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有關策略與變革管理的相關理論 

1 變革型式與原因理論 

策略與變革管理實際是互動關連地存在著，根據 Gerry Johnson與 Kevan Scholes在

其 Exploring Corporate Strategy一書中，即以下圖標明進行策略性的變革架構（註一），  

 

 

策略性變革的型式 

對策略性變革需求的診斷 

策略性變革過程的管理 

結構與控制 改變戰術 Tactics 

因變革而做的溝通努力 變革管理的型態 

進行行徑的變革 Routine 權勢運作 Political Process 

象徵性過程 Symbolic Process

 

圖 2.1 變革過程的角色 

而學生亦首先就變革的型式以下圖示之（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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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變革的型式 

 變革的性質 

 漸進性變革 徹底性變革 

積極主動 調配 Tuning 規劃型徹底變革 管理者角色 

被動回應 適應 被迫型徹底變革 

 

就以上表而論，我們可以了解到變革管理的形式是隨著組織對變革性質的期待與管理

者在變革過程所承擔的角色而有相當不同的變革實際運作型式。而變革形成的原因，亦即

變革的需求大體可分下列幾種原因（註三）： 

1) 導源於企業組織內危機已現，這種變革往往出自被動回應(reactive)，以避免即期與未

來可能出現的危害與損失。但在實際運作上，由於困難與危機以迫在眉睫，組織的領

導者通常會採行較獨裁專制或強制性權力來尋求有時效的解決途徑。 

2) 非危險型(Non-Crisis)，這種類型也可以被歸類為被動，通常是在非緊迫狀況，但企業

已預見或感受到困難已漸浮現。 

3) 機會（Opportunity），由於預期有利的契機可能出現，企業也必須有所順應，從事變

革才能真正的攫取機會、開創新局。這種變革多半是積極主動的。 

 

Morgan與 Avergun 於 1977年更就策略的角度，提出變革過程必須做到的重大考量（註

四） 

1) 變革是非線形發展的，往往沒有明確的起始點與結束點，甚至在實施過程中有不斷的

增損益增其複雜性與混淆程度。 

2) 往往有效的變革也交雜了多重的改進努力，無論變革是何種原因形成，何種型態出現，

往往為了實施變革所做的改進努力，會激發其它變革型式的需求。例如為了推動組織

再造，也有可能帶動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的全面提升要求。 

3) 變革是需要從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方共同努力，對自下而上的倡導可以鼓勵參與及

贏得支持，而從上而下的支持與方向尤其是不可或缺的。 

4) 變革也有個人的涵意，可以藉此變革過程中檢審與調整其價值感與信念。 

5) 一個成功而能持續的變革，需要經過有系統的評量，才算完整。 

 

2. 非連續性(Discontinuous)與連續性(Continuous)的策略變革觀點─變革的連續性本質（註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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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同的論點來試圖詮釋變革的連續性 Continuity本質，討論究竟策略性的變革是

由現狀逐漸向新的方向移動，指演進 Evolutionary方式，可以「連續性」來名之；或者是

徹底激進的變革，指激進 Revolutionary方式，可以「非連續性」名之。持非連續性的論

點者，會以為變革過程中，必然造成組織與策略方向的震撼，進而引發一些員工的抗拒，

因此在變革目的未實現前，必需施以壓力，增加緊張力度，使抗拒與其它的障礙被壓低到

最小程度。持此論點者頗支持人們多半是以不情願(with reluctance)的心境去面對變革。 

下圖正可以表示非連續性策略變革論者就變革過程的必須經歷的階段。 

 

現在的狀態 轉型中的狀態 期待的狀態

診斷規劃 行使變革
(施壓力)
(增加緊張度)

持續變革成果

<陣痛>
(克服/消除抗拒)

(掃除障礙)

<療傷>
(建立新秩序/新文化)

現在的狀態 轉型中的狀態 期待的狀態

診斷規劃 行使變革
(施壓力)
(增加緊張度)

持續變革成果

<陣痛>
(克服/消除抗拒)

(掃除障礙)

<療傷>
(建立新秩序/新文化)

 

圖 2.2 變革的歷程 

而持連續性策略變革論點者，認為過激與非連續性的變革，造成大震撼。其中，激進

變革往往會引發下一個或更多的激進式變革的需求；而非連續性變革，也容易會導致起伏

不定的循環(Boom-and-bust cycle)。他們認為即令是革命性(激進式)的變革也會導致對組

織穩定性的強烈期求，同時認為即令是非連續性變革會獲致成功，但是否能持續良久也值

得時間的考驗。就以上觀點而言，變革實際在策略上所體現的意義是在以連續性(演進式, 

Evolutionary)，抑或非連續性 Revolutionary不同的論點。 

 

第二節 組織在變革過程中的蛻化與催化 

根據 Richard Hodegetts 就變革過程中，以組織行為的觀點將變革的抗拒分為個人與組

織的抗拒（註六），概述於下： 

1. 個人的抗拒包括： 

1) 有選擇性的認知：基於受到人們各自的態度、經驗與信念的影響與制約，會在一個特

定的框架中來審視某一實質產物或現象。譬如工會份子就會針對管理者推動的變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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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觀上的抗拒。 

2) 習性：認為相沿總是好事。 

3) 對安全穩定的期望：人們往往對既定的現況較能掌握，而對變化帶來不同情景往往是

忐忑不安。 

2. 至於組織對變革的抗拒則來自： 

1) 穩定性：許多組織的穩定狀況是歷經許多關注與協同互諒而來，不容輕言更動。 

2) 既有的建樹(Prior Investment)：許多組織已在特定的方案與地點投注心力與資源，某

些策略也焉然形成，實在無法輕言更替，承受變革，既定投資實在無法因要變革就動

輒揚棄或更新。 

3) 已有的條約：如與工會、供應者、競爭者與顧客間原已達成的條約，合同或約定行為

均必須恪守，無法脫身。 

 

而在組織為因應變革所採取的策略上，Hodegetts提出「平衡力」與「程序」的理論（註

七）。 

 

對變革的抗拒 

圖 2.3 變革過程平衡力 

他將變革過程以連續圖(Continuum)分為三個階段：變革前、解凍(Unfreeze)與變革、重

新凍結(Refreeze)，推動變革者必須採取下列三個途徑來完成變革的需求。 

1. 強化要求變革壓力的力量。 

2. 削弱抗拒變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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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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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要求變革的壓力 

變革前 解凍與變革 重新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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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抗拒力量為支持力量。 

而在解凍與變革期間，推動者必須讓組織內成員認知此項變革對他們或組織會產生實質的

新價值與意義。而一旦變革奏效，則必須在重新凍結階段中，力求持續變革的成果，並將之

成為既定模式。而 Kanlene H. Roberts與 David M. Hunt則強調組織在變革中各項因子的互

動性，並以下圖示之（註八）。 

結構 

任務 科技

成員 

 

圖 2.4 影響變革活動的因子 

他除了提出這四種因子互動關係外，也特別強調組織在變革過程中，必須特別注視下列幾

項因素： 

 

1. 部屬成員參與變革的程度。 

2. 變革推動者的遴選與角色定位。 

3. 將訓練場所所學的相關技能轉移至組織實際崗位的力度。 

4. 上層支持的程度。 

5. 對抗拒變革的處理能力。 

 

Steven L. Mc Shame 與 Mary Ann Von Glimon則對組織在變革過程中提出下列幾個觀

點（註九）： 

首先他引用 Lewins Force Field分析模式進一步來闡述「解凍」與「重新凍結」的過程，

而在驅動與抗拒中的平衡甚至突破進展，都必須有效的領導行為方能逐一達成。他就下圖說

明抗拒的行為產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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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改革的力量

←直接成本

←保存顏面

←對未知狀況的畏懼

←打破現狀陳規

←不協調的組織系統

←不協調的團體動力

狀況

改革的驅動力

抗拒改革的力量

←直接成本

←保存顏面

←對未知狀況的畏懼

←打破現狀陳規

←不協調的組織系統

←不協調的團體動力

狀況

改革的驅動力

 

圖 2.5 抗拒變革的力量 

而他們二位也建議為了減少負面的抗拒，組織應可採取下列步驟為之。 

1. 加強溝通 

2. 訓練 

3. 員工的參與 

4. 推動壓力管理 

5. 折衝協商 Negotiation 

6. 強制 Coercion 

 

綜合上述各家論點，企業面對變革時，組織與領導行為勢必要在各階段中有具體的相應之

舉，而如何降低抗拒的力量，提升並協助驅動力量，使變革得以遂行厥為變革的成功關鍵因

素。而大多數學者均贊成變革前後三階段的觀點，均已成為共識。 

 

第三節變革管理的相關理論 

1. 重現活力 Resilience理論 

根據 Daryl Conner所述，變革是一個互動整合的過程而達到重現活力的結果（註十）。 

過程
Process

抗拒
Resistance

重現活力

變革的架構

角色
Roles

性質
Nature

文化
Culture

諾成
Commitment

綜效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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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變革是組織重現活力的行為 

而 Conner特別舉出綜效的組成因素，包括意願、能力、授權、參與式管理的四大支柱缺

一不可。他也進一步闡明諾成(Commitment)實際上包含了預備階段、接受階段與諾成階

段。在第一個預備階段是警覺(Awareness)並決定是否繼續進行或棄置；第二階段是了解

(Understanding)與是否要諾成肯定；第三階段諾成階段中除了採行(Adoption)外，他也十

分重視將變革成為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與內化(Internalization)的必要性。 

 

2. John Kotter企業成功轉型的階段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Kotter曾就企業轉型提出正面的成功轉型八大階段理論，也針對

變革失敗的原因提出他個人的分析。他不十分茍同變革的力度不可以採過於激烈的方式的

看法，認為變革的成功既關繫乎策略(感應危機與變革的需要)，也與組織相對應與實施步

驟有關。根據他 1995年在新法則(The New Rules)一書中所描述，構成組織變革的經濟

與社會因素如下： 

國際性經濟整合

市場與競爭全

球化
已開發國家市場飽和

共產主義陣營瓦解

科技變革

更多危機

更多機會

大規模的組織變革增

多(如改組、組織重
建、品質提升計劃、

企業文化併購)

國際性經濟整合

市場與競爭全

球化
已開發國家市場飽和

共產主義陣營瓦解

科技變革

更多危機

更多機會

大規模的組織變革增

多(如改組、組織重
建、品質提升計劃、

企業文化併購)

 

圖 2.7 構成組織變革的社會、經濟因素 

Kotter的論點說明了來自組織變革的原動力是對環境的審思與積極回應，這也與名歷

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其”歷史的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所揭櫫人類各種

重大文化的發展與延續，必須要經過不斷的外來的挑戰與能適當及時的反應方能屹立的論

點實不謀而合。Kotter通常提醒人們在嚮往於變革，並洞察需要變革之際，應該要體認到

變革何以未能成功，根據他的分析有下列諸端理由（註十一）。 

1) 未能建立足夠的急迫感：無論是希求變革的強度與完整說服力，均不足以推動變革。 

2) 未能創造力量夠強的引導團隊(Guiding Coalition) 

3) 缺乏願景(Vision) 

4) 對溝通願景的努力明顯不足 

5) 未清除對朝向新願景的障礙 

6) 未對創造短程成效做有系統的規劃 

 7



7) 過早宣佈勝利 

8) 未能將變革深植於文化之中 

歸納 Kotter的論點：他明顯的將變革失敗的原因，歸因於以下幾方面的缺失：願景的建

立與執行、有步驟的具體實施計劃及在文化上的深植。 

另一方面，就正面推動改革的步驟，Kotter提出八大步驟，如下表所示： 

表 2.2 變革的八大步驟 

 考察市場和競爭情勢 1. 建立危機意識 

 找出並討論危機、潛在危機或重要機會 

 組成一個夠力的工作小組負責領導變革 2. 成立領導團隊 

 促成小組成員團隊合作 

 創造願景協助引導變革行動 3. 提出願景 

 擬定達成願景的相關策略 

 運用各種可能的管道，持續傳播新願景及相關策略 4. 溝通願景 

 領導團隊以身作則、改變員工行為 

 鏟除障礙 

 修改破壞變革願景的體制或結構 

5. 授權員工參與 

 鼓勵冒險和創新的想法、活動、行動 

 規劃明顯的績效改善或「戰果」 

 創造上述戰果 

6. 創造近期戰果 

 公開表揚、獎勵有功人員 

 運用上升的公信力，改變所有不能搭配和不符合轉型的

願景系統、結構和政策 

 聘僱、把握或培養能夠達成變革願景的員工 

7. 鞏固戰果並再接

再勵 

 以新方案、新主題和變革代理人給變革流程注入新活力

 創造客戶導向和生產力導向行形成的績效改善，創造更

多、更優秀的領導人才，以及更有效的管理 

 明確指出新作為和組織成功的關聯 

8. 讓新做法深植企

業文化中 

 訂定辦法，確保領導人的培養和接班行動 

(摘自 Kotter原著（1999），邱如美譯，領導人的變革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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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而言，學生僅就科特的步驟理論，試分析人資在各步驟應採取

的措施如下： 

一、建立危機意識 

1) 經由公司策略決定過程，建立危機警覺意識 awareness and sensibility of crisis，並

且以適當方式傳給各級員工； 

2) 建立溝通及互動機制，讓公司營運狀況與所面臨的挑戰能夠有效的傳佈至有關員工； 

3) 員工在了解公司危機後，激發員工能跟隨公司的變革決策的決心，做出相應的行動。 

二、建立領導團隊 

1) 在公司高層決策下，建立各級推動機制，從提供方向、規劃實施步驟、觸動到實施均

有所界定，務使各個環節都能密切整合在一起； 

2) 在規劃與整合之外，也建構完成領導與控制機制； 

3) 協助公司在推動變革上進行組織再造與文化建立。 

三、提出願景 

1) 參與公司對變革策略與方針的制定過程，並提出人資的關切及相應變革策略與方向； 

2) 根據變革各項政策與方向，人資將之轉變成各種可行的規章與實施方法。 

四、溝通變革願景 

1) 藉著各種場合與溝通管道，讓公司變革願景與決心讓員工充分了解； 

2) 藉訓練與集會，隨時向員工推陳變革的願景方向與決心； 

3) 將公司各種變革措施連結，使員工及各階層組織能夠深切體認變革的方向； 

4) 公司各級推動變革的領導者在行為上必須呈現與變革行動一致化。 

五、授權員工參與 

1) 人資應建構出能夠授權員工參與變革的環境，並鼓勵任何變革的創新與行動； 

2) 人資應努力在推動過程中，摒除任何人為制度與觀念上的障礙。 

六、創造進程戰果 

1) 建立有效而且具激勵性的獎懲制度，依據各單位及員工推動變革的成效論功行賞及做

必要的處分； 

2) 對於任何變革推動的成果，將之適時的宣佈並給予適當的慶祝與獎勵。 

七、鞏固戰果並且再接再厲 

1) 將推動變革列為公司各項重大管理專案，定期檢討與評估，並列入追蹤考核； 

2) 藉著不斷的檢討審查，提出新的行動方案，使得變革行動成為慣性行為。 

八、讓新做法深植企業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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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變革視為公司實際的文化行為； 

2) 人資藉由制度、規章、訓練與行為準則，將變革視為既定文化。 

Kotter的理論應具體而深入，本論文將依據他所提出的架構及內容為綱領，做為個案研究

的張本。 

 

3. Michael Beer的模式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Beer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在Dec.1993提出變革

的方程式理論，極具有參考價值： 

 

Change = D * M * P > Cost

變革 = 不滿意 x 模式/願景 x 過程 > 代價  

其中:  

D 代表不滿意(Dissatisfaction) 

M 代表採用模式 Model及願景 Vision 

P 代表過程 Process 

 

也就是變革是始自不滿意，而必須有適當的模式與良好的過程才能構成實施變革的條

件，但一切的變革必須大於所付的代價才有推展的可行性。更深入討論，Beer教授就不

滿足 Dissatisfaction來源上，提出 Data數據、Diagnosis診斷、Demand需求、Desire

意願做為其依據。 

 

 

D= Dissatisfaction 不滿意 
 Data 數據 
 Diagnosis 診斷 
 Demand 需求 
 Desire 意願 

而在模式與願景 Model/Vision模式/願景上，他也提出配合(Matches)，多層面的模式

(Multi-dimensional Modeling)，模式組織(Model Organizations)做為立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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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odel/Vision 模式/願景 
Matches  配合 
Multidimensional  多層面的 
Modeling  模式 
Model Organization 模式組織 

 

至於在變革過程(Process of Change)中，他更列出參與(Participation)、謀略

(Politics)、績效評估(Performance Appraisal)、促動(Promotion)、持續(Persistence)、規

劃(Planning)等七項來做推論的依據。 

 

P= Process of Change 改變的過程 
Participation  參與 
Politics  謀略 
Performance Appraisal 績效評估 
Promotion 促動 
Persistence  持續 
Planning 規劃 

 

而在代價方面，他也舉出權力(Power)、能力(Competence)、關係(Relationship)、報

酬(Rewards)、識別(Identity)來相應他揭櫫代價所代表的意義。 

 

 

Cost = Loss uue to change 由於變格所帶來的損失
Power  權力 
Competence  能力 
Relationship  關係 
Rewards 報酬 
Identity  識別 

Beer教授的方程式 Change=D*M*P>Cost，清晰地舉出在變革中整套思維體系與步

驟，也良足參考。 

 

第四節 人力資源管理理論於變革過程中所承擔的角色 

人力資源在企業內變革過程中所承擔的角色，首先面臨的挑戰是其本身地位的認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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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獻中均期盼在變革過程中人力資源能夠承擔著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但是人力資

源工作在企業組織內的地位，是企業內策略夥伴，實際參與著企業內策略與政策的制定，或

只是從屬性質的幕僚地位，對於其「推動者」的實際涵蓋面與主導性均很有關連性。 

人力資源在變革管理中可承擔的角色大略可以分列如後： 

1. 企業文化的凝塑 

構成企業文化的要素，一般可包含下列要素： 

1). 可以觀察到的行為規範(Observed Behavioral Regulations) 

2). 常模(Norms) 

3). 主要的價值觀(Dominant Values Espoused by an Organization) 

4). 哲學(Philosophy) 

5). 運作規則(Rules of The Game) 

6). 感受(Feeling)、徵候(Climate)、企業文化(Culture)雖然可以明示告知，但潛移默化與

融入的努力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而企業內人力資源部門在變革過程中就是要協助公司凝塑可以有利於朝向變革的

文化。企業文化與員工組成有必然的關係，容格(Carl Jung)的發展心理觀點，有兩個維

度可與企業變革理論有相關，一是外向思考(Extroversion)與內省思考(Introversion)的對

比。前者較易接受外界的變化刺激與承受不同情境帶來的壓力；相對的，在內省思考型

的人們心中，較不易接受或理會外在環境的刺激，但相對的，面對變革過後所帶來的改

變也往往較能接受。二是直覺型(Intuitiveness)與體會型(Sensation)的對比：前者對變革

之舉，趨向主觀上的接納或拒斥；後者則必須感應變革的實際好處與壞處，才會決定是

否要採行變革。 

而 Kennedy與 Peters在 1984年著的”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一書中，提

及四種不同的企業文化： 

1). 工作時辛苦，既得時候也很暢快盡情型(Work hard, play hard.) 

2). 強悍小子(Tough guys、Macho) 

3). 一切依章行事，程序本位型(Process) 

4). 冒險操進、大好大壞型(Bet your company)， 

這四種公司的文化均有變革情境的可行性與不可行性。 

 

表 2.3 企業文化類型與變革推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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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類型 有利於推展變革的要素 不利於推展變革的要素 

工作時辛苦，既得時候

也很暢快盡情型 

紀律、責任劃分清楚、勇

往直前、任務導向 

較不易展現創造力與推動變

革的創造原動力 

強悍小子 熱情、勇往直前、目標/

成果導向 

較缺乏有系統有步驟的觀

點，必須倚賴企業與決策人

士的引導與協助 

一切依章行事程序本位

型 

循規蹈矩、步步為營 內心驅動力較不強 

冒險操進、大好大壞型 願意嚐試或接受變革 方向感不易掌握，抱著 Try 

and error的心境，也許會在

變革中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以下學生謹將容格 Karl Jung人格發展理論與 Kenndy的企業文化類型結合在一起來觀

之。 

 

Extroversion 

Tough guy, 
Macho 

Work hard, 
play hard. 

Sensation Intuitiveness 

Process Bet your 
company

Introversion 

圖 2.8 人格
發展象限 

也就是根據公司成員與目前文化型態來在凝塑有利於推動變革新文化的張本。而若

以企業產品壽命週期引入(Introduction)→成長(Growth)→成熟(Maturity)→衰退(Decline, 

理論上在成熟或更早的階段，即有可能要為新一代或革新型產品引入了) 也可以套用上

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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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oversion 

Introversion 

Sensation Intuitiveness 

Process 
(Decline)

Bet your 
company 
(Introduction) 

Work 
hard, play 
hard. 
(Maturity)

Tough 
guy, 
Macho 
(Growth)

 

 

 

 

 

 

 

 

 

 

 

 

圖 2.9 結合人格發展理論與企業文化類型結合之觀點 

  人力資源管理在企業文化凝塑上就是以各種有效的方式，根據企業期求的模式來實

質推動變革，將各種不利於變革的因素消除或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而將有利於變革的因

素儘量發揚。 

 

根據前述的模式推衍，企業若欲實施變革，首先就宜將其文化與經營情境與階段，

先做定位分析，才能落實變革管理。在實質推動企業文化的實際過程中，人力資源通常

會採取下列行動： 

1) 將企業文化明載於公司經營理念中 

如台積電特別崇尚品德 Integrity，一開始即將此揭櫫於其十大信條中，日月光也在公

司經營的年報與各種訓練課程中，以顧客滿意為主軸，強調誠正、自省、積極、互

信的信條，並藉各種活動（包括徵文與網上公開討論），讓企業文化融入並深植人心。 

2) 將企業文化轉化成行動綱領： 

以 IBM為例，早在 1956年，當時總裁 Thomas Watson即提出： 

i) 尊重個人(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ii) 服務顧客(Service to the Customer) 

iii) 視追求卓越為生活方式(Excellence must be a way of life)(註十二) 

文化所揭櫫的信念必須要落實生根於其內部規章制度，組織發展以及行為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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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的沃森哲學對公司所貢獻的力量，與其技術創新，市場行銷與形成龐大財力所

做貢獻不分軒輊。但在實際推動上，人力資源所扮演的角色就成為促成者

(Facilitator)、催化者(Catalyst)以及執行者。藉著對各項人事方案如：招募時的宣傳、

績效評估的項目與偏重方向、內部教育訓練、激勵獎賞……制度的設計與執行、內

部溝通、例行集會的宣示，行為準則的制定，以及對外表現行為的要求，確實要求

全體員工均能奉行公司文化與哲學不渝。 

3) 將公司文化納入公司訓練方案之中 

奇異在威爾許時代經營成功，其歷經十年的文化思維核心工具促其實現Work-out的

概念能以推展厥功甚偉。透過不斷的有系統的實現將制度思維融入各種訓練，並將

之實際落實在許多工作方案中，終於成為文化的一環。而傑克·威爾許更利用在克羅

頓威爾的奇異管理發展學院(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做為灌輸新企業

文化的基地，平均每年有近一萬名主管參加訓練，對推動改革產生宏大的共識與動

力。 

 

2. 將變革的推動與績效管理整合 

 

企業應將變革的推動與績效管理整合，使績效管理與變革成為互聯互動的體系。奇異

在推動六標準差時曾昭示，任何經理人若未接受黑帶訓練及通過考驗，將不具備陞遷資格，

其推動六標準差的成效與其年度績效評估及發展機會相結合。 

而日月光亦藉著績效管理推動其企業內變革與不斷成長的各項方案。其績效管理係以

年度計劃 AOD(Annual Objective Deployment) ，日常管理與在職訓練為主軸，而 AOD其

實就是已將變革的內容包含在內。而在年度開始時，將變革的內容與方向和員工一起訂定，

而採 Top down與 Bottom up雙向交流，其間也討論到在變革過程所需要的資源提供與支

援。如有需要學習則配合公司內外的教學資源，以在職訓練的方式加強之。 

日月光半導體公司在 1984年係以小規模的封裝起家，歷經不斷的變革，已成為跨越封

裝、測試、封裝材料與 EMS的綜合經營體。而且在 1999年購併摩托羅拉封裝部門，2004

購入 NEC在日本國內的封裝廠，使其全球化的佈局更加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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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行業中第一名的公司

保留正面良好的文化

勿專斷獨行,偽裝權謀,使得下屬基於恐懼心態而造
成陽奉陰違的情形產生;創造出能聽真話的環境

具備嚴格的紀律:改變思維,拋棄舊習慣:以身作則,
取得下屬的認同,培養合作的文化

在順境中,能向窗外看,把功勞歸功於自己以外的因
素:在逆境時,會照照鏡子,反躬自省

摒棄“公司政治”的文化,拆除官僚架構

此種員工會以冷朝熱諷代替協力合作,以拒絕溝通而

自行其事

此種員工會將“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成為其行事準則,
且將成果往自己身上攬,將過錯往別人身上推

此種員工已失去學習能力與熱情;每日只知怨天尤人,
言談中充斥著負面消極的態度;缺乏危機意識

時時創新
處處改善

腳踏實地
事事求實

顧客導向
服務導向

勇於任事
賞罰公正

新的日月光文化

1.提供顧客‘至高品質’的服務
2.為公司及客戶創造長期且穩定
的利潤

3.與協力廠商攜手共創榮景
4.訓練員工使其成為各領域之專
業精英

5.‘公平且合理’地對待所有的員工
6.提供員工‘和諧愉快開放的工作
環境

7.保持彈性的企業體

成為行業中第一名的公司

保留正面良好的文化

勿專斷獨行,偽裝權謀,使得下屬基於恐懼心態而造
成陽奉陰違的情形產生;創造出能聽真話的環境

具備嚴格的紀律:改變思維,拋棄舊習慣:以身作則,
取得下屬的認同,培養合作的文化

在順境中,能向窗外看,把功勞歸功於自己以外的因
素:在逆境時,會照照鏡子,反躬自省

摒棄“公司政治”的文化,拆除官僚架構

此種員工會以冷朝熱諷代替協力合作,以拒絕溝通而

自行其事

此種員工會將“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成為其行事準則,
且將成果往自己身上攬,將過錯往別人身上推

此種員工已失去學習能力與熱情;每日只知怨天尤人,
言談中充斥著負面消極的態度;缺乏危機意識

時時創新
處處改善

腳踏實地
事事求實

顧客導向
服務導向

勇於任事
賞罰公正

時時創新
處處改善

腳踏實地
事事求實

顧客導向
服務導向

勇於任事
賞罰公正

新的日月光文化

1.提供顧客‘至高品質’的服務
2.為公司及客戶創造長期且穩定
的利潤

3.與協力廠商攜手共創榮景
4.訓練員工使其成為各領域之專
業精英

5.‘公平且合理’地對待所有的員工
6.提供員工‘和諧愉快開放的工作
環境

7.保持彈性的企業體

 

以身作則,奉行經營理念與行為準則

強調紀律,充分授權,講求信任

保有“窗子與鏡子”心態

僅求自保,逃避問題

只知抱怨,推卸責任

渾渾噩噩,不知自省

以身作則,奉行經營理念與行為準則

強調紀律,充分授權,講求信任

保有“窗子與鏡子”心態

僅求自保,逃避問題

只知抱怨,推卸責任

渾渾噩噩,不知自省

圖 2.10 日月光公司的願景與企業文化陳述 

任何企業莫不將績效管理視為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的一項極重要的工具，績效管理的

側重面與使用目的，必須與企業變革的策略與內容相結合。許多企業將創新列為其年度目

標與績效評估的項目，造成有利的變革推動的環境。 

績效管理也有失敗的例子，福特汽車的前 CEO納薩初掌公司行政經營權，他首先針對

公司近一萬八千位經理級員工發出訊息，將藉新的績效評估過程來做為提升績效，來實現

其朝向真正世界級汽車產業理想所做的變革。並宣稱任何人達不到績效目標，在企業內將

無容身之地。他仿行 IBM與奇異行之有年的績效評估制度，任何經理人在被評為 C等(約在

5%)，將會有喪失獎金或無法昇遷之虞；而連續兩年得 C者，就會有遭降級或格職的厄運。

在實施初期即遭致內部上下的抗拒，甚至還引發員工因感覺不公平而與公司對簿公堂的情

形。儘管這新的績效評估制度在其他企業可以推展，但逾淮則枳，福特在一開始就倉促行

事，僅以簡單的宣示與預備雷厲風行的淘汰制度，就冒然實施，最後導致納薩在一年後黯

然下台，而且其推行的績效評估也人亡政息(註十三) ，足見績效管理若使用不當反而會出

現負面效果。 

個人績效乃能力與動機的相結合，其公式可導衍出： 

P (個人績效) = A (能力) * M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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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績效管理的過程 
能力 Ability 動機 Motivation

人力規劃, 工作分析,
招募遴選(選對了
人，因才適用)

物質報酬 
非金錢性報酬 
激勵手段 
和諧的工作關係 
前程發展的機會 教育訓練

 (提升及改善素質)
績效 

Performance 

變革的目標與執行並列入績效管理內容 

績效評估 
(目標設定、績效評估實施與評估結果面談) 

獎賞行動 
(獎金升遷、降職警告) 

發展計劃與新目標約定 
(訓練密切督導生涯管理) 

圖 2.11 變革中的績效管理流程 

而最近較常使用的全方位 360。績效評估方式與平衡計分卡，更是從更深入更廣泛的角度

來探討績效的改進，進而有助於變革管理的進行。 

就以上的探討，績效管理是以績效評估為主軸，而實質包涵所有相關人力資源管理功能

(包括人力資源規劃、招募遴選、訓練發展、薪酬福利、員工與勞工關係、生涯管理等等)。

而績效管理的範疇，除了針對個人的績效提昇，俾能成為變革管理創造出有利的推動環境

外，更期望能藉此提昇團體績效，使整體營運成效目標能完成。 

 

第五節 組織發展與角色任務分擔 

Conner曾將變革中的角色區分為贊助人(Sponsors)、代理者(Agents)、目標執行者

(Targets)與支持者(Advocator)（註十四）。 

贊助者必須要承擔與支持變革的重責，他們必須有能力在事先評估推動變革的方向與

所需資源，也能預期到風險與機會成本，他們在推動過程中也要肩負起締造一個有利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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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變革的整體環境，總之他們是推動整個變革的舵手。 

代理者實際上是承上啟下的中間人物。他們促其變革實際發生，他們之所以能將變革

成功，端賴他們是否有能力診出問題，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進而有效的付諸執行。 

目標執行者，乃實際針對變革的目標，逐步實現。 

支持者乃不參與的一群，但有義務支持變革。如節約成本增加生產力相互呼應。 

筆者更進一步提出延伸建議，針對上述不同種類的群組，人力資源，進行下列努力包

括： 

 透過各種組織包括正式的組織、矩陣式組織、任務編組、臨時性組織

Adhocracy、委員會將各類成員編集賦予使命與明確的目標與控制方式。 

 藉各種人事規劃 SOP與工作分析 Job Analysis，將角色定位、權責劃分均能清

楚交待。 

 藉著績效管理來提升變革成效的力度。 

 藉著教育訓練機制來使全員更深入的了解變革的需要與實施步驟，營造有利於

變革情境。 

 架構溝通體制。 

Conner認為傳統線型體系乃為： 

 
贊助者 目標執行者 代理者

至少在實施變革初期是頗適宜，但是如果目標執行者乃由直線主管擔任，則其聯屬關

係似可改為三角狀。 

贊助者

代理者 目標執行者

 

而根據 David Firth在其變革管理一書中提出變革必須由三種體系組合成。 

 

領導層 

員工 

改革小組 

與 Conner不同的是 Firth特別重視在領導層之外，還應有司其專責的變革小組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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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領導層的指示下負責變革的實質推動，而在變革小組的角色上，他更有所着墨，其

中舉其縈要者有： 

1. 要求本小組的組成必須具備充分的代表性。 

2. 必須充分理解變革的必要性，與領導層的理念保持一致。 

3. 對目標、方法與時程乃要求品質均能清楚的掌控。 

4. 協調與跟催機制能充分發揮。 

而英國諾丁漢大學 Vic Gilgeous在其「作業與變革管理」(1997)一書也呼應 Firth的觀點，

特別強調變革中團隊組成的必要性，也認為團隊的運作是否有效乃變革成功之鑰。 

 

第六節 人力資源在企業再造(Re-engineering)過程應承擔的角色 

 企業再造乃指對資源程序與資訊有效的利用，在經過韓默與錢辟在其合著的改造企業

一書後，曾啟發一場管理思維與哲學革命，儘管其給企業界的迴響是毀譽參半，但其思想

影響到當前許多管理方式，如精實組織(Lean Organization)、供應鏈(Supply Chain 

Management)。而許多企業變革成功如 IBM、Dell、Ford等最近許多管理新讞，至少有部

分根源於此。而企業再造過程(BP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中，人力資源往往

承擔許多作用，茲舉若干成例： 

1. 在期求組織更扁平化之際，人力資源就得在遴選標準、工作流程(Work Flow)、溝通管

道與訓練方案均能有所因應。 

2. 在顧客滿意的圭臬下，如何提升並建立員工品質成本兼顧的意識，並以滿足顧客需求

為依歸，厥為一重大的挑戰。 

3. 在再造過程中，員工與小組管理的重要性更加突顯，因此員工素質相應措施，包括自

我管理、灌能(Empowerment)以及多功能與自我提昇的努力，也是人力資源新的重責。 

4. 企業再造初始目的並非以精減人力為要旨，但大多數的結果會造成人員的減縮

(Downsizing)，這對人力資源範疇中的員工與勞工關係、員工士氣與向心力的維持，乃

至職位設計(Job Design)訓練生涯與績效管理以及企業重組(Reorganization)都構成艱

難的挑戰。 

 

韓默與錢辟也特別強調為了企業再造得以順利進行，其相關管理系統應首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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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工作與組織架構 價值觀與信念 

管理與評估系統

圖 2.12 韓默與錢辟所主張的管理系統內函 

為了使企業重現活力(Re-vitalization)與永續經營，變革幾乎是必然的過程，因此人力資源

所肩負的使命越來越重，而事實上人力資源本身也在因應變革中。 

 

第七節 六標準差(Six Sigma)運動 

 

1.  六標準差簡介及 Mikel Harry 對六標準差發展的定義: 

 

於 1987年創源於 Motorola的六標準差運動，到目前為止，已歷經數十個國際級的大

企業親身經歷，如通用電氣(GE)、IBM、福特汽車、菲力普(Phillip)、SONY、杜邦、

日立、本田汽車、3M、美國太空總署等，以改革的成果證明 6σ確實為卓越有效的改

革手法。六標準差是一種科學性、系統化地改善現況的活動。它透過專案的形式，強

調統計手法，以數據導向的方法，來消除流程中的缺陷及發生缺陷的機會。每一個改

善專案，統一地經由以下的流程來實施： 

1) 定義(Define) : 定義我們的問題與專案計劃 

2) 衡量(Measure) : 量測現在的表現實況 

3) 分析(Analyze) : 分析造成變異的原因及程度 

4) 改進(Improve) : 改進製程來降低變異性 

5) 控制(Control) : 控制變數來確定性能之精確及穩定 

它可以被應用於企業中任何與成本, 時間與品質有關的活動中，為組織帶來突破性的

進步, 使組織能以更好、更快及更經濟的方式來改進流程。六標準差並非只是品保制

度的延伸，而應將它視做變革管理的哲學與體系。它著重在消除錯誤、浪費和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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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 

6σ不但強調科學性的問題解決手法與技巧、也同時講究項目選擇的合宜性，對於累積

企業智慧，也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尤其它強調改善後的作業標準化與控制，使改善的

成果能夠持之以恆地落實在企業的日常行為中，確實有效地做好變革管理，使企業能

夠有效率地擺脫舊問題的羈絆，進而得以儘早全心全力面對新局勢的挑戰。 

 

被人尊稱為六標準差之父的 Mikel Harry在 2003年底於美國的公開演講中，將六標準

差的演進，區分為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的核心目標是消除產品缺陷、第二階段目標

在於降低成本、而當前各企業應逐漸將六標準差的核心訴求推移至提昇產品與服務的

價值導向。如下圖所示：Motorola於 1987年創立六標準差之初，力圖藉由六標準差

手法消除產品的缺失；到了 1994, 95年代，聯合信號(Allied Signal，已在合併

Honeywell後，改稱 Honeywell) 將財務效益預測的精神帶入了六標準差運動，從此，

成本成了六標準差服務的核心對象；自從 GE、3M等公司將 VOC、DFSS等活動帶

入六標準差的領域，驅動組織改善的方向與顧客需求的方向愈益吻合，價值為取捨的

六標準差運動就逐漸成為主流，引領企業放大視野，更能滿足顧客與市場的需求，並

為企業掙脫成本、價格戰的束縛，另外開闢出高附加價值、高利潤的經營機會。 

 

摩托羅拉 製造

3M 銷售及產品的商品化

從上至下集中在財務領域聯合信號

通用公司 GE 服務業

缺陷

成本

價值

摩托羅拉 製造摩托羅拉 製造

3M 銷售及產品的商品化3M 銷售及產品的商品化

從上至下集中在財務領域聯合信號 從上至下集中在財務領域聯合信號

通用公司 GE 服務業通用公司 GE 服務業

缺陷

成本

價值  

圖 2.13 六標準差的演化 

 

2. 六標準差基本元素: 

在 Ronald Snee 與 Roger Hoerl 所合著的 Leading Six Sigma （註十五）一書中，

提出六標準差的基本元素，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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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六標準差的兩個維度 （註十五） 

Initiative Methods and Tools 

 Improvement 

 Breakthrough 

 Systematic, Focused Approach 

 Right Projects – Linked to 

Business Goal 

 Right People-selected and trained

 Project Management – 

management reviews 

 Sustain the Gains – new projects 

 Results – Process and financial 

($$) 

 Process Thinking 

 Process Variation 

 Facts, Figures, Data 

 Define, Measure, Analyze, Improve, 

Control 

 8 key tools – sequenced and linked 

 Statistical Tools 

 Statistical Software 

 Critical Few Variables 

謹逐一說明如下: 

1) 關鍵活動 (Initiative)： 

i)  突破性的改善(breakthrough improvement) – Six Sigma 運動中強調將資源的

利用發揮到最大的效益，所以期望每一改善行動，都能為組織帶來最大幅度的突

破。打破迷思的說法是： 雖然品質與教育訓練都會是六標準差的重要成果，但

六標準差不是一個品質運動，也不是一個訓練計劃，而是一個為組織帶來突破性

改進與高財務回報的活動。為了突破性改善，在大部分成功推行六標準差運動的

企業，其各項改善專案的目標平均訂在 30~60%的改善水準上(改善幅度大小設

定目標為從基線值到極限值差距的 30~60%)。 

ii) 科學性及集中性(systematic, focused approach) – 六標準差運動提出了標準的

問題改善步驟，使參與改善的人員，能夠很系統化地運用科學性方法(統計與品

管的手法)，一步步地抽絲剝繭，找出關鍵原因，並據以提出對症下藥的解決方

案，俾使改善團隊能夠以最小的投資，最小幅度的系統調整，達到最有效益的改

善。在下圖中，展示 Six Sigma的漏斗效應示意圖，以進一步說明此一觀點。 

iii) 正確的專案 (Right Project) – 在改善問題的過程上，六標準差運動提出了科學

性的手法與工具，助使問題之改善效率(Efficiency)得以極大化。但組織如何開發

出正確的專案，來指派改善團隊優先處理，以促成改善的能力能投入對於組織最

有效益(Effectiveness)的工作上，也是整個六標準差活動中重要的一環。在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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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差運動中，關於專案選擇的計劃與管理，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iv) 正確的員工(Right People) – 選擇正確的人，包括盟主(Champion)、黑帶(Black 

Belt)、黑帶大師(Master Black Belt)及綠帶(Green Belt)，並施予合適的訓練，使

他們能夠具有分工合作、選擇出正確的專案，並有效率地完成專案，也是六標準

差運動中必備的一環。 

v) 專案管理與審查 (Project Management and Review) – 六標準差談的不僅僅是

品管與統計技術，它其實包含了整個專案管理的所有內涵，包括計劃專案選擇事

宜、專案小組成立、專案輔導與審查、專案銀行(Project Bank)的建構、結案審

查與技術轉移等。 

vi) 成果保持(Sustaining the Gains) - 六標準差藉由改善成功後的控制與追縱，使得

改善的成果可以持之以恆地為組織的效益貢獻。另一個戰略層面的成果保持方式

則是持續地推出新的六標準差專案，以保持六標準差在組織中動量

(momentum)。 

vii) 好的結果 (Right Results) – 六標準差的活動的風行，與其內涵之中對於專案的

成果之重視非常有關。因為其在推行之初，即以企業獲利為訴求重心，所以各推

行六標準差的企業，總是很快地凝聚力量於最有財務效益的改善活動上，因此廣

受經營者的肯定。所有的專案，在被遴選確認之前，都已經完成了嚴謹的效益評

估，尤其是財務效益方面的預測。在此一情況之下，被挑選出來的改善專案，通

常都是對於企業財務效益影響最大的重要行動。好的專案結果，與上述各項是緊

密相關的 - 配合突破性的目標設定(第一項)、由合適的人選(第四項)，將正確的

專案(第三項)透過科學性與系統化的問題解決步驟(第二項)、嚴謹的專案管理機

制(第五項)、及改善完成以後的控制計劃之落實(第六項)，一同達到好的結果。 

 

由以上所述可知，六標準差運動，是一個包含策略、方針管理、人員教育訓練與工作

能力提升的運動。許多把六標準差定義窄化為統計品管應用的說法，都是對於這一運

動認知不足的結果。至於促使以上要素成功的關鍵，則可藉由以下方法的應用與落

實，謹概述於下。 

 

2) 工具與方法 (Tools and Methods) 

i) 流程性思維(Process Thinking) – 以六標準差改善問題，首先總是檢視流程，以

流程的範疇，檢視問題的根源。如下圖所示:在六標準差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透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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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重新檢視，嘗試將所有影響輸出(結果)的輸入因素加以改善、對可控因素做最佳

化的調整、甚至藉由可控因素的調整來讓不可控因素對於結果變異程度的影響降至最

低。 
可控變因
操作時間
壓力
濃度
……….

不可控變因
環境溫、濕度
操作員
機器
班別
……..

流程輸入
原物料
水
能量
……

流程輸出
良率
產能
停機時間
報廢數量
生產力
……

流 程

可控變因
操作時間
壓力
濃度
……….

不可控變因
環境溫、濕度
操作員
機器
班別
……..

流程輸入
原物料
水
能量
……

流程輸出
良率
產能
停機時間
報廢數量
生產力
……

流 程

 
圖 2.14 流程性思維 

ii) 流程變異(Process Variation) – 改善有兩個方向，一為將績效的平均值平移到一

個期望值；一個是將績效的變異縮小到其產出的一致性足令顧客滿意的狀態。限於統

計知識之不足，一般組織內部的改善常專注於平均值的追求，但比較無力於流程輸出

變異的縮小。六標準差運動強調統計的應用，即是為了更有效地達成對於流程變異的

控管。 

iii) 事實、圖表、數據 (Facts, Figures, Data) – 六標準差運動中的決策，都是以數據

與事實為依據，降低傳統上強烈依憑直覺與經驗做決策的高風險性模式。數據導向，

結合上述的流程性思維、流程變異的知識，即組合成一般所謂的統計性思維(statistical 

thinking)。 

iv) DMAIC (Define, Measure, Analyze, Improve, Control) – 所有流程的改善，皆依

循 DMAIC五大步驟，循序漸進地完成專案，是六標準差運動的創舉。這一設計，標

準化了內部改善的作業流程，也創造了一個內部溝通的共有平台，使得知識交流與技

術移轉更容易進行。 

v) 八大工具 - 依序排列、互相連結的 (8 tools – sequenced and linked) – 所有的黑

帶與綠帶學習並使用八大工具，包括流程圖(Process Map)、因果矩陣圖(Cause and 

Effect Matrix)、量測系統分析(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失敗模式與效應分

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多變數分析(Multi-vari Analysis)、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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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Experiments)及控制計劃(Control Plan)。Foeset W. III. Breyfogle所著

的”Implementing Six Sigma – Smarter Solutions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註十

六）一書中對上述八大工具有比較完整、詳盡的介紹。以上八大工具分別應用於

DMAIC的不同階段，接力般地完成抽絲剝繭，找出關鍵原因的效果，即六標準差著

名的漏斗效果，如下圖所示。 

Six Sigma漏斗效應

對結果影響最大的因素

待解決或改善的問題

衡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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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六標準差的漏斗效應（註十七） 

vi) 統計工具 (Statistical Tools) – 雖然並非每一個六標準差工具都是統計工具，但是

統計性思維與統計工具的應用的深度與廣度，是歷來各種變革活動中所僅見的。然

而，附帶說明的是：六標準差運動中的教育訓練，並不設定目標將黑帶與綠帶訓練成

統計專家，而只是讓他們成為具有統計觀念並能選擇正確統計工具的高手。接下來，

統計軟體將彌補黑帶與綠帶在統計計算能力方面的不足。 

vii) 統計軟體 (Statistical Software) – 具有親和性的統計軟體，如Minitab，解決了人

們對於統計生疏而無法善用統計分析的瓶頸。此一突破，也是六標準差運動能夠如此

風起雲湧的主要原因。 

viii) 關鍵因子 (Critical Few Variables) – 六標準差手法在改善問題時，藉由漏斗效應

來抽絲剝繭，目的是找出影響結果的關鍵因子，使得改善團隊能夠集中努力於控制這

少數的關鍵因子，不必分散改善的實力於無關緊要的次要原因上，因而資源可以發揮

最大的效應，符合 20-80法則，即控管 20%的變因，改善 80%以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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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標準差變革成功的關鍵因素及其與人力資源的關連探討 

Ronald Snee 與 Roger Hoerl在同一本書中將六標準差變革的成功關鍵因素分為三

大類，即來自領導階層的諾成(Committed Leadership)、最佳人才(Top Talent)、支持的架

構(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其中，支持架構中的重要元素包括: 

1) 一個常態性的六標準差活動管理組織，譬如，六標準差委員會，來處理與領導六標準差

的活動； 

2) 黑帶大師、黑帶與綠帶能夠專注於六標準差的專案活動中； 

3) 完整的規劃與管理 – 包含針對六標準差導入計劃、預算、人力資源….等； 

4) 專案選擇與審查流程； 

5) 六標準差訓練； 

6) 在以下方面的最佳化- 包括人力資源、獎勵與認證、企業計劃、財務、及其它企業的系

統以支持六標準差導入的成功。 

朱承先在”導入 6σ的六大成功要素”（註十七）一文中，將六標準差的成功要素，歸納為以

下六項，包括： 

1) 由上而下的策略性思考與推行力度 

2) 專案與財務效益緊密結合 

3) 健全有效的管理辦法 

4) 有效率的組織與適當的人力資源 

5) 實踐工具應用的能力 

6) 跨功能的協同作戰 

對比以上兩篇著述，均不約而同地指出以下共同的因素，與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有密不可分

割的關係： 

1) 變革管理組織 

2) 高素質人力的參與 

3) 教育訓練 

4) 小組活動、跨部門合作 

5) 管理制度，包含獎勵與認證辦法 

這些項目，都足以供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引以為參考。

 26



註解： 
一). Gerry Johnson & Kevan Scholes（2002）, Exploring Corporate Strategy, 

PP.495 
二). Gerry Johnson & Kevan Scholes（2002）, Exploring Corporate Strategy, 

PP.497 
三). Change Management（2001）, Module 3, Unit 2,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MBA教材 2001版 
四).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2001）, Module 3, Unit 2,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MBA教材 2001版 
五). Bob de Witt & Ron Meyer（1998）, “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and 

Evoluation”, Strategy and Process Content, Context,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PP.237 

六). Hodgetts（1991）,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ory and Practice, Mac Millan, PP.451 

七). Hodgetts (1991）,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ory and Practice, Mac Millan, PP.456 

八). Karlene H. Roberts & David M Hunt（1991）, Managing Change: 
Organizational Success in the 1990’s, Chapter 11,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omson Group, PP.544 

九). Steven Mcshame and Mary Ann Von Glinow（2000）,“Lewins Force Field 
Analysis Model Capter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ducation, McGraw-Hill, PP.471 

十). Daryl Conner, Enhancing Resilence, Managing at the Speed of Change 
1992, O.D. Resources Inc. PP.254 

十一). 「領導變革」（2000），哈佛商業評論，天下文化 
十二). 沃特曼原著（2004），IBM變革管理授權版，哈爾濱出版社， PP.87 
十三). Gary Dessler（2003）：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9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Chapter 9 Appraising and Managing Performance, PP.264 
十四). Conner（1993）, “Managing at the Speed of Change”, The Role of 

Change, Villard Books, PP.107 
十五).  “Leadering Six Sigma – A Step-by-Step Guide Based on Experience 

With GE and Other Six Sigma Companies”（2003）, Prentice Hall, NJ, 
USA 

十六). Breyfogle, Forest W.III.（1999）, “Implementing Six Sigma – Smarted 
Solutions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Wiley-Interscience, John Wiley 
and Sons, New York 

十七). 能力雜誌（2002），568期 


	文獻探討
	有關策略與變革管理的相關理論
	組織在變革過程中的蛻化與催化
	變革管理的相關理論
	人力資源管理理論於變革過程中所承擔的角色
	組織發展與角色任務分擔
	人力資源在企業再造\(Re-engineering\)過程應承擔的角色
	六標準差\(Six Sigma\)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