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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組織與管理基本概念 
管理  
Management 

 

協調並監督他人工作，使工作能藉由他人之力，

有效率及有效能地完成。因此，Robbins 認為管理是

有效地透過他人完成事務的功能程序，即規劃、組

織、領導與控制；Mary P. Follett 認為管理是透過眾

人之力來達成目標的一系列活動，此一系列活動即是

管理功能；許士軍老師認為「管理」代表人們在社會

中所採取具有特定性質和意義的活動，其目的是藉由

群體合作，以達成共同的任務或目標，即群策群力，

以竟事功。  

管理功能  
Management Function 

〈102 台電、104 台酒、97 鐵路〉  

管理者制定決策、分配資源，領導他人使其趨於

組織既定目標的過程中，為了透過他人完成工作與任

務，管理者必須行使管理功能與程序。 

 Robbins 提出管理程序包括規劃、組織、領導、控制。 

 Fayol（費堯）為最早提出管理功能提出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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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組織、命令、協調、控制。  

 Glick（古力克）提出管理程序分別為 Planning（規

劃）、Organizing（組織）、Staffing（用人）、Directing

（指揮）、Coordinating（協調）、Reporting（報告）、

Budgeting（預算）（POSDCORB）。  

組織  
Organization 

 

為一個社會實體，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員所組

成，為達成某些特定目標，經過有效的協調與整合，

所形成有系統的結構。  

Hodge & Johnson 認為組織構成的要素包括人員、共

同的目標、責任、工具設備與協調五個要素；麥肯錫

（McKinsey）顧問公司提出組織構成的七個要素（7S 

Model），依照軟體與硬體架構區分如下：  

 



第一章 企業管理概論 005 

軟體：  

共享價值觀（Share Value）：為組織共同認知的

價值觀，是組織的指引方針；亦是組織成員認定

組織生存或成功的重要認知與價值觀點。  

技能（Skill）：組織工作與執行策略所需具備的

技術和能力。  

人員（Staff）：組織中所須具備的人力資源。  

管理風格（Style）：組織管理者的管理風格與象

徵行為。  

硬體：  

策略（Strategy）：為達組織基本目標所從事資源

配置、部署與處分的手段。  

結構（Structure）：企業中不同領域的部門與單位

間，彼此依照相關程序所構建而成。  

系統（System）：存在企業中的日常工作程序與

完備的制度體系。  

業務／企業功能  
Business Function 

〈101 台水、101 台電、100 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95 台電〉  

業務功能乃配合一機構之業務目的及手段而發

展，隨機構性質而異；亦即根據組織的目標，將組織

的整體任務劃分為許多不同性質的工作，每一工作即

是一種業務／企業功能。因此，企業要能達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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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二大基本目標，需具備下列的基本技術功能，包

括生產管理、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研發管理、

財務管理與管理資訊系統（MIS），合稱「六管」。  

管理矩陣  
Managerial Matrix 

〈101 中華電信〉  

管理矩陣為管理者運用管理功能執行企業的業

務管理。管理矩陣構成的兩大構面，其一構面為管理

功能，包括規劃、組織、領導、控制，具有普遍應用

性質，可適用於企業組織，也可適用於其他機構，如

學校、軍隊、醫院等。另一構面為企業功能，包括生

產管理、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研發管理、財務

管理，乃配合組織之業務目的及手段而發展，隨組織

性質而異。  

   業務  

    功能  

管理  

功能  

生產  行銷  
人力  

資源  
研發  財務  

規劃       

組織       

領導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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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功能構成一矩陣。每一方格，代表管理者均

須利用其本身專業知識與管理知識以制定決策。因此

企業如欲發揮組織的經營績效，各級主管必須善加利

用管理功能的規劃、組織、領導、控制等方法，協助

其所負責的業務功能，能夠運作的更加順暢。  

第二節  市場與企業  

市場  
Market 
 

係指買賣產品或服務所進行之交易場所，通稱為

「市場」。廣義而言，泛指買賣雙方互相接觸的全部

範圍，即交易行為的總稱。  

完全競爭市場  
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105 地特三等、105 國營、103 高考暨普考、101 高考〉  

在某一產業中，有許多買者與賣者，雙方對於市

場訊息均能充分了解，生產同質產品，廠商無力改變

市場價格，為價格接受者，且生產因素能夠自由進出

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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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市場  
Perfect Monopoly Market 

〈104 關務〉  

又稱「壟斷市場」，指整個產業或市場中，只有

一家廠商生產財貨或提供勞務，該家廠商為整個產業

的供給者，其提供的產品沒有類似的替代品，為價格

決定者。如公用事業的水力與電力公司。  

獨占性競爭市場  
Monopolistically Competitive Market 

〈107 國際經濟商務〉  

又稱為「壟斷性競爭市場」，是既具「獨占性」

又具「競爭性」的市場型態。此市場是由許多廠商生

產類似但具差異性的產品，廠商的行為具有獨占性且

具競爭性。可能為價格接受者或價格決定者，當產品

差異性越大，則對價格的影響性越大，廠商可以自由

加入或退出的市場。如餐廳、服飾、美容院。  

寡占市場  
Oligopoly Market 

〈102 高考、100 高考暨普考、97 原住民〉  

又稱為「寡頭壟斷市場」，廠商數目少，依照所

提供的產品或勞務分為異質寡占或同質寡占。廠商彼

此間互相競爭、互相依賴，由生產有差異性產品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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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幾家廠商控制整個產業。寡占廠商常發生價格競

爭，即個別廠商以降低產品價格來擴大自己的市場占

有率，迫使其他廠商不得不跟進，廠商很難自由進出

市場。如電信公司、汽車公司。  

需求法則  
Law of Demand 

〈107 台電雇員、 105 地特三等〉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物品價格越低，其需求量越

多；反之價格越高，需求量越少。價格與需求量呈反

方向之變化。  

供給法則  
Law of Supply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物品價格越低，其供給量越

少；反之價格越高，供給量越多。價格與供給量呈同

方向之變化。  

均衡價格  
Equilibrium Price 

〈107 台電雇員、100 地特三等、94 地方三等〉  

商品的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相交時的價格。在此

特定價格下，消費者所願意購買且廠商所願意供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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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亦即商品市場達到供需平衡時的價格。  

獨資企業  
Sole Proprietorship 

〈99 高考暨普考〉  

獨資企業由一人出資，獨立經營的一種企業體。

獨資和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獨資企業的人格與負責

人一致，是成立企業中最簡單的方式。獨資事業的運

作，主要規定在商業登記法，並非公司法。若有盈餘

為出資人一人享有，若有虧損亦由出資人一人承擔，

因資本有限其規模不易擴展。  

合夥企業  
Partnership 

〈100 升資考佐晉員〉  

由兩個或兩個人以上互相約定出資，經營共同事

業。合夥型態的企業組織，其權利義務為合夥人所共

有。合夥人內部之權利與義務，若無另外約定，就按

照出資比例分配。因此，合夥事業若有盈餘，由合夥

人按出資比例分配盈餘。  

若合夥事業有虧損，先由合夥事業之財產支應，

若有不足，就由合夥人負「連帶清償責任」。即債權

人可要求任一合夥人或所有合夥人清償債務，若由一

人先行償還債務，則可按照出資比例請求其餘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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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債務。因此，因合夥虧損而積欠債務時，合夥人

對合夥事業所發生債務所負的責任，為「無限連帶清

償責任」，全體合夥人為「連帶債務人」。  

公司  
Incorporation 
 

依照「公司法」規定，「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

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第 1 條），稱為

公司。公司是法人組織，「法人」，依照「民法」規定，

依照「權利主體」區分為「自然人」，以及「法人」，

在法令限制內，享有權利，並負擔義務。  

法人有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之區分，企業屬於社

團法人而非財團法人。此外，成立公司須符合規定，

向主管機關登記始可成立。「公司法」依據公司股東

人數、責任分擔為標準，將公司分為四類：  

無限公司（Unlimited Company）：  

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

責任之公司。  

有限公司（Limited Company）：  

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

其責任之公司。  

 兩 合 公 司 （ Unlimited Company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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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

東所組織，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

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

負其責任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部

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

任之公司。  

關係企業  
Affiliate Company 
 

個別獨立的公司之間，如相互間存在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或相互投資關係時，稱為關係企業。依照公

司法規定，關係企業分為「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及

「相互投資公司」兩類。  

「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意即相互投資公司各

持有對方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或資本總數超過半

數者，或互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者，即互為「控制與從屬公司」。「相互投資公

司」為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即為相互投資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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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  
Cooperative 
 

由社員依共同需求、共同意願，實踐互助合作與

民主治理理想，所集結成立的法人企業。不以營利為

目的，為了滿足社員的共同需求而存在。包括消費合

作社、生產合作社與信用合作社等。  

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04 普考、 102 身心三等〉  

不以營利為目的，即其設立目的並非在獲取財務

上之利潤，且其淨盈餘不得分配予其成員及其他私

人，因而具有獨立、公共、民間等性質之組織或團體。

可藉由公開籌款，或由公、私立部門捐贈獲得經費，

具有合法免稅地位之組織。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105 地特四等、104 升官、103 地特三等〉  

為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的組織，透過一

般商業活動以獲利，即在市場機制中自給自足，而非

以捐贈模式，具商業行為和社會公益雙重屬性之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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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企業  
Benefit Corporation 

〈105 調查局、 105 地特三等〉  

由美國 B 型實驗室（B Lab）所發起的 B 型企業

認證，針對企業內部的公司治理、員工照顧、環境友

善、社區照顧和客戶影響力等五個面向，依產業類

別、員工人數規模進行客製化的量化評估後，頒發 B

型企業認證，且每兩年需重新驗證。  

微型企業  
Micro Enterprises 

〈102 地特四等〉  

根據 2002 年 APEC 微型企業高峰會的定義。少

於五人的小型企業。不論是一人型企業、個人工作

室、抑或是獨資、合夥經營的自僱工作者。都可稱作

為「微型企業」。其特徵如下：  

經濟上市場占有率相對微小。  

管理上企業主多為事必躬親，不隨便假手於專業管

理者。  

決策上企業主可以不受箝制而獨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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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事業  
State-Owned Enterprise 
 

根據國營事業管理法的定義，國營事業包括幾種

不同的型態，所稱國營事業型態如下：  

政府獨資經營者。  

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

者。  

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

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其與外人合資經營，訂有契

約者，依其規定。  

政府資本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但由政府指派公股

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該公司董

事長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及

營運狀況，並備詢。  

卡特爾  
Cartel 

〈104 高考暨普考〉  

是一種同業聯盟組織，參加的企業對契約約定範

圍，如進貨、定價、銷售方式、產量等，在一定的合

作期限內，採取一致的行動，非契約約定範圍仍可自

由經營，故各企業對外仍不失其獨立性。如：石油輸

出國組織（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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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iers；OPEC），該組織對成員國的石油產量進行

控制並確定統一的銷售價格。  

辛迪克  
Syndicate 
 

又稱工團，是一種同業聯盟組織，參加企業共設

銷售總部。辛迪克是一種以個人或廠商為成員的聯營

組織，透過簽訂共同銷售產品和採購原料的協定而建

立的壟斷組織。參加辛迪克的企業在生產上與法律上

享有獨立性，但在商業則失去獨立地位。其採購原物

料和銷售商品的業務均由辛迪加的總部統一辦理。所

得到之利潤按參加單位之產量分配，因此容易發生成

員產量之競爭。  

企業一旦加入辛迪加很難自由進出，因為退出必

須重新建立採購與銷售通路，亦會受到辛迪加的排

擠。因此，與卡特爾相比，辛迪加更具穩定性。  

托拉斯  
Trust 

〈106 石油雇員〉  

托拉斯（Trust），導源於美國，為產業壟斷形式

之一。由許多生產同類商品的企業或產品有密切關係

的企業合併組成。旨在壟斷銷售市場、爭奪原料產地

和投資範圍，藉以獨占市場，以獲取壟斷的超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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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 
 

或 稱 握 股 公 司 、 控 制 公 司 （ Controlling 

Company）、母公司（Parent Company），為已擁有其

他公司多數控制股權的方式，掌握其管理及營運的公

司。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控股公

司申請股票上市審查準則」，所謂「控股公司」係以

投資為專業，並以控制其他公司之營運為目的之公

司。準則中所稱「控股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投資控股公司直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或出資逾百分之五十之被投資公司。  

投資控股公司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逾百分之五十之各被

投資公司。  

投資控股公司直接及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百分

之五十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逾百分之五十

之各被投資公司。  

投資控股公司直接或間接選任或指派董事會超過

半數董事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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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持股  
Intersect Holdings 
 

即互持股份，由獨立企業相互收買對方企業的部

分股票，參加對方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業務決策的一種

壟斷組織形式。即兩個以上之企業，基於特定目的之

考量，互相持有對方所發行之股份。  

第三節  環境管理  

特殊環境  
Specific Environment 
 

又稱直接環境、任務環境，係指對於組織能否達

成目標有直接關聯性影響的外在環境，如供應商、顧

客、競爭者、政府機關及壓力團體。管理者必須對這

些利害關係人最為關注，因為他們對於組織效能有正

面或負面的影響力。  

供應商：  

提供生產資源的單位或組織，包括供應原料和機器

設備的組織、供應融資和勞工的組織。生產資源不

穩定，無法配合組織的要求，便會造成組織的損

失，故供應商代表著不確定性因素。另外，行銷中

間機構，包括中間商、實體配銷機構及行銷服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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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還有財政機構，包括銀行、貸款公司、保險公

司等，這些都會影響企業運作的環境因素。  

顧客：  

購買組織產出的個人或組織。顧客代表著不確定

性，組織的顧客需求多變、議價能力高，對組織的

不確定性也愈高。  

競爭者：  

以價格、新產品、促銷方式與提供服務品質，及其

他類似的方式影響組織營運之廠商。  

政府：  

基於國家政策、民生議題、社會正義與公平，政府

制定相關法令與支持性政策，因而可能影響企業營

運的策略。政府的管制可能限制組織的營運，會降

低企業管理的裁量權，限制管理者的可行策略。  

壓力團體：  

現代民主國家之人民，為爭取及保障其權利，自願

成立之組織。其功能係向具有決策權的政治機關或

具有行政權力之行政人員、營利企業，進行宣傳、

說服或施加壓力，以促其採行立法、行政措施；或

箝制企業營運帶給社會、壓力團體不利益之影響，

以滿足該團體之要求或利益。  

壓力團體的存在，會透過種種影響力影響組織的決

策及行動，故是種不確定因素。如環保團體、工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