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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這句話對我而言，既代表了華人的哲學之

道，也代表了離父母遙遠的我必須不斷自省。在西伯利亞從事石油業的家庭中成

長，大學畢業後，我做出了不符父母期待的決定：拒絕接班他們的事業，並離開

家鄉來到遙遠的臺灣。由於我的父母仍保有俄羅斯傳統家庭思維，讓我感到自己

有更大的責任來改變他們的保守態度，並使他們對於我的選擇感到欣喜。我必須

在學術界得到有意義的成就與發展，才可以回報父母的恩情。總之，父母在我人

生中的啟發無限，自 2003 年就學開始，我一直希望能夠將研究工作的成果貢獻

給父母。 

在博士班的時候，我意外認識了從日本來到臺灣的 Seraphim Usupov（尤蘇

波夫）教授。Seraphim 的祖先是俄皇時代知名的親王，在俄國革命後離開俄羅斯，

Seraphim 在美國和日本長大，除了俄文之外，日文和英文也都是他的母語。在臺

灣當教授多年的他對俄羅斯朋友熱烈歡迎與接待，使我也有機會成為他周邊的朋

友之一。在我 30 歲生日的時候，曾邀請 Seraphim 到我臺灣的家作客，那時他帶

來一個特別的禮物要送給我－他在日本博士畢業時的博士帽。當時我不敢接受，

對六年前的我來說，博士畢業的那一刻看起來非常遙遠，我請他在我學成畢業後

再送禮，但 Seraphim 堅持不讓步，於是我不得不接受了這份大禮。 

幾年後的某一天傳來令人遺撼的消息，心臟不健康的 Seraphim 在臺灣過世

了。當初到行天宮送 Seraphim 的時候，除了他留給我們最美的關懷之外，我還

想起了他堅持贈送博士帽給我時附加的一句話：「我相信，總是有一天你將戴上

它」。從此，我踏上了取得博士學位之路，除了來自家人的支持，也伴隨著永遠

的朋友 Seraphim 的祝福和期望。 

在我求學的過程中，因為同時負責俄羅斯市場開發和行銷業務而經常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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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開發新客戶和商務機會的同時，亦影響了我的論文發想，我的合作夥伴

也對於我專注於社會文化對創業之影響的研究題目，提供許多反思機會。他們協

助我了解臺灣的文化特質、臺灣高層經營主管的思考邏輯、思維和價值觀。特別

感謝偉訓科技公司總經理王駿東和他的團隊，讓我從密切互動中，更進一步了解

臺灣公司的內外部文化特色，他們充實了我的研究，增廣了研究的實務體驗和資

訊發覺。口試當天，有一位臺大教授認為我對臺灣的文化評價過於理想，確實，

是這些臺南的熱情朋友們影響了我對臺灣的高度評價。 

然而，無論蒐集的資料多麼完美，沒有學術方面的支持和協助，仍然無法順

利完成論文寫作任務，這一點對外國研究生而言更為重要。多虧魏艾教授指導有

方，幫助我順利取得學位，說巧不巧，魏艾教授在我入學的那一年擔任東亞所所

長，幾年後又成為我的指導教授，要指導外籍生是項不容易的任務，因此對於魏

艾教授的諄諄教誨更是特別感謝！ 

同時，這份研究也少不了許多背後主角，如協助修改、提出建議與討論的張

鈞智、家琪和吳皓筠。亦特別感謝助教張姐在過程中協助處理很多學校程序，張

姐每次見到我都帶來一種「有朋自遠方，不亦樂乎」的正向力量，總是樂意說明、

打聽、指導我更有效地處理各種學校事務，是大家在研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助力。 

2014 年 12 月接到張姐的電話，表示將博士學位考試安排在 1 月 13 日，當

時我愣了一下，詢問張姐是否故意如此安排，因為當天是我的 36 歲生日。2015

年 1 月 13 日，在經過整個上午對於論文的熱烈討論，並給予每一位口試委員解

答辯護，以及針對論文作出更正後，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長陳明璋代表論文考

試委員會，公布我的博士論文口試通過，當下真是情緒激昂、久難平復。論文口

試是非常寶貴的經驗，特別感謝政大和臺大的諸位教授，包括魏艾老師、魏百谷

老師、陳志龍老師、黃慶堂老師和陳明璋老師的參與和寶貴意見。博士學位考試

通過的當晚，我邀請最好的朋友們一同聚餐，並當場戴上了 Seraphim 送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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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帽，象徵這段求學之旅的完美結束。 

自多年前我開始博士研究以來，一直希望能夠讓父母改變俄羅斯社會對於兒

子應該跟隨父母腳步的刻板期望，這也是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因素之一。但在研究

過程中，我認識了 Seraphim，讓我更深入思考華人對命運的邏輯。他所贈與我的

寶貴禮物，成了幾年後我獲得博士學位之時的生日禮物。雖然 Seraphim 已不在

世而無法與他分享，但我將永遠記住他的啟發和鼓勵、他的開朗個性和對友誼的

大方態度，在此，我將這篇博士論文獻給 Seraphim。 

戴上博士帽後，人生又開始了一段新的旅程，週邊有熱愛的家人、朋友和合

作夥伴，希望我們能夠一起更加努力，加油、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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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金錢與非金錢的文化結合在一起，是俄羅斯自古以來無法解決的重大問題。1 

   Grigori Goltz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990 年代末期，人類歷史出現意想不到的轉折，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

或經濟制度發生劇烈變遷。從威權轉型到民主、從計畫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

從國有化政策轉型到私有化政策，這些都可能是 20 世紀晚期最重要的政治趨

勢。 

與非共產黨體系國家的企業發展歷史不同，20 世紀 1990 年代，俄羅斯中

小企業的法律體系建構才剛起步。在蘇聯解體之前，自行創業是違法的，且違

規者將面臨刑事責任。依據蘇聯憲法規定「生產工具」僅能為社會所擁有，2除

了社會集體單位之外，只有少數產業允許蘇聯人民擁有生產工具。蘇聯領導人

主張，在生產效率方面，小企業遠不及大企業，且小企業有違共產主義的意識

形態。因此，1917 年由革命建立的新政府，逐漸透過經濟及行政手段排除私人

中小企業，至 20 世紀 1950 年代末，蘇聯政府完全消滅手工業，僅剩服飾業為

唯一合法產業。一直到 1989 年，俄羅斯人民才又獲得「生產工具擁有權」，使

俄羅斯中小企業得以重新站上舞台。 

在 1989年通過設立第一個合法的私人小型企業，並於 1990年 12月針對中

小企業發佈「企業及創業活動」法案，3對於「創業活動」、「創業主體」、

「創業者身份」、「創業方式」賦予定義及規範。接著於 1991 年 7 月，政府擬

定第 406 號行政命令「支持小企業發展」，4提出小企業的定義，並透過稅率優

惠待遇及建立政府預算基金，來協助小企業發展。 

1993 年 4 月，俄羅斯政府按照「自由競爭及產品市場中壟斷行為限制」的

規範，創立「支持創業行為基金會」，主要目的在於促進自由競爭。1995 年，

                         
1   Григорий А. Гольц,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я интуиция в России”, Mиp психологии, 

№4(1996), стр. 27-34. 
2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9/5/23.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СССР. 

Принята на внеочередной седьмой сесс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девятого созыва 

7 октября 1977 г.,”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http://www.hist.msu.ru/ER/Etext/cnst1977.htm>. 
3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Закон N 445-

1, 25 декабря 1990 г.,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http://www.zakonrf.info>. 
4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О мерах по поддержке и развитию мал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 РСФСР”,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 406, 18 июля 1991 г.,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http://www.zakonrf.info>.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俄羅斯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對中小企業創業之比較研究 

2 

該基金會更名為「支持小企業聯邦投資基金會」，並於同年通過「國家支持小

企業在俄羅斯發展」法案，提出政府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支持，以及小企

業營運管理方式。51995 年 6 月，葉爾欽總統明令建立「支持小企業發展國家委

員會」。 

1998 年 1 月，俄羅斯統計局發布「界定實際經濟數字之主要統計方式」，6

針對小企業發展進行一系列的規劃，包括以下幾點：一、吸引退休軍人創業；

二、鼓勵營造業及鄉下地區中小企業發展；三、大企業體制轉型或破產之際，

吸引小企業參與；四、規劃促進年輕人就業的相關措施，如鼓勵年輕人創業。

同年 6 月，俄羅斯政府發佈第 832 號行政命令「1998~2000 年俄羅斯創新政策

概況」7，特別鼓勵民營化、限制創新企業壟斷行為、發展小企業以創造市場基

礎，以及促進創新行為，有助於具競爭力產品的製造和高科技產業發展。 

1990 年代，俄羅斯政府提出上述措施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和自由市場改革，

究竟對中小企業發展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 1990-

1999 年所進行的各國中小企業就業人口及所占 GDP 的平均比重統計（表 1-1）

發現，這段時期的改革並沒有改善俄羅斯中小企業的地位。 

 

                         
5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сновных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оложений по оценке 

скрытой (неформ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оскомстата РФ N 7, 31 января 1998 г.,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http://www.zakonrf.info>.  

6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сновных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оложений по оценке 

скрытой (неформ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оскомстата РФ N 7, 31 января 1998 г.,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http://www.zakonrf.info>. 

7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О Концепци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1998 - 2000 годы”,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N 832, 24 июля 1998 г, Кодексы и 

Законы РФ, <http://www.zakonrf.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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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3 

表 1- 1   1990~1999年主要國家中小企業的就業人口及所占 GDP的比重 

 

資料來源: Meghana Ayyagari, Thorsten Beck and Asli Demirgüç-Kunt，“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cross the Globe,” WorldBank, March, 2005,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EC/Resources/84797-1114437274304/SME_globe.pdf. 

多數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普丁執政時期有利於中小企業發展。82000- 

2008 年普丁總統執政時期，中小企業就業人數增加到 950 萬，而中小企業數量

更在 2004年突破 100萬的關卡，2008年增加至 133萬。普丁總統執政時期，俄

羅斯中小企業所占 GDP 的百分比也較 1990 到 1999 年之間累計的 10.5%增至

2008 年的 19.1%，漲幅近乎一倍。9雖然俄羅斯中小企業有明顯的成長趨勢，惟

歷經 20 多年市場經濟發展，在人口接近 1 億 4 千 5 百萬的俄羅斯，平均每 145

人裡只有一家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數倍。 

與之相對，臺灣是中小企業發展非常成功的典範，即臺灣經濟奇蹟。國際

政治學巨擘杭廷頓（Huntington）教授對臺灣政經轉型有著很高的評價，特別指

出臺灣在民主化進程中，兼顧經濟發展與安定，其政經改革經驗，可供其他開

發中國家參考。10 

俄羅斯與臺灣在中小企業的發展歷史上成就有所不同、採取的政治及經濟

手段亦有差異、改革過程的時間長短也不同。不過更重要的是，臺灣跟俄羅斯

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基礎，對於中小企業發展有顯著的影響。因此，俄羅斯及

臺灣社會文化背景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8   可參考俄羅斯學者文章 Рустамжон Абдуллаев, 12.07.2010, “Путин – эт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лидер, сделавший новую Россию великой за 8 лет,” ИА REX, 

<http://www.iarex.ru/articles/6719.html> 

9    Евгений Бухвальд, Виленский А, “Развитие и поддержка малого бизнеса (опыт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7 (2008), стр. 109-118. 

10   劉車寧譯，Samuel P. Huntington 著，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北：五南，1994

年），頁 6-7。 

國家 中小企業人口（%) GDP（%) 

日本 74.13 56.42 

加拿大 58.58 57.20 

美國 52.54 48.00 

義大利 73.00 58.50 

英國 53.20 43.80 

法國 62.67 61.80 

德國 70.36 42.50 

俄羅斯 13.03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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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過往對於俄羅斯近代發展的研究，集中於制度性改革面向，而社會文化對

經濟發展的影響則長期被忽略。如前所述，俄羅斯政府在 1990 年代推動一系列

政經改革，特別是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相關措施，然而，最終卻未能達成目

標。經濟學家認為，法制缺陷或政府發展策略不足，導致俄羅斯中小企業發展

缺乏動力，是創業精神無法振興的原因。本研究則期望能從社會文化的面向來

尋求箇中答案。 

俄羅斯是中小企業發展不成功的案例，反之，臺灣是中小企業發展的榜

樣，本研究採取個案比較方法來理解俄羅斯及臺灣的社會文化對創業者之影

響。過往有不少學者注意到非純經濟因素的作用，例如日本學者沼崎

（Numazaki）曾描述臺灣「老闆」的各種特徵，並分析華人家庭特質與臺灣社

會結構如何孕育出臺灣的企業家精神，他指出臺灣多數的老闆是獨立中小企業

主，往往董事長兼總經理，且擅於運用個人關係達成企業目標。11另外，謝國

雄探討臺灣委外加工體制的研究指出，「合約與小老闆」所構成之關係結構，

兼具效率與成長的產業要求，不僅促進臺灣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發展，更是臺灣

工人自立門戶的絕佳機會。12總之而言，臺灣中小企業發展不僅受到政府政

策、法律體系、市場經濟等政經因素影響，臺灣更是一個企業家精神極為活躍

的社會，倘若討論臺灣經濟發展而不談企業家精神，就猶如「空城計裡少了諸

葛亮，長坂坡裡沒有趙子龍」，美中不足矣。13 

在俄羅斯也有學者研究創業背後的社會文化對創業行為之影響。2002 年俄

羅斯學者曾舉辦幾次論壇，討論蘇聯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傳統對於企業的影響，

指出官僚制度、貪污、老舊社會觀念持續、社會倫理破壞等俄羅斯現代社會文

化的特質，大幅限制了創業精神和經濟發展。14  

在 2010 年俄羅斯舉辦的國際投資研討會上，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董事長格

列夫 （German Gref）表示：「俄羅斯中小企業占 GDP的 20%，相較 10年前僅

占 10%，至今增加了兩倍，政府目標為達到 GDP的 50%，顯示俄羅斯政府將中

小企業視為創業家主要投入的商業模式。」152014 年是俄羅斯市場經濟改革的

                         
11  Ichiro Numazaki, “The Laoban-Le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35, No. 4 (1997), pp. 440-457. 

12  Gwo Shyong Shieh, “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2), p. 51. 

13  余赴禮、陳善瑜、顏厚棟，「企業家精神與台灣之經濟發展」，創業管理研究（台北），第

2 卷第 1 期(2007年），頁 143-163。 

14 學 者 論 壇 : Как корупция влияет на экономику ， 2002.12.01 ， http://dist-

economics.eu.spb.ru/HTML/predmet/discussion/korruption/korruption.htm。 

15 “Греф: в структуре ВВП доля малого бизнеса удвоилась”，俄羅斯新聞網站，2010.09.17， 

http://www.vesti.ru/doc.html?id=39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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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但就改革時間而言，俄羅斯社會文化是否逐漸朝向有利於創業和中小

企業發展，是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動機。 

在全球化影響之下，各國間的經濟往來頻繁，國際組織的成員國不斷增

加，與此同時，各國的法律制度及市場機制趨向一致，但彼此間社會文化的差

異性卻持續存在。因此，社會文化在學術界已逐漸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

更是主政者所必須瞭解的重大議題，社會文化面向在討論中小企業時是不可忽

略的議題。再者，社會文化因素廣泛地滲透到創業行為及企業經營等各個方面

與環節，與每個人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社會文化為俄羅斯及臺灣創業成果的主要要素之

一。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討俄羅斯和臺灣的社會文化內容，其次探究社會文化

中各種因素對創業精神的影響。最後，說明在俄羅斯及臺灣的社會文化中，最

為顯著的影響因素為何，並希望藉由上述研究結果，對政府施政、商務組織、

創業輔導單位和有志創業者提出實務建議，以期促進俄羅斯及臺灣商務界更進

一步的相互認識。 

本研究在此實務與理論背景前提下，期望能有效整合過去社會文化及創業

管理學的相關理論觀點，針對創業精神與相關的社會文化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依據前述，本研究所歸納之研究目的如下幾點： 

一、 對於俄羅斯及臺灣的經濟轉變進行結構性分析，以了解形成這些社

會文化因素的主要背景為何？以及為什麼在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

化因素具有不同的影響力？ 

二、 針對俄羅斯及臺灣所存在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進行關聯性探討，以

了解何種社會文化因素影響俄羅斯及臺灣的創業精神。 

三、 針對社會文化因素與創業精神進行關聯性檢驗，探討這些因素在俄

羅斯及臺灣如何影響創業精神。 

四、 分析理解俄羅斯及臺灣的企業代表，如何定義影響創業精神的社會

文化因素，並透過訪談來了解從過去到現在。這些社會文化因素是

否有轉變？其未來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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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研究採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研究途徑，首先閱讀俄羅斯及

臺灣的相關資料以進行文獻分析，然後再進一步以田野調查方法，蒐集俄羅斯

及臺灣兩地的研究所需資料。 

一、 研究途徑 

文化之所以成為研究的課題，主因為自俄羅斯從社會主義走向自由市場，

以及臺灣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後，兩者文化產生差異，令人意識到文化的

異質性，因此本研究將社會文化視為研究對象，並結合社會學與歷史面向來進

行思考。 

文化研究具體的研究課題在於大眾的文化實踐，以及其中的權力限制與生

產情形。文化異質性顯現在群體的行為模式中，有時不符合典型社會之規定與

期待，可視為「非正式」（non-formal）的行為模式。本研究強調，俄羅斯在某

些歷史階段中，「非正式」行為模式發生頻繁，且被大眾視為遊戲規則。 

在文化研究的觀點中，文化被視為「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

文化的功能是生產意義與符號。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會不斷產生新符號，或者賦

予舊符號新的意義。新符號的產生，明顯地改變了社會的新規範或社會成員的

行為模式，此也為本研究之論述基礎。 

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將「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定義為：「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而該等資源係與佔有一種相互

取得或認知之制度化關係所構成的持久性網絡相連結」。萊德妮娃

（Ledeneva）認為，後蘇聯時代的創業家得到了社會各方面，以及個人所建立

之人脈網絡上的實質幫助，並掌握這些「非正式社會規範」與所有的遊戲規

則，如「blat（блат）」、「關係（связи）」等，本研究將之統稱為「非正

式」規範，涵蓋在社會文化的範疇中。 

臺灣的「關係」則扮演著類似於俄羅斯「blat」的角色。在臺灣，「關

係」性質不斷地改變，而且是一種多樣化的現象。亦即，在國民黨開始促進臺

灣中小企業發展的時代，多數學者將「關係」視為與國民黨或地方政府權力的

密切往來，透過這種「關係」，政府與企業建立互相協助和支持的平台，政府

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和社會支持，而企業獲得所需資源，直到 1990 年代，這種關

係才失去其必要性和意義。此外，另一種臺灣家庭企業所重視親屬朋友間之

「關係」，或與合作夥伴長期往來之關係是否也產生變化，是值得我們透過文

化研究來了解的課題。 

在布迪厄（Bourdieu）的分析架構下，關係網絡並不是給定的，而是透過

認可而產生。當創業家面臨某些社會文化的阻礙時，會有兩種選擇：放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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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者經由努力，透過各種方式接受當地具有「非正式」規範的社會文化，

從而獲得需要的關係網絡或掌握其它社會因素，也就是以「非正式社會規範」

（non-formal social norms ）來扭轉自身產業發展。 

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認為，「非經濟體

制」形塑與經濟有關之不同性質社會成員的行為，並特別研究這些行動與社會

文化環境的關聯。他指出，在「貪污文化」中，將「尋租」視為「社會鑲嵌」

的行為，並特別指出「社會網路」對經濟行為的重要性，如雇傭關係、市場交

易、長久夥伴關係的競爭力、生產效率、創新等，鼓勵多方進行跨領域研究來

了解經濟邏輯和社會約束。16 

社會文化和規範與成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型態息息有關，換言之，

當社會嚴重缺乏「正式」制度時，會特別偏好「非正式」制度，如社會文化或

其他規範的使用；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的作用特別適合當社會欠缺其他機制的

情形，如缺乏資訊透明度、信任關係等。17此時，「正式」制度以外的社會文

化和規範，可以成為另一個資源或是取代所缺之資源。 

透過文化研究，筆者希望了解社會規範在俄羅斯和臺灣的現代社會中，持

續扮演何種角色？根據後工業化理論，在工業社會裡，市場機制應當取代社會

網路，並改變其社會價值。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在《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指出，隨著資本主義擴大，家庭和友誼可能演變為「金錢關係」

（cash nexus）。18 因此，在現代社會裡，俄羅斯和臺灣在進行制度性改革後，

走向何種方向、塑造何種社會文化型態，以及對於創業行為有何影響等，皆在

文化研究的領域之內。 

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則以文獻分析法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由於本研究為俄臺兩國之比較

研究，為探討俄羅斯自古以來的傳統觀念以及臺灣國民黨來臺之後的社會變遷

等概念，文獻分析須輔以歷史研究法來進行。 

本研究資料包含文獻和各類出版品等資料，經過詳細檢讀、綜合歸納、分

析比較，配合運用社會文化和創業相關建構理論的觀點，來解釋俄羅斯和臺灣

社會文化各種因素之產生原因以及他們對創業的影響。 

至於研究資料的來源，本人引用如下項目： 

                         
16  Mark Granovetter,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19, No. 1 (2005), pp. 33-50.  

17  Mark Granovetter,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19, No. 1 (2005), pp. 33-50.  

18  可參考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 H. Kerr & Company, 1906, 

Chapter 1.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Karl+Marx%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5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Friedrich+Engels%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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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外關於社會文化之相關理論著作。 

2. 國內外關於創業和創業精神之相關理論著作。  

3. 俄羅斯國內外有關俄羅斯社會文化在不同歷史階段之研究著作。 

4. 臺灣國內外探討國民黨來臺後的社會變遷與社會文化之相關著作，其中

包含有關臺灣社會價值變遷之研究。 

（二） 田野調查 

本研究以文化研究途徑探討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形成和轉變。

為了更進一步理解兩國社會成員所具有之價值觀對創業行為的影響，以及這些

價值觀造成的資源或約束作用，本研究採取田野調查方法蒐集實地資料，藉由

田野調查所獲取的結果，可進一步分析本研究在文化研究途徑下之探究成果，

並探討文化研究與田野調查兩種結果之關聯性，以回應研究主題。 

在田野調查方面，本研究以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和臺灣首都「臺北」兩

地作為調查場域，研究對象以在當地營運之中小企業為代表。選擇這兩個首都

的原因在於，兩地的創業人士具備了最大的差異性及數量優勢。就數量優勢而

言，根據 2012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俄羅斯有 3 成以上的中小企業集中在首都莫

斯科；而在臺北所舉辦的國際展覽會中，也引起臺灣各地中小產業前往參與，

因此就群際接觸角度而言，將莫斯科和臺北可以視為接觸俄羅斯和臺灣代表性

中小企業的最佳研究地點。 

就群間差異而言，莫斯科和臺北過去的中小企業創辦人，無論是在開始創

業的時間點、產業經營、教育程度、年齡層上均有所差異。此外，在莫斯科和

臺北參與國際展覽的中小企業性質也有所不同，包含製造業、貿易商及服務業

等，在此可接觸到不同領域的中小企業代表，獲取更完整的資料。 

正因為莫斯科和臺北參與國際活動之企業，代表不同行業別且屬於不同性

質，各地企業代表的差異性甚大，各具不同身份特徵，因此莫斯科和臺北是最

適合的研究地點。需要強調的是，本研究突顯兩國首都受採訪的企業代表各方

面之差異，目的並不在於比較兩地，但為了說明研究樣本的多樣性，並希望以

此觀察兩國代表人士對於社會文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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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俄羅斯與臺灣受訪者對照 

                          臺灣                           俄羅斯 

企業成立時間                 1960-1990年代              1990年代中期以後 

產業內容                  製造業/貿易商                經銷商/代理商/系統組裝商 

企業職工人數                3-150人                           15-80人 

企業經營時間                10-45 年                           5-15年 

受訪者教育程度              中學/專科/大學                大學/研究所 

受訪者年齡層                  35-67歲                            26-47歲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俄羅斯受訪者平均年齡比臺灣年輕，主要原因是俄羅斯產業

私有化自 1989 年開始，因此企業年齡方面，臺灣也比俄羅斯的中小企業年齡

高。產業性質方面，臺灣受訪者主要集中於製造或貿易業，而俄羅斯參加國際

活動的企業以當地經銷商、代理商以及系統組裝商居多，在俄羅斯當地所接觸

到的製造業多是大企業，因此不在本研究範圍內。有趣的是，臺灣中小企業的

創業人士，其教育程度多為中學、專科或大學，而俄羅斯中小企業創辦人士多

具備大學或研究所學歷。 

訪談內容不同於一般問卷題目有固定範圍，也不限於幾個固定題目，因此

可以更廣泛的角度來了解臺灣及俄羅斯創業人士對於社會文化的觀點。田野調

查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敘明以下幾點問題： 

（一）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主要特質為何？ 

（二）影響企業經營與發展的主要社會因素為何？ 

（三）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自社會獲取什麼資源，或面臨 

哪些限制？ 

（四）社會所擁有的規範及行為模式對企業運作的影響為何？ 

（五）近年來社會變遷對企業發展的影響？ 

在俄羅斯及臺灣進行訪談後，本研究將文化研究成果與田野調查結果相互

對照、印證，並建構「社會文化因素及創業」量表，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

供日後欲研究創業相關議題，或繼續發展創業家適性量表之學者參考。總而言

之，本研究建構的量表有助於了解俄羅斯及臺灣創業者，在創業行為上受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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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進而能在全球化趨勢中，對於社會文化有新的認識及

諒解。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社會文化」在俄羅斯及臺灣兩地對於「創業」的影

響，並就兩者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彼此差異。因此，筆者首先將研究俄羅斯及

臺灣兩地與「社會文化」相關的歷史變遷，針對俄羅斯及臺灣的社會價值和社

會取向深入探析。此部分研究透過文獻內容分析來瞭解俄羅斯及臺灣的主要社

會文化特色，並藉以判斷這些社會文化特徵對創業行為會產生何種影響。在質

化研究方面，作者採取深度訪談方法，以觀察者身分探討俄羅斯及臺灣在創業

文化上之差異。此部分研究分別針對兩地中小企業之創辦人或經理人、企業組

織代表或其它資深企業代表進行訪談，藉此了解俄羅斯及臺灣的社會成員受到

「社會文化資源」的影響為何？訪談內容不同於一般問卷題目有固定範圍，也

不限於幾個固定題目，因此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了解俄羅斯及臺灣的「社會文

化資源」如何形成社會成員對「創業」的「認知和掌握」。 

最後，筆者將文獻內容分析結果及深度訪談結果互相比較，作為本研究之

最終結果。藉由文獻內容分析與質化研究結果的相互對照與印證，希望建構出

以「社會文化資源」為導向之比較表，並從此表探究「社會文化資源」如何影

響俄羅斯及臺灣社會成員的創業行為。研究最後也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日後

欲研究創業相關議題或繼續發展創業家適性量表之學者參考。 

本研究希望建構關於時序特徵的類型化比較研究，有助於了解俄羅斯及臺

灣創業者，在創業行為上會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如影響，進而在全球化趨勢中對

不同社會文化之作用有新的認識及諒解。本研究架構圖如圖 1-1： 

 

 

 

 

 

 

 

                

               圖 1-1研究架構 

文獻分析和質化研究結果對照 

文化因素比較表              

提出結論與建議 

文化研究 

    俄羅斯和臺灣 

    文獻整理 

 

質化研究 

在俄羅斯和臺灣 

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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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第三章及第四章中專注於文化研究，以歷史研究途徑來探討俄羅斯

與臺灣的背景、制度和傳統文化三者間之關聯性與特質，歸結出其中與現代社

會文化相延續之部分。而在第五章則呈現質化研究，經由田野調查來分析文化

對於現代俄羅斯與臺灣企業者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包括人際關係、資金來源、

企業間往來、雇傭關係等。最後，第六章進行俄羅斯與臺灣間之文化因素比

較。本文分為三個向度，包含文化背景、主體文化行為者以及創業環境。 

在章節安排的部分，本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紹研究動機、目的、

途徑與方法、範圍與限制；第二章主要就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等相關文獻進行

回顧；第三章至第四章分別探討俄羅斯與臺灣在歷史轉變後，兩國形成的社會

文化內容；第五章介紹在俄羅斯及臺灣的田野調查結果，並進一步分析探究。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整理本研究所獲得之結果，加以說明、解釋，並進行總

結。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俄羅斯與台灣的社會文化對中小企業創業之比較研究」為題，

俄羅斯及臺灣的社會文化因素是本研究分析起點，因此研究涉及社會文化特性

之探討，但本研究並非以研究社會文化為主要目的，是故社會文化部分，僅討

論和本研究相關的問題。 

本研究主要是社會文化對創業之研究，研究對象為企業創辦人或高層主

管，並非一般的員工。表 1-2 顯示了本研究受訪樣本之特色，臺灣企業成立的

時間在 1960-1990 年代，而俄羅斯之企業則為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才成立。因此

為了追求研究的可信度，避免近日社會的網路科技等新趨勢成為干擾因素，使

臺灣和俄羅斯之比較存有其公正性，本人避免分析檢討現代臺灣社會的變化，

而聚焦在創業階段之社會文化探討，此為本研究之時間限制範圍。  

再者，本研究是創業精神之比較研究，並將創業精神之研究對象限制為中

小企業。主要原因為中小企業在全球經濟強國中，占全部企業的 60%；在歐

盟，中小企業也扮演著經濟成長及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要關鍵角色。19 而中小企

業之創立是創業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創業模式。跟大企業發展時常基於政府或

其他經濟體的投資和建立不同，中小企業之發展基於創業者的決心和行動。所

以多數情況下，只有中小企業的發展是被創業精神所啟發。除了大企業外，其

他非個人行動的創業行為，如政府機構、企業創辦分公司等，並不在本研究的

討論範圍內。 

                         
19  Daniel Asquith and Fred. J. Weston, “Small Business Growth Patterns and Jobs,” Business 

Economics, Vol. 29, No. 3 (1994), pp.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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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和研究假說，再透過專家訪談，希望

能透過實證研究來建立相關的概念。在研究過程中雖力求客觀嚴謹，但仍有下

列研究限制： 

一、樣本選擇的限制 

本研究係針對俄羅斯及臺灣創業家之比較研究，但俄羅斯及臺灣的中小企

業在其國內經濟比例大小不一、就業人數差距甚大，更甚者有定義不一致的問

題。此外，俄羅斯中小企業占國內企業不到兩成，因此，樣本結構不能完全代

表俄羅斯國內的產業結構，會造成取樣誤差，而限制了研究結果一般化的可能

性。 

二、語言涵義方面 

本研究以俄羅斯以及臺灣兩地為背景，資料蒐集和訪談部分將分別使用俄

文及中文版本的資料，但版本之間在翻譯或表達過程中，恐有語意上的偏差，

可能影響研究結果。 

三、研究架構方面 

本研究以社會文化為探討中心，所以在設計研究架構的過程中，並未考量

社會文化以外的政經環境層面，以及經濟發展的多種因素，或其它干擾變項。

因此，在考量的變數方面可能仍有其限制。 

四、專業訪談方面 

本研究以創業家及商務機構為代表，針對其創業過程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

響等為主題，進行專業訪談，但因為商務機密或問題敏感性，獲取的答案有可

能不完全代表受訪者的經驗及想法，使研究結果有其限制。 

五、市場與制度之影響 

本研究將社會文化視為影響臺灣和俄羅斯創業行為的指標。惟企業和創業

者嵌入在特定社會脈絡中，其行為與市場力量、制度環境有關。20格蘭諾維特 

（Granovetter）指出，社會文化鑲嵌在經濟行為上，用以說明不同地區的經濟

與社會文化會有不同程度的「鑲嵌」存在。不過本研究並未測量俄羅斯和臺灣

在這種經濟和文化間「鑲嵌」的程度為何，而是假設兩地存在相同的「鑲嵌」

程度。 

格蘭諾維特 （Granovetter）在其社會與經濟研究中，說明社會網路、文

化、政治、以及宗教等不同因素的影響。21本研究主要選取文化研究途徑，而

                         
20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481-510.  

21   Mark Granovetter,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19, No. 1 (2005), pp.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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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政治、宗教以及法規制度對俄羅斯和臺灣創業行為的影響。本研究雖然在

探討各國歷史及制度結果轉變時，也會考量到前述各種因素，但本研究主要切

入的觀察點為社會文化因素，包含臺灣和俄羅斯的傳統和現代社會價值觀對創

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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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目的為將本研究之架構進行更精確的闡述，期望透過說明各相關概

念的內容，建立起概念與概念間的因果關係，以及所適用之範疇，進而提出能夠

用以理解社會文化與創業行為間邏輯關聯性的論述。一般而言，涉及文化相關的

經濟研究，多數重視企業文化或創業者特質，不過，本研究試圖尋找和描述俄羅

斯及臺灣「社會文化資源」的不同，與其對社會成員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第一節 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 

 

一、最早將社會文化納入經濟領域思考的研究 

大衛．藍迪斯（David Landes）於《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Are 

Some So Rich and Others So Poor?》一文中將文化與經濟看作相互聯繫的關係。1安

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社會研究過程中，把社會視為文化系統的產

物2，文化和社會之間相互依賴，社會為文化生活方式提供根本的結構和框架。

此外，隨著文化及價值觀的變遷，社會組織亦隨之改變，或許兩者間並非同步，

但新的價值觀念最終將引發行為準則之修正，並進一步制度化，成為新的社會秩

序。 

在經濟領域的相關研究中，多著重於古典文學中的經濟或法學，少有文化方

面的研究。然而，自從 1940-1950 年代以來，許多西方學者開始注意「文化」，

文化逐漸成為了解社會、分析差異和解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雷蒙‧威廉斯

（Raymond H. Williams）在第一部著作《文化與社會》裡，強調「共同文化」的

影響力。3他認為，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的集合」，亦是歷史當中的社會實踐。

在 1954 年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著作《經濟與社會》中，將經

濟界定為行動體系的子系統之一，強調行為規範與文化價值對於經濟行動的調控

作用。4 

1980 年代，許多學者再次以文化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1985 年，美國國際

開發援助署前任官員哈瑞森（Lawrence Harrison)所著《未開發是一種心態：拉丁

美洲個案》一文中，利用比較研究方法，指出大部份拉丁美洲文化是經濟發展的

                         
1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2 Anthony Giddens 在他多種社會研究著作認同本觀點，請參考：Anthony Giddens. 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Encounters with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Polity, 1995) 以及新的著作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Sixth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9). 
3 Raymond H.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74. 
4 Parsons 與他學生Smelser共同寫了一本書來描述本概念，並初步發表在1956年，請參考：Talcott 

Parsons and Neil J.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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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障礙。5至此以後，社會學者開始以文化因素解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軍

事策略、種族行為模式，以及國家間的結盟與敵對關係等問題。6著名的人類學

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中強調文化是「濃

厚的描繪」，用以描述社會中生活方式的全貌，包括社會整體價值觀、習俗、象

徵、制度和人際關係。7 

博蘭尼（Karl Polanyi）指出，個人的目標是由文化所設定，這些行動根植在

社會制度中。8博蘭尼論證了西歐與 19 世紀興起的「市場社會」是一項歷史新產

物，「自律市場」不僅只是歷史的偶然結果，更存在災難性。9 

史蒂芬‧羅斯菲爾德（Steven Rosefielde）認為，經濟體系依據追求效用行

為可以區分成「自我規範（self-regulating）」以及「文化規範（culturally regulated）」

兩種原型。道德、政治與文化在決定體系成敗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公社文化

（communal culture）可能會壓抑或限制個人追求利益，進而從根本上改變經濟

活動的遊戲規則，反之，競爭社會則可能過度激勵利益追求。Rosefielde 運用現

實主義方法，以新古典理論架構作為出發點，加入各種非競爭、反競爭、最適化

與文化行為，以解釋經濟體系之發展脫離新古典主義理想模型的可能。10 

伯恩斯（Robert Burns）站在進化觀點，以社會文化的框架為基礎，來描述

和分析文化與制度的發展及演進。首先，進化觀點強調「動力」，其認為當使用

不同的時間規模來分析變遷時，可能產生差別。就短期而言，包含菁英的能動性

或社會結構中的選擇反應，這些因素可能會與生物的、物理的和環境的選擇力量

相矛盾，從而產生長期問題。而進化觀點可以提供這些問題解決的框架。其次強

調「情境化」，透過詢問「在什麼情況下？」、「為了誰？」而避免具體化。總

而言之，進化方法的優點並不在於能產生其他理論不能提供的優勢，而是提供一

個使得資訊更易被獲得的框架。11 

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則經由分析消費傾向、文化品味與社會階

層間的複雜關係，驗證經濟行動的社會與文化面向。12另外，吉爾特‧霍夫斯塔

德（Geert Hofstede）曾對 60 個國家中 16 萬名企業員工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文化

                         
5 Lawrence E. Harriso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p. 47-48. 
6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Lawrence E. Harrison.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 1-2. 
7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23. 
8 Karl Polanyi.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8), p.76. 
9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p. 51-53. 
10 Steven Rosefielde,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Cultu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2), p.14. 
11 Richard T. Burns 等著，周長城等譯，結構主義的視野：經濟與社會的變遷 （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270-271。 
12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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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對員工的工作行為與態度具有顯著影響力，在經營作風方面，文化差異比年

齡、性別、專業、職位更具解釋力。13 

美國人類學者阿爾弗雷德‧克魯伯（Alfred Kroeber）和考古學者克萊德‧

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認為，文化是由人們後天習得，為普遍性行為模式

所組成，而這種行為類型有些很明顯、很直觀，有些則表現得較為內在、含蓄。

這種行為模式的學習和傳播通常以約定俗成之方式呈現，並借助象徵性的符號圖

騰來實現。14 

筆者認為，一個群體的文化反映該群體的獨特成就，包括這種成就的物化表

現。而文化是從群體發展歷史中演化、提煉出來的概念，其核心是價值倫理。所

以，文化體系一方面是人類社會行為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這些行為的條件和前

提。  

二、亞太區域發展引起社會文化研究的新動力 

在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及亞太區域經濟崛起後，出現不少文化與經

濟的相關研究，多數學者由中國文化中的「儒家」特色作為探究起點。于幼軍指

出，文化環境對經濟行為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社會文化隨著經濟發展而改變。社

會文化積極地反映特定社會的經濟、生活和社會關係。某些文化一經形成即具有

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能動性，能對社會經濟、政治和社會

生活等發生影響和作用。于幼軍利用民族文化所面臨的現代衝擊，透過考究以驗

證其觀點，15進而認識社會文化及經濟環境的相互依賴及互相影響。 

在韋伯（Max Weber)的《中國的宗教》一書中也能一窺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韋伯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不發生」資本主義，乃源於儒家倫

理及道家價值系統，並認為中國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阻礙。16從文化角度探討經

濟發展的「發始機制」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主軸。此外，

趙岡對韋伯的論述提出補充，指出儒家思想中有私有財產制。17  

張維安認為，應從已經「制度化」的儒家思想來分析。例如，儒家思想中，

有許多重要的經濟思想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制度化，對於中國經濟史及往後經濟發

展有深遠影響。經濟學者一般多從私有財產制所發揮的經濟誘因來解析經濟發

                         
13 Geert Hofstede.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ies and Theo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all 1983), pp. 75-89. 
14 Alfred 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Harvard Arch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Museum Press, 1952), pp. 53-66.    
15 于幼軍，論中國現階段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2 年），頁 302。 
16 韋伯，中國的宗教（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年），頁 1-23。 
17 趙岡，「儒家思想與經濟發展」，中國論壇，第 307 期（1988 年），頁 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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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文化因素讓經濟誘因成為可能，但另一方面，政治因素可能會對文化因素

產生制約。18  

易綱與許小年兩位在《臺灣經驗與大陸經濟改革》一書中支持王晴佳的主

張，認為臺灣傳統的農業社會因受儒家文化根植，因此即便進入工業社會階段，

臺灣的繁榮經濟、工人勤奮精神、中等教育普及和極高儲蓄率等，皆與中國儒家

傳統的薰陶不無關係。易綱與許小年甚至認為，臺灣經濟奇跡證明古老的中國文

明能接受現代文明的挑戰，重新建立富裕繁榮的社會。19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日本在經濟發展時期的優異表

現不能歸功於文化，而應歸功於產業政策等正規制度。法蘭西斯‧福山認為，文

化因素對於正規制度的演進雖有極大影響，但並不是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日本、南韓與臺灣的經濟計劃機構在制度發展上的卓越性，根植於自身的高

層官僚傳統。另一個影響正規制度的不成文習慣則涉及社會資本（指規範、價值

與文化）在政府與受益者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20 

蕭新煌採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指出文化因素不應被看成是個人的社會行為，

而是在社會層次下，將文化視為一套井然有序、約定俗成的安排。他同時指出，

唯有在這種層次之下，才可將文化行為與經濟活動相連結。21不論是微觀或宏觀

的研究觀點，若欲適當地檢驗文化影響經濟成果的相關理論，均需仔細地設定並

衡量跟文化有關的各種變數。22 

李光耀認為，深藏的文化與價值觀（諸如勤勞、節儉、重視教育等）使東亞

各國不致永遠落後。他指出，文化是決定社會成功的關鍵。文化雖然是成功的因

素，卻不能決定國家發展的未來。文化更迭頻繁，幾乎每一個社會都有興衰起落，

潛在的文化傾向也會受到其他影響而產生改變。23 

綜合上述學界的觀點，無論經濟發展或企業行動，仍是基於某些特定的社會

關係與過程，受到某些特定的社會心理或文化心態影響。而且，市場經濟畢竟運

作於社會當中，無法脫離日常生活，因此，研究經濟發展時，應該考慮這些條件

與社會文化間相互作用的影響。 

 

                         
18 張維安，文化與經濟：韋伯社會學研究（臺北：巨流出版社，1995 年），頁 150-152。 
19 易綱、許小年，臺灣經驗與大陸經濟改革（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 年），頁 189-229。 
20 Francis Fukuyama.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31. 
21 蕭新煌，斷奶期的新社會：座談，對話看臺灣（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頁 280-287。 
22 張維倫、潘筱瑜、蔡宜真、鄒歷安等譯，David Throsby 著，文化經濟學（台北：典藏藝術家

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80。 
23 張定綺譯，Warren Fernandez 等著，李光耀治國之鑰（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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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文化之相關論述 

 

一、社會文化的定義及研究層面 

不同理論及不同學類間，對「社會文化」的定義看法不一。本研究藉由在訪

談調查法的執行過程中，反覆出現之詞彙作為關鍵字，建構具體的社會文化內

涵，並對個案的社會文化進行概念化分析，進而檢視過往學者的論點。 

人類學家認為，「社會文化」是「組織社會行為和知識的方法」。24吉爾特‧

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認為，「文化價值」是一種「集體的思維程序」，

而不同族群的成員會運用不同方式對環境作出反應。25 理查‧席爾（Richard Seal）

指出，「社會文化」是在特定環境中的成員對某些事達成協議的結果，換言之，

成員同意接受那些普遍被認為「適當的」或 「正確的」規範及作法。26  

對「社會文化」的認知不同，導致「社會文化」與「創業行為」之相關研究

層面也不一樣。主要可分為三個方向：  

第一個研究方向的重點在於「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對於啟發創業

之作用，如「鼓勵創新能力」（national innovative output）以及成立新企業。以

「國家」為研究單位的著作多數依照霍夫斯塔德（Hofstede）的「開創性工作觀

點」，旨在顯示文化有各種不同性質的展現，或者「國家文化」對「個體」（包

含個人文化或企業文化）、「社會價值觀」的影響。27 

霍夫斯塔德（Hofstede）的主要論點為不同國家間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四

個層面： 

1. 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之文化顯示偏向確定性，而在非結

構化或模糊的環境會產生不適。 

2. 個人主義文化（Individualism）代表一個人的自我和家庭利益，集體文化

（collectivism）則代表一個更大的群體利益，用以換取他們的忠誠和支持。 

3. 陽性文化（Masculinity）代表一種信仰唯物主義和果斷，而不是服務和直

覺。 

4. 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指人們之間的不平等地位和權威驗收。 

                         
24 Alfred L. Kroeber and Talcott Parsons.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socia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3 (1958), pp. 582-83. 
25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26 Richard Seal. “New Insights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Organisations & People, Vol.7, No 2 

(May 2000), pp. 2-9. 
27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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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霍夫斯塔德（Hofstede）的文化概念，學者推測優質的創業環境為具有

「個人主義偏高」、「不確定性規避偏低」、「權力距離偏低」以及「陽性偏高」

等特色的社會文化。28 

霍夫斯塔德（Hofstede）認為，雖然上述層面，對於理解各社會特性有其價

值，然而，從微觀研究的角度而言，卻無法更廣泛地解釋「社會文化因素」

（socio-cultural factors）。此外，霍夫斯塔德（Hofstede）的研究背景為 1980 年

代，其分析結果是否適用於 21 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仍值得存疑。 

第二個有關「社會文化」與「創業行為」的研究方向，是以「創業者特質」

作為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研究核心。這些研究主要針對「創業者」個

性，如風險態度等個人特質進行分析比較。此類研究有助於了解不同國家、地區、

行業或地位所需要的創業特性。惟以「創業者」本身為研究對象，屬於微觀研究，

在深究「社會文化因素」對創業者影響的面向上仍有其限制。 

大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小企業發展時，多將創業家的「個人特質」及「創業精

神」視為個人獨有特質，亦即創業家們皆清楚知道這些因素激勵其創立自有企業

體。29然而，這樣的研究雖有其學術價值，卻阻礙我們深入瞭解整體社會文化對

創業精神的影響。 

首先，「個人特質」研究所選擇的依變數為「創業經驗」，常常受限於樣本

選擇偏差 30；其次，多數研究僅針對特定時間點，觀察單一產業或領域的「創

業精神」，是只涵蓋單一分析單位的少數樣本，如辛格（Singh）、卡洛爾（Carroll） 

和莫薩科斯基（Mosakowski）的研究，31故在解釋社會文化影響層面上欠缺代表

性。最後，「個人特質」研究通常使用代表性的研究設計，把「創業精神」的評

量，如圖馬（Tuma）和漢娜（Hannah）等當作常數處理，32並使用某一時間橫斷

面的資訊分析，若以時間的縱剖面進行研究，「創業精神」存在極高的變動性，

如奧德瑞奇（Aldrich）及阿倫森（Aronson）的研究。33 

                         
28 James Hayton, George Gerard and Shaker A. Zahra, “National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of behavioral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26 , No.4 (2002), pp. 

33-52.  
29 Robert Aronson. Self-employment: A labor market perspective (Ithaca, NY: ILR Press, 1991), p.27. 
30 James J. Heckman.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Vol. 47 (1979), pp. 

153-161. 
31 請參考: Susheela Singh. “Relevance of social factors in entrepreneurial growth,” Journal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Vol. 4. (1985), pp. 72-85; Glenn R. Carroll and Elaine Mosakowski. “The 

career dynamics of self-employ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 32 (1987), 

pp.570-589. 
32 Nancy Tuma and Michael Hannah. Social dynamics: Models and methods (San Francisco: 

Academic Press, 1984), pp.45-49. 
33 請參考：Robert Aronson. Self-employment: A labor market perspective (Ithaca, NY: ILR Press, 

1991), pp. 22-24；Howard Aldrich. “Using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o study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rat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14, No. 3 (1990), pp.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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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眾多研究紛紛指出「個人特質」研究的不足之處，越來越多學者從不同

的角度研究創業行為及背後原因，研究成果顯示，創業行為受環境因素所促成。

對部分學者而言，創業者與受薪工作者的差異並不在於前者是否具有特殊技能，

而在於他們對環境情勢能做出靈敏反應，並能發現自我。根據阿倫森（Aronson）

的看法，創業家選擇創業的原因，是受外在環境因素變遷所影響，其中包含社會

文化等相關因素。34在這類研究中，社會文化因素受到高度重視。 

第三個研究方向則以「社會文化」對「企業創業」（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的影響為探討重點。在特殊文化環境下，企業反映其文化環境及價值觀，其中包

含戰略取向（strategic orientation）和對成長的期待值等。「社會鑲嵌」觀點強調，

在「嵌入」的背景下，「形隱規範和社會習俗」（implicit norms and social mores）

形成企業。此途徑有助於了解企業家的價值觀，包括企業間的關係、長期發展的

戰略思考、企業內部文化等等。不過，這些研究將範圍限制在「企業」，「企業」

為分析單位的研究確實無法說明創業者缺乏創業動力的原因、社會文化對潛力創

業者的阻礙等等因素。 

綜言之，上述社會文化研究有三個主流研究對象，包含國家文化、企業和個

人。毫無疑問，這三個對象都是「社會文化」的代表，「社會文化」鑲嵌（embedded）

於其中。更重要的是，這三個研究主體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創造中心，只是

彼此間文化性質不同，影響程度不一。他們之間的互動如圖 2-1 所示。 

    

 

    

   

 

 

 

圖 2-1  不同社會文化單元的互動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圖 2-1 可知，「社會文化」是變動的、被創造的，且由個人、企業和國家

三者共同參與和創造。由於「社會文化」存在於不同的環境中，社會成員必須採

取與環境相關的行為模式以取得成功，由此可知，社會成員一方面受到「社會文

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反向影響「社會文化」的變遷。 

臺灣與俄羅斯的「社會文化」內容絕不能被視為「固定」或「不變」。個別

單元的變化會逐漸影響其他單元，造成整體社會文化的變動。因此，俄羅斯和臺

灣前一代的社會文化與現代的社會文化有所差異，而近代的文化與未來的又會有

                         
34 Robert Aronson. Self-employment: A labor market perspective (Ithaca, NY: ILR Press, 1991), pp. 

22-24. 

國家文化 

個人文化

文化 

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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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所以，討論某一個傳統或社會規範，必須了解社會現象不會是永遠的，

但卻不會因此阻擋未來新價值觀的出現。 

以上論述歸納過往學術界研究方向，以國家文化、企業文化或個人文化為社

會文化對創業之研究對象。反觀現在，俄羅斯企業跟外國企業關係極為密切，部

分企業員工出國留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在臺灣，外資企業跟本國企業交流極

為頻繁，這些外部因素是否會對「企業文化」研究造成干擾？單一「單元」的研

究能否準確代表本國的文化型態和趨勢呢？ 

本研究企圖脫離過往研究對社會文化的區分，前述的三個社會文化「單元」

彼此互補，因此本研究並未將他們視作「研究對象」，而是作為「研究階層」。

在 1990 年代前的研究，尚未大幅受到全球化（ globalization）、國際化

（internationalisation）、網際網路（Internet）和其他 21 世紀跨國家邊界的文化

因素影響。 

因此，以往如霍夫斯塔德（Hofstede）等的研究將國家視為最為宏觀的研究

對象。但在今日的科技化時代中，國際交流普遍、國際價值觀更快速擴散，使得

國家不再保有主要研究「單元」的寶座和壟斷地位，必須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影響

等新因素之加入。另外，前述的社會研究論述缺乏對「民族」概念的認知。或許

此概念與民族國家相連結，而筆者亦贊同伊凡•萊特（Ivan Hubert Light）的「社

會文化論」35，認為「民族」和「國家」屬於不同單元；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

「單元」之間的鑲嵌程度極高，因此本社會文化研究之設計將「民族」、「國家」

和「國際」共同視為「文化環境」的一個最廣泛研究階層。 

從人類學觀點而言，家族主義可以定義為：「一種社會組織的形式，在這個

社會組織裡，主導之價值觀是以家庭和家族團體的維持、延續以及功能運作為依

歸」。36 眾多研究將「家庭」或「組織」視為研究單元，以便取代「企業」。

然而，從結構來看，「企業」就是一個「組織」，跟其他社會組織的組成基礎並

無差異，均由社會成員組成「社會單元」，且具高度互動性，可視為社會文化的

重要單元之一，又可稱為「社會單元」。除了家庭之外，本研究也將政府組織、

市場機制，甚至個別的關係網路都視為不同的「社會單元」，而成為文化研究對

象。 

本研究在此脈絡下，將研究對象結合，進一步從研究階層來區分「民族、國

家和國際」、「各社會單元」和「創業者」。綜上所述，本研究的觀念如圖 2-2： 

                         
35 Ivan Hubert Light 主張不同的「民族群體」具有不同的文化以及心理特質，包括共同傳統和經

驗、創業遺產、創業的價值與態度、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民族網絡、信任關係、家庭與教

育和私有財產、資金資本、人力資本。請參考：Ivan Hubert Light and Steve J. Gold, Ethnic 

Economie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2000), pp. 102-105. 
36
 Shih Chang Lee, “China’s traditional family: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inte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8, No. 3 (1953), pp. 27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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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研究社會文化單元之觀念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如圖 2-2 顯示，「創業者」為核心單元，受到包括教育、傳統、價值觀、經

驗、態度等來自「各社會單元」和「民族、國家、國際」的影響。而「各社會單

元」跟「創業者」不斷互動交流的同時，也會接受來自「民族、國家和國際」的

影響，其中包含意識形態、政經體系、宗教信仰、歷史遺產等複雜的影響因素。 

不同的文化、時代、制度等會決定「民族、國家、國際」和「各社會單元」

對「創業者」之影響程度為何。例如，在農業社會裡，「各社會單元」跟「創業

者」維持密切關聯性；在工業社會中「創業者」則較獨立。在蘇聯時代，「國家」

對民眾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國家藉由「各社會單元」對「個體」37產生巨大影

響；同樣地，在臺灣解嚴前，「各社會單元」亦扮演相同角色，將國家的影響力

擴及創業者。 

總而言之，「民族、國家和國際」、「各社會單元」和「創業者」都是文化

研究對象，只由宏觀或微觀階層來區分，三者之間密切溝通、相互依賴，並因應

環境而轉變。在 21 世紀民主國家文化形態擴散後，讓這三個單元的互動越來越

平等，互賴性亦不斷提升。 

 

 

 

                         
37 當我們談到蘇聯時期，由於個人創業被政府禁止，所以筆者為了客觀性，而用「個體」來取

代「創業者」。 

 

各社會單元 

 

  

民族、國家、國際 

 

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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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社會文化論」為研究論述 

近來有些學者認為，1990 年代全世界面對蘇聯解體、共產主義落幕，及接

踵而來的網際網路啟發等巨大變化下，社會文化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多元。過往

的「社會文化」研究多數讓「社會文化因素」拘限於「理論化」框架。38因應環

境變遷，研究者須考慮到文化層面間的相互作用、文化概念和環境等，思索複雜

關聯性的可能增加。不同家庭背景、信仰、教育、工作環境等因素，對同一地區

的民眾可能產生完全迥異的文化價值觀，進而對同一社會的不同成員在創業動機

方面，產生鼓勵或約束。39這類學者看見文化的複雜性，並且指出在某些單元機

構中的成員，受其單元文化影響的程度，比傳統價值觀或國家文化來得更為劇

烈。40不過，這些研究與上述霍夫斯塔德（Hofstede）的研究並不相同，他們認

為文化被制度規範所分裂（fragmented by institutional orders），並敘明文化的「易

變性」。這些特性或許有利於微觀研究，卻不利於宏觀研究，主要癥結在於無法

對一個國家社會作出具體描述。 

基於上述各種有關「社會文化」的解釋及研究層面，不同論者各自選取不同

的社會文化因素，對於創業行為或精神進行不同的解析與詮釋。就其論證程序而

言，大多數研究皆標舉一些在分析對象中表現最顯著的社會文化因素，亦即選取

那些最具有社會文化代表性者，且建構方式多半選擇性引用既有的經典文獻。 

本研究依據伊凡•萊特（Ivan Hubert Light）的「社會文化論」（cultural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作為研究觀點。41萊特（Light）主張不同的「民族群體」（ethnic 

group）具有不同的文化（cultural）和心理（psychological）特質，進而影響成員

參與創業的考量。萊特（Light）的研究單元不限於「個人」、「企業」或「國

家」，而是將所有單元歸於「民族群體」。這種研究層面可用於比較臺灣與俄羅

斯在「社會文化」上的特殊性及差異，換言之，可以俄羅斯及臺灣的「民族群體」

差異做為分析比較重點。此類分析方式能讓筆者避免各種學術研究對於「社會文

化」定義不同定義的憂慮。 

萊特（Light）的研究途徑為「族群與階級層次之創業方法」（Ethnic and class 

dimen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pproach）。萊特（Light）主張「族群資源」（ethnic 

resources）是「族群整體的社會文化特質中，與商務活動有關的部分」。萊特（Light）

                         
38 James Hayton, George Gerard and Shaker A. Zahra, “National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of behavioral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26, No4(2002), 

pp.33-52. 
39 Patricia H. Thornton and William Ocasio, “Institutional logics,” Royston Greenwood, Christine 

Oliver, Kerstin Sahlin and Suddaby Royston Greenwood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8), pp. 99-129. 
40 Lowell W. Busenitz, Carolina Gomes and Jennifer W. Spencer, “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s 

unlocking entrepreneurial phenomena,”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3, No.5 (2000), 

pp. 994-1003. 
41 Ivan Hubert Light, “Immigrant and ethnic enterprise in North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7 (1984), pp. 19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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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族群資源」屬於「全體」，而非「個體」，但「個體」作為「全體」

的一部分會被「鑲嵌」（embedded）在「民族資源」。 

「族群資源」的定義包含創業遺產（entrepreneurial heritages），創業價值與

態度（entrepreneurial values and attitudes）、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社會網

絡（social networks）以及族群網絡（co-ethnic networks）。42在家族企業普及的

臺灣，「創業遺產」代表家族企業的文化，而家族創業的價值與社會創業的價值

會相互聯繫；相對地，俄羅斯的私有企業歷史從 1990 年代才開始，所以其「創

業遺產」無法與臺灣相比，不過，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確實對俄羅斯的創業有所

影響，與其創業價值和態度有密切關係。另外，有鑑於俄羅斯與臺灣各自不同的

企業發展經驗，有關社會資本或社會網絡的部分絕對有不同之處。 

2000 年，Light 的後續研究對於「族群資源」做了一些補充，「族群資源」

除了前述定義外，亦包含以下概念：「信任關係」（relationship of trust）、源於

族群的社會資本（ethnic-derived social capital）、「族群遺產」（middleman 

heritage）、「共同取向」（sojourning orientations）以及其他與族群整體共同享

受的「傳統和經驗」 （tradition and experience）。43  

俄羅斯和臺灣的發展歷程大不同，尤其是兩個社會所面臨的制度性挑戰有著

很大的差異。臺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俄羅斯則從共產社會經濟機制轉

向自由市場經濟機制，兩者不論在「信任關係」亦或「共同取向」方面都造成巨

大變化，此亦成為本研究觀察的焦點。俄羅斯在 1990 年代發生的制度性轉變，

成為俄羅斯民眾深印腦海的痛苦經驗，便是「族群資源」的社會文化因素之一。 

Light 指出另一個主要資源為「階級資源」（Class resources）。「階級資源」

定義為生產和分配私有財產（private property）、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及投

資資金（investment）。階級資源包含創業價值觀（values）、工作態度（attitude）、

知識（knowledge）及代代流傳的技術（skills）。在不同環境中長大的臺灣和俄

羅斯民眾所面對的「階級資源」有著很大的差異性。對於面臨島嶼競爭環境的臺

灣，許多學者以「勤勞」特性來描述其民眾；相對地，經歷蘇聯社會共同分配制

的過去蘇聯人，即現在的俄羅斯人，是否具有一樣的工作態度與習慣，也是本研

究的議題之一，此亦為「階級資源」所關注的特殊層面。 

此外，值得提到的是，俄羅斯在 1990 年代前完全沒有生產工具的私有財產

（private property），蘇聯解體後，民眾才獲得生產資源；而在臺灣，國民黨抵

臺後，初期的資源分配方式是優先給予親國民黨之企業。綜上所述，俄羅斯和臺

灣其制度轉型和歷史背景對於「階級資源」之獲得及掌握有巨大影響。本研究主

                         
42 Forrest W. Young, “A Macro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Peter Kilby ed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142. 
43 Ivan Hubert Light and Steve J. Gold, Ethnic Economies.(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2000), 

pp.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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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在於了解這些制度性的和歷史性變化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為何？以及其中

所培育出的社會文化又為何？ 

本研究以萊特（Light）之論述為基礎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夠結合「族群」

與「階級」資源，承認他們的互補性和交集，同時也脫離了社會文化在分類上的

橫向研究層面。萊特（Light）的研究方式兼具全面性，能夠清楚闡明俄羅斯和

臺灣的社會文化差異性，更重要的是，對其中原因找出更完整的解釋。 

 

第三節  社會文化資源 

 

一、各種社會文化資源的規劃 

基本上，萊特（Light）試圖結合「族群資源」與「階級資源」兩種變數，

來解釋社會文化因素與創業動機。但是階級資源，如人力、投資、教育和技巧等，

跟族群資源間是相互交集與流通的。因此，在比較臺灣與俄羅斯社會文化的同

時，「族群資源」與「階級資源」之分類並非必要。萊特（Light）的分析架構

或有不足之處，卻不失為一個進行研究的良好基礎，故本研究試圖立足在萊特

（Light）的理論基礎上進行整理與補充。 

有鑒於此，本研究以影響最為深遠、分類最為明確的「社會文化資源」為基

礎來設計新的研究分析框架，將原先萊特（Light）所提出的「族群資源」及「階

級資源」都歸納其中，如表 2-1。 

表 2-1 「社會文化資源」及其分析層面說明 

社會文化資源 內容說明 

共同傳統及經驗  

(tradition and experience) 

為所有成員共享，與創業有關的傳統概念、傳統價值觀及特殊

歷史經驗。 

創業價值及態度

(entrepreneurial values and 

attitudes) 

成員在創業中的動機、期待、如何看待創業的目標，及社會對

創業行為的態度。  

族群及創業遺產(middlemen 

entrepreneurial heritage) 

在創業與商務領域所累積的經驗、前一代的創業歷史及描述創

業習慣和商務方式。  

共同取向 

（sojourning orientations） 

成員在多數概念上是否存在共同性；屬於不同地區、地位或種

族的成員其概念和想法是否有共同性。 

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s） 
成員與成員間的交流經驗及交流網路的特色。  

源於民族的社會資本

（ethnic-derived social 

capital） 

具有民族特色的社會資本，以及該民族用以建立社會資本的傳

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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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關係 

（relationship of trust） 

成員間的互信程度、企業與企業間的信用，以及其他與信任有

關的商務行為。 

家庭與教育 

（family and education ） 
家庭對其成員的影響，以及在家庭中可以得到的知識和概念。 

資金資本 (financial capital) 成員可從其他成員獲取的資金或其他的創業資源。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成員在工作場合上的態度、能力、技術等特質。 

類階級資源（other sources） 其他對成員會有啟發或限制的社會現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探究「社會文化資源」在俄羅斯和臺灣如何

形成、其歷史背景及制度轉型後的改變。在本研究的第二部分，經由田野調查可

分別獲得俄羅斯和臺灣的社會成員對「社會文化資源」內容的陳述，及其對創業

所帶來的影響的。 

「社會文化資源」可以彌補國家制度、經濟體系、法治等缺陷。例如，臺灣

中小企業創業者，在缺乏創業資本及教育水準不高的背景下，藉由各種「社會文

化資源」來彌補資源短缺，成為企業發展的火車頭。依據萊特（Light）的論點，

在缺乏資本及教育資源下，將由「族群資源」啟發新的合作關係，進而彌補一般

所需的基本創業條件。44 其中，「信任關係」有助於創業者克服各式各樣的困

難，最終提升自身價值。臺灣早期的企業發展完全脫離客觀上以法律為基礎的合

作方式，多數合作關係係以信用為合作基礎。萊特（Light）強調，在許多情況

下，「信用」（personal trust）能夠提供的好處，遠遠超越客觀、成規的合作形

式（impersonal and legalistic forms of cooperation）。45其他學者也注意到「信用」

及「社會網絡」的重要性，認為這些因素對於鼓勵新創業有極大幫助。46 

在俄羅斯，「缺乏信任」成為社會過渡時期最為迫切的問題。許多社會成員

便依賴「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s）來解決信用問題，

以促進企業間的往來。 

二、社會資本與社會網路之研究 

多數學者在社會文化與創業領域之研究，是從社會資本和社會網路作為出發

點。與過往研究不同，本研究以「社會文化資源」為基礎，再細分以下主要資源：

                         
44 Ivan Hubert Light and Steve J. Gold, Ethnic Economies.(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2000), p. 

108. 
45 Ivan Hubert Light and Steve J. Gold, Ethnic Economies.(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2000), p. 

110. 
46 Ivan Hubert Light and Carolyn N. Rosenstein, “Expanding the Interaction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lejandro Portes ed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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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s）以及「源於族群的社

會資本」（ethnic-derived social capital）。 

 

1. 臺灣及俄羅斯的社會資本內容 

「社會資本」可視為社會現象，其概念來自社會學。「social capital」一詞

最早為珍‧雅各（Jane Jacobs）和喬納森‧洛瑞（Jonathan Loury）所使用，兩位

學者發展出「個人主義和經濟概念」（individualistic and economic conception）。
47 「社會資本」被定義為有形或虛擬的資源，有助於行動者透過社會結構來實

現目標。48 

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最早提出「社會資本」概念的學者之一，

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而該等資源係與佔有一

種相互取得或認知之制度化關係所構成的持久性網路相連結」，而特定行動者

（actor）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決定於所屬「關係網絡」的規模，及「關係網絡」

中其他相關者所佔其他資本的數量。49在布迪厄（Bourdieu）的分析架構下，「關

係網絡」並不是既定的資源，而是透過認可（reconnaissance）產生。 

後續其他學者則認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也能透過社會網絡來

累積。50甚至指出，「社會資本」包含在「社會網路」的結構之中。51對於社會

資本的另一個看法為「一種有助於獲取資源之人類社交」（social connections），

在沒有這些「社交」的前提下，必須引用人類資本或資金以獲取同樣的資源。52  

至於「社會資本」的角色為何？辛格（Susheela Singh）以機會辨識為依據，

探討「社會資本」人脈網絡的重要性，並特別指出創業家的社會資本人脈網絡愈

大，其辨識機會愈多。53 杰拉爾德‧希爾斯（Gerald Hills）也說明良好的網絡關

                         
47 有關「個人主義和經濟概念」請參考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London: Random House, 1962); Jonathan Cape, and Malcolm Loury,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Phyllis A. Wallace and Annette M. LaMond, ed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77).  
48 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1998), pp. 1-24. 
49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23. 
50 Louise J. Filion, Charles Ramangalahy, Gabrielle A. Brenner, and Teresa V. Menzies, “Chinese, 

Italian and Sikh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in Canada: Implications for the Research Agenda, 

Education Programs and Public Policy,” in Marian V. Jones and Pavlos Dimitratos eds., Emerging 

Paradigms i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4), p. 300. 
51 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1998), p. 7. 
52 Howard Aldrich and Philip H. Kim,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Vol. 1, No. 2(2005), p. 56-104. 
53 Susheela Singh. “Relevance of Social Factors in Entrepreneurial Growth,” Journal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Vol 4 (1985), pp.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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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能夠影響創業機警性與創造力。54筆者認為，進行分析前，必須先了解在俄羅

斯和臺灣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中，其定義及功能上的差異何在。 

臺灣的「社會資本」涉及特定社會網路的信任、責任與互惠規範。而俄羅斯

的「社會資本」則被定義為「特殊關係」（связи ; certain connections ），在俄

羅斯，擁有社會資本代表可以透過某些管道享受一般創業者無法享有的特權，並

獲取更優惠的經營環境。換言之，俄羅斯允許擁有社會資本的創業者享受比其他

創業者更有利的條件。一般而言，這些條件的獲取並非來自正式管道，因此，社

會資本在俄羅斯有著負面意涵，擁有社會資本的創業者往往被認為有機會透過

「特殊關係」規避法律準則和規範（legal norms and regulations），並與貪污腐敗

存在一定關聯。 

但是，一般而言「社會資本」的優勢並非來自擁有「特殊關係」所獲取的好

處，而是其降低勞力成本（labor cost）的機會。55 臺灣的社會資本確實曾協助中

小企業進行有效合作、降低成本，且提高企業競爭力。相反地，在俄羅斯，擁有

社會資本並不代表成本降低，反而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來支援「特殊關係」的維

繫，這種「特殊關係」的支出最後反映在成本上，最終降低企業競爭力。臺灣與

俄羅斯其社會資本概念之差異，如圖 2-3 所示。 

                         
54 Gerald E. Hills and Raymond W. LaForge. “Marke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Donald L. Sexton, John D. Kasarda, eds,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Entrepreneurship (Boston: 

PWS-Kent Publishing, 1992), pp. 164-190. 
55 Jimmy Sanders and Victor Nee. “Limits of Ethnic Solidarity in the Enclave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1987), pp. 74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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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臺灣與俄羅斯社會資本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由上圖 2-2 可知，在臺灣，社會資本是競爭優勢的有利條件；但在俄羅斯，

社會資本是進入市場的必備條件。本研究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陳述「社會資

本」在俄羅斯和臺灣所扮演的角色。  

2. 社會網路 

與創業領域相關的許多研究指出，企業家透過「社會網絡」可獲得內部沒有

的資源。56企業家必須擁有某些特定資源來創建與經營（如思想、知識和專業能

力），除此之外，還需要獲得其他附加資源，如信息、資本和勞動。這些附加資

源可透過「社會網絡」來獲取，方能實踐創業經營的可能。57  

熊彼得（Schumpeter）敘明社會成員對網路資源的追求：「創業者之功能在

於透過開啟新的資源供應來改變或使生產革命化」。58 「關係網絡」構成一種

寶貴資源，被視為「社會資本」中的主要議題。59 

「社交網絡」係指由一組參與者和行動者之間互相聯繫所組成。60所謂「社

會網絡」是一種「關係」，藉由此「關係」能有機會獲得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的

「借用權利」（access to use rights）。這並非個人的財產所有權，而是由網絡內

                         
56 James L. Bowey and Geoff Easton, “Entrepreneurial Social Capital Unplugged: An Activity-based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Vol. 25, No. 3 (2007), pp. 273-306. 
57 Howard Aldrich and Carl Zimmer,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Donald Sexton 

and Raymond Smilor 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 MA: Ballinger Publishing, 

1986), pp. 3-23.  
58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p. 132. 
59 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1998), pp. 1-24. 
60 Daniel J. Brass, “Power in Organizations: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4 (1992), pp. 29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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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間共同持有的權利。61「社會網絡」也可以定義為「社區感知」（the percep-

tion of a community），包含一個商業社會或社會中的一組關係等皆在此定義範

圍內。62在抽象的意義上，社會是一系列連接或「捆綁」的節點。63 

本研究發現，在臺灣與俄羅斯，許多新興生意的出現乃基於社會網絡。在臺

灣文化中，社會網絡的性質並沒有脫離中國傳統社會網路的「關係」概念。但是，

俄羅斯的「社會網路」建立過程卻相當復雜，其經歷社會主義的發展，亦即 1990

年代之社會轉變及新自由市場經濟的建立。依照發展的進程，大抵可將其分為三

階段，而各階段之特色則「鑲嵌」在俄羅斯的整體社會網路之中。 

臺灣社會網絡的發展深受文化歷史因素影響，而本研究第三章將特別說明其

中幾個關鍵因素，例如華人社會的家族傳統概念、國民黨來臺後與企業建立互惠

關係政策的推動等。當時在臺灣出現了很多專業組織（如臺南聯邦）、中央和地

方協會，它們的優先任務是代表中小企業與政府進行協調與政策推動等，藉此啟

發創業家創新或開發新商機之機會。而本研究第四章將針對俄羅斯的社會網絡內

容進行闡述，與臺灣不同的是，俄羅斯的社會網絡所扮演之角色不斷改變，在俄

羅斯若能擁有社會網絡，則幾乎可決定創業成敗，換言之，社會網絡在俄羅斯多

年來扮演著創業前提的主要角色。  

這種廣泛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概念意味著動態的經濟交流是種「社

會嵌入」（socially embedded），64 故「社會資本」的概念是「在關係中嵌入資

源（set of resources embedded in relationships）」。65 由此可知，「社會資本」

在創業活動中有其特殊作用，例如，任何一個成員皆可能利用「社會資本」來獲

得巨大利益。對於此項議題，學者 Portes 驗證了「社會資本」的消極後果，包括

排斥外人（exclusion of outsiders）、向小組成員超額索賠（excess claims on group 

members）、限制個人自由（restriction on individual freedoms）和規範層次下降

（downward levelling of norms）。66因此，內部成員為獲得特權而爭取資源，與

此同時也阻止了組外成員獲得內部資源的機會。同樣地，社會內部通常以犧牲他

人權利為代價，以授予內部成員或朋友圈間的特殊性待遇。而這種「不同對待」

的現象跟社會結構有關，顯示了不同社會中的主流文化趨勢。  

                         
61 Ronald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2-64. 
62 Alistair R. Anderson and Sarah L. Jack, “The Artic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 Glue or a Lubric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14, No.3 (2002), pp. 193-210. 
63 Deepa Narayan and Lant Pritchett, “Cents and Sociab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p. 871-889. 
64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3 (1985), pp. 481-510. 
65 Ronald S. Burt,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3. 
66 Alejandro Portes and Julia 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8, No.6 (1993), pp. 

132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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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群網絡 

社會網絡的另外類型是族群網絡（Ethnic networks），其中包含特殊的商務

聯盟與組織（business associations）、正式與非正式的信用團體（credit group）

等。社會網絡在臺灣依其專業屬性來區分，如機械協會；或者地區性組織，如「臺

南幫」則是臺南商人的特殊聯盟；又或是特殊階級人士所組成的聯盟，如扶輪社

（Rotary）等。這些組織的主要作用在於提供諮詢及快速交流，透過人與人的網

絡，組織成員能夠輕易地獲取有關法律、經驗、資金資源或投資、產業新趨勢等

關鍵諮詢，亦可結交有信用的合作伙伴或客群、開發潛力新市場等。67 格蘭諾

維特（Granovetter）在其研究中也明示族群網絡的重要性，將本現象視為一種「嵌

入」，屬於「社會關係網絡」（networks of social relations）的一環，其中包含互

相信任與規範執行。68「族群網絡」下的「社會資本」對於創業將能發揮更大作

用，大幅提升其信用程度。 

三、其他社會文化資源 

1. 族群及創業遺產 

本研究認為，臺灣及俄羅斯的社會文化在族群遺產（middleman heritage）、

創業價值及態度（entrepreneurial values and attitudes）方面有所差異。例如臺灣

的勤勞精神被許多學者視為創業成功因素之一。Bailey 提及華人願意從事工時較

長的工作，且彼此互相幫忙和交流訊息的氣氛也較為濃厚，習於援用多方面的社

交網絡來提高經濟優勢，故華人的族群資源有利於創業。69 

「物以類聚(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原先是用於描述人與人之間關

係往來的特色，並無牽涉經濟層面。70 吕夫（Ruef）提出同質（homophily）和

熟悉（familiarity）做為另一種族群資源。同質和熟悉原則係指具有類似特性的

人彼此相處良好。71爾後，學者發現同質對於企業人之間的往來亦有顯著影響，
72如家人、同學或同事都可能成為最具信任的對象，在相互交流和具安全感等條

件下，他們更容易合作。732003 年吕夫（Ruef）引用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PSED)，分析 1999~2000 年間 830 份新創業調查資料，證明同質和熟

悉均會影響創業行為，惟不同族群對同質和熟悉的重視程度有所差異，在某些環

                         
67 Howard Aldrich and Roger Waldinger,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6 (1990), pp. 111-135.  
68 Mark Granovetter,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9, No. 1 (2005), pp. 33–50.  
69 Thomas R. Bailey, Immigrant and Native Worker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p.21. 
70 Hellen Bott, “Observation of Play Activities in a Nursery School,”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Vol. 4(1928), pp. 44-88.  
71 Ted Mouw, “Estimating the Caus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2 (2006), pp. 79-102. 
72 Rosabeth M. Kanter,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46. 
73 Howard Aldrich and Philip H. Kim,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Vol. 1, No.2 (2005), pp. 5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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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創業者可能會認為當時需求和現實利益比同質和熟悉更為重要。據此推

論，在俄羅斯與臺灣兩國之間，對於族群資源的重視程度也大相逕庭。 

2. 家庭與教育 

布迪厄（Bourdieu）最先提及「人力資本」概念，並根據布迪厄（Bourdieu）

的論點，人類透過家庭及教育可獲取人力資本，因此人力資本會受到教育影響，

但其與專業教育並不相關，而是有關工作態度與價值。74 

人力資本也與語言有關，如大眾觀念或台灣大家熟悉的俗語為例：「寧為雞

首，不為牛後」。 

家庭教育及家庭價值觀對人力資本的養成相當重要，特別是在塑造下一代的

遠景及企圖心方面。在不同社會中存有不同的價值觀，如獨立創業以獲利或加入

大企業以求保障，對於人力資本將會有完全不同的影響，且培養出截然不同的價

值觀念。學者艾彌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也認為，經濟現象往往受到宗

教或道德價值的深切影響，而非全然受制於市場律則。75 

3. 資金資本 

資金是本研究提及「社會文化資源」的一環。能夠獲取資本，才可以抓住機

會及實現創業目標。76 除了正式機構外，社會中的資金來源有很多種，包含家

庭、朋友、同事，或其他社會單位。在不同的國家，這些社會單位也有所不同，

而獲取資金的門檻也有高低之分。 

另外，資金也跟民族儲蓄習慣有關，節儉的民族比較容易累積資本以進行投

資；相反地，沒有儲蓄習慣的民族在投資方面將困難不斷，因為透過正式管道（如

銀行、國家資金等）獲取資金總是比取得個人儲蓄更為困難，所需要的手續和時

間相對較長。不過，取得個人儲蓄作為資金跟信任有關，在沒有足夠信任關係的

前提下，累積個人儲蓄也非易事，沒有人會願意借錢給不足信任的對象。 

 

                         
74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23. 
75 Steven Lukes and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pp. 499-500. 
76 Howard Aldrich and Carl Zimmer,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Donald Sexton 

and Raymond Smilor 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lishing, 1986),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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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文化資源」如何影響創業之分析 

 

一、 創業動機來自創業精神之相關論述 

擁有「社會文化資源」和「創業」之間是怎樣的關係呢？創業者是否可以在

沒有「社會文化資源」的條件下創業？擁有或缺乏「社會文化資源」，對創業者

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創業」行動到底是如何決定的？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了解

的問題。創業學是經濟學的研究課題之一，但古典經濟學研究並不會將「創業」

與「社會文化」相連接，而這正是本研究的任務，亦是本節的內容。 

「創業」一詞 (enterpreneurship) 來自「創業精神」（enterprenurial spirit），

而「創業精神」一詞則源自從法文的「entreprende」，意思是「願意承擔」

（undertake）。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認為，「創業精神」是發起與管理

經濟資源重新分配所需要的一連串行為，其目的在於創造經濟價值。77  

創業研究對於「創業精神」的看法有很多種。其中一個學派包含 Danny Miller 

和 Peter Friesen 等認為，「創業精神」反應了企業對於創新性（innovativeness）、

主動積極性（proactivness）及風險承擔（risk-taking）所投入的傾向。78 另一個

學派包含查爾斯‧賀佛爾（Charles Hoffer）、詹姆斯‧克里斯曼（James Chrisman）

等則將「創業精神」定義為涵蓋新組織創立、更新及創新等活動。79管理學之父

杜拉克（Drucker）認為，創業是一種行為，而「創業精神」的基礎在於賦予理

論性及推理性能力。80佐拉（Shaker Zahra）和戴斯（Gregory Dess）則認為除了

上述結構之外，「創業精神」還應包括開發商機的結果。因此，根據上述學者的

論點，創業應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過程中包含了「尋求潛藏機會」並「重組現

有資源」為新資源，以滿足人類現有及潛在需求，並產生新的財富。81 

亞太創業學界對「創業」的看法與西方學界很接近。劉常勇認為「創業精神」

可以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為精神層面，「創業精神」代表一種「以創新為基礎

的做事與思考方式」；另一則是實質面，「創業精神」可視為「發掘機會、組織

資源建立新公司，進而提供市場價值」。82 對創業者而言，「實質面」牽涉到

                         
77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32-44. 
78 Danny Miller and Peter Friesen, “Innovation in Conser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s: Two 

Models of Strategic Momentum,” Strategic Management, Vol. 3 (1982), pp. 1-25. 
79 James J. Chrisman, Andrew Bauerschmidt and Charles W. Hofer, “The Determinants of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n Extended Model,” Entrepreneurship and Practice, Vol. 23, No. 1 (1998), 

pp. 5-29. 
80 Peter F. Drucke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p. 34. 
81 Shaker A. Zahra and Gregory Dess,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Encouraging 

Dialogue and Debat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6, No. 1 (2001), pp. 8-10. 
82  劉常勇、謝如梅，「創業管理學術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理論與模式之建立」，創業管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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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個人能力，如組織建立或應用、創造附加價值等，「精神層面」則牽涉背後

動機，如創業評價、現有資源分析、冒險評估及其他屬於「思考層面」的部分。

根據伍忠賢的看法，「創業」是指個人對新事業的開創，而「創業精神」的意義

則可闡述為「創造新的滿足或新的需求」；83呂良添則將「創業」視為一種特質

與行為模式。84 陳明璋亦指出，「創業精神」是一種求新、求變、求發展的心

態，創業本身是無中生有的歷程，即便已從無到有，仍需要不斷尋找新利益與新

機會。85 

創業學研究將「利益」、「創新」、「機會」及「資源」視為創業的關鍵因

素。「創業邏輯」可被歸納為：能獲得「利益」才願意尋求創業「機會」，有「機

會」才能重組現有「資源」以創業。因此，無論從精神或其他層面切入，多數有

關「創業精神」的研究都視「利益」、「創新」、「機會」及「資源」為主要的

「創業」前提。 

二、建立「社會文化資源」與「創業」的分析結構 

概略說明「創業」的主要前提後，接下來本研究試圖建立分析架構，以說明

「社會文化資源」對「創業」的影響。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一些政府官員設立自己的公司開始創業。他們發覺，

有「機會」透過現有的「資源」獲取比工資更大的「利益」。但多數官員則心存

擔憂，認為在經濟結構不穩定時，繼續做官才可保持穩定收入，並在未來獲得退

休金，藉以避免巨大風險。因此，在同一個條件下，基於對「利益」、「創新」、

「機會」及「資源」的認知差異，不同的社會成員將採取不一樣的行動。 

劉常勇認為，對於「利益」、「創新」、「機會」和「資源」的認知，應包

含「實質層面」及「精神層面」。86「社會文化資源」主要影響「精神層面」，

同時亦對「實質層面」有所作用。例如，若談及中小企業發展，「精神層面」可

以包含社會對成員的鼓勵，但「實質層面」則包含社會機構或組織所提供給成員

的機會。在比較富裕的社會中，成員對於某一筆錢的看法，與較貧窮社會中的成

員不一樣，此為對上述兩層面存有認知差異所造成。同樣的，「社會文化資源」

會影響社會成員對「利益」、「創新」、「機會」，以及「資源」的認知。因此，

「社會文化資源」能夠改變社會成員對創業的看法及決定，我們由圖 2-4 來解釋： 

                                                                       
究，第 1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1-44。 

83  伍忠賢，創業成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7。 
84 呂良添，「創業導向、管理實務、人際網絡與組織績效關係之研究」，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23。 
85 陳明璋，「企業家與創業精神」，策略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1987 年），

頁 66。 
86 劉常勇、謝如梅，「創業管理學術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理論與模式之建立」，創業管理研究

（臺北），第 1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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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社會文化資源」與「創業」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創業決策具有「文化層面」，對「利益」、「機會」、「資源」的認知，都

受到文化的重大影響，包括社會資本、社會網路、民族網路、家庭教育、國家文

化傳統等，且和歷史價值及新文化趨勢有關，並反應國內外的環境變化。 

筆者認為，對「利益、創新、機會及資源」的「認知」將決定創業或放棄創

業之行為。根據學者 Light 的「社會文化論」及其所描述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之

結構分析，筆者認為，「社會文化資源」中所包含的各種因素影響了成員對「利

益、創新、機會及資源」的「認知」。 

以「共同傳統及經驗」(tradition and experience)為例，俄羅斯自蘇聯共產主

義的社會經濟體系轉往市場經濟發展，以及臺灣自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迅速轉變

等，這些經驗影響著全國社會成員對「利益、創新、機會以及資源」的「認知」。 

另外，在社會文化資源中「族群及創業遺產」(middleman and entrepreneurial 

heritage)方面，臺灣中小企業的悠久歷史，以及加工體系間的密切合作，都是特

殊的民族性經驗，與中國、韓國及其他亞太區域國家有所不同，亦與前蘇聯體系

不同，讓社會成員對「利益、創新、機會以及資源」有不同程度之「認知」。臺

灣所享有之密切合作傳統，讓新觀念從出現到履行費時較短，與此不同，在俄羅

斯，創業被視為相當新穎的行為，在缺乏歷史經驗和創業遺產的情況下，俄羅斯

的創業者無法快速結合資源，並獲得合作方信任，因此許多創業概念皆遭遇實踐

之困難。 

本研究提及之各種社會文化層面，皆可讓社會成員對「利益、創新、機會以

及資源」等因素，產生不同程度的「認知」。例如，創業價值及態度（entrepreneurial 

values and attitudes）對社會成員如何認知「利益」及引用「資源」的影響特別大。

「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s）對於「機會」及「資源」

的「認知」程度較高，但對「利益」及「創新」方面則影響較低。「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對「創新及資源」的「認知」影響較大，但亦會提高「利益及

機會」的「認知」程度。同樣的，「資金資本」(financial capital)、「信任關係」

（relationship of trust）或「家庭與教育」（family and education ）等社會文化資

創業 

   
社會文化資源 

 

對 利益、創新、機

會及 

資源的「認知」 

 放棄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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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能也會對某一項因素的「認知」產生影響，進而改變成員行為，促進他們採

取或拒絕創業行為。 

有鑒於此，社會文化讓社會成員形成一種思考模式，對「創業精神」所包含

的「利益、創新、機會及資源」有獨特的認知程度，並以此決定是否創業。俄羅

斯及臺灣之社會成員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資源，因此對「利益、創新、機會以及

資源」的「認知」程度應當有其差別，影響其成員採取創業與否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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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俄羅斯社會文化 

民族文化 (National culture)不僅影響專業價值觀和態度，更確立了某些被納

入商業慣例和形式中，全球適用的普遍性原則。諾斯（Douglass North）曾如此

形容社會文化對經濟的約束：「他是非正式的，但儘管如此，仍非常普遍」。1作

為一種固有的社會制度，文化影響了部分的「規則」運作，且引導著社會中的共

同互動。 

在制度尚未建構完全的年代，俄羅斯面臨著緩慢的市場化過程，硬體設備之

不足對於社會文化建構帶來衝擊，同時，俄羅斯文化傳統和蘇聯時代價值觀也大

幅影響了新文化的發展過程。在這一章中，筆者將重點放在蘇聯解體前後，俄羅

斯的社會環境變化，以及其傳統價值觀和新社會文化價值之發展、形成背景和原

因。 

本章從俄羅斯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特殊性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文獻回顧，最

後歸納出在共產主義瓦解後，俄羅斯社會的文化特殊行為和價值觀念之形成。 

 

第一節 俄羅斯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主要社會文化因素分析 

 

由於俄羅斯是歷史悠久的國家，當我們欲談及其「舊」文化模式，必須先了

解俄羅斯最傳統的價值觀。本研究將沙皇時代至今的俄羅斯歷史分成四個階段，

並列出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所出現的新詞彙。每一個新詞彙的出現都代表著社會

文化的新概念和新現象，藉此觀察社會變遷的進程。2 

本章歸納從沙皇時代至今出現的八個新詞彙，其代表了每一個歷史階段中作

為主導的社會文化因素，以下將加以說明及解釋（請見圖 3-1）。 

 

 

 

 

                                                      
1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3. 
2 Жером Багана, Тарасова Е.Н,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в языке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 Кавказа, № 3(2009), стр. 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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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皇時代 

 

 

 

---------------------------------------------------------------- 

蘇聯時代 

 

 

---------------------------------------------------------------- 

1990 年代 

 

 

---------------------------------------------------------------- 

現代俄羅斯社會 

 

 

 

圖 3-1  俄羅斯在不同時代主要社會文化概念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連坐制」 

(круговая порука) 

 

「官僚體系個人化」

(персонализация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採購行賄」

(откат) 

 

「關係」 

(связи) 

 

「行賄」 

(взятка) 

 

「罩」 

(крыша) 

 

「自己人」 

(свой человек) 

 

「特殊機會」(бла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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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羅斯自古以來的社會文化特色 

（一）官僚體系個人化 

所謂「官僚體系個人化」（персонализация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是一

種基於斯拉夫文化及蘇聯時期之特殊條件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官僚體系個人化的

問題早在 1840 年代就被熱烈討論，成為「斯拉夫─西方發展途徑」辯論的一部

分。3 斯拉夫主義者以集體主義和社會立場一致性原則來對抗正式法規，認為社

會共同立場和一致性比法律限制更為重要。除此之外，他們當時也指出了包括道

德和價值觀等俄羅斯民族的特殊性，不僅在法律限制上，更對人際關係有顯著影

響。 

俄羅斯學者森雅．卡西亞諾夫（Ksenia Kasianova）指出，俄羅斯民族具有

特殊的行為模式。原因在於各機構間的功能分配很模糊，一般人不了解、也不想

理解體系之運作，總是希望能透過自身能力範圍內的各種手段來解決問題，唯有

在自行解決失敗後，才會訴諸官僚體系，用「人類」(по-человечески)的方式來

排除困難。4 另一位學者威廉．溫鐸（William Weindle）則指出，俄羅斯民眾總

是要求官僚體系以人性的（human）方式來處理事情，但若不成功，便會對官僚

體系表達強烈不滿。5  

（二）「連坐制」為集團責任的傳統現象  

「連坐制」（круговая порука）源自俄羅斯的古老歷史，最早關於「連坐制」

的記錄出現在雅羅斯拉夫一世主持編撰的「斯拉夫字典」當中。「斯拉夫字典」

對「連坐制」提出如下定義：「在以社區為單位的地域內實行『連坐制』，即該社

區的所有居民對任何成員的違法犯罪行為都負有連帶責任」。6  

「連坐制」著眼於組織成員的社會單元利益，成員之間存在一種連帶責任，

是一種相互管控的機制。此制度直到 1903 年才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來，但在

1907 年即被廢止。7 到了蘇聯時期及後蘇聯時代，「連坐制」變成一種「非法行

                                                      
3 Иван В. Кире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ершензона. Том.2.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11), стр. 23. 
4 Ксения Касьянова, О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М.: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оде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1994), стр.71-73.  
5 William Weindle, Zadachi Ross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22. 
6  Владимр И. Даль,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М. О. 

Вольф, 1903), стр. 34. 
7  Horace W. Dewey, “Russia's Debt to the Mongols in Suretyship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0 (1988), pp. 24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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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的相互包庇」。8  

在基輔羅斯時代，「連坐制」意指若發生犯罪行為或謀殺案件，當地居民須

共同負責找出罪犯，如不交出兇手，整個社區或區域中每個成員就要共同分擔罰

金。9 在十五至十六世紀，這種模式逐漸正式化、規範化，到了十七世紀，「連

坐制」被運用在財政事務當中。在沙皇俄國時代，國家規劃稅收對象是以社區為

主要單位，社區成員是「連帶責任的承擔者」，如果沒能履行義務，村中的長老

和官員就會被處以罰金。10 

俄羅斯學者喬治．雅尼（George Yaney）認為，「連坐制」是俄羅斯政治制

度中的一種基本元素，「連坐制」模式破壞了法律上的平等原則，並非以個人，

而是將共同體或集體作為法律主體。此作法導致國家為了維持法治，允許社區內

部運用法律以外的手段進行統治，也就是說，國家容許了社區領袖個人權利的膨

脹，也默許他們運用獨特的方法來保護社區成員免受國家的處罰。11 

二、蘇聯時期的社會文化特色 

（一）「連坐制」的衍生：「自己人」 

上述的「連坐制」到了蘇聯時期形成獨特的文化形態。圖 3-1 中所顯示的「自

己人」（свой человек）12 及「特殊機會」（blat / блат）13概念，皆為前一時代「連

坐制」社會現象的延續，但在蘇聯制度之下，原先的社會現象轉換成新模式繼續

發展。 

俄羅斯學者弗拉基米爾．科茲洛夫（Vladimir Kozlov）指出：「『連坐制』在

蘇聯時期已經成為官僚們自我保護、壓制批判的工具。」14在蘇聯時代，地方官

員只要與上層領導的關係良好，即便是嚴重犯罪都可以免於受罰。15對於他們而

言，最大的危險不在於違犯法律，而在於「不明白遊戲規範」。16因此，讓「自己

                                                      
8  Сергей Ожегов,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4-е изд., доп (М. : Инвест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3), стр. 97.  
9  Фридрих Брокхаус, Илья Ефро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пб., 1898), стр. 67. 
10 Vladimir Andrle, A Social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p. 46. 
11 George L. Yaney,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Russia, 1711-190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pp.112-113. 
12 「自己人」的俄文為「Свой человек」。 
13 本研究將俄文的「блат 」（英文拼音為「Blat」）翻譯為「特殊機會」。 
14 Vladimir A. Kozlov, “Denunciation and Its Functions in Soviet Governance: From the Archive of the    

Soviet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1944-1953,” in Sheila Fitzpatrick, eds., In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17-141. 
15 Alena Ledeneva, Unwritten Rules: How Russia Really Works (London: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2001), pp.12-13. 
16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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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免於責任，在蘇聯時代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 

俄羅斯學者艾琳娜．達維多娃（Irina Davydova）把 「連坐制」翻譯成「循

環擔保」。她的研究證明，「直到現在，循環擔保仍存在於道德領域，並且一直是

下層社會中持續運作的原則之一」。17「連坐制」的邏輯很簡單：一旦作為「內部

人士」（своего круга），便可以從利益鏈中得到好處。Kozlov 指出，制度參與者

的主要任務為證明自身屬於「圈子中的一員」，或是具有「內部人士」的身份，

而不是「局外人」。18 俄羅斯哲學家格里戈里．戈爾茨（Grigori Goltz）認為，「自

己人」的主要辨認方式是觀察社會成員對於資訊交流的反應為何，而非與其社會

地位或物質生活相關。19  

因此，在「連坐制」的前提下，蘇聯時期的法律無法得到落實，屬於「自己

人」的群體不會遵守法律，「自己人」之概念為蘇聯社會的法治制度帶來一些障

礙。 

（二）蘇聯前所未有的概念：「特殊機會」 

在俄羅斯有這麼一句俗諺：「不可以，但是可行(Нельзя, но можно)。」我們

得以藉由這句話建構對於蘇聯時代的認知。《衛報》記者馬丁．沃克（Martin 

Walker）曾如此描述蘇聯的生活型態：「什麼都不合法，但什麼都可能。」20這樣

的現象在蘇聯曾經被稱為「blat」，本研究將其翻譯為「特殊機會」。 

「Blat」意指透過個人的通路或非正式的關係，來獲取市場正在短缺的產

品、服務、或者處理一些特殊事務。研究「blat」一詞的學者 Berliner 曾指出，「blat」

是屬於特殊文化型態的字彙，難以直接翻譯其內涵。21 在蘇聯時期，每一個蘇

聯人都清楚認知「blat」的存在，包括蘇聯政府的高層人物。學者克芮恩克肖

（Crankshaw）認為：「『blat』是錯綜複雜且隨處存在的『好朋友』關係系統，……

甚至蘇聯共產黨的高層人物都是本系統之成員。」22 研究後蘇聯時代的西方學

者也特別指出：「我們發現，在一個非市場力量主導的經濟體系當中，『blat』、穩

定、順從、以及均富等觀念，比風險、創業、個人成就等具有更大的影響力」。23  

                                                                                                                                                        
Press, 1989), p. 35. 

17 Irina Davydova, “Moral Traditions of Rural Communities: A study of Russian Collectivism,”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99), p. 98. 
18 Vladimir A. Kozlov, “Denunciation and Its Functions in Soviet Governance: From the Archive of 

the Soviet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1944-1953,” in Sheila Fitzpatrick, eds., In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30. 
19 Григорий А. Гольц, “Куль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иски взаимосвязей,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 (2001), стр. 23-35. 
20 Martin Walker, Martin Walker’s Russia: Dispatches from the Guardian Correspondent in Moscow  

( London: Abacus Original, 1989), p. 17. 
21 Joseph S. Berliner,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182. 
22 Edward Crankshaw, Russia Without Stalin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5), p. 74. 
23  Frederic J. Fleron, and Eric P. Hoffman, 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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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 Ushakov 字典當中，「透過 blat」（По блату）意指「使用違法的方

式」；24 另外一個蘇聯時代的字典，則將「透過 blat」（По блату）詮釋為「非法、

透過保護者的行為」。25雖然「blat」是非法的，但其重要性被民眾普遍認可，蘇

聯時期更流行這樣的說法：「『blat』比史達林更重要」。26        

總而言之，「blat」是一種非金錢交易，是一種關係的交換方式，藉由個人關

係網絡來獲取公共資源。有學者將「blat」比擬為中國式的「guanxi」，27 「blat」

的提供者及受惠者一般都不認為自己從事非法交易，反而視此種交易是朋友間的

好意。「blat」交易被視為「幫忙朋友」、「分享」、「同情」與「互相」。因此，為

了讓雙方關係更緊密，通常會採取宴會或喝酒等方法，以建立非正式的交換關係

及保持友誼。28 

三、1990 年代市場改革時期的俄羅斯社會文化特色 

（一） 用「行賄」來取代「blat」 

在蘇聯時代，國營企業可以透過一些管道，如「自己人」、「blat」來獲取短

缺的資源，藉由互相信任、互相幫忙以達成計劃目標。學者伯利納（Berliner）

特別指出，非正式的關係網絡被蘇聯時代之企業運用於生存，但絕對不會用於獲

取經營者的個人利益。29 

到了 1990 年代，俄羅斯自蘇聯社會主義快速轉變為資本主義，並導入市場

經濟的發展邏輯。當時的俄羅斯工業面臨衰退、投資危機、互相欠債等重大且前

所未有的危機，蘇聯時代企業間的互相幫忙氛圍也逐漸消失，導致原先存在於蘇

聯社會的「blat」現象，在新興市場經濟中不再擁有過往的時空背景。俄羅斯學

者莱德妮娃（Ledeneva）指出，在蘇聯時代結束後，「blat」也失去原來的意義。
30 

隨著自由市場經濟到來，「特殊機會」提供者及受益者很難確定「獲得回報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in Sovietology (San 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1993), p. 

374. 
24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4 томах, Под ред. Д. Н. Ушакова. (М.: Сов. энцикл.: 

ОГИЗ, 1935-1940), стр. 58. 
25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М.; Л.: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950-1966),       

том. 2, стр. 45. 
26 Joseph S. Berliner,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07. 
27 Mei-Hui Yang, Gifts, Favou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 
28 Mary Douglas, Constructive Drin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7. 
29 Joseph S. Berliner,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97. 
30  Alena Ledenev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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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刻」，「立即的」經濟利益比互相幫忙更重要。因此，在俄羅斯社會中出現了

另外一個新現象—「行賄」，逐步取代過往的「blat」。在 1990 年代改革初期，具

有「blat」條件之創業者可獲得更多的成功機會，但至 1990 年代中後期，創業成

功的關鍵因素轉而關注於企業可否迅速獲得一些國家資源，或與執政者是否有聯

繫。31 因此，「blat」的角色不斷降低，「行賄」越來越普遍。 

毫無疑問，「行賄」就是一種貪污現象，跟「blat」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

蘇聯時期「blat」的作用範圍十分有限，無法透過「blat」破壞國家核心價值觀； 

但「行賄」的運用範圍非常廣泛，透過「行賄」可以獲取某些商務資源，例如國

家土地使用權、出口許可證和配額許可、快速辦理認證和商業文件、國家預算交

易、稅收中轉、關稅、私有化交易及聯邦預算的服務性債務等。32基本上，前述

行為在沒有「行賄」的情況下，絕對無法透過正式管道達成，或者必須透過相當

複雜的程序才可能處理。但在復雜的企業環境下，俄羅斯商人需要快速、有效的

處理各種商務需求，不得不採取各種可避免官僚干預或正式管道的處理方式，導

致「行賄」效果不斷上升。 

（二）1990 年代「罩」（крыша）概念之變化 

俄羅斯學者沃爾科夫（Volkov）在其著作《強力創業》中特別指出，俄羅斯

在蘇聯解體後，該如何面對犯罪團體將是國家最嚴峻的考驗。33 在 1989 到 2000

年代初期，國家的法律執行和管理效率低落，政府機構無法針對商務糾紛、產權、

義務履行等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因此，犯罪集團所擁有的「脅迫」，34成

為更有效的經濟糾紛解決方式。犯罪團體向商業人士提供「罩」（крыша）的服

務，有個犯罪集團「罩」商人，商人就不會變成攻擊對象，不過需要定期繳交保

護費給犯罪集團。35 

在 1990 年代資金短缺的情況下，隱藏利潤或存留稅收成為後蘇聯時代初

期，企業投資的極少數來源之一。36 犯罪團體與企業勾結的現象變得非常普遍，

政府即便知曉內情，也無法有效懲罰每一家企業，「選擇性的處罰方式」便因應

而生。37不過，為了避免遭受「選擇性處罰」，商人們開始尋求高層官員的庇護。

                                                      
31 Elena Petrushina, “Russian’s Young Wolves Grow Hungry for Power,” Guardian, 5 July (1995), 

p.14. 
32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Democracy, 2006/04/30, “Diagnostics of corruption in Russia: 2001-2005,” 

Indem Foundation, <http://www.indem.ru/en/index.shtml>. 
33 Вадим Волков. “Бандиты - феномен 90-ых”, Русский репортер, №6 (6), 2007, стр. 25-26. 
34 俄語的「Физическое принуждение」字，中文翻譯為「脅迫」，意思是透過各種手段，逼迫

對方依照要求做事。  
35 當時商人之間普遍相互詢問：「有人罩你嗎（У тебя есть крыша）？」 
36 Alena Ledeneva, and Paul Seabright, “Barter in Post-Soviet Societies: What Does It Look Like and 

Why Does It Matter?,” in Paul Seabright, eds., The Vanishing Rouble: Barter Networks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3-113. 
37 Елена Кактурская, “Налоговики собирают компромат”,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0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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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的定義便從犯罪集團的包庇，逐漸變成「權威人士」38的保護。 

根據 1994 年「新俄羅斯十年發展趨勢晴雨表」中公開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

有 51%的俄羅斯民眾表示信任教會，41%的人信任軍隊，而只有 17%的人相信司

法系統，顯示當時俄羅斯社會對法制體系之不信任。安德烈．夏第科（Andrei 

Shatitko）指出，俄羅斯當時所擬定的行政規範著眼於私人利益，39且國家標準間

經常相互矛盾，對於一般商人而言，這些標準難以理解。2000 年的數據則顯示，

在當時有五分之一的法律與憲法衝突。40再者，地方官員實際上統治著地方的檢

察官、法庭、警察等安全單位，造成聯邦權力機構的一致性受到損害，迫使商人

在很多地方商務的相關問題上，都必須依賴與當地官員間的非正統管道，尋求在

地的「罩」。41由此可見，在無法徹底貫徹社會中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之情況

下，俄羅斯社會不得不訴求各種尋租行為，以彌補現行規則的缺口，為此，通常

會藉由操縱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來完善個人服務。42  

四、現代俄羅斯社會文化的主要現象：「關係」以及「採購行賄」 

到了 20 世紀 1990 年代，雖然蘇聯共產黨制度不再存在，但許多學者都強調

後蘇聯時代精英的持續性。例如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和塞恩．古斯塔

夫森（Thane Gustafson）提出，不少蘇聯時期的官員自己創立公司，股東都是其

從前的同事，在國家機關中任職，都是「自己人」。如此，該公司便可從政府手

中得到某種產品的出口許可證，再透過熟識某一家國營企業總經理，以低價採購

資源到國外出口，43例如前蘇聯能源部副部長雷姆（Rem Yyakhirev）便是俄羅斯

最大天然氣集團的董事長。44蘇聯時期的「自己人」被「關係」網絡取代，透過

「關係」，企業得以獲取一些商務資源，例如國家土地使用權、許可證、快速辦

理認證和商業文件等。基本上，這些行為在沒有「關係」的情況下無法達成，或

者需要透過行賄才可以處理，有時候，「關係」必須搭配「行賄」才能得到所需

要的資源。 

因此，只要掌握在國家銀行、國營企業、地方政府中的「關係」，就可以解

決與資金相關的問題，例如優惠貸款條件、延期付款、加速銀行作業時間等。隨

                                                                                                                                                        
стр. 8. 

38 當時俄羅斯流行以「Авторитет」來形容「權威人士」。 
39 Andrei Shatitko, “Anti-Globalization under Transformation: Administrative Barries in Russian 

Econom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 in Harald Barrios, Martin Back, Andreas Boeckh, and 

Klaus Segberg, eds.,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Struggle and Cultural Resilience in the 

Middle East, Russian, and Lat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3), pp. 113-126. 
40 Алла Барахова, “Чайка строит диктатуру с новыми полномочиями,”Коммерсант, (8 февраля 

2000), стр. 3. 
41 Vladimir Gelman, “The Iceberg of political Finance,” in Archie Brown, eds,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4 - 45.  
42 Петр Авин, “Экономика торга: О крахе либер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в России,”Коммерсантъ-Daily, 

(27 января 1999), стр. 4-5. 
43 Daniel Yergin, and Thane Gustafson, Russia: 2010 (London: Nicholas Brealy, 1994), p. 67. 
44 James Meek, “Moscow Gold,” Guardian, (20.09.1995),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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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商務範圍擴大，企業在內政部、海關、地方政府中的「關係」也變得更為重要。
45 

2000 年之後，俄羅斯國內有組織犯罪的現象似乎正在減少，但是政府中「罩」

等現象仍然存在，創業者面臨如貪污、影子經濟  (shadow economy; 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及不徹底的制度性改革等挑戰。克里姆林的政治人物伊戈爾•馬拉申

科（Igor Malashenko）在描述後蘇聯時期的社會狀況時即表示：「俄羅斯正在上

演的事情，很難用一個方法來解釋」。46 在這種背景之下，正式規則受到破壞的

同時，社會規範仍持續彌補制度的漏洞。新制度主義學派認為，「自己人」和「關

係」現象之再生是理性化的結果。47 他們認為，蘇聯體系崩潰造成了一定的真

空，於是，人們自然會尋找某種策略，以應對制度缺陷。這類策略既依靠存在的

制度，又依靠新興的隱形制度，如此來彌補市場與民主制度中的漏洞。 

不過有些俄羅斯社會學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此現象。俄羅斯著名的自由思

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表示，自古以來俄羅斯民眾認為，

法律不公正、法律地位不平等抹殺了俄羅斯民眾對法律的尊重。不論何時何地，

只要能不受處罰，俄羅斯人總是想逃避或者違反法律，而政府也是如此。48 俄

羅斯法律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於，其文字與精神間存在著缺口和漏洞，因此各

種社會現象如「關係」、「罩」、「行賄」、「自己人」受到普遍認可。例如哲學家亞

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r Yakovlev）指出，俄羅斯法律從來沒有真正與道

德和真理聯繫在一起，法律好像存在於俄羅斯人民以外的世界，而民眾的世界充

滿壓力及不公平。雅科夫列夫（Yakovlev）認為，在俄羅斯的文化傳統裡，法律

與良知、道德與法律之間存在著可悲的衝突。49 依照此邏輯來看，除了企業與

國家機構間的「行賄」普遍存在，企業與企業間也出現「採購行賄」（откат）50的

新詞彙。雖然兩者在法律上等同貪污行為，但從一般商人的角度而言，其實不過

只是一種「建立關係」及「尋找對方青睞」的手段。俄羅斯學者亞雷柯西•索洛

夫（Alexey Solovev）如此解釋：「俄羅斯國家結構的制度性弱點，已經由各式各

樣的非正式模式所填補、替代或補償，而這些模式正是權力的縮影，是行政與政

府關係的代表。」51 

                                                      
45  Alena Ledenev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5. 
46 Savik Shuster, “Interview with Igor Malashenko”, Svoboda News, (03.10.1999), 

<http://www.svobodanews.ru/content/transcript/24198068.html>. 
47 Евгений Ясин,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2 кн. Книга II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02), стр. 23-26. 
48 Александр И. Герце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ти томах. Том 1 (М.: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54), стр. 61. 
49 Alexandr M. Iakovlev, Striving for Law in a Lawless Land: Memories of a Russian Reformer 

(London: M.E. Sharpe, 1995), p. 87. 
50 「採購行賄」可以視為行賄的一種，賣家給予採購單位之採購決策者佣金。一般來說，「採

購行賄」是採購單位決策的關鍵因素，而「採購行賄」金額有時候會超越採購金額的三成以

上。企業主普遍採取「採購行賄」，希望獲得國營企業或政府採購單位的青睞。 
51 Алексей И. Соловьев, Куда идет Росс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 Дело, 1998), стр.155-164. 

http://www.svobodanews.ru/content/transcript/24198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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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制度轉型後的俄羅斯社會與創業 

顯而易見地，共產主義與計劃經濟的歷史，對於現代俄羅斯民眾之思維與社

會文化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在人們的心靈與行為當中存在新舊兩

種文化模式，既相互衝突又相互依賴。」52  

後共產主義過渡階段，是罕見的歷史事件之一，在這之中，既有文化和經濟

同時經歷徹底地改變。在原蘇聯地區，經濟和社會產生戲劇性地變化，過去以中

央規劃之制度為基礎的蘇聯，轉而成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新社會制度。這種劇

烈的變化震撼國營企業家，在前蘇聯，他們是商務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但面對新

格局，企業家們無法再依賴前蘇聯的經驗和商業價值。 

創業行為決定於創業者對事情的反應及決定，而對蘇聯解體之後的社會成員

而言，這將成為一個巨大挑戰。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曾指出：

「企業組織型態非一成不變，相反地，它們深受到外在制度環境與社會文化結構

的影響。」53 

一、社會價值觀缺乏一致性  

談及俄羅斯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多數俄羅斯學者會提到其激進地經濟轉型，

促使俄羅斯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新環境。但是，當社會成員都還延續著蘇聯一代

的社會文化價值和觀念，又該如何針對新的社會環境作出反應呢？在新環境之

下，社會成員必須採取新的理性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因此，俄羅斯社會文化之價

值在蘇聯解體後面臨巨大的挑戰，並在這些不得已地新舊拉鋸之間開始產生變

化。 

韓頓透納（Charles Hampden-Turner）和特羅姆普納斯（Fons Trompenaars）

指出：「文化不可能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文化形塑對某件事情的反應，反而會

使混亂發生」。54俄羅斯在 1990 年代之後，資本主義價值觀與前蘇聯的社會價

值觀產生巨大矛盾。雖然俄羅斯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並培養新的創業家，但其社

會成員仍普遍持有「舊」觀念，俄羅斯企業家無法從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經驗

中解放自己，進而習慣新的社會安排。縱然如此，當時的新創業者所持有之共同

社會經驗仍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交流訊息框架以支援其企業經營，顯示在俄羅斯

社會中，「非正式規則」之發展相當顯著。就如第一章所說明，蘇聯時期的老百

姓已習慣並接受「非正式規則」之存在，到了 1990 年代，其普遍性已超越並滅

                                                      
52 Эдуард Я. Батал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Общая и прикладна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М.: Наука, 

1997), стр. 704. 
53 Mark S.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3 (1985), pp.481-510.  
54 Charles M. Hampden-Turner and Fons Trompenaars,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doing business 

in Asia” in Malcolm Warner and Pat Joynt eds., Managing across cultures: issues and perspective 

(London and Boston: International Thompson business press, 1996), pp.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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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了正式規則。 

以上所述符合制度理論的預測，亦即在未健全的制度基礎上，共同文化背景

之約束等，將成為社會成員解決其商業問題的基礎。55在俄羅斯轉型經濟的背景

下，發展出新的社會矛盾，「非正式規則」的應用慣例源自於蘇聯時代的中央計

劃經濟，但在市場經濟場域下仍維持其適用性。在改革過程中，「非正式規則」

和法律規則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結果，最終導致俄羅斯發生一連串惡性循環：在新

國家體系中缺乏新法律框架的情況下，社會成員必須依賴「非正式規則」來滿足

創業需求，但這種依賴卻使得新框架更難出現。 

在觀念轉變的過渡階段，有些在蘇聯舊體制下被稱讚的社會文化價值，到了

新社會中變成「無關的」或「不利的」。因此，代表傳統價值觀的俄羅斯第一代

企業家，面臨被淘汰之危機，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舊」觀念。他們被迫放棄蘇聯

社會經濟之規範，拋棄過去視為社會負責的行為模式。  

這樣的矛盾很容易創造出衝突和緊張的社會關係。蘇聯社會普遍將任何一種

自我追求經濟利益之行為當作非社會行為（antisocial），認為這不符合社會期待

及道德觀念。以文化而言，這種活動被視為「低水準的、不雅及可恥的」。根據

1990-2000 年間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民眾傾向否認企業家的「美

德、道德、誠信、人才和勤奮」，並普遍認為這些社會文化美德絕對不適合用來

形容「俄羅斯新創業者」。另外，依據 2000 年全俄輿論中心（All Russian Centre 

for Public Opinion）的調查結果顯示，「不誠實」和「關係」被民眾認為是企業取

得成功的關鍵因素。56當初多數民眾將俄羅斯新創業家稱為「新俄羅斯人」（новый 

русский），並時常以玩笑方式描述其「成功技巧」，例如缺乏教育、不懂禮貌、

驕傲、看不起別人等。以此來看，雖然俄羅斯新創業家成為新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念的傳播者，但在許多社會成員的思維中，這些新觀念與他們在蘇聯時期視為惡

性之道德理由相結合，最終導致俄羅斯社會堅決地拒絕「熱情接待」新創業者。 

多數俄羅斯學者抱持著與尤利婭•拉特尼娜（Yulia Latynina）類似的想法：

在當前俄羅斯的經濟和制度情況下，成員鮮少採取「誠實」的賺錢途徑。57這也

說明了新創業者不受歡迎的形象。更雪上加霜的是，腐敗和道德低下的官僚階層

造成社會大眾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態度又衍生到新創業的企業家身上。有不

少從共產黨官僚機構離開的人士開始自行創業，並將自己的關係網絡視為創業的

主要「資源」，以增加個人「利益」。在後共產主義過渡期間，不少官僚階層成員

藉著他們對財富和政治權力的掌握成為創業家，這群創業家為社會帶來不利於創

                                                      
55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4-38. 
56 本田野調查 Vadim Radaev 進行，請參考 Vadim Radaev, How Trust Is Established i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hen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Are Not Trustworthy (The Case of Russia), 

CERP/WDI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llegium, Budapest, 3-5 

July, 2003). 
57 Юлия Латынина,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Эксперт, №3 (1999), стр.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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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價值，如墮落、偏見，以及前蘇聯官僚中不能容忍、無能和腐敗等特質。 

綜言之，在制度的真空中，俄羅斯社會出現了矛盾現象，「新」「舊」價值觀

之衝突帶給創業行為負面影響。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繼承了蘇聯時期對創業所

存在之偏見，如狡猾、不誠實行為等，因此在 1990 年代，俄羅斯社會將新創業

家視為「缺乏良心」的一群人。 

二、在俄羅斯被扭曲的自由市場經濟 

後共產主義過渡階段之經驗大幅影響了新社會價值的形成。俄羅斯學者在研

究「俄國式的資本主義」時，常常提及「殘酷和不公平」，自由主義市場價值雖

然被移植到俄羅斯，卻得到負面詮釋。俄羅斯社會對自由主義市場的價值並不熟

稔，而是透過自身體驗和觀察來認知市場機制。換言之，俄羅斯社會是藉由認識

創業家之行為和價值觀來了解市場經濟的倫理。然而，俄羅斯創業家不能完全代

表市場經濟的價值觀，約翰•內利斯（John Nellis）指出「在沒有制度保障下，

他們也不被鼓勵採取公平行為」。58 因此，創業家的行為並不能代表他們自身，

亦或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更遑論引發社會大眾讚許。 

創業家的道德概念並非來自道德教育，也不能做為俄羅斯社會價值觀的代

表。誠如梅根（Vladimir Magun）所言：「價值觀是依照制度的安排而自動生成」。

在沒有制度的約束下，「自我利益追求行為」變得沒有任何限制，使得人們能夠

超越理性之制衡並進而占據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這便促使企業家採取「一炮打

響」的經營戰略，讓他們奔向協議，違抗合作，造成互不信任的環境。59 

最終的直接影響造成 2000 年時，俄羅斯社會幾乎不存在被普遍認可為社會

規範或價值觀，並施作之行為規則。從新創業者之經濟「利益」或「機會」追求

的視角切入，此種現象明顯地增加風險和交易成本，制約企業增長的可能性。另

外，因為缺乏社會行為規範和價值管理，破壞了社會之公平性、道德和信任，而

形成俄羅斯社會對資本主義和資本家之不準確印象。 

雖然本研究以社會文化為基礎，但制度性缺點及蘇聯解體後的問題，如法律

模糊、無法提供保障給產權與合約、法制觀念很弱、商業道德很低等因素均會影

響社會文化的形成。馬里奧•諾迪（Mario Nuti）敘明：「目前俄羅斯屬於在經濟

制度上的非制度」（economic non-system），60亦即舊的經濟機制已被拆除，但新

的還沒有完全落實。因此，創業家必須重視很多小細節，反觀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58 John Nellis, “Time to rethink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ransition, Vol.10, No. 

1(1999), pp. 4-6. 
59  Vladimir Magun, “Labor Culture,” Shalin D. ed., Russian Culture in Transition: Paradoxes 

of Postcommunist Consciousnes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1996), pp.82-84. 
60 Mario D. Nuti, “Economic Inertia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ies of Eastern Europ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mpediment to the transition: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1992), pp.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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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需要重視此類細節，也無須留意法律、社會和文化習俗的規範和主導。 

在自由市場經濟結構中存在「不確定性」是正常現象。從某種意義而言，「不

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為新創業者提供創業機會，讓他們以「創新」的熱情在模

糊之環境中尋求「機會」，進而創造獨特的發展潛力。如馬克•卡森（Mark Casson）

指出，「不確定性」對願意改變環境的創業者較為有利。61 

但在俄羅斯，「不確定性」導致經濟環境中的訊息有可能被扭曲、混亂和不

完整，而這些現象也反映了過渡時期俄羅斯機構效率之低落。62在這些情況下，

企業家和經理人作決定的能力和發展長期戰略的計劃皆受到巨大阻力。訊息扭曲

部分源自於俄羅斯新創業家之主要創業原則從長期發展策略轉為短期利益，社會

環境造成創業者短期利益追求之形態，創業者看待事情的態度改變為「短期導向

的合理性」（short-term oriented rationality），進而阻礙創業家作出長期的戰略發

展計劃。以「利益」和「機會」的思維模式而言，創業者的思維被侷限在短期有

利潤的方案上。 

在 1990 年代經濟過渡階段當中，社會主義之破壞創造了「產權的真空」，環

境的改變誘發了許多豐富的商務機會。然而，俄羅斯一方面缺乏法制體系的穩定

性，另一方面，社會也缺乏創業價值和概念，導致組織犯罪和「快速發財」（quick 

enrichment）心態的出現。雪萊（Louise Shelley）在描述俄羅斯 1990 年代之商業

環境時提出：「犯罪組織控制幾乎一半的俄羅斯企業」。63在這種環境下，社會成

員對市場經濟無法形成正確看法。再者，俄羅斯的新創業者亦無法培養符合市場

經濟的企業家文化、創業價值和觀念。在多數俄羅斯人眼中，犯罪和商業之間已

經沒有什麼差別。 

在缺乏制度的情況下，俄羅斯創業家很難不逾越「合法性」、「影子經濟」或

「灰色經濟」之間的界限。根據 Expert Institute of the Russian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的研究，曾有高達 75%的企業選擇隱蔽收入比例，佈局海外資

本和逃避消費稅是最常見的「影子」活動和走私。64另外，Institute of Sociology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的報告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創業家曾賄賂政府

官員，更有五分之四選擇逃稅。65由於非法業務活動頻繁造成商務行為的刑事犯

罪普遍化，在 1990-2000 年間，俄羅斯五個企業家裡面有一個被判定刑事罪。為

了避免遭到檢察官的追蹤，創業家不得不與一些政府高層官員或黑手黨建立關

係，以確保自身及商務之安全。不過，在 1990 年代後期的環境快速變化中，「權

                                                      
61 Mark Casson,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culture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5), p. 67. 
62 Andrei Kuznetsov, “Economic reforms in Russia: Enterprise behavior as an impediment to chang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6(1994), pp. 955-971. 
63 Louise Shelley, “The price tag of Russia's organized crime,” Transition: the newsletter about 

reforming economies, February 1997,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64 Ирина Ягизарова, “Бизнес прячется в тени,” Рабочая трибуна (6 мая 1997), стр. 2. 
65 Леонид Душацки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с условиями сред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 (1998), стр.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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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人士」也不再能夠提供長期包庇，因此「被官僚確定」（решили наверху）、「沒

有法律保障」、「無法自由行動」成為俄羅斯社會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特殊認知。 

後共產主義過渡階段中的「法律不保障」、「快速發財」、「短期思考」、「欺騙

手段」以及「不信任」等狀態，筆者將用俄羅斯民眾最熟悉的案例來描述，本人

聯想到俄羅斯 MMM 詐騙事件。66MMM 公司利用複雜的金字塔公司行銷策略說

服數百萬俄羅斯投資客，更在電視廣告中播送「今日投資、明日開始賺錢」等宣

傳字眼， 1995 年時曾被著名期刊《經濟學人》的專家形容為「能夠制定有效營

銷活動的俄羅斯企業」。因此，當金字塔正式崩潰時，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後悔自

己輕信於人，而前述專家的形容更顯得諷刺至極。 

三、「非正式關係」網絡體系之形成 

當俄羅斯政府帶領經濟轉往市場改革之時，俄羅斯立法院和行政機構卻完全

沒有對市場機制建構檢驗機制。創業者面臨短期內不斷改變的法律和規制，尤其

是課稅制度和銀行交易條件之動盪，更造成交易成本增加和創業負擔。制度性的

缺陷對社會文化也造成重大影響，營造一種缺乏信任的社會環境。 

在信任不足的社會當中，社會成員會採取一些手段來確保自身安全、保障和

穩定性。因此，建立「非正式關係」（informal relationship）成為做生意的主要「資

源」，其重要性超越「利益」和「機會」追求。在沒有良好關係的保證下，即使

是最明確的合約協議也會出現對方不履行之危險。 

依靠非正式關係網絡，將「關係」作為商業安排要素，有著悠久的歷史。如

在第一章節所述，研究蘇聯生產制度的歷史學家，指出蘇聯生產體系依賴於「非

正式」的安排，其網絡幾乎與「正式」的一樣多。67 

在後共產主義過渡階段中，成功的關係網絡儼然成為重要因素。創業家認

為，個人關係可以彌補表現不佳的正式制度及其缺陷。非正式網絡之擴散也影響

了市場關係的性質。一方面，它們意味著長期與供應商和客戶間之關係，建立信

任的整體環境，有助於減少交易成本，信任也有助於集合資源、共同發展，以及

協調活動。68另一方面，非正式網絡使得分享該網絡的社會成員尋求「獨特地位」

（exclusiveness），在俄羅斯的文化背景下，關係網絡並不意味著得到更好的商務

                                                      
66 1990 年代，以謝爾蓋·馬夫洛蒂（Sergei Mavrodi）為首的三兄弟成立了一家以他們三人名字首

字母命名的 MMM 投資公司，號稱要將之打造成全俄最大的投資基金，專營股票的發行。當

時，幾乎俄羅斯所有媒體都刊登了 MMM 公司的集資廣告，馬夫羅季的名字和 MMM 公司的

名字在輿論媒體中出現之頻率甚至超過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等政壇要人。一時間，MMM 公司

在俄羅斯家喻戶曉，馬夫羅季成了俄羅斯人們眼裡的中心人物。有關ＭＭＭ集團可參考

http://ru.wikipedia.org/wiki/%D0%9C%D0%9C%D0%9C  
67 Julia Popova and Olav Sorensen, “Economic Reforms in Russia: A Network Perspective on the 

Enterprises’ Relations to the Reforms,” presented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Denmark: Aalburg University, 1996). 
68 Julia Popova and Olav Sorensen, “Manage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suppliers and buyers: the case 

of Russia,”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Vol.6, No.4 (2001), pp.37-6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0%A2%E5%B0%94%E7%9B%96%C2%B7%E9%A9%AC%E5%A4%AB%E6%B4%9B%E8%92%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5%E8%B5%84%E5%9F%BA%E9%8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E6%80%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E6%80%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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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和市場需求，但其主要作用在於防阻外人，以及反對、避免法律的控制。拉

達耶夫（Vadim Radaev）將這種網絡描述為「負面團結（negative solidarity）」，

說明其功能在於對抗外人和政府。69俄羅斯商業網絡成員可以透過內部解決任何

問題，因此網絡提供他們更大的靈活性和更多的機會，以達成雙方都滿意的解決

方案，且比正規方法更有效。與此同時，此種關係網絡也存在著相當大的社會成

本，例如集合差稅和價格壟斷。綜言之，俄羅斯的關係網絡為自己人提供巨大的

「資源」和「機會」，同時也對外人造成一些創業阻礙。 

有效市場的主要條件是自由競爭，但是「關係網絡」之存在違背了這項條件。

它讓「獨特地位」成為商務關係的特徵，破壞了經濟主體的平等地位和有效市場

機制。這種用關係網絡來代替市場的社會現象是俄羅斯過渡期間經濟發展的重大

趨勢。在社會文化方面，這種做法有其害處，它促進「獨特地位」作為商務關係

的主要特徵，使創業者認知並培養對「資源」和「機會」的新看法，也使企業家

轉而追求「權威」而非「法制」。 

四、全球化和西方價值的影響有限 

在分析俄羅斯受到 21 世紀跨國企業和自由市場價值之影響前，必須先認識

到俄羅斯仍然是一個相當封閉的經濟體系。俄羅斯主要依靠能源出口，且外國投

資不顯著，因此國內外企業的互動並不頻繁。整體而言，國際企業對俄羅斯中小

企業的影響有限。 

俄羅斯走向市場改革後，由於具有國際市場眼光的人才短缺，眾多俄羅斯家

長安排自己的孩子到國外接受職業教育。受西方對商業和管理之價值觀薰陶的這

一群年輕人，為俄羅斯帶來新視野，從而影響自身創業中的專業價值觀和態度，

最終成為其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有機會到國外接受訓練的人才並不多，多數仍留在當地學校修習管理

之相關價值。1995-1998 年間，在俄羅斯最受歡迎的課程為「國際行銷」和「國

際貿易」，多數年輕人希望從學校畢業後能夠進入國際貿易的領域。不過，教學

內容與前蘇聯的培訓項目差異不大，課堂上所教授的內容與實際商務環境不合，

多數年輕人只好觀察俄羅斯的實際變化，進而累積自我對環境變化的反應能力。 

俄羅斯學者科勒德克（Kolodko）用諷刺口吻來形容當時的環境：「一些國際

顧問仍聲稱，在俄羅斯有一個市場經濟只有人民不明白。但我補充，只要人民這

樣做，就沒有市場經濟」。70 

                                                      
69 Вадим Радаев, “Коррупция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х рынков: отношения чиновников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Мир России, № 3 (1998), стр. 57-90. 
70 Grzegorz Kolodko, “Post-Communist Depression and Negative Value Added Output,” open letter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Johnson's Russia list, 09.1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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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企業直接與外國公司合作，可以被看作是接觸現代市場文化的重要形

式。不過，在俄羅斯做生意的外國公司要擴展國際創業文化也面臨挑戰，即無法

散佈自由市場價值觀和文化宗旨。短期偶發的接觸只能產生溫和影響，外國企業

文化無法帶給俄羅斯新的市場價值觀，外國創業文化的「使命」因此受到阻礙。 

外國公司在面臨這樣的情況下，改變了自身規則，開始透過模仿當地風俗以

調整並適應俄羅斯的文化環境。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對抗歐美對俄羅斯的影響，

俄羅斯政府視中國為戰略合作伙伴，中國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進口國家，而同樣是

共產主義的中國無法大幅改進俄羅斯企業之價值觀和視野，也無法帶給俄羅斯新

國際觀。  

整體而言，即使在理想條件下，文化的「進口」貢獻並非決定因素。文化規

範的內容和價值結構是由當地的環境及制度性安排來決定。外國創業之價值觀、

方法和態度只能帶來有限程度的影響。而在社會成員接受外國文化的部分，與其

實現自身利益沒有矛盾，西方價值觀的影響範圍被限制在與國際交易接觸最頻繁

的莫斯科及其他大都市。 

第三節 小結論 

在俄羅斯，仍維持著蘇聯社會傳統價值觀之民眾和推動自由市場價值觀之創

業家間的距離，導致「舊」的社會經濟和「新」的市場經濟價值觀互相矛盾。一

方面引起社會成員對私有經濟之不滿，另一方面促使新創業家根據自身之蘇聯社

會經驗來塑造新的商務往來規則，最終導致市場經濟和其價值觀在俄羅斯被扭曲

的後果。  

在沒有制度約束和缺乏新法規來管理新遊戲規則之下，社會無法啟用自由市

場競爭之規範，反而由「罩」、「行賄」、「關係」和「採購行賄」等社會規範來彌

補制度缺陷。而這些規範與俄羅斯傳統社會文化有密切關連，源於「連坐制」和

「官僚體系個人化」等 16 世紀的俄羅斯文化歷史。 

在俄羅斯過渡社會中，「自我利益追求行為」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家行為，

其不受任何限制，破壞了社會公平性和道德觀。當時的俄羅斯社會所存有之「不

確定性」也導致「快速發財」、「短期思考」、「欺騙手段」等新觀念興起，反映社

會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 

鑑於此，缺乏「信任」成為此種社會環境中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信任不足」

的情況下，創業家為了確保自身生意之安全，不得不透過自己的社會網路來做生

意。這種發展邏輯導致俄羅斯社會及其創業越來越脫離自由市場機制，轉而採取

與自由市場剛好相反的行為模式，不斷地促進「非正式關係」網絡之擴散。俄羅

斯的「非正式關係」與其他自由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在俄羅斯，這種關係網絡的

重點為以「權威」建立起關係。將爭取「權威」支持視為最後目標，透過「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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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解決商務往來的各種問題，甚至促使企業家尋求「權威」來取代「法制」。  

俄羅斯在 21 世紀中仍繼續走向市場發展的道路，如加入 WTO 國際組織、

推動開放及吸引外國投資。繼續推動市場化和經濟改革，對現有之社會文化將產

生一定影響，這種情勢或許會讓新創業家面臨「舊」和「新」的文化價值觀混合

存在之矛盾環境，其結果可能造成一種「扭曲的文化價值和方向」。當「扭曲的

文化價值和方向」長時間存在時，就會在社會上獲得正當性，如此導致新舊文化

觀念共同存在的時間延長。毫無疑問，當俄羅斯在未來欲強化正式制度時，如何

完成「法制化」管理，取代現存之「文化價值觀一致性」和「非正式關係」，絕

對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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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臺灣社會文化流變之回顧 

臺灣的文化、語言、藝術及宗教等源自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之概念及其社

會文化內涵與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文化不盡相同。如果臺灣文化仍保留並延續中

華文化之傳統，是否有助於創業精神？是以，我們首先探討中華民族社會文化

之特殊性，再進一步了解臺灣在 1950 年代後，社會整體結構性變化所帶來的社

會價值觀。毫無疑問地，臺灣所經歷的文化變遷是中華文化史上最為驚心動魄

的一段歷史經驗。 

本研究框架從社會文化因素切入，深究歷史和社會環境對創業精神的影

響。臺灣的市場環境長期受到強大制度權力的安排，以及頑固的家族社會文化

左右，兩種力量形構了本地市場，組織出獨特樣貌，非西方模型能夠充分解

釋。1 

筆者認為，若欲較全面的掌握臺灣社會文化之發展特質與全貌，需要適度

探究歷史縱深，以宏觀角度考察社會與經濟環境，探討其存在條件以及社會成

員間的相互影響等。 

本章節主要從三個面向切入了解臺灣的社會文化特性。其中，「家族論」

較切合臺灣市場環境中普遍存在之家族控制的社會文化傳統。而工業化後的臺

灣歷史回顧，可視為對於西方學界所提出的「工業化發展過程衍生之理性與效

率」普同性模型之檢驗，探究臺灣社會文化是否受到相對改變。此外，本章在

描述臺灣自 1950 年代至今政經結構之屬性及演變時，所考慮的企業家與制度權

威因素，則與臺灣後進發展國家的社會文化形態息息相關。 

第一節  臺灣傳統的價值觀 

一、 臺灣「特殊主義」之來源  

首先，我們將探討影響企業間形成「特殊主義」的強連帶因素為何?皮耶．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親屬是整個人類生物、文化與社會再生產之

總體系統中一個重要組成要素」2。欲瞭解企業親屬網絡的形成，勢必也需要考

慮家族發展的生物、文化條件與政治經濟脈絡。透過臺灣親屬網絡的分析，可

進一步評估臺灣企業的發展和組織結構現況，從而對臺灣市場社會之本質有更

深入的認知和定位。就型態而言，親屬為非正式、「特殊主義」式的連帶；就

                         
1 李宗榮，2007，「在國家權力與家族主義之間：企業控制與台灣大型企業間網絡再探」，台
灣社會學 (台北)，第13期 (2007)，頁173-242。 

2 Pierre Bourdieu, “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Robert Forster and 

Ondry Ranumeds, Family and Society: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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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程度而言，與朋友、同事或點頭之交等弱連帶相比，親屬是一種強連帶的

關係。3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把家戶視為一個家計經濟單位，家庭則是

成員之間的親屬關係。根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看法，因為有了家

戶經濟單位的支持，使得依據血緣所建立的親屬關係得以穩固，家族成員間也

因為一個正常家戶經濟組織的建立，而能產生各種社會行為。4 

根據本研究第二章所描述的社會文化結構之理論框架，家庭是組成整體社

會的基本社會單元，也是家庭成員之間交流情感、相互提供感情與經濟支持，

以及初始社會化的社會團體。家族主義和家文化在傳統華人社會裡，扮演維繫

家庭和家族關係的倫理規範。在傳統華人社會中，以家為本、重視血緣、親緣

和地緣為基礎的家文化具有以下特色：以血緣、親情為紐帶，以父系原則為主

導，成員之間遵循長幼有序的身份規範和行為準則，並重視家族綿延與世代傳

承。5 

雖然臺灣一直沒有正式的家族企業統計，但若將《中小企業白皮書》中所

刊載之「獨自經營」企業視為家族企業來計算，全臺約有近六成的中小企業為

家族企業（獨自經營之中小企業計有 712,689 家，占臺灣中小企業之

57.72%）。6 顯而易見地，家族企業一直是臺灣企業的主流型態。因此，當研

究臺灣創業及社會文化影響時，不得不探討在家族企業占多數中小企業比例的

臺灣，其社會文化環境有什么特質？家族企業意謂企業組織具有某程度的家族

控制，然而企業的「家族性」在不同企業中也可能有不同展現。總而言之，家

族主義在臺灣不僅是重要的文化傳承，亦是主流的企業組織運作原則，深刻地

影響創業動機、創業價值與發展取向。 

鄭伯壎認為，華人家族主義展現了兩種價值：父親擁有最大權威的「家長

權威」價值，以及延伸長幼有序觀念的「關係差異」價值。7 基于家族內為圈內

人、家族外為圈外人的家族優先觀念，圈內和圈外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這種

「家族性」邏輯延伸至臺灣企業，臺灣企業主透過「施恩」與「立威」的手段

來經營，將員工和其他企業進一步區分為自己人與外人。一般而言，企業主區

分自己人與外人的方式有三項條件：關係、忠誠和能力。其待人原則是對自己

人較少立威而更願意施恩，對外人則反之。 

                         
3 Nan Lin,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3. 
4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1968), pp. 357-359. 
5 儲小平、李懷祖，「家族企業成長與社會資本融合」，經濟理論與經濟管理(北京)，2003 年第

6 期，頁 45-21。 
6 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 (台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9)，頁 43。 
7 鄭伯壎，「家族主義與領導行為」，楊中芳、高尚仁主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頁 36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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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恩居多 

            關係、忠誠、能力     

              

            立威居多 

                  

 

圖 4-1  臺灣企業看待社會對象之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研究家族企業之學者認為，所有企業的人際關係等社會資源係由企業領導

者來掌握，一旦企業領導者過世或退任，舊有的人際關係或權利分配勢將瓦

解，新的企業領導者將依同樣法則進行重建。這種特性與「家長權威」有關，

而且不限於臺灣的家族企業，一般中小企業也順著此種邏輯而發展。 

陳明璋歸納出臺灣家族企業的特質，首先是重視關係，意即「緣」與

「同」，企業會依賴特殊關係及認同來擴展業務。陳明璋表示，臺灣的「家族

主義」培養了華人的「權威人格」，權威人格正是保存家族主義傳統最重要的

支柱，兩者相互為用，影響著家族企業之價值觀和行為。「重視血緣」亦是家

族企業之主要特質，此特質使得外人（非家人）難以在家族企業中憑藉表現獲

得報償，「家族主義」限制了家族企業的發展。8 

嚴奇峰指出了臺灣家族企業的結構性問題，如「規模壓制」和「管理極

端」共存。前者是企業主基於控制考量，不願意擴大規模。而後者則是企業主

不願意授權中階主管，形成高階管理層直接面對基層的狀況。9 嚴奇峰認為這

個問題來自「雙元系統結構」特性，上層家族系統強調類似血緣連帶的「忠

誠」和「信任關係」，而下層追求的是經濟理性的「專業」和「績效」，兩個

系統具有潛藏衝突，如圖 4-2 顯示。 

 

                         
8 陳明璋，「家族文化與企業管理」，楊國樞、曾任強編，中國人的管理觀(台北：桂冠圖書公
司，1998)，頁 189-212。 

9 嚴奇峰，「台灣家族企業組織成長問題織研究」，中山管理評論(高雄市)，1994 年第 2 卷第 4

期，頁 55-68。 

自己人 

 外人 

 

 

臺灣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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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誠和信任 

 

專業和績效 

 

圖 4-2  臺灣企業內部對上下層價值觀之矛盾性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因此，臺灣的「特殊主義」跟「家族主義」有密切關聯性，雖然家族主義

源於華人社會的傳統歷史，造就了家族企業，但逐漸地，家族主義也能夠擴展

泛化到家庭和家族以外的文化認知與社會組織原則。因此，在臺灣中小企業之

間，舉凡區分內外人士、權威管理、人力安排、人際關係網絡等也會出現「特

殊主義」現象。換言之 ，臺灣中小企業遺傳了許多屬於家族企業的傳統概念與

特色。 

二、「家族主義」與企業網絡 

高明瑞和黃章育在〈一個臺灣社會創業組織之發展歷程分析〉一文中說明

臺灣社會特色：「以自閉症者家長為主體的社會創業行動如何與華人家族主義

與家文化傳統鑲嵌互動」。10 多數學者在臺灣企業研究的回顧文獻中亦指出，

既有的西方理論無法完全解釋華人企業在特殊制度文化中，濃厚的家族利益及

企業間網絡的複雜運作機制；11 顯然，如何從家族文化的角度提供對臺灣企業

組織與市場更深的認識，將有更多機會深入了解臺灣企業發展之動力和面臨的

挑戰。 

筆者認為，對臺灣社會文化之分析需從華人社會的組織原則開始。以費孝

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為依據，從家族往外擴散，所形成的密切「社會關係網

絡」。東海大學高承恕透過實地觀察並以深度訪談方式加以分析，繼而將臺灣

企業的關係網絡視為「家族主義」的擴延，此現象被視為企業組織歷經「傳統

社會連帶」和文化價值的檢選、重塑過程。這樣的「家族主義」是將人際紐帶

用於經濟行為的一種心態。12 

                         
10 高明瑞、黃章育，「家園或組織？一個臺灣社會創業組織之發展歷程分析」，輔仁管理評論

(台北)，2013年第20卷第1期，頁1-22。 
11 熊瑞梅，「臺灣企業社會學的研究發展與反思」，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 臺灣社會學發展
史─1945-2005 (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頁227。 

12 王振寰、溫肇東，家族企業還重要嗎？ (台北市：巨流出版社，201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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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主義」一方面可視為一種以「血緣」為基礎的關係；另一方面，

「家族主義」也將「專業主義」中成員所享受的特殊能力和技能均納入，進而

形成獨特的經濟理性及效率。「血緣」關係有助於「信任」，而專業能力幫助

企業發展。在「家族主義」的前提下，除了家庭成員，亦可透過親族好友、鄰

里同學的關係網絡來取得資金、諮詢、技術及勞力等。藉由彼此的信任，不僅

降低交易成本，也讓生產過程極具效率與彈性。13陳介玄強調，臺灣企業是以

「人情連帶」為最終基礎，而非以法律規約的人際連帶為基礎，便是作為企業

經營及互動的文化準則，展現出類似家族的結構。14家族主義強調個人對其所

屬家庭的忠誠，以及成員之間的情感和相互依賴。在華人社會中，家庭與企業

之結合，便是家庭和組織資源間的彼此關係脫離現代資本主義理性化的趨勢。

家族成員持續依附經濟單位而受到支持，則家庭的親屬關聯似乎可能透過組織

滋養得以持續發展。換言之，家族企業的內、外在社會關係（如親屬關聯）將

可能比非家族企業來得更為豐富。15 

學者對臺灣家族文化的彈性有兩種看法，如韋伯（Weber）和福山

（Fukuyama）代表的學派立場為華人家族封閉論。臺灣家族企業的保守型態可

以從系譜（特別是父系分家）文化來了解。正如陳其南對漢人家族主義與家庭

循環的本質所歸納：「中國人比較強調家庭成員系譜關係的延續性，而家戶經

濟體只不過是用來達成延續系譜關係的工具。」16日本家族的共同體文化著重

於延續事業體而非單一家族系譜，因此日本家族企業的繼承充滿彈性，不拘泥

於血親，如「認養」習俗就充分說明日本社會的文化特質。然華人社會則有所

不同，華人家族延續系譜的動力僅集中在父系血親，一旦香火斷絕，家族企業

的命脈便宣告結束，這是許多學者論證華人家族企業壽命短、「富不過三代」

的重要理由。「血親」原則在臺灣家庭文化中，也代表了自己人和外人的明顯

區分，從而對家產傳統改變的態度更為保守。韋伯（Weber ）和福山

（Fukuyama）在華人家族封閉論中認為，華人家族企業過於封閉，受家族與宗

族主義的規範限制太強而難以擴張，不適合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 

有別於此，沼崎一郎（Ichiro Numazaki）批評上述這種封閉觀點低估了華

人企業中開放性合夥關係的重要。沼崎一郎爬梳清末與日治時期的歷史紀錄後

發現，臺灣企業家族之間的合夥關係可上溯至「合股」等傳統華人商業文化，

其合作對象不限父系直系親族，旁系姻親亦可能包括在內。此種合夥關係大多

                         
13 Susan Greenhalgh, 1998, “Families and Networks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dv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Armonk. NY.:M.E.Sharpe, p.34.   
14 陳介玄，協理網絡與生活結構－臺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4），頁 206-209。 

15李宗榮，「台灣企業集團間親屬網絡的影響成因」，台灣社會學刊(台北)，2011 年第 46 期，
頁 115-166。 

16 陳其南、邱淑如，「企業組織的基本型態與傳統家族制度」，工商時報經營叢書小組編，中
國式管理 (台北：工商時報出版公司，1984)，頁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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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且具彈性、企業主互動頻繁、橫跨不同企業，因此能在家族之間建立夥伴

關係。17 事實上，根據歷史學者研究，在華人經商傳統中，合夥制淵源甚久，

可溯及宋代。這意謂著古代中國便已有超家族、超同鄉的集資合作活動，在當

代臺灣企業型態中，亦發現與合夥制類似的作法。18就像謝國興所描述的：

「臺南幫集團成員來自多個不同家族的合夥人，透過經營職位或資金而產生緊

密聯繫，即使合夥人後來分別開創事業，也常彼此互相投資」。19 

沼崎一郎認為，以「家族主義」為行為準則，使臺灣企業之間的互動變得

順利，且具高度彈性、雙方互信、高度配合、互相體諒等特色。由於這些企業

間互動並非經由書面方式獲得保障，故將此種關係視為「複雜網絡」或「一種

聯盟」。20 戈登•雷丁（Gordon Redding）則將本特色視為「弱組織、強網

絡」，特別強調企業間有穩定且具彈性及效率的網絡，而這種組織間的「信

任」關係依憑在「人際網絡」之上。21在臺灣，「人際網絡」可協助企業形成

內部市場、擔負風險、媒介資金與訊息等，並能夠有效解決制度不完備所帶來

的負面影響。22 而企業間所形成之此種強連帶的人情關係不只存在於商業關

係，也衍生至親密的政商關係中。23 

根據上述邏輯可推論，沒有家庭企業關係網絡的新企業家，絕對會面臨困

境。一方面，新企業要與其他具有家族關係網絡資源之企業競爭相對困難；另

一方面，「人際網絡」提供「信任」保障來取代「法制」。由此可知，臺灣企

業間多年來以「家族主義」為互動基礎，導致對「法制」之忽略。 

因此，在沒有「人際網絡」的前提下，新企業只好透過「法制」來確保雙

方關係，但臺灣家族企業確實視「信任」比「法制」重要。是以，「家族主

義」傳統概念限制了企業追求技術與規模的提升，如福山（Fukuyama）所提及

「華人對外人的極端不信任」情況，限制了企業與「家族主義」以外的企業合

作，面臨發展瓶頸。24在缺乏「法制」的社會，「信任」扮演關鍵角色。 

                         
17  Ichiro Numazaki,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as inter-family partnership: A comparison with the 

Japanese Case,” In Chan Kwok Bun ed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Asia, 

2000), pp.154-159. 
18 林滿紅，1999，「臺灣商業經濟的中國傳承與蛻變─以近四十年臺灣相關研究為基礎之省

察」，黃富三、翁佳音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  (台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9)，頁1-44。 

19 謝國興，台南幫：一個臺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 (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 
20 Ichiro Numazaki,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as inter-family partnership: A comparison with the 

Japanese Case,” In Chan Kwok Bun ed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Asia, 

2000), p.163. 
21  Redding, Gordon, Week organization Redding, S. Gordon, “Weak Organizations and Strong 

Linkages: Managerial Ideology and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 in Hamilton Gary (ed.), 

Business Net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pp. 30-47. 
22 Xiao-Wei Luo and Chi-Nien Chung, “Keeping It All in the Family: The Role of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in Business Group.”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50 (2005), pp. 404-439. 
23 Mike W. Peng and Jessie Qi Zhou, “How Network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Evolve in 

A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2(2005), pp. 321-336. 
24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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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過程，華人家族主義和家文化傳統的延續及影響力或許正在淡

化，但由於這些家族文化觀念也被新成立的中小企業吸收，其仍對華人社會的

經濟與社會行動產生影響。因此，在研究臺灣社會文化的脈動時，華人「家族

主義」被視為社會創業行動及其發展所依存的社會文化脈絡。 

總而言之，臺灣的「家族主義」具有如下特色：集體主義、關係、權威、

順服。只要臺灣傳統家庭的概念持續存在，臺灣的社會文化就仍根植在此之

上。 

第二節  價值觀之變化：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 

臺灣的傳統價值觀源於中國農業社會。自 1950 年代起臺灣走向工業社會

時，原來的價值觀面臨巨大挑戰。如同蘇聯從共產主義走向自由民主社會一

樣，臺灣在邁向工業社會時，開始面臨國際市場因素和外部力量的干擾。新的

價值觀逐漸形成，唯傳統價值觀也同時存在，造成臺灣社會中的一些矛盾現

象，即為本節討論重點。 

在第一節，筆者分析發現臺灣家族文化以及傳統的華人家族觀念有助於

「特殊主義」在臺灣發展，幫助企業藉由企業家的關係網絡或威權以確保其發

展。另一個「特殊主義」的形成因素為「恩比侍從」(clientalism)，在國民黨來

臺後出現，是本節討論內容之一。 

一、臺灣走向工業社會之歷程 

國民黨來臺後，有別於中國過往歷史，臺灣農村在自耕農階層形成後出現

大轉變，創造了一般所謂之「經濟奇蹟」。這也是政府土地改革所造成最直接

的結果之一。 

國民黨政府為了強化社會的自主性脈動，在 1950 年代開始進行進口取替代

業化政策。為了達成此目標，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扶植私人資本，特別是紡織、

食品加工、水泥、塑膠工業等。由於當時政府對經濟生產鉅細靡遺地管制，如

物價管制、原料進口配額、到外匯管制等，因此國民黨政府可以利用這些管制

作政治性分配，嘉惠那些對它忠誡的企業，或給予那些它想要合作之對象。25 

在 1950-1970 年代崛起時有跟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紡幟業，如上海幫與山東

幫，以及臺灣籍的臺南幫、臺灣水泥的辜振甫和台塑王永慶等。這些進口替代

時期崛起的企業，因為服從政府計畫而獲得社會資本、社會網絡與資金等，逐

漸成為國內市場的主要勢力。正如蕭全政描述當時臺灣企業與政府間的往來規

                                                                       
1995), p.78. 

25  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
析 (台北：臺灣研究基金會，1989 年)，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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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事實上，隱含政府與企業間的緊密結合...而強調以出口順差帶動經濟發

展並累積外匯的重商主義色調」。 26 由於出口導向工業化，臺灣興起了大量與

世界市場有密切關係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在臺灣工業結構中佔了相當重

要的份量，而中小企業的產品則大部分以銷往外國市場為主。27 

自 1950 年代進口替代時期開始，直到 1960 年代以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

私人資本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公營企業所佔的比例相對減少。舉例來說，在

1952 年，私人資本在製造業的產值佔該產業的 43.8%，而公營企業則佔

56.2%，但到了 1960 年則相反，此後，公營企業的比例節節下降，到了 1980 年

代則僅佔 19%左右。28 

在政府的扶植下，除了出口導向的中小企業發展，農業發展也有明顯突

破。黃俊傑在《農復會與臺灣經驗，1949-1979》一書中特別指出土地改革對自

耕農階層擴大有巨大影響。臺灣從 1949 年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

領」、「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統計資料顯示，在 1946 年的臺

灣農戶中，自耕農僅佔 32.7%，到了 1960 年提昇至 64%，而後逐年緩步上升，

1989 年時臺灣自耕農佔農戶比例已達 86%。29由此可知，自耕農階層在臺灣的

發展，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傳統，且

成功為臺灣後續工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農業改革改變了舊有的租佃

制度，一方面扶植自耕農，另一方面也轉移土地投資於工商業，創造人力及物

力的「剩餘」，並將此種「剩餘」轉移至非農業部門。臺灣農業部門一直有大

量的資本流入非農業部門，最終促成 1960 年代中期以後的工業起飛。綜言之，

農業發展為中小企業之發展提供了兩個主要資源：「良好人力」與「資金」。 

臺灣當時的變化與美國學者萊特•米斯（Wright Mills）在其經典著作《權

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一書中所討論的美國階級結構變化很相似。米斯

（Mills）分析美國新富階級（nouveau rich）便是在一個市場變動幅度大的時代

中興起，當老世家難以維繫其市場地位，新舊世家地位變動的交叉點使得重視

血統的文化影響力減弱： 

「在階級結構牢固的時代，古老的血統系譜成為社會聲望穩定的

基礎。於此時，各式各樣的傳統成規與禮節才會在穩定的經濟土

壤中生根茁壯。然而，一旦經濟迅速變遷且社會階層流動加快，

新富階級勢必竄起，相較之下，對地位的宣稱與透過傳統延續下

來的文化成見也將被摒除。」30 

                         
26 蕭全政，臺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 (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 年) ，頁 16。 
27 周添城，「權力邊陲的中小企業」，蕭新煌等著，解剖臺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 

(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 年)，頁 97-118。 
28 林忠正，「威權主義下弱勢團體相互剝削的循環」，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

政治經濟分析 (台北：臺灣研究基金會，1989 年)，頁 34。 
29 黃俊傑，農復會與臺灣經驗 1949-1979（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 283-284。 
30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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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府在農業走向穩定發展之後，逐漸開始促進工業發展，讓臺灣社會

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臺灣經驗是中華地區歷史上第一次從農業社會到工

業社會的徹底轉變。這種經濟結構的變遷，也如前述米斯（Mills）的美國經驗

一樣，帶動了中產階級的興起。 

在 1960 年到 1990 年代初期的工業化階段，臺灣 GDP 成長率平均為 8%以

上。在這段時間，臺灣社會享受中小企業的極速發展。臺灣中小企業自 1950 年

代開始發展後，在每個階段中皆有其特殊性：  

表 4-1    臺灣工業化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過程 

年代 經營重點與意涵 代表企業 

1950 

處於臺灣工業化剛開始，經濟正在起飛的

階段，中小企業與政府所經營的公共及民

生事業並存。 

新光、和泰 

1960 
中小企業開始對外發展，並以出口為導

向。 
臺光等 

1970 
大企業多由 1950 年代之中小企業擴展而

來。 

臺塑、新光等企

業 

1980 ~ 至今 
進入轉型階段，受到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

的影響，企業走向多角化經營模式。 

臺塑、遠東、奇

美等企業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1970 年代時，企業透過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力，並經由大量生產降低成本，

市場以產品生產為導向。在工業化進程中，中小企業的角色逐漸從比較簡單的

手工製作走向機器生產。為了在國際舞臺上更有競爭優勢，企業開始加強很多

設計、開發、創業和特殊功能等需求，最終從以產品為中心的思考模式走向以

客戶為中心的觀點。 

1950-1960 年間，臺灣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 50%左右，但當臺灣走向工業化

後，農業人口至 1990 年下降到 17%。臺灣在人口結構方面出現明顯變化，例如

在 1952 年時，農業與工業人口比為 30%：18%；到了 1987 年，農業與工業人

口比例為 6%：47%。31 與此同時，在臺灣國內的生產淨額（NNP）方面，農業

所佔的比例亦逐漸下降，而工業部門的生產力則穩定成長。 

如前所述，臺灣到 1990 年代已經成功地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隨之

而來的是經濟結構之變化，也影響了社會文化及社會價值觀。農業社會所具有

                         
31 可參考黃毓銘，「台灣地區的勞動轉型」，資訊社會研究(嘉義)，2001 年 7 月第 1 期，頁

25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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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與工業社會有所差異，進而在創業方面導致不同的出發點以及社會動

力。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帶動了諸多社會變遷現象。廖正宏在《光復後臺灣

農業政策的演變：歷史與社會的分析》中指出，土地改革後的十年間，由於農

業所創造的利潤不比非農業差，且農業增加就業機會，每公頃土地之農業就業

人口自 1953 年開始逐年增加，到 1964 年達到最高峰。而 1964 年以後，由於

「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順利地將農業部門的資金移轉到非農業部門，帶動非

農業就業機會的快速成長。32 

胡台麗在《台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及其經濟文化基礎》裡說明農村

小型工業的特質與經濟文化基礎。她表示，農業利潤降低、非農業的工作機會

與工資增加以及農業機械化普及等因素，促使農民轉業並將累積的資本投向小

型工業。因此造就了臺灣自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歷史性轉折。 

二、臺灣走向工業社會之特色現象 

1. 政府在社會文化中的角色：從「恩比侍從」到合作夥伴關係 

自 1949 年國民黨政府來臺，到 1987 年政治解嚴為止，政府與私人資本間

呈現不同類型的關係。當時的國家機器以其政策及資源極力扶持私人資本，鼓

勵中小企業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政府在中小企業發展初期，扶植私人

資本進行資本累積的同時，仍具有一定的主導權。在當時的臺灣，特別是農人

缺乏資本的時代中，國民黨政府的參與類似於家長扶植兒子的起步發展。 

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對經濟實施全面壟斷。不過當時的政府為了在政治上

獲取大眾青睞，採取「將經濟利益優先分配給對它忠誠之跟隨者」的策略。因

此，在 1950 年代後，臺灣出現「恩比侍從」(Patron-Client) 之關係類型。王振

寰回顧臺灣歷史時提到，在臺灣出現的國家機器與資本之關係，是屬於國家統

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政治機制，33 當時在臺灣出現的很多工商業總會主要

由政府設立，扮演著控制組織成員的政治代理機構。 

尤其在 1950-1970 年代，「恩比侍從」與中小企業之發展可被視為臺灣歷史

中的新社會現象。「恩比侍從」是指一種特殊關係，這種關係並不及於一般人

身上，而是針對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人。基本上，「恩比侍從」是特殊利益和

政治支持間的交換，與國家的分配和控制資源的角色有關。34 這種關係並不是

一般政府和企業間的往來，而是一種交換關係。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控制了所

                         
32  關於本節所歸納的戰後台灣農業政策的發展，請參考：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光復後台

灣農業政策的演變：歷史與社會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頁 83-84。 
33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新政商關係的形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1993 年第 14

期，頁 123-163。 
34  Bob J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London: Polity, 1990),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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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創業所需要的資源，政府利用這些資源做為對它忠誠之企業的報酬。這種關

係是互相的，國民黨政府藉由政治勢力補助企業發展，然後再以企業財力為後

盾，培養更大的政治勢力。 

鐘基年對臺灣幾個歷史悠久的企業集團（東元、新光、遠東、臺南幫等）

的研究發現，家族親屬網絡與政商人脈等「關係」網絡，對臺灣早期創業者而

言非常關鍵，這類強連帶關係對企業主累積業界資歷、經營技術及資金，甚至

經營執照的取得等攸關至鉅，直到市場發展成熟，這類關係的效用才慢慢減

低。35 

沼崎一郎的研究指出，在臺灣市場早年發展的過程中，親屬連帶及其他同

鄉等非正式社會連帶的形成皆具隱性政治目的，企業得以透過政商關係良好的

中間人與政治力量建立聯繫：「對於關係企業而言，姻親是重要資產，得以協

助募資、尋找管理人才並影響政治；是故，成功與新創的企業主無不積極的進

行聯姻活動。」36 因此，政商關係越好的企業，越有可能吸引其他企業與之建

立親屬連帶關係。 

回顧臺灣經濟發展，受「恩比侍從」體制影響，企業在政商關係的優勢常

反映在經濟特權上，享受何種經濟優惠（如稅率、取得經營執照與市場保護

等），往往成為以內需為主的企業能否擁有壟斷或寡占市場位置的關鍵。37 在

國內市場深受政府政策保護、形成寡占或壟斷型態的市場結構中，網絡交換之

目的很有可能在於鞏固優勢地位與控制市場。 

這樣的「恩比侍從」政商關係如朱雲漢所言：「將全國性的經濟分配給黨

營及榮民事業系統，區域性經濟分配給地方派系，至於用來酬庸少數親貴或本

省籍世家，則無一定原則可循」。38  因此可以用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說法來描述 1950-1970 年代臺灣政府所啟動的方案：「國家主動

設立各種非競爭性、少數和壟斷性利益代理組織，並提供給它們正式的利益代

理權，以此與之交換領袖選擇權和政治支持」。39  

在臺灣，國民黨政府則主要透過工業總會、商業總會，以及工商協進會等

進行與企業家之間的統合性政治關係。由此可見，在早期中小企業的發展時

代，專業社會網絡（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s）的起源和建構跟政府參與有密

切關聯。雖然政府參與的主要目標在於實現「恩比侍從」，扶植對政府忠誠的

                         
35  Chi-Nien Chung, “Beyond Guanxi: Network Contingencies in Taiwanese Business Groups,”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7(2005), pp. 461-489. 
36 Ichiro Numazaki, “Networks and Partnership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Elite in 

Taiw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2), p. 318. 
37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新政商關係的形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1993 年第 14

期，頁 123-163。 
38  陳明通、朱雲漢，「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

資料的分析」，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台北)，1992 年第 2 卷第 1 期，頁 77-

97。 
39  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36 (1974), pp. 85-1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俄羅斯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對中小企業創業之比較研究 

 

68 

企業、維護社會管理，以及獲取企業家的後續支持，但同時亦有意無意地創造

了類似於「家父長式」的經濟管理作風。 

自 195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利用極大之政治和經濟資源來強化自己的統

治地位。在推動經濟政策的同時，擁有龐大資本的國民黨政府也藉由企業對於

資本的需求，扮演資本家的角色。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也以其他方式推展資

本主義結合本地資本。在這樣的發展方式之下，國民黨政府與資本間是「家父

長式」關係。40 

「家父長式」的管理方式在臺灣有如下特色：國家像父親一般有無上崇高

的地位，並以各種方式「保護」，以及希望其私人資本之子女得以擁有成就和

龐大利益。在這樣的權威下，本地資本的地位就像子女一般，它可以與國家機

器連結，或如卡多索（Cardoso）所提之「官僚組織的環節（bureaucratic 

rings）」來要求利益；然而它也與子女一樣，很難挑戰父親的權威。41「家父

長式」的政府與企業往來在臺灣培養出新的社會文化形態，也就是企業家可以

透過與官員的關係而擴大其特殊利益。雖然不是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被政府滿

足，但是這種企業與政府間之交流越來越增加雙方的依賴和互補性。在解嚴之

後，這樣的權威結構面臨轉型，但是企業與政府互相依賴之關係，以及政府扶

植企業之責任，逐漸成為臺灣老百姓對於政府的基本期待和評價基礎，且成為

臺灣社會對國家運作之認知。因此，政府與企業討論交換意見、協助臺灣企業

到國外考察市場、政府官員參與國際商務會面及展覽之開幕典禮，臺灣駐國外

代表處協助企業外貿項目等，再再顯現臺灣社會擬定了「政府的責任是幫助臺

灣企業賺錢」之觀念。 

由此可見，臺灣政府以「恩比侍從」為基礎開始推動之經濟發展，逐漸變

成一種新威權體制的企業和政府聯盟，而後再從威權政體往自由化過渡。臺灣

民主化和政治多樣化之後，國民黨不再具有統治之正當性，但仍繼續積極扮演

「資本家中的資本家」角色，依靠資本投資使得人民能夠就業。同時，政府和

企業家的關係不再是由上而下的「父子關係」，而演變為「夥伴關係」。這些

變化，是否讓政府徹底脫離「家父長式的」管理方式，讓臺灣企業自由規劃自

己的發展方向，並脫離對國家扶植之依賴性呢？ 

王振寰在描述解嚴之後的臺灣時指出，企業與政府間的「夥伴關係」是不

平等的，只是從以前類似「兒子」的地位變成「小夥伴（junior partner）」42。

而這種權力不均衡的關係表現於臺灣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主導能力，特

                         
40 張家銘，「戰後臺灣地區企業與政府的關係：一種家父長的政治經濟權威結構」，中山社會

科學季刊(高雄)， 第 6 卷第 1 期(1991 年)，頁 13-34。 
41 Fernando H. Cardoso,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David Collier eds., The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4. 
42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新政商關係的形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1993 年第 14

期 ，頁 12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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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協助企業從事新科技發展和新產品開發時，可尋求政府的補助和協助。國

民黨政府曾經成立之專業組織，如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等，仍然

透過廣泛的社會網絡協助自身成員獲得政府協助。因此，雖然表面上臺灣政府

與企業互不干涉也沒有直接聯繫，但透過國民黨在這些組織中的主導角色，仍

可以提供企業和政府往來之平台。不過，在新的企業和政府往來時代，國家原

來具有之相對自主性逐漸消解，越來越受到社會的影響，成為社會文化中的單

元之一。 

2.  臺灣傳統社會文化價值觀念之變化 

(一) 傳統企業文化 

1960 年代，由於臺灣小型工廠數目快速增加而導致競爭激烈，1960-1970 年

代的臺灣農民背後都有段辛苦歲月。因此，當他們的社會角色變成工商企業者

後，均抱持資本主義追求最大利潤的心態，只要能賺錢，可以犧牲睡眠、放棄

農事、破壞潔淨安寧的生活環境，甚至改變傳統信仰、禁忌以達到目的。這便

是臺灣「勤勞文化」之起源。 

此外，父母希望兒子一直留在身邊盡孝道，在經濟與精神上給予他們支

援。兒子因小型工廠的設立返家定居，也符合老一輩與子嗣同居、互相照應的

大家庭理想。43 基本上，工業時代也將「臺灣家庭企業文化」帶入臺灣社會

中。這些文化因素都有利於臺灣農村小型工業的發展。從臺灣農村小型工業之

發展，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經驗的特殊性對於現代臺灣社會文化的影響。 

另外，臺灣外銷導向工業蓬勃發展，使得許多本地資本家設立的工廠急於

擴充，卻又受土地、資本、勞工供應的限制，故而樂意把工作分包給小型協力

工廠以增加總生產量。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協力網絡」發展的背後原因

為工業發展快速，以及「土地、資本、勞工供應的限制」促進工作區分，企業

間透過互相配合來增加生產效率。胡台麗認為，小型工廠的產生還有其文化因

素：由於沒有強大宗族的支配，所以農村小型工廠以自由、分散、獨立的形式

出現，可是當他們遇到困難時，也沒有宗族力量支持，因此新企業完全要依賴

自己的「協力網絡」力量。 

臺灣傳統價值之發展也跟國家的意識形態有關，為了因應當時中國大陸所

展開的文化大革命，臺灣在 1967 年成立「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在臺灣

推廣以儒家價值為中心的傳統文化。這個以推展儒家倫理為主要任務的半官方

機構透過各種社會運動來傳揚傳統儒家價值。44 在國際化的同時，臺灣政府所

傳揚的傳統儒家價值，與工業社會中的價值觀脫節。 

                         
43 胡台麗，「台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及其經濟文化基礎」，瞿海源、章英華主編，臺灣

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頁 227~228。 
44  關於該會所推動的業務詳情，請參考該會副會長陳立夫的報告：陳立夫，「中華文化復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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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歸納臺灣走向工業社會的幾個主要社會文化特點。工業社會的轉折對

於臺灣社會的重要性可以從下面幾點來說明：  

第一，工業社會基於比較彈性的工業結構，以分工為主要特殊性。在「分

工」的前提之下，社會成員不得不拋棄原來以「家庭」為中心的傳統觀念，在

分工需求下，逐漸與家庭以外的企業開始進行合作。第二，工業社會以「競

爭」發展為特色。各社會單元為了確保未來發展不得不做較為理性的選擇，拋

棄一些缺乏「競爭」優勢的關係。而「競爭、效率」被視為選擇合作伙伴或合

作關係的主要指標。第三，工業社會基於創業行為發展為特色。 因此，走向工

業化的臺灣社會面臨許多新企業的出現，「分工」和「競爭」的發展局面極速

普遍化。 第四，工業社會發展促進了「公民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和政府、企

業老板和員工間的對話，增加表達自我立場的能力，對企業內部各員工角色之

提升，以及決策的獨立性有很大幫助。 

總之，臺灣傳統文化之保留和邁向工業社會之發展，在某個程度上強化臺

灣社會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產生一種具有傳統社會文化的工業社會

型態。 

(二) 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挑戰 

在臺灣發展的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教育的普及化及其發展，

對臺灣新價值觀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1950 年代初，六歲以上的文盲佔全臺灣

人口比例的 40%以上。在經過 1968-1969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等教育

普及化措施，到了 1990 年代初，文盲佔全臺灣人口之比例降至 7%。同時，受

過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從 1950 年代初的 9%左右提昇到 1990 年代初的

45%。45 教育普及化的發展，使得臺灣人口結構中的知識水平，有了相當程度

的改變，在中產階級形成的同時，臺灣社會的中智階級也日漸壯大。例如，在

1951 年，全臺灣各級學校總數為 1504 所，到了 1989 年，全省學校總數增至

6940 所。46 

1946 年後的臺灣社會，教育不僅影響了社會階層的變化，也影響了人民的

各種態度與行為之改變。例如對家庭的態度、兒童養育方式、政治參與方式、

個人的現代化程度、個人宗教觀等等。47 教育程度與薪資所得、職業選擇以及

各種社會經濟政治資源的分配，有著密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的臺

                                                                       
動推行委員會工作述略」，中央月刊(台北)，1991 年第 7 期，頁 38-40。 

45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O.C.,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 

Table 2-46, p.7. 
46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台北：教育部，1990），頁 8。 
47  Hei-yuan Chiu,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in H. H. Hsiao et. al. eds.,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TU Press, 1989) pp.18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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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愈年輕的人愈有受高教育的機會；雖然父子之間的教育傳承仍然具有重要

影響，但愈年輕的人其教育成就愈不受其父親的影響。48 

臺灣教育普及化是重要的社會變遷現象，且加速了社會階層的變動。由於

育快速發展與普及化，再加上出口導向之中小企業的成長等相關因素的激盪， 

1950 年代以後，臺灣社會面臨「工業化」和「國家化」這一項特徵。 

以農業為基礎的臺灣社會，一方面保持特殊的「中華文化」特徵，另一方

面，臺灣社會在短短 30 年左右的時間經過了經濟結構之根本改變，造成一些社

會相互矛盾的特殊現象：如「傳統」與「現代化」價值觀互相存在又互相衝

突，對於了解現代臺灣社會文化有巨大的影響。 

本章節也如此歸納介紹臺灣社會文化之影響環境，如圖 4-3： 

 

 

                            

 

                            

 

圖 4-3  臺灣社會接受來自不同文化層面之影響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早自 16 世紀開始，臺灣即已成為近代史上西歐各國爭

奪之地，49 與西方文化接觸甚早。在荷據時期，臺灣已成為荷蘭人將中國商品

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及東印度等各地商館之貿易中心；50 明鄭時代鄭氏

父子興起，主要憑藉之力量就是當時的外洋通商貿易；51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臺

灣經濟發展則被視為東亞的發展楷模。52 所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臺灣的

對峙就顯得特別激烈，而成為近四百年來臺灣文化史的主題之一。傳統與現代

的衝突與調融，主要表現在臺灣社會群眾價值取向的轉變上。 

                         
48  王德睦等，「教育結構與教育機會均等」，瞿海源、章英華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

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頁 353-377。 
49  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79 年)，頁 25-44。 
50  曹永和，「荷蘭時期台灣開發史略」，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1979 年)，頁 45-67。 
51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五）（台北：里仁書局，1981），

頁 77。 
52  Peter Berger et al.,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Inc., 1988), p. 55. 

傳統 

農業社會 

中國文化 

現代性 

工業化 

國際化 

 

臺灣社會                      

文化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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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化後，在臺灣形成的社會文化是否符合後工業化社會理論的觀點，也

就是企業家必須因應市場與技術要求而進行一系列「理性化」的安排呢？此觀

點主要從產業特性與規模角度出發，預期市場效率與經濟理性化將導致企業內

「特殊主義」和「家族主義」之成分降低。工業化的經濟理性和政經結構變

化，可視為考察臺灣社會文化是否也受到大幅改變，從「權威人格」或「父子

關係」價值層面走向另外一個價值取向的依據。 

心理學家楊國樞在他的著作《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中，

將華人家族主義定位為社會取向的集體主義。他認為，華人的集體主義內涵不

同於西方社會的集體主義，而是「一種以家族為中心的形式，經由家族化歷

程，將家族的結構形態與運作原則、倫理關係或角色關係，以及家族生活所學

得的為人處事觀念、態度及行為，類化到家族以外的團體或組織之上。」53 

一般而言，農民的性格及價值觀比較保守。然而，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

會後，農民的基本價值取向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而有相當幅度的調整。

依據廖正宏和黃俊傑在《戰後臺灣農民價值取向的轉變，1945-1988》研究中，

有關農民價值觀變化之研究成果顯示，在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看法上，臺灣農民

的思想頗有改變，從「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或「順服自然」，轉變為「主宰自

然」；在關係取向上，農民價值觀的大趨勢是朝著「個人取向」之方向變遷，

但農民仍保有相當程度的「團體取向」。54 不過，相對於西方集體主義所強調

的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水平連結，這種以家族為中心的思想、態度、價值觀及行

為，所呈現的是一種垂直集體主義特色，強調集體先於個人，並形成垂直的連

結關係。55 

另外，臺灣社會因面臨傳統和現代化挑戰，而出現兩個特殊現象： 

1. 農本主義的沒落 

農民價值觀之變化可以從農民的農業意識變化看出，例如在臺灣土地改革

政策實施前，農民對土地具有強烈的認同感，以務農為主要生活方式。這種農

業生活的「神聖性」到了 1970 年代以後，已經被「世俗性」所取代，亦即農業

變成只是一種謀生手段，土地逐漸商品化。在短短 20 年內，臺灣「農業」自

「神聖性」變成「生活手段」。 

農民不再視「土地」為生活保障或地位象徵。在廖正宏和黃俊傑的調查數

據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認為不可以土地作為衡量個人身分地位的標準，更有高

                         
53 楊國樞，「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收錄於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

心理與行為─理念及方法篇(台北：桂冠圖書公司，1992)，頁87-142。 
54 廖正宏、黃俊傑，戰後台灣農民價值取向的轉變 1945-1988（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2），第 9 章，頁 23。 
55 姜定宇、鄭伯壎，「組織忠誠、組織承諾、及組織公民行為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應用心理   

學研究 (台北)，2003 年第 19 期，頁 17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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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75%的農民願意變賣土地讓子女受最高等的教育。從這裡我們看到了 1950 年

代的「農本主義」日趨沒落，新的農民人格型態已完全成型。 

2. 自主性的甦醒 

在臺灣快速轉變的農民時代中，臺灣農民文化雖然出現新的「自主性」傾

向，卻也維持舊的「依賴」型態。這種現象出現在 1988 年的農民運動中。當

時，農民一方面要求建立「農民的主體性」與「農業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卻

也要求「國家」在農業事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種同時出現的「自主性」

與「依賴性」，反映了農民思想中「現代」與「傳統」因子的揉合。 

農民價值體系的變遷反映了臺灣文化系統從過去的「單一主體性」邁向

「多元主體性」的轉變，也顯示了文化體系中「從屬原則」向「並列原則」的

轉化。56 

(三) 從社會取向邁向個人取向 

1980-1990 年代，臺灣社會面臨市場地位激烈競爭，出現大幅的社會變遷，

逐漸導致社會文化之改變，降低一些屬於農業社會的傳統概念。臺灣在 80 年代

之後的政經改革，對於市場角色、國民黨政府在社會結構中之地位，以及臺灣

社會皆產生極大影響，讓臺灣從以「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為特色的

「農業社會」走向以「個人取向」（individual orientation）為特色的「後工業

社會」。 

一般社會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後，個人所追求的不再是道德理

想，而是他在自身行業中的成就。這樣的轉變促使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發展，

也使得社會普遍地重視自我風格的個人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和實用主

義。 

楊國樞將「社會取向」的概念歸納成以下幾項心理與性格向度：集體主義

取向、他人取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順服傾向、壓抑傾向及女性化傾向。

而「個人取向」的概念則有以下心理與性格向度：個體主義傾向、自我傾向、

競爭取向、平權取向、自主傾向、表現傾向及男性化傾向。 

「社會取向」的性格是適應農業社會之所需，「個人取向」的性格則為適

應工商社會之所需。在現代化過程中，臺灣民眾的「社會取向」性格漸弱，相

對地，「個人取向」性格漸強。綜言之，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臺灣民眾的性

格與行為之基本蛻變方向是從「社會取向」走向「個人取向」。這種性格蛻變

與價值變遷的方向，有助於臺灣民眾適應工商業化中的新社會型態。 

                         
56  姜定宇、鄭伯壎，「組織忠誠、組織承諾、及組織公民行為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應用心理

學研究 (台北)，2003 年第 19 期，頁 17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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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將臺灣社會之轉變，以及社會文化和社會價值之改變如圖 4-4 來

解釋： 

                   工業社會 

 

 

 

 

 

 

 

 

農業社會 

圖 4-4  臺灣社會文化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之變遷圖 

資料來源：依照楊國樞在《中國人的蛻變》的理論，筆者整理自製。 

 

如圖 4 -4  所示，臺灣自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在社會文化價值觀

出現了一些矛盾，主要是因為臺灣民眾在性格上雖走向「個人取向」社會，但

仍維持他人取向之思維以及權威取向之人際關係價值觀。如此說明，臺灣在工

業化之後，社會拒絕接受「平權性格」以及「自我取向」價值觀，屬於一種矛

盾性的「個人取向」社會型態。 

我們可以透過黃光國的論述，來瞭解臺灣社會中「平權性格」以及「自我

取向」缺乏的原因為何。黃光國認為，中華文化的儒家、釋、道等宗教均沒有

造物主概念，宗教並不具有絕對性價值，鬼神不足以成為個人內化道德誡律的

一種超越性力量。因此，西方社會中強調每一個人都是獨立平等之個體的正義

標準，在華人社會中不易為人所接受。另一方面，源自儒家傳統的「人情法

則」又常常成為破壞「公平法則」的主要力量，因此，華人社會轉化為工業社

會後，本來就潛存「社會控制力薄弱」的危機。57 

  臺灣社會在 1970 年代後明顯走向工業化，而工業社會之經濟型態所需要的

並不是權威式社會結構及「權威性格」，而是平權式社會結構及「平權性

格」。因此，根據工業化理論之邏輯，臺灣社會發展以及社會價值變遷過程

                         
57  黃光國，「自我實現與華人社會中的價值變遷」，發表於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宣讀論

文(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1991) ，頁 25-29。 

傳統工業社會 

「個人取向」內容 

 自我傾向 

 競爭取向 

 平權取向 

 自主傾向 

 表現傾向 

 男性化傾向 

 

臺灣工業社會 

「個人取向」內容 

 他人傾向 

 競爭取向 

 權威取向 

 自主傾向 

 表現傾向 

 男性化傾向 

 

臺灣農業社會 

「社會取向」內容 

 他人傾向 

 關係取向 

 權威取向 

 順服傾向 

 壓抑傾向 

 女性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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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權性格」之發展為大勢所趨。在臺灣工業化的過程中，與農業經濟密

切關連的權威式社會結構也必須逐漸瓦解，而「他人取向」的性格特質應當會

被「個人取向」取代。楊國樞認為，由於臺灣工業化的經濟型態逐漸形成，因

而導致「平權式社會」的結構雛形，提高了個人依靠自身能力與努力，求取生

存與成功的機會，從而激發了個人獨立自主的自我意識，逐漸養成若干「自我

取向」的性格特質。58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臺灣社會要走向「自我取向」是相當困難的，例如葉

啟政指出，在傳統文化模式籠罩下，人情網絡與輸誠系統乃一個人造勢與得勢

很重要的結構管道。雖然西方平權格局中內涵之自由平等價值，以及理性規範

等，一直是股重要的衝擊力量，但是，傳統的社會機制力量尚保留結構強制

力。因此，臺灣四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不但沒有改變人們的基本價值系統，反

而因為支撐規範之正義倫理價值一再地被踐踏、名實嚴重分離，致使重財與勢

的價值更加劇的情形。59 

第三節 小結論 

由於家族企業佔臺灣中小企業的多數，所以「權威人格」和「家族主義」

在臺灣社會產生巨大影響。許多家族傳統概念，如家長權威、集體主義、關

係、權威、順服、對外不信任等，以不同方式出現在臺灣的社會文化中。國民

黨政府來臺後，為了加強在臺灣的治理，啟動一系列經濟改革，主要原則便是

以「恩比侍從」來分配資源。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鼓勵各種專業社會網絡（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s）

的發展，主要目的在於實現「恩比侍從」，扶植對政府忠誠之企業、維護社會

管理，並獲取企業家的後續支持。國民黨政府和企業之間實現「家父長式」的

經濟管理作風，用「家族主義」傳統來進行與社會下層之溝通。在解嚴之後，

此項原則產生一種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經濟責任，如「政府的責任是幫助臺灣企

業賺錢」等觀念。 

國民黨政府促進自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之專責，使得社會階級產生變

化，同時讓臺灣社會自農業的 「團體取向」走向工業社會的「個人取向」，引

起價值觀的轉變。不過，臺灣社會仍然保留屬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權威取向」

和「他人取向」為主要特色，引起學者的熱烈討論，這些價值觀是會續存於臺

灣社會，亦或是逐漸被「平權性格」和「自我取向」等價值觀所取代。這種現

象也再度顯示臺灣的社會文化和價值觀是以「家族為中心」，對於思想、態

度、價值觀及行為具有非常大的影響。 

                         
58  楊國樞，「工業化過程中國人性格與行為的矛盾現象〉，收入氏著：中國人的蛻變（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1988），頁 235-280。 
59  葉啟政，「當前台灣社會重利愛財之價值取向的解析〉，發表於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

宣讀論文(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199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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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證明了「家族主義」性格深遠地存在於臺灣社會，以此我們可以推

論：對現有中小企業而言，家族主義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亦即，其

關鍵在於能否從「外人」身份轉變為對方的「自己人」，從而獲取信賴與信

任。屬於「家族主義」的「家長權威」也存在於非家族企業，維持下層對上層

的尊敬和不可挑戰權威之規則。總之，臺灣的傳統觀念及歷史呈現出一種「垂

直」集體主義的特色，強調「集體」先於「個人」，並形成垂直的連結關係。 

臺灣的社會文化發展，反映了很複雜的社會環境，以及所經過的歷史轉

變。臺灣政府曾經努力地塑造臺灣自己的社會文化觀，學者李亦園如此說明臺

灣政府在不同歷史階段對於社會文化之不同手段及政策：摒棄日本殖民文化而

重建中國文化傳統，切斷與大陸母文化的交往，逐漸成為自己的文化生活傳

統，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60 

總而言之，現階段臺灣文化之發展是基於臺灣經濟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

會。然而，社會文化改變的腳步無法如經濟這般快速，因此，臺灣社會之價值

觀正站在「傳統」與「現代」的十字路口，社會還沒完成從「社會取向」到

「個人取向」之價值觀轉變過程。因此，在「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

「傳統」與「現代」的衝突之中，臺灣的文化形式基本上呈現「傳統與現代對

峙」的面向，而臺灣社會也存在著相互矛盾的行為模式以及價值觀。 

面臨後工業社會的新挑戰，臺灣家族企業必須學習如何在新環境中孕育、

發展其社會關係，進一步強化和運用血統與傳統文化等歷史因素。 

長期以來，臺灣隔絕的社會地理環境以及漢人社會菁英階層間的聯姻文

化，可能是影響企業家族間結親活動屢見不鮮的重要因素。然而，穩定威權之

政治也可能是重要的脈絡因素，提供家族企業主進行社會聯繫的溫室環境。特

別是國民黨政府治臺初期，以所謂「恩庇侍從主義」（Patron-Client Theory）策

略，透過經濟特權的優惠來籠絡地主與新興商業階層，無形中培植民間企業家

「核心圈」的菁英意識，在經濟體制中以管制為手段給予寡占權利的優惠，更

可能成為強化企業家透過聯姻以鞏固經濟特權的誘因。 

另一個對於企業親屬網絡形成具影響作用的因素則為「歷史」作用。歷史

通常意涵了世家血統的綿延深度及階級文化的傳統。在對於家族企業發展相對

有利且穩定的市場環境中，企業的歷史越悠久，其世代延續的機會也越高，經

過分家與聯姻多次繁衍，其衍生親屬網絡的機會自然增加。 

臺灣在 21 世紀走向後工業社會，後工業化理論預期「特殊主義」和「家族

主義」等相關因素將隨市場發展與大型企業興起逐漸被淘汰。後工業化理論與

Chandler 的企業歷史研究皆強調，工業化歷程將讓全球經濟形成以大型企業為

主導的競爭模式，大型企業越來越強調理性組織結構與專業主義，傳統特殊主

                         
60  李亦園，「文化建設工作的若干檢討」，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

化發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 30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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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將被理性效率與專業倫理取代。61 這個邏輯衍生的看法是，大型企業基於經

營效率與組織「理性化」的需要，將避免親族的裙帶關係（nepotism），家族

成員將隨組織規模擴大而減少，重要的管理職位也將由專業經理人掌控。長此

以往，組織內家族成員的減少或消失，自然削弱其外在親屬的關聯。此外，由

於技術演進對提高大型組織效率的重要性，我們可以推論，越是依賴技術的企

業組織，對理性效率的需求越強，對於裙帶關係在組織中的地位也越排斥，因

而也越可能減弱「封建的」家族親屬關聯之作用。簡言之，在後工業化的理論

圖像中，市場是個快速變動且科技日新月異發展的環境，加上市場環境由經理

人主導，親屬網絡少有可依附的基礎。換句話說，在臺灣的社會趨勢上，「關

係」、「親屬」、「同性」不再扮演主導角色。 

                         
61  Alfred D. Chandler, Franco Amatori and Takashi Hikino, Big Busines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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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俄羅斯與臺灣之社會文化實證 

前兩章對於社會文化在俄羅斯和臺灣形成和發展的討論中，吾人可以看到

因歷史性轉折、經濟結構改變、社會制度變遷等因素所帶來的影響，對俄羅斯

和臺灣的社會文化出現極大的挑戰。前面的研究主要從社會文化論的角度來評

估俄羅斯和臺灣社會中最關鍵的社會文化價值以及其對創業行為的影響。 

在本章中，筆者將進一步地採取質化研究方法，透過分析訪談第一手資

料，更進一步了解這些帶來影響的主要社會文化因素，最後對照文獻分析和質

化研究結果，探討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因素對創業精神之影響。 

第一節   影響俄羅斯創業之社會文化 

欲了解 1990 年代市場改革後俄羅斯的社會文化對於中小企業發展之影響，

必須先理解目前俄羅斯創業人士所認為最具影響力與認同的社會文化因素為

何。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當中，經由訪談俄羅斯中小企業的創辦人及企業幹

部，探討有關其社會文化的正式及非正式制度。 

俄羅斯地緣廣大，然而從人口方面來看，卻有 85%以上的人口集中在西

部，主要經濟中心為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為了得以訪談各城市之中小企業代

表，筆者在俄羅斯展覽期間拜訪來自不同城市的企業，藉以獲取俄羅斯各地區

中小企業的資料。 

筆者於 2012-2013 年三度至俄羅斯進行田野調查，利用約六個月的時間，

選擇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中小企業，深度訪談約 67 位創業者或中小企業幹部。

本章透過在俄羅斯訪談所獲得的質性資料，歸納出影響其國家中小企業發展的

重要社會文化因素，並加以分析和說明。 

一、「關係」及「採購行賄」的作用 

在俄羅斯，「關係」是創業家社會資本中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資

源」。「資源」之掌握對創業條件中的「利益」追求或者「機會」產生都有巨

大幫助，因此可讓擁有「關係」的人更偏向採取創業行為。 

在俄羅斯社會中對於「關係」之定義相當複雜，多數受訪者認為，「關

係」包含朋友、親戚間的關係網絡，也包含與特殊人士或管道連通認識的可

能。俄羅斯受訪者認為，有合作伙伴一起創業比較安全，因為透過大家的「關

係網絡」，可以解決生意上所遇到的各種困難，並得以對危機快速反應。透過

「關係」也能夠尋找商務對象，辦理一些行政許可、進出口等事務，或者解決

一些臨時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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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資料顯示，透過「關係」來處理事情是俄羅斯社會的普遍現象，多數

受訪者認為「關係網絡有助於生意」，甚至「有關係」才能做生意。有一部分

俄羅斯受訪者認為，在沒有特殊能力的前提之下，只要有「關係」就可以做到

生意。由此可見，「關係」在俄羅斯不僅幫助企業營運，甚至是做生意不可或

缺的條件： 

你有好產品或服務都不保證你能成功，因為目前在俄羅斯做生意

60%都依賴關係，尤其是在爭取國家標案，「關係」作用的特別

濃厚，所以要花不少時間以及努力來建立關係。(RU14) 

各企業在俄羅斯要有「關係」才可以出頭。(RU08) 

「關係」是關鍵的因素。(RU15) 

多數受訪者認為，感情在建立「關係」方面並不重要，在俄羅斯，很多

「關係」是透過「行賄」、「採購行賄」或其他方式來維持，主要是藉由進行

建設性合作，透過互惠合作達成雙方目標： 

俄羅斯做生意一定要「採購行賄」，要不然進不來新市場。

(RU18) 

我們接觸新客戶的時候，如果他已經從另一家獲得「採購行

賄」，他跟我們合作的機會很低，因為他就是「被餵了」1 (RU19) 

我跟對方不用吃飯，要好做生意即可。(RU52) 

而且多數受訪者強調，關係普遍出現在大城市之外的近郊地區，離莫斯科

越遠，則 1990-2000 年代的蘇聯解體氣氛便越濃厚，「採購行賄」越多。 

莫斯科是由市場決定贏家，「關係」不會那麼重要，很多國外企

業的作業也強調西方文化當中市場關係的影響。但在貪污嚴重的

地區，必須透過「關係」以及「採購行賄」才可以成功，或許需

要時間來改善此情勢。(RU04) 

另一個頻繁出現「關係」和「採購行賄」的情況，則是發生在以國營大企

業或政府為交易對象的時候，多數受訪者認為這類情形若無「採購行賄」，則

有 90%的機率無法成功： 

政府採購沒有「關係」就不用想合作。在標案開始之前已經會指

定某家公司來供貨。也有一種情況，為了符合標案條件，故意會

安排幾家公司來參加標案，但標案結果大家都會知道。(RU28) 

                         
1  俄文 Prikormil（Прикормил）翻譯成口語的「被餵」，常常用來形容某一個經紀人習慣接受  

某一家公司的「採購行賄」，因此他會害怕換合作伙伴，萬一新的合作伙伴不提供「採購
行賄」，他就沒有私下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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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關係」以及「採購行賄」被多數受訪者視為關鍵因素，但這些因素

具有蘇聯時代「blat」的意味。調查顯示，在莫斯科及大都市、高科技及外國企

業往來普遍的地方，此因素的影響力不斷減少。這與中央政府體系的執行力、

透明度比較高有關，國際企業繁榮的地區，「關係」以及「採購行賄」的因素

有弱化的趨勢。有些受訪者如此說明： 

過去「關係」作用更大，影響 80％以上的交易，但最近作用呈現

下降的趨勢。主要原因是，俄羅斯市場受到國際企業重視，有國

際企業進來，所以逐漸開始改變「關係」文化。此外，標案的透

明度也逐漸增加，許多國外投資人需要品質保障，也要求俄羅斯

政府提供公平競爭的平臺。(RU55) 

我們高科技這一領域在莫斯科是 100%由市場決定贏家，「關係」

不會那麼重要，很多國外企業作業，他們也帶來西方文化中市場

關係的影響。但在其他區域貪污很嚴重，所以透過「關係」以及

「採購行賄」做生意才可以成功，或許需要時間來改善此情勢。

(RU16) 

在高科技產業，「採購行賄」或許沒有像在傳統企業那麼嚴重。

或許是因為高科技屬於新行業，市場需求高於供應。(RU47) 

「關係」針對技術低的產品比較重要，在技術高的產品「關係」

作用比較低。(RU35) 

二、社會普遍「缺乏信任」 

「缺乏信任」因素總共被 54 位受訪者提及。這個社會文化現象以不同的形

態展現在俄羅斯社會中：如「合作夥伴不受信任」、「員工欺騙」、「老闆不

誠實」等。俄羅斯商務往來均採「書面合約」來保證各方利益。對於「口頭承

諾」的看法，在俄羅斯文化存在一句俗話，如受訪者 Sergei 提到：「說話不算

證據（Слово к делу не пришьешь）」。然而，書面合約也未必能提供企業所需

的保障，很多具有「創新」能力的潛力創業家便因擔憂自己的成果會被對方偷

走，而放棄創業。 

因此，「缺乏信任」在俄羅斯已成為生活常識和行為指南，更有「除了自

己之外，不信任別人」的普遍說法。本研究的田野調查顯示，在俄羅斯「缺乏

信任」的狀況相當普遍，企業內部存在上下層不信任關係，企業外部則「很難

信任對方」，甚至合作已久的合作夥伴也常常不夠誠實： 

 

在俄羅斯，「不信任」的程度很高，特別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

方。莫斯科的商人會比較開放一些，給予對方一些信任，但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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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區域的人民則極度保守，關係往來必須非常小心。因為缺乏信

任，所以需要「關係」的介入，在俄羅斯，「信任」是做生意往

來的第一個前提，因為常會面臨收不到款項或拿到瑕疵品等事情

發生。(RU27) 

由於員工有欺騙之虞，所以老闆除了辦公之外，也要不斷地觀察

部下。我記得，曾經遇到一家企業的員工甚至創立自己的公司來

供貨給他原來擔任採購主管的公司。(RU39) 

在俄羅斯有 90%的生意往來缺乏信任。(RU15) 

為了避免受騙的危險，在俄羅斯部分地區「宗族」（клан）的概念變得重

要，許多生意往來都是透過「宗族」進行，這也反映了「不信任」文化的存

在：2 

這種關係完全沒有貪污的意味。主要是因為當地的人常常被騙，

害怕再受騙，所以願意接觸屬於同一群體的人，寧可接受比較高

的價錢，但有親屬網絡保證交易的安全性。(RU44) 

由此可見，在俄羅斯商務往來及企業內部缺乏信任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在

互不信任的社會中，「宗族」及「關係」對於消滅互不信任的態度有其作用。

莫斯科和其他大都市逐漸受到國際文化影響，信用方面有部份改善的趨勢，但

在俄羅斯其他區域仍然維持封閉的文化形態，與首都莫斯科相比，「缺乏信

任」的狀態更加嚴重。此外，社會「缺乏信任」的現象更會因下段所述「法律

不受重視」因素所影響，更對創業者製造了一種雪上加霜的不利環境。 

三、法律不受重視 

六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提到「法律不受重視」因素，包括「不提供合約

保障」、「法律容易被操作」、「對司法不信任」、「法律制度不公平」、

「法律不切實際」、「法律阻礙商務」、「大家不遵守法律」等。蘇聯解體之

後，俄羅斯政府嚴重缺乏法律執行力。雖然國家名義上走向市場改革、推動自

由市場以及民主制度，但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權威」、「罩」和

「關係」，仍然比「法律」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有受訪者認為： 

在俄羅斯，「罩」是為了提供「即時裁判」的角色，3提供商人們

一些保障。 (RU19)  

多數受訪者認為，俄羅斯的「法律」是交易進行時的障礙，做生意必須鑽

一些法律漏洞，且現有法律容易被操弄，這樣的現象可用俄羅斯俗語來形容：

                         
2  「宗族」（клан）是一種像親戚朋友關係。 
3  「即時裁判」是從俄羅斯的 Оперативный суд 所翻譯過來的。由於俄羅斯司法體系的不健

全、官僚主義、緩慢、貪污嚴重、難以獲取公正判決，許多商人不得不依賴權威人士的保
護，在必要時刻可以有效又快速解決商務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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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撈網， 怎麼轉就怎麼有結果（Закон что дышло, куда повернул туда и 

вышло）」。（RU43） 

俄羅斯政府不斷改變遊戲規則，沒有穩定的策略，官僚體系存在

官僚個人化的問題，所以很多事情遇到新的官員就容易改變，沒

有穩定的制度且存在很多（法律）漏洞，大家為了競爭而必須採

取非法行為。在俄羅斯，若依照正常方式做生意，就無法發展。

(RU26) 

調查顯示俄羅斯人認為，政府在擬定新法的時候不會重視創業者的「利

益」，反而以國營集團或與政府有關的大企業等「自己人」的利益為出發點，

引起一般俄羅斯民眾對政府和法律的不信任： 

俄羅斯人不喜歡遵守法律。俄羅斯政府不斷地改變遊戲規則，沒

有穩定的策略，官僚（Burokratiya）存在，官僚個人化，所以很

多事情容易因為新的官員發生改變，沒有穩定的制度，也有很多

漏洞，所以大家為了競爭而必須走非法之路線。在俄羅斯若走正

式生意之方式，就無法成長。(RU08) 

因為俄羅斯政府所推動的政策對於中小企業不友善，所以幾乎有

一半的公司都必須走非法途徑。不遵守法律是一種生存方法，反

之如果遵守法律，才難生存。(RU37) 

 

政府很多政策根本無法實現，因為政府本身不遵守法律，而且都

保護自己人。(RU52) 

田野調查結果顯示，「法律準則不受重視」現象，在比較偏遠的地區更為

嚴重： 

有些地區還生活在 1990年代氣氛，也就是「力」比「法」重要。

有影響力的地方權威人士會拜訪發展良好的企業，直接表示「本

工廠的股權我有份」，完全不重視私有權，創業者也沒有任何法

律保障。在莫斯科已經不會發生這種事，但行政機構官員也會設

法介入生意，獲取一些利益。(RU09) 

偏遠地區一定要有關係才可以順利做生意，連小生意都需有人罩

你，若沒有的話就不要想創業。在莫斯科或許可以到法院解決糾

紛，但偏遠地區仍停留在 1990年代的商業模式。(RU44) 

這種社會文化現象顯示，創業者在面臨「法律準則不受重視」時，可能被

迫放棄一些創業「機會」或者轉而去尋找一些「資源」，如「權威」、「罩」

和「關係」來確保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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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工作之態度 

七成的受訪者提到俄羅斯人對於工作之態度，包括員工「不勤勞」、「懶

惰」、「欺騙」、「缺乏責任感」、「最後一刻才做事」、「不喜歡按照計劃

做事」等，有受訪者指出： 

俄羅斯人是最會在壓力下處事的民族，但是這種特殊能力長期以

來卻養成一個壞習慣，也就是沒有壓力之下什麼都很隨意，有壓

力才開始認真做事，只有面臨突然危機狀態才認真工作，這種工

作態度對於企業的正常發展沒有幫助。(RU36) 

俄羅斯人不遵守按照計劃做事的態度，俄羅斯人做事習慣就是在

最後一刻才要完成。(RU15) 

我們在俄羅斯大家習慣了在最後一刻才做事，要不然就是在壓力

很大、突然事件（FORS-MAZHOR）、危機狀況發生之下，我們

的態度才變得更為認真、更為積極。(RU39) 

多數受訪者認為，這種「缺乏積極性」的態度與俄羅斯文化有關，甚至有

受訪者提到俄羅斯著名的俚語：「不推，就不會滾動（Не пнешь, не 

покатится）」(RU14)，以及「工作不是狼，不會跑到森林去（Работа не волк, в 

лес не убежит）」(RU10)。有受訪者如此描述： 

俄羅斯人對工作之態度是基於俄羅斯自己很偉大的思維模式，特

別是具有高企圖心的人覺得「我不是上帝，但很快要成為上

帝」，而對做事態度則是「馬上做，馬上賺錢」。(RU49) 

俄羅斯人做事沒有自己的紀律，個性非常衝動，而且企圖心很

高，都要馬上獲利，根本不願意一步一步成長，就像 McDonalds

一樣「來了就賺到了」的概念。(RU35) 

多數受訪者提到「機會主義」（avos/авось）是俄羅斯員工對於完成工作的

特殊心態，有受訪者這樣描述此現象： 

很多員工對於做事抱持機會主義態度，也就是很不積極或被動。

(RU46)  

俄羅斯工作態度最關鍵的缺陷為不負責任的態度以及投機。

(RU47) 

在俄羅斯員工文化裡，俄羅斯的機會主義絕對存在，再加上懶

惰，就代表俄羅斯員工對工作的態度。(RU24) 

雖然俄羅斯正走向市場經濟，但「被動的行為模式」和不重視工作仍然存

在於俄羅斯的社會文化當中，被俄羅斯學者視為「前蘇聯共產制度」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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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受訪者認為俄羅斯人對於工作的態度是「有一些就夠了」(RU57)，

沒有企圖心，其原因在於大部分人認為現行制度不允許真正致富。對工作「缺

乏動力」的社會現象與下段將提及的「教育與思維」因素密切關聯。 

五、「教育與思維」仍未改變 

調查結果顯示，許多俄羅斯人還持續沿用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思維模式，

認為「權力決定一切」，無視個人應有的權利，延續蘇聯時期對於商業的負面

意識型態。有受訪者以俄羅斯俚語表示：「沒過富裕的日子，就不要開始 

(Нежили богато, нечего начинать)」。4 (RU11)  

多數受訪者認為，保守思維主要來自蘇聯時期的教育及生活方式，導致無

法快速適應新的市場機制，社會普遍仍以負面態度來看待個人創業。受訪者提

及「思維限制」、「思維」、「教育不足」等詞彙，以表達「教育與思維」因

素的作用： 

過去蘇聯存在集體產權，許多員工甚至公司主管不會將自己當作

真正的主人來做事，所以俄羅斯所有的溝通問題，都是沿襲蘇聯

時代的思維模式。(RU55) 

蘇聯時代的人思考方式很不開放，有很多限制。(RU28) 

多數受訪者認為，今日俄羅斯企業受到國際企業文化影響，進而改變了企

業員工的思維模式，不過在中央或大城市之外的偏遠地區，其社會規則仍然無

法快速轉變。例如有一位莫斯科中小企業老板 Pavel 便提及曾經參加偏遠地區

標案，卻被當地人抓住後毆打的悲慘經驗： 

許多俄羅斯近郊地區或次要城市的民眾仍停留在 1990年代思維，

依賴過去的遊戲規則，甚至使用暴力手段比其他方法更有作用。

(RU52) 

田野調查中的多數受訪者也特別強調「在地思維」是創業的重大障礙： 

在我們離中央較偏遠的區域，「思維」就是一個大障礙，明顯缺

乏溝通能力，教育不足。(RU24) 

在俄羅斯到現在還可以感覺得到蘇聯時代思維之限制，可以從不

同的角度來看，例如莫斯科與其他地區對於創業持有不同想法，

在莫斯科，創業是被社會正面看待，但是在比較偏遠的地區對於

中小企業負面看待，認為商人都是騙子。(RU37) 

                         
4   翻譯自受訪者所提到俄羅斯傳統的俗語：「Нежили богато, нечего начина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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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俄羅斯在「教育與思維」方面出現兩種思潮，一種是前蘇聯

世代，對創業比較保守；另一種則是新世代，比前一世代積極，但有時候卻太

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技藝。 

年紀大的人比較不會鼓勵創業，對於任何事情會比較小心，比較

保守。(RU04) 

前一代會負面的看待創業者，認為您做生意意味著您有關係，但

年輕的一代比較樂意創業。(RU47) 

蘇聯時代對於商務活動較負面看待，不過已經換了一代，所以現

在社會思維也有改變，會比較正面看待。(RU40) 

我們還有很多蘇聯一代的人，他們會以職位來判斷要不要跟你見

面。(RU28) 

教育系統在蘇聯解體後的過渡期間受到破壞，所以在俄羅斯非常

缺乏可以創新的人才。就是因為教育問題，俄羅斯中小企業員工

缺乏企業文化。(RU39) 

俄羅斯人還需要很多時間來習慣市場關係，主要是因為俄羅斯人

的思維與教育還是屬於蘇聯時代的，在現代社會有限制作用。

(RU16) 

田野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人非常關心「教育與思維」問題，並且樂意分

析此問題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多數受訪者認為，保守思維模式主要來

自蘇聯時代的教育及生活方式，導致整體社會仍無法快速適應新的市場制度，

而對中小企業帶有敵對意識；相對地，年輕人比較不保守，在創業方面亦較積

極。但在教育及技術訓練方面，由於年輕人已經無法享受到蘇聯體系的好處，

造成教育水準低落、能力不足，因此雖持有熱情，卻缺乏創新能力。 

「教育與思維」對社會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社會對創業的態度，也影響

著創業家對「機會」、「資源」和「利益」的看法與評價，並讓創業者在其行

為上秉持特定社會價值而行動。 

六、生活缺乏確定感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提及「生活缺乏確定感」，包括「對未來無法掌

握」、「太多變化」、「遊戲規則」、「不透明」、「不穩定」等。這樣的社

會現象可從俄羅斯古典文學、宗教和現代哲學中窺知一二。談及此，便不得不

提俄羅斯輪盤（Russian roulette；русская рулетка），5俄羅斯輪盤遊戲出現於眾

多古典文學當中，如俄羅斯有名的詩人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便以生

                         
5  俄羅斯輪盤（Русская рулетка）是指用手槍的一顆子彈來決定生死，不過到現在為止，歷史

學家尚無法正確說明此游戲在俄羅斯出現之原因以及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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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與命運結合之角度來分析「俄羅斯輪盤」，此著作被列為俄羅斯高中的必讀

作品，主要內容描述主角對於命運的思考，特別提到人生很多事情無法掌握，

只好以平常心來面對並接受。6另外，在俄羅斯具有影響力的東正教，亦指出人

類無法掌握命運等類似概念。這種俄羅斯人對於生活的態度，被俄羅斯文學家

及歷史學者認為是斯拉夫民族的特殊性。 

學者尤利婭．佛倫佛特娃（Yulia Forofontova）探討「命運」的概念在俄羅

斯及中國文化當中的差異，她分析俄羅斯語言和俗語後作出如此結論：「俄羅

斯俗語顯示，人無法影響自己的命運，反之，中國俗語著重說明命運及人的特

殊因果關係。」7 因此，學者強調俄羅斯與中華民族對於「命運」觀點有所差

異，「命運」之於俄羅斯文化被認為是「既定的」，但在中國文化中，則被視

為是「可改變的」。 

俄羅斯受訪者如此說明「生活缺乏確定感」的內涵： 

在俄羅斯做生意，你總是不知道明天會發財或坐牢，在俄羅斯做

生意可能比在已開發國家做生意更容易快速發財，但也可能更快

速破產或被關。(RU11) 

雖然創業總是存在風險，但在俄羅斯，這樣的風險並不是屬於「商務風

險」，而是發生預料之外的狀況，例如官僚體系的新決策、政府調查單位的突

然行動、競爭對手的暴力手段等變化： 

競爭對手會打電話檢舉某一家企業有漏水情形，隔天公司會面對

調查行動，連續幾天無法正常作業，對於中小企業損失會很大，

而且這種狀態是屬於常常會發生的。(RU37) 

俄羅斯民眾「生活缺乏確定感」的因素，一方面與民族性、宗教、歷史文

化息息相關，甚至牽涉到對「命運」的認識；另一方面，則來自俄羅斯人民生

活的極度不確定性。上述因素必然不利商業活動的長期發展，形成追求短期利

益和重視短期發展的思考模式，企業只重視短期目標。 

很多創業者面臨「生活缺乏確定感」，因而改變策略，放棄長期

計劃，只要今天賺錢，不考慮未來發展。(RU26) 

                         
6   Mikhail Lermontov 的小說《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描述俄羅斯軍人在高加索討論

命運，其中一位以手槍挑戰人生，在大家面前往自己的腦袋開槍，但子彈卡住，後來
Lermontov 的故事主角離開現場，隔天知道這位挑戰者半夜回家被喝醉的軍人殺死，故事主
角因此思考，人生所面臨的一切是否早已注定，人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本故事俄文版本參
見：http://tululu.org/geroi_nashego_vremeni_kratkoe_soderzhanie_5.html 

7   Юлия Леонидовна Форофонтова, Концепт судьба и его языковая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я в дискурсе，
(Диссертация, Тамбовский госуду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амбов, 2009), стр.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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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缺乏確定感」對創業者的思考行為帶來憂慮，如此會抵消很多「資

源」、「機會」、「創新」的價值且減少創業動機，例如有受訪者將不確定感

跟獲取創業資金相提並論： 

俄羅斯變化太多，今日你要創業借錢，不論是家人朋友，或者銀

行都會考量到俄羅斯環境不穩定，遊戲規則快速改變，因此借錢

很不容易，銀行貸款率特別高等。(RU18) 

「生活缺乏確定感」也促使俄羅斯創業者偏向用合伙的方式來創業，以降

低風險： 

我若要創業會去找合作夥伴，主要原因是盡量避免不穩定的狀

態，多一方合作等於有多一個保障。(RU52) 

七、 影響俄羅斯創業之社會文化因素 

在俄羅斯的田野調查中顯示，俄羅斯社會存在由朋友、親屬、同事等熟悉

人士組成之關係網絡。透過這些管道可以解決各種困境、加速作業、尋求合作

等。不過這種關係與第三章所提及之蘇聯時代的「blat」不同，雖然兩者都需要

透過互惠合作及報酬方式來進行利益交換，但前者缺乏「情感」因素。筆者將

這個社會現象視為「關係」社會因素，其內容特色界定為各種互惠的「關

係」、貪汙、和「採購行賄」。 

「關係」在俄羅斯是普遍現象，由於社會中缺乏互信關係、欺騙行為廣泛

存在、企業內外常態性遭受欺瞞、口頭承諾更是沒有用的、書面契約不一定被

遵守、俄羅斯人偏好與熟悉人士交往等，更幫助上述「關係」因素之普遍化，

與自己人、同一宗族者往來之現象，是對社會缺乏信任的一種保障。筆者將此

現象視為俄羅斯「缺乏信任」社會因素，包含不信任合作夥伴、員工會欺騙、

老闆會不誠實等等特色。 

俄羅斯人對工作之態度包含許多對工作效率和成績皆不利的現象，如受訪

者提及的不勤勞、懶惰、會欺騙、最後一刻才做事、缺乏責任感、「機會主

義」（avos；авось）等描述內容，筆者將此現象視為「對於工作之態度」社會

因素，主要包含這些被視為蘇聯共產制度遺產之負面態度，是俄羅斯民族的特

殊性格之一。 

「法律準則不受重視」被認為俄羅斯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其內容包含法律

不提供合約保障、法律容易被操作、法律制度不公平、法律不切實際、法律阻

礙商務等概念，以及相關的社會成員行為，如：不信任司法、不遵守法律等。 

上述的社會因素跟俄羅斯教育和思維也有關聯，多數受訪者的看法顯示，

俄羅斯思維具備如下特色：權力決定一切、不遵守私人權利等，皆與教育不足

和思維過於保守有關。這些特色一方面保留了過去蘇聯時代的概念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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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讓俄羅斯社會分裂為前後兩代。前一代較為保守、作事情很謹慎、依

靠技術和知識；新一代則較活潑積極、高估自己、在缺乏專業教育或知識的情

況下會投機行動。筆者將此社會現象歸納為俄羅斯的「教育與思維」。 

俄羅斯田野調查中的最後一個社會因素為「生活缺乏確定感」，其內容為

對未來無法掌握、太多變化、遊戲規則不透明、不穩定等。「生活缺乏確定

感」代表受訪者對制度不滿意、對環境評價負面、對政府經濟社會穩定作用之

評價不佳。根據羅斯文學和歷史起源中顯示，此因素跟民族性格有關。 

自從 2000 年普京擔任總統後，多次表達俄羅斯司法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不

過本章田野調查的資料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在莫斯科以外的地區，「權威」

比「司法」更有用。綜合上述訪談，本章資料顯示，雖然俄羅斯從 1990 年代開

始進行市場改革，但是受訪者對教育的看法已說明社會思維仍停留在蘇聯時

代，中小企業往來原則脫離市場機制，「採購行賄」更是證明了這一點。俄羅

斯領導人不斷藉由宣傳，以鼓勵年輕人創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但受訪者表示，

除了一些特殊領域或小規模商業外，其他商業行為都需要特殊關係才能成功。

由此可見，俄羅斯社會之改革步驟滯後於制度改革的速度，仍遵循蘇聯及古代

俄羅斯社會的思維。 

綜上所述，田野調查內容分析使筆者選出如上六個最為客觀的社會因素來

分析俄羅斯社會對創業精神之影響，分別為：「關係」、「缺乏信任」、「對

於工作之態度」、「法律準則不受重視」、「教育與思維  」和「生活缺乏確定

感」。 

第二節    影響臺灣創業之社會文化 

一、勤勞文化 

多數臺灣受訪者讚美臺灣人很勤勞，這對創業有很大的幫助。在接受訪問

的 64 位臺灣人中，有 53 位提到「勤勞文化」因素。有一些受訪者將「勤勞文

化」與其他現象相比擬，例如「極力吸收新知識」、「不斷地學習」等。有一

位企業年資已 30 多年的老闆提到： 

請一個臺灣人可以抵 15 人用，一個臺灣人可以做 15 個人的事

情。(TW07) 

他同時認為， 臺灣人的勤勞精神不限於工作表現，還展現於學習跟吸收新

知方面，能夠不斷地提升自身能力。此外，有三成以上的受訪者將「勤勞文

化」與不斷地學習相連結。甚至有一位受訪者提及中國俗語：「逆水行舟，不

進則退」，並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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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將工作與學習會視為不可分的東西，因此很多臺灣的企業

在員工下班後還會安排一些課程讓他們不斷地學習。(TW41) 

不過，提到「勤勞文化」的受訪者中有四成認為「勤勞文化」必須從「能

力」的角度來檢視。這群受訪者認為，首先必須有「能力」才可以透過「勤勞

精神」來獲取目標；如果「能力不足」，勤勞也不會帶來結果。受訪者特別提

及，現在的臺灣屬於高科技及工業時代，需要藉由特殊知識或能力以實踐成

功。在過去的農業時代，只要不斷地努力，發揮「勤勞精神」便能有所成就，

然而在現代社會，「勤勞文化」雖然仍有其作用，卻不如過去重要。一位企業

年資 40 多年的家庭企業老闆提到： 

現在是知識網路，你不知道，我知道，叫做科技；你知道，我知

道，叫做傳統、常識。在現代臺灣知識網路時代，除了「勤勞精

神」，臺灣人必須靠「能力」才可以成功。(TW04) 

關於「勤勞文化」因素，有四成以上受訪者認為，臺灣年輕人比較沒有

「勤勞精神」。他們認為主要原因是現代臺灣社會比較富裕，年輕人想要什麼

就能有什麼，很容易滿足自身需求，而網路時代也改變了他們的觀念，「吃喝

玩樂」取代了傳統臺灣社會的「工作熱情」。多數受訪者認為： 

年輕人比較沒有吃苦耐勞的。(TW35) 

例如有一位 37 年前創業的老闆便提到其過去與親戚一同創業的經驗，他特

別強調過去必須不斷地勤勞努力才可以成功，工作時間也沒有什麼限制，他

說： 

自己人（工作）沒有什麼 8個小時。(TW14) 

而由於無法馬上設廠，創業初期只能在家裡做一些生產作業： 

（我的）客廳就是（我的）工廠。(TW38) 

多數受訪者讚美臺灣過去「勤勞精神」，並批評現代年輕人對於工作的態

度： 

年輕人不願意辛苦。(TW44) 

年輕人沒有危機意識。(TW60) 

我們請外籍勞工，臺灣年輕人不要做（一些工作），環境的誘

惑。(TW26) 

  或甚至有如下的說法： 

年輕人一下班就回家上網喝酒，沒有危機感，所以想辦法把機器

自動化。(T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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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形態改變了，以前不著重家庭生活。(TW41) 

本次訪問提到的「勤勞文化」因素，有五成受訪者認為，臺灣的「勤勞精

神」及對工作之態度在很多方面也受到日本對工作態度的影響。例如，有一位

37 歲的女性受訪者提到： 

我們現在為了工作，可以不生小孩，不結婚，像日本。(TW50) 

也有受訪者如此描述日本的影響： 

日本文化影響很深！加工設備都是日系的，態度也是日本精神。

(TW40) 

日本殖民文化對於臺灣影響比較深入。(TW36) 

日本要求做事要有步驟。(TW07) 

臺灣工廠跟著日本方式做。(TW18) 

日本管理模式之影響。(TW04) 

總之而言，臺灣的「勤勞文化」是多數創業者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不

過，由於這項因素主要受到日本殖民文化以及臺灣舊時代社會價值觀的影響，

多數受訪者認為，「勤勞文化」在臺灣的年輕一代中能否延續下去，仍是個問

號。 

二、關係網絡 

在 64 位臺灣受訪者中，有高達 52 位受訪者提及「關係」。但他們對於

「關係」的看法卻不一致，有 33 位受訪者認為，「關係」對創業者具有加分作

用，能讓創業或商務交流更順利： 

你有市場，但是「關係」不好，比較難打通，現在是合作時代，有「關

係」，你的速度及安全性會比較好。(TW63) 

「關係」可以增進溝通。(TW04) 

「關係」就是一個機會。(TW60) 

「關係」的重要性不大，比較順利而已。(TW06) 

甚至有接近兩成的受訪者認為，企業透過「關係」來找員工會更有效率：

「我連招聘員工，都是可以透過員工介紹，不用花很多人力在這一方面」、

「朋友介紹會比較好，朋友認識，跟他相處，比較好」。(TW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俄羅斯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對中小企業創業之比較研究 

92 

另一方面，在 52 位受訪者中，有 10 位（相當於兩成）認為「關係」在臺

灣有其作用，但與過去相比已經淡化許多： 

以前要拉「關係」，現在比較透明。(TW03) 

文化已經被國際的模式替換掉了。(TW41) 

以前「關係」在華人市場有幫助，現在產品為主，「關係」越來越淡。

(TW38) 

以前重視「關係」，現在也需要合約。(TW33) 

地球以前是圓的，現在是平的，以前我看不到你，你看不到我，「關係」

很重要。(TW54) 

此外，52 位受訪者中有 9 位則認為「關係」在臺灣並不會有很大的作用，

其認為： 

「關係」沒有作用。(TW15) 

臺灣很小，您有「關係」，別人也有「關係」。(TW31) 

臺灣不重視「關係」，中國比較重視。(TW44) 

靠別人的那一天會不見了您也不知道，不會做長久，可能讓您進去的臨門

一腳。(TW47) 

必須自立自強。(TW35) 

靠別人是行不通。(TW37) 

靠自己做出來的都是你的。(TW22) 

「人際關係」做不了大事。(TW50) 

不用靠「關係」，除非做一些特殊單位。(TW01) 

筆者認為，臺灣受訪者所謂之「關係」除了意指企業合作關係外，同時也

包含負面意涵，如「靠山」等。因此，部分受訪者將「關係」視為一種「特殊

關係」。另外，在對「關係」的評價方面，評價較低的受訪者多數年齡在 40 歲

以內，也代表著只有對前一代臺灣創業者而言，「關係」才扮演了更重要的角

色。 

在臺灣，「關係」具有多重存在意義，其存在於顯而易見的合作夥伴交流

間、企業老闆之間、朋友之間，甚或特殊商務或地區組織間等。然而，「關

係」在多數受訪者眼裡，已經不再扮演絕對角色，而是一種促進商業交流的因

素。甚至有一位受訪者以富含哲理的說法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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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您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更有「關係」，有「關

係」就變沒「關係」，您的錢就變我的錢，您是我，我是您，您要分什

麼？(TW04) 

三、島嶼信任文化 

臺灣是一個小島，所以島嶼「信任文化」因素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地理特

殊性及文化組成因子。有 47 位臺灣受訪者認為，「信任文化」對於臺灣創業發

展影響深刻，且運用不同的方式來形容島嶼「信任文化」，如：「責任」、

「面子」、「履行承諾」、「守信用」等。 

有六成以上的臺灣受訪者認為，「信任文化」與傳統儒家文化有關。例如

受訪者提過：「儒家思想：重視責任」以及「臺灣重視面子」等說法。 

雖然受訪者用不同的方式來描述「信任文化」，卻共同強調「互相信

任」、「責任」、「履行承諾」和「信用」等特質。在本訪問中最具代表性的

描述如下： 

對於國內一句話就可以決定，就是信用。(TW36) 

就是您要虧錢也要做到。(TW44) 

你要有信用，您才可以帶久。(TW40) 

臺灣寧可窮，也不去偷人家的東西。(TW14) 

臺灣信用比較好。(TW04) 

比較不喜歡韓國，沒有職業道德。(TW33) 

臺灣被騙的機率比較低。(TW38) 

臺灣很守信用。(TW20) 

 企業與企業配合度很高。(TW60) 

由此可知，「信任文化」對合作夥伴間的關係影響深刻，促使雙方重視

「職業道德」，進而提升配合度及信用。 

然而，亦有兩成受訪者認為，在臺灣貿易出口增加的同時，「信任文化」

也受到限制，不少臺灣企業歷經被國外夥伴欺騙的經驗後，提高對於合約的重

視，亦即受訪者所言： 

以前一句話就夠了，現在不行。（TW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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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老闆文化 

根據本研究蒐集的資料顯示，臺灣為中小企業天堂，所以中小企業發展跟

臺灣人的創業意願息息相關。創業的熱情來自臺灣社會中「當老闆文化」的因

素。在 64 位臺灣受訪者中有 46 位提及臺灣人很喜歡當老闆。受訪者用不同的

方式來形容這個現象，其中包含：「獨立性很高」、「想要自行創業」、「喜

歡單獨」、「臺灣喜歡靠自己」等。而其中更有 38 位受訪者認為此項因素對於

創業有正向影響，認為「當老闆文化」有助於「自由」、「發揮自己」和「創

新」。 

相對地，亦有 8 位受訪者提到「當老闆文化」對臺灣企業所帶來的風險。

例如其中一位受訪者說：「如果一個臺灣人跟一個韓國人比起來，臺灣人一定

會贏，但如果兩個韓國人跟兩個臺灣人比起來，臺灣人會輸，因為臺灣人喜歡

獨立，不會合作」。(TW59) 臺灣人對朋友合作創業的看法如同受訪者所詮釋：

「合作是因為都找不到工作」，換言之，「合作」是不得已之下所採取的選

擇。「當老闆文化」與「不會合作」劃上等號，我們可發現，這意味著臺灣經

濟發展存在明顯的危急可能。然而，這群受訪者也提出，「不團結」性格不利

於 21 世紀的社會，「目前是合作時代，臺灣會比較難」。(TW22) 

然而，年齡在 35 歲以內的 7 位臺灣受訪者卻認為，找合作夥伴共同創業不

失為一種選擇，例如畢業不久、在中小企業當業務主管的受訪者認為： 

自己創業會比較辛苦，找朋友較好。(TW15) 

此外，亦有受訪者認為臺灣中小企業的循序發展不僅是受「當老闆文化」

因素影響，同時也與當時利於創業的社會環境有關： 

現在沒有以前的時代背景，比較難創業。(TW40) 

訪問結果顯示，「當老闆文化」因素對於臺灣過去社會的創業有正面影

響，不過「當老闆文化」也有其負面色彩，如「不團結」、「不合作」或「獨

立性很高」等。在現代以團結為主軸的社會環境下，「自行創業」對於「機

會」、「資源掌握」與「分配」產生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未來，「當老闆文

化」因素是否仍有其關鍵影響可能取決於新一代年輕老闆能否因應社會環境的

轉變，進行適度調整。 

 

五、情感 

在訪問進行階段，筆者發現受訪者常常提到「感情」或「人情」等因素。

訪談個案中，有 39 位臺灣受訪者提到「感情」對於創業及生意往來的重要性，

故本研究將「感情」視為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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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如此形容「感情」因素的重要性： 

做生意還是要看感情，不喜歡的人就不要做。(TW36) 

做不了生意可以做朋友，到時候可以回來做生意。(TW41) 

我們認為，我們是家庭。(TW63) 

我們供應商也有「家庭概念」來對待。(TW59) 

我們的客人還是會重視感情。(TW26) 

我們很多廠商都是變成好朋友。(TW54) 

交朋友做生意。(TW06) 

臺灣做生意很好客。(TW44) 

受訪者以上述說法來描述「感情」對於生意的影響。「感情」確實能使合

作夥伴之間將彼此視為家庭成員般熱情地對待，並且培養雙方在工作場合以外

的好友關係。 

「感情」因素也促使臺灣企業偏向創造長期合作關係，重視合作的長期計

劃，可接受合作方有短期困難，發展出即便對方受挫時仍可繼續維持合作的長

期關係。 

臺灣人希望有長期合作，例如出了問題，還是會繼續合作，一直到沒辦

法。(TW07) 

對於「感情」的重視，也促使臺灣人經由各種應酬來「培養感情」，不

過，有三成的受訪者認為年輕人對於感情的重視程度不如以往，如其中一位老

闆認為： 

十年前蠻多，培養感情一種方式，年輕人比較不喜歡這種方式，下班了，

就屬於自己的時間，就不想花時間。(TW60) 

臺灣的「感情」因素也對創業借錢時有特殊影響。64 位臺灣受訪者中，便

有 40 位表示不會跟朋友借錢，其中最代表性的原因為：「跟朋友借錢，換錢好

換，人情很難換」。 

年輕一代的「感情」因素的重視程度下滑還存在另一個解釋。在 64 位臺灣

受訪者中，有 13 位受訪者不認為「感情」因素在臺灣現代社會中繼續扮演重要

角色。他們用不同的描述來說明此因素弱化的現象： 

以前偏向人情，現在是市場導向。(TW40) 

市場勝於感情。(TW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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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價格差一點客戶就跑掉了。(TW20) 

也就是說，有部分受訪者認為「感情」與「市場」應置於對立面，意即臺

灣人做生意的規則在過去比較偏向「人情」原則，而現代趨勢則是「市場」原

則。 

六、家族企業文化 

「家族企業文化」是臺灣重要的經濟歷史因素之一。多數相關的學術研究

都將此因素列為臺灣商業行為中的主要影響因素。不過，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

程中發現，家庭企業的業主不太願意討論這項因素對其創業帶來的影響，也不

會主動提起此因素，看來這樣的討論主題會令他們感到尷尬。在所有臺灣受訪

者中，共有 34 位提及「家族企業文化」，其中 27 位受訪者認為「家族企業文

化」對於臺灣創業有顯著影響。 

有部分從事中小企業主管工作的受訪者承認，「家族企業文化」因素確實

存在，且多數給予其負面評價。他們認為，「家族企業文化」的負面意涵源自

於「家庭企業沒有系統」、「他們溝通不足」、「做事必須順從」、「老闆錯

誤的決策也必須進行」等。最代表性的說法如下： 

臺灣中小企業不是很健全。(TW31) 

員工是外人，比較重視家人（自己人）。(TW47) 

家庭企業：制度沒有那麼明確。(TW15) 

然而，與家族企業代表討論時，他們卻否認對於「家族企業文化」的結構

性批評，如： 

專業組織不重要，核心技術才重要。(TW03) 

老闆對自己的兒子會更嚴格。(TW33) 

董事長開自己的信箱，希望員工有直接表達的機會。(TW06) 

其中，對於自己的兒子接班家庭企業之看法，多數老闆皆持嚴格態度： 

不會鼓勵兒子到公司來，家庭因素跟企業經營不要放在一起。(TW16) 

兒子進來公司接班會跟員工一樣。(TW14) 

由此看來，「家庭企業文化」在臺灣仍會繼續存在，但是否要由兒子來承

接父親的事業則不一定。家庭企業創辦人多數偏向由自己的兒子來繼承其企

業，但同時也表達尊重兒子決定。 

綜言之，筆者發現特殊的管理模式及企業文化對於中小家庭企業有影響，

此與非家庭企業有明顯差異；另一方面，家庭企業的第二代會被父母遣送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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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獲得良好教育，並希望其學成歸國後能夠繼承事業，但父母仍相當尊重子

女決定，甚至鼓勵他們也投入創業。 

七、 影響臺灣創業之社會文化因素 

在臺灣的田野調查中發現，最具有影響力的社會文化因素為臺灣受訪者普

遍讚許的工作態度。筆者將此態度視為「勤勞文化」，包含臺灣人的學習精

神、極力吸收新知識和不斷提升自我能力的企圖心。分析不同樣本後，筆者發

現臺灣的勤勞文化將「知識」、「能力」和「勤勞」三個概念相連結，視為事

業有成的互補和必要條件。在現今世代中，網路科技取代了傳統產業，臺灣也

不再接受日本殖民時期勤勞文化的影響。在新一代的生活環境等基本條件更好

之前提下，年輕一代的臺灣人是否能延續「勤勞文化」是多數較高齡受訪者的

憂慮之一。 

臺灣受訪者在討論創業時，多數人會提到「關係」的各種存在，以及「關

係」的不同角色。不僅為促進創業往來，甚至在創業雇用人才上，「關係」也

是值得注意的手段。臺灣受訪者多數對「關係」做出正面評價，承認「關係」

對生意之貢獻。不過，「關係」是否提供優勢地位仍是一個問號。在臺灣，每

個人都有一些「關係」網絡存在，然而，國際化促使商務透明化，以及法治取

代口頭承諾等現象，使得從前有著許多好處的「關係」因此消滅，甚至一成以

上的受訪者完全不看好「關係」在商務中之角色。因此，筆者雖然仍將「關

係」看作臺灣社會主要現象之一，然而此現象對於交易之作用，將受到市場和

法治的限制。 

華人社會的傳統概念，如責任、面子等，在臺灣因著儒家思想和島嶼環境

等因素，內化成必須守信用、互相信任和維持承諾的行為模式，並培養成職業

道德。筆者將此臺灣社會文化因素稱為「信任文化」，視為臺灣社會極具代表

性的因素，受訪者皆普遍承認其對創業有非常大的正面作用，提供交易保障、

促進創業精神。 

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與中小企業的崛起有關。田野調查結果顯示，臺灣社會

仍然對「當老闆」有良好評價，筆者將此視為「當老闆文化」因素，內容包

含：獨立性很高、想要自行創業、喜歡單獨、靠自己、發揮自己。不過受訪者

也特別提到，全球經濟環境變化越來越不利於創業，需要更豐富的知識或技術

才可創業，且必須追求創新，另一方面，「當老闆文化」會排斥一些合作精

神，讓創業者喪失某些潛在機會或資源。 

多數臺灣受訪者將創業與「情感」和「人情」等作聯想，包含人情味、做

朋友、培養感情、重視感情、家庭概念等。受訪者認為臺灣創業行為脫離不了

這些社會現象，且進而決定合作的長期性、關係的穩定性，以及互相幫忙的精

神。不過少數受訪者認為，年輕一代對此現象的重視程度不足，市場之手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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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商務行為，因而降低情感作用。筆者這項臺灣社會特色視為「情感」社會

文化因素，並認為此現象屬於對創業各方面具有利多的社會因素。 

臺灣受訪者評估最有爭議性的社會現象與臺灣家族社會文化有關。筆者將

之定位為「家族企業文化」，擁有如下特色：家族管理、家族制度、家族僱傭

關係等。田野調查顯示，臺灣社會確實承認「家族企業文化」的存在及其影

響，但多從不同角度來衡量，此外，對一些家族企業受訪者而言，這個現象存

有敏感性，不願表達意見。 

總而言之，在臺灣的田野調查結果中，也有六項社會現象最被受訪者提

及，證明這些項目的客觀性。筆者將臺灣社會田野調查所獲取之對創業最為有

影響力的社會文化因素依照其影響程度強弱來排列：「勤勞文化」、「關

係」、「信任文化」、「當老闆文化」、「情感」和「家族企業文化」。 

第三節 社會文化因素檢驗以及對創業精神之影響 

一、 影響俄羅斯創業之社會文化因素 

根據在俄羅斯訪問的 67 位商務人士及企業代表所獲得的結果， 本研究指

出六個對於在俄羅斯的創業有高程度影響的社會文化因素。如表 5-1 所示。 

表 5-1  俄羅斯社會文化因素訪談結果表   

社會文化因素       人數        百分比 

關係               61                            91.04% 

缺乏信任                            54                            80.59% 

對於工作之態度                    48                            71.64% 

法律不受重視                    42                            62.68% 

教育與思維                        38                            56.71% 

生活缺乏確定感                   35                            52.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1 中顯示，在俄羅斯社會裡，「關係」和「缺乏信任」因素被 80%以

上的受訪者所提及，證明此現象在俄羅斯的普遍性。此外，「對工作之態度」

和「法律準則不受重視」也是俄羅斯社會的重要現象。蘇聯時代的教育和經濟

不穩定狀態，使受訪者對「教育與思維」和「生活缺乏確定感」這兩個因素也

相對重視，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提及這兩項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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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檢驗田野調查所獲取的訪談資料與學術界的理論觀念是否有差異，筆

者將訪談結果與在本研究第三章「俄羅斯社會文化」所歸納的理論觀念做比較

分析。筆者將第三章文獻分析所獲取的因素列為「文獻分析社會文化因素」並

且簡約歸納說明描述每一個因素之內容。在表格下方同樣的針對第五章所獲取

的訪談資料歸納為六個主要因素，並說明其內容。 

如表 5-2 顯示，文獻分析所獲取的因素，亦確實被接受訪談的企業家所提

及，顯示學者所提到的社會因素與受訪者認知相同，尤其對「關係」、「缺乏

信任」、「法律準則不受重視」等三個因素之內容描述極為相似。受訪者提到

的「對工作之態度」內容非常的豐富，包含各種俄羅斯員工在工作場合之表

現，具有負面意涵如不勤勞、懶惰、缺乏責任感、最後一刻才做事、機會主義

等。筆者將「對工作之態度」與文獻分析所提及的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社會具

有「快速發財心態」來聯想。筆者認為，「快速發財心態」可視為「對工作之

態度」一部分，也是代表俄羅斯業者企圖利用可獲取的資源來尋求立即報酬的

一種心態。 

受訪者提到的「法律準則不受重視」與文獻分析提及的「權威憂於法治」

雖然兩個因素說詞不一樣，但在內容描述上相關。文獻分析提到在蘇聯解以

後，法律無法提供保障，因此權威取代了法律，給商人提供他們需要的利益保

護。受訪者所提到的「不提供合約保障」、「法律容易被操作」、「大家不遵

守法律」等說法都顯示對法律地位之不重視，與文獻所提到的「權威憂於法

治」在意義上相當接近。 

受訪者在「生活缺乏確定感」中，描述有關俄羅斯社會「對未來無法掌

握」、「太多變化」等現狀，皆與文獻分析提到「短期思考」因素中的「短期

導向的合理性」和「短期利益追求」有關，說明在無法對未來具有確定感的前

提下，俄羅斯社會偏向「短期思考」而採取短期利益追求行為。 

這些社會文化因素與前面進行的文獻內容分析結果比較，如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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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俄羅斯文獻內容分析和深度訪談結果之比較表  

文獻分析 

社會文化

因素 

關係 信任不足 快速發財心態 權威優於法治 
新舊價值觀

之衝突 

短期思考 

 

內容描述 

連坐制 

關係 

自己人 

內部人士 

負面團結 

採購行賄 

欺騙手段 

對創業者手

段負面評價 

自我利益為

核心 

透過可掌握的

資源來獲得立

刻利益 

利用自己地位

迅速獲得資源 

奪取利用國家

資源 

沒有制度保障 

法律不保障 

罩 

權威人士包庇 

蘇聯社會價

值觀仍存在 

市場價值觀

被錯誤認識 

市場經濟與

社會道德觀

之衝突 

自我追求經

濟利益當作

非社會行為 

短期導向的

合理性 

短期利益追

求 

訪談 

社會文化

因素 

關係 缺乏信任  
對於工作之態

度 
法律不受重視 教育與思維 

生活缺乏確

定感 

內容描述 

關係 

貪污 

OTKAT 

不信任合作

夥伴 

員工會欺騙 

老闆會不誠

實 

不勤勞 

懶惰 

會欺騙 

最後一刻才做

事 

缺乏責任感 

機會主義

（AVOS） 

不提供合約保

障 

法律容易被操

作 

不信任司法 

法律制度不公

平 

法律不切實際 

法律阻礙商務 

大家不遵守法

律 

權力決定一

切 

不遵守私人

權利 

教育不足 

保守 

對未來無法

掌握 

太多變化 

遊戲規則不

透明 

不穩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值得補充的是，俄羅斯社會自蘇聯時代以來變化劇烈，其社會和經濟體系

皆受到很大的衝擊。尤其在 90 年代初期，盧布大幅貶值、車臣戰爭、1993 年

政府高層奪權等事件，更造成社會大眾對政府「不信任」。從此，「缺乏信

任」及「對生活缺乏確定感」變成俄羅斯現代社會的標誌。至於「法律不受重

視」因素，則導因於社會大眾對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此外，也與文獻提到

蘇聯制度中存在的「自己人」及「特殊機會（blat）」有關。這些皆與俄國沙皇

時期的「連坐制」及「官僚體系之個人化」等歷史現象相符。 

表 5-2 顯示，文獻分析社會文化因素和訪談社會文化因素之內容具一致

性，可推定受訪過程所收集的因素對俄羅斯社會文化具有高度代表性。以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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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析這些因素對俄羅斯創業精神之影響，也就是對創業精神中「利益」、

「機會」、「資源」、「創新」等認知為何，如表 5-3 所示。 

表 5-3  俄羅斯社會文化因素對於創業精神影響之結構 

  社會文化因素 

 

 

  

創業精神 

關係 缺乏信任 
對於工作

之態度 

法律不受

重視 

教育與思

維 

生活缺乏

確定感 

利益認知 有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機會認知 有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資源認知 有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創新認知 不利 無 不利 不利 不利 不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筆者分析結果顯示，俄羅斯六項社會文化因素中的五項社會文化因素，如

「缺乏信任」、「對工作之態度」、「法律不受重視」、「教育與思維」和

「生活缺乏確定感」都會增加人事成本、降低效率、限制管理能力和效果、阻

礙協力合作、不提供商務保障、限制長期規劃、培養投機行為等，對創業精神

所組成的「利益」、「機會」、「資源」、「創新」產生不利的認知，如此阻

礙創業精神之發揮。 

由表 5-3 結果顯示，唯一對創業精神較有利的因素為「關係」。在社會缺

乏有效的法治體系時候，「關係」便扮演了重要角色，許多有關公司執行層面

的事項，都須透過「關係」來解決，以期能夠降低企業額外交易成本、幫助企

業順利營運。對缺乏「關係」的創業者而言，創業變得較為困難，且大幅增加

他們進入創業領域的門檻。縱然，「關係」在很多方面跟「經驗」有關，可視

為社會資本，但在俄羅斯，「關係」不僅是一個有利因素，更成為進入創業領

域的必要條件。 

二、影響臺灣創業之社會文化因素 

根據在臺灣所訪問的 64 位商務人士及企業代表所獲得的結果，本研究指出

六項社會文化因素，對於在臺灣的創業有高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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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臺灣社會文化因素訪談結果表 

社會文化因素       人數        百分比 

勤勞文化             53                           82.81% 

關係               52                           81.25% 

信任文化             47                           73.43% 

當老闆文化             46                           71.87% 

情感                39                           60.93% 

家族企業文化                 34                           53.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首先，「勤勞文化」和「關係」在田野調查中被最多受訪者提及，獲得八

成以上的肯定，代表這兩個社會因素對臺灣社會文化有深厚影響。此外，有七

成以上受訪者承認受到「信任文化」和「當老闆文化」因素影響。相對於前面

的四個因素，只有 39 位受訪者提到「情感」、34 位提到「家族企業文化」，

分別占本研究的 53.12%和 60.93%，顯示「情感」和「家族企業文化」在現代

臺灣社會之影響較小。 

針對臺灣田野調查所獲取的訪談資料，筆者做出與前述俄羅斯資料相同的

驗證。為了比較本訪談結果與學術觀念之異同，筆者將臺灣地區的訪談結果與

本研究第四章「臺灣社會文化流變之回顧」中提到的觀念進行比較分析。第四

章文獻分析所獲取的因素列為「文獻分析社會文化因素」，簡單歸納說明這些

因素之內容，顯示在表格上半部。表格下半部則顯示本訪談所獲取的六個重要

因素，並說明其內容。 

如表 5-5 顯示，文獻分析所獲取的因素和訪談所獲取的要因素存在關聯

性。例如，受訪者所提到的「勤勞文化」與文獻提及的「儒家文化」、「專業

主義」、「權威人格」中所包含之對工作的熱情和責任相同，具備不斷學習和

提升自身專業及效率的精神。 

受訪者提到的「關係」內容相當多樣化，包含關係網路、人際關係、朋友

關係等，其實與文獻中的「家族主義」、「關係差異」、「重視血緣」，甚至

「待從主義」有關。其內容涵意主要為分別群內外的人士，而對自己人「施恩

居多」、互相幫忙、分享資源等。 

臺灣受訪者相當讚美臺灣社會存在的互相信任精神，意即田野調查中所歸

納之「信任文化」因素。筆者在文獻閱讀分析過程中，特別看重華人對「血緣

關係」和「人際網路」的重視，其中包含信任、互相依賴、忠誠等。筆者認

為，臺灣信任文化確實與普遍存在的血緣關係和人際網絡有關，並逐漸擴大其

範圍到臺灣整體社會，「信任文化」在臺灣的普遍化，代表了臺灣的社會文化

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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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闆文化」是臺灣社會普遍的意願和期望，其內容描述創業者喜歡單

獨、獨立性、靠自己、發揮自己等精神。表面來看，與「家庭主義」內涵的家

人團結、互相依賴有矛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發覺，「家庭主義」提供給

創業者豐富的關係網絡、資源、前一代的經驗值和繼續家族事業精神等，因而

創業者不必尋找合夥，便有足夠的能力自行創業，當老闆的精神在臺灣家族企

業居多的社會相當受到歡迎。 

臺灣受訪者對重視感情、培養感情、人情味、做朋友、家庭概念的深刻著

墨，讓筆者將這些歸納為「情感」社會因素之一。此因素與文獻中華人社會普

遍的「親屬網路」、「人情網路」和「人情連帶」等概念相當類似。主要由親

屬和友誼關係等所產生的「感情」為基礎，進而產生忠誠、高度配合、互相依

賴等關係。在現代臺灣社會的企業中，交往超越「親屬網路」而不斷的擴大其

範圍，因此「培養感情」特別重要，是臺灣社會在創業上不可或缺的因素。 

「家族企業文化」是本研究歸納出的第六個因素，被提到的比例較前面的

因素少。其內容包含家族管理、家族制度、家族僱傭關係等，與文獻閱讀部分

提到「家族主義」的家父長式管理和家長權威等傳統概念相同。從文獻閱讀發

現，不同學者對這項因素的評價不一，而受訪者對此也有不同立場。受訪者贊

同或指責此因素，與其是否屬於家族企業身分有關。 

 

表 5-5  臺灣文獻內容分析和深度訪談結果之比較表 

文獻分析 

社會文化

因素 

專業主義 

權威人格 

儒家文化 

關係差異 

重視血緣 

恩比侍從 

血緣關係 

人際網絡 

家族主義 親屬網絡 

人情網絡 

人情連帶 

家族主義 

內容描述 

對上層要

求忠誠和

信任，對

下層要求

專業和績

效 

順服 

家族內圈人

為優先 

自己人和外

人區分 

對自己人施

恩居多 

互補性 

特殊利益 

互相信任 

個人對家

庭之忠誠 

相互依賴 

協力網絡 

 

家庭企業文化 

社會網絡 

 

成員之間

的情感 

互相依賴 

忠誠 

高度配合 

家父長式

管理 

家長權威

弱組織、

強網絡 

高度配合 

集體主義 

 

訪談社會

文化因素 

勤勞文化 關係 

 

信任文化 

 

當老闆文化 情感 

 

家族企業

文化 

內容描述 

勤勞精神 

極力吸收

新知識 

不斷地學

習 

關係網絡 

人際關係 

朋友關係 

朋友介紹 

責任 

面子 

履行承諾 

守信用 

職業道德 

獨立性很高 

想要自行創業 

喜歡單獨 

靠自己 

發揮自己 

人情味 

做朋友 

培養感情 

家庭概念 

重視感情 

家族管理 

家族制度 

家族僱傭

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5-5 可看出，文獻分析社會文化因素和訪談社會文化因素之內容具有

一致性，顯示受訪過程所收集之因素對臺灣社會文化具有高度代表性，以下筆

者分析推論這些因素對臺灣創業精神之影響，也就是對創業精神涵蓋之「利

益」、「機會」、「資源」、「創新」的認知為何，如下表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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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臺灣社會文化因素對於創業精神影響之結構 

   台灣社會文化因素 

 

 

 

創業精神 

勤勞文化 關係 

 

信任文化 

 

當老闆文化 情感 

 

家族企業

文化 

利益認知 有利 無 有利 有利 有利 無 

機會認知 有利 無 有利 不利 有利 無 

資源認知 有利 無 有利 不利 有利 無 

創新認知 有利 無 有利 有利 無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勤勞文化」是本研究之受訪者提及最多的因素，包含「極力吸收新知

識」、「不斷地學習」等概念，與華人古老的思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等相同。     在臺灣，勤勞文化的存在絕對可以減少人事成本、增加效

率，以及發揮每個員工的才能，對創業精神各方面都有利。 

在臺灣，「關係」是相當特殊的社會文化因素，我們將「關係」、「人

情」、「信任」與「家庭」等因素綜合運用，並將「關係」範圍定義在受訪者

所描述的「關係網絡」、「人際關係」、「朋友關係」和「朋友介紹」等詞

彙。因此，創業者掌握「關係」的時候，便擁有以下優勢：一、降低營業或交

易成本；二、透過關係通道建立起交易往來，促成創業者對「利益」、「機

會」、「資源」和「創新」的認知。然而，「關係」也限制了創業者參與市場

機制的挑選過程，而偏向透過「朋友介紹」或「關係網絡」作為尋求人力管

道，形成供應商、合作伙伴的優先選擇，進而限制對其他「利益」、「機

會」、「資源」和「創新」的認知。是以，「關係」對「利益」、「機會」、

「資源」和「創新」認知處於相當矛盾的情況，而在 21 世紀市場機制與國際化

時代中，「關係」的正反作用仍有待商榷，筆者將臺灣的「關係」因素視為對

「利益」、「機會」、「資源」和「創新」認知無影響。 

臺灣的「信任文化」有助於創業者更放心的經營企業，包括簽約和履行義

務、與上下游企業交流開發新產品、擴大交易範圍、獲得所需要的資金等資

源。因此，對「利益」、「機會」、「資源」和「創新」認知有絕對的加分作

用。 

在臺灣，「當老闆文化」是社會的顯著特色，多數受訪者用「獨立」和

「靠自己」來描述這項因素。其促進臺灣人尋求「利益」和「創新」、開發獨

特的產品或服務。然而，受訪者也提到有些臺灣人會為了「當老闆」而放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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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共同創業，這對於「機會」或「資源」的認知會減少，以合作頻繁的現代

市場制度而言，筆者認為臺灣「當老闆文化」有負面效果。  

臺灣的「情感」因素則被多數受訪者提及，對創業者而言，「情感」對於

長期合作與解決困難有幫助，使創業者對「資源」、「機會」和「利益」的認

知有益。但是此因素逐漸被市場機制取代，因此其作用越來越淡，對於「創

新」認知而言，此因素亦無影響。 

臺灣受訪者對「家族企業文化」的看法可分為兩個族群。其一提及「家族

企業文化」的制度性問題，如順從的傳統觀念，以及重視內部人等負面現象。

而另一個觀點則認為，「家族企業文化」以核心技術為重點，促進老板和員工

之間的溝通，由於缺乏大企業官僚機制，因此較具彈性，如人情味等。大體而

言，訪談分析的結果與臺灣學術界看法相當類似。是以，筆者認為「家族企業

文化」對「利益」、「機會」、「資源」和「創新」的認知同時存有正負兩面

影響，但綜合而言並無影響。 

綜觀上述訪談，在臺灣對創業精神絕對有利的社會因素為「勤勞文化」、

「信任文化」和「情感」。這些因素也是田野調查中被受訪者提到最多的因

素，是本研究證實對在臺灣的創業精神具有最大影響力的因素。調查數據第二

大的「關係」因素在臺灣社會影響很大，不過同時產生正面和負面影響，相當

矛盾，受訪者對此因素如學術界一樣都有相對意見，為了維持本研究的可信

度，筆者將「關係」的影響歸納為「無」，如此並不拒絕本因素的影響力，只

是正反力量互相抵消。 

但「當老闆文化」之有利和不利的影響相同，因此整體而言對創業精神無

影響。同樣的是「家族企業文化」對臺灣社會亦無影響。但這些因素絕對存在

於臺灣社會，在不同的創業環境中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另外必須補充的是，臺灣社會文化因素如「勤勞文化」、「關係」和「情

感」在於國際化影響和價值觀改變之下，正逐漸減低其作用，由田野調查發現

並證實此趨勢，也值得學術界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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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在本研究的第二章中，筆者透過對社會文化和創業領域之文獻探討來建立研

究社會文化觀念的架構，藉此選擇本研究欲探討的主要社會文化資源，以及建立

他們對創業影響之分析結構。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筆者透過俄羅斯和臺灣的文獻

整理，選擇學界對這些國家創業最為關心的社會文化因素。第五章歸納整理筆者

在俄羅斯和臺灣兩地進行的田野調查，分析歸納訪談內容，指出受訪者提及最具

影響力的社會因素。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檢討前面所獲取的研究結果，整理成「俄臺兩國社會文化

與創業之比較表」，並以 SWOT 分析法說明本研究所獲取的結果，最後為研究反

思與建議。 

第一節 俄臺兩國社會文化與創業之比較 

本研究針對臺灣及俄羅斯中小企業代表進行訪談，再透過訪談資料的整理及

歸納，第五章詳述社會文化因素對現代俄羅斯及臺灣創業行為的深遠影響。值得

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兩地所蒐集的訪談資料中，有兩項差異必須加以釐清： 

 

一、 臺俄對中小企業之定義不同：在臺灣，中小企業之定義是全年度營業

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可雇用員工人數未滿 100 人1 ；但在俄羅斯，

中小企業係指前一年度營業額在 10 億盧布2 以下、可雇用員工人數

不超過 250 人，3 明顯地，俄羅斯對中小企業之定義範圍較為寬鬆。 

二、 接受訪問的群體型態有明顯差異：就群間差異而言，接受訪問的俄羅

斯和臺灣中小企業創辦人，無論是在創業的起始點、經營的產業型

態、教育程度、年齡層上均有差異，詳請參考表 6-1。 

 

 

 

 

                                                 
1 臺灣有三個行業對中小規模有特殊規定：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之中小企業定義
為實收資本新台幣 8000 萬下和雇用員工未滿 200 人，資料整理自《中小企業白皮書書》。 

2 盧布與臺幣匯率十分接近，近 10 年間大約維持 1 比 1，匯率波動在 15%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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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俄羅斯與臺灣地區受訪者對照 

                         臺灣                俄羅斯 

企業成立時間             1960-1990 年代       1990 年代中期以后 

產業內容               製造業/貿易商        經銷商/代理商/系統組裝商 

企業職工人數             3-150 人             15-80 人 

企業經營時間             10-45 年             5-15 年 

受訪者教育程度           中學/專科/大學       大學/研究所 

受訪者年齡層             35-67 歲             26-47 歲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表 6-1 可知，俄羅斯受訪者的平均年齡較臺灣的受訪者為低，這是因為俄

羅斯中小企業多半是 1989 年後才成立，企業年齡也較短。在產業性質方面，臺

灣的受訪者主要集中於製造業或進出口貿易的相關產業，而在俄羅斯則多為經銷

商、代理商，以及系統組裝商居多。有趣的是，臺灣中小企業的創辦人多半是中

學、專科或大學教育程度，而俄羅斯的創辦人多數受過大學或研究所教育。 

本研究依據第二章設計的「研究社會文化單元之觀念圖」，將影響社會文化

之諸多因素的特質區分為三個研究階層，包括「民族、國家和國際」、「各社會單

元」和「創業者」。依照本研究所蒐集的一手資料，筆者將在俄羅斯和臺灣訪談

所得之研究結果整理成為「俄臺兩國社會文化與創業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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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俄臺兩國社會文化與創業之比較表 

 議題 臺灣社會意識 俄羅斯社會意識 

民

族 

、 

國

家 

、 

國

際 

為 

文

化

環

境 

 

 

文化前提 島嶼文化、地方小、資源

有限、中華文化傳統 

大國、資源豐富、歷史悠久 

文化特色 好客、勤勞、服務導向、

向日本學習、重視感情（同

鄉）、儒家思想，家族主義 

偉大俄羅斯之思維、對任何事情都具

有高度期待、希望立刻獲得結果（看

重短期）、喜歡創新、將「關係」當成

「信賴」來看待、前一代保守 

民族個性 喜歡學習、重視人脈建

立、吸收新知、有危機感 

最後一刻才做事、「avos」（機會主

義）、不夠積極、不負責、不喜歡遵守

法律 

文化一致性 南/中/北地區有所不同； 

依民族而不同 

莫斯科與周邊區域有所不同，周邊地

區仍然延續 1990 年代文化傳統； 

蘇聯解體前後時代不同 

文化新趨勢 透明化程度高、與國際接

軌、利潤縮小使得做事較

現實、市場勝於感情 

國際企業投資帶來市場經濟遊戲規

則，逐漸走向透明化 

各 

社

會

單

元 

為 

文

化

對

象 

 

 

 

 

 

 

政府現有角色 政府提供幫助，也會提供

青年貸款（低利率的貸

款）、政府提供教育訓練 

國家政策阻礙發展（所以很多企業必

須走非法路線）、政府法律有漏洞、政

府創業資金透過「關係」進行分配 

對於政府期待 人民希望政府「管」、政府

鼓勵大家創業 

政府不要「管」、不要干涉 

市場角色 80%依賴市場，20%依賴

「感情」 

30%依賴市場，70%依賴「關係」 

 

關係網路 由「情」為中心；重視血

緣、忠誠、情感；長期培

養的 

由「利」為中心、重視個人利益、立

刻報酬 

家族企業 很多 還沒有（第二代尚未接班） 

企業行為 培養「感情」   建立「關係」，有「自己人」 

企業趨勢 「感情」越來越淡 「關係」在高科技企業作用已不大、

「關係」作用逐漸降低 

企業往來的非

市場因素 

信用、人脈（鑽漏洞） 信用普遍缺乏、90%私人企業與國營

企業往來需要「採購行賄」、10%私人

企業之間的往來需要「採購行賄」、生

意規模越大越需要「採購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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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 人情化的管理、家長式管

理 

團體意識之概念、員工與老闆平等溝

通 

企業管理風格 重視人情味 監督員工欺騙行為 

企業僱用人才 兒子、同學、親屬、朋友

介紹，但不宜僱用朋友 

朋友（主要合夥對象）、親戚、同學等 

創 

業 

者  

和 

創 

業 

精 

神 

之 

起 

源 

創業之理想 自由、發揮自己、實現夢

想、利潤較高 

創新、希望當管理者、利潤 

對於創業 

有利因素 

 

信用較好、職業道德、人

的素質較高、道德、勤勞

努力（尤其是出生在 1980

年代之前的世代）、儒家思

想 

俄國人喜歡創意、新一代比較積極、

社會評價對於商人高於政府官員 

對於創業 

不利因素 

過於重視「感情」、新世代

不願意努力（不加班等）、

年輕人缺乏危機意識、沒

有危機感、台灣社會相對

富裕 

前一世代（1990 年代以前）觀念太保

守、不積極；新世代好高騖遠、不切

實際；貪污現象如「採購行賄」、「自

己人」、「關係」、「avos」（機會主義）；

普遍缺乏責任感；信用不足 

創業之前提 核心技術（製造業）、人

脈、資本、時機 

「關係」、資本、創新概念 

創業的必備

條件 

靠自己，自立自強 有「自己人」、「關係」才能做到生意 

創業之偏好 單獨創業（單打獨鬥） 合夥（比較容易克服困難） 

創業資金來

源 

自己、銀行、家族、政府 自己、家人、銀行（利息很高） 

創業思維 長期性、緊密合作、高度

配合 

短期性、利益原則、對於未來沒有確

定感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 歷史與文化的連接 

俄羅斯的「文化前提」基於其「大國」身分，資源豐富、歷史悠久，是一個

多民族國家。同時，俄羅斯是個「地廣人稀」的國家，具體而言，俄羅斯人的思

維和觀念與大自然環境互相不配合（incommensurate），俄羅斯人具有極端開放

卻又極端保守的態度，此與臺灣「島嶼文化」的發展背景大不相同。 

在資源豐富的國家，每一個人多少都會獲得部分資源；但在臺灣這種資源

有限的地方，反而強調「靠自己」、「天下無白吃午餐」等概念。臺灣的「勤勞」、

「服務導向」態度，正是基於此種文化前提。「島嶼文化」使得臺灣人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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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對於外來的人或企業往來極為歡迎和信任，具備「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的儒家思想，對於創業、交流、與國際往來有非常正面的貢獻。此外，「中

華文化傳統」促使臺灣人「重視感情」，有八成以上的臺灣受訪者特別提到這些

概念。 

有六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同意，俄羅斯的偉大歷史讓其國人對於自己國

家感到驕傲，強調「偉大俄羅斯」之思維。也有五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特別指

出，俄羅斯人將自己視為獨特的彌賽亞（messianic）民族，因此特別喜歡創新，

認為自己創造的東西具有極大價值及作用。此外，其他的「文化特色」跟俄羅斯

歷史亦有密切關係，例如蘇聯時代民眾不知道市場經濟的規則、不具備資本主

義價值，震盪改革讓俄羅斯國內狀況很不穩定、人民不節儉、對於未來也沒有

把握，所以重視短期生意及效果，希望突然發財，有七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

特別強調「希望立刻獲得結果」。 

約八成的俄羅斯受訪者指出，1990 年代的歷史背景讓後蘇聯時期之俄羅斯

產生道德真空，為了保障自己的經濟特權，企業家的道德感很低，現代俄羅斯

人將「關係」當成「信賴」來看待，有「關係」就可以比較放心。另外，曾經歷

前蘇聯時代及 1990 年代的創業人士被指為「特別保守」。 

二、社會環境與民族性格 

談到「民族性格」，有八成以上的臺灣受訪者指出，臺灣人「喜歡學習」，

願意吸收新知識及文化，這對臺灣中小企業與國際企業快速接軌有很大的幫

助。多數老一輩臺灣中小企業家特別提到「有危機感」的重要性，必須時常注意

未來的可能變化、隨時「建立人脈」，這些都是臺灣商人不可缺少的社會文化特

色。 

俄羅斯的「民族性格」與國內遊戲規則不斷改變、政府無穩定規範，以及後

蘇聯時期的震盪改革有關。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由

非經濟因素決定，人民對未來沒有確定感。因此，許多人從事短期商業、投機

行為普遍、對於未來沒有把握，甚至「今天做生意，明天坐牢」，這些也成為俄

羅斯人依賴「機會主義」（avos）的原因之一。七成的俄羅斯受訪者認為，「機

會主義」概念是俄羅斯現代商業文化的一部分。六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特別指

出，「俄羅斯人在有壓力或意外的情況下做事比較積極」，不然都會展現「放

慢」、「不夠積極」、等到「最後一刻才做事」的個性，以及表面上看起來「不

負責」的工作態度。另外，「工作態度」因素跟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有關，由於過

去俄羅斯在工作上缺乏獎勵、經濟刺激等市場措施，企業之間或企業與員工之

間沒有競爭關係存在，因此工作態度低落。在政經改革期間，雖然企業面臨民

營化等制度性改變，但上下層員工仍然沒有脫離蘇聯時代被動及不積極的工作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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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前後的歷史背景，讓商務活動受到國家的壓迫和官僚貪污的限

制，因此現代俄羅斯人已習慣將「不遵守法律」視為普遍現象。八成以上的俄羅

斯受訪者認為，倘若完全遵守法規將沒有辦法競爭，因為其他人不遵守法規，

因此在成本、效率等方面會輸給競爭者。俄羅斯受訪者也指出，「法律有很多漏

洞」，為了競爭必須走非法路線。 

三、文化及其發展趨勢 

本研究在此特別指出，七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以及六成以上的臺灣受

訪者認為「文化一致性」並不存在。臺灣受訪者認為，創業文化在臺灣的不同地

方會有差別，且依照不同族群也會不一樣。俄羅斯受訪者將「不一致」的原因，

歸究於蘇聯解體前後，不同世代之創業者處理事情方法的差別。老一輩比較重

視「自己人」概念，尋找關係網絡裡面的朋友及同事來做生意；但年輕創業者主

要依賴「採購行賄」來建立新關係。來自俄羅斯不同區域的受訪者強調，莫斯科

及偏遠地區的創業文化並不相同，某些地方仍然存在 1990 年代的商業文化，具

有「罩」的特色。另外，在俄羅斯東亞地區仍存在宗氏族制度，屬於不同家族的

成員會遭受不同的待遇。宗氏族制度類似於「自己人」的概念，不過是以「血統」

為區別，跟貪污無關，同一個氏族的成員間互相信任，可減少欺騙之風險。 

談到「文化新趨勢」，八成的俄羅斯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正逐漸走向透明化，

主要因為受到國際企業投資的影響，帶入市場經濟遊戲規則。同時，社會力量

也越來越大，公民社會要求政府採購都須以公開、透明的方式來進行，對於貪

污有一定限制。同樣地，臺灣受訪者也認為透明化時代來臨，並且大多同意這

是與國際接軌不可避免的現象。七成以上的臺灣受訪者認為，「市場勝於感情」

的趨勢逐漸明顯，導致做事情必須比較現實，要不然無法競爭。 

四、文化對象：政府、市場、關係網路及企業 

臺灣與俄羅斯的受訪者對於「政府現有角色」及「對於政府期待」的看法大

不相同。八成以上的臺灣受訪者以正面評價政府對中小企業之貢獻，特別指出

「政府會幫忙」、「有青年貸款」、「政府提供教育訓練」、「但幫助有限」等

現象。而九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則對於自己的政府提出負面評價，認為國

家政策阻礙中小企業發展，現有制度使企業毫無選擇，為了生存而走非法，且

政府法律有漏洞，就連政府的創業資金也是透過關係進行分配。因此關係、「採

購行賄」繼續扮演關鍵角色。 

「對於政府期待」之看法，臺灣受訪者提出「希望政府『管』」、「政府鼓勵

大家創業」等意見；而八成以上的俄羅斯受訪者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政府不要

『管』就好了」、「不要干涉就好」。臺灣受訪者的立場，與國民黨政府和企業之

間實行「家父長式」的經濟管理作風有關。來臺後，國民黨政府用「家族主義」

的傳統概念來與社會下層進行溝通；解嚴之後，這項原則產生一種政府對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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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經濟責任，如「政府的責任是幫助臺灣企業賺錢」。 

俄羅斯及臺灣受訪者對於「市場角色」的看法也大不相同。在臺灣，生意往

來有 80%依靠「市場」因素，剩下的 20%則重視「感情」因素。但在俄羅斯，

「感情」因素對市場來往沒有顯著影響，70%以上的交易仍然由「關係」因素來

確保，「市場」因素扮演次要角色，約占 30%。 

俄羅斯和臺灣受訪者對於「關係網路」概念的理解也不同。俄羅斯的「關係」

以「利益」為中心，但臺灣的「關係」則以「情感」為中心。在俄羅斯，受訪者

認為「利益」可獲取資源或優勢；臺灣受訪者則認為「情感」可獲得對方信任，

有助於分工、配合加工、資源交換等各種合作形式的開展，有利於企業發展。 

在俄羅斯，「關係網路」與沙皇時代的「連坐制」、蘇聯時期的「自己人」、

和現代的「關係」觀念有關，主要特質是與資源支配者（包括行政官僚、黨幹部、

政府執政者等）建立關係。在過去的蘇聯時期有了這種關係網路，即可透過「特

殊機會」（blat）獲得資源；現代的俄羅斯則要透過「行賄」或「採購行賄」來

獲取或分配資源。俄羅斯的關係網路一直是滿足個人利益和立即提供報酬之工

具。因此，臺灣社會所持有的「先做朋友，做不做生意不重要」之觀念，以及用

餐和送禮等文化儀式，讓俄羅斯人充滿疑問，視為一種脫離理性的行為模式。 

臺灣多數的中小企業為家族企業，關係網路的觀念源自於家族主義，基於

「家族內為圈內人，家族外為圈外人」的家族優先觀念，圈內和圈外的區隔非常

明顯。臺灣的中小企業特別重視血緣、忠誠和情感，將社會網絡視為長期投

資，而「培養感情」和「人脈」則是累積社會資本的長期手段，與俄羅斯「立刻

獲得結果」的觀念不同。臺灣受訪者表示，企業在挑選合作對象上，特別重視

「觀念相同」；俄羅斯受訪者卻認為有「共同利益」就好了，由此顯示兩方關係

網路型態的差異。 

有關「企業行為」和「企業趨勢」的部分，除了一些高科技產業之外，多數

俄羅斯受訪者建議，要先建立起管道，有「自己人」或「關係」，創業才會順利。

這種現象在與國營企業合作方面特別嚴重，有九成交易都依賴「採購行賄」；而

在一般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往來當中，採購行賄則占總交易的 10%左右。俄羅斯

受訪者也說明，若從生意規模的角度來看採購行賄，生意做得越大、越需要利

用採購行賄來確保訂單。 

在「企業趨勢」方面，臺灣與俄羅斯有明顯差異。臺灣受訪者指出「感情越

來越淡」的現象，但是仍然建議「培養感情」，主要是因為感情跟「信用」有關，

而「信用」是非市場因素外最關鍵的因素。換言之，俄羅斯商人在「信用普遍缺

乏」的情況下，必須透過採購行賄確保生意往來，而臺灣商人在銷售產品時，除

了建立產品的市場優勢，另一個重視因素便是「信用」。 

在「企業文化」方面，根基於「家族主義」的臺灣企業主要以「人情化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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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家長式管理」，來展現「家長權威」價值觀；但俄羅斯企業比較重視

「員工與老闆平等溝通」，同時也維持蘇聯時代的「團體意識」。在「管理風格」

上，多數俄羅斯主管提到「監督員工欺騙行為」的重要性，或許與俄羅斯人的「普

遍缺乏責任感」、「機會主義」以及「採購行賄」有關，如此主管才可以保證員

工有效工作；臺灣的主管則比較「重視人情味」，偏好「家長式管理」。 

五、創業者和創業精神之起源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民眾對於商人的社會評價高於政府官員。多數受訪

者指出，許多政府官員都依賴商人生活，商人則為了創造業績必須支助政府官

員，因此一般民眾較同情商人，對於政府官員抱持敵對態度，這也與俄羅斯政

府與人民間相互不信任有關。本研究認為，「社會評價商人高於政府官員」、「新

一代比較積極」，以及「俄國人喜歡創意」等因素有利於創業，而「新一代好高

騖遠、不切實際」、「社會仍然存在貪污現象」、「採購行賄」、「自己人」、

「關係」和特殊的「機會主義」，則不利於創業。此外，由於依賴「機會主義」

的現象相當普遍，所以「缺乏責任感」也是另一個嚴重不利於創業的因素。部分

俄羅斯受訪者亦指出，其他對於創業不利的因素還包括 1990 年代歷史之混亂經

驗、蘇聯解體後的信用不足問題、新一代的教育問題和前一代的保守心態等。 

臺灣對於創業有利因素包含「信用比較好」、「職業道德」、「人的素質高」、

「道德」、「勤勞努力」、「儒家思想」等，這些都跟傳統道德有密切關聯。在

臺灣，不利於創業的因素除了「過於重視感情」之外，「新一代不願意辛苦」、

「年輕人缺乏危機意識」、「台灣富裕社會之誘惑」等，亦與新一代的生活環境

有關。 

有關「創業前提」部分，臺灣和俄羅斯受訪者提到「資本」、「核心技術」

或「創新」都是必備條件，但相對於臺灣，俄羅斯受訪者認為「建立關係」或「罩」

是創業的前提之一。在「創業的理想」方面，臺灣受訪者強調自由、發揮自己、

實現夢想、利潤較高等目標，而俄羅斯受訪者除了利潤目標外，則強調創新及

希望當管理者。 

在「創業的必備條件」上，臺灣創業者強調靠自己和自立自強；相反地，俄

羅斯創業者幾乎都認為依賴「自己人」或「關係」才可確保生意。與臺灣不同，

俄羅斯的「關係網路」幾乎可決定創業之成敗，換句話說，「關係網路」在俄羅

斯不僅「有利於創業」，更是「創業必備的條件」。  

俄羅斯人跟臺灣人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創業的偏好」。有九成以上的俄羅斯

受訪者指出願意合夥創業，如此才能分散風險以獲得成就；但有八成以上的臺

灣受訪者將「單獨創業」（單打獨鬥）視為最理想的創業方式。 

對於俄羅斯人而言，政府不是「創業資金來源」；但在臺灣，有五成的受訪

者皆提及向政府貸款是很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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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業思維」方面，臺灣受訪者提及「長期性」、「緊密合作」、「高度

配合」；而俄羅斯受訪者則提到「短期性」、「利益原則」、「信用不足」、「對

於未來沒有確定感」等概念，甚至多數俄羅斯受訪者表示，他們隨時都會面臨被

欺騙的情況，可信任的夥伴關係占不到全體關係的四分之一。 

第二節 俄臺兩國社會文化之 SWOT 分析 

本研究透過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分析共分為

內、外部環境分析兩部分；內部環境分析，是為了解俄羅斯和臺灣內部的社會文

化資源條件，其中有助於創業的條件，謂之優勢（Strength）；反之則為劣勢

（Weakness）。外部環境分析，是為了解俄羅斯和臺灣所面臨的環境中之變化要

素，其中有助於創業之外部環境條件，謂之機會（Opportunity）；反之則為威脅

（Threat）。 

本研究在內部條件的優劣勢（S－W）分析，是針對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

進行評估，主要目的在確認各社會文化因素和創業間之因果關係。社會文化因素

的優勢與劣勢包含本研究前述的各種社會文化資源，以及民族、國家、社會單元

和創業者所擁有的社會文化之特色。 

機會和威脅（O－T）分析則是對外部環境進行評估，在本研究是指外部環

境的變化，主要目的在確認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因素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時，

其競爭優勢是否存在。外部環境的機會和威脅，將視為臺灣和俄羅斯社會無法控

制的外部因素，包含國際市場力量、全球科技發展、國際網路普遍，以及接受國

際經貿法組織和其規範等因素。 

表 6-3 和 6-4 為本研究之 SWOT 分析，透過此表可以由各個面向來分別探討

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的各項優劣勢、機會及威脅性。首先針對俄羅斯社會文化

因素進行分析，如下表 6-3： 

 

表 6-3 俄羅斯社會文化之 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1. 「關係」因素大幅支援創業。 

2. 國家大、資源豐富、變化居多，俄國人認為這些條

件相對其他地方提供了更多創業快速發財的機會。 

3. 俄羅斯是具備創新特質之民族，大家喜歡創新、開

發新的領域和能力。 

Weakness 
劣勢 

1. 「關係」因素對缺乏「關係」的人群是一種阻礙，

他們無法透過創業來發揮自己的創意。 

2. 「缺乏信任」降低企業之間的互動、缺乏分工，使

創業機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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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羅斯「法律不受重視」的社會因素對於學習和習

慣市場機制之正常運作帶來限制。 

4. 俄羅斯「對工作之態度」不利於市場環境之競爭思

維。 

5. 教育與思維對創業保持敵對態度。 

6. 「生活缺乏確定感」因素導致一些潛力創業者因為

無法做規劃而放棄創業。 

Opportunity 
機會 

1. 「缺乏信任」、「生活缺乏確定感」等因素雖然不

利於創業，但會培養創業者面對敵對、複雜環境的

抵抗力，讓俄羅斯創業者在面對國際多變的環境

時，可以學習應變、合作、習慣性承擔高風險等能

力，因而有較強硬的競爭優勢。 

2. 俄羅斯的社會環境背景長期存在對創業不利之社會

文化因素，培養了創業者必須更深入考慮各種商務

細節的特殊分析能力，例如考量法律發生各種意外

變化並預先擬定應變措施等，如此培養了俄羅斯強

人管理者的風格，適合面對 21 世紀的國際競爭及快

速變化的國際社會。 

3. 俄羅斯人喜歡創意，而且培養合作精神，在國際交

流世代中，可與國際合作，透過共同創業來實現創

意之機會。 

Threat 
威脅 

1. 俄羅斯加入 WTO，必須面臨國際競爭環境，因此「採

購行賄」、「自己人」、「關係」、「avos」、「blat」

等觀念不符合市場機制運作，將會大幅降低俄羅斯

創業者的競爭力。 

2. 俄羅斯創業大幅依賴「關係」，因而缺乏對市場機

制運作之認識，大幅降低俄羅斯創業者在國際環境

的競爭優勢。 

3. 全球新趨勢如國際企業交流普遍化、市場逐漸走向

透明化等，使得保持原有社會文化價值之創業者逐

漸失去創業優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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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臺灣社會文化因素之分析如下： 

 

表 6-4 臺灣社會文化之 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1. 臺灣人力品質，如「勤勞文化」等適合創業，吸引

臺灣和國外人士在臺投資創業。 

2. 臺灣的「信任文化」容易產生內部企業之間關係的

蓬勃發展，也促使國外企業願意與臺灣企業合作。 

3. 臺灣重視「情感」，因此生意交流存有密切互動、

長期合作精神、高度互信和責任感等有利氣氛。 

4. 臺灣重視「關係網路」，存在各種專業社會組織，

透過密切關係網路交換資源，藉由這些資源可掌握

新機會而開始創業。 

5. 在臺灣，「當老闆文化」社會因素鼓勵年輕人尋求

自我發揮途徑，鼓勵青年創業，培養依靠自己的能

力，也有助於創意。 

Weakness 
劣勢 

1. 臺灣社會對「關係」、「人脈」、「情感」的重視

性偏高，如此忽略一些對利益的理性追求。 

2. 臺灣「家族主義」對企業組織和管理作風產生一些

負面作用，臺灣企業缺乏開放思維和高效率管理機

制。 

3. 「家族主義」中將自己人和外人區分等概念不利於

跨國、跨文化密切合作及交流的時代。 

4. 臺灣的「信任文化」確實有利國內創業，但對國外

合作過於小心，缺乏承擔風險的精神。 

5. 「當老闆文化」培養單獨創業思維，如此限制共同

創業的合作精神，不利於今日環境。 

Opportunity 
機會 

1. 「信任文化」居高的環境對國外企業提供諸多保

障，有利於吸引國外企業到臺灣合夥創業。 

2. 臺灣人力品質居高，在跨國企業普遍化的今日，「勤

勞文化」有利於藉用臺灣人力資源來創業。 

3. 在高科技時代中，知識極為重要，臺灣的「關係」

因素帶來知識的快速交換，有助於新知識容易被學

習，提升創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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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對「情感」仍保持高度重視，創造在西方社會

很少見的「市場與情感」共存的環境，如此在新國

際交流的世代中會提供高度配合、相互依賴、培養

長期和精密合作之精神。 

Threat 
威脅 

1. 以「情」為中心的概念不利於市場機制之理性運作。 

2. 偏向以「情感」來選擇合作之思維會大幅限制創業

者尋找發覺其他的潛力機會。 

3. 臺灣傳統價值觀，如重視「血路關係」、「人情網

路」、「人情連帶」、「親屬網路」等不合乎國際

市場原理，如此會限制臺灣中小企業之競爭優勢的

提升。 

4. 權威人格所產生的「權威取向」與後工業時代的「個

人取向」有衝突，更不利於 21 世紀的創業經濟模

式，同樣也不利於今日平等合作的觀念和管理作

風。 

5. 臺灣「信任文化」之環境讓創業者缺乏一些風險意

識以及應變學習之機會，因此在接觸極為複雜和多

變的國際環境時，臺灣創業者顯得能力不足。 

6. 臺灣新一代在富裕環境中長大，因此缺乏風險意

識，對於工作的態度與前一代不同，明顯缺乏「勤

勞文化」精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針對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的 SWOT 分析可發現，在優勢方面，臺灣

社會文化相較俄羅斯擁有較多優勢，大致符合我們對創業精神之分析。表 6-3 和

6-4 也顯示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的劣勢，與我們前述的內容相符。 

在機會方面，表 6-3 顯示，在俄羅斯有一些不利於創業的社會文化因素，但

這些因素的存在培養了一些獨特的創業特質及能力，有利於合作、承擔風險，以

及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做出應變，尤其幫助俄羅斯創業家適應國外環境。相較臺灣

在機會方面，主要吸引外國企業投入臺灣，因而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人力素質、

網絡和協力合作精神等。 

在威脅方面，俄羅斯的許多文化價值觀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對俄羅斯創業

者和企業競爭優勢不利。臺灣的社會文化和思維轉變也趕不上經濟轉變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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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限制了臺灣的創業競爭優勢，甚至於部分有利創業之因素，如「勤勞文化」

等，更使得年輕一代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第三節 研究反思與建議 

本研究總結不同社會文化理論研究層面，從不同研究階層來觀察文化環

境、各社會單元和個體性，以此建立新的、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分析結構。本研

究沒有牽涉經濟或政治條件之考量，單純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說明其對創業精

神之影響。 

筆者為了客服理論性的限制，而設計在俄羅斯和臺灣分別進行田野調查作

業，以收集第一手資料。歸納整理後，與現有的理論觀念比較發現，俄羅斯和

臺灣之學術研究與受訪者回應有多方相似處，證明學術界對這些問題的關切程

度和重視性。此外，田野調查所提供的一手資料亦補充了學術短缺實證的地

方，讓筆者從親切互動、面對面溝通，以及私下親密對談中，更能體驗俄羅斯

和臺灣之創業精神，發覺書籍無法表達的另一種樣態。 

設計此研究時，筆者最擔心本研究的複雜結構設計，不僅為跨國研究，還

是一種跨領域研究，將社會概念與創業研究相結合。不過在田野調查所獲取的

豐富資源，對本研究提供多方面的解釋和思考，讓筆者得以清楚比較俄羅斯和

臺灣社會文化，且對社會文化和創業精神建立「二位一體」的概念圖，確立了社

會文化和創業的密切連結。 

以往多數學術理論將臺灣中小企業蓬勃發展與政經改革掛勾，但本研究提

出對於臺灣創業動力的另一個解釋，即其根源自臺灣社會文化，臺灣社會文化

為臺灣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基本條件。反之，俄羅斯多年政經改革無法啟動中小

企業發展之原因，與社會文化有密切關係。田野調查結果顯示，最有可觀性的

六項社會文化因素中，其中五項對俄羅斯創業精神不利，抵觸中央政府各種經

濟計劃、嚴重阻礙中小企業在俄羅斯的發展。 

本研究也證實社會文化與歷史背景有關聯性，而文化遺傳對新社會制度的

影響會不斷改變。舉例而言，研究的第三章提及，在歷史文化的不同階段，觀

察到古代俄羅斯社會強調「連坐制」及「官僚體系的個人化」；到了蘇聯時期轉

變為「自己人」及「特殊機會（blat）」；1990 年代政治改革後，以「罩」和「行

賄」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而現代俄羅斯社會則以「關係」和「採購行賄」為主，

此結果與田野調查的資料相符，「關係」因素是現代俄羅斯最主要的社會現象。

總之，俄羅斯代代串連的價值觀和自由市場價值觀之間的距離，導致「舊」的社

會經濟和「新」的市場經濟價值觀之矛盾，造成俄羅斯社會無法立刻習慣新的遊

戲規則，反而由「罩」、「行賄」、「關係」和「採購行賄」來彌補制度缺陷，

最終導致市場經濟在俄羅斯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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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俄羅斯相同的是，在臺灣創業社會文化環境也受「被扭曲」價值觀所影

響。如多數研究顯示，在1950-1990年代，臺灣從農業轉變為工業社會，但農業

社會的一些價值觀在臺灣工業社會中仍繼續存在，如他人取向沒有被自我取向

替代、權威趨向也沒有被平權取代等。文獻分析將這些現象歸因於家族主義與

家長權威。本研究之訪談結果再度證明，在臺灣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六項社會

文化因素中，「家族企業文化」的制度與管理方式已深根，尤其被家族企業的下

一代的所傳承。而在家族企業占多數的臺灣經濟結構中，「家族企業文化」在未

來的企業經營是否能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值得學術界繼續觀察。 

另一點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證實具有同樣名稱的社會現象，在不同社會

中會有不一樣的內涵。以「關係」為例，在俄羅斯和臺灣都是關鍵社會因素，然

而，其在兩個社會中所涵蓋的意義和扮演角色不同：在缺乏市場經濟思維的俄

羅斯，「關係」是必須掌握的社會資本之一，對創業者而言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而且在所有助於創業的因素中最為有利。相對而言，在臺灣，「關係」在工業化

和市場價值普遍化後，雖然繼續存在，但已失去過去的濃厚內涵，不再是對創

業精神有絕對影響力的因素。反觀俄羅斯市場改革幾年後，「關係」作用並未像

臺灣社會一樣影響力減弱，其另一個原因在於俄羅斯嚴重缺乏「信任」，導致創

業家為了確保自身生意安全，必須尋找及建立做生意之社會網路，使得創業越

來越脫離自由市場機制，雪上加霜的是，如此亦阻礙了自由市場機制的發展，

造成一種惡性循環。 

本研究發現，臺灣社會自農業往工業社會之轉變中，同時存在價值觀的變

化。如農業社會中極為重要的「勤勞文化」，在高科技時代逐漸轉向知識、特殊

能力、創意等，「勤勞」不再是臺灣年輕世代所保有的社會特色。同樣地，以往

對臺灣創業精神影響很大的「當老闆」風潮、「情感」、「家族企業」等價值觀，

在面臨 21 世紀的國際化與市場帶來各種挑戰之下，對社會的影響程度不得不產

生改變，新一代創業者普遍接受較多的工業社會價值觀。 

然而，對臺灣創業精神最有影響力的「信任文化」社會因素仍繼續存在。互

信精神、履行承諾、責任等概念起源於華人傳統概念。以面子為例，其亦跟臺

灣儒家價值宣傳教育、信仰道德觀念有關。或許因為臺灣社會與中國不同，維

持了古老華人文化且存有濃厚的信仰思想，也是讓臺灣社會繼續維持「信任文

化」精神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臺灣政府必須將「信任文化」視為臺灣社會戰

略資源，在國際合作時代，此一臺灣社會文化之特色不應被消弭，才能讓臺灣

社會維繫既有創業精神和創業文化。 

當然，本研究所提到的社會文化因素不僅對創業精神有影響。由於社會文

化與各種社會單元關聯性極高，所以對政治、經濟、外交等也都會產生相關作

用，學界值得注意和觀察，或許也能夠成為筆者下一項研究議題。 

雖然本研究之過程，以及研究的每一階段進度皆符合本研究設計規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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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似乎已很難從創業者身上獲得一些極為敏感議題之答案，必須深究創業者

對各題目的認真理解、思考、分析和說明程度，才可追求實證結果；或許這些

障礙也是相關社會文化研究不夠普遍與深入原因之一，如此亦可說明為何俄臺

田野調查比較研究至今仍有嚴重限制，因此無法將本研究結果與相關研究做比

較，只能與文獻理論對話。然而，未來俄臺相關的研究能針對此一議題再做進

一步的實證探討，並與本研究所提出的臺俄社會文化差異成果做一比較，將對

此一領域的研究能有更充分的補充和解讀，對學術將有更大的貢獻。 

本研究為跨國研究，關注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慣習對於商業倫理與概念

的影響。時至今日，許多臺灣商業人士至俄羅斯創業、設立工廠及分公司等，

為了讓這些創業行為更為順利且更有保障，除了熟悉俄羅斯當地法律規定外，

也必須了解俄羅斯與臺灣社會文化的差異性。由此理解創業的可能方式，並藉

由瞭解當地社會文化和規範，促進臺俄雙邊的理解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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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研究訪談題綱 

 

訪談題綱 

    受訪者： 姓名／年齡／教育／經營地點 

    受訪者企業：職位／產業／成立年份 

 

俄文題目 中文題目 

1. Расскажите, в Вашем бизнесе 

испытываете ли Вы на себе 

влия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русской среды?  

請問在您的創業過程中，您受到過哪

些臺灣文化特質的影響？ 

2.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влияние связано с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среды и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ценностей?   

這些社會文化的影響與臺灣的環境、

價值觀等有哪些關係？ 

3. Какие 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момен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наиболее заметны в 

бизнесе?  

在商務關係中，哪些潛在的社會規範

影響最為明顯？ 

4. Какую роль игра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ынок в бизнесе?  

在商務活動中，國家與市場扮演什麼

樣的角色？ 

5. Какое поведние можно ожидать от 

других субъектов бизнеса?  

在商務活動中，你對其他成員的行為

有何期待？ 

6. Что важно знать начинающему 

бизнесмену в России?  

在臺灣，一個新創業者應該具備哪些

概念？ 

7.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или тормозит 

развит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在臺灣，哪些因素有利或不利於創業

活動？ 

8. Какими заделом нужно обладать 

для начала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在臺灣，創業前需要掌握哪些基本資

源？ 

9. Какое бизнес мышлени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 бизнесмена в 

России?   

在臺灣，一個商務人士通常擁有哪些

思維與概念？ 

10. Ка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Вы бы 

отметили?  

在臺灣的商務活動中，你認為目前正

在發展中的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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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俄羅斯田野調查受訪者 

 

 

 

 

 

 

 

 

 

 

 

 

 

 

 

 

 

 

 

 

 

 

 

 

 

 

 

 

 

 

 

 

 

 

 

 

 

受訪者編號 職稱 公司成立

年度 

營業地點 公司規模  

RU03 總經理 1993 Ekaterinburg 80 人 

RU04 總經理 2010 Moscow 17 人 

RU08 高級經理 1996 Perm 43 人 

RU09 總經理 2007 Ekaterinburg 80 人 

RU10 總經理 2006 Moscow 20 人 

RU11 高級經理 2011 Moscow 20 人 

RU14 總經理 2003 Rostov 25 人 

RU15 高級經理 1997 Tomsk 36 人 

RU16 高級經理 2011 Moscow 45 人 

RU18 總經理 2002 Saint-Petersburg 24 人 

RU19 高級經理 1996 Voronezh 50 人 

RU21 高級經理 1997 Tomsk 60 人 

RU24 高級經理 1995 Ekaterinburg 74 人 

RU26 總經理 2005 Saint-Petersburg 35 人 

RU27 副總經理 2001 Moscow  47 人 

RU28 總經理 1999 Moscow  65 人 

RU35 總經理 2004 Moscow  45 人 

RU36 副總經理 2009 Saint-Petersburg 40 人 

RU37 總經理 2001 Irkutsk  23 人 

RU39 總經理 2003 Moscow  30 人 

RU40 總經理 1999 Saint-Petersburg 70 人 

RU43 高級經理 1997 Moscow 60 人 

RU44 行銷副總 2004 Grozni 24 人 

RU46 高級經理 2009 Moscow  15 人 

RU47 高級經理 2003 Moscow  45 人 

RU49 高級協理 2003 Moscow 50 人 

RU52 總經理 2009 Moscow 15 人 

RU52 高級協理 2004 Moscow 25 人 

RU52 總經理 2008 Moscow 18 人 

RU55 總經理 1992 Moscow 75 人 

RU57 副總經理 2006 Saratov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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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臺灣田野調查受訪者 

 

 

 

 

 

 

 

 

 

 

 

 

 

 

 

 

 

 

 

 

 

 

 

 

 

 

 

 

 

 

 

 

 

 

 

 

 

受訪者編號 職稱 公司成立

年度 

營業地點 公司規模  

TW01 副總經理 1997 台北 70 人 

TW03 高級經理 2001 台北 20 人 

TW04 總經理 1972 台中 37 人 

TW06 高級經理 1984 台中 110 人 

TW07 總經理 1974 台中 70 人 

TW10 董事長 1967 台南 120 人 

TW14 總經理 1977 台中 40 人 

TW15 高級經理 2010 台北 6 人 

TW16 總經理 1978 台中 90 人 

TW18 總經理 1965 台南 70 人 

TW20 總經理 1994 台北 35 人 

TW22 副總經理 1997 台北 45 人 

TW26 董事長 1969 台南 140 人 

TW31 總經理 1997 台北 30 人 

TW33 董事長 1972 台南 125 人 

TW35 總經理 1981 台北  20 人 

TW36 董事長 1967 台南 80 人 

TW37 高級經理 2011 台北 12 人 

TW38 董事長 1967 台中 60 人 

TW40 董事長 1964 台中 50 人 

TW41 董事長 1965 台南 110 人 

TW44 總經理 1977 台中 60 人 

TW47 總經理 2003 台北 40 人 

TW50 高級經理 1995 台中 35 人 

TW54 總經理 1976 台中 80 人 

TW59 總經理 1970 台中 65 人 

TW60 副總經理 1983 台南 70 人 

TW63 董事長 1981 台中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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