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人力資源在企業成長與永續經營的重要性已日益突顯，而在變革過程更是承擔重要角

色。喬伊斯William F Joyce曾在「大改變：全球一流企業如何重塑生產力」一書中，以下

圖闡述變革的要素。 

 

 

圖 5.1 變革的要素 （註一） 

實施六標準差的同時，經過文讞探討與實際分析，均證明人力資源功能的重要性。因

此，人力資源本身亦應力求變革以適應未來不斷求新求變的格局。 

根據理論之研究與案例公司實務的探討，本研究有以下結論： 

 

1. 在組織發展上應有的思維 

 

組織異動所影響的層面甚大，不論是文化、制度亦或是人事都會有所改變。各階層

主管必須擔負起教導及帶領員工配合組織之責。唯有先把『人』的問題處理好，組織的

運作才能做有效的創新與推動。因此，腳踏實地，深知自己所處的大環境、認清真正問

題所在，而後不畏衝突勇敢面對才是主管在此時期應有的思維與態度。不要活在象牙塔

內，只知內鬥，不知自省，將精力花費在內部的人事鬥爭而對公司對外競爭力造成損傷；



主管應當自我要求以合乎公司理念與文化，務實執行，追求績效與管理能力的提昇。 

而就上述架構，幾乎每一個要素均必須人力資源的實質參與，才能奏全功。 

 

2. 人力資源本身亦應配合變革的策略而有所變革 

根據 Bill Wyper & Alan Harrison他們曾對人力資源在六標準差執行過程中，也應根

據六標準差的推展步驟進行本身的變革（註二），事實這二人也是希望藉六標準差引伸到

其它變革上。該文以方法論列出傳統與六標準差在方法思維的差異，詳述如后。 

表 5.1 六標準差與傳統方式的比較 

 專案比較 傳統 六標準差 

1. 製造能力 從嘗試中改進(Trail 

and error) 

強有力的變革設計

(Robust design) 

2. 分析依據 經驗 數據 

3. 重現 產品 過程 

4. 時間考量 回應式(Reactive) 積極主動

(Reactive) 

5. 規劃 短期 長期 

6. 控制 來自外在(External) 來自自我(Self 

Control) 

7. 心靈契約 符合 Compliance 諾成 Commitment 

8. 公司聲明

Statement與系統 

官僚式 有機體式 

9. 員工關係 低度信賴 互信，高度信賴 

10. 功能 人事 人力資源 

 

而他們二位建議人力資源應從下列方式努力，順應甚至主導變革。 

1) 組織的情境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2) 訓練發展 Development 

3) 資源整合 Re-sourcing 

4) 報償體系的建立 Rewarding 

5) 溝通 Commun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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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織改進 Organization Improvement 

7) 過程改進方法 Process Improvement Methodology 

 

依此他們也發展出人力資源在變革的模式如下示圖。 

 

 
圖 5.2 變革的要素（註三） 

 

人力資源亦應視公司員工為內部顧客(Internal Customer)，應有具備能力

(Competency)與被激勵的員工才能期待有較佳的績效。而人力資源本身也應實施六標準

差或在其它變革過程中，配合變革方向尋求突破。譬如引入六標準差與將人力資源管理

量化(人力資源會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化(HRIS)，就是較可行的方法。 

 

3. 人力資源本身的管理體系應做的順應變革措施 

日月光本身就經過內部討論，更新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與績效管理模式。日月光的人

力資源管理體系，將包含組織績效、人力成本控制、人力運用與人力素質四個界面，而

以綜合深度思考，將之整合。俾能在公司因不斷地成長與向變革進軍中，因而必須有一

連串的變革－包括組織方向、策略思考及管理革新。如何能夠使變革的動力源－人力資

源夠充份有效的開發與利用 Utilization，而又能在根本有效的控制已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目

前與未來最重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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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人資管理的轉型與重新定位 

 

4. 將公司塑造成學習型組織，引進知識管理體系，具備隨時足以變革的實力 

根據彼得聖吉第五項修練一書中所建議，我們宜透過一)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二) 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tal)、三) 建立共同願景 Building Share Vision

四) 團體學習 Team Learning五)系統思考(Dynamic System)來建立學習型組織，使得整

個公司均能具備不斷向上提升的能力。 

在學生於 1994年代表我國出席在澳洲舉行的APEC人力發展會議，佳樂式(Kellogg)

曾就其如何建立學習型組織及如何採取變革措施來進行經營體質的改善，並就個人、組

織、跨越組織的學習架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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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人力發展的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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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的重點，乃將數據轉化成資訊，轉化成可應用的可增值的知識，而將內隱

式的知識轉化成外顯式的知識，其它如 Smart Copy Data Mining等方向都將可以產生綜

效(Synergy)，使得經營實力與個人實力均得提升。 

 

5. 防止在實施變革過程中犯錯誤 

根據科特指出（註四），組織中往往在變革中犯了下列錯誤，以致造成失敗。 

表 5.2 變革中常犯的錯誤與後果 

常犯的錯誤 

一) 自滿程度太高，危機意識不足 

二) 變革領導團隊不夠強，無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聯盟 

三) 低估願景的作用，缺乏願景 

四) 願景溝通不足 

五) 放任種種障礙阻撓新願景，甚至無能力化解之 

六) 沒有創造近程戰果 

七) 太早宣佈成功 

八) 沒有將改變深植企業文化中 

 ↓ 

後果 

一) 新策略執行不足 

二) 購併計劃沒有達到預期的綜合效果 

三) 企業改造時間太長，成本太高 

四) 減肥但未能控制成本 

五) 品質計劃沒有帶來預期的改善 

人力資源工作者宜針對上述警訊及早提出相應措施，而即令是變革成功，亦應力求

確保與延續 Sustain。 

 

6.  塑造公司適應變革的文化並改變思維模式  (Shifting of Paradigm) 

人力資源工作必須營造一個視變革為當然與常態的企業文化，並將之深植人心。首

先必須藉著不斷的宣示變革的必要性，而且要員工接受變革的必然與可行性。接下來人

資必須經由公司的人資發展機制，灌輸及引導員工如何面對變革。 

組織的活化 Agility，包括有機體組織發展模式以及有效組織行為的運用，都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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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相對地，因變革而產生員工不適應、不適用甚至士氣低落或因人力精簡而失去工

作機會，「殘餘」同仁又因承接更多使命所滋生的困擾，人資都應未雨綢繆，及早因應。 
 
 

第二節 建議 

一般企業歷經困難為求振衰起蔽所做的變革，必然有許多艱辛過程，因此在其推動變

革途中，在未告一段落而且有具體而且可以持續的成效之前，除非有更好的理由，往往不

情願將其過程公諸於世。本研究在進行該個案對象研究時，也恰巧該集團正在變革當中，

雖已有令人鼓舞的具體成效，但是仍舊在持續努力階段，因此不欲與外界交流經驗，這是

可以理解的，這也就是何以他們堅持本論文純以研究為目的，過程必須受到相對的管制，

而且不能將其公司名稱公開的原因。 

由衷感謝個案公司對於論文進行時所提供的協助。但是，由於筆者事前認知不足與疏

忽，以至於進行問卷設計調查時未能體會當時該產業時空的限制，尤其是該個案對象在推

動六標準差時與顧問公司也有保密條款的限制，均是始未料及，憑添調查研究的困難度，

最後只能根據該個案對象依據調查研究後，先行在內部所過濾的的數據，再加以分析，自

會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此一經驗，足為後續進行類似研究者在挑選案例公司時之參考。 

 

1.研究限制 

  在撰寫論文上，本研究因為受制於時間與資源等因素關係，只探討個案公司六標準差

部分，並視做本論文主體中，就變革管理主要研究對象，因而在研究條件上，相對的制約

了與其他可研究對象的比較，較難具備演繹與推論的效果，誠為不足之處。進行六標準差

對象研究時，受限於個案公司事先約定的限制，調查對象由個案公司推薦，並代為發放問

卷，致有次級資料之虞，而專家訪談，僅能邀請承辦人員為對象，無機會擴及實際操作人

員，也是不同夠周全之處。 

2.建議 

本論文在架構與論文素材以及實證上，尚有許多未盡周全之處，足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謹建議如下: 

    就論文結構上，本意想從變革管理過程中探討人力資源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然而，

因為求證緣故，必須引用六標準差為實例，就整個論文撰寫歷程中，必須尋求並蒐集三者

的資料，並加以整合以求互為相關與因果結合。研究過程雖然複雜，但有可能造成備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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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顧此失彼之虞 ,今後在類似研究性質上, 宜針對此弊,加以更加細密邏輯化的整理才是。 

1. 在變革理論上雖以科特為綱，但間也引用Michael Beer , Coner理論 ,這三家學說, 

俱為變革管理大師，而立論互有關聯，且並未出現矛盾在，所以生就直接加以引伸

到論文架構中。但是就理論基礎而言，僅從這三者次級資料加以引用，未曾接觸到

三位大師原始論証，厥為美中不足處，今後作類似論文資料上務必注意於此。 

2. 在引用同業人資提供的資料中，部分係摘錄，未能作實際求證。似可就其個別所述，

加以衍伸深入研究中，也必將是很好的研究題材。事實上，各同業在變革過程中有

不同的著墨與策略思維考量，也多半提及人資的實質介入。但是，他們推動變革的

結果成效應有歧異。 譬如，就書面資料而論，台積電、海爾並無保留地表示，對於

GE變革，有很深的效慕之情，  均大力仿效並推動。但是，該公司是否大體沿襲，

或者僅為依據張本，足以引為未來研究課題。相對的，根據聯華電子、日月光與宏

碁集團，在變革管理過程所提出相關資料上，看起來原創性較多。各種不同變革的

過程與具體成效是否有關聯，也是頗值得深入研究的素材。 

3. 在本論文單一個案中，往往會失之資訊不夠周全，加上在求證上頗多限制，以致在

發現與結論階段，只能根據已經取得的有限資料進行敘述性分析，無論在樣本與關

聯性分析，稍顯薄弱。因此，建議今後作類似研究，務必要能取得個案對象更多的

諒解與支持，俾能做更深入的研究，以至少能夠有進行關聯性分析與推論統計的機

會。 

4. 此次在調查研究上，就變革事先與事後的比較所能引證的，似乎較側重財務性的效

果，與一些推行單位對實施六標準差的評價；但是對於組織發展上的配合與公司策

略上為進行變革管理的相對應措施，並未有機會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兩者更幾乎是

許多企業在推動變革管理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應該再針對此另行專題研究。 

5. 在進行本論文中，原意想證實非高科技產業(即所謂的傳統產業)依然能夠成功的實

行變革，尤其是在推動六標準差上。但是整個論文進行的結果，僅能佐證本論文個

案研究對象是成功推行六標準差的案例，但是對於是否可以像對應放諸其他非傳統

產業皆準，也值得斟酌。畢竟其成功有其特殊背景與時空條件在，今後宜針對傳統

性產業推行六標準差的適合性與成效，甚至在推動過程必須考量的事項與限制做更

深入的探討。 

6. 人資單位本身在推動變革管理的自我評量由於受限於環境，只能零星收集個別訪談

資料， 較難反映代表性，因此本研究決定略去不用。事實上，人資的介入，其本身

單位自我評量，不論是實驗控制前後時間，以及其他人或單位的衡量，都是值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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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 

7. 本論文進行個案研究時，較側重整體性推動與訓練成效，但是對於其他人資相應措

施，較少提及，如績效評估升遷制度、獎懲、用人政策，較少提及，今後宜就此提

出專題性的研究。 

註解 

一）William F. Joyce著（2001.2），高翠霜譯，大變革—全球一流企業如何重塑生產力， 

  先覺出版社：台北，PP.11 

二）Bill Wyper & Alan Harrison, Deployment of Six Sigma methodology in Human Resource   

  function: a case study, 8 Harperland Drive, Kilmarnock, KAI IUQ, UK 

三) 同註解二) 

四) John P. Kotter著（2002.9），邱如美譯，領導人的變革法則，天下文化， P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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