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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組織臨床研究創造理論 
 

     王思峰   劉兆明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在「研究即實踐、實踐即研究」的理念下，我們希望能探討組
織臨床研究作為研究取向的種種議題。其中，臨床研究應當能對「建
構出更好理論」產生獨特而重要的貢獻。本文以 Edgar Schein 所提
議的臨床取向研究為起點，融入 Schön 的行動反映研究，以理想型
的思維方式，嘗試發展出一種雙重視野三重前進的研究設計與程
序，讓研究者能兼顧助人與學術的雙重意圖。也討論了在個案選擇
與進入歷程中，怎樣做才更有機會去創造理論。 後則討論了視寫
作為對話歷程、臨床研究所產生出不同質地的知識類別、以及臨床
研究的效度。 

 
關鍵詞：組織研究、臨床研究、行動研究、個案研究 

 
假如年輕時的皮亞傑(Piaget)向美國的心理系博士班申請入

學。他提出的研究計畫是要以他的兩個女兒為對象。他相信，經過
幾年仔細的觀察，他可以發現兒童的認知與思考的發展歷程。經由
研究所教授的審查，他所獲得的答覆很可能是：「你沒有理論，也
就無從發展出假設，你的研究沒有假設。你的研究沒有研究設計。
你沒有控制組。你的樣本數只有 2，完全無法合適統計上的操作。
你所謂的研究，對一個博士學位而言，根本無法接受。你的申請被
拒絕了。」（引自：翁開誠（2004）引述 Carl Roger 假想的表意情
境） 

 
問題意識與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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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1)念中學時，教科書告訴我，科學的功能、目的或作用在於瞭解、預

測與控制。那時讓我對科學相當嚮往。唸碩士班時很興奮於可以開始接觸科

學的生產工具：研究方法。在我的想像中，研究方法應該是教我們如何更有

效地看穿混亂現象、瞭解到混亂背後的本質、再以此瞭解推測世界的演變，

並如何介入到此演變中讓世界能更好的一套方法與程序。然而，當時所修的

研究方法課程卻令我有所失落：其基本立足點是對抗神權時代的證偽角度，

一種先假設知識為偽、而後檢證其為偽或可能非偽的方法。亦即，是一種「驗

證理論」的方法，而我當年的想像，則偏向是「創造或建構理論」的方法。 
本文一方面就是在回應筆者當初的失落，另一方面也在回應兩位作者與

一小群夥伴所共同面臨的處境：所謂的「研究與實務的分離或分裂(schism) 」

(Dunnette, 1990)。這處境帶來種種切身的問題，譬如： 
‧應用研究被視為次等的、甚至不是研究； 
‧個案敘事也不被視為學術，最常被挑戰的是樣本數為 1； 
‧實務實踐中所生產出的知識，不被視為理論性的知識； 
‧在職研究生在寫論文時，自己腦袋中的經驗與知識，是難以作其自身

論文的研究資料，雖然調查與訪談的樣本就是這些人； 
‧在時間資源有限下，當研究與實務被視為兩件事，若想同時兼顧，則

須付出加倍努力； 
‧教學時，是要教研究所生產生的知識、還是教實務所生產的知識？假

如二者是分離的、又怎樣勉力地融合？  
‧投稿時，所遭遇的困難度遠較主流為高。 

 
後來我們發覺，這樣的問題不是只有我們遇到，我們還算幸運地處在後

現代中台灣學界尚可接受多元典範宣稱的這幾年中。遠在 1969 年 Edgar Schein
在撰寫《歷程諮詢》(Process consultation)第一卷時，其自述撰寫時比較多是

在「氣憤」(anger)的狀態，要向他的學術同儕們解釋「他自己」(try to explain 
myself) (Schein, 1987b, p.vii)、他五○～六○年間到組織中到底在作什麼(what 
I did) (Schein, 1988, vii)、以及他認為一個組織心理學家「能夠或應該怎麼作」

(can and should do)(Schein, 1987b, p.viii)。 
類似這樣的處境與經驗，並非 Schein 或我們這些組織心理工作者所獨

有。翁開誠(2004)即描述了諮商與心理治療領域中的分裂與其所伴隨的掙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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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Schön(1983)以專業社會學的觀點，指出其為更大社會脈絡下的議題，

諸如都市規劃、建築、醫學、工程、教育、管理等專業院系(professional shool)
所在的學術領域，都有相似的處境。而這是與學術界的認識論有關，並也造

成了整個時代性的「專業知識的信心危機」。 
回應這種分裂處境的回應方式，其本身就是相當複雜的議題，涉及了諸

多面向，也涉及了相當深層的研究者個人價值與生命意義之探索與選擇，更

涉及了研究者與所處學術環境、社會環境與時代脈絡間的交互制約、影響與

建構。在本文，我們只選擇其中一個面向中的缺口來回應：如何由臨床研究

中創造理論。其隱含的回應角度為：(1)專業實踐的方法與臨床探索的方法，

應該是有其共通之處，只是前者常被框定為問題解決、後者被命名為研究方

法。假如回到更前端的認識論、知識論與本體論，此二者在方法學上應該可

以有很大交集，若此，則或可朝向「研究即實踐、實踐即研究」。(2)一些影響

深遠的重要理論是由長期的臨床或實踐研究中所創造出來，沒道理臨床或實

踐研究是被視為次等的、甚或非學術的，學界的績效評量、獎酬、媒體、資

源分配等系統，反倒應是多鼓勵此類研究。 
 

學術缺口 
 

1969 年近二十年後， Schein 於 1987 年在 SAGE 質性研究方法系列叢書

中，出版了《臨床取向實地研究》(Clinical perspective in fieldwork)的 71 頁小

書，將他的工作方式視為一種組織臨床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取向。1992 年，

Schein 則出版了其代表作《組織文化與領導》一書，總結了其由組織顧問的

臨床研究中，所創造出的組織文化理論體系。 
這個經驗也非 Schein 所獨有。助人專業(helping professional)是現代社會

的重要一環，諸如社會工作、臨床心理、精神醫學、諮商心理、諮詢心理、

組織諮詢等都是典型的助人專業。助人專業在協助人們時，接觸到深刻而微

妙的人類行為，這些行為資料或可做為孕育與創造理論的重要土壤。學術歷

史上，容格、佛洛依德也是根基於其助人工作，而創造出經典的理論體系。 
可惜的是，Schein 並沒有將「組織臨床研究」或「臨床取向研究」發展

完全。在其極少數論及臨床取向研究的著作中(2) ，Schein(1987a)踩在助人專

業上，藉由探討實地研究時民族誌(ethnographic)取向與臨床取向的異同，以

闡明：(1)組織臨床研究的根本特性，如：誰啟動此研究、研究者與組織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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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模式與心理契約、誰的需要驅動了探索與資料收集、研究資料的特性等。(2)
組織臨床研究所特具的優勢與重要性，如：可真正接觸到高階領導群的內在

意圖、動機、思維、情感與台面下互動等資料，而這是其他研究方法難以獲

得的；以及，很多組織動態歷程其本身就無法脫離於文化與語言，甚至本身

就是一種文化與語言的現象，使用另一套語言（如量尺與統計）難以真正測

度與深入體察到其本身就是文化與語言的產物，而需要將研究者這個主體與

介入行動這個探針放進「資料收集」之中(Schein, 1993)。因此，臨床取向研

究應當在建構更好理論時，有其在學界的一席之地。(3)在專業倫理與專業訓

練的高難度設定下，臨床取向研究者與民族誌取向研究者，或可彼此傾聽、

互補與合作，朝向於建構出更好的理論。 
本文作者相當同意臨床取向研究應當能對「建構理論」產生獨特而重要

的貢獻。然而，Schein 並沒有對「如何建構與創造理論」提出完整論述，其

指出了臨床研究特性與專業倫理對建構理論的影響與困難所在，並期望臨床

與民族誌取向研究者的合作，能有助於突破此困難。鄭伯壎(2005a)即在此思

路下，提議由研究者身兼助人者與觀察者兩種角色，同時進行臨床活動與民

族誌活動，故稱之為臨床民族誌研究。嚴格來說，鄭氏所提議的臨床民族誌

研究，並沒有跳脫 Schein (1987a)專論的範圍，其所採取的乃是另一種思路(鄭
伯壎，2005b, 頁 38)：將臨床民族誌研究放在科學研究循環的一個環節，透

過概念、命題、組合命題與鋪陳基本假設的邏輯，往理論推進，而後進入假

說與理論驗證的實徵研究階段。 
本文的思路，並不是將臨床研究放在「歸納-演繹；邏輯-實徵」研究循環

中，而是踩在 Schein 原本的思路上：臨床研究本身，即足以對創造理論作出

重要貢獻。本文則嘗試擴充與補述「臨床研究的設計與歷程」，使其更能具有

創造或建構理論的潛力與可及性。打比方來說，假如 Schein 就是由臨床研究

本身創造出組織文化理論，那麼這個知識創造歷程，就是本文的研究焦點！ 
條條大路通羅馬，創造或建構理論的方法不會只有一種(Eisenhardt, 1989; 

Poole & van de Ven, 1989 ; Lewis & Grimes, 1999)，本文並不是要去爭辯哪一種

方法比較好，也不是要去爭辯「臨床研究是否一定要擺放在某種科學研究循

環中」，而是在補述與發展「更能創造知識與建構理論的臨床研究歷程與設

計」。另外，由於這條路對讀者是比較陌生的，因此在寫作上，無法只聚焦於

「如何創造知識與建構理論」的部分，故將會從頭敘說出整條路，以利閱讀。 

 



以組織臨床研究創造理論 

 - 57 -

臨床研究的定義 
 
在劍橋字典中，Clinical 在醫藥場景中乃關連於對病人的診察與處方的形

容詞。「臨床」這個中譯語彙來自日本的漢語借詞，第一個字「臨」指涉：臨

在、臨場、面臨的意思；第二個字「床」則意指：病床、躺椅或諮商室(宋文

里，2006)。而這樣的漢語借詞，或已經逾越了原意，將 clinical situation 以空

間化地框限在醫院中的醫病關係。而 Schein(1993)所謂的「臨床情境」(clinical 
situation)，不是一種空間化的想像指涉，而乃意指「我們被邀請以某種方式來

協助組織」(where we are ask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to help organization)的一種

幫助者與被幫助者關係的處境。 
因此，Schein 在 1987 專論，並沒有直接界定「臨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

而是將其放在助人專業(helping professional)領域上，來表達這樣研究所站的觀

點或取向，乃是一種「臨床的取向」(clinical perspective)(Schein, 1987a)。而在

1992 與 1993 時，Schein 才正式地使用「臨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Schein, 
1992, p.28-30; 1993)、「臨床研究模式」(clinical research model)(Schein, 1992, 
p.28)、「臨床研究典範」(clinical research paradigm) (Schein, 1993)等語彙。 

夏林清(1994)曾比較過臨床研究與 Schön 反映研究的異同，但所引用的為

David N. Berg 與 Kenwyn K. Smith 等從事個別與團體臨床工作的臨床心理學

者於 1988 年正式提出的看法。Schein 使用臨床此語彙，或應也是借用自臨床

心理學，但其處理的場域大多是企業組織、少部分是政府機構，其思想也應

與 Berg 與 Smith 的有所差異。 
Schein 所界定「臨床研究」意指：當研究者積極涉入於協助組織時，對

所接觸資料的觀察、提取與報告  (“clinical research＂  is the observation, 

elicitation, and reporting of data that are available when we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helping organization)。亦即，臨床研究的「研究」乃是一種動詞，而「臨床」

則是意指「位處助人關係」的某種模式或範型之形容詞。對幫助者與被幫助

者關係，在 Schein(1987a, 1993)所稱臨床研究，並非「專家或資訊購買模式」

(purchase of infor- mation or expertise model) 或 醫 病 模 式 (doctor-patient 
model) ， 而 強 烈 指 稱 或 建 議 採 用 歷 程 諮 詢 模 式 (process consultation 
model)(Schein, 1987b, 1988, 1999)。 

 
透過改變來瞭解人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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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義上，組織臨床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徵，乃是研究者在組織現象場中

進行探究歷程時，必然具備了某種改進、前進或改變的意圖、並採取了某些

介入(intervention)行動。否則，若無介入行動，那麼或可稱之為人類學研究、

民族誌研究、或個案研究，但並不能稱之為臨床研究(Schein, 1987a; 1993)。 
這樣的特徵乃追隨著 Kurt Lewin 的信念(Schein, 1987a)：「除非嘗試去改

變它，否則人們無法真正瞭解那個人的系統(One cannot understand a human 
system without trying to change it)」。而這樣的信念，或與研究者所持的組織本

體論(ontology)有關。大抵上，當研究者視組織為一種多面向、多層次的彼此

交錯與拉扯的動態系統時，就比較容易相信這樣的信念(Schein, 1980)。 

 
助人優先、學術居次 

 
既然是臨床研究，那麼就必須遵守助人專業的專業倫理：助人優先、學

術居次(Schein, 1987a)。臨床研究是由案主的需要所啟動的，而非以學術研究

者的需要而啟動的。研究者有其研究興趣，案主有其臨床需要，二者不見得

是相違背的。然而，當二者在競爭相同資源時（如時間與心力），則優先序上

應以助人優先、學術居次。這樣的專業倫理守則，區辨出臨床研究與「實踐

者參與於學術目的之行動研究」之不同，後者是以學術研究者的需要而啟動

的，案主的需要是居次的(Schein, 1995)。 
或有批評者會抨擊此一重要特性：當研究者無法以研究需要為優先時，

一方面研究者會浪費時間於「非研究議題」上，另一方面則讓研究者難以完

全控制其研究設定的決定（如個案選擇）。這些的確是臨床研究的困擾，但卻

不一定是問題，甚至可視為激發創造力的助力。亦即，需視研究歷程中的選

擇、以及整個研究設計背後的邏輯而論。 

 
以理想型作為本文思路 

 
當研究者進入組織現象場開啟臨床研究時，其所面臨的狀況與條件，具

有相當大的變異性，畢竟，各個組織、各個研究者都是有所不同的，組織與

研究者的諮詢關係與心理契約也會有相當的差異，研究者所面臨的議題亦不

會是一樣的。因此，以下將借用韋伯的理想型(ideal type)的思維方法，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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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理想型的臨床研究歷程與研究設計，其如表 1 之彙總。我們將其分為：個

案選擇與進入、行動中認識、寫作與發表三個大的歷程，並探討什麼樣的研

究設計、程序與歷程將更能有助於創造知識與建構理論、以及所生產出的將

是什麼樣類型的知識。   

表 1 更能朝向創造理論之理想型組織臨床研究 

 
這個理想型，不是每個個案都能完全適用，研究者需視其條件與意圖調

大歷

程 
有助於創造之研究設計與歷程要點 程序與歷程 

個案

選擇

與進

入 

研究設計：善用領域與場域之不對稱性 
歷程要點： 
‧選擇序：混局>問題>需求 
‧諮詢模式序：歷程諮詢>醫病>專家  

 社會位置與角色移動、以接近混局

 釐清擁有混局的案主結構，提出初步

  提問 
 決定接案與否、怎麼收費＆為誰服務

行動

中認

識 

研究設計：雙重視野的三重前進設計 

行動歷程

認識歷程

與文獻

對話歷程

場域
研究

領域
研究

歷程要點： 
‧ 視理論為視框 
‧ 肯定邏輯 vs 印證邏輯 
‧ 辯證中突現、非比較中歸納 
‧ 差異的來源：自身內隱認識、 
‧ 理論預設與脈絡、跨個案 

 三重前進的平行歷程： 
‧ 行動歷程 
‧ 認識歷程 
‧ 與文獻對話歷程 

 場域研究： 
‧ 以多元視框，由簡單到複雜 
‧ 以場域提問聚焦 
‧ 以內在一致之場域理論，掌握複

雜、回應提問 
 領域研究： 
‧ 由異常(非肯定/非印證)進入領域

   提問 
‧ 由辨認差異到差異辯證 
‧ 由辯證中浮現理論論述 

寫作 

知識類型： 
‧ 敘說 
‧ 模式 
‧ 理論視框：論述與樣版 
‧ 理論體系 
要點： 
‧ 視寫作為對話歷程 
‧ 不是愈抽象愈好 
‧ 不要將結構性解釋錯置成因果性

表徵 
‧ 理論視框或為突現前後的質變差

異所在 

 設定對話對象(讀者)與對話歷程及作

用 

 選擇對話媒體 

 區辨與界定知識質地與貢獻 

 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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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然而，理想型思維方法，適足以能彰顯出臨床研究在「創造知識」與

「建構理論」的特性與優點。值得注意的，這個理想型臨床研究歷程與設計，

特別優先著重於：(1)助人優先之實踐意圖，(2)創造知識與建構理論之探索意 
圖；而嚴謹性(rigor)的意圖則較居次些。畢竟，本文的焦點並不是在「滿足科

學邏輯的研究循環是什麼、臨床研究是否足以構成此循環」，而是在「助人優

先下，更能創造知識與建構理論的臨床研究歷程與設計」。 
本文將援引 Schön(1983)在行動反映研究的種種洞見，如：認識歷程、視 

框實驗、雙重視野、行動中反映、對行動反映、命名與認識框架的微妙互動 
等。這些洞見是以遭遇關係進入的：遭遇是期待產生火花，而非論述其異同，

也非全盤移植 Schön 的思想(3)。而是以理想型意圖為依歸，將 Schön 部分思想

組合在 Schein 的臨床研究中。另外，我們亦援引了創造力理論來協助。 

 
個案選擇與進入 

 
在定義上，臨床研究者必然要進入組織現象場中協助案主。然而，協助

什麼呢？亦即，研究者所要面對的議題是什麼呢？雖然臨床研究是以現象場

為核心、由組織需求所啟動(Schein, 1987a)，但是研究者仍然有著相當程度的

選擇權。透過選擇權，研究者可以主動經營其研究範疇。亦即，在進入每一

個臨床研究之前，研究者仍然可以「經營」其所進入的場域、進入的方式。

譬如，來找 Schein 的組織，可能是讀過其著作、聽過其演講、由同儕介紹等

(Schein, 1999)，這自然會有聚焦與累積的效應。這或可一部份回應批評者所

抨擊的：個案選擇不是在一種研究設計下的決定。以長期學術生涯的時幅而

言，研究者仍然可在理論興趣下主動選擇進入的組織、所面臨的現象場與議

題。 
系統學家 Russell Ackoff(1994)創造了「混局」(mess)的語彙，藉以區辨其

與「問題」(problem)：「問題」並非「現象經驗」(experience)的實體，「問題」
背後的哲學思維來自一種將「現象經驗」抽象化分析後的「抽取」，這樣抽取
出的東西，並不等同於原本的東西。「問題」之於「現象經驗」，就如同「原
子」之於「桌子」。管理者所面對的「現象經驗」，並不等同於分離切割後「問
題」的組合，而是一種「問題」相互糾結的複雜系統或複雜情境，而 Ackoff

稱其為「混局」。Schön(1983)亦有類似的看法，專業工作者所面臨的情境，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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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愈是一種「不確定的、不穩定的、獨特的、價值衝突的」性質狀態。技術

理性的認識論，並不足以處理這樣的情境或狀態。 
藉由區辨出混局與問題，我們得以討論：(1)當臨床研究者所選擇面對的

（混局或問題），其對日後創造與建構理論的潛在影響為何？以及(2)可以在什

麼地方選擇？如何選擇？ 
善用領域與場域之不對稱對映 

 
Csiksentmihalyi(1988)的創造力理論指出，當一個人生產出一項創新（如

知識、理論）時，此創新可視為一種變異，但此變異是否會留存下來（是否

被視為有效），必須經過選擇的歷程。亦即，此個體需同時面對「領域」(domain)
與「場域」(field)兩個系統。「領域」代表著創新所在的知識系統、象徵符號

系統等，以知識社會學的觀點，有一群學者專家所形成的網絡或社群，承載

著這些「領域知識與符號」，並也同時捍衛著這些領域知識，創新知識是否被

「領域系統」所承認，則視社群同儕之同行審查等守門機制而定。創新者同

樣需面對「場域系統」，場域(field)是田野、是現象場，是知識真正被使用的

處所，以組織行為而言，場域即真正的組織運作，以諮商心理學而言，場域

即諮商者與案主所形構的空間與關係。 
在實務與學術的分離或分裂下，實務場域與學術領域也漸行漸遠(Schön, 

1983; Dunnette, 1990; 夏林清，1993)，似乎形成了知識社會的兩種社群，各自

有各自的邏輯，對知識有效性或重要性的判準也日漸不同(夏林清，2000)。譬

如，學術學門有其領域的分類邏輯，此邏輯有時與現象場的分類一致，但有

時卻不同，學門中組織發展歸組織發展，策略管理歸策略管理，但是在組織

現象場中，策略管理與組織發展卻可能是混在一起的（王思峰、翁望回、鄭

繼聖，2007，該文本文同期刊登，見 127-173 頁），「問題」並不會因學界的分

類而改變其性質。 
本文意圖發展能有效朝向建構理論之臨床研究，對本文而言，或許關鍵

並不在於誰對誰錯，而是在於：如何善用不同類型系統間的不對稱對映關係，

以期在助人的同時，亦能更有效地創造知識與建構理論。 
在領域系統中，研究者可能關切「領導」這個領域。而在涵蓋法則(covering 

law)的思路下，研究者會思考有關領導的整個母體是什麼，而藉由抽樣與統

計，來讓自己所建構的理論，能夠是適用於整個母體的一般性法則(general law) 
(夏林清，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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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臨床研究者不是從領域系統開始的，而是從場域系統開始其探究

的。對身處場域系統混局中的人們，人們也有其一套「對場域的理論」來理

解與看待混局。舉例來說，王思峰等(2007)在 MK 實業中，一開始所面臨的是

個模糊與相互糾結的混局(mess)、而非問題(problem)(Ackoff, 1994)。以總經理

來看，該混局是「企業發展階段下、策略管理功能需改變、而高階管理人力

資源有待更上一層樓」，需要以三種領域的框架來看待；以 W 副總來看，應

當是以「最高領導者與其他高階管理者間的領導與授權」角度來理解之；以 L
副總來看，則或為以「策略性的資源分配與選擇、以及組織文化對此分配與

選擇的影響」角度來理解；以 C 副總來看，則是「當基本的作業、流程與系

統沒放足夠心力時，沒有執行力，一切都是空談」。 
以上場域理論中，包含了至少四種學門：策略管理、組織、人力資源、

作業管理。而每個學門下面又有多個領域，譬如，上述提到的組織發展、生

命週期、領導、組織文化，大致都可歸在「組織」這個學門。而在「領導」

領域之下，又至少有著：領導行為的理論、領導特徵的理論、領導與被領導

的互動與關係的理論（如：LMX）。假設 LMX 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大理論

(grand theory)，其超越了行為理論與特徵理論。因此，LMX 再一次地於 MK
實業中仍然被驗證其成立，支持了 LMX 是個可涵蓋台灣企業的一般性法則。

然而，如此有效的理論，卻不一定有助於場域中的人們去理解「到底這個混

局是怎麼回事」、或去思索「我們接下來應當怎樣作、作什麼」。 
或許您會說：不能這樣比，假如他們的問題是在領導，那麼 LMX 就會很

有用。沒錯！這就是關鍵所在。場域系統中所需要的「理論」，並不是直接就

能一對一的對映到領域系統中的「理論」。他們可能是兩種類型的理論！在

MK 實業的混局中，所需要的是一種「到底混局是什麼、真正發生了什麼」

這樣能夠理解場域系統的某些動態與交錯歷程之「場域理論」，這個場域理論

可能包含了多種學門與多種領域的框架與知識，而且需要重新在領域知識與

現象場資料中不斷地假設、比對、行動測試、再認識等研究行動，來「建構」

一個場域理論。而不是「一對一」的就將領域理論「應用」於場域中，即使

那個領域理論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般性法則！反過來說，諸如 LMX 這樣的領

域理論，也是可以一對多的現身於不同組織、不同層級的多種混局或問題中，

協助局中人理解領導與被領導的互動，進而有所啟發。 
以創造力或創意思考的觀點而言，這種不對稱對映乃是孕育靈感、創意

與創造的肥沃土壤。知識創造常由於兩種以上原來並不彼此關連的知識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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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組合而產生(Koestler, 1964; Leonard and Sensiper, 1998)。人類大腦是一種非

線性的自我組織系統，思維並不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思維常常傾向於自

組織的突現(emerge)，而後自我設限思維的範疇與邊界，一路地循著既定思維

路線而行。水平思考 (lateral thinking)的本質，就是透過以一些刻意的程序或

方法，設定新刺激，以引導個人或群體思維能進行水平的跨越(cut across 
patterns)，以產生新知識、新概念或新點子(de Bono, 1992；王思峰、黃家齊與

鄭俐敏，2002）。 
當臨床研究者置身於現象場從事助人專業工作時，其即暴露在一個「領

域與場域不對稱對映」的環境中，當這種不對稱對映關係的質地愈是模糊含

混、愈是異質與複雜時（即：較偏混局、而非問題），意味著場域的某些東西，

對既有領域就愈具有某種水平刺激的性質，也就愈是具有思維水平跨越的潛

力，愈有助於框架打破與知識突現。亦即，假若理論是一種協助人類認識這

個世界的覺知工具(heuristic device)，當世界的本質是既有理論尚未處理到

的，那麼人們在以理論來認識世界的認識歷程中，就會產生一些認識上的間

隙、不足、困頓或斷裂。「意識到」這些間隙、不足、困頓或斷裂，開啟出一

個探索的認識歷程，一種在現象與認識視框間的來回摸索與揣摩歷程，而當

研究者能夠命名(naming)出所不認識的、所困頓的，就比較有可能突現出一些

新的視角、視框或視域，一個新理論的種子就可能於焉誕生。 
總之，以單一專案而言，當臨床研究者所選擇面對的是較偏「混局」，比

起面對「問題」的案子，除有較高的失敗風險外，也將有較高機率將自己沈

浸在孕育出創造理論的土壤中。以長期研究生涯而言，研究者可以有意識地

經營所感興趣的場域與領域間的同質對映與異質對映，進行一種學術生涯發

展的主動性個人錨定(career anchoring)與市場錨定(marketing)歷程。異質與複

雜對映將有助於框架打破與知識突現，同質與簡單對映則有助於聚焦與累

積。如何選擇端視個人研究旨趣與條件而定。另外，個案研究的理論抽樣概

念(Yin, 1984; Eisenhardt, 1989)，或亦可部分地協助此選擇。 

 
諮詢模式的隱含影響 

 
幫助意圖與介入行動乃組織臨床研究的最基本特徵。然而，學者到組織

當顧問之顧問案、或者一般顧問的顧問案，並不一定就自動等同於臨床研究，

也不自動等同於「朝向創造與建構理論」。其中一個重要的區辨關鍵在於當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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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時是怎樣的一種模式與關係。Schein(1987a, 1993)建議，相對於專家模式與

醫病模式，幫助者與被幫助者之間若採類似於歷程諮詢模式(Schein, 1987b, 
1988, 1999)，或最契合於臨床研究。 

人事心理學家(personnel psychologist)、工商心理學家(I/O psychologist)常
進行企業研究，亦即在組織內的實地研究(filed study)(李慕華、林宗鴻，1996；

Cascio, 2005)。這些研究有相當多即屬 Schein 分類中的專家或資訊購買、醫病

模式之諮詢模式。在此模式下，顧問被視為專家，組織聘請專家，於組織所

定義的需求或癥狀範圍中，提供服務，譬如：發展測量工具與方法、導入評

量系統、提供訓練者之訓練、組織行為與態度之調查與診斷、消費者行為調

查等。而這些或即典型的狹義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4)。 
大抵而言，在企業研究中，研究者是在一個被框定的問題或需求、以及

大抵被框定的方案範圍下，從事研究工作的。研究者所能接觸到的資料範圍，

大致難以超出問題與方案的範圍，而研究者所能接觸的資料性質，則被框限

在「界定問題之後」，而難以觸及「界定問題之前」。而這樣的資料框限，則

會進一步影響所能探討的研究議題與研究結果的定位。 
以「受框限的資料範圍」而言，一般研究中，理論指導（或框限）了研

究者要測量什麼，而在企業研究中，更多了組織需求與方案的框限。因此，

研究者相當可能是在「已知理論與已知方案」的情況下，先驅地引入該方法、

工具與機制的應用研究，而收集到資料所足以支撐出的研究成果，大抵處於

驗證或修正理論的位置，其貢獻常在於：該測量工具或方法在本土情境的信

效度；與國外情境比較下，對於調節因素、中介與後效因素的文化或情境差

異的探討。很少有機會能進入挑戰與駁斥理論、或創造理論的位置，畢竟，

在資料受限於「已知理論與已知方案」的框限下，這些資料較難以出現可超

越原本理論範圍的結果。 
以「受框限的資料性質」而言，專家模式假設「世界是可以被完全客觀

地解析為物理性的真實」(Schein, 1999)，而醫病模式則大抵是在案主辨認的

癥狀範圍與解決方案的領域知識範圍中（如：找誰當顧問、就反應了案主對

此的辨認），進行問題解決歷程。然而，很多組織議題都涉及了對組織現象場

的詮釋與解讀，並非客觀的物理事實。當案主已經自我診斷與界定了問題與

方案，那麼研究者就失去了接觸到「需要詮釋與解讀的各種組織現象」，如此

性質的資料，也就難以研究到那些隱晦而微妙的組織議題。更進一步來說，

案主「如何詮釋與解讀組織現象」的「詮釋、解讀與認識歷程」本身就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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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研究資料與研究議題(Schein, 1999; Schön, 1983)！譬如，領導者擺放部屬

之差序格局認知結構（鄭伯壎，1995）；高階群體在組織內外環境脈絡下之策

略形成歷程（王思峰等，2006)；做為知覺與行動基礎的潛藏結構（文化）與

人際網絡群聚動力間的認識性辯證關係（李志鴻，2005），這些研究都是要能

建基在能接觸到「界定問題之前的個體與集體之認識、情感及意圖等歷程」

之資料，方有可能前進到得以開始孕育創造新理論概念、理論視框與新理論

的可能。 
大抵而言，專家模式所面對的較偏「需求」，醫病模式所面對的較偏「問

題」，而歷程諮詢模式所面對較偏「混局」。在專家模式下，組織狀態與議題

是由案主(client)自我診斷的，而解決方案的選擇也是案主自行診斷與決定

的，由於案主缺乏專業或人力來執行方案，故尋求專家在某個專業的協助，

以滿足此「需求」。在醫病模式與歷程諮詢模式中，顧問則有著涉入診斷問題

與開出處方的權力。但顧問所面對的議題本質，則可能是「問題」或「混局」。

當面對的是「問題」時，那麼案主或大抵能辨認出癥狀範圍與解決方案的領

域知識範圍，此時需要顧問協助的是一種「問題解決歷程」(problem solving 
process) ， 而 諮 詢 關 係 與 模 式 就 比 較 偏 醫 病 模 式 ， 這 也 是 諮 詢 心 理 學

(consultation psychology)所建議的典型諮詢歷程：先診斷、再處方，二者是分

離的。然而，當面對的是「混局」時，那麼由於混局的不確定、不穩定、含

混、互依、價值衝突等性質，使得「如何認識；以什麼視角、視框、視域來

認識」才是最關鍵處的介入（此時介入與診斷是難以分離、甚至同一件事），

此時需要顧問協助的則偏重於比問題解決歷程更前端的「認識歷程」(knowing 
process)，一種涉及案主與顧問認識論(epistemology)的認識歷程，故需要案主

與顧問協同進行探索的歷程諮詢模式(Schein, 1999)，甚至需要有所試探行動

方能認識之「行動中認識」的認識論(knowing in action)(Schön, 1983)。 
反過來說，諮詢模式雖應依所面對議題而選擇，但是顧問所面對議題又

何嘗不受其諮詢模式影響。諮詢模式並非只是程序與工具的選擇，更是一種

隱含於顧問與案主本身的認識論以及二者互動關係的心理契約之概念性分

類，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建構（夏林清，1994）。研究者與案主所形成的諮

詢關係，是雙方互為主體下的動態社會建構：當研究者先踩在歷程諮詢模式

上時，他就比較有可能發展出與案主共同協同探索的信任關係，而這樣的信

任關係，使得案主比較有可能開放出具有含混複雜與價值衝突的混局、以及

開放出自身對此混局的認識歷程。而這樣的開放，也會回頭引發顧問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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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移動，以及引發顧問降低做為專家的防衛系統，更開放地傾聽與理解案

主背後的視框與脈絡、以及承認專業的偏見與無知，而不是維護專家尊嚴與

權威地以規範性架構或理論「指導」案主，使雙方更能移動到協同探究混局

的開放與信任關係以及歷程諮詢模式上。 

 
進行程序 

 
在實際行動上，每個研究者所面臨的條件與狀況有很大差異，以下將以

Schein(1999)常用的程序舉例說明，但讀者應視自身條件與實際狀況，修改、

甚至設計自己的程序。 
Schein(1999, chapter 11)常用的行動程序為：(1)由案主主動找到他，他會

問是怎麼找到他的，是讀過其著作、聽過其演講、還是由同儕介紹？為何是

找他？而其回答就會隱含著一些案主對現象場分類的知覺：是問題、混局或

需求；將現象歸類於什麼領域等，亦隱含著對所謂顧問與案主間關係模式與

諮詢模式的知覺、想像與期待。(2)進一步探索會議。除了進一步了解上述隱

含知覺外，也會開始接觸到中介型案主(intermediate clients)(Schein, 1999, 
chapter 4)，大抵的需求、問題或混局，以及可能的主要型案主(primary clients)，
藉以評估是否要接案。 

上述兩個程序中，最好先踩在歷程諮詢模式上，可以大量使用不同層次

的探詢(inquiry)(Schein, 1999, chapter 3)或反映(reflection) (5)(Schön, 1983)，協助

案主進行問題界定、或開始踏出釐清混局的認識歷程，而不要就此跳進專家

模式或醫病模式，急於要推銷什麼、或表現專家專業的什麼。有時，這樣的

反映與探詢，就足以解決案主的困惑。因此，對 Schein 而言，從一開始接到

電話，就是介入的開始。所以，他會用「這些時段都要付費的」來彰顯出他

所使用諮詢模式的特點與價值。而且，透過「案主主動找到他」，Schein 就很

有條件來使用「探詢與反映的對話策略」，使自己能處在「協助案主探究」的

社會位置與角色，而「介入需收費」的行為，則彰顯出「問題是案主所擁有」、

「顧問是協助案主探索混局或問題、協助自行發現前進方向或解決方案」的

立場，而這樣的立場使得 Schein 得以取得接近混局（或界定問題之前的認識

歷程）的位置。 
其後，(3)設定出釐清「擁有混局的案主結構」與初步提問「這混局大抵

是什麼」的工作程序。「問題是什麼」與「誰擁有問題」是難以分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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邏輯上，要知道問題是什麼，才知道誰是案主；但要知道問題是什麼，卻又

得先知道誰擁有問題～即案主，故需雙重前進。案主結構也是相當複雜的，

不是想當然的「出錢的就是老闆」。Schein(1999, p.65)指出，至少可區辨出：

接觸型案主(contact client)、中介型案主(intermediate client)、主要案主(primary 
client)、未知覺案主(unwitting client)、最終案主(ultimate client)、非案主但涉

入的案主(involved “non-clients＂)。 
最後，(4)再一次決定是否要接案、為誰服務、怎麼收費。每個人決定「接

案與否、怎麼收費、為誰服務」的方式與標準都有不同，然而，這三個選擇

卻是息息相關的，都一同關連到「諮詢模式」與「諮詢關係」的潛在建構(latent 
construct)。重點是：這三個選擇是要放在「諮詢模式」與「諮詢關係」的整

體脈絡來思考，並同時注意這三個選擇是一種強烈的行為訊號，會彰顯或表

達出研究者所期望的「諮詢模式」與「諮詢關係」(6) 。譬如，即使是已答應

接案，Schein 會堅持不使用書面契約來約束雙方的權利與義務，而是使用心

理契約的概念來運作，堅持「雙方皆可隨時終止這樣的諮詢關係」的心理契

約，因為歷程諮詢模式是否有效，是建立在足夠厚實的心理契約上，而難以

建立在法律契約上的。而在收費上，Schein 則堅持任何行動都是切入、都需

付費，以彰顯其歷程諮詢特性。而在為誰服務上，不是誰開支票誰就是案主，

那些沒有出錢的仍會納入 Schein 的案主範圍：受介入影響、但卻為知覺於此

的「未知覺案主」；各種攸關群體或整個組織福祉的「最終案主」；會影響顧

問案的種種權力與力量擁有者的「非案主但涉入的案主」。 

 
行動中認識 

 
「行動中認識」是表 1 所示臨床研究大歷程的第二階段，在此階段，研

究者大抵以場域與領域雙重提問指引前進，更積極地、也更有設計地，透過

對話中的探詢與反映，同時進行資料收集、分析與介入。比較有規模抽樣性

觀察與訪談開始出場；量化工具，亦可於此出現；設計與實施試探性行動，

也是常見的。研究者更細膩地角色與功能也陸續登場，包括：穿梭溝通、社

會群體型態促進、群體互動促進、認識與思維歷程促進、問題解決與決策歷

程促進等(Schein, 1987b, 1988, 1999)。 
以方法學而言，臨床研究大抵是歸類於實踐典範，企業研究雖強調應用，

但其大抵仍偏向是實徵典範的應用。不論實徵典範或實踐典範，其下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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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學派(7)，跨典範的學派間，總是有交集的，組織研究中亦有多位學者提

議了跨典範的研究歷程(Lewis & Grimes, 1999)，因此要清楚而周延地區辨開

來，有時並不容易。所幸，這不是本文的範圍。本文是以「理想型」做為思

索方法，因此，以下將以善於面對混局之行動中認識的認識論(Schön, 1983)，
據以闡明：(1)當臨床研究者採行動認識的認識論，以雙重視野（領域、場域）

三重前進歷程（行動、認識、與文獻對話）為研究設計，其對創造與建構理

論的潛在影響為何？(2)如何將這樣的設計內嵌在歷程中？ 

 
視理論為視框 

 
在社會科學中，有關「理論與現象場的擺放關係」是方法學的一重要議

題，譬如：理論在前(theory before)、理論在後(theory after)、無理論(no theory)
的不同設計。若企業研究屬偏向於理論在前的設計，那麼，採行動中認識混

局為理想型之臨床研究，則跳脫出「在前、在後或無理論」的向度，傾向採

動態的雙重前進(dual movement)角度來看待。亦即，假如臨床研究者所選擇

面對的，是一種含混複雜、不穩定與不確定、動態關連難以切割、具價值衝

突等的混局時，那麼，採行動中認識的認識論，或為較佳的策略(Schön, 1983)。
而在行動中認識的認識論中，行動與認識（或思維）並不是線性前後關係，

而是雙重前進的關係：認識引發行動、行動引發認識，二者交互地前進。是

以，在此先固定住「理想型的臨床研究，由於其選擇面對混局，故其較佳的

認識論為一種動態的行動與認識交互雙重前進方式」。 
接著，我們再思考「理論」在此「行動與認識雙重前進的理想型臨床研

究」中嵌入的方法與位置。假若理論是協助人們瞭解、預測與控制的覺知工

具，那麼當臨床研究者意欲以行動中認識來面對混局時，這個認識歷程，常

常會涉及視角、視框、視域的辨認，也常需進行認識視框之視框實驗(frame 
experiment) ， 以 及 後 設 地 覺 察 命 名 (naming) 與 認 識 間 的 微 妙 影 響 (Schön, 
1983)。如鄭伯壎(2005b)所言，理論必然有其一定的適用範圍與界限。因此，

理論大抵都有其隱含的獨特視角或視域，理論本身不見得能適用於混局，但

「理論背後的預設視角與視域」卻可能很有啟發性。當臨床研究者遇到困頓

或疑惑時，研究者常需回頭後設地檢查「案主與自己看待混局的認識角度與

認識方式」，這時，研究者不一定需要「自己發明輪胎」，可先翻閱不同理論

體系背後的不同視角與視域，而獲致某種類似水平跨越的重新認識靈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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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行動中認識的雙重前進中，「理論」擺放的位置與方式，是為了突破案

主與研究者的隱含認識邊界與認識方式、是為了創造更有效詮釋與解讀混局

的角度與框架，是以，將理論視為各種視角(perspective)、視框(frame)或視域

(horizon)的豐富來源，以其協助「認識」、但非以其指導「行動」。 

 
行動、認識、與文獻對話之三重前進設計 

 
圖 1 示意了「視理論為視框/視角/視域」如何內嵌入「行動與認識的雙重

前進」歷程，而成為「行動、認識、與文獻對話之三重前進設計」。該圖左半

的雙重前進樣版(template)來自 Schön(1983)的表徵方式，示例內容則來自王思

峰等(2006，與本文同期刊登)。一開始即為前文所舉例的，作者面臨了 MK 實

業的混局，總經理與三位副總經理的解讀各自不同，涉及了至少四個學門與

六個領域，研究者乃以不同領域理論為視框，嘗試進行模擬的視框實驗(frame 
experiment)，暫定以「生命週期之機構化轉型」為第一場域理論（為了解釋與

處理場域混局的理論），來統整需求、提出能滿足最多需求的情境規劃方案。 
其後，整個圖 1 呈現了三種歷程：行動歷程、認識歷程、與文獻對話歷

程，而這三種歷程是平行地前進：行動歷程與認識歷程是交互前進的，而與

文獻對話歷程則伴隨著認識歷程而出場。若臨床研究者具有雙重意圖：助人、

創造理論，那麼我們可用兩種方式解讀圖 1。 
第一種方式，乃以「助人」為唯一中心，而這三種歷程的主從關係位置

是：行動歷程回應了場域提問，達成助人的意圖；認識歷程是為了協助行動；

而與文獻對話歷程，則是為了協助認識歷程。整個歷程前進到那裡，則以肯

定邏輯(affirmation)為判準，視案主對行動結果是否滿意而定(Schön, 1983)。 
2001 上半年情境規劃專案的結果令人不滿意，顯示了第一場域理論所推

演的需求方案邏輯失效，該專案因而緊急煞車，研究者以至少四種視框來反

映為何失敗。2001 下半年則大致轉向為以「MK 策略形成歷程為琢磨浮現

(crafting)類別，現在乃是要從琢磨浮現類轉變為理性規劃類」為場域理論（此

時 Mintzberg 的理論觀點，對研究者是個重要的認識與靈感的突破），重新理

解混局與設計新行動。該案段落結果是：案主對此結果是滿意的，並邀請研

究者下一年繼續以類似模式協助之（如：指導專員進行各種分析）。然而，對

研究者而言，此結果只能印證(confirm)了第二場域理論的前半段命題：MK 實

業的策略形成歷程為琢磨浮現類。但對後半段命題「MK 實業要我們協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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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浮現類轉變為理性規劃類之組織變革」而言，則相關行為與結果並未能

顯示得到印證：「怎麼算成功呢？他們沒有聽我的，一笑」（研究小組內部交

換意見時，半開玩笑的說法）。 
  假如，整個研究設計是以「助人」為唯一意圖，那麼 2001 年行動歷程結

束時案主是滿意的，若以肯定邏輯為判準，那麼即使結果與行為無法完全印 

這是混局、且對映到多重
學門與領域。以第一場域
理論「生命週期之機構化
轉型」統整

現象場之產業與策略內
容、領導與群體動力、文
化假定、諮詢動力等現象

四類解釋中，選擇提出第
二場域理論「 MK策略形
成歷程為crafting」

四類解釋的各資料&持續
第二重視野觀察與紀錄

開始質疑與挑戰第二場域
理論所隱含的典範變革視
角與其健康理論

回到原點，重新認識「策
略形成歷程是什麼」的理
論性視域區辨，提出第三
理論「策略形成歷程是一
組多向度與多層面的內在
複雜結構」

未來將提出「Crafting歷程
之健康理論」

2001探索會議

以情境規劃方案，嘗試同
時滿足三種需求

專案緊急煞車

2001下半以「主客體知道
與不知道2*2架構」來選擇
與組合策略方法與程序

第二場域理論預期內，案
主滿意、但研究者對結果
不滿意

放棄原健康理論，發展試
探行動與方案(2002, 2003)
＆盡可能收集所有資料(含數位
錄影)

心理性地完全結案＆自然
產生的撤回設計，大抵印
證所建構之場域理論

認識歷程行動歷程

視域：策略形成歷程
視框：歷程類別(典範)
視角：健康理論＆典範變革

(由演化到理性學派）

策略之理性學派
組織行為學、諮詢心理學
Schein的組織文化解讀

策略管理、組織發展、人
力資源、生命週期、領
導、組織文化 、作業管理

對Mintzberg形構學派預
設的理論架構擺放方式
的探索與質疑

策略＆策略形成歷程十種學派
方法學中的理論類型學
組織文化與歷程諮詢的

理論構型樣版

與文獻對話歷程(領域理論、方法學)

理論作為
檢查認識預
設之起點

理論作為
多元視框收
集資料之支
持

理論作為
突破認識之
靈感來源

理論作為
解讀之視框
實驗

理論作為
跨脈絡辯證
之文本

 
圖 1 行動、認識、與文獻對話之三重前進設計示例 

 

證場域理論，但認識歷程、與文獻對話歷程應可就此打住，顧問則可用案主

滿意的那一套繼續服務行動。因此，以「助人」為中心來安排三種歷程主從

關係的設計，對「創造理論」的意圖而言，並不是最好的設計。 

 
雙重視野之三重前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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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安排主從關係的方式，則是以「助人＆創造理論」為雙中心的（但

助人仍是第一優先）：行動歷程與認識歷程是交互前進的，而認識歷程與文獻

對話歷程則位處於一種交錯辯證(dialectics)的擺放關係。 
  如前文所言，臨床研究者需同時面對場域系統與領域系統的兩個世界（實

務與學術），而且場域與領域間是一種不對稱的對映關係。當研究者意欲兼顧

「助人＆創造理論」意圖，那麼研究者就需非常有意識地以雙重視野(double 
vision)來同時面對場域與領域(8) 。在這樣的設計下，整個歷程的前進，除由

案主對助人結果滿意與否之肯定邏輯(affirmation)決定外，亦與場域現象是否 
能印證研究者所持理論之印證邏輯(confirmation)而決定。 
  如 Schön(1983)所言，肯定邏輯與印證邏輯是彼此獨立的兩個判準，將組

成四種情況。專業工作者是以肯定邏輯來決定前進與否的，但若其有為了未 
來而學習或為了他人參照的意圖時，則需兼顧印證邏輯(ibid, p.156)。此時，

如圖 2 所示，只有在達到肯定且印證下，研究者才會真正覺得具有心理性地

結案。如此，不論與單採肯定邏輯比較、或者與單採印證邏輯比較，雙重視

野的設計內嵌了更高機率(如：3/4 比 1/2)來促動三重前進的繼續探索，以期能

同時滿足助人與創造理論。 
  以圖 1 為例，由於研究者意欲同時滿足助人與創造理論，而採取雙重視

野三重前進設計，故在 2001 的結果符合了肯定邏輯，但在印證邏輯未全然滿

足下，研究者仍有繼續前進的心理機制或動力：由於無法印證第二場域理論

的全部論述，那麼很可能這個場域理論是建築在一些預設的視框或視域背景

而不自知，或需要再一次打破框架(frame breakthrough)、或打破主導變項等雙

環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的大動作。 
  怎麼打破呢？這是個漫長而往復的歷程，研究者是從兩端逼近的：一方

面研究者 2002 與 2003 年又分別再協助 MK 兩輪的策略歷程，2002 年行動中

才隱約察覺到，第二場域理論所隱含的典範變革視角與其健康理論(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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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印證

→心理性結案

不肯定、印證

→繼續三重前進

肯定、未印證

→繼續三重前進

不肯定、未印證

→繼續三重前進

行動結果
令人不滿意或無所謂

行動結果
令人滿意

理論預期中

理論預期外
或無理論

肯定邏輯(affirmation)

印證邏輯
(confirmation)

 

圖 2 肯定邏輯與印證邏輯同時作為三重前進與否的判準 

 
theory)(Schein, 1987a)需要被質疑與挑戰；另一方面，則回頭檢查 Mintzberg
的理論發展脈絡、以及其所提議之形構學派的種種預設，也才發現 Mintzberg
的理論處理方式，很容易讓研究者形成「不同類別是互斥的、在生命週期形

構下由創業組織轉變至機械組織，將伴隨著琢磨浮現類量子跳躍地轉變為理

性規劃類」的推論，而自然易於採「典範變革視角並採理性規劃為健康理論」

的預設，而此預設在實踐中是有問題的（王思峰等，2006)。 
  但當打破後，接下來呢？既有的非理性規劃類的六七個策略學派，卻無

法回應這缺口：假如是適應浮現類別的，那麼總有比較好的、比較不好的，

但「比較好」的健康理論是什麼？甚至，「怎樣看待與解析的概念架構」也都

缺乏，更不用提「如何行動、如何改進」。於是乎，2002 與 2003 是在非常默

會的狀態下，重頭建構出幾乎全新的理論。這樣的建構歷程，或許接近於在

非意識層面的內隱學習(implicit learning)，外顯出一種言說知識與績效不對稱

之現象（王思峰，1994a，1994b，2001)。亦即，這兩輪協助案乃位處於「行

動結果更令案主滿意」的肯定(affirm)狀態、但「尚無法清楚而系統地言說出

內隱場域理論」以供印證之無法印證(no confirm)狀態。這樣的狀態同樣地會

再次讓研究者產生繼續前進的心理張力，而此心理張力所引發的，或可形容

為一種辯證歷程(dialectical process)：以往理論雖有其道理、但個案實踐也彰

顯出以往理論有所問題，如何超脫正、反兩面，形成與創造出足以「合」於

既有正反證據與論述之新理論，則是一種根基於場域之新理論與以往領域理

論間的交錯辯證歷程。圖 1 中以虛線連回(3),(4),(5)，即意欲表徵出這樣的交

錯與往復之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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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當採雙重視野三重前進設計時，研究者為了同時滿足肯定與印證

邏輯，研究者所創造的知識與理論，不但要能通過實踐的效度考驗，也為了

要能通過印證邏輯，從而引發出內隱與外顯知識的知識轉換歷程，以及引發

出在現象（行動）、既有理論（文獻）與新場域理論（認識）之間的辯證歷程。

知識轉換歷程是一種知識創造歷程(Nonaka & Takeuchi, 1995)，在差異與弔詭

中辯證亦是一種創造理論的機制（Poole & van de Ven, 1989）。以此而論，雙

重視野三重前進的設計可說已內嵌了朝向創造理論的創造張力與創造機制。 
  最後值得注意的，如 MK 個案所示，雙重視野三重前進之設計，不僅有

利於創造理論，其對助人成效而言，或亦是更佳的：若研究者停留於 2001 下

半年模式來協助案主，其成效將比不上繼續前進的後來模式；真正對 MK 實

業產生重要而顯著貢獻的，並非在 2001 年，而是在 2002 與 2003 的努力。其

理由相當直觀：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行動，其效果應比知其然、不知其

所以然的行動為佳。 

 
雙重視野之場域＆領域研究 

 
在雙重視野的三重前進設計下，臨床研究者將進行兩類型的研究：場域

研究與領域研究。如圖 3 所示，這兩類研究並不是先後的次關係，而是同時

存在、但比重不同的楔形變化：前期比較多的比重是放在場域研究，而後期

則有較高比重的領域研究。 
  場域研究中，關切的是實踐、以及可實踐的知識。其在思維歷程上，大

抵像是個「由簡單到複雜、再由複雜到簡單」歷程，也就是接近於專業人士

的專家知識結構的發展歷程，由簡單的知識、漸次到複雜的知識結構、又漸

次地再提升為以簡單掌握複雜。具體而言，這歷程中或有三個程序原則可先 
後協助研究的進行： 

1.以多元視框，由簡單到複雜 
當面對混局時，善用領域與場域的不對稱對映特性，視理論、領域與學

門為不同的視框/角/域，多元框架地看待混局、並收集與分析資料，讓研究者

與案主對現象場的理解與紀錄，能夠盡可能廣泛的觸及種種面向與深度。 
2.以場域提問聚焦 
協助探索性研究聚焦的，不是假說、命題，而是「提問」。對場域的恰當

提問，是建築在足夠寬廣與深度的場域觸覺上；而恰當的場域提問，也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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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協助探索的聚焦。 
3.以內在一致的場域理論，掌握複雜、回應提問 

  場域理論是為了場域實踐而生產出的一組抽象化知識，場域理論的首要

功能在於詮釋與理解混局系統，而後藉以在區辨與認識間掌握複雜，進而由

中建構與發明以回應提問，再由實踐中反映。另外，由於所面對的是混局，

故研究者或應如 Schein(1980)一般踩在視組織為複雜動態開放系統的本體論 
立場。在此立場下，此場域理論是一種脈絡內研究(within context study)的結

果，各種現象間的內在關連與發展動力，是相當重要的。另外，由於場域研

究具有「由簡入繁、以簡御繁」的認識發展歷程、以及複雜動態開放系統的

本體論之特性，是以，「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或將是建構場域理論時 

行動歷程

認識歷程

與文獻

對話歷程
•由辨認差異到差異辯證
•由辯證中浮現理論論述

•以內在一致的場域理論，掌握複雜、回應提問

場域研究

領域研究
•由異常(非肯定/非印證)進入領域提問

•以多元視框，由簡單到複雜

•以場域提問聚焦

Time  
圖 3  雙重視野三重前進設計之示意圖 

 

的良好工具：由掌握部分來掌握整體，再由掌握整體來掌握部分，對部分與

整體的理解是與時漸增、相互增益的。 
領域研究中，關切的是領域上的學術議題。其在思維歷程上，大抵像是

個「以異常為起點，由異常與正常間的辯證，突現出洞察」歷程，以個體而

言，此歷程接近於專業人士的解構-再建構的雙環學習歷程，以集體觀點而言，

則接近於在價值性與框架性的社會拉扯與衝突中，突現出第三路線或新框架

的社會辯證歷程。具體而言，這歷程中或有三個程序原則可先後地協助研究

的進行： 
1.由異常進入領域提問 
臨床研究是由案主需要所啟動，而非學術議題所啟動。但研究者有兩個

重要的敏感點可內嵌入學術興趣與意圖，一是在個案的選擇與進入時，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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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在三重前進歷程中遇到「非肯定」或（且）「非印證」的「異常」狀態時。

亦即，當遇到「無效、否定或失敗」或「意外、疑惑、沮喪或憤怒」的情緒

或感覺時，研究者應當敏感地小心覺察自己的歸因系統，反向地認識到「似

乎遇上了一個重要的開放空間」（王思峰等，2006)，由此為起點開始探索，而

領域提問則是協助啟動探索、與過程中不斷聚焦的概念工具。 
2.由辨認差異到差異辯證 
情緒與提問只是起點，接下來是一種「到底異常在什麼」的一種區辨歷

程，一種辨識與指認的歷程，此時「差異」是個好用的概念工具，而後設覺

知到命名(naming)與認識(knowing)間的微妙互動(Schön, 1983)則或是關鍵所

在。「差異」需要有異常對立面的來源，跨脈絡(cross context)的文獻與個案則

或為兩大重要來源。有了能拉出差異的素材或文本，才能開始另一重要的思

維歷程：在差異中辯證、在異常與正常間辯證的歷程(dialectical process)。 
3.由辯證中突現理論論述 
在差異中辯證，並不是比較異同的歸納邏輯，而是在辯證中突現洞察的

創造邏輯或突現(emerge)邏輯。這個區別是相當重要的，也是初階研究者常混

淆的地方（詳後文）。 
最後，值得再次重申，場域研究與領域研究並不是彼此獨立的，也不是

先後次序的。如圖 3 所示意，真正的研究歷程是「行動、認識、與文獻對話」

的三重前進歷程，而在這樣的三重前進中，研究者乃抱持著場域與領域的雙

重視野，同時與楔形地從事著兩種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思維歷程：為

了案主需要的由簡入繁、以簡籲繁的認識發展歷程、以及為了學術意圖的、

由異常與差異辨認與辯證中突現的辯證歷程。 

 
差異、脈絡與辯證 

 
由內隱的場域理論，要到創造領域理論，很可能並不是個簡單的線性前

進，只在概念化與抽象化的單一向度移動，而是需要多重而複雜的映射

(mapping)與轉換 (converting)、區辨 (discriminating)與反映 (reflecting)、辯證

(dialect)與突現的思維歷程。漫長的時間或許是最佳寫照，李志鴻(2005)與王

思峰等(2006)大抵經過三五年的潛沈，才能走出一個段落。這樣的歷程或許需

要更多臨床研究的後設探討與研究，但是，或許「差異來源、差異處理方式」

是很關鍵的。以下將由系統學派、個案研究兩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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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對系統學派的認識大抵就是「一種對比於非系統學派的系統學派」，

然而，當對比的對象是系統學派本身時，那麼系統學派本身也是相當分歧而

多元的，需要系統學派的系統(Checkland & Haynes, 1994; Jackson, 1994; 
Ashmos & Huber, 1987)。Richardson(1991)在回顧社會科學中具動態觀之系統

學派的大量文獻（含：經濟學、社會學、心理學、管理學、政治學、都市計

畫等公共政策領域等）後發現，社會科學的系統理論中有兩大學脈，其以理

工 學 科 原 有 名 詞 來 命 名 ： 模 控 學 脈 (Cybernetic thread) 與 伺 服 學 脈

(Servomechanisms thread)。此二學脈之關鍵區分之一，乃在於模控學脈傾向於

認為動態複雜系統無法瞭解其精確的因果關係，然而，人類雖無法了解，但

可用黑箱控制的方法，從外控制該系統；而伺服學派則關注於對動態行為背

後系統結構之了解，並於了解結構後，以調節方式改善系統行為。王思峰

（1994a）亦在人類面對動態複雜系統之實驗室實驗中，發現樣本亦有類似的

兩種認知策略。由個案進行研究（如：行動研究、臨床研究、個案研究）的

研究者，其對差異的處理方式，似乎也有對應的類似區分，圖 4 則為本研究

所繪的示意圖。 
在單一個案的情況下，模控學脈的研究者，其研究設計的邏輯仍大抵建

基 於 實 驗 設計 的 想 法 ，因 果 關 係 的推 論 是 建 基於 處 方 (treatment)、 結 果

(outcome)、條件或屬性因素、以及被視為干擾因素的排除上，因此在 Richards , 
Taylor,  Ramasamy & Richards 所著的《單一受試者研究：在教育與臨床情境

的應用》一書中（吳勝儒等人譯，2003），基準線、處方、撤回處方、再處方、

再撤回這樣的概念，以不同方式包裹成嚴謹有別的不同研究設計。然而，這

樣的邏輯隱含著一個基本預設：由於人類的觀察、覺知與推理是不可信或不

嚴謹的，所以視個案為一個黑箱系統，研究者從「外」來進行黑箱式的刺激

與反應，而由「刺激、反應與條件的差異」，從外控制與理解之。 
而在多個案的情況下，大抵就會排出來類似圖 4 下左方的比較表，一軸

為處方、屬性、結果，另一軸則為個案別，將「個案間的差異」以「比較異

同 、 而 後 歸 納 」 的 方 式 進 行 資 料 分 析 。 團 隊 研 究 中 所 謂 的 系 統 研 究 之

I-P-O(Input- Process-Output)架構，即為相當典型的例子，如：群體大小、群體

組成對團隊成果的影響、並以工作特性為調節因子。而其所謂的 process，乃

是一種行為或屬性，但不會深入到群體動力的內在運作中，也不會細緻到成

員在複雜社會網絡中的動態互動關係。 
伺服學脈的研究者卻是以另一種方式來工作的。研究者的本體論立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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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不同（如：是否有真理、或仍為文化下的詮釋），但大抵將人類的觀察、

覺知與推理視為一重要的探測工具，並非不可採用或不可信（但需小心地檢

查），反應如圖 4 上方所示，將「人類自身的觀察、覺知與推理」納入研究範 
圍，視其為影響整個個案行為的重要成分，進行「前認識」的認識、認識框

架的覺知與反映、命名與認識間的微妙影響等後設覺知等。 
在單一個案的情況下，關切的焦點是「系統內在到底是怎樣的複雜與動

態運作」，使用各種數據、資料、歷史、觀察、文本、脈絡等資料，企圖建立

起一種有關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概念縮影（或模式），也在動態資料與模式間，

進行不同模式解釋度的心智動態模擬或電腦動態模擬，來檢驗此概念縮影的

效度。社會科學中，系統動力學的研究即是典型的伺服學脈研究(Forrester, 

行動 結果
(肯定邏輯)

觀察(單個案、多個案)

組織系統的內在運作對「組織系統內在運作」
的場域理論

行動 結果

黑箱式的觀察

視組織系統為黑箱

黑箱式的「刺激-反應-控制」理論

組織屬性1, 2, 3

Input output
屬性

control

case3

case2

case1

輸出輸入屬性

黑箱式的比較

以此整體，作為研究單位

模控
學脈

伺服
學脈

個案1
個案2

個案1
個案2

圖 4  兩脈系統學派：伺服學脈、模控學脈 

 
1961; Senge, 1990; Sterman, 2000)，而若能進行臨床介入，那麼「行動」是一

種探針，用以碰觸系統後看看內在會產生怎樣的變化，再由其中變化所產生

的「變化差異」，持續地推理、建構與檢驗概念縮影以及背後的視框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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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個案的情況下，假如模控學脈所使用的分析或思維方法，是傾向於

使用「實驗邏輯下的異同或差異的比較中歸納」之歸納法，那麼伺服學脈則

傾向於使用「辯證法」的分析或思維方法。亦即，每個個案都各自具有其整

體的脈絡性，單獨抽離元素與元素間的關係，就直接放在一起來比較與歸納，

是一種去脈絡(de-contextualize)的分析方式（如紮根分析、內容分析）。應仍將

整個個案仍在其所屬的脈絡中，進行一種跨脈絡間(cross context)的關係拿捏

與擺放，如：二元對立、異同比較、矛盾或錯位、含攝與被含攝、以不同功

能或次結構同位起它們等等。亦即，這種種的「關係拿捏與擺放」，是為了突

現出統一的洞察，量子般跳躍進入新空間，而不是在原來平面的比較歸納。 
個 案 研 究 (Case Study Research) 亦 有 類 似 看 法 (Eisenhardt, 1989; Yin, 

1984)：跨個案研究是以「整個個案」當成分析單元，此分析單元有其內在運

作，先進行「個案內研究」(within case study)，讓這些內在運作有脈絡地形成

一個較完整而內在一致邏輯，再跨個案地讓這些完整而內在一致的材料，整

體對整體、型態對型態的放在一起進行分析。而非將「資料」當成分析單元，

不管資料身處那一個個案，都一視同仁地混合擺放成資料-次數-概念-範疇等。 
以上所論，主要是藉由兩脈系統學派的區辨，來闡明「對差異之處理方

式」是需考慮相當多的方法議題。簡言之，理想型的臨床研究主要是以辯證

與突現的歷程與邏輯來看待與處理差異，而非使用實驗與歸納邏輯。接著，「差

異來源」則為另一需論述的重點。 
大抵上，臨床研究者或可由三種「差異來源」來獲益。首先，在三重前

進中，非肯定與非印證的「異常」會引發出「異常與正常間的差異」。就如同

腦傷研究、獨特物種、異於牛頓力學所預測的天文現象等異常案例，這些異

常與正常的差異，透露出有限但含意深刻的東西，但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孕育

出新理論或新典範，正因其脫離了「平均」的世界，在「極端或邊沿」中告

訴我們可能有另一個截然不同的空間或宇宙，亦即研究者要能對照於正常顯

現出其異常，才能讓異常與正常的差異開始說話，展現出所謂正常背後的種

種習而不察的預設。以圖 4 上方而言，「非肯定」的異常與正常差異，來自行

為結果與案主腦海中隱含評價系統(appreciative system)(schön, 1983, p.270)的
不同；而「非印證」的異常與正常差異，則來自研究者與案主腦海中所隱含

認識理論的預測與實際現象之不同。因此，在辯證與突現歷程中所需要的差

異來源之一，就來自研究者與案主本身所隱含的認識框架、視角與視域等預

設性的前認識。是以如圖 4 上方所示，這些都是需要被納入探索的，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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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研究單元。而接近此差異來源的方式，可來自行動中反映(reflection 
in action)、對行動作反映(reflection on action)(Schön, 1983)；或者如圖 1 的(3)，
使用文獻中的理論，作為突破認識之靈感來源，協助研究者認識與反映自己

與案主所隱含的認識框架與評價系統等。 
其次，以文獻中理論的脈絡與預設作為差異的另一重要來源。如前所述，

理論必然有其一定的適用範圍與界限，不見得能適用於目前個案，將該理論

體系背後的預設視框與脈絡，對比於研究者與案主自身的預設視框與脈絡，

拉出一種預設視框與脈絡間的彼此差異，再從中辯證與突現。圖 1 的(4)(5)或

即如此，(4)（理論作為檢查認識預設之起點）大抵是區辨出理論的預設，才

開始明瞭到研究者自身需打破的預設，(5)（理論作為跨脈絡辯證之文本）則

是在行動中內隱地建構出新的認識、再藉由對照於各大學派所預設或隱含的

視角與框架，方能外顯地拿捏與提出第三理論的可能形貌。 
最後，如李志鴻(2005)使用兩個臨床個案，拉出一種差異的張力作為辯證

與突現的基礎。這兩個個案單元的差異，倒不是在產業別、規模別這樣的外

在屬性差異，而是文化是單一或分裂的內在質地差異。跨個案間的研究，亦

能提供差異的重要來源。然而，不管是上述哪一種差異來源，面對差異的方

式都應當是傾向於辯證的邏輯、而非歸納與實驗的邏輯。 

 
寫作 

 
視寫作為對話歷程 

 
如 Foucault 等知識社會學學者所主張，知識很難完全獨立於身處的權力、

社會與時空等脈絡。或許，如敘說分析所主張（王勇智、鄧明宇，2003），視

寫作為對話歷程，有意識地設想對話對象(讀者)與對話歷程及作用，讓寫作與

閱讀歷程間產生有覺識地交錯，乃臨床研究者在寫作歷程中，可以抱持的基

本立足點。因此，或可如王思峰等(2006)、王珮君＆王思峰(2006)、鄔榮霖等

(2006)，在文章一開頭就先交代所欲對話的對象及其理由。亦即，這篇文章的

知識是為誰創造？為何創造？決定對話對象後，接著需選擇對話媒體。最好

是寫作前就先決定好，這會比較事半功倍。因為，審查者與編輯等中介守門

員，也是必須與其對話的對象。 
接下來，區辨與界定知識質地與知識效度。目前國內學術環境的遊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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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很難允許那些三五年沒有發表但長期沈潛於發展新理論的研究者，不是每

個研究者都有條件如 Schein 一般，不發表則已、一發表就直接以專書呈現理

論體系。臨床研究者或需要培養這樣的能耐：階段性地發表論文，並把個案

文本作最大限度的使用，最好能夠以社群的方式分享這些文本，以利生產出

多篇論文：單一個案的場域研究、多個案的場域研究、針對某領域的多個案

分析、以單個案或多個案挑戰或檢耐(robust testing)某理論的預設、創造出某

種理論框架的視框或樣版、建構新理論的方向與挑戰、建構新理論等。 
不論是為了與審查者間的對話，或是為了階段性發表以生存於學界，或

為了自己能更精鍊出好的知識與理論，研究者都需要在雙重視野三重前進中

所進行的多面向與多層面研究中，將所生產出的眾多類別與層次的知識，區

辨與界定出這些研究成果的知識質地，以及進一步釐清如何評價這些知識的

效度標準（詳下文）。 
最後，則進入了書寫。書寫是一種經驗與現象的再現(represent)，而再現

不會只是分析的活動，更是一種創造與賦予意義的活動（王勇智、鄧明宇，

2003）。假如前面三個寫作前的界定歷程，是一種由最終成品的虛擬想像回頭

遇見文本與知識的一種創造方向，那麼由寫作的再現中，讓不同文本與知識

由下而上的遭遇，就是另一種創造方向。這兩種方向或是可同時進行、彼此

增益的。對筆者而言，寫作本身仍然是在不斷地探索與創造中，筆者總是能

在其中不斷地產生一些新洞察或新想法。 
 
知識表徵與理論質地 

 
為了區辨出臨床研究所生產的知識質地或理論類型，有必要引入理論的

類型學，來協助區辨與定位。由於本文視組織為一多層面與多面向的動態複

雜互動開放系統，隱含著視組織場域為一種社會系統，而非機械系統、生物

系統或生態系統。因此，表 2 與表 3 引用社會學中有關社會理論的面向，或

應是恰當的。如表 2 所示，在所處層次上，社會理論有鉅觀(macro)、微觀

(micro)、以及由微觀互動產生鉅觀現象的中觀(meso)層次。在理論質地上，則

有實質理論(substantive theory)與形式理論(formal theory)的區分。在解釋形式

上有：詮釋性(interpretive)、因果性(causal)、與結構性(structural)等不同形式。

而在抽象程度上，則有著經驗通則(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中程距 (middle 
range)、以及理論體系(theoretical framework)等不同抽象化程度的位置（朱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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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譯，2000, 頁 113)。 
對組織臨床研究而言，區分實質理論 (substantive theory)與形式理論

(formal theory)是重要的：實質理論是指對某個特定場域的社會關懷而發展出

的理論(9) ，例如：不良幫派、次級教室、或種族關係等。形式理論則是針對

一般理論內某個廣泛的概念領域，而發展出的理論，例如：偏差、社會化、

或是權力（朱柔若譯，2000, 頁 95)。首先，臨床研究是為了場域系統的社會

實踐，而發展出知識與理論，而不是單為領域系統而發展理論，這點與實質 
理論的知識旨趣「對某特定場域的社會關懷而發展」是相似的。其次，實質

與形式的關係，亦如場域與領域系統之間，是一種不對稱對映關係：偏差行

為存在於不良幫派、次級教室、或種族關係，而不良幫派則同時有著偏差、 
表 2 社會理論的面向 

層次 形式或實質 解釋形式 抽象程度 

微觀

(micro) 

中觀(meso) 

鉅觀

(macro) 

實質

(substantive) 

形式(formal) 

詮釋(interpretive) 

因果(causal) 

結構(structural) 

經驗通則(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中程距(middle range) 

理論體系(theoretical 

framework) 
資料來源：朱柔若譯(2000, 頁 113)。 

 

表 3 組織臨床研究常見的知識表徵與其質地 

知識表徵 理論面向上的質地 例子 

敘說(narrative) 

模式(model) 

理論視框(theoretical frame)：論

述(discourse)與樣版(template)

理論體系(theoretical framework)

實質、詮釋性 

實質、中觀、結構性、中程距

實質&形式 

 

理論體系 

鄔榮霖等(2006) 

王思峰等(2003) 

王思峰等(2006)、

李志鴻(2005) 

Schein(1992) 

 
社會化、與權力。 

在臨床研究的雙重視野的三重前進中，場域研究所生產的知識應較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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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而領域研究的知識則偏向形式的。由於臨床研究是以助人為優先的，

當心力有限時，場域研究自然優先，故生產出來的知識會以實質理論較多，

但不代表無法同時進行領域研究以生產形式理論，只是較少罷了。 
以社會學領域而言，實質理論亦有其重要的地位：實質理論與形式理論

是可以合而為一的，不過沒有必要勉強把所有思維都擠進某個單獨的理論之

中，事實上，理論上所累積的進步是受到數個實質與形式理論的鼓勵，方才

促成的(朱柔若譯，2000, 頁 95)…理論體系包括了許多形式的、實質的理

論……同一理論體系的理論共享相同的一組假定與主要的概念(頁 109)。 
亦即，場域研究所生產的知識，並不就是特殊的、不能概化的、不能進 

展到理論體系的！前文所述「顧問案不算學術研究、個案是無法推論學術性

概化知識」這些常見的反應，很可能是在實徵主義薰陶下的直覺反應。情況

可能與直覺恰好相反，理論體系的發展中，若沒有那些厚實的、深度的、浸

淫在場域中的默會觸覺與敏感度，是難以跳躍成一家之言、難以積累成理論

體系的。在平面上進行「現象-命題；假說-抽樣驗證」循環，亦難以立體地由

形式與實質理論跳躍至理論體系。譬如，鄭伯壎(1995, 頁 194-195, 204-205; 
2005b)的領導者差序格局與家長領導，鄭氏以往任顧問時的觀察與經歷，乃是

發展此理論的重要基礎。Schein (1992)的組織文化理論、容格與佛洛伊德的理

論，更是如此。 
表 3 整理了組織臨床研究所常生產的知識類型，包括：敘說(narrative)、

模式(model)、理論視框(theoretical frame)、理論體系(theoretical framework)。
大抵上，表 3 的安排是以抽象化程度高低為基準：模式的抽象化程度較敘說

為高些、理論視框的抽象化程度比模式要高，理論體系則更抽象化。另外，

敘說與模式的知識性質皆是實質的，然而，它們並不是孤立存在的，以理論

累積的進步或突現而言，敘說與模式的實質知識，或是其他研究據以為基礎，

立體地跳躍至理論視框與理論體系的重要基石。 
 
敘說～不是愈抽象愈好 

 
Orr(1990)對全錄之影印機維修工程師的民族誌研究發現，公司對維修工

程師工作有某些未經深思的直覺假設，其教育訓練乃因而發展出一堆手冊、

準則以及課程。然而，維修工程師從這些手冊與訓練所獲有限，甚至視為干

擾。維修工程師實際上是「集體化」的，他們採用的知識語言，並不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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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中的抽象化的原理與規則類的知識，而是以故事(narrative)發展其集體的

共同語言與記憶，其基本語彙與思維之單位是故事，而非定律、準則或規則。 
「敘說」或「故事」(narrative)的知識表徵形式，是組織臨床研究常見的

知識生產結果。以表 2 的解釋形式而言，敘說是一種詮釋性解釋，其目的是

促進瞭解： 

 
講求詮釋的理論家嘗試用一種擺回社會脈絡的方式來發現某項事件或作

法的意義。他們嘗試著體會、從精神上去掌握社會世界的運作方式，以及透
過另一人的角度去感覺某事或審視這個世界（朱柔若譯，2000, 頁 108）。 

 

敘說中能夠承載的資訊量，遠高於模式、理論視框、及理論體系，這並

不令人訝異，抽象化本即意謂著捨棄了一些什麼。若將資訊量拆解成三類：

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動機(motivational)，那麼將敘說抽象化時，

最常被捨棄的即是情意與動機。故事會承載豐富的情意，但模式就相對較難，

理論視框就更難。在模式與理論中，情意會被處理成概念或建構，變成一種

冷冰冰的存在，而不是鮮活存在於字裡行間。因此，當情意與動機是重要時，

以非敘說的表徵來寫作，是個不明智的選擇。 
舉例而言，鄔榮霖等(2006)一文最有價值的地方，是身為一個初階顧問跌

跌撞撞走過第一個諮詢案的歷程。這歷程有三個部分：(1)諮詢動力與諮詢關

係，以及此二者對諮詢結果的微妙影響。(2)在此諮詢歷程中，鄔氏的焦慮、

困頓、面對焦慮與困頓的歸因、以及對焦慮、困頓與歸因的反映，進而再前

進到對自我知識論的深度反映。前者是屬知性或認知的部分，後者則大量地

包含情意、動機的成分。假如該文只呈現出知性的成分，就會完全喪失該文

的價值。對同樣是類似初階顧問位置的讀者而言，這些細膩的場景與情感，

或才是最寶貴的資訊，最能促動讀者的進一步思索，將自己的經驗與這些場

景與情意擺放在一起，勾引出似曾相似的感覺，進而探索其相似與相異，藉

由鄔氏的反映，前進到對自己的反映： 

 
有評論者認為鄔氏的報告論文末段應可多論述未來怎麼走下去，然…鄔

氏的報告論文，其價值…不啻是一篇初學者進入實務界的行前教育與備忘
錄。…過去筆者一直認為工作與實習所遇到的問題，主要是筆者自己太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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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無法明確的掌握到辦公室的政治行為，然閱讀過…，發現更深層的原因
可能在於，角色認定的問題…有可能並非領域理論真的與實務脫勾，可能真
正脫勾的是筆者自己與領域理論…將理論當成是一種觀察現象場的工具，而
非將理論當成專業、當成制高點…鄔氏一文給筆者的不僅是同病相憐的安
慰，更是一種新視野的衝擊。（資料來源：一位心理碩士在報考輔大心理系博

士班時的第二階段專題論述） 

 

亦即，抽象化程度高並不代表就比較好，研究所生產知識之質地、以及

所欲對話對象的考慮，才是決定應當用哪一種知識表徵形式的最重要考量因

素。敘說(narrative)不只是一種知識表徵，其本身亦是某種尋求社會實踐或社

會關懷的研究方法（即：實質的知識旨趣），敘說處在「視寫作為對話歷程」

下，敘說本身就是介入與改變的方式（王勇智、鄧明宇，2003；張君玫，2000；

丁興祥、張慈宜、曾寶瑩等，2006）。 

此外，一篇文章在敘說之後，是否要加上「作者最後整理出什麼、歸納

出什麼、本文主要論述些什麼」？還是就直接「留白」？這或很值得深思！ 

本文看法是：要視研究所生產知識之質地、以及所欲對話對象而定。當

情意與動機是最重要的成分時，原則上應不需畫蛇添足地多出最後一段認知

的歸納或論述段落。即使當最重要成分是認知時，「留白」也有可能是比較好

的處理方式。舉例而言，MIT 組織學習中心（後為 Societ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oL）曾出版系列的組織學習歷史(Learning History)(10)，每本學習歷

史就是一家企業引入學習型組織的歷程式個案。學習歷史的重要作用，乃作

為一種承載了多元觀點與多方視角的組織記憶(organizational memory)，組織成

員與外人皆可透過這個組織記憶參與對話：對過去脈絡的詮釋與理解、以及

對未來前進方向的對話與反映(Roth & Kleiner, 1998; Kleiner & Roth, 1996)。因

此，在寫作時乃刻意地讓多元觀點與多方視角併陳，自然也不會在最後來個

作者的歸納與論述：當作者已經下結論，那麼讀者為何要去思索與對話。不

留白可能徒然妨礙了組織記憶作為對話載體的前進作用。 

總之，敘說著重於實質的、詮釋的理論面向。一方面寫作者需了解此質

地，以慎選知識表徵。另一方面，此知識表徵最需要將其放在「視寫作為對

話歷程」的脈絡下來看待。因此，其知識的效度，並不是只孤立地看其內容、

更不能單向地以「沒有論述」來評價，而或應立基於「參照」來評價其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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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對話對象（讀者）是誰？其閱讀歷程的影響與作用為何？是否讓厚實

(thickness)的場景能夠重點再現，提供足夠的脈絡線索，供理解與相似地看待，

進而勾引出激發行動或領悟的情感質地？ 

 

模式～不要將結構性解釋錯置成因果性表徵 
 
不論是形式或實質，理論必然包含解釋，解釋形式則至少有：詮釋性

(interpretive)、因果性(causal)、與結構性(structural)等不同形式。因果性解釋

是耳熟能詳的，就不多談。結構性解釋用在功能與模式理論，他不像序列因
果鏈，反而比較像是個由一個中心概念連接向外放射的輪軸所形成的輪子，
或像張每一條線都是構成整體一部份的蜘蛛網。研究者用一組相互關連的假
定、概念和關係，來作結構性解釋，構成了一個相互增強的體系；或者以隱
喻或類比來代替因果陳述，使關係具有意義（朱柔若譯，2000, 頁 105）。 

在臨床研究的雙重視野的三重前進中，研究者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探

索出一組可理解場域混局的解釋形式，以指引行動的前進。這組解釋形式最

常座落的層次，應是在中觀(meso)。這是因為混局總是涉及微觀的個體與鉅觀

的組織現象，採用中觀的理解則能兼顧二者，也方能在微觀層次上介入於思

維與互動，並由此促動鉅觀的現象變遷。 
中觀的解釋形式，則很難不是結構性解釋，而「模式」(model)則或為表

徵出結構性解釋的良好知識表徵形式。這些區辨是重要的，若不明瞭於此，

臨床研究者很有可能會以因果性解釋的知識表徵，錯誤地置放本質上是結構

性解釋的知識。筆者就曾犯過此錯誤， 2001 年筆者投了一篇臨床研究，第一

版論文是以命題(proposition)的因果性解釋之知識表徵方式，來書寫個案中的

發現。其大抵如： 

 
命題 1：重視記錄有助於保存外顯知識，但對內隱知識沒有影響 

命題 2：X 理論的文化假設，將造成組織成員間的不信任，進而影響知識
分享的意願 

命題 3：組織文化制約了激勵與獎酬制度的選擇，進而影響員工知識分享
意願與知識分享推行 

命題 4：偏個人主義的文化假設，使組織成員間互動少、互賴度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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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意願亦隨之減弱 

 
這樣的因果性命題表徵，有兩大問題。第一，當表達成一條一條的獨立

陳述時，每條陳述似乎不太需要作研究就可以知道，喪失了原本具有的啟發

性。第二，這些因果關係本質上是彼此糾纏與互鎖(interlock)的，將其拆解為

獨立陳述，會喪失原本的系統性本質。 
第二版的論文，則以如圖 5 的模式來解釋（王思峰、林于荻、陳禹辰，

2003）。該圖是中觀的，因其涵蓋微觀的行動者隱含行動規則與策略、也涵蓋

鉅觀的組織文化與組織的知識與學習現象，交織成一種微觀與鉅觀彼此交錯

形構出的穩態世界，而該圖乃是將這樣的交錯互動與動態結構，予以表徵成

有次序的解釋模式。亦即，是以整個脈絡的整體結構，來解釋紛亂的各種行

為與現象。 
圖 5 的解釋形式可以再簡約化嗎？答案應該是可以的。Schein(1980)曾創 

知識管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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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公司面
•紀錄可記錄知識，外溢或耗

費資源亦在所不惜(9,18)
•獲取資訊以設計控制機制(19)
•控制機制主要為制度流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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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6,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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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隱知識成效較差
(11,12,14,16,17)

(含產業專業知識、組織
內部運作、 外部接觸與
關係)

文化假定 隱含行動規則 知識分享策略 知識分享行動結果

員工面

•獨立個體、自立更生(12,25,
2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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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14,22,29,30,3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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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潛藏認知或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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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傳授、分享(3, 10, 36, 
40, 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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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金錢(2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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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L5]
[Loop]

弱非正式社會網絡
弱化了分享內隱知識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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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觀層次的結構性解釋模式之示例 

資料來源：王思峰、林于荻、陳禹辰，2003 

 
造了心理契約(psychology contract)的建構，來將「組織與其成員間的多向度關

係」包裹成為某種一致的型態(pattern)，而不同組織可能具有不同的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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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可以簡約化為「某類型心理契約對知識分享的影響」這樣的最簡因果陳

述。然而，問題是：要不要這樣做？為何要這樣做？ 
  筆者當時是有意識地停留在「中程距」的位置(11) ，讓知識概化至可以超

越特定個案，但卻又不會去脈絡的中程距再現(夏林清譯，2000，頁 209)。該

文的讀者有三類：個案公司、非個案公司的實踐者、知識管理領域的學者。

就個案公司而言，心理契約的包裹化會讓其難以將包裹內的東西逐一審視，

概念上這些次向度是常在一起，但不代表實務上他們就是無法分別獨立改變

的，包裹化能協助理解，但卻難以協助行動。就非個案公司的實踐者而言，

圖 5 模式是較具參照效度的：一方面讓厚實的情境能夠再現，提供足夠的脈

絡線索，供理解與相似地看待；另一方面則考量到人類心靈的限制，將場域

概念化到某種抽象程度，並表徵成一種有序的模式形式，以利其理解、參照

與思索。最後，在滿足前兩類讀者的前提下，對知識管理領域的學者，或許

可如此處理：仍把圖 5 視為文章的主體，於結論與討論時，再以心理契約來

簡約化個案現象，並以此為基準，與文獻中其他論述與觀點進行對話：譬如，

用組織文化來探討知識分享是否真的比較具解釋力？其是否只是一種組織文

化與心理契約間相關所造成的虛假關連？改採心理契約的理論框架，是否更

直接、更有效？ 

 
理論視框～突現前後的質變差異 

 
表 2 抽象程度中，由經驗通則到理論體系的立體面向，存在著中繼形式。

學術研究總是累積到一個程度才能有立體面向的跳躍，然而不是所有人都是

天才，是以區辨出這些中繼形式就顯得相當重要。 
中程距理論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中繼形式。中程距理論可以是形式的、也

可以是實質的（朱柔若譯，2000, 頁 95）。然而，如前文分析，由中程距的形

式理論或實質理論，進展到理論體系，並不是一種平面移動的簡單線性歷程，

而相當可能是一種立體的跳躍或突現。然而，這樣的跳躍或突現的關鍵是什

麼呢？或許，我們可以倒過來看：當到了理論體系的境界下，重要的都不是

那些具體數據或顯著與否的關係，而是在於理論體系本身的視角、視域與視

框：要不將理論體系視為研究取向，要不就像秋風掃落葉般地審視社會世界

的方式（朱柔若譯，2000, 頁 109）。也許，存在於跳躍前、跳躍後、突現前、

突現後的是「理論視框」(theoretical frame)的質變差異：一方面能夠區辨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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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理論背後的隱含視框，對其提出質疑與挑戰；另一方面則能開始對「新理

論的可能視框」提出一些論述(discourse)、甚或提出該新視框的可能鷹架

(scaffold)與樣版(template)。因此，本文提議，在朝向建構理論體系的中繼位

置中，或可加上「理論視框」的知識類型，以彰顯出其重要性。 
舉例而言，王思峰等(2006)產出的或乃屬「看待策略形成歷程是什麼、與

不是什麼」理論性視角的論述、以及「如何看待策略形成歷程是什麼」之理

論性鷹架或樣版。李志鴻（2005）所產出的，則或乃為：以「次文化遭逢」

視框來重新看待「組織文化」的理論性視框，以及該視框看待下，而能得到

對組織發展不同作法與諮詢倫理的限制解除的啟發性意涵。 
如前文所論述，理想型臨床研究的雙重視域與三重前進設計，或將對此

特別擅長：場域與領域的不對稱對映、混局的不確定與複雜，都讓研究中容

易出現不肯定或不印證的異常差異、文獻理論與場域現象的差異、不同個案

間的差異。差異引發辯證張力，辯證則可能突現出新舊理論視框的區辨與認

識。因此，臨床研究者或應更加重視臨床研究在貢獻於理論視框方面的潛力，

將「理論視框的論述與樣版」視為組織臨床所生產的重要知識類型，並藉以

有所貢獻於理論體系的累積與突現歷程。 

 
效度 

 
Schein(1987a)於臨床研究專論中亦論及效度，但其較偏重於「資料」的偏

誤與效度。本文的立場則朝向知識創造的生產歷程，偏重於「所創造知識」

的效度上。效度是難以脫離目的，即使是在以測驗來測量變項時，其測量效

度亦是要回頭問「為何要如此測量、測量意圖為何」等問題，才能適當地選

擇效度類別(Cascio, 2005, p.156)。由於臨床研究設計意欲滿足「助人優先、學

術其次」的雙重目的，因此，要評判臨床研究所生產知識的好與壞、優與劣，

其效度的第一層面，需要考慮知識旨趣的議題：為誰生產知識？此知識意欲

與何種讀者對話？是場域系統的守門人？還是領域系統的守門人？其後，才

是效度的第二層面：由於臨床研究可生產出不同質地的知識類別（敘說、模

式、理論視框、理論體系等），不同知識類別各自有其效度標準，故需分別以

各自標準來看待。以下我們將以第一層面為主要探討焦點，第二層面則只約

略帶到。 
如本文一開始引用 Csiksentmihalyi(1988)的創造力理論，知識創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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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存活，需通過領域系統與場域系統的雙重守門機制。臨床研究更是如此，

其具有「助人優先、學術其次」的雙重意圖。因此，臨床研究的第一層效度，

端視守門人的結構而定。大抵上，領域系統守門人主要即為該領域的學術社

群，以同行審查作為守門機制。場域系統守門人包括兩類：當事人、場域讀

者。當事人包含案主與研究者，場域讀者則是那些會因該臨床研究而受益的

場域工作者。 
首先，以當事人的守門機制而言，有兩個對應的效度標準：場域社群效

度、預測實踐效度。當研究者意圖生產出對混局的理解與前進有所助益的知

識時，那麼第一個效度判準或應採 Schön(1983)的肯定(affirmation)邏輯，由場

域系統中的攸關人士來判斷此內隱場域理論之好壞與優劣：行動結果是否令

人滿意、那些人滿意、有多滿意。此判準與其稱為表面效度(face validity)，不

如稱之為「場域社群效度」。畢竟，當事人包含案主與研究者，案主本身就是

複雜的，不同層次的案主其滿意與否的評價系統亦是有所差異的，而且案主

與研究者的評價系統亦可能所有差異。是以，使用社群的語彙，比較不會化

約了這個評價機制的複雜性。 
第二個更高的判準，則為 Schein(1987a)所提議的「預測-實踐效度」，此

預測效度應如圖 2 中所解析的，包含著肯定(affirmation)與印證(confirmation)
兩構面的邏輯：研究者的內隱場域理論，不但要能有行動的滿意結果（肯定

邏輯），也要能通過「以實踐後現象是否符合事前以理論預測的行動序列現象」

這樣的印證邏輯。這樣的效度標準，是比單使用印證邏輯，擁有更多的檢驗

與創造之前進空間：即使預期內、但結果並不完全另人滿意，就需要再朝著

諸如打破預設的方向繼續前進！換著角度而言，臨床研究內嵌著實地測試的

關卡，知識不只要通過印證邏輯，亦要在實際場域中接受各種未知的變異與

挑戰，以求同時通過印證與肯定的兩種邏輯！ 
臨床研究的第二種守門人是那些非當事人的場域專業工作者，故判斷知

識優劣乃立基於「參照」：該知識具備的反映性遷移(reflective transfer)程度

(Argyris & Schön, 1996, p.42)（亦可參前文註 10），故可稱之為「參照效度」。

亦即，研究者是否能如 Lewin 一般「其之所以令人側目，正因其既能緊扣住

具體的情境，又能兼顧科學的普遍性」(夏林清譯，2000，頁 12)。一方面讓

厚實(thickness)的情境能夠再現，提供足夠的線索，供理解與相似地看待；另

一方面則要能考量到人類心靈的限制，將探索概念化到某種抽象程度，以利

理解與推理；三方面卻也要不喪失重脈絡的知識質地，保留住可行動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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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留住激發行動的情感質地。 
臨床研究的第三種守門人則是領域社群之學術同行，故第四個效度或可

稱為「領域社群效度」。學術社群向來有典範與學派的差異，不同典範間難以

共量，不同學派也各有堅持。期刊或多或少會反應出典範與學派的社群邊界，

組織臨床研究不屬於主流的實徵典範，因此臨床研究者或需特別謹慎選擇投

稿的期刊。 
最後，就第二層的效度標準而言，敘說、模式、理論視框、理論體系乃

為不同質地的知識類別，需分別以各自標準來看待。敘說的效度標準大抵如

參照效度中所言，但不同方法仍有所差異，可參考各相關文獻，如：王勇智、

鄧明宇(2003)、張君玫(2000)、Kleiner & Roth(1996)。就模式而言，模式是真

實世界的縮影再現，是抽取了某些特徵或面向所建構的。因此，模式內在的

運作邏輯是否具有一致性與合理性（結構效度）、以及這些內在運作是否有足

夠合理性去產生種種現象的演變與變化（結構複現現象之模擬複現效度），乃

為 模 式 效 度 的 兩 個 重 要 標 準 。 但 不 同 方 法 仍 有 所 差 異 ， 可 參 考 ：

Sterman(2000)、Senge(1990)、夏林清譯（2000）。最後，就理論視框與理論體

系而言，周延性、簡約性、合理與穩固性則為評價理論好壞的常用標準（鄭

伯壎，2005b)。 

 
後記 

 
臨床研究應當能對「建構出更好理論」產生獨特而重要的貢獻。本文以

Edgar Schein 所提議的臨床取向研究為起點，融入 Schön 的行動反映研究，以

理想型的思維方式，嘗試發展出一種雙重視野三重前進的研究設計與程序，

讓研究者能兼顧助人與學術的雙重意圖。也討論了在個案選擇與進入歷程

中，怎樣作才更有機會去創造理論。最後則討論了視寫作為對話歷程、臨床

研究所產生出不同質地的知識類別、以及臨床研究的效度。另外，有幾點需

在此交代： 
1.在臨床研究朝向創造理論之路時，這個旅途還頂辛苦的、頂漫長的。臨

床研究者間以社群或網絡的方式，以個案庫的概念彼此交換與共享個案，讓

個案間的跨脈絡差異來豐富辯證、加快進程，或是一個有效的社群累積機制。 
2.條條大路通羅馬，創造理論的路不只一條。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路，

本文並不嘗試建立「正確的」臨床研究方法，假如本文反而妨礙了創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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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請丟掉它。 
3.臨床研究是否一定要以「顧問」這樣的社會角色進場。應當不是，但這

問題其實頂複雜的，牽涉到專業倫理、也牽涉到方法學。如何進一步地同時

探討角色與倫理的解除與再設定，則或是待努力的方向。 
4.本文所提議的「雙重視野三重前進設計」是否只適用於組織的場域中

呢？應當不是。在本體論上，本文將組織視為一社會技術系統，而不是目標

手段系統。因此，舉凡可在本體論上視為社會技術系統的某種主體，諸如：

課堂的教與學、學校、醫院、非營利團體、社群、有機網絡、團隊、小群體，

甚至大致社會、小致雙人的諮商關係、自我敘事治療等，理論上都應當可試

用此設計。 
5.臨床研究與行動研究有所不同嗎？彼此的關係是什麼？大抵上，行動研

究是個相當範圍廣泛的取向，甚至在台灣也存在著「實徵典範的行動研究」

這樣的詭異組合。在《反映回觀》一書的最後總論中，Schön(夏林清譯，

1991/2003, 頁 404-413)在討論行動反映研究的效度弔詭時，概略地沿著「遠—

近」連續體排列出：保持遠距離的研究者所進行的「純」研究、以及包括參

與行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諮商或諮詢式(consultative)研究、協

同合作性自我研究的三類「介入主義式」研究；以及再外延到夏林清(2004)
在地實踐所形成、姑且稱之為「具政治性、兼具生命方案與社會介入方案的

敘說-反映-實踐式的行動研究」。以此連續體而言，本文所稱的組織臨床研究，

大抵位於諮商或諮詢式研究此處。亦即，本文認為，臨床研究屬於行動研究

的一支，但卻並不是自動等同於所有的行動研究。 
最後，本文成稿至今已是第三版。其間，包括大學部同學、研究生、工

業與組織心理學組同儕、本系同儕都給了相當多的刺激與建議，在此致謝。

其中，要特別感謝夏林清教授與鄭伯壎教授：第一版到第二版的改變動力主

要來自鄭伯壎教授，而夏林清教授的反映則啟人深思。 

 
註釋 

 
（1）本文由第一作者執筆，第二作者參與概念討論，合作完成。 
（2）除 1987 專論外，Schein(1993)批評了工業與組織心理學中的量化測量與統

計顯著分析之傳統典範，尤其是組織文化領域。甚至嚴詞地質疑傳統典範

在生產著既無效度、又沒幫助的知識(produce neither valid knowledge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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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另外，Schein(1995)則小心地站在組織發展領域上，來區辨臨床取

向研究與「實踐者參與於學術目的之行動研究」。但此二文大抵沒超越

1987 專論。 
（3）Donald Schön(1931-1997)為哈佛的哲學博士，1957-63 在產業研究公司

Arthur D. Little, Inc.,創立新產品群與研究發展部門，早期從事研究大抵跟

技術發展與社會改變之關連有關。1972 後至 MIT 任 Ford Professor of 
Urban Studies and Education，1990-92 為 MIT 之 Urban Studies and Planning
系系主任，後即於 MIT 之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學院任教。在 MIT 期

間，與 Chris Argyris 長期合作，並寫出反映實踐者(Schön, 1983)與組織學

習(Argyris & Schön, 1978, 1996)等重要著作(Schön 生平資料來源：Smith, 
2001)。 

（4）本文並不是想貶抑應用研究，事實上，應用研究有其相當重要的理論與實

務貢獻，兩位作者亦常採用。而且，臨床研究亦應是歸類於廣義的應用研

究。 
（5）這邊的「反映」意指一種如鏡像反映(mirroring reflection)般的對話立場與

策略：將言說者的想法，如一面會加工的鏡子一般，將之組織起來，以有

秩序性的組織或形式反射回去；或者，將其背後隱含的一些東西（如預設、

視角、視框），指出來並反射回去等。在紀念 Schön 的文章中可看到(Stivers 
& Schmidt, 2000)，Schön 與人互動時常常使用這樣的對話立場與策略。而

在夏林清的與人互動中，亦是如此。 
（6）舉例而言，第一作者的邏輯則是：偏好長期合作關係、固定的按月報酬、

符合個人價值的案主結構。固定的按月報酬表示一種雙方的承諾，案主應

當相信研究者會長期地作出符合或超出此報酬的貢獻，假如發生「因為這

幾月沒有事需要研究者協助，就為了找事而找事給研究者作」，那麼或透

露出案主視雙方為交換關係的潛在知覺，而這不是研究者所希望建構的關

係。假如發生「因為不確定研究者是否有盡心力，而就為了找事而找事、

或者需要填寫工作誌」，那麼或可能透露出這個對偶關係中潛藏著不信任

或 X 理論，而這也不是研究者所希望建構的關係。第二作者的邏輯則是：

顧問公司能作的不要找我。這個邏輯表達出這樣的訊號：我並不是為了賺

錢而接案、而是為了專業與解決問題的興趣，案主必須尊重顧問、顧問也

會尊重案主。 
（7）如實徵典範就有實徵與後實徵等，實踐典範則有著參與式行動研究、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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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行動認識等。 
（8）雙重視野為 Schön(1983)所創造的概念，其原用法中「雙重」並非指場域

與領域，而是個非特定的指稱，譬如：上而下的計畫為一重視野，看待計

畫以外真實發生了什麼，則為另一重視野；或者，行動中反映(reflection in 
action)為一種即時(in time)的視野，而對行動反映(reflection on action)則是

抽離於即時時幅、暫停於制高點之另一重視野。 
（9）原文為「對某個特定領域的社會關懷」，但究其意，乃應接近於本文所謂

的場域、而非領域，故更改之。 
（10）亦可由此得學習歷史的介紹：

http://io.psy.fju.edu.tw/modules/xoopsfaq/index.php?cat_id=1 。 
（11）中程距理論可以是形式的、也可以是實質的（朱柔若譯，2000, 頁 95）。

一般對中程距的理解偏向於形式的，常意指理論所適用的範圍(boundary)
條件，並常以個案母群的概念來劃分：族群關係理論可應用到那些類別族

群（朱柔若譯，2000, 頁 89），亦即是一種「適用情境範圍」的概念。常

態科學 (normal science)對適用情境範圍的思考邏輯大抵是涵蓋法則

(covering law)之研究設計：先界定母體群，而後抽樣研究，因此抽樣研究

結果大抵是能適用與概化至母體群。然而，在實質的或場域的面向，則或

不應以涵蓋法則(covering law)來思考中程距，而或應如 Argyris 行動科學

(夏林清譯，2000)，使用脈絡(context)的概念來思考之。 
    「脈絡」是一種互為主觀性的產物，一群人面對共同在場的時空中所含涉

的種種事物，進而共同意識到某種脈絡的存在。正由於脈絡帶著這樣的互

為主觀性，即使是共同在場的時空，亦能誘發多層交疊的脈絡知覺，人們

往往要在不同層次脈絡發生衝突時，方能意識到另一層脈絡的存在

(Bateson, 1972；章明儀譯，2003)。Context 的原文包含 Text 與 Con，若

將 Text 譯為「文本」，指涉著人們對人類系統的某種化為言說的理解，

而 Context 則指涉著，人們若要更好的理解，則需注意到與 text 同在(con)
的更大範圍或更追溯來龍去脈的種種，故翻譯為「脈絡」，即包含著時間

與空間的更廣所在之意。 
   脈絡不等於情境。這可由其對立面清楚地了解，脈絡的對立面是「去脈絡」

(de-contextualize)，意指過度化約了社會或人類系統的複雜性與主體性，

而 喪 失 了 其 中 諸 如 發 展 (development) 、 互 鎖 (interlock) 與 相 依

(interdependence)的「脈絡」本質。難道實質理論的抽象化就是去脈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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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不是！概化(generalization)的作用之一是「去情境」，使其適用於更

多情境範圍。但是，去情境不等同於去脈絡。實質理論或場域理論的抽象

化不是「去脈絡」，而是讓其具「反映性遷移」(reflective transfer) 的參

照性概化(Argyris & Schön, 1996, p.42)。而在場域理論中的「中程距」，

是去除某些情境細節的抽象化，但並非去脈絡（夏林清譯，2000，頁 209）。 
     舉例來說，社會學家魯曼的社會系統理論，就是一種「重脈絡、高度概化」

的可適用於廣泛範圍之理論(高宣揚，2002），Argyris & Schön(1978, 1996)
的組織學習理論亦然，而 Schein(1992)非常強調文化基本假定是互鎖的

(interlock)、文化是一種學習與組織發展習習相關，這都說明 Schein 的組

織文化理論體系是一種重脈絡的理論，但這個理論卻又是高度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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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ories from Organization Clin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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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elief of “research is practice, practice is research,” we 

want to discuss subjects about seeing the organization clinical research 
as a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 clinical research seems to have uniqu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building better theories”. Using the 
method of ideal type, and based on the clinical research proposed by 
Edgar Schein and the action-reflection research proposed by Schö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double vision & triple move process design to 
maximize the potential of creating theories under the intention of 
helping clients. We discuss some key issues about how to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of creating theories in the select and entry process.  
Finally, subjects regarding with research validity, writing as dialogue, 
th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category,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organization study, clinical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cas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