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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問題與背景 

近年來環境日益複雜且快速變遷，以「團隊(Team)」為基礎的組織型態愈

形廣泛且重要。因此，如何形成團隊以及有效地團隊運作，已成為重要且熱門

的 議 題 (Shonk,1982; Adair,1986; Buchholz & Roth,1987; Alavi & 

Keen,1989;Katzenbach. & Douglas,1993; Harrington-Mackin,1994)。尤其是知識

創造如資訊系統發展(Inform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ISD)或新產品研發，更

是以專案團隊為普遍的組織型態 (Bahrami,1992;林信惠等 ,2002a;林信惠

等,2002b)。通常團隊與群體(Group)係以個人為最基本單位，經由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個人，透過互動(interacting)與相依(interdependent)，以達成特定目標。

然而，一般認為團隊有別於群體；無論是在目標、互賴程度、合作程度與時間

架構上(Shonk,1982)，或是在領導者、責任歸屬、目的、工作成果、會議、績

效衡量、與工作方式等方面(Katzenbach. & Smith,1993)，均存在某種程度的差

異。團隊特別著重在成員間的相互依賴、分享資訊、共同決策、彼此互助合作

來完成任務範圍的工作；並藉著成員的互動協調，以創造正向的綜效

(Synergy)。故團隊並非只是個人的集合，其整體的績效應大於群體與個別部分

的加總(Buchholz & Roth,1987)。 

然而並非所有的團隊均能運作良好而表現出高度績效，資訊系統發展亦然

(Lucas,1975; Lyytinen & Hirschheim, 1987; Paul, 1994;Poulymenakou & Holmes, 

1996)。雖然影響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成敗因素甚多(Bostrom & Heinen,1977; 

Markus, 1983; Orlikowski, 1992; Silver, et. al., 1995;Jiang, et. al.1996;Fitzgerald, 

1998; Kumar, 1998; Kirs, et. al., 2001)，但其中對於團隊運作之影響，不僅涵括

人際關係互動，例如合作、溝通、信任與領導等；同時也涉及人性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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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策略(strategy)、情境(context)與結構(structure)等問題(White,1984; Adair, 

1986;Reina & Reina, 1999; Urban et. al.,1995; Barki & Hartwick,2001)。 

回顧以「團隊」為基礎之組織結構的演進過程；團隊概念可溯及自西元十

八 及 十 九 世 紀 初 工 業 革 命 前 的 師 徒 工 作 制 度 的 萌 芽 時 期 開 始

(Harrington-Mackin, 1994)，歷經 1920至 1930年代對人群關係理論的重視，其

中以霍桑實驗(Hawthorne Studies)最為著名(Mayo,1933)。到 1940年代以後，則

藉由組織發展(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D)理論的興起，透過行為研究將團

隊建立(team building)的問題由組織中的非正式現象提升至成員彼此信任、合

作，以順利達成組織目標的重要設計的研究，其中有如 Lewin(1951)的敏感性

訓練法(Sensitivity)或稱訓練團體訓練法(T-Group training)、以及力場分析理論

(Force-field analysis)。而在 1960至 1990年間，有關團隊的組織管理理論已趨

成熟，包含高效能團隊(the Ideal Highly Effective Group)(Likert,1961)、管理格道

(Managerial Grid)(Blake & Mouton, 1971)、品管圈 (Quality Circles) (Cotton, 

1993)、Z理論(Theory Z)(Ouchi, 1981)、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Koehler & Pankowski, 1996)、自我管理團隊(Self-Management Team)(Sims 

& Dean,1985)、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Senge,1990)、組織再造理論

(Reengineering Theory)(Hammer & Champy, 1993)等，團隊概念演進至此，已受

到廣泛的應用與討論。致使 1990 年以後，以團隊為基礎的組織(Team-based 

Organization)儼然成形(Mohrman et. al.,1995)，加上資訊科技的推波助瀾，使得

以知識工作者為主流的知識經濟環境下，以團隊為基礎的組織架構與型態，廣

被採用且日形重要。 

由此可知，團隊概念已行之有年，亦累積相當豐富的理論與經驗，其核心

不外乎如何建立有效且高績效的團隊。然而，仔細推敲則會發現，其中大部分

屬於「規範性的(normative)」的描述；例如描述有效工作團隊(effective work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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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效能群體(highly effective group)的特徵，其具有「成員彼此是相互忠誠

的」、「成員與領導者均具有自信與互信」、「成員間會相互合作、支援，以達成

共同的目標」、「團隊氣氛是非正式的、舒適與輕鬆的」、「成員間衝突是存在，

但經由彼此溝通方式解決」等(Likert,1961;Dyer, 1977)。因此，無論將建立高績

效團隊視為組織變革干預活動之策略性觀點、或是組織效能及效率提升手段之

工具性觀點、亦或建構學習型組織之觀範性觀點、乃至近年發展的團隊式組織

之轉變策略，均將「團隊」視為是一種有規劃及目的性的「由上而下(top-down)」

的組織「設計(design)」與「發展(development)」。但是，團隊式的組織設計並

不能確保團隊績效的達成，此可由團隊式組織的障礙與失敗的原因(Koehler & 

Pankowski, 1996)、以及將團隊分為工作團隊 (working group)、假團隊

(pseudo-team)、潛在團隊 (potential team)、真正團隊 (real team)、高績效團隊

(high-performance team)等五種不同團隊化程度(Katzenbach & Smith, 1993)可

知；因團隊設計除須引導成員願意回饋出正向的回應之外，更重要的是參與團

隊的成員，在團隊的運作過程程中，必須有良好的互動，如合作、溝通、信任、

凝聚力、及團隊精神等(Shonk,1982; Adair,1986)，才能有正面的團隊績效表現。

而此合作、溝通、信任、凝聚力、及團隊精神等，並非完全是「由上而下

(top-down)」所「設計(design)」出來的，而大部分是團隊成員依據自己的自我

意志，與其他成員、組織結構及環境，彼此互動地「由下而上(bottom-up)」所

「突現(emerge)」出來的；此可謂像 Simon(1990)所提之依據「社會選擇機制(a 

Mechanism of Social Selection)」所形成的一種「自發性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 

當然，這種社會選擇機制所突現出來的自發性秩序，並非完全如團隊組織

所願，均具有正向的績效與效果。因經濟學基於人性為了「求生存(Survive)」，

假設人類行為會以成本和效益為基礎，追求個人最大效用與報酬為目標；因此

個人會以自我為中心，表現出自利行為(self-interested behavior) (Margoli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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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ir, 1986; Dawkins, 1989; Sugden, 1993; Schmidtz, 1993)。然而，吾人亦不難

發現，合作與利他等行為不僅存在(Argyle,1991)，同時亦能發揮高度的團隊績

效(Tapscott et. al.,1998; McCarthy, 1995; Beck,2000; Wake,2002)。因此，團隊成

員中的個人，會採行利他或利己行為、合作或競爭策略，究竟是受個人特質還

是組織環境所影響；還是經由個人隨機互動並透過社會選擇 (Social 

Selection)(Simon,1990)所「突現(Emergence)」的結果，則是有趣且值得深入探

討的問題。 

在賽局理論(Game Theory)中，探討「交互決策(Interactive Decision)」及「策

略選擇(Strategies of Selection)」(Von Neuman & Morgenstern, 1944, 1953; Luce & 

Raiffa, 1957;Rapaport & Chammah, 1965; Ordeshook,1986; Kreps,1990; Saloner, 

1994)。其中囚犯兩難賽局(Prisoner’s Dilemma Game)，則進一步探討採取合作

(Cooperate)或背判(Defect)的「策略(Strategies)」之選擇(Tucker,1950;Rapaport& 

Chammah,1965; Shubik,1970; Marwell & Shmitt,1972; Kelley & Grzelak,1972; 

Cressman,1996;Berninghaus&Schwalbe,1996;Kreps,1990)。在典型的囚犯兩難賽

局中，若為一次賽局或有限重複賽局，則其結果往往是相互背叛(Cressman, 

1996)；但若能無限重複賽局則結局究為合作或背叛則並無定論，甚或無法達

成演化的穩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Boyd & Lorberbaum,1987; 

Dawkins,1989)。因此，如何「引發(Induce)」彼此的合作，成為該研究領域中

重要的研究議題，同時也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Guttman, 1996;Crowley 

et.al.,1996; Crowley,1996; Harrald & Fogel, 1996; Sandholm & Crites, 1996; 

Bendor & Swistak, 1997; Goren & Bornstein,2000)。 

Axelrod(1980a,1980b)利用電腦模擬囚犯兩難所採生存策略之競賽

(Computer Tournament)，結果發現「一報還一報(Tit-For-Tat)」策略獲得最終勝

利；然而「一報還一報」策略雖然有助於合作關係的產生，卻無法成為人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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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維繫長久穩定的選擇，亦即無法形成演化穩定策略(Axelrod & Hamilton, 

1981;Axelrod, 1984; Boyd & Lorberbaum,1987; Dawkins,1989)。後續的結果

(Axelrod & Dion,1988; Axelrod, 1987;Boyd & Lorberbaum,1987;Guttman,1996; 

Miller,1996;Cressman, 1996; Axelrod,1997;Bendor & Swistak,1997;Fogel,2000; 

Hales,2000;Oh,2001; Cohen et.al.,2001)發現，若要促進彼此間的合作，須從以下

幾方面著手：例如增加未來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Future)、改變償付矩陣值

(Payoffs) (Axelrod & Dion, 1988)、群組分布結構(Population Structure)(Boyd & 

Lorberbaum,1987) 、 策 略 規 則 (Crowley,1996)、 策 略 演 化 (Axelrod,1987; 

Miller,1996)、群組選擇(Group Selection)(Cox et.al.,1999;Nowak et.al.,2000)、以

某 種 偏 見 為 基 礎 選 擇 對 手 (Hales, 2000;Oh,2001) 、 社 會 結 構 (Social 

Structure)(Axelrod,1984;Cohen et.al.,2001)等因素加以探討。 

由於資訊系統發展團隊，由規劃、分析、設計、執行、到控制等，先後階

段成員間，需透過高度的互動與相依，才能共同完成任務，這種具有「特定的

互動結構(Special Interactive Structure)」中，個別成員的生存競爭策略為何？團

隊成員是否會發展出共演化 (Coevolution)的策略？以往之研究 Axelrod 及

Cohen(Axelrod,1984;Cohen et.al.,2001)雖曾涉及群組(group)中個人策略之演化

及各種不同空間位置(spatial location)選擇之探討，卻仍無法瞭解在具有特定互

動結構的專案團隊中，成員間如何發展出合作互利行為的現象。 

形成團隊的組織結構的力量，就係以上所提之「設計」抑或「突現」？孰

輕孰重？孰主孰從？何者為「因」，何者又為「果」？卻無一定論。依據之前

所描述，團隊理論之演進，一般著重由上而下的規範性組織設計；然而，類似

Simon 所提之「自發性的秩序」，這種探討由下而上所「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及突現的複雜科學(Complexity Science)，近年來已漸成為

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典範 (Paradigm) (Waldrop, 1992; Warren,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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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ws, et. al.,1999)，尤其是經濟、組織、企業、管理及心理等領域更是方興

未艾(Axelrod, 1997; Kelly, et. al., 1999; Stacey, 1996)。因此，對於團隊的理論與

實務之探討，不是片面從組織或團隊的「綜觀(macro)」層面來設計與規範；就

是單從個人(Individual)的「微觀(micro)」層面進行操控與觀察。卻鮮少將個人

與團隊視為「單一整體」，從微觀到綜觀再從綜觀到微觀，研究成員與成員、

成員與團隊或團隊與團隊，彼此之間動態(dynamic)互動的過程，深入研究。故

探討團隊與個人的「設計」與「突現」則為本研究之研究重點所在。 

對於探討團隊組織的「自我組織」與「突現」的相關議題，則複雜科學理

論提供良好的研究典範；至於研究社會科學中人類的「交互行動 (interactive 

action)」與「制度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的相關議題，則強調「交互決

策(interactive decision)」及「策略選擇(strategies of selection)」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提供了適切的理論基礎(Luce & Raiffa, 1957;Rapaport & Chammah, 

1965; Axelrod, 1980a,1980b)；而擅長於研究由多個個體互動所形成的動態複雜

系統的多重代理模擬模式(Multi-Agent-Based Simulation Model)，則為探討團隊

與成員互動過程的適當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與方法(method)。因此，本

研究將以複雜科學理論為指引、賽局理論為基礎、多重代理模擬模式為途徑，

探討在特定的團隊組織結構中，團隊組織的政策與個人互動策略之間的關聯

性。 

所以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Research Problem)為： 

探討類似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IS)發展專案

團隊之「技能相依(skill dependence)」的團隊組織結構下，以賽局理論中疊代

囚犯兩難賽局(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模式為基礎，研究個人間互動的策

略與團隊組織設計之關係。透過多重代理模擬模式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

演化(Evolution)機制，模擬同時兩兩技能相依成員的互動，所組成的團隊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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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程。觀察，基於技能相依的結構下，團隊的形成與存活，以及其團隊成員

所採用的策略為何？是否具有某種型態(pattern)？就團隊工作而言，成員應採

用哪一種策略較容易生存，或報酬最大？是否能較傳統之囚犯兩難賽局演化出

比「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更佳的生存策略(Axelrod, 1980a, 1980b,1987)？就

團隊組織政策的「設計」而言，哪一種組織政策最容易引導個人「合作」的策

略？何種政策對團隊組織較有幫助？此均為本研究所欲深入探討研究的議題。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 

(1) 以演化式囚犯兩難賽局為基礎，探討具有特定互動結構的條件限制下之團

隊組織，個人及團隊成員的演化策略為何？演化的機制，如何造成不同的

選擇？ 

(2) 應用於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運作，研究在「技能相依」的團隊組織結

構下，多組兩人(multiple two-person)互動之個人策略與團隊組織政策之關

係，進而探討專案團隊合作之「突現」。 

(3) 建構一個以多重代理為基礎 (Multi-Agent Based)的模擬模式 (Simulation 

Model)。本研究將其用來探討團隊成員間的互動過程；此模式亦可探討多

個個體互動，所形成的複雜現象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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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團隊組織結構下，兩人賽局之個人策略與團

隊組織政策之關係。因此，本研究從相關文獻與理論探討為基礎，推導出研究

命題，並提出概念模式與系統建置，之後進行一連串的模擬實驗設計，以驗證

本研究之命題。 

首先，以管理資訊系統之發展與團隊運作過程為例，探討「技能相依」的

團隊組織結構與運作：包含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定義、開發模式與程

序、專案團隊之人力資源管理、團隊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

案團隊之特性等；而在探討專案團隊的過程發現，團隊運作與專案結果並非完

全如當初規劃與設計之結果一樣，故專案團隊的運作，除「由上而下」的設計

外，亦應考慮個體彼此間「隨機與選擇」互動所突現出「由下而上」的力量，

故進一步深入探討複雜科學與其相關理論。而在成員互動與團隊組織之間的關

係，就團隊成員的個人而言，會採利他或利己、合作或競爭行為，這種「兩難

問題」，猶如「疊代囚犯兩難賽局」一般。於是接著，以此作為具體瞭解團隊

成員間彼此動態的互動過程，故探討強調「交互決策」及「策略選擇」之賽局

理論，包含賽局理論之基本概念、發展過程、囚犯兩難賽局之研究領域與應用

等。而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途徑，則探討並採用多重代理模擬模式，透過系統

建置與模擬實驗設計，驗證本研究所提之命題，亦即團隊組織結構下，兩人賽

局之個人策略與團隊的組織政策之關係。 

因此，本研究所進行之步驟如下： 

(1) 相關文獻探討： 

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探討「技能相依」的團隊組織結構與運作，主



 9 

要為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結構與運作過程；包含發展管理資訊系

統的專案管理、管理資訊系統的發展過程、開發模式與程序、專案團隊之

人力資源管理、團隊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特

性等。第二部分則探討複雜科學理論，著重於複雜適應性系統與複雜利益

之探討。第三部分則為賽局理論，著重於囚犯兩難之「非合作重複賽局

(Non-Cooperate Repeated Game)」之探討，包含賽局理論之基本概念、發

展過程、囚犯兩難賽局之研究領域與應用；以及探討模擬模式應用於策略

選擇之研究與多重代理模式等。 

(2) 多重代理模擬模式之塑模(modeling)與系統建置(implement)：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依據文獻探討相關理論與模式，提出團隊結構疊代囚

犯兩難賽局的多重代理模擬模式。並採用多重代理模擬方法與途徑，進行

模式塑模與系統建置，探討團隊組織結構下，兩人賽局之個人策略與團隊

組織政策之關係。此模擬系統以 Swarm 為多重代理模擬模式，以

Repast(1998)為爪哇虛擬機器(Java Virtual Machine)的開發環境，採用 Java

程式語言自行設計與測試。 

(3) 模擬實驗設計與結果分析 

模擬結果分析，以本研究所提的「團隊結構疊代囚犯兩難賽局之多重代理

模擬模式」為基礎的模擬模式與系統為平台，進行各種模擬實驗，探討團

隊組織結構下，兩人賽局之個人策略與團隊組織政策之關係。實驗設計主

要操控「團隊解散基準」、「團隊成員演化機制」、「償付矩陣」等各種不同

組合，依變數則觀察，經過演化之後，形成團隊中的成員其所採用的策略

組合，以及各種策略所採用人數的統計量。依此設計四種實驗並進行統計

檢定驗證：實驗一為組織成員策略之演化、實驗二則為團隊的重組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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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之演化、實驗三為背叛有利的償付矩陣、實驗四則為演化多樣性的影

響。透過此四種模擬實驗與結果分析，探討在團隊組織結構下，疊代囚犯

兩難賽局之個人策略與團隊組織政策之關聯性。 

(4) 結論與討論 

總結本研究所得之研究結果與貢獻，並說明對團隊組織設計及管理上的啟

示與建議，最後提出後續研究之重點及未來研究方向。 

依據以上之研究步驟，繪出圖 1-1本研究發展流程示意圖。 

 

個人與團隊之複雜現象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系統建置

結論與討論

模擬結果分析

團隊結構疊代囚犯兩難賽局
之多重代理模擬模式

模式推導理論基礎

模擬實驗設計

 
圖 1-1 本研究發展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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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與假設 

(1) 本研究之範圍主要界定在組織行為中，個人策略與團隊的組織政策之探

討。其中個人策略限定在囚犯兩難之非合作重複賽局的基礎上；而團隊結

構則限定在以兩人技能相依為單位之多人多種「有序」之技能相依的團隊

結構中，並視其為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運作的一種形式。 

(2) 將真實世界中有關個人與團隊之相關因素，予以抽象化及簡化；非本研究

之研究範圍則給予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加以控制。 

(3) 假設模擬模式中之代理人，具有其「目的」及「自主」性，會依據所設定

的屬性與環境，採取適當的行為反應。若將此模式應用於真實世界中的團

隊的組織政策與控制，則必須假設，團隊組織可以透過招募、遴選或訓練，

使成員可學習或仿效其他成員之策略行為，以達到「演化」之效果。 

 

1.5 研究限制 

(1) 基於研究範圍的限制：因團隊結構以及賽局的種類繁多，本研究只能限制

在技能相依的有序團隊結構，探討疊代囚犯兩難賽局之抽象化模擬實驗。

故其他種類之團隊結構與賽局模型，以及其他影響團隊運作與個人策略之

因素，非本研究所能一一掌握及探討，所以為本研究之限制所在。 

(2) 基於策略組合與組織政策之限制：由於真實世界中，個人之間的互動，所

採用的策略千奇百怪，故無法逐一探討，只能採用前三次彼此互動的結果，

所組成的六十四種策略組合加以探討。另外，對於團隊組織之政策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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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其方法亦不下數十種，本研究亦無法一一操作控制。此均為本研究

所面臨之限制。 

(3) 基於有限理性之限制：本研究之過程與結果，由於受限於研究者有限理性

之限制，故在程式設計建置模擬系統時，無法保證百分之百正確，只能盡

其所能透過反覆測試與驗證，以提高模擬模式之正確性(Verification)與有效

性(Validation)。另外，基於時間及預算等研究資源的限制，無法完全探究全

世界所有文獻及研究結果，只能擇其重要者，作為本研究之參考依據，故

在觀念及研究上恐有遺珠之憾，而造成疏漏之處。 

1.6 章節架構 

本研究論文分為五章，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

步驟、研究範圍與假設、研究限制，以及章節結構等，分節依序條列說明，以

對本研究有一整體之認識。 

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章針對相關研究文獻及理論探討，以深入瞭解團隊、

策略及賽局，並提出研究命題，以作為本研究所提之模式及結果分析之基礎與

依據。首先，探討「技能相依」的團隊組織結構與運作，主要為管理資訊系統

發展專案團隊之結構與運作過程。接著則探討複雜科學理論，著重於複雜適應

性系統與複雜利益之探討。再則為賽局理論，著重於疊代囚犯兩難賽局之探

討。最後，則探討模擬模式應用於策略選擇之研究，包含多重代理模擬模式、

策略選擇之賽局模擬研究等。 

第三章研究方法與途徑。詳細說明本研究所提之團隊結構疊代囚犯兩難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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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之多重代理模擬模式，以及多重代理模擬模式之塑模與系統建置。 

第四章模擬實驗設計與結果分析。以本研究所提之團隊結構疊代囚犯兩難

賽局之多重代理模擬模式為基礎的模擬模式與系統為平台，進行各種模擬實驗

設計，探討團隊組織結構下，兩人賽局之個人策略與團隊組織政策之關係。 

第五章結論與討論。包含本研究所得之研究結果與貢獻，並說明對團隊組

織管理上的啟示與建議，最後提出後續研究之重點及未來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