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奈
普
敦
週
刊混亂世界中的純真與價值

第0356期20200215

Neptune Weekly



一般決策的思考程序 目標管理

問題的根本是什麼？

事實現況又是如何？

真正的問題在那裏？

可行的方案有那些？

最好的答案是什麼？

選擇一個行動方案？

福特汽車創辦人亨利福特曾說過一句話：「如果我當年去問人們要什麼？
他們會回答我：一匹更快的馬。」

解決問題的時候首先要將問題的根本想清楚，你要掌握事實的現況，可行
的方法有哪些？現行的方案？可能的創新方案？什麼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這可能會因人、因時、因條件而異。

我們知道在十九世紀末，人們都還是以馬車作為交通工具。但亨利福特的
信念是「汽車才是人類的未來」。於是他瘋狂投入汽車的研發，後來成立
底特律汽車公司，開始生產汽車。結果才生產了25輛汽車就宣告破產，
因為他所製造的汽車生產成本太高了。

可是亨利福特沒有放棄他眼中的未來，1913年，亨利福特開創了以裝配
線來組裝汽車，讓汽車可以快速、大量生產，並且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
從此以後，人們不用再用馬車代步，而是汽車。

亨利福特的案例告訴我們，認清問題的本質，尋求可行的方案，遇到困難
的時候想辦法解決，堅持自己的信念，但也要考慮到現實的條件與限制，
這些都是決策中必要的思考過程。



團隊決策的優點與程序 目標管理

團隊決策的優點

沒有決策者與執行者之分

沒有贏家與輸家之別

沒有說服者與被說服者之差

沒有重要者與不重要者之異

團隊決策之程序

1.廣泛蒐集點子與資訊

2.有系統的整理分析資料

3.發展可能的解決方案

4.依據我們的需要做決定

團隊決策是由一群人共同決定，彼此平等，經過溝通最後達到共識。所以說沒有
決策者與執行者的分別，大家都是決策者，大家都是執行者。也沒有贏家與輸家
的差別，大家共同承擔成功的榮耀與接受失敗的考驗。過程中有說服者與被說服
者，彼此表達自己的意見，當決策形成之後，大家都要認同，共知共識與共行。
每個人要貢獻自己的智慧，才能讓團隊決策的品質提升提升，所以每個角色都是
很重要的。

團隊決策可以收集多人的意見，資訊比較完整，對於決策是有幫助的。但是也要
有人用有系統的方法整理統計分析，才能看到問題的所在與可能的原因，再透過
團隊發展出可能的解決方案，最後做出決定，這就是團隊的決策。



滿意決策模式 目標管理

滿意決策(Satisfactory Decision)=>接受的滿意結果(Satisfied Solution)

建構簡化的模式

遵循理性決策過程的基本程序，但僅擷取程序的核心觀念，而不去掌握問題的所有細節。

將複雜的問題加以簡化

在個人與組織條件的限制下，尋求一個可以，而放棄了對最佳結果的追求。

滿意決策是指決策者根據現實的條件，追求一種滿意結果的決策，它以對現實條件的充
分分析為基礎，選擇一種較為滿意的方案，以期達到決策目標的一種決策。

最優決策和滿意決策，兩者對決策條件和決策效果的要求存在差異。前者追求在最佳條
件下實現最優目標，後者強調在現實條件下取得滿意結果。

以簡單的生活例子說明，張三買了一台新型全自動洗衣機，第一次洗衣，按了按鍵洗衣
機不動。他就不斷的試，就動了，可以洗。他回來看說明書，才發現新的洗衣機在操作
程序設計了幾個智慧偵測步驟，而有不同的邏輯，就懂了。他可以打給客服人員詢問，
也可以看說明書，也可以嘗試錯誤。總之，有滿意的結果就好，不要太在乎所有的細節。

李四的電腦防毒軟體出現更新失敗，已經很多次了，困擾他。他可以自己上網找答案，
可以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也可以直接打客服。他先搜尋Solution ，發現有點複雜。於是，
直接打給客服人員，在客服說明後，很快知道問題在那裡，很快解決問題，很滿意。



滿意決策模式 目標管理

左圖解釋滿意決策模式，看起來是比較理性的。
從上述生活簡單的例子來看，決策的時候有些
方案是可以並用的，理性與感性互用，重點是
解決問題，能夠有滿意的結果。

剛剛舉洗衣機跟電腦排除障礙的問題看起來很
簡單，但是如果換成是看醫生，買房子，面對
訴訟的決策，一旦沒有做出適當且正確的選擇
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正確的決策可以讓我們
省時間、省體力、省金錢、少煩惱、心滿意。



偏愛決策模式 目標管理

隱含偏愛模式（Implicit Favorite Model）指的是決策者心
目中已有了所謂的偏好方案，然後試圖透過理性決策的程式，
讓自己所偏好的方案能夠脫穎而出，並向外宣示其客觀與公
正的態度。

隱含偏愛模型是個體在解決複雜問題時，先不進行“備選方
案的評估”，而是找到一個隱含偏愛的備選方案時再評估。

隱含決策模型表明瞭個體常常對一個方案很早就作出了承諾，
在最終選擇之後，再進一步評估其它方案的優缺點，決策者
在決策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感知失真，也即是其決策過程更多
地受個體的直觀感覺而不是客觀理性的影響。

隱含偏愛模型的決策過程大致如右圖所示。決策者首先有了
一個偏好方案A，但他還會繼續尋找一些其他的備選方案如B，
C。在這些備選方案中他會確定一個方案作為證實性的備選方
案如B。接下去，決策者將隱含偏好方案A與證實性的備選方
案B進行比較。其結果往往是隱含的偏好方案要優於證實性的
備選方案，原因是決策者已經隱含地建立了偏向於隱含偏好
方案的評價標準和權重。因此，決策者堂而皇之地選擇了隱
含的偏好方案。

人皆有偏好，或有其不理性的想法，
決策的重點是做出對於組織及組織成
員最大的利益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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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風格與團隊決策文化 目標管理

決策風格牽涉到:

認知反應的快慢

決策果斷的高低

由此可以歸納出四種決策
風格

駕馭型－重效率，根據實
際情況做決定

分析型－重可靠性，根據
邏輯推理做決定

平易型－重視他人的接納，
期待理想狀態出現

表現型－重視個人認知，
用直覺做決定

你可以想一想你是那一型

健康、快樂、成功的團隊決策特點

信賴氣氛下暢所欲言之感

數據資料豐

決策選項多

權力不獨專

--史丹佛商研所教授艾森哈特

組織決策的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

混合掃瞄決策模式(Mixed-Scanning Model)

這三種是大型組織比較會用到的決策模式，我們暫不討論。

學習決策，可以正確做出決定，快速解決問題，讓自己滿意，改善績效。
一個人主觀意識影響很大，要多聞法、親近善知識，看清問題，可以正確
思考，選對戰略，快速做出正確的決策。不要只靠自己的力量，你可以有
很多選擇，面對危難的時候，保持定力。對人要傾聽、尊重、平等。



Ｃ公司裁員個案 目標管理

T公司已經連續3年虧損，新任總經理上任三個月後要求各部門裁員30%。你是銷售部門的經理，帶領8
位人員，以下是個別人員的描述，請你做出裁員的決定。

A君今年剛大學畢業，工作勤奮熱忱，學習意願強，其他同事都喜歡與他共事，也樂於指導他。

B君再五年就可以屆齡退休，績效維持一定的水準，近十年來已沒有太大的進步與成長，最近因為感受
到失業的壓力，開始奮發努力學習新知，人際關係普通。

C君進公司七年了，前五年都是Top Sales，近兩年因為投資股票失利，業績只維持一般水準，有新的
學習機會還是願意學習，他很重視人際關係的維持。

D君是公司去年招募的年輕銷售工程師，工作勤奮，學習意願強，績效尚佳，與同事相處稍不夠圓融。

E君年約四十五，是標準奉公守法型的員工，績效尚可，人際也不錯，最大缺點就是對於學習新知沒有
太大興趣，訓練時常常藉故請假。

F君是D君大學同校的同學，績效相當好，也非常重視人際關係，也不喜歡吸收新知，偶爾會讀一讀相
關的管理雜誌，最近被公司發現與經銷商之間有不當的金錢往來關係。

G君是資深業務課長，已經五十歲了，業績始終維持在高水準，問題是G君較不在意內部同事的互動，
只在於自己的業績是否達成，只要是有助於業績達成的訓練他都樂於參加，目前婚姻生活正面臨離婚
的談判。

H君是另外一位業務課長，大學畢業後就進公司，已有十二年的年資，是最近五年的Top Sales，學習
力強，樂於培育部屬，唯一缺點建康狀況不佳，因此，有時公司或同事的活動較少參加。



Ｃ公司裁員 理性決策分析表(範例) 目標管理

決策標準/%

人員/分數
% A B C D E F G H

績效/專業 30 20 20 20 20 20 25 23 30

人緣/團隊 20 20 15 20 10 20 20 15 18

學習/意願 20 20 20 15 20 5 10 20 20

年輕活力 10 10 2 10 10 10 8 5 10

年資問題 10 10 0 10 10 7 7 5 10

其他考量 10 10 10 7 10 10 2 4 5

總分 100 90 67 82 80 72 72 72 93

必要條件：一定要符合國家勞動法規，要做到好聚好散無人抗爭

這8個人當中，分數低的(B)優先裁員，同分的(E，F，G)可根據某一項重要的標準或偏
好來取捨。例如，F君有道德問題，加以裁員，或是留下最年輕的(E)，或是留下最有
學習意願的(G)，這幾種決定截然不同，因為考量的價值觀不同。



明月清風應無價，智者慧根覺有情 資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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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變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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