何採取某

一程度的努力，並且能持續努力。此外，工作動機扮演了一個經營上

的重要功能，它使得部屬或員工們能被誘導去完成他們工作上所期望

的成果，換言之，管理者會透過某些手段，來刺激員工需求(needs)，
使員工產生行為動機(motive)並進而產生行為(behavior)，以使員工行
為能和組織目標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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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動機的觀念應用在工作上，就是工作動機。換句話說，工作動

機是趨使人們完成其工作的歷程，也就是影響人們在工作場所行為表

現的因子。工作動機（work motivation）由英文語源分析，Motivation 
的拉丁字根為 movere，是“動(to move)“的意思，因此動機一詞隱
含有探求行動機制，亦即行動發生的原因之意（劉兆明，民 81）。許
多學者亦曾對動機（motivation）提出看法，如下︰ 

 
學者認為：所謂動機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動機係指引起個體活

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在作用
（張春興，民 82）；另有學者則認為，引發個體動機的行為係由於個
體接受某種刺激而引發其需要，而造成心理上的緊張或不適狀態（許

士軍，民 84），為解除此一狀態,於是促進個體採取各種行為並朝向目
標，以獲得滿足等環節的重要促動因素。 

 
Scott（1976）認為，在企業組織中，工作動機扮演了一個經營上

的重要功能，使得部屬或員工們能被誘導去完成他們工作上所期望的

成果；對個體來說，動機也配合了那些驅使個體依著完成目標方向前

進的內在壓力。 
 
Owens(1991)則認為，動機是由被描繪成願望、慾望、驅力等所

有內部的助力條件構成的，它是使個人活動或運動的內部狀態。 
 
Robbins(2003)則認為，動機是個體與情境互動後的結果，願為組

織目標努力的意願，其包含三個要素：努力的程度、組織目標及員工

需求。 
 
Pinder(1984)則集其大成，將工作動機定義為”一組起源於個體內

或外的推動力量，引發與工作有關的行為，並決定其形式、方向、強

度及持續時間”。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工作動機是影響員工在工作場所的行為表

現因子，本研究認為工作動機可以分為二部份來加以說明。第一，就

個體而言，動機配合那些驅使個體循序著，完成目標方向前進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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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力（Scott，1976）。第二，在企業組織中，工作動機扮演一個經營
上的重要功能，使得部屬或員工們能被誘導，完成他們工作上所期望

的成果。 
 

（二）動機理論 

 
工作動機的基本研究課題，在探討人為什麼會努力工作?各種工

作動機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從近代的相關動機理

論之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大理論：一為內容理論(Content Theory)，著
重對個人內在需求因素之探討；二為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主要
在探討個體行為如何被激發、引導、維持與停滯之過程；三為增強理

論(Reinforcement Theory)，主在說明採取適當管理措施，可利於行為
之發生或中止。本研究將主要之理論分別說明如下： 

 
（1）內容理論 

內容理論強調員工個人的需求，不同的學者對於個人在需求的層

次劃分上，或名稱的使用上有所不同，因此提出不同的理論。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1954）提出了每個人均有五個層級的需求，她認為人

類的所有行為是由需求所引起，人類的需求由低到高分為五個層次，

依照順序為： 
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包括諸如饑餓、睡眠、性、保護身

體的物體等基本需求 
安全需求(Safety needs)-個人需求保障、免於被別人侵犯的威脅。

此階段包括安全、穩定、依賴、保護、免於害怕、免於焦慮等 
社會需求(Social needs)-包括感情、歸屬、被人接納及友誼等需求 
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包括個人的自尊(對自己的成就、能力、

自信)和受他人的尊重(如地位、承認、讚賞、尊嚴) 
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經由了解自己、接受自

己，進而發揮自己的才能。此階段包括工作成就、升遷、工作挑戰、

自我實現，強調個人潛能所可能發展完成的成就,及創造力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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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low 認為在某個層級的需求達到相當程度的滿足後，才會再

追求其上一層的需求目標,雖然需求無法達到完全的滿足，但只要達
到相當程度之後，該需求就不再具有動機的誘因；所以，若想促使某

人的動機時，必須先瞭解他目前的需求層次。 
 
2. Herzberg(1957)之雙因子理論 
 
Taylor等科學管理學派為提高產能所設計的專門化和例行化的

工作內容，雖然節省了人力、物力，但卻也造成員工工作的不滿意和

較高流動率等的負面影響。為解決過去單調重複性的工作，1950 年
代末期，Herzberg 等人以匹茲堡地區大約二百名會計人員及工程師
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其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從他的研究中發現，影

響工作滿意度與不滿意的因素並不相同，而得到以下兩項結論：某些

工作情況出現時，可以使人感到滿足，但若不存在，並不致於造成不

滿足，這些工作情況稱為激勵因素（Motivators）；而某些工作情況不
佳時會造成不滿足，但若這種不佳的情況消失，並不會導致滿足，這

些工作情況稱為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 
 
激勵因素包括有：成就、認同、升遷、工作本身、成長可能性、

責任；而保健因素則包括：公司政策及行政、技術監督、與上司人際

關係、同事間人際關係、與下屬人際關係、薪資、工作保障、個人生

活、工作環境、地位。因此，屬於保健因素的多為工作外的因素

（Extrinsic to Work），屬於激勵因素的則多為工作內的因素（Intrinsic 
to Work）。 

 
傳統觀點認為工作滿意與不滿意是一相對的概念，亦即若造成工

作滿意的某些因素無法繼續保持時，則工作者將會感到不滿意，但二

因素理論反駁了此將工作滿意與不滿意處於一連續構面的觀點；此理

論最大的貢獻，是將工作的滿意與不滿意置於兩個不同的連續體上，

也就是兩者的構面並不相互對立。相對於工作滿意的是無滿意，而相

對於不滿意的應是無不滿意。 
 
3.Alderfer 之 ERG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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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rfer的理論架構與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大致類似，Alderfer 

將人的需求由下而上歸類為三個層次：生存需求（Existence Needs），
相當於Maslow 理論之生理及安全需求；關係需求（Relatedness 
Needs），相當於Maslow 理論之社會及尊敬需求；成長需求（Growth 
Needs），相當於Maslow 理論之自我實現需求；但 Alderfer 認為一個
人可能同時受一個以上之需求影響其行為，而且當較高層次的需求之

滿足遭受抑制時，對尋求較低層需求之滿足的意願會增加，而對關係

及成長需求的強度也可能會隨著滿足水準的提高而增加（張德銳，民

84）。 
 
ERG 理論認為個體可以同時間追求一種以上的需求，而沒有優

先次序之分，亦即各需求可同時存在，且同時具有激勵作用；另外，

需求的階層可上可下，視追求滿意的成功與挫敗而改變。對於管理者

而言，ERG 理論使管理者知道，當員工在高層次的需求遭受短暫性
挫折時，應以建設性的方式來指導員工的行為。 

 
4.McClelland 之三需求理論 
 
McClelland 等人認為需求受文化和社會影響甚大，包括成就需

求（Need for Achievement），親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權力需
求（Need for Power）等三種需求，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上述三
種需求，不過各人之組成比重並不相同；所謂成就需求是指追求卓

越，達成標準，獲取成功之驅力；而親和需求是指對友善及密切的人

際關係之需求，權力需求則指欲他人依其意願行事之需求（張德銳，

民 84）。 
 
McClelland 之理論實際上主要在探討成就需求的高低與工作行

為之關係，而許多研究的結果也顯示，員工之成就動機確實與工作表

現有重要的相關性，而 Spence & Helmreich 在 1983 年發展的WFOQ 
問卷之研究結果，更進一步歸納出三個成就導向之構面：企圖，敬業，

競爭(McCormick & Ilegn, 1985)。此理論對激勵的涵義有四：1.具成就
需求者喜歡工作環境具有個人責任、回饋、與適量之風險；2.具高成
就需求者並不一定成為好管理者，好的管理者亦不一定要具有高成就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後組 郭秉宸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需求；3.優秀的管理者通常具有高度權力需求及低度的親和需求；4.
成就需求是可藉訓練而激發的。 

 
（2）過程理論 

過程理論比較注意其行為方式的程序、方向、或選擇，而較為不

注意引發行為的因素。 
 
1.目標設定理論 
目標設定理論主要是探討「目標」和「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

認為個體會依知覺到的目標高低而調整他的行為，產生不同的工作表

現。Locke 認為個體為特定目標而努力的企圖心，是激勵其工作動機
的主要動力來源，特定目標具有提升員工工作表現的效果，而且困難

的目標一旦被員工接納，更能導致高績效的工作表現；若能適時提供

回饋，員工的工作績效會比沒有回饋來得好（劉兆明，民 84）。 
 
張德銳則認為，具體的工作目標比籠統的工作目標較能指導成員

的工作表現，假如某一目標能為成員所接受，則目標愈具困難度，成

員就會投入更多的心力；另外，讓成員參與目標的決定，則成員較能

接受目標，也較能對工作產生滿意感。目前企業界所盛行的「目標管

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正是源自 Locke 的理論。 
 
另外，有學者評論 Locke 的目標理論，主要在於 Locke假設個

體會對目標負責，即不會降低原先對目標的設定標準或中途放棄目

標，對於目標接受及委任缺乏具體的說明；Locke 僅同意個體對特殊
目標及團體一致同意的目標接受，當面對指派的、困難、壓力或缺乏

達到目標的外在壓力時，很容易放棄目標。 
 
2.Vroom 的期望理論 
Vroom(1962)認為當人類面臨二種以上，可以自由選擇行為時，

會鄭重考慮每一行為的：1.價值（valence），為組織提供的獎酬對個
人之重要性或吸引力；2.手段性（instrumentality），為績效與獎酬之
間的相關性，3.期望（expectancy），為藉由努力而獲致績效的可能性；
也會考慮每一行為所造成的有利與不利的結果。最後，就其多方考

慮，Robbins(2003)提到人會選擇其中一種最有利、最合理的行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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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對期望理論的正面評論是，期望理論可提供行政人員激

勵策略的思考，重視員工履行行為所帶來有價值的行為結果；負面的

評論是，Robbins(2003)提到會過於強調人類行為理性層面，忽略人類
憑經驗法則決定行為的感性層面。 

 
3.Adams 的公平理論 
Adams於 1963年提出公平理論，又稱為社會比較理論，論，主

要由工作投入、工作所得、參考人物、公平－不公平四種成份組合而

成。此理論認為個人的工作動機，是基於同地位的同事間的比較後得

來的。員工將自己對工作的付出與報償和其他員工之付出與報償作一

比較，並會試圖修正其中不公平的狀態；個人滿意與否端視個人認為

的投入與報酬是否公平而定，認為公平則感到滿意，覺得不公平則感

到不滿意，而報酬太多或太少均會產生不滿意，公平與否是具有比較

性的(張德銳，民 84)。公平理論強調，決定員工工作努力程度、工作
績效、及工作滿足的主要因素為個人在工作情境中所感受到的公平與

否，員工會衡量本身與他人的情況，作一社會比較，比較自己及組織

中他人的「投入」(包括教育、努力、及耗用在職位上的時間)與「報
償」(包括金錢、工作情況、和獲得賞識、工作興趣等)。 

 
Robbins(2003)提到當員工感到不公平時，其恢復公平的方法是：

改變投入、改變輸出、調整認知、改變比較對象的投入與產出、改變

比較對象、離職。 
 

（3）增強理論 
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為 Skinner 所提出，其認為人

類的行為是可觀察、可衡量的，且受環境和人本身所影響的，而行為

的增強可能使行為再度發生或減少，也就是說，行為的保留或終止，

依行為的結果而定。增強理論主張藉由增強因子及情境的安排與配合

而成的各種干預策略，可以使員工產生組織所期望的行為並予強化，

此觀點與學習理論有密切關係（許士軍，民 84）。 
 
增強是增強理論的主要概念，增強概念又分為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及負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兩種。正增強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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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行為若接受正增強的結果(如獎勵)，則該行為會繼續的保留；而
負增強則是，當一種行為若接受負增強的結果(如處罰)，則該行為會
漸漸終止。研究顯示，若要建立可欲的行為，則「連續增強」比較有

效果，若要保留已建立的行為，則「間歇增強」比較有效果，但無論

建立或保留行為，「即時增強」比「延宕增強」更具效果(張德銳，民
國 84 年)。 

 
（4）動機理論的比較 

上述已介紹內容理論、程序理論以及增強理論等，但各理論之間

有何差異？以及有何特色？以下將採用 Ivancevich & Motteson（1977）
的研究結果，說明各理論之間的關連性。Ivancevich & Motteson 將激
勵理論加以歸納，他們認為內容理論強調激勵行為之相關因素，其激

勵方式是以滿足個人對金錢、地位、成就感等需求為手段；而程序理

論則重視行為模式之程序、方向及選擇，其激勵方式是以了解個人工

作努力、績效要求以及報酬之認知作為手段；另外，增強理論則是強

調增加重複期望出現之可能性，其激勵方式是以獎賞期望行為以及懲

罰非期望行為做為手段。動機理論之間的比較，如表 2-2： 
 

表 2-2 動機理論之間的比較 
類型 特徵 相關理論 激勵方式 

內容理論 強調激勵行為之相
關因素 

需求層級理論 
 
雙因子理論 
 
三需求理論 
 
ERG理論 

以滿足個人對金
錢、地位、成就感
等需要為手段 

程序理論 重視行為模式之程
序、方向及選擇 

目標設定理論 
 
期望理論 
 
公平理論 

以了解個人工作努
力、績效要求、以
及報酬之認知作為
手段 

增強理論 強調增加重複期望
出現之可能性 強化理論 

以獎賞期望行為和
懲罰非期望作為手
段 
 

資料來源：Ivancevich & Motteson (1977)，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California：Goodyear，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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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 

 
有些人的工作動力來自於他本身的興趣、喜好或好奇心；而另外

有些人的工作動力則是來自於工作以外的因素，例如由他人處獲得的

認可、鼓勵或獎勵。在這兩種動力中，前者即屬於「內在動機」，也

就是來自於工作本身的特質及吸引力，如興趣、參與及滿足感；後者

則為「外在動機」，也就是除了工作本身以外的價值，如獎酬、他人

認同或支配（Deci & Ryan，1985）。 
 
一般的學者都將工作動機分為上述兩大類，其一為內在動機，包

括內驅力、感情、情緒、本能、需求、慾望、衝動與奮勉等，皆涉及

那些內在的事物可迫使或推動個人行動或發生某種行為者；另一類則

為外在動機，其涉及環境中的因素或事件，如誘因、目的、興趣、行

為、抱負等，希望由個人從行為事件表現出來（Deci & Ryan，1985）。 
 

（1）內在動機 
對個人而言，工作本身的內在價值，即為內在動機（Deci & 

Ryan，1985）。根據 Deci（1985）的看法，當從事因受內在激勵而引
發的行為時，個人將會感到自己所具有的能力（competence）與自我
判定性（self-determination）；亦即當人們追求對好奇的享受、興趣、
滿足及對工作的自我挑戰時，稱為內在動機的驅使（Amabile, Hill,  
Hennessey, & Tighe, 1994）。 

 
Brief & Aldag（1977）亦認為，內在動機是指：從事工作之行為

是因為自我本身的原因，除了工作本身外，沒有其他顯著的報償，或

其為一種認知狀態，它反應出工作者認為其工作行為之動力主要來自

工作特性因素和內在酬償因素的程度。 
 
內在動機的衡量︰可從工作中獲得樂趣及自我挑戰來加以觀察

（Amabile et al.，1994），前者著重於工作本身帶給個人的樂趣，後者
則是個人能力的發揮、對自身的認同及接受挑戰的程度等。當個人能

從工作中得到的快樂愈多，愈有接受新挑戰的能力時，顯示出受到較

多內在動機的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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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的做法上可採取：工作輪調-在組織的水平層級中掉換工

作，其目的主要是藉由不斷更換工作以消除工作中的厭煩感，同時增

加員工的各種工作經驗（Webber，1979）；工作豐富化-分為擴大員工
的水平層級的工作範圍，以及增加員工工作的獨立性，使員工的工作

深度增加，也就是讓員工對於自己的工作負較大的責任與自主性，目

的則是讓員工有成長與成就滿足的機會（Herzberg，1959）；工作目
標設定-藉由主管和部屬定期的會談，讓員工有參與及設定自身工作
目標的機會。 

 
（2）外在動機 

為獲得與工作本身無關的價值，稱為外在動機，當人們為達到工

作本身以外的目標或資源所形成的限制時，稱為外在動機的驅使。因

此，外在動機大多是以個人價值及期望為基礎來進行決策（Deci 
&Ryan，1985）。 

 
Brief & Aldag（1977）亦認為，外在動機是指與工作沒有自然相

關的報償，或其為一種認知狀態，它反應出工作者認為其工作行為的

動力，主要來自於或期望得自於外界資源的程度。外在動機為內在動

機的相對面。 
 
外在動機的衡量︰可從實質及非實質的獎勵兩方面著手，前者指

的是一些物質或金錢上的獎勵，及一般所認定的報酬；後者則為非實

質性，可能是無形的獎勵，如受到他人的肯定等。當愈能受到金錢或

其他形式的報酬所激勵時，顯示愈容易受到外在動機的驅使（Amabile 
et al.，1994）。 

 
在實務的做法上，可讓員工參與組織經營上之工作報償：如激勵

獎金-當員工達成工作目標時，提供金錢上的獎勵，以使其能提升工
作的品質與效率；員工入股-員工入股是除了金錢以外的一種激勵報
酬方式，相對於金錢的激勵，認股制度是屬於一種以權益為基礎的長

期激勵制度（Pearc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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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特性 

 

（一）工作特性的意義 

 
所謂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是指與工作有關的因素

（factors）或屬性（attributes）。Seashore & Taber（1975）認為：工作
特性包涵的範圍甚廣，舉凡工作本身的性質、工作中的環境、工作的

薪資與福利、工作的安全感、工作所提供的回饋、工作必備的技能、

工作中的自主性、工作中的挑戰性、工作中所學習的新知、未來的發

展機會、工作中的人際關係、成就感、以及自我實現等，皆屬於工作

所具有的特性，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各種特性，對於滿足個人的需求，

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 
 

（二）工作特性的構面 

 
學者對於工作特性相關的研究很多，以下簡單的介紹幾個重要的

理論： 
（1）Perrow 之理論 

 
Perrow(1967)將工作特性分成工作的可分析性(task analyzability)

和變異性(task variety)兩類，其中工作的可分析性是指員工能依循明
確的程序來解決工作有關的問題的程度，也就是工作的結構化程度；

變異性是指新奇的例外事件發生的頻次；因此，最大的不確定性是發

生在低可分析性且高變異性，而最不具挑戰性的工作是高可分析性且

低變異性，Perrow 認為這兩個面向之間是獨立的，而且是直接影響
員工將投入化為產出的因素。 

 
(2)Turner & Lawrence（1965）的研究 

 
Turner & Lawrence 針對 470 位員工、以及主管訪談的結果，發

現技能多樣性（skill variety）、自主性（autonomy）、必要的互動
（ required interaction）、隨意的互動（optional interaction）、必要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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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技能（knowledge and skill required）、責任（responsibility）等六
項必要的工作屬性（ required task attributes）與工作者的工作滿足與
出席率呈正相關。 

 
（3）Hackman & Lawler（1971）的構面 

 
Hackman & Lawler 以 Turner & Lawrence 的研究為基礎，加以衍

化出六種工作特性，即多樣性、自主性、完整性、回饋性等四項核心

構面（core dimension）及合作性與友誼性二項與社會互動有關的特
性，這六種工作特性的意義如下： 

 
1. 多樣性（variety）：工作者在工作上能使用不同的技術和多種 
操作方式的程度。具有高度變化的工作，工作者必須運用不同的

技術與才能，始能成功的完成工作，此種工作特性，將使高層次需求

強烈的人，自覺工作具有較多的挑戰而充滿意義。 
 
2. 自主性（autonomy）：工作者對於工作計畫、選擇使用的設備、

決定工作的程序所享有權力的程度。此一特性愈顯著，工作者愈容易

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成果；反之，工作的成敗則被認為是主管或其他的

功過。 
 
3. 可辨識性（task identity）：工作者能完成整件工作，而非一件

工作的一小部份，並且能夠明白確認其努力的結果之程度。而此辨識

性包含四項特點：（1）工作有明確的起點與終點（2）工作者能明顯
地看到工作歷程的轉變（3）工作者能明顯地看到工作的成果（4）工
作有相當重要的轉變。 

 
4. 回饋性（feedback）：工作者能獲得有關其工作表現是否良好

之訊息的程度。而此回饋的來源可能為：完成工作的本身、主管的意

見、以及同事的反應等三方面。 
 
5. 合作性（dealing with others）：工作上須與人密切合作，以利

執行工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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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友機會（friendship oortunities）：允許工作者在工作中彼 
此交談，結交朋友的程度。 
 
在上例六個構面中，前四者被認為是屬於「核心構面（core 

dimensions）」，後二者則為人際關係構面。但所有這六個構面，都是
根據工作者之主觀知覺。Hackman & Lawler 認為，真正影響員工態
度和行為，並非工作之客觀性質，而是他們主觀經驗。Hackman& 
Lawler 又認為，一項工作是否具有內在激勵的作用，和上述四個核
心構面有關。具體而言，凡在這幾個構面—自主性、可辨識性、多樣

性、以及回饋性上程度較高的工作可給工作者較高的動機作用和滿

足，也能夠導致較高的工作績效(許士軍，民 84)。 
 

（4）Hackman & Oldham 的工作特性模式 
 
Hackman & Oldham 又根據 Hackman & Lawler 的理論，於 1975

年提出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且編製「工作診斷調
查表（job diagnostic survey，簡稱 JDS）」，此工作特性模式共包含五
項核心構面，以預測這些特性對員工的工作績效、工作動機和工作滿

意度的影響；在模式中，各項工作特性會產生不同的心理狀態，其心

理狀態將影響個人的態度與行為，而工作特性、重要的心理狀態與個

人及工作結果的關係，又受到個人成長需求強度的影響。工作特性模

式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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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需求強度 

高內在工作動機 
高品質工作績效 
高工作滿足 

低離職率與缺勤率 

對實際工作結果之瞭解 

對工作結果之責任體驗 

工作回饋性 

工作自主性 

對工作意義的體驗 
技能多樣性 
工作辨識性 
工作重要性 

個人和工作的結果 重要心理狀態 

核心工作構面 

 
圖 2-2：工作特性模式 

 

資料來源：Hackman, J.R.& Oldham, G.R.(1975). Development of the Job 

Diagnostic Survey. Journal of Alied Psychology, 60(2), .159-170 

 
1.核心工作構面 
(1)技能多樣性（skill variety）：指執行工作時採取不同行動的程

度，包括運用各種技術與才能。 
(2)工作辨識性（task identity）：指完成整件工作的程度，意即工

作時自始至終皆能預見一顯明的結果。 
(3)工作重要性（task significance）：指工作對於他人生活或工作

的實際影響程度，包括自己所在之機構及其外部的人。 
(4)自主性（autonomy）：在執行工作進度和執行的程度上，工作

對於個人提供自主、獨立和判斷的程度。 
(5)回饋性（feedback）：指執行工作時，個人能夠獲得有關其工

作效率的直接而又清楚的訊息之程度。回饋的來源包括完成工作的本

身、主管的意見、同事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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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心理狀態 
三種心理狀態是工作特性模式的因果核心，促使工作者產生自我

內在的激勵，但必須這三種心理狀態都具備時，這種自我內在的激勵

作用才是最高的。這三種心理狀態的內容如下： 
 
(1) 感受到工作的意義性：員工感覺到工作是有意義及有價值的

程度。技能多樣性、工作的完整性與工作的重要性會使工作者感受到

自己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2) 感受到工作成果的責任感：員工對進行的工作成果自認為需

要負責的程度，與工作自主性有關。 
(3) 知曉工作活動的實際成果：員工對工作成果知道或瞭解的程

度，與工作回饋性有關。 
 
3.個人和工作成果 
個體由工作特性所產生的心理狀態將影響其工作反應，此工作反

應包括內在工作動機、工作滿足感、工作績效以及缺勤與流動狀況等

皆屬工作反應的範圍。 
 
4.個人成長需求強度 
Hackman & Oldham(1975)指出員工從事具有良好特性的工作，其

在工作動機、工作表現、工作滿足感和缺勤及離職情形方面會優於工

作特性較差者，同時他們亦考慮到個別的差異，認為每一個人在工作

上的反應都不一樣，因此加入個人成長需求強度作為干擾變數，根據

工作特性理論中的假設，成長需求強度屬於一種較高層次的需求，對

應到需求層級理論中，屬於自尊需求與自我實現需求。具有高個人成

長需求強度的員工相對於低成長需求強度的員工，更希望工作具有激

發性與挑戰性，希望能在工作中運用自我的獨立思考、創造與想像

力，以及從工作中不斷地學習新知，充實自己，因此個人成長需求強

度具有干擾的作用，這種干擾作用會影響工作特性、心理狀態與工作

成果的關係，其影響方式可分為兩方面加以說明： 
 
(1) 在工作特性與心理狀態的連結上，工作如果具有客觀且良好

的工作特性，則高成長需求強度的工作者從事於此工作時，其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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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體驗可能優於低成長需求強度的工作者，也就是在高工作特性

的工作上的心理狀態體驗會優於低成長需求強度的員工。 
(2) 在心理狀態與工作結果的連結上，高成長需求強度的工作者

對於工作的反應比低成長需求強度的工作者更加積極，而在工作表現

及工作滿意度上也優於低成長需求強度的員工。 
 
5.激勵潛能分數(motivating potential scores,簡稱MPS) 
基於內在激勵作用大小的觀點，Hackman & Oldham 發展出一所

謂「動機潛力分數」(motivation potential score，MPS)來衡量；其公式
為： 

       技能多樣性+工作辨識性+工作顯著性        工作   工作 

MP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主性×回饋性 
                      3 
 

Hackman & Oldham(1975)認為愈具有激勵潛能的工作，能促進工
作者的內在工作動機，因此能夠達到較佳的工作成果。而具有激勵潛

能的工作必須包含三種要素，分別為(1)至少具有一種影響工作體驗
的工作特性；(2)高的自主性；(3)高的回饋性。在工作自主性與工作
回饋性有一為零，則激勵潛能分數將等於零。技能多樣性、工作可辨

識性、工作重要性有一為零，雖不致於使激勵潛能分數為零，但激勵

潛能分數會因而降低。 
 

5. 小結： 
 
Hackman & Lawler(1971)認為，工作核心構面與工作動機之間有

顯著相關，且在工作特性中反應積極的人，其工作動機與工作滿意度

均較高；Steers & Porter（1991）認為員工是否努力工作，其重點在
於員工在工作中所從事的工作內容為何，是否具有激勵員工努力達成

工作目標的效用，而促使員工工作動機的工作特性相關因素，包括工

作中所需活動的多樣化、任務的重要性、以及工作績效成果的回饋方

式等，都扮演著重要的激勵角色，故若能在工作的特性上滿足員工所

期望的方式，員工感受到激勵作用，將增進努力工作的動機。Hackman
（1976）認為，探求工作特性的滿意程度是員工激勵的前提，個人能
夠從工作中得到快樂與滿足，工作自然具有激勵的效果，因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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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有激勵作用的工作特性，將可促進員工的工作動機。 
 
由上述之文獻探討及 Hackman & Oldham 所提之工作特性模式

中可知，工作特性的作用將會影響員工的工作動機，當工作的激勵潛

能特性愈高時，員工的工作動機將愈強。而本研究將依此來探討企業

數位學習的工作內容、工作特性和研究人員工作動機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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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知識創造與知識擴散 

 

（一）知識創造 

 
本論文所提到的知識創造，係以日本學者 Nonaka(1994)提出的知

識創造論為基礎。此理論對知識管理之中心概念係主張企業應大幅改

善舊有流程，甚或重新思考與設計新流程。他主張若企業要將其內部

知識予以創造，則要先有創新知識。 
 
有關知識創造的流程，Nonaka 認為應包括以下幾項： 
 

1、擴大個人知識 
內隱知識來自於個人經驗，因此下述兩點影響個人內隱知識的品

質： 
（1）變異性：太多例行任務，會減少員工的創造力及創造知識

的機會；但變異性仍需與工作具相關性，否則不易整 
合出新觀點。 
（2）經驗的知識:指身體力行、親身參與的經驗，如日本公司之

「現場主義」鼓勵員工的實地參與、學習來創造知識。 
而個人知識之擴大，即是透過內隱與外顯、經驗的互動，將其具

體化為個人知識。 
 

2、分享內隱知識及觀念化 
將個人內隱知識擴大方式可透過建立活動範圍及自我組織的團

隊來進行。此自我團隊組織是建立一個讓其互動的地點之後，將不同

功能部門的人組織起來，藉由促進成員之間互動所產生的互信，及透

過成員間的連續對話來將分享的內隱知識觀念化。 
 

3、具體化 
自我組織的團隊所形成的觀念需透過產品或系統的方式來具體

化。此為「內化」之知識轉化模式，將知識化為程序，讓組織之各部

門去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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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識的驗證 

此為知識創造過程之過濾步驟，以判斷創造出的知識對組織及社

會的價值程度。而組織驗證的標準可能有成本、利潤、對公司發展的

貢獻，甚至無形的標準如:企業價值觀、企業目標及策略與執行。 
 

5、跨層次的知識擴展 
知識創造過程是一種不斷循環的過程，並非在經過一個輪迴的前

術步驟後便停止了。它可以藉由組織內部及與跨組織領域之持續互

動，而產生不間斷的知識螺旋過程。 
 

6、知識管理的側觀- -知識螺旋過程 

Nonaka提出組織之知識是一種螺旋擴散的過程，如圖2-3所示: 

 
 
 
 
 
 
 
 
 
 
 
 
 
 
 
 
 

外部化 結合

內部化 社會化 

本體論構

認識論構

知識的層級 

組織間 組織 群體 個人 

內隱 
知識 

外顯 
知識 

圖 2-3：知識擴散之螺旋模型 
資料來源：Nonaka，(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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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知識管理的縱觀- -知識管理的區隔 

在Nonaka的架構下，「知識」有其四種類型如下: 

 

 

 

社會化 外部化 

內部化 結合化 

到 
內隱 外顯 

內隱 
從 

外顯 

 

（1）共鳴的知識(社會化)：內隱 V.S內隱，如管理哲學、企業文
化、對客戶的了解、用戶使用的感覺。 

（2）觀念性的知識(外化)：內隱 V.S外顯，如技術指導手冊、市
場特殊情報。 

（3）操作性的知識(內化)：外顯 V.S內隱，如管理課程、教育訓
練。 

（4）系統化的知識(結合)：外顯 V.S外顯，如市場一般情報、各
國政經情勢。 

下表將會把Nonaka & Takeuchi (1995)知識創造論之重點列示出來： 

表 2-3 Nonaka & Takeuchi (1995)知識創造之環境重點 
 

構念 重點 

同事們充滿企圖心，期望在工作中有所成就。 
創造性意願 

同事們對工作有目標，知道「為何而戰」。 
同事們常會自動自發工作，無需主管交代。 

成員自主性 主管交辦的事，同事常常作得更多、更快、更好。 

公司外部環境(如競爭、法令)有些變動，並非穩定不變。 
環境渾沌、波動
性 主管常鼓勵員工接受挑戰，不要樂於安逸、穩定。 

員工除忙碌於眼前的工作，亦有閒暇發展更久遠的事。 
資源充裕性 公司願意給員工多餘的時間、資源來發展工作生涯。 

公司內部工作環境並非固定，不致同樣的工作一做做許多
年。 環境多樣性 
公司會更動員工的工作內容，使員工瞭解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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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擴散 

 
所謂知識擴散管理是指某單位將其知識有效率/效能地擴散、傳

播至其他單位，使其能共享、共用此知識之管理活動。表 2-4列出知
識擴散管理之相關研究。擴散管理既然指知識在組織內部的流動，文

獻自然傾向探討組織內部的介面和網路關係。 
 
文獻對此議題之探討分為下列三大類。第一是「擴散知識的管

道」；第二是「介入知識擴散的人」；第三類則是對擴散知識時的規範

性研究。 
表 2-4：知識擴散的相關文獻整理 

 

文獻 內容 
Nonaka（1994） 以動態觀點說明組織知識應由社會知識、外部知識、

結合知識到內部知識四個程序來流動。 
Howell（1996） 提出內隱知識對技術移轉的功能。本文主要強調技術

移轉不僅需要外顯知、內隱知也很重要。 
侯勝宗（民 84） 研究若干種連鎖服務業和同業及異業之合作網路如何

擴散經營的知識。 
花櫻芬（民 85） 說明技術知識特質如何決定知識的吸收效果。 
Grant（1996） 知識本身具有「獨享性」，因此必須有公開的意願和

能力，才可使知識擴散管道有效運作。 

吳思華（民 87） 

組織的「知識領域」和其實際運用的「產品領域」不
一定搭配，因此導致知識會有「範疇經濟」。為避免
知識只停留在單一組織內部應有一「合作網路」來減
低其範疇經濟之特性。作者也舉台灣產─學─研之間
知識流通路程之觀察來說明。 

李仁芳（民 87） 
技術擴散有下列方式：1.技術轉移；2.授權/交互授權；
3.衍生公司；4.研討會；5.成果展示；6.人員訓練；7.
人員流動。 

譚大純與陳博舜（民
87） 

依 Nonaka & Takeuchi(1995)之知識螺旋理論，來說明
知識通常從某單位開始流傳，再逐步擴散至個人、組
織，甚至跨組織。 

許強（民 88） 將組織及其成員的網路系統及介面會影響知識擴散及
其反饋關係 

劉權瑩（民 88） 主張應建立「知識的種子部隊」，作為流通組織知識
的基本成員。 

譚大純等（民 88） 

（1）組織擴散知識的管道包括資訊與合作關係之網
路，以及組織所生產出之設計物、機器設備、內部研
討會及成果展示，以及教育訓練。（2）組織亦可建立
「種子人士」或「種子部隊」，做為擴散與吸收知識
時的關鍵人物。（3）組織擴散其知識時，成員吸收知
識的能力以及知識擴散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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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組織變革與變革抗拒 

 

（一）組織變革 

1. 組織變革的意義 
當組織受到外在環境的衝擊，並配合內在環境的需要，而調整其

內部的若干狀況，以維持本身的均衡，進而達到組織生存和發展的目

的，此調整即為組織變革（謝安田，民 71）。而有學者認為：組織變
革是組織為提升組織文化及成員的之能力，以適應環境變化，維持均

衡，進而達成生存與發展目標之調整過程（吳秉恩，民 85）。 
 
然而這種改變的發生是在於組織的控制之內，是組織蓄意努力改

變的，因而屬於計畫性的改變；相反地，未在控制之內的變化，則屬

於非計畫的改變（許士軍，民 84）。通常非計畫的改變可能是組織成
長伴隨而來，其改變是緩慢的，而人為的計畫性變革，為達到效果，

因此相對而言，較為急遽的，故將引發較多的抗拒。 
 
Kanter，Stein & Todd（1992）於「組織變革的挑戰」一書中提到，

企業之所以發生變革，基本上有三種推動的力量：（一）企業內部權

力系統的變遷，如所有權的移轉、或重要人事變動。（二）企業成長

過程中內生的變遷力量，主要是企業組織生命週期階段的轉變，從而

引發作業方式、獎酬制度、控制方式等的改變。（三）環境的變遷，

如市場需求的偏好轉換（引自葉郁蘭，民 83）。又企業變革的直接推
力是對於組織績效的不滿， 

 
而對組織績效的不滿則來自經營環境的不利變動與經營者抱負

水準的改變（徐聯恩，民 85）。 

 
綜言之，組織變革是一個組織在開放系統之下，為因應內外環境

的變化，重新調整其組織結構、人員配置、工作設計、或引入新科技，

以達成整體經營績效提升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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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變革的模式 
關於組織變革模式的研究相當多亦複雜，在此提出三種變革模

式，分別說明如下： 
 
（一）Lewin（1940）之變革模式（引自李茂興，民 83） 
有「變革理論之父」的 Lewin，早在 1940 年代末期發展出第一

個變革過程的理論模式。他認為變革的過程是由下列階段所組成的： 
 
1. 解凍：此階段通常包括將那些維持當前組織行為水準的力量

加以減少，有時也需要一些刺激性的主題或事件，使組織成員知道變

革的資訊而尋求解決之道。 
2. 行動：此階段是改變組織或部門的行為，以便達到新水準，

包括經由組織結構及過程的變革，以發展新行為、價值及態度。 
3. 再結凍：此階段在使組織穩固在一種新的均衡狀態，它通常

是引用支持的機制來加以完成，就是強化新的組織狀態，諸如組織文

化、規範政策和結構等。 
 
（二）Leavitt（1976）之變革模式 
Leavitt 認為，組織改變可經由三種不同的機能作用完成： 
1. 結構途徑：強調組織結構與制度層面之修正，例如：組織系

統、預算編制、規章更動的方式來引導組織政策與程序的改變。 
2. 技術途徑：強調工作流程的重新安排，藉著工作方法、工作

技術、或實體物質布置的改變達成組織變革的目的。 
3. 行為途徑：此方式強調態度激勵及行為技能的改變，如藉助

甄選、訓練、考評來完成變革。 

 
（三）Donny,Gibson, & Ivancevich之變革模式 
Donny, Gibson, & Ivancevich等三人提出「組織改變之管理模

式」，計有八個步驟。在此模式之後，由組織之外在環境予以組織各

種衝擊。而管理者之任務即在環境衝擊情形下，將自身控制系統及其

他來源之資訊，予以整合分析，以擬出各種改變力量及本身變應之

道，如圖 2-3 所示，主要包括下列八個步驟（引自許士軍，民 84）： 
 
1. 促進改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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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掘改變需要 
3. 問題診斷 
4. 辨認改變方法與策略 
5. 分析限制條件 
6. 選擇改變之方法及策略 
7. 實施改變計畫 
8. 檢討計畫 

 
 
 
 
 
 
 
 
 
 
 

回
饋

辨認改變

之方法與

策略 

問題診斷 發掘改變

需要 

分析限制

條件 
選擇方法

與策略 
實施改變

計劃 
檢討計劃 

促進改變

力量 

回饋 

圖 2-4：Donny等人的組織變革管理模式 
 

資料來源：許士軍(民 84)，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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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革抗拒 

 

1. 變革抗拒的定義 
 

根據 Teer & Eisenbach（1998）對變革抗拒的定義：組織成員反
對組織的目標或方針，並拒絕去完成，或致力於避免執行的要求，簡

而言之，抗拒即反抗不接受的意思。另變革抗拒可以定義為：下屬為

脫離有權者權力控制的一種抗爭，而其中的權力關係是時刻在改變的

（Drummond，1998）。 
 
組織成員面對變革時通常有以下三種反應：一是積極支持，二是

觀望態度，三是反對，即抗拒變革（許士軍，民 84）。依 Nadler（1981）
的看法，組織成員積極支持或中立的觀望態度，在推動變革過程中透

過適當方式的運作將有助於變革成功。惟員工抗拒變革的心理是最不

容易克服的，而員工對變革的態度則關乎變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Piderit（2000）則認為，將抗拒情形分為正面或負面的二分法（支

持變革或是反對變革）則過於簡化抗拒。他指出員工對於變革的的反

應至少分為情感的、認知的、及行為三個構面。而且，隨著時間推演，

員工對變革的反應將有所變化。 
 
Piderit（2000）指出變革抗拒可定義為維持現狀趨勢的約束力。

又鄧東濱（民 77）認為員工對於變革的抗拒並非來自於變革本身，
而是導因於變革對他們需要的滿足所構成的威脅。 

 
員工的抗拒可能表現於實際行為上，如破壞妨礙或直言不諱的反

對，或是態度上，如減低對組織的承諾，而這些抗拒的態度或行為都

將對同儕產生交互影響（Bradley & Debra，1997）。 

 
2. 變革抗拒的成因 

 
組織進行變革過程中，必然會發生抗拒的現象。至於抗拒的成

因，國內外學者提出許多不同的看法，以下將擷取幾位學者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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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說明。 
 
（一）謝安田 
歸納一般抗拒變革的原因如下（謝安田，民 71）： 
1. 安全的需求：人們處於已知狀態，總認為現況較改變後的不

確定情況更為安全。 
2. 習慣：人們習慣於原有的處理事物方法，故不願配合改變。 
3. 誤解：由於選擇性知覺之故，人們對事情的看法受到個人態

度、經驗及信仰的影響，易產生誤解。 
4. 可能的經濟損失：人們害怕因新發展、改變將導致經濟收入

之減少。 
5. 沈入成本：沈入成本包括時間、精力與金錢。 
6. 權力平衡：當變革威脅到一個單位或團體的獨立自主時，將

引起抗拒。 
7. 可能的社會損失：員工間複雜的關係，將受到變革影響。而

群體的分散也使已確認的地位受到破壞。 
8. 控制的怨恨：組織開始改革時，員工將被管理者的監督權威

所提醒，這種控制的增加使人們有自主性與自立性因此減少的感覺。 
 
（二）許士軍 
認為，抗拒變革並非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而這種行為與個人、

群體及組織因素間，存著某種關係。因此認為變革抗拒可從這三方面

討論（許士軍，民 84）： 
1. 個人因素：由於組織變革可能影響組織內的權力分配，若對

某些人的現有地位和力量構成威脅時，自然會引起其對變革的抗拒。

另外，當變革與人的價值觀念、友誼關係、安全感發生衝突時，亦會

造成抗拒情形。 
2. 群體因素：當改變或破壞現有工作群體關係及規範時，也會

引起群體成員對於改變的抗拒。 
3. 組織因素：變革抗拒可能與組織結構有關。一般而言，屬於

機械式組織架構者，傾向維持原狀，較不利於變革。再者，組織之非

正式價值組織也可能是抗拒變革的主因。如公司重視人員間和睦相

處，若推行計畫將使同事之間互相競爭時，將遭到較強烈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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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odge & Johnson（1970） 
Hodge & Johnson 認為在下列狀況，最容易產生變革抗拒： 
1. 當變革將可能使個人地位降低時。 
2. 當變革引起恐懼時。 
3. 當變革影響工作內容時。 
4. 當變革降低個人權威或自由工作機會時。 
5. 當變革改變工作規則時。 
6. 當變革改變群體關係時。 
7. 變革時並未向員工解釋，且員工未能參與變革計畫時。 
 
（四）Robbins (2003) 
Robbins 認為個人對變革會產生抗拒的原因有以下五點： 
1.習慣：人們常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處理事物，因而當人們面臨變

革時，固有既成的習慣就成了抗拒的原因。 
2.安全感：人們對安全感有高度的需求，而變革的不確定卻是安

全感最大威脅。 
3.經濟因素：害怕自己已擁有的事物可能因變革而遭致損失，或

降低原有的收入水準。 
4.害怕面對不確定性：基於對變革後的情況無法預期或掌握，而

產生不確定的恐懼。 
5.選擇資訊過程偏差：在選擇資訊過程中，人們將因個人認知不

同而對資料進行篩選，形成偏差。 
 
（五）Agocs（1997） 
Agocs 認為抗拒不僅來自於組織個體成員的抗拒，也來自於組織

的抗拒。例如，個體基於習慣、慣性、或對變革未知的恐懼、恐懼缺

乏變革後所需的技能、或變革後喪失權力的恐懼，而產生變革抗拒。

而組織對於變革的抗拒則來自於慣性、沈沒成本、嚇人龐大的資源、

對既有支配團體權力基礎的威脅、舊價值信仰的威脅、以及對於替代

方案的無知覺等。根據上述學者的研究，變革抗拒成因大致可歸納為

個人因素及組織因素，茲整理為表 2-4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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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變革抗拒成因文獻整理 

學者 發表年代 個人因素 組織因素 

謝安田 1982 

安全需求；習慣；
誤解；可能的經濟
損失；權力的平
衡；可能的社會損
失；控制的怨恨。 

沈入成本。 

許士軍 1990 

重新權力分配，使
現有地位和力量
構成威脅；與價值
觀念、友誼關係、
安全感發生衝突
時；當改變或破壞
現有工作群體關
係及規範時。 

屬於機械式組織
架構，不利於變
革；變革與非正式
價值衝突。 

Hodge & Johnson 1970 

個人地位可能被
降低；引起恐懼；
變革影響工作內
容；降低個人權威
或自由工作機會
時。 

變革改變工作規
則時；變革改變群
體關係時；變革時
未向員工解釋，而
員工未參與變革
計畫時。 

Robbins 2003 
習慣；安全感；經
濟因素；害怕面對
不確定性；選擇資
訊過程偏差。 

 

Carol Agocs 1997 

習慣；慣性；對變
革未知的恐懼；恐
懼缺乏變革後所
需的技能；恐懼喪
失權力。 

組織慣性；沈沒成
本；龐大的資源；
對既有支配團體
權 力 基 礎 的 威
脅；舊價值信仰的
威脅；對於替代方
案的無知覺。 

 
 

3. 變革抗拒的化解 
 
關於組織發展的相關文獻指出，管理變革與管理變革抗拒可以藉

著策略發展或利用組織發展中的干預手段來進行，如：訓練、溝通方

案、對質的會議、團隊建立、組織診斷或回饋等（Carol Agocs，1997）。
另外，也可透由不同組織變革工具的使用，進而達到消彌變革阻力抗

拒的功用。 
 
常見的組織變革工具可分為屬於組織制度層面的變革工具，以及

屬於社會層面的變革工具兩大類（余坤東，民 87）。其中組織制度層
面的變革工具包括資訊系統建立、組織結構設計、薪資制度、人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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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變革等，但其主要的功能在於修正組織正式化的溝通機制，及透

過人力資源相關管理制度的修正，達到激勵員工、重塑組織氣候、文

化的目的。 
 
屬於社會層面的變革工具則包括：團隊管理、領導者的領導風

格、組織氣候、企業文化等工具的使用。它的功能主要在於員工態度

與觀念的改變及變革抗拒的化解。由於非預期及非理性變革抗拒通常

起因於人際溝通不良、關係不佳等社會性因素，因而近來組織變革理

論對於社會層面變革工具的運用益加重視。 
 
關於減少組織變革抗拒的方法，此處擷取幾位學者說法介紹如

下： 
（一）吳定 
他認為減少組織變革抗拒可以採取下列作法（吳定，民 73）：  
1. 增加組織成員對變革計畫的參與 
2. 增加對組織成員的溝通，以消除其疑懼及誤解。 
3. 增加組織成員對變革計畫的認同與支持。 
4. 經由教育訓練方式，減少組織成員的抗拒行為。 
5. 採取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方式，鼓勵組織成員執行變革計畫。 
6. 增加組織成員對變革推動者與管理者信任。 
7. 採取組織成員諮商方式，聽取其意見。 
8. 實施變革計畫時，其深度廣度應循序漸進，行動勿太激烈。 
9. 組織變革的績效標準應合理可行。 

10. 應用「立場分析理論」，增加變革驅策力並減少變革抑制力。 
 
（二）Kotter & Schlesinger（1979） 
Kotter & Schlesinger 提出六種途徑，以減少變革抗拒情形： 
1. 教育與溝通：透過教育溝通幫助員工瞭解、接受，甚至支持

變革。 
2. 參與者介入：藉由參與，使員工分享更多資訊，進而瞭解變

革需求，及增強變革認同。 
3. 協助與支持：藉由管理者提供支持性的氣候，以排遣員工憂

慮、害怕或敵意的情緒。 
4. 協商與協議：當個人或群體抗拒，且會對變革成果產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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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時，管理當局藉由協商並提供特定誘因，以使個人或群體接受變

革。 
5. 操作與吸收：當前述途徑無效時，可用保留資訊、威脅為最

後手段，或延攬有權之個人或群體，獲取其認同。達到變革接受的目

的。 
6. 明示與暗示強迫：利用對組織成員在經濟上、心理上或身體

上的可能傷害，促使服從變革結果。 
 
（三）Costley & Todd（引自杜新偉，民 88） 
Costley & Todd 認為要使變革抗拒減至最低，需從三部分進行： 
1. 導入少量的、漸進式的改變 
2. 教育、訓練以及示範說明 
3. 員工參與變革的規劃執行 

 

4. 小結 
 

當企業或機構因應環境快速的變化，為了確保或重新取得企業的

核心競爭力。舉凡流程再造、購併、組織扁平化、企業重組、新技術

的導入、新業務推展以及電子商務的引入等，企業或機構就必須以整

體營運考量為出發點，做出各種層次、範圍的調整變革。 
 

組織變革的幅度大、速度快、關係人信心不足的大規模改變（徐

聯恩，民 85）。它所衝擊的不僅於工作方式的改變，甚至將涉及結
構的調整及工作內容的更動，因此勢將引發大量、程度不一的抗拒阻

力。也因此往往組織變革的立意良好，卻因變革推動遭遇的抗拒阻力

過大，使得推動困難重重、或即使變革完成卻無法達到變革真正的效

果，最後只能流於五分鐘熱度。成功的變革將激發員工的支持與熱

忱，而不僅是抗拒的克服而已。本研究將藉由這一節的文獻整理，來

探討研發人員因新創業務變革所產生的抗拒，以及尋求減低抗拒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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