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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問題，進行相關的研究文獻及理論探討，以深入瞭

解個人間互動策略，以及團隊組織結構與運作。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探

討「技能相依」的團隊組織，主要以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結構與運作

過程為探討對象；包含團隊的概念與演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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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則從複雜科

學理論探討個人間與團隊之間的複雜關係；將其著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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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疊代囚犯兩難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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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團隊組織結構與運作：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探討 

2.1.1 團隊之概念與演進 

欲了解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個體成員特性與團隊行為，可溯及最

基本的一般群體(Group)與組織行為加以探討。以下首先探討團隊概念的演進，

接著探討群體(團隊)的形成，以及群體(組織)行為。 

(1)團隊概念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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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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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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本初等,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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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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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群體與團隊的形成 

所以團隊的概念最早源自於群體，至於群體如何形成，則可從組織行為中

之分析單位由小至大分為個人(Individual)、群體(Group)與組織(Organization)三

個層次探討。個人為最基本單位；而群體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人，透過互

動(interacting)與互依(interdependent)，以達成特定目標，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

群體。另外與群體概念相類似但不盡相同的稱之為團隊(Team)或工作團隊

(Work Team)，其為成員相互依賴、分享資訊、共同決策、彼此互助來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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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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1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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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團隊、群體與個人的集合(資料來源:Buchholz & Roth,1987) 

然而團隊是否發揮高績效或正向綜效，則與工作團隊大小、成員能力、角

色分派與多樣性、投入共同目的、建立具體目標、領導與結構、發展高度的相

互信任等因素有關，故並非所有團隊均具有高績效(Robbins,2001)。至於對團隊

的定義則有不同的看法：Shonk(1982)認為：「團隊是包含兩人或兩人以上，能

夠協調一致，且完成共同任務」。因此，團隊以協調為首要，因為這是完成任

務時所必需的；其次是團隊成員必須為共同任務或目標而工作。Katzenvach and 

Smith(1993)認為團隊是一個有共同目標，且能在技術上互補的一群人。

Quick(1992)則認為團隊最顯著的特徵是「團隊成員都將團隊目標的完成列為最

高的優先地位，團隊成員是各自擁有專業的技能，相互支持對方，很自然的合

作，且能很清楚及公開的與其他成員溝通」。Pinto and Jeffrey(1990)將研發團隊

視為來自於不同部門背景的人員組成的一個團隊，且成員間維持良好的協調關

係，並能完成團隊共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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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案團隊多半為指派(assign)而形成，然本質上其亦為群體，亦受到一般

個體加入群體的因素所影響，此亦為團隊是否能持久及有效的主因。一般個體

加入群體通常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如安全感、地位、認同、自尊、親和感、權

力、達成目標等(Robbins, 2001)。而專案團隊的形成，著重於共同的目標與任

務，其成員來源，主要受組織結構、任務關係、成員能力與技能、地理因素、

人際關係、合作夥伴、自願等因素所決定，對專案團隊的形成與運作，具有舉

足輕重之影響。當個人一旦加入群體或團隊，便和群體產生關係，並和其他成

員產生互動，而互動結果可能產生成員間相互吸引或排斥的現象，這些現象主

要的影響因素，包括互動機會(如身體距離、建築距離、心理距離)、地位(Status)、

背景或態度價值是否相似或互補、人格特質(利己主義、利他主義等)、功利、

群體的活動與目標等。而群體形成的理論則有結果比較論(Outcome Comparison 

Theory)、工作需求論(Demand of Job Theory)、互動關係論(Interaction Theory)、

相似論(Similarity Theory)(潘正德，2000)等加以探討。 

關於群體的發展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亦即大多數的群體處在於一種持續

改變的狀態中(Levi, 2001)。Trotzer(1977)將過程分為安全與信任期、接受期、

責任期、工作期、結束期。Petrie(1987)分為形成期、激盪期、規範期、運作期。

Bennis & Shepard(1965)則分成定向、衝突、凝聚、迷惑、醒悟、接受等六階段，

主要由不成熟且不確定演變到成熟確定的轉化過程。Glueck則認為群體的形成

與發展，主要包括初步形成、目標設定、結構制定到非正式領導者產生的四個

階段。Bass(1965)則其分為環境適應、問題解決、激發績效與後續評估等四個

階段。Mann(1967)採 Parsons的功能學說來描述群體，依潛在模式(Latent Pattern)

的維持、緊張之處理、適應、整合、目標達成等功能，而分成初期抱怨、早熟

行為、面質、內化、分離與結束的回顧。Thelen &Dickerman則提出個人中心、

挫折與衝突、試圖鞏固群體和諧、群體經歷的彈性及強調問題的解決等四個階

段(潘正德，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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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行為會影響個體行為，而個體行為亦會影響群體行為，個人與群體之

間的關係，是動態且相當複雜的。前述的理論及模式，或從微觀(micro)的個人

角度，或從綜觀(macro)的群體現象的角度觀察，但兩者之間的動態變化的過程

卻無較深入的探討。因此，以下進一步探討群體與團隊行為。 

(2)群體與團隊行為 

由以上文獻探討所知，群體與團隊是由個體成員所組成，而群體與團隊的

行為，係基於各種不同的個體成員差異及其複雜的交互作用而成。至於群體的

基本概念有角色(Role)、規範(Norm)、凝聚力(Cohesiveness)、規模(Size)、組合

(Composition)與地位(Status)等。角色是個人在社會環境中，為符合其所持有之

身份地位，所表現的一套預期行為模式，例如從環境學習角色內涵，會因環境

或壓力而轉換角色，或因所扮演的角色無法吻合他人的期待時，感受到角色的

衝突。規範則是一種群體成員所接受且一致遵行的行為標準，若成員認同或接

受規範，則可用較少的控制影響成員行為，反之則會對工作績效打折扣。凝聚

力是群體成員間互相吸引，促使大家願意留在群體的程度，是團隊非常重要的

特質，與團隊的生產力有密切關係。群體規模則是組成群體的成員多寡；大群

體對尋求不同的創意想法較有利，小群體則有較強的執行能力；然而，團隊成

員數增加，績效則未必成比例增加。群體組合是表示團隊活動需要各種不同的

技術與知識，因此必須由不同類型的個體組成，許多研究結果顯示異質團隊比

同質團隊更具績效；若團隊成員在性格、人格、想法、能力、技術和觀點等具

有異質性時，團隊就可能擁有成功完成任務所需的各種資源；不過異質團隊比

較容易發生衝突，也較缺乏轉圜餘地。地位係指個人在群體中所擁有的聲望等

級、位階或排行，可分正式與非正式兩種，若成員察覺到自己的地位與別人的

認知有懸殊差異時，就會對行為造成顯著影響(Robbin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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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群體或團隊間的行為，則可從績效與權力二者來加以分析。影響群體

或團隊間績效的因素，通常包含：任務不確定性、時間與目標取向，與相互依

存的關係。而群體間的權力問題，除與績效有關的因素影響外，同時亦受到地

位因素與組織策略影響(潘正德, 1999)。而就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認為互相影響

的個人與群體，會對其他人所應該及不應該做的行為都有某種程度的期望，此

被期望著去符合的行為標準即稱之為「群體常模(group norms)」。由於有此群體

常模的存在，以致於群體藉著影響力改變個人與小群體的行為與信仰，使其與

大群體的一致性的過程，即稱之為「從眾(Conformity)」。當然，個人行為與群

體常模不同的情況亦會存在，即稱之為「異常(Deviance)」。然而，當個人離異

常模時，會有某些內外在的控制機制，例如罪惡感、價值觀、社會制裁、法令

規章等，以導致個人行為與常模趨於一致(Bonoma & Zaltman, 1981)。 

因此，個體行為的總合並不等於群體的行為 (Buchholz & Roth,1987; 

Lai,1997)。個人在群體中的表現也異於個體單獨的行為，而群體行為亦非是個

體行為的加總。所謂的群體行為是對人們在群體裡的行動和態度所進行的有系

統的研究。一般在組織行為中所探討的群體行為有溝通、領導、決策、權利與

政治、衝突與談判等行為(Robbins, 2001;徐木蘭,1991;陳義勝,1993)。而這些行

為即造成個體行為的總合不等於群體行為的主要原因，此亦為團隊績效是否有

效(即 1加 1大於 2)或是無效(即 1加 1小於 2，甚至為負)的關鍵。 

關於群體行為理論(Theories of Group Behavior)，亦可解釋說明個體與群體

之間的關係。例如社會比較理論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Festinger, 

1954;Goethals & Darley,1987)，表示個體會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與其他個體

比較，進行形成群體行為。認知不協調理論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Festinger, 1954;Sande & Zanna,1987)，指個體間的認知不協調，影響集體行動

(Collective Actions)與個體的反應 (Reactions)。另外，還有自我表現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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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Presentation Theory)(Baumeister, 1982; Baumeister & Hutton, 1987)、社會影

響理論 (Social Impact Theory)(Latané, 1981)、自我注意理論 (Self-Attention 

Theory)(Carver, 1979)、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on Theory)(Pryor & Ostrom, 

1987)、交易記憶(Transactive Memory)(Wegner, 1987)等。這些理論大部分從個

體行為的角度對群體行為提出一些合理的解釋。 

以上對團隊概念有所瞭解之後，接著則探討管理資訊系統發展的概念，以

及其與團隊運作的關係。 

2.1.2管理資訊系統發展的本質與特性 

何謂管理資訊系統？就其定義而言，有數種說法，例如資訊處理系

統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資訊與決策系統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System) 、 組 織 資 訊 系 統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或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

(Computer- based Information Systems) 、 甚 至 是 指 資 訊 管 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等 ( Martino ,1968;Davis & Olson,1985; 

Jordan & Machesky, 1990;Whitten, et .al . ,  1994;Alter,  1992; Turban, 

1995; McLeod, 1998)。Davis與 Olson(1985)認為「管理資訊系統為一個提供

資訊的整合性人機系統，以支援組織之作業、管理，以及決策程序，此系統使

用電腦硬體與軟體、人工處理、分析、規劃、控制與決策之模式，以及資料庫」，

而其中所謂之整合性系統，並不表示它是單一的、整體的結構；而是指將所有

組成的部分融入整體設計中。若從管理資訊系統的目的與作用來看，

Laudon(2000)則認為「資訊系統是企業組織回應環境挑戰的一個解決方案，是

一個以資訊科技為基礎，在管理與組織上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若談到資

訊科技的應用時，管理資訊系統亦被用來泛指在一般組織中，採用電腦化系統



 21 

時，所牽涉到的所有技術及管理層面的課題；包含系統規劃、系統開發、系統

整合、系統管理及導入、策略性系統、資訊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社會的倫理與

及法律課題等。此類廣義的內涵通常用來代表這整個新的學域，因此亦被稱之

為「資訊系統」、「商業資訊系統」、「資訊管理」(宋鎧等 ,2001)。 

綜合以上學者之論點，本研究對管理資訊系統的概念性定義 (Conceptual  

Definition)為「管理資訊系統是一個提供資料、資訊或知識的整合性人機系統，

以支援或取代組織之作業、管理，以及決策程序與策略，結合人、組織及資訊

科技，協助企業組織回應環境挑戰的解決方案。包含人、組織與資訊科技，及

其所形成的電腦化資訊系統本身，以及其發展的動態過程。」所以，從此定義

可知，管理資訊系統主要由人(包含開發系統的所有相關人員及使用者)、組織

(如組織結構、管理程序、組織行為等) 、資訊科技(涵蓋電腦相關技術與工具，

如電腦基本的軟硬體、資料庫、通訊網路等)，三種主要成分(component)錯綜

複雜組合而成；亦即管理資訊系統是結合以上三種成分所產生的結果(output)，

故重點應著重於管理資訊系統發展的動態過程，而非只是靜態的產出電腦化的

管理資訊系統。因此，其本質是一個由人、組織及資訊科技所組成，以提供資

料、資訊或知識的「動態(dynamic)」綜合體(synthesis)，所以不能從單方面獨

立來思考，亦需要考量時間與空間的環境影響。此亦即為資訊系統發展的本質

與特性，以下則深入探討管理資訊系統的發展過程。 

2.1.3 管理資訊系統發展之專案管理 

電腦化的管理資訊系統雖其為一人工產物，必須透過「人」規劃、設計、

建置與使用，然而其結果卻非「人」所能完全預期與掌控，此即本研究所欲探

討的核心問題所在，因此以下則從管理資訊系統發展之過程開始。管理資訊系

統發展之過程管理，一般屬於軟體專案管理的範疇。軟體專案管理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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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方法、經營管理以及外在環境的影響，其範疇涵蓋三個構面：即(1)

管理主題構面，如成本管理、時程管理、品質管理、人員管理、風險管理等。

(2)開發程序管理，如構思、定義、規劃、開發等。(3)作業流程構面，如成立

推動委員會、專案選擇、專案規劃等。 

所以管理資訊系統發展之專案管理包含「軟體」、「專案」、「管理」、「專案

管理」、「軟體專案管理」等概念。所謂軟體(Software)狹義而言係指電腦程式，

廣義而言則包含電腦程式、資料庫、文件等，甚至涵蓋資訊系統與作業流程。

軟體通常可分為系統軟體與應用軟體，資訊管理系統則為應用軟體的一種。專

案指一連串的活動以符合既定的目標並產生既定的結果(Sieli, 1991)。其特性為

有預定的目標與時程、獨特性、暫時性、資源整合、專案的成敗受到外在因素

影響甚大，變動性大(林信惠等 ,2002)。管理係指一組可引導組織以有效率

(efficiency)與有效能(effectiveness)地運用資源並達成組織目標之功能；此功能

包含計畫(規劃)、組織、用人(任用)、領導、控制等(Griffin,1999)，另一方面管

理亦可視為問題的解決(林信惠等,2002)。而專案管理則是以專案為管理對象，

即對一次性的工作(如應用軟體開發)，藉著領導與溝通，由定義(專案目標)、

規劃(專案過程)、執行(專案)與控制過程，有效地完成該工作目標，生產品質

好的產品(或服務)，且使工作成員生產力增加及高度的成就感。專案管理的過

程可視為由定義(define)、規劃(plan)、執行(do)、控制(control)、完成(complete)

等一連串的循環活動，如圖 2-2所示。因此，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是軟體專

案的一種，是將管理資訊系統發展視為一個專案，透過專案管理對管理資訊系

統的開發過程進行一連串的管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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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義  define

規 劃   plan

執 行    do

控制 control

完成  complete

領 導  lead

 

圖 2-2 專案管理過程  

 

2.1.4 管理資訊系統開發模式與程序 

一般將管理資訊系統開發的過程，通稱為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ystems 

Development Life Cycle, SDLC)。然而，所謂的 SDLC有兩種明確的意義，首

先是指一般化的概念性架構，它包含系統發展或取得過程中的所有活動；另一

則是相對於雛型法 (Prototyping)與快速應用系統發展 (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RAD)的非常結構化且正式的「傳統式結構化」發展方法(Turban et. 

al.,2001)。至於其中包含那些階段，學術與實務雖各有不同，然而卻大同小異，

若將其歸納大致包含系統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建置，系統測試、

上線及維護等階段，如以軟體開發程序模式為例(林信惠等,2002)，則如圖 2-3

所示，其是由專案發啟、概念探索、系統配置、需求分析、設計、編碼、裝置、

操作支援、維護等連續不斷的循環程序。由於需求、科技與環境的變化，依時

間、空間、人員、風險等因素不同的配置與考量，而發展各式各樣的軟體開發

模式。有瀑布模式(Waterfall Model)(Royce, 1970)，如圖 2-4所示；快速雛型法

(Prototyping)(Bally et. al., 1977;Gomaa, 1981; Lantz, 1985)，如圖 2-5所示；螺旋

模式 (Spiral Model)(Boehm, 1986)，如圖 2-6 所示；其他還有如漸進模式

(Incremental Model)(Hirsch, 1985;Grahm, 1989)、演化雛型模式(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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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typing)(Gidding, 1984)、同步模式 (Concurrent Model)、物件導向模式

(Object-Oriented Model)等，有關開發模式的介紹與探討，可見於軟體工程、系

統 分 析 與 設 計 、 軟 體 專 案 管 理 、 資 訊 管 理 等 相 關 領 域 (林 信 惠

等,2002;Turban,2001; Laudon & Laudon, 2000)。 

 

圖 2-3 軟體開發程序模式 (資料來源 :林信惠等,2002) 

 

 

圖 2-4 瀑布模式(資料來源:林信惠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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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快速雛型法(資料來源:林信惠等,2002) 

 

 

圖 2-6 螺旋模式(資料來源:林信惠等,2002) 

由以上可知，雖然有各種不同軟體開發模式，但均有相同的特色，即依序

循環(cycle)的開發過程。表示軟體開發過程，並非測試完上線即結束，而是藉

由測試與上線之後發現新的需求與問題，再從規劃開始形成新的循環，如此成

長。尤其是對於在複雜環境中的管理資訊系統發展更加重要，因此資訊系統發

展的方法論，趨向於更有效、更具彈性、更動態，並且能夠調適(adaptive)及演

化的方向進展(Albanna & Osterhaus, 1997;Lycett & Pau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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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資訊系統發展的專案人員，主要有程式設計師(Programmers)、系統分

析師(System Analyst)、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若為大型軟體專案，分工則

較為細膩，幾乎在系統發展生命週期的每一階段均有專業人員負責，因此會有

規劃人員、設計人員、測試人員、品質管控人員，甚至高階主管與使用者等，

亦須參與資訊系統專案的開發過程。 

至於管理資訊系統發展人員，所應具備的技能與知識，則 Denis(1995)認

為軟體人員應具備技術、處理企業活動、管理、人際關係等技能(skill)。然而

隨著全球整體經濟環境的變化、資訊科技快速進步，軟體人員所具備的技能亦

必須不斷的創新與學習。一個軟體人員必須具備執行該工作所需的知識

(Knowledge)、技術(Skill)及能力(Ability)，簡稱 KSA(Cheney et. al.,1990)，表 2-1

則是依據 KSA對軟體人員(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專案經理)的工作分析(林

信惠等 ,2002)。 

表 2-1 軟體人員的工作分析 (資料來源：林信惠等,2002) 
 知識  技術  能力  

程式設計師 物件導向  
資料庫  
網路  
作業系統  
企業知識  

撰寫程式 (C++、 Java、
JavaScript 、 Delphi 、
Powerbuilder、Visual Basic) 

與使用者及其他開發人員
的溝通、協調、合作、互動 
組織思維、發現問題、解決
問題的能力 

系統分析師 結構化分析與設計 
系統開發理論  
企業、組織相關知識  

系統需求擷取與分析  
系統設計  
系統規格訂定  
撰寫文件、手冊  
CASE開發工具  
系統安裝、使用、維護  

使用者訪談、問券、會議、
聯合開發等溝通能力  
書面與口頭表達能力  
需求判斷、問題分析解決能
力  

專案經理  管理知識  
企業知識  
科技知識  

專案時間、成本、資源規劃 
決策、成本-效益分析 
執行、監督、控制  

溝通  
協調  
團隊建立與運作  
激勵  
領導統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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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軟體人員所需的技能(skill)，依據 Todd(1995)的劃分，可將其分為三類，

即技術技能 (Technical Skill)、企業技能 (Business Skill)、及系統技能 (System 

Skill)：技術技能包括硬體與軟體相關知識與技能；企業技能包含企業專業知識

的通才與專才，分為組織、管理、人際關係、溝通等部分；系統技能則包括系

統問題解決的能力，如系統分析與設計、軟體發展方法論的知識與工具等。由

此可知，參與軟體開發專案的人員，或多或少均須具備以上三種技能，只在於

所佔能力比例多寡的差異，且隨時代的演進所需技能的比例亦有所變動(Todd, 

1995)。例如程式設計師對技術技能有高度的需求，但亦須具備系統發展與管

理溝通技能；系統分析師則對系統技能需求較高，然亦須具備企業與技術技

能；專案經理與系統分析師則差異不大，除具備系統分析師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之外，更強調專案的規劃、執行與控制、內外部溝通、協調與人際互動，以及

團隊運作技巧與領導統御(Gupta & Wachter, 1998)。 

由以上可知，一個軟體專案的完成，必須擁有各種不同技能、知識與能力

的成員共同參與才能運作，再透過彼此的溝通、協調與學習，以完成專案，而

產出軟體。雖然整體專案須具備各種不同的技能，然而個別成員卻只需專精於

少數一、兩種技能，且會於其他成員專精的其他技能高度密切配合與運作，此

可由系統發展生命週期的循環順序來看，每一階段與其下一階段有其高度密切

關係可知。因此參與相鄰階段的人員，須有高度的互動，例如在正面有知識與

技能的互相學習與分享等，負面則亦產生衝突與排擠，對專案的成敗，造成不

確定性的影響。 

至於專案的組織結構，依據專案管理可分為三大類：即為專案式組織、功

能式組織與矩陣式組織。而資訊系統發展專案的組織結構，可為其中的一種組

織結構，或者依據企業的獨特需求，混合各種不同的組織結構，而產生許多不

同組織設計的變化。例如資訊部門往往混合功能式與專案式的組織結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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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穩定的網路、系統操作與維護、資料庫管理以功能式組織型態運作，應用

系統開發維護則以較有彈性的專案式型態運作(林信惠等,2002)。不管以何種組

織結構存在，凡參與資訊系統發展專案的相關人員，即可稱之為資訊系統發展

專案團隊。 

此專案團隊成員的來源，依據組織人力需求的供給來源可分為內部來源與

外部來源兩種。內部來源係指將現有員工升遷、調職、工作輪調、重新雇用或

召回被遣退的員工。外部來源則有員工推薦、毛遂自薦、開放參觀、職業介紹

所、人力公司、協會及工會、學校、外籍人士(Byars & Rue, 1999)。而管理資

訊系統發展專案成員來源，主要依據資訊系統發展專案的目標，選擇擁有完成

此目標的知識、技能與能力的成員。然而，亦會因資訊系統發展的過程與方法

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傳統組織自製的資訊系統發展專案，成員來源主要為

資訊部門人員，可採用一般的組織人力需求的供給來源取得；使用者自建系統

(End User Computing, EUC)發展專案的成員，主要為企業組織本身的使用者；

而近年來所流行的大型整合式企業組織經營管理資訊系統 (例如企業資源規

劃、供應鏈管理等)的發展專案，其專案成員的來源，除企業組織本身的管理

者、資訊人員與使用者之外，又包含資訊廠商(資訊系統軟硬體提供者)、顧問

公司人員、甚至其他第三者(third party)(謝清佳、吳琮璠 2000)。 

因此，對於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的人力資源管理。就量而言，專案開發

過程人力需求的變動，組織管理者必須事先規劃與訓練人員以滿足專案需求。

就質而言，為招募最適合的人員，對於團隊成員的選用必須同時考量到其人格

特質與專案技能。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與環境快速變化，使得軟體人員的工作

環境亦產生明顯的變化，除須考量其專業能力外，企業知識、溝通、人際互動

也應同時具備。資訊系統開發人員屬於知識型工作者，獨立與自主性強，使個

別生產力差異大。有才能的人員只為自己工作，管理者應將其才能導入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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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上  (林信惠等,2002)。由此可知，如何透過人力資源規劃、人格特質工

作分析，招募、遴選、績效評量、激勵與教育訓練等人力資源管理，使個人與

團隊組織間平衡發展，則是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管理的重要議題與挑戰；此

可由以下管理資訊系統專案所面臨的相關問題可知。 

2.1.6 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所面臨的相關問題 

管理資訊系統自 1950 年代開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資訊

連結需求階段，即電子資料處理的自動化與電腦化時期，資訊需求以結構化的

「交易處理」與「管理控制」為主，其所面臨的問題主要為資訊資源稀少且昂

貴，資訊系統開發時間長、成本高且維護困難；第二階段為資訊結點需求階段，

即資訊管理的合理化與資訊化時期，資訊需求以「決策支援」與「策略規劃」

為主，其所面臨的問題是除之前的問題外，無法滿足使用者需求及達不到

資訊系統的預期，則為此階段的主要挑戰；第三階段為資訊網絡需求

階段，即目前知識管理的網路化與知識化時期，資訊需求主要以「整合」為

主，其所面臨的問題，除前兩階段所面臨的問題外，還必須受到策略性企業、

全球化、資訊架構與基礎建設、技術快速變化中的資訊系統投資、及文化道德

的責任與控制上的挑戰(Davis & Olson,1985; Laudon & Laudon, 2000)。雖每

一時代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各有不同，對資訊需求的特性亦有所差異，但核心

問題依舊存在。 

雖然，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的理論模式，以及系統發展的方法論，但仍無法

完全解決管理資訊系統所遭遇的問題。此點可由資訊系統發展 (Inform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ISD)的成敗與績效(performance)，一直是管理資訊系統與

資訊管理領域所探討的核心議題所知(Bostrom & Heinen, 1977; Hamilton & 

Chervany,1981;Jiang, et al. 1996;Hwang & Thorn ,1999;Jiang & Klein, 1999;Lin & 



 30 

Shao,2000)。對影響資訊系統成敗的因素，大部分的學者較偏向從片面的角度

或外在的現象來探討﹔例如從系統的角度有系統的使用(use)、產出(output)、大

小 (scale)及複雜度 (complexity)等；從使用者的角度有使用者參與 (User 

Participation)、使用者態度(User Attitudes)、使用者涉入(User Involvement)、使

用者約定 (User Engagement)及使用者滿意度 (User Satisfaction)等 (Ives & 

Olson,1984; Jarvenpaa & Ives,1991;Lawrence & Low,1993; Hunton & Beeler, 

1997;Hwang & Thorn, 1999; Lin & Shao, 2000;Goodhue, et. al. 2000)；從系統發展

的角度有系統開發的方法論(Methodology)、設計者的能力、資源、專案管理等

(Jiang, et. al. 1996;Fitzgerald, 1998;Kirs, et. al., 2001)；從組織的角度有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權力(power)與政治(politic)、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企業策略 (Business Strategy)等 (Bostrom & Heinen,1977;Markus, 

1983;Franz & Robey, 1986)；從互動理論的角度，如人(human agent)、技術與社

會 (Socio-Technology)的互動影響、關係與信任 (relationship and trust)等

(Orlikowski, 1992; Silver, et. al., 1995;Kumar, 1998)；似乎各種因素均會影響管理

資訊系統的成敗。 

所以，就資訊系統發展而言，單從「功能性(function)」的角度來看資訊系

統，或只從「工程性(engineering)」的角度來建置資訊系統，都無法一窺全貌，

而應該回歸從根本的「本質與特性」的角度來重新思考管理資訊系統 (楊豐

松,2002a;楊豐松等 ,2002b)。 

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雖然成員通常不多，然牽涉範圍廣泛且複雜。尤

其在十九世紀以後管理資訊系統趨向於大型整合式的複雜系統，已非像十七世

紀以前單靠一個專業程式設計師就能勝任，故現今一般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均

以專案團隊(teamwork)的形式運作(Rosenau,1984;McCarthy,1995)。然而此與一

般的專案最大的差別，在於資訊系統發展專案是一種工作型態(type of task)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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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複雜(complex)、動態的操作環境(dynamic operational environment)、以及多種

限制(constraints)的專案(Aggarwal & Rezaee,1996)。其牽涉範圍廣泛，問題涵蓋

組織(organization)、技術(technical)、管理(administration)、個人(personal)、並

其與使用者及團隊息息相關(user-related and team-related)(Wateridge,1999)。因

此面臨許多問題與挑戰，涵括規劃、組織、人員派認、領導與控制等問題(Thayer 

et. al.,1980;1981;1982)。此外，專案成本難以估計、軟體範圍確定後，常會被

要求更動、專案人力成本估算難以控制、專案開發時程難以估算、無法有效衡

量專案人員工作績效、專案人員的溝通協調效率不佳、產品品質無法有效控

制、無法掌握專案組織的最適規模、專案人員意見不一，團隊合作不順暢、專

案人員無法如期完成任務、專案人員職責模糊，責任歸屬劃分不清、專案人員

的工作意願不強、關於專案決策，專案組織無法完全貫徹等難題(李明憲，

1991)。於是許多學者提出各種不同的成功關鍵因素(CSF)，如有效專案規劃、

成本估計、有效溝通、及時回應最終使用者的意見、取得高階主管的支持、界

定明確專案目標範圍、有效溝通客戶需求、甄選專案經理的選定、建立溝通管

道等等(Pinto & Slevin, 1987; Pinto & Slevin, 1989; Redmill, 1990;Wallace & 

Halverson, 1992;Phan et. al., 1995; Jones, 1996)。綜合以上可知，影響專案的成

敗因素甚多，已失去「關鍵」成功因素的意義；除此之外，以上所探討的大部

分從「現象」或「結果」來歸因，而未從其「如何」會如此，以及「如何」達

成來探討；亦即應該不只是從現象觀察，而應從「過程」著手。 

而「過程」的探討，雖然各種因素均會影響，但最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

「人」，也就是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的團隊成員。由於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

案，必須透過多數成員間的互動，尤其是成員的行為與能力，係決定性的因素，

而專案成員行為又受其本身的特質、態度與動機所影響。由相關文獻發現，管

理資訊系統與軟體的開發過程中，一個軟體開發團隊運作是否有效或成功，除

專案管理活動與成員必須擁有該專業知識與技能外，其他如個人特質、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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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所造成的學習與分享、衝突與政治行為等不明確且難以控制的因素，更

是攸關專案的成敗與過程的順遂與否  (Larson et. al.,1989;Quick, 1992;Carr, 

1992;Campion et. al.,1993; 徐木蘭,1991;陳義勝 ,1993;黃貞芬,1994;林東清、張玲

星,2000; Robbins, 2001;林信惠等,2002)。因為，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有

以下之特性。 

2.1.7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特性 

由於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形式上屬於團隊的一種，而本質上亦屬

於群體，因此以上所述之群體與團隊之形成、特性與行為，可適用於管理資訊

系統的發展專案團隊上。然而，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亦有別於球隊、

樂隊或一般的工作團隊，其需要頻繁的溝通、群體決策的技巧、群體創意的激

發、共識的形成等；其與一般組織的差異在於具有共同的願景或目標、分享領

導、主動負責、團隊成員彼此協調作出決定、強調自我管理與自我負責、重視

團隊成員間的人際互動與協商、重視團隊績效等(林信惠等,2002)。 

更重要的是，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工作任務必須依據軟體工程有

一定的工具、程序與步驟，且又受到專案管理的機制與管控，在複雜演化、不

確定性且動態的環境中，產出具體的電腦化資訊系統與服務，並且需適應各種

不同變化的需求。因此，其與一般群體或工作團隊的特性有相當大的差別。故

傳統的專案管理技術，對於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已不適用(unsuitable)，且須

有新的觀點與典範 (paradigms)(Lai,1997;Williams,1999)；例如解析模式

(decomposition models)並無法計算個人擾亂(individual perturbations)對專案的

混合累積效果、無法處理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s)、無法評價整體效果(holistic 

effects)、且難以處理目標或方法的不確定性(goal- or method-uncertainty)。取而

代之的，應該採用更有彈性的(flexible)、動態的(dynamic)、整合的(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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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的 (holistic) 等 結 構 、方 法 與 模 式 (Abdel-Hamid & Madnick,1991; 

Wateridge,1999;Williams,1999)。例如圖 2-7，則從綜效途徑(Synergistic Approach)

探討資訊系統發展的專案管理，此即表示資訊系統發展專案管理，不應只著重

成本(Cost)、績效(Performance)與時間(Time)的三面向的管控，更應要有對專案

成員的 3C 概念，即互補(Complementarity)、溝通 (Communication)及承諾

(Commitment)，所產生團隊工作(teamwork)的綜效(Synergy)(Lai, 1997)。 

 

圖 2-7 綜效途徑的資訊系統發展專案管理 (資料來源:Lai,1997) 

由以上之文獻探討可發現，管理資訊系統發展，除專案管理與軟體工程的

相關必要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於人、組織與資訊科技彼此互動的動態過

程，尤其是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的成員。所以，如何組成有效的管理資

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並產生綜效，則是當今發展管理資訊系統的重要課題。然

而，亦可由以上之文獻探討可知，一般對於如何達到成功的管理資訊系統或有

效的形成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的探討，不是從現象(phenomena)的表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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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例如需具有彈性的(flexible)、動態的(dynamic)、整合的(integrated)、整體

的(holistic)等結構、方法與模式；就是從關鍵因素來歸因，然而關鍵因素繁多

且影響關鍵因素的因素又不確定。其中卻鮮少從「過程」來探討如何形成，及

其動態變化。 

由於社會環境、經濟體系與企業組織是一種具有非線性動態 (Non-linear 

Dynamic)與演化式複雜 (Evolutionary Complexity)特性的系統 (Priesmeyer 

1992; Waldrop, 1992; Kauffman 1993, Horgan 1996;Warren et .  al .  

1998;Mathews et .  al .  1999; Lycett & Paul, 1999)，而管理資訊系統卻與其

息息相關，甚至是企業組織本身或是組成要素之一的子系統 (謝清

佳、吳琮璠 2000;宋鎧等,2001;Laudon & Laudon, 2002)。但是，由一般的資

訊系統發展專案過程可知，均以「在有限制的績效-時間-成本三面向的

專案管控下，依據軟體工程的一定程序與方法，以產生具體的電腦化管理資訊

系統為目的」，亦即資訊系統本身是真實世界抽象化 (abstract)的「部分

模式 (Partial Model)」 (Taylor, 1990; Lycett & Paul,1999)，而形成過程通常採

用「靜態的 (stat i c )」、「固定的 (fixed)」、「線性的 (l inear)」、以及「簡

單化 (simplified)」的思維與方式，強調「以簡馭繁」來「配適 (fi t)」

複雜且非線性動態的企業組織與環境。由此觀之，真實世界與資訊

系統必定產生某種程度的間隙 (gap)，因此亦不難發現，管理資訊系

統為何始終無法滿足使用者需求、難以達到資訊系統預期、以及不

同的企業組織其管理資訊系統發展的結果會有天壤之別的原因。  

因此，如何建構及誘導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有一個良好的「動態演化」

互動機制，使專案團隊，像「有機體(Organism)」一樣，能夠「自我調適

(Self-Adaptive)」與「自我組織(Self-Organized)」而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進而

產生有效率且有成效的管理資訊系統或服務，則是值得探討且有趣的議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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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研究引用，對於複雜現象與動態過程有適切探討與解釋的「複雜科學

(Complexity Science)」，來探討如何形成高績效的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尤其

著重於專案團隊的「合作突現」。 

 

2.2資訊系統發展團隊之結構與運作：複雜科學與複雜利益之觀點 

近年來，為回應複雜與快速變動的環境，以增加組織的反應能力與彈性，

因此在組織理論、知識管理與電子化企業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構想與概念，

例如扁平化的組織、以團隊為基礎的組織、虛擬企業，以及強調自我管理

(self-managing)與自我領導 (self-leading)等概念的團隊組織，尤其是自我組織

(self-organizing)(Morgan, 1997; Levinthal & Warglien, 1999)的觀念。 

然而，所謂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其實是生態系統與有機體的一種自

然現象(Eigen,1979; Kauffman,1993)，亦為複雜科學中所探討的「複雜適應性系

統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中的重要基本特性之一(Waldrop,1992; 

Kauffman,1995)。因此，以下則從複雜科學的觀點來探討資訊系統發展團隊之

結構與運作；首先探討複雜科學、複雜適應性系統、與複雜利益，接著探討資

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結構與行為。 

2.2.1 複雜適應性系統 

傳統科學的基本思想，主要是認為世界萬物的現象，是確定性(certainty) 、

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而且會達到均衡(equilibrium)的(例如第一運動定律：靜

者恆靜、動者恆動) ；是線性(linearity)作用的(如第二運動定律：運動的改變和

所加的動力成正比，且發生在所加的力的直線方向上) ；是負回饋循環(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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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loops)(例如每一個作用，總是有一個相等的反作用和它相對抗)；是可

化約成各種不同層次(decomposable levels)(例如可把萬物解析成分子、原子、

核子和夸克)(Mathews, et. al.,1999; Merry, 1999b)。這種從上到下(top-down)的思

考模式，歷經了三百多年，能解釋世界萬物的許多現象。近數十年來，物理與

自然科學裡出現了一些新的觀點 (perspective)，例如非線性動態系統理論

(Nonlinear Dynamic Systems Theory) 、 自 我 組 織 理 論 (Theory of 

Self-Organization)、混沌理論(Chaos Theory)、混沌邊緣(the Edge of Chaos)等並

彙聚這些理論所成為的「複雜科學」等。這些理論已廣泛應用在物理、社會、

生物、電腦等學域，甚至是跨學域的的結合，研究各個學域的傳統理論所無法

解釋的現象，近年來並漸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典範(Paradigm) (Waldrop, 1992; 

Warren,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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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何謂複雜科學，目前仍無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顧名思義就是探討

「複雜(Complexity)」的科學，或稱之為複雜的科學(the Science of Complexity)。

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研究彙整出複雜科學的定義、現象，以及特性，

詳細說明如下。 

(1) 複雜科學的定義  

複雜科學認為每一個體系，都是由許許多多依據簡單的法則(rule)的基本單

元所組成的，此基本單元稱之為「作用體(agent)」、「組成單元(component)」或

「元素(element)」，這些可能是分子、神經元、物種、或消費者、甚至是企業，

但無論其本質為何，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適應及對抗，這些作用體都會不斷的

自我組織或重組成巨大的結構。所以，分子會形成細胞、神經元會形成頭腦、

物種會形成生態系、消費者和企業會形成經濟，以此類推。一個層次基本單位

的互動，能形成更高層次的基本單位；在每個新產生的層次都會表現出新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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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式，這就是所謂的「突現(Emergence)」，這種突現的現象，往往難以單獨

從底層的個別的作用體所觀察到。這種現象在各學域層出不窮，很難以傳統的

化約論的方法來解析。因此，研究探討關於突現及複雜的科學，就稱之為「複

雜科學」，亦屬於一種整合性的科學(Waldrop, 1992)。 

(2) 複雜科學所探討的現象 

由於複雜科學是一門整合性的科學，其所探討的現象相當多，其中最為大

部分學者所討論的現象即為複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 

(Lorenz,1963; Gleick, 1987;Kellert,1993; Horgan,1996; Youngblood, 1997; Warren, 

et. al.,1998; Waldrop,1992; Kauffman,1993; Mathews, et. al., 1999；Pascale, 1999)。 

所謂複雜適應性系統，即能夠自我調適，並且可以適應環境變化的複雜系

統。世界上大部分複雜的問題或系統，都屬於複雜適應性系統，如頭腦、免疫

系統、生態、細胞、胚胎、螞蟻群等自然系統，以及政黨、科學社群等文化及

社會體系，甚至是電腦網路系統也是。一般其具有以下幾個共通的特性：1.每

個系統都是許多作用體平行作用的網路，控制功能非常分散，主要透過彼此之

間的競爭和合作、2.複雜適應性系統在組織上有許多不同的層次，每一種層次

的作用體都是更高層次作用體的基本單位，且當累積了相當經驗後，會不斷地

修正或重組其基本單位、3.所有的複雜適應性系統的運作都有一套行為規則或

假設、4.此系統會不斷的發展與轉換(Waldrop, 1992)。所以，此系統的組成，

一般會有偵測器(detectors)、作用器(effectors) 、規則系統(rule system) 、自身

會代謝(metabolic)與生殖的系統 (reproductive system)，會和環境互相回饋

(feedback)，進行調適性的學習；而環境包含資訊(information) 、能量(energy) 與

事件 (matter)，受時間 (time)與空間 (space)及其尺度 (scale)大小所影響

(Clemens)。由於，此種系統所展現出來的現象非常複雜，因此亦為一般複雜科

學所探討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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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複雜適應性系統的基本特性  

廣泛而言，複雜現象的特性(characteristics)有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

非線性 (Non-Linearity) 、次序 /混沌動態 (Order/Chaos Dynamic) 、突現性質

(Emergent Properties) 、多層次尺度描述(Multi-Scale Descriptions) 、型態的形

成(Pattern Formation) 、複雜(Complexity) 、開放和封閉系統(Open and Closed 

Systems) 、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s) 、共演化(Co-Evolution) 等等(Kirshbaum; 

Bar-Yam; Waldrop, 1992;Kelly, et. al., 1999;Clemens;Kelly & Allison,1999)。經由

本研究對複雜科學相關文獻的探討過程中，歸納出複雜科學所探討的對象其特

性以「共演化」、「突現性質」、「自我組織」、「非線性動態」等四個特性，最常

被提到，亦為大部分學者所共認(Waldrop,1992; Kauffman, 1993, 1995;Kiel, 1993; 

Kaplan & Glass, 1995; Warren, et. al., 1998;Mathews, et. al., 1999; Anderson, 1999; 

Merry, 1999a ,b; Kelly & Allison,1999; Kirshbaum;Bar-Yam)。說明如下： 

1. 共演化：所謂演化(Evolution)是指物種為了生存，會隨著時間經過及環

境的變化，而去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在複雜系統之中，各個作用體會

與其他作用體或環境，進行持續地相互作用(Interaction)與改變，而彼此

都成為環境的一部份，任何一部份的小改變，都會造成整個系統的變

化，而朝向適應性程度最高的方向演進，這就是所謂的共同演化。例如

花要靠蜜蜂來協助授精，而蜜蜂則要靠花蜜維生；印度豹追逐羚羊，羚

羊則躲避印度豹；人類世界中，政治和經濟上相互依賴的錯綜複雜網路

─盟友、敵人、顧客與供應商等等之間的關係，都是共同演化的結果

(Waldrop,1992;Merry, 1999b; Kelly & Allison,1999)。亦如本研究所欲探

討的個人、團隊與組織之間的關係，亦為共演化之結果。 

2. 突現性質：所謂的突現是指當許多的作用體彼此互相作用，達到某一定

的複雜度時，所產生的一種較高層次全新的型態 (pattern)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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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或特性(properties)，而這些是先前系統所存在的個別作用

體或組成單元(components)所沒有或不同的，非事前規劃與設計出來

的，且由底層的作用體(或組成單元)似乎無法預測(unpredictable)及不可

演譯(nondeducible) 到上層的作用體(或組成單元)，而此突現的性質，

隱 含 多 層 次 (Multi-layer) 與 不 同 尺 度 (scale) 的 概 念 。

(Waldrop,1992;Mathews, et. al., 1999; Anderson, 1999; Merry, 1999a ,b; 

Kirshbaum)。正如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團隊合作」亦為一種突現；因每

個個體有其目的與自主性，但亦會隨所遇到的成員而有不同的行為，所

以事先並無法得知，團隊是否會合作或不合作，從個人層次是無法預測

的，故為一種「突現」的現象。然而突現通常與自我組織息息相關。 

3. 自我組織：自我組織能力係指系統內部的作用體或元素，其個體或彼此

之間自發性產生的一種機制，通常是由混亂且非結構化的失序(Disorder)

到穩定有結構化的有序(Order)、或大的範圍(Large Region)到小的範圍

(Small Region) 、從複雜到簡單，例如混沌中的吸引子(Attractor)，或稱

之為反混沌(Antichaos) ，其具有一定的動態型態(pattern)，不會到達靜

態穩定狀態 (Static State)，亦不會發散到混沌狀態。 (Waldrop,1992; 

Kauffman,1993, 1995; Mathews, et. al., 1999; Merry, 1999a; Kirshbaum)。

自我組織系統使用能量(energy)、物質(material)與資訊(information)，從

它們的內部與外在環境來組織自我，過程中因為能量被使用，故也稱之

為耗散系統(Dissipative Systems)。自我組織是一種「過程」，此過程並

非被有意志的控制，而是系統內部的組成元素，彼此之間互相關連所突

現而成。而自我組織通常發生在某些條件的狀態下，因此稱之為有限制

的不穩定(Bounded Instability)，亦即複雜理論學者所謂的混沌邊緣(the 

Edge of Chaos)(Kelly & Allison,1999)。猶如本研究所探討的，在團隊或

組織內的成員，其會受自我意志與團隊組織的限制下而組織自我，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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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的策略。 

4. 非線性動態：所謂非線性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作用體或變數

(variable)，彼此之間的關係(包含因果關係)，若以數學式表示的話，不

是呈線性關係；而動態則是指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變化；因此所謂的非

線性動態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作用體或變數，彼此之間的關係，會隨

著時間的經過 ，呈現非線性關係的變化(Kiel, 1993; Kaplan & Glass, 

1995; Warren, et. al., 1998; Mathews, et. al., 1999; Merry, 1999b; 

Kirshbaum)，例如混沌，而其特性會顯現出短期還可以預測，長期不可

預測的現象。猶如團隊成員的行為、高績效團隊的組成、以及組織政策，

即為一種非線性動態關係。 

以上此四種特性，並非互相獨立，而是彼此互相關聯，通常在複雜適應性

系統中，至少必須具備其中一種以上的特性。而其中「自我組織」則是複雜適

應性系統，能夠「適應」外在環境變化的關鍵。因此，在企業組織的管理上，

若能適切地掌握複雜適應性系統的特性，則可以產生「複雜利益(Complexity 

Advantage)」。 

(4) 複雜利益 

所謂複雜利益，則是 Kelly及 Allison(1999)根據其多年的企業管理實務經

驗，結合複雜科學理論與概念，所提出如何在現今競爭且複雜的資訊(知識)時

代的世界中，獲取最大報酬的一種新思維的企業管理模式。 

複雜利益的主要概念有：1.非線性動態(Nonlinear Dynamics)。2.開放和封

閉系統(Open and Closed Systems)。3.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s)。4.碎形結構

(Fractal Structures)。5.共演化(Co-evolution)。6.人類群體行為的四個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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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Natural Elements in Human Group Behavior)。其中關於複雜科學的一

些概念，已於之前探討過，故不在此贅述。以下則針對開放與封閉系統、回饋

循環與人類群體行為的基本元素等概念較深入探討。 

所謂開放系統即在系統的界線(boundary)內允許與它們的外在環境互動，

而互動主要是進行能量(Energy)、資訊(Information)與物質(Material)的互換；相

對地，封閉系統則不允許與外界環境互動。雖然一般認為社會系統如企業組織

為開放系統，然而事實上，大部分企業系統似乎只是部分開放。亦即在開放的

環境中，企業、團隊、領導者，甚至個人，都取其想要的資訊，而忽略其他的

資訊，造成在開放的系統，卻產生封閉系統的行為(Kelly & Allison,1999)。 

回饋循環則是一序列的行動(a series of actions)，每一個行動建立在前一個

行動之上，而且循環回去(loops back)影響原來的狀態。回饋循環有兩種型態即

擴大(amplifying)或平衡(balancing)循環。前者屬於正回饋，後者屬於負回饋改

變原來的行動或方向。 

人類群體行為的四個基本元素：1.當一個個體(individual)遇到另外一個個

體，會產生三種行動，競爭(compete)、合作(collaborate)或都不做(walk away)(即

交換能量)。2.個人認知不同，但會學習在一起(即分享資訊)。3.個體的選擇是

基於其認知與優先順序，但會受到群體的學習與集體能量所影響 (即承諾

(commit))。4.群體的共同進化(co-evolution)程度。個體依據這些行為的基本元

素，不同的工作團隊將發展不同的行為型態(behavioral patterns)。 

透過以上這些概念， Kelly & Allison(1999)提出以連結行為循環

(Interlocking Behavioral Loops)為主的「超循環(Hypercycles)」，如圖 2-8。主要

透過深度承諾(Deep Commitment)、開放學習 (Open Learning)、責任互動

(Responsible Interaction)與信任(Trust)四個正回饋子循環，所形成的超循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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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前六個主要概念，如此即可產生複雜利益。至於如何具體落實此概念，其

提出十四個到達成功的步驟，以及複雜利益演化配適模式 (Complexity 

Advantage Evolutionary Fitness Model)。 

 

圖 2-8 連結行為循環的超循環 (資料來源 :Kelly & Allison,1999) 

所以，本研究將以此為基礎，探討有關資訊系統發展過程中複雜利益的形

成。以下則探討資訊系統發展專案與複雜利益的關係。 

(5) 資訊系統發展過程之超循環與複雜利益 

對於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之探討中，可以發現其主要由資訊系統發展專

案團隊所組成，基本單元即為團隊成員(亦即為「人」)。而每個團隊成員，有

其特定任務與目標，以及特性與行為，且會彼此互動與學習。另外，在管理資

訊系統的開發模式與程序中，無論採用何種方法論，從傳統的結構化系統發展

生命週期、雛型法、物件導向法、到快速應用發展(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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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元件式整合系統建置等，均具有「循環(cycles)」的特性，其核心概念

即「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DLC)」；亦即一個管理資訊系統的發展，必須經過系

統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建置與系統測試等基本的有序的任務與工

作(tasks)，相鄰的任務與工作具有高度的關連性。而各種不同的開發模式與方

法論，差別只在於發展生命週期時間上的長短、不同任務間劃分的詳細程度、

是否由相同或不同人員執行、是否同時或不同時進行、執行過程是否將工作壓

縮、是否反覆循環、循環工作的種類與多寡等差異。例如在快速應用發展的過

程，則將分析至測試間的工作壓縮，並反覆發展而形成循環(Turban et. al., 

2002)；而如企業資源規劃等大型整合系統，只是將系統發展工作劃分更詳細，

由不同的公司組織，許多人同時執行，但仍然必須由系統規劃、系統分析依序

開始，反覆循環，以達成專案目標；另外，近年來流行的網站建置，亦為如此，

只是將 SDLC所需的工作，壓縮於少數開發人員身上，類似雛型法與快速應用

發展方法，亦為反覆循環之過程。 

因此，透過團隊成員，依據 SDLC彼此相關任務的互動，若再透過深度承

諾 (Deep Commitment)、開放學習 (Open Learning)、責任互動 (Responsible 

Interaction)與信任(Trust)四個正回饋子循環，則理論上可形成「高績效」的資

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以產生「有效的」管理資訊系統與服務，此即所謂的管

理資訊系統發展過程的「複雜利益」。而此複雜利益的形成，則可視為管理資

訊系統發展過程中，由專案團隊成員「自我組織」所「突現」而成，而「團隊

合作」的「突現」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種。 

由於社會環境與企業組織是一種複雜適應性系統  (Priesmeyer 1992; 

Waldrop, 1992; Kauffman 1993, Horgan 1996;Warren et. al. 1998;Mathews et. al. 

1999; Lycett & Paul, 1999)，而從管理資訊系統的本質與特性的探討可知，管理

資訊系統卻與其息息相關，甚至是企業組織本身或是組成要素之一的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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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清佳、吳琮璠 2000;宋鎧等 ,2001;Laudon & Laudon, 2002)。因此，管理資訊

系統亦為複雜適應性系統，不應只是將其視為一種電腦化資訊系統的「封閉式

系統」。所以，會造成不同的企業組織所發展的管理資訊系統的結果，有天壤

之別的原因，主要亦在於個別企業組織的資訊系統發展之「自我組織」過程的

差異，所「突現」出結果的不同。以下則從複雜適應性系統的觀點，探討管理

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結構與行為。 

 

2.2.2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之結構與行為 

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有其特定的目標，即以成功發展管理資訊系

統為目的。而此專案團隊的例行常規，則是在有限制的資源下，依據軟體工程

的開發程序、步驟與工具(即方法論)，運用專案管理的機制，以達成既定目標。

故有其特定的團隊結構與行為。 

結構(Structure)一詞在自然及社會科學中，使用相當廣泛。傳統對結構的

概念大都指靜態、可見的、可接觸到的實體(solid)結構，如常溫下的各種結晶

體，以及以此為隱喻(metaphor)的結構概念(Morgan,1997)。現今對於結構的概

念，不再侷限於個體(如原子)的層次上，其有序靜態實體結構觀點。例如在非

線性動態系統中結構的存在是多層次的與多維度，在可觀察的綜觀

(macroscopic)層次上，任何時間或空間的有序整體性行為亦為一種結構；相對

地，在微觀(microscopic)的層次上，結構是指由一組相關的規則(rule)與互動行

為所組成的網絡，亦即其為突現出系統綜觀層次行為的一個組織過程。因此，

系統的綜觀結構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性的，其因不同的環境條件，產生不

同的微觀組織過程，所以在綜觀上則會呈現新的結構或混沌。對於真實世界結

構的考察，在物理化學方面，著重於原子間的排列與佈局、生物體則在於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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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組合、而人類社會組織則在於權力的階層、任務與匯報結構、正式或非正

式的溝通模型、成員間時間與空間上的安排等(Checkland,1981;Dernert,1989; 

Andrew,1989)。 

而「過程(Process)」或「行為(Behavior)」則是系統結構改變的重要觀察對

象，亦為探討系統行為與功能的重要依據，其內涵包括元素在空間上的安排

(spatial arrangement)以及期間的動力關係(kinetics effect)，其蘊含了系統的功

能、系統的組織以及系統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Forrester,1961; Jantsch,1980)。而

對於真實世界過程的考察，則是根據一些基本活動來考察：如物理化學的熱

力、熵與催化、生物體的自我複製與分裂、人類社會組織的做某件事的決定、

做某件事的活動、監視事情的進展及其外部效應、以及某些適當的糾正過程

(Checkland, 1981;Dalenoort,1989; Andrew,1989)。 

因此若以靜態的觀點來看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則會發現其與一般

的團隊一樣，均有數個個體成員所組成。然而，若從動態的觀點來探討，則管

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與其他團隊的特性則有顯著差異，此亦為本研究所

欲探討的重點。而所謂的「動態」則是指依據專案成員的任務，以及所擁有的

技能與知識，透過各種不同的溝通方式，所形成的一種互動結構。 

首先，管理資訊系統發展專案的任務，有其相當重要的特點，即一般均以

資訊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DLC)為主，在此強調的是指一般化的資訊系統發展概

念性架構，它包含系統發展或取得過程中的所有活動。本研究大致將其分為系

統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建置、與系統測試等活動，其中並將「維

護階段」排除，因為本研究著重資訊系統的開發過程，而「維護」，嚴格來說，

已非開發過程，而只是針對已經開發完成的系統進行修補，並非建立或重建系

統(Pressman, 1993)。而這些活動無論採用何種資訊系統發展模式，這些活動具

有一定的先後順序關係，如圖 2-3、圖 2-4、圖 2-5、圖 2-6 所示，以及開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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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應用的管理資訊系統，如決策支援系統(DSS)圖 2-9、專家系統(ES)圖

2-10(Turban,1995)、甚至近年的快速應用系統開發如圖 2-11(Turban et. al., 

2002)，以及企業資源規劃(楊豐松 ,2002a)等均有此特性。另外，更重要的是除

最傳統的瀑布式開發方法之外，其餘均在資訊系統的開發過程中持續循環，基

本上形成一個環狀(Circle)的結構。 

 

圖 2-9 DSS 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 :Turban, 1995) 

 

 

圖 2-10 ES 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 :Turba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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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快速應用發展法 (資料來源 :Turban e t. al. ,  2002) 

 

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運作過程中，資訊系統發展活動除了團隊成員，必

需具備執行該活動的技能、知識與能力之外，還必須能透過彼此「有效地」溝

通與互動才能完成任務。成員間彼此互動的溝通網絡(Communication Networks) 

(Shaw,1978;Levi,2001)型態包括環狀形(Circle)、開放形(Open)、Y 字形、輪形

(Wheel)以及鏈形 (Chain)等，如圖 2-12 所示。前兩種型態屬於分散型

(decentralized)，後三種為集中型(centralized)。就早期資訊系統發展專案之溝通

的型態，比較偏向於集中型，例如主程式帥式(Chief Programmer Teams)的專案

組織，由主程式師統一分配與控制，其他團隊成員則與主程式師互動，而專案

成敗亦決定於主程式師一人，如輪形的溝通互動模式。此外如階層式團隊

(Hierarchical Teams)主要係針對大型或超大型的系統專案，將系統分割成數個

子系統，然後各分層管控，團隊成員間之互動只侷限於上下層之間。近年來由

於環境快速變化、與知識管理的趨勢，溝通型態開始趨向於分散型的團隊(謝

清佳、吳琮璠 ,2000)，例如環形、開放形等，或稱之為網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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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Open Y Wheel Chain

Decentralized Centralized
圖 2-12  溝通網絡型態 (資料來源 : Levi,2001) 

 

SDLC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基本上應屬於環形(circle)結構。因為較密

切的溝通只在於環形中任兩個相鄰的活動，然而每個成員亦可與團隊中其他的

成員溝通。故本研究所稱之「團隊」可視為在環形活動順序的條件限制下，經

由成員間動態互動突現出團隊合作的行為。以下將依據管理資訊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的演進，闡明開發資訊系統專案團隊成員間

的互動關係。 

早期小型系統的開發係由少數一、兩人完成。因此個人必須具備開發系統

過程中所需的技能與知識，以完成所有活動；若兩個人以上，則必須透過跨個

體間的「溝通」，如圖 2-13所示。若是大型系統的開發，則依據系統發展生命

週期的方法，將任務加以切割並分工，由不同成員負責，如圖 2-14 所示。此

時期的系統開發專案管理多採用結構化(Structured)的階層式集中管控，亦即將

整個系統發展過程視為一個整體，成員之間是各自獨立，只依據「上級」指示

行事，專案成敗往往取決於少數人身上。 

緣於 SDLC 系統發展技能順序相依之特性，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其組

成可將細分到單獨兩個成員彼此之間緊密的關係，再進而形成整個專案團隊，

例如近年流行的極端軟體製程 (Extreme Programming) (Beck,2000;W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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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如圖 2-15 所示。上述兩個人所形成的基本單元，可由成員彼此自發性

組成，或由專案經理指派；而專案團隊再依據系統發展生命週期所需之任務，

隨機或指派這些成對的成員來組成。此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的特性，主要在

於強調兩個「技能相依」的成員高度緊密互動，而團隊的成敗則取決於團隊中

這些成對的成員是否能合作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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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專案團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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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與知識
1.系統規劃
2.系統分析
3.系統設計
4.系統建置
5.系統測試

：技能間之關係

：技能間之關係
但為跨個體成員

需溝通  
圖 2-13  小型系統開發專案團隊組成形式 (資料來源 :本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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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大型系統開發專案團隊組成形式 (資料來源 :本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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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以兩個成員為基本單位的專案團隊組成形式 (資料來源 :本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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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過程，若從組織行為(Organization Behavior)的觀點而言，則組織的例

行常規(routines)是產生組織行為動態的基本過程(Cyert & March,1963;Nelson & 

Winter,1982; Levitt & March,1988)，其包含成員與成員間、成員與事物間、以

及事物與事物間互動影響關係，涵蓋組織功能、形式以及組織與環境間的互動

關係，此亦為組織行為動態以及不同組織間行為上差異的主要原因，也是組織

因應環境的能力來源(Cohen & Bacdayan,1994)。而團隊行為的結構，一般則承

襲上述的組織行為理論，在綜觀上為團隊行為型態，微觀上則為行為機制即團

隊的例行常規所形成。至於例行常規為基礎的組織行為，即隱含目標導向與路

徑依賴(path-dependent)的特性(Levitt & March,1988)。目標為組織行為動力的來

源，亦為修正行為的依據。路徑依賴則表示，組織的功能必須依賴成員的行動，

而成員的行動(或決策)則大部分受到獨立於個人之外的決策規則(rules)、操作程

序、其他成員、實體環境的限制、資訊處理的能力、傳統、文化、知識技能及

信念等因素所指導(Cyert & March, 1963; Nelson & Winter,1982)。因此，這些因

素均會造成組織與團隊的行為及結構改變的基本因素。然而，組織與團隊為何

會改變？其又如何改變？則是有趣且相當重要的議題。 

就任何一形式的結構而言，表示該系統具有某些相對應的能力與行為特

性，且能有效的回應環境條件的需求，但結構的型態與有效性亦同時依附於特

定的時、空背景。當有利的環境條件改變時、結構也必須改變才能維持其有效

性 (Cohen,1991)，而不同的結構則會形成不同的改變行為 (Lant & Mezias, 

1992)。然而，對組織與團隊而言，結構改變是一種劇烈的轉變，因其涉及觀

點、規則、行為與使用技術等方面的改變。但是，對於結構如何改變，普遍存

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為傳統的強調控制與設計(control and design)的觀點，另

一則是較新的自我組織觀點；對應 2.2.1節所提的，前者屬於傳統科學的概念，

後者則屬於複雜科學(新科學)的觀點。而本研究則結合這兩種觀點：認為結構

改變會受此兩種力量之影響，一為組織的設計與控制，但又無法完全掌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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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到另一自我組織力量的影響。故認為組織可透過某種組織的設計或政策，

引導自我組織的方向。此為本研究探討團隊成員策略與組織政策之關係，提供

良好且適當的指引與方向。 

至於團隊成員行為策略與組織政策的關係，其重點亦在以上所探討的「結

構」、「過程」與其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其重要關鍵在於結構的規則性(structural 

regularity)與功能(functional)(Andrew,1989)。如物理化學領域，自我組織主要來

自於物理化學的基本特性，如電子間的吸引力、原子間的固定排列特性

(Prigogin,1980;Haken,1987)。有機體的自我組織方面，則在於 DNA等大分子間

的分子鍵的特性(Eigen,1979)。而人類社會組織的自我組織原因，除在於權力的

階層、任務與匯報結構、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模型、成員間時間與空間上的安

排的特定結構關係外，更重要的在於其「自我意識」如認知(cognition)、個人

特質 (personality)，態度等心理學 (Psychology)因素的影響 (Checkland,1981;van 

Geert,1989; Dernert,1989; Andrew,1989)。 

由於其中影響及操控因素甚多，本研究擇其中幾個重要的因素深入探討，

即「團隊結構」、「成員互動」、「組織政策」與「合作突現」之關係。團隊結構

與組織政策則為之前所探討的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依兩兩「技能相依」所

形成的團隊結構，以及組織對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成

員互動則以強調「交互決策(Interactive Decision)」及「策略選擇(Strategies of 

Selection)」之賽局理論(Game Theory)為基礎，並採用其典型的「疊代囚犯兩難」

賽局來模擬互動頻繁的團隊成員中的個人，會採利他或利己、合作或競爭行為

這種「兩難問題」。用以探討合作突現之相關議題。因此，以下則探討賽局策

略模擬之相關研究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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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賽局策略模擬之方法：賽局理論與策略選擇模擬之探討 

基於個人利益之驅使，以及合作信任之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存在，使得團隊

合作存在許多變數(Adair, 1986; Dawkins, 1989; Sugden, 1993)。由於，囚犯兩難

賽局已成為探討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在合作或自私行為演化的典型模式

(Harrald & Fogel,1996;Bergstrom,2002)，因此本研究採用此模式探討在團隊組織

結構中，兩人互動的個人行為與策略之選擇，以及團隊合作行為之突現。以下

將探討賽局理論之基本概念與發展、以及囚犯兩難賽局模式在合作策略演化之

相關文獻及研究。 

2.3.1賽局理論之基本概念與發展 

賽局理論(Game Theory)可說是二十世紀社會科學中少數傑出的創見之一

(Kreps,1990)。首先將「賽局」觀念推演成一套完整數學理論並說明其在社會

科學中之可能應用者，首推 1944 年，匈亞利裔的數學家，也是計算機的先驅

Von Newman與普林斯頓經濟學者 Morgensten合著一本書「賽局理論與經濟行

為」(1944,1953)，可謂是賽局理論的開山之作。一方有所得，則另一方必有所

失的零合賽局(Zero-Sun Game Theory)由此確立。從此，賽局理論在經濟學界有

廣泛的討論與應用。他們認為，社會現象的重要性，表徵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以及他們結構的複雜性，並不亞於物理現象。其書本意就是要用數學研究來探

討並解釋人與人之間「互動的行為」，期望能對「社會的秩序(Orders of Society)」

或「制度的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有合理的解釋，而此複雜的問題，

唯有從尋求其穩定解 (Stables of Solution)，方能找到答案 (Von Newman & 

Morgensten,1953)。Luce與 Raiffa(1957)指稱賽局理論可謂是「第一套以社會科

學為中心的數學創新」，因此可說是「社會科學的數學」。此亦對往後的決策科

學(Decision Science)等學科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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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賽局理論的發展，在第二次大戰中關於軍事策略的作業研究(Operation 

Research, OR)，為賽局理論提供初步發展空間。1950年代以後，各個社會科學

學科的研究者陸續加入，由賽局理論而衍生出來的技術與方法亦與日俱增。如

Nash 於 1953 年在其博士論文就證明非零合的不合作賽局 (Nonzero-Sum 

Noncoooperative Game)中，一定有「均衡」解存在。只要對手的策略確定，競

爭者就可以有最適反應(best response)，Nash 將其定義為：當一組策略是互為

最適反應時，就是「均衡均衡(Nash Equilibrium)」。Schelling(1960)則從賽局觀

點為衝突(Conflict)本質的研究提供更廣泛的解釋，此對往後的人類行為科學有

莫大的影響。而在 1994年由 Nash的 Nash均衡、Harsanyi 的不完全訊息賽局

中的均衡解、以及 Selten的子賽局的完美均衡觀念，區別賽局中理性與非理性

的結果，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更肯定賽局理論在經濟學領域的重要價值

與地位。此外，賽局理論在其他學科與研究領域，如政治學、國際關係、決策

行為、組織互動及談判行為、生物演化學等，亦有豐碩的研究成果。 

在賽局理論中，為解析各種實際狀況，遂有各種情境 (Situation)或劇本

(Scenario)的假設；如兩人賽局 (Two-Person Game)與多人賽局 (N-Person 

Game)、重複賽局 (Repeated Game)或疊代賽局 (Iterated Game)與一次賽局

(One-Shot Game)、以及「對賽局何時結束知道與否」的無限賽局(Infinite Game)

與有限賽局(Finite Game)、「具約束力契約有無」的合作賽局(Cooperate Game)

與非合作賽局(Non-Cooperate Game)、與最典型的「一方之所得即另一方之所

失」的零合賽局(Zero-Sum Game)與非零合賽局(Non-Zero Sum Game)。 

由於資訊系統發展專案團隊，技能相依的兩個成員，在組織工作的環境下，

通常會經歷一段時間的互動，而此互動的情境，猶如兩人重複賽局。因此，本

研究採用疊代囚犯兩難賽局，探討團隊成員的互動模式，屬於非合作重複無限

賽局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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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非合作重複賽局：疊代囚犯兩難模型(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囚犯兩難賽局約於 1950 年提出，為一個「兩人賽局」，在「合作」的研究

方面，其為典型的模型，舉凡賽局理論、經濟學、政治學等均被廣泛地應用。

此賽局後來藉由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 Tucker 在一次史丹福大學心理系的一

次演講中，以故事方式加以描述。簡單說明就是將兩個囚犯隔離審訊，如果都

坦承犯行不諱，考量有悔改表現，判刑三年；如果都拒絕承認犯行，因缺乏足

夠證據，關一星期還是只能放人；但是，萬一有一方承認犯行，一方不承認，

那坦承犯行者有悔改誠意，放人；不承認一方則重判刑六年，符合「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的賞罰原則。因此對兩人最好的情況，當然是雙方都否認犯行，但

是隔離審訊，囚犯都會推想對方一但承認，而自己卻堅持否認，反而倒楣；而

如果自己承認，對方否認，那麼自己就賺到；萬一對方也承認，一起關三年，

也不算是最壞。結果，因為推想對方可能會承認，想想還是決定自己承認算了，

結果兩個囚犯失去對自己最有利的機會，都選擇了次佳結果，兩人就是再怎麼

想辦法，也無法跳離如此結局，即所謂的兩難困境(巫和懋、夏珍,2002)。 

若從研究的角度來探討，則典型的囚犯兩難賽局之償付矩陣如表 2-2所示，

其主要特徵在於 1.背叛者的利益大於互相合作的利益(T>R)、互相背叛者的利

益大於被背叛者的利益(P>S)、且互相合作的利益大於互相背叛的利益(R>P)；

2.互相合作的利益大於背叛及被背叛者兩者利益的總合(2R>T+S)。因此為避免

落入最不利的狀態(S=0)，則往往會採取「背叛」策略，使得「合作」行為難以

產生(Tucker,1950; Luce & Raiffa, 1957;Rapaport & Chammah, 1965; Axelrod, 

1980a,1980b)。然若此賽局可重複(repeated)進行，則參賽者會採取背叛或合作

則並無定論(Boyd & Lorberbaum,1987; Dawkins,1989)，此亦引發「如何引導出

合作」的研究興趣。故其研究主題涵括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或一次賽局

(One-shot Game)、無限賽局(Infinite Game)或有限賽局(Finite Game)、兩人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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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person Game) 或 多 人 賽 局 (N-person Game) (Tucker,1950;Rapaport& 

Chammah,1965;Shubik,1970;Marwell&Schmitt,1972;Kelley&Grzelak,1972;Cress

man,1996;Berninghaus&Schwalbe,1996;Kreps,1990)等傳統賽局之議題。同時也

進一步探討有關動機(Motivation) (Kuhlmahn & Marshello,1975)、理性(Rational) 

(Guttman, 1996)、認知(Recognition) (Summers et.al.,1972; Crowley et.al., 1996)、

干擾(Noise)(Fudenberg & Maskin,1990;Wu & Axelrod,1995)、啟始選擇(Initial 

Choices)(Au & Komorita,2002)以及資訊完整性(Information Perfect Reporting) 

(Miller,1996)等相關因素之影響。 

 

表 2-2典型囚犯兩難賽局之償付矩陣 
報酬 玩家 A 

 合作 背叛 
合作 R= 3 , R= 3 S= 0, T = 5 

玩 
家 
B 背叛 T= 5 , S= 0 P=1 , P=1 
註: T > R > P > S  &  2R>T+S 

 

2.3.3策略選擇之賽局模擬研究 

疊代囚犯兩難賽局之最佳策略研究，自囚犯兩難模式提出之後，即已受重

視(Tucker,1950; Luce & Raiffa, 1957;Rapaport & Chammah, 1965)。然而引發後續

廣泛研究及討論，可說是肇因於 Axelrod(1980a,1980b)所舉辦兩次囚犯兩難策

略的電腦程式競賽(Computer Tournament)，其結果出乎意料地均由最簡單的「一

報還一報(Tit-For-Tat)」策略獲勝；因此策略具有善意、寬容、強悍及坦白等特

性(Axelrod,1984)，可誘導合作關係的一種個體行為策略，同時亦為人類合作關

係維繫長久穩定的選擇。然而一報還一報並非演化穩定策略；因若存在「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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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詐」、「又兼具善良又極寬恕的策略組合」，例如「兩報還一報」及「多疑的

一報還一報」的混合策略，就演化而言，是可以入侵一報還一報的族群(Axelrod 

& Hamilton, 1981;Axelrod, 1984; Boyd & Lorberbaum,1987; Dawkins,1989)，故沒

有所謂「純(pure)」的演化穩定策略(Boyd & Lorberbaum,1987)。也因為如此，

更引發出後續 「如何促進彼此合作 」的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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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這些研究結果發現，若要促進彼此合作，大致會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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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offs)、教導人們彼此關心、教導彼此互惠 (Reciprocity)、改善認知能力

(Axelrod,1984)、改變參與者數目、干擾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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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探討。 

由於本研究期能探討有關於「團隊結構互動的限制條件之下的演化策略」。

所以，以下將以此為主軸，進一步探討相關的文獻及研究。 

Axelrod(1980a,1980b)所舉辦的兩次電腦模擬競賽，雖然可稱之為「一群人

(group)」的囚犯兩難賽局，然實驗設計則是採用所有參賽者兩兩對決的循環

賽，最後以個人所獲得的總報酬最高者為優勝。每位參賽者是各自獨立且採取

不變的策略，故比賽結果會受每次參與者策略的影響，「一報還一報」在兩次

競賽中勝出，只是「幸運」沒有遇到「有點詭詐、又兼具善良又極寬恕的策略

組合」組合罷了(Dawkins,1989)。因此尋找一個可隨環境變化而能適應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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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策略」的概念因應而生。故後來 Axelrod將第二次競賽的 63個策略進行「演

化」，並探討相關的議題(Axelrod & Hamilton, 1981;Axelrod, 1984)。 

由於在複雜的環境中，個人無法即時分析所有遭遇到的狀況，而尋求出最

佳的策略；然而，卻能隨時間演進調適(adapt)他們的策略。因此，Axelrod(1987)

進一步採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Holland,1975)，模擬疊代囚犯兩

難賽局的策略演化。模擬過程是每世代(Generation)有 20 個個體(Individual)為

單一族群(Population)，每個個體與八個代表策略(由前兩次電腦競賽所獲得)的

每一個策略互相對決 151次(Moves)，並紀錄每個個體所得的報償點數(依據典

型的囚犯兩難賽局的償付矩陣如表 2-2所示)。再讓勝出者(獲得報償較高者)演

化出較多的子代(Offspring)。報償高於族群平均一個標準差以上者可以分配兩

個配對(Mating)；若高於平均者則分配一個配對，若低於平均一個標準差的沒

有配對。然後，「成功的個體(Successful Individual)」隨機選擇對象配對(但總數

控制為 10對)，依據「交配(Crossover)」與「突變(Mutation)」產生兩個子代，

形成一個新的世代。如此依序演化 50世代之後，觀察每個個體的策略。 

上述研究提供一個演化的研究途徑(approach)。然而，其演化環境仍然是固

定(fixed environment)(因每個個體只與八個代表策略比賽)，而且策略組合也有

相當的限制(只有 64種)(Axelrod,1987; Miller,1996)。因此，Miller(1996)則提出

以有限狀態自動細胞機(Finite-State Automata)(Hopcroft & Ullman,1979)加以改

善，並探討囚犯兩難賽局中資訊完整性問題，其研究結果顯示資訊條件

(Information Conditions)使得演化策略產生顯著不同。Fogel(1993;2000)亦採用

有限狀態機器(Finite-State Machines, FSMs)進行囚犯兩難賽局策略之演化，亦

得到與 Axelrod(1987)類似結果。另外，Harrald & Fogel(1996)使用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研究疊代囚犯兩難賽局策略，發現在動態演化的模擬

之下，穩定的結果合作幾乎不會出現。而 Crowley(1996)則用階層式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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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es of Rules)探討合作演化，發現經由演化合作的出現受到有效記憶的

多寡、規則數、以及互動序列的長度等因素的影響。 

除此之外，「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因素亦會影響囚犯兩難賽局演化的

結果，Axelrod(1984)指出四種社會結構因素：標籤(Lables)、名譽(Reputation)、

規則(Regulation)、地域性(Territoriality)。標籤如性別、膚色等，容易被參賽者

所觀察，故易產生刻板印象而影響賽局。名譽指參賽者之前與其他參賽者所表

現的行為或作風，而影響此次對手的決策。規則是一種組織(government)與被

管理者(governed)間的關係；組織不應只是透過嚇阻(deterrence)來管理，取而代

之應該追求多數被管理者的自願順從(voluntary compliance)，然而卻面臨「合

作、順從規則、與強制執行的兩難」(Scholz, 1983)，即在於規則應如何訂定以

及應該如何強制執行等兩難問題。地域性則表示參賽者是鄰近者(neighbors)而

非任意人，而會產生族群分離的群聚現象，亦即當集合穩定(collectively stable)

時則地域性穩定(territorially stable)。 

 

2.3.4 研究命題 

綜合以上之相關文獻探討與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推衍出以下命題： 

命題 1：在組織的工作環境中，若組織成員間，依疊代囚犯兩難賽局互動方式，

則策略演化之結果應與 Axelrod(1987)類近。 

命題 2：在資訊系統發展團隊中，組織的各種不同政策管制會影響團隊成員策

略。 

命題 2-1：組織可藉由採行不同的政策管控機制，導引團隊成員演化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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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還一報」更佳的生存策略。 

命題 2-2：若為背叛有利的償付矩陣 T+S>2R，則團隊成員之合作策略難

以產生。 

命題 2-3：若為演化穩定團隊，則同一團隊中的成員，其個人演化穩定之

策略應相似。 

命題 2-4：若下一代團隊成員的策略，無法完全自上一代「遺傳」，則難以

達到策略演化穩定。 

 

為探討以上之研究命題，本研究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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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a 

& Stefansson, 2000)，為探討團隊與成員互動過程的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

與方法(meth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