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名著與個案討論                               

-     (Management Classics and Case Study ) 

 

    名著與個案是提供智慧重要的載體，兩者相輔相成，

彼此補充，互為主體。 

 

    本課程以約九次各六小時的互動型態來進行這個多元

又整合的課程。其中分成三大部分：                       

一為經典智慧與企業經學                         

( Classics Wisdom and Business Canonology )，                   

二為重要文獻與名家名論                            

( Main Literature and Key Theory )，                            

三為組織案例與成就典範                           

( Organizational Case and Achievement / Paragon )。 

 

    在這個以科際整合為導向的課程安排中，有效性

（Efficacy）與價值的實現（Value Actualization）是共

同的目標，不論實際的資訊形式為何，都提供組織領導者

在綜覽全局的情況下，總達眾才，關照所有利害關係人的

權益來推動組織的演化發展，力圖對組織所歸屬的社會提

供更大的貢獻。 

 

    選材來自古今中外，取法實際個案中掌握時代趨勢，

價值移轉，解決問題，達成目標的妙策良方，領導人如何

帶動組織活力，我們可在21世紀講究智慧經濟的時代，同

時享受智慧的喜悅與其貢獻。 

 

    本課程的進行方式與使用教材 ,將在第一次上課時 ,

提出基本構想與選課同學共同研討後定案 .歡迎有心汲取

管理經典與個案討論中珍貴智慧的有志之士前來 ,彼此分

享 ,相互學習 ,共同創造 . 



（一） 序論—從管理名著到企業經學                             

    管理學從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來，經歷五百年的探

討，充實，印證與發展，演化到21世紀初，逐步成為每一

個人類組織中所共同累積的文化與心智成就，受到領導人

與有志之士的普遍重視，甚至有納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通識教育（Comprehensive Education）核

心新課程之一的趨勢。 

    20世紀中企業的蓬勃發展，促成了管理學涵蓋層面與

範圍的擴大，並且在各項問題的解決，專案或組織目標的

完成中，各方人才發覺到管理學在傳統典範（Traditional 

Paradigm）之外，值得進一步向更多領域的專業智慧學

習，來形成組織的願景（Vision），激發成員的使命感

（Mission），讓與組織休戚與共的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在組織的的各項活動中滿足了需要，達成

願望，經驗到自己想追求的價值，實現了生命的意義與的

理想。 

    在21世紀初，每一個人都同時參與了多元性的組織，

從家庭，家族，社區，學校，社團，企業，到各種政府組

織，民間團體（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NGO），

非營利組織（Non Profit Organization ; NPO），以及各

種錯綜複雜的組織如政黨，跨國團體等 . 原來從企業領域

所發展出來的知識與智慧，也慢慢為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

或領導人所關注，並在非企業領域也形成其實現組織目標

與價值的系統性智慧，轉而豐富了管理學在應用上的實務

經驗與智慧基礎。 

    管理名著（Management Classics）所涵蓋的主題

（Topics），議題（Issue）與範疇（Scopes）也因為前述

的各種因素在21世紀初呈現嶄新的風貌。不但在智慧的源

頭延伸到早期人類的重要經典，如聖經，易經，心經與重

要實際事功的領導人之所以能成就大事的系統性探討；而

且在智慧的領域擴及到許多可以實現人類價值，創造生命

意義的不同範疇，如志業，宗教，醫療等與性質多元化的

組織團體。 



    企業經學（Business Canonology）就在管理名著嶄新

發展的脈絡上逐漸形成--—她不但有管理經典的內涵，也
吸收了實際完成價值的個案經驗，並且兩者相互作用，形

成了企業經學的21世紀典範（Paradigm）：只要牽涉到有

效地實現價值（Actualizing Value）的系統性智慧，都可

以豐富企業經學的內涵，不論其原始的智慧是得自哪一領

域。在企業經學中，理論與實務，科學與藝術，思想心理

與行為都因為要實現組織中成員所共同分享的願景與價值

而整合在一起，彼此相互滲透，激盪，轉化成為總體性的

智慧。 

    企業經學是一個隨著時代與實際需要而不斷演化的領

域，因應所要解決問題的性質而擷取原來散在不同分工研

究或專業的知識，技術與智慧加以彙總，形成合理的目

標，有效的策略，適合的組織型態與經濟充足的資源，以

最具競爭優勢的經營模式來解決問題，創造價值，讓所有

的利害關係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以形成組織源源不絕

的存在動能與永續發展的動力。 

 

 

 

 

 

 

 

 

 

 

 

 

 

 

 

                                                                



（二） 個案--—實踐經學的典範 
    在企業經學的內涵中，個案（Cases）是智慧的基本單

位之一。個案有其實際的時空背景 , 關係人生態，形成的

脈絡，所追尋的意義與價值，互動的模式與共同協定或規

則（Protocol , Rules of Games），以及個案中所成就的

內涵，對當代或未來社會的影響與啟發。 

    有別於經典的表達方式，個案常是許多事件，特別是

關係人的言，行，事件的結果，績效，相對關係人的滿意

或感受等等所形成的綜合體。在具體的事件中，個案的撰

寫人與實際運用人都是個案生態系（Case Ecosystem）重

要的成員，個案的實際價值與意義除事件中的人物外，最

核心的影響力是形成個案與運用個案的人。 

    20世紀以來，哈佛的商學院以其個案研討（Case 

Study）作為培育新一代企業與組織領導人的核心教材；奇

異電器（GE）與許多全球著名的企業也將個案的形成與探

討做為創造優勢，解決問題的策略競爭力（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的重要來源。在這些個案探討的過程

中，固然有時會以一定的思考或分析模式做為參考，但因

撰寫人與使用人的目標與背景各異，同樣的素材可以展現

多樣的內涵。 

    以實際運用的方式來看，孔子在寫春秋時是運用了個

案研究的精神，把他自己的理想，主張，價值依照一定的

筆法，對春秋中的事件，人物的言行，提出他的分析與評

價，並且藉由他的及身弟子與再傳弟子把這些價值，理想

與智慧傳承給後世的有志之士。在某個層面來看，孔子是

個案探討的重要先驅，他把早期的典籍，發生在先祖，父

親與自己時代的事件巧妙的加以整理，為21世紀留下了如

易經，書經，詩經的文獻，也開啟了漢朝董仲舒的春秋繁

露，司馬遷的史記，隋唐之間文中子王通的元經與元明之

間劉基的春秋明經脈絡，讓具體的人物，時空，事件，言

行與當代人心民志或撰寫人的理想，主張與智慧都因為個

案的流傳而可以跨越時空領域，在不同的專業或文化脈絡

中創造其生生不息的新生命與內涵 . 



    以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為例，他把從姜太公，管

仲以下，凡是能充分利用的資源特性，形成市場，吸引顧

客，或是發揮時空互易的方式，讓相同的物資在不同的時

空展現不同的價值的事跡名留青史。對於一般的升斗小

民，只要他能掌握顧客與市場的需要與發展趨勢，鍛鍊自

己獨特的核心能耐（Core Competency），秉持基本的原理

原則，靠自己的實力來贏得顧客與市場的認同，肯定與支

持，都是生意的大道（本富）。從貨殖列傳中白圭自己描

述其經商之道說：如伊呂之用謀，孫吳之治兵，商鞅之行

法，可以看出他已有企業經學的基本雛形，把經典智慧與

實際生意的心得相輔相成，可以創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實

際成就。 

    在21世紀，企業或非企業的個案更是異常豐富，透過

個案的選擇，分析，整理與運用，不但有助於組織智慧的

累積，也可以經由資訊網絡科技的協助，將多元領域的個

案智慧彙總成為實踐經學（Actualization 

Canonology），進一步豐富與活化企業經學的有效性，是

組織經學智慧十分重要的組成。 

 

 

 

 

 

 

 

 

 

 

 

 

 

 

 



 

（三） 個案討論與探索系統 

    個案討論在企業或組織中的應用，有別於一般純粹知

識或訊息的提供，而是要在入乎其內的實際環境裡，動員

所有可能的資源，能力，優勢，社會資本來形成目標與策

略，並且在這之前先要能出乎其外地分析個案的時空背

景，關係人生態，彼此定位與關係，問題癥結或策略生

態，未來趨勢，價值轉移（Value Shift），共同利益與公

共目標，社會成本與效益等因素，力求一針見血，充分而

有效的綜合採納研議來達成設定的目標。 

    什麼樣的原理原則可以來主導個案討論的進行呢？其

實至今還未有定論，但是有一些參考脈絡，經常在個案討

論中被發揮運用：如合乎邏輯以使思想，分析避免謬誤；

合乎人情世故，以使關係人能超越個人私利，願意同心協

力，和衷共濟；發揮創意，力求差異化與焦聚，使資源運

用的成本效益最能符合願景，價值，目標的達成並解降低

或有效管理風險；要能與時俱進，符合市場或社會的價值

導向，在權宜變通中又能不失其德，創造誠信，自信又互

信的生態性良性循環。 

    個案中的決策有屬於個人單獨的部分，也有屬於團隊

共同的部分，在實際的決策中卻彼此相互影響，形成互為

主體（Intersubjective）的巧妙實況。當個人必須完成最

終決策時，除了決策者的個人價值觀與世界觀外，決策者

所從屬或影響所及之群體中利害關係人的看法，主張或權

益，也是決策者常須考量的因素之一，甚至是當下的時空

環境的共同信念與價值觀。而團體共同決策固然有其不同

的形成過程，但為了避免人云亦云的群盲

（Groupthink），各種與環境有關的訊息，個別事業的研

判，整體共識的達成，執行貫徹力的堅定，常須尊重整體

性利益與個別獨特而合理的見解與洞察力。 

    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知識，見解，膽識，方案中形成適

當的共識，並且協調利益不見得完全一致的利害關係人，

超越組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限制，以追



求關係人間與整體最佳利益常識科學，哲學與美術的交錯

議題。部分與整體之間，短期與長期利益，表面與實質之

際，心理與物理之中如何求取微妙的均衡則是個案研討中

經常而永恆的課題，也是個案深蘊豐富智慧的活水源頭。 

    組織的價值在於藉助稟賦不同，觀念各異，性格分

殊，能力與資源各有長短的成員，所投注在群體中的心

力，並且動員組織整體性的形象，品牌，社會公信力，往

來對象的合作關係來完成單靠個人無法完成的目標，使命

與價值 . 而動員組織實力最佳的途徑之一是找到彼此共享

的價值，願景與真理，可以激發成員的動力，理想，熱情

與奉獻的精神力量。其中能讓成員彼此激盪而共享的信

念，相互建立的信賴與信任則是影響組織效能重要的關鍵

之一。 

    信念與信任常來自組織成員實際互動的經驗，對事物

有效性的共同認知，以及實際著有成效的結果，這些信念

與信任的來源可以是對事實觀察或反覆的實驗以形成的洛

克探索系統（Lockean Inquiry System），也可能是通過

分析，驗證且具有形式一致性的心智成果—如萊布尼茲IS
（Leibnizian IS）；而強調整合性的有效與正反合綜效的

康德與黑格爾IS（Kantian, Hegelian IS）也是許多成員

所常信奉的圭臬；在管理學領域中更有跨科際，追求達成

目標，解決問題的辛格爾IS (Singerian IS)也常為許多成

員所樂於採納。 

 

 

 

 

 

 

 

 

 

 



 

（四） 雅素模型與智慧的印證 

    個案研討是許多 人 , 事 , 時 , 地 , 物 , 思想 , 

價值與經驗 ,美感 , 情感的交融，最終要以參與者的收

穫，特別是運用在實際工作與生活中，產生滿足，享受，

意義與樂趣來做為個案研討的成果指標。這些指標將進一

步協助我們建立面對未來的重要引導，提醒我們把握重點

解決問題，網羅資源，培養能力，建立獨特性優勢，以更

有效的方法來實現心願理想。 

    雖然面對的情境因各種要素的組合與互動而呈現不同

風貌，但只要我們能掌握重心，針對癥結所在 , 提出令人

耳目一新的價值主張，並且有效地執行高品質的行動或服

務，則可以創造令人滿意或佩服的成果。為了有效達到這

種境界，將個案研討中各種不同要素的組合有系統地整

理，形成系統性基模（Systemic Archetype），在依據實

況特色加以調整變化，往往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動用最經濟

的資源，達到令人滿意的成果。 

    這些系統性基模有的來自於自然界觀察 , 分析 , 歸

納的成果，特別是來自物理學，宇宙學的探討。經由天文

望遠鏡的發明與改良，我們對於所存在的「宇」「宙」都

有日新月異的瞭解與認識；在因為電子穿隧顯微鏡與直線

加速器等科學設施的運用，我們發現了更小尺寸的微觀世

界，如夸克等基本粒子，讓我們可以悠遊於不同尺度的宇

宙之間，隨著進入核心主題的層次，我們可以發現異尺度

與多元維度宇宙之間同異互見。掌握了多元層次系統間的

同（Similarity），可以形成具有結構功能動態演化模型

（Isomorphism , 雅素模型）。而將不同的系統基模或雅

素模型應用在不同領域或情境中，則可以修練出獨特的印

證功夫（Homology）。 

    印證與一般的類比（Analogy）不同，考量到不同宇宙

或系統之間的同，也不忽略其間的差異，並且盡力探索不

同系統之間內在共通的原理原則，以便應用到更多元的系

統，發揮更大的效益與效率。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間最大



的差異便在於人文因素的角色，但兩者相互包容，在一定

的範圍內相互影響，彼此促進，也共同演化。 

    傳統文化常利用錦囊（Think Tank ; Brain Trust ; 

Future Mapping）來描述因應變局所憑藉的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這些錦囊由於時空環境的不同，在借

用的過程中常需加以斟酌損益，才能實際有效解決問題或

達成任務。特別是21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或專案，大抵是介

乎完全混沌（Chaos）與完全秩序（Order）之間的複雜狀

態（Complexity），在學科與研究分工精細的情況下，常

需結合多元專業領域，各從專業視野提出分析與方案外，

更須進一步結合這些專業之間所形成的共識，與更全面的

世界觀，來把握事件，問題或系統的全貌。雅素模型與印

證方法恰為這個科際整合的過程，提供了超越既有分工架

構更完整的合作平台。 

    從文藝復興再現古希臘學術文化風采以來，佛羅倫斯

麥迪奇效應( Medici Effect )至今猶為人津津樂道。21世

紀的今天，許多古文明的智慧都被賦予新時代的意義，透

過雅素模型與印證方法的相輔相成，這橫亙古今中外的人

類智慧，成為我們21世紀人類極其珍貴又經濟的智囊系

統。 

 

 

 

 

 

 

 

 

 

 

 

 

 



（五） 策略性的互利共生系統 

    個案研討的方法論平台略如前述的探索系統 ,雅素模

型與印證方法，而個案研討的實踐體系則常在一個由利害

關係人所組成的互利共生系統（Symbiotic Complex）中完

成。這個共生系統是一個動態開放的命運共同體，系統中

的成員除部分特殊者外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有時雖然需

付出轉移成本（Shift Cost），但是當進出之間的系統成

本與機會成本相較之下依然合算的情況之下，成員的流動

性也會為組織帶來新的機會。 

    共生系統的結構大部分是具備網絡性質，由於成員本

身稟賦各異，個別獨特性可以創造網絡整體的差異化，形

成Recardian Rent 的效益；若能將網絡組織中的成員有效

地整合，形成高效率的結構資本，可以使網絡中資源發揮

最高的價值，完成 Pareto Rent 效益；最後還有成員本

身，網絡流程，經營模式的各種創新，更可以產生 

Schumpetarian Rent 效益，使得網絡效益( Network 

effect)依 Metcalfe’ Law 創造特別的效益。 
    共生系統中能讓組織成員共享多元網絡性效益的重要

關鍵在於聯盟或合作的關係（Alliance , 

Collaboration），使得成員間資源，能力，社會資本等在

共通的協定下彼此分享，形成策略性的伙伴關係

（Strategic Partnership），不但可以為彼此或組織創造

別出的利基，也因為合作或聯盟而衍生出許多新的關係與

資源，為成員與組織提供進一步發展的優勢基礎。 

    在共生系統中的成員不但共享利益，對組織與成員也

會自然產生共同演化（Coevolution）或相互涵化

（Acculturation）的效果，共生關係可以帶來共同核心價

值的激盪，並從互動的突變中衍生新的機會，甚至演化出

更新階段的協定，促進從多元中激發嶄新文化的創新，形

成有效的新合作關係。 

    一個典型的共生系統對成員或組織的更新，研發或脫

胎換骨常有意想不到的成效，甚至是對風險的掃瞄（Risk 

Probing）提高了敏感度，對目標的設定採用更寬廣的視



野，累積漸變刺激質變，對解決問題可以提供全新的觀點

或途徑，助益頗大。 

    促進共生系統健全發展的重要因素有三：一是出自成

員內在的誠信（Integrity），二是成員因為自我鍛鍊而養

成的自信（Confidence），三是成員與組織之間的互相信

任（Trust）. 在21世紀的網絡生態中，誠信是必要而且

是最佳的系統性特質，可以降低交易風險，減少不必要的

交易成本，達到最高的系統價值。自信來自於資源，能

力，競爭力的綜合組成，以實際成功的經驗與成果來支持

公益的善 ( public good ) 與共同利益 ( common 

interest )。互相信任雖有一定的風險，但是依照囚犯的

困境（Dilemma of Prisoner）理論，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常

可以立於不敗之地，而且可以累積獨特的社會資本。 

    共生系統中因為文化基因的漂變（Meme Drift），關

鍵性物種（Critical Species）以及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的存在而讓整個系統呈現無窮的發展機會，文

化基因的漂變帶來質變的新平台，關鍵物種扮演價值轉移

的催化角色，而奇異吸子則帶給共生系統大霹靂（Big 

Bang），活力再現的能源（Revitalizing Energy），帶動

共生系統的永續發展。 

 

 

 

 

 

 

 

 

 

 

 

 

 



（六） 企業智慧與實務社群 

    從生存戰爭中一路走來，企業逐漸在追求獲利的天職

中超越出來，形成社會中實現價值的重要組織。早期為求

獲利，除不斷開源--—開拓市場，增加顧客，刺激需求，
開發產品與服務之外，也從節流--—追求效率，降低成
本，降低價格，節約顧客交易成本等等的過程中，體悟到

天文物理與量子力學相通的原則--—當營收如宇宙探勘般
不斷擴大時，如何定位自己，創造 ,提升 ,創新 ,傳遞 , 

再生價值也成為核心的議題之一；當獲利與日俱增但也日

益艱辛的過程中，如何掌握微型利潤以開展更大的價值空

間就成為致勝的關鍵之一。相當值得參考的，便是一如超

弦（Super String）理論一般，站在企業與生意更高維度

的立場來發想，掌握住價值的流向與趨勢，建立自己在價

值宇宙的利基，讓利害關係人更願意真心地參與價值實現

的過程，不論是開創 ,拓展 ,創新 ,革新 ,革命 ,新生的

過程，都有他們的心力與智慧。這一個價值宇宙的生成發

展一旦成為彼此的共同志業，便有源源不斷的心血與能源

投入而生生不息。 

    這些在奮戰中或省思中所沈澱結晶的知識能力經驗 訣

竅要領 ,方針總體，形成企業立足於世的集體智慧。透過

不同脈絡，企業智慧不斷地累積重組 ,轉化 ,再造創新 , 

在不同的實務社群中演化，並且相互交流。特別是到21世

紀，企業從生意戰爭叢林中走出血腥的陰影，競爭依舊激

烈；但是如何與競爭共生的智慧，卻也引導企業走向更具

有精神影響力的治理之路--—不再以法律或國界為生意的
束縛，而能進一步追求超越20世紀法律與國界的經營宇

宙。重視生意的動機，形成企業的願景，在追求利潤之餘

更能珍視企業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與其他非企業或企業的

個人與組織共同合作，形成實現價值的伙伴與聯盟。 

    這種具備志業特質的組織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各個

角落，參與的成員除了貢獻一己心力來獲取所需外，更願

意進一步為了超越圖利的層次，追求更令人自覺幸福或欣

喜的事物。培育出能帶動社會變遷的社會企業家，領導



人，照顧社會資源暫時不能及的弱勢族群，保育自然或社

會中多元的多樣性，提供培育後起之秀更多歷練，成長與

發展的機會，促進異生態間相互交流，合作與整合的平

台，甚至參與建立一個成員獨立自主，相互尊重，彼此學

習，共同合作以實現共享價值的群龍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都將日益蓬勃發展。 

 

 

 

 

 

 

 

 

 

 

 

 

 

 

 

 

 

 

 

 

 

 

 

 

 

 

 



（七） 佈局未來的智囊藍圖 

共同參與未來世界的打造是每一個組織光榮的使命，而且

不同組織可以自行建立願景，設定目標，尋求合作，彼此

競爭，在各自力爭上游的過程中實現多樣化而能相輔相成

的價值，以提升社會的幸福度。其中最能創造獨特性價值

的環節之一，是各組織如何設定願景，並且有效結合伙

伴，依照共同擘畫的經營藍圖，發揮行銷與文化的力量來

實現理想的規劃。 

 以往令人稱道的宏圖鉅業不勝枚舉，到21世紀初還令人

津津樂道的如亞歷山大的尊重多元文化，漢朝劉邦的平民

革命，唐朝太宗的王道天下，義大利文藝復興帶動了工業

革命，美利堅開國立憲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社會，日本明治

維新脫胎換骨，現代德意志的一統與融合，以至於像耶穌

會的帶動文化交流，慈濟的以志業推動人間溫馨等等，也

都為21世紀的我們提供佈局未來的珍貴參考。 

    對於中華文化能在各種不同民族相繼稱王，社會迭經

動盪戰亂的過程，毫無中斷地傳衍於世，許多有志之士都

抱以熱烈的關注。其中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Self-

Organizing , Self-Engagement），平行傳承

（Horizontal Memetics），以及社會共同文化脈絡--—以
儒家為表，道家為裡，落實於法的總合性機制都令人在規

劃未來時想引以為參考。 

    企業或組織的生命或許有時而盡，但是他們實現價值

的歷程卻是生生不息。相對於許多文化的對外侵略性格，

中華文化卻常要求自己先行自立自足，行有餘力再進一步

廣結善緣，海納百川地吸收轉化不同的文化質素來豐富自

己，並且協助弱勢文化也能續存於世，自然與各代其他文

化共同演進。這樣的王道或大道智慧對於21世紀的企業或

組織在規劃願景與關係人生態時，很有啟發性意義，也很

值得領導人在設定組織或企業文化核心元素時參考。 

    設定關係人生態，並建立組織在生態中的利基是企業

或組織創造本身價值最核心的決策之一。如何與關係人共

同建立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是行銷智慧的重要關鍵—將



利害關係人當作共同實現價值的策略性伙伴，不但可以贏

得關係人的承諾（Commitment），而且可以將關係人作為

開發新市場 , 新產品 , 新服務的合夥人，成為我們創造

組織價值重要的引擎。 

    智慧錦囊的網羅是企業或組織創造獨特性另一個重要

關鍵--—不論是企業或非企業，在其實現價值的過程中，
領導人或成員的養成，顧客或關係人的拓展，機會的開發

或創造，資源的網羅或連結，與地位的建立，都有許多不

同領域的實例足資借鏡，把這些借鏡有系統地整理起來，

作為規劃未來的策略性構想，策略行動，或是策略突破的

參考，將是組織極其珍貴的資產，也是創造競爭力重要的

智慧寶藏。 

 

 

 

 

 

 

 

 

 

 

 

 

 

 

 

 

 

 

 

 

 



（八） 以豫立遠矚來提升實踐理性 

    在組織中常見的核心議題，常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

地演化，21世紀組織中的核心議題已從物與事的管理，逐

漸聚焦到與利害關係人有關的治理 , 領導 ,合作 , 策略

等重要議題。這些議題都與「價值的實現」

（Actualization of Value）有關，而以行銷與創新

（Marketing and Innovation）為共同的平台貫串整個組

織 ,來創造組織與個人值得追求的目標價值。 

    行銷以關係人的立場（At the Stakeholder），將組

織當作是因關係人而存在命運共同體（of the 

Stakeholder），組織的活動應依關係人的心願來運作（By 

the Stakeholder），並且將組織活動的成果合理地分配給

各群關係人（For the Stakeholker ），創造一個良性的

循環，讓越來越多的關係人願意加入這個實現價值的網

絡，以高度的滿意 ,承諾 ,參與，甚至轉介，來提升組織

本身的長遠價值，擴大組織對周遭社會的貢獻。因此在傳

統的行銷之餘，整體行銷（Integrated Marketing ），社

會行銷，文化行銷，價值行銷等等新領域正精益求精地昇

華。 

    治理除特重領導團隊（Steering Team）如董事會 , 

理事會 ,中常會 ,中政局等等主導組織運作的功能績效

外，對於組織的定位 ,策略 ,權益均衡 ,風險管理 ,內部

控制 ,法令遵循與高階領導社會責任 ,企業文化等多所關

照。治理是確保組織在實現價值的過程中有恢弘遠大的願

景，正確的方向，嚴謹的自我紀律，以及確實達成目標，

形成組織長遠的競爭優勢。這些焦點集中在組織領導人是

否能善盡受託人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 並

且盡其可能地大公無私與關係人分享。 

    領導是組織自古以來永恆的課題，雖然時代不同有各

自合適的領導型態，領導總是從組織成員的自我超越

（Self Mastery ）開始，自覺也覺人地與人合作來實現共

同肯定的願景 ,使命 ,價值與目標。領導除自知之明外也

願意投資心力在他人身上，運用適當的啟發教練引導 ,支



持等手法，來提升價值實現的效果與境界。雄才大略是霸

道時期的普遍風格，與人為善則為王道時期的領袖所欣

然，而鼓勵成員發揮專業，軒昂器識地為組織當家作主則

是大道天下的領導型態。 

    合作（Collaboration）自1980年代以來普遍受到商

學與管理學界與實務界所重視，甚至成為21世紀尖端管理

學院培育新一代領導人的重要標竿。組織本身演進到21世

紀，不論其規模 ,領域 ,型態如何，都普遍與相關伙伴

（Partner）形成網絡姓的合作關係—不論是資本合作的合
資 ( Joint Venture )，專案合作的聯盟（Alliance ）, 

或是交錯性購併結合（Synergy），都形成一個比單一集團

化脈絡（Single Conglomeration）更有活力，資源與實力

的綜合體，為價值實現開創更寬廣的可能性空間。 

    策略性來自與眾不同（Distinct）,  獨特性

（Unique）,  差異性（Differential）, 有效地

（Efficaciously）達成目標的一連串選擇（Decisive 

Choice）。策略本身是組織藉以號召關係人網羅資源 , 培

養能力 ,自主性地規劃變遷（Planned Change），以不斷

脫胎換骨來提升組織實現價值的有效性與確定性。策略性

的構想來自多元領域創意與雄圖遠猷的整合，不但可以確

立組織的獨特性利基，也可以形成組織形象或精神的魅

力，突出於一般組織之上，生生不息地吸收永續發展所需

的各項條件。 

 

 

 

 

 

 

 

 

 

 



（九） 結論—企業經學的發展 
    在21世紀我們可以從幾個越來越明確的脈絡看到企業

經學發展的趨勢與可能成果，其一是組織預設前提的深刻

反省，讓管理學在21世紀吸收新的智慧發展出嶄新的面

貌。其二是古代經典在新世紀科技平台與科際整合的共同

激盪下，形成別具一格的智囊團，提供適時切境的啟發。

其三是學科一統（Unification of Disciplines）的趨

勢，帶動多元領域的經典重新交錯組合，成為組織足資借

鏡的整合性多元智慧。 

    彼得杜魯克曾經深入地對21世紀組織要能發揮其貢獻

之前，對於管理實務與理論的假設前提作了探討，主張管

理不只是企業的專利，也不受國家法律的拘限，更沒有一

成不變的刻板型態與模式。21世紀組織的發展，可以依據

本身利害關係人的自我覺醒，互動合群，設定願景，揭櫫

理想，並且落實在腳下的世界，理論與實務在管理的領域

中可以相輔相成；從理論中啟發更多元有效的實務，累積

實務成果可以進一步豐富理論。 

    古代經典的21世紀詮釋 ( Hermeneutics )，帶來更

多全新視野的觀點，不但轉化了組織自我價值的貢獻，也

為在21世紀建設多種符合時代需要的組織而提供創意與架

構。易經 ,聖經 ,心經等經典為21世紀組織的宇宙關提供

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嶄新大宇宙。太公兵法 ,陰符經 , 

孫子,素書與三略 ,六韜等以開拓 ,競爭為核心的經典，與

鬼谷子等對行銷的佈局助益極大。再如管子 ,商君書 ,晏

子春秋 ,左傳子產篇章等讓實際事功的心法與老子, 莊子

等超乎物外的經典相映成趣。 

    再如以治理 ,領導 ,策略 ,合作 ,行銷 ,決策等等組

織重要議題為核心的專論或專書，即使是史書，調查研究 ,

案例分析 ,理論整合 ,前瞻觀念等等也讓組織在不同核心

議題的探討中，全貌更加清晰。如尚書 ,詩經 ,春秋 ,繁

露 ,貞觀政要等的重視治理與領導 , Drucker , Porter, 

Hammer, Bennis, Burns, Collins, Mintzberg, Kotler等

等名家對組織核心議題的反覆探討，讓組織的管理 , 經



營 , 領導 , 治理等等議題，已可以共享一個相通的平

台，對智慧的形成助益頗大。 

    學科的一統是在原來科學主義（Scientism）專講分工

的潮流中所形成的一個新趨勢與潮流。一統並不是侵略性

的規範限制，而是鼓勵不同學科領域依據本身發展的需

要，理想與創意，主動積極地從不同領域中去尋找靈感 , 

吸收學習 ,採納方法與智慧累積的方式中，創造多元結合

的嶄新理論或實務。科學統一（Unity of Science）自古

以來許多學問大家都矢志追求，到21世紀另闢蹊徑，掌握

探討對象的本質，採用合乎邏輯而且有效的方法，分析其

體系，建構其流程，運用合適的設施，以有效地達成目

標。 

    企業經學就在這樣的時代激盪下開展未來的新途，她

既能廣擷古代經典的真髓，也能精挑適合的理論與個案實

務，加上跨越學科或領域的突出特別觀點，讓21世紀管理

學找到與時俱進的方法，因應特定情境的特色，運用綜合

或擷取的彈性方法，創造直接 ,多元且一針見血的合適方

案，具體實現價值，並且進一步創新 ,革新 ,重組 ,再生

價值的有效途徑，以為所歸屬的社會提供更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