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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記錄整理

由於訪談採用非正式會話式訪談法，加上訪談內容中有許多涉及受訪者個人

隱私或是不便公開之事項，故此訪談記錄之內文會較為片段與分散。

問卷編號：A

訪談時間：2007年 2月 1日(四) 9:00~12:30

訪談地點：副總經理辦公室

1. 近幾年關於「倫理」的研究可說是蔚為風潮，甚有研究視「倫理」為一種有

效的管理工具。請問您認為所謂的「倫理」的內涵是什麼？應具有哪些特質？

什麼樣的行為可稱得上是「倫理行為」？您認為自身的倫理觀點從何而來？

「倫理……嗯……，這個東西的概念太過於抽象，不知道該要怎麼

說。我想，應該指的就是五倫、人倫觀念、階層關係吧？我認為，

所謂的倫理行為，應該就是指守本分、忠誠、負責、積極、真誠、

公平。」

「就我個人來說，我很大部分的倫理價值觀念應該是來自於家庭、

跟學校教導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像我們台灣人一般來說，都比其他

國家的人更積極勤奮、更盡心盡力。另外，我們也的確有受到領導

者的影響，例如，我們這些被許總帶出來的人，都比其他的人更有

向心力、更有責任感，也更積極做事。」

2. 在「倫理行為」的規範上，公司方面有什麼具體的相關措施？您個人是否另

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來促進下屬的倫理行為？

「很像沒有特別做什麼規定，就是組織章程而已。」

3. 最近的研究指出，除了禁制性、消極性的倫理價值之外，尚有積極性的正面

的倫理價值，如積極任事、勇於負責、公正客觀、誠實廉潔等。請問您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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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樣的見解？您認為哪些行為可歸類為積極性的倫理行為？

答案與第一個問題相同

4. 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現周圍的人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他的行為有否被人舉

報？公司方面及您個人又是如何回應的？

「我們這個部門從來不開除員工，目前為止還沒有例外的。對於那

些不符合要求的員工，生氣起來，臭罵一頓是免不了得，一般來說，

我們會給予機會讓其改過自新。」

5. 公司方面或是您個人是否有什麼樣的機制或措施，以發掘及獎勵展現出積極

性倫理行為的人員，藉以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

「一般來說都是按照組織的規定在走，加薪啊，升遷等。」

6. 論者指出，採用倫理規範或守則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的

發生，更無法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若要有效落實倫理價值於行為之上，則

需要以「文化」做為工具。對此觀點，請問您有什麼看法？是否知悉曾有同

儕、部屬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影響？是否已經有在進行相關的策略？

「我現在很多看法跟價值觀就是在許總門下的那個時期中建立起

來的。」

「我知道我的想法跟價值觀有受到影響，如果要說是受到什麼影響

的話，應該是許總的做人讓我想要效法他。」

7. 一些學者的論點以為，所謂的文化即是一種群體「共識」，這種共識會不自覺

地反映於成員的行為之上。因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文化即會將組織成員的行

為導向倫理性的行為。而對於文化的形成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領導。想請問

您對於這個論點有何見解？您個人是否曾有意識地在塑造某種文化？

「當我們都還在印尼廠時，當時的組織文化的倫理價值完全就是許

總個人價值的體現：忠誠、負責、勤奮、儉樸、重視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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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領導行為會對於員工的行為直接產生影響，繼而影響文化的形成。而所謂的

領導行為，除了基於職權、職責上的領導行為之外，學者認為領導者於職務

外的個人行為亦應該列入領導行為的範疇之內，且亦會對於員工的行為與價

值觀產生莫大的影響，此即是說，領導者個人的所有想法與行為都會對於員

工及文化產生影響。關於這個論點，請問您有何感想？是否曾意識到您的行

為對於員工的影響？是否曾因此刻意去調整過自身的行為？

「我個人很重視誠信這個東西，並且以之作為我作人處事的原則，

並沒有刻意調整自己的行為，來改變什麼。」

9. 由於領導者所持有之價值觀及其領導行為所展現出來之價值觀，是構成組織

文化的重要要素，若是領導者有所更替，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

衝擊。貴部門適逢組織的移轉以及領導者的更替，請問是否有發現上述之現

象？您對此因應的方法為何？您認為這兩個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而造

成文化方面的衝擊？

「目前整個組織的運作情況都相當良好，大家都很有共識跟向心

力，應該沒有你說的文化衝擊發生。」

問卷編號：B

訪談時間：2007年 2月 5日(一) 14:30~17:30

訪談地點：協理辦公室

1. 近幾年關於「倫理」的研究可說是蔚為風潮，甚有研究視「倫理」為一種有

效的管理工具。請問您認為所謂的「倫理」的內涵是什麼？應具有哪些特質？

什麼樣的行為可稱得上是「倫理行為」？您認為自身的倫理觀點從何而來？

「我想，你說的倫理應該指的就是人倫觀念、階層關係吧？所謂的

倫理行為，應該就是指守本分責任心、合群、忠誠、重情、勤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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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吧。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我認為我們很大部分的倫理價值觀念

是來自於傳統的價值觀念，是早就放進腦子裡面了的，像我們台灣

人一般來說，都比其他國家的人更積極勤奮、更盡心盡力。另外，

我們也的確有受到領導者的影響，例如，我們這些被許總帶出來的

人，都比其他的人更有向心力、更有責任感，也更積極做事。舉個

例來說，當時印尼經濟風暴的時候，曾經一度長達三個月的時間沒

有發放薪資，台籍人員大多還是繼續堅守崗位，不離不棄。」

「說真的，當時誰不想要跑啊，但是，跑了的話公司怎麼辦？下面

那些員工怎麼辦？這樣還能跑嗎？實在是放不下啊！所幸那場災

難被我們撐過去了，不然也就不會有今天這個金海廠了。」

2. 在「倫理行為」的規範上，公司方面有什麼具體的相關措施？您個人是否另

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來促進下屬的倫理行為？

「這方面公司比較沒有規定。我個人的話，要說的話，應該就是給

予信任吧，信任是領導的基礎，信任下屬，不過度過問下屬的工作

情形，可以促使下屬成長，培養他們的自主性。」

3. 最近的研究指出，除了禁制性、消極性的倫理價值之外，尚有積極性的正面

的倫理價值，如積極任事、勇於負責、公正客觀、誠實廉潔等。請問您對此

有什麼樣的見解？您認為哪些行為可歸類為積極性的倫理行為？

答案與第一個問題相同

4. 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現周圍的人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他的行為有否被人舉

報？公司方面及您個人又是如何回應的？

「我們這個部門從來不開除員工，目前為止還沒有例外的。對於那

些不符合要求的員工，一般來說，我們會給予機會讓其改過自新。」

「對於那些違反倫理規範的人員我們處理方式，首先會先私下進行

溝通，了解一下他之所以做出這種行為的理由。如果是工作環境的

問題，那麼就安排一個新的環境給他；如果是工作能力的問題，那

就多給他一些指點或是讓他有學習的機會，以改善當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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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方面或是您個人是否有什麼樣的機制或措施，以發掘及獎勵展現出積極

性倫理行為的人員，藉以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

「發現有表現比較突出的員工，會盡量給予表現的舞台，給他更大

的發展空間、更多的自主性以及升遷的機會，私下也會去給予鼓

勵。」

6. 論者指出，採用倫理規範或守則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的

發生，更無法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若要有效落實倫理價值於行為之上，則

需要以「文化」做為工具。對此觀點，請問您有什麼看法？是否知悉曾有同

儕、部屬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影響？是否已經有在進行相關的策略？

「以我自己為例，我個人深刻地感受到我的個性、態度、處事作風

以及領導模式，在在都受到了上級以及組織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改

變。」

「說實在的，我並無法明確地指出來，到底是受到領導者之領導行

為的影響，亦或是文化、同儕的影響，而使得價值觀、工作態度等

的改變。感覺比較強烈的應該領導者的影響，因為許總的做人及領

導行為的模式讓人感到很欽佩，並有心予以仿效。」

「每個國家對於工作的態度以及對於工作投入之程度的見解不

同，以我們的立場來說，會覺得印尼及馬來西亞籍的人員相對來說

比較懶散、不夠積極。但是，在加入我們這個組織之後久而久之，

這幾個他國籍人員的行為也變得相當積極了。」

「在這個案例中，這些他國籍人員的行為改變，應該主要是基於文

化以及同儕之間的影響。」

7. 一些學者的論點以為，所謂的文化即是一種群體「共識」，這種共識會不自覺

地反映於成員的行為之上。因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文化即會將組織成員的行

為導向倫理性的行為。而對於文化的形成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領導。想請問

您對於這個論點有何見解？您個人是否曾有意識地在塑造某種文化？

「當我們都還在印尼廠時，當時的組織文化的倫理價值完全就是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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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個人價值的體現：忠誠、負責、勤奮、儉樸、重視人和。」

「領導者的行為，於公於私都會影響到下屬，都會起一種示範作

用，使得下屬受到領導者的影響，進而改變了下屬的行為以及組織

文化的內涵。」

「許總的領導風格是人性化帶人的方式，會積極為屬下爭取應該的

權益，個性很溫和，當時在他帶領下的團隊非常有向心力、很團結。

從那團隊出來的人，想法大多都有受到影響，思想、性情也都有所

改變。有人和的領導者，他的影響力會更大更明顯。」

「信任是領導的基礎，領導者如果言行如一，表現出來的行為能夠

符合他所陳述的價值觀，則或多或少比較能夠使人信服、願意效

法。」

8. 領導行為會對於員工的行為直接產生影響，繼而影響文化的形成。而所謂的

領導行為，除了基於職權、職責上的領導行為之外，學者認為領導者於職務

外的個人行為亦應該列入領導行為的範疇之內，且亦會對於員工的行為與價

值觀產生莫大的影響，此即是說，領導者個人的所有想法與行為都會對於員

工及文化產生影響。關於這個論點，請問您有何感想？是否曾意識到您的行

為對於員工的影響？是否曾因此刻意去調整過自身的行為？

「我知道信任很重要，所以我會試著去給予員工信任，給他們更多

的自主性去發揮，同時，自己做不到的事，我就不會要求員工要去

做到。」

9. 由於領導者所持有之價值觀及其領導行為所展現出來之價值觀，是構成組織

文化的重要要素，若是領導者有所更替，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

衝擊。貴部門適逢組織的移轉以及領導者的更替，請問是否有發現上述之現

象？您對此因應的方法為何？您認為這兩個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而造

成文化方面的衝擊？

「目前有一些觀念都還在溝通、協調中，因為若是沒有一定的共

識，事情會很難做得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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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許總的領導行為模式相比，許總比較懂得關心他的下屬、聆聽

下屬的需求，且相當信任下屬，願意放任下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藍副總做人相當誠懇，對待屬下也非常好，但是在工作方面有時會

要求過度，且習慣性掌控下屬做事的方法與程序，侷限了下屬的發

展空間。另外，他較不擅長傾聽的技巧，使得問題有時候比較難以

溝通。」

問卷編號：C

訪談時間：2007年 2月 3日(六) 14:30~16:50

訪談地點：經理辦公室

1. 近幾年關於「倫理」的研究可說是蔚為風潮，甚有研究視「倫理」為一種有

效的管理工具。請問您認為所謂的「倫理」的內涵是什麼？應具有哪些特質？

什麼樣的行為可稱得上是「倫理行為」？您認為自身的倫理觀點從何而來？

「倫理……嗯……，這個東西的概念太過於抽象，難以清楚詳述。

我想，應該指的就是人倫觀念吧？所謂的倫理行為，應該就是指守

本分、合群、負責及不做出違反規定的行為吧。」

「在倫理價值的精神方面，我個人感覺主要是來自於上級、創辦人

以及組織規章的規定。」

2. 在「倫理行為」的規範上，公司方面有什麼具體的相關措施？您個人是否另

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來促進下屬的倫理行為？

「沒有針對倫理設置額外的規章，主要就是組織規定來規範人員行

為。」

「我個人也沒有其他要求，就是針對組織的規定工作行為的主要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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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的研究指出，除了禁制性、消極性的倫理價值之外，尚有積極性的正面

的倫理價值，如積極任事、勇於負責、公正客觀、誠實廉潔等。請問您對此

有什麼樣的見解？您認為哪些行為可歸類為積極性的倫理行為？

答案與第一個問題相同

4. 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現周圍的人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他的行為有否被人舉

報？公司方面及您個人又是如何回應的？

「對於那些違反倫理規範的人員我們處理方式，首先會先私下進行

溝通，了解一下他之所以做出這種行為的理由。如果是工作環境的

問題，那麼就安排一個新的環境給他；如果是工作能力的問題，那

就多給他一些指點或是讓他有學習的機會，以改善當前情況。」

5. 公司方面或是您個人是否有什麼樣的機制或措施，以發掘及獎勵展現出積極

性倫理行為的人員，藉以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

「不當的行為由主管決定處理的方式，對於較積極的員工除了給予

肯定與讚美外，不進行額外的獎賞，而採用公司的規範給予升遷與

調薪的機會。」

6. 論者指出，採用倫理規範或守則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的

發生，更無法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若要有效落實倫理價值於行為之上，則

需要以「文化」做為工具。對此觀點，請問您有什麼看法？是否知悉曾有同

儕、部屬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影響？是否已經有在進行相關的策略？

「以我自己為例，我個人深刻地感受到我的個性、態度、處事作風

以及領導模式，在在都受到了上級以及組織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改

變。」

「說實在的，我並無法明確地指出來，到底是受到領導者之領導行

為的影響，亦或是文化、同儕的影響，而使得價值觀、工作態度等

的改變。感覺比較強烈的應該領導者的影響，因為許總的做人及領

導行為的模式讓人感到很欽佩，並有心予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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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些學者的論點以為，所謂的文化即是一種群體「共識」，這種共識會不自覺

地反映於成員的行為之上。因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文化即會將組織成員的行

為導向倫理性的行為。而對於文化的形成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領導。想請問

您對於這個論點有何見解？您個人是否曾有意識地在塑造某種文化？

「當我們都還在印尼廠時，當時的組織文化的倫理價值完全就是許

總個人價值的體現：忠誠、負責、勤奮、儉樸、重視人和。」

「許總的領導風格是人性化帶人的方式，會積極為屬下爭取應該的

權益，個性很溫和，當時在他帶領下的團隊非常有向心力、很團結。

從那團隊出來的人，想法大多都有受到影響，思想、性情也都有所

改變。有人和的領導者，他的影響力會更大更明顯。」

8. 領導行為會對於員工的行為直接產生影響，繼而影響文化的形成。而所謂的

領導行為，除了基於職權、職責上的領導行為之外，學者認為領導者於職務

外的個人行為亦應該列入領導行為的範疇之內，且亦會對於員工的行為與價

值觀產生莫大的影響，此即是說，領導者個人的所有想法與行為都會對於員

工及文化產生影響。關於這個論點，請問您有何感想？是否曾意識到您的行

為對於員工的影響？是否曾因此刻意去調整過自身的行為？

「許總的領導風格是人性化帶人的方式，會積極為屬下爭取應該的

權益，個性很溫和，當時在他帶領下的團隊非常有向心力、很團結。

我很仰慕他這種領導方式，並且試著親身力行，重視人和領導以及

溝通。」

9. 由於領導者所持有之價值觀及其領導行為所展現出來之價值觀，是構成組織

文化的重要要素，若是領導者有所更替，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

衝擊。貴部門適逢組織的移轉以及領導者的更替，請問是否有發現上述之現

象？您對此因應的方法為何？您認為這兩個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而造

成文化方面的衝擊？

「跟許總的領導行為模式相比，許總比較懂得關心他的下屬、聆聽



120

下屬的需求，且相當信任下屬，願意放任下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藍副總做人相當誠懇，對待屬下也非常好，但是在工作方面有時會

要求過度，且習慣性掌控下屬做事的方法與程序，侷限了下屬的發

展空間。另外，他較不擅長傾聽的技巧，使得問題有時候比較難以

溝通。」

問卷編號：D

訪談時間：2007年 2月 8日(四) 9:30~12:00

訪談地點：副理辦公室

1. 近幾年關於「倫理」的研究可說是蔚為風潮，甚有研究視「倫理」為一種有

效的管理工具。請問您認為所謂的「倫理」的內涵是什麼？應具有哪些特質？

什麼樣的行為可稱得上是「倫理行為」？您認為自身的倫理觀點從何而來？

「倫理，應該主要是指階層關係、個人的本分，倫理行為則應含有

守本分、合群、負責、忠誠、重情、盡心等要素在內。」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我認為我們很大部分的倫理價值觀念是來自

於傳統的價值觀念，是早就放進腦子裡面了的，像我們台灣人一般

來說，都比其他國家的人更積極勤奮、更盡心盡力。另外，我們也

的確有受到領導者的影響，例如，我們這些被許總帶出來的人，都

比其他的人更有向心力、更有責任感，也更積極做事。」

2. 在「倫理行為」的規範上，公司方面有什麼具體的相關措施？您個人是否另

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來促進下屬的倫理行為？

「我個人主要是以觀念上的溝通吧，觀念清楚就比較不會做錯事。」

3. 最近的研究指出，除了禁制性、消極性的倫理價值之外，尚有積極性的正面

的倫理價值，如積極任事、勇於負責、公正客觀、誠實廉潔等。請問您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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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樣的見解？您認為哪些行為可歸類為積極性的倫理行為？

答案與第一個問題相同

4. 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現周圍的人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他的行為有否被人舉

報？公司方面及您個人又是如何回應的？

「對於那些違反倫理規範的人員我們處理方式，首先會先私下進行

溝通，了解一下他之所以做出這種行為的理由。如果是工作環境的

問題，那麼就安排一個新的環境給他；如果是工作能力的問題，那

就多給他一些指點或是讓他有學習的機會，以改善當前情況。」

「一般來說，對於這種員工，用私下溝通的方式，持續給予他關心，

並且提供適度的幫助，應該都是可以改善的。」

「若是屬下太自以為是，則讓之實作並引用實際數據來說服之。」

5. 公司方面或是您個人是否有什麼樣的機制或措施，以發掘及獎勵展現出積極

性倫理行為的人員，藉以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

「一切用組織的規定來做，不可以亂了章法。」

6. 論者指出，採用倫理規範或守則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的

發生，更無法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若要有效落實倫理價值於行為之上，則

需要以「文化」做為工具。對此觀點，請問您有什麼看法？是否知悉曾有同

儕、部屬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影響？是否已經有在進行相關的策略？

「文化的作用很明顯，這也是我們組織這麼有向心力的源由。」

7. 一些學者的論點以為，所謂的文化即是一種群體「共識」，這種共識會不自覺

地反映於成員的行為之上。因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文化即會將組織成員的行

為導向倫理性的行為。而對於文化的形成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領導。想請問

您對於這個論點有何見解？您個人是否曾有意識地在塑造某種文化？

「領導者的行為，於公於私都會影響到下屬，都會起一種示範作

用，使得下屬受到領導者的影響，進而改變了下屬的行為以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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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內涵。」

「聆聽是領導的根本，而關心是獲取人心、鼓勵員工盡心的要點之

一。懂得這些才能凝聚組織的向心力。」

「領導者的一舉一動，下屬全看在眼裡。領導者的言行舉止必須一

致，下屬才會信任他，願意跟隨他。」

8. 領導行為會對於員工的行為直接產生影響，繼而影響文化的形成。而所謂的

領導行為，除了基於職權、職責上的領導行為之外，學者認為領導者於職務

外的個人行為亦應該列入領導行為的範疇之內，且亦會對於員工的行為與價

值觀產生莫大的影響，此即是說，領導者個人的所有想法與行為都會對於員

工及文化產生影響。關於這個論點，請問您有何感想？是否曾意識到您的行

為對於員工的影響？是否曾因此刻意去調整過自身的行為？

沒有回答

9. 由於領導者所持有之價值觀及其領導行為所展現出來之價值觀，是構成組織

文化的重要要素，若是領導者有所更替，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

衝擊。貴部門適逢組織的移轉以及領導者的更替，請問是否有發現上述之現

象？您對此因應的方法為何？您認為這兩個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而造

成文化方面的衝擊？

「跟許總的領導行為模式相比，許總比較懂得關心他的下屬、聆聽

下屬的需求，且相當信任下屬，願意放任下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藍副總做人相當誠懇，對待屬下也非常好，但是在工作方面有時會

要求過度，且習慣性掌控下屬做事的方法與程序，侷限了下屬的發

展空間。另外，他較不擅長傾聽的技巧，使得問題有時候比較難以

溝通。」

問卷編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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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7年 2月 12日(一) 9:30~10:50

訪談地點：會議室

1. 近幾年關於「倫理」的研究可說是蔚為風潮，甚有研究視「倫理」為一種有

效的管理工具。請問您認為所謂的「倫理」的內涵是什麼？應具有哪些特質？

什麼樣的行為可稱得上是「倫理行為」？您認為自身的倫理觀點從何而來？

「倫理這個概念可以理解，但是難以言喻。它指的應該是人與人之

間的分際與規範。倫理行為則是合群、負責、公正等概念。」

「個人感覺，每個人的倫理觀念有進入組織前就有的，也有的是來

自組織的，經過整合之後形成了現有的工作態度與倫理觀。但是，

個人感覺價值觀主要還是來自於原有環境、背景的影響，受到組織

的影響似乎沒那麼深，這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經過長年的潛移默

化，結果價值觀已經受到了影響卻還不自知。」

2. 在「倫理行為」的規範上，公司方面有什麼具體的相關措施？您個人是否另

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來促進下屬的倫理行為？

「組織原來就有一個規定在，就按照組織的規定來做，沒有其他特

別的想法。」

3. 最近的研究指出，除了禁制性、消極性的倫理價值之外，尚有積極性的正面

的倫理價值，如積極任事、勇於負責、公正客觀、誠實廉潔等。請問您對此

有什麼樣的見解？您認為哪些行為可歸類為積極性的倫理行為？

答案與第一個問題相同

4. 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現周圍的人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他的行為有否被人舉

報？公司方面及您個人又是如何回應的？

「對於那些違反倫理規範的人員我們處理方式，首先會先私下進行

溝通，了解一下他之所以做出這種行為的理由。如果是工作環境的

問題，那麼就安排一個新的環境給他；如果是工作能力的問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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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多給他一些指點或是讓他有學習的機會，以改善當前情況。」

5. 公司方面或是您個人是否有什麼樣的機制或措施，以發掘及獎勵展現出積極

性倫理行為的人員，藉以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

「嗯…沒有耶…。」

6. 論者指出，採用倫理規範或守則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的

發生，更無法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若要有效落實倫理價值於行為之上，則

需要以「文化」做為工具。對此觀點，請問您有什麼看法？是否知悉曾有同

儕、部屬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影響？是否已經有在進行相關的策略？

「我們這裡的人，想法、看法都滿類似的，應該就是你說的文化

的影響吧。」

7. 一些學者的論點以為，所謂的文化即是一種群體「共識」，這種共識會不自覺

地反映於成員的行為之上。因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文化即會將組織成員的行

為導向倫理性的行為。而對於文化的形成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領導。想請問

您對於這個論點有何見解？您個人是否曾有意識地在塑造某種文化？

「許總的領導風格是人性化帶人的方式，會積極為屬下爭取應該的

權益，個性很溫和，當時在他帶領下的團隊非常有向心力、很團結。

從那團隊出來的人，想法大多都有受到影響，思想、性情也都有所

改變。有人和的領導者，他的影響力會更大更明顯。」

「信任是領導的基礎，領導者如果言行如一，表現出來的行為能夠

符合他所陳述的價值觀，則或多或少比較能夠使人信服、願意效

法。」

8. 領導行為會對於員工的行為直接產生影響，繼而影響文化的形成。而所謂的

領導行為，除了基於職權、職責上的領導行為之外，學者認為領導者於職務

外的個人行為亦應該列入領導行為的範疇之內，且亦會對於員工的行為與價

值觀產生莫大的影響，此即是說，領導者個人的所有想法與行為都會對於員

工及文化產生影響。關於這個論點，請問您有何感想？是否曾意識到您的行

為對於員工的影響？是否曾因此刻意去調整過自身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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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個人而言，較重視自主性的管理，太多的限制會限制員工以

後的發展。藍副總像嚴父，陳協理跟許總較類似，像慈母、良師。

陳協理的領導風格我比較能夠接受，因為較能夠溝通、互動比較讓

人想要效法，但是因為每個人的性格不同，因此行為本來就會有些

不同。」

9. 由於領導者所持有之價值觀及其領導行為所展現出來之價值觀，是構成組織

文化的重要要素，若是領導者有所更替，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

衝擊。貴部門適逢組織的移轉以及領導者的更替，請問是否有發現上述之現

象？您對此因應的方法為何？您認為這兩個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而造

成文化方面的衝擊？

「身為下屬，服從是第一要務，上面怎麼想，我們就怎麼做。除非

情況或命令真的已經超出所能負荷的範圍了，否則沒有必要去跟上

面的反應意見。」

「跟許總的領導行為模式相比，許總比較懂得關心他的下屬、聆聽

下屬的需求，且相當信任下屬，願意放任下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藍副總做人相當誠懇，對待屬下也非常好，但是在工作方面有時會

要求過度，且習慣性掌控下屬做事的方法與程序，侷限了下屬的發

展空間。另外，他較不擅長傾聽的技巧，使得問題有時候比較難以

溝通。」

「跟許總的領導行為模式相比，許總比較懂得關心他的下屬、聆聽

下屬的需求，且相當信任下屬，願意放任下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藍副總做人相當誠懇，對待屬下也非常好，但是在工作方面有時會

要求過度，且習慣性掌控下屬做事的方法與程序，侷限了下屬的發

展空間。另外，他較不擅長傾聽的技巧，使得問題有時候比較難以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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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編號：F

訪談時間：2007年 2月 7日(三) 14:30~16:00

訪談地點：會議室

1. 近幾年關於「倫理」的研究可說是蔚為風潮，甚有研究視「倫理」為一種有

效的管理工具。請問您認為所謂的「倫理」的內涵是什麼？應具有哪些特質？

什麼樣的行為可稱得上是「倫理行為」？您認為自身的倫理觀點從何而來？

「倫理就我的理解，應該比較符合人倫關係這個概念，倫理行為的

話應該就是指合群、認真、守本分。」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我認為我們很大部分的倫理價值觀念是來自

於傳統的價值觀念，是早就放進腦子裡面了的，像我們台灣人一般

來說，都比其他國家的人更積極勤奮、更盡心盡力。例如，當時印

尼排華暴動時，其他國家的主管級人員通通都跑光了，只有我們台

灣的主管級人員會趕回去，致力於穩定情況，關心下屬。另外，我

們也的確有受到領導者的影響，例如，我們這些被許總帶出來的

人，都比其他的人更有向心力、更有責任感，也更積極做事。」

2. 在「倫理行為」的規範上，公司方面有什麼具體的相關措施？您個人是否另

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來促進下屬的倫理行為？

「沒有。規範再詳盡都會有漏洞，且人員不見得甘心遵守，個人認為應以

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去使員工願意遵守。」

3. 最近的研究指出，除了禁制性、消極性的倫理價值之外，尚有積極性的正面

的倫理價值，如積極任事、勇於負責、公正客觀、誠實廉潔等。請問您對此

有什麼樣的見解？您認為哪些行為可歸類為積極性的倫理行為？

答案與第一個問題相同

4. 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現周圍的人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他的行為有否被人舉

報？公司方面及您個人又是如何回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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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對於這種員工，用私下溝通的方式，持續給予他關心，

並且提供適度的幫助，應該都是可以改善的。」

5. 公司方面或是您個人是否有什麼樣的機制或措施，以發掘及獎勵展現出積極

性倫理行為的人員，藉以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

「沒有回答。」

6. 論者指出，採用倫理規範或守則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的

發生，更無法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若要有效落實倫理價值於行為之上，則

需要以「文化」做為工具。對此觀點，請問您有什麼看法？是否知悉曾有同

儕、部屬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影響？是否已經有在進行相關的策略？

「以我自己為例，我個人深刻地感受到我的個性、態度、處事作風

以及領導模式，在在都受到了上級以及組織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改

變。」

「說實在的，我並無法明確地指出來，到底是受到領導者之領導行

為的影響，亦或是文化、同儕的影響，而使得價值觀、工作態度等

的改變。感覺比較強烈的應該領導者的影響，因為許總的做人及領

導行為的模式讓人感到很欽佩，並有心予以仿效。」

「文化一旦建立，就會有種秩序，後進的人能跟從既存的文化，以

免造成混亂。」

7. 一些學者的論點以為，所謂的文化即是一種群體「共識」，這種共識會不自覺

地反映於成員的行為之上。因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文化即會將組織成員的行

為導向倫理性的行為。而對於文化的形成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領導。想請問

您對於這個論點有何見解？您個人是否曾有意識地在塑造某種文化？

「當我們都還在印尼廠時，當時的組織文化的倫理價值完全就是許

總個人價值的體現：忠誠、負責、勤奮、儉樸、重視人和。」

「許總的領導風格是人性化帶人的方式，會積極為屬下爭取應該的

權益，個性很溫和，當時在他帶領下的團隊非常有向心力、很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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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團隊出來的人，想法大多都有受到影響，思想、性情也都有所

改變。有人和的領導者，他的影響力會更大更明顯。」

8. 領導行為會對於員工的行為直接產生影響，繼而影響文化的形成。而所謂的

領導行為，除了基於職權、職責上的領導行為之外，學者認為領導者於職務

外的個人行為亦應該列入領導行為的範疇之內，且亦會對於員工的行為與價

值觀產生莫大的影響，此即是說，領導者個人的所有想法與行為都會對於員

工及文化產生影響。關於這個論點，請問您有何感想？是否曾意識到您的行

為對於員工的影響？是否曾因此刻意去調整過自身的行為？

「這個沒有想過耶…」

9. 由於領導者所持有之價值觀及其領導行為所展現出來之價值觀，是構成組織

文化的重要要素，若是領導者有所更替，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

衝擊。貴部門適逢組織的移轉以及領導者的更替，請問是否有發現上述之現

象？您對此因應的方法為何？您認為這兩個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而造

成文化方面的衝擊？

「身為下屬，服從是第一要務，上面怎麼想，我們就怎麼做。除非

情況或命令真的已經超出所能負荷的範圍了，否則沒有必要去跟上

面的反應意見。」

「跟許總的領導行為模式相比，許總比較懂得關心他的下屬、聆聽

下屬的需求，且相當信任下屬，願意放任下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藍副總做人相當誠懇，對待屬下也非常好，但是在工作方面有時會

要求過度，且習慣性掌控下屬做事的方法與程序，侷限了下屬的發

展空間。另外，他較不擅長傾聽的技巧，使得問題有時候比較難以

溝通。」

「一個文化的形成需要不斷地溝通，以達成共識、消彌任知差異，

促成共有文化的形成。」

「這個廠的文化尚未重新建立完成，但是由於都是來自許總門下，

共識已然有個雛型，文化重建應該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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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編號：G

訪談時間：2007年 2月 13日(二) 15:00~16:10

訪談地點：會議室

1. 近幾年關於「倫理」的研究可說是蔚為風潮，甚有研究視「倫理」為一種有

效的管理工具。請問您認為所謂的「倫理」的內涵是什麼？應具有哪些特質？

什麼樣的行為可稱得上是「倫理行為」？您認為自身的倫理觀點從何而來？

「倫理指的應該就是一個人的本分，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負責、守

本分、公平就是符合倫理行為的概念。」

「個人感覺，每個人的倫理觀念有進入組織前就有的，也有的是來

自組織的，經過整合之後形成了現有的工作態度與倫理觀。但是，

個人感覺價值觀主要還是來自於原有環境、背景的影響，受到組織

的影響似乎沒那麼深，這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經過長年的潛移默

化，結果價值觀已經受到了影響卻還不自知。」

2. 在「倫理行為」的規範上，公司方面有什麼具體的相關措施？您個人是否另

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來促進下屬的倫理行為？

「用引導式的方式，領導員工行為。避免不必要的錯誤。」

3. 最近的研究指出，除了禁制性、消極性的倫理價值之外，尚有積極性的正面

的倫理價值，如積極任事、勇於負責、公正客觀、誠實廉潔等。請問您對此

有什麼樣的見解？您認為哪些行為可歸類為積極性的倫理行為？

答案與第一個問題相同

4. 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現周圍的人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他的行為有否被人舉

報？公司方面及您個人又是如何回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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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違反倫理規範的人員我們處理方式，首先會先私下進行

溝通，了解一下他之所以做出這種行為的理由。如果是工作環境的

問題，那麼就安排一個新的環境給他；如果是工作能力的問題，那

就多給他一些指點或是讓他有學習的機會，以改善當前情況。」

5. 公司方面或是您個人是否有什麼樣的機制或措施，以發掘及獎勵展現出積極

性倫理行為的人員，藉以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

「對於表現良好者，盡量給予表現機會、升遷機會，且可能適度下

放權力予他。」

6. 論者指出，採用倫理規範或守則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的

發生，更無法促進正向的倫理行為。若要有效落實倫理價值於行為之上，則

需要以「文化」做為工具。對此觀點，請問您有什麼看法？是否知悉曾有同

儕、部屬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影響？是否已經有在進行相關的策略？

「文化的好壞會體現在組織的整體表現上。」

7. 一些學者的論點以為，所謂的文化即是一種群體「共識」，這種共識會不自覺

地反映於成員的行為之上。因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文化即會將組織成員的行

為導向倫理性的行為。而對於文化的形成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領導。想請問

您對於這個論點有何見解？您個人是否曾有意識地在塑造某種文化？

「領導不能只用權力帶人，多少必須用心、用感情，用人性化管理，

重視與員工的溝通，領導的態度至關重要。」

8. 領導行為會對於員工的行為直接產生影響，繼而影響文化的形成。而所謂的

領導行為，除了基於職權、職責上的領導行為之外，學者認為領導者於職務

外的個人行為亦應該列入領導行為的範疇之內，且亦會對於員工的行為與價

值觀產生莫大的影響，此即是說，領導者個人的所有想法與行為都會對於員

工及文化產生影響。關於這個論點，請問您有何感想？是否曾意識到您的行

為對於員工的影響？是否曾因此刻意去調整過自身的行為？

「我很重視領導方面的公平與公正，所以會很注意不要去過度干涉

下屬的行為跟實操。因為我想大家的想法應該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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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由於領導者所持有之價值觀及其領導行為所展現出來之價值觀，是構成組織

文化的重要要素，若是領導者有所更替，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

衝擊。貴部門適逢組織的移轉以及領導者的更替，請問是否有發現上述之現

象？您對此因應的方法為何？您認為這兩個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而造

成文化方面的衝擊？

「因為，目前本組織的文化、制度尚在重新建立當中，因此本單位

必須先有一套運行的方式，讓下屬有所依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