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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管理系統改版之組織運作條件介紹
◎楊沛昇 編譯

當組織開始審視
國
際標準草案
，組織將會開始注意到數種詞彙的改
變，首先想到的問題是：新的詞彙是否暗
示著新的或是不同的要求?或只是將相同的
要求包裝成不同的詞彙？想必以上兩者情
形都有。
假如一個完全理解並運作執行
的組織，在
改版至
版時，理應受到最小衝擊的這一點是
可以進行討論的，無論如何，對於
所
聚焦的要點與
版是有明顯的差異，草
案中的條文 說明了一種新概念「組織所
處環境
」，
組織所處環境是關注於了解組織運作條件
，
在草案中包含了四項子條文來詳細說明何
謂「環境
」。
本文將探討
中
的條文 ，下文中以粗體表示的句子明白指
出了或許可以協助組織準備轉換至改版後
標準的要點。

在「組織所處環境」背後所代表的涵
義是組織必須全心全意探討並了解組織運
作時的內部與外部條件，這與足球競賽相
似，球隊要了解競賽的規則、賽場上的本
質與本身和對手的優勢與弱點。
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但實際上，這
是企業持續面對的挑戰。在當今世界，組
織必須了解周遭的所有化變，在
中正式
承認這項需求，可以視為在思維上的顯著進
步。
條文
要求組織要：「…決定外部與
內部相關於組織之目的、策略方向與影響組
織達到其品質管理系統之預期結果能力的問
題。」

這項要求就是決定內部與外部問題但
要用有效的方式來完成，而組織就必須先
了解其本身的策略方向。
很難想像有多少組織的策略缺少一致
性與明確方向，一直也都會有問題來影響
組織的策略方向，所以必須決定有那些問
題，並計畫要使用的知識與方法，某些或
全部的問題將影響品質管理系統
的有效性與效
率，所以了解這些問題是改善
的潛在
重要輸入。
早期版本幾乎沒有提到這些
想法，組織面對
條文
的問題是在決
定「…決定外部正內部相關於組織目的、
策略方向與影響組織達到其品質管理系統
之預期結果能力的問題。」要做到多少。
請留意：這是組織的責任且做這些決定
的 特 權 並 不 屬 於 外 部 稽 核 人 員 (external
auditors)。
條文
的標題使用了兩個以上的新詞
彙如下：利害關係方
的
需求與期望
，早
期版本的
要求定義出客戶要求但
未使用「利害關係方」或「需求與期望」。
條文
的內容將決定與
相關之
利害關係方與要求的意圖清楚說明，組織
必須決定那些利害關係方是相關的與它們
的要求。
在大部分的情況中，客戶的需求與
期望是最重要的，但其它的利害關係方可
能包含了立法機關、供應商甚至是社會大
眾，特別是假如組織產品與環境影響有關
時。
在任何情況下，最好時時留意客戶。
在附錄
中列出了品質管理原則
，
而客戶關注則列為第一項：
．說明：品質管理首要聚焦於符合客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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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致力於超出客戶所期望的。
．解釋：當組織吸引並擁有客戶與其它利
害關係方的信心時即可達到永續成功。
與客戶互動的每一個環結都提供了產生
更多價值給客戶的機會，了解現客戶與
利害關係方在目前與未來的需求有助於
組織的永續成功。
請銘記於心
的範圍也關注於持續
符合客戶與法規要求和系統改進，別讓新
版擴大的概念轉移了對客戶的關注，最終
組織決定利害關係方包含那些人、單位與
組織。

值得一提的是
早期版本也許
避免使用領導力
，因為許多組織
對它感覺較少。無論如何，
則不再迴避這一用語。
當草案持續使用如「最高管理階層
」一詞，重點已轉移至
對領導力的展示，領導力是
附錄 中
所列七項品質管理原則中的另一項：
．說明：在所有各階層的領導力建立了目
的與方向的一致，且創造所僱用之人員
達成組織品質目標的條件。
．解釋：目的、方向與僱用之一致性的產
生可使一個組織調整其策略、政策、過
程與資源以達成目標。
展示領導力的要求是什麼？最高管
理階層應參考條文5.1.1中所列的十一項要
求。這些要求包括諸如過程方法
、持續改善、目標設定並對系
統有效性負責的推廣活動。

在發展與調整
中應用過程方法已
經相當普遍，
中的第四點說明了這個
主題：
．說明：當被了解並被管理的活動如同作
為統一系統之功能的相關過程使一致且
可預期的結果能被更有效地、更有效率
地達成。
．解釋：
是由相關過程組成，了解此

系統所產生的結果，包含過程、資源、
控制與相互影響，讓組織能將其表現最
佳化。
如同
與
所做的，
繼續要求組織完成相關於其
過
程的特定事項，它們必須定義系統的過程
與過程之間的相互影響、運作所需要的資
源、控制、監控、量測並持續改善這些過
程。
被充分地文件化與定義過程，常常運
行數年但未被真正的改善與改變，當發生
這種情況時，組織將一直處於流失其競爭
力的危險中。
發生這種情況的理由之一是管理人員
無法完全參與過程，儘管有要
求持續地管理、量測、分析資料與改善過
程。
正確地使用過程方法可使品質更加
卓越，這邊的關鍵是「管理」一詞，在過
去，組織常常使用流程圖
以了
解它們的過程，但未真正定義如何管理、
控制、監控、量測與改善過程。
只有流程圖無法做到所有的事，過程
是完成事物的路徑，是產生附加價值的轉
換，也是建立、控制且一致的工作路徑，
過程管理的先決條件就是減少變異產生。
當有效地執行過程時，過程管理可以
為改善品質與生產力提供許多貢獻，某些
人可能對管理過程是管理人員的首要職責
提出質疑，但這並非完全正確。
過程比人員重要嗎？最終，組織無非
是過程與其相關資源，人員即是相關資源
的其中之一，如此讓人員顯得不是那麼重
要。
事實上無論如何，預期認為誰在過程
中如同資源般工作的老闆來定義過程?過程
管理比領導人員更重要？最終，仍是由人
員製造、量測、控制並改善組織的過程。
因為是由人員制定工作過程並決定他
們如何工作，讓人員完全投入工作並使他
們參與用於改善的過程管理行動是非常重
要的。
有能力並受訓過的人員易於接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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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讓這些人員參與過程開發，了解量測
與改善是讓過程管理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過程中工作的人員應與過程的輸出
對像（如客戶）溝通以定義出過程的輸出
為何，使其同意量測什麼與如何量測，並
設定這些輸出的目標。同樣地，他們應與
其過程的輸入方（如供應方）溝通以定義
出過程需要什麼以決定如何量測這些輸入
並設定它們的目標，應收集定性與定量的
客戶回饋。
必須改變工作人員在過程中工作與管
理人員在過程上工作的態度，這個改變是
讓最貼近過程工作的人員發現可被結合或
被消除之重複或無附加價值的作業，這些
貼近過程工作的人員在避免浪費上是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
假如在過程中工作應是由執行過程人
員的工作，那例如管理人員、過程工程師
與品質工程師要做什麼？
．他們要推動、教導與監控。
．他們要確保人員在正確的過程改善中工
作。
．他們要藉由不斷地溝通現在的目標與進
度來展現他們的領導力。
．他們要創造並維持人員能全力投入達到
組織目標的環境。
人員參與原則位在
中的第三點：
．說明：所有員人在產生價值上能勝任、
被授權並從事於此，對組織是不可或
缺的。組織上下全部人員都能勝任、被
授權並從事於此將可增加創造價值的能
力。
．解釋：管理組織的有效性與效率，讓所
有階層人員都參與並尊重個人是非常重
要的。技術與知識的承認、授權與加強
促使人員的僱用以達到組織目標。
優秀的領導人員會鼓勵參與和創新，
他們要確認每個人都在其職並參與改善，
他們必須聆聽並考慮創造新思維，優秀的
領導人員必須確保這些好的想法是聚焦於
組織目標以使目標溶入於改善有效性與效
率之過程的改變中。
在理想的過程中，少數獨立變數是可

以被量測與控制的以控制輸出的表現變異
。
至少有兩項原因讓管理過程相互影響
不相同，第一點，過程相互影響是自我顯
露出來的，第二點是複雜度的問題，複雜
度隨過程相互影響數目的增加而增加。
相互影響增加的數目比過程的數目
快，假如有三個過程，而兩兩過程相互影
響則有三個相互影響，假如有四個過程，
則會有六個相互影響，有五個過程則有十
個相互影響，以此類推。在任兩個過程中
的相互影響也常常超過一個，則會使相互
影響更加不易了解。
所有這樣的複雜度趨向於從影響分離
出原因，換句話說，在系統一部分中的活
動在系統其它部分的可有劇大的影響，而
這些影響常常在採取行動很久後產生。
有一個可能的例子：一項品質改善建
議被系統所否定，但最後幫助達成去年成
本降低的財務目標，可是由此而造成今年
的保養成本歸咎於此。
在這個例子中，管理系統中的不同部
分以不同與意料外的方式相互影響，你建
議一項對品質的改善，但財務人員認為太
過昂貴，設計與工廠工程師一起想出來一
個替代方案以降低成本但有顯著風險。不
知為何，你未參與最終方案，而上述的零
件成本減少也漸漸被人遺忘，但系統仍持
續追蹤這個項目。
重點是假如管理人員在此情況中將業
務視為一個系統，則他們將找尋最佳整體
結果，非獲得短期利益並希望未來不發生
問題。
當關注於過程上時，會傾向於注意到
細節。重要的是了解整個系統如何運作，
而非探究直接因果關係。
要帶領所有人員進行改善，管理人員
必須了解假如未協調好過程改變將會造成
何種影響，過程中的人員通常很難發展出
鴻觀的理解但鴻觀的協調工作可使系統管
理產生作用。
舉例來說，需要注意成本降低、品質
改善與會計過程之間的相互關係。某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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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以鴻觀的角度來思考包括：
．當人們進行過程改善時，管理人員的工
作就是確認有考慮到其它過程與相互影
響。
．全盤思考並了解系統中的不同過程如何
共同運作以達成組織的目標，組織只有
一個管理系統，但這個系統有許多不同
部分，包括用以管理如財務、投資者關
係與品質等原則的過程，系統的所有部
分必須一起運作以產出結果。
．由當完成過程與產品改變時被影響人員
進行嚴格的審查。
所有這些活動需要時間與嫻熟的領導
技巧，許多管理人員更適於改善他們自己
的工作，解決問題與完成改善是他們工作
中有趣的部分。關鍵是領導人員必須關注
於讓所有人一起參與。
管理人員必須學習樂於見到團隊成員
成功地完成讓組織更好的創新變革，所有
改變皆是由人們所造成。

當組織評估與決定如何對應在其
所要求如「組織所處環境」與「利害關係
方的需求與期望」等概念時，伴隨的當務
之急就是整合這些要求至組織的任務、願
景與策略計畫中。

圖 說明了
如何建構於組織的願
景、任務與目標上，且
必須不只相容
於這些項目還要支援它們的達成。只有假
如
是達成組織之願景、任務與目標的
重要元素與促成原因，才是確實的
。

本文粗略地說明蘊含於
之部分概念的表面意涵與意圖，對
於部分組織僅將新內容視為與
不同的要求，而其它組織，新內容
將要求周全的關注。
組織應該謹慎思考
的用字遣詞且
更重要的是了解其意圖，最關鍵的是思考
可有效地促進達成組織願景、任務與目標
之過程的改善。
不只是針對品質，亦是組織管理
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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