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探討創造力意涵與創造力人格，第二節探

討創造力工作環境，第三節探討組織創造力，第四節探討影響組織創

造力之因素，第五節探討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之變革。 

第一節  創造力意涵與創造力人格 

壹、創造力意涵 

「創造」（Create）在韋氏大字典的解釋，有「賦予存在」的意

思，蘊含無中生有的首創性質，亦兼具有中生新的推陳出新概念。在

一般的組織中則具「突破」與「創新」二種觀點，「突破」是指一種

與眾不同的概念，無法與任何既有慣例與認知方式比較，「突破」是

運用新技術創造新市場，是以概念的轉換來締造歷史；「創新」則是

運用特別的技巧，把此刻正在進行的工作做得更好，「創新」可以透

過兩條途徑產生，一是將新技術應用於既有產品、製程或系統，一是

將現有技術引進市場 。換句話說，組織中的創造，涵蓋了無中生有

（突破）與有中生新（創新）的特質。 

創造力是多種因素綜合構成的：其中與智力因素有關的，稱為創

造才能；另外還有與心理因素有關者，如氣質、個性、動機等；還有

一些構成因素是智力因素與心理因素交叉構成的，如認知風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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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等。 

創造力之意義，各家學者抱持著不同的看法與見解，歸納整理如

下： 

一、Guilford（1950）在全美心理學會上發表演說，倡導擴散性思考

（divergent），他認為一般人的思考方式大多為聚斂性思考，而

創造力是採擴散性思考的模式。 

    Guilford（1967）認為創造力因素應包括 1.對問題的敏感力。

2.流暢力。3.創新力。4.變通力。5.綜合力。6.重組或再定義的

能力。7.複雜度。8.評鑑力。1968年重新修改為包括：流 

暢力、變通力、獨特力、精進力。 

二、Maslow（1959）認為創造在求自我實現，自我實現的創造力表現

於日常生活中，故任何事均具有創新的傾向。 

三、Torrance（1972）認為可從下列四方面來看創造力：1.某種理念、

表情或作品。2.產生上述成果的認知歷程。3.運用上述歷程的

人。4.影響該創造人能力的環境。易言之，包括創造成果、創造

歷程、創造人和創造性環境四方面，除了創造性環境屬支持性環

境外，其餘三項可說是創造活動的三大要素。    

四、Amabile（1983）提出創造力的組成中，包括三個重要成分：領

域相關技能、創造相關技能、內在的任務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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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avis（1989）認為創造力高的人具有正向的人格特質，較有信

心、獨立、精力充沛、熱心、大膽、有赤字之心。 

六、張氏心理學辭典（1996）對創造力的解釋為：在問題情境中超越

既有經驗，突破習慣限制，形成嶄新觀念的心理歷程。指不受成

規限制而能靈活運用經驗，以解決問題的超常能力（張春興主

編，1996:167-168）。 

七、Amabile（1997）將創造力廣泛的定義為：將新奇且適當的想法

加以實現，建立新的事業。 

    蕭武桐（民 2001：5）認為對於創意（creativity）的定義、來

源、元素、理論、特性與障礙等相關概念，伊凡斯有極為精闢的

見解（Evans,1991：28-58）： 

    要定義「創意」可從不同的面向與角度切入： 

1. 從創意行為的產物來定義創意，例如發明、理論、文學、音

樂、藝術與模式。 

2. 從創意行為的過程來定義創意，涉及知覺、思考、學習與動

機。 

3. 由從事創造的個體（人）的本質來定義創意，例如個人的態

度與習慣。 

4. 從環境與文化對創意行為的影響來定義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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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創意思考在解決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來定義創意。 

    綜合而言，創造力是一種個人心智的活動，在創造歷程中，打破

傳統且不受成規的限制，將新奇的想法加以完成，其目的在求自我實

現。創造是從無到有的過程，與創新是不同的。 

貳、創造力人格 

創造力人格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重要課題，Ostend 教授對大腦

左右兩半球的研究指出，人類最有效的活動是在兩個大腦半球，同時

處於興奮狀態時才發生的。Ostend 發現，大腦左半球的功能是理性

的、線性的和語言的；右半球的功能是經驗的、非語言的和整體的，

想像力就是右半球的功能之一。 

「智慧」（wisdom）：是人類全部智能的總合，人類心智能力發揮

的極致。人類的八種智慧中心包括： 

左腦：1.語言智慧：閱讀、寫作、文字溝通。 

      2.音樂智慧：作曲家、指揮家、音樂家。 

3.邏輯智慧：邏輯推理、計算能力、數學家。 

4.運動智慧：運動家、舞蹈家、體操家。 

右腦：1.博物學智慧：智慧平均，潛能↑。 

      2.內省的智慧：洞悉心靈、透視潛能。 

 4



      3.人際關係智慧：外交能力、業務員、潛能開發者。 

    4.空間視覺智慧：建築家、畫家、航海家。 

開發右腦是創造潛能的開發，而在人格特質方面，學者理論歸納如下： 

一、Torrance（1972）將創造力高的兒童人格特質進一步研究，列出

一長串創造性人格特質，包括：冒險性、富感性、喜複雜性工作、

自動嘗試困難的工作等。 

二、商業週刊（1985）曾提出高創造力者具有六大特質： 

    1.人格：獨立、堅持、高度自我動機、冒險。 

    2.童年：生活於開放自由且多樣化的成長空間。 

    3.社交習慣：外向、喜與人交換意見。 

    4.教育背景：強調高邏輯反而使創造力隨年齡降低。 

    5.智商：130 以上的智商就算是進入創造力高的門檻。 

    6.訣竅：創造力高的人，其成功仍須經長期的苦練。 

三、Davis (1989) 發現高創造力者之人格特質包括具有好奇心、專

注力、毅力、開放性、冒險性、獨創性、變通性。 

四、Woodman, Sawyer and Griffin（1993）提出與創造力有關的人

格特質為：智力、獨立、自信、風險承擔、內控人格與忍受模糊

性。 

    綜合而言，創造力人格是人類在進行腦部活動時，除具備右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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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潛能外，尚須具備某些人格特質如好奇、獨立、願意冒險、主動積

極、毅力、自動嚐試困難的工作⋯⋯等。創造力人格僅是一種特質，

如無適當的工作環境，仍然無法發揮創造力。 

第二節  創造力工作環境 

   創造力的研究強調環境、個人（包括人格及能力）、過程和成品。

個人創造力能否發展，個人的創造性人格特質能否培養，創造過程能

否順利進行，都與創造性、支持性的工作環境有密切關係。在互動理

論的關點，則強調前因事件、社會環境和情境對創造力具有相當的影

響作用。茲歸納整理各專家的看法與見解如下： 

一、Amabile（1983）歸納許多研究發現，有助於創造潛能發展的環

境，是給予創新活動的高度責任感、少行政干擾、高工作穩定度。 

二、邱皓政(2000)於「組織環境與創意行為-組織創新量表的發展與

創新指標的建立」文中，以七個構面，團隊運作、學習成長、領

導效能、工作方式、環境方式、組織價值、資源提供，來衡量組

織創新氣候。 

三、Amabile, Conti, ＆ Coon（1996）針對組織內部環境，用來評

估組織創意氣候，發掘組織促進或阻礙創造力因素，發展出創造

力工作環境認知量表（KEYS量表）。KEYS量表的發展，由 Ama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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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yskiewicz（1989）針對 120 位研發與技術人員深入訪談

具備創造力的工作特質，以量化分析歸納，由組織創造力與創新

相關理論彙整而成，故原始 KEYS量表僅作學生樣本施測。創造

力工作環境原始量表包括五大構面：創意的鼓勵、自主性、資源、

壓力、組織中對創造力的阻礙，說明如下： 

1.組織的支持：包括給與員工創意想法、報酬、公平的討論、鼓

勵員工嘗試新鮮事物、分享願景等題項。 

2.主管支持：包括建立目標、建立互動關係、信任並適時支援等

內容。 

3.團隊支持：良好溝通、使員工體認工作承諾及工作重要性等變

項。 

4.自主性：享有權利決定實行方案、運用方法、掌握工作內容流

程、尊重等題項。 

5.充足資源：組織資源分配、時間限制、教育訓練等相關題項。 

6.挑戰性工作：工作內容的難易度與可達成性等題項。 

7.工作量壓力：時間、健康的題項。 

8.組織障礙：政治性問題、結構正式化、組織的文化或氣候相關

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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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創造力工作環境認知理論模型 

資料來源：Amabile, Conti, and Co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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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而言，創造力工作環境是一種有助於創造潛能發展的環境，

此種環境與個人創造力能否發展、個人的創造力人格特質能否培養、

創造過程能否順利進行，均與此種支持性的工作環境有密切關係。 

第三節  組織創造力 

    組織創造力是個人創造能力與創造行為的表現，創造性個人所蘊

含的人格屬性、創造性思考能力的運用、創造行為歷程的掌握，決定

了創造結果的產出以及組織創造力的發揮。在組織運作的過程中，組

織對創造力有載舟覆舟的雙重角色，故而，維持組織的適度彈性，減

少形式化，加強溝通與資訊交流，允許較多的思考空間，維持自由自

主的組織氣候，均有助於創造力之開發。 

組織創造力（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因「創造力」在組

織系絡中，詮釋者不同的觀點主張，而有不同的界定： 

一、吳淑靜（1992:5）：在經營環境變動下，組織成員透過組織氣候

的激勵，發揮個人的創造力，由個人層次、團體層次推進至組織

層次，使組織形成創新的組織氣候，以迎接環境的變化。 

二、Woodman （1993:293）等人：組織創造力是指有價值的與有用的

新產品、新服務、新點子以及新程序的創造。他是由許多異質性

的個人，在複雜的社會系統中共同工作而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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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林水波教授（1995:5-6）：組織創造力是組織能力的一種，有了

這種能力才使組織在抉擇因應策略上，與其過往的有異，展現新

的風格、新的內容、新的組合。是得以為組織形成「新東西」的

能力。這種組織能力深受想像力、概念力、敏銳力、洞識力、反

省力及學習力的影響；而這種能力的培養與運用，更繫於組織作

為與氣氛是產生助力或阻力而定。 

四、毛連塭等（2000）認為組織創造力乃是透過組織的運作所展現出

來的創造力，所以組織的創造，乃是組織為達到目標透過功能運

作發揮其創造力，包括組織創造的過程和成果。 

五、Williams and Yang（1999）在探討組織創造力時，認為從各種

不同觀點來瞭解創造力，有助於我們對組織創造力的瞭解。 

（一）以個人觀點看創造力（Individual Views of Creativity）： 

創造力本身不是一種智力要素，它是構成智力的各個要素—

特別是思維能力要素，高度發展下的一種表現。智力高並不能保

證具有創造力，智力低則肯定不利於創造力，因此，智力是創造

力的基礎。 

對於創造力人格特質來說，其性格核心植根於進步人生觀的

處世態度，即對人類進步、人民幸福、文化發展等懷有憧憬與信

念，願意犧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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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bile 在創造力相關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激發創造力的個

人因素中，內在動機名列第二，當在領域相關技能及創造相關技

能不完備時，內在動機將可彌補二者之不足之處。 

以個人觀點來看創造力時，學者認為組織可以藉由僱用智力

與人格特質達到某種程度的員工，來幫助推動組織創造力，更可

藉由訓練激發個人創造力。 

（二）以系統觀點看創造力（Systems Views of Creativity）： 

Csikszentmihalyi（1988,1996）以系統觀點定義創造力為：

在組織中提供具有價值、原創性，且讓組織能有效執行的點子或

產品（這些點子或產品是不定期且無法預測的）。他將創造力視

為個人在組織的專業領域中（domain）中，經由互動所得的產出

（a product of interaction）。Csikszentmihalyi（1996）集

結三十年來有關創造性人物的生活與工作的研究著

作＂Creativity＂一書，亦採系統觀點，認為創造力來自一個由

三個要素組成的系統之間互動，那包括含有符號規則的文化，將

新事物帶入符號領域的人，以及承認、確定發明的學門專家，若

要創造性的概念、產品與發現發生，以上三者缺一不可。 

Gruber（ 

1988）及 Simonton（1984,1991）先後以系統觀點分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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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創造力的個人，研究他們的生涯歷程，亦指出環境對創造力

影響的重要性。 

以系統觀點來看創造力時，學者認為透過環境刺激技術，可

激發組織中成員的創造力潛能。 

（三）以思考歷程觀點看創造力（Thinking Process Views of 

Creativity）： 

       Sternberg and Lubart（1995）根據認知心理學（cognitive 

psychology）提出另一創造力思考歷程模式，他們主張創造者要

像股票市場中的投資者，以買低賣高（buy low and sell high）

的原則買賣股票一般，將自己的創造性想法買低賣高。 

Sternberg and Lubart 認為可透過下列六種形式，將模式

應用到組織創造力中： 

1. 組織應該主動鼓勵員工將自己的想法買低賣高，並以實際的

獎勵作法來激勵員工創造力。 

2. 組織應該創造讓員工感到安全，可提供創新想法的組織環境。 

3. 組織應該讓員工有表達意見的機會，同時包容員工的不同意

見，將員工的意見轉化為組織的利益。 

4. 組織需瞭解創造力的績效，員工具有適當的態度，比具有創

造的能力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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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組織需留意一件事，就是具有創造力的個人，通常不會與他

人分享他們的想法，因此應該鼓勵員工多與他人交流，分享

彼此想法的價值。 

6. 組織若提供適當的獎勵，將有助於員工提出創造性的想法。 

（四）以組織觀點看創造力（Organizational Views of 

Creativity）： 

       Amabile（1988）認為組織創新，就是將具有創造性的想法在

組織中成功的實行，他認為組織的管理階層必須主動鼓勵創新，

並且提供發展與實行創新時所需的資源，他也從個人及組織的層

次，勾勒出阻礙與促進創造力的特殊情況與特質，經過深入的探

討環境因素及個人創造力理論，建構出創造力的互動模式。 

     
  

   
      

           

      
 

      創造力相關程序         

 

 
 

內在工作動機 

專業相關技能 

 

圖 2-3-1：創造力的互動模式 

資料來源：Amabil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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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bile 用三個圓圈來表達構成創造力的三項要素（圖 2-3-1）， 

分別是專業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創造力相關程序

（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es）與內在工作動機

（Intrinsic-Task Motivation），中間重疊之處代表個人的高創造力

與組織的高度創新，也代表個人將專業相關技能、對創造的內在動機

與創造力思考三者結合的結果。對組織來說，關鍵在於能否找出每位

員工的創造力互動模式，並促使這三項要素同時發展，成為組織之創

造力績效。 

    綜合而言，組織創造力是個人創造能力與創造行為的表現，透過

組織的運作展現出組織創造的能力，故而創造性人格、創造行為歷程

的掌握、創造性能力的運用，決定了創造結果的產出及組織創造能力

的發揮。重要的是，組織創造的能力並不等於個人創造能力的總和，

如能提供一優勢的創造性工作環境，則組織整體的創造力會大於個人

創造力的加總。 

第四節 影響組織創造力之因素 

創造力乃是組織效能的必要條件，就組織發展而言，有效能的組

織應具備分工合作與機動應變的特質，亦即有機體（組織）的生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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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端賴能否適應變化以因應環境壓力而定，此有賴創造力，不過組織

與創造力的關係不是單一而是多面向的。創造力可能因受到助長而發

展，亦有可能受到阻礙而無所表現。在人力資源與企業競爭力關係越

來越密切的前提下，如何營造一個有助於員工展現潛能，尤其是創造

與創新的組織環境，是一重要課題。 

壹、阻礙創造力發展因素 

阻礙創造力發展因素，各學者理論歸納整理如下： 

一、Torrance（1962）認為抑制創造力發展的因素包括：1.要求成功，

限制冒險或追求未知。2.要求順應同儕團體或社會壓力。3.不鼓

勵探索、想像或追究。4.刻板的性別角色。5.墨守先前觀點。6.

專制權威。7.不重視白日夢。8.因果。9.立即批判。 

二、Krippner（1967）認為下列觀念會阻礙創造力的發展：1.每樣東

西必須有用。2.做每件事必須成功。3.每件事必須完美。4.人人

必須喜歡你。5.你不可離群獨處。6.你必須集中注意。7.你不可

脫離文化的特別角色。8.不可過度表達情緒感覺。9.不能模稜兩

可。10.不可動搖文化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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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mabile（1988）在一項研究中提出九項阻礙創造力發展的組織

因素包括：1.負面的組織特徵。2.限制多。3.缺乏組織熱忱。4.

不良的專案負責人。5.不適當的評鑑。6.不足的資源。7.缺乏時

間壓力。8.過分強調現狀。9.組織內的競爭。 

四、陳龍安（2000）綜合各家看法，將阻礙創造力的因素歸納如下： 

1.個人的障礙：包括處理問題的態度不積極、缺乏自信心、怕別

人的批評、錯誤的成功觀念、比較的傾向、早年不利的條件、

缺乏自知之明、缺少正面的感覺和情緒、熟悉的需求、強迫順

從、受人支配型、多向選擇型、消極否定型、慣性與依賴、妄

想與戀舊、冷漠與疏離。 

2.解決問題的障礙：包括只抓住一點、過早下判斷、只關心答案、

過分積極、鑽牛角尖、忽略想像的重要性、缺乏慎思熟慮的能

力、沒有目標與計劃。 

3.環境與組織的障礙：墨守成規、安於現狀。 

4.其他阻礙創造力的原因：包括資料不足、處理問題不切實際、

缺乏幽默感、固執己見、語言技巧貧乏、太相信統計結果、因

果不分明、缺乏遠見、敏感度不夠、優柔寡斷沒有主見、缺乏

冒險進取的精神、過分信賴權威、缺乏好奇心、缺乏自動自發

的精神、偏執而不易妥協、拙於表達己見、自我保護主義者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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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狹窄、無法鬆弛自己、情緒化、沈於幻想、缺乏開放潑的心

靈。 

貳、促進創造力發展因素 

促進創造力發展因素，各學者理論歸納整理如下： 

一、Torrance（1962）認為促進創造力發展的因素，包括 1.重視不

完全的開放情境。2.允許並鼓勵發問。3.多提問題並設法加以解

決。4.允許負責與獨立性。5.重視自我創新的探究、觀察、疑問、

感覺、分類、記錄、詮釋、推理、推論和溝通。6.提供多種語言

經驗。 

二、Torrance（1962）認為教師的下列行為有助於增長創造力：1.

進行多樣性活動（包括擴散性、聚斂性和評價性等）。2.少做記

憶性活動。3.為診斷而評估，非為判斷而評估。若只強調錯字、

文法、標點等成績會抑制原創力。4.提供運用創造性知識的機

會。5.鼓勵自然表達接納氣氛。6.提供豐富刺激。7.提出啟發性

問題。8.診斷原創性。9.鼓勵學生珍惜新觀念。10.提供非評價

性實習機會。11.教導學生創造性思考技能和研究方法。 

三、Amabile（1988）在一項研究中提出九項促進創造力發展的因素

包括：1.自由。2.良好的專案負責人。3.充足的資源。4.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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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面的組織特徵。6.認同與回饋。7.充裕的時間。8.具挑戰性。

9.適當的壓力。 

四、Authur（1992）認為要營造組織創造力，要靠下列因素來達成：

1.勇於冒險。2.自治權。3.給予獎勵。4.容忍差異。5.最高管理

階層的支持。6.啟發和鼓勵創造力。7.對於創造力的正面反應。 

五、Sternberg & Lubart（1995）認為在一個大致良好的支持創意環

境裡，仍需有一些挫折與障礙散佈在整個工作歷程中。因此他們

提出七個影響創造力的環境變項：1.工作情境。2.作業的限制。

3.評量。4.競賽。5.合作。6.角色模仿。7.組織氣氛。 

六、葉玉珠、吳靜吉（2002）從創意培育的觀點，編製一份評量科技

產業影響創意發展的組織環境量表。研究者根據訪談結果，編製

一份評量科技產業，有助於創意發展的組織環境量表－創意發展

組織因素量表，包括四個因素：1.創造機會、滿足需求。2.鼓勵

創意表現、重視溝通合作。3.重視異質交流、合作融洽。4.主管

具專業知能、尊重新意。 

七、吳靜吉等（2002）提出組織創造力的影響因素包括：社會文化因

素、環境因素、創造力的發展與培育、組織創新與文明的發展等。 

    綜合而言，影響創造力發展的主要因素大致可分為助長因素與抑

制因素兩個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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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影響組織創造力發展因素 

助長因素 抑制因素 

1.組織成員研究動機強 

2.組織成員具異質性與互補性 

3.組織成員工作滿足 

4.同儕的支持 

5.團隊合作 

6.溝通與協調 

7.資源充足 

8.主管的領導能力強 

9.主管的激勵與支持 

10.組織氣氛良好 

111.給予充分的訓練機會 

12.適當的獎賞制度 

1.組織政策及標準經常變更 

2.高架式的組織結構 

3.設備與資源不足 

4.主管與部屬疏離 

5.主管採權威式的領導 

6.不適當的報酬制度 

7.不適當的陞遷制度 

8.組織成員無法掌握組織目標 

9.同儕間缺乏信賴 

10.例行工作太多不具挑戰性 

11.組織氣氛不良 

12.組織內的輸贏比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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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組織創造力之要素分析 

    知識經濟創造的附加價值無可限量，不僅企業界開始著重於組織

的創新，學術界亦致力於從各方面來研究組織創造力的要素，研究之

深度不但逾來逾深入，包含的範圍亦逾來逾廣泛。分析學者的研究，

大致可分為創造力人格特質、組織文化、組織領導階層、組織工作環

境、組織溝通、組織激勵措施及資源提供等七個面向。  

一、創造力人格特質方面 

創造力是多種因素綜合構成的：其中與智力因素有關的，稱為創

造才能；另外還有與心理因素有關者，如氣質、個性、動機等；還有

一些構成因素是智力因素與心理因素交叉構成的，如認知風格、工作

態度等。 

（一）Torrance(1972)對創造力高的兒童之人格特質所作的進一步研

究後，也列出了一長串創造性人格的特質：冒險性、富感性、喜

複雜性工作、自動、嘗試困難的工作等。 

（二）Davis (1989) 發現高創造力者多具正向的人格特質，如具有

好奇心、專注力、毅力、開放性、冒險性、獨創性、變通性。 

（三）Kirton（1987）製作 KAI量表（Kirton Adaptation-Innovation 

Inventory ）來測量創造力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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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KAI 創造力人格型態 

 KAI 創造力人格型態 

特徵 適應性人格（Adaptors） 創新型人格（Innovators）

問題解決態度 視原始問題為既定的問題

以效率性角度發展更佳解

決方法 

將原始問題再重新定義 

以有效性發展新問題的解

決方法 

對解決方案的態

度 

定義明確的方案，發展較

少創意 

對執行解決方法的過程仔

細要求 

未定義明確的方案，發展

多元創意 

對執行解決方法並不感興

趣 

政策模式 偏好結構化情境 

 

在既有組織規定與群體規

範尋求較佳的適應 

偏好非結構化情境，勇於

冒險 

會重新界定組織規定與群

體規範 

組織對外的適應

力 

面對變動會逃避、適應困

難  

會提升組織日常的活動 

面對變動會適應、充滿彈

性  

會干擾組織日常的活動 

彼此的知覺 創新型人格視適應型人格

的人合群、一致性高、墨

守成規者 

適應型人格視創新型人格

的人不合群、不切實際、

麻煩製造者 

資料來源：Kirto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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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oodman, Sawyer and Griffin（1993）提出與創造力有關的

人格特質為：智力、獨立、自信、風險承擔、內控人格與忍受模

糊性。工作滿足有兩種：內在滿足與外在滿足。內在滿足是指對

工作表現機會或發揮所長的程度等方面所獲得的滿足；外在滿足

是指對工作環境或人際關係等方面所獲得的滿足。 

二、組織文化方面 

（一）Greenberg（1999）認為組織文化是一種組織成員共同的認知

架構，包括態度、價值、行為規範及期待，同時更反應出組織的

核心價值，包括：1.對客戶及員工需求的敏感度。2.提出新意見

的自由。3.冒險的容忍度。4.開放溝通的機會。他認為這些信仰、

期待及核心價值一旦建立，便會對組織及置身其中的人具有相當

強的影響力，最重要的是對組織創造力及創新造成影響。 

（二）以發明便利貼聞名世界的 3M公司，以「挑戰創意、求新求變」

為其企業文化，一百年來不停地追求創新及突破，並鼓勵同仁們

的想像力無遠弗界地自由翱翔，突破所有藩籬以滿足顧客的需

求。3M的專業經理人（CEO）一直以來均鼓勵研發人員利用百分

之十五的工作時間從事自身有興趣的研究計劃，由於此種自由不

拘的想像力，使得 3M公司擁有超過 40類的產品事業群，10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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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精科技。 

三、組織的領導階層方面 

「老子」第十七章：「太上，不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

畏之；其次，侮之。信不足焉，有不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謂：『我自然』。」大意是說：最好的世代，人民根本不感受到

統治者的存在；其次的世代，人民親近他讚美他；再其次的，人民畏

懼他；更其次的，人民輕侮他。統治者的誠信不足，人民自然不相信

他。是故，無形的領導著眼於創造自由的環境，這種自然無為的領導

方式，正是管理組織創造力必備的修為。 

（一）Glassman（1986）提到，研發管理首應針對部屬在特定任務的

自我指導能力的高低情形，漸進地施以不同程度的參與式領導，

促使其自我指導能力越高，而產生較佳的創新績效。 

（二）Smith and Ainsworth（1989,1993）提出在激發員工的方式上，

領導者應具備的作法包括： 

1.傾聽部屬的想法。 

2.善用創造力構思手法。 

3.當開始有構想產生時，不要急著評斷他們。 

4.禁止構思會議中，有人說出扼殺構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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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借重企業組織中的擴散式思考。 

6.當團體偶而提出一些怪異或完全不正確的構想時，要能夠加以

容忍。 

7.瞭解與你共事的每一個人的誘因，並且針對個人不同的誘因給

予適當的獎勵。 

8.試著使工作對每一個人而言都是愉快、滿足、富挑戰性，而有

意義的經驗。 

（四）Nelson（1990）認為，在領導階層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

是總裁與各階主管，必須對各階層管理者給予厚望，讓他們認為

處理員工提出的創造性想法是應該的，他們必須對組織有貢獻，

使組織更好的意見加以鼓勵。領導階層也可以藉由開放心胸的技

巧和智慧的彈性、積極導向、多樣化的反應行為，經理人能使他

們組織的員工，在產生分享創造力的態度上，形成絕大的不同。 

（五）Greenberg（1999）認為領導者具有使組織內成員的行為符合

組織要求的影響，而成功的領導人應具備以下的特質：1.動力：

成就的慾望、企圖心、主動、堅持。2.誠實和正直：值得信賴、

開放。3.領導動機：想展現影響他人的慾望以達成共同的目標。

4.自信：肯定自己的能力。5.認知能力：聰明、整合及解析大量

訊息的能力。6.商業的知識：企業的知識、相關事物的管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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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創造力：原創力。8.適應性：適應部屬需求及環境要求的能力。 

四、組織的工作環境方面 

（一）周惠卿（2000）研究整理歸納出產業「創造力競爭環境」與組

織內部「創造力工作環境」因素，會影響組織的「創造力投資策

略」，為了提高成員創造力的水準，管理者必須同時考慮競爭環

境及創造力工作環境因素。在創造力工作環境方面，組織可以適

度的調整創造力工作環境的內容，以有助於創意引導的過程，而

組織能提供充足的資源、設備等，則有助於提昇個人的創造力水

準。另一方面，組織還必須考慮外在競爭環境的影響，針對提昇

創造力的策略加以調整，以進一步提高創意的成果。 

五、組織的溝通方面 

（一）Scott & Mitchell（1976）認為溝通基本功能在表達感情、激

勵士氣、資訊傳遞及任務控制。如為表達感情，其目的在透過溝

通使其角色被接受；如為激勵士氣則期望藉溝通提昇組織目標之

達成；資訊傳遞之功，則希望能達到提供決策所需之資料；任務

控制者，則溝通具有澄清任務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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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溝通之目的 

功能 取向 目標 理論及研究焦點 

表達感情 感情 增加組織角色之接

受程度 

滿足；衝突；緊張；角色 

激勵士氣 影響 致力組織目標達成

之程度 

權力；順從；期望；行為；

改變；學習 

資訊傳遞 技術 提供決策所需資料

之程度 

決策；資訊處理；決策理論

任務控制 結構 澄清任務、責任之

明確程度 

組織設計 

資料來源：Scott ＆ Mitchell,1976 p.193 

（二）吳秉恩（1993,2001）從組織行為的角度，認為溝通具有下列

目的： 

1.表達感情：增加組織角色之接受程度。 

2.激勵士氣：致力組織目標之達成。 

3.資訊傳遞：供給決策所需資料之程度。 

4.任務控制：澄清任務、責任之明確程度。 

 26



六、組織激勵措施方面 

根據 William James 之研究，一般人的潛力僅發揮 20﹪~30﹪，

因此如何採取激勵措施促使員工發揮潛力是組織非常重要的事。近代

激勵理論之發展，大致可歸納為三個主要學派，一、內容理論（Content 

Theory），著重對存在個人內在需求因素之探討。二、過程理論

（Process Theory），旨在說明個體行為如何被激發、導引、維持及

停滯之過程。三、增強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y），說明採取適

當管理措施，可利於行為發生或終止行為。 

（一）Porter ＆ Lawler（1968）以期待理論為基礎，歸納上述學說。

發展出較完整的「動機作用理論」。大致內容為，一個人之行為

努力取決於所可能獲得之獎酬價值大小及完成任務之機率（此為

期待理論之觀點
1
）。然而，事實上，一個人績效表現除受其個人

努力程度決定外，尚受其工作技能及對工作了解之影響，此種績

效可能給予其工作內獎酬，也可能給予其工作外獎酬（此為兩因 

素理論之觀點
2
）。但這些獎酬是否給他滿足，則尚受其本知覺之公平

                                                 
1 期待理論：Vroom之期待理論重心認為人類相當理智，能事先計算在從事

某種行為後，所可得到的獎勵程度，才決定是否要真正努力去達成目標，

此理論建立在三個概念：期待、價值、激勵效果。激勵的力量乃是期待值

的函數。 
2兩因素理論：Hertzberger認為員工對於工作有不滿足因素或保健因素

（Hygine factors），包括薪資、工作安全、工作環境、地位、公司程序、

技術監督品質、人際溝通關係；滿足因素或激勵因素（Motivator），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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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否而定（此為平衡理論之論點
3
）。  

（二）Amabile（1988）認為除了工作本身所帶來的內在激勵之外，

外在激勵如獎金等對創造力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成功的獎

勵制度，目的應在鼓勵員工在創造力形成過程中，展現下列特

質：1.個人能力。2.個人成就。3.成長與發展。4.責任感。5.

個人自由。 

七、資源提供方面 

（一）Amabile（1997）提出與創造力有關之資源包括：提供從事創

造性工作之時間、提供專業人員之協助、提供進行創造力相關活

動的經費預算、提供工作所需之材料、方法、系統和程序、提供

相關之資訊與教育訓練。 

（二）Udwadia（1990）認為組織在促進創造力上所提供的材料資源

包括： 

1.物質資源：包括儀器、設備和供應品。 

2.資訊資源：包括圖書館和資料庫。 

3.通信資源：包括媒介，諸如電子郵件、AV 視訊會議、電腦會議

                                                                                                                                            
成就感、認同感、責任感、升遷、工作本身及未來發展之可能性。 
3平衡理論：Adams之平衡理論又稱為「交換理論」（Exchange Theory），其

要旨乃指人們處於「交換關係」情況下，員工希望自己努力與報酬與他人

比較時，能公平合理，其公式如下：某人輸出（或報酬）/某人輸入（或

努力）＝他人輸出（或報酬）/他人輸入（或努力）。 

 28



和各種的文書尋找、修補系統。 

組織創造力是個人創造能力與創造行為的表現，創造性個人所蘊

含的人格屬性、創造性思考能力的運用、創造行為歷程的掌握，決定

了創造結果的產出以及組織創造力的發揮。在組織運作的過程中，組

織對創造力有載舟覆舟的雙重角色，故而，維持組織的適度彈性，減

少形式化，加強溝通與資訊交流，允許較多的思考空間，維持自由自

主的組織氣候，均有助於創造力之開發。 

綜合而言，組織創造力之要素，學者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創造力人

格特質、組織文化、組織領導、組織的工作環境、組織的溝通、組織

激勵措施及資源提供等 7個面向，經歸納整理後，可分類為創造性環

境、創造性行為、創造性技能及組織創造的能力，茲分析如下表。 

表 2-4-4：組織創造力的要素分析 

組織創造力 組織創造力要素 

一 主觀的意願 組織成員：創造潛能、創造的人格

特質、創造的動機。 

二 客觀的可能 創造性環境：組織系絡的支持與

否、組織文化及組織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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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的技能 創造性技能：資源的提供、學識及

創造思考能力的運用。 

四 組織應變的能力 創造性行為：組織領導、組織激勵

措施、人員內在動機與

積極回應外在環境挑戰

的能力。 

五 組織創造的能力 組織創造力：具前瞻性與洞見能

力，可駕馭環境、實現

卓越，以提昇組織的競

爭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之變革 

壹、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沿革 

（一）成立階段：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成立於民國八十八年七月一日，由衛生署

防疫處、檢疫總所、預防醫學研究所三個單位合併成立，當時的組織

架構如圖 2-5-1，簡要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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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成立 

資料來源：93年全國防疫會議 

1.在疾病控制方面，以致病原區分為細菌、病毒、寄生虫、病媒及昆

蟲、及特殊疾病等五組，每組分別負責各類疾病的政策規劃、計劃

執行、檢驗及研究等業務。 

2.在疾病預防及監測方面，則包含檢疫、疫情及預防接種等三組，負

責全國檢 疫、疫情監測、疫情調查人員培訓及預防接種計劃業務。 

3.綜合業務組，負責綜合業務之整合、企劃研考、衛生教育宣導及國

際和合作等業務。 

4.血清疫苗研製中心，負責疫苗之生產、製造、研發及實驗動物之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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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等事宜。 

5.在全國重要地區，將設疾病管制分局，以執行區內各種疾病的疫情

監測、調查、處理、檢驗、港埠檢疫、港區航站衛生等業務。 

（二）第一次組織再造： 

 

圖 2-5-2：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次組織再造架構圖 

資料來源：93年全國防疫會議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一日進行第一次組織再

造，復於九十年七月十二日整併「行政院衛生署慢性病防治局」之公

衛業務及人力；整併後，防疫、檢疫及研究為本局三大工作項目，業

務職掌攸關全民健康之維護，職責異常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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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組織再造主導者為當時的涂醒哲局長，其理念為將「實驗

室人員」與「一般行政專業人員」分立，「實驗室人員」完全不辦理

行政工作，積極建立標準檢驗設備與程序，使 CDC 成為具權威性的研

究檢驗單位。 

    民國九十二年三月十四日，台灣地區爆發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新任蘇益仁局長發現「疾病管制局」

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即「實驗室人員」受限於公務人員任用 

條例，致進用人才管道不暢通，各實驗室負責人皆為前預防醫學研究

所時代，以教育人員任用資格進用之國內外博士，改制為「疾病管制

局」後已無進用管道。SARS 疫情更暴露出本局防疫人才之不足，需 

在人才之延攬及進用上，更具彈性，因此招募優越之學者專家及高科

技人才，針對各類傳染病，務實研究工作，快速的研發預防、檢測、

滅絕各類傳染病之有效方法，防堵各類傳染病的擴散，以確保 

國人健康，故在蘇益仁局長的主導下，進行第二次組織再造。 

（三）第二次組織再造： 

    「疾病管制局」93.6.23.修正組織法，進行第二次組織再造，修

正若干組室，同時可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延攬學者專家參與研究

工作，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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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次組織再造架構圖 

資料來源：93年全國防疫會議 

 

1.增設資訊室，以利協同其他機關規劃推動全國性資訊運用，確實掌

握各類傳染病之疫情資訊。 

2.增訂組長及副組長職務，各組其中一人，必要時得由師一級感染症

專科、胸腔科或病理科醫師資格人員擔任；科長職務，必要時其中

四分之一員額，得由師二級感染症專科、胸腔科或病理科醫師資格

人員兼任。 

3.強化分局功能，調整分局長職等，並得增置副分局長，協助處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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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事務；另並調整血清疫苗研製中心主任職等。 

4.增設研究檢驗中心，掌理研究檢驗事項，置中心主任一人，中心副

主任一人至二人；必要時，均得由研究員兼任。 

5.增訂研究員、副研究員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之

資格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等相關規定辦理；研究員得兼組長、

副組長，副研究員得兼科長。 

           
民國 88.7.1 成立（衛生署防疫處、檢疫

總所、預防醫學研究所三個單位合併） 
 

 

民國 90.7.1 修正組織法（第一次組織再

造，納入衛生署慢性病防治局） 

 

 

 

民國 93.6.23. 修正組織法（第二次組織

再造，擴大進用人才範圍） 

 

 

圖 2-5-4：疾病管制局組織沿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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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生物醫學實驗室 

    CDC 經過兩次組織再造後，將疾病權責業務單位與實驗室做了很

大的區隔，尤其是研究檢驗中心有 7個生物醫學實驗室，人員包括許

多國內外博士及病毒、細菌、病媒昆蟲等專家，儲存了本土性疾病的

各型病毒株、細菌株及基因序列，關係國家未來生物科技的發展，每

年預算編列研究發展經費，積極鼓勵實驗室同仁進行各類自行研究計

畫。 

（一）我國生物科技發展現況 

    我國推動生物技術已十多年，行政院在民國八十四年八月頒訂

「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並成立「行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

小組」，除了繼續發揮台灣堅實的製造能力外, 更為培養設計與創新

的新興知識經濟產業，進一步的帶動國內設計產業產值。 

    為增進國家競爭優勢及因應當前國家重大社經問題之需要，行政

院結合科技研發之上、中、下游資源，規劃推動國家型科技計畫，以

有效提升研發成果，目前規劃執行的國家型科技計畫，包括晶片系統

國家型科技計畫、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奈米國家型科

技計畫、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技術發展方面採整體規劃、分工執行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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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游包括行政院所屬各部會署之研究單位、國營事業之研發部門

及專案委託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等，以從事應用研究及技術發展為

主。產業技術發展主要由經濟部負責應用研究之技術發展工作，另農

委會及衛生署等亦投入相關之生物技術相關領域之研發工作。國科會

統計國家型科技計畫之預算、期間及參與部會如表 2-5-1。我國生物

科技產業研究機構如表 2-5-2。 

表 2-5-1：國家型科技計畫之預算、期間及參與部會 

計畫名稱 總預算 

(億元） 

期間 

(年度) 

91年度經

費(億元)

參與部會 

農業生物技

術 

7.9 

19.9 

87 ~ 90 

91 ~ 93 

2.4 農委會、中研院、國

科會 、衛生署 

製藥與生物

技術 

10.6 89~91 3.6 衛生署、國科會、經

濟部 

基因體醫學 75.0 91~93 19.8 中研院、衛生署、國

科會 

奈米 231.9 92~97  經濟部、中研院、教

育部、國科會 

資料來源：國科會,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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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我國生物科技產業研究機構 

機構類別 單位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動物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

所、生物醫學研究所、分子生物研究所） 

經濟部（技術處、生物技術與製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藥物食品檢驗局、中醫藥

委員會、管制藥品管理局、國民健康局） 

環境保護署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水產試驗所） 

國家科學委員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台南科學工業園

區、國家高速電腦中心計算化學與生物工程、國家實驗

動物繁殖及研究中心、自然科學發展處、生物科學發展

處） 

政府機關 

原子能委員會 

私人企業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東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神隆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花卉

生技公司、聯亞生技公司、國光生技公司、藥華醫藥公

司、太景生物科技公司、富立洋生物科技公司、五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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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術公司、台醫生技公司、賽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誠信開發公司、台灣基因科技公司、國際精鼎科技

公司、統一生命科技公司

法人機構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工研院化工所、

工研院生醫工程中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生物資源

保存及研究中心、生物技術開發基金會

其他 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中華民國人類遺傳學會、台大全

球變遷研究中心、國立陽明大學基因體研究中心、台大

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科學技術，2003 

本研究整理 

另外，行政院開發基金參與之轉投資事業中，與生物技術產業相

關之公司(不含創投公司)，包括普生、健亞、信東、台灣神隆、台灣

花卉、聯亞、國光、藥華醫藥、太景、富立洋等十家公司。 

（二）CDC 之生物醫學實驗室 

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一日「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正式開始

執行。CDC 實驗室亦自 91年下半年開始執行「建立我國病原體基因

資料庫計畫」，其目的是以全國最高疾病防治單位的立場，整合並提

供研究資源予國內專業之病原體研究實驗室，對國內及國際間重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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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體基因序列資料進行蒐集、儲存、建檔、整合與分析。相關病原體

基因資訊可應用於流行病學及公共衛生之研究，作為傳染病即時預警

及防疫政策重要參考依據；此外，可供國內生物科技產業應用，利用

所得本土性重要病原體基因變異及演化資訊，對重要傳染病疫苗研發

及檢驗試劑開發等相關研究，可提供有力資訊，並提昇生物科技產業

的競爭力。 

目前 CDC共分為七個實驗室，統稱為研究檢驗中心，分別負責

各類法定傳染病之研究及檢驗。 

表 2-5-3：CDC 生物醫學實驗室 

實 驗 室 主 要 負 責 項 目 

病毒實驗室 SARS、流感、腺病毒、麻疹、德國麻疹、腮腺炎、

水痘、腸病毒（包括 AFP & Polio）、腹瀉（O157）、

HIV、肝炎 

黃病毒實驗室 黃熱病、日本腦炎、恙蟲病、斑疹傷寒、漢他病

毒、登革熱、登革病毒檢驗 

細菌實驗室 白喉、百日咳、流行性腦膜炎、猩紅熱、b型嗜血

桿菌症候群、炭疽病、退伍軍人症、食物中毒（腸

炎弧菌、仙人掌桿菌、金黃色葡萄球菌、肉毒桿

菌）、鼠疫、類鼻疽、桿菌性痢疾、沙門氏菌、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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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副傷寒、霍亂、萊姆病 

寄生蟲實驗室 瘧疾、阿米巴痢疾檢驗 

結核桿菌實驗室 結核桿菌分型 

病原真菌實驗室 病原真菌、披衣菌、黴漿菌 

病媒昆蟲實驗室 病媒及鼠外寄生蟲調查研究 

資料來源：筆者製作之研究檢驗中心簡報資料,2004 

研究檢驗中心包括分局實驗室共計 85 人，其中行政人員 7人、

國防役 14 人、實驗室 64 人。 

 

圖 2-5-5：研究檢驗中心學歷分析圖 

資料來源：筆者製作之研究檢驗中心簡報資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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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研究檢驗中心人力分析圖 

資料來源：筆者製作之研究檢驗中心簡報資料,2004 

 

表 2-5-4：CDC 實驗室近三年執行研究計畫項目統計表 

實驗室 

年度 

病毒 病毒

(一) 

細菌 寄生

蟲 

分枝

桿菌

真菌 病媒

昆 

三分

局 

四分

局 

六分

局 

小計

91 3 3 7 1 2 1 1 2 0 0 20 

92 5 3 7 1 2 2 0 3 0 0 23 

93 7 1 10 1 2 3 2 3 1 0 30 

小計 15 7 24 3 6 6 3 8 1 0 73 

資料來源：筆者製作之研究檢驗中心簡報資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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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CDC 各實驗室近三年發表論文統計表 

實驗室 

年度 

病毒 

 

病毒 

(一) 

細菌 

 

寄生 分枝

桿菌

真菌

 

病媒

昆蟲

三分

局 

四分

局 

六分

局 

小計

91 10 3 1 1 0 1 4 1 0 0 21 

92 22 3 5 1 4 5 4 2 0 0 46 

93 34 8 5 1 8 4 1 2 0 0 63 

小計 66 14 11 3 12 10 9 5 0 0 130

資料來源：筆者製作之研究檢驗中心簡報資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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