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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理論研究

1. 組織運作與發展 

2. 組織結構與設計 

3. 權力與行政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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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話

本單元重要考點在「組織病象」以及「非正式組織」兩個概念，幾乎每份

考卷都會考，所以讀者一定要特別注意，尤其「組織病象」這邊，什麼定律配

合什麼內容一定要記清楚，否則看到考題會暈頭轉向喔！

學習目標
‧ 瞭解組織研究的觀點
‧ 瞭解組織系統理論的內容
‧ 瞭解非正式組織的特性及功能
‧ 瞭解科層組織及其產生的病象
‧ 瞭解組織文化與發展的內容
‧ 瞭解行政文化的特性與類型

組織運作與發展
Un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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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架構

系統理論

開放╱封閉

系統類型（Parsons）

次級系統

已開發國家

未開發國家
行政文化

組織

非正式組織

正╱負功能 研究觀點

組織發展

科層：特徵習性、

官僚人格及弊病

組織文化：理論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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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概念

1 組織研究

1	組織研究觀點

組織研究觀點

靜態觀點
研究組織法律規章，將行政組織視為一種權責分配的

層級節制體系，各部門均有明確與固定的職掌

動態觀點
研究組織行為，從組織人員的交互行為上來說明組織

的意義

生態觀點
權變與情境的觀點，認為組織是一個有機的生長體，

能因應實際需求彈性地自我調整

 
（       ） 從「組織系統表」而言，行政組織就是權責分配的關係，這種理解行

政組織的意義，係屬下列何者？

  （A）動態的意義 （B）靜態的意義 
  （C）生態的意義 （D）心態的意義

解析　

關鍵字「權責分配關係」，所以選靜態觀點。人員互動就是「動態觀點」；環境影

響是「生態觀點」；成員心理是「心態觀點」。

107 原民 B

焦點試題

2	組織系統

組織系統理論

共同特徵

．由某些元素、成分、子系統所組成

．具有特定功能或目標

．系統內各部分互動運作

．皆有其所處的環境

封閉系統
系統內部自給自足，無須與外界互動。但會因資

源耗竭而趨滅亡，稱為「能趨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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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系統
系統須與外界環境互動，並且互相影響，透過「反

熵作用」生存發展

開放系統特徵

．組織即是一個與外在環境互動的系統

．組織具界限性

．反饋機制

．新陳代謝作用

組織界限的作用
能夠劃分各組織間活動的範圍，過濾系統內外的資

源，並作為組織與其他系統的交界

系統理論特性

1. 開放體系
為維持生存，須對外環境開放，並與外在環境維持

互動

2. 動態均衡 具有自我調節和保持穩定狀態的能力

3.反熵（entropy）
作用
（反能趨疲）

透過新陳代謝和維持輸入與輸出的循環，以減低或

遏阻趨於解體或死亡的傾向

4. 多元分化 內部結構和機制多元化以處理複雜環境

5. 殊途同歸性 透過不同的途徑達到目標或實現期望

6. 系統的演化 在變遷環境中加以分化與整合以利生存發展

系統類型

（帕森斯）─

以組織社會功能

作分類

1. 經濟生產 動員資源，解決環境適應問題，如企業公司

2. 達成政治目標
透過權力運用與資源分配以達成目標，如政府機關

單位

3. 整合性 協調衝突，整合運作，如法院、政黨、利益團體等

4. 模式維持 消除價值衝突，維持模式的不墜，如學校、教會

次級管理系統
1. 結構次級系統

組織內部有關人員配置及權責關係，為明文化的正

式次級系統

2. 技術次級系統 組織為達成目標而所需的知識及技能，組成次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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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社會次級
系統

組織內人員的互動而建立社會關係，形成次級系統

4. 目標價值次級
系統

組織對外價值的傳遞與調和，形成次級系統

5. 管理次級系統
貫穿了所有的次級系統，並將其聯接為一個整體；

其主要功用為整合、協調、設計、控制及用人

次級系統層級

1. 策略層次 高層管理，負責擬定計畫及目標，高度互動性

2. 管理層次 中層管理，負責溝通高層與基層，中度互動性

3. 技術層次 基層人員，負責實際業務的執行，低度互動性

對系統理論
的批評

1. 缺乏真實性 和現實的決策與政策執行過程難以有效連結

2. 黑箱運作 強調輸出入的轉換卻難以解釋轉換過程

3. 缺乏實證
理論主張缺乏有利驗證，僅能用以描述組織的動態

過程

4. 忽略個體行為 關注整體層面卻忽略個體行為的影響力

 
（       ） 根據系統理論，政府和環境互動，將產生源源不絕的能量，不致有耗

盡的時刻，這是系統的何種特質？

  （A） 反熵作用（Negative Entropy） 
  （B） 彼得原理（Peter's Principle）
  （C） 莫非定律（Murphy's Law） 
  （D） 白京生定律（Parkinson's Law）

解析　

關鍵字「與環境互動」、「產生能量使組織繼續運作」，所以是反熵作用。

108 地特 A

焦點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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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爽得分
本單元收錄題數：15 題

1. （ 　 ） 關於組織的「控制幅度」（Span of Control），下列何者正確？

  （A）主管的權力大小與控制幅度有絕對關係

  （B）組織內主管與部屬間只存在單純上下關係，無平行關係

  （C）工作的內容越複雜，主管的控制幅度越大

  （D）部屬人數呈倍數成長，主管與部屬的關係就呈幾何級數成長 

D108 初等

解析
（A）錯誤在於主管權力與控制幅度並無絕對關係；（B）錯誤在於主管與部屬間仍

可能有平行關係（例如小團體）；（C）錯誤在於工作內容越複雜，主管要花更多時

間控制，故控制的人員就變少，控制幅度變小。

2. （ 　 ） 「機關出現僵化、無法隨機應變及因時、因地、因事制宜的病象」最

有可能是由於下列何種原因引起？

  （A）法規森嚴  （B）權力集中

  （C）規模龐大  （D）缺乏民主

A108 初等

解析
關鍵字「僵化」，故選法規森嚴。

3. （ 　 ） 所謂「時勢造英雄」是用來描述下列何種領導的研究方法？

  （A）功能研究法 （B）互動研究法

  （C）人格特質研究法 （D）環境決定研究法 

D108 初等

解析
關鍵字時勢（環境）造英雄，所以選（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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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關於組織內衝突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衝突具有改變組織文化的作用

  （B）降低差異性有助於降低不良衝突

  （C）結構差異是衝突來源

  （D）衝突毫無益處，應全力避免

D109 身障

解析
衝突具有雙面效果，可能帶來益處，故（D）為錯誤。

5. （ 　 ） 下列何種組合為臺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的主要組織分部化模式？

  （A）功能分部化與對象分部化 
  （B）對象分部化與程序分部化

  （C）程序分部化與地區分部化 
  （D）功能分部化與程序分部化 

A109 身障

解析
一級機關主要分為「各部門」，通常按「功能」（內政、環保、衛生等）或「對象」

（僑胞、原民等）分化。

6. （ 　 ） 有關組織結構「垂直分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垂直分化又名層級化

  （B）垂直分化有固定的標準

  （C）垂直分化涉及個人在組織中的責任多寡

  （D）垂直分化涉及個人在組織中的權力大小

B109 身障

解析
（B）錯誤在於垂直分化並無固定標準。

7. （ 　 ） 某甲是 K 國總統的「好友」，經常在政府決策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此一現象屬於下列那一種權力的來源？

  （A）操縱權力   （B）參照權力 
  （C）資訊權力   （D）關聯權力 

D109 身障

解析
關鍵字「總統之好友」，所以選關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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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下列何種組織的成立基礎在於「個人間自發性的交互關係」？

  （A）專案組織   （B）官僚制度組織 
  （C）國際組織   （D）非正式組織

D109 身障

解析
關鍵字「個人自發性」，所以應選非正式組織。（小團體）

9. （ 　 ） 一般而言，關於控制幅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控制幅度越小、組織層級由上而下的溝通成本愈低

  （B）控制幅度越大、組織架構中的層級數愈少

  （C）監督工作所花費時間愈多、控制幅度愈大

  （D）工作反覆程度愈高、控制幅度愈小

B109 初等

解析
（A）錯誤在於控制幅度愈小，層級愈高，溝通成本愈高；（C）錯誤在於監督所花

費的時間愈多，控制人數愈少，控制幅度就愈小；（D）錯誤在於工作反覆程度愈高，

代表工作內容較單純，控制幅度會愈大。

10. （ 　 ） 關於組織文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代表組織的特性 
  （B）有些面向外顯但不易深入瞭解

  （C）等同於「組織氣候」概念 
  （D）透過組織社會化過程學得

C109 初等

解析
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不完全相同，組織氣候係指「組織短暫之氣氛」，組織文化則

較為長期。

11. （ 　 ） 根據倡導聯盟架構的主張，政策次級系統的行動者擁有三個層次的信

念，屬於某一個政策次級系統成員對問題成因擁有的共同想法，稱之為：

  （A）品德核心信念 （B）倫理核心信念 
  （C）政策核心信念  （D）次級核心信念

解析
行動者三個層次的信念體系，包括：

1.深層核心：定義個人、世界以及社會觀的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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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政策核心：如何達成深層核心信念的因果認定、和立場之認定。

3.次級面向：如何達成政策信念的手段工具。

109 初等

12. （ 　 ） 為求問題能夠就地解決，行政組織可採取下列何種分部化的方式？

  （A）功能分部化 （B）程序分部化 
  （C）地區分部化  （D）設備分部化

C109 初等

解析
關鍵字「就地解決」，所以應選「地區」之分部化。

13. （ 　 ） 下列對於矩陣型組織結構的描述，何者錯誤？

  （A）組織得以同時關注兩種以上重要面向 
  （B）有利成立暫時性專案團隊

  （C）教育部法定組織架構為矩陣型組織 
  （D）仰賴專案管理者進行協調 

C109 初等

解析
矩陣型組織是臨時編組，因此（C）「法定組織架構」就非矩陣型組織。

14. （ 　 ） 「政府機關透過檢討調整權責劃分，力求逐級授權，以更經濟、有效

的工作方法與程序來達成工作目標」，係屬下列何種管理作為？

  （A）實施分層負責 （B）進行職務輪調 
  （C）增加在職訓練  （D）引進工作分享

A109 初等

解析
關鍵字「逐級」授權，所以是「分層」的概念，故選（A）。

15. （ 　 ） 一般而言，下列何者不是非正式組織的反功能？

  （A）循私不公  （B）傳播謠言 
  （C）層級僵化  （D）反對改變 

C109 初等

解析
非正式組織之出現，是因為組織成員自發性的組成，故與組織層級（正式性）較無

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