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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結構設計理論 
 

    以下將分三節分別探究結構功能之理論、組織設計之理論、組織

結構之特性與設計。藉由相關理論探討及分析，研擬本文之研究架構。  

 

 

第一節  結構功能之理論 
 

    結構功能理論（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在社會學中，有時會出

現不同的名詞，如「功能論」、「功能分析」、「社會系統理論」等。本

文為避免混淆，統一以「結構功能理論」稱之。 

 

壹、結構功能理論的源起及發展 

 

    結構功能的概念可遠溯及英國史賓賽（H. Spencer）和法國涂爾

幹（E. Durkheim）之社會學理論。早期的社會學家如孔德（A. Comte）

與史賓賽等皆視社會如同一個有機體。孔德認為一個社會就像一個有

機生物一般，每一部門都是相互關聯的，社會進化的原則亦類似於生

物進化的原則，研究社會最適當的方式是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進而

分析其內在成分，而不應單獨研究分解其個別成分的單位。史賓賽將

社會結構視為一種有機體，他認為一部門之變化將牽動另一部門之變

化，由於分化的作用，社會的進化便由簡單而為複雜，及由同質而變

為異質，社會結構之變遷，實際上是社會結構功能的變遷，功能愈分

化，社會愈複雜，他指出：如果功能不變，則結構亦不變，因此欲瞭

解社會結構就必須先瞭解其功能。雖然孔德與史賓賽的有機體論已具

有社會結構的雛形，但真正導致該理論系統發展的則應該是涂爾幹，

他認為社會是超乎個人的，一群人加起來的總和並不等於社會，社會

結構和集體意識是組合成一個社會的主要力量，沒有社會結構和集體

意識，社會是不成立的，因此，社會結構裡各部門之存在是為了實現

履行社會整體之需求，社會結構中各部門之功能乃在於維持社會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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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社會結構在基本上是傾向於均衡的，社會結構乃是在一特定時

間內個人的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結構各部門之間應具有某種程

度的整合性，才能維持社會的生存（葉至誠，民國 86：76-77）。 

    許多社會學家都承認帕深思（T. Parsons）在 1973 年所出版的「社

會行動之結構」一書，實為結構功能學派日後獨霸美國社會學界之起

點。對帕氏個人來說，該書之出版亦是他學術生涯的轉捩點。雖然「社

會行動之結構」一書並非以結構功能學為觀點之論著，其價值理論卻

是日後帕深思所有理論裡的中心論點，認定社會秩序之穩定性乃是由

人們的相同價值體系所促成的。帕深思相信任何行動體系都可以由下

列四個功能類型來分析：（1）體系的控制模式之維護。（2）體系之內

在整合。（3）獲取目的之價值取向。（4）對外在環境的適應性。因此，

在帕深思的行動體系內，文化體系的主要功能是模式的維護；社會體

系是為行動單位的整合；人格體系是為獲取目的；而有機行為體系則

是為適應外在的環境。此四種功能即為著名的AGIL：A即指適應（ada- 

ptation）；G指目的之獲取（goal attainment）；I指整合（integration）；

L指模式之維護（latency , pattern maintenance）。所以均衡是社會結構

運行的最終目標，在此種狀態裡，社會結構是和諧而無衝突的，結構

的變遷是緩慢且有秩序的。結構功能理論認定不論社會如何變遷，其

最終目標總是朝向尋求社會結構的均衡狀態，因此變遷可以說是一種

對社會結構的調整，局部而緩慢，無損於整個社會結構之整合與均衡

（葉至誠，民國 89：77-81）。帕深思相信 AGIL可以用來分析小至二

個人之間的互動，大至二個社會之間的互動，AGIL 不僅可以分析社

會內的結構功能，也可以研究社會本身與其他行動體系之間的相關性

（蔡文輝，民國 70：87）。 

    目前研究社會變遷的結構功能學者，已不再過份強調社會的均衡

性，他們主張把社會看做是一種維護及緩衝社會各部門間的緊張成分

與衝突性的組織，在此組織裡，變遷是正常的過程之一。結構功能學

理論對社會變遷的新解說主要依據分化（differentiation）、再整合（re- 

integration）及適應（adaptation）等三個基本概念（葉至誠，民國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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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3）。截至目前，結構功能理論仍是社會學重要的理論之一。 

 

貳、結構功能理論之重要內涵 

 

    「結構」一詞本源於生物學，指一個有機體所有部分（器官或組

織）的一種特定安排，在社會學中，結構是指結合內部各構成部分或

各個部分所建立起來的互動的關係模式，這些構成部分通常是指組織

中的人、職位、橫向部門、縱向層次、權力體系、規範制度等（葉至

誠，民國 86：78-79）。 

社會學家對「功能」這名詞的應用有下列四種不同的用法（蔡文

輝，民國 70：68-69）： 

1.數學上所謂的「功能」，係指某一變數之價值乃由其他變數而決定。

在社會學上，梭羅孔（P. A. Sorokin）著作裡功能用法就屬這一類。

數學社會學（Mathematic Sociology）上所指之「功能」亦屬這一類

用法。 

2.「功能」係指「有用」的活動。社會學裡所指的有用的活動包括需

求之滿足與願望之實現。從結構功能理論觀點來看，該理論是將社

會生活裡的一切活動都看做是由一群社會裡的需求來決定的一種

理論觀點，換句話說，結構功能論認為因為社會有某種需求，社會

團體和組織才產生某種特質或活動，社會團體或組織之存在與活動

之目的乃是為了滿足社會某種需求。人類學家雷德克利夫布朗（A. R. 

Radcliffe-Brown）就認為親族規律和宗教儀式之功能乃在於滿足社

會整合之需求。烈威（Marion J. Levy）的社會生存的前提必備條件

亦是指此種需求的滿足。 

3.「功能」有時係指「適當」的活動。「有用」的活動並非一定是適

當的活動。社會階層的存在對社會整合是有用的，但其安排並非一

定就是適當合理的。墨頓（Robert K. Merton）的「顯性功能」（mani- 

fest function）與「隱性功能」（latent function）7的分類主要亦是以

                                                 
7 一種行動模式的後果可能有很多，假若某一後果與參與此行動模式者的主觀意向相符，亦即此

後果為此體系之參與者所意圖的，而且知悉的，則此後果為「顯性功能」；如果客觀後果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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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適當性為主。 

4.「功能」係指有關維持體系均衡的活動。在此種用法裡，社會制度

是由社會體系而定的，因此，社會制度之功能係指其對於維持社會

體系均衡之貢獻。 

    社會學之結構功能理論裡所使用之功能概念包括上述 2.3.4.三種

用法。 

    結構功能理論的中心概念是「功能」，社會學家進一步追問：什

麼東西具有功能？什麼東西在製造效果？答案是「結構」。結構製造

效果，結構具有功能。結構功能理論的研究單位不在於個人，而在於

結構，舉例來說，一個佣人的功能在於服務主人，結構功能學家的研

究目標並不放在佣人身上，而是把服務視為社會結構的一面，服務係

指對他人的一種人際關係社會互動，因此必須從結構的角度來研究說

明（蔡文輝，民國 70：74）。又如結構功能學家可能會把警察的功能

當作是在執行社會控制，鼓勵民眾遵守社會規範，並且讓違反規範的

人接受司法制裁，不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問：罪犯的功能是什

麼？在結構功能範型下，我們可以把確保警察有事可做，當作是罪犯

的功能（李美華等譯，民國 87：56）。 

    整體來說，結構功能理論的概念包括下面四點（彭懷恩，民國

89：36-37）： 

1.功能關聯及相互替代。每一體系內的各部分在功能上是互相關聯

的，某一部門的操作需要其他部分的配合，某一部份的功能發生異

常或失效時，其他部分可以填補其功能。 

2.每一體系內的組成單位或次體系通常有助於該體系的持續運作，即

功能。 

3.大多數的體系與其他體系關聯並相互影響，因此可以將它們視為整

個大體系的次體系。譬如，我們可以將學校、家庭、文化這些體系，

視為整個社會體系的次體系。 

                                                                                                                                            
觀意向不一致，亦即此後果既非參與者有意如此的，亦非參與者所知曉，則此後果就是隱性功

能（黃瑞祺編譯，民國 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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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合的體系觀。主張體系是穩定和諧的，不容易產生變遷，基此，

均衡是社會運行的目標。均衡狀態的社會，是一個整合無衝突的社

會，體系的變遷也是緩慢而有秩序的。 

 

 

第二節  組織設計之理論 
 

    組織設計的觀點眾說紛紜，雖然有些觀點不盡相同，但各種學說

均能詮釋一部份組織事實。組織設計學探討層面廣，包括組織結構、

部門分劃、組織規模的大小、個人需求的適度滿足、溝通網路的普遍

建立、外在環境的妥當規劃等，而本文將以結構功能觀點來探討組織

設計理論。 

 

壹、組織設計的定義 

 

    人是社會動物，不能離群索居，為了共同的方便和保護，自然而

然的形成了各種組織，以便藉集體的力量來達成共同生活的目的。因

此，所謂組織至少應有二人以上的結合，並且應有他們的共同目的，

否則的話只能稱之為「人群」或「群眾」，不能稱為組織（張潤書，

民國 87：121）。 

    Jay R. Galbraith在其所著 Organization Design（組織設計）一書

中提到「組織設計是一個決定的過程，其必須使組織存在的必要性、

部門的形式以及員工要做的工作等能達成組織的目標或目的」，換言

之，組織設計必須決定組織的目標、組織的形式、每個個體在組織中

的定位，以及如何使組織目標、組織型態、員工能因應大環境的變遷

而有所應變之道。Galbraith對組織設計的概念可以圖 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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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設計就是搜尋一、二、三 
三者的一致性及適合度 

 

 

 

 
圖 1：組織設計的概念 

資料來源：Jay R. Galbraith（1977：5） 

 

 

    根據 J. L. Gibson的說法，所謂組織設計乃是「設計一套能適應

內外環境的組織，在達成其『目標』的過程中，不但有其效率也有其

效能的一門學問。」所以，一個有效而成功的「組織」，就必須同時

兼具「效率」與「效能」的雙重條件，這是當代組織設計的嚴肅課題

（郭俊次，民國 72：22-23） 

    綜上所述，吾人認為組織設計是「決定組織目標、組織形式、工

作職位的一系列過程，致使組織兼具效率與效能進而達成組織目標，

並設計該組織具備因應環境變遷而隨時調整的能力。」 

 

貳、組織設計觀點的演變 

 

    行政學就其發展演進的歷史來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

個時期是傳統理論時期（1887-1930）以科學管理的理論與方法為立

論基礎，主要在於探討權力的合理分配，組織結構的健全，工作方法

的標準化以及行政管理程序的制度化，可說是一種靜態的行政學。第

二個時期是修正理論時期（1931-1960）將傳統理論予以修正，以行

為科學的理論與方法為立論主旨，著重於行政的互動性、互賴性、心

二、組織形式 
1.工作分散 
2.結合所有完成的工作 

一、策略 
1.領域、範圍 
2.方針、目標 

三、整合組織中個體 
1.挑選、訓練員工 
2.設計獎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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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動機與反應、行為法則的尋求以及人際關係的調整，可視之為動態

的行政學。第三個時期是整合理論時期（1961 年以後），以系統分析

的理論與方法為立論主旨，著重於行政的整體性、開放性、反饋性、

權變性以及生態環境的適應及社會文化的配合，可稱之為生態的行政

學（張潤書，民國 87：41）。以下分別就三個時期闡述組織設計理論

的不同觀點。 

 

一、傳統理論時期的組織設計觀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泰勒（F. W. Taylor）與其跟隨者堅信用

科學的方法去分析個別員工所執行的工作，發現可用最少的能力和資

源得到最大產出的可能性。因此努力分析個別工作，試圖去理性化個

別員工的層次和工作安排整體結構的改變（Scott,1992:34）。我們稱之

為科學管理學派。而科學管理的重點在於分工、專業與協調8，不論

是哪一方面，泰勒均相信找出一客觀而科學的方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

根源所在，對於組織設計而言，泰勒可謂為啟蒙之人。 

上述所言的泰勒管理學派主要是「由下而上」以理性化組織，而

費堯（Henri Fayol）提出的行政管理學派則是「由上而下」的去理性

化組織（Scott,1992:36）。因此行政管理學派的設計往往從管理階層的

角度出發。其基本目的，就是要建立各種原理原則，以作為管理人員

研擬各種正式結構的依據，這項過程包括一個組織中擬完成工作的設

計、組織、控制及指揮。所以，在從事組織設計時就有幾項原則：分

工、工作標準化、權威的層級性9、公平的權威和責任、有限的控制

幅度10、業務和幕僚人員的分立、集權與分權等（Robey,1991:33-35）。
                                                 
8 雖然泰勒非常強調分工，但合作也是主張的原則所在，它是達成科學管理的先決條件。根據泰

勒的說法，假使管理者與工人之間無法取得合作，則所有其他的各項原則及技術皆將落空，所

以科學管理的目標不僅以分工的方法來增加產出績效，更在於提出一解決衝突的方法，以消除

管理者與員工之間的敵視態度。 
9 為使權威得以明確行使，理論家們提倡兩種設計原則，其一為統一指揮原則，另一為階梯原則。

層級性的權威體系，使組織內的每一個人能明確的知道，該從何人取得命令，並將命令傳遞給

何人，以減少混亂的現象。 
10 為使上司有效的監督並對下屬的活動緊密的協調，所掌控的幅度原則應得宜。但對於控制幅度

的人數應多少並沒有很明確的定論，有時須看工作的性質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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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行政管理的組織設計概念已從先前泰勒個別員工的角度，

提升到組織整體結構的考量。 

    韋伯（Max Weber）的官僚體系可謂組織設計規範型的體現，此

模式確實比前述的設計原則更精緻，韋伯用所謂的「理念型」方式來

描述其特徵，完全是憑藉其一些經驗的因素和邏輯的推理，再加上其

智慧的想像所形成的一種概念結構。他詳述了一個達成官僚體系設計

所需遵守的原則，如依法行政的原則、層級節制的原則、專業分工的

原則等（吳育南，民國 82：79-80）。 

 

    綜上所言，不難發現傳統理論時期的設計概念，目的在於提昇組

織效率與效能，因此花了很大的注意力在兩個問題上：一是如何劃分

工作以達到有效率的結果，並以此方法在其可管理的範圍內作為各部

分間的協調需求；另一是如何去建構和維持協調的機能，尤其是權威

機能。湯普森（V. A. Thompson,1976:10）便表示傳統理論時期將組織

體系界定為：「有意識地加以設計的控制機構，經由控制所有的活動，

以達成上級主管的要求，因此設計者尋求一個封閉系統，在此一封閉

系統中，所有的價值和關係都能事先瞭解，同時所有的狀況都能事先

予以評估。」 

 

二、修正理論時期的組織設計觀 

 

    傳統理論時期的組織設計觀，犯的最大忌諱乃是將人的因素摒除

在外。近代社會心理學家及人類文化學者，紛紛指出人的行為乃是受

環境以及工作同僚的影響，其行為過程相當複雜。人的行為既不是純

理性的，也不是「刺激反應」的簡單行為模式，則如何能靠機械的設

計來處理或預測人的行為？因此到了修正理論時期時，著眼於組織員

工的行為、士氣、團體親和力與其生產力之間的關係。而此時期對於

組織設計概念也另有新的見解，陳述如下。 

一為「非正式組織的重視」，在一個機關中除了正式組織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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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正式的組織，也就是所謂的小團體。巴納德（C. I. Barnard）認

為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兩者間有密切的關係，因為有正式組織，才

有非正式組織，後者因前者而生，但亦轉而賦予前者活力，或加以限

制，或甚至在目標及工作方法上與之作對（轉引自李雙玲，民國 83：

22）。所以個人在團體中的行為，除了受正式組織的法令規章限制外，

還可能受到所屬非正式組織的影響，故研究組織設計的問題不可輕忽

該面向。 

    其次，在修正理論時期學者的論點中，個人不只是「經濟人」，

不只是為金錢的報酬而工作，人員的參與工作有著種種的動機和原

因，且深受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吳定，民國 78：98-99）。以馬斯洛（A. 

H. Maslow）的「需求層次」來看，此一時期的激勵誘因似乎已逐漸

由基本生理需求的經濟誘因提昇到安全感的獲得、同儕的認可、長官

的嘉許、甚至有些許成就感的需求等非經濟因素的激勵誘因。 

    再者，麥克葛瑞格（D. McGregor）在 1960 年出版的鉅著「企業

的人性面」，提出了對人性兩種不同的假設，造成管理上有著截然不

同的取向。在傳統理論時期中將人當作「壞人」，也就是麥克葛瑞格

所提「X 理論」中的人性假設；他提出另一新的假設「Y 理論」—對

人性採取正面的評價。這個看法，顯然與傳統的觀點有極大的差異，

因此，在領導型態上由傳統時期的監督制裁、消極懲罰的專斷式領

導，轉為尊重人性、積極鼓勵的民主式領導，並且特別注重工作人員

間的調適關係、合作關係與平衡關係，在這種管理下，個人與組織之

目標可以結合，不僅達成了組織的總目標，同時也達到個人的目標。 

    此外，修正理論時期強調組織中人的重要性，認識到人格的複雜

性以及組織的動態性。人無法如同機器一樣簡單，可以用一貫的標準

來對待，人是複雜的有機體，過去的經驗、認知、態度和價值觀等，

常是刺激人員行為的動機。 

 

因此，修正理論時期對組織設計，除了沿襲傳統學派方法之外，

更從實際經驗性的觀點來從事研究，將其注意力轉到視個人為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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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並和組織活動形式連接，其主要關心之處在於創造一個組織環境以

激勵員工投身組織中，並致力於目標的完成，其方法是使工作更有刺

激性，給予員工在統治其活動決策時有更大的參與感，「工作豐富化」

和「民主式的管理」是組織設計中所強調的（Simon,1973:268）。 

 

三、整合理論時期的組織設計觀 

 

   前述兩時期的組織設計觀點，不難看出均是偏執一方的見解，且

自限於封閉系統中，以有限的眼光想來瞭解組織設計的全貌，兩者均

過於簡化，非此即彼的選擇。由於開放系統概念的出現，不同的研究

法相繼提出，在不同的研究法中，意涵這一個共同的觀念：任何一個

組織內部功能的有效與否，端賴於能否配合組織業務的需求，外在環

境的改變，技術的能力，以及成員的需求條件而定（彭文賢，民國

80：192）。這些新的研究法，不約而同的摒除了以往「至善之法」的

追求，而致力於發展一種組織設計的情境理論，認為每一種新情況的

出現，常常需要有一個適當的組織模式與之配合。 

    現在的機關組織無法獨立於社會環境之外，相反的環境因素無時

無刻不滲透到組織之內，對組織產生各種不同的影響。很少組織能處

於穩定的環境中，面對時常變化的環境，組織必須隨時做調整。環境

乃是組織設計不確定的來源之一；同時，環境也是組織所需資源的來

源。因此，組織設計需考量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先進資訊、科技產品越來越多，對其依賴

亦愈形加深。當組織引進一項新的科技時，組織不僅要重組產量設

備，同時整個行政層級節制也會受到影響。歸納先進資訊科技對組織

設計的影響如下：組織結構扁平化、 更大的集權或分權、改善協調

合作、較少狹隘的工作、較高的專業幕僚比例等（李再長譯，民國

88：152-153）。 

再者，當組織規模擴大時，組織的結構就需做調整。由於專業知

識的發展及工作上的需求，組織規模的擴大，將導致單位內更大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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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與專化，而這兩項因素將導致單位之間更大的分化，因此在層級體

系中產生更多層次。由於規模的擴大，組織單位內的工作趨於一致

性，而單位間的工作性質則越紛歧。工作專業化減少了對單位內協調

的需求，也允許了單位規模的擴大。但是工作專業化與分化卻增加了

對單位間協調的需要，不但使得組織行為更加趨於形式化，而且也擴

大了對控制系統的需求性，最後將在制式標準的傾向中，組織結構亦

將愈趨官僚化（李雙玲，民國 83：36）。因此組織規模的擴大，所導

致的專業化、形式化、集中化，均為組織設計須加以詳細考量的面向。 

 

整合理論時期的組織設計乃是要試圖去找尋下列四個問題的答

案：（1）在甲種組織試行的極為成功的組織結構，是否必然適合於乙

種組織？（2）為求各種組織目標的圓滿達成，組織結構和管理型態

是否具有原理原則的存在？（3）為了某種業務的達成而需要組成一

種功能單位時，將如何去激勵成員，使其努力工作？（4）在上述情

況下應採行哪種形式的管理制度較為適合？（彭文賢，民國 80：192）

影響組織設計的因素不勝枚舉，在此所選的組織工作環境、科技、規

模等因素，或許並不能完全解答上述的問題，但卻有著相當的重要性。 

 

 

表 3：三個時期組織設計觀的演變 

傳統理論時期 此時期的目的在於提昇組織效率與效能，希望透過

法規的建立、精密的計算、原則的建立及分工達成

組織目標。是在封閉系統下所建構的模型。 

修正理論時期 除了沿襲傳統學派方法之外，此時期最重要的是注

意到人的行為及其複雜性，研究非正式組織對組織

的影響，在人性本善的假設下強調非經濟因素的激

勵誘因對員工的重要性。但其仍是在封閉系統中從

事組織設計的工作。 

整合理論時期 在開放系統概念的影響下，此時期認為環境對組織

影響不可等閒視之，尤其是科技的應用、組織規模

的大小、外在環境的變遷都與組織設計有密切關

聯，強調組織設計並無至善之法，需權變設計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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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諸上述組織設計觀點的演變，吾人認為當代的組織設計必須注

意下列要素：1.組織外在環境的影響。2.資訊科技的應用與進步。3.

組織規模的大小。4.集權與分權的程度。5.控制幅度的多寡等。如此

方能設計出合宜的組織。 

 

參、結構功能觀點在組織設計理論之應用 

 

本文將以結構功能觀點來探討廉政組織之設計，因此，在研究過

程中，必須先瞭解結構功能觀點應用在組織設計理論中之重要概念與

面向。 

    結構與功能可說是組織的二個最主要部分，脫離功能固然結構毫

無意義，然不談結構則功能亦屬空言，因此結構與功能可視為一個組

織中靜態和動態的二個特性，在組織中，結構與功能是相互關聯、相

互作用，而不是相互對立的（張潤書，民國 87：150）。 

    如前述，結構一詞原是生物學上的名詞，意指一個有機體（器官

或組織）的一種特定安排，亦可說是一種「已經建立的關係模式」，

準此，「組織結構」即機關組織各部門及各層級之間所建立的一種相

互關係的模式。通常所指的組織結構乃是正式的，至少包括以下兩點

意義（張潤書，民國 87：149-150）： 

1.它是指「正式關係及職責的一種模式—即機關組織的組織圖再加上

工作說明書或職位說明書」。 

2.它是指「正式的法規、運作的政策、工作的程序、控制的過程、報

酬的安排及其他一些引導成員行為的設計」。 

    機關組織的組織結構與其他社會系統一樣，乃是抽象而無形的，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繪出組織圖來表達整個機關組織的結構，將抽象的

組織結構具體化，以便於研究組織結構實際運作的行為與情形。 

    就結構功能觀點而言，在從事組織設計之工作前，需先清楚組織

所欲達成的目標，瞭解組織欲發揮的功能，而後設計組織結構，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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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裡的每一個單位或部門可以協調運作，進而達成組織目標。換言

之，組織中之結構與功能將呈現出下列關係： 

1.每一個組織內的各單位或部門在功能上是相互關聯的，某一部門的

操作需要其他部分的配合，某一部門或單位的功能發生異常或失效

時，其他部分可以填補其功能。 

2.每一組織內的組成單位通常有助於該組織之持續運作，即發揮其功

能。 

3.整體組織結構是穩定和諧的，不易發生變遷，且組織結構的變遷是

緩慢而有秩序的。然而一旦功能改變，組織結構也將隨之改變。 

 

    組織結構除上述所言的正式結構外，尚有一種非正式結構，因為

非正式結構亦具有「一種已經建立的關係模式」，只是其是非正式的。 

事實上，正式結構與非正式結構二者乃是相互交織於實際的組織中，

無法截然分開。不過，本文研究的重點仍是以探討正式組織結構為主。 

 

 

第三節 組織結構的特性與設計 

 

    本文以結構功能觀點探討組織設計，而就結構功能觀點而言，在

從事組織設計之工作前，需先清楚組織所欲達成的目標，瞭解組織欲

發揮的功能，而後設計組織結構，進而達成組織目標。組織結構係指

組織中各部門及各層級之間的相互關係、工作流程的制度化安排。一

般而言，組織結構有三個主要特性：正式化、集權化與複雜化（Daft, 

1998:108;Rainey,1997:174-175）。我們可以利用此種組織結構特性的概

念，藉以觀察不同組織其設計之差異性。因此，本節將探究組織結構

的三個重要特性及其他設計要點，以進一步做為觀察香港、新加坡及

我國廉政組織其不同組織設計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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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正式化 

 

    Rainey（1997:175）認為正式化意指一個組織的結構與工作程序

被清楚制定於正式書面規則和標準的程度。這些正式書面規則與標準

諸如政策手冊及工作說明書，明確地列出員工的權利、義務與責任。 

    衡量組織正式化的程度可透過檢視該組織是否有工作標準說明

書、組織圖表、組織手冊或其他正式的文書，及詢問員工需遵循這些

確立規則的程度等得知。如果組織中有上述文書並確實遵循，則其正

式化程度較高。據經驗顯示，組織規模愈大則其正式化程度相對愈

高，理由是大型組織為了控制眾多的員工及部門的工作達成標準化的

工作程序，必須仰賴正式的工作標準手冊及程序說明書；反之，小型

組織可由最高管理者親身監督與觀察員工工作的進度與流程來替代

正式文書的制約，其正式化程度較低（Daft,1998:108）。 

 

貳、集權化 

 

    Rainey（1997:174）指出一個組織集權化的程度端看其決策權力

與權威集中於高階層級的程度。在較集權化的組織中，傾向於由階級

頂端作決策；較分權化的組織，其簡單的決策可以由較低層級自行決

定。 

    集權與分權就其制度本身的價值而言，實各有其優劣，端視如何

運用之。集權化的組織可用以下兩個觀點說明其意義：（1）一機關的

事權由該機關自行負責處理，不設置或授權下級或派出機關者。（2）

下級或派出機關處理事務須完全秉承中央或中樞機關之意志。反之，

分權化的組織亦可用以下兩觀點說明其意義：（1）為要完成一定任務

或使命，特設置不同的上下層級機關，如中央機關、中間機關、基層

機關，或中樞機關與派出機關11，使各在其權責範圍內能獨立自主的

                                                 
11 在首都地區所設置負責領導與統籌的總機關為「中樞機關」；而在各地分設的分支機關即稱為

「派出機關」（張潤書，民國 8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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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事務。（2）各機關為適應各地區的需要，分別在各地成立或設置

之，並且有獨立的法律人格，有處理其事務的全權，並不受上級機關

之指揮與監督（張潤書，民國 87：227）。因此，可由上述情事來衡

量一個組織集權化程度的高低。 

 

參、複雜化 

 

    複雜化是指組織中層級節制階層的多寡（垂直的複雜性），和部

門或工作的數量（水平的複雜性）。亦即組織中的層級高度愈高，部

門或工作總量多，則其複雜化程度高；層級高度愈平坦，部門或工作

總量愈少，相對的複雜化程度愈低。Rainey（1997:175）認為可用一

個組織中其分支單位、層級和專業化部門的數量多寡衡量該組織複雜

化的程度。 

    組織設計學旨在探討及提出組織型態的設計方法，其中有幾項設

計方法與組織結構複雜化有密切的關係。其重要內涵及概念臚列如

下： 

 

一、層級化與分部化 

     

在一個高度複雜的組織中，分工與專業化是不可或缺的。機關組

織中，分化表現於兩方面：一為工作的垂直分化—亦即劃分機關組織

中的層級節制體系或梯階體系；二為工作的水平分化—即所謂之「分

部化」。垂直的分化形成了管理層級，水平的分化乃界定了機關的基

本部門，如將一個企業機關水平地劃分為財務部門、生產部門、銷售

部門、人事部門、企劃部門…等是。因此這兩種分化即構成了機關的

整個正式結構（張潤書，民國 87：169）。 

    垂直分化是依個人工作的寬廣度而產生，愈高的職位就具有愈大

的寬廣度。分部化的方式則較多樣化，常見的有（1）按功能分部化：

即是將相同或相似的活動，歸類形成一個組織單位，如圖 2。（2）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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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或設備分部化：指按工作程序或設備之不同為基礎或對象而設置

部門或單位，如圖 3。（3）按人、顧客或物分部化：係指機關組織根

據所服務的人群或所管轄和處理的事務及物材為基礎來設置部門或

單位。上述三種分部化的方式，只是一般情形，劃分的方法各有其長

處與缺點，應用時並沒有一定的基準，通常必須考慮組織的種別、規

模、管理者的意圖、構成人員的性格以及其他情形來決定而使用，但

無論如何，必以達成組織的目標及總體利益為依歸（張潤書，民國

87：173-179）。 

 

 

 

 

 

 

 

 

 
圖 2：功能分部化組織圖 

資料來源：張潤書（民國 87：174） 

 

 

 

 

 

 

 

 
圖 3：按程序或設備分部化組織圖 

資料來源：張潤書（民國 8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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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部門與幕僚部門 

 

機關組織為求達成目標，常將內部工作分化，以求能分工專業而

共赴事功。有些機構是專責直接的執行職能，有些則擔負協助工作的

間接職能。前者即稱為業務部門，後者稱為幕僚部門。而遑論組織層

級化或分部化，其各單位大致都可歸納至這兩大類中。 

    業務部門又稱實作部門，乃組織中實際執行及推動工作的部門，

是擔任直接完成組織目標的工作單位。業務部門是對外的，對社會及

人民發生直接的關係與來往，直接對服務對象提供服務及執行管制。

幕僚部門的工作是對內的與組織目標不發生直接的執行關係。因此，

凡不屬於組織中的層級節制體系，而專司襄助或支援業務部門的單

位，皆可稱為幕僚部門，如機關中的人事單位、總務單位等是。就一

般的說法，幕僚部門的地位與性質乃是：（1）是輔助單位而非權力單

位。（2）是事務部門而非實作部門。（3）是調劑性質而非管轄性質。

（4）是參贊性質而非決定性質（張潤書，民國 87：205-207）。 

 

    下表茲將組織結構的特性及其衡量方式做一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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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組織結構的特性及其衡量方式 
組織結構的特性 意涵 衡量方式 

正式化 

一個組織的結構與工作

程序被清楚制定於正式

書面規則和標準的程度

檢視該組織是否有工作標準說明

書、組織圖表、組織手冊或其他

正式的文書，及詢問員工需遵循

這些確立規則的程度等得知 

集權化 

決策權力與權威集中於

高階層級的程度 
較集權化的組織中，傾向於由階

級頂端作決策；較分權化的組

織，其簡單的決策可以由較低層

級自行決定。因此，端看其決策

過程為前者或後者進而判斷該組

織集權化的程度 

複雜化 

組織中層級節制階層的

多寡（垂直的複雜性），

和部門或工作的數量

（水平的複雜性） 

可用一個組織中其分支單位、層

級和專業化部門的數量多寡衡量

該組織複雜化的程度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肆、首長制與委員制 

 

    除了上述三種組織結構的特性外，組織結構還可能有「首長制與

委員制」之設計方式。一個組織究竟為首長制或委員制可依該組織最

高負責的人數為標準，一機關的事權交由一人單獨負責處理者為首長

制的組織，若交由若干人共同負責處理者為委員制的組織。美國的總

統最足為首長制的代表，瑞士的聯邦政府可為委員制的代表（張潤

書，民國 87：201）。首長制與委員制的優劣並非絕對的，端視如何

善為運用。行政學大師懷特（L. D. White）認為：執行與指導的事務

應採首長制，政策的尋求與決定應採委員制（轉引自張潤書，民國

87：203 -204）。但是一機關的事務有時兼具兩種性質，或者無法明白

劃分時，則可採兩制混和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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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控制幅度與結構設計 

 

    從事組織結構設計工作時，還有一點是必須注意的，即控制幅度

的問題。所謂的控制幅度是指：一個主管直接所能指揮監督的部屬數

目是有一定限度的。超過了這個限度，不但不能充分管理部屬，部屬

也會感到不滿，於是在工作的推行上，會招致許多障礙（張潤書，民

國 87：164-165）。一個主管其所直屬的部屬，到底以多少人為宜？對

此學者間的意見紛歧，如費堯（Henri Fayol）主張不超過 5人或 6人，

古立克（Luther Gulick）主張當工作具例行性、重複性、可度量性及

同質性時，甚至可達 10人，其他亦有認為 4-6人或 8-12人者。姑且

不論應有幾人為宜，控制幅度的原則既然存在，而其道理亦屬正確，

故謀求解決並提出合理之道，乃在於控制幅度並非一成不變，而是視

各種條件予以決定。孔茲（Harold Koontz）為此提出下列幾點，作為

決定部屬人數的參考（張潤書，民國 87：166）： 

 

一、部屬的教育、訓練 

 

訓練健全時，需要指點的地方極少，做事也不會浪費時間，下級

階層的工作比上級階層更專門化，而少複雜性容易教會，故不妨放寬

控制幅度。 

 

二、授權的程度與性質 

 

應該要做的事，規定的清清楚楚，而權責劃分又很明確時，監督

的範圍也就可以擴大。 

 

三、計畫的程度與性質 

 

方針、計畫皆規定明白，而且又很徹底時，控制的幅度自可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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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滿活力的組織 

 

歷史久，富安定性，工作內容變化少的組織，其控制幅度應可寬

些。 

 

五、業績標準 

 

若業績標準非常明確，所指望的成果又非常一定，工作的管理也

就容易，當然可放寬控制幅度。 

 

六、傳達指示的技術 

 

溝通網路若良好而充分，傳達技術若佳且能有效運用幕僚時，控

制的幅度自然可以擴大。 

 

    所以，在衡量一位主管的控制幅度多寡時，並無一定數目，可依

上述準則加以考量而決定最佳的控制幅度。 

 

陸、組織結構設計之原則 

 

    組織結構是組織的首要部分，故組織的良否，直接影響組織之成

效，因此，若干原則應為組織結構建立及安排時所應遵循。孔茲（Koon 

-tz）曾提出下述諸原則（張潤書，民國 87：155-156）： 

 

一、組織結構的目的方面 

 

1.目標一致的原則：即組織結構的建立乃是以完成組織目標為目的。 

2.效率原則：即組織結構乃是為追求組織之效率而建立。 

3.控制幅度原則：組織結構之建立是為了控制幅度能夠適切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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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結構本身方面 

 

1.階梯原則：即建立層級節制體系。 

2.授權原則：使組織的成員或單位能盡其所能。 

3.絕對責任原則：部屬必須對主管負責績效是絕對的。 

4.權責同等原則：即責任與授權應該相等，不可多亦不可少。 

5.指揮一致原則：避免因二人指揮而使部屬無所適從。 

6.權力同等原則：同一階層的人員或職位，其權力應該相等。 

7.分工原則：使人員依工作性質及專業能力就事。 

8.機能明確原則：各單位或人員之職能應該明確，亦即事權確實而不

相混。 

9.分離原則：即控制部門應和一般部門分開，以收考核之效。 

 

三、組織結構的建立過程方面 

 

1.平衡原則：如層級節制體系和控制幅度的平衡；功能分部化和產品

分部化的平衡。 

2.彈性原則：組織結構於建立時，應考慮是否能因應未來時勢的需要

而做變遷。 

3.促進領導方便的原則：組織結構的設計應能方便領導以收管理之

效。 

 

    除了上述各原則外，尚有許多學專家提出其他意見，均有參考價

值。此外，組織結構的特性與組織設計理論之內涵，除本節陳述之內

容外，尚有其他重要議題，如「溝通網路與溝通途徑的建立」、「滿足

個人需求的機制設計」等，但囿於篇幅關係，在此不加一一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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