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關懷、快樂生產力與王道文化之實踐　　175

第十一章　社會關懷、

快樂生產力與王道文化之實踐

陸洛、許伊均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一、霸道殞落，王道再起

整體而言，台灣產業的發展相當集中在勞力密集和外銷出口

的產業上，很大程度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為了迎

接新時代的挑戰與維持國家競爭力，台灣自當設法躋身於競爭激

烈的國際社會中，遂使台灣邁向自由化、國際化與全球化，以全

球布局的企業規模和產業型態儼然成形。換言之，企業之間競爭

的層次隨之躍升至「全球」的平台上，並強化了企業對市場的擴

張、流通和消費的需要，因此更加速了商品、服務、資金、技

術，甚至是勞力的跨國流動。

然，值得注意的是，涉足在西方優勢的市場環境中，風險亦

乘隙而生，儘管不滿西方霸權在世界各角落喧騰高漲、宰制的自

滿心態，卻又向其看齊，亦步亦趨，急於趕超西方先進之列，西

方價值大行其道。甚而，從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歐債

風暴、資本主義盛行及反資本主義的浪潮中，更喚醒了我們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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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會企圖落實的經濟法則提出根本的質疑。如此追求自由、權

力，攫取名利權位之際，到底為社會形塑出什麼樣的工作文化與

生活概念？當社會已難以「安身」，又遑論「立命」？是此，台

灣所需回應的問題，不單只是社會經濟的失序和衰退，它更象徵

著社會失序背後，整個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改變，社會已

然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價值典範，此對人性的戕害遠勝於一切。這

不僅衝擊了個人心理的穩定感與安全感，也破壞了社會的勞動倫

理，人成了追求目標的手段，腐蝕了維繫公民意識所需的團結與

社群感。因此，要回應此時代的課題，不應只從體制層面的弊病

和危機來反省，而更須深究與反省此體制背後所預設的種種精神

內涵，由此才能徹底地回應問題的本質。

西方挾其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與科學理性橫行世界，將己置

於世界「先進」之水準，自恃其文化、歷史、知識體系與社會制

度，冠上「主導全球」的權力地位，以一股趨向無限的權力意

志，不斷向世界擴張、超越，隨之而來的是擠壓、宰制、漠視與

之不同的其他標準，導致了不平等的二分對立，如：西方與非西

方、先進與落後、地方與全球、低劣與優等之分別，在在都強化

了階級分群所衍生的不公不義，合理化了「零和」遊戲的侵略

性、割裂與壓制。反觀，中華文化之本質，強調的是多元性的和

諧與整個文化的結構秩序和平穩，嚮往的是「天下大治」，側重

相對之間的平衡，而非擴張。至此，面對西方之特定價值體系的

宰制與內化，所涉及之範疇，已非僅止於經濟生存的問題，還涵

蓋到政治發展、社會正義與文化價值等其他重要層面。面對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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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的失衡、對立與矛盾，我們需要的是超越「以我為主」的輸

贏之爭，跳脫東西文化價值的分野與族群之間的歧異，以「相互

主體、互補交融」的視角，重新審視各種價值體系，對不同觀點

產生思辨與欣賞，強化相互尊重的基礎，重現多重性、多樣性的

文明修為。

華人社會一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尤以孔子的「仁學」影

響至深且鉅。孔子所倡導的「仁學」，不僅止於個人內在德行、

道德理想之提振與覺醒，更意涵向外感通，潤人與潤物的實踐，

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及平天下，逐步

擴展，以達致「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境地。此之自我實現即

是「內聖外王」的品格展現，一種理想人格的至善實踐。奠基於

此，仁學的體現亦在「關係」中存有，尤其注重人與己（慎

獨）、人與人（五倫、愛人以德）、人與物（愛物）、人與自然

（節用）、人與天（知命）等各種倫常關係的和諧。是此，人即

是在各種關係中邁向完整的人。

時至孟子，其將孔子之仁心仁性加以深化開展，甚而提出仁

政王道的政治哲學。仁政王道之精要，首先，藉由仁的正當性，

將仁心與權位結合，強調聖君能以仁為己任，以仁來行「權」，

以「以德化民」的權威來取代「挾權倚勢」的霸權。次之，尊崇

民本的精神，發揮仁的效用價值，提倡保民、安民對於社會安定

的功能，誠如孟子所言：「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並由

此導引出社會階層之間相互的關係和責任，「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最後，王道仁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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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更體現出理想美善與現實時勢之間權衡調處之道，在追求

現實權力與利益的時世裡，若僅以理想、良善為口號呼籲，誠然

不易為世所用。是此，在與社會現實相互對應的基礎上，主動回

應時勢的挑戰，王道之學應運而生。

「王道文化」之所以仍具重要的現代價值，乃因其兼備了道

德價值與社會效用，同時也充分體現出「多元一體、和而不同、

休戚與共」的自然秩序，揭示了對立面常是一體兩面的統一性，

既關懷群體福祉，也尊重個人幸福，惟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

體之福。這對今日經營管理、人際合作、營利創造、各行各業之

間的和諧共榮，都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故，重「實踐精神」，

並以「生命安頓」為核心關懷的王道文化，足以成就危難時代的

諾亞方舟。

二、王道文化在現代企業管理之實踐

如前所述，挑戰西方霸權的宰制與影響，非表示一味否定摧

毀某方的價值，來鞏固另一方的存在，或汲盼於下一個強勢力量

的崛起，來扭轉局勢，而應在尊重多元、超越分歧的前提下，締

造互惠共榮的發展願景。現在，我們將視野拉回至國內企業之管

理實踐，面對如此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當如何在相互競爭的失

序中建立新的平衡與重新定位，實需深思。有鑑於此，本文將王

道文化奉為圭臬，論述如何塑造和諧溫潤的企業文化，尊重多元

人力資源，以創造企業、員工與社會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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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職場和諧，多元發展人力資源

由於科技與資訊的快速進步與更新，使得產業的擴張與變遷

加速，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更是蔚為風潮。為增進人力管理的機動

性，工商業界紛紛大聲疾呼應加速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如此一

來，企業雖能從各地延攬優秀人才，提高人力運用的靈活性，但

也須因應勞動市場的組合漸趨多元之後，如何在不同世代、性別

或種族的多元組合底下保有內部一致的和諧，這成了企業在人力

資源管理上的一大挑戰。其一，勞動人口的配置因之彈性化，就

業結構也因之改變，如：「非典型聘雇」的比例大幅提升，或同

一工作之薪酬水準、安全保障的差異增大。不可避免的，低勞動

薪資與不穩定的雇傭關係已然形成，導致勞資關係的失衡衝突、

勞資爭議的頻繁不斷，反使隱性的人力成本不斷攀升，企業形象

受損的風險增加。其二，就人力發展趨勢而言，青年投入的勞動

力呈下滑趨勢，勞動力老化是近年來漸趨明顯的現象1，有效生

涯年限拉長，因此，中高齡勞動力的運用，旋即成為人力資源管

理的重點輔導。其三，台灣產業的轉型，如：服務業的蓬勃發

展、知識工作者的興起，拓寬了女性的就業領域，也帶動人力雇

用的需求增加，有利於女性投入就業市場，惟與先進國家的女性

勞參率相比較，台灣女性的勞參率仍略顯偏低，突顯了這塊潛在

1 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國內就業人口結構的調查顯示，青少年（15～24歲）所占比例於二十年間呈下滑

趨勢，中高齡（45～64歲）所占比例則從1999年後快速上升至2009的33.34%，顯示此年齡層的就業

者持續增加中。



180　　王道文化在21世紀的實踐

人力資本被浪費、閒置的事實。

承上所論，台灣企業應針對中高齡人力和女性的就業機會，

予以開發和善加規劃，必須致力於思考如何整合與創造工作機

會，增進多元人力的有效發揮，以達人盡其才之目標。誠如孔子

思想的要旨─「成己成物」，人人能合理回應其應有的責任與

義務，為其本質做出完善的發展，同時也充分盡其一己之力來成

就社會存在之所需。企業的責任亦復如此，企業也是社會的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企業，在創造經濟效益與

賺取利潤的同時，尚須履行對員工、社會和環境的社會責任，取

之社會，用之社會，更應為社會提供必要的服務與貢獻。據此，

企業在人力資源的管理措施，應汲取孔孟「民本精神」，形塑尊

重人才、尊重專業、任人唯賢的管理風氣。

1. 打造無歧視、重平等的工作氛圍

企業若能摒除中高齡人力、女性的就業障礙，營造友善的工

作環境，不但能激勵員工自我實現，提高對企業的貢獻價值，也

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形象，吸引潛在優質員工的投入參與，讓組織

有更寬裕的遴選空間，裨益其人力運用的契合性和多元性。是

故，從甄選任用、雇傭制度、工作設計、晉升拔擢、薪酬福利及

培育等層面上，確實落實程序的公平性與客觀性，消弭對中高齡

人力與女性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其次，公正執行員工的貢獻管

理，授予恰如其分的回饋與發展機會，破除不平等的資源分配；

再者，藉由宣導、樹立典範楷模，或透過團隊工作促進員工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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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共同目標而合作互賴，減少刻板印象與歧視，營造平等的互

動氣氛；同時，建立申訴與諮詢管道，加強員工之權利意識，幫

助其充分了解自身的權益，並感受到企業對其的關懷與尊重，方

能促進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

2. 建立知人善任、互信互重的人力管理

台灣社會人口高齡化及家庭核心化之趨勢日益明顯，中高齡

和女性勞動力的就業需求與日俱增。是此，企業可善用衡鑑工具

（如：心理測驗）、工作行為與工作績效等評鑑方式，了解中高

齡與女性員工的個別需求、能力、價值觀和興趣，給予適性、彈

性的工作安排與職訓課程，方能增進中高齡與女性員工的貢獻

度，以收「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之效。例如：中高齡的勞動力

具有高度的使命感、配合度及較豐富的工作經驗，且秉持的工作

態度與價值觀亦與社會主流思想較為契合，更能回應社會之所

需。因此，企業可主動強化資深員工的再訓練、工作輪調或引荐

其進入高層職務的機會等，能有助其在學習、成就感與自尊等方

面獲得滿足。另方面，在產業變遷與教育普及的帶動下，女性勞

動力的崛起，在質與量皆有大幅提升的現象，這亦為新興的服務

業注入了一股珍貴的人力資源。故而，企業應多鼓勵女性二度就

業，如：安排職場導師協助其發展工作技能，增進自我效能，或

導入多樣化的訓練來擴展技能，增進女性勞動力的機敏性與應變

性，或提高工作內容的自主性與彈性，幫助其平衡工作與生活，

促進女性就業的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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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幸福企業，用微笑戰勝壓力

探究現代生活型態底下員工的內在精神生活，例如：在錙銖

必較的競爭中，竄升機會渺茫，既找不到自己的興趣、志向和能

力所在，每天又陷溺在例行事務中瞎忙，對工作感到乏趣與無意

義感，焦慮感逐年上升；或沉溺在物慾的追求，雖能獲致短暫的

亢奮與滿足，但隨即陷入「役於物」的自我疏離，人成了追求目

的的手段，致使對生活感受的空洞化、鈍化。是此，對員工而

言，「幸福」究竟是什麼？又該如何獲得幸福呢？什麼才是值得

嚮往的人生？

回應時世的挑戰，孔孟思想所樹立之人生觀，仍具有積極的

啟迪作用，誠如孔子所指，「我欲仁，斯仁至矣」，當人的本性

本心能在具體的生命中有得宜而完善的表現時，生命自然有一種

深刻的喜悅。易言之，快樂即是體現「仁心」的自律與自足。上

述要義也與正向心理學的宗旨─向善向上之發展，不謀而合，

提倡快樂是來自正向特質、長處與美德的實踐，協助個人、群體

和組織發掘潛在的優勢，清楚了解自己所能著力之處何在，個人

可以面對困難、抵抗挫折、掌控逆境，並持續使內在優勢朝向最

佳化發展。

只是，過去針對企業組織的發展與研究大多側重「解決問

題、匡正弊端」，明顯忽略了企業的正面優勢。而正向心理學的

興起，正好提醒了我們，「消除負面」並不必然能「創造正面」

的效應，解決問題固然重要，但建構正向組織則更具建設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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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及積極性價值。正向環境的營造能激勵員工正向特質的發

揮，產生正向經驗。當員工擁有愈多的正向經驗，愈能增加個人

正面信念，以適應未來各種挑戰。再者，友善的工作環境有助於

正向情緒的產生，正向情緒具有擴張思考廣度的效果，能激發員

工有更高意願去學習新技能、展現創新，提出開放性的因應策略

來解決問題，不僅對工作表現具有正面助益，同時也能讓個體主

動融入環境，參與事務，逐步累積個人資源（如：同儕支持、成

功經驗），作為未來抗壓的緩衝機制，減緩壓力所引發的負面衝

擊，幫助員工及早恢復原本的身心健康。

顯然，正向組織能激發員工產生正向期望與正向情緒，進而

產生較佳的工作表現，增加個人資源，這樣的正向經驗又有助於

下一次面對環境的挑戰。因此，企業應主動著手建造一個能令員

工「幸福」的環境，例如：實施「人性化」的工作規劃，不論是

任務指派、工作時程的安排及工作量的調整等，都能尊重員工的

意願和保障工作權益，同時貫徹授權授責的自主性，讓員工更願

意為組織效力投入；或建置「開心」的工作環境，規劃員工交誼

廳，提供一個輕鬆、愉快的休憩空間，讓員工在辛勤工作之餘，

可以忙裡偷閒，恢復疲乏；或推廣「關懷」文化氛圍，營造一個

相互尊重、信任的工作環境，使員工保有尊嚴與自信；或促進

「親善」的工作關係，鼓勵主管與部屬間、員工間的相互關懷、

互相照應，建立合作共存關係。

誠如，前述提到員工的精神生活日益脆弱，工作壓力有增無

減，企業可以適時提供協助，幫助員工處理工作壓力，以員工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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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s）為例，EAPs便是由企

業發起用以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的計畫。當前EAPs的落實與推

廣，已從「補救」的角度，推進到積極的預防管理，一方面輔導

員工處理既有的適應困擾，另方面引導員工發展出更為健康的心

理與生活型態；在內容與服務形式上，亦漸趨多元，反映出企業

對員工的關懷已從工作的相關表現，及至個人其他層面的關照

（如：職家平衡、休閒活動與生活管理），同時也開始關切地域

性的文化差異，給予個別差異的尊重。此外，考量不同職業的壓

力差異，企業也可主動檢視自身產業生態對員工身心狀態的衝

擊，如：產業特殊的工作環境、或任務屬性及變革重整等對員工

工作壓力的影響，據之提供恰當的協助方案。

（三）建構組織支持，厚植快樂生產力

職場生態瞬息萬變、競爭激烈下又逢快速擴張膨脹，企業難

掩營運的瑕疵，因而陸續開始組織重組、凍結薪資、裁員或加重

工作量等，漸致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下降、離職率攀升、工作壓力

與日遽增，甚至因過勞透支而生病或死亡的事件，更是屢見不

鮮。如此惡性循環，企業又怎能永續經營呢？其實，「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正是企業與員工關係的最佳寫照，當員工的生活

無法達到基本的安頓平安，對企業作為投下不信任票時，企業將

難以立足於社會；反之，若企業能推己及人，善待員工的身心福

祉，員工將視企業如己身而加以擁護和支持，並竭盡心力投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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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企業榮辱與共、共體時艱，企業自然能永續長存。誠如孟

子所倡導的「仁政王道」，側重「民本精神」的實踐與體恤，將

「得其心」、「得其民」、「得天下」視為層層遞進、環環相扣

的整體。時至今日，企業不應自限於「創富」之慾，更應力擔社

會貢獻之責，樹立德善的典範價值。

1. 賦予「優質健全」的勞動條件

實證研究亦發現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當員工滿意整體的生活品質、幸福感愈高，其在工作上的表現愈

佳。再者，尤當員工知覺組織給予的關懷愈多、重視其貢獻並予

以回饋時，員工將持以「回報」之心，對組織產生責任感與認同

感，更積極地努力工作，進而創造快樂生產力。易言之，愈快樂

的工作環境，生產力愈高。爰此，企業之價值不僅止於提供工作

機會，更應積極建造友善職場，提升員工的工作品質和心理福

祉，保持企業的生產活力。

此外，高績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已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之

一，企業可以提供適當的薪資與福利制度，讓其生活不虞匱乏，

滿足安全需求；次之，對員工充分的授權與賦能，維持適度的工

作挑戰與多樣性，讓員工盡其發揮潛能，將工作從「為生活而工

作」昇華到「為工作而生活」，使員工的才能、努力和快樂轉成

企業的成長來源；同時，由於勞工意識的抬頭與教育水準的普遍

提升，故在勞動條件的規劃上，須與員工建立誠信的人際關係，

讓員工感受到企業的誠意，並建立意見申訴管道，確保管理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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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員工之間溝通無礙，多求得共識，減少因任意決定勞動條件而

引發糾紛。再者，外在經濟景氣的循環、經濟政策的變化、勞資

法規的制定修正等，也會影響到勞動條件的提供。是此，企業應

將國家的整體政經利益納入考量，主動與政府協商溝通，以利於

重塑勞、資、政三方權力平衡關係，匡正偏誤，增進三方和諧的

互惠關係。

2. 提供「無後顧之慮」的支持政策

任何工作者都不能脫離其生活背景，其家庭、休閒與職業等

角色相互交織影響，形成個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於是，工作之外

的因素也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到工作中，影響工作壓力感受，

且壓力本身又有加成甚至是累加的現象，任何一個潛在的壓力源

都可能引發一連串其他的負向效應，如同現代員工幾乎都曾面臨

兼顧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的強大壓力，而常有工作與家庭彼此衝

突、無法顧全的感受。針對這個現象，企業早已無法佯裝未察。

至此，企業應體現出對員工之全人的關懷。

倘若企業能提供家庭支持方案，如：提供家庭取向的工作政

策（如：彈性工時、工作分擔計畫、彈性的工作地點等），或與

政府和民間機構合作，共同提升托兒服務、老人照顧的品質。一

則可以減緩員工面臨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協助員工在工作與家庭

之間取得平衡；二則對企業也有很大的裨益，員工的生產力將獲

得提升，可以增進組織效率，實為一種「雙贏」的結果。況且研

究也指出這類福利的提供和協助，其正向效益的擴散效果極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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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甚至，員工對組織的忠誠度也因之而獲得顯著的提升。

再以海外派遣為例，隨著企業的國際業務不斷拓展，勞動派

遣的市場日益擴大，從高科技產業到傳統的製造業、營建業，乃

至會計、金融顧問業等，不分產業與職位前呼後擁，外派風潮方

興未艾。但研究也指出外派失敗率約在25%至40%左右，在開發

中國家的失敗率甚至可達70%。深究其因，一則可能是來自事前

整備不足，員工準備度不夠，導致意願低落；二則與外派人員在

海外工作面臨許多適應問題有關，如：異地的文化衝擊、配偶眷

屬的生活安頓、隻身派任的生活安頓、政商應酬的壓力等挑戰。

國內的研究也發現台灣企業提供外派資源普遍不充足，且員

工知覺重要的資源與組織是否提供之間確實有落差（李宛霓，

2011）。此研究針對組織提供的外派資源與員工認知重要性進行

現況檢視，由全職工作者先就組織外派資源進行重要性排序，再

依組織是否有提供進行回答。依重要程度與有無提供，定義出四

個象限：

（1）強化組：重要性高且組織有提供的資源，分別為「補

助返國成本」、「金錢補助」。

（2）新增組：重要性高但組織無提供資源，分別為「提供

回任員工相當的職位或升遷」、「提供家屬住宿、教育的幫

助」、「特定補助方案（如：孩童出生、上學、長者安養、旅

行）」、「協助員工及家庭返國」、「配置導師協助處理外派相

關事件」、「配置導師輔導外派人員的職業規劃」與「完善的外

派人員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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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持組：重要性低但組織有提供的外派資源，分別為

「生涯發展前景的資訊」、「有發展性的派任機會」與「升遷機

會」。

（4）不增組：重要性低且組織沒有提供的外派資源，分別

為「公平且適當的遴選制度」、「幫助配偶找工作」、「提供家

屬行前訓練」、「提供同鄉會等社會網絡支持」及「適當前置

期」。

由此可知，台灣企業提供外派人員資源的完善度與適當性仍

有待加強，亟需企業審慎規劃，組織應針對外派資源做最佳化的

選擇與提供，以提升員工外派意願，例如：加強強化組與新增組

的提供強度，確保提供的資源能有效符合外派人員的需求。而維

持組，則可依組織內部資源多寡與分配狀況，微調或保持之。至

於不增組，則可斟酌減少投入資源在其上了。是此，從外派人選

的遴選到外派資源的規劃（如：生涯規劃的支持、導師制度、家

庭支援與回任管理等），對成功外派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環節。

此外，影響外派的諸多因素中，尤以外派員工的家庭適應最具挑

戰，牽涉範圍較廣，對此提出下列幾點建議：（1）對長駐海外

的外派人員而言，家庭成員的跟隨具有安定的效果，故企業可以

協助關照家庭成員在海外的安頓與適應問題，如：住所的安置或

教育補助等。（2）隨著國內雙薪家庭的比例增高，外派人員的

配偶之職涯發展亦是企業應予以考量的重點，如：協助配偶在地

進修或提供工作機會等，相信此能增進外派家庭的安定感，並提

升員工之外派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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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企業在提供家庭支持政策時，首先須能排除個人

偏見，信任員工，給予員工較大的彈性調配空間；其次，各項家

庭支持政策的實行，並非適用於所有員工，故，應謹慎訂定政

策，並輔以相關的配套措施（如：搭配績效評估、政策宣導與教

育），以達實效；最後，企業可主動連結社會資源，如：經費補

助、轉介與諮詢服務，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三、結語

縱使台灣經濟高成長的榮景已不復追尋，早先賴以成功的競

爭優勢也逐漸消退，企業的經營規模雖日益擴張，但其所創造的

經濟價值，仍遠不及因過度利益追求、過度競爭而造成的種種遺

害。是此，援引孔孟思想做為企業生存之基德，盼能對企業產生

啟迪鼓舞之作用。無論是「仁心王道」或「民為邦本」都絕非蹈

空玄談，都是能在企業作為中步步實踐，充盡表現之，以臻達社

會的和諧與共榮之目標。期許企業能以「仁」貫之，能經得起環

境的引誘與試煉，永遠不會見利忘義，持之以恆，希望企業以

「人」為本，能主動關懷隱身在大環境各行業裡的小小工作者，

使他們能繼續為這紛亂的工作世界，湧現出更多元豐富的生命情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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