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前言 
 

倖存下來的不是最強的物種，而是最聰明的物種； 

也就是最能因應變化而作出調適的物種。 

達爾文 

 1.1變革管理的必然性 

 達爾文的演化論解釋了物種如何因應生存環境的變化，經由自我調

適，以競求生存的過程。物種的演化不但一方面與整個生態環境相互影

響。另一方面，更關係著物種的存續與發展。想像諸羅記時代到今日，

恐龍與哺乳動物的消長，不難了解演化的威力。 

 若將企業比擬成物種，那麼變革管理的能力便是相對應的演化機制。

健全的財務體質，與良好的日常管理能力正如恐龍具備強健的身軀，與

有效的覓食能力，得以使之溫飽一時。然而，一個無法因應經營環境變

化的恐龍企業，無疑的將隨著產業環境的不斷變化，而被迫走入歷史。

這個天競淘汰原則適用於所有的企業組織，不僅包含力爭上游的新興企

業，也適用於地位領先的跨國企業。此外，正如物種的演化是一個不斷

自我啟動、自我調整的過程。面臨外在環境的各式挑戰，組織要追求的

應該不僅是如何成功的完成某一特定的變革案例，更應追求一個能夠持

續自我批判、調整，以在持續變動的產業環境下，不斷的將危機化為轉

機，並將轉機化為競爭優勢的組織體質。 

 資本主義的發達與普及加速自然科學的進步發展。自動化技術、數位

網路技術、基因生物工程突破、區域經濟聯盟、全球化、中國與印度的

掘起等一波波越來越急促的浪潮改變人類的生活習性與整體經營環境。

現代的企業組織因而需要更快速的進行經營模式、管理風格、產品技術

與營運範疇的變革，以因應急速變化的經營環境帶來的新機會與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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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變革管理的本質與挑戰 

非常不幸的是，根據科特 (John P. Kotter)的觀察，大部份進行變革的

公司似乎多得到較失敗的改革成效（科特，1995）。這個觀察也相呼映了

每年約有 7%的公司掉出 Fortune五百大排行榜之外，以及道瓊工業指數

紀念一百週年時，僅有 GE一家重開始就在榜上的公司參加慶祝活動的事

實。如此高的變革失敗比率，實在傷害了我們對「優良企業」的期待。

是甚麼原因，使得廸吉多（Digital）、AT&T等足以在如常管理層面成功

的企業，卻在組織變革中受挫（唐納․薩爾，2003）？難道是因為企業

經理人不夠努力，或缺乏正確的策略良方而導致變革失敗無法成功嗎?怎

樣的組織最能即時的自我調整，而適應快速經營環境的變化?如何才能成

功地完成組織的變革?要回答這些問題，應該從理解變革管理的本質，並

分辨變革管理與如常管理的相異之處來著手。 

要在變動的環境與組織狀態中做出快速、正確的決策，需要比平時更

即時、更精確的資訊。此外，相異於如常運作的管理行為，變革管理面

臨的是已經失去效能的、或者是不適合改革目標的組織實體、流程與文

化。要將不切時宜的組織轉變為適應外在環境的組織，經理人要進行的

是一種動態的管理。在組織轉變之時，組織成員面臨的是不確定的未來，

這個時候個人利益與組織利益最易分岐、人往往也無法處在最佳狀態。

組織成員對其他成員，包含上司，及整體組織的信任感並不穩定，因此

情緒特別需要加以關照。新的規範、流程與行事觀念，在未經實際驗證

之前不易取得群體的認同，組織成員難以全心投入。根據諸多管理學者

所搜集的資料，以上挑戰正是導致變革失敗的主要原因1。由此可見，變

                                                 
1 參見本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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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管理要處理的是資訊與知識的傳遞與產生，以及群體成員的情緒、認

知與感受等。若再進一探討變革管理的過程，我們發現成功的變革管理

其實便是組織重整的過程，其中蘊涵著規範、觀念、與文化上的變革與

再生產，其最終的目的則是要達成新組織規範的運作、組織成員對變革

後新組織的重新認同、與新組織文化的深化與延續。 

一般企業在進行如常管理之際，經理人主要考慮的是組織如何創造並

保持競爭優勢，與如何提高效能、降低成本。主要參照的是波特（Michal 

E. Porter）為代表的「企業策略科學」（波特，1996），與泰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所開展的「科學管理學」。科學管理學以追求勞動及資本

的效能為指標（詹姆士․胡帕斯，2005）。企業策略科學則預設清楚完整

的經營資訊，並仰賴高階主管對外顯知識進行思考與操作（野中郁次郎，

1997）。這兩者都無法處理價值與信仰的課題，也未注重資訊與知識在組

織內部的流動與管理。單憑這兩類如常管理常用的管理理論，顯然無法

因應上述變革管理的挑戰。 

 

1.3變革管理的既有論述 

在現有中文譯著中，許多管理學者，包含柯林斯（2003）、科特（2002）、

達克（2000）、史崔伯（2000）、奧古斯丁（2000）、唐納․薩爾（2003）、

理察․盧克（2005）、彼德․聖吉（2005）與彼德․杜拉克（2004）都有

專文或專書以討論變革管理的相關課題。 

唐納․薩爾（2003）引用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理論中「結構因行為者而生，卻又支配行為者

的未來行動。」的概念，他認為企業容易仰賴其過去成功的方程式，而

陷入行動慣性陷阱，以至無法成功改變其核心能力以面對下一波外在經

營環境的挑戰。他提出「承諾的生命周期」概念，認為企業可以藉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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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承諾更新其核心能力。他並提出檢視企業是否陷入行動慣性陷阱的自

我診斷，以及轉型承諾的實行要點，以資作為觸發與完成組織變革的準

則。然而，唐納․薩爾僅論及高階主管的「承諾」，完全未提及如何也使

其他成員「承諾」，以完成整體的組織變革。 

彼德․聖吉（2005）以生態學、系統思考的角度，透過「成長流程」

與「限制流程」的交互作用，來描述組織實際推動深度變革時如何啟動，

以及如何克服隨後各個階段中可能遭遇的各式挑戰。彼德․聖吉認為透

過集體學習以及思考方式的改變可以加強「成長流程」而使深遠的變革

要能持續。組織透過五項學習修練，可以克服變革管理的挑戰。 

其他著作則主要從實務操作的角度著手，提出各式面臨改變過程的特

定問題時的解決方案與應該避免的作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科特

（2002）的論述，科特以八個步驟完整描述了變革管理啟動之後，經理

人可能面臨的階段性挑戰與解決方法。然而，這些實務操作的論述著重

於組織決定要變革之後的作為。某些著作雖然也提及組織文化、溝通與

共識對於變革成功的必要性，卻未能論及何種組織文化較有益於成功的

完成變革。這些著作也未能討論組織在進行變革之前，如何調整體質以

適應外在環境挑戰。 

相對於以上關於組織變革的論述，社會學批判理論學派的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以人類的認知興趣為出發點，檢視有效溝通與真正共識

的必要條件，提出得以進行有效溝通與達成真正共識的理想言辭情境。

此外，哈伯瑪斯並引入「生存環境」的概念，以論述社會有效運作時包

含社會規範、個人認同、與文化面的「意義生產」。哈伯瑪斯認為失效的

社會運作若要迴歸到有效的社會運作，必需經由有效溝通與真正共識以

恢復「意義生產」。我們如果將組織視為一個小型社會，顯然哈伯瑪斯的

社會批判理論非常適合用來分析上述變革管理的組織重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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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定了這個研究主軸之後，本人透過http://scholar.google.com.tw/, 

http://wwwlib.umi.com/ 與http://www.scirus.com/ 等論文搜尋網站來尋找

1972 年至今內文中包含「Habermas」與「Change Management」的文件。

以下列舉其中與本研究主軸較為相關的論文。Palmer（1996）由認知、語

言、行動的概念化、與知識的限制等四個面向，補充使用「組織重建」

概念來分析組織變革的理論。Stephens（1999）論述哈伯瑪斯的「真正共

識」理論可以使公平與公義成功的扮演組織變革的協調機制。Carr（2000）

廣泛的引介法蘭克福學派批判理論，並論述法蘭克福學派批判理論適用

於組織的變革管理。Grubbs（2000）使用法蘭克福學派批判理論來批判

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若在工具性理性的主宰下進行成員討論，容易造

成組織文化的威權化、強制性與破碎。並進一步提出「有效溝通」得以

化解以上傷害。A. Kersten（2000）使用哈伯瑪斯的溝通理論來檢視組織

內多元種族文化的管理。Steiner（2001）由哲學的角度來論述個人之所以

難以融入變革中的組織規範的原因，乃是由於人類歷史中科學的典範與

理性發展使得個人習慣性地無法根據自主經驗，卻必需依靠他人來確認

規範的合理性。然而，改變中的組織卻使以上習慣法則無法進行；作者

並進一步檢視某些變革管理的手段如何彌補或惡化以上現象。Watson

（2003）以興趣驅使的觀點來分析組織變革時的意識內容，並藉以評量

組織成員與組織間的關係，以及組織變革中的公平性、合理性與合法性。 

 

1.4本論文要回答的問題與提供的價值 

 本論文的宗旨是要以引介哈伯瑪斯的批判理論，以其「認知興趣」、「實

踐性理性」、「理想言辭情境」、「生存環境」中的「意義生產」等理論概

念來透視組織變革管理的挑戰。希望透過哲學層面的理解，可以全面性

的透視各種變革情境的挑戰，提供整合性的基礎管理原則，並更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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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變革成功之道。此外，在檢視「組織文化」這個決定變革成敗的

關鍵因素的內涵後，本文也將融合「意義生產」與野中郁次郎（1997）

的知識創新理論，提出有助於組織不斷創新、變革的「正向意義迴饋系

統」概念。在理論論述之餘，本文也要回歸實行的層面，提出在組織內

建立「理想言辭情境」的方法，以及在變革管理的過程中的必要操作要

點。綜合言之，本人希望藉由哈伯瑪斯的批判理論，從哲學層面的理解

到實踐層面的方案提出，有系統的回答「導致組織變革失敗的根本原因

為何?」、「如何建構適合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並能成功完成變革的組

織?」、「如何成功地完成組織的變革?」等三個組織變革管理的根本問題。

此外，本文將藉由 Intel在 1985 年策略大轉折的實際案例，來檢驗這些論

述的實際應用層面。 

 本文在前言之後，在第二章中將簡介社會批判理論與哈伯瑪斯思想，

並論述企業管理與批判社會學的關聯。在第三章中，將透過分析組織變

革失敗的原因，來彰顯組織變革過程中「意義生產」的必要性，以解釋

「導致組織變革失敗的根本原因為何?」。並進一步透過「意義生產」的

成員主觀、流程規範、組織文化等三個面向來界定組織變革的階段，剖

析組織變革過程中這三個面向的狀況，以透視其階段性挑戰。在第四章

中，將介紹「實踐性理性」與「工具性理性」的概念，並藉由論述工具

性理性的偏重對企業造成的束縛，以及組織內實踐性理性的價值，來為

上述三個根本問題的答案作理論上的預備。在第五章中，將介紹「理性

溝通的前題」與「理想言辭情境」，並論述如何在組織內建構理想言辭情

境，以回答「如何建構適合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並能成功完成變革的

組織?」。在第六章中，將融合以上論述，以變革之輪的圖示來說明「如

何成功地完成組織的變革?」的必要操作要點。並融合知識創新理論與哈

伯瑪斯的「意義生產」概念，來檢視變革管理過程中的「意義生產」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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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提出「正向意義迴饋系統」概念。在第七章中，將以 Intel在 1985

年間放棄 DRAM事業，轉換核心產品為微處理器的成功變革案例來檢視

組織變革實例中，「實踐性理性」與趨近「理想言辭環境」的關鍵作用。

在第八章中，將針對以上三個組織變革管理的根本問題的答案作整理，

並以本論文研究的限制與批判作為論述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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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哈伯瑪斯思想與企業管理 
 

The truth of statements is linked in the last analysis  

to the intention of good and true life. 

Jürgen Habermas（1971） 

2.1企業管理與批判社會學的關聯 

企業組織是有特定目標的機構。其成立的根基乃在於這些組織在整

體社會中想要扮演的經濟角色。因此，企業組織具備明顯的工具性性格，

其構成並不是基於人類感情本能，或生物的自然需求所自然形成。其組

成份子也可以隨著該組織的階段性目標，而隨時改變。這些特點使得企

業組織相異於其他由於語言、文化、歷史、地域、價值觀等非工具性因

素而凝聚之社會或社群（彼德․杜拉克，2003）。 

然而，構成組織的個人成員來自於社會，為社會學所分析的客體。

這些組成份子也共同分享某些價值、文化，並須遵守某些特定規範。也

就是說，構成工具性性格的企業組織內的元素，並不僅僅只是權利與金

錢等工具性的運作媒介，而是包含成員主觀、道德規範、物理現實、文

化價值等完整的社會組成元素。因此，不可否認的，企業組織也是一種

型式的社會。社會學理論也可適當的運用於企業組織的運作分析。 

此外，如同唐納․薩爾（2003）所言「一個（管理）理論的優劣並

非取決於它是否充分敘述真實世界的複雜情形-那是俄國小說家的工作，

而是能夠提供像 X光的影像，專注於行動的重要議題。」。企業管理理論

並不只是在於分析企業組織的運作，更重要的是要影響企業經理人或其

成員的行為，以提升企業組織的價值。這個希望透過理論以改變受分析

客體行為的企圖，與批判社會學理論以行動為綱領，要透過理論來啟蒙

人們追求一個更理想社會的意圖不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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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批判社會學簡介 

 批判社會學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黑格爾(Hegel)的辯證思想。其辯證思

想係根據事物的內在矛盾及其變遷發展的可能性來分析現實世界，所以

具有強烈的展望性與未來取向。批判社會學者相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

學的主要差異，乃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係具有反省能力的行動者，能

利用社會知識來指導其行為。批判社會學者非但不將這種反省運作視為

研究的障礙，反而視之為社會批判的基礎。換言之，人不僅是社會研究

的客體，更是創造、維持、或改變社會現象的主體。這兩種角色會發生

反省性的互動。作為社會研究的客體所產生的知識，會被行動之主體所

應用，而改變其行動。他們相信透過不斷的批判能使社會朝合理的方向

轉變。批判社會學者之一的馬克思(Karl Max) 將辯證思想運用在生產力

的分析上，而發展出唯物辯證論，並且深鉅的影響後世社會、政治的發

展。不幸的是，蘇聯的官僚馬克思系統卻衍繹出迴異於馬克思理論中所

想要創造的世界。 

 相對於馬克思專注於勞動與資本的分析，於一九二 O 年代初期，霍

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成立的法蘭克福社會研究所更注重於文

化、音樂、文學、意識型態等馬克思所謂的「上層結構」的分析。法蘭

克福學派一方面對工具性理性宰制下的現代社會進行批判。另一方面，

則對蘇聯的官僚馬克思系統的失敗，以及馬克思主義歷史命題在資本發

達的社會中失效的原因進行檢討。雖然法蘭克福社會學派的理論家包含

阿多諾(T.W. Adorno)、馬庫色(H. Marcuse)、班哲明(Walter Benjamin)、佛

洛姆(E. Fromm)與盧卡奇(G. Lukacs)等針對上述議題各別提出許多發人深

省的論述，卻始終未能替批判理論本身提出一套完整的理論基礎（黃瑞

祺，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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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哈伯瑪斯思想簡介 

哈伯瑪斯作為當代法蘭克福學派理論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體驗

到要為批判理論建構堅實的理論基礎，必須反省批判性知識如何能成立 

其性質如何、與其他種知識(如經驗性的知識)的分際何在、批判的根據何

在、此根據的必然性與普遍性如何等等。換言之，批判理論在批判社會

前必須要批判自己，因此哈伯瑪斯由建構他的知識論開始。 

哈伯瑪斯認為人類對於知識的興趣，即認知興趣(Cognitive Interest)，

係從人類社會文化生活的基本需求衍生而來。人類社會生活端賴兩種無

法再簡約的行動---勞動與溝通。人類藉勞動來獲取物質資源， 藉溝通來

與其他人互動。前者關乎人的生物存在，後者關乎人的社會文化存在。

此外，在勞動與溝通的過程中不可避免的衍生出權力或支配的現象。 

在勞動的領域，人類所關注的是與勞動效率相關的方法或過程，亦即

對世界過程作正確的預測及有效的控制。人類對現象的規律性、齊一性

有根深柢固的興趣。這種關注與興趣即「技術的認知興趣」或稱「工具

性的認知興趣」(Instrumental Cognitive Interest)。科學管理學、經濟學、

自然科學、工程學、醫學、等皆屬於此面向。在溝通的領域，人類所關

注的是與相互了解相關的方法或過程，亦即對他人之動機、意向的了解。

人類對相互溝通所根據的共同傳統、共識有根深柢固的興趣，這種關注

與興趣即「溝通的認知興趣」或稱「實踐的認知興趣」(Practical Cognitive 

Interest)。史學、詮釋學、語言學、及部份的人類學等皆屬於此面向。權

力或支配的現象，表現在人類的行為上就是一種有系統的被扭曲的溝通

方式，因為這些現象是個體所不欲的，人類對克服意識型態以及僵化的

權力關係，從盲目的社會、歷史力量中獲得解放，以追求「自主」與「負

責」。有根深柢固的興趣。這種關注與興趣即稱之為解放的認知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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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cipatory Cognitive Interest)。心理學，反省性、批判性的哲學與社會

學等，皆屬於此面向（黃瑞祺，1986）。 

正由於權力或支配扭曲了人類的溝通方式，哈伯瑪斯相信透過建構

「理想言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可以引導人類實現解放的認知

興趣。他認為只有在所有的參與者都能夠有相等的機會來選擇及運用言

辭，有相等的機會來擔任對話的角色，才能排除因權力干預而導致的溝

通限制，而達到理性討論(Discourse)的目的。這個對於參與討論多方在進

行理性討論之際不可或缺的相互假設，他稱之為「一般性的對稱要求」

(General Symmetric Requirement)。 

雖然這樣理想的言辭情境可能違背事實，但不必然違背事實。即使違

背事實，它在溝通過程的運作上仍然是一個有作用的幻構 (Operatively 

Effective Fiction)。因此，這樣理想的言辭情境一方面可以當作任何實際

上達成之共識是否為真正共識的判定準則。令一方面，理想的言辭情境

也代表人類的期望與預示。哈伯瑪斯認為，這樣理想的言辭情境實際蘊

涵一種能夠使「自主」與「負責」充分體現的理想生活方式。透過理想

言辭情境的追求，可使人類在社會或組織中實現解放的認知興趣（黃瑞

祺，1986）。 

此外，哈伯瑪斯也進一步分析社會行為協調的內在機制。他認為一個

合理的社會運作，必須使各行為主體間得以傳遞、擴大、與更新文化知

識。並且能夠協調各個功能部門以實現社會整體化、團結與穩定。以使

得各行為主體透過對社會的認同，而願意承擔責任、主動發揮其能力。

以上這些行為主體與整體社會的良性互動必須透過有效的溝通與真正的

共識才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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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革的階段性挑戰 
 

一般人並不排斥改變，抗拒的是被改變。 

彼德․聖吉（2005）引自 Richard Beckhard 

3.1組織變革與「意義生產」 

科特（2002）將組織的成功變革過程化約為「升高危機意識」、「建立

領導變革團隊」、「提出正確願景」、「授權員工、移除變革障礙」、「創造

快速戰果」、「鞏固戰果、再接再厲」、「深植企業文化」等八個歩驟。這

八個歩驟蘊涵著規範、觀念、與文化上的變革與再生產，而最終目的則

是要達成新組織規範的運作、組織成員對變革後新組織的重新認同、與

新組織文化的深化與延續。這個議題其實便是哈伯瑪斯所提出「生存環

境」中的「意義生產」過程。 

哈伯瑪斯在其「交往行為理論」（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中，注

重於分析社會行為協調的內在機制，他認為唯有透過這個協調機制，才

有可能建構穩固並可調整的社會秩序系統。透過哈伯瑪斯所建構的社會

整體化理論，我們一方面可以檢驗在產業環境變化時，該組織作為社會

中的組成個體，參與社會整體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可將組織視為一

小型社會，以檢視組織變革時，組織內成員重新融入組織目標的過程。 

本章將引介哈伯瑪斯關於「生存環境」（高宣揚，1990）的概念，以

及合理與失序社會中有關於客觀環境、倫理規範、成員主觀等面向的狀

態剖析。並藉由匯整各管理學者提及導致變革管理失敗的原因，以應證

組織變革管理的成敗並不取決於金錢與權力的交換，而在於組織內部是

否能進行有效溝通，並達成共識。本章最後將參考科特所述變革管理八

個步驟與「生存環境」的三個環境面向來界定變革中的組織的重要階段，

以及各階段中外在環境與組織內部客觀環境、倫理規範、成員主觀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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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狀態與其挑戰。 

 

3.1.1合理社會運作的「意義生產」 

 哈伯瑪斯認為在社會中的各個行為主體，在施行其行為方案時，掌握

著「客觀環境」、「社會環境」、「主觀環境」等三個通稱為「生存環境」

的面向。「客觀環境」包含著該行為主體所能認知的一切與該行為方案可

能相關的物理世界、文化、歷史等客觀事實。「社會環境」包含著該行為

主體在施行其行為方案時所可能遵守的一切與該行為方案相關的道德、

人際關係、倫理、制度、法律等規範。「主觀環境」則包含著該行為主體

相關於該行為方案的主觀經驗、能力、個性、動機等。 

一個合理的社會運作，必須使各行為主體間得以傳遞、擴大、與更新

在「客觀環境」中的文化知識，並能夠在「社會環境」中協調各個功能

部門以實現社會整體化、團結與穩定，並使各行為主體在「主觀環境」

中透過對社會的認同，產生責任的承擔，以主動發揮其能力。以上這些

行為主體與「客觀環境」、「社會環境」、「主觀環境」進行良性互動所必

須的「意義的生產」，必需透過溝通行為才可完成。在下表中，哈伯瑪斯

指出了在合理的社會結構下，「文化與知識的傳遞與創造」、「社會的整體

化」與「個體的社會化」等三個「意義生產功能」為建構行為主體的「生

存環境」所作的貢獻2。 

表一：三個「意義生產功能」為建構「生存環境」所作的貢獻 

 文化(客觀環境) 社會(社會環境) 個性(主觀環境) 

文化與知識的傳遞

與創造 

有效溝通的共同知

識，創意的泉源 

社會規範的合理化

與合法化 

對個人培養有效溝

通的能力 

                                                 
2此表乃根據高宣揚（高宣揚，1990，頁 376）翻譯自 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的內容，本人再加以潤飾文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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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整體化 負責與盡義務的文

化 

社會規範的強化 使個人對社會產生

歸屬感 

個體的社會化 個人具備對文化、

歷史的理解能力 

個人產生依循社會

規範的動機 

個人與他人交往、

並主動參與社會活

動的動機與能力 

由於這三個分屬不同環境面向的「意義生產功能」同時影響著三個環

境面向。顯見，這三個環境面向並不是獨自運作，而是相互影響的。其

中一個環境面向的運作失效，極易引發另外兩個環境面向的失調。失效

的「意義生產功能」將產生表二所列的危機現象3（高宣揚，1990）。表中

各失效狀態副屬的英文字母將在往後章節中使用，以映照管理學者所指

出的變革失敗的原因。 

表二：失效的「意義生產功能」對「生存環境」造成的危機 

 文化(客觀環境) 社會(社會環境) 個性(主觀環境) 

文化與知識的傳遞

與創造的失效 

意義的喪失，膚淺

而無效的溝通，停

滯的文化發展  

              (A)

無法將規範合理化

與合法化      

 

(D)

群體文化、知識與

價值對個人失去影

響力        

  (G)

社會整體化的失效 失去群體意識  

 

(B)

混亂的社會，規範

流於形式，無人遵

循            (E)

規範與個人主觀價

值的差異 

             (H)

個體社會化的失效 傳統的中斷   

              (C) 

個人不再願意依循

社會規範      (F)

個人產生反社會傾

向           (I) 

 要使表二中失效的社會運作轉化為表一中合理的社會結構所依據的

                                                 
3此表乃根據高宣揚（高宣揚，1990，頁 378）翻譯自 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的內容，本人再加以潤飾文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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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調整和穩固社會運作系統的社會行為協調機制。金錢與權力顯然是最

常被依賴的協調工具。透過交換的機制，行為主體根據執行個別行為後，

自身可能取得的金錢與權力利益，來決定與分派利益者間配合的行為。

單純的依賴金錢與權力的交換機制，將使一切社會秩序的實踐方向與目

標全部引導至金錢競合與權力鬥爭的焦點上，並使各行為主體依照著他

們與利益分派者的特定關係，來協調他們的各別行為。在這整個金錢與

權力交換的機制中，完全沒有兼顧到行為主體對整體組織的認同。而各

個行為主體，所關注的乃是自身的利益，而非組織全體的利益。因此，

不論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帕森思 (Talcott Parsons)或者馬克斯․韋

伯(Max Weber)都一致認為單靠利益的交換是不可能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

秩序，也無法穩固的協調複雜的社會行為網絡（高宣揚，1990）。而要營

造個別行為主體對整體組織的認同，並有效而合理的實現組織整體化，

有賴於金錢與權力交換所無法達成的共識形成機制。 

在共識形成的過程中，說話者與聽話者之間，基於他們各自理解的「客

觀環境」，用語言，包含聲音、肢體與情境構成，展現他們的「主觀環境」，

以便在對所處環境的共同認識中取得協調性的一致意見，並據此發展共

同認可的「社會環境」。換句話說，各個行為主體透過溝通，交換資訊，

而非利益，來確認互相了解的「生存環境」，乃是共識建立的基礎。縱使

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中，由於不同的行為主體所具有相異的生長背景與認

知能力，在溝通進行的初始，他們所認知的「生存環境」，都不免有極大

的落差，仍然需要良好的溝通機制來加以克服。更何況，面臨變革過程

中，片段的資訊、不確定的未來都將加劇人與人間的不信任，更需要有

效而合理的溝通機制來完成組織的整合。哈伯瑪斯認為，當組織內的成

員以相互了解與達成共識為目的來進行溝通時，「意義的生產」(包含知

識、認知、興趣、直覺、價值觀、信仰等「文化內涵」、以及個體對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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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的遵從與組織的認同等「社會化要素」)便會持續的發生，真正的共

識便可達成。 

 

3.1.2組織變革過程中的「意義生產」 

要將以上哈伯瑪斯的社會重整理論運用在組織變革的命題，首先將表

一與表二的行為主體映射為組織，以便了解組織與外在環境的互動。組

織(行為主體)可能因為經理人改變、資源增加、能力成長(主觀環境)、或

對整體經營環境(客觀環境)重新詮釋等因素，而決定主動地調整其能力、

個性、或目標市場(主觀環境)。此外，新的人口結構、生態環境、地球資

源、價值觀、消費習慣、技術發明等整體經營環境(客觀環境)的變化，政

治、法令(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競爭者、客戶、上下游業者、設備業者、

金融業者、物流業者等其他組織的演化，所引發、連動的整體經營環境(客

觀環境)或社會規範的變化，都將迫使該組織(行為主體)進行變革以修正

自身對整體經營環境的理解力以免失去掌握市場的機會，或者產生因應

政治、法令變化的能力與作為。否則該組織將無法發揮其原先設定的社

會功能，最終難逃被環境淘汰的命運。 

若將表一與表二的行為主體映射為組織內的個人，則有易於理解組織

成員與組織的互動。當組織無法適應外在環境變化的同時，組織內部面

對外在環境的成員亦將感受到該組織的困境，譬如客戶不滿意、訂單流

失、獲利減少、人才招募不易、合作廠商配合度降低等，而在組織內部

傳遞這些警訊，或建議新的因應措施。如果該組織具備有效的「文化與

知識的傳遞與創造」能力，這些新資訊將引發有效的討論，進而協助組

織制定合理的變革目標。然而，不管是組織是為了追求新的市場機會，

或者為了因應外在的環境變化而發動變革，愈劇烈的變革將會引發愈嚴

重的社會整體化，以及個體社會化的失效。表二所揭示的組織危機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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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而來。此外，透過表二我們亦可以了解：一個無法有效傳遞與創造

文化、知識的組織，將因文化的停滯發展，而失去追求變革的動能，也

無法使變革所要連帶引進的新觀念深化為可延續的組織文化。無法協

調、完成整合的組織，也將因無法貫徹變革所帶來的新規範，而使變革

目標無法達成。更甚者，若組織成員失去對組織的認同，組織成員將無

法對組織目標負責，或者抗拒變革，或許破壞組織運作、或許選擇離開。

這個分析也應証了某些組織在進行變革時所引發的離職風潮。 

因此，如何持續改善組織體質，將表二的危機轉化為表一的合理組織

運作，並達成變革目標，便是進行變革管理的主要課題。而跟據上一節

的論述，經理人顯然無法寄望一般日常管理所操作的科層權力行使或金

錢與權力的交換來完成變革所需的新知識、新規範、新文化與組織認同

等無形資產的建構。在下一節中，透過各管理學者所整理導致變革管理

失敗的原因，我們也可看出這些正是這些無形資產的無法建構，導致變

革管理的失敗。由此更可彰顯組織是否貼近「理想言辭情境」以支持有

效的溝通與真正共識的達成，乃是組織變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3.2變革失敗的原因 

科特（2002）研究了一百多個由高層主管主導的「企業變革方案」。

結論是超過 50%的變革方案在一開始時便因無法激發團隊認同需要改革

的必要性而使變革方案擱置。剩下的改革方案在面臨接續的眾多使變革

失敗的陷阱後，縱使有少部分公司變革成功，也有變革案例徹底失敗，

絕大部分的案例介於成敗之間，但是顯然的聚集在失敗的一側。此外，

亞瑟里托(Arthur D. Little)與麥肯錫(McKinsey & Co.)兩家管理顧問公司

在研究了數百個企業全面品質管理方案後，各別提出報告，却獲得相同

結論：「有三分之二的改革方案由於無法達到預期目標而宣告失敗」（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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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聖吉，2005）。面臨如此慘烈的成績單，許多管理學者都各自提出他

們觀察到的變革失敗原因。在此僅以表三作一些代表性的節錄。檢討這

些變革失敗的原因，我們發現變革失敗的原因，都可以歸納為表二中「意

義生產功能」失效的狀態。 

 

表三：變革失敗的原因與失效的「意義生產」危機的關聯 

管理學者與參考

文獻 

組織變革失敗的原因 「意義生

產」失效所

產生的危機

 無法激發團隊認同需要改革的必要性。 (A) 

 真正對組織有影響力的成員沒有進入變

革引導團來引領變革。 

(H) 

 具備變革計劃、指令，卻缺乏願景以激

發組織人員改革。 

(A)(G) 

 所提出的新願景並非組織共識。 (A)(G) 

 組織成員拒絕執行變革方案。 (B)(D)(E) 

(F)(H) 

 未能規劃短期成果，組織成員失去改革

信心。 

(G) 

科特，2000 

 太早宣布改革勝利，沒有讓變革深入文

化。 

(A)(C)(G) 

彼德聖吉，2005

 

 因推動改革所需要的時間與執行業務需

要的時間相互排擠引發衝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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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人員被動的因應改革，使得改革展

開時，推動變革之人員疲於奔命，無法

追求變革品質。 

(H) 

 組織人員並不認同所推動的改革內容，

因此無法投入執行變革。 

(D)(G)(H) 

 主管言行與變革遠景不一，組織人員之

間的信任產生差距。 

(B)(D)(G) 

 組織成員對變革後的組織運作產生恐懼

與焦慮。 

(B)(D)(F) 

(I) 

 組織成員無法在期待的短期內看到變革

帶來的益處，或者變革所帶來的益處難

以用舊有的評估(assessment)與評量

(measurement)方法衡量，而使組織成員

對變革方案產生懷疑。 

(A)(G) 

 熱忱的變革推動者與冷眼的變革懷疑者

間因互不了解、互不信任而產生文化與

行為的對立。 

(A)(D)(G) 

(H) 

 為了使變革深入組織文化，變革推動者

將挑戰傳統的階級式治理結構。如果組

織對此發展未提高其接受度與寬容，高

階主管便不會再支持改革。 

(A)(H) 

 

 無法擴散變革的新觀念與新作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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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文化的深層變革階段，變革推動者

將反思組織原有的定位與市場價值。當

組織缺乏「重新創造自己」的能力時，

深層變革無法達成。 

(A) 

 變革小組討論制定執行方案的過程不公

開，而導致組織內流言傳播，無法建立

互信，組織人員不願參與。 

(A)(B)(D) 

(E)(F)(G) 

(H) 

 變革的方案與現實脫節，無法凝聚組織

共識。 

(B)(D)(E) 

 組織人員不相信變革可以成功，而採觀

望態度。 

(G) 

達克，2000 

 組織人員對自己於變革後的職責產生懷

疑與不安全感，而抗拒變革。 

(H) 

 組織人員相信過去成功的模式，寧可因

循過去的做法，而不願意改變。 

(A)(D)(E) 

(G) 

 組織人員不敢真誠提出對改革方案的看

法，但是卻言行不一的抗拒改革。而言

行不一的現象更加速惡化組織內的信

任，導致變革方案陷入泥沼。 

(A)(D)(E) 

(F)(G)(H) 

馬丁，2000 

 組織人員在資訊不足的情況下，因互信

不足、缺乏自我安全感，而缺乏承擔責

任的勇氣。 

(A)(G)(H) 

 

3.3變革過程中組織狀態的剖析 

為了要闡明整個變革過程中，組織在不同階段面臨的不同挑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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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過哈伯瑪斯對於組織重整的觀點來詮釋變革管理的進程。如果將科

特的八個歩驟透過本章第一節中所提及「客觀環境」、「社會環境」、「主

觀環境」等三個通稱為「生存環境」的面向來理解。我們可以視整個組

織變革的過程為透過組織內「社會環境」(制度、流程、倫理等規範)的變

革，再次爭取組織成員「主觀環境」(情緒、意向、動機)因變革而失去的

認同，最後完成組織「客觀環境」中物理現實(廠房、設備、技術、資源、

客戶等)的更新，以及組織「客觀環境」中融合新規範、新願景的組織文

化再造等以下幾個基本階段： 

在組織面臨變革需求之前，假設該組織有一定穩定的運作模式以因應

原本的外在環境。然而，由於外在環境的改變，或組織決定以不同的角

色來面對外在的環境，而使得原本穩定的運作模式失去其穩定性。此時，

組織內原本的「社會環境」(制度、流程、倫理等規範)並不符合外在環境

的需求，組織成員的「主觀環境」(情緒、意向、動機)也因成員感受到內

部現實與外在需求的裂痕而產生對組織失去信心、認同感下降、自利動

機上昇等負面影響。此時組織內「客觀環境」中包含廠房、設備、技術、

資源、客戶等的物理現實極可能無法發揮預期效應，而如同唐納․薩爾

（2003）所言逐漸成為組織的負擔。「客觀環境」中的組織文化也可能逐

漸僵化。倘若組織不進行變革，該組織將被外在環境所洮汰。 

若組織決心變革，此時首要的是形成變革方向的共識，並勾勒新的願

景，以引領成員迎接未知的未來。這時，組織內「社會環境」的新規範

共識雖已形成。然而，貫徹新規範的阻礙卻未完全排除。組織成員的「主

觀環境」雖受到願景的提振對未來有所良性想像。在現實面，卻因新規

範的初引進而干擾了成員與組織間原有的盟約(史崔伯，2000)。沒有穩定

清楚的個人與組織之盟約，個人便無從將其需求與利益寄情於組織整體

利益。對組織的信心、與認同自然無法建立。同時，由於並無足夠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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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明願景的可達成性，「客觀環境」中的新的組織文化並未能因為願景

的提出而自然形成。「客觀環境」中的新的物理現實，則有賴下一階段中

新規範的成功執行來建立。 

透過數次新規範的成功執行，組織成員會重拾對組織的信心，並重新

建立對組織的認同。此時組織內「社會環境」中新的制度與規範雖已證

明可行，卻尚未內化為群體的倫理價值。此時，變革的成功依靠的可能

是經理人的魅力與統合能力，如果遭逢人事更迭，或某一次新規範的執

行不順，都可能澆熄組織成員「主觀環境」中對改革的熱情與信心。而

在「客觀環境」的面向，新的物理現實雖然容易透過數次新規範的成功

執行而在較短期間內建立。然而，新的組織文化是否得以支撐新規範的

持續有效運作，卻需經過共識與規範的不斷內化才得以完成。 

最後完成變革全功的是得以支撐新規範的組織文化的建立。透過以上

過程所建立的組織文化不只適合當前外在環境的挑戰，完整成功的變革

過程也將使整體組織的運作，更適合因應未來的環境變化。組織「社會

環境」中的制度與規範會深化為倫理與道德。關於成員的「主觀環境」，

組織成員與組織之盟約，會隨著新的組織文化而穩固重建。對組織的歸

屬感、與對工作的自主責認心自然產生。並且成員會更有信心面臨下一

次的變革。在「客觀環境」中，除了願景及規範融入新的組織文化之外。

由於理性的溝通不斷的在整個變革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變革成

功的組織自然經歷多次「理想言辭情境」的實習，新的組織文化將更符

合「理想言辭情境」。因此通暢的溝通、負責與盡義務的文化更予強化。

這些組織在變革過程中各個階段的狀態，僅以下表列之： 

表四：變革歷程中組織外在與內在環境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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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外
在
與
內
在
環
境 

的
狀
態 

            

組
織
變
革
的
歷
程 

外在「客觀環

境」(經營環

境)、「社會環

境」(政治與法

律規範)及組

織面對外在環

境的「主觀環

境」(組織扮演

的角色與企圖

心)之狀態 

組織內「社會

環境」(制度、

流程、倫理等

規範) 之狀態

組織成員「主

觀環境」(情

緒、意向、動

機)之狀態 

組織內「客觀

環境」(廠房、

設備、技術、

資源、客戶等

物理現實及企

業文化) 之狀

態 

合理的組織運作 組織的運作適

合當前外在環

境。 

穩定而有效的

制度與倫理。

個人對組織有

歸屬感、對工

作有自主責認

心。 

適合外在環境

的物理現實。

穩定、有效的

組織文化。 

因為外在環境的改

變，而使組織運作失

效 

組織的運作不

能適合外在環

境 

不符時宜的制

度與倫理。 

成員對組織信

心不足、原有

認同遭破壞、

自利動機上

昇。。 

原有物理現實

可能逐漸成為

組織的負擔。

舊有的組織文

化逐漸僵化。

針對失效的組織運

作，成員透過有效的

溝通以形成新規範與

新願景的共識。 

適合因應外在

環境的組織規

範已形成，然

而組織整體運

作卻因未必能

新規範共識已

形成。然而，

組織內對新規

範的阻礙卻未

完全排除。成

新願景引領和

鼓舞成員面對

未來。新規範

的初引進卻使

成員與組織間

舊有的組織文

化被新規範所

干擾。新的組

織文化仍未建

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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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新規範，

所以其運作仍

不能適合外在

環境。 

員未必能遵守

該規範。制度

與倫理仍在謀

合期。 

的關係不穩

定。 

成員未必完全

相信新規範足

以執行成功。

對組織信心仍

不足、認同仍

未建立。 

透過幾次新規範的成

功執行與成果，組織

成員重拾對組織的信

心，並建立對組織的

認同。 

組織整體運作

未完全穩定，

並不能證明其

運作適合外在

環境。 

制度與規範雖

已建立，卻尚

未內化為群體

的倫理價值。

其是否得以長

久維持，有待

時間檢驗。 

組織成員重拾

對組織的信

心，並建立對

組織的認同。 

新的物理現實

比組織文化更

易透過新規範

的成功執行而

在短期內建

立。然而組織

文化卻需時間

的考驗來逐歩

建立。 

持續的成功經驗、對

成功經驗的詮釋達成

共識，以及此共識的

擴散使得新的組織文

化產生 

組織的運作適

合外在環境，

並比組織變革

前更適合因應

未來的環境變

化。 

穩定而有效的

制度與倫理。

個人對組織有

歸屬感、對工

作有自主責認

心。 

新的物理現實

得以建立。願

景成為新組織

文化的一部

分。組織更符

合「理想言辭

情境」。通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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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負責與

盡義務的文化

更予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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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組織內的多元理性 
 

越能包容不同的音調，就越能使歌聲美妙動人。 

古斯塔夫․拉德布魯赫，（2000） 

4.1實踐性理性與工具性理性 

就如同馬克斯•韋伯（1988）在「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精神」中所提

及，「資本主義」、「科學發展」、「科層體制」等理性化的過程是自工業革

命以來西方文明最顯著的歷史趨勢。「資本主義」使得人們得以藉由和平

的交易機會來追求利潤，並使經濟運作得以脫離政治運作之外。「科學發

展」藉由實驗與邏輯推理推進人類對經驗知識的探索，並進而發展出各

式工具以對實體世界有效控制。「科層體制」透過功能分工、層層負責、

與行政的標準化，使組織運作更有效率。這些著床於經濟發展與行政效

率提昇的理性機制，隨著世界史的發展，也成為現代人共同的命運。 

然而，人與人間、人與社會間的互動並不只是在勞動控制、物質生產、

與其利益的分配。哈伯瑪斯認為所謂理性，應包含對應於「勞動」與「溝

通」兩個人類社會生活基本行動的兩個層次。對應於「勞動」行動的理

性，是技術層次的理性，或稱工具性理性，表現在對環境控制力的增強，

與物質生產力的提高。對應於「溝通」行動的理性，是實踐層次的理性，

表現在自我認知、相互了解、合理共識等。他認為前者所發展的力量應

為後者所駕馭，而成為造福社會的力量，否則就會墮落為人壓迫人的工

具(Jürgen Habermas，1970)。非常不幸的是，哈伯瑪斯認為現代工業社會

的危機即在於工具性理性的過度泛濫，已擺脫實踐層次的理性，而侵犯

至社會的實踐層次(黃瑞祺，1986)。對此，同為法蘭克福學派的馬庫色

（1990）在其大作「單向度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作了深刻的討

論。馬庫色認為，現代人在科技意識的籠罩下，試圖將一切生活實踐（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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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xis）及制度安排的問題都化約為技術的問題來處理。當面對著價值判

斷、目標形成、道德、倫理等無法化約為技術問題的「殘餘問題」，現代

人常感到徬徨不安。人們因此傾向將這些議題交付擁有權力之人、以客

觀技術之名來做主觀價值決定。這種心態與作法很可能造成專家統治，

由少數幾個人操縱，統治著廣大群眾(黃瑞祺，1986)。的確，反思身處工

業社會中的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量的行銷資訊藉由電視、電訊等技術

進人們的閑暇時間，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電視成為現代家庭的神龕。

人們需要藉由消費行為來確認自我存在價值。流於明星化、庸俗化以利

宣傳工具操作的代議式民主。甚至，近年虛擬網路世界對新一代人類的

宰制，都是明顯的例證。而更可悲的是，這些現象都不是個人刻意追求，

而是群眾不自覺地，在「合理」、「合法」的資本主義與代議民主的旗幟

下所做出的「自由選擇」。 

 

4.2工具性理性的偏重對企業造成的束縛 

工具性理性不僅驅策著整個人類文明的進程，更普遍的為社會中的各

式組織奉為圭臬，轉化為組織內部管理的原則。其中最徹底的便是資本

主義下的企業組織。企業內部普遍的以金錢與權位為主要的，甚或是僅

有的激勵工具。科學方法不僅直接應用為生產設備，也用來控制工作流

程以提升員工工作效率。企業內限定的職掌、固定的流程、專業分工、

層層管制、紀律與服從更是科層體制的具體表現。然而，相異於社會體

系中具備與行政組織有所隔離的立法與司法系統來節制科層權力的行

使，企業組織之規範乃直接建構於以行政為主要目的的科層體制的組織

上，這當然使得企業組織可以貫徹其科層權力，更徹底的追求執行效率。

然而，企業組織的理性運作並不應僅是在於「貫徹執行」。「迅速、正確

的反應與決策」更是今日「後資本主義時代」（彼德․杜拉克，200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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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組織存續的關鍵。而迅速、正確的反應與決策乃取決於組織內部健

全的資訊流通、與意見交換的平台，而這個溝通環境的建立有賴於組織

內部「實踐性理性」的實現。 

對於偏重普遍工具性理性的企業組織而言，科層體制雖然有利於分解

任務和貫徹由上而下的命令，卻不利於由下而上訊息的流通。因為較高

階層的管理者常無法完全掌控下級階層的實際狀況，使得企業組織內的

權力行使容易濫用至不適之處。長久以往，企業成員習慣於這樣的運作

模式亦常不自知，或莫可奈何。而這其中權力施展程度之拿捏，似乎也

只能依賴各個階層權力行使者的自覺、道德與自我節制。不幸的是，權

力易使人腐化。將組織的合理運作寄託於各階層管理者智慧與道德的雙

全，既不切實際也不適合組織的永續發展。在本章的論述中，本文將討

論缺乏實踐性理性節制的權力行使，不僅不利於組織在知識創造等溝通

層次的運作，也有損於命令的執行效能。 

 

4.2.1個人利益與組織利益的衝突 

企業運作的邏輯與民主自由的價值有其本質上的矛頓，企業管理也一

定要透過權力的運作，不應該與道德混為一談 (詹姆士․胡帕斯，2005，

葉匡時序)。讓我們先撇開在組織中人壓迫人的問題不談，大多數的企業

組織單方面的偏重物質面的獎酬、科技工具的控制、科層式權力等工具

性理性的行使，而輕忽實踐層次理性的運作，也將對組織達成其獲利目

標有所阻礙。這其中的原由乃在於「科層體制」所期待的公事公辦、鐵

面無私的「超私誼性」(Impersonality)(馬克斯․韋伯，1988)有一個基本的

前提：個人與組織的需求與利益完整的契合。這個前提有賴於一個組織

完全由一群完全無私、且追求公眾利益的個人所組成。很顯然的這個假

設在企業組織中實在難以成立。個人的需求與利益與組織利益有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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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其主要原因如下：  

1. 因為組織內的升遷機會、權力與可以分配至員工的金錢利益有

限，然而個人卻傾向追求自我利益的極大化，這兩者在先天上本

來便難以一致。組織內各層決定利益與權力的分配者，縱使有上

一層管理者的節制，仍可能運用分配的權力來求得自己的利益，

或建立個人的政治資本，以求未來爭取權位或利益的優勢。 

2. 較高階層的管理者個人的需求與利益，可能相異於組織整體利

益。因此其對較低階層的管理者或成員行使之規範與期待可能並

不符合組織整體利益。然而，因為較低階層的管理者或成員之利

益或昇遷機會受制於高階層的管理者所施與之規範與期待，因而

導致較低階層的管理者的利益也隨之與組織整體利相違背。 

3. 個人的需求與利益的取得，並不僅能夠由整體組織的利益達成，

或透過遵從頂層決策著的規範與期待來得到相對的回報。同時，

也深受組織內政治運作的影響。例如，利益與權力的分配者視其

他成員，甚或部屬，為其追求所欲求職位或機會的競爭者或威脅

者。此外，與較高階層的管理者之情誼親密度，也影響成員獲得

其所欲求職位的機會。更因為較高階層的管理者受限於時空或有

限的資訊，而無法平等認知組織成員對整體組織利益的貢獻程

度。組織內存在為爭奪權力而形成的次級政治團體，也相當程度

的可能影響利益與權力的分配。這些現象雖普遍的為管理書籍所

忽略，卻是實在的在許多企業組織內運作。 

4. 史崔伯(Paul Strebel)（2000）曾提到：「員工與公司之間有明文或

默示的相互的責任或承諾。」。這個協議亦即個人與組織之間的

互相期待。進行組織變革或遭遇重大危機時，這個互相期待必然

產生變化。如果沒有合理的程序以重建個人與組織之間新的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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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發展方向是否與個人利益相契合勢必產生

懷疑。在環境因素不明，組織成員在自我保護的前題下，可能較

組織如常運作時，更極力追求自我的利益而罔顧組織利益。 

5. 現代大規模組織的分工運作相當的細緻，其賦予各階層成員局部

性的目標，未必使他/她的興趣或生涯目標與上層管理者設定的

目標相符，如果該成員缺乏自主負責的態度將導致其對於與本身

興趣不符之活動缺乏參與動力。 

 

4.2.2缺乏節制的權力傷害組織的執行效能 

正因為以上個人與組織的需求與利益的差距，使得缺乏制衡的各

階層管理者之個人權力的運用將尋求各種方式進行擴張，而大肆傷害

組織整體的利益。越高權位者對公司的影響越大。其中，最為明顯的

是最高階的經理人的代理人問題。高階經理人利用職務之便透過轉投

資、作假帳等方法掏空公司資本的事件時有所聞，領取超額薪資、紅

利、董監籌勞者也不少見，安排親屬以求穩固掌控組織之事更非新

聞。而在其他階層的經理人，為了獲得個人的利益或權力，則可能透

過以下的政治手段而有系統、全面性的傷害組織的在執行面的效能，

並進而嚴重腐蝕組織之整體利益： 

1. 為了要減除職位競爭者的威脅，排擠、詆毀或剝奪有能力卻

不效忠的部屬或同儕之權力與機會。爭攬成功積效於自己、

推諉失敗於他人。長久以往，具備執行能力之人會失去責任

承擔的意願。權責的不符，損害組織的執行能力。 

2. 為了要在與較高階層的管理者前建立有能力的形象，將執行

重點與資源放在上層管理者所了解重視的項目，特別是對上

層報告的表面工作，而非真正符合組織利益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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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了要與較高階層的管理者建立情誼親密度，組織成員可能

耶腴奉承、表示效忠於高階管理者個人，而非整體組織。而

較高階管理者也容易在這樣的氛圍下造成權力的濫用、對自

我知識能力的認知膨脹、與道德的傲慢。 

4. 由於較高階層的管理者並非全知，掌握有限資訊流向高階管

理者的成員，例如祕書或親信，便擁有相當的影響力以決定

決策的施行與利益權力的分配。歷史中的宦官與佞臣干政，

其實在現代的企業組織中也存在類似的運作。 

5. 「君子群而不黨，小人黨而不群」。次級政治團體的運作常

打著組織整體利益的旗幟，實質的進行權利的爭奪。次級政

治團體的爭權，將大量損耗組織內部的精力與資源，不利於

組織向外拓展、爭取組織利益。 

6. 為了擴大自己在組織內的政治勢力，權利的爭奪者容易傾向

引進與個人有親密情誼的新進組織成員，而非真正的有能力

者。而這樣的組織成員，通常也會繼續引進其他與之習性相

近的新進成員。長久以往，有如木馬屠城，劣幣驅逐良幣，

組織的整體執行能力因此大幅下降。 

7. 在濫權的組織中，利益的分配與晉升機會為政治權力運作所

影響。權力的掌握者並得以對權力的弱勢者進行殘酷的鬥

爭。恐懼常常比慾望的力量更來得強烈且急迫，零和的權力

鬥爭容易將本來不傾向權力爭奪的成員逼往權力爭奪的道

路以求自保，或者選擇離開組織。而留在組織內的成員則將

工作重點轉為權力運作，而非發揮其在科層組織中原本定位

的專業功能，致使組織的執行能力因此大幅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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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工具性理性的偏重對知識生產的妨礙 

除了上述執行面的損害之外，過於偏重工具性理性的組織，也可能產

生以下幾種妨礙組織正確決策、資訊流動、知識產生及共識的形成等的

現象： 

1. 要遂行上述之政治運作，必須要透過「詆毀」、「爭功諉過」、「塑

造表面印象」、「篩選資訊內容」等扭曲資訊內容，及控制其流通

的手段。因此，在這樣的組織中，流通的資訊易被加上個人見解

與篩選，甚或扭曲、假造而失去其真實性，更遑論溝通參與者是

否具備誠意進行溝通。 

2. 訊息的掌握與權力有絕對的關係。階層中的管理者為了要規避較

上階層管理者的監察，以易於向下施展可能過度的權力，階層中

的管理者會傾向於控制由下往上流的訊息內容與管道。如此系統

化的妨礙訊息的傳遞和處理，會妨礙組織取得正確訊息，以作出

正確的決策。 

3. 管理者對權力的施展不僅運用在政策的執行面，也可能習慣的透

過「影響」、「談判」等方法將權力運用於組織內部人與人的互動

層面。當然，「影響」與「談判」可能足以幫助權力施展者達成

其目的性行為。然而塑造這種「和諧環境的假象」，卻絕對無益

於組織必須完成的真正共識程序。哈伯瑪斯認為，「共識」不應

該是在一方的強制下為另一方所接受。即使是用外來的欺騙、謊

言、威脅、或誘惑，使一方接受原不認同的意見，也不應視之為

「共識」。在沒有權力介入語言互動的程序時，才有可能有效的

溝通並產生真正的共識。藉由「影響」、「談判」等權力方法所取

得組織成員的「同意」其效用無異於「命令」，並不會使參與對

話者產生自主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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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野中郁次郎（1997）認為組織內知識的傳遞與再生乃透過「共同

化-內隱知識的擴散」，「外化-由內隱知識至外顯知識的轉化」，「結

合-不同領域外顯知識的結合」及「內化-由外隱知識至內顯知識

的轉化」四個程序不斷循環所產生。而其中，「共同化」有賴於

經驗的分享，「外化」有賴於集體的深度會談，「結合」有賴於不

同領域人員的溝通及資訊的交流，「內化」有賴於知識文件的建

立與擴散。科層體制無疑的有利於記錄、文件化等「內化」所需

的部份程序。然而，由上而下的管理模式卻使得知識的創造主要

來自高層主管。而高層主管卻是依賴於幕僚所提供的簡化與篩選

後的資訊做成決策。遑論組織成員的政治手段可能扭曲了層層上

傳的資訊。由於這樣的組織缺乏刺激員工創造知識的意圖，且並

不充分賦與員工知識創造所需的自主性。這樣強調資訊縱向流動

的結構，顯然不利於與外界接觸的第一線人員對環境的刺激與需

求提出有效的建議，不利於組織成員進行橫向的經驗分享與深度

會談以「共同化」及「外化」內顯知識，也不利於真正有能力進

行橫向異領域知識分享中階主管透過資訊的「結合」創造新知

識。除了高層主管之外，其他階層成員主要是進行資訊處理與傳

遞的工作，容易使組織內的知識內容僵化。 

5. 組織成員的「權位」決定於資歷、貢獻度、執行力、政治關係等

多元因素。「權位」並不必然，也不應必然決定於該組織成員的

知識能量與功能專業。然而，在科層體制中，組織成員的權位卻

決定了所發表的意見與訊息對組織的影響力。這個落差必須經由

各階層的管理者虛心的接納下層組織成員與同儕的看法才可予

以彌補，並使權位者的「權力」施展與知識專業者的「影響力」

得以並存於組織內部而互不排斥。否則在科層體制中，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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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位決定了所發表的意見與訊息對組織的影響力，成員的專業

意見實質上便難以受到重視而發揮作用。這種現象會大幅拉低各

階層的決策品質，也阻礙阻礙組織內部訊息的流通與知識的創

造。 

6. 人們在天性上便傾向於接收好消息，而抗拒壞消息。許多外界對

企業的警訊便因成員不願上傳、或接收訊息者本能的乎略而被層

層過濾掉了。失去痛覺神經的組織，容易對外界環境的反應過

慢，喪失變革先機，而置身危險之中。要避免組織的神經末稍麻

痺，一方面當然要營造組織內勇於說真話的環境4。另一方面，

組織的快速反應也有賴於較低階層成員負責地「解決問題，而非

僅是呈現問題本身」。這個對下層成員的期待其實蘊涵著「將決

策權向下分散至能夠獲得決策所須訊息的各階層」的分權程序。

要達成分權的運作模式，非常重要的便是各階層間權力與義務的

界定。這些工作範圍的界定因為牽涉到「自主性」與「責任」，

所以並不適合由上而下單方向的以命令界定，而應透過「共識」

來建立各階層管理者間的相互契約。 

7. 企業累積的成功極易使其沉溺於其原有的成功模式，既有的策略

架構防礙經理人看清事實，組織資源逐漸僵化變成負擔，現有的

流程僵化為例行作業，企業價值變成不合時宜的教條(唐納․薩

爾，2003)。在逐漸僵化的組織中，其組織文化通常不但不鼓勵，

更會刻意壓抑任何挑戰傳統的「雜音」(唐納․薩爾，2003，管

康彥序)。相對的，成員對較高層管理者的奉承、逢迎也容易造

成較高層管理者對於既有成就與能力的過度肯定，而更強化組織

                                                 
4請參考第五章中有關「理想的言辭情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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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僵固文化。要挑戰以上組織的行動慣性，除了必須要確保組織

內訊息流通順暢之外，更需要勇於提出諍言的中階管理者。一個

不重視「實踐性理性」的組織，並不存在使成員直言的空間，也

因而喪失對組織僵化的免疫能力。 

 

4.3實踐性理性對組織的價值 

 古斯塔夫․拉德布魯赫（2000）引介席勒(Schiller)之言：「當人以社

會整體為出發點時，思想是向善。當人以個人為出發點時，思想則是偏

向個人利益。」。實踐性理性對組織的基本價值蘊涵其中。「工具性理性」

追求的是達成某一既定目標的有效性，其本身並不具備決定該目標價值

的能力。當組織奉「工具性理性」為準則而授與各階層的管理者權力之

際，並不必然使各階層的管理者具備價值判斷，以茲訂定工作目標的能

力。反之，所仰賴的是更高層的權力者對較下層權力的制約。權力制約

有效且良善的發揮建築在對更高層權力擁有者「全知」且「全善」的期

盼。這樣的期盼卻無法保證與現實相符，因為「當人以個人為出發點時，

思想偏向個人利益」。「實踐性理性」追求的是個人間的相互了解與合理

共識。在公正公平的溝通架構中，個人的私心將為其他成員所批判，而

共識必定是在眾人的善念所達成，因為「當人以社會整體為出發點時，

思想是向善」。藉此，「實踐性理性」化解了「個人利益與組織利益的衝

突」可能帶給組織的傷害。組織內權力的應用也因此得以透過公眾價值

來予以節制。前述「缺乏節制的權力傷害組織的執行效能」之各點也可

避免。一個同時追求「實踐性理性」與「工具性理性」的組織可達到最

高的執行效能。 

 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年代，經濟的活動主要是在實體商品的生

產與運輸，及其相關的資本、勞工、與天然資源的掌控。然而，在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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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著全球化、快速市場變遷、新興科學技術群起、完全競爭環境、資

訊流通便捷等特質的知識經濟時代，企業的興衰則取決於更複雜的無形

要素，包含科學技術、管理能力、品牌、服務、應變能力等。這些無形

要素皆與企業擁有的知識能量相關。更甚者，這些蘊涵知識的無形要素

本身也成為商品。相對應於「有形原料」的運輸透過「勞動行為」而產

生「有形的物體」，「無形資訊」的傳遞透過「溝通行為」創造的是「無

形的共識、概念、與知識」。因此，對應於如何取得與傳遞資訊、創造與

擴散知識、轉換個人知識為組織知識、活用知識於實務反省既有組織能

力等知識管理能力的「實踐性理性」對現代企業日益重要。 

 唐納․薩爾所提及的「組織行動慣性陷阱」亦可以由意見、信仰、規

範的意識形態化來理解5。意見、信仰、規範的意識形態化乃是權力與利

益的介入討論機制所致。而「實踐性理性」的「理想的言辭情境」使組

織成員得以擺脫權力威脅與利益誘惑來對組織進行自我批判，以排除組

織僵化的思想觀念。並在取得真正共識的過程中對組織進行自我癒合，

使組織得以轉換其核心價值。此外，要完成整體的組織變革，不僅需要

高階主管對組織方向作「轉型承諾」，也需要組織成員的「承諾」支持。

而組織成員的「自主性」與「責任感」，即為「承諾」，有賴於透過在「實

踐性理性」中協調成員的主觀價值與組織利益才可達成。換言之，「實踐

性理性」具備持續提供組織變革文化動能，與組織再重組的力量。 

 情緒對於組織成員對工作的投入，與組織的認同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對於仰重知識能力的現代組織，成員的情緒管理更為重要。知識內容、

及其創造、傳遞過程具有相當的不可預期性。經理人無法以命令迫使組

織成員產生愈多、愈好的無形知識，或使組織成員主動的傳遞他人所不

                                                 
5參見本文第五章「權力與利益對於溝通過程的干擾」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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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也無法預期會必然發生的資訊或知識。「實踐性理性」以有效溝通與

真正共識來來照顧成員的情緒。透過成員價值觀與組織目標的協同，成

員的工作熱情可被激發，以自主與負責的態度來投入工作，自動自發的

針對快速變遷的外在情境提供資訊，並回歸自我實現的內在欲望來創造

知識。 

 如果組織成員無法藉由組織展現其抱負並實現其人生價值，在這個資

本主義驅策的生活方式下，人與工作的關係，極易附著於金錢的利得，

並擴大個人興趣與組織利益的裂痕。這樣的結果，非但傷害組織的效能，

也不利於馬斯洛（2002）所述「個人透過工作達成的救贖」。馬斯洛透過

「生理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實現

需求」等五個層次的人類需求來分析個人在組織內的工作動機。「生理需

求」是成員最基本的物理需求，與薪酬及工作環境相關，自然可以用金

錢與實體福利來滿足。「安全需求」則是人們免於恐懼、危險及被剝奪的

需求，與組織規範的合理化、公平性、賞罰一致等相關。「愛與歸屬需求」

是人際關係的和諧，與同事情誼、主管部屬關係、有效溝通、組織認同

等相關。「自尊需求」包含自信，並受其他成員的肯定與尊敬，與自我專

業的被肯定、意見的被重視、組織成員相互尊重、責任付予前的溝通等

相關。「自我實現需求」雖然與組織內的訓練、授權、升遷、輪調等機會

安排相關。但是，其需求的根源來自個人的主觀價值，主要內涵在於使

個人潛能的充分發揮，從事他/她自己覺得值得從事的工作，而不在於權

力的授予。顯然，以權力與金錢的交換來協調組織運作的「工具性理性」

只能滿足組織成員最低層次的「生理需求」。其他諸如組織規範的合理

化、公平性、賞罰一致、同事情誼、主管部屬關係、有效溝通、組織認

同、自我專業的被肯定、意見的被重視、組織成員相互尊重、責任付予

前的溝通、以及主觀價值的實現等都與有效溝通及真正共識相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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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性理性」的彰顯才能實現。哈伯瑪斯認為透過「理想言辭情境」

的實現可以引導人類證成「解放的認知興趣」。同樣地，在組織內彰顯「實

踐性理性」，可以普及馬斯洛所關注的「自我實現」。馬斯洛（2002）認

為透過「自我實現」，可以將對工作的認同內化為對自我的定義，消除自

我與外在的矛盾，並進一步擴大自我，以彌補真實存在的人類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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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組織內的理性溝通 
 

知之為知之，不知為不知，是知也。 

『論語』為政篇 

5.1進行有效溝通的必要條件 

哈伯瑪斯認為任何的溝通行為都需要一些背景共識，而以下四個

基本假設乃是最基本的背景共識，同時也構成進行溝通的必要條件。

亦稱之為溝通的有效聲稱。 

第一:對話所使用的言辭，必須要能為參與對話的行為主體所理

解。如果言辭的可理解性發生了問題，參與對話者根本上無法進行對

話。這裡所謂的「言辭的可理解性」包含了使用的語言系統，如英文

或中文，及基本的語言使用能力，也包含所使用語辭的專業性內含。

舉例而言，在企業中我們可見的此類溝通障礙即為不同功能部門間，

不經解釋即運用著專屬的專業用語，或是企圖以專業知識「懾服」其

他組織成員，皆無法達成溝通的目的。 

第二:所陳述的命題內容必須要是真實的，而且要為訊息接收者認

為是真實的。錯誤的資訊、不符事實，誇大，欺騙，斷章取義的陳述

自然無法達成溝通的目的。 

第三:該言辭行動，符合說話者與其他對話個體之間的社會規範關

係。換句話說，說話者有「正當性」進行該言辭行動。例如，主管有

正當性要求所屬實行變革後的新流程，卻無正當性要求所屬為其處理

私人事務。 

第四:說話者的意向是「真誠」的。假如溝通之參與者的誠意受到

懷疑。例如，主管以宣導的方式來表達意見，便容易被懷疑並無誠意

了解所屬的想法。或者說話者過去的「真誠」記錄不佳，被懷疑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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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謊、欺騙、誇大等方法來左右溝通。或者說話者被懷疑其表達並非

出自內心。那麼在缺乏互信的狀況下，理性的溝通便無法進行。 

以上的四種假設其實不僅包含了訊息傳答的層次，也涉及溝通雙

方建立互相了解、同意的人際關係的層次。雖然，在進行溝通時，以

上的四種假設的提出或承認通常都未言明。但是，在我方有誠意進行

理性溝通的情況下，自己便對自己的言辭行動作上述四項假設的要

求，也預期並先假設對方將依循以上四項假設來進行溝通，並且也假

定對方期待並預設我的言辭行動將符合以上四項假設。換言之，以上

四項前題的提出與承認是有意進行理性溝通的成員之間互相的期望。 

然而，一旦溝通的參與者對於某一項言辭行動的有效聲稱有所懷

疑時，那麼該項有效聲稱就成為溝通之參與者注目的焦點了。例如，

某一項言辭的「可理解性」如果受到質疑，「你要表達的是什麼?」「這

是什麼意思?」等問題便會浮現。陳述命題的「真實性」如果受到質疑，

「事情真如你所說的嗎?」「為什麼會如此?」等問題便會浮現。言辭行

動者的「正當性」如果受到質疑，「你為何要這麼說?」「你這樣做適當

嗎?」等問題便會浮現。溝通參與者的「真誠性」如果受到質疑，「他

是否真正想溝通?」「他是否在欺騙我?」等問題便會浮現。這些基本的

溝通前題如果沒有及時補救，將導致溝通的中斷，並使對話轉化為保

護自己，追求自我利益的策略行為。 

對於四種有效聲稱的補救方法各不相同，如果言辭的「可理解性」

受到質疑，說話者可借由翻譯、解釋、語意的約定來解決。如果溝通

參與者的「真誠性」受到質疑，則有賴在未來的互動過程中以言行的

一致性、保證、負責等方法，逐漸建立相互的信任。如果陳述命題的

「真實性」受到質疑，可以先在原本互動的脈絡中以提供更多的訊息、

引用權威、援用相關的經驗等方法謀求補救。但是，若無法在原本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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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脈絡中解決爭議，那麼雙方必須以反覆的論證來支持或駁斥該受

到質疑的該項陳述命題的「真實性」。如果言辭行動者的「正當性」受

到質疑，例如言辭行動者的身份沒有資格如此作，或言辭行動者的行

為與共同接受的規範牴觸等。此時，言辭行動者可以訴諸共同承認的

規則、價值，或權威，來支持他言辭行動的「正當性」。但是，若無法

在原本互動的脈絡中解決爭議，那麼如同在重建陳述命題「真實性」

的過程，雙方必須經過反覆的論證來支持或駁斥該受到質疑的該項言

辭行動者「正當性」。 

在進行以上「陳述命題的真實性」或「言辭行動者的正當性」之

反覆論證時，論證雙方不但有能力各陳己見，且必須能够虛心受教，

為追求真正的了解與共識，而非追求原始論點的最終成立，且摒除其

他隱而不言的動機，企圖對該爭議點達成一致的意見，以恢復原本的

背景共識，或建立一個新的背景共識，使溝通回到原本的脈絡中（黃

瑞祺，1986）。 

在這樣的理性論證的過程中，論證者當然可以援引經驗來支持論

證。但「援引」經驗也涉及解釋「解釋」。因為「解釋」本身也蘊涵著

是非、真理的觀點，哈伯瑪斯因此主張真理的澄清不能完全訴諸經驗

來解決，而必須從理性論證的過程中達成真正的共識來解決。 

 

 5.2權力與利益對於溝通過程的干擾 

 哈伯瑪斯認為，社會運作的協調機制乃是基於各別成員之間的「同

意」與「影響」。「同意」不應該是在一方的強制下，被另一方所接受。

即使是用外來的欺騙、謊言、威脅、或誘惑，使一方接受原不認同的

意見，也不應視之為「同意」。總而言之，任何一個組織成員，只有

在整體組織採納了該成員對於其行為環境的認識的意見後，充分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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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成功地實施其行動計畫的利益，才能與其他組織成員透過訊息、

意見的交流取得協調一致的意見，調整其行動計畫，以利計畫的實行。 

在現實的世界中，權力與金錢的交換普遍被運用為組織內主要的

行為協調機制，在權力介入溝通過程的情況下，將使得以上所述「理

性論證」的機制不易達成。例如，當部屬臆測其主管之喜好的意見，

便可能不會提出與主管意見相左的見解。當不同利害立場的成員在溝

通時，如果考慮到怎麼樣的討論結果，較有利其利害，譬如責任的歸

屬、權力的掌握、利益的分配等，便可能進行不顧事實及擱置集體利

益的論證，甚至故意以偏離議題，干擾溝通程序等方法來妨礙共識的

達成。當溝通的參與者，必須擔心參與討論的過程，是否會導致事後

上級主管的逞罸，便很難對擁有權力者的意見根據事實或合理推論提

出辯駁。當然，權力與利益的介入討論機制有時並非顯明易見的。例

如，在一個不具開放溝通文化的組織中，要在公開場合力陳己見的個

人，或顧慮到同儕壓力，或可能因為要對論證的過程與結果承擔未可

知的風險，而打消其進行論證的機會。而一個平時未能展現虛心受教

胸襟的主管，自然也無法得到部屬的真誠建議。 

有時候權力與利益的介入討論機制，甚至連參與溝通者都不自

覺，也不承認有溝通遭受壓抑的情況。當在組織內，意見、信仰、規

範受到制度架構的保障，以及意識形態的加持，因此具備相當穩固的

合法性。縱使，這樣的命題可能未曾、甚或不堪經歷「理性論證」的

考驗。當我們執持這類優勢的意見時自然「理直氣壯」，各個溝通參與

成員，也視這樣的意見為理所當然，預設其為不容辯駁的。例如，某

些組織將「成員超時加班的時間，等同於該成員對工作的投入程度」

形成共同意識，組織或管理者透過考核系統反映這個命題，同儕壓力

也使組織成員必需接受這個「公認為符合組織利益」的命題，這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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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便可被利用於溝通、論證過程，並使組織成員無法辯駁。弔詭的是，

這個命題在沒有特定同儕壓力的情況下，通常為個人所不認同，在其

他的組織中，也不具不可懷疑的地位，因而彰顯出此共同意識的虛偽

性。在這樣扭曲的溝通結構中，這種假共識的形成過程並未包含溝通

成員的自由意識，因為如此形成的規範也無法驅使組織成員主動的以

負責任的態度來誠心遵從。就「成員超時加班的時間，等同於該成員

對工作的投入程度」這個假共識而言，組織成員即可能加長其工作時

數以在表面上符合「組織期望」，却减少了不顯見的工作心力的投入。

假共識的形成，顯然未必符合預期的組織利益。 

  

5.3 理想的言辭情境 

顯然，以上所述權力關係與意識形態介入溝通的過程，將造成溝

通的扭曲與僵化。並且，功利主義無法兼顧行為主體的自由抉擇問題。

哈伯瑪斯認為，只有在所有溝通的參與者都能有相等的機會來選擇所

使用的言辭行動，並且有相等的機會來擔任對話的角色時，才能確保

溝通情境中行為主體的真理(指述言辭行動的對稱要求)、自由(表達言

辭行動的對稱要求)，與正義(規約言辭行動的對稱要求)，並排除以上

所述權力關係與意識形態對於溝通過程的干預。這樣的情境，他稱之

為「一般性的對稱要求」(General Symmetry Requirement)（黃瑞祺，

1986）： 

1. 所有的潛在參與者必需有相等的機會，來使用溝通的言辭行動，

以便使他們能隨時引發理性的討論，並使這個討論能繼續延續下

去。 

2. 所有的潛在參與者必需有相等的機會，來進行詰疑、支持、反駁、

說明、解釋、或辯解，以便就長遠的過程而言，沒有任何意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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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受檢討或批評。 

3. 理性討論的參與者必需有相等的機會，來自由表達自己的態度、

情緒、意向等，使參與者能互相了解。 

4. 理性討論的參與者必需有相等的機會，使用命令、反對、允許、

禁止等規約言辭，以便排除只對單方面具有約束力的規範，亦即

排除溝通時的特權。 

透過「一般性的對稱要求」，身處權力劣勢的一方，便得以在溝通

的過程中，對以上四個溝通前題的有效聲稱進行質疑，權力優勢的一

方也必須擱置權力的使用，進行平等的溝通互動與理性論證，如此便

足以使溝通過程擺脫權力關係與意識形態的干擾，取得真正的共識。

例如，即時的對不可理解的言辭發出質疑，使對方有即時的解釋機會，

而不致使溝通淪為單方對化或令誤解累積。即時的對所懷疑為不真實

的陳述命題發出質疑，使對方得以即時的提出證據或提供更多的訊息

以佐證其論點，或者進入理性論證的程序以重建命題真偽的共識。即

時的對所懷疑缺乏立場正當性的論述者提出質疑，以使言辭行動者即

時藉由已具共識的規範與價值來說明其言辭行動的「正當性」，或者進

入理性論證的程序以重建其立場合理與否的共識。即時的對所懷疑不

真誠的溝通參與者提出質疑，以使此溝通參與者得以意識到此問題，

並透過言行的一致性等方法，爭取其他溝通參與者對他的信任。由此

可見，「一般性的對稱要求」使我們能隨時檢驗四項溝通基本假設的有

效性，確保溝通必需的回饋機制，並進行相關的有效聲稱的補救行動，

確立溝通程序的合理化，最後得以推演出真正的共識。 

而在「一般性的對稱要求」的情境下，以意識形態方式存在的命

題，如能接受某些異議者的反省、詰問，並把這個命題付諸理性論證，

然後再加以肯定或否定，便可形成真正的共識。如此形成的規範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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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組織成員主動負責地實踐。以「成員超時加班的時間，等同於該

成員對工作的投入程度」的例子而言，若經成員間的理性論證，可能

因為組織成員的工作成效與工作時間有必然的相關，而論證肯定「成

員超時加班的時間，等同於該成員對工作的投入程度」之命題。反之，

若經由論證而否定此一命題，便可進一步要求考核系統不得反映此命

題。不管論證結果為何，組織內部都得以對此命題達成一個真正的共

識，並建立因為共識形成過程合理，所以更為強勢的規範。 

此外，組織作為一個特定目標的社會機構，「達成這個組織所藉以

存在的特定目標」自然成為所有組織成員最基礎的共識。任何不認同

此基礎共識的成員不但沒有「身份的正當性」詰疑此基礎共識，該成

員更應離開此組織。因此，組織成員在論證各別命題的過程中，這個

最基礎的共識不論是否被言明，此基礎共識都將影響各別命題的論證

結果。因此，經過理性論證的結果必然會追求「達成這個組織所藉以

存在的特定目標」。組織內不同議題的反覆理性論證將一再的強化此基

礎共識，所達成的共識與規範亦必定有利於「達成這個組織所藉以存

在的特定目標」。 

在前一章中所提及的因為工具理性所衍生出的代理人問題，在一

個具備「一般性的對稱要求」的環境下，自然會引起某些組織成員的

詰疑，並引發討論以尋求對個別現象的共同意見。在「達成這個組織

所藉以存在的特定目標」的基礎共識下，任何追求個人利益而違背組

織利益的行為都無法經歷理性論證的考驗。理性論證自然成為組織運

作的最佳防腐機制。 

 

5.4在組織內塑造理想言辭情境的方法 

如同人類社會生活的運作，組織內部的運作也包含著「勞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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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兩個基本行動層次。「溝通」的面向包含決策產生的過程、

意見與情緒的表達、資訊與知識的流通與創造、情感與認同等「與目

標、規範、價值的形成相關的事務」。「勞動」的面向則包含決策後的

任務執行、既定規範的賞罰、既定職務的執行、對既有階層倫理的遵

循、專業技能的奉獻、技術工具的運用等「為達既定目標的施行手段」。

組織實施「實踐性理性」於「溝通」層面的工作是「勞動」層面相關

工作的目標與價值的合理性與合法性的基礎。組織在「勞動」層面的

工作則有賴於階層體制、專業分工、科學技術、效能管理等「工具性

理性」以提升執行效能。換言之，在「溝通」的層面，應摒除權力的

干預來進行理性討論以求合理共識的產生。所有的溝通參與者不論職

位高低與成員所代表的功能性，皆擁有表達意見、提出質疑、與進行

論證的相等權力與機會。透過有效溝通達成的共識則成為組織的規

範，而應為「勞動」層次行為者無異議的奉行。在「勞動」的階段，

則應遵循以效能為考量的工具性理性，在既有規範的權力架構下執

行。不論執行參與者在溝通過程中表達的立場曾經為何，皆必須遵從

組織規範的科層體制與專業部門分工，不再異議。同等重要的是，在

科層體制中權力的優勢者也不應明示或背地裡，以某些成員在溝通過

程中曾經表達的立場為由，實質上或威脅性的排除其參與執行的機

會、解除其權力、或損害其利益，例如調職、剝奪昇遷機會等。如此

在組織中將「勞動」與「溝通」兩個行動層次作權力的脫鉤，才能真

正的使「一般性的對稱要求」在溝通時有實現的可能。如果這樣的「溝

通」與「勞動」兩個面向的互動原則可以形成為組織的共識，再經由

經理人持續的宣導與不斷的實踐，使這樣的共識深入成為組織文化與

績效制度中。如此一來，「一般性的對稱要求」便不需僅依賴陳述者個

人的勇氣、叛逆或理想性格以及有權者的智慧與心胸等個別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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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系統化的在組織內實現。「理想的言辭情境」才能真正的形成。 

當然，在絕大多數的現實狀況，哈伯瑪斯所定義的「理想的言辭

情境」並不存在。但是，這個「理想的言辭情境」却扮演者我們企圖

進行理性討論時，縱使不言明，却實際存在的假設，與我們對溝通參

與者的預期。這個「理想的言辭情境」也可以當作判斷任何實際共識

是否為真正共識的準則。換言之，理想的言辭情境實際蘊涵著一種組

織內理想的運作環境。實際組織的運作環境與此理想運作環境的契合

程度決定在該組織內進行有效溝通的程度，以及組織成員實踐組織目

標的「責任感」與「主動性」。此外，只要整體組織與主管不斷嘗試所

預想的「理想的言辭情境」，每一次的學習都將引領該組織逐漸達成這

樣的理想運作環境。 

以下將就「經理人心態」、「組織成員共識」、與「討論程序進行要

點」等面向來列舉數項組織內部得以努力，藉以塑造理想的言辭情境

的方法： 

  

5.4.1經理人的心態 

1. 在一個主管說了就算，或決策倚賴各次級團體政治協商的組

織，其決策與規範並不仰賴共識的建立，理性溝通自然在這

樣的組織不具影響力，組織成員也不會有參與溝通的意願。

因此，要塑造組織的「理想言辭情境」，首要便是經理人尊重

溝通所形成的真正共識，並藉真正共識以建構組織的決策與

規範。 

2. 管理者在進行改革時，常犯的溝通錯誤，即在於把說服與溝

通混為一談。「若是以說服對方當作最後的目的，卻讓對方誤

以為溝通行動中的所有預設都已成立，這就是操縱」（尤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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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2004）。透過操縱行為所進行的溝通只是表象，

所得的共識只是形式上的結果。誠然，一個陳述內容的真實

性，如果沒有經由雙方不以說服對方為目的的理性討論的過

程，便無法保證可以得到對方所認同。因此，一個正確的政

策或意見，如果沒有在決策前做好意見徵詢與討論，而逕作

演講與宣導，縱使得到形式上的共識，卻容易折損此政策的

合理性。此外，由上而下預設的結論更可能僅是經理人自我

想像的成果，而與組織成員實際所面臨的問題、或實際應為

的做法有相當差異。如此形式上的溝通不但有損理想言辭情

境的建立，更易導致組織因資訊流通不良引發的決策錯誤與

資源的錯用。經理人應衡量組織內部原本的溝通文化，避免

由上而下的宣示淪為形式上的假溝通。 

3. 組織內權力的優勢者是否能夠敞開心胸接受詰難或質疑，並

接受他人較具理性的看法常是組織是否能推行「理想言辭情

境」的關鍵。其實，在溝通過程中的經理人應追求的應非權

力的施展，而為其價值的實現。理性的討論當然依賴著資訊、

事實與邏輯的推論。然而，當資訊有限，不確定性因素過多，

邏輯的推論常有賴於「眾人所相信的事實」。在這樣的條件之

下，「勇氣」、「經得起論證的信念」與「魅力」常能在論述的

過程發揮一定的影響力。面臨變革管理過程中許多不確定的

未來因素，透過熱情、感動、勇氣、激勵、魅力與堅定的信

念，經理人便足以引領組織成員達成以「信任」為主要基礎

的共識。心胸的展現更能凝聚組織成員的認同與信任，而轉

化個人的熱情與信念為團體的共識。發揮影響力，而非彰顯

權力才是經理人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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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溝通參與者乃藉由其掌握的知識與經驗來進行論述。

如果溝通參與者可以擁有愈多的靈活度來援引多元、豐富的

知識與經驗，便可以發揮對其他溝通參與者的實際指導作

用。而這些多元的知識與經驗，除了能夠提供給溝通參與者

相互了解的背景功能之外。某些先驗的、內隱的(implicit)知識

或直覺更可為無法完全掌握的訊息與環境，提供能超越現有

條件的創造性見解，有創意地作出各種更為深刻的解釋，為

相互理解提供新的認識因素。此亦即哈伯瑪斯所謂的「創造

性見解的泉源」(高宣揚，1990)。而這些多元的知識與經驗並

構成該溝通參與者掌握其認識與行為的信心程度，或稱之為

「自信心」的內在根據。這樣「擁有多元豐富的知識」、「有

能力提供創造性見解」、「信念的導引」便是經理人在溝通過

程中的所能實現的重要價值。 

5. 為了要檢討過去的失敗時，應以如何從中得到教訓，而非以

誰應負這個責難為原則。受制於威脅或責難壓力下的個人，

是不可能理性思考的。為了要建立一個得以從錯誤中學習的

環境，並陪養成員自主負責的精神，經理人不應完全以執行

結果來評斷組織成員的價值，執行過程也應給予一定的重

視。要鼓勵員工嘗試風險以求創新，更應至少給組織成員一

次犯下同樣錯誤的機會以求學習成長。特別是變革管理過程

中對組織危機的檢討，經理人應承認，組織過去的失敗，常

不是某些成員的執行不力，而在於原有流程或策略的失效。 

6. 誠實守信的組織文化，可以大幅提高「陳述命題的真實性」

或「言辭行動者的真誠性」，降低溝通參與者對於四項溝通基

本假設的猜忌，大幅提高溝通效率。而經理人或權力優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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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誠信記錄則為建立誠實守信組織的關鍵。主管的言行不

一，將使組織成員失去對溝通共識的期望，並將行為重點轉

向為對主管的真正意圖的猜測，並進一步使整個組織的溝通

模式轉向虛偽表面的形式。 

 

5.4.2組織成員共識 

1. 進行對話時，應視所有溝通參與者都是自由與平等的個體。

論證的目地是要尋找命題的真理，希望對方可以發現自

己想法錯誤的地方，讓自己有改善的機會，而非要

說服對方一定要接受自己提出的見解。溝通雙方必須為追求

真正的了解與共識，而摒除其他動機。這樣的理想溝通心態，

縱使可能很難為所有組織成員所具備。但是，這樣的溝通概

念，卻足以先成為成員共識，而成為溝通的規範，再進一步

內化為成員的溝通原則。 

2. 在正常溝通管道阻塞的組織中，常有流言的產生。流言的產

生，主要來自資訊的不均等以及成員對組織的不信任，而致

成員間依靠猜測、與來自他人未證實的資訊等方法取得資

訊，並藉著散撥流言宣洩對資訊不均等的組織的不滿。非常

不幸的是，流言的內含通常以負面居大多數（卡普費雷，

1992）。流言四起絕對會破壞對話者的溝通誠意，並增加對彼

此溝通誠意的猜疑。嚴重的流言甚至將破壞組織內已經建立

的共識。不幸的是，在變革管理的過程中，由於成員與組織

間的關係常處於重新界定的階段，資訊的流通可能也趕不及

規範變動的幅度，因此流言極易產生作用。要有效的抑制變

革過程中流言的作用，惟有使組織成員得到充份的資訊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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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每一個新策略，或新規範成立的原因，及其形成共識的過

程。而當組織逐漸趨向「理想言辭情境」，流言自然無法發揮

效用。 

3. 正如論語所述「莫因人取言，莫以人廢言」。在每一次溝通程

序開始進行時，須先假設四項溝通基本假設的有效性皆成

立，莫對各個溝通參與者預設立場。如果溝通過程中沒有足

夠的證據顯明其陳述違反四項溝通基本假設，切莫提出反

駁。相對的，卻可提出質疑，請求其進一步的解釋。「反駁」

與「質疑」的意義混淆，亦常是溝通過程中誤解的根由。「反

駁」意指對該陳述或態度的否定，沒有根據的反駁容易引發

對話者不必要的情緒反應而終止理性對話。然而，若能坦然

的面對甚或歡迎詰難或質疑，卻能相對的促進彼此對溝通誠

意的互信。 

4. 要進行理性溝通的前提，便是參與者皆須具備進行理性溝通

的意願。因此，切勿在組織成員處於意氣用事的情緒下期待

理性溝通有效運作，要先關照組織成員的情緒，理性溝通才

有可能。另一方面，因為理性的溝通賦予成員平等的表達機

會。理性溝通的實行同時也有助於安撫組織成員的情緒。 

 

5.4.3討論程序進行要點 

1. 為求平等溝通的進行，溝通進行的引導人必須使溝通參與者

尊重與自己看法相異的意見參與者表達，保障權利弱勢者表

達意見的機會。而使溝通參與者相互尊重的具體方法，便是

要求陳述方力求清楚簡要，而訊息接受方必須聽完對方完整

陳述後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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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求有效溝通的進行，溝通引導人可以在溝通前先預測溝通

過程中如可能涉及的爭議點，在溝通過程中則扮演一定合理

程序規範者的角色，並引導參與者陳述與當時討論脈絡或與

預測爭議點相關的命題。並提醒陳述者不應該將討論著重

於個人的經驗，而是要著重於討論這些經驗與議

題之間的關係。如此才能有效的收斂討論以獲得

共識。  

3. 在溝通的過程中，權力優勢者不論是否同意權力劣勢者的看

法，都可適時的對其「提出異議」的做法表示肯定，以激勵

其他組織成員勇於表達意見、提出質疑、與進行論證。 

4. 使用精確的語言不僅為「言辭的可理解性」所必須，更可避

免不必要的誤解，以增進論證的效率。特別像是「總是」、「每

次」等含蓋過度廣泛，卻具強烈意含的形容詞或副詞，應儘

量避免使用。如此指涉過廣的形容詞與副詞極易使討論失

焦，並引發溝通參與者的負面情緒。 

5. 溝通既然強調對話雙方的互動，那麼，就不應該只是甲方說

教、乙方聽講。然而，一般人，特別是權力的優勢者對於溝

通能力的建立，常著重於表達能力，而乎視聆聽能力具備同

等的重要性。在進行聆聽時，受話方最忌過度引申解釋對方

傳遞之訊息，卻不發質疑，使發話者有澄清訊息的機會。透

過聆聽能力的建立，學習重視別人的意見，不但是解決問題

的關鍵，更是維繫組織成員互信的重要因素。 

6. 在現代組織中，透過電子郵件逐漸形成某些組織成員進行溝

通的主要方式。電子郵件縱使具備易於擴散訊息、彈性的溝

通時間等優點而有助於命題的陳述、或資訊與共識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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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為其無法進行「即時」的對話，徒增及時質疑與反

覆論證的難度。所以，對於有爭議的論證，誤解特別容易透

過電子郵件而產生。特別是當對話誤解已生，互信不再，情

緒高漲時，雙方更不願面對面，或透過電話會談。越來越長、

卻各說各話的電子郵件往返，不僅浪費對話者與收訊者的時

間，且無法建立共識。經理人應認清電子郵件溝通方式的本

質，在論證受阻時，適時導正以面談或電話會談的方式進行

溝通。 

7. 如果溝通過程中爭議無法解決，一個有效的方法是溝通引導

人要求雙方相方相互指出對方的有理之處，再繼續進行論

證。涉身處地的思考，不僅能增進對話雙方的理解，更是激

蕩創意的契機。 

8. 使用問題不失為一個引發組織成員參與討論、貢獻意見的好

方法。然而，重要的是要問怎麼樣的問題。經理人可能為了

要急於得到組織成員的同意，而提出是非題式的封閉性問

題，例如「這樣子好不好?」、「有沒有意見?」、「同不同意？」

等。封閉性答案的提問固然具備徵詢的意涵，也比直接的命

令要能顧及組織成員的感受。然而，對於某些尚未能擺脫科

層架構對溝通的束縛的組織成員而言，面對這些封閉性答案

的提問，他/她們可能反射性的回答極可能為「好」、「沒有意

見」、或「同意」。經理人並不能因此確定該組織成員的真正

意見，並進而延伸議題的討論。因此，較為有效的是使用伸

論題式的開放性提問，例如「你覺得這樣作會有甚麼隱藏缺

失？」、「除了這個作法，你有沒有其他方案？」等。開放性

提問提供組織成員更多的參與討論的機會，更能夠幫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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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擺脫科層架構對溝通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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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理性的變革流程 
 

不斷創造新知的能力，正成為知識社會的最佳競爭力。 

野中郁次郎（1997） 

6.1變革管理開始於需要變革之前 

經由以上章節的論述，我們了解變革的成功或失敗與是否具備足以重

整組織的組織文化大有關係。組織文化的屬性取決於組織內是否均衡的發

展實踐性理性與工具性理性。偏重於工具性理性的組織不利於組織進行變

革所需要的溝通能力的發展。雖然，組織的變革起始於外在競爭環境的改

變、或組織本身要改變其面對外在環境中扮演的角色。但是，組織對於變

革管理的準備卻不應在發現變革的需要時才開始。組織要成功的進行變革

管理，其要點並非在進行變革管理之後的各種措施，而是必須在進行變革

之前便從事組織文化的調適。在這一章中，我們要討論組織變革管理的過

程中經理人的工作重點，以利於實際進行變革管理的運用。並藉由檢視變

革管理過程中的意義建構流程來探討適合組織變革的文化如何形成。 

 

6.2轉動變革之輪 

由於外在經營環境的持續變化，以上組織變革的階段需要不斷的循

環。若有停滯，組織將與外在需求脫節，而為環境所淘汰。要維繫這個變

革之輪的轉動動能，需要組織文化面與實際操作面的雙重配合。在變革的

各個階段間，主要的挑戰來自資訊的傳遞、共識的形成、成員互信的重建、

新觀念的產生等無形資產的流通與再造。組織文化與「理想的言辭情境」

的契合程度決定各個階段的轉換難度。我們在第四章中所提及組織的多元

理性、及第五章所論述的理性討論環境正如同變革之輪與文化軸承間的潤

滑油，先天決定變革之輪是否順暢轉動。除此之外，要推動變革之輪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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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完整的計劃與一系列的工作。在圖一中，本文概述了在各個階段轉動

變革之輪的工作要點。藉由闡明這些工作重點，「理想的言辭情境」的重

要性更加彰顯。 

 

圖一：變革之輪 

 

6.2.1形成新願景與新規範的共識 

最先感受到外界經營環境變化的，通常是第一線的業務、採購、或研

發人員，而非高階主管。組織內原有的溝通環境決定了經理人接收到這些

警訊與隨後變革因應的時程。此外，因為不同職務功能的個體可能有不同

的認知興趣，而提出不同面向的資訊與見解。透過功能部門內對於警訊的

公開討論，不僅可以普及與提高組織的危機意識，更有助於往後變革措施

的推動。要匯整這些資訊形成清楚的危機圖像，則有賴於經理人本身知識

與經驗的多元性與其廣納眾議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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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組織的核心成員有了危機意識，接下來便需進行討論以擬訂因應危

機的新規範與新願景。在隨後變革的過程中，願景可使成員透過想像來獲

得信心和勇氣，以因應未曾經歷的挑戰與不穩定的組織關係。要儘可能維

繫變革過程中所有成員對組織的認同，並建立其承擔的責任，必須要儘可

能普及新規範與新願景的溝通。 

新規範與新願景的溝通要儘可能的普及，整體組織最終仍要統合各部

門的意見。變革引領團體（科特&科恩，2002）可以激發參與熱情、統合

多元意見，並持續的將整合後的新規範、新願景與組織成員進行回饋討

論，以及在整個變革過程中不斷地強調必須變革的危機意識。正因變革引

領團體扮演的是以上觀念更新與落實過程的重要角色，變革引領團體成員

的選擇需注重其功能的多元性、言行一致的人格特質、觀照個別組織成員

情緒的同理心、透過引領討論以凝聚團體的能力，更重要的是具備「抗拒

藉由資訊壟斷來取得權力的誘惑」的節操。不透明的資訊與強制的命令縱

使可能發揮一時的功效，其所引發的流言與隱密不顯的情緒反彈卻可能擴

散，而致變革失敗。 

在討論危機、新規範與新願景的過程中勢必將觸及組織內原有的核心

價值與核心能力。此時需注意原本公認的核心理念是否已如第五章中所提

及的「意識形態化」而實質成為組織變革的負擔。經理人應鼓勵對公認核

心理念的批判性意見，得以經過完全理性論證考驗的信念才是真正的「核

心理念」，此信念並在批判中更加強化。 

 

6.2.2重拾成員對組織的認同 

新規範的引進會干擾成員與組織間原有的盟約。這個盟約是個人對組

織貢獻價值、投射情感與建立安全感的基礎。沒有安全感的個人是不可能

以自主、負責的態度來面對工作的。個人盟約包含了形式面向、心理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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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面向(史崔伯，2000)。要重建形式面向的盟約，應該讓成員參與，

清楚的設立新的工作內容與評核指標。要重建心理面向的盟約，經理人必

須儘可能的公開、充分、且及時的流通所有攸關變革的訊息，來提高成員

對改革過程的可預測性。要重建社會面向的盟約，則有賴於在最後一個變

革過程中組織文化的重新建立。 

共識形成的過程雖可疏通成員的情緒，並建立團隊共同的信念與信

心。然而未經實證的新規範與新願景，畢竟只是一種想像。在組織成員親

眼所見與體驗這些經由分析與思考推演出的理性共識之前。感性因素，諸

如各級管理者的魅力、長期建立的信任、與討論中展現的信心等，在執行

新規範的初期扮演極其重要的激發成員行動的功能。韋伯認為「魅力」具

備的浪漫的、革命性的、非理性的力量可以突破科層體制的僵固（黃瑞祺，

1986）。在面臨不充足的資訊、不穩定的組織、與不明確的未來時，人們

的「主觀環境」容易傾向以負面來認定現實，經理人的「魅力」卻可以幫

助成員暫時擺脫不利的現實認定，嘗試新規範及試探其效應。「魅力」的

如何養成並不在此論文的討論範疇。經理人「長期建立的信任」與「討論

中展現的信心」則可透過第五章所述關於「塑造理想言辭情境的方法」來

建立。 

以上所述的感性因素雖可一時維繫群體意志。然而，要在充滿不確定

因素的環境中勉力前行，必須要靠具體的實行成果來激勵。如同科特

（2002）所述「快速的戰果可以培養改革信心，精神鼓勵努力工作者，壓

制那些說風涼話的人，同時蓄積改革能量」。慶祝具體成果，甚至適當的

儀式化過程有助於成果普遍且明顯的被組織成員所認知，擴大變革成果對

成員心理上的影響。 

變革的成果雖然可以激勵士氣，也有可能使變革必須的危機感鬆懈。

在新願景及新規範融入組織文化之前，變革引領團體仍需不斷的強調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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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危機意識，並持續的與組織成員進行新規範、新願景的回饋討論。 

 

6.2.3將新願景及新規範融入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意指組織內多數成員共同的知識、認知、興趣、直覺、

價值觀、與信仰等。「組織文化」這個「客觀環境」中的要素，乃是由眾

多組織成員的「主觀環境」所集合。這些文化內涵也包含在整體組織運作

時的所生產的「意義」之中。相對於組織「社會環境」中的制度、流程、

倫理等外顯規範，這些「意義」以野中郁次郎（1997）所謂的「內隱」形

式存在。不同於野中郁次郎所著重的知識論的是，這些「內隱」的無形要

素所包含的不僅僅是「知識」，更包含認知、興趣、直覺、價值觀、信仰

等其他「文化內涵」，以及個體對規範倫理的遵從與組織的認同等「組織

協調整體化要素」。接下來本文將使用涵蓋「知識」、「文化內涵」與「組

織協調整體化要素」的「內隱意義」與「外顯意義」，並借用野中郁次郎

（1997）「內化」、「共同化」、「外化」、「結合」等用辭來進行論述。 

變革過程中組織文化與整體化的建構可視為將新願景及新規範等「外

顯意義」「內化」為組織各別成員的「內隱意義」，再經「 共同化」的過

程統合為眾多組織成員共同的「內隱意義」以形成新的「組織文化」與「組

織整合」的過程。組織成員建構「內隱意義」的材料來源包含組織內「客

觀環境」(廠房、設備、技術、資源、客戶等物理現實及企業文化)、「社會

環境」(制度、流程、倫理等規範)、組織成員「主觀環境」(情緒、意向、

動機)，以及外在的「客觀環境」(經營環境)、「社會環境」(政治與法律規

範)等。組織成員不會等到新規範與新願景形成共識、成員重拾對組織的認

同後才對以上經驗要素進行感受。因此，新的「組織文化」與「組織整合」

的建構在進行變革管理之初即已開始。 

本文在第一章已提及，變革管理所涉及的乃是一連串資訊、知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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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分享、創造、與達成共識的過程。闡釋變革過程中意義建構的流程的

圖二可以讓我們更深刻了解「組織文化」與「組織整合」建構的要點。圖

二借用了野中郁次郎（1997）「內隱」、「外顯」、「內化」、「共同化」、「外

化」、「結合」等觀念，並以哈伯瑪斯的理性論證與理想的溝通情境來加強

說明整體資訊、知識傳遞與共識建構的過程。此外，本文並將利用圖二進

一步提出「意義正向迴饋系統」的觀念說明能夠有效產生意義的組織如何

動態的調整體質以迎戰外在經營環境的變化。 

 

圖二：變革過程中的意義建構流程 

 

6.3變革過程中的意義建構與正向迴饋系統 

「只有個人才能創造知識，一個組織無法不經由個人而自行創造知識」

(野中郁次郎，1997)。新知識、新意義的產生始於個人對新經驗的感受與

認知以及對美好事物的期盼與想像。組織內的意義創造根源自個人的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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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由於各個成員有不同的職務功能、階層與知識背景，他/她們也可能

也具備不同的認知興趣，所累積的內隱意義也因此各不相同。正因個人內

隱意義主要來自於感受與想像而非理性思考，所以「思考與觀感對於改變

行為都有關鍵性，成功的組織也少不了這兩項特質，但變革的精髓在於情

緒。見－感受－改變的過程強過分析－思考－改變」(科特，2002)。單獨

的個體當然可以經由符號化、語言化、邏輯化的過程將這些感受、認知、

期盼、想像轉化為可以陳述的命題，此即「外化」的程序。若能透過內隱

意義的「共同化」，這個普及的新感受、認知與期盼便有更多的機會進一

步被轉化為得以用語言進行邏輯思辯的「外顯意義」。外顯意義的符號化

與語言性使之較內隱的感受、認知、期盼、想像更易傳遞。外顯意義若得

以經由第五章所述之理性論證便可能成為「組織共識」。並進一步透過「結

合」的過程，參照組織的現實狀態來進行跨部門與專業的資訊流通與創

造，新的規範共識便得以產生。新歸範的執行成果一方面成為個別組織成

員藉以感受與認知的經驗，另一方面也改變了該組織與外在環境間的關

係。 

 如果個人對新經驗的感受、認知與對美好事物的期盼果真成為組織共

識的新規範，並透過成功的執行而產生正面的結果，這整個過程中的美好

經驗將再次成為個人所感受、認知的新材料，那麼圖二的過程即變成一個

意義建構的「正向迴饋系統」。 

這個正向的迴饋系統將再鼓勵組織成員分享內隱意義，轉化內隱意義

為新觀念，與進行理性論證。此外，組織成員對於達成共識的期盼也將透

過這個正向循環而更予強化。如同本文第五章所述，理性的論證環境也將

因組織成員對於達成共識的共同期盼而隨之改善。正向的意義迴饋系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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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處於動態的知識創造狀況6。透過個人內隱意義向外在環境的觀照，組

織內的知識內涵便能動態的成長，以因應外界環境對組織的挑戰。 

在一個進行變革的組織中，個人感受與認知的材料來源不只包含了個

別新規範的執行成效，也包含本文第三章所述改革各階段中的不確定因素

與不信任的氛圍。而這些不確定因素與不信任的氛圍會隨著時間而累進，

若是知識循環所需時間過長，組織內個人的認知與信仰也會隨之不利於意

義系統的正向循環，並可能導至意義循環終止與變革的停滯。這樣的分析

也乎應了科特（2002）所述「創造快速戰果」的必要性。 

 此外，組織文化扮演著在規範之餘，眾多組織成員的自主性行為。正

是這些自主性行為無時不刻牽動著組織與外在環境間的互動。要將變革的

新願景與新規範融入組織文化之中，有賴於一次次正向的意義迴饋。因為

組織文化必需經歷「內化」與「共同化」等需要時間累計的過程，所以相

較於廠房、設備、技術、資源、客戶等物理現實以及制度、流程、倫理等

規範，更難一夕改變。正因為組織文化的穩定特性，所以它也成為支撐組

織因應變局與挑戰的艉桿。 

在經歷每一次的循環之際，變革的成果便逐漸累積成為組織文化的一

部份。成功的變革不僅改變了組織的規範、流程、與廠房、設備、技術、

資源、客戶等物理現實，組織更可從整個變革成功的過程學習到一般日常

運作不易累積的難得教訓。這些導致變革成功的要素，包含警訊的感受與

傳遞、危機意識的擴展、建立規範共識的過程、新願景及新規範的功效、

成員情緒的疏通、個人與組織盟約的重建、群體對理性討論的期待、以及

趨向「理想言辭情境」的溝通環境等。這些塑造「理想言辭情境」的經驗

一旦融入組織文化之後，穩定的組織文化即具備了因應外在環境變局的能

                                                 
6 在第七章中葛洛夫所謂的「動態辯證」即處於此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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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因此，每一次的成功變革，不僅能使組織更能因應當前外在環境的挑

戰，更為組織預備了進行下一次變革的良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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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實際案例探討 
 

組織必須為了不斷地變革而加以組織。 

彼得．杜拉克 

本文的論述起始於哲學性的思考，哲學性的思考有益於我們全方

位、有系統性的建構較無疏漏的管理原則。一個管理理論更應該要透

過實際案例的檢驗，來判斷其適用與否。在實際案例中檢視本文所論

述的管理原則更可彰顯這些管理原則的實用性，也更能增加經理人對

於本文論述的信任度，並進而導引經理人在往後的實際管理操作上應

用這些原則。 

正確策略的形成與執行力的貫徹是所有成功組織行為的根本。成

功的組織變革不僅有賴於「實踐性理性的彰顯」與趨近「理想言辭環

境」的建構，更取決於新規範是否適合外在環境（策略），與新規範是

否有效運作（執行力）。這兩個成功要素雖非本文討論的重點，卻已經

有許多從「企業策略科學」與「科學管理學」面向思考的諸多陳述。

迴異於大部份組織變革案例探討將重點置於策略與執行力的兩個面

向，本章將以 Intel在 1983至 1986 年間放棄 DRAM事業，轉換核心產

品為微處理器的成功變革案例來檢視組織變革實例中，「實踐性理性」

與趨近「理想言辭環境」的關鍵作用。本個案的背景資料來自於屆時

擔任其執行長的葛洛夫（1996，2005）與微處理器事業部資深幕僚虞

有澄（1995，1999）的回憶式著作。經由兩位不同階層，卻都深入參

與其事者的記錄與反思，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與「實踐性理性」相關

的「建設性的對抗」、「參與式決策」、「雖反對但承諾」、「成員的自主

負責」、「重新認同」在此案例中發揮的關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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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Intel在 1985 年的策略大轉折 

7.1.1案例描述 

 自 1968 年公司創立以來，Intel 率先製造第一片具備記憶體功能的晶

片，在 1970 年代初 Intel 更幾乎佔有百分之百記憶體晶片的市場。自 1980

年起日本半導體廠開始對 Intel的市佔率產生威脅。在 1983 年與 1984 年前

半年，Intel記憶體的銷售仍然供不應求。此時，Intel內部視記憶體為公司

一切活動的根基。然而，1984 年秋季起，受到日本半導體產業高品質又低

價的記憶體競爭，Intel記憶體的生意迅速下滑。縱使極力減產，在銷售巔

峰時擴大的產能仍使庫存不斷增加。在記憶體規格已標準化的環境中，Intel

投入巨額的研發經費，期待能創造優越特殊的記憶體以與日本半導體企業

一較高下。在將進一年的傍徨、摸索與虧損的快速累積後，1985 年中當時

的執行長葛洛夫（Andrew S. Grove）與董事長摩爾（Gordon Moore）決定

要放棄記憶體事業，並將為微處理器作為 Intel未來的重心（葛洛夫，1996）。 

 在這個決策形成之前，Intel管理高層基於對記憶體的特殊情感，將最

新的工廠與最優秀的研發團隊運用在記憶體。微處理器的研發人員實際上

僅與工廠共用加州聖克拉拉的生產設施，遑論什麼新設備。然而，中下階

層的生產規劃與財務人員，卻早在高階主管採取決定性策略之前，早依供

需狀況將生產資源逐步的從虧本的記憶體業務轉移到利潤較高的微處理

器（葛洛夫，1996）。在 1982 年，Intel的微處理器營收首度超越記憶體。

到了 1984 年 Intel百分之四十的營業額來自微處理器，僅有百分之二十的

營業額來自佔據百分之八十投資的記憶體（虞有澄，1999）。八個工廠只

剩下一個在生產記憶體。在當時，Intel已經是 IBM相容 PC最主要的微處

理器供應商。葛洛夫（1996）回顧這段歷程，認為高階主管擁有的「理念」、

「信念」常源自於過去的成功經驗，有礙其認清事實。反而是中階主管符

合市場需求的自我管理，為隨之後到的高層營運大轉向打好基礎，預備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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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前景。 

葛洛夫在策略轉型的初期，與各個工廠的高階主管溝通，面臨「Intel

的科技必須先在記憶體產品上驗証」、「Intel必須要有包含記憶體的完整產

品線來面對客戶」等兩個已形成意識形態，不容挑戰的信念。在一番激辯

之後，業務部門同意把「Intel將放棄記憶體事業」的訊息通知客戶，客戶

竟然也客觀的認同這個決策的合理性。接著是召開了一場又一場的說明

會，讓員工了解這個重大決策背後的原因和未來的方向。其中奧瑞岡波特

蘭工廠本來從事記憶體研發工作的團隊，在與葛洛夫溝通後，重新確認變

革後在組織內的角色。葛洛夫回顧道：「情況比我原先預期的順利很多。

猶如我們的客戶，這群員工早在我們這些高階主管正視現實之前，就已經

明白這是不可避免的。他們彷彿鬆了一口氣，因為從此他們不需再做公司

無意全力支持的工作。」 

在策略轉折之後，一個即時完成開發並成功獲得市場掌聲的微處理

器，成為 Intel組織轉型的重要指標。當時擔任微處理器事業部資深幕僚的

虞有澄（1999）回憶道：「在 1984 年，…。我想在 386晶片裡保留快取記

憶體，因為這樣能夠提昇效能。不過，有幾個人來找我，表示他們不同意

我的看法。因為如果不把快取記憶體移除，開發的時程會延遲，因而影響

到產品上市的時效，終會錯失商機。我最後同意取消快取記憶體。回想起

來，當初我們是作了正確的決定。如果 Intel沒有這樣開放的環境，這樣的

故事不會發生，因為不會有人膽敢反駁上司的意見。」1985 年時，Intel

面臨是否繼續開發功能較強的 432微處理器或集中資源開發與現有軟體較

相容的 386 微處理器的決擇時，「…，兩派論調的人馬各執一詞。…一但

達成決議，人人對執行不遺餘力，這也是 Intel所謂雖反對但承諾的文化特

質。」「如果不是在 Intel 鼓勵創新的開放環境中，386 計劃絕對無法有如

此的進展」（虞有澄，1999）。歷經許多關鍵性的決定後，在 1985 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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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微處理器終於成功問世，徹底顚覆了個人電腦產業垂直整合競爭優勢

的結構。1986年康柏推出第一台使用386微處理器的個人電腦，並撼動 IBM

的個人電腦盟主地位。在 1987 年，Intel 藉由 386 的空前成功轉虧為盈，

重新站穩電腦產業的決定性角色。386 的空前成功並使這個策略轉折得到

Intel整個管理階層與絕大部份員工全心全意的支持與認同。從此，Intel對

內與對外重新定義自己為「微處理器公司」。在 1990 年，上述由記憶體領

域轉入微處理器研發工作的奧瑞岡波特蘭團隊將零點八微米製程技術導

入四八六微處理器的生產，大符提昇新一代的四八六微處理器的特性，並

降低其成本。1993 年，Intel 憑藉著四八六微處理器的成功，超越 NEC，

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業公司。 

 

7.1.2葛洛夫的省思 

由葛洛夫對策略轉折（組織變革）過程中對階段性挑戰的描述也彰顯

出葛洛夫對於包含資訊與知識的傳遞與創造、新組織規範的運作（社會的

整體化）、組織成員對變革後新組織的重新認同（個體的社會化）、組織文

化的建構等「意義生產功能」的重視。作者結錄如下：  

1. 經理人面對危機，會有拒絕承認現實、逃避或轉移注意力、終於

接受現實、採取有關行動等感情反應程序。而成功的惰性會加強

經理人逃避現實的傾向。 

2. 當企業的實際運作無法趕上外在環境需求時，經理人會陷入說的

是一套，作的是一套的尷尬處境。葛洛夫稱這種言行不一的現象

為「策略失調」。只要公司擁有容許同事之間公開對抗的文化，透

過高階主管與中級幹部或業務人員的自由開放的討論，「策略失

調」的現象會浮現，改革的迫切性會被彰顯。 

3. 解決「策略失調」的方法，在於放鬆控制，容忍與嘗試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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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的是，如果等到「策略失調」才來尋求新方法通常都已太遲。

對於新產品、新技術、新銷售管道、新促銷方法、開發新客戶的

嘗試等，必須在平常便進行。以便公司面臨「策略失調」時已有

實驗數據以資因應。 

4. 「時機」是企業是否能跨越策略轉折點最重要的成功因素。經理

人應該在平時就承認某個策略轉折點勢必到來，並在公司組織還

大體完好之時調整經營方向，而非等到「一切都太遲」才採取行

動。 

5. 在現代組織中，對市場因素能否快速反應，取決於擁有專業技能

和知識的幹部自動自發採取行動的能力。高階主管應該常和這些

專業人員討論對所屬產業的看法。如此一來，這些專業幹部越有

可能察覺外在環境的變遷，並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公司上下對

所屬產業的結構和運作原理擁有同樣的理解，將有助於這個公司

順應環境變遷。 

6. 穿越轉折點的途中，管理階層、基層員工可能都會失去對彼此及

對自己的信心。要走出這個「死亡之谷」，必需要凝聚經營焦點，

釐清公司在策略轉折之後的面貌。這個形象必需足夠鮮明、確定，

可以用極其簡易的話說給疲憊、沮喪、困惑的員工聽。主管含糊、

模稜的言行會加劇成員的混亂。當變革跮踀不前，需要有魄力的

領導者來設定足夠鮮明、清楚的方向，縱使這並不是最好的方向。 

7. 要使這個策略方向擴大影響組織成員，即使需要反覆溝通、再三

澄清，也不嫌多。沒有員工的回饋與質疑，經理人釋出的信息將

可能變成空話。在自由發問、質疑的公司文化下，員工的質問可

以修正經理人策略思考的漏洞。反覆質問與答覆的過程，有助於

員工將心思往經理人盼望的方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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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組織大幅改變資源分配的過程中，經理人必需承認自己對新事

物的無知。唯有經理人的自律，才能排除成員對經理人的「敬重」

對經理人學習新事物的阻礙。 

9. 在於釐清終極目標後，應針對該目標採取一系列累進的改革措

施。較劇烈、「能見度高」的行動可以藉由增加組織成員的討論而

加強新策略方針的威力。 

10. 如果組織內充滿活力，高階主管的方鬆管制會活躍由下而上的行

動，把公司帶往多元的方向。經歷一番創造性的混亂，某一個方

向逐漸清楚後，高階主管就應介入，以集中資源，節制混亂。葛

洛夫稱這樣擺蕩於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行動之間為「動態辯

證」，是組織穿越策略轉型期的最佳途徑。具備「動態辯證」能力

的組織能夠容忍，甚至鼓勵爭辯，其成員也能夠接受明確的決定，

因此較其他團體能夠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 

 

7.2 Intel策略大轉折案例討論 

由以上案例我們可以看到具備「動態辯證」能力的 Intel（變革管理開

始於需要變革之前）使得中階主管得以在高階主管意識到變革的急迫性之

前，便自動自發的根據自我理性為未來大規模的組織變革做好技術、產能

調配與財務風險分擔的預備7。Intel在內部透過辯論來挑戰與捍動已形成意

識形態的信念。利用一場又一場的說明會來凝聚需要變革的急迫感與對未

來變革方向的共識（形成新願景與新規範的共識）。奧瑞岡波特蘭的研發

團隊在溝通之後，清楚自己在新規範（社會環境）中所應扮演的角色，解除

                                                 
7 Burgelman（1994）將 Intel這個根基於由下而上行動的策略轉折稱之為自發性策略創始

（Autonomous Strategic Initiatives）以與一般由上而下的誘發性策略創始（Induced Strategic 
Initiatives）做區別。Burgelman（1996）由田野分析推論源自於自發性策略創始的策略轉折，遠

較源自於誘發性策略創始的策略轉折容易使組織完成演化（在本文中，可視為組織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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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心中的疑慮（主觀環境）、重新設定與組織的盟約（重拾成員對組織的認

同），投入組織變革策略行動，最後並為組織的成功變革做出重大貢獻（486

微處理器的成功）。此外，由於鼓勵成員直言的溝通環境（理想言辭情境），

使經理人選擇可以較快速取得變革成果的行動方案（採用沒有包含快取記

憶體的 386 晶片做產品標的），這個指標性方案的成功也贏得員工與客戶

的認同，並藉此建立公司的新定位與認同（將新願景及新規範融入組織文

化）。對照整個 Intel 策略轉型的過程，實與本文變革之輪所述的階段性狀

態一致。 

Intel這段精彩組織變革的成功因素包含「專注於結果」、「注重紀律」、

「設立專案經理人」等執行力要素，「將銷售重點對象由工程師與採購經

理轉移為公司經營決策層與購買電腦的消費者」、「視軟體相容性比產品自

身功能重要」等策略要素，「使用電腦輔助工具以簡化設計流程」、「內建

的自我測試機制」等工程技術要素。更重要的是，在回顧這段策略轉折的

過程時，葛洛夫（1996）與虞有澄（1995，1999）都一再強調溝通過程與

組織文化的關鍵性。葛洛夫甚至認為 Intel之所以能一次次通過策略轉折點

的考驗，與信守以下價值觀，並透過事業經營的正式規章來維繫這些文化

不墜的成就息息相關。作者結錄如下： 

1. 要以開放的態度來面對來成員，特別是較低階層、空間遠離的成

員，的批判意見或對公司的警告（葛洛夫稱之為卡珊德拉的預

言）。如此，企業才能及時面對外在競爭環境的改變。 

2. 廣泛而密集的辯論，雖然會佔有不少時間、耗費心力、甚至曝露

高階經理人的無知。但是，辯論有助於情勢的判斷，且為形成正

確決策的必然路徑。 

3. 擔心受到懲罰的恐懼，乃是阻斷討論的罪魁禍首，通常得耗費多

年才能怯除。在恐懼的環境中，組織的資訊系統會為之癱瘓，「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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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再也無法由周邊向中心回饋。Intel「建設性對抗」的文化可

以消彌討論過程中對身份階層的猶豫，以更務實的態來面對問題。 

4. 使擁有「知識權力」（亦即本文所言之「專業影響力」）與「組織

權力」（亦即本文所言之「階層權力」）之人都能發揮所長，才能

引導公司達到策略上最好的結果。 

這些文化內涵實質上與本文論述的「實踐性理性」與「理想言辭情境」

無異。在虞有澄（1995，1999）的著作中，我們甚至看到 Intel透過提供給

所有員工有系統的「建設性的對抗」與「參與式決策」等課程來普及「實

踐性理性」與「理想言辭情境」的基本價值。在「建設性的對抗」的課程

中，學員學習如何保持開放的心胸，對事不對人，以正面應用對立的狀況

來快速解決問題。「參與式決策」的課程針對決策的流程，包含需要做決

策的事項、何時要做決策、誰要參與討論等做明確的定義。並且鼓勵參與

討論者自由的在會議中陳述己見、進行辯論。此外，Intel也透過由長官、

同事、部屬、客戶、供應商等所有關係人共同參與的「三百六十度績效評

估」，以及由兩位不同互補專業的經理人共同管理同一部門的「雙首長」

協同管理機制，來防止階層權力的個人濫用，以保障成員於溝通層面與階

層權力的對抗，不致於傷害其應得的評價、利益與機會等（葛洛夫，2005）。 

總而言之，Intel「建設性的對抗」、「參與式決策」、「雖反對但承諾」、

等追求「實踐性理性」的文化特質為變革過程中原本負面傾向的成員認同

與信心、未確立的新規範與組織認同等，提供了回歸正向穩定的根基。在

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培養出的自主性成員更在高層主管宣布組織變革之

前，打好轉型的基礎。葛洛夫之所以能夠在在 1985 年做出當時看似驚人

的決定，並能夠成功向當時「Intel即記憶體」的意識形態挑戰成功，憑藉

的不是他身為執行長的組織權力，而是因平時累積成員對他的信任而在關

鍵時刻發揮成的影響力，以及他對於 Intel 文化能夠支撐變革的信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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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性理性」的彰顯並不與 Intel同時標榜的「以結果為導向」、「著重紀律」、

「品質至上」等著重於效能的文化特質相衝突。相反地，看似曠日費時的

建設性的對抗與參與式決策，在本例中卻實質上促使組織選擇可以較快速

取得變革成果的行動方案，「這樣的決策，也因為有民意作基礎，在施行

時事半功倍」（虞有澄，1999），而加快了變革進程。

 72



第八章 結語 
 

不積跬步，無以至千里；不積小流，無以成江海。 

『荀子』 

8.1 三個變革管理根本問題的回答 

透過以上論述，我們可以理解「導致組織變革失敗的根本原因」乃在

於組織變革過程中，並未完成包含新願景新規範的共識形成、成員重拾對

組織的認同、新願景與新規範融入組織文化等「意義的產生」8。導致許多

長於施展競爭優勢、提高效能、降低成本的公司不能避免鍛羽於組織變革

的原因，乃在於一般組織主要仰賴高階主管對外顯知識的掌握來決定競爭

優勢策略規劃的成敗，而將組織管理的主要目的定位為提高效能、降低成

本等與物資生產相關的議題。因此，遵從科層體制、應用科學技術、以權

力與利益的交換作為主要行為協調機制等根基於工具性理性的管理手段

便自然為多數經理人所奉為規臬。但是，偏重於工具性理性的組織不但有

損於組織的執行效能，更不利於資訊的流通與知識的創造9。而資訊流通、

知識創造、價值信仰的確立、情緒的照顧等工作在一個進行變革的組織

中，相對的便是上述的「意義的產生」。因此，一般組織希望透過工具性

理性的方法來達成成功的組織變革，不啻為援木求魚。 

組織變革所需完成的「意義生產」，與對應於「溝通」層面的「實踐性

理性」相關。要建構一個使「實踐性理性」能夠有效運作的組織，其根本

便是要在組織內營造接近於「理想言辭情境」的環境。在組織日常運作時，

「理想的言辭情境」作為節制階層代理人問題與權力濫用的防腐機制。在

外在經營環境發生變化時，「理想的言辭情境」可以確保組織成員，特別

                                                 
8詳見本文第三章。 
9詳見本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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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階經理人，即時感受到新的現實狀況、並使組織成員擁有足夠資訊來

產生新知識以茲因應變局或掌握機會。在組織需要進行大規模變革時，「理

想的言辭情境」使組織成員得以挑戰既有的意識形態，以打破僵固的組織

慣性，並進行理性討論以尋求最適宜的變革策略。在組織進行變革時，「理

想的言辭情境」可以確保組織成員得以透過有效溝通與真正共識的達成來

重建組織內部的倫理規範、成員主觀認知、與組織文化等面向。因此，要

「建構適合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並能成功完成變革的組織」，實際上便

是要在實踐本文所論述的「在組織內建構理想言辭情境的工作要點」10，

以資彰顯組織內的「實踐性理性」。 

面臨組織變革的過程中不確定的未來、成員利益與組織利益的分岐、

成員互信的不穩定、新規範的認同危機等挑戰。經理人要「如何成功地完

成組織的變革」，除了建構「理想的言辭情境」之餘，也需要實際操作要

點的配合。在本文中，透過分析組織內部的倫理規範、成員主觀認知、與

組織客觀現實等三個環境面向，我們得以透視組織變革過程中各個階段的

挑戰，並提出因應的對策11。除此之外，本文也檢視在變革過程中，包含

「如何重建組織文化」的意義產生流程，提出「意義正向迴饋系統」的概

念，來說明組織可以透過累積變革成果與趨近於理想的言辭情境來平衡上

述的不明確、利益衝突、不穩定、未認同等危機，以維繫持續變革的動力。 

具備完美「理想言辭情境」的組織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並不存在，成功

完整的組織變革也非常見。然而，若能在組織的溝通過程中一點一滴的實

踐本文所論述的「建構理想言辭情境的工作要點」，那麼「實踐性理性」

也會因而逐漸內化為組織文化的一部份。當一個趨近於「理想言辭情境」

的溝通環境逐步的在組織內形成，組織成功完成變革的可能性也會提高。

                                                 
10詳見本文第五章。 
11詳見本文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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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變革的過程中，組織的既有的價值觀、文化、與信仰被外在環境以

及新的規範所鬆動。組織的變革不僅是調整組織以因應外在經營環境變化

的過程，更是組織可以藉以重塑價值觀、文化、信仰的重要契機。變革過

程中的「正向意義迴饋系統」，會加速「實踐性理性」在組織內部生根。

一個能夠動態的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具備完整理性的組織於是焉可達成。 

 

8.2 研究的限制與批判 

組織在面臨必需變革之際，「時效」總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實踐性

理性」無疑能使組織早日感知與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然而，正如葛洛夫

（1996）所言「大多數管理階層總是等一切都太遲了，才採取行動。」關

於開始變革後行動時效的掌握，在溝通領域之外，也牽涉到經理人的決斷

力，組織的紀律與執行力等等。在 Intel成功變革的案例中，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範疇的追求，不但不會與講求溝通、共識的「實踐性理性」相衝突。

透過「理想言辭情境」，經理人的決斷因資訊有效傳遞而更為理性、組織

的紀律因為共識而更強固、執行力因為成員的自主負責態度而更有效。然

而，對於一般與「理想言辭情境」相去甚遠的組織，對於進行溝通、取得

共識勢必需要較多的時間。在此內外交相急的情況下，「進行溝通與取得

共識」與「新規範的施行」在時間資源的競爭便成為兩難的課題。在偏重

工具性理性的組織中，「彌賽亞」顯然要比「赤穗四十七浪士」12更能符合

該高階主管的想像。這樣的組織傾向於置變革成敗賭注於高階主管的個人

判斷與其所累積的成員信任13，而在變革過程中犧牲「進行溝通與取得共

識」、偏重於「新規範的施行」。這樣的變革方式顯然不易擺脫本文第三章

                                                 
12 日本元祿年間，包含原為家老的大石內藏助等四十七名赤穗浪士，為了替主公淺野長矩復仇，

共同商議，各人分赴各地求活，相機行事。終於在策劃兩年後，斬殺權貴吉良上野介。事成後，

集體剖腹殉死。此事件並於四十餘年後由竹田出雲編撰為日本歌舞伎劇的一齣傳統劇目。 
13 幸運的話，此處所謂來自員工的信任，不會僅是高階主管的錯覺。 

 75



所述變革管理容易失敗的陷阱，其變革成效也可想而知。 

要怎樣平衡分配「進行溝通與取得共識」與「新規範的施行」兩個範

疇的時間才能使廢弛於「實踐性理性」的組織成功地完成該次變革，並非

本論文討論的課題。本文並非要提供一套經理人，在任何組織中，足以成

功完成任何一次組織變革的管理原則。經理人在閱讀本論文後，請勿期待

短期促進的「理想言辭情境」可以保證使下一次變革管理的成功。作者也

不認為事實存在一個立即有效、適用於所有組織的變革管理原則。因為，

導致變革失敗的原因主要是來自個別成員的認知、認同與群體的默契。一

個與「理想言辭情境」相去甚遠的組織，所得的是體質不良的慢性病，實

難靠特效藥一劑見效。 

本論文企圖提供所有企業組織一種藉由改善其溝通情境以增加其變革

管理成功機率的理論。針對個別組織「實踐性理性」彰顯程度的不一，用

以檢驗此概括動態演化特性理論的實際案例，應該要包含以下三種類型的

案例：（1）趨近「理想言辭情境」的組織變革成功的案例。（2）與「理想

言辭情境」相去甚遠的組織變革失敗的案例。（

                                                

3）本來與「理想言辭情境」

相去甚遠的組織，透過逐漸落實「實踐性理性」，使組織趨近於「理想言

辭情境」，終於完成變革成功的案例。 

第七章所舉，源自「自發性策略」（Burgelman，1994）的 Intel策略轉

折實例，無疑為第一類案例的典型。遠從北宋神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14，

近至許多管理學者所引述的企業變革失敗案例，亦不難見第二類型，與「理

 
14北宋神宗年間，王安石據其長年任職地方的經歷，提出系列變革方針以求富國強兵。然而，其

剛愎獨斷，難納人言。面對某些新法難以一體適用於全國的批判，王安石不求改良其新法，竟仗

其權勢而貶謫、迫害異議者。以至司馬光、韓琦等人群起抗爭。擁護新法者僅剩呂惠卿、章惇、

蔡京等趨炎附勢之徒。「熙寧變法」在這些攀權求利者的施行下，只剩形式上的吻合上意。例如，

青苗法之原意為使農民免除地主高利貸之壓榨。官員卻強迫農民向政府借款以求績效，導至農村

破產，等等。新舊黨爭由政策理念之爭，模糊為文人風骨之辨，再轉為兩派人事之傾鍘。在個人

前途與政策存續掛鉤下，不可能進行理性的討論。終至政策數番更迭，加速北宋敗亡。在此例中，

「實踐性理性」的缺乏不但使正確的決策無法形成，在執行面也由於權力濫用而至成效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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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言辭情境」相去甚遠的組織變革失敗的案例。關於第三類型動態演化而

至成功的案例， 1993至 2002 年間葛斯納所引領 IBM在四年內轉虧為盈，

歷經十年的文化變革過程為一難得實例（葛斯納，2002）（勞勃․史雷特，

2000）。在此例中，可以觀察到許多饒富深意的現象。例如，在強大的官

僚體系下，對個人的尊重，以及個人提出異議的權力，其實並不等同於溝

通的進行。亦即，表面上尊重個人看法，若沒有強調共識形成機制的落實，

最終只是淪為許多無法影響組織行為的個人雜音，與相互抵制的藉口。葛

斯納視文化革新為其整體組織變革最關鍵之處。變革前的 IBM在強大的官

僚體系下孕育出注重程序不求效率、注重形式尊重不求實質溝通、注重內

部權力分配不求外在市場壓力的特殊文化。葛斯納號召基層員工挑戰官

僚，加入改變文化的「葛斯納游擊隊」。透過啟動成員敢於說真話、公開

批判的行為來建立實事求事的新文化。然而，在作者可得關於 IBM變革的

二書（葛斯納，2002）（勞勃․史雷特，2000）中，主要是從高階主管的

策略與成就著手。此二書著重於描述葛斯納的作為，卻未提及變革過程中

組織成員在變革不同時期的反應；雖描述變革後，IBM在新事業及財務取

得的成功，卻未能描述文化變革後，組織成員的行為改變以及該行為改變

對於事實成功的影響。因此，本人並未能由此二書採得足夠資料，以描繪

出適合於第三類型的成功個案。要取得一個組織逐漸趨近「理想言辭情境」

過程的紀錄，有賴於長期近身觀察。此點乃本論文之所不足。 

要使「理想言辭情境」深固於組織文化，不僅需要符合「實踐性理性」

管理原則的落實，亦需要管理制度與評量系統的配合。在本文討論的 Intel

一例中，「雙首長管理機制」與「三百六十度績效評量」即發揮顯著的作

用。然而，不同的公司與產業有其相異的運作模式，符合「實踐性理性」

的管理制度與評量系統亦應就各式運作模式而有最適合的設計。本論文呈

現一個涵蓋性的論述，不求針對各種企業設計個別的管理制度與評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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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僅將此部份工作留與個別企業經理人予以發揮。 

在論文完成之際，作者接觸 Burgelman（1991、1994、1996）、Noda, T. 

& Bower, J. T.（1996）、Foss, N.J., Knudsen, C. and Montgomery C.A.

（1995）等學者的生物演化企業策略轉折理論。該理論將生物演化機制中

包含「突變」（Mutation）、「天擇」（Natural Selection）、「遺傳」（Heredity）

的概念類比推演為為企業「變形」（Variation）、「選擇」（Selection）、「保

有」（Retention）的企業策略轉折過程。Burgelman（1991、1994、1996）、

Noda 與 Bower（1996）並藉以發展出檢視管理階層（作業階層、中階經

理人、高階經理人）對策略制定層級（功能部層級、事業部層級與公司層

級）「由下而上」管理活動是否發揮作用的分析工具。其檢視要點亦牽涉

階層間的權利運作與互動模式。若能將此理論與本文觀點結合應能更細緻

的推展出足以促進包含「定義」（Definition）、「推動」（Impetus）、「結

構脈絡」（Structural Context）、「策略脈絡」（Strategic Context）等

四個策略形成階段過程的「實踐性理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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