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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文化 

跨國企業經營海外子公司勢必會遇到當地文化的影響而做出適當的組織或

管理方面的調整，因此本研究先蒐集相關文化及國家文化的定義與範圍。 

一、 文化的定義 

文化是種很複雜的概念，很難簡單的去定義它，各界的學者都有他們各自為

文化下的註解。因此雖然無法為文化下個簡單的定義，但是可以替文化的功能下

個註解：文化是真義、思想、意識所共有分享的系統(A shared system of meaning, 

ideas, and thought). National Culture And Managemen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March24, 1994, P2。文化是種透過文字、手勢、物件表達想要溝通、解

釋處理的代碼。文化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引導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覺及理解，進而

影響我們的行為。Hofstede（1991）曾提出文化就像是心靈的軟體(software of 

mind)，提供給我們對於世界認知的重要代碼。 

大部分的時間我們無法察覺到文化，因為我們認為一切都是正常、合理的。

不過當我們遇到來自不同文化的人時，就會察覺到為什麼他會跟我作不同的行

為，進而發覺文化的存在。隨著時間經過以及接觸，我們會體認到本身文化的特

殊性，進而瞭解到平常我們所認為正常的行為，只不過是眾多去組織人類經驗的

方法之一。 

二、 文化的範圍 



 

 4

文化涵蓋的範圍可大可小。如果以伊斯蘭教文化、佛教文化這類宗教文化作

為區分，那此時各別文化涵蓋的範圍便很大，可以是跨國家跟組織的。另外像是

西班牙文化，則是涵蓋了所有西班牙語系的國家。即使是在同一國家內，仍然會

有許多依照人民不同的種族、宗教劃分出來的文化範圍。不僅是國家、種族、宗

教有其特有的文化，像是 IBM、Microsoft 這類型的企業組織也都有其特有的組

織文化。 

我們每個人其實都隸屬於多重文化中的成員，只是這些文化對我們的影響有

大有小，有些影響我們對於世界的認知甚劇，其他則不然，而這些文化的範圍可

以從跨國的，國家的，社會的，甚至組織的。一個 IBM 的員工要轉職到 Microsoft，

可能需要幾天或者幾個禮拜來適應不同公司的組織文化，而一個台灣人要移居到

美國，則可能需要花上幾年來適應不同的國家文化。 

由此看來文化的範圍可以分為好幾種，那我們又如何將跨國間的企業管理與

文化連上關係。其實從跨國管理這詞來看，本研究所放的焦點當然是在國家不同

所造成管理上的影響，而許多實證研究也說出許多文化價值觀與行為的不同都是

來自不同『國家』的人民所顯現出來的，因此在研究文化與跨國管理上，本研究

即針對『國家文化』來作討論。 

三、 國家文化 

Hofstede（1990）將國家文化定義為一種價值觀、信念，且在孩童時已習得，

而國家文化可以區別出群體與群體問的不同。Clark (1990）定義國民文化為『 一

國國民所共享的態度與見解，它規範國民的行為與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本研

究定義國家文化是『 一國國民對於意識形象的態度以及對事物的看法，並深深

影響國民的行為』。Hofstede (1980）認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對於該國員工工作

的價值觀與態度影響很大，企業在管理不同文化的組織成員時，最重要的是必須

要有「跨文化管理」的觀念，企業必須瞭解組織內的不同文化的成員背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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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觀，並分析此文化背景與企業所面臨的環境或組織內文化之差異性，並據

此加以分析管理的機會與威脅，以事先防範問題的產生。 

第二節國家文化的構面 

然而國家文化在哪些層面不同？曾經有人類學者發展出一套 70 個可觀察國

家文化不同的要素，小至婚姻、送禮、葬禮皆包括。不過為了使研究更有效率，

在此列出幾位較具代表性之國家文化學者的論點以及其他相關之探討文獻： 

一、 Hofstede 之國家文化構面 

    Hofstede（1993）在其研究中，將國家文化分為五個構面作討論： 

（一） 權力距離（Power Distance） 

組織或是機構（像是家庭）裡權力較低的成員接受跟預期權力分配不公平的

程度。雖然權力與不公平不論在那種社會都是存在的，但是總會有相對不公平的

社會。高權力距離的人相當重視權力，低權力距離的人則期望相對平等的權力分

享。在高權力距離的文化下，員工預期主管會發號施令，衝突也是透過正式的規

定和權威來解決。相反的，在低權力距離的文化則偏好參與式管理，衝突則是透

過個人網路和聯盟來解決。 

（二）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個人主義的社會意味著社會結構鬆懈，每個人只關心自己和自己最親近的家

人。個人主義沒有好或不好，有些文化很強調它，有些則較注重團體行動。集體

主義定義自己為團體的成員，把團體目標優先放在個人目標之前，比較容易受到

社會常規所指引，較強調和諧的關係；個人主義把自己看成較有自有權，以自己

的利益為優先，受自己的信念和個人價值指引，較重視工作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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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陽性作風（Masculinity/Femininity） 

陽性作風的特徵為獨斷孤行、喜好競爭及追求成就，社會價值則重視巧取豪

奪的作風，為了賺取金錢與達成目標，而不去關心其他人或是生活的品質。陰性

作風的人強調關係和他們的幸福，把焦點放在人類的互動而非競爭和個人的成

功。 

（四） 不確定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指社會感受到不確定及模糊狀況的威脅，而欲加以趨避的程度。生活在高度

不確定性社會中的人們，會樹立更多正式的規定，不容許脫軌的想法和行為來避

免不確定性狀況的發生。在低度不確定性避免的文化，人們將不確定的情況視為

個人可以成長、發展、突破新環境的背景。 

（五） 長期導向（Long-tern orientation/Short-tern orientation） 

是對生活與工作的態度取向，基本上，具長期導向的國家文化，其價值觀傾

向節儉和對目標達成的堅持；而另一方面具短期取向的國家文化，則比較注重個

人的穩定、幸福與活在當下。 

二、 Hall 之國家文化構面 

Hall(1960)在其研究中，運用五種『無聲語言』（Silent Language）來區別

國家文化的差異： 

（一） 時間語言（Language of Time） 

    時間的意義跟運用在不同的國家皆有差異。有人認為時間是接續而來且有理

的。人民身處於該文化對於時間計算上非常精準，他們將每件活動都詳細的作排

程，嚴格訂定期限並且對於延遲非常在意。時間的使用不僅是在組織日常生活中

最重要的原則，也是有效溝通的重點：重要的事情要馬上處理，不重的事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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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讓別人等待是很不禮貌的事情。相反的，人們假使身處於認為時間是彈性

的、含糊不清的文化中，那他們對於工作的排程、延遲便顯得不在乎。 

（二） 空間語言（Language of Space） 

空間使用方法上的不同。像是人跟人彼此間站的距離就可以表達一個彼此的

親密關係、友誼或者是禮俗，而這樣的距離在不同的文化中是不相同的，站的距

離近可能對某個人來說是正常的，但可能對另一個文化的人來說是被侵犯的、不

舒服的。而在排隊習慣方面各個文化也不盡相同，某些文化的人會規規矩矩的按

照直線的順序排隊，可能另一個文化卻對排隊的順序不在意。還有一點不明顯但

卻很重要的就是利用空間上的位置來顯示排名或權力的象徵，像是美國人跟日本

人做生意時，美國人不會去在意位置安排所帶來的含意，但是日本人卻是很注重

他們所被安排的相對位置是否能夠彰顯他們的地位。 

（三） 物質生活語言（Language of Material Goods） 

物質用品常被用來當作地位以及權力的象徵，在文化溝通中物質的使用是很

重要的媒介。Hall 發現，由於受到美國歷史淵源的影響：流動性的社會層級以

及人口。美國人對於自己以及他人使用的物質用品、物質的累積非常敏感，擁有

角落的辦公室、公司專屬的配車、高薪都是用來跟他人比較以彰顯自己地位的方

式。在某些日本公司卻較不在意這種物質使用所帶來的意義，主管坐在開放空間

的辦公桌跟同仁一起工作，彼此間的薪水差距也不像美國公司那樣的大。 

（四） 友誼語言（Language of Friendship） 

發展與維持友誼在各種文化下也會有不同的展現。在一些相對不注重擁有物

質的文化裡，人們不會注意這個人擁有什麼，反而會注意這個人在家庭及朋友這

些社交網路中經營狀況如何，因為重視這些關係，在這種文化中，友誼是長期建

立的、持久的並且會形成互惠義務的觀念。反而在美國，交朋友很快，卻也散得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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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協議語言（Language of Agreement） 

各文化在表達同意與不同意的方式也各不相同。在美國，必須要清楚表達同

意或是不同意，甚至被要求清楚寫下你所想表達的意見。而在其他文化裡，可能

用簡單的握手或是意見表達同意，而遇到不同意的事情時會委婉的說出『這件事

可能會有困難』這類模糊的話以避免直接的衝突。 

Hall 根據這五個『無聲的語言』將觀察到人們的溝通方式分為： 

（一） 低文化內涵取向（Low-context culture approach） 

在低內涵文化裡，為了要使溝通更有效率必須更精準、明確的表達訊息，發

言者所使用的文字直接清楚地傳達他的訊息給聆聽者。代表國家如加拿大、英

國、美國等盎格魯薩克遜國家，以及日耳曼國家。 

低內涵文化代表為美國。也許因為美國是個年輕、並且由許多不同背景人組

成的國家，美國文化不是那麼依賴深植於文化內涵的溝通。美國人心直口快

(Plain Speaking)，協調、談判時務必講求明確、完整以及靠書面明瞭表達。Hall

形容美國人在時間處理上依照行程做事、同一時間只做一件事、很注重規定的期

限、認為讓別人等是很不尊重的行為。美國人強調物質用品，對於交朋友則是很

隨性都反應了這個社會缺乏固定的社會結構。 

（二） 高文化內涵取向（High-context culture approach） 

在高內涵文化裡，Hall 觀察人強調友誼跟社群網路經營，重視信任跟瞭解

更甚於規範。談話時不需要太多明確的溝通，因為彼此都有很高程度的共識，談

話時的情境和字面的意思是同等重要的，而文化線索對於瞭解傳達的訊息是很重

要的，如阿拉伯、日本及中國。 

高文化內涵文化重視人際關係與情感，信任是很重要的，如果在沙烏地阿拉

伯或日本等高內涵文化下，律師出席會議中（尤其是初步會議）則會被視為不信

任的象徵。因為這類文化重視長期關係，被認為不信任潛在合作者，就足以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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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結束。 

三、 Schwartz 之國家文化議題 

Schwartz（1999）將國家文化分為三種議題來做探討： 

（一） 第一個議題 

便是最常被運用的文化構面『個人與團體間的關係』。這類的構面最主要有

Hofstede 提出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以及其

他學者提出來意思相近名稱不同的構面。Schwartz 認為這個議題存在兩個主要

主軸：(1)個人還是團體的利益優先？；(2)人們對於團體自主(autonomous)跟深

植(embedded)的程度？。 

保守主義：Schwartz 認為在這個議題的一端構面為形容『人為深植在團體

中並且透過社交關係、認同群體以及參與群體共享的生活方式來找尋生活意義的

個體』，這種構面也被稱為『保守主義』：保持現狀並且禁止任何可能會破壞傳統

團體生活的活動或思想。 

自主主義：而議題的另一端構面則為形容『個體為自主的，個體自主找尋各

種生活意義，透過各自內心的屬性（偏好、感覺）去表達自我』。而這類『自主

的文化』又可分為： 

1. 表達意識及思想的理智自我（Intellectual Autonomy）：強調個體獨立表達

各自意識及理智決策的嚮往（好奇心、創意）。 

2. 表達感覺與情感的感情自我（Affective Autonomy）：強調個體獨立表達正

面情感經驗的嚮往（快樂、多樣化的生活）。 

（二） 第二個議題： 

階級主義（Hierarchy）：強調權力、角色以及資源（社會力量、福利）分配

不平等之合理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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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強調超越自我利益以自願對他人福祉做出承諾

的社會。 

（三） 第三個議題： 

主宰 Mastery：強調透過主動自我（野心、成功、能力）來領導、主宰一切

的文化。 

和諧 Harmony：強調和諧融入所處環境的文化，人們接受環境的現況並不會

想去改變、創造環境。（保護環境、綠化） 

四、 Hampden-Turner ＆ Trompenaars 之架構 

Hampden-Tumer 和 Trompenaar（1993）認為國家在創造財富的加值過程中，

均會碰到「文化上的價值兩難」，其中最常見的問題有七種，也正是諸多國家文

化差異的所在，茲分述如下： 

（一） 普遍主義或特殊主義（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 )  

意指在沒有任何法規或法令可以適用某一特殊情況時，人們如何處理此一狀

況。在普遍主義的社會中，能夠被定義出且恆常適用者，就是好的、對的；相反

的，在特殊主義的文化中，更重視人際關係和特別環境的義務。 

（二） 分析或整合（Analyzing V.S Integrating )  

即是分析解構與建構整合。在分析文化的社會中，擅於分析事實、論點、數

字，精於拆解工作、細節、現象；在整合文化的社會中，擅於辨識類型、整合局

部關係與綜觀大局。 

（三） 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 Individualism V.S Communitarianism )  

個人主義強調確保個人權力與強調個人能力，並尊重個人需求和偏好；集體

主義強調增進個人所屬之整體組織的利益較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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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內部導向或外部導向（ Inner-directed V.S Outer-directed )  

內部導向強調組織或個人行動時，應該多傾聽內部導向的判斷、決策或聲

音；而外部導向強調多探視外部環境所傳送的訊號、需求與趨勢。 

（五） 依序處理或同時處理（ Time as sequence V.S Time as synchronization )  

在依序處理文化中組織或個人主張依序而迅速地處理事情比較好；而同時處

理的文化主張大夥兒協調而同步地處理事情比較好。 

（六） 贏得的地位或賦予的地位（ Achieved status V.S Ascribed status )  

在贏得地位的文化中，組織成員的地位，取決於其表現與績效；而賦予地位

的文化中，認為年齡、年資、性別、學位、潛力或特殊的角色有著重要的意義。 

（七） 平等或階層（ Equality V.S Hierarchy） 

在平等文化組織或管理者主張平等對持員工，以便贏得他們的全力貢獻；而

階層文化強調管理階層的判斷與職權。 

五、 Kluckhohn-Strodtbeck 理論架構  

Kluckhohn & Strodtbock (1961)架構主要是用來分析各文化間的差異，其

提供了六個基本的文化層面：  

（一） 與環境的關係（Relationship to Environment） 

指人民是順從於環境、與環境和諧共處，或是支配環境。在順從的環境文化

中，人民認為一切都是神的旨意，對於能否達成目標不是人可以主導的，所以不

會設定目標，如中東地區；而在支配環境的文化中，人民相信可以控制大自然，

因此會訂定明確目標，並有較大的機會懲罰失敗，如美國及加拿大。 

（二） 時間取向（Tim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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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構面是指將焦點放在過去、現在或未來。不同的社會在時間取向上會有不

同的比重。將焦點放在過去者，通常會遵循傳統，努力維持歷史的習俗，例如義

大利；而將焦點放在現在及不久的將來者，視時間為資源，必須有效利用時間，

在其績效評估會採用短期取向，例如美國；將焦點放在未來者通常是採取長期觀

點的績效評估方法，例如日本。 

（三） 對人性的看法（Nature of People)  

此構面將人性分成善良、邪惡及混合三種。視為善良者認為自己基本上是誠

實的，值得信任的；視為邪惡者則認為人性本惡，在一個越傾向威權領導的社會，

往往認為人性是邪惡的；混合者則強調人性本善，但不會讓人佔便宜。 

（四） 活動取向（Activity Orientation)  

某些文化強調做事（ doing ）或是行動，同時也很重視成就，例如北美是

行動取向的社會，人民努力工作，並且期持加薪、升遷及其他代表成就的報酬；

某些文化則強調存在（ being ）或活在現在，相當重視去體．驗生活，追尋立

即滿足，存在取向的文化，人們做決策時是依據情緒，例如墨西哥；而某些文化

則將焦點放在控制，這種文化傾向抑制著物資的慾望，強調理性及邏輯，法國代

表了控制取向。 

（五） 責任的焦點（Focus of Responsibility)  

此構面是根據責任的焦點來區分文化。有些文化強調個人主義，用個人的特

色及成就來定義自己，例如美國；強調集體主義則特別重視團體的和諧，團結及

忠誠，例如馬來西亞及以色列。「責任的焦點」和組織中的工作設計、決策模式、

溝通型態、獎酬制度及甄選標準都有密切關係。個人主義社會中，甄選的標準是

個人的成就；集體主義是依據團體合作態度。 

（六） 對空間的概念（Conception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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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文化強調非常公開，認為事情應該在公開的情況下進行。某些文化則強

調事情皆要保持其隱私性。對於空間的概念和組織中的工作設計與溝通有明顯相

關。 

六、 Triandis 整合文化構面 

Triandis(2006) 探討全球文化構面： 

（一） 文化複雜度（Complexity） 

最簡單的比喻就拿一般鄉村與像倫敦這種國際性都市來比較，在鄉村裡人們

的思考模式都很相似，但住在倫敦的居民卻用 300 種語言互通，思考模式、種族、

宗教等等更是多樣化。 

身處在複雜文化的成員大多屬於認知複雜型，而認知複雜度可從幾方面來判

斷。1.實體被放置於項目的多寡：被放置的項目多時屬於認知複雜型，被放置的

項目少時屬於認知簡易型。2.瞭解一個現象需要參考面向的多寡：當需要參考面

向多時屬於認知複雜型，當需要參考面向少時屬於認知簡易型。 

而認知簡易的思考則是從小就開始養成的，一個人生長在簡易的環境就容易

養成這類型的思考。而認知簡易型的人通常生長居住在鄉村，他們強調靈魂、直

覺式的思考，認為居住在城市的人很孤獨、每個人都不同於他人、對於上帝這樣

是很無禮的挑戰行為。他們鄙視文明、智慧，認為那樣顧慮太多、太過於繁瑣。

簡易型思考模式常大多出現在法西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其他具有極端思想

的人身上，像是異教徒、毛澤東主義者。相反的，認知複雜型通常居住在城市裡、

具有多國化特色以及專精於藝術跟科學，他們凡事講求因果而非直覺、認為靈魂

只是個假設的東西，這類的人大多出現在唯物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

身上。 

（二） 文化嚴謹度（T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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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謹的文化中，規範很嚴謹，可能位於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人們要互相

依賴對方，因此做出符合他們期待的行為是很重要的，否則社會可能會因此混

亂。他們認為自由代表混亂、無組織及規章。嚴謹也代表著非黑即白的思想，因

此『認知簡易化』容易出現在嚴謹的社會中。 

在鬆散的文化中，偏離規範是可以被容忍的，多處於人口密度較低的地區，

人們因此互相依賴的程度低，不會太多必須符合他人期待的規範行為。泰國鄉村

就是個典型的寬鬆文化，人們常常把『沒關係』掛在嘴邊。開放的疆界也有助於

寬鬆文化的形成，因為隨著電視以及網路的發達，可以知道原來正確的行為是有

很多不同的，不僅侷限在自己所處文化中的行為才是正確的，因而有助於寬鬆文

化的形成。 

（三） 團體主義與個人主義（Collectivism & Individualism） 

在團體主義文化裡通常具有『簡易』跟『嚴謹』的特性。溝通間接表達、含

糊不清也可以意會彼此。具有高度團體主義的文化通常具有以下特色：1.規範一

致化 2.階級制度較不明顯 3.較不與外界接觸 4.社會較少變動、較安定 5.老人比

較多 6.大家庭比較多 7.人的命運通常伴隨著內在團體（in-group）8.人們成長

過程中會有嚴格的宗教信仰 9.人們較少接觸現代化的大眾媒體。 

團體主義文化對於『內在團體（in-group）』及『外在團體（out-group）』

有很強烈的對比感受。好萊塢的明星就是很好的例子，他們只作自己覺得有趣的

事，他們可以馬上決定要跟另一人結婚而不需要詢問家人或是朋友的意見。 

個人主義文化的特色：自我、競爭、獨特、樂觀、平等、人權、民主、自由。

東方人會注意事情的內容及周遭，西方人則專注於事情的本身。例如一條魚在充

滿石頭跟土壤的水中，東方人相較於西方人多注意到石頭跟土壤。東方人看一件

事，會從好的及壞的層面去瞭解。 

個人主義文化認為影響行為來自人的本身-態度、能力、性格及習慣。團體

主義認為影響行為來自於人的外部-團體規範、價值觀以及團體成員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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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義的興起跟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奢侈文化的興起，社會變遷快速，人們變

得較不關心他們的內部團體。像是新加坡就必須透過法令來規範子女盡孝道的責

任，這對於中國人來說是很不可思議的。而在 2003 年法國發生熱浪，由於人們

去度假而忽略了年長的人，而造成 15000 人死於熱浪。 

在一項包含62個社會，由170個調查員調查17300個經理人的研究中（House 

et al , 2004），發現社會健全、生活期待度及一般滿意度高的社會大部分屬於

高個人主義、低權力距離並且人們行為『嚴謹』思想卻『寬鬆』。Triandis 認為

這是因為行為嚴謹對於社會行為大都猜想得到，生活較容易；而思想寬鬆代表人

們不想被嚴謹的生活壓的喘不過氣，希望對於越矩的行為能有多點容忍。 

第三節國家文化與管理意涵之實證研究 

有關於國家文化相關研究一直不斷的進行著，從中可了解到文化價值與社會

組織、道德規範與個人行為等許多方面有高度相關性。而其中，又以國家文化對

於管理意涵的研究較為早興起且廣泛，本文亦為探討企業如何有效管理不同文化

的組織與人員，以下列出幾位學者過去對於國家文化與管理意涵的研究。 

一、 Hofstede 

（一） Hofstede（1983）探討國家文化對於領導方式、組織與激勵員工方式的影

響： 

1. 領導方式 

影響領導方式最有相關的兩個構面為『個人主義』跟『權力距離』。以美國

為例，美國是個人主義極高跟權力距離中等的國家，在美國領導方式理論為根據



 

 16

個人追求的最終自我利益為假定的依據來作領導。權力距離在領導方式裡可由參

與式領導的程度表達。在美國部屬可以參與主管作決策的過程，但主管仍必須保

有作決策的權力，這是在美國很強調的一種所謂管理的特權的現象。在較高權力

距離文化裡，像是第三世界的國家還有法國跟比利時，部屬不會想也無法參與主

管的決策，這時主管通常採取專制性管理。當社會文化同時具有團體主義時，此

時部屬可能就可以去影響主管的決策，在亞洲地區這種模式很普遍。而在一些個

人主義及低權力距離的國家如丹麥及以色列，主管的特權就不是那麼被重視，部

屬可以時常挑戰主管的想法。 

2. 組織 

組織的功用其中兩項在於分配權力及預測計畫以避免不確定性，因此影響組

織最有相關的兩個構面為『不確定避免』跟『權力距離』。當同一公司兩個部門

發生衝突時，法國人認為應該交由更高一層的主管來決定，由此可見法國組織型

態為金字塔型，階層制分明並且有制度來規範，屬於高權力距離及高不確定避

免；德國認為應該從制度面著手，由此可見德國組織型態為運作良好的組織

(well-oiled)，只要把制度規範出來不需要太多的命令、控制，屬於低權力距離

及高不確定避免；英國人則認為要改善兩部門的溝通，由此可見英國組織型態不

需要分明的階級，擁有彈性的規範，遇到問題透過談判的來解決，屬於低權力距

離及低不確定避免。還有一種屬於家庭式的組織，該文化中父系擁有主導權但規

範卻很少，屬於高權力距離及低不確定避免，屬於這種組織文化的國家有印度、

華人社會。而美國則屬於中間的國家，四種型態的組織在美國都可以見到但是都

很平均，也可看出來為什麼這類國家的跨國企業比較成功，因為比較可以融合各

種不同的文化。 

3. 激勵員工 

激勵員工相關的構面首先為『個人主義 /團體主義』。在動機因子方面，在

個人主義社會中，強調自我實現與自我尊重，影響個人去工作的最佳動機為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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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實行『自己』應盡的義務。而在 Collectivism 社會，個人工作動機是為了

去實行『團體』應盡的義務。 

再來看『不確定避免』及『陽性作風』對激勵員工的影響。在低不確定避免

及陽性作風社會中如美國，引起員工工作動機必較適當的方式可能為給予員工具

有挑戰性的任務、給予員工有成就感的感覺；在高度不確定避免的社會中如日

本，給予員工安全、安定的感覺就是最佳的工作動機。 

（二） Hofstede（1984）在其研究中指出管理意涵與其主張五種國家文化構面的

關係： 

在低權力距離社會中，管理者會時常諮詢部屬意見，讓部屬發揮自我是提高

其工作生活品質的一種方法。在高度權力距離社會中，部屬有很強的依賴性，他

們不太習慣主管過來詢問他們問題，反而希望主管能夠享受權力、採用專制式管

理。第三世界（高權力距離）的人民到正在嘗試消除階級地位差距的北歐跟西歐

工作會感到相當的失落，因為他們找不到可以依賴的主管，並且清楚的交代他們

任務。 

在團體主義社會中，個體看重的是內部團體（in-group），並且內部團體也

會要求個體表現出他們的忠誠。在個人主義社會中，高生活品質表示個人的成

功，成就，自我實現，以及自我尊重。在團體主義社會中，高生活品質大多以家

庭或是團體而非個人表示。在個人主義工作團體中，工作排在與人互動之前。在

團體主義工作團體中，與人互動排在工作之前。因為在團體主義社會中，強調著

內部團體的重要，因此要完成工作任務前，必須先與他人建立良好的關係，讓彼

此互相成為內部團體中的成員，如此才能一起合作完成工作。 

像是在高不確定避免社會裡，要提高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可以給予多一點保

障跟工作架構。在女性作風社會裡，要提高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可以提供在工作

互動、接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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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riandis 

（一） Triandis（1982）瞭解文化變數對於組織的影響： 

在界定目標方面，像是金錢或是促銷這類的目標較有可能出現在陽性作風文

化中，而好的人際互動這類的目標較有可能出現在女性作風文化中。 

在領導力方面，Triandis 探討兩種領導力的層面 

1. 部屬參與決策的情形(公司的民主程度) 

2. 主管監視部屬的程度（監控） 

而與公司民主程度有關的幾個文化變數有權力距離、自我認知、對未來的觀

點、上下級間的行為。在個人主義文化中，決策通常交由投票決定。在團體主義

文化中，決策必須要大家一致同意，或是被說服，某種觀點才會決定。 

（二） Triandis（2004） 

在嚴謹文化中訂有許多的規範、準則，人民會因為觸犯規範而被批評、處罰

甚至被處死。而在鬆散文化中沒有太多的規範跟準則，即使沒有照著規範來作，

人民也採取無所謂的態度。而不確定避免這個構面就是跟文化嚴謹與否有關的指

標。在高不確定避免的文化中，人們想擁有架構，想準確的知道自己的行為是否

合適，想預測下一步會發生什麼，因此需要有制度來規範他們。 

在個人主義文化中，許多研究被用在人力資源實務上，例如企業在徵才選人

時選人時以個人特質為基礎，在團體主義社會中以團體為基礎。現今在個人主義

社會中，有更多針對團體主義的訓練，因為如此員工忠誠度會必較高，比較不容

易離開公司。而在團體主義中，老闆較會會去參與員工個人生活、關心人際間的

互動，關心員工，而並非只關心員工的績效。 

許多因素會影響著文化的構面，以個人主義/團體主義為例，例如當具有領

導的角色、受教高的教育、出國比較多次、雙親家庭、曾在社會上流動(Socially 

mobile)、移居、接觸西方的文化，當國家變得越富有，人民越傾向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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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可能需要經過幾個世代才能轉變，但即使在個人主義文化中，我們仍舊可

以找到團體主義的成分。 

三、 其他 

另外還有許多學者探討出會影響多國企業運作的文化層級，以Shenkar & Luo

（2004）所列出之文化層級為例： 

種族多樣性：在許多國家裡，種族的多樣性越來越明顯，例如在美國，亞洲

跟西班牙文化的人口越來越多。這使得衍生許多次文化在國家文化中。在這樣的

情況之下，從消費型態到員工關係的處理，跨國企業需要面臨越來越多樣性的文

化議題。產業：在各自產業裡共有價值觀能夠讓身處不同市場的員工瞭解，有助

於多國企業的運作跟全球整合。人口統計變數：Hofstede, Neujen, Ohayv and 

Sanders（1990）發現教育、年齡、階級會影響價值觀的差異。像是在中國新生

代的管理者多被認為是個人主義導向而非老一輩儒家思想那般。而這類的因素會

讓國家文化更不一致，並讓多國企業的整合更困難。 

文化禮儀（Cultural Etiquette）：每個國家都有其特有禮儀與規矩，當與

其文化的人民有生意往來或是共事時必須特別注意這些禮儀，以免冒犯到對方。

例如在韓國用紅筆寫某人的姓名代表此人已往生，在中國或日本用白色或黑色包

裝的禮物只會出現在葬禮中；在沙烏地阿拉伯用左手做任何事、在巴西比 Okay

的手勢都是非常令人感到厭惡的手勢。 

文化的刻板印象（Cultural stereotypes）：跨國企業到外國招募人才與當

地市場接觸前，難免會依過去或他人經驗先設想該國文化，進而影響到總部跟子

公司如何看待對方，以及對於當地市場的想法。例如日本人會先入為主認為美國

人是沒耐心的、自我中心的、對朋友很好的及績效導向的。 

文化距離 （Cultural distance）：文化間的距離在彼此互動時就會顯現出

來，進而影響多國企業對於國際化、進入模式、產品調整及用人的決策。例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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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距離文化的企業進入低文化距離文化的國家，是否該調整其組織內部的規

章。 

文化趨於相近或相異（Convergence & Divergence）：文化趨於相近假設隨

著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遷徙、網路、運輸及旅遊，造成全球國家文化越來越像。

文化趨於相異假設國家還是會維持各自特有的文化。文化趨於相近的現象通常出

現在『全球化產品』如可口可樂與麥當勞，不過即使是全球化產品有時也必須因

應各地文化不同而做調整，也因此仍有相異的地方。 

第四節越南環境簡介 

一、 越南人文歷史與自然環境 

越南（Vietnam）全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二次世界大戰前，越南為法國殖民地，戰後以胡志明為首的民間

為取得政權與法國駐軍進行多次內戰。1954 年雙方簽署日內瓦停戰協定，以北

緯 17 度將越南分隔為南、北越兩部分，北方由胡志明領導，稱「越南民主共和

國」，南方由吳廷琰領導，稱「越南共和國」。美國為避免南越政府被北越赤化，

於 60 年代末及 70 年代初大舉介入越戰，協助南越對抗北越共黨部隊。1969 年

胡志明病逝，北越實施集體領導，由孫德勝繼任國家主席。1973 年，美國國會

不同意繼續軍經援助南越，使南越陷入孤軍作戰困境中。1975 年 4 月 30 日，南

越全部落入共黨手中，翌年 7月 2日，南北正式合併，更改國名為『越南社會主

義共和國』並沿用至今。 

越南面積約為 33 萬平方公里，約為台灣面積 9 倍大，全國行政區劃分 59

個省及河內、胡志明市、海防、峴港及芹苴等 5個直轄市。首都為河內，人口約

有 300 萬人。至 2005 年底，越南總人口約有 8,312 萬人，識字率約 9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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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人口約 3,400 萬。境內有 54 個民族，越族（京族）佔 88%，還有岱、芒、

儂、傣、赫蒙（苗）、瑤、佔、高棉等，華人約有 100 多萬人。官方語言為越南

普通話，以河內語音為標準越語，因受法國統治以及其他國家投資，受教育以及

就業人口略通華語、英語、法語。宗教方面，受到地理、歷史的原因，越南宗教

受到印度、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影響越南宗教信仰自由，故越南宗教有佛教、天主

教、道教等十多種宗教，其中以佛教佔全國宗教人口百分之五十三最多；天主教

佔四十次之；道教佔百分之六；另有少數基督教徒及回教徒約佔百分之一。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側，東濱南中國海，西鄰和柬埔寨，北與中國（廣東、

廣西、雲南），與馬來西亞隔海相望，全國總面積為 329,600 平方公里，居世界

第 58 位（約為台灣之 9.3 倍），其中山地佔總面積四分之三，水域面積約 6,600

平方公里，陸地邊界全長 3,818 公里，海岸線長 3,260 公里。越南屬於熱帶季風

氣候，南部終年溫暖，另分乾季與雨季，平均氣溫約攝氏 25 度以上；北部夏熱

冬涼，每年 11 月至次年 2月稍有寒意，與屏東、高雄相似。年雨量平均為 1,500

毫米以上，7月至 10 月間時有颱風及水災。 

二、 越南經濟狀況與投資環境 

越南經濟因長年戰爭，工業設施、 公 路、橋樑均遭嚴重破壞，統一後遭歐

美各國經濟抵制，且因內部政策錯誤，造成經濟發展停滯、農業減產、通貨膨脹

劇增，致今日的越南仍然貧窮落後。自從 1986 實施經濟革新政策(Doi Moi)後，

近年來自國際的援助及外資紛紛湧入，協助基礎建設，越南正逐漸擺脫困境，發

展經濟，越南已漸漸自完全為政府計畫的統治型經濟（Command Economy 又稱計

畫型經濟，Planned Economy），轉型為由市場價格決定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越南於 1995 年 7 月加入東協、參加東協自由貿易區、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與歐盟簽訂經濟貿易合作協定、亦與美國簽訂貿易協定，取得關稅暨貿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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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觀察員身份並準備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目前越南已與

世界一百多國建立貿易關係。 

近年來越南並頒佈實施一系列經濟法規，並在 2007 年 1 月完成加入 WTO。

為配合加入 WTO，2004 年通過反傾銷法、破產法、競爭法、電力法，廢除兩價制

度。積極建設公路、港口、機場及通訊設施等基礎建設以促進經濟發展。 

1990 年代，越南經濟平均的年成長率為 8%，2003 年 7.2%的成長率讓越南成

為當年度南亞地區成長最迅速的經濟體。2005 年由於投資、國內需求與出口貿

易均快速成長，依據越南統計總局公布越南 2005 年國內生產毛額達 530 億美元，

較 2004 年成長 8.4%，在東亞地區僅次於中國大陸，平均國民所得為 640 美元。 

越南農業人口佔全國 80%，近年來在農業私有化制度鼓勵之下，農業生產不

但恢復自給自足，並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國。稻米、茶葉、漁產、咖啡、

腰果為越南主要出口農產品。越南政府並對外國投資者提供一系列土地資金稅賦

之獎勵優惠措施，以吸引外商投資農業部門。 

由於越南政府將持續市場經濟改革，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一般預期

在未來幾年內，越南經濟仍將維持快速成長之步伐。越南政府設定 2006 年經濟

成長目標為 8%。 

越南自 1987 年實施對外改革開放以來，雖努力實施市場經濟，期能在最短

時間內融入國際經貿體系，此舉雖吸引大量外商接踵前來投資或設立行銷據點，

然因政府觀念過於保守、中央與地方政策不一、法令制訂內容缺乏具體執行細節

及官僚體制運作，行政效率不彰等因素，致部分外商在越營運未如預期順暢。越

南投資環境存在著許多變數，外商若無法掌握或適應，則營運風險極高。茲將越

南投資環境優劣勢整理如下。 

越南投資環境優勢為越南政府改革企圖堅決，提供外商投資優惠；天然資源

豐富，價格便宜；勞動力充沛，工資低廉；政治穩定，治安良好，無排華疑慮；

美越貿易協定業已生效實施，美國如給予越南正常貿易關係待遇，有利業者拓展

該國市場；歐盟持續給予越南多項產品進口優惠關稅待遇；加入 WTO，市場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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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規範將更趨於透明開放；東協自由貿易區（ASEAN Free Trade Area，簡稱 AFTA）

一員，2006 年起區內關稅漸降至 5%以下。 

而越南投資環境的劣勢為官僚體制運作，行政效率欠佳；法規尚不建全，許

多法規仍缺乏施行細則；人治色彩仍然濃厚，佣金或紅包文化普遍，深入日常生

活，影響頗深；公共建設不足，基礎設施落後；暢銷品牌易遭仿冒，挫減廠商投

資意願；走私（特別是中國大陸走私貨品）不易防杜，本地貨較難與競爭；城鄉

所得差距大，消費型態不一；土地為國家所有，外商僅能承租，有土地使用權（越

南通稱紅皮書或紅本子），惟無土地所有權；電費及通訊費較鄰近東南亞國家高

昂；週邊產業不足，原料、副料或零配件大多仍須仰賴進口，致生產成本增加。

（資料來源：經濟部越南投資環境） 

第五節台商在越南投資情況 

據越南外國投資局表示，至 2005 年底台灣在越南投資 79.3 億美元，投資件

數為 1408 件，若將台灣經第 3 國在越南之投資計算在內，台灣在越南投資總額

達 100 億美元，為越南第一大投資國。2005 年台灣在越南投資 6.74 億美元，較

2004 年增加 43.7%，台商在越南投資日益增加，預估 3至 4年台商在越南投資將

超過 110 億美元。 

據越南計畫投資部統計資料及駐越南代表處粗略分類，台商在越南投資之家

數，以成衣紡織業、食品及農林水產業、機械業、橡塑膠製品業、木製傢俱業為

最多。越南南部地區係外資最多區域，該區域吸引外資總額約占越南外資總額之

60%至70%，越南南部地區也是台商投資重鎮，台商在胡志明市、同奈省及平陽省

之投資金額皆為第一位，目前製鞋業、紡織業、自行車業、機車業、木製傢俱業

等勞力密集產業均已在越南南部地區逐步形成上下游之生產體系，台商在越南

投資以中小規模之製造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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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能夠在越南投資成功，其有利因素包括台越雙邊關係發展良好，事務委

員會及各區台商會方便台商做諮詢，台商在越南相對於其他國家較受重視；越南

地理位置接近台灣，由國內支援容易；越南重視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在經歷亞洲

金融風暴後，越南中央政府開始重視我國中小企業，派遣許多投資招商團至台灣

吸引中小企業至越南投資，成效良好，對我國之中小企業前往越南投資亦均表示

歡迎；越南治安相對良好；越南人力素質尚可而且工資低廉，越南人民（特別是

女性）勤奮，識字率高且易受訓練，越南之勞工平均每月薪資約為 50 至 60 美元。               

但是在越南投資環境上的劣勢仍包括越南市場仍然開放不足，包括貿易、保

險、金融及部分服務業等均僅有限度開放，外資服務業進入越南市場極為困難；

近年來由於大量勞力密集之外資廠商前來越南投資，導致越南勞工發生不足之現

象，專業技工及普通操作員階層，發生缺工現象，2005 年底更出現罷工事件；

目前胡志明市暨鄰近省分地區之地價業開始上漲，土地成本高，相對於中國大陸

對於高科技行業之投資，給予全免地租之優惠，越南政府地租減免仍有努力之空

間；越南政府規定之環保標準過高，導致高污染行業投資較為困難；越南水電、

公路、港口等基礎建設仍明顯不足；越南官員薪水偏低，海關、公安暨各級行政

機關官僚情形嚴重。法律規章被各地方與各部會恣意按照本身需求解讀，加上法

令朝令夕改，造成外商額外成本增加；越南金融體系信用觀念不足，融資困難，

外匯大都需自籌，惟目前我國已有多家銀行在越南為台商提供服務，對台商融資

甚有助益；越南行政手續極其遲緩，設廠土地匱乏及土地居民搬遷補償工作執行

不力，並缺乏適當之居民搬遷安頓政策，無法保障居民搬遷他處生活會改善而影

響居民遷移意願，地方官員貪污受賄而致居民公然非法占據工業區規劃 ，增加

工業區土地回收難度，造成不少外商困擾。（資料來源：我國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商務組） 

第六節越南文化及其人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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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列出過去越南與國外學者探討越南文化的研究： 

一、 Tran 與 Tran 

越南學者Tran（2000）與Tran（1999）由地理與人種學的角度探討越南文化，

總結了過去的研究介紹越南文化的基礎與來源指出，越南文化受陰陽思維的影

響，故具有均等主義，在生活中盡量不得罪任何人，並和睦共處，均等主義亦證

明越南人適應能力強；越南農業文化較重視人情，主要以人情為人際關係的原

則；越南人很重視名譽，並愛面子，大部份都怕輿論；因和善的個性，故越南人

講話方式較為間接，習慣仔細考慮後才表達意見，此「三思而後行」的習慣造成

越南人的缺點，就是較缺乏果斷能力；因農業文化的影響，越南人較為靈活並容

易適應各種情況，但這也形成時間觀念較差；由於地理位置，越南文化屬於典型

的農業文化，其特徵有：與自然和睦共處、重視人情、重視道德、文才並重視婦

女（母系）、共同體與集體至上、婉轉、孝順、溫和。 

二、 Louis & Tran  

Louis & Tran (1975)以越南人民與其他國家人民文化的差異做探討，孔孟

思想對越南的影響很大，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比較，越南在此方面較為特殊；越南

人較少關心自由並較為關心順從；與美國人比較，越南人較為重視社會認知，對

越南人而言，得到來自同事的尊敬與羨慕是非常重要的；與美國人比較，越南人

較少有野心。 

三、 Russell ＆ Nhu-Ngoc 

Russell ＆ Nhu-Ngoc（2001）針對 1000 個越南人進行有關價值觀的研究指

出，家庭為越南社會的核心因素，大部份越南均重視家庭價值；工作為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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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超過一半樣本人數認為工作在生活中有其重要性；只有小部份人真正參

與團體、俱樂部、宗教團體以及各聯誼會；由於缺少社會的連結，故大部份越南

人懷疑周邊的人並認為與別人接觸要謹慎。但越南的社會信賴程度尚高於同樣經

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信賴程度在北越、高教育部份以及勞工階層等較為高；至於

宗教信仰，可說越南為世俗的社會， 46 ％受測者無宗教，只有 10 ％認為宗教

在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對於中國與菲律賓，越南人較少參與宗教活動。這

表示越南年輕人及高教育人士受馬克主義教育的影響，故其傳統的宗教價值觀已

逐漸轉為世俗的理性價值慣。然而，越南仍維持許多宗教活動，在農村的人較為

相信宗教信仰；相對於菲律賓及中國，只有一半越南受測者認為其幾乎每週都與

朋友在一起；越南人的工作倫理很高，大部份認為工作是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只

有少數越南人認為休閒為其生活中的重要部份。 

四、 Berrell, Wright & Hoa (1999) 

Berrell, Wright & Hoa(1999)，在一份相同組織內越南籍主管與澳洲籍主

管比較報告中，發現這兩類主管在處理管理議題時有顯著不同的行為。越籍主管

較會接受階級制且比較制式的組織結構；越籍主管比較團體導向不會去強調個人

行為與成就；越籍主管較不願意做改變；越籍主管工作上比較專注於關係和樂；

越籍主管表達不同意見時較多採暗示性而非直接的，因為他們認為採取不同意是

具有衝突性的；越籍主管比較沒有時間共識概念；越籍主管強調傳統與經驗，較

少強調未來導向。 

五、 Smith & Cuong（1996） 

Smith & Cuong（1996）在其研究美國企業如何成功至越南做生意，並且以

越南文化的觀點中發現越南是個被認為是高內涵的文化（High-context），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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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與手勢等非語言的形式，在會議中比語言的談話來的重要；在時間觀念方

面，由於受到傳統農業文化對於季節的關注多於星期與天，加上儒家思想的影

響，緬懷對於過去的傳統。因此越南人採用長遠的時間觀念，對於緊急地完成決

策或是談成生意感到質疑；人際互動方面，禮儀跟禮貌在越南扮演很重要的人際

互動角色，因為這樣拘謹的行為可以降低互動間的不確定性。當第一次與越南人

往來時，必須有心理準備不會談成多少生意，因為他們會先專注在認識你的全部

包括背景、專業及性格等。越南社會是由這種互動網絡的人際關係所組成，因此

在與越南人互動必須要非常注意。在與越南企業或是極具官僚色彩的政府約定面

會時，最好先以書面或是電話通知，而且也要有心理準備他們的回應會很慢，因

為他們總是想要多了解你一點再做出進一步的動作。 

越南人認為他們自己是屬於團體的一份子，以家庭或家族為中心，個人需求

必須排在團體需求之後。在企業中這樣的文化差異也帶來影響，例如獎賞給予團

隊比給予個人來的適當，因為團隊的榮耀比個人來的重要；但是在給予指責或是

處罰方面，當眾給予指責會讓越南人覺得沒有面子，因為會破壞自己在團體中的

形象，所以最好是私底下甚至間接的與越南員工溝通。在越南所有的人際互動都

以和諧及不爭吵為目的，會盡量避免衝突，直接的拒絕或是負面回應被認為是很

沒禮貌的。因此越南人會習慣性的說『是，會』而不常說『不是，不會』，一方

面想要避免衝突，另一方面避免自己因為如此而沒有面子。 

越南社會表面上因為馬可斯思想而訴求兩性平等，但實際上卻是漸漸偏向溫

和式的專制主義，在商業上以及絕大部分官方活動都以男性為主導，因此在越南

女性如果欠缺地位或是尊敬，很難獲得立足之地；一如其他儒家思想文化，越南

人相當尊敬年長的人，年齡代表著經驗與智慧，因此在組織中年長的人不論其職

位為何都會受到相當成度的尊重。但另一方面，年輕人即使有很高的專業與能

力，也很難被認真看待。另外，越南有收禮物以及回禮的習慣。 

六、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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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探討越南文化文獻整理越南文化如下。受到農業社會以及儒家文化的

影響，越南人民重視傳統與過去，對於時間的觀念屬於長久性比較有耐心，進而

導致緊迫的時間觀念較差，可以從回應慢及辦事效率低的官僚政府中看出來；越

南人民對於未接觸過的人或事採取較拘謹的態度，必須經過一定程度的了解才會

有進一步的動作；越南人民屬於團體導向，對於家庭及組織的依歸性重；越南人

民重視人際關係的和睦而避免衝突，因而說話方式較間接、有禮貌，但這也造成

有時判斷不夠果決；避免衝突與集體導向也促成越南人民愛好面子的特性；越南

人民工作勤奮，工作倫理高；有收禮物及回禮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