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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迄今为止 ,关于战略变革的研究虽然在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 ,但在国内却非常鲜见 , 大多为一些定性的

研究。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在战略变革的定义与测量方法论上储备不足。本文首先从战略的定义

源头谈起 , 讨论了战略变革的内涵;在此基础上 ,本文继续总结了国内外目前战略管理测量的四个角度与四

种测量方法 , 最后提出了战略变革测量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方法论;战略变革;编码;调查者推断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以国际上著名战略管理期刊《S trategicM an-

agement Journa l》的创刊时间 1980年为标志 ,迄今

为止 ,战略管理学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

的学科 。而国内最近两年来在重要的管理学期刊

中 ,关于战略管理的文章也大量涌现 (许德音和

周长辉 , 2004)
[ 1]

。但作为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

分支 ,战略变革却很少在国内的管理学刊物中所

见到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究其原因 ,主要是

国内管理学界对战略变革的内涵 、方法论上还没

有做好充分的储备。

在这里要明确一点 ,研究方法论不是具体的

研究方法。所谓方法论 ,是指对给定领域中进行

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而方法 ,是指用于完成

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 、工具或程序 (埃思里

奇 , 1998)
[ 2]

。本文旨在对国内外企业战略变革

的测量方法论进行研究 ,并分析企业战略变革的

研究在中国应该如何进行 。

1　战略变革的内涵

企业战略变革 ,顾名思义 ,是指企业战略的改

变 。要探讨战略变革的涵义 ,必须对战略的定义

进行一下归纳。那么 ,何谓企业战略 

“战略”最先起源于古希腊语中 “ strategos”一

词 ,意思是 “综合管理的艺术” 。而后来该词义又

于上个世纪 50年代被哈佛商学院的同事们引进

了组织理论 。当时 ,哈佛学派对于企业战略的看

法是 ,战略是一种标准化的 、是一种被看作 “势 ”

的艺术 ,即能够融合各种复杂的决策而使企业获

得在形势上 有利的艺术 (Ande rew s, e.t a l,

1965)
[ 3]

。而 Chand le r(1962)把战略看作一种描

述性的概念 ,意思是 “能够达到企业长期目标或

目的的一种决定因素。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企业

必须采取必要行动 ,同时在企业内部合理地分配

资源”
[ 4]

。因此 ,在 Chandler(1962)的定义中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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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既包括了企业要实现的目标 ,也包括了达到目

标的手段。而最近 ,西方管理学者主要通过两分

法来定义战略 。战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战略形

成 (fo rmu lation)与战略执行 (implementa tion)。前

者是指企业决策者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一个决策

选择过程 ,而后者是指在战略的具体执行时 ,由于

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战略的最后结果往往与

最初的设想有很大偏差。M intzbe rg(1978)更把

战略进行了具体的细分 ,企业最初设想的 、经过详

细筹划的战略称为 “意图型战略 ( intended stra te-

gy)”,而这种战略可能在执行中发生偏差 ,一部

分最初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 这部分战略称为

“深思熟虑型战略 (de libe ra te strategy)”。而另一

部分没有实现最初战略目标的战略 ,称为 “未实

现战略 (unrea lized strategy)”。而对于足以导致

偏差的部分 ———企业可能最初没有想到 、但后来

却以结果的形式表现出来 ,称为 “应急型战略 ”

(emergent strategy)。而 “深思熟虑型战略 ”与 “应

急型战略 ”共同构成了 “已实现战略 ( realized

strategy)”
[ 5]

。以下是 M intzberg(1978)的分类图:

到目前为止 ,经过近 50年的发展 ,随着理论

体系与方法论的逐步完善 ,战略的概念也相对比

较成熟 。这为我们定义战略变革的内涵奠定了理

论上的基础 。

“战略变革”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从以上

关于战略定义的文献中 ,我们可以看出 ,战略变革

与企业的复杂决策有关;而且根据 Chandle r关于

战略的定义 ,战略变革既包括企业目标的改变 ,也

包括了执行手段的改变。该改变过程不仅在战略

的形成阶段就已经发生 ,而且在战略的执行阶段

也会持续地发生。M inztberg所定义的各种战略

类型正是战略变革含义的真实写照。概括起来 ,

战略变革包括以下内容:

1. 1　战略变革与企业内外部环境有关

战略变革的发生 ,是受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所推动的 。企业内部的环境包括企业的组织结

构 (M iller, 1994a)
[ 6]

、企业文化 (Ruelf, 1997)
[ 7]

、

企业家或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 (H ambrick,

1979)
[ 8]

、企业规模 (Hannan ＆ Freeman, 1977,

1984)
[ 9] [ 10]

、企业年龄(Hannan＆ Freem an, 1977,

1984)
[ 9] [ 10]

、企业成长历史 (Boeke r, 1989)
[ 11]
等 ,

而外部环境包括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稳定程度

(M ille r, 1994b)
[ 12]

、市场竞争激烈程度 (M ille r,

1994b)
[ 12]

、国家或当地政策或法律法规的变动

(Rue lf, 1997)
[ 7]
等 ,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战略变

革的发生。

1. 2战略变革的效果

战略变革是否就一定能够导致企业绩效的改

善呢  答案是不确定的。有的学者认为战略变革

是有益的 ,国内的所有学者 (陈传明 , 2002;路风 ,

2002;程向南等 , 2003)
[ 13] [ 14] [ 15]

、国外的很多学者

(Chand ler, 1962, Chandler, 1977)都持这种观

点
[ 4] [ 16]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频繁的战略变革对

于企业绩效有害无益 ,尤其是对于企业年龄非常

小的企业而言 (Hannan＆ Freeman, 1984)
[ 10]

。战

略变革之所以发生这种结果 ,我们可以引用 M int-

zberg(1978)关于战略分类的理论来解释
[ 5]

。当

战略形成后 ,战略在执行的过程中 ,势必受到企业

内外部环境的影响 ,因此战略变革的结果是不确

定的。目前 ,国内企业界虽然认为战略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概念 ,但是却非常不认可理论界关于战

略管理的研究 ,并认为战略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概

念 。国内企业界的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

一定的解释 。

1. 3　战略变革涉及到资源的重新再分配

战略变革与资源分配有关 ,这一点我们可以

从 Chandler(1962)对于 “战略 ”的定义中推断出

来
[ 4]

。战略变革首先涉及到组织结构的调整。

M ille r(1994a)认为 ,不同类型的战略对应不同的

组织结构 ,比如成本领先型战略需要机械型组织

相匹配 ,而有机型组织适合追求柔性战略或者追

求特色战略 (differentiation)的企业
[ 6]

。这个观点

与 Chandler于 1962年所提出的 “结构追随战略 ”

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
[ 4]

。战略变革其次涉及到

人力资源的巨大调整。按照波特的三分法 ,成本

领先的战略追求成本控制 ,那么必然需要精通成

本控制的人才来执行这一战略 ,因此 ,财务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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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受企业的青睐 。战略变革也涉及到物力资源或

财务资源的调整。比如为了执行某一战略 ,必然

需要一定的人 、财 、物的支持。

2　战略变革测量的角度与方法

2. 1　战略变革测量(measurement)的角度

在明确了战略变革的框架后 ,那么如何测量

战略变革  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两

位教授 Rajagopa lan＆ Sp re itze r(1996)的贡献值得

一提。他们在《管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战略变

革:多视角研究与一个综合框架》一文提出了战

略变革测量的角度 ,而该文也成为战略变革管理

学文献中的一篇标志性的代表作 ,并成为该领域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之一
[ 17]

。在文章中 ,这两

位作者认为战略变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2. 1. 1　战略变革发生的可能性

该方面的文献重点研究当企业内外部的环境

发生变化时 ,企业战略变革发生的可能性会发生

变化。 Hannan＆ Freeman(1984)用公式来说明了

战略变革发生的可能性与组织结构的惰性 ( iner-

tia)有关
[ 10]

;Ruelf(1997)等学者研究了美国航空

业于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叶解除管制后 ,国家政策

或法律法规的变化影响战略变革发生的可

能性
[ 7]

。

2. 1. 2　战略变革内容上的变化

内容上的变化主要指战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

另一种形式 。一些学者针对特定的产业 ,比如教

育产业 ,来谈战略变革内容上的变化。 Zajac＆

K aa rtz(1993)以美国的大学为例 ,研究了大学教

育的课程设计 、专业设置的变化与大学规模 、年

龄 、学生入学率的关系 。这里学科课程的变化 、理

科专业与人文学科设置的变化即是表示战略变革

的测量变量
[ 18]

。

2. 1. 3　战略变革力度的变化

该视角首先对战略进行分类 ,然后 ,再对各战

略在相隔一定的时间段后 ,企业重视程度之差来

表示战略变革的力度。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者对

于企业战略做了多种分类 ,如波特 (1980)把战略

分为成本领先 、差异化 、目标集聚三种形式
[ 19]

,

M iles＆ Snow(1978)把战略分为先知先觉者 (pro-

spector)、先知后觉者 (analyze r)、后知后觉者

(denfender)、反应者 (reactor)四种战略形式
[ 20]

。

而 Maidique＆ Patch(1982)也把企业战略分为领

先 (firstmover)战略 、低成本战略 ( low - cost pro-

ducer)、追随 (second mover)战略 、利基(niche)①

战略四种形式。在对这些战略进行分类的基础

上 ,然后求出这些战略企业重视程度的差异 ,以此

来表示企业战略变革
[ 21]

。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 Boeke r(1989)以美国硅

谷的 30个半导企业为例 ,并引用了 M aidique＆

Patch的战略分类 ,在此基础上 ,研究了这些企业

战略类型在企业创立与目前阶段企业分别重视程

度的差异 ,来表示战略变革
[ 11]

。

2. 1. 4　战略变革持续的时间

该视角认为 ,企业战略变革的时间有长有短 ,

若战略转变发生的时间很长 ,则战略变革发生很

困难;若时间很短 ,表明很容易发生战略变革。

G insberg(1990)研究了美国的各大医院在美国联

邦法案撤消了美国原先各医院的垄断地位后 ,如

何从非利润型组织转变成利润型组织。在这里 ,

该转变过程发生的时间长短表示了战略变革的

大小
[ 22]

。

2. 2　战略变革测量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理论学界主要用以下四

种方法来测量战略变革:

2. 2. 1　编码 (coding)的方法　

该方法是专门对二手资料进行的研究 ,这是

研究战略变革的常用方法 。二手资料专门指国家

或政府出版物 、新闻机构的出版物 、图书馆文献 、

企业公开的经过许可而使用的内部资料等 。使用

该方法时 ,首先组成不超过 5个人的团队:1个主

持人 , 3 -4个参与人 。首先 ,在主持人的指导下 ,

其它人员参与 ,参考国外文献 ,针对二手资料的具

体情况 ,进行编码 ,制定结构式 (structural)问卷或

半结构式 (sem i - struc tura l)问卷;其次由参与人

对二手资料的叙述情况 ,填写已经制定的问卷。

但要注意 ,为了保证参与人填写问卷的信度(reli-

① 利基战略是指企业针对特定的目标市场 ,以特定的技术 、产品与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该战略一般适用于企业实力不是特别强大

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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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即保证问卷人填写问卷主观态度的一致

性 ,必须计算问卷人之间的主观态度稳定性 ( inter

- rater re liability)。

国外学者很早就进行了此类的研究 。M iller

(1994b)针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说法语的企业 ,

专门应用加拿大权威的出版物 ,指导自己的三个

博士研究生 ,研究了当企业成功之后企业 “惰性 ”

的演变 ,在 “惰性 ”变化的过程中 ,企业战略很难

发生变革
[ 12]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该方面的尝试

(贾良定等 , 2004)
[ 23]

。

该方法最大的优势是成本低 ,简单易行。实

行该方法只要有一个团队与几本权威的二手出版

物 ,就可以运用该方法。但该方法对研究团队的

素质与二手资料的权威性要求比较高 ,受研究者

的主观性的偏见影响非常大 。而且 ,该方法仅仅

对特定的对象 、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研究 ,所以缺

乏外部效度 (ex te rnal validity),即很难把该研究的

结果推广到普通总体。比如贾良定等的研究 ,仅

仅对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研究 ,而

如果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而言 ,则未必适用。

2. 2. 2　调查者推断 ( investigator inference)的方

法　

该方法与方法 (1)的相同之处在于 ,两者都

是采用基于研究者本人的判断而对战略变革进行

打分。不同之处在于 ,该方法主要是研究者利用

一手资料进行的研究。在操作时 ,研究者首先对

企业适用的战略类型进行分类 ,然后与企业的高

层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访谈 。根据高管人员的

回答 ,研究者就可以推断企业所采用的战略类型 ,

进而对企业战略变革进行研究 。

本方法被案例研究的人所广泛采用 ,比如

E isenhard t(1989)以四个电子企业作为案例 ,最终

归纳出了这些企业所采用的战略类型 。该方法的

最大优势在于研究者比除高管人员之外的大多数

人都了解企业的情况 ,而且 ,结合一个研究的理论

框架 ,研究者能够非常客观地看问题
[ 24]

。该方法

最大的缺陷是研究时所使用的样本往往很少 ,而

调查者很难深入到企业内部的决策 ,大多只能依

靠猜测 。

2. 2. 3被调查者自我打分 (self - typing)的方法　

克服第一种方法缺陷的另一种方法是让被调

查企业的管理者来对该企业的战略变革进行打

分 。该方法主要是应用第一手资料进行打分。前

提是该方法必须让管理者具备研究者关于战略变

革分类的定义与知识 。该方法实际上可以应用调

查量表的形式来进行。国外学者认为 ,应用第一

手资料 ,主要有三种方法:访谈 (in te rv iew)、观察

(observa tion)与量表调查 (questionna ire)。被调

查者自我打分(self - typing)的方法主要是指第三

种方法 (Co llis＆ Hussey, 2003)
[ 25]

。实行该方法

时 ,首先需要被调查者理解关于战略分类的知识 ,

然后由其对被调查企业进行打分 ,其方法与一般

的量表调查无异 。

M iles＆ Snow＆Co lem an＆ co leman (1978)应

用 M iles＆ Snow (1978)战略类型的四分类方

法
[ 20]

,在一项 27个食品加工与 27个电子公司的

研究中 ,首先进行一次访谈 ,向这些企业的高层管

理者介绍了这四种战略类型 ,然后再对这些战略

类型之间的变化进行研究
[ 26]

。而 Snow＆H rebin-

iak(1980)是在一个邮寄的量表调查中 ,附带了一

份关于 M iles＆ Snow的四分法的说明资料 ,而以

此对战略变革进行研究。但是 ,有一点要说明 ,在

对战略类型的事先说明资料中 ,不能表示以先知

先觉者 、先知后觉者 、后知后觉者 、不知不觉者术

语的形式 ,而要经过设计的 、通俗易懂的方式
[ 27]

。

而 Boeker(1989)以美国硅谷 20个半导体企业的

例子研究战略变革时 ,也采用了该钟方法。他首

先对战略的类型进行研究 ,先后参考了 M iles＆

Snow(1978)的四分法
[ 20]

、Po rte r(1980)的三分

法
[ 19]

、M aidique＆Patch(1982)的战略四分法
[ 21]

,

最后采纳了 Maidique＆ Pa tch的方法 。然后由这

20个企业的经理人员对企业的战略类型采用百

分制的方法进行打分 。首先回忆企业最初创立时

的企业战略偏重程度 ,然后在思考企业目前的战

略偏重程度 ,再用各种战略类型的前后相减所得

到的差值来表示战略变革的大小
[ 11]

。

该方法最大的优势是克服了编码 (coding)方

法的缺陷 ,能够结合大量样本进行说明 ,因此结果

的精确性比较高。但该方法也有以下缺陷:一是

许多企业高层管理者都认为 ,本企业的战略具有

独特性 ,是难以用研究者本人对于战略的分类能

够概括得了的 。实际上 ,该方法恰恰是战略管理

中资源学派 (resou rce - based approach)的反面 ,

因为根据该学派的观点 ,企业的战略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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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二是该方法的误

差也很大。 Snow＆H rebiniak(1980)发现 ,当采用

该方法使用调查问卷对企业进行调查时 ,企业内

部的不同管理人员对于该企业到底采用什么战略

存在分歧 ,这就削弱了答题者之间的信度( inter -

ra ter re liability), 进而破坏了研究结果的准确

性
[ 27]

。三是该方法仅仅是企业内部人员对于该

企业战略的看法 ,而该企业的实际执行的战略按

照企业外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另一种情

况 。因此 ,该方法也缺乏企业外部的验证性 (ex-

ternal confirm ation)。

2. 2. 4　外部评估 (external assessment)的方法　

该方法主要是利用企业外面的专家人员对企

业的战略变革进行打分。这些专家人士可能包括

企业的竞争对手 、咨询公司专家 、行业分析师 、大

学该研究领域的知名教授 、政府人员等 。 Ham-

b rick(1979)应用了专家组对健康护理 、高等教

育 、保险三个行业进行战略评估 ,而且发现 ,专家

组在这三个行业各企业战略类型的打分一致性非

常高
[ 8]

。

该方法最大的优势是结合了专家们的意见 ,

相对来说比较具有权威性与企业外部验证性。但

是也具有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该方法应用起来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企业的战略类型来说 ,

最准确的判断必定是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 、研

究者 、企业外部专家人员对于企业战略的共同认

可 。就是说 ,假如以上三方对于企业的战略类型

存在共识 ,则企业的战略类型的判断准确度就比

较高。然而 ,在这三者之间 ,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非

常小。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研究者所指的战略类

型是 M intzberg(1978)所说的意图型战略 ( intend-

ed strategy),而企业外部专家所指的战略类型往

往是已实现战略 (rea lized stra tegy)
[ 5]

。二是该方

法的使用范围相当有限。最理想的战略变革研究

应该是用足够的样本 ,并采用随机的取样方法。

但在该方法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如果采用随机方

式大量抽样 ,则外部专家的个人判断毕竟是有限

理性的 ,所以未必很熟悉随机选择的样本而导致

战略类型的判断失误;但是如果专门选择专家人

员熟悉的企业 ,则往往破坏了取样的随机性。

3　中国式背景下战略变革的测量

如前所述 ,在中国背景下 ,战略变革的实证研

究是不多见的。这将无法实现战略变革知识的创

造与积累(Co llis＆Hussey, 2003)
[ 25]

。那么 ,战略

变革的测量应该从何进行呢  笔者认为 ,在中国

式研究背景下 ,战略变革的测量主要从样本与测

量变量两方面入手。

3. 1　研究样本

在国际上流行的战略变革的研究中 ,所采用

的样本类型选择很广泛。有的是非赢利组织 ,如

医院 、学校等事业机构 ,也有的是赢利组织 ,如 IT

行业。采用非赢利组织作为战略变革研究的样本

主要是因为这些非赢利组织的政府主管部门每年

都会出版详尽的行业单位的资料 ,比如美国的航

空产业 、医疗护理产业 、高等教育等产业 ,这些产

业里的机构经常被美国的研究者作为战略变革研

究的样本。

之所以采用这些机构或单位作为研究的样

本 ,首先是因为这些样本的资料在美国非常容易

获得 ,而且 ,在美国特定的历史时期 ,美国联邦政

府或州政府针对这些产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

化 ,比如 80年代美国航空业的解除管制 、高等教

育机构中文科学位的日益重视 、医疗护理行业的

打破垄断等 ,这些政策都导致了这些行业里的单

位或机构必然要进行战略变革 。所以 ,选择这些

行业的单位作为研究战略变革的样本具有很高的

代表性 。第三 ,战略变革的测量也相对来说比较

容易衡量。比如用大学学科的变化 、学位授予类

型的变化等变量来表示在高等教育机构里的战略

变革;用医院里各种服务类型的变化或重视程度

来表示医院的战略变革的变化等。而在中国进行

战略变革的研究 ,样本的选择主要应该考虑好两

个原则 、两个条件 。

3. 1. 1　取样的原则

3. 1. 1. 1　可获得性的原则　在中国的各行业 ,官

方统计数据的详尽程度相比起美国来 ,还是有很

大差距的。比如 ,以上所说的三个行业的详尽数

据在我国是很难获得的。所以 ,可获得性的原则

是中国研究的同行要密切注意的一个方面 。中国

同行的战略变革的研究必然是尽量选择赢利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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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作为样本 。

3. 1. 1. 2　科学性的原则　如前文里所讲的战略

变革的四种测量方法与测量角度 ,选择样本也要

尽量扬长避短 。笔者认为 ,战略变革的编码方法

在中国已经有学者在应用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

但该方法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而研

究者推断方法与内部人员打分法也是进行中国式

研究可以借鉴的方法 ,而且这两种方法也具有一

定的可操作性。而第四种方法目前还很少有人使

用 。这表明 ,这种方法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笔

者推荐第二 、第三种方法。

3. 1. 2　所选择的行业

对于所选择的行业 ,主要应该把握住两个

原则:

3. 1. 2. 1　尽量选择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　借鉴

国外同行的经验 ,在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时 ,尽量

选择该行业政策出现巨大变更的行业 。所以在我

国进行研究时 ,该行业应该是一个经营环境不确

定性程度非常高的行业 ,比如家电 、 IT行业等 ,而

不能是垄断性的行业 。

3. 1. 2. 2　在研究时 ,尽量选择一个行业作为研究

样本　在研究的过程中 ,选择一个行业的企业作

为样本最具有可比性。而且 ,对于不同的行业来

说 ,行业中的企业所选择的战略分类必然是不同

的 。如国外学者 Boeker(1989)的研究中选择 IT

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时 ,专门比较了各种战略的分

类方法 ,最后确定 M aidique＆ Pa tch的战略分类

方法最符合行业的实际情况
[ 11]

。

3. 2　测量变量

在国外同行的研究中 ,一般从战略变革的四

个角度出发来用变量表示战略变革。在此 ,笔者

尝试给出了战略选择的不同表示变量 。

3. 2. 1　战略变革的类型变化

比如 Rue lf(1997)的研究中 ,把战略变革分成

两种分类:影响程度非常大与影响程度非常小的

战略。前者称为 “大战略”(strategy),包括企业购

并 、设立或撤消子公司 /分公司 ,后者称为 “小战

略 ”( tac it),包括价格战 、产品服务模式的变化 、分

销渠道的整合 、促销方式的变化等 。这种大战略

与小战略的分类可以在我国推广使用 。在实际测

量过程中 ,当企业选择 “大战略” ,可以设置战略

变革的变量为 1,而当企业选择小战略时 ,可以设

置战略变革的变量为 0。比如当企业文化的惰性

非常强时 ,一般企业倾向于采取小战略 (即 “0”),

而非大战略 (即 “ 1”)
[ 7]

。

3. 2. 2　战略选择力度的变化

我们可以借鉴 Boeker的方法 ,先选择行业适

用的战略类型 ,然后验证战略不同类型在战略变

革前后企业重视程度的变化 ,来表示战略变革力

度的变化
[ 11]

。

3. 2. 3　战略倾向性的变化

比如战略的攻击性或防御性 ,在研究时可以

假设 ,当企业的组织结构比较僵化或企业文化的

惰性很强烈时 ,战略可能倾向于防御而非攻击。

这些倾向性变量都可以在国外成熟的量表中找

到 ,而且量表适用于中国。

3. 3　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国内外关于战略变革的测量中 ,在方法论

上还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实际上 ,这些问

题不仅仅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中比较常见 ,而且在

国际权威的战略管理学术期刊中 ,也屡见不鲜 。

3. 3. 1　区群谬误 (eco log ical fallacy)

区群谬误是指在研究中 ,研究者用一类分析

单位做研究 ,而用另一类分析单位做结论的现象。

在某些研究成果中 ,研究者所研究的样本个体本

来是企业 ,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却以企业中的员工

为样本个体 。比如一个企业中若干员工每人都填

一份调查问卷 ,而一份调查问卷就成了一个样本

个体。这导致了一个企业可能有许多样本个体 ,

而研究者也采用这些作为员工的样本个体所得到

的结论适用于整个企业。这实际上是犯了以个体

的结论来适用组织的情况 ,艾尔.巴比称之为区群

谬误。比如在 Boeker(1989)针对硅谷 20个半导

体公司的研究中 ,发放问卷的个体是企业中高层

管理人员 ,但得到的结论却适用于企业
[ 11]

。个人

与组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 。而在国内 ,陶向

南等(2003)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15]

。

3. 3. 2　层次混淆

该方面的问题表现出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不

足 。战略变革的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产业层次

( industria l level)、企业层次(corporate level)、业务

层次 (business leve l)以及具体运作层次 (ope ra-

tiona l leve l)。产业层次是国家或政府部门从产业

规划的立场去研究战略变革。企业层次是指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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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视角来看问题 ,重点关注企业如何取得

市场价值的提高 。比如母公司与子公司战略的协

调 、业务的购并等 。而业务层次是指企业的子公

司 /分公司或企业如何在具体的市场上进行经营。

比如 Philip. Ko tle r所说的 4P's策略:产品 、价格 、

分销渠道 、促销 ,就是指的业务层次的战略 。而在

一个具体的公司各职能部门内部 ,比如市场部 、财

务部 、人力资源部等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 ,这种战

略是指运作层次的战略。而中间两个层次目前是

国际理论界的主流。在我国目前关于战略管理的

研究中 ,理论界对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不是很清楚 ,

动辄称 “发展战略 ”或 “战略变革 ”,而实际上 ,我

国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产业层次上的或者是运作

层次上的 ,这与国际主流的战略变革的研究领域

不是很相容 (许德音 ,周长辉 , 2004)
[ 1]

。

3. 3. 3统计分析方法方面的选择问题

该缺陷在国内的文章中比较明显 。现在 ,国

内很多文章在研究战略管理问题时还在大量地运

用方差分析 、描述性统计等一些最基本的统计分

析方法 (许德音 ,周长辉 , 2004)
[ 1]

。国外很多研

究者已经证明 ,方差分析更加适合实验研究 ,而不

太适合问卷调查 、编码等一手资料或二手资料的

研究(Kerlinger, 2000)
[ 28]

。因为相比起多元统计

分析方法来说 ,该方法的精度不高 。而描述性统

计按照国外的研究标准 ,并不能称为规范的实证

性研究 , 因为无助于增加或积累 ( cultiva te)

知识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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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strategic change on defin ition and m easurem entm ethodology

Chen Chuan-m ing, LiuH ai-jian
(Busine ss School, N anjing Un iversity, Nanj ing 210093, China)

Abstrac t:Until now resea rches on the corporate stra teg ic change have becom e very ma tu re. H owever, these resea rche s se ldom

can be seen in dom estic. Even if exist, these researchesm ostly are qua lita tive. The au thors contend tha t reason lies in absence o f

the definition and m easu rem ent me thodo logy repertory. F rom the beg inning of definition o f strategy, the au thors discuss w ha t the

stra teg ic change should comprise. Ba sed on the se, the au thors induce the fou r perspectives and four m easu rem ent m ethods. A t

last, the autho rs put fo rw ard w ith the spec ia l utiliza tion o f strateg ic changem easurem en t in China.

K ey words:m ethodo logy;strateg ic change;coding;inve stig ator i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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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erformance index desig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China

ZhongWe i- zhou
1
, Cao Yong - li

2
, Shun - feng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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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 l of Econom ics and F inance, X i'an Jiaotong Un iversity, X i'an 710061, China;

2. School ofM anagem ent, X i'an Jiaotong Un iver sity, X i'an 710049, China;

3.College ofBusiness Adm in istration, University of Nevada, NV 89557 - 0207, R eno, USA)

Abstrac t:T through de scribing cha rac te rs and functions of pe rfo rm ance index sy stem , the article posts tha t it is im persona l and in-

ev itably to set up our country's nonprofit org anization perform ance index system. B ased on review ing the prob lem s as lacking of u-

nify crite rion and cu rrency index and roo ts of Chinese nonprofit o rganiza tion pe rfo rm ance index system , the a rtic le ana ly ses the

basic princ iple that is fo r exam pl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and the prima ry ob je ct tha t the system founds, such a s log ica l and prac-

tica.l Through com pa ring the sy stem w ith that of en te rprise, it a lso puts fo rwa rd the basic content and framew ork, and m akes

som e suggestions abou t the design o f the system.

K ey words:nonpro fit o rganiza tion;pe rfo rm ance test;index system;design＆ fo rm ula 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