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組織生命週期理論可知，組織由開始營運到逐漸老大，從初始發軔

到擴大的過程中，基於追求營運與管理效率及追求市場規模與成本下降的

考量下，會逐漸從有機型多能工轉成機械型專門工的型態；然而隨著科技

不斷持續進展與創新，組織外部環境將由原先的穩定轉成動蕩，而龐大的

機械體組織很容易因組織在結構與文化上產生的慣性與侷限於自己過往

成功經驗的羈絆下而走入失敗之途，這也是以往成功的大組織一旦面臨環

境改變時很難跳脫的管理陷阱（Tushman ＆ O＇Reilly III,1997）：為了

避免以上的管理陷阱發生，所以原先的機械體組織勢必也將需要挪出部份

資源成立新產品部門以追尋並了解新科技的運用是否可為組織帶來持續

創新的發展可能性。而在如此的設計之下，組織的結構不免因此而陷入新

舊部門夾雜的處境中：對外，組織希望能夠攫取外部的機會，進一步提升

整體組織的績效；對內，組織仍是希望能夠將過往在管理與營運上的效率

與優勢保存下來，不因追求新事業而忽略了本業的持續發展，因此造成了

本文所論及的雙面式組織的狀態：一方面關心從外部來的最新趨勢，另方

面考量如何將最新趨勢與組織既有的競爭優勢結合，再創高峰。 

 

除了組織在逐漸龐大之下所可能面臨的慣性與管理陷阱之外，其次在

科技的迅速開展與創新也是造成組織必須要採取雙面式思維的一項因

素：如第一章的說明與下圖所示，科技的發展可以分成下列四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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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當新科技出現的時間越快，即表示現在研發出的科技或是

組織產品與服務提供所使用的核心科技很快就不合時宜，因此組織為了避

免因新科技的持續進展而致使組織的產品迅速過時，所以必須要另外在創

設一個新部門以評估這些新科技中有哪些是能夠構築組織長期的競爭優

勢。如此在組織內部極可能產生不同策略、文化、成員特性與獨特競爭力



之新舊部門同時並列的情況發生；而且如前言所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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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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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組織中同時具備強調流程創新之舊部門與產品創新

之新部門是未來應對超競爭時代來臨時，在實務上主要面臨之型態。下圖

針對科技循環之進程進一步強調組織必須具備機械型與有機型組織的優

點，以在逐漸快速之科技循環的各階段掌握組織持續成長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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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創新模式與產品生命週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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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MA 

 

另外，儘管產品的生命週期迅速縮短，但是很多時候還是會處於新舊

產品同時存在的環境：也就是說組織雖然已經有了新技術部門發展產品，

但是在獲利貢獻比例與客戶產品偏好上還是由舊部門為主，例如雖然已經

有了電子印刷的新技術，但由於客戶的實際需要、成本考量與對新技術的

懷疑等因素，使得傳統的油墨印刷還是需要，因此組織在培植新部門的同

時，舊部門依舊存在。因此新舊部門同時存在的現象成為組織實務上的常

態，例如大塚製藥同時存在健康飲品（舊）與藥品事業部（新）、NTT DoCoMo

同時存在傳統電信（舊）與數位加值服務事業部（新）、明基的手機代工



部門（舊）與自有品牌手機部門（新）等。而雙面式組織的思維在於讓新

舊部門透過一些如跨部委員會之類的運作機制，讓新部門能夠透過舊部門

的支援使其經驗與長處導入到創新產品的營運中：一方面可以讓己方所有

的管理財有重新應用與修整的機會，另方面也可讓創新產品的營運與管理

流程快速接上軌道；而以舊部門來說，也能透過新部門的創新產品與服務

提供給舊部門未來發展的方向，使其能更進一步結合新部門之創新而更上

一層樓。例如今日美國報在紙本新聞（舊）與電子新聞事業部（新）之間

的互動結果，即是紙本新聞事業部透過電子新聞的促銷哄抬，更增加其銷

售量，而電子新聞事業部透過紙本新聞給予最新消息，即能很快的以摘要

版本的方式讓民眾迅速獲得第一手訊息，也可以讓民眾激起購買全文版本

紙本新聞的興趣（Tushman ＆ O＇Reilly III,2004）。 

 

進一步歸納以上說明可知新舊部門之間之核心技術與產品在某種程

度上

除了以上觀念的討論外，雙面式組織的思維也已經有實證上的結果證

明雙

必須有部分共通或是互補性的存在，才能透過雙面式組織的跨部機制

使新舊部門發揮正向綜效：如前文所提的傳統與電子新聞事業部門之間所

提供的產品互通，因此可以透過定位的方式藉以訴求不同客層，進而發揮

資訊互通有無之效果增加彼此之效益；另外以日立公司的例子來說，其可

利用其硬體產品製造部門（如硬碟）與資訊系統部門的合作集結成全面性

的解決方案（SAN / NAS 儲存解決方案）以提供消費者更全面的服務；而

前述所提的大塚製藥之新舊部門之共同訴求都是以「增進人類健康」為主

且 NTT DoCoMo 之新舊部門所提供的產品都是有關電信服務方面。也因這

些公司之新舊部門之間具有部分核心關連性，因此雙面式組織的運作模式

才能發揮其效果。 

 

面式組織的運作可以有效提升組織績效：根據 He 與 Wong（2004）的



分析,其找尋 206 家在亞洲的製造業公司，利用其財務資料分析，得知漸

進式與非連續性創新在組織中的平衡與互動對於銷售成長率有正向關連

性（He ＆ Wong,2004）；另外研究亦證實組織雙面性程度與組織績效具有

正相關，而且組織雙面性也是組織系絡（organizational context）與組

織績效之間的重要中介變項（Gibson ＆ Birkinshaw,2004）；而且以長期

的組織績效觀察，雙面式組織的表現優於單純的機械型或是有機型組織

（Siggelkow ＆ Levinthal,2003；Tushman ＆ O＇Reilly III,2004）。

由此可知在組織中容納與調和兩種截然不同觀念的運作在實際上是可行

的。而接下來的重點在於：雙面式組織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其組成構成概

念為何？其中的成員如何互動？這些部分都是我們在理解雙面式組織時

所不可或缺的部分。 

 

以下將針對符合此項特徵的組織模式作文獻上的回顧：首先從該組織

的定義開始，其次說明該組織構成概念的兩種面向，接續是該組織在實務

上的形貌，最後並介紹在該種組織中的成員互動模式。 

 

 

 

 

 

 

 

 

 

 

 



2.1 雙面式組織的定義 

維在於利用同時運行多元的管理模式以獲得競

爭優

6）的說法，其

尋求

於非連續性創新的概念通常由組織成員接觸外部資訊而來，因此該

定義

雙面性組織最早的思

勢的考量：以強調穩定與控制的短期效率配合冒險與從做中學的長期

創新為基礎架構。也就是同時強調創新與效率的兩手思維

（Duncan,1976）；而根據 Tushman 與 O＇Reilly III（199

認為雙面式組織能夠具備同時達到以流程和既有產品為主的漸進式創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與導因於組織內部相互衝突之組織結構、作

業流程、組織文化的非連續性創新與改變（dis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change）於同一組織中之結構。所以雙面式組織在運作上必須要融合體系

內不同的聲音，然而組織內部為何會有不同的創新聲音產生？此則導因於

新舊部門中角色定位產生的差別所致：以舊部門的思維來說，其重視營運

效率、生產作業與執行能力的提升，與漸進式創新所重視的組織流程去蕪

存菁相符，皆屬於為是重視內在反省的思維；相對的，新部門的定位在於

尋找未來機會、針對可能商機投入資源做可行性實驗並承擔與排解可能帶

來的風險，這與非連續性創新重視的組織攫取並創出前所未有的產品與服

務相同，是其重視外在探求的思維（Cheng ＆ Van De Ven,1996, 

March,1991），因此若組織同時擁有此兩種不同思維的部門，則需要

彼此之間的調和點，否則對新舊部門與組織總體將呈現三輸局面（He ＆ 

Wong,2004）。 

 

由

可以擴大解釋成「能夠適應外部環境（adaptability）與調配組織內

不同部門資源分配（alignment）的組織型態」（Birkinshaw ＆ 

Gibson,2004）：在適應外部環境方面重點在於讓組織能夠持續了解外部環

境，使其成為組織持續進步的空間與創意來源，並藉此適應外部環境的變

化，例如消費者口味的改變、新技術的發現將促使組織在做法與結構上產



生調整等，並藉由持續關注而達到進一步預測的能力；而調配組織內部不

同部門資源的著眼點在於當組織將資源做出分配時，在組織內部於執行面

上造成的重點轉移能夠使組織內的部門往正向互助而非是負向攻訐的方

向。所以在資源分配上主要的議題還是在於要如何調節新創與舊有部門的

比例，以及讓具有不同思維的新舊部門產生正向與建設性的互動等，這些

都是調節組織不同部門間需要思考的問題。例如在組織創立新部門時，勢

必挪出資源在新技術的研發應用上勢必會使原先部門的資源減少，因此在

處理舊有部門與新技術部門之資源分配上，如能使舊有與新創部門之間彼

此有一定程度的了解，則將減少相互之間的糾紛，如前述所提及今日美國

報的例子即是如此（Tushman ＆ O＇Reilly III,2004）。 

 

雖然雙面式組織在理論方面有以上優點，且部分實證文獻也已證實雙

面性

讓組織

義：

與企業績效的正向關連性，那在實務上應當要如何建立？根據文獻的

說明：其可利用策略聯盟的方式連結與自己組織型態不同的組織模式，並

藉此成立一個互動平台或是跨內外組織的社群（Kodama,2002；Linnarsson 

＆ Werr,2004）、將組織內部分化成兩種組織形式的部門或是策略事業單

位，並在高層設立一聯絡與溝通的平台（Tushman ＆ O＇Reilly 

III,1996、2004；Kodama,2001）、利用「組織文化塑造」的方式，

成員自發性的從事並整合其部門外的工作與任務，例如雷諾汽車入主日產

公司時，其領導者利用每兩到三年更換的七項跨功能性策略目標和鼓勵另

類思考與努力精進的文化養成方式使日產員工透過持續與跨功能同事互

動方式逐漸使其產生雙面式思考，進而主動發覺外部機會與連結內部跨功

能別資源，藉此讓日產公司的經營績效持續攀升（Birkinshaw ＆ 

Gibson,2004）。透過以上說明，這裡將賦予雙面式組織一個操作型定

「利用策略聯盟、內部委員會、與組織文化塑造等跨部會方式，讓企業內

與企業間組織基於了解外部環境與組織內部資源最佳配合的考量下，藉由



整合的方式達成讓機械式部門得到將創新概念引用於企業流程的機會；而

有機式部門也可將創意有標準流程的依循，以免流於天馬行空」。 

 

由以上的操作型定義中可進一步推知，組織中的成員勢將在管理上的

「彈

 

性」與「確定性」（Thompson,1967）、文化上的「成員自治性」與「社

會化程度」（Pascale,1985、1990）、與策略上的「刻意策略」與「突現策

略」（Mintzberg,1987）的選擇上面臨了似是而非的詭譎情境：而管理高

層適當的利用此三種刻意營造的詭譎情境將有助於造成彈性的空間以讓

不同部門都能夠有進一步的機會彼此合作（Kodama,2001），例如充分的資

訊流動、適當的權責歸屬以及提供「以公司績效提升」為主的激勵方式，

皆可讓員工有互動的誘因，進而彼此瞭解相互的目標而攜手共進（Brown 

＆ Eisenhardt,1997；Rivkin ＆ Siggelkow,2003）。以下先對雙面式組

織概念作一介紹，之後再從組織結構觀點探討雙面式組織具體呈現形式。

 

 

 

 

 

 

 

 

 

 

 

 

 



2.2 雙面式組織概念的兩種思維：組織結構與組織系絡的雙面性探討 

種

應用

根據上小節所提到的部分，可知雙面式組織在企業營運實務上有三

的形式。然而雙面式組織的表現並不限於三種形式，其主要考量重點

還是在於「整合有機與機械式組織特點，平衡兩者之間的差異」；然而雙

面式組織的應用雖然很多，但是在形成概念上主要有兩種不同的思維，這

兩種思維分別是組織結構上的雙面性與組織系絡（contextual）上的雙面

性：前者著重在以不同部門的業務範圍分野，硬性區分組織成員的角色分

際，之後再以高層主持整合討論的平台與機制，使不同分際的角色差異能

夠溝通，進而彼此合作，增加組織營運的效益，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組織結

構概念（Kodama,2001、2002；Tushman ＆ O＇Reilly III,2004；Linnarsson 

＆ Werr,2004）；後者的考量點在於先從組織文化、員工能力培養、員工

生涯管理下手，先培養組織成員的認同與對組織的熱情，之後激發員工對

組織自發的雙面性，主動的為公司攫取外在資訊與資源、並針對公司既有

架構與人力分佈做彈性的整合調節，例如鼓動公司各部會人員一同加入專

案，最終達成任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組織結構概念（Birkinshaw ＆ 

Gibson,2004）。以下將列出兩種看法的異同之處： 

 

 

 

 

 

 

 

 

 

 



表 2-1 組織結構與組織系絡的雙面性比較表 

 組織結構式雙面性思維 組織系絡式雙面性思維 

如何達成雙面性的思維 

「適應未來環境小組」與「配

合組織現有框架小組」各自獨

立，以跨部委員會方式整合彼

個別員工自發性將其時間分

配在「適應未來環境」與「配

合組織現有框架」的工作 
此活動 

適應未來環境與配合組

織現有框架的決策機制

在何處 

由組織高層擬定方針 
由基層員工，如銷售人員、

辦公室員工等擬定方針 

高階主管的角色 

訂出架構並決定適應未來環

境與配合組織現有框架兩工

作之權衡 

輔助發展組織中的個別員工

（organizational 

context） 

成員的角色界定 成員角色清楚界定 成員角色較彈性 

員工技能的偏向 偏向專才 偏向通才 

 

資料來源：Birkinshaw, J. ＆ Gibson, C. (Summer 2004) Building 

Ambidexterity Into An Organization.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p 50 

 

由上表可知，組織結構上的雙面性透過組織高層利用規章、準則與設

立跨部委員會等的硬性規範下手，在由高層制訂大方向的前提下讓新舊部

門成員在透過互動後，能對於彼此之間的思維差異與限制更加了解，進而

願意相互協調與整合彼此觀點。然而雖是互動，但是各部門員工只是互動

後再根據各部門人員的專長導向區分工作，因此其成員角色界定清楚偏向

專才；相對的，組織系絡的雙面性比較從組織的軟性面與基礎開始，先讓

員工對組織心悅誠服之後，個別員工主動分配其「適應未來環境」與「配

合組織現有框架」的工作時間，而此種模式通常都是由中基層開始發起，

等到發展出一定的成果之後，高層才有機會注意到這樣的現象，進而利用



其模式擔當進一步輔助員工的角色，幫助員工發揮雙面性整合的功能，而

在實務推動上既由中基層員工主動發展，因此其通常擔任整合者角色結合

組織內外的資源，因此其成員的角色比較彈性且偏向通才（Pascale ＆ 

Sternin,2005） 

 

這兩種對於雙面性組織的看法並無優劣之分，只是思維上的差異：前

者採

組織

行由上而下，由組織高層主導，督責員工施行；而後者採取由下而上，

由組織中基層員工發起，逐漸影響高層的看法，進而改變整體組織運行思

維，兩者之間的推展方向雖然不同，但是其間可以發揮互補的功效

（Birkinshaw ＆ Gibson,2004）：利用結構上的雙面性可以逐漸培養

成員雙面式思維，進而使其逐漸達到自動自發透過雙面式思維與不同部門

員工以互助合作的方式處理事務，而激發成員以組織系絡上的雙面式思維

思考，主動為組織攫取外部有利機會，使組織持續成長；反面來說，透過

組織成員的系絡性雙面式思維，也可提供組織高層一個思考與運作上的憑

藉使建立組織結構上的雙面性可以有所遵循。因此兩種思維同樣重要，不

宜過度偏袒其中一種觀點為宜。接續將針對以上的兩種組織概念可發展出

兩種不同的雙面式組織結構做進一步的討論；另外，根據此兩種概念交互

作用發展下，在企業實務上所形成的新雙面式組織也是討論的重點，以下

針對三個組織形式逐項介紹。 

 

 

 

 

 

 

 



2.3 雙面式組織在企業實務應用的組織架構 

，接續討論到企業應用這兩

種概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 76 

此種組織形式是雙面式組織的原始形式，也是組織結構雙面性的代表

觀點

在前面提到的雙面性組織的兩種概念之後

念所設計出的組織形式：以下將針對三種代表型的組織方式說明雙面

性組織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首先會針對組織結構性的雙面式組織，接

續是組織系絡性的雙面式探討，最後提出結合組織結構與組織系絡雙面性

的混合式組織結構的說明。 

 

總經理 

乙事業部 甲事業部 

生產 銷售 財務 銷售生產 財務 

跨事業部整合會議 

圖 2-2 結構性雙面式組織概念圖 

 

資料來源： Tushman, M.L. ＆ O＇Reilly III, C.A. (April 2004) The 

 

：在有機型事業體與機械型事業體之間設立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讓

此二部門的高層人員能夠彼此互動，進而能夠達到相互整合與相互補強的

效果（Tushman ＆ O＇Reilly III,1996、2004；Kodama,2001），該種組



織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設立全企業體適用的願景之餘，仍能夠保留各事業部

彈性與溝通整合的空間。更進一步的說，各事業部能夠在進行各自的工作

之時，了解到彼此都是往相同的大方向邁進，而且因為隸屬不同部門，不

會有相互干涉的問題，另外在溝通上，也有像是跨部門委員會的對等與正

式方式商談相互合作的事宜。除此之外，各事業部能夠在整合之後發揮再

分工的特性：由有機式事業部負責外部創新與市場進入機會的找尋；而機

械型事業部負責將有機型事業部搜尋到的機會與創意變化成可標準化或

是模組化的作業流程，進而能夠簡化有機型事業部門之管理程序與縮短其

目標達成的時間。由下圖中可以得知兩事業部門在組織向外納入新科技時

的分工方式：有機型事業部門所搜尋到的外部機會經由篩選之後，再讓機

械型事業部門針對其外部機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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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man ＆ O＇Reilly III,1997）。 

 

 

 

 

 

 

 



產生變異 

彈性

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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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MA；Tushman, M.L., Anderson,

P.C. ＆ O＇Reilly III, C.A. Technology Cycles, Innovation Streams, and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Renewal Through Innovation 

Streams And Strategic Change. in Tushman, M.L. and Anderson, P.C

（Eds）,Manag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Change, 1997, Oxford Univer

Press, Oxford, p 14 

 

 

sity 

上述說法可以豐田汽車在汽車生產流程實務為例：若遭遇問題時，整

個汽車生產線停下，並讓所有員工一起討論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問題與解決

方法（有機型團隊），而在問題經討論而獲致數種解決方案之後，各部門

便嘗試將這數種解決方案化入標準作業流程中，藉此以尋求最佳解並由此

最佳解之作法為標準化範本以減少該項問題的發生並持續增加生產效率

與各流程的銜接穩定性；另外再以豐田接收在美國通用汽車的生產工廠

NUMMI 之作法為例，其利用先鋒團隊（pilot team）的機制，先從工廠中

R&D

創新

寬鬆

文化 

組織

扁平 

選擇 

動盪階段 漸進式變革階段 

精緊

流程 

產銷 控制

導向 文化

組織

官僚 

圖 2-3 有機型與機械型組織的分工機制 



各部門中選出若干優秀員工，並接受跨部門的嚴格訓練之後，讓先鋒團隊

在工廠中的各生產部門擔任支援與協助的工作，並隨時的向高層與工作現

場同仁提出可供作業改進等的建議，各專業分工部門再將這些建議，嘗試

用模組化或是標準作業流程等的方式將這些建議投入運作後並尋求其最

佳解後，接續再以標準化的型態使之達到改善生產的效率（Adler、

Goldoftas ＆ Levine,1999）。 

 

而在此種組織的設計上，高層必須設立可以容納不同部門運作的願

景、

立

                                                

協調不同部門間溝通、並且為不同部門的整合與支援找出引導的方

向，例如視康公司針對傳統式隱形眼鏡與可拋式隱形眼鏡兩個截然不同的

部門提出一個嶄新的願景：「終身健康的眼睛」，讓兩個截然不同的部門能

夠將彼此員工結合在一個共同的理念之下，避免分裂（Tushman ＆ 

O＇Reilly III,1996、2004）。而在願景的鋪陳下，在跨部委員會的設

應當有系統的建立其中的運作機制，以有助於高層了解不同部門的觀點，

也進一步讓不同部門間容易相互了解與整合，以下以策略聯盟1的方式與外

部組織合作為例，說明跨部委員會中的系統性設立架構，使不同部門的協

商機制具體化，以便組織內外的成員得以遵循，例如基層跨部會小組在於

持續發覺特定產品或是服務的創新，確保其概念確實可行；而中階跨部會

小組即在於蒐集基層提出的創新點子，並支援基層跨部會小組的工作，除

此之外還需負責高層跨部會小組向外學習的機制，例如下表所列的「學習

之旅」2，讓成員能夠一方面藉由旅程增加彼此的了解與互信，另方面也同

時從外部環境資訊吸取內部組織可用的靈感；而高層跨部會小組在於創新

 
1其策略聯盟的對象是歐洲銀行與歐洲電信業者。 
2所謂的「學習之旅」，是指中介單位需要為雙方組織高層排定一系列有關「異種

企業整合」的相關企業參訪行程，以讓企業在參訪之後能夠對未來的整合與合作

刺激出特別的想法，並進一步拉近雙方組織高層的關係，增進彼此的了解。 

 



點子的生殺大權與持續擬定整個跨部會小組在創新的大方向應當如何進

行。以下將其跨部委員會的組織階層形式表列於下（Linnarsson ＆ Werr

2004）： 

 

, 

表 2-2  跨部委員會組織參考架構 

 基層單位 策略單位    中介單位 

功能 
與服務

上的創新  

集與支援基層

單位 

的創新並支

援其在組織運作的合法

性 

發掘特定產品 創新點子搜
發展新領域

加入成員  
雙方組織中有關產品

與市場開發的人員 

初期以雙方各出一高階主

管全職服務；之後以雙方

副總裁兼職協助 

雙方組織的副總裁 

活動 

設計產品雛形與小規

模實驗活動，確保產

品/服務概念的有效

性 

兩組織的內外網絡關係經

營與排定創意蒐集與學習

旅程 

選定創新點子、決定創新

專案的生殺、參與學習之

旅並商定雙方可接受之

議程 

 

料來源： Linnarsson, H. ＆ Werr, A.(2004) Overcoming The 

Innovation-Alliance Paradox：A Case Study Of An Explorative Alli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7 No.1 p 50 

 

由上表的組織模式可知在整合不同形式的組織與部門時，可以利用「正式的

組織

隨著現在 IT 科技的逐漸發展，越來越多的公司利用網路科技成立線

資

形式」使其合作與統整關係趨於明確。透過以上的機制，也可一方面可以讓

不同組織的成員對於「跨部會的合作」有清楚認知；另方面也能夠讓雙方組織的

互動能夠有「再次分工」的效率整合，如前述有關豐田汽車的例子一般，進一步

增加整合的效益，也增進雙方彼此間互信與互助的機會。 

 



上部

式：以組

Ambidexterity Into An Organization.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pp 47-55 

第二種雙面式組織的組織形式觀點主要是在組織系絡上的雙面性思

維。

門（例如 Barnes & Noble 在線上設立網路書店）以輔助銷售，而有

關線上部門與傳統部門之間的整合其實也可以利用此種組織的形式，以開

立跨部委員會的方法，讓雙方面的意見得以交合，而得出共同有利於雙方

實行的新見解（Siggelkow ＆ Levinthal,2003）。目前也已經有越來越多

的公司採用此種組織形式以解決上述的問題（Khermouth ＆ 

Byrnes,2001）等。以下將進一步介紹雙面式組織組成的另一形

織的系絡性為基礎的雙面式組織。 

 

總經理 

服務 銷售 運籌 生產 整
合
者

圖 2-4 系絡性雙面式組織概念圖 

 

 

資料來源：整理 Birkinshaw, J. ＆ Gibson, C. (Summer 2004) Building 

 

簡而言之，除了組織內部某些特定員工會主動擔任所謂「整合者」的

角色之外，大多數的員工多半只是負責其分內事務，因此如何培養組織成

員能夠主動擔當整合者的機制，是組織需要考量的地方：大體來說，組織

必須要創造出一種文化氛圍，讓組織成員能夠樂於為組織做出其分外之



事，例如資源整合、主動號召各部會人員一起討論想法、或是將主動將其

搜尋到的整合機會傳達給組織中的相關部門執行等。而且這種文化氛圍必

須隨著環境變遷而與時俱進，否則對組織長遠發展將陷入組織慣性的僵局

中，例如日本企業在戰後使用的公司全員工終生雇用制度在現在考量成本

的潮流中便顯得不合時宜，由此可知雙面式組織驅動方式必須要植基於組

織高層能夠根據組織所面臨的環境變動，從形式、心理、社會三個面向著

手，重新考慮並修訂與員工之間所簽署的「個人契約」（personal 

contract），而使成員能夠激發為組織為其主動賣命的熱情，也就是

織成員能夠「從心認同組織」出發，進而為組織竭盡所能的為組織竭盡一

己之貢獻（Strebel,1996），另外組織必須讓員工能夠有較多權力參與自

己與公司之間個人契約，同時也應當堅持其與員工所簽訂的個人契約以增

加員工信心，使其願意賣命（Birkinshaw ＆ Gibson,2004）。 

 

讓組

然而以組織高層的角度來說，接續的問題是：如何創造出使組織成員

願意為其賣命的環境？如何能夠讓組織成員克服安於穩定的慣性，而願意

配合組織高層修改自身的「個人盟約」？其實可以先從組織成員的行為塑

造為出發，從遵守紀律、延伸學習、彼此信任與相互支援四個面向下手，

進而營造出一種全組織身先士卒的氣氛，共同合作的環境，以及集體向上

提升的效果（Ghoshal ＆ Bartlett,1994）；另外也可以傳遞出組織產生

正向危機的訊號，並吸引組織成員全體參與，先一步使組織成員能脫離組

織以往作業的習慣性區域，以基於如此變革不會影響到組織當前營運以及

未來策略的健康程度為前提轉而思考組織的未來；第二步是讓組織員工能

夠依據未來的想像為依據，得到組織成員中的最多共識為原則，提出具體

的指標，使組織員工得以明確的遵循，最後則是要確保整個過程都能夠維

持公平公開的原則，避免產生操弄空間，而打擊了成員的信心而降低未來

配合的意願（Markides,1998）。當然在組織文化氛圍的建立上，需要注意



的是當組織高層在傳達相關的規範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經常維持一

致性，並且要利用各種手段如獎懲等維護其一致性的原則，而且在相關於

組織規範與價值觀的任務上必須要嚴守其分際：否則將可能會使組織成員

無所適從而對組織產生不信任感（O＇Reilly III, 1989）。 

 

組織雖然已經營造出組織成員樂於效命的環境，但是這還不夠：進一

步說

                                                

，組織如何使用適當的方式鼓勵成員間彼此的學習與創新，其實透過

觀察組織內部成員的正向偏差行為3（positive deviance）可以從其中得

到線索，相較於外求於所謂的產業最佳實務，組織成員反而會比較偏向相

信組織內部成員的創新洞見（Ghoshal ＆ Batlett,1999），畢竟產業最佳

實務是因不同公司而有別，但是如果是公司內部同仁的表現優於自己，很

容易使自己產生「同事可以，我為什麼不可以」的聯想，會讓組織成員比

較容易針對問題去思考，而不只是單純的逃避；因此在組織內部尋找、應

用、擴散、累積最佳的組織成員實務，是組織系絡上的雙面性思維中非常

重要的一環，組織可以先尋找組織內部的正向偏差者，並讓正向偏差的行

為概念散步到組織的各階層，讓各成員能夠了解整個正向偏差行為的立

意，接續將正向偏差的概念詮釋並解讀各成員所面臨的實際經營情形，當

然管理高層必須要確保不會懲罰成員在應用正向偏差概念處理業務時所

造成的時間資源浪費、之後嘗試將成員所面臨的經營問題以正向偏差行為

的概念將之具體化、並逐步擬定小規模的工作使其得到短期成功，加強應

用的信心。當然在鼓勵應用正向偏差行為的本身，對組織而言就是非常巨

大的挑戰：因為其挑戰了組織營運既定的傳統，因此高層必須從控制與下

令轉移成輔助與教導的角色，以輔助的方式幫助中階與基層人員持續的發

掘與應用正向偏差行為（Ghoshal ＆ Batlett,1999；Pascale ＆ 

 
3 指雖然用的方法異於平常慣見的方式，但卻因此創造了正面的結果。 



Sternin,2005）。 

 

以上說明了以雙面式組織的兩種思維為核心所建立的兩種組織形

式。 概

Community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NTT＇s Digital Network Revolution.  

Strategic Change Vol.9 No.3 p 181；Kodama, M.(2002) Transforming An Old 

Economy Into A New Economy Success：The Case Of NTT DoCoMo.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Vol.23 No.1 p 29  

然而如前小節所說：組織結構性雙面式與組織系絡性雙面式的組成

念互為表裡，因此在發展上這兩者之間具有加乘效果，例如 NTT DoCoMo

在發展 i-mode 系統時，透過組織結構性雙面式思維，在組織中創建了新

舊部門，之後再透過彼此之間的互動使其成員受到價值觀共鳴，進而使其

成為主動整合者的過程，即是引發了組織系絡性雙面式思維的效果，之後

透過整合者的角色發覺外部可能商機，再度影響組織高層思維與結構⋯

（Kodama,2001、2005）。因此在企業實務上，這雙面式組織概念運行一段

時間之後，通常都會產生混合型態的現象。以下將說明混合型雙面式組織

結構概念： 

 

 

資料來源：Kodama, M.(May 2000) Business Innovation Through Strategic 

 

消費者 

供應上下游 
創新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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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混合型雙面式組織概念圖 



 

以上的組織形式將組織結構雙面性的定義予以廣泛解讀：其不只是在

組織內的部門予以協調的機制，而且還對組織外部的利害關係人提供意見

交流的場合，換言之，其不只是開放傳統部門與新創部門間之溝通平台，

更進一步的開放了對上下遊廠商與對消費者的平台，同時達到了適應外部

環境與調配組織內不同部門資源分配的效果。因此，該種雙面式組織的運

作方式是利用開放平台更進一步整合相關價值鏈成員的意見，並納入價值

鏈的成員成為組織運作的共同成員。以 NTT DoCoMo 為例，其在開發 i-mode

系統時就利用此種開放平台的概念，廣泛納入消費者、NTT DoCoMo 傳統事

業部門員工、系統業者與終端設備業者的意見，作為重要開發指標；另外

還利用「納入終端 IP 的意見，聽的到終端使用者的聲音」為號召，進一

步吸引消費者的興趣，而產生了網路外部性的強力磁吸效果

（Kodama,2002）。 

 

簡而言之，第三種雙面式組織表示的形式是利用「拋出平台」的方式，

廣泛的邀請價值鏈體系中的成員，讓屬於價值鏈中的成員能夠自由的利用

該平台賺取利潤；而該平台的經營者則可利用「價值鏈中的眾多成員加入」

為號召，一方面利用觀察價值鏈中的成員在平台中的營運模式與成果的資

訊，可以預先測知利用該平台的終端消費者變化，進而易於擬定因應的策

略；另方面利用「價值鏈中的眾多成員加入」為號召，可以吸引更多的終

端使用者加入，而更多使用者加入可以更吸引價值鏈中成員利用該平台⋯

如此週而復始的正向循環，正是第三種雙面式組織表示的最佳模式

（Kodama,2001）；而透過這種機制的運作，長期之下能夠讓其成員透過彼

此之間的互動使其逐漸領會整合各部門的運作模式，進而使其成為整合

者，如此則引發了組織系絡性雙面式思維效果，產生兩種雙面性思維的良

性互動。 



 

另外在社群的運作上，很重要的一點是如何使社群中的意見保持創

新，在這裡可以提的一個方向就是納入「領先使用者程序」（lead user 

process）：利用在該類商品中的領先使用者的意見作出原型產品，在配合

市場的考量予以修改，通常就是一個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創新（Hippel、

Thomke ＆ Sonnack,1999）。也就是說，社群成員本身可以先確定欲針對

的市場與希望何種型態的創新與創新程度作討論，之後再確定可能的市場

潮流方向，並針對此潮流尋找可能的領先使用者，並可邀請其加入社群給

予意見，以增加社群資訊的廣度與深度；另外也可嘗試從既有的成功案例

尋找更新的應用，也就是所謂的知識中介策略（knowledge brokering），

利用知識中介者在社群中的角色，可以幫助社群成員在既有的資訊中擷取

巧思、將構想散播各社群各個成員，激起相關的討論，讓構想保持活潑、

並設想將舊構想放入新環境中的效應，而且會反覆的測試。藉由如此的方

式，可以使社群中的運作與思考更加完善，使之不斷創新與進步（Hargadon 

＆ Sutton,2000）。 

 

 

 

 

 

 

 

 

 

 

 



2.4 雙面式組織的部門互動與知識管理模式 

到雙面式組織應當有一個跨

部門

前所說，跨部門會議的領導者十分重要，其不只要與組織內部成員

建立

針對整合各部門與利害關係人的原則，對於整合組織的利害關係人，

首先

承接對於雙面式組織的介紹，雖然前面提

會議的機制協調整合不同部門間意見，但是這個跨部會的機制的運行

原則應該有哪些？其知識傳遞的途徑如何？成員彼此間應當如何進行互

動？以下將是我們討論的焦點。 

 

如

密切連結，而且對於組織外部的訊息也必須要很敏銳，因此在容納意

見與整合想法的能力上非常重要，如司徒達賢（2005）在《管理學的新世

界》一書中提到的經理人必須具備「資訊與知識的處理能力」（KIPA）中

所提到的歸納、演繹、整合等能力，即是以上的寫照；另外如之前所提到

各個社群的設計，其用意並不只在於高層將相關部門的用強制鏈結的方式

命令各部門互動，更必須及於所屬社群內的各部門能夠主動的持續交流，

例如當 NTT 集團欲發展與推廣一個連接手機、電腦、數位內容與網路科技

的巨型網路脈絡時，就必須要創立寬頻網路與銷售部門、網路實驗室、NTT 

DoCoMo 手機制造部門與外部手機訊號轉換公司 RADVISION 等社群連結，並

且需要鼓勵這些社群內的部門主動發起跨部門之間的溝通與交流，由此可

知社群中的領導人必須要具備十分吃重的能力，因此在推廣雙面式組織的

同時，也必須要同時培訓雙面式思考的經理人為宜，讓各利害關係人都能

夠服膺一個組織認同的價值前提以及能夠持續的挖掘潛在的利害關係人

加入社群的討論，對組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Tushman ＆ 

O＇Reilly III,1996、2004；Kodama,2001、2002、2003）。 

 

以形塑彼此的共同願景為先，其次才是整合並激發各方能力，並將互

動與整合的知識予以累積。以下就此部分做出進一步的說明



（Kodama,2001）：在形塑彼此的共同預期方面，有以下的步驟

方利害關係人能夠產生共鳴方面，首先就是要透過分享：將各方所知道的

訊息完全的分享，使各方能夠了解彼此所知道的部分，進而對彼此對事物

的認知與外部環境的變化產生一定程度的了解。接續要由社群領導者或是

社群成員拋出相關的議題讓利害關係人對自己原本的認知產生動搖，逐漸

思考我方的觀點並開始聆聽的激發方式。第三則是藉由社群的逐步討論

中，讓組織外部利害關係人在參與的過程中使其接受一個由社群成員（包

含己方）所提出的新價值觀點的價值創造階段；最後則是使社群中的所有

成員（包含外部利害關係人）都對此新價值觀點的動機、精神與想法產生

正向的共鳴階段。下圖對此流程提出各階段順序的說明。 

 

：要使得各

n Business Through 

Learning Processes With Customers: Case Studies Of Venture Businesses In 

Japan. Management Service Quality Vol.11 No.3 p 166 

其次在於在整合與激發各方的能力方面，並將互動與整合的知識予以

累積

 

資料

分享 

共鳴 創造 

激發 

圖 2-6 與各方利害關係人產生共鳴的流程概念圖 

來源：Kodama, M.(2001) Customer Value Creatio

 

，其過程亦有以下的步驟：首先在運作上還是需要使社群成員彼此針

對願景與欲達成目標，透過充分的對話，分享所知及所有的知識的分享階

段；接續則是透過從已知的知識中，進一步對釐清問題、挑戰與解決方案

下手，以更務實的眼光看待願景以及可付諸實行的想法與觀念的激發方

式；第三是藉由激發的程序，從中找出具創造性的解決方案；最後則是將

社群中的所有作為系統性的紀錄下來，作為後續社群運作與問題解決的參



考的累積階段。下圖對此流程提出各階段順序的說明。 

 

 

資料

分享 

累積 創造 

激發 

圖 2-7 與各方利害關係人之間所產生的知識創新流程概念圖 

來源：Kodama, M.(2001) Innovation Through Creation Of Strategic 

Communities In Traditional Big Businesses: A Case Study Of Digital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Jap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4 No.4 p 206；Kodama, M.(2001) Customer Value Creation 

Business Through Learning Processes With Customers: Case Studies Of 

Venture Businesses In Japan. Management Service Quality Vol.11 No.3 p 167 

由以上的說明可知在整個的知識建構系統之中，在內部成員與利害關

係人

 

之合作機制方面先利用分享、激勵、創造、共鳴四個階段的進行使得

利害關係人與組織成員彼此取得共識出發，之後再進一步透過分享、激

勵、創造、共鳴的步驟使得社群知識可以有效的創造並累積至組織之中，

最後透過持續與不同利害關係人之合作使用創造的知識中歸結出相關的

技巧與知識，進而透過持續使用這些技巧與知識逐步提煉出組織的長期優

勢；之後利用這些長期優勢持續的與利害關係人溝通，取得更新的共識，

再依此更新的共識求取知識的創造，繼續再累積組織新的知識優勢，如此

持續進行，在下圖的模型建構將以消費者與組織之合作為例說明雙面式組

織透過「由引發成員價值觀共鳴到成員間之之勢創造與累積」之流程

（Kodam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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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利害關係人與組織本身之價值共鳴與知識創造流程---以消

費者與組織互動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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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Kodama, M.(2001) Customer Value Creation Business Through 

Learning Processes With Customers: Case Studies Of Venture Businesses In 

Japan. Management Service Quality Vol.11 No.3 p 169 

 

就組織知識的應用來說，有時知識的累積反而比知識的創造來得更為

重要：因為知識的累積可以幫助組織成員開拓其視野，增加創意的來源，

使其可以隨時透過組織知識庫搜尋進行業務的運作，當然也能夠讓組織累

積經驗，避免類似的錯誤一再發生。因此如何讓組織透過持續累積分散在

成員間各種知識而形成長期優勢，進而能夠「轉陰為陽」4，是組織在知識

管理上很重要的一個範疇（司徒達賢,2005）。一般就組織提煉知識的過

程，除了以知識本身觀點所提出的「儲存、提取、轉換」之外（Carlile ＆ 

Rebentisch,2003），亦可從組織成員的角色為出發點為考量，首先從成員

中獨有的經驗與直覺，藉由組織成員間交流與認知上的溝通後，整合而成

的一套系統，而組織再進一步將之具文化，以達成管理與監管的目標

（Crossan、Lane ＆ White,1999）；然而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動快速，因此

組織成員在擷取組織知識庫的資訊應用時，可能會產生成員欲取得的資訊

與知識庫中的資訊銜接不上的問題（Carlile ＆ Rebentisch,2003），因

此在知識庫的資訊擷取上必須要經常留意資訊的更新，而且要注意到組織

成員對於該知識與資訊的認知是否能夠達成共識。當然在知識管理的概念

上，重要的當然還是組織的知識必需要在不斷的循環過程逐漸的去蕪存

菁，以「長江後浪推前浪」的方式漸次讓組織知識能夠不斷更新，以適應

時代的潮流與構築其競爭優勢。 

 

綜合以上四小節的說明，文獻探討的部分主要先從雙面式組織的定義

出發，進一步推出利用策略聯盟、內部委員會、與組織文化塑造等跨部會

                                                 
4 從組織成員擁有的外顯與默示知識轉化成組織知識庫所擁有的知識。 



方式，讓企業內與企業間組織基於了解外部環境與組織內部資源最佳配合

的考量下，藉由整合的方式達成讓機械式部門得到將創新概念引用於企業

流程的機會；而有機式部門也可將創意有標準流程的依循，以免流於天馬

行空的操作型定義；其次在分析雙面式組織的組成概念時，提及到組織結

構性與系絡性雙面式思維並提出其根本上之差異性，最後提出兩者效果是

相互加乘的推論（Birkinshaw ＆ Gibson,2004）；再來是提及符應兩種雙

面式思維的組織結構及混合型的雙面式組織，並進一步說明其運作機制與

支撐其運行之主要概念；最後提及跨部會小組中的成員互動及知識管理與

轉換機制，並提出從價值觀共鳴到知識創造與累積的概念推演，使雙面式

組織的軟性與硬性面的闡述更趨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