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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本研究以臨床取向的探索研究為寫作主軸，試圖呈現出臨床現象與

理論的交錯對話過程，並在這樣雙重前進的歷程中，發覺醫藥產業中組

織形象的面貌。研究目的主要是希望透過臨床行動與理論探索的雙重前

進，來回應個案公司的臨床問題：(1)對於個案公司員工而言，組織形象

與組織認定是否為影響員工對組織認同的顯著構面？(2)如何突破既有招

募來源的樣態、多吸收藥學背景的新鮮人？(3)多元產品的特性，是否會

透過某種組織形象的作用，而影響醫藥產業顧客的採購決策？；以及研

究者關注的研究問題：(1)我們是否要以組織認定與企業認定這樣集體性

的抽象概念之中介，才能理解與說明組織文化與組織形象間的關連或關



係？(2)組織認定在華人社會是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本土心理學之組織

行為研究，是否已經自成一個自我參照的自給自足系統，不需要再去貼

近現象場？(3)主流研究傾向於視組織形象為一種『可獨立存在的構

念』，等待著被『調查』或被『因果驗證』。然而，此視框是否適切？

是否可採社會系統理論的傳統，視組織形象為一種『無法獨立於其形成

機制而存在的狀態』？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分別以『傳播或溝通的

視框』以及『社會系統視框』來試圖回應上述所提及之臨床與研究問

題。研究者發現，若以『傳播或溝通的視框』來分析訪談文本，可得知

在醫藥產業中，影響外部關係人對組織印象形成之管道可分為五種：

（1）人際互動（2）對外活動（3）廣告（4）產品（5）藥品審核＆臨床

試驗。另外，倘若以『社會系統視框』來解讀文本，則能運用『社會網

絡』以及『守門人機制』的概念來詮釋外部關係人印象形成的運作『機

制』。運用上述兩種視框來分析文本，則能回應個案公司所關注的臨床

問題，以及研究者關心的研究問題。在臨床問題部分，研究發現可分別

針對在『人力資源管理』以及『行銷』方面的意涵做回應；在研究問題

的部分，則針對『組織認定是否為組織文化與組織形象的中介？』、

『組織認定在華人社會是否為一重要的議題？』以及『組織形象之主流

視框的適切性』等三個方面做回應。 最後，因本文是基於研究者的三種

社會角色而進行寫作（1 公關公司從業者 2.感覺到學術與實務間的斷

裂、想尋求出路的研究者，尤指碩士生 3.醫藥產業中的組織中與組織形

象有關的工作者），故，在本文的最後亦針對這三種角色做出反映。試

圖提出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的發現與心得，希望透過這樣的分享能觸動

這三種社會角色原本的定位與視框。  

摘要

(英)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display the twofold process of 

clinical actions and theories exploration. Through this twofold process,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draw the organizational image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nd attempts to answer the clinical issues: (1) With regard to employees of this 

case, do “organizational image”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2) How to recruit more fresh men with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organizational image” 

functions? (3)Does the image of various products influence the purchasing 

decision of pharmaceutical customers? ;and research issues: (1) Do we need to use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s intermediar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connection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mag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2) I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e important issue in Chinese 

Society? (3) Is “organizational image” an independent construct? Can it be 

tested and verified alone?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use both “Communications 

Frame” and “Society Systems Frame” to answer the clinical and research 

issues above. Through interview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the external 

parties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form the organizational image through five 

channels, including (1) Word of mouth (2) Activities/Evens (3) Advertisement 

(4)Experiences with products (5)Professional report (clinical research). Besides, 

the researcher also use “Society Systems Frame” to answer clinical issue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regarding “Human Resources” and “Marketing”. In the 



end,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reflect on and give feedback regarding the three 

social roles, including PR agents, researchers and workers whose duties include 

organizational image representation. The researcher hopes to share the research 

experiences with the three social roles to influence their fixed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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