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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E_E5_B8_88_E5_c49_262295.htm 主要考点： （一） 组

织工作概述 1．掌握组织和组织工作的概念、组织工作的基

本过程 组织：为实现一定目标，经由分工协作而组成的具体

有特定职责、职权关系的系统。 组织工作：为实现既定目标

，将有关的各项业务活动加以分类组合，并根据有效跨度原

则，划分出不同的管理层次和部门，规定这些层次和部门间

的相互配合关系，将执行和监督各类活动所必需的职责、职

权赋予各层次、各部门的主管人员的活动。 组织工作的核心

是建立有效分工和协作的关系结构。 【例题1】组织是为实

现一定目标，经由分工协作而组成的具有特定职责、职权关

系的（ ）。（2005年单选考题） A.系统 B.层次 C.职位 D.机制

【答案】A 组织工作的基本过程： （1） 将由计划工作确定

的组织的总目标分解为若干分目标； （2） 将由组织总目标

决定的总任务分解为若干任务； （3） 根据分任务设立相应

的部门； （4） 对部门中的任务进一步分解并设立相应的职

位； （5） 明确各职位的责、权、利； （6） 明确各部门、

各职位的相互协作配合关系，使之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以

促进总任务的完成和总目标的实现； （7） 形成相关的三套

文件：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和组织系统图。 （二） 组织工作

的基本原则 1．熟悉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及各项原则的具

体含义） 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 （1） 目标统一原则 （2） 

分工协作原则 （3） 有效跨度原则 （4） 责权一致原则 （5） 

同一指挥原则 （6） 集权与分权结合原则 （7） 精干高效原



则 （8） 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结合原则 （9） 均衡性原则 （三

） 组织结构设计中的基本问题 1. 掌握管理跨度与管理层次的

概念、管理跨度与管理层次的相互关系、划分部门的主要方

法、职权的种类 管理跨度是管理人员直接指挥、监督其下属

的人数。 管理层次指组织中职位等级的数目。 管理层次与管

理跨度成反向关系。管理跨度大，管理层次就少；反之，管

理跨度小，管理层次就多。 【例题2】某公司总经理提高管

理效率，决定改变以前他直接面对所有部门负责人的状况，

由副总经理负责各自主管的部门，他自己只管策划、人事两

个部门。这将意味着（ ）。 A.副总经理人数增加 B.总经理管

理跨度变大 C.总经理管理跨度变小 D.公司管理层次减少 【答

案】C 划分部门的主要方法： （1） 按人数划分部门 （2） 

按时间划分部门 （3） 按职能划分部门 （4） 按产品划分部

门 （5） 按地区划分部门 （6） 按顾客划分部门 （7） 按过程

划分部门 （8） 按设备划分部门 职权的种类： （1） 直线职

权 （2） 参谋职权 （3） 职能职权 【例题3】根据专业化的原

则，应按（ ）划分组织中的部门。（2004、2005年单选考题

） A.职能 B.时间 C.人数 D.地区 【答案】A 【解析】按职能划

分部门，即职能部门化，就是根据专业化的原则，以工作的

性质为基础进行部门划分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组织广泛采用

，如形成额人事、财务等职能部门。 2. 熟悉直高结构和扁平

结构的优缺点、判别集权与分权程度的因素 直高结构是指具

有管理跨度小而管理层次多的组织结构。 直高结构的优点：

分工明确、管理严密、上下级易于协调。 直高结构的缺点：

管理人员较多、管理成本较高、不利于信息的纵向传递、抑

制下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扁平结构是指具有管理跨度大而



管理层次少的组织结构，现代企业趋向于这种扁平化的组织

结构。 扁平结构的优点：管理人员较少、管理成本较低、简

化信息纵向传递的环节、缩短上下级的距离、密切上下级关

系、有利于授权、分权和调动下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

对人进行选拔和培训。 扁平结构的缺点：增加了管理人员负

担、加大了横向沟通联络的困难、是管理人员容易陷入日常

工作、不利于对下级进行严密控制。 判别集权与分权程度的

因素： （1） 决策的数目 （2） 决策的重要性 （3） 决策审批

手续的繁简 3. 了解影响管理跨度的因素、影响集权与分权的

因素 影响管理跨度的因素：管理人员的能力、人员的素质、

工作的性质、授权程度、计划的完善程度、沟通程度。 影响

集权与分权的因素：组织规模、组织历史、管理理念、决策

代价、政策一致性、组织的稳定性、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数量

、控制技术和手段、分散化绩效、环境因素。 【例题4】影

响管理跨度的主要因素有授权程度、（ ）和工作性质等。

（2005年单选考题） A.法律法规 B.人员素质 C.工作目标 D.政

策方针 【答案】B （四） 组织结构的主要类型 1. 掌握组织结

构的概念、组织结构的主要类型 组织结构是指在协同工作、

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联结组织的部门、职位及成员等的

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构成的形态模式。简而言之，组织结构

就是组织中各个部门构成的组合关系。 组织结构的主要类型

： （1） 直线型组织结构 （2） 职能型组织结构 （3） 直线职

能型组织结构 （4） 事业部型组织结构 （5） 模拟分权型组

织结构 （6） 矩阵型组织结构 （7） 网络型组织结构 2. 熟悉

各主要组织结构的特点、优缺点；了解各组织结构的结构图

和适用范围 各主要组织结构的特点、优缺点见教材。 【例



题5】在众多的组织结构中，属于分权型的组织结构有（ ）

。 A.直线职能制 B.事业部制 C.模拟分权制 D.矩阵制 E.网络结

构制 【答案】BC （五） 组织变革 1. 掌握组织变革的含义、

内容和过程 组织变革是组织为适应内外环境与条件的变化，

所进行的各种具有革命性的调整和改变。 组织变革的内容： 

（1） 战略变革。是指组织对其宗旨、目标、主要策略等所

做的重大调整和革新。 （2） 结构变革。是指组织对其规模

大小、职能划分、责权关系、集权与分权方式、跨度与层次

关系等组织结构方面的因素所做的重大调整和改变。 （3） 

技术变革。是指组织在完成任务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上所做

的重大改变和提升。 （4） 人员变革。是指组织对其人员数

量、人员素质及各类人员的比例关系等所做的重大调整。 

（5） 文化变革。是指组织对其原有的价值观、基本信念、

行为规范等所做的重大改变和更新。 （6） 物质环境变革。

是指组织对技术设备及反映组织特点和文化的物品所做的重

大更新。 【例题6】为了适应环境，组织所进行的变革主要

有组织的（ ）。（2004年真题） A.科学变革 B.技术变革 C.社

会变革 D.文化变革 E.结构变革 【答案】BDE 组织变革的过程

：8个阶段 （1） 形成变革紧迫感。 （2） 建立联合指导委员

会。 （3） 构思变革设想，制定变革战略。 （4） 传播变革

设想。 （5） 采取变革行动。 （6） 创造短期收益。 （7） 增

强变革活力。 （8） 巩固变革成果。 2. 熟悉克服变革阻力的

方法，了解组织变革的动因、阻力 克服变革阻力的方法： 

（1） 教育和沟通 （2） 参与 （3） 促进与支持 （4） 谈判 

（5） 操纵额收买 （6） 强制 组织变革的动因、阻力见教材

。 【例题7】在现代社会中，引发组织变革的外部原因有（ 



）。（2004年真题） A.重大政治事件 B.组织的技术状况 C.新

的竞争格局 D.新技术的运用 E.组织的财务状况 【答案】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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