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前言 

創新的分類可分為產品創新與流程創新兩類，而透過組織結構的分類

可知有機型組織長於前者而機械型組織擅長後者。儘管目前的組織結構實

務經驗多倡導由有機型組織為核心概念所發展之組織結構，例如學習型組

織、漁網式組織等，然而組織結構與運行是否就因此將機械型組織所代表

的核心精神摒除在外？想來是不該如此的：因為過度著重產品而忽略流程

創新，會使新產品漏洞百出且難以按時上市而造成極大影響（松永真

理,2001）；而太過著重流程而非產品創新易於使組織昧於未來趨勢而不合

時宜，進而損失慘重，如王安電腦太過注重本身成功產品文書處理器的持

續修正而忽略電腦之未來趨勢，最後慘遭滅頂；Kodak 太過堅守本身的成

功產品軟片而未及時因應數位相機之商機以致現在欲振乏力；另外九零年

代前之 IBM 與 Xerox 也是有類似問題的產生。因此兼顧產品與流程創新之

組織結構發展是因應未來超競爭態勢發展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所以組

織競爭優勢的建立唯有透過同時兼顧產品與流程創新兩種創新彼此整合

下所整合的力量方可成功（Abernathy ＆ Clark,1985；Iansiti ＆ 

Clark,1994；Brown ＆ Eisenhardt,1995；Sanderson ＆ Uzumeri,1995；

Tushman ＆ O＇Reilly III,1996、1997、2004；Kodama,2001；Siggelkow 

＆ Levinthal,2003；Rivkin ＆ Siggelkow,2003；He ＆ Wong,2004；

Birkinshaw ＆ Gibson,2004）。 

 

然而雙面式組織重視兼顧之性質與「產品別與地域別」兩者兼備的矩

陣式組織並不相同：前者之形成背景在於兼顧創新部門與舊部門間之優

點，從科技生命週期觀點來看是屬於垂直面的兼顧，而後者在於兼顧產品

別與地域別兩者之間的考量，在其發展的觀點上是屬於水平面的兼顧；另

外在實際運行方面來說，前者之兼顧在於「使新舊部門都能夠在一個共通

的願景與前提」下，賦予新舊部門各自便宜行事的權力，而後者之運行在



於同時考量產品別與地域別，因此其運作偏重於兩方面同時監督方式進

行；最後在組織內部知識流轉與累積上，前者利用「從引出成員間認同到

知識分享與累積」的全員參與過程，逐步提升與持續創新組織內部的經營

管理知識，而後者對於此方面只是單純由產品別部門持續研發產品，地域

別部門對此進行行銷、運籌等部分，對於知識之累積於開發方面並非是全

員參與之機制。 

 

另外為求對此組織型式的明確稱呼，此處以 Tushman 與 O＇Reilly III

之名稱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 將之譯為「雙面式組織」（Tushman ＆ 

O＇Reilly III,1996），以下文章以此名稱貫通全文。本章先針對雙面式

組織的提出背景作出說明，接續提及其研究目的與動機，最後提出研究方

法與流程。 

 

 

 

 

 

 

 

 

 

 

 

 

 

 



1.1 雙面式組織的提出背景 

就組織結構的觀點來說，大致可分為有機型與機械型兩種：若組織中

的任務環境偏向複雜與變動，而且組織目標偏向彈性，則組織設計應該偏

向有機式；反之亦然（Burns ＆ Stalker,1961）。回顧現今的組織環境逐

漸偏向變動且不安定，而且在科技進展速度漸趨快速的情形下，致使產業

中已有技術的生命週期縮短而走向其自然極限且其破壞性創新的技術會

很快進入市場，因此新舊技術並立於同一時點的情形經常出現，而且其新

技術之出現並非是單個而是一群的現象（Foster,1986）。由此可知，因外

在環境可發展機會太多且十分曖昧不明，所以為了配合外在環境的變化與

偵測外部的新發展科技與機會，因此組織的結構設計與成員特性必須從原

先的架構龐大、成員極度分工各司其職、以功能別區分成員角色的機械型

組織走向架構簡單、成員具備多種能力、以專案小組別區分成員角色的有

機型組織概念：從彼得‧聖吉的學習型組織與彼得‧杜拉克的知識型工作

者與扁平化組織等概念提倡可見一斑。然而有機型組織在實務的運作上不

可免還是有其缺失：如功能部門運作的規模經濟效果下降、產品或是地域別部

門跨部整合困難、組織變動頻繁易讓員工焦慮與不安與容易導致人員的運用毫無

效率可言等四方面（Duncan,1979；Hitt,1985；Daft,2004）。而這些問題的解

決上，某些可以透過機械式組織的標準化運作模式獲得解決，例如在資源

重置方面，由於採行標準化制度使成員各司其職，因此每個人之職務並不

重複，而可消除資源重置現象；另外在人員低歸屬感方面，在有機型組織

中會因為職務上需要被任意調派而產生不安全感現象，而透過機械式組織

的機制則完全不會有此現象發生：因為其雖然面臨職務被任意調派的不安

全感，但是機械型組織中之大量利用量化指標管控的方式可以讓成員很快

的瞭解自己的績效目標與相對應之行為舉措，故可使成員以按圖索驥的方

式漸進的達成改變的目的（Schaffer ＆ Thomson,1992）；然而在有機式

組織中所提及的跨部整合困難卻是機械式組織無法處理的部分；相對的，



有機型組織的出現也是為解決機械式組織的弊端，然而也產生力有未逮之

處。而綜合以上討論可以得知機械型與有機型組織兩者之間可以產生彼此

相互補強的工作，所以不應該有偏廢的現象發生（Tushman ＆ O＇Reilly 

III,1996、1997、2004；Kodama,2001；Siggelkow ＆ Levinthal,2003；

Rivkin ＆ Siggelkow,2003；Birkinshaw ＆ Gibson,2004；He ＆ 

Wong,2004），而在組織中亦應當設立跨部會之機制使機械式與有機式組織

內與組織間溝通變得順暢，進而消弭跨部整合之困難。 

 

除了從增強組織內部結構的分析之外，這裡更進一步的由外部科技對

組織影響的觀點說明組織結構應同時具備有機型與機械型組織之部門，並

在彼此間設立傳遞機制之重要：科技的發展可以分成下列四個階段，即為

科技非連續創新、動蕩階段、主要設計、漸進與連結式創新階段，依序週

而復始。如前所說，當既有科技發展隨著時間的遞移，會使得以既有科技

為主的產品與流程創新數目的增加而產生績效遞減現象，因而使技術應用

達到其自然極限，很難再進一步發展，因此其技術發展型態非常容易發生

移轉而產生科技非連續現象（Foster,1986）；如前所說，因其新技術發展

科技發展腳步快速，所以在將產生很多新科技同時出現的情形而稱為動蕩

階段，在此階段下各個組織採取之技術不同，因此彼此發展的產品也具有

一定程度的差異性，另外因採用技術的組織較少，因此對應其技術之產品

研發價值高，因而吸引組織持續推出相關之產品創新，例如 MAC、UNIX、

OS/2 與 Windows 電腦作業系統標準上之競爭；而在諸多技術的持續競爭

下，終會有一技術勝出，而此技術即為大多數消費者所採用而成為主要設

計，如以上所提的作業系統標準競賽是由 Windows 贏得主要市占率而勝

出；接續則是在主要設計上持續進行改良的漸進式改革階段，在此階段之

重心在於如何使主要設計產品之製作過程與其運作更具效率，因此其著重

在流程上之創新，例如 Windows 系統持續推出細部更新版本以增進其系統



相容與運作穩定性等功能；最後則是當該項技術之發展已到盡頭時，則會

再持續提出非連續的技術創新，如此週而復始，例如微軟公司在 Windows

系統之後，欲再提出在功能與相容性更強的 Long horn 系統的行動。 

 

而跟著以上所提的科技迴圈，可知組織在動蕩階段時需要具備有機型

事業部門的能力以抓取外部機會並初步精選對於組織未來發展有利的數

個外部機會，接續經由篩選以因應競爭態勢使其支持技術成為主要設計，

而在漸進式改革階段時又需要具備機械型事業部門的能力針對其所篩選

的外部機會之整體價值鏈流程予以加強效率和標準化的程序，之後當組織

外部科技又產生非連續性變化時，再依此流程持續進行，如此週而復始。

下圖說明其運作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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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科技迴圈與組織結構之互動對應圖 

 

資料來源：Tushman, M.L., Anderson, P.C. ＆ O＇Reilly III, C.A.（1997） 

Technology Cycles, Innovation Streams, and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Renewal Through Innovation Streams And Strategic Change 

in Tushman, M.L. ＆ Anderson, P.C（Eds）, 1997,Manag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Change. Oxford p 9 

 

透過以上從組織內部補強與外部科技迴圈互動的說明，接續應該持續

研究的部分是：是否有一種更好的組織型態能夠囊括有機型與機械型組織

的優點，而可避免兩者的缺點？根據 Siggelkow 與 Levinthal（2003）的

研究，可知組織應在其不同事業部之中設立一個溝通的機制，以增加組織

的績效：換言之，組織如何根據在注重開展創新與內部程序標準化中取得

一個適當的平衡，將是組織設計面對未來不可測知之環境變動中十分值得

強調的部分（McDonough III,1983；March,1991；Levinthal ＆ 

March,1993；Ghemawat ＆ Costa,1993；Organizational Science,1996；

Tushman ＆ O＇Reilly III, 1996、 2004）；另外在 Brown ＆ Eisenhardt



（1997）的研究結果輔助說明成功的專案管理是奠基在一個「半組織結構」

（semi-structure）的討論上：其需要「清楚目標順序與責任歸屬，配合

部門中的廣泛溝通」使其能夠配合外在環境適當調整；透過一個「循序漸

進」的步驟帶領公司進入持續創新的階段；在強調改善與研發的專案之間

能夠取得一個既有節奏且有時間壓力的轉換計畫（Brown ＆ 

Eisenhardt,1997）。 

 

由以上說明可知即使在有機式組織的運作下，仍需要混入些許機械式

組織的元素（如規章、排程、進度等），才能將組織的成果發揮到極大；

而 Waldrop（1992）、Kelly（1994）與 Kauffman（1995）的研究結果亦說

明成功的組織型態應該是要在「混亂邊緣」尋求持續轉變的系統，其必須

在規則與失序間尋求平衡（Waldrop,1992；Kelly,1994；Kauffman,1995）。

而企業經理人也必須在「追求企業經濟價值為目標而推動的變革」（Theory 

E）與「建立組織能力為目標而推動的變革」（Theory O）兩者之間取得適

當的平衡並整合兩者之間的差異（Beer ＆ Nohria,2000）。由以上結果可

知組織在追求長遠績效提升的前提下，巧妙整合機械型與有機型組織的優

點是至關必要的。 

 

透過以上對雙面性組織之背景說明後，可得知其結合有機型與機械型

組織的結構之研究確有其時代性意義與成立之背景。以下將針對研究動機

與目的進行說明，並提出研究方法與程序。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企業之發軔，主要以代工製造業起家，在其持續的發展中成為支

撐台灣經濟奇蹟的中流砥柱，然而近年來因國際競爭環境的轉變、石油價

格上升與電腦需求量漸趨飽和等因素，因此代工之毛利逐漸下降，為因以

此等不利之局勢，台灣廠商除了將其生產據點由台灣大舉遷移至低成本國

家如中國大陸、東南亞等外，另一方面則是決定開創其自有品牌，如宏碁、

明基、華碩等公司皆是。而這些公司在開拓自己的品牌之餘大多維持其代

工本業的進行，如明基在手機產品方面還是在代工部門與自有品牌產品上

保持其雙邊進行，其一方面在自有品產品部分以發展與代工品牌定位不同

之產品以避免雙方產品直接對決；另方面則透過代工方式得知目前國際大

廠流行的手機款式，進而將其創意與設計概念應用到自有品牌手機上。由

上可知在台灣高科技廠商在自有品牌的發展上不免會產生代工製造（舊）

與自有品牌服務部門（新）同時存在的情況產生。 

 

除此之外，從組織結構來說，目前盛行的組織型態如流程改造式、學

習型與虛擬式組織等概念成為目前在組織變革中主要的討論與前進方

向，而這些組織的基本核心概念都是從有機型組織而來；然而從前小節的

說明可以得知當組織只具備有機式組織的特徵時仍無法完全解決組織在

營運時所遇到的問題，因此組織是否還是不能放棄象徵高度標準化與追求

流程效率的機械型組織：畢竟有機型組織雖然確保了組織適時跟上外部環

境的潮流變化，但卻不見得能將掌握到的機會確實化成標準化模式而成為

組織成員可重複性使用的知識資產，另外透過前段提及的台灣企業發展可

以得知在其在逐漸推展的進程中不可免的會在組織內部產生新舊部門並

立的情況，而代表效率的舊部門與代表創新的新部門兩者之間究竟該如何

尋找適當平衡，使其能像明基一樣發揮兩者之間的正向綜效。因此了解兼

顧效率與創新兩個面向的雙面式組織之運作機制與具體實例是本研究的



主要動機。 

 

其次需要論及的是：以首段所提之台灣企業為例，可知組織在營運之

過程不可免得會產生新舊部門同時存在之現象，因此組織為因應未來逐漸

走向超競爭的態勢而必須兼及舊與新部門之優點：因為在超競爭的快速變

動下，組織需要快速的將產品創新與製程效率結合，以及時符應不斷轉變

的外在需求；然而新與舊部門在策略概念、組織架構、運行文化與核心競

爭力是如此不同，究竟應當透過何種機制使新舊部門之間能夠調和？而雙

面式組織的核心概念又是如何？又其成員之間的互動模式進行方面也是

主要的考量重點，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首先在於釐清雙面式組織之定義

與核心概念，接續提及其組織結構與成員互動之模式，後續以個案研究的

方式進一步說明雙面式組織之運行。 

 

 

 

 

 

 

 

 

 

 

 

 

 

 



1.3 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方式進行，利用對個案的說明與評論以了

解雙面式組織在企業實務上的具體進行：其說明是從組織變革中的策略重

思考、組織結構與變革管理三個層面來推演個案公司利用雙面式組織概念

之實際作法。所謂的策略重思考即是專注於組織在轉變時所掌握的核心概

念，而組織轉型即是組織根據核心概念而將本身組織做出相對應的結構轉

變，而變革管理即在於組織將結構轉變後，在人力運用的配合與管理或是

推行變革活動中所可能遇到的障礙排除方式；而評論則是從個案描述中提

煉出有關雙面式組織定義、核心概念、組織結構與成員互動與知識管理迴

圈這種由內而外、由外在而內在的論述方式進一步闡述個案公司與雙面式

組織概念兩者之間的意涵與連結，接續為求評論整體的完整性，在之後會

引入不同企業在雙面式思維之下的作法，以供對照之用。其用意在於透過

個案可以讓研究主題與企業實務間之關連性更加彰顯，一方面可以使研究

主體的呈現能夠緊貼管理實務，另方面可以透過個案內容更了解其前因後

果而對研究主體有更為全面性之詮釋。 

 

個案撰寫的資料來源主要以次級資料為主，其因在於透過相關資料如

企業實務研究文獻（核心參考文獻年份範圍為 02-05年之國際學術期刊資

料）、個案時間發生當時主要人物之回憶錄與相關研究論文等文件豐富性

已經足夠說明個案之源由。而以日本 NTT DoCoMo 公司為主要個案討論之

原因在於該公司之組織形式乃是透過多跨部小組進行且其跨部小組成員

涵蓋組織內外，而此種實務運作為雙面式組織表現形式中最為精緻且繁複

的方式，因此吾人可由此個案觀察雙面式組織達到聞一知十的效果。 

 

在本研究之研究流程來說，首先以文獻探討為主，以討論雙面式組織

定義、核心概念、組織結構與成員互動與知識管理迴圈四大主題；接續是



利用策略重思考、組織結構與變革管理三個層面來推演個案主軸與相關事

件；後續則透過文獻探討中的四大主體再次省視個案公司之作為並輔以其

他公司之雙面式組織結構與管理實務作為個案評論以求完整；最後則是相

關結論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