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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系維中心／何傑

　系維中心儀校組同仁日前在潘主任、廖副主任帶領

下，全組計22位同仁前往新竹縣關西鎮大同里彭廣深

同仁的家中參加公祭告別式，廣深先生於民國45年2

月12日出生，66年12月30日即來本院服務，卒於106

年1月23日。一生62年的歲月超過半生貢獻給國家中

山科學研究院，在系維中心儀校組的主要工作為中央

冷凍空調的運轉與維持服務，因為所有儀具標準件需

要在恆溫恆濕的條件下，方能保持精密與準確，往年

所需電費超過新台幣壹千萬元以上，十年前在廣深先

生的建議下由本組黃錕灃先生辦理壓縮機的更換，使

得原設計過大耗電的規格減小，每年可節省約一半的

電費。

　廣深先生又負責頻譜分析儀、功率感測器、衰減

器、示波器等多種電量儀具之校正工作，即使104年

12月在振興醫院開完心臟瓣膜修補之大手術後，短暫

的休養兩個月後，仍很負責的在三月到五月積極執行

三芝、三峽營區、台中、澎湖、東引、高雄、台東的

校正工作，也就是說責任心驅使他努力以赴，卻忘記

自己的身體已不堪如此折騰，所以不久就回振興醫院

進行第二次與第三次的修補手術，但卻無法恢復健

康，達到他想正常上班的遺願。常言道：「好人不長

命，禍害遺千年」，謹以此文悼念彭廣深先生，感謝

有您的貢獻，儀校組同仁衷心感謝您，使大家相處更

親近，連多位退休同仁也前往致意，永別了！廣深，

只有在天國再見了。

註：廣深先生公餘熱心公益，擔任關西社區合唱團團

◎資通所／查理王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闖過紅燈

嗎？」相信舉凡有開過車或騎過車的人

都會默認；再問其當下闖紅燈的原因是

什麼，回答的答案百百種，但最後的原

因都可歸納為「後面要做的事的重要性

比當下被抓到的損失來得高，而且這金

錢上的損失是你能承擔得起的。」

　比如說今天上班快遲到了，但前面路

口紅綠的等待時間要150秒；眼看燈號

即將轉紅、前面又沒有警察，便油門一

踩「衝」過白線。因為在那當下你覺得

遲到扣錢扣假遠比當下被開罰單來得重

要。如果將懲罰的方式做些改變，比如

將罰金拉高到1千萬元，且在每個路口

都用攝影機作監控，請問這樣法案會否

成功地降低違規率呢？答案是不會，因

為要抵制民意的成本太高了，弄不好就

會賠上整個政治生涯。那還有什麼方

式可以有效降低違規率呢？ 答案就在

《鄉民公審》這本書中。

　初始作者在推特上的帳號(@Luke 

Robert Mason)遭到某學者的機器人程

式複製使用。正版與山寨版共用一個帳

號，並以不同人格的方式發布訊息，但

因對方是機器人，發的訊息量大且密

集。讓作者認為自己遭冒犯且行為被人

們誤解，尤其是不認識的。比如我們不

認識李遠哲，卻可以從他的著作、論述

和媒體報導中大概了解他。在跟學者討

論撤除失敗後，作者將討論過程上傳

Youtube。沒想到才幾天，網民對學者

的留言攻擊多到讓學者受不了，決定刪

除山寨版帳號。這過程導致作者發現一

個結論：公開羞辱是威力強、具有強制

性、無國界、速度快、影響力大、無階

級分別且使遭打壓的人有發聲管道的一

個工具。

流行因子

　從葛拉威爾的《引爆趨勢》，可以瞭

解一個事情如何快速流行，主要有三個

因子：一、「定著因素」，一則訊息能

發生作用，因為它留在你的腦海中，揮

之不去。比如媒體剪接的畫面或特定的

形容詞等。二、「少數原則」，透過社

會流行風潮的關鍵者發動新的趨勢，並

透過自己的人脈、努力、熱情與個性，

掀起社會流行的熱潮。這邊指的關鍵人

有三個：1.連結者負責散播資訊，若以

軟體比喻就是FB、Twitter等；2.用特

殊技巧說服我們的推銷員，比如政論節

目上的名嘴、部落客的開箱文、3C介紹

等；3.最後是專家，如毒物專家林杰

樑。三、「環境力量」，因為人對環境

遠比表面敏感，所以我們常受到周遭環

境與社會脈絡左右；比如破窗理論。

　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數字是「150」。

他說我們最多同時能和150人建立真正

的社會關係。假設某個訊息非常火紅，

我們每人的FB中有150個朋友，每個朋

友的最大共通數50人，在限制只有朋友

看到的情況下，就會有超過一萬個人接

觸到這則訊息。在這舉一則真實的例

子，2014年Carolyn  Zeng在情人節的

FB發出一則留言「有人問我情人節還是

一個人嗎？廢話，難道我會變成一條狗

嗎？」，結果隔年情人節這則訊息被幾

千人引用，甚至連明星舒淇都拿來當擋

箭牌。（圖一）

　另外，本書個案中提到「謠言的力

量」。它說原本一個簡單、未經修飾的

事實，會從三個角度遭到扭曲。「簡

化」：將部份事實略而不提，原本有些

細節可供外界了解整個事件真正意義，

卻在有意無意之間受到忽略。部份事實

經過加油添醋、特別「強化」後，使的

散播這則謠言的人也能「認同」。比如

20104年台北市長的候選人連勝文，每

次在政見、廣告PO出後，都被網友以

Kuso的方式修改宣揚，反而使對他不熟

悉的選民產生誤解。

瞎子摸象

　說了這麼多，大家可能還在想這到底

和羞辱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我們先來看

看書種所講述的例子。某天晚上有個討

論區《駭客新聞》貼出了一則貼文。

（圖二）  

　看完這則貼文後，我們對於漢克本人

沒什麼想法，頂多對他所講的笑話很好

奇；但對於阿德麗雅卻覺得她很討厭、

很鴨霸...等；所以我們會在底下留言

安慰漢克或是一起怪阿德麗雅。幾天

後，阿德麗雅的名字出現在《白目討論

悼廣深

鄉民公審（一）

圖一　（圖片來源： 舒淇Instagram）

圖二　(圖中訊息欄內文字來自書中，其他部分則為方便讀者理解所剪貼修改過)

長兼指揮，並獲的關西鎮比賽的冠軍，附上2016年6

月15日廣深先生參加系維中心舉辦之宜蘭新寮瀑布+

梅花湖風景區1日遊活動中，在遊覽車上演唱兩條客

家歌曲之照片（手持麥克風者即為廣深先生）。

區》中，裡面有許多批評和羞辱的留

言，「三個孩子的爸沒了工作，就因為

他跟朋友說的蠢笑話無意間被一個自以

為是的人聽到，我們來公幹這個爛貨。

用雕刻刀把她的子宮給挖了。」、「我

希望能找到阿德麗雅，綁架她……幹死

那個賤人，讓他付出代價，讓她乖乖聽

話。」甚至，有網友搜尋到阿德麗雅的

公司，攻擊癱瘓了公司的伺服器，導致

阿德麗雅也被公司Fire！

　但讓我們看一下前因：漢克和朋友一

起參加美國的某科技開發者大會，在會

場中一群人坐在下方聽演講者分享知

識，漢克聽到一則訊息覺得很有意思，

然後對身邊的友人說一則帶有隱含性意

味的傳輸器笑話。（有點像男生們偶爾

講的黃色笑話，而這黃色笑話只有在當

時那個情境下一起參與的人才會懂。）

這時坐在他們斜前方的女子阿德麗雅

‧李查斯（Adria Richards）也聽到

了，覺得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脅，便馬

上轉身拍了照發布給大會人員並上傳

Twitter。十分鐘後，漢克和友人被大

會驅逐離場。隔天此事傳到漢克的公

司，漢克就被迫離職了！

　看完了前因，我們是不是對於漢克的

同情心降了不少，甚至認為他有點活

該。但對於阿德麗雅的反應依然覺得困

惑，為什麼一個莫名其妙的笑話，其他

人聽了都覺得無所謂，你就這麼大陣仗

的去攻擊人呢？ 那我們再來看看她的

家庭背景。阿德麗雅的父親是個酒鬼，

小時她常常看到母親被父親毆打，而且

是用鐵鎚。某次母親被家暴到牙齒全部

掉落後，就帶著女兒離家出走。但阿德

麗雅並沒有過得比較好，她在學校依舊

受到同儕的嘲笑與攻擊，最後她只好去

寄宿學校。

　在我們理解了阿德麗雅後，終於明白

她因小時候的陰影導致內心有很深的不

安全感，所以她聽到有男人在她後方講

這話時，內心第一時間就是要保護自

己。反觀我們第一時間看到一則單方面

的訊息，就直覺認定對方有錯的人，是

否也成為自己筆下的阿德麗雅呢？ 有

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只是特例，那我們來

看看台灣的例子：2014年8月24號的新

聞，網友看到武姓失主強勢的態度，紛

紛覺得不滿於是在網路留言討論；隔兩

天，又一則新聞報導出來，結果整個逆

轉。

男告8歲童拿安全帽　網友：我送你10

頂

2014年8月24日 14：47 

新北市1名梁姓8歲男童因拿錯他人安全

帽，遭38歲武姓失主告上警所，男童母

親在警局2度下跪，仍無法獲得失主原

諒，還遭嗆「我就是要給你們母子倆教

訓！」此事經《蘋果》報導後，引發大

量網友討論，紛紛要武姓失主原諒男

童。 

http：//www.appledaily.com.

t w / r e a l t i m e n e w s / a r t i c l e /

new/20140824/457411/

男童誤拿安全帽？監視畫面逆轉 疑母

親指使

2014年8月26日 15：14

據《中天新聞》報導，最新的監視器畫

面從另一個角度拍攝，影片中顯示坐在

摩托車上的媽媽，指著另一台摩托車上

的安全帽，疑似指使男童拿取安全帽。

隨後母子倆便在晚間6點18分騎車前往

吃飯，並在7點10分返回原地歸還安全

帽。

http：//news.ltn.com.tw/news/

society/breakingnews/1090567

　以上這兩個例子說明：我們看到一則

訊息，很容易在尚未明瞭事情的脈絡

前，就用自己的想法對這件事下結論，

而且我們會用集體的力量去嘲諷、批判

那些有權力者、那些謊言與虛偽者。

毀滅者

　作者訪問在網路留言攻擊阿德麗雅的

人梅西蒂斯，她說「討論區上的人很多

都是在現實世界感到無力，才到網路中

以匿名的方式貢獻自己的力量。像阿德

麗雅讓一位因開了個不指涉任何人的傳

輸器玩笑漢克被炒魷魚。漢克 並未傷

害到任何人。只因為阿德麗雅妨礙了他

的言論自由，所以網路上就群起攻之。

而討論區內的人都是勾勒它所能想像那

個人會遇到最慘的情況，並大喊著要實

現它。但最大用意是『毀滅』。」

　每個在漢克和阿德麗雅故事中參一腳

的，都認為自己在做好事，但他們有限

的想像力所能看到的事實十分狹隘，導

致每個人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用羞辱懲

罰她。

後續

　作者在一年後再分別去訪問阿德麗雅

和漢克：阿德麗雅說「他的舉動導致自

己被解雇，卻以某種形式把錯推到我頭

上，假如我有配偶和小孩要養，我絕不

會像他那樣在大會上說『笑話』。…我

常常很納悶，像漢克這樣的人要怎麼繼

續過日子。對於住在同一個世界、但機

會少到不行的『別人』是怎麼過日子，

他似乎渾然不覺」。漢克則在被fire後

的十個月重新找到了工作，那份工作的

環境中沒有女性，而且他發現自己的幽

默感變得乏味了。（待續）

參考書目：《鄉民公審》、《引爆趨

勢》

層時發現竟無刮傷，這偶然的契機卻帶

給研發人員新的靈感與想法，自此解決

棘手的絕熱層刮傷問題。

二、燃燒室耐燒蝕能力

　燃燒室的耐燒蝕能力，主要的設計關

鍵包含燃燒室及噴嘴本體、絕熱層構型

設計及製程品質等。燃燒室為推進動力

來源，溫度環境為引擎最嚴苛者，火焰

溫度高達約 2000℃，若熱防護裕度不

足，引擎即存在高溫失效之風險。以衝

壓引擎噴嘴絕熱層的精改為例，在研發

後期執行長時間耐燒蝕試驗時，曾出現

噴嘴外殼高溫與燒穿之缺失，為此特別

組成一專門任務團隊，集合院內各專業

領域人員共同分析失效原因及尋求解決

方案。歷經 9個月的艱辛奮鬥，期間完

成多次構型與製程精改，最終圓滿解決

問題，使其噴嘴外壁溫度大幅降低至約

200 ℃。

三、燃燒不穩定

　燃燒不穩定之定義為引擎操作時、燃

燒室壓力之振盪量高於平均壓力 5%，

燃燒不穩定可能引起彈體額外的振動及

熱傳，導致引擎性能降低或失效。雄三

衝壓引擎研發初期，亦存在燃燒不穩定

問題。測試時引擎的振動量高達數百 G

以上，當時以加強組件耐振能力來因

應，雖可滿足任務需求，唯此勢將造成

載具的可靠度降低，因此燃燒不穩定的

抑制為研發團隊的重要挑戰項目。燃燒

不穩定的另一特性為對進氣流場及油氣

比的敏感性高，且具有偶發性，即便研

發的抑制機構在地面試驗獲得成功，於

飛行試驗時亦可能再出現問題，因此非

常困擾。歷經多年研究後，研發人員終

開發出一款減振機構，可確實有效抑制

燃燒不穩定，在後續之 10 多次飛行測

試皆未再發生，且其最大振動量較精改

前大幅降低約 5倍。由上述研發歷程獲

得寶貴經驗，如要徹底解決燃燒室不穩

定問題，地面試驗需採用接近實際飛試

場景的自由束流或半自由束流設備，且

減振機構最好將主頻能量降低一個數量

級 (order) 以上，方能確保有足夠的裕

度避免偶發性之燃燒室不穩定。

　本院自行研發衝壓引擎過程可謂困難

重重，研發人員從早期徒手繪製設計藍

圖開始，而後籌建大型地面設備及反覆

進行各項地面與飛行試驗，無一不是克

服各種困境與挑戰，若非當時研發人員

殫精竭慮地投入研究，實難擁有本院現

今的研發技術與成就。如今雖因為國軍

誤射事件而使雄風三型飛彈的實戰能力

曝光，卻讓本院擁有的飛彈技術為世界

各國所知，也使得我國人民對本院的國

防研究技術增添了不少信心。

（本文感謝飛彈所液推組同仁接受訪談

與提供資料 )

學思杜拉克／組織的組成要素

本院衝壓引擎研發歷程

1 / 2 1 ( 六 ) ～

3/5( 日 ) 週二至週

日 9:00-17:00， 週

六延長至 21:00（每

週 一、1/27 ～ 1/31

及 2/28 休展）「亞

洲 ‧ 崛起」─ 2017

桃園插畫大展（桃

園展演中心展 ( 商 )

場）

3/1( 三 )19:30 天琴

室內樂集－巴賽隆那

的天空（國家演奏

廳）

3 / 3 ( 三 ) -

3/19( 日 )9:00-

17:00(週一及國定假

日不開放 ) 原味之

美：游善富水墨陶瓷

個展（中壢藝術館第

2展覽室）

3 / 3 ( 三 ) -

3/19( 日 )9:00-

17:00(週一及國定假

日不開放 ) 返璞歸

真：永平工商廣告設

計科第 27 屆學生畢

業成果展（中壢藝術

館第 1展覽室）

3 / 3 ( 五 ) 1 9 : 3 0 

2017TIFA 兩廳院經

典重現《大兵的故

事》（國家音樂廳）

3/4( 六 )19:30 NSO 

愛樂臺灣《馭火飛

翔》（國家音樂廳）

3/5( 日 )14:30 2017 

Cello4 大提琴四重

奏音樂會（國家演奏

廳）

3/8( 三 )19:00~

21:00 ( 一 )ThERE

主題工作坊 / 踏入

DJ 的世界（桃園展

演中心大練團室）

3/10( 五 )19:00 

2017 東興國中暨復

旦國小舞蹈班聯合展

演（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3/11( 六 )19:30 人

力飛行劇團 幾米音

樂劇《地下鐵》（桃

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3/11( 六 )14:00 第

十一屆紀念鄧雨賢音

樂會：桃園愛樂管弦

樂團（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3/12( 日 )19:30 臺

北爵士大樂隊【2017

爵士大樂團巡演活

動 】TJO 搖 擺 無 敵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

廳）

◎資通所／洪龍

　杜拉克在多本論著中都曾談到「組織議題」，包括：

《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組織的精神；創造巔

峰績效的組織。《管理的實務》─從中階管理到知識

型組織；組織的積木；如何連接組織積木。《管理的

責任》─創新型組織。《杜拉克談未來管理》─非營

利組織的管理心得；非營利組織的治理；非營利組織

的寧靜革命；拆散組織。《杜拉克─經理人的專業與

挑戰》─新時代、新組織；新組織社會；以非營利組

織為師。《知識管理》─新時代、新組織；建立學習

型組織。《杜拉克精選─個人篇》─資訊與組織。《杜

拉克精選─社會篇》─多元社會的組織論。《杜拉克

精選─管理篇》─企業以非營利組織為師。《企業的

概念》─追求生産效率的組織設計。《杜拉克看亞

洲》─以非營利組織重建社會。更有有關組織的專論

─《非營利機構的經營之道》等等。在「管理大師」

之外，再稱他為「組織專家」，也當之無愧了。在杜

拉克這麼多的組織論述中，本文願嘗試著略述「組織

的精神」、「組織的特性」及「畸型的組織」，並特

別提出有關「組織組成要素」的要點。

　杜拉克在《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中曾提過一

個古老的英國趣聞，很適合來說明「組織精神」的誤

戮：彼特不到廿歲就擔任英國首相，在拿破崙橫掃歐

洲，英國孤軍奮戰的那段黯淡日子裡，彼特以無比的

勇氣與決心，領導英國人頑強對抗拿破崙，並深以自

己純潔的私生活自豪。他在那腐敗的年代展現了絕對

誠實的作風；在道德低落的社會中，他是完美的丈夫

和父親。可惜他年紀輕輕就過世了。根據這個故事，

彼特過世時來到天國大門，伯多祿（或譯彼得）問他：

「身為一個政客，您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上天堂？」

彼特指出自己從來不接受賄賂，也沒有情婦等等。但

是伯多祿卻嚴厲地打斷了他的話：「我們對於你沒有

做什麼，一點也不感興趣，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杜拉克認為，「組織的精神」可以激勵員工努力付

出，決定經理人是否完成工作。它決定了員工究竟會

全力以付，還是敷衍了事，是否達到：「讓平凡人做

不平凡的事」。杜拉克曾用兩段話來涵括「組織的精

神」：第一段話是卡內基的墓誌銘：「此人長眠於此，

他很懂得如何延攬比他更優秀的人，來為他服務」；

第二段則是為殘障人士找工作而設計的口號：「真正

重要的是能做什麼，而不是不能做什麼」。他認為，

企業必須透過五方面的實踐，才能確保將正確的精神

貫徹於整個組織中：1. 必須建立很高的績效標準，

再根據績效給予獎勵；2. 每個管理職位本身必須有

其價值，而不是升遷的踏板；3. 必須建立合理而公

平的升遷制度；4. 管理章程必須清楚說明經理人的

權利義務及申訴管道；5. 誠實正直的品格是經理人

的絕對要求及基本特質，不要期待他升上管理職後才

開始培養這種特質。

　就「組織的特性」而言，杜拉克在《杜拉克談未來

企業》中提到，組織是工具，對任何工具而言，它負

責的責任愈專精，展現成效的能力也就愈大。它是有

特定目的的機構，要專注於某一項任務，才會有成

效。組織是由專業人才組成的，每個人的知識領域都

是狹窄的，因此，任務必須非常明確。組織必須專

注，否則組織成員就會感到困惑；否則，組織成員只

會專注於自我的專業，各行其是，而不願運用他的專

業，完成共同任務。他更會根據自己的專業，自行定

義「成效」，再把他的價值觀強加在組織上。唯有設

定一個清楚、明確的共同任務，才能團結組織，創造

成效，這樣也才能發揮真正的「組織特性」。另外，

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以下的組織畸形症狀：

●增加組織層級：組織的層級愈少，指揮鏈愈短。

●問題循環發生：問題「好像」已經解決了，不久卻

又以另一個面貌重現。

●注意力放在錯誤、不相關及次要問題的人員身上。

●太多勞師動眾的會議。

●倚賴「協調人員」、「助理」或「無所是事」的人

◎企劃處／賴泱州

　本院研發的雄風三型

飛彈近期聲名大噪，其

反艦實力與精確打擊能

力令世界各國為之一亮。

然而要研製出雄風三型飛彈的技術並非

易事，即使放諸國際，也僅有少數先進

國家有此飛彈研製能力。本院約自民國

70 年起開始研發衝壓引擎相關技術，

當時僅有英、美、俄、法等國具備此能

力，也由於其技術層次高，故各國均將

其相關技術列為高度機密，因此難以獲

取設計參數資料。雄風三型飛彈基於戰

術需求，採用技術層次較高之整合式

火箭衝壓引擎 (IRR，Integral Rocket 

Ramjet)，推進系統研發過程可謂從無

到有，屢敗屢戰，成功背後備嘗艱辛。

　目前飛彈推進系統主要可以分為火

箭 (rocket)、渦輪引擎 (turbojet) 及

衝壓引擎 (ramjet) 三大類。其中火箭

部分由於可自行攜帶氧化劑而不需從外

部進氣，優點在於可不受飛行高度與姿

態限制，但其比衝值低，較適用於彈

道及短程飛行。而渦輪引擎與衝壓引

擎統稱為吸氣式引擎 (air-breathing 

engines)，其中渦輪引擎內部含有壓縮

器及渦輪等轉動件，飛行速度因此受

限，但其低速時比衝值高，較適用於遠

程次音速巡航。衝壓引擎則藉由進氣道

幾何外型自動壓縮進氣，在結構上雖較

為簡單，但卻無法於低速時啟動，此為

衝壓引擎限制之一；然因其高速時比衝

值高，因此較適用於超音速巡航。本院

在研發雄風三型反艦飛彈時，考量需具

備可靜止啟動、尺寸小、結構簡單及超

音速多樣性巡弋彈道等特性，因此採用

較先進之整合式火箭衝壓引擎，即固體

火箭與衝壓引擎共用一個燃燒室。其發

射初期由固體火箭點火，於數秒內加速

至約 2 倍音速，隨後啟動承接轉換過

程，於極短時間內完成封口蓋、加力器

噴嘴等組件拋離、燃油噴注以及引擎點

火等程序，並自此轉為衝壓引擎操作模

式。

　衝壓引擎之特點為無轉動件、結構簡

單、易製作及維護；其最適合的飛行速

度約 2～ 4倍音速，且具備持續推力，

並可規劃多樣性高低空巡弋彈道，其突

防及破壞能力強，令敵方難以攔截。然

本院衝壓引擎研發過程中，亦曾遭遇多

次瓶頸。以燃燒室研發為例，遇到的嚴

苛挑戰主要有 IRR 承接轉換技術、燃燒

室耐燒蝕能力、燃燒不穩定等問題。其

研發歷程簡述如下：

一、IRR 承接轉換技術

　即固體火箭、衝壓引擎兩種引擎模式

切換技術，需考量到組件設計、作動邏

輯與時序的訂定，在不到半秒鐘內便需

順利切換至另一種引擎狀態，稍一不慎

便可能失效墜毀，技術層次可謂極高。

除此之外，如何以地面試驗來驗證及仿

真模擬飛行場景亦是一大挑戰，而當年

在院本部試驗場執行內含藥柱之引擎功

能整合測試，不僅技術上極其困難，也

牽涉許多工安的考量，但此次試驗的成

功，奠定了本院衝壓引擎研發史上的重

要里程碑。

　研發雖然艱辛，但在研製過程中亦有

趣事。當年擬訂承接轉換時序時由於受

到國外文獻資料的誤導，導致地面試驗

屢次出現絕熱層嚴重刮傷之嚴重缺失，

研發進度幾近膠著。然而某一次試驗時

因偶發的火工品未作動（本該點炸拋脫

機構時卻未點炸），於試驗後檢查絕熱

91年12月24日，雄三200秒L-H-L耐燒試

驗，187秒噴嘴燒穿，試驗強迫終止。

工作。

　談到「組織組成要素」，「貢獻決定位階和位置」

正是最基本的原則。組織要能發揮功能，須優先考慮

組織結構的設計。周全的結構是組織健康的先決條

件，健全的組織不在於美觀、明確或結構完美，而在

於人員的績效。能完成工作的最簡單組織結構，就是

最好的結構；組織愈簡單，錯誤自然愈少。「那些活

動屬於同一類？那些活動屬於不同類？每個活動都應

該要根據它所創造的貢獻來分類。依貢獻的不同，活

動可以分成四大類：1. 成效性活動，即這些活動可

以創造出可以衡量的結果，而且這些結果直接或間接

與整個組織的成敗及績效有關；2. 支援性活動，這

類活動本身不會創造成效，而是其他單位利用該活動

來創造成效；3. 輔助性活動，它與成效無直、間接

關係的活動（如：清潔、打掃之類）；4. 最高主管

活動。在創造成效的各類活動中，有一些是可以直接

創造營業額的，例如：創新、銷售或完成一個有系統、

有組織的銷售工作所牽涉到的作為。為凸顯組織的活

動成效，支援性活動一定要附屬於創造成效的活動，

不重要的活動要附屬於重要的活動，創造營業額的活

動絕對不能附屬於不能創造營業額的活動，支援性活

動更不能與創造營業額及貢獻成效的活動混為一談。

　本文組織議題確實與轉型前後的本院有著密切的關

係，這也是大家平常多所感受，卻不知如何面對的部

份。本文杜拉克探討有關：讓平凡人做不平凡事的

「組織的精神」、團結創造成效的「組織的特性」、

避免太多勞師動眾會議的「畸型組織的症狀」及支援

性活動不可與創造營業額活動混為一談的「組織組成

要素」等的內涵，在在可供我們檢視轉型後本院的組

織營運現況。此外，各型活動雖都由組織執行，並涉

及組織的結構與功能設計，但組織如何運作？功能如

何發揮？則更需要我們去思考諸如：「如何凸顯組織

的活動成效」、「如何分辨重要與不重要的活動」、

「如何區別輔助性、支援性及成效性活動」及「是否

讓無營業額的活動附屬於有營業額的活動」等課題。

組織議題面臨的挑戰，既重要又影響深遠，期盼本院

能多加重視，並妥為因應。

（學思杜拉克系列廿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