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人類文明的起源與延續，可以說與創造力息息相關，從個人問題

解決的能力、科技發展到組織的改革與創新，都與人類創造力的發揮

有關。然而創造力是一個相當複雜且抽象的研究課題，不論是創造力

的定義與內涵、創造力的測量方法與技術、影響創造力發展的因素、

組織的創新發展等等，每一個議題都是值得討論與研究的。 

本研究是以組織創造力為研究重點，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個

案，經過文獻檢視，歸納出四項組織創造力的要素，包括：創造性環

境、創造性技能、創造性行為及組織創造的能力，透過訪談及實地觀

察，據以探討疾病管制局組織創造的能力。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研究發現方面，仍以創造性環境、創造性技能、創造性行為及

組織創造的能力四大要素分別加以說明。綜合而言，組織創造力是可

以發展訓練的，重要的是領導者的支持，如能預備一個好的創造性環

境，激勵組織成員發揮創造潛能，培育創造性技能，則能發展成為一

具創造力、具世界競爭力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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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造性環境方面 

一、創造性環境之建立由機關首長主導 

組織創造性環境之建立通常為由上而下，而組織文化是逐漸形成

的，不同性格具備不同專業的機關首長，有不同的理念、政策及行事

風格，皆會影響組織創造性環境的優劣。 

CDC 二次組織變革皆為因應外界環境變化，且由機關首長主導，

2000年台灣地區九二一大地震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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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年 SARS 疫情後，進行第二次組織再造，

採聘任制度進用更多博士人才，另外也進用更多醫師，使 CDC 朝向高

度專業，高科技研發單位邁進。 

二、創造性環境之建立由中階主管負責暢通溝通管道  

目前的管理學者強調三 C即變遷（Change）、衝突（Conflict）

及溝通（Communication），溝通涉及內部溝通與外部溝通，組織成員

均有責任，而中階主管承上啟下肩負暢通溝通管道的責任。 

  CDC 的內部溝通往往出現斷層，例如組長開完會議，未將相關資

訊轉達同仁，導致政令無法暢通及執行。此外，主管人員的特質亦會

影響溝通，有些採較民主式，有些則較權威，如果擺錯了位置，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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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內部混亂、人員傾軋，均會影響創造性環境之建立。 

貳、創造性行為方面 

一、創造性行為之建立須採適當激勵措施 

組織與員工特性是交互影響的，管理者應針對員工的特性，透過

組織設計、領導型態的選擇、報償制度的規劃等，創造適當的組織環

境，使組織能配合員工的特性。管理者在激勵管理上，如能規劃與採

取適當的激勵方案，則人力資源獲致有效的運用，可提高組織創造的

能力。 

CDC 自成立後，組織變動劇烈、人員更迭迅速，對組織有利的是，

可進用更多具衝勁的年輕人力；對組織不利的是，具經驗的老防疫人

才大多選擇退休。也許經驗的傳承有其必要性，新的人力亦有新的創

造思維，但是局長替換率太高，致使 CDC 的好舵手無法將新與舊快速

連結，如果能將老經驗與新知識結合，相信未來的 CDC 將會是最具競

爭力的行政組織。 

CDC 成立後的創造性行為，大多表現在管理階層，譬如涂醒哲局

長採實驗室專家制度，鼓勵研究發展，實驗室人員依其專業領域，研

究不同的疾病及快速檢驗方法；蘇益仁局長積極推動 CDC 成為全國感

染症的研究發展中心，並進用感染科醫師，採取全面防疫措施；施文

儀自任主任秘書時即推動跨組室的工作小組，形成團隊合作，任代局

長時採取早期預防，教導人民衛生教育，在媒體的衛教工作方面非常

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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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性行為之建立須有公正的升遷制度 

在組織中員工會以自己本身的投入與產出，與其他參照同仁的投

入與產出相比較，所謂投入是指個人的努力，產出是指報償，當比較

後員工發現不公平時，亦即本身受到不公平待遇時，會減少投入，John 

Rawls 的「公平正義原則」，在政府機關的升遷制度尤其重要，不公

平的待遇會對組織人員創造性行為產生深遠的影響。 

CDC 的升遷制度一直未透明化，依筆者觀察大多以主管喜好為

主，譬如組長疼愛某人，即迅速予以提拔，致許多 30 歲左右即升至

9職等科長，這好似揠苗助長，9職等以後的人生對此年輕人已無更

大挑戰，因升簡任 10 職等不易，故而又變為 1職等（一直等）。 

CDC 的年輕化是一股風潮，具經驗者大多已 40 好幾，欠缺表現

機會，譬如在實驗室的人都自喻為「黑手」，天天關在實驗室，連見

長官的機會都沒有，甚至有新局長訪察實驗室，昆陽辦公室同仁大多

不認識，久而久之 CDC 的組織文化變成「跟對人」的風氣，因為只要

跟對人就會升官，這對組織的創造發展有不利的影響。 

參、創造性技能方面 

一、創造性技能之建立應由組織提供各項資源 

員工如要充分發揮創造性技能，則須組織提供各種資源，包括運

用制度來整合資源、提供資訊溝通的設施、設備，提供知識管理系統

以彙整組織內的智慧成果等。組織人員學歷高有助於創造潛能，然而

能力的運用才會產生創造成果，故而機關應提供與其專業相關的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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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並能迅速提供相關技術及知識。 

CDC 的 e 化非常成功，成員可藉由資訊系統，迅速取得各類知識，

這有助於全球化下的疾病防治。在硬體設施方面，因辦公室分散，故

而形成不同的文化，需求亦不盡相同，譬如昆陽辦公室以檢驗為主，

機械設備需求多，且為因應新興再浮現疾病的發生，需發展新的技術

及新的試劑，機械設備亦隨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而更新，主管長官以

及幕僚單位應有所瞭解，並予以支持，畢竟在防疫的國度裏，權責疾

病組視為先鋒部隊，而實驗室是後勤支援系統，有了精銳的科學佐

證，先鋒部隊的防疫才不致偏差，配合作戰才會成功。 

二、創造技能的發展須有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 

組織應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訓練來激發員工的創造力，並給予關於

創造力思考的課程，以幫助員工建立思考模式。 

CDC 一直很重視人才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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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受限於經費，制度一直未臻完善。依筆者的觀察，

每有出國研習機會時，管理階層總是優先，然而實際工作者為基層防

疫人員，甚或某些科長組長一年出國研習多次，這對人才培訓完全無

所助益。 

CDC 的人才培訓應分級、分專業領域辦理，譬如管理階層可多參

與國際會議，並鼓勵進修管理課程；中階主管應在自己專業領域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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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學習進步，而基層工作者則應學習新技術，廣泛進修各類課程，以

為個人的創造力儲備潛能，惟有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才能發展組織

創造的能力。 

肆、組織創造的能力方面 

一、組織創造力應具備明確的願景 

組織應先建立明確的願景，且願景是可達成的而非口號，再據以

擬定長程、中程、短程目標，制定可行方案，才有助於發展組織創造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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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讓員工參與願景及目標的訂定，則參與

感加強，人員再據以訂定個人生涯規劃，使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結

合，將更有助於組織創造力之發展。 

二、組織創造力應國際化 

世界經濟論壇（WEF）2004年「成長競爭力指標」台灣排名第四

（自由時報，2004.10），其中「創新」項目更是位居全球第二，可見

組織創造力與國際競爭力是密不可分的。 

CDC 的國際化，往往受限於政治問題，譬如台灣無法加入國際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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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組織 WHO，致許多疫情無法迅速得知全貌，然而在民間交流方面，

台灣 CDC 與美國 CDC 人員建立了良好的互動關係，這有助於新技術的

習得及新知的獲取，在生物科技發展一日千里的速度內，CDC更應與

國際接軌，加強組織創造的能力。 

三、組織整體創造力不等於個人創造力的加總 

組織中個人的創造力加總並不一定會等於組織整體的創造力，當

組織環境良好，人員具備充分的創造性技能，且有意為創造行為時，

組織創造的能力會更佳，此時，組織整體創造力會大於個人創造力的

加總。 

CDC 目前開會的時間多，且委員會形態的組織愈來愈多，許多委

員會之委員重疊，導致同一委員會收到不同單位發出而在同一時間召

開之會議，可謂分身乏術，這會使組織整體創造力下降。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二十一世紀的組織競爭力，就是發揮組織源源不絕的組織創造

力；那麼，二十一世紀需要什麼樣的公務人員呢？那就是要有創造力

與人文素養，有創造力的公務人員，才會使政策與服務具有前瞻性，

才不致於流於「奉命行事、等因奉此」的因循苟且態度；而有人文素

養的公務人員，才能以人文精神的態度面對民眾、服務民眾，才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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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眾服務虛應故事或冷漠無情（吳瓊恩，1996）。 

壹、本研究建議 

一、發展組織創造力應採多元化的人才進用方式 

隨著科技的發展，組織變革已是必要的能力，企業界採取精簡、

網路化、自我管理團隊、開放的溝通管道，以求不斷發揮組織創造的

能力，然而在官僚體系不斷專化的結果，易形成科技官僚。 

組織成員多元化，有助於創新氣候的形成，所謂有容乃大，道不

同亦可共相為謀，當組織愈專化，人員學識背景相同，極易產生盲點，

如能進用各類人才，且依業務性質訂定比例，形成團隊工作，則發展

組織創造力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是一個專才與通才並重的時代，領導者除具專業知識外，須

兼具通才的平衡思想、廣博知識、遠大的眼光、完整的人格、領導溝

通協調的能力，方能建立一個具創造力環境的組織。 

二、發展組織創造力應建立以團隊工作為基礎的組織 

    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21 世紀的管理者應建立以團隊工作

為基礎的組織、以網狀為基礎的組織、無彊界組織來改造其組織。團

隊中成員有互補的技能，有共同的目的及執行目標與方法，並對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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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管理者並提供支援的機制： 

1.組織結構：扁平化的結構（只有少數的監督者）、授權做決策。 

2.組織制度：標準之操作系統，使每一件事情順利地完成，例如 360

度評估、SOP 標準作業流程。  

3.組織文化：成功之團隊組織仰賴於管理者有核心價值和哲學觀，換

言之主管對其員工須有高度的包容和信任。 

4.員工技能：所有團隊員工有廣義之技能包括 a.完成工作之技能、

b.工作中人與人溝通之態度、c.團隊解決問題及集體決策之技能

d.規劃、領導、控制之管理技巧。 

三、發展組織創造力應建立組織支援系統 

    組織支援系統包括建立組織資訊網路、建立溝通管道、建立有效

的激勵獎酬制度及創意領導人的支持。 

1.建立組織資訊網路 

資訊網路的建立可使組織成員快速取得資訊，進而吸收形成為知

識，管理者亦可運用網路連接不同部門，如此他們可以組成多方位的

團隊，這個團隊的成員可超越正式組織範圍以網路來相互聯繫。 

今日企業都漸進入 e化商業，惟有連結企業上網路，否則就跟你

的企業說再見。就像任何重大改變，都會有抗拒。例如早期組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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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克服的一個障礙是，說服網路不只是一個科學計畫，而且是可使

用來處理真實的商業行為。也就是說，主管必須了解和發展網路，克

服一切抗拒而取得領導者的角色。 

2.建立組織溝通管道 

組織如能建構迅速、直接、多面向的溝通管道，除能提供組織成

員「出點子」的機會，更可在溝通進行中，建立彼此的互信關係，融

合人與組織願景，培養和衷共濟的組織氣候，有益於成員的研究創

新，而採「參與式管理」可使溝通管道更為暢通。 

3.建立有效的激勵獎酬制度 

一個有效率的員工獎酬系統，有助於激勵人員從事冒險，開發成

功新的產品，產生更多具創意的理念。一般的獎酬系統，可分為創造

的自由、財務上的獎酬、升遷、褒揚等。 

a.創造的自由（Freedom for creativity）：包括從事研究的自由、

失敗的自由、選擇研究團隊的自由、應徵研究團隊的自由。 

b.財務上的獎酬（Financial rewards）：藉由財務或經濟上的實質利

益，來鼓勵人員從事創造活動。 

c.升遷（Promotion）：是指人員職位的晉升與調整。 

d.褒揚（Award）：是指公開表揚個人或團體的成就及特殊貢獻，使受

獎者獲得尊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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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意領導人的支持 

    在創造性的組織裡，無形的領導方式著眼於創造自由的環境，領

導者引領屬員的願景與價值，聆聽並關心屬員，處處以身作則，這種

自然無為的領導方式，是管理組織創造力必備的領導修練。 

貳、對 CDC 之建議 

一、CDC 應建立人力資源管理體系 

    科技的年代，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人力可創造的效益無窮，高

品質的人力，可為組織帶來競爭優勢。目前傳統的人事管理已不足以

因應，故而組織中的人事部門，應蛻變為人力資源管理部門，從人員

招募、訓練發展、激勵措施等，均應有一系列的方法，來創造組織最

大的績效。 

    CDC 是一個高度專業化的官僚體系，不斷專化的結果，往往使組

織扭曲變形，專家易採取本位主義、墨守成規、見樹不見林，形成科

技官僚。CDC 如能建立人力資源管理部門，整合不同的人才與資源，

使個人充分發揮創造力，相信能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組織整體創造力

效果。 

二、CDC 應加速全面國際化 

    疾病無國界，全球化對疾病管制局尤其重要，人力資源管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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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應針對不同階層人員分別辦理。 

1.高階層人員：多參與各類國際會議，非僅限於其熟悉的領域，其目

的在建立良好關係，為日後的合作建立管道。 

2.中階主管人員：應參與與其業務相關之國際會議，其目的在瞭解國

際疫情變化，同時吸取新知識及洞悉新技術的發展。 

3.基層人員：應鼓勵至國外進修，短期可 3至 6個月，長期可 1至 2

年，並許其帶職帶薪取得學位。 

4.行政人員：在高度專業化的衛生部門，行政人員往往是被忽略的一

群，而行政管理是最能協助組織發展創造力的部門，故行政部門亦

應發展國際觀。 

三、CDC 應形成工作團隊 

為了快速反應外界的變化，減少層級、重分配支援幕僚、建立小

單位仍有不足，管理者應建立以團隊工作為基礎的組織，團隊中成員

有互補的技能，有共同的目的及執行目標與方法，並對彼此負責。成

功的團隊仰賴於管理者有核心價值、高度的包容和信任。另外，所有

團隊員工須具備完成工作之技能、與人溝通之態度、團隊解決問題及

集體決策之技能。     

CDC 人才濟濟，成員背景各不相同，有醫師、藥師、醫檢師、護

理師、社工師等等，且辦公室分散於各地，形成不同的文化特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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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鼓勵形成各種工作團隊，所有團隊的領導者是一個好的教

練，除引導成員工作外，並對其授權賦能，做好支援與教導的角色。 

    目前 CDC 的衛教自成一格，表現非常優異，這是最初涂醒哲局

長、施文儀主任秘書積極領導的成效，也是 CDC 發揮創造力的具體成

果。 

四、CDC 應發展支持性的溝通網路 

    組織網路是組織中個體相互合作聯絡的重要工具，在既有的結構

上如能增加組織網路的運用。則管理者可運用網路連接不同的部門、

階層和地域，如此他們可以組成多方位的團隊，這個團隊的成員可超

越正式組織範圍以網路來相互聯繫。 

目前 CDC 的網路發展非常成功，並以無紙化之 e化來縮減溝通的

速度，這有助於個人創造力的發展。然而 CDC 組織龐大、人員眾多、

地理分散，亦會阻礙溝通的網路，當溝通受阻時，人員會對組織目標

混淆、逐漸自我疏離，使組織整體的創造力下降。 

1.下行溝通方面：CDC 目前多見為下行溝通，譬如長官口頭命令、書

面指令等，而部屬往往無法瞭解其中來龍去脈，草草應付了事亦或

擴大解釋命令。 

2.上行溝通方面：CDC領導者往往因業務煩忙，無暇傾聽屬員意見，

甚或屬員因害怕表達意見後，遭致不公平待遇，而無法充分發展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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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力，可設立建議信箱、年度面談、採參與式管理等，均有助於溝

通效果的呈現。 

3.平行溝通及橋形溝通方面：CDC 因個人所具之專業不同，致平行溝

通及橋形溝通有其困難度，此種現象可藉由會議達成溝通效果，譬

如林森辦公室權責疾病組召開會議時，應邀請相關實驗室同仁參

與，如此在政策形成的階段，即可瞭解政策可行的程度若何，以及

目標達成的程度若何。 

五、CDC 應建立輪調制度 

    CDC領導者常有一種迷思，即某人在某一領域表現優秀，即立刻

拔擢升官，致未滿 30 歲即升任 9職等科長，殊不知簡任 10 職等缺太

少，致 30 歲開始即變成 1職等（一直等），就此扼殺了一株成長中的

幼苗。 

輪調制度可充分累積個人實力，如果表現優異，可予記功加獎鼓

勵，CDC 可仿照警察或檢察官，3年輪調一次，在同一職位於不同單

位歷練，一方面是一種新的挑戰與學習，一方面可為日後升遷建立公

平競爭的制度。 

1.基層人員：應鼓勵其進修，在專業領域中學得各種知識，並依其志

願調往其他單位學習，從中個人可瞭解本身興趣與才能，當個人準

備充分時，創造力即可輕易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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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階主管人員：2至 3年依其志願輪調，科長級人員應逐漸具備通

才的知識水準，故而輪調是為其未來的升遷做準備。 

3.高級主管人員：包括組長層級之一級主管應以通才的管理知識為

主，並輪調至所有單位，甚至包括主任秘書一併納入輪調。     

六、CDC 應建立多元升遷體系並透明化 

    CDC 的組織成員多元化，有助於組織創新氣候的形成，所謂有容

乃大，道不同亦可共相為謀，如能依業務性質以一定比例形成工作團

隊，則可藉由腦力激盪產生無與倫比的創造力，譬如一個組或科內包

括醫師、檢驗師、護理師及公衛人才，各以其專業領域發揮潛能。 

    個人創造力逐漸發展，如果沒有好的公平升遷制度，亦無法激勵

員工，故而建立多元的升遷體系有其必要性，譬如具有專業能力的研

究人員，並不一定希望晉升為行政主管，如採取「雙軌生涯體系」（Dual 

track career system）的制度，在行政層級以外，增設一個與之併

行的專業職位升遷體系，可解決上述困境，給予人員另一種生涯規劃。 

七、CDC 的組織穩定性有助於創造力的發展 

    組織成員在一個良好的環境中，具備了創造性技能、創造性行

為，如無一個穩定的舵手，則如漂流汪洋中的船隻，不知何去何從。

CDC 每一次的組織變革，不僅涉及人員及辦公處所的異動，更涉及流

程的再造，許多同仁在四年中搬了 4、5 次的座位，燙手的工作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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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變動中頻頻換手，工作混亂的結果導致權責更加模糊，請辦單四

處亂飛，如各單位有明確的工作範圍與職掌，則應以會辦案件居多，

而非請辦單的似花蝶飛舞。 

    站在行政管理的角度，當行政流程 SOP 建立後，不論任何文官均

應於其職位承辦相當業務，再加上『公平正義原則』的建立，則 CDC

的組織整體創造力發展是無限的。 

    綜合而言，「創造力」不僅適用於企業及教育界，在行政機關亦

是值得發展的，重要的是除了發揮創意，尚須有「執行力」方能落實

創意，組織整體的創造能力才有發展。 

參、後續研究建議 

  在後續研究方面，建議如下： 

一、 探討知識管理對於促進組織創造力之意義為何：政府目前著重

研發人才的培養，也積極鼓勵建立學習型組織，而知識管理是

否為組織創造力的重要因素之一值得探討。 

二、 可探討組織內不同部門，在促進組織創造力之要素與策略：組

織內因分工而有不同部門，各部門功能不同，在發展創造力時

所須具備之要素可能不同，發展策略亦會不同。 

三、 本研究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個案，時間以 1999年成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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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年底，如能為縱斷面的持續研究，或可見證組織自成長期

直至衰退期，組織創造力於其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