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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及其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愈来愈大，
所以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大家研究的热点。

从企业文化的度量方法及典型量表、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实证分析对国外现有研究进行了系统分
析、
归纳与总结，最后对我国企业文化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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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如企业文化的概念、结构、类型等进

学者认为可以根据对企业文化测量因素的

行探讨。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在对企业

不 同 而 采 用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法 （Ｒｏｕｓｓｅａｎ，

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人

文化基本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

。另一些学者则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
１９９０）

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企业文化

现了明显的趋势：一是企业文化的量化研

来进行研究，如 Ｓｉｅｈ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８８）在研

被视为是企业成功进行变革以及使人力资

究；二是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此，

究员工社会化的过程中，先经过深度访谈、

本价值最大化的关键要素，它在企业管理中

本文拟就企业文化的测量及企业文化对企

观察及档案资料对企业文化进行了解，然后

的作用及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已愈来愈大。从

０ 前言

业绩效的影响，对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作一梳

把这些定性资料转化为结构性的量表。

基于能力的观点来看，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

理，并对我国企业文化研究的趋势进行展望，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１９９０）也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研法

于能力，而文化管理是企业核心的管理能力

以期深化对企业文化的量化研究并能有效

对组织文化进行测量研究［４］。就定量测量而

之一；从基于资本的观点分析，企业文化是

地提高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贡献。

言，可以进一步分为类型测量 （ Ｔｙｐｉｎｇ Ｓｕｒ－

继货币资本、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后的企
业的第四资本，文化资本是企业的无形资

１

企业文化的测量

ｖｅｙ） 和特征测量（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两类［５］。前
者指使用标准化工具来判断组织文化的一

产，它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并对企业的人、

随着对企业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

系列类型， 每种类型通常会详细地描述行为

财、物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降低管理成本、

学者开始探讨企业文化测量。下面主要对企

方式和价值观，
通过这类度量，可以判断特定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张德，２００３）；就企业

业文化的测量方法及典型量表进行分析

组织文化属于何种类型。后者是通过评测组

管理发展而言，在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

１．１

企业文化的测量方法

织成员信念和价值观的优劣势来描述组织

理之后，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进入文化管理阶

对企业文化的测量从方法上可以分为

文化的特征，
这类测量，通常要凭借不同维度

段，因此，从这一时期起，企业文化已成为学

定性与定量研究两种。以 Ｓｃｈｅｉｎ （
为代
１９９９）

上的得分来勾勒出组织文化的特征。

术界研究的热点。

表的学者，主张通过访谈、
现场观察等方法进

１．２

典型量表

企 业 文 化 的 概 念 最 早 是 由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行定性测评 。以 Ｑｕｉｎｎ（
１９９１）为代表的学

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测量的标准

（１９７９）提出 ［１］，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在美国学术

者，主张通过量表和问卷进行定量测量［３］。由

也不同。有的学者强调行为标准，有的则强

界引起关注，这一时期主要对企业文化的基

于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各有利弊，所以一些

调价值观标准。对行为标准的测量如 Ｃｏｏｋ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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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

综

述

＆ Ｌａｆｆｅｒｔｙ （１９８９） 提出的组织文化量表 ＯＣＩ

文化差异主要由其习惯所决定。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ｏｓｔ．（１９９７） 的企业文化测量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及 Ｋｉｌｍａｎ ＆

表源

测量 ＣＧ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ａｐ Ｓｕｒｖｅｙ）；对企业价值

Ｌｉｔｗｉｎ ＆ 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６８）、
Ｇｏｒｄｏｎ ＆ Ｃｕｍｍｉｎｓ

（Ｂａｒｎｅｙ， １９８６）。Ｋｏｔｔｅｒ ＆ Ｈｅｓｋｉｔｔ （
１９９２）在

观的测量有 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８３）开发出的企业文化

（１９７９）、
Ｇｏｒｄｏｎ

（１９８８）、
Ｐｅｔｅｒｓ ＆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

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年期间对美国 ２２ 个行业 ７２ 家

测 量 ＣＣＳ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以 及

（１９８２）、
Ｒｏｂｂｉｎｓ

（１９９０）、
Ｒｏｓｓｉｔｅｒ （１９８９）、
Ｂｅｔ－

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状况进行了深入研

Ｓａｓｈｋｉｎ（１９８４）组织信仰量表 ＯＢＱ（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ｎｇｅｒ （１９８９）、
Ａｌｌｅｎ ＆ Ｄｙｅｒ （１９８０） 及 Ｄｅｎｉｓｏｎ

究，他们发现，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有着重

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等 。

（１９９０） 等人的研究，企业文化共被分为 １１４

大的作用［１５］。凡是具有重视所有关键管理要

个维度，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ｏｓｔ 把这些研究加以整合，

素（消费者要素、股东要素、企业员工要素）、

在企业文化的量化测量中，比较有影响

［９］

效是与鼓励创新与柔性的企业文化相关

提出 １５ 个维度，即冲突的解决、文化管理、

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艺术的公司，其经

顾客导向、部署变革、员工参与、目标清晰、

营业绩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

献回顾和实证研究构建的组织文化测评工

人力资源导向、组织认同、关注权力、管理方

的公司。在 １１ 年的考察期中，
前者总收入平

具 ＯＣＡＩ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式、关注组织、组织整合、绩效导向、薪酬导

均增长 ６８２％．后者则仅达 １６６％；企业员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７］，

向、任务结构，并从 １２５ 个题项中选出 ９７ 个

增长前者为 ２８２％．后者为 ３６％；公司股票价

量工具，它是在竞争价值框架 ＣＶＦ（Ｃｏｍｐｅｔ－

做为量表源。由于这个量表源是对许多学者

格前者增长 ９０１％，后者为 ７４％；公司净收入

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基础上开发出的。

成果的一个整合，所以成为对企业文化进行

前者增长为 ７５６％，后者仅为 １％。他们同时

ＣＶＦ 由柔性—控制、关注内部—关注外部两

测量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预言，在下个 １０ 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

个成对维度构成，从而把组织文化划分为宗

２

力的量表包括以下几种：
Ｑｕｉｎｎ ＆Ｃａｍｅｒｏｎ（
１９９８）通过大量的文

、活力（ａｄｈｏｃｒａｃｙ）
、市场（ｍａｒｋｅｔ）及
族（
ｃｌａｎ）
层级（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４ 种类型。ＯＣＡＩ 从影响组织
绩效的因素中提炼出 ６ 个方面来评价组织
文化：主导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
聚力、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共有 ２４ 个测量
项目。这一测评工具对组织文化的诊断和变
革，很具实用价值。
Ｄｅｎｉｓｏｎ （１９９５） 的组织文化测量量表［８］。
Ｄｅｎｉｓｏｎ 构建了一个能够描述有效组织的文

企业文化与绩效的关系

２．１

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Ｄｅｎｉｓｏｎ（１９９０）通
过实证证明员工参与程度高的企业文化与

理论分析

企业绩效正相关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企业文化与企业

（
１９９１）通过实证的方法，以 ３３４ 家研究机构

。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６］

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８６）

为样本，研究了文化一致性、文化力和文化

提出了组织文化要成为企业维持竞争优势

类型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的源泉，必须满足 ３ 个条件：第一，文化必须

（
、
１９９８）
Ｑｕｉｎｎ（
１９９１）及 Ｓｃｈｅｉｎ（
１９９６）也都曾

对企业是有价值的；第二，文化必须是企业

指出企业文化是 ２１ 世纪企业提高绩效的最

所特有的；第三，文化必须是很难被模仿的

有效的方法之一。

。Ｂｅｓａｎｋｏ（１９９６）等人研究指出企业文化创

［１０］

第一，
文化简化了信息
造价值的 ３ 条途径［１１］：

。 Ｈｏｗａｒｄ

［１７］

企业文化也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提高，
当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发生变化时， 文化的不

化特质的理论模型 ＴＭＣ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处理， 允许个人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ｉｔｓ）。ＴＭＣＴ 由内部整合—外部

可管理性使之成为一种惯性或者阻碍变化

日常的工作；第二， 文化补充了正式控制制

适应、变化—稳定两个成对维度构成，从而

的来源。此时，文化也可能达不到预期要求，

度，减少了企业中监督个人的成本；第三， 文

把组织文化特质划分为适应性（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

并对企业业绩起到消极作用 （
Ｋｅｔ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化促进合作并减少讨价还价， 因为文化可以

使命（
ｍｉｓｓｉｏｎ）、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参
ｔｙ）、

＆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８６）［１８］。而被 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

影响企业中个人的偏好， 使员工趋向共同的

与（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４ 种类型，其中每个文化特

（１９８２）认为有些卓越的企业之所以未能保持

目标，从而降低了讨价还价成本， 并促进了

质对应着 ３ 个子维度，每个子维度由 ５ 个题

卓越，就是因为这些企业不能与时俱进，或

更多协作行为的产生与发展。企业文化对企

者说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及他们过去的成功

项来测量，整个测量体系共包括 ６０ 个题项。

业绩效的影响力可以分为 ３ 个维度（
Ｋｉｌｍａｎ

阻碍了他们快速并成功地适应新环境

ＴＭＣＴ 得到较广泛的认可，但由于 ４ 种文化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１２］：第一是指文化的方向性，是指

特质概念之间的相关性很高，说明各特质之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１９９７）。这就要求我们用动态的

文化影响组织运作方向的正确程度；第二是

观点对待企业文化，以确保企业文化对企业

间的区分效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文化的渗透性， 是指文化被组织成员所共有

的现在及将来的成功都能起到促进作用。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９０）量表。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在研究国

１７６

务绩效联系在一起 ，认为持续增长的财务绩

Ｓａｘｔｏｎ（１９８３）用来测量行为方式的文化差异

［６］

。根据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７２）、
Ｌｉｋｅｒｔ（１９６７）、

Ｓｌｏａｎｅ， ２００２）［１４］。更多学者把企业文化与财

的程度；
第三是文化的强度，是指组织成员对

家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对组织文化的测量研

文化信守的程度。

究。她认为组织文化由价值观和习惯两个层

２．２

３ 研究展望

实证分析

综观国外学术界 ２０ 多年来，尤其是近

面组成，其中价值观层居于内核，由安全需

无论企业的大小，无论是何种行业，也

要、关注工作和权力需求 ３ 个维度构成；而

不管企业成立时间的长短，企业文化都会从

企业绩效的影响等方面的广泛而深入的研

习惯层则由过程导向—结果导向、员工导

多方面影响企业绩效（Ｆｉｓｈｅｒ ＆ Ａｌｆｏｒｄ，
２０００）

究，对我国企业文化研究具有很大启迪作

向—工作导向、狭隘型—职业型、信息系统

［１３］

用，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的开放型—封闭型、宽松控制—严格控制、

度及创新。组织对员工的支持会对员工的工

３．１

规范型—务实型 ６ 个维度构成。不同组织间

作满意度及离职产生影响（
Ａｉｋｅｎ，
Ｃｌａｒｋｅ，
＆

实证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包括财务绩效、顾客满意度、员工的满意

１０ 多年来对企业文化的测量及企业文化对

构建本土化的企业文化度量量表，强化

综 述

尽管国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相当广泛，

［２］Ｓｃｈｅｉｎ，Ｅ．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ｕ－

但大多是定性的研究， 在为数不多的量化研

ｉｄｅ：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 ａｂｏｕ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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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文化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而且国
外量表中诸多题项难以找到准确的中文释
义，而与西方社会文化环境有高度的语意相
关性［１９］，因此开发信度与效度指标好且具有
普适性的本土化企业文化量表显得尤为迫
切和必要，而相关的本土化的企业文化度量
量表的开发，又会促进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文
化进行规范化的实证研究。
深化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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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也存在诸多局限性。①研究重点关注了企
业文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忽略了对企
业文化与顾客满意度，员工工作满意度，员
工的组织承诺，企业创新等企业绩效因素的
影响；②在研究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上，往往关注直接影响结果，而对于企业文
化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却常常做暗
箱处理；③缺乏就不同企业文化类型对企业
绩效影响的分类研究。据此，在今后的研究
中，除了继续深化企业文化与企业财务绩效
关系的研究之外，更应当关注企业文化对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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