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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新產業之正式化組織制度： 
1985 ~ 2001年台糖公司經營蝴蝶蘭產業之組織變革分析

黃瀚諄
大仁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系助理教授 

摘要

1985 年台糖公司決定轉型經營蝴蝶蘭花卉，是蝴蝶蘭之能夠產業化與商品
化的主要關鍵；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組織制度特性穩固的台糖公司，開創
蝴蝶蘭產業的組織制度變遷因素。研究方法上，首先以台糖公司進行田野調查
與深入訪談，再以質化比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的分析
方式，進行資料編碼、運算與分析，藉此擷取開創蝴蝶蘭產業組織制度轉型的
基本制度框架以及關鍵技術制度因素。

本研究發現台糖公司能夠成功地創造新的組織模式並且成就新興的產業模
式，由於組織具備農企業背景的路徑依賴特性，與因信任而產生的鬆散式結合
的自由空間，更重要的是在此制度框架內，建立蝴蝶蘭產業標準化的技術制度
模式。

關鍵詞：農企業、國營事業、產業創新、質化比較分析法、台糖公司、蝴蝶蘭

壹、導論

台灣蝴蝶蘭從趣味栽培轉為產業化，可追溯至 1985 年台糖溪湖糖廠開始試
種蝴蝶蘭，並於 1988 年公司成立精緻農業發展中心，負責實際生產蝴蝶蘭苗，
大量繁殖優良種苗供應實際生產單位生產；同年，台糖公司糖研所成立園藝系，
利用生物科技育成新品種，以及進行栽培技術與軟體設施自動化控制之研究開發
（台糖公司，1997；董智森，1995）。基於蝴蝶蘭需要一年半至兩年的生長週期，
正式編制三年後開始量產，當時年產值僅有兩百多萬元，直至 2001 年外銷額已
達兩億七千八百多萬（台糖通訊，2001；紀錦玲，1998）。在此之前，台灣社會
對於蝴蝶蘭之培育以趣味栽培為主，台糖公司在不與民爭利的原則下拓展蝴蝶蘭
事業的發展，延續台灣社會對於蝴蝶蘭的喜好與優勢，進行花卉產業之商業化。

事實上，產業的萌生源於隸屬國營事業體制下的正式化組織，比起其他組
織更具合法性以及科層化的結構，組織的制度化意識主要來自國家與人民對於
其理所當然的意識，再加上其歷史悠久的特質，時間的元素與組織中的制度邏
輯共同演化而再建構；因此制度得以強化並且再嵌入於組織成員的認知中，形
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甚至變成一種明文規定，使得台糖公司在本質上具備
著組織制度穩固性的特質。蝴蝶蘭產業的正向發展由於策略的變革，克服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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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僵化的瓶頸，讓組織固有的制度優勢得以發揮，而成就了蝴蝶蘭產業於台灣
甚至在世界的發展。

固有的正式化組織通常有最僵化的組織運作程序，但相對之下，正式化組
織通常也具有最龐大的資本優勢，本文主要透過台灣蝴蝶蘭產業的啟蒙，探討
台糖公司正式化組織制度有效鬆動的因素，以及在此僵化與創新的脈絡下，具
備龐大資本的正式化組織，在 1985 年至 2001 年，善用組織制度的優勢開創揚
名國際之台灣蝴蝶蘭產業的經過。

貳、文獻探討

組織制度於社會環境中的運作機制，社會學家以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s）的角度來探討，所謂場域（field）的概念，法國社會學者 Bourdieu 之論
述最為受到重視，該概念主要在展現社會空間多面向的社會關係網絡，是各
種社會力量與因素的綜合體（高宣揚，2002），呈現一種社會次序的建構意涵
（Fligstein, 2001）。因此，從事相同事業的組織，集合而構成一個組織功能運作
的場域（Scott, 1995），當組織制度研究以組織場域的角度探討，具備了從宏觀
到微觀以及從微觀到宏觀的雙向理論考量優勢，宏觀到微觀的觀察次序，所訴
諸的是國家角色與特別團體形塑了場域的意義與形式，而微觀個體對於宏觀整
體的觀察，組織分析的角度轉向認知方法的重視（Scott, 1995），因認知意識內
含信仰系統的元素，其存在於客觀的文化中，也存在於主觀的個體概念中，轉
化了組織與環境之間不自然的劃分（Scott, 1995）。

因此，本研究將以制度形成之共享認知系統觀點為基礎，強調制度的形成、
轉變以及再強化，源於組織行動者共同分享相同理念而建構，藉此本章節的探
討將以四個角度來論述：一、因理性而建構的制度形成認知機制，二、組織制
度強化、變革、再強化的推演理論，三、台糖公司所屬的組織制度特性，四、
非正式化組織制度運作模式。

一、制度形成的認知機制

組織內成員共享認知系統的運作對於組織制度的形成具有何種意義？基
本上，複雜的制度於不同的形式，而具有不同的特性；市場制度受建構而以穩
定商業上的關係與行為，標準及權力的使用，強化了脈絡中的次序，國家建構
合法性的機制，執行可制裁的權力；各組織制度層次受到認知系統之影響，
使得認知上與規範上的支援不受無形地侵害，得以實踐於人類行為中（Scott, 
1995）。事實上，每一組織都具有特殊的論點與儀式，皆有一共同分享的信念，
此制度的認知元素可定義為：「透過共享意義而建構實體與框架的規則」。因此，
瞭解制度框架下的行動動機時，需要考量客觀環境的狀況，也必須顧及存在於
認知系統中的主觀概念（Scott, 1995），在此脈絡下，能夠預測人類社會生活形
式與態度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因為社會實體中的角色與期待，深受共享意義的
定義，卻不是獎勵的承諾或者是對準則的畏懼（Scott & Mayer, 1994）。

制度理論的脈絡中，符號系統與文化規則是一種客觀與外部的影響（Scott, 
1995），以認知理論學者的角度看來，世界的運作模式是由集體意識所創造，
因此個體無法發現世界運行的方式，而無論是個人或者是集體在進行行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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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會受限於知識的建構而呈現（Scott, 1995）。事實上，社會的不同層級，
其互動建構的模式時有不同，在最廣的形式層次裡，受到科學家、專家、及大
眾媒體操縱，建立新的形式與類別；在中層層級，個體在特殊的社會場域中運作，
諸如學校、工作場所與家庭，帶給個體不同的文化規則與社會慣例；在微觀的
層級中，個體採用某些文化架構，體會新的認知與瞭解，並且指引其日常生活
（Scott, 1995）。於此可知，個體以及其興趣的認同可視為社會運作的產物（Scott, 
1995）。在此脈絡下，行動所依附的所謂的理性考量，主要是由結構的邏輯所
組成，在結構的邏輯下，行動者具有其行動自主性與自由性，透過該結構性的
邏輯，社會場域建構了各式各樣的規範與常規。

面對規則與規範時，實際做決定的過程，是透過行動者所訂定的最佳化問
題目標與限制而產生（Langlois, 1986）；對近代社會而言，理性化的原則不單是
一種教義上的思維，也不只是經濟性上的活動，而是一種生活態度與方式的整
體（高承恕，1989），因此，所謂的最佳化就是所謂的最大化理性原則，然而
對於最大化理性的訴諸，並不是充分理性，而感受性的理性（Langlois, 1986）。
Scott and Mayer（1994）引用 March 與 Olsen 的概念，認為規則是一種微妙的經驗
累積，各式各樣的規則存在於社會的實體之中，當規則被決定與選擇時，該過
程涵蓋了人類活動的各種智慧與思考邏輯，而呈現社會事實，一個雀屏中選的
規則，在程序上，僅是該規則符合目前所因應的特別狀況。事實上，當人遇到
複雜的問題時，會使用一些線索來面對狀況，這樣的過程讓人們從而解決所面
對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建構一個多元與單純化的模式以讓自我使用，但是這
樣的模式並不代表著其所呈現的答案是正確的，僅是以過去的經驗看來，這樣
的作法是可行的。再者，由於行動者所具有之訊息與能力總是有所限制，因此，
行動者所得到之令人滿意的選擇，是以認知概念中之實質理性為原則，以此角
度看來，所謂的令人滿意，僅是在資源中行動軌跡之最大化（Langlois, 1986）。

事實上，當組織行動面對複雜狀態時，其並不可能透過真正的社會整體或
者是經濟整體之角度來思考問題。因為行動者考慮行動分析的方式，猶如一外
生於各種社會制度的實體，而這制度具有資訊支持的功能，是人與人之間合作
知識的總和，因為外生於社會制度，所以也限制了行動者思考問題意識的面向，
以及認知需求的範圍（Langlois, 1986）。而選擇行動的規則，隨著制度化而存在
於文化與規則系統之中，其正說明了行動者順從於規則，不需要亦不會去思考
到這樣的選擇，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間所做的決定，或者是自己是否猶如無助
的傀儡而所做的決定（Scott, 1994）。也就是說，選擇而順從於某一情況，主要
是因為其他的行為令人覺得不可思議，而慣例的遵守是因為該慣例令人覺得理
所當然（Scott, 1995）。

在人們生活的社會環境中，制度機制本身透過認知概念的傳遞以及人們共
享意識的建立而建構，當理論的概念推演至實踐分析的層次，本研究將以路徑
依賴理論的論點，釐清台糖公司之蝴蝶蘭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所身處的制度
環境，在不同的組織層級中，認知概念上的建構邏輯，以及當組織面對理性的
選擇時，所謂的理性受到何種制度上的限制與牽引。

二、組織制度變革的推演理論

以此脈絡看來，面對理性決定的選擇時，其最大化概念，來自於已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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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確假設，感受理性的基本原則，原本就是一個認知層次上的過程，這並不
是一種實質的，也不是程序上的理性，而是一種制度型態上的概念（Langlois, 
1986）。而制度化的過程，主要由於理所當然的制度邏輯鑲嵌於行為結構之
中，卻不去探究行動者的動機，透過行動者簡化知識與技術的邏輯，讓這種侷
限性受到強化（Langlois, 1986），也就是說，此時所謂的實質理性，相對萎縮成
為一種制度化的安排，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也不輕易地被改變（高承恕，
1989），因此，制度在社會環境中存在越久，制度在環境中鑲嵌的程度則將越
強（Jepperson, 1991）。

Powell（1991）以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來支持該立場，對於組
織場域而言，組織所存有的記憶與學習歷程，不僅是一個記錄而已，更形塑了
組織未來的行徑模式，尤其是在歷史的偶然性因素下，組織所經歷的成功經驗，
縱使是一粗糙、武斷的成功經歷，都將會影響組織對於慣例的選擇，然而，形
成路徑依賴的主要因素有三點：（一）強烈的技術關連性；（二）正向回饋；（三）
由於學習與習慣所形成的不可逆性（Powell, 1991），因此，當實踐與程序擴展
的範圍更擴大、更多人使用時，路徑依賴的論點讓制度化更具持久性。

根據路徑依賴所構成的因素看來，路徑依賴之組成因素，與歷史中的小事
件藉由正向回饋而受到擴大化有關，正向回饋之性質源於 5 項特徵：1、藉由不
停的使用而不斷地學習，2、組織間彼此相互依賴，3、經濟趨勢的牽引，4、正
向回饋的結果是被接受的事實，5、使用頻率越多技術上的依賴也就越深。如
同科技的使用，由於科技使用後產生了實質績效上的回饋，因此越來越多的科
技理念與產品受採用，使得科技就更加進步，效應也就越大。當採用不斷地重
複進行，形成一種經驗上的累積，這種慣性上的選擇結構，漸漸地更堅固並且
更深入於人類選擇的結構模式中（Powell, 1991），而形成一種制度化結構。擴
大機制的生成，主要由於累積過程中，自我增強回饋（self-reinforcing feedback）
機制的形成，這種機制含括了制度所依存的外部系統以及制度本身（林國明，
2003；Powell, 1991），其支援了路徑依賴的過程，這讓組織很難再去做其他的選
擇（Powell 1991）。同樣地，路徑依賴的概念不僅僅影響了組織科技的使用，也
廣泛地在科學、大眾媒體以及大眾文化的運作上可看得到。當制度具有高度制
度化，其將具有無法毀滅的共同意識的行動門檻，並且具有巨大的共同意識以
對抗例外侵入（Jepperson, 1991）。更進一步地將制度鑲嵌於制度架構之中，整
合奠基於原則與規則的概念，讓鑲嵌的程度更強，也讓既有的制度更難受到介
入的傷害（Jepperson, 1991）。許多既有的組織，以既有的組織形式，建置制度
化的規則，企圖讓自己的組織在面對多變且不確定性高的環境不被淘汰（Meyer 
& Rowan, 1991）。

在運作上，路徑依賴理論對於國家主義脈絡下所經營的事業，具有限制與
協助之作用（林國明，2003），而台糖公司亦隸屬於國家主義發展下之產業模式，
在組織運作的過程中，有些制度留存下來，而也有些制度受到組織場域中或者
組織場域變動之影響而有所變遷，在消長之間，建構了制度環境結構。路徑依
賴理論為基礎的制度形構概念，本研究用以推論台糖公司發展蝴蝶蘭產業組織
制度建構的推演機制，解析組織制度形成且鑲嵌於行為結構中，所受的制度正
向回饋累積與制度負向回饋削弱，二元路徑依賴模式互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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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糖公司所屬的組織制度特性

極度制度化形式的組織，通常源自於正式組織之形式（Jepperson, 1991）。
以組織活動的框架而言，組織制度的理性正式結構形成，主要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因為現代社會的網絡關係越來越密切，在合作與行動的過程中，彼此之
間的複雜度增加，正式化的架構在實質的運作上，層次較為分明、各單位各司
其職，因此績效上的呈現，基本上較具有效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式組織架
構，就是組織制度運作層次分明的科層制度；再者，現代社會中之制度規則，
十分強調理性層次上的意義，因此正式化的制度，由於其理性化的背景，較容
易受接納，也較容易得到合法性、穩定性與資源（Meyer & Rowan, 1991）。

簡言之，形成正式化制度結構的基本因素，源自於理性意識強而有力地支
配著集體意識，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正式組織所訴諸的功能並非能夠完全如
預期般地實現，而形成 Meyer and Rowan（1991）所提到，正式組織架構就像神
話一般，具有其令人信服的形式，但卻難有其實質的功能。正式組織架構神話
化的概念，可透過三個程序來說明。（一）「複雜網絡中的理性意識」：現代
社會網絡日益複雜並且密度增加，當象徵著具有理性化意涵的普遍原則、專家
或者是合約，被實踐於組織環境之中，組織場域裡的其他組織們，透過十分狹
隘的脈絡，得知其他組織執行的狀況與成效，進而以一種近乎粗略的方式進行
仿效（Meyer & Rowan, 1991），而引用於自身的制度脈絡中。（二）「組織集體
意識的支配」：當組織場域是穩定的，而且國家具有權力以掌控整體大環境時，
則組織不易變動去挑戰合法性，正因為穩定的基礎源自於組織場域中的集體意
識（Fligstein, 1991）。尤其是透過國家的建置以及國家的形式而發展的理性法律
規則，這規則給予制度一種集體性的權威，其合法化各種組織的結構（Mayer & 
Rowan, 1991）。對於組織甚至是組織體系，運用認知上與規範上的影響，進行
不斷地散播與強化制度的必要性（Scott, 1995）。因此，當正式組織形式越是具
有強大的理性法律次序，所能夠觸及的規則與程序之範圍就越大，人們或者組
織所運作的程序就越受期望以符合制度化的要求（Mayer & Rowan, 1991）。（三）
「權威意識的服從」：國家的形式就如同某一種組織的樣式，但國家與一般組
織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國家可以對於既有的組織場域，制訂場域中組織所必
須遵循的遊戲規則，因此國家與其他組織比起來，對於環境的變動性上，較具
深化與系統性（Fligstein, 1991）。因此，若是有意強化行動，最可能與直接的方
式便是使該行動法則，來自於具有法律基礎下的官方合法性之正式單位（Meyer 
& Rowan, 1991）。

基本上，台糖公司在體制上隸屬於國營事業，因此，在組織架構上的形式
以及組織策略的訂定，主要經由國家制度所支配，如此與生俱來的特質，使其
具備正式制度結構的正當性。在此制度結構下，組織運作的準則是符合制度合
理化的要求，制度變革的因素以及實踐於「四、非正式化組織制度運作模式」
繼續討論。

四、非正式化組織制度運作模式

事實上，組織正式制度在實際的組織運作上，規則與效率之間很容易會出
現相背離的矛盾狀況。這樣的制度現象，在多數的正式組織中都可以發現，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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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營利以及服務性質之場域中，最具該制度化導向（Brint & Karabel, 1991）。
基本上，公共部門以及非營利機構受到具體規則之訂定所形成的影響範圍與程
度較大，主要由於下列幾項因素：（一）該組織之合法性與資源的取得，皆受
到公共的評斷。（二）該組織受到較為主觀性的評估，奠基於是否使用新興的
程序與結構，而無法以利潤的角度來進行評估（Dobbin, Sutton, Meyer, & Scott, 
1994）。因此形式與操作上的標準化對於非營利單位而言，執行的本身就是一
種利益獲得的面向，只要迎合結構上的規則，組織將更有價值，不僅如此，這
種遵循合法性的價值而運作的取向，貫穿了組織之內部與外部（Mayer & Rowan, 
1991），但是這樣的運作模式，有時在資源的操作上，較不具競爭力的。但相
對而言，若是組織忽視了這些合法性，追求所謂的競爭力，則很有可能被認為
不理性，並且容易在場域中受傷（Mayer & Rowan, 1991）。

然而，在面對這樣的衝突現象，組織通常以鬆散性的結合（loosely coupled）
以及信賴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fidence）來解套（Meyer & Rowan, 1991）。首先，
當組織無法透過正式的組織架構來執行任務時，只好技巧性地仰賴非正式的方
式來處理事情，而形成應付正式組織時是一套，但是真正處理事情時又是另一
套的運作邏輯，該狀況則呈現 4 種處理程序：（一）組織中很多行動已經超越
了組織所能夠處理的範圍，因而委託專家代以執行；（二）在組織目標的達成上，
往往被模糊焦點，而以技術性的方式應付之；（三）被定義能夠檢視組織績效
的評估淪為一種儀式，而忽視了整合與程序所需達成的目標；（四）因此在這
情況下，要達成既定的目標，人際關係變成很重要的關鍵點，因為正式結構上
若是行不通，唯有透過非正式結構上的互動才有辦法推動任務的達成。除此之
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機制必須成立，也就是組織中的員工與管理者，必須受到
信賴，信賴該成員將以一種恰當的方式來執行任務，也唯有如此，鬆散式的結
合機制才有辦法在正式的組織架構中運作得宜。

台糖公司被命為國營事業，言下之意，其制度架構接受國家權威的控管，
所以在組織結構的分層上，層次分明可謂為科層制度之組織架構，顯然地在運
作上所必須去達成的目標，制度上的要求多過於績效上的要求。台糖公司在此
制度脈絡下，克服制度模式合理性需求並且創造新的組織型態，透過鬆散是結
合理論可從兩個層次觀察：（一）當公司營運過程中，組織訂定的規則上與執
行上的目標產生衝突時，台糖公司運用鬆散式之結合邏輯解決運作上矛盾的模
式；（二）面對違背制度合法性所面臨的批判，蝴蝶蘭產業在該組織場域中，
調和制度環境與產業發展的方式。

參、研究方法

台糖公司是一深具正式化組織制度模式的公司，成功地發展蝴蝶蘭產業，
並且揚名於全球之花卉市場，必須深入瞭解組織制度建構、再建構的機制以及
產業發展與其呼應的脈絡，才能瞭解台糖公司突破制度僵化，創建新制度模式
的因素。民族誌與現象學之研究方法，提供新制度理論相當大的微觀社會學力
量（DiMaggio, 1991），尤其是組織場域之理論推展，具有十分顯著的貢獻（Girard 
& Stark, 2002; Vallas, 2003），因此，本研究將進入田野，進行開創蝴蝶蘭產業
組織制度轉變機制的質性調查，田野調查後之質性資料，運用質性比較分析法
（QCA）之布林邏輯運作模式，整理並分析質化資料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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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野調查

台糖公司開創蝴蝶蘭產業新制度建構自 1985 年至 2001 年歷時近二十年，
並非所有蝴蝶蘭相關從業人員能夠理解其中的變遷與脈絡，因此，本研究於田
野訪談時，主要以專家訪談為主，該受訪者必須經歷台糖蝴蝶蘭產業發展從無
到有的階段，並且在其中具有相當影響力之從業人士，如表 1 所示。

1985年至2001年的台糖公司，沿襲組織的傳承具備了三權分立的營運特質 :
行政總公司、研究單位以及農場運作。當時的總公司在台北市，研究單位位於
台南市，農場分布於台灣各處適合栽種的地方。因此，本研究田野調查的腹地
十分廣，遍及整個台灣，又因為長時間區間的調查，產業變動性大，人員任職
的變動也很大，有些原本任職於台糖公司的關鍵性人物，已經離職、退休，或
者至產業界任職或者成立蝴蝶蘭園。本研究透過田野，記錄下參與蝴蝶蘭產業
啟蒙、建立、逐漸茁壯的關鍵人士，以及其對於開創蝴蝶蘭產業那段歷史，經
由自己專業的角度所刻化的看法 1。

1 由於本研究涉及一些敏感的議題，為顧及研究倫理以及研究內容真實地呈現，所有受訪者的身分模糊化處理。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人員編號 受訪者資歷 受訪者專長 訪問者所在地 訪談次數

1 曾為台糖公司員工 台糖公司總公司 台北市 1

2 台糖公司任職 2006 退休 台糖公司總公司 台北市 2

3 現職台糖公司員工 資訊部門 台北市 2

4 現職台糖公司員工 資訊部門 台北市 1

5 台糖公司任職 1988 ~ 2004 台糖公司農場 屏東縣 2

6 現職台糖公司員工 台糖公司研究部門 台南縣 1

7 台糖公司任職 1965 ~ 2007 台糖公司農場 烏樹林 3

8 台糖公司任職 2006 退休 台糖蝴蝶蘭加拿大廠 電話訪談 1

9 專精於蝴蝶蘭產業研究 大學教授 台中 1

10 曾為台糖公司衛星蘭園 蘭園主人 屏東縣 1

11 曾為台糖公司衛星蘭園 蘭園主人 台南縣 1

12 曾為糖業研所研究員 台灣研究單位 台南縣 1

13 現職台糖公司員工 台糖蝴蝶蘭美國廠 電話訪談 1

14 經營台灣大型之蘭園 花卉相關協會理事長 彰化縣 1

15 經營台灣大型之蘭園 花卉相關協會理事長 嘉義縣 1

16 曾任職台糖公司農場單位 蘭園主人 台南縣 1

17 曾任職台糖公司農場單位 蘭園主人 台南縣 1

18 現職台糖公司員工 研究單位 台南縣 1

19 台糖公司退休 溫室環控 台南縣 1

20 現職台糖公司員工 台糖公司農場 烏樹林 1

21 與台糖公司學術研究合作 大學教授 台北市 1

22 台糖公司退休 台糖公司總公司 台北市 1

23 早期銷售台糖蝴蝶蘭 花卉業者 台北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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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 內容，再深入分析受訪者，一直都是台糖員工的有 12 人；經營蝴
蝶蘭場，或者是在大型蝴蝶蘭廠任職的有 7 人，這 7 人中，有曾經在台糖公司
任職者，也有曾經是台糖公司所輔導之蝴蝶蘭栽種農民者，也有原本父親輩就
經營蝴蝶蘭；另外有 3 名研究單位的專家，以及一位與台糖公司長期合作的花
卉廠商，如表 2 所示。

二、質化資料之量化處理

本研究主要透過質化比較分析法（QCA）之處理田野調查所收集之資料，
質化比較分析法是由美國學者 Ragin 所發明的質化分析方法，透過資料 0 為未出
現以及 1 為出現之形式進行質化資料的編碼，再透過布林邏輯之演算，能夠對
於因果關係的解釋給予較為客觀的分析依據。

使用質化比較分析法作為台糖開創蝴蝶蘭產業組織新制度建構模式的分析
工具，主要由於質化比較分析法是一種理論集合（theory set）取向的分析模式，
必須透過田野之考察以及相關理論之不斷對話，以建構出研究議題之因果關係，
並且透過布林邏輯之非線性而以邏輯式的判斷模式，歸納新制度建構所具備的
因素。因此，在進行結果分析時，可以避免質化研究之完全以研究者主觀歸納
分析之缺點，而有系統性地歸納龐大的田野資料，篩檢出具有理論基礎的分析
意涵。

運用 QCA 分析最大貢獻，在於分析法歸納的源頭以及分析的依據，是以田
野調查文本內容為主體，但是克服了龐大資料所造成的分析不夠細膩，以及焦
點錯置，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質化分析法對於特殊現象的洞悉力，及容納可能創
新理論現象的潛在性。

三、建立分析架構

質化比較分析法在資料運算之前，最重要的就是理論集合的耙梳，以此釐
清影響結果可能具備的的條件組合，以下根據台糖公司組織特質與文獻探討之
理論脈絡分析如下所示。

（一）路徑依賴邏輯
當組織面對目標與績效上的背離，而以鬆散式邏輯的方式予以解套時，組

織制度就已經開始產生一些微妙的變化，並且隨著時間而再製制度的形成，這
種制度受到外來事件之影響而產生制度運作邏輯上些微變化，在時間的累積下
制度受到正向回饋而強化制度變遷的方向，其間制度緩慢與微妙之消長而變遷，

表 2　受訪者身分

受訪者特性分類 人次

1. 台糖員工 12

2. 坊間蘭園 7

3. 專業人員 3

4. 花卉業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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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建構了人們所遵循的制度邏輯，這樣的制度變遷邏輯可謂之為「路徑依
賴」。

台糖公司發展蝴蝶蘭產業之際，其組織制度之變遷與再建構的情形，在觀
察制度形成的路徑分析上，本研究主要根據三個路徑依賴的機制來操作：

1. 技術正向回饋路徑依賴
蝴蝶蘭類屬於農業，然而其產值與規模已經超越台灣傳統農業的格局，有

這番之差異，主要源自於蝴蝶蘭產業需要較高的技術層面予以支撐，事實上，
路徑依賴理論對於科技之長期使用而導致深化（lock-in）而無法改變的狀況，例
如鍵盤使用的路徑依賴模式（Mahoney, 2000），於此，在分析的變項當中，技
術的路徑依賴成為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2. 內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
台糖公司從日據時代至今，經營已久，是一家農業製糖起家的老公司，內

部員工眾多、幅員廣闊，長時間的制度實踐下很容易轉化組織內的運作模式而
形成一制度共識，並且成為再度影響與限制制度轉變之基礎，因此本研究把內
部正向依賴邏輯，作為觀察蝴蝶蘭產業與台糖組織運作互動模式的觀察切入點。

3. 外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
關於蝴蝶蘭產業的發展最具爭議性的是，台糖開創蝴蝶蘭產業之前民間於

蝴蝶蘭之發展不遺餘力，過去不僅趣味栽培的風氣興盛，一直到大小蘭園林立；
因此，談蝴蝶蘭產業之發展，單獨地從台糖公司的角度來觀察，會產生從台糖
利益出發的偏誤觀點，為了能夠充分掌握台糖開發蝴蝶蘭產業的貢獻，本研究
採用考量多重利益行動者的觀點，把組織放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來看，為求更
客觀地條理出台糖公司組織建構制度的機制。

（二）正式化科層組織模式的特質
以組織場域的角度以觀察台糖公司於 1985 年至 2001 年發展蝴蝶蘭產業之

始末，由於台糖公司本身制度體制的特殊性，不僅是一正式化組織，而且是受
到國家體制支配強度較強的組織形式，因此正式化科層組織模式的特質，主要
包含以下 4 個特質。
1. 科層分明：正式化組織運作上，層級分明、各單位各司其職，因此在績效的

表現上，以理性邏輯的考量下是最有效率的組織形式。
2. 合法性：正式化組織因為有其理性背景，符合合法性，因此較容易取得資源。
3. 理性迷思：又因為正式化組織具有合法性基礎，場域中的其他組織們很容易

基於制度同型的邏輯，對於組織的執行狀況與成效進行模仿。
4. 權威影響：台糖公司因其國營事業之身分，受到較強的國家支配力之影響。

（三）鬆散式結合的邏輯
事實上，正式化組織在實際運作上，往往容易出現效率與規則背離的矛盾，

然而，台糖公司在此脈絡下依然創造出特殊的效能以及影響力，透過理論脈絡
的梳理，本研究以鬆散式結合的邏輯，來說明制度限制的解套（decoupled）形式，
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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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託專家：組織中有很多行動超越了組織所能夠處理的範圍，通常透過委託
專家的形式尋求協助。

2. 模糊焦點：組織策略上應該達成的目標，若是無法實質地創造組織運作上的
績效，該目標往往會被模糊焦點化，並且以技術性的方式應付之。

3. 儀式化：被定義能夠檢視組織績效的評估，往往淪為一種儀式，而忽略整合
與程序目標。
以上所提到的組織特性以及組織變遷所產生之因素，結合研究方法的操作，

研究進行策略如下圖 1 所示，先行田野調查並與文獻資料對話，歸納出可能影
響台糖公司開創蝴蝶蘭產業的組織變革因素，使用質性比較分析法，以布林邏
輯演算出條件項目，論述組織制度變遷模式。

四、概念化分析架構

為了使用 QCA 運算，組織制度變革的變數必須先概念化。制度之呈現、變
革、再生的運作機制，是本研究論述的關鍵因素，因此在分析變數上訂定上，
主要分為 5 構面 。
（一） 技術性正向回饋路徑依賴（T）。
（二） 內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IF）。
（三） 外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EF）。
（四） 正式化科層組織模式的特質（FO）：台糖公司既存的正式化組織制度模

式含括 5 個結構特性：科層（B）、合法性（L）、理性迷思（LR）以及
權威影響（G），在研究的分析上，將保持 4 項特性之分析角度，而在質

圖 1　探討開創蝴蝶蘭產業組織制度變遷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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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比較分析法之運算上，透過布林邏輯之運算整合「正式化組織特性」
為（FO）。

（五） 鬆散式結合的邏輯（LO）：組織面對正式化組織僵硬化情況時，所產生
的鬆散式結合（loosely couple）的機制包括了三個要素：委託專家（E）、
模糊焦點（A）以及儀式化（R），在分析上亦然保持三項特性的解釋角
度，而在質化比較分析法的運算上，透過布林邏輯之運算整合為「鬆散
式結合機制」為（LO）。

五、建立 QCA分析因果邏輯項目

QCA 分析法是從因果邏輯中找出形成因素的條件項，因此，本研究必須建
立組織制度形成的因果關係條件，如下所示。
（一） 條件項：正式化組織特性（FO）、鬆散式結合（LO）、技術性正向回饋

路徑依賴（T）、內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IF）、外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
（EF）等五項。

（二） 結果項：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之發展貢獻良多（OUT）。
透過對於田野調查文本的編碼，建立含括每位有效受訪者概念的真值表

（truth table）。Truth table 的編碼方式，例如：OUT 的編碼，透過每一分訪談資
料找出該受訪者對於台糖公司蝴蝶蘭產業發展的立場，若是受訪者的立場認為
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之發展貢獻良多，truth table 的 OUT 給予 1，若是受訪
者的立場並不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out 給予 0，其他變數以
此類推，truth table 如下表 3 所示。

基於田野調查之訪談內容分析，原受訪者共 23 名，有 5 位受訪者所討論
的內容與台糖公司蝴蝶蘭產業無關，因此不列為 QCA 分析的運算資料，因此
QCA 分析可運算的有效資料共 18 名。

肆、實證結果

Truth table可以 fsQCA軟體之運算，分析上本研究從兩個角度分析：一、「認
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表 4），占調查比例之多數，共有 16
名受訪者；二、「不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者」，實為調查比
例之少數，共有 2 名受訪者，運算結果以下說明之 2。

一、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

OUT = T*IF*EF + T*EF*LO + T*IF*FO*LO + T*if*fo*LO (1)

式 (1) 可以透過布林邏輯的分解方式，將式子分解為式 (2)：

2 英文字母大寫代表 1，英文字母小寫代表 0，+ 符號代表「或」，* 符號代表「且」
  例如：IF 代表著內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存在，if 代表著內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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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 T (IF*EF + EF*LO + if*fo*LO + IF*FO*LO)  (2)

根據布林代數的特性，式 (2) 導出 T，其代表因素上的推導之必要條件，也
就是說在任何結果發生時，是必須呈現的。

二、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之單純化模式

除此之外，社會現象有太多狀況是屬於有限多樣性（limited diversity），有
很多現象是在質性研究中沒有觀察到，或者是社會現象原本就不會發生的狀況，
QCA 提供了簡單假設（simplifying assumptions），透過逆向思考的方式得到較為
簡化（parsimonious）的分析式子，協助分析。該布林最小化模式，在算式的呈
現上將刪除原因果敘述中之必要條件組合，本架構得到的結果見表 5。

表 3　Truth Table

No. 編碼
條件項 結果項

T IF EF FO LO OUT

1. re41102 1 1 1 1 1 1

2. ct51222 1 0 1 1 1 1

3. ce51222 1 0 1 0 0 0

4. co60127 1 0 1 1 1 1

5. re60122 1 0 0 0 1 1

6. oh41104 1 0 1 1 1 1

7. be50822 1 1 0 1 1 1

8. co50815 1 1 1 1 1 1

9. us50815 1 0 1 1 1 0

10. re60129 1 1 1 0 1 1

11. be51221 1 1 1 0 0 1

12. be51222 1 0 1 1 1 1

13. re60106 1 1 1 1 1 1

14. os41103 1 0 1 1 1 1

15. be60129 1 1 1 1 0 1

16. us60520 1 1 1 1 1 1

17. co60522 1 0 1 0 1 1

18. be60521 1 1 1 1 1 1

表 4　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之 QCA 分析結果

Raw coverage Unique coverage Consistency

T*IF*EF+ 0.500000 0.125000 1.000000

T*EF*LO+ 0.750000 0.312500 0.923077

T*if*fo*LO+ 0.125000 0.062500 1.000000

T*IF*FO*LO 0.375000 0.062500 1.000000

註：solution coverage: 1.000000 
　　solution consistency: 0.94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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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IF + fo*LO (3)

透過 QCA 之簡化模式，將原本的式 (1) 簡化為式 (3)，也就是說，簡言之，
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者，主要是由於兩個條件因素而組成：
（一）因為組織中之內部正向路徑依賴的因素（IF）；（二）弱化組織正式化組
織特性（fo）與鬆散式結合運作邏輯（LO）兩者交集的緣故。

三、不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

事實上，田野資料收集後發現，並非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
蘭產業具有最為關鍵性的貢獻，這些資料的反應，也透露出這歷時將近一世紀
的老組織，在面對新興產業之發展上，所將呈現出來的問題。該部分藉由質性
比較分析法之原本輸出項為 0者，進行更進一步地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6所示：

out = T*if*EF*fo*lo (4)

四、質化比較分析之結果判讀

評估質化比較分析法所運算出來的條件組合，是否具有合理的解釋力，主
要透過兩個參數以評斷：一致性（consistency）與覆蓋率（coverage）。一致性的
特性是在評估運算出來的條件組合與實證資料所呈現出來的條件組合之間的關
係程度，基本上該值最好的狀態是接近 1，當該值已經低於 0.75，表示運算條件
結果將很難去解釋實際現象；覆蓋率是在一致性運算後，再評估運算出來的條
件組合對於結果的解釋程度。

根據以上資料結果顯示，「不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之
覆蓋率（solution coverage）為 0.5，該數值顯示此因果狀況之運算，對於結果的
解釋情況並不理想，而「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與「認為台
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之單純化模式」之覆蓋率（solution coverage）及
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皆超越 0.9 以上。

表 6　不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之 QCA 分析結果

Raw coverage Unique coverage Consistency 

T*if*EF*fo*lo 0.500000 0.500000 1.000000

註：solution coverage: 0.500000 
　　solution consistency: 1.000000

表 5　單純化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之 QCA 分析結果

Raw coverage Unique coverage Consistency 

IF+fo*LO 0.562500 0.125000 1.000000

0.875000 0.437500 0.933333

註：solution coverage: 1.000000 
　　solution consistency: 0.94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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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 QCA 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將以「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
業貢獻良多」模型以及「認為台糖公司對於蝴蝶蘭產業貢獻良多之單純化模式」
為主，藉由此兩個 QCA 分析結果模型，闡釋台糖公司發展蝴蝶蘭產業，組織制
度變遷與建制之機制。

伍、台糖公司經營蝴蝶蘭產業之組織變革分析

正式化組織開創新興產業，組織變遷之建構因素，本研究透過布林方程式，
以及質化比較分析法（QCA）運算，再結合田野調查之探索資料，提出研究推論。
首先，以 QCA 單純化模式運算結果之「農業企業經營者的背景」與「組織中自
由的空間」，做為闡述台糖公司組織制度之有機會突破與變革的組織制度特質，
再以 QCA 整體運算結果所提煉的「建立蝴蝶蘭產業的技術制度模式」因素，說
明除了具備了組織制度特質之外，台糖公司在當時有機會成就蝴蝶蘭產業所具
備的技術制度。

一、農業企業經營者的背景

台糖公司一直以來以農業為主業，因此組織中最大部分的成員為農務方面
的專業，基於人員運用上的貫穿性，台糖公司一直有一個很好的訓練傳統，有
別於一般產業的人力訓練模式，也為這個人數眾多，階層繁瑣的組織量身訂作
了最適合該單位，並且影響悠遠的制度。

每年農務人員都要進新人，而且要素質改進，那時候有一個哈佛的博士劉淦之，

民國四十幾年，台糖農務協理現在副總經理兼糖業研究所所長，他為了讓台糖農

務人員素質提高與更新，訂了一個農務實習員的辦法，甲種農務實習員（大學畢

業）、乙種農務實習員（高農），公司自己考進來派到糖場最基層，在農場做也

許五年或十年，最早做分擔員，整地種甘蔗都，你就管這塊地，甲種實習員都下

放農場，從農場主任農場課長再到副廠長，普通是做過課長才會到總公司作組

長，公司比較大一點看的到面，乙種實習員高中畢業比較慢分擔員的助理，升遷

管道也可以到主任副課長、課長，以後就沒有了這制度很好，很可惜。（訪談記

錄：BE60521）

農務實習員的制度，無論進入台糖公司之前是不是有務農的背景，當進入
組織之後，帶領了員工成為一個真正的農夫，對於農務的工作甚至是生活方式
都會得到最貼近的瞭解，不僅對農場會有深度的瞭解，考評能力績效也十分地
顯而易見；屬於自己的那塊地，得到好的照顧就有較好的收成，未來升遷就有
希望，因此，在此制度邏輯下，組織中員工盡忠職守、踏實沈默、態度樸實的
組織文化特質由此而生。

台糖文化如何創造，我個人的感受，台糖是一個有制度的公司，其他部門我不知

道，農務一下子下到農場吃住都在一起，早上一上工都到農場，休戚與共的感覺，

我在這大塊田做，大家洗一洗弄一弄都在現場，也不會去多想到什麼，下到農場

是必經的，認命地這樣工作並做好工作，工作很本分很鄉下人的想法，不管是甲

種還是怎樣不會覺得自己比人家高，有一些老分擔員我們很尊敬他因為他要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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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一定要很平和，經驗才會傳承，沒有勾心鬥角很愉快，我想台糖以前種甘

蔗，很樸實、任命，員工很和諧守望相助，有拜拜請我去吃一家人一樣，慢慢社

會進步農村也現代化也淡薄，樸實的文化也是比一般公司好，因為整個重點在農

村，以前整個政策的目標都在農村，因此，基層人員優先考慮，很多現場同仁覺

得公司很重視自己，前途也不用傷腦筋，就是會有前途，比其他公司不那麼現實。

（訪談記錄：BE60521）

因此，長期在台糖公司工作的員工，在制度性上的洗禮，路徑依賴模式使
得人員工作態度是按部就班，對於競爭與時效性的掌握比較不敏銳，不似現代
化追求時間就是金錢的商業制度模式。

在發展蘭花產業之際，台糖公司人員流動性很低，而公司對於員工的福利
制度健全與完備，工作在一個猶如花園一般的環境，區內不僅有福利社、宿舍
甚至托兒所、國小等，那時候台糖公司的口號「甜蜜蜜，一家親」，雖然制度
下組織是階級分明的國營事業，但是組織對員工充分地信任，員工在工作崗位
上也具有高度的榮譽感，再加上台糖公司所具備的資本條件，發展蝴蝶蘭產業
是在一個非常自主、沒有限制、受到鼓舞的制度環境下生成。

台糖特殊的文化去發揮熱情，就是台糖一家，很和樂，公家很自主的發揮空間，

民間限制很多，農的東西不像台糖有這麼多資本去發揮，很快去吸收一些東西，

那個階段把人員研究的東西去教導農民，我要特別提到我們從外面去聘請TL（人
名），初期給台糖的幫助很大。（訪談記錄：RE60106）

也因為那個當下，對於台灣社會而言，台糖公司是一個引導的位置、是一
個創造工作機會的位置，而不是一個在放大鏡下檢視績效、成本與營運成果的
單位。

當時台糖做組織栽培實驗就可以做到三四百坪，民間三四百坪可以賺將近兩百萬

怎麼可能，但是他們就是這樣玩，他們也玩拖協蘭，也收起來，所以他們有實驗

的空間。（訪談記錄：CO60127）

正式化組織的鋪陳帶來組織運作時的基礎與限制，尤其是國營事業，其對
社會賦有一分責任，這對於台糖公司全體員工而言不僅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
個規則，而是一個共享的意義概念，意義框架藉著組織系統的運作，展現制度
中所存在的信念（Scott, 1995）。因此，當組織規劃發展新興產業時，上位者所
思索的產業類型，理所當然地避開與民間產業互相競爭的事業，縱使台糖公司
本身所具備的土地、物力、人力與資金，超越了任何一家民間廠商，然而，肩
負平抑物價、輔導農民之責，鑲嵌於整體制度脈絡中，其重要性遠大於利潤的
追求。

台糖公司是國營公司，除了追求利潤還有社會責任，是必須帶動民間的企業，國

營公司都有這個任務，不能與民爭利主義。（訪談記錄：BE60521）

事實上，發展蝴蝶蘭之初，台糖公司並沒有任何相關的利基點，但是台糖
公司有糖業研究所，在甘蔗的研究發展上國際間享有盛名，當時的主導者，認
為以糖研所長期以來的研究能力，僅要轉型一下，絕對能夠在蝴蝶蘭產業上給
予最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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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蘭花的原產地之一，因氣候適合，能源控制比其他國家少，憑什麼種蝴蝶

蘭，因為這是更高層次的設施，公司中很多爭論，台糖公司樣樣都缺，但是我們

有糖研所，有很多高學位的博士、碩士的研究員，病蟲害、遺傳都有；我們甘蔗

就做這些工作，轉型一下，研發的原動力，沿襲甘蔗的方式，我們蝴蝶蘭也透過

專業團隊研究力量，所以我們對糖研所很有信心，研發我們領先。（訪談記錄：

BE60521）

因此，在產業發展初期，縱使是台糖公司最資深或者研究能力最強的人力
或者單位，對於蝴蝶蘭的瞭解也僅在於皮毛，事實上，蝴蝶蘭產業化對於台灣
社會而言本是一個未知的場域，很難有一個可以去遵循的標準或者去依附的專
家以帶領前進，能夠做的就是透過時間的累積，嘗試並且發現錯誤而往前進。
因為，當時具備獨特的社會脈絡與組織制度可容許的情境，蝴蝶蘭產業始有發
展的空間與機會。

產業從沒有到有，台糖新創一個產業，人生很滿意。那時候 TL教授，我們請他
當顧問，他也不太懂，不過他的園藝背景，很多想法，大家一起跑，那時候蝴蝶

蘭長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不會排斥新的東西，CS（人名）跟我講的我都接受。
（訪談記錄：OH41104）

由於台灣社會的背景以及台糖公司原本株式會社的歷史，組織中的員工能
夠透過日文溝通者並不少，而蝴蝶蘭對於日本文化而言是一附庸風雅的花卉產
品，很多員工在工作之餘也是栽種蝴蝶蘭的喜好者，這多方社會資本的優勢與
同仁間之知識資本的彼此交錯，並且透過台糖公司發展蝴蝶蘭產業的組織模式，
而展現潛在的組織優勢（Nahapiet & Ghoshal, 1998）。

有一些關鍵長官，底下很多優秀人才，日本時代的人才，在台糖工作之餘，本

身在民間趣味栽培界就是蘭花的評審人，給這個產業很大的動力，同時日本教

育也很容易跟日本人搭上線，文化的東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訪談記錄：

RE60106）

二、組織中的自由空間

一個歷史悠久的老單位畢竟有其優勢與其劣勢，台糖公司傳承著農業忠誠、
信任以及國家的使命，在發展產業時，除了開拓一番新興事業的企圖外，更有
一分對於國家發展的使命感，這已經是超脫經營層面上的理性邏輯，而是一種
內化生成的共識，制度就是認知意識而形成的框架，於此，產業發展時，獲得
認知共同意識的合法性支持，將讓制度之形成更為篤定與落實。在上一節「農
業企業經營者的背景」所討論的組織制度文化，是裁決組織制度合法性的框架，
在這框架中，面對不夠彈性而有害於效率的追求時，找到鬆散式結合的自由空
間，而讓制度再建置，將是接下來內文所要論述的。

雖然台糖公司為組織層級分明的組織單位，但是也由於層級過度分明，從
上到下的距離也過度遙遠，除了上位者很難理解基層之外，在這上與下之間，
有很大的縫隙，賦予組織同仁展現能力的機會，也因此組織中願意發展本身理
想的同仁，則有一個不受牽制而展現的自由空間。

台灣管理學刊15(2)-04 黃瀚諄.indd   86 2016/5/27   下午 03:11:13



 台 灣 管 理 學 刊

 第 15 卷  第 2 期，2015 年 8 月  87

台糖給予 CS（人名）很大的空間，因為沒人管所以反而很自由，然後主管又充
分地授權，讓他有決定的權力，事實上，自由在人心，偷懶也可以，但是有目標

認真做也可以。（訪談記錄：OS50922）

（一）奠定了銷售制度
新興產業起始之初，很多舊有制度並未規範也找不到需要去遵循的法則，

而新制度也尚未健全無法束縛，但是某一些非正式化的契機，卻為未來產業進
展留下了料想不到的種子。

當初第一年栽培出來的花朵，長的非常的好，但是苦無銷售機會，打開能
見度是當務之急，台糖公司除了試圖打開國外市場外，也必須試圖去影響國內
視聽來提高銷售額，並且在既定的制度環境中合理化台糖公司賣花事業，以期
減少制度中推展業務的阻力，首先，能做的是送花。

我們都急著賣花，因為以前理論是交給業務部門，但是花是有生命的沒辦法等

待，是會凋謝的，那時候就有一個主意，送人好了，從總統到行政院長。（訪談

記錄：US60520）

當上位者開始看到美麗的花朵，國內市場之需求也增加，看不到的東西漸漸地也

被看到了。（訪談記錄：RE60106）

再來，透過非正式關係，賣花。台糖公司研究發展評議委員 TL 教授，在擔
任台糖公司蝴蝶蘭產業發展專家前，就與台北花苑老闆具有產學合作的關係，
當時台北花苑使用的蝴蝶蘭花卉量，應該是全台灣之冠，因此在台糖公司第一
批花卉生產出來後，在無人問津的情況下，透過 TL 教授牽線聯繫台糖公司與
FL 先生進行花卉的買賣，因此，建立了未來國家支持蝴蝶蘭產業的萌子。

困難的地方，花種出來銷路怎辦，所以講第一年、第二年很慘，花開了，市場沒

開，國外的市場要累積的，台糖一直是甘蔗國際聞名，台糖蝴蝶蘭新的品牌所有

的國家都陌生訂單拿不到，第一年、第二年開花都是剪切花，很賤賣，台北花苑

很便宜賣給FL，至少有收入，多少充一點成本，第一年很慘淡經營。（訪談記錄：

BE60521）

非正式化的社會關係網絡與非制度性的決定，在發展之初具有自由發揮的
空間。台糖公司與台北花苑有了第一次的合作之後，非正式的互動在組織場域
中不斷地發生，在聊天過程中，台糖最重要的蝴蝶蘭品系「阿嬤」，就是在這
樣的自由度之下開始栽種。

三十多年前，阿嬤在台糖的蘭園只有做交配品種，我跟 LS組長說，這個你去
種好不好，他說小花沒人要，我說日本市場絕對要，LS組長說怎麼可能，我說
我太太日本人，日本人的習慣我清楚，後來 LS組長採用，結果日本人天天來
買，台糖賺很多錢因為阿嬤，這就是我叫 LS組長做。（訪談記錄：CO60522, 
US60520）

蝴蝶蘭產銷最淺而易見的邏輯是銷售切花，當台糖公司大量生產後，第一
年帶著蝴蝶蘭到最親近蝴蝶蘭產品的日本進行販賣，到了拍賣市場才發現販賣
花卉不僅是生產與販賣的關係，日本蘭花產業發展之歷史比台灣還久，不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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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切花之品質的要求，日本市場對於本國業者具有保護政策的意味，外國業者
很難在販賣切花的價格上取得優勢，在瞭解該局勢後，台糖公司之銷售策略隔
年則改變了模式，改切花為賣苗。

台糖本來要賣切花，是烏樹林把他改掉了，單獨銷售切花，沒辦法儲存，銷售的

時後很難，最重要的是，切花直接銷到國外去，直接衝擊當地的花農，以日本保

護措施，我們到日本考察的時後，就知道不能執行，就知道我們會排到最後面拍

賣，國外進口的花不是依品質成正比，因為在量少可以得好價錢，如果多一些就

直接賠錢，所以我們馬上轉，可以跟農民合作，讓他們推銷，有利他們的方式，

因此，第一年切花後，第二年就改。（訪談記錄：OS41103）

當生產者對於花卉的生長原理有了深入的瞭解，並且理解本身生產銷售的
優勢後，基於國外市場運作的邏輯以及國外市場所屬之地區環境狀況，擷取台
灣產地與銷售地點各自的優勢而發展。蝴蝶蘭的成長上，栽種苗的時候需要高
熱多濕，因此由台灣栽種苗，將苗運送至銷售產地，利用其溫帶氣候進行催花，
以此減少成本並且創造最大利潤。

美國的產業，半年是能忍受的時間，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這漾，從生產到銷售只能

半年，在這漾的情況下，如何配合其需要？所以我們栽種苗，從低溫催花到開花，

四個月，到他們那邊溫度低就開花，接力式的，苗我們就可以賣很多，溫帶國家

是消費國，蝴蝶蘭剛好低溫開花，半年就可以賣出去，我們要把握的是，苗送過

去保證開花，他們有廣大的市場，因為我們沒有市場，所以我們只能作這一段，

我們協助開發前段，讓他們後段容易開花，然後販賣。（訪談記錄：OS41103）

（二）建立商品標準化的制度
除了生產與銷售模式上之變革外，當產量達到一定大的量，人工生產已無

法負荷，因而開始尋求資訊設施的搭配。台糖公司組織龐大，業務支援部門部
署完備，其中資訊部門是台灣引進資訊系統以管理企業的先驅，單位本身自行
研發資訊系統，與業界外包給其他廠商再行研發，最大的差異是自行研發可以
即時針對組織營運上的需求進行溝通與修改。

一般外包於外部廠商的資訊系統設計，兩者需要緊密地時間分配，也有一
定的操作流程，而台糖公司資訊處，基本上屬於台糖公司本身，如何讓系統對
於公司業務具有最大的效益，就是單位執行上最重要的考量。此外，1990 年代
台糖各廠區皆有招待所，當蝴蝶蘭產銷系統開發時，台北總公司的開發人員就
住在新營糖廠的公差宿舍，因而便於與現場操作者進行溝通，資訊系統的設計
與操作，透過一種既正式化模式又似非正式化邏輯的方式而完成（Girard & Stark, 
2002）（訪談記錄：IT41027, OS41103）

（三）確立衛星蘭園制度
自 1997 年起，台糖公司開始推行優退制度，由於組織編制內員工的薪水偏

高，而且隨著年資的增加，薪水增加比例隨之增加。然而，該薪資制度適用於
公司營運狀況良好的情況，當營運開始萎縮，製糖廠開始關閉，多餘的人力則
無處釋放。蝴蝶蘭產業為公司經營之新興事業，除非具有特殊專才者適合進入
該部門，除此之外，基於年度盈餘的審核，正式員工進入該單位將造成損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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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衡。因此，精農發展中心在經營策略上，自行建立屬於該單位員工的操
作方式與程序，主要形式是大量聘用臨時工，並且建立臨時工獎懲制度，不僅
節省了成本上的耗費，也增加了產業生產的績效。

其實我這邊自由度高，我用人也好，正式員工成本太高，因此多用臨時工，現場

一個領班管一兩百個人，當初是發包，做一陣子就知道能力差異，就設組織系統，

人多一定要這樣才能運作，後來我們把零時工分階級，分五級，不能大家吃大鍋

飯，讓每個人領的薪水不一樣，一般農場放牛吃草，我跟上面申請，後來他們也

有領導津貼，幹部津貼。（訪談記錄：OH60129）

善用臨時工制度的運作機制，主要是因為台糖公司蝴蝶蘭產業已達到夠大
的模式，很多操作上的流程已經由局部規劃模式而進入標準化的流程，這也是
當時精緻農業發展中心執行者的理念「技術複雜化而操作簡單化」。

現場大量使用臨時工，最多時候達到一百五十多人，常說一句話：「技術複雜化

但是操作簡單化」，每個人分配自己的工作，進行配合，現場臨時人員採用五層

級，一到三級重視其年資、品質，後兩級含括管理與特殊的技能。（訪談記錄：

OS50922）

1995 年台糖公司蝴蝶蘭發展規模逐漸健全，政府與組織執行輔導蔗農轉作
條例，為了促進農業發展，也為停止耕作的蔗農找到另一條商機。雖然當時真正
能夠經過考驗的蔗農幾乎是從缺，因為政策與實質上蔗農的意願以及願意投資的
金額，不是一般蔗農能夠負擔，但是，技術性地運用鬆散式的結合模式輔導了六
位農民（訪談記錄：CO60127）。當時在台糖與衛星蘭園相互配合的時期，雖然
兩造屬於不同單位，一為國營事業，另一為地方蘭園，經由合作關係兩者休戚與
共；因此，當正式化制度上的規則無法符合時局來促進彼此的合作關係以增加產
量時，透過解套正式化制度的方式，達成合作關係並且形成產業生產的合作網
絡，不知不覺地也確立了未來台灣蝴蝶蘭產業生產的衛星蘭園標準制度。

（四）小結
組織龐大如台糖公司之國營企業，不僅編制上的層級壁壘分明，制度上的

合理性在將近一甲子的時間中，沈重並且堅固，然而，透過以上脈絡的論述可
發現，台糖公司蝴蝶蘭產業之發展，制度中的彈性化操作是很重要的決定點，
不僅為台糖公司賺取高額的營收，也為台糖公司扳回了商譽，甚至也把台灣社
會對於蝴蝶蘭產業的發展能力推向國際舞台，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延續至今的標
準化制度模式。

三、建立蝴蝶蘭產業的技術制度模式

日據時期台灣糖業由台灣、大日本、明治鹽水港等四大製糖株式會社經營，
各有其農務機構（台糖公司，2006），直至光復之後由台灣政府接管台糖公司，
編制上，農務單位是公司營運的主要主體。民國六十餘年糖價達到高點後，糖
價不再有起色，組織為力求生存與發展，不斷尋求事業上發展的另一條路。民
國七十四年開始蝴蝶蘭花卉與觀賞作物的計畫，基本上，蝴蝶蘭產業屬於較為
精緻的農業領域，與甘蔗種植與製糖事業比較起來，後者屬於較為粗獷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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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事實上，兩者皆屬於農業的範疇不相違背，甚至有許多相似的特質（訪
談記錄：US60520），因此，台糖公司不管是總公司之管理人員、糖廠現場執行
人員，或是研究單位之研究員，對於蝴蝶蘭發展的特性，遠比其他公司組織富
有更深度的瞭解。

不僅是發展農業企業所應該具備的成效概念、因應大範圍、大面積栽種的
硬體設施，企業化的農業經營制度，甚至是農業產業升級所必須搭配的研發知
識，台糖公司在國內位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國際間也是頗富盛名的農業經營
公司。因此，在優質的技術基礎下，隨著發展蝴蝶蘭產業時間的進展，逐步地
建立蝴蝶蘭產業的技術制度模式。

（一）定位農業技術
首先，台糖公司發展蝴蝶蘭產業之從業人員皆十分瞭解農業並非高科技產

業，縱使是發展十分尊貴的蝴蝶蘭產業，這樣的專業知識背景認知使得資金的
投入與設備的配置，較為務實且切合生產程序上的需要；換言之，組織中的從
業者理解，最精密或是先進的儀器並不一定適用於栽植場域，而必須找出最適
合目前產業發展的規模以及栽種環境的設備，才是產業發展必須去考量的方向。
甚至組織中的從業人員認為農業是一個十分「poor」的產業，太精密的設備反而
經不起風吹、日曬、雨淋，這時必須在品質與設備忍受度之間取得平衡。

農業是一個很poor的產業，那麼精準兩百多萬的設備，然後一風吹雨打就爛掉了，
要怎麼辦，花卉溫室有時候會有風、有時會撒水、有時候會有農藥，這些問題都

得要克服，不是農藥一撒就壞掉。（訪談記錄：RE60122）

事實上，使用最先進的設備，但是生產環境中並無法負荷，或者人員操作
與企業發展之進程無法銜接，對於產業發展又是另一種困境。

現在學術單位都會想引進最新的，但是可能現在用不到，可能十年後發展到另一

個程度才用的到，有些東西不是很深的技術，但是現在需要，但是學術地位就不

夠高，沒人想引進，我們現在是去學荷蘭十年前的東西，一些搬運系統，不是很

自動，但是跟我們現在的方式省一半的功夫，如果要學他們全自動，我們的面積

還又不夠，所以我一直強調，一個產業有一個經濟規模，還要想到競爭規模，經

濟規模多大競爭規模多大，才能想到引進多少，有一些到國外看，有一些設備很

好，但是基礎不夠，這台機器就發揮不出來，要很多的技術整個上來才能形成，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累積起來。（訪談記錄：CE51222）

（二）建立蝴蝶蘭產品化知識
蝴蝶蘭在市面上所銷售的品系十分地多，這也是蝴蝶蘭熱賣的主要因素，

但是，不同的品系所需要的照顧與栽培技術皆有些許的差異，因此在銷售與栽
培上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可以遵循的規則。再者，在銷售的型態上，品系有潮流
之別，有時候一種品系熱賣，過一陣子又退了流行，因此，挖掘蝴蝶蘭產品之
特殊性是經營蝴蝶蘭產業搶得商機最基本的部分。

蝴蝶蘭產業有別於其他產業，其所生產之實體與販售之實體，有別於其他
產業之貨品，雖然蝴蝶蘭屬於生命力強的植物，但是要栽種良好以供販賣卻又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猶如訪談者所說：「不是隨便種就可以賣，要種死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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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要種活可以賣也不容易」（訪談記錄：BE60129），而且不同品系所
需要去配合的栽種方式與配套流程有一定程度的差別，很難使用所謂的標準流
程去為花卉的栽種給予定義，猶如蝴蝶蘭經營者所論及：「以前有研究學者要
我寫一個標準流程，我就說不要寫啦，因為環境不一樣就會有差異，品種不一
樣也會有差異，栽培就會調整，是一個活的東西，所以現在我們要一些儀器去
做測量，這些數據去做參考，操作還是要看品種、環境來調整」（訪談記錄：
CE51222），重點是蝴蝶蘭是一活的產品，標準化的栽種準則僅能是一個大概性
的方向，實際所在地之環境特質，每一種品系所能夠去適應的因素，就必須實
地去觀察與實驗才能夠找到栽種的通則。

因地制宜因為各地氣候不一樣，栽培者就需要去觀察去記錄去找出最佳的環境，

基本的架構瞭解，但是細部的就需要各地蘭園去觀察。（訪談記錄：BE50822）

又由於蝴蝶蘭的活體產品特性，並無法猶如一般貨物可以透過趕工的方
式來增加生產量，一朵花從組織培養到可以販賣之苗，甚至是花朵，無論如何
就是需要兩年的時間去養成，三班制加工是沒辦法套到農業生產（訪談記錄：
RE60106）。也因為如此，蝴蝶蘭在養成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關鍵，
與機械的操作不一樣，蝴蝶蘭的栽種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猶如花農感慨地說：
「除了種之外，荷蘭最近的苗也失敗，有些東西也不用擔心，蝴蝶蘭是有機生
命體，一個環節失敗就不行。很多產業的發展方法，跟機械不一樣，每一個環
節失去掉了，就不一樣了，花是講照顧的」（訪談記錄：BE51220）。

在栽種成長的過程錯失了一個細節，品質上的缺陷就無法再補救，又因為
蝴蝶蘭是需要陽光、空氣、水的產品，並沒辦法以堆疊的方式來生產或者置放
產品，有多少的苗，就需要多大的溫室面積來栽種，因此，發展該產業時必須
釐清蝴蝶蘭此處的特性，一旦產品變成次級品很難再種回一級品，當面積在一
定的範圍之內，就必須去考量到底需要留下這批產品，還是把這些已經栽種到
一定程度的蘭花丟掉，以期待更快速的周轉率（訪談記錄：CO60127）。

蝴蝶蘭產業弔詭的部分，更在於雖然每一株蝴蝶蘭培育的過程，時間並
不短，至少需要近兩年的時間才有辦法切花，但是每一品系之蝴蝶蘭在市面上
流動的週期卻十分地快，通常三五年就有一個品系流行的轉變（訪談記錄：
CE51222），因此，台灣蘭花產業還有一分利基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具有非
常多樣化的品系以供應市場快速的週期，因此這看似步調緩慢的農業，事實上
卻有一定程度之週期上的競爭性。　

我做那麼多年我發現就要走在前面，一定要他賣的好之前你就有，等到賣的很好

再去種就來不及了。（訪談記錄：CO60127）

產業開始升級，產業間也理解品系上的優勢就是業者超越其他業者之優勢
所在，於是專利權的觀念透過制度同型的觀念（DiMaggio & Powell, 1983），從
現代產業發展模式擴散至蝴蝶蘭產業發展的經營理念之中，然而，蝴蝶蘭產品
與現代化之科技與資訊產品在這部分卻有極大的差異。一方面蝴蝶蘭需要比其
他產品長的生產週期，另一方面蝴蝶蘭有太多品系，哪一品系適合作為專利之
申請，很難正確地評估出來，最後，台灣蝴蝶蘭產業之會蓬勃發展，主要由於
台灣許多蝴蝶蘭小農積極地從事品種交配的趣味性活動，台灣蝴蝶蘭經營操作
的模式，多數是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方式進行，若是透過現代化專利權的控制模
式，很難執行於蝴蝶蘭產業而得到既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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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花錢多、時間長，品種還沒出來可能就被淘汰了，要變成大公司才有

足夠的銷售能力，才能申請，小農很難。（訪談記錄：US60520）

（三）建立栽種環境技術門檻
雖說蝴蝶蘭是一活的產品，縱使產品出產了，還在進行成長的過程，這樣

活體的產品要能夠成為商品化生產，主要又因為蝴蝶蘭植物特性有別於其他產
品，其能夠透過溫度之控制來掌握花朵抽枝開花的時間。

開花需要低溫處理，這是一個生產者擁有的一個武器，在母親節到之前只要讓溫

度不要降下來，就不會開花，農產品最詬病就是沒辦法控制產期，時間到了非收

穫不可，蝴蝶蘭可以用溫度來控制。（訪談記錄：US50815）

而溫度控制並無法以自然的方式來操作，就必須透過硬體設備來實現，種
植蘭花對於民國七十多年前的台灣，多數還屬於趣味栽培的性質，雖然坊間也
有少數對於蘭花栽培具有企業遠景的蘭園，使用先進的溫室設備，如台東李萬
全先生所設計的下挖式溫室（訪談記錄：CO60522）與台南黃崇德先生所引進的
溫室（訪談記錄：CO50815），而從荷蘭引進現在坊間使用之溫室雛形的源頭，
始於台灣大學園藝系。

日治時代農試所與大學是合併在一起的，光復之初大學是由教育部所接手，農試

所為內政部接手，接收的時候才將兩個單位分開，所以台灣大學教學耕種的土

地，並不知道不是台大所擁有，有一天民航局，以國家安全的理由要取回那塊土

地，當時台灣大學園藝系之系主任，非常有魄力地要求交通部賠償五千萬元，而

這賠償金額一千萬給農場使用，另外三千萬購買荷蘭溫室設備，除此之外，引進

溫室之初並不清楚溫室如何搭蓋，因此，也請荷蘭工人來台搭蓋，後來有些業者

要蓋溫室，我們都請他們來台大看，當時積極發展精緻農業事業的台糖公司也來

看，並且計畫引進荷蘭溫室。（訪談紀錄：US60520）

民國七十七年四月於新營總廠成立「精緻農業發展中心」，並且於糖業研
究所中成立「園藝系」，開始步入正式發展蝴蝶蘭產業的雛形，才有辦法透過
立法院以爭取經費購買溫室設備，這對於蝴蝶蘭產業化的推進，是十分重要的
一個里程碑，猶如一位訪談者所說：「雖然台灣是蝴蝶蘭原產地之一，台灣本
土適合種植蝴蝶蘭，但是蝴蝶蘭本身不能自行繁殖，因為種子是不完全的胚胎，
需要經過人工處理才能長出來，但是當時台灣各方面關於蝴蝶蘭方面的文件不
多，而栽種蝴蝶蘭能夠獲致成功主要的因素是引進了荷蘭的溫室，這溫室可以
自動控制日照、濕度、溫度，讓蝴蝶蘭控制在最好的環境下生長」（訪談記錄：
BE50822）。

由於花卉植物因為不同的品系與品種需要不同的照顧，因此荷蘭引進之溫
室系統，並不是那麼地適合在台灣栽種蝴蝶蘭，因此本土化的開發在產業的發
展脈絡中，是一重要的環節。首先遮陰網的修改，由於精緻農業中心之CH先生，
本身之專業背景為水利工程，基本上在栽種蝴蝶蘭的同時，需要控制其溫度也
要控制光度，於是 CH 先生修改原荷蘭溫室之結構。

荷蘭溫室給我們很大的啟發與觀念，本來溫室只有內網，引進台灣後試圖加上外

面的網，不過那不能動，一開始單層，後來加一層，外面那一層做固定，兩層網

讓光線更適合蝴蝶蘭生長。（訪談記錄：OH6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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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控制系統的設計，烏樹林糖廠位處於一個落雷區，有一天雷聲響了，
把溫室的控制系統給打壞了，要荷蘭修需要五十萬元，於是糖研所 RH 先生著
手進行拆解控制系統，並自行研發，於是台糖公司溫室控制系統模式完備，最
後授權於民間廠商，溫室設備除了控制系統外，還需要零組件的搭配，台糖公
司把溫室開發的專利授權給三易公司，並由三易公司協助零件的開發。透過以
上三點的推展，奠定了台灣溫室設備的發展基礎，不僅讓蝴蝶蘭產業之溫室設
備有了可遵循的標準，也為台灣社會帶動了溫室設備建構的開端。

（四）蝴蝶蘭換盆標準建立
蝴蝶蘭產品要能夠在市場上販售，能夠控制其開花抽梗，為該產業帶入了

新興的發展形式，然而，由於產業發展形式上的變化，蝴蝶蘭不僅銷售切花，
銷售苗的形式更是目前台灣業者與國外業者合作中最常見的形式，主要由於蝴
蝶蘭換盆標準化的關係。

事實上，栽種蝴蝶蘭換盆應該是園藝知識上的常識，但是要把這樣的常識
定義出多大的盆，換幾次盆，每次換盆花苗所成長的葉片數與葉片長度，則必
須透過不斷地與國外業者銷售經驗的累積而確立。

種植物一定要換盆，這是學園藝的立場，不是貢獻，基本應該有的常識，但是重

點是把栽培的制度建立起來，讓業界有可遵循的方向。（訪談紀錄：US60520）

台糖公司可以說是換盆標準的建立者，主要由於台糖公司也是蝴蝶蘭企業
模式的推進者，因為當銷售數量漸增，在與國外業者進行溝通時，需要一個數
字上的值以供傳遞資訊，再者，當蝴蝶蘭栽種面積越來越大時，則無法再以純
人工的方式進行園區管理，由於換盆標準已確立，才有辦法進一步地仰賴電腦
化系統協助搭配。

要企業化的話，第一個要流程的設計，每一個段當 check point，這麼多品種要作
標準化，就要去歸納去想像，把流程規劃出來後，把差異性縮減，一兩千坪，我

每天在巡，摸得很清楚，客戶要買苗很清楚，可是我知道更大三千坪要我記那麼

清楚太難，要別人作也太難，問題就出來了。標準化有一個好處，把品種集中，

減少我們的批次，減少 data量，更大的時候標準化可以用數字與量來代表。（訪

談記錄：OS41103）

根據台糖公司所發行之刊物所指出，蝴蝶蘭產銷系統之建製始末，主要由
於台糖公司在民國八十四年之際，蝴蝶蘭年產兩百萬株，切花十萬支，營業額
達一億台幣（位國慶，1996）。除了產量大之外，蝴蝶蘭苗株生產略分為瓶苗、
小苗、中苗及大苗四個階段，培育時間總計約兩年半，除了產品規格隨培育時
間變化外，產品本身又因為品系眾多，在栽種培養上有著不同之組合，因此，
整個事業要產業化，必定要導入制度化的管理系統，以克服人工統計庫存數量
與銷售數量，所衍生之耗費人力、正確性低、又缺乏時效性的問題（位國慶，
1996）（訪談記錄：OS41103）

一個小蘭園與大公司是完全不一樣，那時候溫室已經蓋到兩公頃多了，以前很容

易看到，發現到再往下走，越來越多，靠人工大概沒辦法，就想到靠電腦，我們

又有資訊處，所以派顧小姐來，最早外面也有人想幫我們做，用掃瞄的方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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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一樣給我們試用，我們覺得不行，那個觀念不是很通。（訪談記錄：

OH41104）

（五）研發高門檻性的商品
雖然蝴蝶蘭之栽種基本上跨入之門檻並不高，似乎任何業者皆可發展蝴蝶

蘭產業。台糖公司具有其他業者特殊不一樣的特質，主要由於他是一家重視研
發已久的農業企業體，不僅具有銷售上的營業概念，組織中具有許多優秀的研
究發展人才，研究與生產的兩相搭配，讓產業發展之速度提升，很快地就進入
國際市場。

我們很幸運，收集阿嬤，四倍體，一般都兩倍體這是糖研所的功勞去鑑定，本來

我們要交三倍體（別人會不好仿）但是不成功，四倍體比較大，是一般原生種兩

倍體，所以四倍體發揚光大，幾乎兩梗以上，現在主力產品阿嬤，我們做這麼多

年，很多人要取代我們都沒成功，因為做阿嬤比較麻煩，要讓他成熟不開花民間

做不起來。（訪談記錄：OH90129）

台灣社會從趣味栽種者到目前蝴蝶蘭產業之發展，蝴蝶蘭業者從未減少過，
這幾年來更不斷地激增，每一位經營者對於蝴蝶蘭產業都有一分貢獻，而台糖
公司最重要的貢獻則在於，當蝴蝶蘭產業發展知識尚未被定義下來，各有各的
獨門秘訣之際，具體化知識進入產業的運作邏輯，讓栽種、生產與銷售有清晰
可遵循的方向。

產業操作的簡單化、標準化，我們最大貢獻就是這塊。（訪談記錄：OH60129）

陸、結論

共享認知系統是產生制度的基礎，本研究結合田野調查資料，運用質化比
較分析法（QCA），找出台糖公司開創蝴蝶蘭產業的組織制度變革的制度框架，
以及組織在制度框架中，所確立的蝴蝶蘭產業技術制度模式。

台糖公司能夠開創蝴蝶蘭產業主要由於本身獨特的制度文化，是一個有紀
律、信任、不受放大鏡檢視績效的組織制度，這樣的共享制度深入當時的組織
成員性格中。雖然台糖公司屬於正式化組織，特殊的內部正向回饋路徑依賴，
反而使得具有更充裕的自由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下，因應新興的產業，建立了
商品的銷售制度、標準化制度以及衛星蘭園制度，也象徵了組織制度運作模式
隨之變革的軌跡。因台糖公司具備內部農企業制度模式以及再建立制度的自由
空間的制度框架，蝴蝶蘭的技術制度隨著產業發展而提升，因此確立了蝴蝶蘭
產品知識、建立屬於台灣環境的栽種環境標準，確立銷售換盆標準以及研發出
高門檻特性的商品，技術標準建立後，對於台糖公司蝴蝶蘭產業企業化的發展
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不僅如此，對於國際蝴蝶蘭產業發展，確立了蝴蝶蘭產
業體系的國際標準。

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是概念化制度理論，並運用質化比較分析法具體化開創
新產業所具備的制度框架以及技術制度關鍵因素。在實務上，國家是一個大型
的正式化組織，目前政府提倡創業，每年挹注龐大資金協助，根據本研究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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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可以給予制度變革與再建構的參考，首務必須建立組織與成員間的信任關
係，讓場域具備不使用放大鏡檢視績效的健康體質，鬆散式結合的運作邏輯才
有機會運轉，也才有機會建構出創新、突破性的組織制度。

未來研究的部分，有兩個方向可行，其一，比較其他正式化組織，開創新
興產業時，是否可以以同樣的制度框架以及理論角度探討。其二，以本研究所
之制度框架與理論為依據，導入正式化組織以開創新興產業，觀察是否如台糖
公司可開創新興產業，以及除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外，還有哪些因素是開創
產業建立組織制度變革的友善因素。

台灣管理學刊15(2)-04 黃瀚諄.indd   95 2016/5/27   下午 03:11:14



96  開創新產業之正式化組織制度：1985 ~ 2001 年台糖公司經營蝴蝶蘭產業之組織變革分析 / 黃瀚諄

參考文獻

台糖公司，1997，台糖五十年，台北：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糖公司，2006，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台南：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糖通訊，2001，「八十九年度精農事業會議專輯」，台糖通訊，第 108 卷第

10 期，16-31。
位國慶，1996，「台灣蝴蝶蘭病害之發生及其防治」，台糖通訊，第98卷第6期，

25-31。
林國明，2003，「到國家主義之路：路徑依賴與全民健保組織制度的形成」，

台灣社會學，第 5 期，1-71。
紀錦玲，1998，「新世紀尖端農產品台灣蝴蝶蘭征服世界花市」，台糖通訊，

第 103 卷第 9 期，32-33。
高承恕，1989，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台北：聯經。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揚智文化。
董智森，1995，「台糖闖出蝴蝶蘭字號」，台糖通訊， 第 96 卷第 1 期，19-20。
Brint, S., & Karabel, J. 1991. Institutional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s: The case of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s.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analysis: 331-36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Maggio, P. J. 1991. Introduction.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analysis: 1-4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160.

Dobbin, F., Sutton, J. R., Meyer, J. W., & Scott, W. R. 1994. Equal opportunity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In W. R. Scott & J. W. Meyer (Ed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individualism: 272-300. Thousand Oaks, CA: Sage.

Fligstein, N.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y: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of the causes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largest firms 1919-1979.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analysis: 311-336.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ligstein, N. 2001. Social skill and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2): 105-125.
Girard, M., & Stark, D. 2002. Distributing intelligence and organizing diversity in new-

media projec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 1927-1949.
Jepperson, R. L.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analysis: 143-16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lois, R. N. 1986. Economics as a process: Essay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honey, J.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 507-
548.

台灣管理學刊15(2)-04 黃瀚諄.indd   96 2016/5/27   下午 03:11:14



 台 灣 管 理 學 刊

 第 15 卷  第 2 期，2015 年 8 月  97

Meyer, J. W., & Rowan, B. 1991.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analysis: 41-62.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hapiet, J., & Ghoshal, S. 1998.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 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242-266.

Powell, W. W. 1991.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analysis: 183-20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ot,t, W. R., & Mayer, J. W. 1994.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individual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Vallas, S. P. 2003. Why teamwork fails: Obstacles to workplace change in f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68: 223-250.

台灣管理學刊15(2)-04 黃瀚諄.indd   97 2016/5/27   下午 03:11:14



98  開創新產業之正式化組織制度：1985 ~ 2001 年台糖公司經營蝴蝶蘭產業之組織變革分析 / 黃瀚諄

Creating Innovational Industry in Formal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of 
Managing Orchid Industry in Taiwan Sugar Company from 

1985 to 2001

Han-Chu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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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85, Taiwan Sugar Company made a decision to manager Orchid, it is the 

key point to format Orchid becoming to an industry and produce.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Taiwan Sugar Company that is state-owned 
enterprise creates Orchid industry. 

In the method, first, the research adopt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epth interview in 
the field of the Taiwan Sugar Company. Second, using QCA and coding interview data, 
computing and analyzing. After those two steps, the research obtains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restructuring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in creating Orchid industry and the key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finds the results are that the Taiwan Sugar Company can create new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achieve new industry model. Because the organization possesses 
the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path dependence, and there is free space 
from loosely couple model and trust mechanism.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o create the 
institutional standard model of Orchid industry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Keyword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dustry innovation, QCA, 
Taiwan Sugar Company, Orc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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