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訪談資料分析 

    本研究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個案，針對歷任首長及長官進行質

性的質化訪談，以「創造性環境」、「創造性行為」、「創造性技能」、

「組織創造的能力」等四大面向為訪談重點，訪問首長之主要概念為

組織創造力的主導者為機關首長，內部員工惟有在好的環境、好的領

導下，才會將潛能發揮，進而增加組織整體的創造能力。 

    本研究進行資料分析步驟，透過反覆閱讀每位受訪者的逐字稿內

容，獲得整體性的瞭解後，謄寫內容形成有意義的句子，將有意義的

句子萃取出意義。根據研究問題的四個面向，得到四個主題，包括：

「CDC 的創造性環境」、「CDC 的創造性行為」、「CDC 的創造性技

能」、「CDC 的組織創造的能力」，另外歸納出「CDC 的組織診斷與

分析」等五大類的研究結果，其彼此關係之研究分析，質化訪談結果

主要範疇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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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質化訪談結果主要範疇 

主題（theme） 範疇（category） 代碼（code）

CDC 的組織及人力配置設計 
  A1-1、A2-1、

A4-1、A5-1 

CDC 的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A1-2、A2-2、

A3-2、A4-2、A5-2

CDC 的創造性

環境 

CDC 的決策模式及政策運作網路 
  A2-3、A3-3、

A4-3、A5-3 

CDC 的是否鼓勵員工創新研發及策略 
  A2-4、A3-4、

A4-4、A5-4 
CDC 的創造性

行為 CDC 的員工經驗是否可因應外界變化 
  A2-5、A3-5、

A4-5、A5-5 

CDC 的人才進用限制是否會影響創造力 
A1-6、A2-6、

A3-6、A4-6、A5-6

CDC 人員的專業知識與經驗可否快速反

應疫情之發生 

A1-6、A2-6、

A3-6、A4-6、A5-6

CDC 的創造性

技能 

CDC 是否有完善的培訓制度 
A1-7、A2-7、

A3-7、A4-7、A5-7

CDC 是否具備明確的願景目標 
A1-8、A2-8、

A3-8、A4-8、A5-8

CDC 的管理機制與技術水準是否能與全

球接軌 

A1-9、A2-9、

A3-9、A4-9、A5-9

CDC 的組織創

造能力 

CDC 的研發成果是否能落實到疾病防治

業務 

A1-9、A2-9、

A3-9、A4-9、A5-9

CDC 目前是否已達組織發展之成熟期 
A1-10、A2-10 

A3-10、A4-10 

A5-10 

CDC 的組織診

斷分析 

CDC 是否有白京生定律之組織病象 
A1-11、A2-11 

A3-11、A4-11 

A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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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創造性環境 

    本節將針對研究問題中，創造性環境之研究結果作訪談分析如

下。 

壹、組織架構因應外界變化而調整  

CDC 於 1999年成立時以疾病來劃分權責，分為病毒組、細菌組、

寄生蟲組、病媒昆蟲組⋯等；2000年臺灣地區發生九二一大地震，

於 2001年為因應龐大疫情，於是第一次組織再造，以防疫、檢疫、

研究為三大工作項目，將實驗室人員與一般行政專業人員區隔開，實

驗室人員以研發為主，完全不辦理行政工作；2003年臺灣地區爆發

SARS 疫情，於是第二次組織再造，增設研究檢驗中心，延攬學者專

家參與研究工作，同時強化分局功能俾可因地制宜。 

新的組織架構以“防治＂為主軸，串聯疾病監測、檢驗、研

究，使防疫工作一氣呵成，並計劃透過實驗室的研究、檢驗、診

斷病因，才能確定有無疫情，而這項工作，需要有科學家以科學

的方法來執行，才能讓疾病管制局達到永續經營的公信力。（訪

A1-1） 

這是 CDC 的第一次組織再造，疾病管制局首開先例建立了

 3



“Chief Scientist 制度＂，也就是由 Chief Scientist領導研

究、檢驗人員，讓該人員能以疾病管制局的任務為導向，專心、

專業的從事研究、檢驗工作，而不足的部份，則由國內外合作來

彌補，這正是一個帶有“台灣味＂的疾病管制局，且現存問題也

將迎刃而解，達成“提昇效能，因應未來＂的終極目標。（訪 A1-1） 

在新組織的運行之下，希望能透過組織再造，提昇行政效能，

以便因應新二十一紀接踵而至的防疫工作挑戰，讓 CDC不只是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還能進一步代表著 Credible、

Dynamic 及 Creative。（訪 A1-1） 

CDC 在第一次組織再造時，考慮將所有衛生教育工作整合，同

時也推動國際疫情之合作，甚至將對大陸的所有疾病偵測也納

入，故而在每個權責組下設政策分析科及衛教科，整合各類疾病

成立衛教工作小組，另由疾病監測組整合所有疾病偵測資訊，並

與衛教小組連結，即時告知民眾世界各地疫情。在衛教小組工作

上可以算是成功的，然而在疾病偵測方面，因涉及中國大陸的政

治敏感性，導致執行上發生了困難，這也是我們一再主張衛生與

政治應分離，並允許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用意。（訪 A2-1） 

CDC 自 1999年 7 月成立後，一方面逐漸調整內部運作，一方

面因應外部環境變化，為符合國家人民對 CDC 的期待，故而於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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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7月內部第一次組織再造，我認為這有助於組織的未來發展。（訪

A4-1） 

台灣 CDC 自 88年成立後，於 90年 7 月進行第一次組織再造

（涂醒哲局長），我於 92年 5 月 19 日因 SARS 疫情，臨危　命接

任局長，當時組織架構已趨成熟，個人並沒有太多的想法，是要

從功能區分亦或採其他方式，但在整個組織運作時發現有些不完

整，為了補足不完整的區塊，於是有了增加「新興傳染病組」及

「感染控制組」的想法，同時準備修正組織法，以求廣泛延攬人

才，提升 CDC 的素質，很高興的是「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

織條例」終於在 93年 6 月 23 日修正通過，以 CDC來講這可以算

是第二次組織再造。（訪 A5-1） 

目前 CDC 體系靈活，專家及專業人員素質逐漸提升，經過組

織法的修正，除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進用更多博士外，並納入感

染科醫師及病理醫師等，強化了 CDC 的組織架構，但是否能因應

外界的變化，可能要到下一次疫情爆發才能真正的印證。（訪 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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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領導人員特質影響組織溝通 

CDC 法定員額 893 人，組織龐大往往會造成溝通的困難，而領導

人員的特質更影響溝通管道的暢通與否，如果不能充分授權或採因地

制宜的管理模式，則溝通困難亦會影響組織的創造性環境。 

CDC 於 90年組織再造後，將當時的慢性病防治院納入，才變

得較為龐大，然而防疫工作的推動，亦需要各種人才，方可有前

瞻性的規劃，建構健全有效率的二十一世紀防疫體系，比起“三

頭馬車＂時代，已經感覺得到明顯的差異與進步了。（訪 A1-2） 

在非制式的溝通方面，除了串門子外，因會議太多，人員繃

的太緊太忙，往往溝通出現斷層，例如組長開完會後，未轉達同

仁，導致政令無法暢通及執行，我常告訴同仁，問題解決不一定

找主管，找副局長也可以，只要是能解決問題的都是好方法。（訪

A2-2） 

另外，CDC 主管人員的特質亦會影響組織溝通，有些採較民主

式的領導，有些則較權威，是否應建立一溝通機制，則不論主管

如何變動，均不會影響其運作。在外部溝通方面，地方衛生局經

常會因 CDC 組與組間意見不一致，或是推來推去，甚至下的指令

不同，導致無所適從，這也凸顯出 CDC 內部橫向的溝通聯繫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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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A3-2） 

人員多寡不會影響機關的運作，如果組織成立時無法確切區

分工作與責任，就會卡在一起，故而分門別類是組織區分的第一

步；另外領導者擺錯了位置，亦會導致內部混亂，人員傾軋，甚

至上令無法下達，更無溝通可言了。（訪 A4-2） 

    組織再造時，就要設定一個好的流程，分門別類，好好運用

其專長，人事跟著流程走，領導階層亦應好好規劃，領導者要了

解業務性質、事的區分、職能需求及其帶領成員的潛能性格等等。

（訪 A4-2） 

    CDC 組織龐大，溝通管道是否暢通，非組織的問題而是領導

風格，便宜行事會影響組織架構、團隊和諧、無法培育人才，反

而是惡性循環，好的組織就像好的車子，仍須依靠人來駕馭。（訪

A4-2） 

認為防疫應該因地制宜，各地區分局與當地醫師、衛生局共

同形成工作夥伴，我們居於領導地位，權力下放到基層，1個人做

事不如 10 個人做，10 個人做事不如 100 個人做，100 個人做事不

如 1000 個人做，1000 個人做事不如全民來做，將防疫變成全民的

工作，於是成立了地區指揮官，當地區指揮官收到不同單位疫情

通報後，即刻啟動因應措施。（訪 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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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外部溝通做的還好，在內部溝通方面最大的問題是組與

組間的橫向連繫，譬如，指揮官會收到召開同一時間而由不同組

發出的開會通知，此外，權責組召開會議時，應該邀請與議題有

關之相關單位參與，才不會形成多頭馬車的現象。為求會議統一，

決定由企劃組登錄於網頁，就好像 matrix，原來各組與各組橫向

的部分，整合成為一個 program。（訪 A5-2） 

參、決策模式在專業與非專業領域不同 

    決策模式可分為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由中間而上下，在專業領

域中，常因領導者所精通之不同，而採取不同的決策模式，譬如，領

導者非常精通流行病學調查，也許會採取由上而下的決策，如對檢驗

不甚瞭解則會採取由下而上之決策模式；在非專業領域中，行政人員

常會見風轉舵，這些都會影響創造環境。 

    組織決策的過程中，評估是很重要的一環，評估又可分為事前評

估、事中評估及事後評估，在評估過程中相關人員的參與，有助於瞭

解其可行性及目標的達成。 

在專業領域與非專業領域之決策模式是不同的，在非專業領

域方面，行政幕僚會因長官的特別關心某一部分而見風轉舵，又

人事制度基本上是一貫的，其決策較傳統，然而會隨長官的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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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而不同，譬如在內升前是否需至分局磨練等等；在專業領域

方面，會因各長官精通之不同而異，不會每一項決策均由上而下，

有時亦會由下而上，例如新型流感防治，是基於權責疾病組之專

業判斷，先擬好重點草案，經由幕僚群討論後再形成政策；事實

上，在 CDC 亦經常會有由中而上或下，這些是中階主管的創造力

表現。（訪 A2-3） 

在政策決策過程中，應考量各種因素，如果一個政策不能讓

全部的人知道，則基層人員會揣測上級的想法，資訊的不足，溝

通的不暢通，均會影響政策的執行效果。在層級轉述中間，也會

產生誤解，通常上層會決定大方向，下級單位則考慮執行面的問

題，當然最好是由中階主管如科長層級或重要幹部發動，進而向

上級溝通、說服，對下級則採適當的領導，給予充分的資訊，期

能貫徹執行力。（訪 A3-3） 

政策的決定理論上應是由上而下，然而在研討的過程中，無

論中間、基層的意見均應採納，溝通以後，一旦確定就應切實執

行，故而政策形成的過程中，應特別注重溝通的程序，特別是借

重基層人員的經驗與合作。（訪 A4-3） 

領導階層要懂得「尊重別人」，有時命令是採下面的意見，討

論後形成政策，譬如組長採納同仁意見，經過內部溝通向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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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也許會遭遇困難，此時就須說服，並提出執行的方法，最

後形成政策。另外，也有局長個人的政策雛型，由組長傳遞訊息，

中間形成理論，再與承辦人員溝通，這又是一種政策運作網路。（訪

A3-3） 

CDC 決策涉及人員專業能力足否，理論上應由下而上，要形成

一個政策前先在內部溝通，由基層整個規劃好，經過委員會共同

討論修正，評估可行性最後成為政策。整體 CDC 決策模式因不同

案子而定，科員與科長、組長間應互動溝通，我任局長時曾有一

個案子被組長退了 11 次，另有一個案子「屍體解剖手冊」，承辦

人寫完後，其上級意見很多，被退了 4、5 次，最後由專家協助完

成。（訪 A5-3） 

 不同的情況會有不同的決策模式，政策會變且涉及危機處

理，綜觀全局如無配套措施，掛一漏萬，則後果會不堪想像。（訪

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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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受訪者在創造性環境部分，意見彙整如下： 

編碼 CDC 組織架構及組織變革 

A1 進行第一次組織再造，採 Chief Scientist 制度來領導研

究檢驗，以任務導向為主，使研究人員能專心專業的從事

研究工作。 

A2 組織須隨外界環境的改變而內部重整，有創造力的組織才

有生命力。 

A3 CDC 組織架構在設計分工上有模糊地帶，有些以傳統疾病

分組，有些則以功能分組，地方衛生局常會收到針對同一

事件，而由 CDC不同單位發出的公文。 

A4 組織會隨著時代潮流不斷改變，故而組織再造有利於組織

未來的發展。 

A5 進行第二次組織再造，打破官僚體系傳統考試用人制度，

採聘任制度進用更多博士人才，另外可進用更多醫師，使

CDC 朝向高度專業，高科技研發單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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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CDC 之溝通管道 

A1 CDC 最初由三個單位合併，雖然如拼裝車一般，但比起三

頭馬車好多了。 

A2 三個單位合併，因原來的組織文化不同，溝通有其困難

性，近年來已逐漸建立制式及非制式的溝通路線，可惜尚

無申訴管道。 

A3 CDC 內部溝通及外部溝通管道有落差。 

A4 流程的規劃及優秀的領導可暢通溝通管道。 

A5 外部溝通採因地制宜方式，授權各地區分局與當地醫院、

衛生局形成工作夥伴，故管道暢通對疫情的反應迅速，內

部溝通待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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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CDC 重要決策模式 

A1 任內因 CDC 初成立，專業領域不同故無固定決策模式。 

A2 政策形成由下而上，決策由上而下，在中階主管創造力方

面，亦有自中而上、下。 

A3 科長層級為重要幹部，應肩負承上啟下功能，構築一個建

全的政策運作網路。 

A4 透過內部溝通、廣泛討論才能形成好的政策。 

A5 不同的情況會有不同的決策模式，政策會變，且有時涉及

危機處理，應綜觀全局並做好配套措施。 

 

第二節  創造性行為 

    本節將針對研究問題中，創造性行為之研究結果作訪談分析如

下。 

壹、領導者的鼓勵有助於員工發揮潛能 

「創造行為」包括內在動機與積極回應外在環境的挑戰。領導者

應採取激勵措施，鼓勵員工以創意的方式解決問題，機關如能公正的

衡量每位員工的表現，並建立公正的升遷制度，則員工能產生內在的

成就動機，有助於潛能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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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等一層主管的角度是鼓勵的，

然而有些保守的中階主管，如科長層級甚或組長並不鼓勵，這樣

會阻礙員工的創造力。我在任主任秘書時推動「點子獎」，目的就

是在鼓勵員工創新，另外，在舉辦主管人員共識營時，要求各級

主管用 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reats）

分析，透過運用腦力激盪模式來創新，我甚至想要建立「創意公

式」，任何問題代入公式後即可解決。一個很重要的觀念是創新是

要能解決問題，否則不算是創新。（訪 A2-4） 

CDC 於民國 90年組織再造時，即積極鼓勵員工創新，我於帶

領特殊疾病組時，經常採用腦力激盪的方式，給予同仁一點壓力，

透過小團體的討論，不只同仁有個人成就感，也會有實質的回饋，

故我任組長時全局的績效是第一名的。（訪 A3-4） 

在鼓勵員工創新的策略方面，可以採用考績回饋、主管口頭

或書面獎勵的話、開會時正向的鼓勵，這都會對其他人造成參照

的效果。（訪 A3-4） 

我在任 CDC 副局長時，是非常鼓勵員工創新的，直到現在任

CDC 顧問亦很支持，目的在鼓勵員工潛能的發揮。（訪 A4-4） 

CDC 每年都有年度研究計畫，可分為 1.內部研究計畫，對象

為內部員工 2.外部研究計畫，為對外界提供與本局業務相關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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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經費，這是很具體的鼓勵制度。另外有透過會議，如研究檢驗

會報、疫情會報、主管會報等，應該好好利用每個討論機會，鼓

勵員工發表意見。（訪 A4-4） 

我在 CDC 時採取即時獎勵的制度，當時局長有一筆績效獎金

可運用，我常在同仁做好一個專案且表現良好時，立即發放一筆

獎金，這在政府單位是很難做到的，這是一種創新的思維，如果

等到年終或年底考績再發獎金，會失去獎勵的意義。（訪 A5-4） 

    我認為創造一個環境，讓同仁願意發揮是很重要的，當然長

官也要有擔當，一般來說創新研發在政府機關是很難做到的。（訪

A5-4） 

貳、組織創造力應建立行政倫理典範 

CDC 成立以來，資深人員退休，年輕世代具有良好的學識背景，

有理想有衝勁，採取科學的方法且講求速成，然而經驗對整體防疫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如能借重年輕人的努力，輔以年長者的經驗，形成

工作團隊，可達相輔相成的效果，故而在創造的過程中，行政倫理應

特別重視。 

對 CDC來講，矛盾只出現在行政倫理，專業方面則不致於，

因為新進人員均已受過基本訓練，只要利用其基本專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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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理、方法學即可應用。（訪 A2-5） 

CDC 較大的問題是無行政倫理典範可依循，有些年輕人升遷太

快，未曾帶兵，不知如何對上、對下，在領導統禦上會出現問題。

在專業上的墨守成規不會有問題，新進人員帶進新的方法，解決

問題，反而是一種創新，另外，CDC 自成立以來，因應各種疾病的

爆發流行，也讓我們從解決問題中，不斷的學習與創新。（訪 A2-5） 

年齡層較高者往往會墨守成規，畢竟在某一領域久了會習

慣，經驗認為不可行的，則不願意採取其他的方法，亦不會用另

外的角度加以思考。然而有經驗是好的，不易出差錯，尤其疾病

流行狀況千變萬化，需要有經驗的學習。（訪 A3-5） 

    CDC 可請退休人員回來，藉由討論、經驗分享，協助年輕人

整合資料蒐集、分析，則不會每次疫情爆發時，因新手上路無時

間學習，不知所措或做的不好，錯失了前面的防堵，會花費更多

的人力物力。（訪 A3-5） 

    當組織成員發掘問題或提供意見時，長官不論贊成或否定，

均應說清楚或告知否定的理由，否則，當人員都閉嘴時，會抑制

人員創造力潛能的發揮。（訪 A3-5） 

CDC 組織法修正後可進用聘任人員，在實驗室應採團隊的方式

工作，每個成員負擔的角色功能不同，有資深動腦的 PI、資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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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次 PI 及助理 3 種人，資深 PI不但要有專業背景，尚兼負國

際接軌的角色，平日與國外相當機構保持聯繫，就如同大學教授、

助教、學生，學生隨時有問題可詢問助教，教授有研究項目時先

告知助教，經驗加專業的結合，相信可以面對任何的疫病爆發流

行。（訪 A5-5） 

    CDC 目前有一個現象是大家都眼高手低，基層的工作無人

做，譬如像已退休的曾燦璋先生、王添貴先生，在實驗室工作 30

多年，經驗豐富，然而現在的年輕人已不願如此，我在任局長時

均會對基層默默工作的人員給予額外的獎勵，此外建立一套技術

人員層次的升遷管道似乎有其必要性，這也就是說經驗的傳承是

很重要的。（訪 A5-5） 

五位受訪者在創造性行為部分，意見彙整如下： 

編碼 是否鼓勵研發 CDC 組織應變能力 

A1 是 良好 

A2 是 良好 

A3 是 良好 

A4 是 良好 

A5 是 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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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造性技能 

本節將針對研究問題中，創造性技能之研究結果作訪談分析如下。 

壹、學識與能力應並重 

「創造技能」包括創造所需知識及能力的運用，組織人員有較高

的學歷有助於創造潛能，然而能力的運用才會產生創造結果，故而機

關應提供與其專業相關的各項設備，並能迅速提供同仁與其專業相關

之技術及知識。 

在進用時是否能真的找到具有創造力的人，目前尚無具體方

法，然在升遷時會考慮到創造力，但是無法產生太大的影響，通

常年紀較大時會比較缺乏創意。（訪 A2-6） 

現有人員的專業知識，目前透過研究檢驗會報、專題討論、

或邀請國外專家學者，不斷的加以刺激，加上員工既有方法學的

訓練，均能快速反應疾病的發生，即時控制不會導致疫情擴散。（訪

A2-6） 

CDC 人員進入時需有一定的程度，在研究人員方面亦應維持一

定的比例，進入後提供一適當的培訓，逐漸融入整個組織文化中，

並與組織一起成長。（訪 A3-6） 

在知識與能力的運用方面，不只是學習，有時學了後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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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向的鼓勵，譬如績效加分等，另外工作建議、論文發表，如

能與升遷結合，將可提昇創造力。（訪 A3-6） 

依據 CDC 的組織功能及業務職掌來看應該是肯定的，目前人

員進用已很有彈性及多元化，除有公務人員任用、醫事人員條例

任用、聘任制度，未來尚有防疫醫師的新血輪進入，比較其他行

政機關已可廣泛進用人才，待遇方面有醫師津貼，預算亦很充裕，

未來相信更可發揮疾病管制的角色，為人民的健康把關。（訪 A4-6） 

終於通過組織法修正案，能延攬卓越之高科技專家學者，以

提昇各類傳染病之研究能力，將 CDC 的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得比

照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之資格聘任，並規定研究員及副研

究員得兼任組長、副組長、科長等主管職務；另外可以以醫事人

員如感染科醫師、病理醫師等任組長副組長的職務。（訪 A5-6） 

貳、組織應建立完善的培訓制度 

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可以提供人力資本及促進員工專業知識的 

累積，有助於創造性技能的發揮。  

 

CDC 自成立以來一直很注重人才的培訓，在我局長任內受限於

經費，無法有制度的培養人才，然而有再職進修制度，鼓勵員工

修習與工作有關之研究所及學分，成績及格可申請補助。（訪 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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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一直有流行病學人才培訓班（FETP），本局人員往往因工

作太忙，致報名後無法參加訓練，只能自工作中學習，遂變成以

訓練外面人為主，無法做系統性的提昇。（訪 A1-7） 

CDC 自成立以來一直很注重人才的培訓，每年均有固定員額赴

美國 CDC 接受訓練，及參與各種國際會議，在 94年經建計畫「建

構生物防護及 SARS 等新興傳染病防治網計畫」中，編列「國際交

流合作網」，這是目前最具體的中程培訓人才計畫。（訪 A2-7） 

CDC 亦致力於培養專家系統，然專家路線會因局長的理念而改

變，例如現任郭局長旭崧重視＂D＂（PhD.、 Doctor）即博士及

醫師。專家是否能在固定領域做長久，也是一大問題，譬如實驗

室人員會因升官而跳槽，故整體來說配套措施是不夠的。（訪 A2-7） 

升遷制度、教育訓練制度均會影響培訓的概念，CDC 的流行病

學人才培訓班（FETP），本局人員往往因工作太忙，致報名後無

法參加訓練，只能自工作中學習，遂變成以訓練外面人為主，無

法做系統性的提昇。（訪 A2-7） 

CDC 以往曾針對內部新進人員辦理訓練，然而應考慮其業務或

機關的政策，同時訓練時需注意問題的發掘、或整體醫療院所提

昇，均應有良性的循環。（訪 A3-7） 

  CDC 一直認為人才培訓是很重要的，以往受限於經費，這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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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風爆過後經費稍微寬裕，93年預算編列了熱帶醫學人才培訓計

畫，94年經建計畫也編列了國際交流合作計畫，目的均在培訓優秀的

防疫人才。（訪 A4-7） 

CDC 一直很重視人才培訓，但是制度未臻完善，我們 93年預算編

列「熱帶醫學人才培訓計畫」，鼓勵科長級人員出國受訓，可能工作忙

碌或是家庭因素，大都不願出國，94年「建構生物防護及 SARS 等新興

傳染病防治網」經建計畫下，編列國際交流合作人才培訓預算，這有

助於員工專業知識之累積。（訪 A5-7） 

CDC 本身有在職進修制度，亦有管道進用優秀人員，日後應建立 

整套的制度來培養人才，另外升遷制度亦應建立，我們應注意一些 key 

person，他們平時不講話但很努力工作。（訪 A5-7） 

五位受訪者在創造性技能部分，意見彙整如下： 

編碼 人才進用限制是否影響

創造力 

CDC 是否具備完善的人才培

訓制度 

A1 是 不完善 

A2 是 不完善 

A3 是 不完善 

A4 是 不完善 

A5 是 不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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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創造的能力 

    本節將針對研究問題中，組織創造的能力研究結果作訪談分析如

下。 

壹、組織應具備明確的願景 

「組織創造的能力」是一種組織持續擴充的能力，對組織競爭優

勢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在組織發展方面： 

1.構築一個有利於創造的穩定結構，可協助我們達成最後的目標。 

2.組織在面對全球化之趨勢，應將技術水準與管理機制加以調整，並

與全球接軌。 

3.組織是否訂定短、中、長程發展計畫，並檢視彼此之間是否有緊密

的目標連結。 

在組織競爭力方面： 

1.檢視組織所訂之願景與目標之明確性、可達成性，並與組織設立的

目的一致。（組織必須先訂定願景，也就是說希望組織將來發展的

狀況為何，之後才能依此願景發展知識策略。） 

2.未來的社會是一創造力的社會，建立一學習型組織方具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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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成立時的願景是「快速專業做防疫、全民動員保健康」，

我接任局長後的願景，可以用簡單的“五化＂來描述，即防疫機

動化、防疫資訊化、防疫專業化、防疫全民化及防疫國際化。（訪

A1-8） 

CDC 自成立以來即具有明確的願景，只是歷任局長訂定之目

標、運用的策略及方法不同，例如「共識營」即為高階人員產生

共識後，貫徹至基層人員，均具有相關聯性未曾搖擺，可說是殊

途同歸明確的願景及目標，在貫徹時需要溝通，營造氣氛，目前

尚無具體策略，如無法讓員工瞭解，則明確願景會逾來逾模糊。（訪

A2-8） 

    SWOT 分析是一個很好的東西，CDC 於 88年成立時，各科科

長亦提報願景分析，然而組織變動頻繁、人事變化太快，往往成

為人治的情形，縱向、橫向聯繫不夠，未做完整的思慮。（訪 A3-8） 

CDC 的願景是「快速專業作防疫、全民動員保健康」，這在成

立時即已確立，也印在信封、信紙及各類衛生教育宣導資料上，

然而如何朝著方向走，執行力是很重要的。以往 CDC 曾辦理共識

營，各科均提出明確願景，然而人員變動、組織再造，各組應將

願景納入訓練，營造共識。（訪 A4-8） 

創造力與願景配合可以發展無限的效益，例如 SAAB 汽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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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在 200年前是做女人內衣的，把內衣的觀念運用到車子，所

以車很小但內部很寬廣；另外 Jaguar 汽車原先是以製造高跟鞋起

家的，其平衡力支撐力很好，這也是利用專業技術順利轉戰成功

的例子。（訪 A4-8） 

    CDC 成立時的口號是「快速專業作防疫、全民動員保健康」，

我想這就是明確的願景吧，然而如何落實願景，涉及執行力，目

前 CDC 人員均能很快速的完成一個 SOP 作戰計畫，這有益於目標

的達成。（訪 A5-8） 

    我於民國 90年曾至 CDC 的昆陽實驗室協助一些研究工作，

並草擬了四大目標： 

(一)CDC 應成立感染性生物試劑及材料的認証中心

（CDC-approved）：不少晶片及檢驗試劑的生物科技中心/公

司希望 CDC 能幫忙提供血清、菌株及驗測其產品，但 CDC 以

往無此制度，無法幫助學界及業界，應將之制度化。所有業

界產品能經由合約實驗室初步測試，經兩實驗室評估後，送

CDC 昆陽實驗室驗証，經確認後發給「CDC-approved & 

Licence」之証書，以協助產學界生物科技之發展。 

(二)CDC 應成為台灣感染症 R&D 的中心：昆陽實驗室應強化 R&D

的能力，將每年的研究計畫、合約實驗室、顧問專家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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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每年舉行一次 CDC 的研究發展研討會。 

(三)CDC 應成為台灣感染菌株及基因庫血清中心：CDC 經由法定機

制，可以收集各疫情的血清、菌株，應有系統地予以建檔、

分析及保存，以提供疫情、學界及業界的使用。 

(四)CDC 應成為台灣感染症的教學及訓練中心：CDC 擁有很好的檢

驗人才，應協助培訓台灣各醫院檢驗人員及認証工作，每年

舉辦系列的學術及檢驗研習會。 

    我於 92年接任局長後，看到昆陽實驗室已朝此四方向逐漸

具體化及落實，譬如成立了「生物材料科」儲存各類菌株、病毒

株，學界及業界可依「生物材料管理辦法」申請；自 91年度開始

執行國科會「建立我國病原體基因資料庫計畫」計畫；各實驗室

辦理教育訓練工作及每週辦理研究檢驗會報等，CDC 會愈來愈進

步，素質也會愈來愈高。（訪 A5-8） 

貳、組織創造的能力應與國際接軌 

    二十一世紀的組織是一個全球化的組織，尤其對防疫工作來說根

本是無疆界的，故而隨時因應國際變化而強化組織創造的能力，是組

織維持生存的不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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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化來講，CDC 佔了很大的優勢，我們有港口檢疫人才、醫

師、檢驗人才、護理人才，大部分為碩士級以上，研究人員亦多為博

士。（訪 A1-9） 

全球化是組織發展必備的條件，CDC 的英文網頁有待加強，要與

全球接軌，資訊應該即時更新。CDC 方向不斷因人而變動，感覺不夠

穩定，需有紮實的根基，分工夠清楚，授權夠明確，才能運作順暢。

（訪 A3-9） 

    在專業技術及管理機制方面應分開處理，這涉及組織架構的問

題。在全球化的情況下，專業技術應與世界其他衛生醫療單位溝通、

互動學習，交流是一種挑戰，應鼓勵員工承擔責任。（訪 A3-9） 

    在研究成果落實於防疫方面，研究檢驗結果如於學術上之發表，

應有審查機制；醫事檢驗人員檢驗的準確度，應參與國際品管測試；

實驗室的領導人如有新技術發表，應先於局內研討會上報告討論。（訪

A3-9） 

    與全球接軌是必然的，尤其 CDC 面對的有些可能是無法預測的傳

染性疾病，加上交通便捷、人員流動頻繁，如何防止境外移入的傳染

病爆發流行，都需要優秀的人才與先進的專業技術。（訪 A4-9） 

流感防治是非常令人困擾的，例如越南發生疫情，自越南來的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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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如何處理，如處置不當，經濟的損失是難以衡量的，目前對抗流感

的兩大策略是衛生教育及抗流感藥物，最重要的是 tamiflu 口服藥，

這也是瑞士家庭的常備用藥。（訪 A5-9） 

    政策形成的背後須有數據的支持，而這來自於研究，如流行性感

冒問題，如何防治檢驗需要資料支持，而這來自於研究者查閱病例，

以科學證據來支持理論。又例如何曼德院士研究抗生素濫用問題，大

家都認為濫用，然而濫用在何處？在門診亦或在病房？這些都要有研

究數據來支持。（訪 A5-9） 

    另外在愛滋病防治方面，CDC 的愛滋病組發現 93年突然增加許

多陽性個案，是針頭濫用嗎？這是想當然爾，然而並無科學數據証

明，這些是環環相扣的。（訪 A5-9） 

五位受訪者在組織創造的能力部分，意見彙整如下： 

編碼 CDC 是否具備明確的願景 CDC 是否具備全球化之條件

A1 有 具優勢 

A2 有 具優勢 

A3 無 待努力 

A4 有 待努力 

A5 有 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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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組織診斷與分析 

壹、組織生命週期 

組織發展理論的生命週期，「萌芽期」時應採指向性計畫、「成

長期」應採短程且特定性計畫、「成熟期」應採長程且特定性計畫、

「衰退期」應採短程且指向性計畫，CDC 目前是否已達成熟期。 

CDC 承接了最初的衛生署防疫處、預防醫學研究所、檢疫總所

及慢性病防治院，逐漸邁向成熟期階段。（訪 A1-10） 

CDC 雖只成立了五週年，但承接了最初的衛生署防疫處、預防

醫學研究所、檢疫總所及慢性病防治院，後三個均屬老化的機關，

加上防疫處人員，可以說是三個半合成的機關，讓我們很快的成

長，再加上外界疫情不斷的發生，我們目前應屬成熟期階段。（訪

A2-10） 

我認為 CDC 已經處於成熟期，應該小心的是如何維持長久的

成熟期，並在往下進入衰退期前，經由不斷的創新而使組織再度

向上發展。（訪 A3-10） 

我認為 CDC 目前處於成長期，尚未完全達到成熟期，須要注

意的是待成熟期來臨，更要如臨深淵，如履薄冰的好好領導 CDC。

（訪 A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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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任 CDC 局長時是處於「成長期」往「成熟期」邁進中。（訪

A5-10） 

貳、組織病象 

依據「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組織病象包括：a. 行

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每年人員均約增加百分之五左右、b. 機關年

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c. 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性成反比、

d. 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會愈來愈多，但因集體決議造成

效率低落、e. 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愈低落，但建築硬體則是日

趨豪華、f. 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減，故會「消化預算」。CDC

情況為何？ 

我認為 CDC 只有預算不足的情形，其他大致良好。（訪 A1-11） 

我認為 c.d.f.三項在 CDC 是存在的，在消化預算部分只有資

本門才有此現象，而經常門是處於不足的現象。（訪 A2-11） 

 

我想這是每個機關多少都會有的現象，以往我在 CDC 時 c.d.

兩項是顯而易見的，當時經費拮据尚不致有消化預算的情形。站

在衛生人員的立場，我們仍期待CDC是一個強而有力的掌舵者。（訪

A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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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目前人員應經常透過訓練，累積實力，避免扭曲組織的潛

力，隨時檢討如何合理運用適任人員，避免勞逸不均的情形發生，

白京生定律是值得我們警惕的。（訪 A4-11） 

在 a.行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部分：我於任局長時增加了一些

人員、替換了一些人員，也升遷了許多人員，當時 SARS 疫情方興

未艾，在危機處理時重賞重罰有時是必須的。 

在 b.機關年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部分：在 CDC 是不可能的，

目前 CDC年齡較長者已不多，且經過組織法的修正，CDC 人員素質

應會逾來逾高。 

在 c.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性成反比部分：應視不同

會議性質而定，有些會議是討論的性質，也有些會議是決議的性

質，譬如我們在擬定某種政策如新型流感防治作戰計畫時，前置

作業大都已完成，會中只是決議而已。此外如果議題很重要，開

會的時間會很久也會召開很多次，故應分別論斷。 

在 d.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愈來愈多部分：CDC 專

業的委員會較多，各有功能，與一般行政機關是不同的。例如「衛

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是組織，但衛生署及 CDC 的委員會應為幕僚

單位，當委員成為主體時會成為危機。CDC不在於委員會之多寡，

而在於每個業務單位的能力是否夠強，每個業務組一定要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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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各種文案，所有委員會決議是針對草案做修正意見，最後由

CDC 主導整個工作。現在政府機構最大的問題是，委員擔任了許多

工作，甚至由委員起草法案，殊不知即使委員會通過了決議，其

結果仍是由政府機關負全責，在 CDC 委員會逐漸整合慢慢改善中。 

在 e.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低落，但建築硬體則是日趨豪

華部分：在 CDC 只見到房屋老舊而空間不足的情形，行政效率低

落是不可能的，因為同仁面對的是疾病管制，攸關人民健康福祉，

可說是枕戈待旦，隨時可能面對疫情的爆發。 

在 f.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減，故會「消化預算」部分：

CDC只有預算不足的情形，經常須挪來挪去的使用經費。（訪A5-11） 

五位受訪者在組織診斷部分，意見彙整如下： 

 

編碼 組織生命週期 CDC 組織病象 

A1 趨向成熟期 無 

A2 成熟期 c.d.f 

A3 成熟期 c.d. 

A4 趨向成熟期 應警惕 

A5 趨向成熟期 d.委員會整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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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c代表「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性成反比」 

      d 代表「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會愈來愈多，但因集體決

議造成效率低落」 

      f 代表「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減，故會消化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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