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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組織創辦㆟或領導者如何影響組織文化的建立。研究㆗以

Schein (1992)所提出的「初級默化機制」以及「次級的成形與強化機制」為綱領，探討

組織領導者如何透過這些機制來影響組織文化的建立，文㆗並以 ING 安泰㆟壽作為個案研

究的對象，實際的觀察潘燊昌先生在創辦與領導 ING 安泰㆟壽的過程㆗，如何藉由這些機

制來影響安泰文化的建立。 

關鍵字：組織文化、ING 安泰㆟壽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how organization’s founders or leaders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an organization’s founder or 
leader can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by “primary embedding mechanisms” and “secondary 
articulation and reinforcement mechanisms” suggested by Schein (1992). Besides, in order to put 
it in practice, this research also tries to figure out how Mr. Shen-Chang Pan, the founder of 
Taiwan ING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influences the Aetna’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by these mechanisms. 
Keywords：Organizational Culture、ING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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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面對現今多變的時代，組織領導者的角色變得更為艱辛與重要，如何有效帶領團隊、

整合團隊資源，使組織運作發揮高度效能，超越競爭對手並創造競爭優勢，已成為領導者

無可避免的使命與挑戰。而領導者的角色與管理方式，也應該隨著時代潮流而改變，尤其

是在現代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更需要彈性的領導與管理方式才能有效㆞因應環境的變

動。因此，以往所採取的權威的 (autocratic)、由㆖而㆘的 (top-down)、命令與控制

(command-and -control)的領導方式已不適用於現代的環境，主要是因為權威式的領導方式

容易產生㆒個口令、㆒個動作的機械式行為，並且時常造成單打獨鬥的情形，較難形成體

團隊精神，亦缺乏臨機應變的彈性，就目前的競爭環境來看，並不能即時㆞與有效㆞因應

環境變化。所以，為了迅速且有效㆞因應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現代的領導者應該擺脫大

權在握、主導全局、發布命令的威權角色，轉變為以「策略規劃及溝通」為主的領導角色，

其職責不在於憑藉㆒己之力以完成業務目標，而是要營造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
藉由組織文化的建立，讓組織成員了解組織觀念、經營重點、運作方式，有效㆞凝聚團體

力量，並激發成員的潛能與工作意願，使員工能夠達成業務目標，藉以實現組織目標。 
 
組織文化的建立與影響對現代的領導者而言，是㆒個重要的課題，除了營造適應性的

組織文化之外，新時代的管理者也必須有效㆞利用組織文化的內涵來影響組織的運作，藉

以完成目標。然而，首要的問題在於要如何營造組織的文化呢？組織領導者可以透過什麼

樣的管道或方式來形塑預期㆗的組織文化？或者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來改變既有的組織文

化呢？本文將從組織文化的建立為核心，探討領導者可以藉由何種機制與方式影響組織文

化的建立，文後並以 ING 安泰㆟壽為例，探討總裁潘燊昌如何建立與影響安泰㆟壽 
的組織文化的建立。 
 
 
貳、組織文化的定義與功能 

 
組織文化的研究風潮開始於 1980 年代左右，此乃因「Z 理論」與「追求卓越」兩本書

的出版。「Z 理論」為日裔美籍學者 Ouchi 於 1981 年所著，此理論的精神是對應於 McGregor
於 1960 年所提出的「X 理論」與「Y 理論」。「X 理論」認為㆟的本性是消極的，強調以嚴

格控制的方法管理員工，「Y 理論」則認為㆟的本性是積極的，在管理的方式㆖則注意員工

的自我表達，而 Ouchi 所提出的「Z 理論」則是強調㆟性化的工作情境，認為㆟性化的工

作情境不但能增加生產力、創造盈餘、且能提高自尊。此書推出之時，正逢美國公司遭受

日本企業的強力競爭、倍感壓迫之際，因此立即進入暢銷書排行榜。次年，Peters 與 Waterman
出版「追求卓越」，提出全美 62 家業績卓越公司的八種經營特徵，如標榜創業精神、允許

員工參加決策等，強調價值與文化的歷程才是成功致勝的關鍵(吳知賢，1994)。在此兩本

書的推波助瀾㆘，實務界與學術界對於「組織文化」的探討㆒時成為風尚。 
 
然而，由於「文化」的涵義眾說紛紜，使得「組織文化」也難以定義，各研究者對組

織文化的界定都不盡相同，且對組織文化的定義也沒有公認的標準。在許多定義㆗，以

Schein (1992)的說法較為完整，他將組織文化界定為「組織在解決自身的外在適應和內在

整合問題時，所學會的共有基本假設，由於文化的有效運作，故在遇到相關問題時，會將

其當成正確的認知、思考及感覺的方式，教導給新的成員。」而國內學者張德銳(民 79)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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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許多研究者的說法，將組織文化定義為「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所共同分享的㆒套基本

假設、前提、和價值，以及由這套價值衍生出來的行為規範和行為期望；這些組織的價值，

不但可能被組織成員視為理所當然，而且具有指導成員行為的作用；藉著故事、傳說、儀

式、及典禮等象徵性的手段，組織將其價值傳給成員。」大體而言，組織文化可視為是組

織成員所共有的價值觀念，並且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與思考模式。 
 

組織文化不論在組織的穩定、發展或成員的安全、歸屬㆖都能發揮莫大的作用，對於

整個組織的運作方式也有很重要的影響，並且深刻影響每位成員的工作方式與追尋的目

標。Schein(1992)從組織問題解決的觀點，說明組織文化的主要功能，在於解決外在環境㆗

的生存與適應問題，以及組織內部的統整問題(陳慧芬，1998)。Siehl 與 Martin(1987)則指

出組織文化功能，包括(1)組織文化提供成員對組織事件㆒個共同的解釋，使得成員了解本

身應該具有的表現。(2)除了前述的認知功能以外，強勢的組織文化對成員也會有情緒的影

響，使成員對工作感到滿意與激勵。(3)組織文化界定與維持組織的界限。成員會以文化特

質的有無，劃分「內團體成員」和「外團體成員」，幫助組織區隔不符合組織文化的行為。

(5)組織文化具有控制成員行為，尤其是禁制成員不當的行為。(6)㆒個尊重㆟性的強勢組織

文化，能夠提升組織的生產力。  
 

然而，組織文化對成員的影響並不全然都是有利的，它最少有兩種可能的不利影響。

第㆒，每㆒個組織都可能會有衝突的次級文化存在，次級文化的衝突則造成組織整合的困

難及組織效能的減低。第㆓，組織既有的文化傳統可能不能適應新的組織環境，也就是說，

組織為了生存，常需要改變既有的文化傳統，但既有的文化傳統往往根深柢固，要改變既

有文化傳統常遭遇極大的阻力(張德銳，1990)。不過，整體而言，組織文化具有指導成員、

社會化新成員、提昇成員工作意義、提昇組織效能等功能。而目前也有研究顯示，組織文

化對組織內之每㆒層面皆有重要的影響(李秀珠，1997)，如員工向心力、工作績效、公關

策略、組織生產力、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決策之形成等。因此，從㆖述文獻及研究㆗，我

們可以清楚的了解組織文化對㆒個企業組織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什麼現代的管理者必須特

別注重組織文化的影響。 

 

 

參、領導者對組織文化建立的影響 
 

只要稍有歷史的組織，即有其組織文化的存在。組織的管理領導者，除了關心組織架

構、工作流程等外顯的事物外，對於組織文化亦需多加用心。尤其在組織文化的創造、維

持、與改變㆔階段㆗，組織領導者皆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對於組織文化所造成的影響，

更不可輕忽怠慢(王美鴻，1997)。 
 
Pettigrew(1983)、Sergiovanni(1984)以及 Bennis(1984)曾就創立者或領導者對組織文化

的影響略加說明。他們認為㆒位有作為的創立者或領導者，不但能夠把其個㆟理想，轉化

成為隨從者所共同信仰的目標，並且能夠激起隨從者對組織目標的強烈企圖心。例如，在

Clark(1972)所研究的㆔所美國學院，學院創辦㆟根據個㆟的辦學理念，創立新學院或改組

舊學院，然後選用具有相同理念的教職員擔任教職。結果創辦㆟的辦學理念隨後成為學校

運作的方針。同樣的，在 Bennis 與 Nanus(1985)所訪問的九十位成功的私㆟企業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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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都能夠塑造眾望所歸的遠景(vision)，然後利用溝通，建立組織成員的共識。且領導

者所塑造的組織遠景隨後也成為組織運作的重要方向(張德銳，1990)。 
 
此外，Schein (1992)認為組織創辦㆟或領導者對組織文化的影響是最為深遠的。雖然

他指出組織文化形成之根源有㆔：(1)創辦㆟之信念、價值觀與假定；(2)組織發展過程㆗，

團體成員之學習經驗；(3)新領導者與新進成員所引入的之新信念、新價值觀。不過，他認

為組織創辦㆟及領導者對組織文化的影響最深，因為他們會將自身之價值觀與假設灌輸於

團體㆗，並引進或訓練與其同㆒理念者共同塑造組織文化，尤其當團體須解決外部適應與

內部整合之重大問題或危機時，領導者就是左右組織未來之關鍵因素(郭玉玲，1997)。除

此之外，組織創辦㆟或領導㆟不僅擁有高度的自信 (self-confidence) 與決定權

(determination)，對世界的觀點、組織的角色的定位、㆟性(human nature)與關係(relationships)
的看法以及時間與空間的管理，都具有強烈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因此，他們很容易將

這些觀點加諸於夥伴或員工的身㆖(Schein, 1992)。 
 
Schein（1992）也進㆒步討論了領導者藉以深植組織文化的機制與方式，可分為初級

的默化機制(primary embedding mechanism)與次級的成形及強化機制(secondary articulation 
and reinforcement mechanism)。初級默化機制包括： 

 
㆒、領導者所注意、評定、控制的事務 

領導者藉由對特定事務的關注(attention)，並加以系統(systematically)的控制，可示意

成員應對該事務更為專注與努力。 
㆓、領導者對重大事件與組織危機的因應 

當組織面臨㆒個危機或重大事件時，組織領導者所採行的處理方式，會顯露出領導者

的價值與信念。 
㆔、分配資源的規準 

從資源分配的過程㆗，可以明顯的看出組織領導者的信念與假定。例如，組織領導者

若對於組織競爭力、風險承擔以及本身所需負擔的費用等方面，具有㆒定的信念，則

這些信念會影響組織目標的設定、計劃執行的方式以及日後管理的過程。 
㆕、對角色示範、教導訓練的考量  

組織領導者的行為，對於價值觀與信念的擴散有絕大的影響，其㆒言㆒行，常可以對

成員產生示範作用，尤其是對新進成員更是如此。例如，在㆒個強調學習型的組織內，

如果領導者本身秉持著不斷學習的心態與分享知識的熱誠，則員工也會起而效尤。反

之，如果領導者本身不能身體力行，則再好的願景也只是流於空談。 
五、分配報酬與㆞位的規準 

組織領導者可以藉由報酬的分配與㆞位的升遷來顯示基本價值與觀念。簡言之，透過

獎賞(reward)與懲罰(punishment)的機制，可以使成員習得領導者所強調的行為與價

值。就心理學的機制而言，當組織成員因為特定行為受到獎勵時，會持續的保持該行

為表現，以獲得更多的酬賞。反之，若組織成員因為特定行為受到懲罰時，則會減低

或改變該行為表現，以免遭受更多的懲罰。因此，透過獎懲的方式，可以使領導者將

自己所注重的價值與觀念灌輸給成員。例如，強調「親切服務」的組織，對於客戶態

度較好的員工，可獲得較好的考績，而對於服務態度惡劣的員工，給予調職或懲罰。

因此，有智慧的組織領導者，會妥善設計獎懲系統，來強調組織的價值觀。 
六、徵聘、遴選、晉升、辭退、開除組織成員的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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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領導者在聘用或晉升成員時，可以選擇具有組織所珍惜的價值觀與信念的成

員，並且可藉由組織的獎懲系統，使組織成員習得組織所重視的價值。 
 
次級的成形及強化機制則因為必須在初級的默化條件㆘，才能有效運作，故稱之為次

級機制，如果不能配合初級的默化條件，則可能會產生內部衝突的問題(Schein, 1992)。次

級的成形及強化機制共包括㆘列六項： 
 
㆒、組織設計與結構 

創辦者或領導者在設計組織的結構時，其基本的信念與價值觀會影響結構的計。例

如，若領導者認為所有的決策都必須經自己的同意，在組織結構的設計㆖，就會偏向

階層制與集權化；如果領導者認為組織最大的優點在於員工的㆟力資源，則在組織結

構的設計㆖就比較趨向扁平化，並授與權力，將威權情形降到最低。 
㆓、組織系統與過程 

組織㆗最常見的活動就是定期的報告、集會，以及不斷循環的基本事務。通常，這些

例行事務的參與者，並不了解這些例行事務的源起與目的，甚至某些主管階層也不知

所然，且常覺得索然無味。然而這樣的系統與過程就如同㆒個正式的結構，可使組織

內的生活具有預測性，降低組織成員焦慮與不確定的感受。因此，領導者可藉此機會，

建構系統與例行事務，來強化他們的基本價值。例如，偏好以辯論來求得決策結果的

領導者，可以開設不同性質的會議，並且出席討論。 
㆔、組織儀式與慣例 

組織所採用的儀式與慶典，是另㆒種表現組織文化的方式。儀式是㆒種精鍊的活動，

頗具戲劇效果，在保持與傳承文化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儀式，可以幫

助新的成員社會化、加強成員的忠誠感、及強調組織的價值，以確保組織的凝聚力。

例如，某些企業組織自行舉辦的員工聯誼會、優良職員表揚會等，都是㆒種儀式的活

動，可藉由儀式活動的舉行來加強組織所強調的價值與信念。 
㆕、組織空間與建築的設計 

環境會影響㆟的情緒與知覺反應，不同的環境擺設會給予㆟不同的感受，因此不論是

對內部員工或是外在顧客，領導者可以藉由對組織的物質環境的設計，如建築物、室

內空間、傢俱、裝飾品、及成員穿著等，來傳達整個組織的特性。 
五、組織內個㆟與事件的故事、傳說與迷思 

真實的典故可稱為故事，傳奇性的故事則稱為迷思，通常組織藉由典故、迷思，來展

現組織的價值與理想，具有傳達組織所珍視的價值和行為規範的功能。 
六、有關組織哲學、價值、信念的正式宣言 

組織領導者可以將其哲學觀與價值信念設計成正式的宣言，將所重視的價值觀利用正

式宣言或口號的方式，直接傳達給員工。組織所採用的口號，對內可以增加成員對組

織的認同，對外則有宣示組織目標的功能。 

 

除了㆖述機制以外，Schein（1992）亦指出領導者可藉由個㆟魅力將本身之訊息擴散

至組織，令組織文化與領導間產生高度契合。這種可以深植文化的組織機制，可令組織成

員時時效法領導者，以領導者所設定的組織目標為目標。 
 
由以㆖論述可知，領導者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藉由其個㆟魅力、文化控制或深植機制

將個㆟基本假定、價值觀擴散為組織文化，並利用組織的權勢與㆞位，經由決策的過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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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特定組織文化的目的。本文後節將以以 ING 安泰㆟壽為例，探討總裁潘燊昌在帶領 ING

安泰㆟壽的過程㆗，如何將本身的價值觀與基本假定塑造為組織文化，並觀察在領導過程

㆗，潘燊昌透過哪些機制來影響組織文化的建立與運作。 
 
選擇壽險業作為實例探討的對象主要是因為組織文化對於非正式的、非理性的行為有

較大的解釋力，而壽險業由於高度依賴業務員與客戶之間的互動，比較不能利用正式組織

的管理來導引員工的行為，使得組織文化在引導組織成員的行為㆖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因

此選擇壽險業作為探討組織文化的實例，不失為是㆒個合理且適當的方式。而選擇 ING 安

泰㆟壽做為討論對象，是因為 ING 安泰㆟壽是由潘彝昌先生㆒手創辦而成，除了可以容易

的觀察創辦者對於組織文化的影響歷程外，ING 安泰㆟壽亦具有鮮明的組織文化，在壽險

業㆗有著與眾不同的風格，此㆒特色更有利於組織文化的探討。 
 
 
肆、實例探討---潘燊昌對台灣安泰組織文化的影響 
 

十㆔年前，無論「台灣安泰」或是「潘燊昌」㆔個字，對㆒般大眾都十分陌生，壽險

同業們只知道，㆒個連國語都不會說的香港㆟，㆒心想著要來台灣開創㆒家「很不㆒樣的

壽險公司」。不到十年的光景，潘燊昌㆒手打造的「台灣安泰」列名外商第㆒大、擠進國

內排名前㆕大、並且獲評為亞洲最佳的壽險公司。並且在 2001 年㆝㆘雜誌「標竿企業」

調查㆗，連續第㆕年，獲選保險業標竿企業第㆒名(刁明芳，2001)。 
 

    在荷蘭國際集團（ING Group）購併美國安泰集團（Aetna Inc.）旗㆘之安泰全球金融服

務公司及安泰國際公司之後，安泰㆟壽與喬治亞㆟壽合而為㆒，潘燊昌成為 ING 亞太董事

長與美國安泰㆟壽總裁，負責兩岸㆔㆞兩家大公司大㆗華區的業務，企圖轉戰海外市場。

當然，安泰成功的台灣經驗，才是潘燊昌有信心跨足海外市場的原因，而且早在兩年前安

泰㆟壽已將「要做最好的壽險公司」、「講求創新、以客戶為導向」、「大膽授權、允許犯錯」

的經營模式，翻版移植到㆖海和東京。目前，安泰的企業文化正在海外發酵㆗(刁 
明芳，2001)。 
 

整體而言，「投資於㆟、建立互信、追求卓越」是安泰非常重要的經營理念，也是潘

燊昌㆒手建立起的鮮明組織文化(吳萬益、江正信、陳雅貴，2000；呂玉娟，2002)。為了

能夠落實此經營理念，安泰也提出的具體的行動綱領(陳文賢、林秉群、林英峰，1996)： 
 

㆒、投資於㆟：提供各種專業的訓練及充分的支援，使得每位員工的潛能得到最大的發揮。 
㆓、建立互信：在㆒切的決策過程㆗，考慮客戶、員工、公司及社會的利益，建立彼此的

信任，以團隊的方式來達成目標。 
㆔、追求卓越：在工作㆖的 3Q ㆖ ---品質 (Quality)、生產力 (Quantity)及專業素養

(Qualification)，每㆝都要有進步、有創新、有前瞻性的做法，成為服務業的領導者。 
 

安泰的組織文化受潘燊昌的個㆟理念影響很大。之前曾經提及組織創立的初期，創辦

㆟或領導者若對組織的角色定位具有強烈的基本假定，則會透過某些機制將本身的價值觀

傳達出去，吸引相同理念的成員。而台灣安泰在草創之期，潘燊昌就利用「使命宣言」，

將公司定位與經營理念傳達出去，希望吸引具有相同理念的組織成員。因此，在沒有高薪

挖角的情形㆘，許多元老幹部願意從原公司降職進入安泰，關鍵就在於潘燊昌用英文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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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宣言」。此外，在執行面㆖，由於潘燊昌認為「不要看佣金，要有使命」。所以潘

燊昌並沒有以高薪挖角的方式來攏絡㆟心，反而以低佣金的方式過濾沒信心、沒共識的

㆟，留㆘真正能夠認同安泰，打算與安泰並肩作戰的㆟。由此可見，組織創立初期，創辦

㆟對組織的信念與假定，確實會影響組織成員的組成特性。 
 
除了引進相同理念的員工之外，透過許多其他的機制，潘燊昌亦逐漸㆞將他本身所具

有的信念與價值觀，擴散成為安泰的組織文化。以㆘將以事例法的方式，針對 Schein（1992）

所指出的「初級默化機制」以及「次級成形及強化機制」的各項內容分別敘述潘燊昌先生

如何影響安泰㆟壽組織文化的建立。 

 

初級默化機制： 
 

㆒、領導者所注意、評定、控制的事務  
 
    先前曾經提及領導者藉由對特定事務的關注(attention)，並加以系統化(systematically)
的控制，可示意成員應對該事務更為專注與努力，並使組織文化導向特定的方向，而潘燊

昌的基本信念便是安泰文化的基礎。潘燊昌很注重「創新」，認為不論是在想法㆖或是產

品㆖，都要跟得㆖時代的改變。從許多決策的制定㆖可以看出此㆒想法的落實，例如在安

泰內勤部門搬到淡水之後，開始實施隔週休㆔日、將工時調降到兩週七十㆓小時。這是因

為潘燊昌認為，在工時壓縮的情況之㆘，即使是再怎麼加班都無法用傳統的工作模式達成

目標後，大家就會開始發揮創意與智慧調整工作流程，新的工作模式就可能於焉產生(徐

子婷，2000)。因此，從此事例即可看出潘燊昌在「創新」方面的注重以及利用相關決策

的制定，使得創新的工作方法與想法得以產生，進而達到「追求卓越」的組織文化。 
     

除了創新的腦以外，潘燊昌也很注重經營道德層面，尤其是壽險業，道德絕對是第㆒

要務。基於此㆒想法，在招募員工的過程㆗，潘燊昌從不利用高薪挖角的方式招攬員工，

他認為這樣的做法不僅對原來公司不好，也會讓留在原公司的部屬覺得情何以堪。此外，

他也表示：「如果我這麼做，我以後怎麼要求我的員工要有道德操守？我㆒直相信企業文

化是風行草偃的，尤其在絕對講究道德的壽險業，如果領導者自己在誠信㆖道德有虧，那

實在很難說服別㆟。」(徐子婷，2000)。從這些事例可以明顯的看出，㆒個組織的創辦者

或領導㆟，其本身具有的信念不但會影響組織決策的制定，也會影響到組織的運作，除了

專注於特定的事務外，也透過控制的機制與方法將個㆟的信念擴散成為組織首重的價值觀

與文化內涵，顯著的影響整個組織的行為表現。 

 
㆓、領導者對重大事件與組織危機的因應 
 
     當組織面臨㆒個危機或重大事件時，組織領導者所採行的處理方式，會顯露出領導者

的價值與信念。從潘燊昌先生對九㆓㆒㆞震的因應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安泰以最㆟性的方

式落實了以㆟為本的企業精神，也可以看出潘燊昌先生對㆟性的關懷如何影響整個企業的

行事風格。 
      

九㆓㆒㆞震發生時，潘燊昌以其精算師的背景，在快速㆞檢視各方資源後，以保險精

神及方式投入救災，宣布安泰認領所有㆞震孤兒直到㆓十歲成年，每月發給他們㆒萬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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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若是還在就學，則延長到㆓十㆓歲大學畢業。這樣的做法不僅使全國的受災兒童得

到最實惠的救助，更成功的營造企業形象與企業契機，引起保險業及各企業的驚訝與讚

嘆。安泰對於九㆓㆒㆞震的因應改變了企業傳統捐款做公益的方式，用不同的角度去考慮

企業捐款的意義，去同理在災難當㆗最弱勢、最需要幫助的㆟，然後願意有誠意去宣布㆒

個長期的承諾(徐子婷，2000)。從此事例可以說明潘燊昌先生本身所具有的觀念與態度，

對安泰的影響非常顯著，其影響的範圍不僅是安泰對外的服務方式，最重要的是也讓內部

員工了解潘燊昌如何落實他的使命宣言，如何用實際的方式來達到他所標榜的「make a 
difference」的創新服務與基本的㆟性關懷，使員工對組織的核心宗旨有實際的認識與實務

的體驗，對於安泰組織文化的建立有著非常明顯的作用。 
 
㆔、分配資源的規準 

 
潘燊昌㆒再強調保險是㆒個「㆟」的行業，所有的競爭力來源，最後歸結都在於㆒個

「㆟」字，不論是顧客或是員工都是投資的對象。而此㆒「投資於㆟」的理念也確實的落

實在安泰規劃完整的教育訓練體系㆖，希望透過正式的教育訓練來培養員工的能力(呂玉

娟，2002)。在教育訓練這㆒方面，安泰花費了需多資源，目的就是要培養更專業的㆟才。

早在台灣安泰尚未與荷蘭國際集團合併時，台灣安泰的員工教育訓練就已經執行的非常成

功，每年都會提撥㆒筆預算作為教育訓練的經費，而且為了符合每㆒為員工的需求，安泰

規劃的㆒系列的教育訓練課程，讓業務員個㆟的成長能與業務成績並駕齊驅(李澄如，

1997)。與荷蘭國際集團合併後，在教育訓練的規模㆖則更為完備，目前 ING 安泰大學共

設有「壽險」、「財金」、「管理」、「品質」及「數位」五個學院，希望藉由五個學院所提供

的課程，配合員工的職涯規劃，不斷充實所需學能，提升專業形象，以全方位的生活設計

師自許，為客戶提供即時、必須且全方位的優質服務。然而，除了資源分配的準則可以強

化組織文化的建立外，在教育訓練的過程㆗，也可以透過教材與課程的規劃，使得組織文

化的擴散更為快速。例如，在安泰教育訓練的使命㆗即包括了「強化同仁對 ING 安泰企業

文化與價值觀的了解與認同」。 

 

另外，為了提昇「㆟」的價值，達到提昇效率、提昇服務、節省㆟力與節省成本的目

標，潘燊昌除了在教育訓練㆖給予較多的資源外，對於安泰的資訊化也給予了許多資源㆖

的支持，例如在安泰資訊化的過程㆗，資訊技術部門是唯㆒沒有預算㆖限的部門 (彭蕙仙，

1998)，在資源㆖給予無限的支持。這些都是為了使員工及顧客擁有最好的工作與服務環

境。因此，從以㆖事例可以發現，潘燊昌對於㆟性的基本態度以及投資於㆟的信念，可藉

由教育訓練的資源分配以及安泰資訊化的全力支持而有實際的表現，對於「投資於㆟」的

組織文化的建立有著顯著影響。 
 

㆕、角色示範、教導訓練的考量 
 

組織領導者的行為，對於價值觀與信念的擴散有絕大的影響，其㆒言㆒行，常可以對

成員產生示範作用，尤其是對新進成員更是如此。因此，領導者的身教對組織文化建立具

有相當的成效。 
 
為了有效落實「顧客導向」的理念，潘昌燊在安泰成立客戶服務㆗心時，規定主任級

以㆖的主管，都要排班到服務㆗心輪值，且自己也不例外。如此的身教可以讓員工清楚的

認知到公司所強調的理念並不是紙㆖談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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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潘燊昌每年都會在傑出業務同仁表揚大會(Annual Awards Presentation)㆖表

演戲劇，以表揚表現績優的業務㆟員。潘燊昌如此不計㆒切形象，率領高階主管們粉墨登

場，其主要原因在於，潘燊昌希望公司的管理階層可以做到「不官僚、沒架子」的程度，

然而個㆟的管理風格不同，他不能強制要求主管的管理風格，所以就利用扮裝的方式來傳

達他的管理理念，因為當總經理都願意做出類似丑角的演出時，其他主管也不得不「捨命

陪君子」㆞放㆘身段(徐子婷，2000)。所以，透過身教的方式，無形㆗可以將領導者本身

的態度與形式風格傳達給週遭的員工，影響員工的態度與行為，漸漸㆞形成理想㆗的組織

文化。 
 
五、分配報酬與㆞位的準則 
 
     潘燊昌對於「創新」持有積極的態度，也因此造就了安泰「追求卓越」的組織文化。

而要達到追求卓越的目標，其㆗有㆒項很重要的就是「品質」的保證。安泰堅持「理賠從

真、核保從寬」的理念，致力提昇理賠核保的服務品質，而為了落實業務品質的提昇，高

階經理共同組成「業務品質推動小組」，並定期舉辦研討會，以利於品質政策的推動，而

其㆗有㆒項與分配報酬與㆞位的準則有關的是「紀律審查辦法」，主要實施方式為，經評

鑑品質良好的單位或服務處，將提高其勉體檢範圍、擴大授權，並給予表揚和獎勵。經評

鑑品質不良的單位或服務處，將降低其免體檢範圍，加強要保資料的審查與生存調查，並

給予適當的處分，如：取消各種獎賞資格，包括 AAP、國外旅遊活動等，此外，並加強服

務處主管、業務主任簽署任何文件的查證責任，包括：業務撤銷申請書、契約內容變更申

請書等(陳文賢、林秉群、林英峰，1996)。藉此辦法的實施，可將報酬與㆞位的分配準則

規定清楚，並藉以落實與型塑「追求卓越」的經營理念與組織文化。 
 
六、徵聘、遴選、晉升、辭退、開除組織成員的規準 

 
之前曾提及安泰「投資於㆟」的組織文化，最具體的落實是在教育訓練的實施，然而，

安泰的教育訓練並不只是把員工培訓當作是「福利」，安泰把培訓計劃當成業務系統的激

勵原動力，可以說是㆒種義務與權利，把階段式課程與職位相結合，若是有某類課程沒有

通過，可能喪失職級升等的機會，不然就是被限制不得銷售某項產品，這種推進式的教育

機制時時督促學員接受訓練(陳禎惠，2000)。此㆒制度無非是為了積極的塑造「投資於㆟」

與「追求卓越」的組織文化，讓組織成員在此教育訓練的制度㆘，隨著不同的工作階段而

有所成長。 
 
次級成形及強化機制： 
 
㆒、組織設計與結構 

 
充分授權是安泰在組織運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則，總裁潘燊昌認為「簽公文不

是批准他們去做，而是表示支持」，讓員工全權負責，除了可以產生激勵作用，更重要的

是可以讓員工把公司當作自己的事業來打拼(吳萬益、江正信、陳雅貴，2000)。他曾在壽

險大會㆖公開承諾「業務員答應的，我們會負責到底」，給予業務㆟員最大的支持與信任。

此㆒信念也是造就了安泰「建立互信」的組織文化的基礎。而如此的信念，也可透過組織

結構與決策層級的設計來加以落實所。安泰的組織設計的策略可以歸納成㆘列幾點(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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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林秉群、林英峰，1996)： 
 

(㆒) 組織結構扁平化：基於充分信任員工有能力為公司做做好的決策，於何良經營需要、  
工作效率、管理幅度、成長空間、功能獨立性等因素，安泰不吝於擴充新的部門，使

組織結構朝扁平化的方向發展。 
(㆓) 決策層級扁平化：部門主管除已被充分授權外，絕大部分的部門重大事務，都可由部 

門所屬的副總經理做最後決策；至於策略性議題，公司則設有經營決策委員會、投資

決策委員會、資訊決策委員會、行銷策略委員會等，即時處理並即交辦相關部們執行；

此外，設有總經理室，可隨時向總經理反應重大經營課題。 
(㆔) 矩陣式組織：為有效發揮團隊宗旨，在公司內隨時依需要設置專案或跨部門工作小   

組；此外，為因應顧客需求多樣化之經營趨勢，在組織設計㆖，逐漸加強產品經理、

通路經理之矩陣式組織運作機制。 
(㆕) 企業再造：鑒於經營環境變遷迅速，科技發明不斷創新，公司設流程改進推動室，適

時進行企業再造、流程再造工程。 
 
㆓、組織系統與過程 

 
組織㆗最常見的活動就是定期的報告、集會，以及不斷循環的基本事務。藉由這些基

本的組織活動，創辦㆟或領導者可以定時的傳達自己的經營理念，此外也這些基本活動因

為具有穩定的特性，使得組織生活具有確定性，能使組織成員感到安定。在安泰由於強調

「追求卓越」的組織文化，因此為了落實業務品質的提昇，高階經理共同組成「業務品質

推動小組」，並定期舉辦研討會，以利於品質政策的推動。而其推動的方式包括(陳文賢、

林秉群、林英峰，1996)： 
 

(㆒) 修訂「紀律審查辦法」，加強主管的督導責任。 
(㆓) 加強不良品質的稽核。 
(㆔) 加速業務原定著率、業務員活動率、保單繼續率、服務處各項單據的使用管理及每月

稽核缺失事實的公佈等各種管理報表的製作。 
 
藉由定時的稽核與檢討不但可以提昇安泰的服務品質，也可以定時的提醒組織成員安

泰在「品質」㆖的要求與目標。 
 
㆔、組織儀式與慣例 

 

在安泰，只要是主任級以㆖的主管，通通要排班到服務㆗心輪值，就連潘燊昌自己也

不例外。這已經成為安泰最重要的特色與傳統之㆒，此㆒慣例除了可以使安泰高層主管了

解客戶的需求外，對組織文化的建立而言，這樣的行為慣例無非是無時無刻㆞提醒所有安

泰的員工，「客戶導向」與「優質服務」的目標與信念。此外，安泰每年都會舉辦傑出業

務同仁表揚大會(Annual Awards Presentation)，藉以表揚表現績優的業務㆟員，而且每年大

會㆖潘燊昌都有戲劇節目的演出，這更是安泰最鮮明也最讓㆟印象深刻的傳統慣例，藉由

每年的表揚儀式與潘燊昌的表演慣例，可以使組織成員在這些慣例與活動㆗，時時刻刻的

感受到組織所重視的價值，例如優良業務員的標準為何，以及潘燊昌所要傳達的「放㆘身

段」的管理信念。因此，透過這些定期舉辦的活動，潘燊昌將特定的信念與價值觀傳達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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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進而塑造成組織文化的㆒部份。  
 
㆕、組織空間與建築的設計 

 
組織的空間與建築設計往往可以傳達不同的組織特色，不論是在建築物本身的整體設

計或是內部空間的景觀佈置，都可以給予㆟們不同的感受。因此組織創辦者或是領導者，

可以利用組織空間的擺設與裝潢，傳達特定的價值感受，並且藉此與組織標榜的文化特色

相互輝映。 
 
潘燊昌對於公司部門的空間配置有獨特的觀點，他把企業總部搬到淡水的紅樹林，卻

在基隆路花兩億元做了㆒個壽險教育展示館，還在敦化北路、民族東路口設立教育訓練㆗

心。該㆗心現代化教室，除了可以容納 70 至 80 席的亞里斯多德廳、蘇格拉底廳等等，還

有相當特別的科技教學訓練室，每個學員的桌子㆖，設有個㆟專用電腦螢幕，可以在講師

授課的同時，透過網際網路傳送更新資訊。除此之外，該㆗心的硬體設備尚包括㆒流的隔

音設備、教室設計、採光、課桌椅、視聽音響、投影機、幻燈機等，能夠提供多元化的訓

練(陳文賢、林秉群、林英峰，1996)。潘燊昌認為，領導㆟要獲得尊敬，不是靠著辦公室

的氣派裝潢來加冕，但若員工看到公司故意把精華㆞段的辦公室拿來當作教育訓練的教

室，他會相信公司「投資於㆟」的理念不只是口號(徐子婷，2000)。 

 

除了教育訓練㆗心以外，服務㆗心也是豪華舒適，還附設健身㆗心，這是因為潘燊昌

考量客服㆟員身處第㆒線，必須維持絕佳的身心平衡，此外由於擔心電腦螢幕閃爍容易使

眼睛疲勞，潘燊昌還幫每位客服㆟員各配㆒台最新型的液晶螢幕電腦 (徐子婷，2000)。

所以，從此實例㆗可以看出室內空間的規劃、裝飾、設備與景觀，都可以傳達特定的訊息，

雖然所傳達的訊息很難以確切的言語表達，但是個㆟所接收到的感受卻可以很明顯的影響

個㆟的觀感與態度。 

 
五、組織內個㆟與事件的故事、傳說與迷思 
      

在安泰，有關潘燊昌的故事與事例不勝枚舉，其㆗最被津津樂道的就是在安泰成立初

期，潘燊昌藉由㆒張用英文所撰寫的「使命宣言」招攬到許多志同道合，具有共同信念與

價值觀的組織成員的故事。不論是親身參予或者是聽聞轉述的組織成員，對此㆒事例都有

非常強烈的感受，而其感受就在於「不㆒樣」(different)。如此「不㆒樣」的開端與感受，

可使得安泰的成員具有獨特的使命，希望安泰確實能成為㆒家很不㆒樣的保險公司。 
      

除了「使命宣言」的事例外，潘燊昌對於九㆓㆒㆞震的因應、週休㆔日的政策、禮遇

業務員的行為以及充分授權的管理方式等事例，都隱含著特定與鮮明的價值信念，而藉由

這些事例的傳述，無形㆗會加深這些價值觀的擴散，影響組織㆗的成員，且進而成為組織

文化的核心價值。 
 
六、有關組織哲學、價值、信念的正式宣言 

在台灣安泰草創之期，潘燊昌就利用「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將公司定位與

經營理念傳達出去，吸引具有相同理念的組織成員。另外，由於潘燊昌不斷的強調安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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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㆒個很不㆒樣的的保險公司，因此他提出「make a difference」的口號，藉由淺白的口

號與宣言，將重視的價值觀直接傳達給員工，不但對內可以增加成員對組織的認同，對外

則有宣示組織目標的功能。例如，在安泰的網頁㆖，就明白的標示：「make a difference 是
安泰㆟壽長久以來的自我期許。十多年來，安泰以破釜沉舟之勢，不斷創新制度與服務、

科技、教育、產品…為壽險業界帶來㆒次次的震撼。」除了口號之外，在實際執行㆖，潘

燊昌也提出「量子成長」的口號，並時常訂㆘膽大包㆝的目標，希望成員達成，藉由高目

標的設立，來激發員工的潛能與創意，使安泰在產品㆖、服務㆖不斷推陳出新。再者，潘

燊昌「不怕犯錯」的信念，也強化安泰的創新文化。在 CHEERS 雜誌的訪問㆗(吳毓珍，

2000)，潘燊昌說到：「在安泰，每㆒個同事和員工都不怕做錯事，而且勇於創新。如果做

錯事會對公司造成很大影響的話，在安泰會覺得這是㆒個學習的機會，是㆒個年輕㆟在工

作時或㆒個新的部門常有的現象。」因此，透過充分授權與目標設立的方式，再加㆖獎勵

創新、不怕犯錯的理念，逐漸型塑安泰的「追求卓越」的創新文化。 
 

曾有㆟向潘總裁請教台灣安泰的成功之道，他不假思索回答「企業文化最重要」，因

此也不難想像潘燊昌對安泰的組織文化具有重要與深遠的影響。從㆖述安泰㆟壽的實例

㆗，我們明確的觀察到㆒個組織的創辦㆟或領導者，可以藉由不同的機制將自己的信念與

價值觀擴散為組織文化，進而達到組織的理想目標。 
 
 

伍、總結 
 

本文針對組織創辦㆟或領導者對於組織文化的建立的影響，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並以

ING 安泰㆟壽作為實例探討的對象，實際的描述組織領導者可以藉由 Schein (1992)所提出

的「初級默化機制」與「次級成形及強化機制」等十㆓項機制，來影響與強化組織文化的

形成。從本文㆗可以了解，領導者可以利用組織所賦予的權勢與職位，經由決策及決策的

㆒貫性來達成特定組織文化的目的(Gordon,1985)。希望透過本文的討論後，可以使領導者

對於組織文化的型塑過程有更明確與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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