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1. 前言 

在當今變動頻仍的時代裏，企業面對內外情境的變化，勢必要採取因應措施，進行變

革管理，方能繼續保持競爭優勢或從危機中脫困。就企業所處的環境而言，無論是順應內

外環境的變化、應付競爭，或為成長與生存的需要，變革都是不可或缺的行為。可以說，

這個時代最不易改變的事實，就是要面對不斷的變化，提出有效的變革，並管理變革。 

儘管變革的發生是基於事實的需要，但是變革失敗的比例仍是相當高的。即以全面品

質經營 TQM而言，雖然它是日本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然而西方國家卻在實踐中證明了

全面品質經營是難以持續的。甚至品管大師克勞斯比在 1979年聲稱：美國組織所開展的

全面品質經營活動，百分之九十是不成功的。證諸此一論點，變革若無適當的政策、實施

方法、組織、人力結構以及企業文化塑造等相對應的配合，的確在實際推動時不容易達到

預期的成效。 

在許多變革成功的實例中，可以觀察到人力資源管理已逐漸扮演較以往更深入的角

色，也承擔了較突顯的功能。IBM自葛斯納重整以來，業績成效蜚然。箇中原因固然很多，

但他一直自認企業文化的重新塑造、組織調整、加強溝通為成功關鍵因素；傑克．威爾許

在推動 GE革命時也一直強調部門組織的重新定位，縮減幕僚功能、人力精減、改造文化、

以及成立推動公司理念的訓練基地；宏基在施振榮先生的領導下，數度啟動大型的變革 - 

他從知識經濟的體認開始，為了體現無國界(Borderless)、超分工整合(Super- Dis- 

Integration)、數位經濟的變革理念，從組織、人力調配以及企業文化為起始點，並斥巨資

成立標竿學院；而大陸崛起的企業，如海爾、聯想，也頗重視人力資源管理在變革管理中

所承擔的角色，強調忠實及高素質人力才是推動變革成功的基石。 

前述的事實一再顯現人力資源管理在變革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2. 人力資源在變革時代的蛻變與挑戰 

根據文獻資料，可以瞭解到在變革中。人力資源的功能也有所蛻變。謹以下列兩個

圖表來表示人力資源管理公作的蛻變 (根據 Dave Ulrich 的圖示重新排列如下)(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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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人力資源的蛻變 

員工關懷者

員工投入與基效管理

服務提供者

基礎營運架構管理

變革推動者

轉型與變革管理

策略夥伴

策略型人力資源管理

員工關懷者

員工投入與基效管理

服務提供者

基礎營運架構管理

變革推動者

轉型與變革管理

策略夥伴

策略型人力資源管理

政策面

操作面  

 

而在實際執行層面上，我們又可以根據下列方式來表示每個介面的參與者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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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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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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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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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企業主管
50%

HR
50%

高階企業主管
50%

HR
50%

HR
60%

自動化/外包 20%

HR
60%

自動化/外包 20%

例常/營運性導向

人事系統/
流程

員工

未來/策略性導向

例常/營運性導向

人事系統/
流程

員工

未來/策略性導向

例常/營運性導向

人事系統/
流程

員工

未來/策略性導向

 

變革推動者變革推動者

員工關懷者員工關懷者

策略夥伴策略夥伴

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

變革推動者變革推動者

員工關懷者員工關懷者

策略夥伴策略夥伴

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

變革推動者變革推動者

員工關懷者員工關懷者

策略夥伴策略夥伴

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 直線主管 20%

圖 1.1 人資工作者參與比重之變遷 

事實上，企業內變革在上述人力資源功能中的任何層面都涉及到變革管理的事實，只

是在涉入程度上有區別而已。面對時代的變遷，人力資源管理本身也必須順應時代而有所

變革。而人力資源管理在蛻化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根據 Bahlander, Snell, Shermaman

撰文所示，有以下幾個方面，即 

 全球化 

 新科技 

 變革管理 

 人力資本的發展 

 回應市場需求的速度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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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正視與克服，以下謹簡要說明其內涵如后: 

1) 進入全球化(Going Globally)：全球化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即以美國為例，全球化已不

再只是大型企業追求的目標而已。美國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企業莫不與國際化發生

直接與間接的關聯。而WTO及區域性的合作組織關係，逐漸弭除貿易障礙，使得人

力資源管理人員必須投注更多的關注於國際化工作的推動上，並尋求必要的對應措施

以因應文化差異、價值紛歧、國際性人力調動的因地域、國別而出現的差異。而在異

中存同的努力上，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扮演促成者(Facilitator)的角色。 

2) 面對新科技(Embracing New Technology) ：企業不僅僅面對資訊科技與所謂的「資訊

爆炸」，其它新的科技與程序也不斷地推陳出新。電子 e化時代的來臨，更對人力資源

管理帶來莫大的挑戰。企業首先應建立更精確及時的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 HRIS)，除整合人力資源各種操作性功能的數據外，並

能納入人力規劃、人力成本分析以及控制機制。 

3) 變革管理(Managing Change)：姑不論變革是來自被動反應 (Reactive) 或是主動積極

(Proactive)，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均宜迅速回應，扮演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或甚

至主導者(Change Master)的角色。 

譬如 GE在傑克威爾許主導下，提出多項具體變革的藍圖與行動方案，最後成為業界

的翹楚。其中，為了貫徹傑克威爾許所嚮往的 - 加強組織整體的凝聚力、揭櫫無疆界

(Boundarylessness)的理念、在整個企業內發展出統合合作的文化，GE主管學習的副

總經理柯爾(Steve Kerr)就發展出「促其實現(Workout)」方案，藉由實際的推動來打

破藩籬，促成員工持續創新與改進。 

在變革過程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責任，並不只是要被動地針對現在問題，尋求解

決之道，反而是要主動地促成組織與員工能根據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凝聚努力的共

識，創造更大的利基。 

4) 人力資本的發展(Developing Human Capital)：目前，以不同時代為分類基礎，則在人

力資源管理發展觀進程上，目前已發展進入人財時代(Era of Human Capital)。企業莫

不崇尚「透過人來獲致競爭力」(Compete through People)。所謂人力資本，就其操

作性定義而言，可以指在知識、技術與能力所體現的經濟價值。但畢竟直接擁有人力

資本的是員工本身，而非企業組織，所以如何提昇企業所屬成員的人力資本，並能有

效地在組織設計、發展及員工激勵上促使員工有效貢獻，乃人力資源管理者所面臨的

重大課題。 

人力資本的發展與有效利用，除了在傳統的人力規劃、招募、遴選以及薪酬福利、訓

 3



練發展之外，更應在企業內發展出學習型組織，並在授權(Empowerment)與自主上給

予員工適當的發展空間。其中，在學習型組織的建構上，從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

建立共同願景、團體學習到系統思考等五項修鍊境界，提升人力資源管理平台的層次。

許多在企業界具規模、有遠見者甚且以此為基礎，設立學習長 (Chief of Learning) 或

知識長 (Chief of Knowledge)的職稱與組織，專司學習型組織的推展與知識管理。 

5) 回應市場 (Responding to the Market)：企業成功的基石在於能符合顧客的期待 – 無

論在品質、創新、多樣化以及回應能力等致勝關鍵。 

一般企業一直以追求「更佳」、「更快」、「更廉」(Better, Faster, Cheaper)來體現對於

顧客滿意度的重視，因而衍生到企業必須不斷地創新並採取如全面品質經營(TQM)、

流程再造(Process Reengineering)等方式來實現其目標。(儘管全面品質經營自風行以

來，並未如預期地普遍奏效。)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在全面品質經營上最需著力的，是要塑造出一個可以打破現狀、全

面重視品質、全員持續改善的企業文化。 

而流程再造，著重對企業運作過程重新思考與進行突破性、顛覆性的重新設計，俾使

企業在成本、品質、服務、速度上能有顯著的改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在流程再造上，

應承擔促動角色，在經營管理團隊間營造一個利於變革的環境；其次，流程再造成功

的進行，必須要有效的領導與溝通，這也是人力資源管理的責任範疇；此外，人力資

源管理也要使相關系統、制度得以建立並順利遂行。 

6) 成本考量(Containing Cost)：人力資源管理經常會面臨人力成本撙節的壓力，又同時

也要兼顧生產力不致下降、甚至還要保持繼續提昇。而企業界在實際成本考量上，往

往集中於促成精實組織 (Lean Organization)，包括精縮人力(Downsizing)、人力外包

(Outsourcing and Employee Leasing)、以及加強生產力這三個領域。 

 

3. 變革與策略互動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前述六項的人力資源所面臨的挑戰，實鞏固於變動中環境。變革實乃策略決定與選擇

的產物。事實上，策略形成的過程，往往會決定變革的方向與力度，而且策略也決定了變

革的領導行為。政大張逸民教授曾指出策略中包含了： 

1) 方向(Ends) - 決定企業目的、願景、使命、長期目標； 

2) 主要手段 (Means) - 決定資源分配事業增加及擴充方式、獲利手段、組織結構； 

3) 事業的格局與定位(Business) - 決定事業、市場、產品範圍、價值活動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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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則性以產生優勢(Advantages) - 決定適配(Match)、價值(Value)及綜效(Synergy)的

創造、競爭優勢。 

 

不同的策略方向會產生不同的變革模式，自然也會影響人力資源的政策與運作方式。

我們試著以麥克波特的產品策略對人力資源策略方向的影響做一剖析，來做為人力資源在

變革過程所承擔角色的註腳。 

表 1.2 人資工作與企業策略的應對關係 

 

企業策略 組織的一般特性 人力資源所採取的因應 

全面成本領導  具體的資本投資 

 嚴密的勞工管理與監督 

 嚴格的成本控制 

 低成本的配銷系統 

 結構化的組織與職掌 

 易於製造的產品設計 

 有效的生產 

 明確的工作分析 

 細節清楚的工作計劃 

 對技能資格與技術的強調 

 特別重視與工作相關的特殊

訓練 

 以職位為本位的薪給制度 

 將績效評估視為一個控制工

具 

差異化  強而有力的行銷能力 

 重視產品工程 

 基本研發實力強 

 公司在品質與技術領先上

信譽卓著 

 配套措施對有高科技人才

創意人才有吸引力 

 強調創新與彈性 

 較廣泛的職位分類 

 較寬鬆的工作計劃 

 不排斥自我引進人才 

 以團隊為基礎的訓練 

 強調因人價值績效而異的薪

給 

 將績效評估視為一個發展工

具 

集中  前兩者的結合但會因企業

特質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

的側重 

 前兩者的結合但會因企業特

質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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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orter M.E., 1980: Common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mpetitive 

Strategy 40-41;New York Free Press) 

 

而 Guest更就此衍生出下列模式來說明人力資源在不同策略中所承擔不同的著重（註二）。 

表 1.3 人力資源管理在不同策略下的重點工作 

人力資源策略 人力資源實務

上的著重 

人力資源產

出(Outcome)

行為產出

(Outcome)

績效產出 財務產出 

差異化(激勵)  遴選 

 訓練 

承諾

(Commitmen

t) 

努力/激勵 

集中(品質)  績效評估 

 報酬 

品質 合作 

成本(成本樽

節) 

 工作設計 

 創新 

彈性 參與 

 高生產力

品質創新 

 低缺勤率, 

流動率, 減

少顧客抱

怨 

 利潤 

 ROI 

(Source: Guest, 1996: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P263-P27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由上兩表顯示，人力資源管理本身在策略、變革管理方面，會因不同方向而有所差異。

也正因如此，人力資源在變革管理本身也應及早有所回應。 

 

4. 就階段發展的論點討論人力資源的任務 

 

在策略制定之外，變革各種時代背景也會對人力資源構成不同的期許，黃河明在 2001

年 12月發表「新世紀的變革管理」一文中曾引述 Richard A D’Aven : Managing the 

Dynamics of Strategy Maneuvering的提出就各種時代的變革趨勢，謹列舉於后，並就自

己個人觀點加以旁註。 

 

第一階段  關於成本/品質的競爭優勢 

在這個階段變革的重點是在著重締造價格與品質的優勢地位。人力資源管理必須

協助公司在重視成本與品質的文化前提下，最佳化人力投入，儘量朝少而精的方向去

努力。許多相應措施應該適時體現，譬如全面品質經營的導入、多能職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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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kill training)、詳盡的工作分析、績效獎金制度等。 

 

第二階段  時機/專業知識 

在這個階段裡，企業變革的方向為利用企業快速成長策略進入新興市場。此舉旨

在建立市場地位與佔有率，進而有先導性的較高盈利優勢。人力資源管理首先應建立

高效能有競爭力的團隊，並藉由有效的人力資源發展體系來持續提昇人力的競爭實力

(Competency)，而且要發展出足以激勵員工、組織競爭力的激勵措施。 

 

第三階段  建立我方調整/摧毀、阻絕競爭者 

此階段主要的變革方向是鞏固並增強公司的實力。因此人力資源管理要將公司架

構(infrastructure)落實，並在人員素質與留任(Retention)多有著墨。這階段並不只是

灘頭陣地的穩固而已，更要拉大與競爭者的距離，保持繼續的領先，力圖建立彈性，

厥為人力資源管理在此一階段的工作挑戰。 

 

第四階段  累積雄厚資本、擴大戰場 

  往往企業會在己身成長壯大之外，也可能採取聯盟合作、併購等措施。人力資源

在此變革階段裡，尤其要營造適合的企業新文化，更要保持必要的應變能力。 

 

5.  研究動機 

  變革已成為企業界為求生存與永續經營所面臨的共同課題，然而變革與一般策略

最大的差異，是變革往往無前例或既成模式可以完全依循，因此在變革管理過程中，

人力資源政策如何做相應的形成，此乃本研究的動機。 

而變革過程中，人力資源的各種功能應如何協助變革的遂行，也是本研究的動

機。而變革過程中，如何讓人力資源在每個過程中承擔較積極性的角色，也是本研究

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條述於下： 

1 希望了解企業在變革的過程，需要人力資源承擔何種角色，是幕僚式參與策略者的角

色，是較主導的 Change Master或是變革推動者 Change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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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望了解人力資源管理各項功能，在變革伊始或實際推動過程中，所扮演的任務，是

否有積極的功效。 

3 變革乃一個整合性的企業行動，此行動必須有其它輔助或配套的措施，這些措施是否

實質上起了推波助瀾的宏效，也宜加探討。 

4 對變革過程中，往往會有抗拒的發生，甚至會有可能發生適得其反的現象，人力資源

單位如何發揮洞悉分析於前，解決衝突與矛盾於後，實質地將負面因素降低到最小程

度。 

 

基於上述目的，在以下的探討中，將以以下的問題，做為探討的重點： 

1. 本論文係從變革理論與人力資源管理相對應的關係做初步引入，並兼論策略對變革方

向與人力資源實務進程之影響，並論及其影響。 

2. 以實例個案做探討印證，以體察企業界在變革過程中，人力資源管理本身是否在順應

變革所投諸之努力是否得宜。 

3. 企業變革過程中，公司組織配合程度為何，其變革後的持續程度與方法是否有效 ? 

4. 從對本案例的實際研究中，其推衍的結論，是否可以提供我們一般企業足資借鏡之處。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將主分為五章，其架構如下所示: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四章 個案研究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其中，第一章為緒論，闡述本論文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與論文架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

將本論文所引證的幾個核心議題，包括變革管理基礎理論、策略與變革管理之聯結、組織在

變革管理過程中的角色與行為、人力資源管理與變革中所承擔的角色及六標準差等相關參考

文獻，依照本論文的架構，依序提出。第三章介紹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承述研究架構、問卷

調查方法、及敘述統計等方法。在第四章，將以挑選的案例公司為對象，探討該公司進行六

標準差變革過程中，在實務上所面臨的問題及成就、及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因應之道及成果。

本文之結論與建議陳述於第五章。在此章中，除了對於本研究進行總結之外，並在於變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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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組織發展上應有的思維、人力資源應配合變革的策略而進行的變革、人力資源本身的

管理體系應做的順應變革措施、將公司塑造成學習型組織、引進知識管理體系等方面提出研

究後的建議；另外，本章對於後續研究的方向也提出具體建議。 

 
註解： 

一) 任潤等譯（2001）：變革時代的管理，雲南大學出版社， PP.337 
二) Guest D（1996）,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P.26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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