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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組織學習的理論基礎 

與相關研究 
本章針對組織學習的理論與相關研究進行探究，共分為四小節，分別為： 

第一節 組織學習的意義與程序：探討組織學習的定義與組織學習的程序。 

第二節 組織學習的層次、測量與分類：探討組織學習的內涵、測量組織學習工

具的介紹及組織學習的各種分類類型，並針對組織學習的障礙與提升學

習的方法進行討論。 

第三節 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針對國內外在組織學習上的相關研究，及背景環

境變項研究上對組織學習的差異情形。 

第四節 組織學習文獻探討總結：綜合以上在組織學習上的相關研究，研究者提

出總結分析。 

 
第一節 組織學習的意義與程序 

 

本節首先針對組織學習的定義加以論述，瞭解定義後接著從組織學習實施

的階段或程序來加以討論。 

 

壹、組織學習的定義 
Argyris 和 Schon 在 1978 年《組織學習：行動觀點理論》一書中提出「組

織學習」的理論，引起了組織相當大的衝擊與迴響，而成為組織理論的顯學，然

而各家從不同的觀點出發，對於組織學習的定義亦莫衷一是，以下茲就綜合各家

的定義論述如下： 

 

Argyris 和 Schon (1978) 認為組織學習是一種偵測和更正錯誤的程序。 

Duncan 和 Weiss (1979) 認為組織學習是一種過程，透過這一個過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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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組織行動及成果間關係的知識，並了解環境對此的影響。 

Morgan 和 Ramirez (1983) 他們主張當組織具備必要的多樣性、具有自我反

省與修正及最基本的組織設計時，組織才會出現這種學習系統。因此，組織學習

並不等於個人學習的總和。 

Shrivastava (1983) 認為組織學習是指組織的知識基礎被發展和型塑的過

程。他將組織學習分為四方面來看，分別是： 

（1）應性學習：組織藉由重新調整目標、規則以適應環境變化。 

（2）知識的共享：組織運作方法來自共享的知識，透過學習則可改變方法。 

（3）知識基礎的發展：學習係用以發展組織行動的知識。 

（4）制度化經驗:可將學習曲線的效果延伸至管理，即決策的層次。 

Fiol 和 Lyles（1985）認為組織學習係指組織中傳達給新成員的系統、歷史

與價值規範。 

Levitt & March (1988) 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由歷史推論中組合成例行性常

規的基礎，以指導行為而產生學習，是一種例行性、歷史性及目標性的的觀念。

除了組織自直接的經驗學習之外，組織學習亦包括了從他人組織經驗中學習及建

立組織，由經驗解讀中所發展出來的架構及典範。 

Stata (1989) 認為組織學習乃透過共享的見解、知識和心智模式。 

Meyers (1990) 認為組織學習是企業對於內部或外部環境刺激，進行觀察、

評估及行動的能力。 

Huber（1991）認為組織學習是指組織透過資訊處理，導致其潛在行為的改

變。 

Kim（1993）認為組織學習是增進組織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可經由個人學

習成效累積達成。 

Dodgeson (1993) 嘗試從不同的領域的觀點來定義組織學習：由學習的結果

來解釋，管理學者認為學習與持續性競爭產生的效果一致；心理學家認為學習是

最好的調適方式，可以增加在變動環境中生存的機率；組織學者認為學習是組織

因外界的不利因素所引起的調節反應；管理及創新文獻則認為學習是在不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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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市場環境下能保持及創造競爭力、生產力及創新性。 

Nevis, DiBella 和 Gould (l995) 認為組織學習為組織內能力或程序，用以維

持或改進基於經驗的績效表現，他們認為組織學習可分七方面來探討：獲取組織

內外部知識資源、了解產品及製程的知識、個人或公共的技術知識、學習正式及

非正式組織內的運作方法、漸進式及激進式的學習、價值鍊的學習及發展個人與

團體技能等。 

Marks 和 Louis（1999）認為組織學習與個人學習類似，是一種過程，以一

種超越成員學習機械式累積的方式進行學習，強調的是社會文化層面，而不僅限

於人與情境的簡單互動而已。 

 

組織學習即是一種透過個人、團體到組織彼此互動影響的社會化過程，是

一種經驗與練習的認知過程，是一種獲得知識並修正組織常規的過程，可以用來

提升組織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將帶來改變，凡是組織持續調整或改變組織原有

的認知架構，採納新的行為模式，增強組織因應變局和解決問題的學習過程就是

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的定義，綜合文獻各種不同本質屬性較集中以下的觀點： 

（1）組織學習是一種活動：為達到某種目的而採取的行動，它是一種由主體積

極主動參與的運動形式。 

（2）組織學習是一種過程：指事情進行或事物發展所經過的程序，強調組織學

習是一個較為長期的發展歷程，有一系列有效的活動程序，非一蹴可成的。 

（3）組織學習是一種系統：是由若干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組成的，具有

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 

（4）組織學習是一種能力：是指順利完成某項活動的主觀條件，主要是從組織

是否具備知識的傳播、應用和創新的主觀條件來界定組織學習。 

（5）組織學習是一種結果：結果是事物發展所達到的最後狀態，組織不是為了

學習而學習，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學習，最終目的是要求組織的整體行為能夠得

到明顯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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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為了形成其核心競爭力，在領導者的帶領下

有系統整合訊息和知識所採取的各種學習行動，它是組織不斷努力改變或重新設

計調整自我，以適應持續變化環境的過程，是一個改變心智和創新的過程，以達

到組織的願景」。它包括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全組織的學習和組織間的學習。 

 

貳、組織學習的程序 
針對組織的學習是如何進行，學者們也提出各種組織學習的程序加以描述。 

Argyris and Schon (1978) 認為學習的過程包含四個階段，分別論述如下： 

（1）發現(discovery)：發現預期的結果與實際情形存在差異。 

（2）發展(invention)：分析績效差距並發展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3）執行(production)：執行所發展出來的解決方案。 

（4）概化(generalization)：評估過去的經驗，並將之融入組織政策、慣例及規範

中。 

Weick (1979) 認為組織學習的過程包括三個階段： 

（1）制訂(enactment)：創造新的理念。 

（2）選擇(selection)：選擇或執行新理念的過程。 

（3）保留(retention)：確定新的理念是能被接受的。 

Daft 和 Weick (1984) 則將組織視為一個解譯(interpretation)系統，並提出一

個代表組織全面性學習程序的模型，從「掃瞄資料蒐集」開始，經過「解釋賦予

資料意義」，而至「學習採取行動」，再回饋至前二步驟並進而展開下一循環的程

序。 

Huber (l991) 將組織學習的內容有系統地建構為四大程序： 

（1）知識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係指經由天賦、經驗、委託學習、移植、

搜尋等方法來獲取知識的過程。 

（2）資訊散佈(information distribution)：係指分享不同來源的資訊並因此獲得新

的資訊及瞭解的過程。 

（3）資訊解譯(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係指賦予資訊定義的過程及解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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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共享的瞭解，及概念架構過程。 

（4）組織記憶(organization memory)：係指儲藏知識以供未來使用的方法。 

Haeckel 和 Nolan (1993) 提出組織學習循環走出四個基本功能所構成：感

覺(sense)、解釋(interpret)、決策(decide)、及行動（act），並認為組織學習的過程

包括資料模式、預測模式或程序模式等各種資訊模式改變的程序。 

Garvin (I993) 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創造、獲得、與移轉知識的過程，並能

根據新知識及觀察而修正其行為。 

Wick (l993) 建立一個包含五個步驟的學習循環，此五個步驟相互連結，形

成了一個完整的組織學習循環，稱之為「精明的學習」(smart learning)，其中包

含了五個程序分別為: 

（1）Select：選擇 (select) 對企業最重要的策略性目標。 

（2）Map：描繪 (map) 出達成目標的途徑及藍圖。 

（3）Act：依學習計畫付諸實際行動 (act)。 

（4）Review：檢視及評估 (review) 學習的成果及收獲。 

（5）Target：設定目標 (target) 做為下一次學習的原動力。 

Sinkula (1994) 則提出組織學習走出三個階段的過程所構成 :資訊取得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 資 訊 擴 散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及 分 享 解 釋 

(shared interpretation)。 

Nevis,DiBella, 和 Gould（1995）則將組織學習的過程整合成知識取得、知

識分享、及知識的使用三個階段。 

（1）知識取得：組織發展或創造技術、洞察力、關係等。 

（2）知識分享：擴散學習的成果。 

（3）知識的使用：屬於學習過程中的整合階段，使得學習的成果可以被廣泛的

取得 且能一般化，而適用於新的情境。 

邱繼智（2004）認為組織學習的程序有下列五個階段： 

（1）建立共同遠景：從個人的願景著手，過程中避免抽樣，需平等對待每一個

人，尋求相互合作，而非意見一致，並容忍歧異，透過深度匯談及過度的願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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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士氣。 

（2）將學習融入組織的政策：組織要有系統的學習，將學習活動融入組織各部

門的運作是絕對必要的，所有員工都有責任取得和移轉知識。 

（3）調整組織結構：組織可透過減少不必要的限制和程序，並縮小工作單位的

規模，減少政策性的管制，允許較大的彈性，去除不合時宜的規定，減少階層，

設計扁平式的團隊組織。 

（4）建立強化學習的組織文化：專注於人而非系統，相信員工可以改變所處的

環境，並製造學習的時間，鼓勵開放性的溝通，和冒險持續改進的文化，另需建

立學習的習慣，視績效不良為學習的機會。 

（5）重新建立績效評估系統：組織學習以從控制導向、功能性層級制度的組織

型態轉變成快速反應、較扁平的團隊組織，傳統的績效評估不能支持這種新的組

織型態，需建立新的評估績效方式，如：平衡計分卡等。 

 

綜合以上，學者針對組織學習的程序，大致從兩個觀點出發，首先是強調

「知識流程」，從知識的擷取、散佈、分享、解釋、儲存來論述，強調成員與組

織程序、資訊系統的結合；而另一個觀點是從「個人認知」的角度出發，學習須

經由認知的改變，從而影響態度與行為的轉變。 

研究者綜合兩者的觀點認為組織學習的程序可從下列步驟進行。 

（1）「直接觀察」：延續個人過去經驗的認知預先型態與可能性。 

（2）「認知解釋」：對自己和他人的觀點經由文字、行動、支援系統來傳達，從

非語言發展成語言的經驗。 

（3）「協調整合」：是屬個體與組織共同行動的調整過程，是一種分享和理解的

過程，從非正式一再協商而制度化。 

（4）「制度化的回饋」：是一種確保例行性行動產生的程序，定義工作、詳細描

述組織學習行動，以確保學習行動的發生，此可將個人與群體學習融合在組織過

程之中，並經由意見回饋修正學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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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學習的層次、測量與分類 
 

本節針對組織學習的層次、測量、分類及組織學習的障礙與提升方法，論

述如下。 

 

壹、組織學習的層次 
  Argyris 在 1990 年提出了「單迴路及雙迴路學習理論」，將不同的學習層次 

導入了組織的觀點，藉以描述組織學習的狀態。 

 

一、單迴路學習 

單迴路學習(single loop learning)代表組織在發現到錯誤及不當之處時，會經

由提出質疑，找出問題的原因，產生反饋，進而改變策略與行動，以維護現在的

作業水準，但並未涉及整體價值觀及規範。它所代表的，是在操作程序上的學習

層次，也是組織成員學會完成某項工作所必須遵循的步驟。如圖 4-1 所示，舉例

而言，當品管人員發現產品的瑕疵時，便已傳達了許多訊息給生產製造及產品設

計人員等，使其能修正未來的生產活動;行銷經理發現銷售業績有衰退的現象

時，設法找出原因，並做為下一次擬定行銷策略的重要依據。 

因此單迴路學習發生在注重表面層次的狀況中，不會激發對「任何可能造

成問題之環境狀況」做省思和質疑。主要目的強調「如何」作好某些事情，不注

重思索「為何要做?」、「為何要那樣做?」;在於維持組織績效於一定的水準內，

僅修正策略假設與行動。 

 

二、雙迴路學習 

雙迴路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部分同時也改變了組織的價值觀，當單

迴路學習偵測到錯誤或不當之處時，產生策略修正的同時，也對原本的價值體系

形成衝擊，其中的差別在於前者藉由修正策略來回應，而後者卻藉由調整價值體

系及規範來回應，如圖 4-1 所示。因此雙迴路學習注重「概念層次的學習」，強



 

 140 

調「為什麼」做某些事情，也就是處理所做的事情背後的想法。在「雙環學習」

這種學習模式中，組織成員公開地質疑廣被接受的假設，並敞開心胸互相挑戰、

測試這些假設，在必要時以新的假設取而代之。 

 

 
 

 

圖 4-1 單迴路學習與雙迴路學習 

資料來源：引自 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defenses: Faciliat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85), by C. Argyris,,1990, MA: Allyn and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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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迴路學習和雙迴路學習既有關聯性又有區別性，關聯在於兩種學習都是

以組織現存的規範、程序、政策等固定化的知識為學習的起點和參照。而其中的

區別首先在於是否引起衝突，一般而言，單迴路學習是維持現有的制度、規範的

基礎上進行調整，由於相對完整的保留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所以較少引起衝突。

其次是對原有規範的調整，單迴路學習是在組織目標、規範確定的情況下，不斷

調整組織的運作，並與已訂定之目標進行比較，使兩者更接近。而雙迴路學習則

進一步，它要根據外界環境的變化來調整組織的目標、規範，使組織目標能更好

地反應外界的需求，是屬於較高層次的學習。 

 

另外從結構面向探討組織學習的層次時，學者有不同的區分方式，分別論

述如下： 

Argyris（1992）認為組織要做一個整體進行學習，必須具有四個階段，分

述如下： 

（1）發現階段：包括發現組織內部潛在的可能危及到組織未來發展的問題以及

組織外部環境中存在的機會和挑戰。 

（2）發明階段：在這階段裡，組織開始著手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其成果就是

能形成具體的問題解決方案。這兩階段的學習，主要是在組織現有的制度框架

內，以不改變組織的基本制度為前提的，屬於糾錯學習，就是上述層論及的單迴

路學習。 

（3）執行階段：在這一個階段，解決方法得到貫徹實施，即產生了新的或修改

了原有操作程序、組織結構或報酬系統，即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與

組織已存在而截然不同的制度，它有可能使組織在未來發生重大的變化。 

（4）推廣階段：即使實施成功的新程序也不足以保證學習發生在組織運作上，

因為學習必須傳播到組織內所有相關區域，學習不僅從個人學習提升到組織學

習，還應貫穿組織各個表面或組織邊界。後兩個階段組織產生新的規範或程序，

舊的規範被取代，使組織發生了雙迴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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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kins 與 Marsick (1993) 認為組織學習可能會發生在四個相互依賴的層

次，即個人、團隊、組織及環境。 

Marquardt 與 Reynolds (1994) 將組織學習劃分為三個同心圈，最內圈為個

人學習與團隊學習，第二圈為組織學習，最外圈則是全球的學習。 

Miner 和 Mezias (1996) 認為組織學習的層次可分為四種：即個人、團體、

組織及組織群體。 

（1）個人學習：包括取得新技能、規範與價值觀，而經驗會影響個人對經驗的   

採行，個人的詮釋也會影響成員的學習。 

（2）團體學習：則指績效回饋、共同瞭解及學習行為。 

（3）組織學習：則包括組織瞭解的期望水準，在組織內或組織間移植學習組織   

用的資訊處理。 

（4）組織群體學習：包括了分享共同經驗、控制學習時間和速度、制訂科技標   

準及各種不同規則互相模仿效果。 

 

Senge 的五項修練學習策略之中，也可發現組織學習涉及三個層次，其中「系

統思考、改善心智模式及自我超越」是屬於組織中的「個人學習」，而「團隊學

習」及「共同願景」則分屬團隊及組織層次的學習 (郭進隆譯，1994)。組織學

習一般最常劃分成三個層次，即個人、團隊及組織 (李青芬、李雅婷、趙慕芬譯，

2001)。以下研究者針對個人、團隊及組織學習的意義與關係，綜合各家觀點加

以論述如下： 

 

一、個人層次 

個人是組織的基礎，僅有組織外殼而無成員有機的結合，組織將無法展現

生命力 (王政彥，1999)。同理，許多學者 (郭進隆譯，1994；Argyris & Schon,1978)

認為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基礎，如果沒有個人學習就無組織學習，換言之，組

織學習必須透過成員個人的學習方能達成。其主要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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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學習的核心在成員身上而非組織體系本身，因為是個人而非組織在進行學

習及創造知識 (林英峰，2000)。 

2.組織成員的個人頭腦是儲存組織知識的主要地方，而這些知識通常又是隱默 

(tacit) 甚至是不可捉摸的資產 (Kim,1993)，故個人學習在組織脈絡之中是非常重

要的。 

另外，關於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兩者的關係及差異，學者有以下的看法(潘

慧玲，2002；Marks & Louis,1999)。 

1.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雖有其相似性，但卻不等同。因為個人的意志並無法貫徹

於組織之中的每一個成員。 

2.個人與組織是相互學習的。個人學習是成員在組織內經由教育、經驗或實驗而

獲得組織知識;而組織學習則是組織系統和文化保留這些知識，並且從成員個人

層級轉換了這些知識。但值得注意的是組織對個人的影響遠大於個人對組織的影

響。 

3.組織學習強調社會文化的層面，並非僅是個人機械式的累積學習。 

在瞭解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二者關係與差異後，特別要說明的是組織要如

何促使個人學習轉化為組織學習，關於此一問題可以圖 4-2 說明之 (Kim,1994)。 

 

 資料來源：引自 Managing Organizationall Learning Cycles (p.46),by D.H.Kim，

1994, MA: Pegasus Communications. 

個人學習 

個人心智模式 

環境回應 

個人行動 

組 
織 
學 
習 

組織記憶 組織行動 

圖 4-2 組織學習的簡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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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Kim (1994) 所繪製的圖中，可知組織學習係由個人學習及其心智模式與

組織本身互動發展的過程所組成，個人心智模式會影響個人行動，同時組織記憶

(organizational memory)也左右組織行動，兩者同時對環境的回應產生影響。而環

境回應則再次影響個人學習，如此不斷地循環。因此，組織應建立個人學習的轉

化機制，引導組織成員將學習經驗植入團隊或組織層面的記憶之中，使其成為組

織的共同經驗與記憶 (賴志堅，2001)。 

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基礎，要提升組織學習，首先必須提升組織中每一

個成員的學習能力，但組織學習的成效並非組織中個人學習成效的加總，它可以

遠遠超過個人學習的效果，也可能大大低於個人學習的總合，明確的是組織不只

是被動地接受個人學習的影響，相反地它也可以主動地影響組織成員的學習。 

綜合言之，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基礎，組織應創造個人主動學習及學習

如何學習的能力，並且建置適當的轉化機制，將個人學習的知識經驗分享給團隊

或組織，進而促使這些個人知識經驗轉化為組織的記憶。 

 

二、團隊學習 

團隊學習是組織學習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個人學習轉化為組織學習的重要

學習單位(林益昌，1999)。所謂團隊(team)係指擁有不同專長的一群人，具有某

種相似特質與共同目標，因功能性或非功能性的任務需要，可以跨部門或跨層級

方式組織一個團隊(group)。而團隊學習是指組織成員具有共同的願景，因接觸互

動密切而自發組成團隊，並以協力合作方式貢獻自己特有的專長，促使大家的智

慧與力量朝同一方向邁進(楊振富譯，2002)。 

關於團隊學習與組織學習之關係可說明如下:團隊是組織學習的基本學習單

位，原因乃是現今重要的決策與規劃行動，多是直接或間接地透過「團隊」來形

成，故若能以團隊的形式進行有效的學習，則必然會與組織整體產生關係 (鍾燕

宜，1996；Watkins & Marsick, l993)。 

個人學習在某種層面上是與組織學習不相關的，即使是個人始終都在學

習，也並不表示組織在進行學習。但倘若是團隊在進行學習，且成為組織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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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單位，則組織中的個人將會知道如何共同工作、共同學習，並將所得到的

共識化為行動，進而將團隊所發展出來的技巧向其他團隊分享與推廣。最後，建

立起整個組織一同學習的風氣與標準 (林素惠，1997)。簡言之，團隊學習具有

連結個人學習與組織需求的功能，並使個人學習轉化為組織學習，其關係情形就

如圖 4-3 所示。 

 
圖 4-3 團隊學習是個人學習到組織學習的媒介 

資料來源：引自組織知識創新：企業與學校贏的策略，頁 90，張吉成、周談輝、

黃文雄，2002，台北：五南。 

 

三、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的意義前述內容已有涉及，以下僅就組織學習的本質特性加以陳述;

另外，由於組織學習需透過個人與團隊學習達成，本研究也將論述重點聚焦於組

織學習如何促進個人與團隊的學習，以回應個人、團隊及組織彼此的互動關係。 

首先，組織學習的本質具有三種特性 (潘慧玲，2002)：第一，組織學習若

要進行，必須有一前提成立，即用來學習的集體心智是存在的；第二，組織學習

大於個人學習的總和，但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中必要的一環；第三，組織學習若

要產生，組織中的個人與團隊需透過對話或合作學習，將自己所學擴及組織之

中，而組織也須透過適當方式將這些學習成果存入組織記憶系統。基於上述組織

學習的本質與特性，組織要透過何種力量，才能促使個人與團隊進行學習。 

Kim (1994) 曾用「組織記憶」的概念加以說明:由於組織記憶包括組織的典

團隊學習 團隊學習 

團隊學習 團隊學習 

共同願景 
環境 

環境 

個人學習 

環境 

環境 

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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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文化規範、決策例規等，它會決定資訊探求的關注焦點，也會影響資訊

分配流動的原則，更會左右認知理解的方式。因此，個人及團隊的學習都會受到

它的規範。另外，組織記憶所儲存的知識、經驗與理論，也可協助個人或團隊在

處理現在與未來的問題時，可有參考之依據，促使組織學習的活動不致於必須重

頭學起 (盧偉斯，1996)。至於組織學習與個人與團隊學習之關係，Watkins 與

Marsick (1993)曾用圖 4-4 加以說明: 

    
社會 

 
 
 
 
組織 

 
 
 
 
 
 
團隊 

 
 
 
 
個人 

 
 
 
 

圖 4-4 組織學習的層次 

資料來源：引自 Scuptling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p.l0), by K.E,Watkins & V.J. 

Marsick ,l993, CA:Jossey-Bass. 

 

組織為促進個人學習，須營造一個可供成員不斷學習的環境，促使成員可

組織與其環境產生連結 

促使組織成員朝往共同願景前進，並建立

獲取及分享的學習系統 

鼓勵合 

作與團 

隊學習 

增進探詢與對話，創造持續學習的機會 

邁向 

持 
續 
學 
習 
並 
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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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彼此對話與探詢，進而創造出不斷學習的機會。而為增加學習的效益，則鼓勵

成員採合作學習的方式，發揮擴散學習的效應。甚者，若要更進一步帶動整個組

織層面的學習，則需建立獲取與分享的學習系統，以促使組織成員朝共同的願景

邁進 (Watkins & Marsick,1993)。 

Kim (1993) 則提出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的連結，在當個人學到的心智模式

轉化到組織多數人所共有的心智模式(shared mental model)時，組織學習才能發

生。 

 
 
 
 
 
 
 
 

     圖 4-5 整合性組織學習模型 

 

資料來源：引自“The link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by D.H. 

Kim, 1993, Sloan Management, 35 (1), p.45.  

 

Kim 同時提出整合型的組織學習模型，以單迴路學習 (single loop learning)

個人學習 

觀念性    作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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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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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行動 

組織單迴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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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雙迴路學習 (double loop learning) 的概念，來連結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強調

將個人的心智模式轉換成組織共享的心智模式，產生行動回應環境，才是完整的

雙迴路組織學習，如圖 4-5 所示。 

另外 Pedler (1997)提出三種學習型式，藉以描述不同的組織學習層次與風

格。 

(1)型式 l：學習的對象為技術性的作業，藉由教導學習到正確的作業方式，並在

實際作業中，找出最佳的作業方式，建立有效的規範，這種學習型式由做中學，

因此文稱為「執行學習型式」(implemental learning type)。 

 (2)型式 2：學習者經由自覺性的思考，在發生的事件中追尋背後的原因及意義，

並將結果回饋至行動的改變上，在一次又一次的系統化的思考中，持續提升組織

的能力增加作業的有效性，這種學習型式由事件中檢討與反思，因此稱為「改善

學習型式」(improving learning type)。 

 (3)型式 3：強調與環境的互動，以整體性的系統化思考，觀察偵測環境中的機

會與威脅，經由與其它組織成員的對話與溝通，產生共同的願景，形成策略性目

標，並改變組織的行動，以適應不同的組織情境，這種學習型式強調集體思考的

重要性，整合組織內所有的學習努力，因此稱為「整合學習型式」(integrating 

learning type)。 

這三種學習型式的作用，主用在描述不同的組織學習層次與風格，但是每

個組織中可能同時存在此三種學習型式，因此在判斷某一組織是屬於那類型的學

習層次與風格時，可觀察其組織內部的學習狀況： 

 (1)若學習機能多集中在型式 1，則此組織傾向於「執行學習型式」，組織內部較

強調作業規範與準則。 

(2)若學習機能多集中於型式 2，則此組織追求持續的改善，在一次又一次的系統

化的思考中，持續的提升組織的能力，傾向於「改善學習型式」。 

(3)若學習機能多集中於型式 3，則此組織傾向於回應外界環境的變化，整合整體

組織的學習，因此傾向於「整合學習型式」，可望達到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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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中將三種學習型式加以描述，另外對三種學習模式所面臨最佳的情 

境與危機情境做一說明。 

 
表 4-1 三種學習型式 

 
學習型式 描    述 最佳情境 危機情境 

型式 1 執行 

(Implement) 

學習如何經由教導正確的

方式來執行，並順利處理作

業 

經 由 一 致 的 指

導 建 立 最 佳 的

作業典範 

停滯、落後、

過於依賴 

型式 2 改善 

(Improvement) 

學習如何經由創意產生及

系統化實驗的程序來進行

改善，把事情做的更好 

經 由 系 統 化 的

思 考 及 回 饋 持

續的改善 

混 亂 、 不 穩

定、在現有疆

域 中 有 限 的

改善 

型式 3 整合 

(Integrate) 

學習如何整合；在其它型式

的學習發生時，改變組織情

境及關係，藉由看見機會及

創造新的可能性，發展使整

體系統更加完善的方法 

經 由 溝 通 產 生

創造性的想法 
自 我 認 知 的

混淆，相互妥

協 而 非 真 正

合作創造 

資料來源：引自 The learning company: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37), 

by M. Pedler,l997, London：McGraw-Hill. 

 

Garvin（1993）認為組織學習活動方式可分成五種類型，分述如下： 

（1）系統地解決問題：利用科學的方法收集數據，系統的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

把握不同因素之間的關聯，從中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僅要求組織成員掌握必

要的方法與技巧，而且需要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即在觀察、分析問題的過程中，

避免簡單隨意的反應。 

（2）試驗：與解決問題是互補的學習方式，解決問題主要是為了應付當前的困

難，而試驗主要是面對未來，保握機會所展開的創造和檢驗新知識的活動，其中

又細分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持續性試驗，指的是組織由一系列持續的小試驗所組

成，逐漸累積組織所需要的知識。第二種為示範性試驗，通常屬組織內某單位進

行比較重大和系統性的變革，為日後大規模推行作準備，對組織的影響深遠且廣

泛。 



 

 150 

（3）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是一種最經濟有效的學習方式，審視組織過去的成

敗得失，系統客觀地做出評價，讓員工澄清有價值的失敗（productive failure）

與無意義的成功（unproductive success）的不同，體會失敗比成功具有更大的學

習價值。 

（4）向他人學習：組織不能只從自身學習，組織外部存在更多、更豐富的知識，

虛心的向他人學習，可使自己獲益非淺，即使毫不相關領域，亦能激發創新的思

維。向他人學習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向同行的組織學習，即所謂的標竿學

習，因為相同性質的組織面對環境的判斷、經營管理等具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透

過不斷的揭示、分析、採納與實施最佳標竿的學習方式。第二種是向顧客學習，

因為組織的學習就是要服務顧客，了解其需求，從使用狀況所得到的回饋訊息最

為直接，因其不夠專業，可透過觀察捕捉潛在的需要，以引領顧客需求。 

（5）在組織內傳遞知識：組織學習不是某些人或某些部門的事，需要求全體成

員、所有部門都積極行動起來，促進知識與技能在組織內部快捷流暢的傳播，讓

更多的人掌握，組織才能發揮更大的效用。 

 

從上述組織學習三個層次的探究，可知組織學習具有個人、團隊與組織三

個層次，每一層次的學習都具有交互影響的作用，故論及組織學習時，不應只著

重在組織層次，亦應觸及個人與團隊，否則組織層次的學習是無法達成的，而團

隊學習是個人與組織學習的中介，在推動組織學習時，應以團隊作為設計組織學

習活動的基本單位。 

 

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個人學習、團隊學習與組織學習的關係如下： 

（1）個人學習：個人學習是團體學習的基礎，每個人都在學習的團體並不等同

於團體在學習，在於學習主體的差異，團隊學習需以團隊當作學習的主體單位來

認定之。 

（2）團隊學習：團隊學習的過程是發展團隊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願景目

標的過程，其作用為發揮集體智慧，將學習轉化成組織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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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組織學習：集合各團隊將組織視為一學習單位，營造學習文化，建立組織

學習的共同標準，進而建構學習型組織的管理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組織記憶，因為它是三個層次學習的貫串關鍵，將會影響組

織學習的方向、行為與內容，研究者認為此組織記憶系統實質上就是建制一個知

識管理系統，促使成員的知識、經驗及理論可以充分地在組織之中得以擴散與分

享，也強化了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之間所存在的交互作用。 

 

貳、組織學習的測量 
關於組織學習的建構及衡量，大致上可區分為四種面向，分別是團隊導向

(team orientation)、學習導向(learning orientation)、記憶導向(memory orientation)、

以及系統導向(system orientation)。團隊導向指的是在決策過程及執行的過程中，

有跨部門的合作行為；學習導向為以組織長期利益為考量，重視組織學習的價

值；記憶導向則是著重知識的溝通及散布；系統導向與 Senge(l990)所提出的系

統思考相同，認為以系統為出發點可以看清楚事物的全貌(Hult & Ferrel,l997)。

目前國內外研究建構組織學習量表者，大多皆是以學習導向為基礎來發展的，以

下就現有文獻有關組織學習的測量論述如下。 
 

一、Norman (1985)的觀點 

Norman (1985) 建構學習技巧 (learning skills)的量表，包括人際性技巧

(interpersonalskill)、分析技巧（analytical skill）、組織技巧(organizational skill)、

及生態技巧(ecological skill)四項。 

 

二、Senge (1990)的觀點 

Senge (1990) 提出學習修鍊(learning disciplines)的五項原則，分別是自我超

越(personal mastery)、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建立共同願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及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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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aler 和 Van Der Heijden (1992)的觀點 

Galer 和 Van Der Heijden (1992) 建構學習查核表 (learning checklist)，訂定

出八項原則，包括學習的文化 (learning culture)、開放心胸 (openness)、不受經

驗所束縛 (freedom to experience)、對學習的承諾 (commitment to Learning)、計

劃及行動是否相近 (closeness in planning and action)、牢記習得的教訓 (capture of 

lessons learning)、互信 (mutual trust)、以及合作行為 (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等。 

 

四、Tobin (l993)的觀點 

Tobin (l993) 建構學習的基礎 (learning foundations)量表，研究出五項構

面，分別是有遠見的領導 (visible leadership)、有內涵的思考 (thinking literacy)、

功能集中 (functional myopia)、學習團隊 (learning teams)、以及經理人擔任促進

者角色 (manager as enablers) 等（引自林義屏，2001）。 

 

五、Wick 和 Leon (1993)的觀點 

Wick 和 Leon (1993) 建構學習要素(learning elements)的量表，包括五個項

度，分別是界定願景(defined vision)、行動計劃之衡量(action plan measurement)、

資訊分享(sharing information)、創造性(inventiveness)及執行能力(implementation 

ability)等（林義屏，2001）。 

 

六、Slater 和 Narver (l995)的觀點 

Slater 和 Narver (l995) 也建構了學習要素(learning elements)的量表，共包

括 五 個 面 向 ， 分 別 是 企 業 精 神 (entrepreneurship) 、 有 效 的 領 導 (facilitative 

leadership)、組織結構 (organic structer)、分散策略計劃(decentralized strategic 

planning)、以及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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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Hult 和 Ferrell (1997)的觀點 

Hult 和 Ferrell (1997) 認為組織學習已經過許多學者的討論與研究，但尚未

發展出一個對組織學習能力有效衡量的量表，因此根據組織學習的特性針對組織

學習的能力，從團隊(team)導向、系統(system)導向、學習(learning)導向、及記憶

(memory)導向等四個因素，發展出一衡量組織學習能力的量表，並以國際企業加

以實證研究。 

 

八、Sinkula,Baker,和 Noordewier (l997)的觀點 

Sinkula,Baker,和 Noordewier (l997) 發展之組織學習構面包括三項，從探討

市場資訊流程 (market information) 活動的觀點中，發展出以對學習的承諾 

(commitment to learning)、分享願景(shared vision)、及開放心智(open-mindedness)

等三個構面來衡量組織學習，此量表是發展的最為完整並具有全面性的組織學習

量表之一。 

 

九、Dorai 和 McMurray（2002）的觀點 

Dorai 和 McMurray（2002）建構組織學習能力量表，分成二個層面，包括訊

息的分享程度和調查文化程度來衡量組織學習，共計 16 題，如表 4-2 所示。 

 

十、李瑞娥（2003）的觀點 

李瑞娥（2003）發展學校組織學習評量工具，將組織學習分成四個層面，

分別論述如下： 

（一）個人學習：指學校教師參與學習或專業發展結構與途徑的重視程度，包括

取得系統化知識與實際教學行為的學習管道。 

（二）共享資訊價值：指學校成員對教師學校所共享的價值觀，也就是教師知覺

到學校及學校成員對教師學習的重視程度。 

（三）團隊合作：指學校教師參與團隊或自組團隊來促進教師的學習活動與教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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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度對話：指教師知覺到學校，教師與教師、或是教師與行政人員間能夠

充分的會談、對話、分享資源與經驗。此量表共計分 4 層面，24 題，如表 4-3

所列。 

 

表 4-2 Dorai 和 McMurray 的組織學習評量工具之層面與題目 
層面 題                 目 

訊 

息 

分 

享 

程 

度 

1. 有辦法有效地將重要訊息傳達給組織成員。 

2. 有辦法有效地將所得的資料轉為有用的資訊。 

3. 有辦法將資訊有效地儲存或記憶。 

4. 有辦法利用所得的資訊有效地解決問題。 

5. 有辦法有效地從錯誤中學習。 

6. 瞭解學習型組織的概念。 

7. 為了改善組織在做決定時，讓兩性都能參與決定。 

8. 為了改善組織在做決定時，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參與決定。 

9. 有其歷史沿革的資訊。 

10. 有鼓勵加強自己工作表現的制度。 

調 

查 

文 

化 

程 

度 

11. 鼓勵我們為加強工作表現而做試驗。 

12. 鼓勵我們常改變工作方式。 

13. 鼓勵我們挑戰組織以往的作法。 

14. 鼓勵我們與其他組織人員分享工作內容。 

15. 以分組方式增進工作效率。 

16. 有辦法有效地記下已做過的決定。 

資料來源：引自 A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file. （p.110）by R. Dorai., 

A.J. McMurray, 2002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Academ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onolulu, H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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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李瑞娥的組織學習量表 
層面 題                 目 

 

個 

人 

學 

習 

 

1.學校老師參與校外、校內的研習或學位進修。 

2.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追求進步，重視「終生學習」。 

3.在我們學校，老師們積極從事教學研究並發表研究成果。 

4.學校老師能應用相關教學資訊網站獲取教學資料與教學方法。 

5.學校老師能透過網際網路與校內外教師討論某一教學主題。 

6.學校老師利用資訊系統，指引老師獲取相關的教學資源。 

共 

享 

資 

訊 

價 

值 

7.學校老師們會彼此分享教學上的秘訣。 

8.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最近讀到或聽到有關教學或教育的新知。 

9.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想自己教導某一個觀念或單元的經驗或心得。 

10.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最近教學或處理學生問題上獲得的體會。 

11.在我們學校，老師們互相交換新的想法。 

12.在學校，老師們互相分享有關教學或學習的資源(如參觀地點、研習) 。 

 

團 

隊 

合 

作 

 

13.本校有運作良好的學習團隊(如讀書會，教學研討會或行動研究小組) 。 

14.學校的老師會以合作或協同教學，來促進課程的統整教學。 

15.學校的老師會與同事共同合作發展教學計畫。 

16.學校的老師們會針對教學或學生問題，共同討論解決的方法。 

17.學校老師們能夠互相幫助。 

18.學校老師們喜歡彼此相互比較，競爭心很強。。 

 

深 

度 

對 

話 

 

19.在我們學校，大部分老師或同仁都能夠坦誠溝通。 

20.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能以建設性方式挑戰其他人的想法或觀點。 

21.我們學校的老師，在溝通時能夠互相傾聽彼此所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22.在我們學校，老師願意接受他人質疑自己的看法，並進一步互相對話。 

23.本校的老師或同仁在溝通時，通常都流於禮貌性。 

24.本校的老師或同仁在溝通時，都必須很注意不要在無意中得罪別人。 

資料來源：國民學校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學習型學校

模型之建構，頁 255-257，李瑞娥，200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論文。未出

版。 

 

十一、Jerez-Gomez, Cespedes-Lorente,和 Valle-Cabrera（2005）

的觀點 

Jerez-Gomez 等人（2005）建構組織學習能力量表，分成四個層面，包括組

織管理承諾、系統觀點、開放與經驗化程度、知識轉移與涉入程度來來衡量組織



 

 156 

學習，此量表是最新發展具有全面性的組織學習量表之一，共計 16 題，如表 4-4

所示。 

 

表 4-4 Jerez-Gomez 等人的組織學習評量工具之層面與題目 
層面 題                 目 

組織 
管理 
承諾 

1. 管理者時常讓員工參與重要決策。 
2. 員工的學習活動被視為開支而非投資。 
3. 組織的管理有利於在任何部份作修正，以適應未來為新環境做準備。 
4. 員工學習能力在組織內被視為關鍵因素。 
5. 組織內，創新思維是會被獎勵的。 

系 
統 
觀 
點 

6. 所有員工普遍具備發展組織目標的相關知識。 
7. 組成組織的各部門、工作團隊、與個人，皆悉知自己如何促成最終目標的達成。 
8. 組織各部門、團隊、個人皆彼此協調一致並共同運作。 

開放 
與經 
驗化 
程度 

9. 組織推動試驗與革新，作為改進工作流程的一種方式。 
10. 本組織貫徹同業其他組織的作法，採行有用而有趣的技術、方法。 
11. 從顧問、顧客、職訓組織等此類外部得來的想法與體驗，被視為組織成長的有效手段。 
12. 組織文化允許員工適當表達與建議達成任務的程序和方法。 

知識 
轉移 
與涉 
入程 
度 

 

13. 組織從每層面分析檢討所有錯誤與失敗。 
14. 員工有機會相互討論對組織有用的新觀念、計劃與活動。 
15. 團隊合作在這組織經常是行不通的。 
16. 儘管員工已更換，組織有手冊、資料庫、資料夾、組織常規等此類方法，讓過去習得的教

訓依然有用。 

資料來源：引自“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bility：A proposal of measurement. ”,by 

P.Jerez-Gomez.,J.Cespedes-Lorente.,R.Valle-Cabrera,2005,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8（6）,p.724. 

 

從文獻探討中發現，組織學習的層面，分別從不同的觀點切入，有的從個人

學習心理認知的角度討論，有的從學習的對象和經驗來源的角度論述，更有的從

計畫執行回饋的實施軸向來探討，更有的直接由單迴路雙迴路學習及個人、團隊

和組織層面來分析（如表 4-5 所示）。 

綜合以上各家不同的層面分析，研究者認為組織學習可以從個人的學習超

越、整體的系統分析、技術與知能的提升和追求創新的發展來做為歸類，將本研

究的組織學習層面歸納成「自我超越」、「系統整合」、「提升知能」和「改進革新」

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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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組織學習層面文獻探討分析歸納表 
組    織    學    習    層    面    分   析 研究者 改進革新 提升知能 系統整合 自我超越 其他層面 

李瑞娥
（2003）  共享資訊價

值 團隊合作 個人學習 深度對話 

Argyris & 
Schon 
(1978) 

發現 發展 執行 執行 概化 

Weick 
(1979)     

制定 
選擇 
保留 

Huber (l991)  組織記憶   
知識擷取 
資訊散佈 
資訊解釋 

Wick (l993)     
選擇、描繪 
行動、評估 
目標 

Argyris
（1990） 雙迴路學習 單迴路學習 雙迴路學習 單迴路學習  
Miner & 
Mezias 
(1996) 

團體學習 
群體學習 
組織學習 

個人學習 
團體學習 
群體學習 
組織學習 

個人學習  

Watkins & 
Marsick

（1993） 

團隊 
組織 個人 

團隊 
組織 
環境 

個人  

Pedler 
(1997) 技術性作業 技術性作業 系統化思考 自覺性思考  

Norman 
(1985) 組織技巧 分析技巧 生態技巧  人性技巧 

Senge
（1990） 改善心智 團隊學習 系統思考 自我超越 共同願景 

Tobin 
 (l993)  學習團隊 內涵思考  

遠見的領導 
經理人促進 
功能集中 

Slater & 
Narver 
(l995) 

企業精神 
市場導向  組織結構  

有效領導 
分散策略計
畫 

Hult & 
Ferrell 
(1997) 

 學習導向 
團隊導向 系統導向  記憶導向 

Yeung
（1999） 不斷改良 提升能力   標竿學習 

實驗學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經由文獻歸納分析，本研究四個層面，研究者試圖從以下六個觀點來闡述

這四個層面的組織學習： 

（1）從個人上學習：指的是個人學習與完成學習的能力和成員能從他人身上學

習的能力，如開放的心靈、批判思考的能力、強烈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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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團體上學習：指的是組織中各團體透過和個人或團體的交互學習情形，

如進行研討、成果發表、專業對話、楷模學習等。 

（3）從工作上學習：指的是組織的工作流程中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如經驗學習、

知識庫學習、操作技能的學習、網路訊息的學習等。 

（4）從結構上學習：有助於個人學習和集體學習的組織結構特徵，允許個人自

由參與相關學習活動，具有去集中式的結構，能提供成員或團體增加學習的交互

作用。 

（5）從領導上學習：指的是主管領導行為，其以身作則，獎勵創新促進學習的

態度，對於選擇、訓練、監控、輔導個人學習或集體學習有明顯的影響。 

（6）從文化上學習：指的是組織的規範與價值，可以影響個人或集體學習的過

程，包括溝通、開放、決策透明、信任、比較績效等。 

 

 

参、組織學習的分類 
不同學者根據不同的研究方向與重點，如「是否涉及改變現有價值觀與規

範」、「技術的生命週期的階段」、「學習的連續程度」、「領導者的態度」、「員工參

與」、「學習是否具有未來性」等，將組織學習區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型。 

 

一、Argyris 和 Schon（1990）的分類 

Argyris 和 Schon（1990），以「是否涉及改變現有價值觀及規範」觀點出

發，將組織學習區分為初階學習 (First-order learning)及進階學習 (Second-order 

learning)。初階學習涉及改善組織能力以達成既定目標，與經常性的及行為學習

有關，又稱為單迴路學習 (single loop learning)。進階學習又稱為雙迴路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它重新評估事物的本質及既有的價值與信仰，涉及到組

織的文化變革。 

自 Argyris 和 Schon 之後，許多學者亦提出組織學習的類型，皆類似單迴

路學習與雙迴路學習的概念。例如：Senge (1990) 所提出的適應性學習(Adapttive 

learning)、創造性學習（generative learning）；Lyles (1988) 提出低階學習、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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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Meyers (1990) 提出線性學習、非線性學習。 

 

二、March 和 Olsen 的分類 

March 和 Olsen (1975)，以「學習的連續程度」的觀點出發，認為組織學

習的類型可以區分為完整的組織學習循環，及不完整的組織學習循環。當組織處

於不完整的組織學習循環時，組織將不斷地探索直到達成一個清楚而完整的學習

循環為止，而此不完整的組織學習循環又稱為「過度學習」。 

 

三、Meyers 的分類 

Meyers (l990) 以「技術的生命週期的階段」觀點出發，將組織學習類型分

成「線性學習」與「非線性學習」，並依組織處在不同的技術生命週期，劃分成

四種類型：創造性學習、適應性學習、維持性學習、變遷性學習。 

 

（一）創造性學習（creative learning） 

重點在於對問題的定義及活動的建構，屬於創新期的學習類型。 

（二）適應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 

重點在於建立各種程序、角色、法則，以塑造組織運作系統，屬於成長期

的學習類型。 

（三）維持性學習（maintenance learning） 

重點在於以過去經驗及既存系統的修改來增加效率，屬於成熟期的學習類

型。 

（四）變遷性學習（transition learning） 

重點在於如何解釋、認知外界環境的訊息，屬於衰退期的學習類型。  

  

四、Lyles 的分類 

 Lyles (1992) 認為學習可分為三種主要方式 

（一）經由經驗學習(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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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以組織過去的經驗來判斷應如何面對未來環境。 

（二）經由模仿學習(learning from imitation) 

係指學習其他機構或組織的經驗或行為屬於第二手資料的學習。 

（三）經由創造學習(learning from making it up) 

係指經由改善活動、創新、試驗等，屬於第一手資料的學習。 

 

五、Yeung 等的分類 
Yeung 等 （1999）採用競值途徑將組織學習的方式分成兩個向度，四種類

型，以協助了解、診斷及描述組織特性，兩個層面是以學習的來源（親身經驗與

他人借鏡）及學習的方向（開發新領域與善用既有機會）為兩個相對概念建構，

將組織學習分類成：實驗學習、不斷改良、標竿學習與提升能力四種。如圖 4-6

所示： 

 
資料來源：引自組織學習能力，頁 43，劉復苓譯，2001，台北：聯經。 

 

其中四種類型主要特徵如下： 

（一）實驗學習 

這種學習主要通過開發新產品來不斷產生新的創意，從而達到學習的目的。 

（二）不斷改良 

提升能力 實驗學習 

標竿學習 

他人借鏡 親身體驗 

不斷改良 

善用既有機會 

圖 4-6 組織學習方式 

開始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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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學習主要是遵循規劃、行動、檢視和改良的循環，持續改進已有的技術、

服務和流程。 

（三）標竿學習 

這種學習的組織一般先瞭解並分析別人的管理方式和最佳案例，注重組織外

的知識向組織內的擴散。 

（四）提升能力 

這類學習主要是藉助於對新知識、新技術的吸收來達到組織學習的目的。 

 

肆、組織學習的障礙與提升學習的方法 
 

一、組織學習障礙 

在組織學習障礙方面，Senge（1990）已有明確探討，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

者的觀點論述如下（陳建宏，1995；林建安，1996；盧偉斯，1998；白穗儀，民

1999；Argyris& Schon,1978）： 

 

（一）個人到組織學習的斷層 

組織學習是從個人到部門與組織依序發生的，係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溝

通，分享彼此的看法，基於共識而產生行動，從而發生組織學習。換言之，一旦

個人的思考探索無法經由人際互動的過程順利形成集體學習時，組織學習就受到

障礙。一般是由個人自我防衛的心理、人際互動的模式與組織文化等因素所引

起，其中以科層體制帶來的僵化，最不利組織學習。 

 

（二）侷限思考與盲目 

組織成員通常只專注自己感興趣與自己有關的事物，對於與自身利益無關

的事情，通常會予以漠視或忽略，造成與他人的意見互動，久而久之，思考即侷

限在以己身為中心的思索，造成組織無法系統思考。另當組織體認到某些潛在的

危機和機會，或是發現組織目標與現況有差距時，組織才會引發學習的動力或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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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但因成員的思考侷限，就無法看出這些趨勢或差距，在盲目的情況下，組

織變得自滿而安逸於現狀。 

 

（三）歸罪於外 

此為前述之副產物，當組織有問題時，常會先歸罪於他人，習慣以片段且

侷限的方式來看待外在世界，無法看見自身的行動對職務範圍以外的工作產生了

何種影響，反而撇清與自身有關的責任，怪罪他人，在實務上經常發生組織內各

部門針對發生的問題相互指責。 

 

（四）過於簡化 

為了要產生正確或有效的創意，組織必須深入分析檯面上的問題與機會，

並找出解決方式。許多組織能使用不同的技巧、工具及方法分析問題，但是還是

有許多組織缺少這些有系統的分析工具，以致無法找出問題的核心所在。它發生

於組織使用簡單的思考或直覺去解決複雜問題，結果多半使用簡單答案解決困難

問題，或是過於強調眾多原因之一，或是忽略組織是環環相扣的複雜體制。 

 

（五）欠缺環境洞察能力 

在多變的環境中，許多組織對於環就所產生的威脅沒有覺察，如同 Senge

（1990）所舉的譬喻「煮蛙效應」（The parable of the boiled frog），當青蛙放入沸

水中，會嘗試馬上跳出熱鍋，而放入溫水中，慢慢加溫，不但不察覺反而因舒服

不願離開，當溫度大達一定程度時，為時已晚。這種錯誤亦經常發生在組織當中，

對於內外部緩慢變化的環境沒有察覺能力。 

 

（六）分享擴散能力不足 

組織學習成果有許多記錄方式，包括新的行事步驟、工作規範、政策及組

織文化等，都可以化為文字記載或記錄於電腦資料庫中。不過，這些都還不夠。

組織還要能透過溝通管道、電腦網路、訓練或表揚獎勵等方法，讓所學更容易並



第四章 組織學習的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 

 163 

廣泛地流傳至組織的各個角落。當學習只發生於個人或單一部門，其學習成果遲

遲無法傳達於組織其他員工或部門，這就是分享擴散能力不強的學習障礙。 

 

（七）從經驗中學習的迷信 

當組織的過往經驗及結果經過評估、總結、儲存、並為其他部門所應用，

就可以達到推廣學習的目的。不過，組織也會像個人一樣有迷信的時候，特別是

當使用不足的資料或來源錯誤的資料，或以非理性的方式來解讀以往經驗時，無

法正確解讀以往經驗，而造成錯誤與失敗。 

 

（八）團隊管理的迷思 

一般認為團隊管理可以跨越個人的局限和互動的隔離有利於組織的學習發

展，但事實上部份組織並非如此，團隊管理不但無法發揮真正功能，反而造成內

鬨針鋒相對，為了表現團結和解的局面，經常是妥協下的產物而非實質效益目標

的考量，反而扼殺組織學習的契機。 

 

（九）學習不利的向度 

Yeung 等人（1999）認為組織學習不利的向度有七個，分別是： 

1.盲目(Blindness)：組織的現況與理想有距離，然而組織卻經常無法察覺出此差

異。 

2.過於簡化(Simplemindedness)：面對危險時，常以簡單的方法與流程去應付複雜

環境。 

3.同質性(Homogeneity)：環境具有多元的技能，資訊應來自不同的管道，然而，

一致性的要求，造成組織成員概念與方法同質性太高不利於組織學習。 

4.組織過度僵硬(Tight Coupling)：組織面對問題經常單一反應，無法嘗試不同的

技巧與策略。 

5.組織癱瘓(Organizational Paralysis)：發生在組織過去被證明可以這樣做，當有

效性被耗盡時，將導致遲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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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迷信學習(Superstitious Learning)：發生於錯誤詮釋經驗的意義，造成混亂的情

形。 

7.擴散力不強(Diffusion Deficiency)：組織的資訊無法透過溝通體系及相關管道跨

越部門之間，造成訊息流動不足。 

 

黃健（2003）從兩個部份的角度切入，來討論組織學習所面臨的障礙和困

難，分別是領導者的迷思與組織結構的受限，分別論述如下： 

 

（一）領導者的迷思 

有部份好的組織管理模式再其他組織推行時卻沒有績效，根本上是組織領

導主管的角色問題，說明了領導者在組織的行動與變革上有著無可替代的號召力

和影響力，通常領導者的障礙有下列三種： 

1.不善學習的領導者：部分領導者缺乏學習的意識，害怕嘗試，擔心部屬表現優

異，並不支持學習。 

2.領導者的成功情結：領導者受到以往成功的經驗所迷惑，過分自信、自滿，喪

失危機感，只囿於眼前，缺乏戰略眼光而阻礙組織學習。 

3.過於集權的領導者：傳統的觀點，領導者就是權利或權威的象徵，是發號施令

控制一切的人，典型一言堂，亦阻礙組織的學習與進步。 

 

（二）組織結構的受限 

組織結構對於面對環境的生存和進化具有重要意義，是組織存在與運行的

基礎和機制，對於組織學習也有重要的影響，傳統組織結構是垂直式的金字塔結

構，從上而下有著明顯的層次與等級，越往上權力越集中，擁有權利的人越少，

通常組織結構的受限影響組織學習的障礙有下列三種： 

1.層次過多：層次過多實際上反應了組織結構的管理障礙，太多的限制就意味著

效率的低下，信息在不同層次的自由流動受阻，將禁錮員工的思維，限制其積極

性與創造性，員工傾向於任何問題上級都有現成的答案，只需要被動的等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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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強烈依賴感，阻礙組織的學習。 

2.縱向分割：縱向分割是組織結構的職能障礙，管理障礙的關係產物，各部門各

有各的功能各自為政，侷限於部門責任，造成狹隘的部門利益觀點產生，訊息在

組織的橫向流動上受阻。 

3.系統阻塞：系統阻塞是指組織的運作障礙，它是管理障礙和職能障礙的結合產

物，即整個組織內各單元被切割，造成更深的隔閡，換言之，組織無論是縱向或

橫向的溝通管道皆不暢通。 

 

二、影響組織學習的因素 

Popper 和 Lipshitz（2000）對於影響組織學習的因素，有詳細的說明，茲

就其相關觀點說明如下： 

 

（一）不確定的環境 

組織在快速變遷、競爭激烈下，以求得生存，這也就是為何看見一些組織，

在充滿競爭的環境下，仍能夠屹立不搖，以高科技資訊產業為例，所依賴的就是

組織本身的自我學習，以面對並適應多變不確定的環境。因此，面對困境時更可

以看出組織學習的能力。 

 

（二）關鍵性的錯誤 

不確定與競爭激烈的環境威脅下，當發生關鍵性的錯誤時將付出高度的代

價，因此，慘痛的代價對於組織成員將起警惕作用，能促進學習的意願。 

 

（三）成員的專業性 

專業化的標準，要成員必須在既有的水準之上不斷的繼續發展，組織成員

如果具備達到專業化的標準，可以成為組織學習的助力，尤其專業化的承諾可以

提升組織學習中個人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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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的領導風格 

領導者是具有深遠影響力的，透過安排各種事物、行動及服務模式，領導

者可型塑一種結構化的組織學習文化，是決定組織成員學習的關鍵力量。 

 

三、助長組織學習的因素 

 

Yeung 等人（1999）研究如何提升組織學習的能力，提出以下認為能助長組

織學習的觀點： 

（一）文化 

認為可以透過下列方式達成： 

1.歡迎成員探討組織的決策。 

2.對於探索過程或嘗試錯誤失敗時，不予責備。 

3.鼓勵成員應具有規範性。 

4.建立參與決策過程的對話。 

5.相信比較好的解決方式總是存在的。 

 

（二）心智能力 

領導者可透過整體性的學習安排，如教育訓練能力發展等來增長成員各種

心智能力。 

1.制度化的職務調動與任務分派 

2.拔擢有學習能力的成員。 

3.規劃訓練課程分享實務經驗。 

4.尋找新技能與知識提供給組織成員。 

5.建立以技能為核心能力的概念。 

6.確保組織成員有一套學習計畫。 

 

（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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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果的角度來看提升組織的學習可經由下列方式著手。 

1.改變對組織成員表現的評估方式 

2.使用多元的考核方式。 

3.獎勵組織成員和他人分享概念與經驗。 

4.鼓勵組織成員實驗新的觀念。 

5.結合其他能刺激組織成員學習的相關體系。 

6.對於能夠預先考慮需求予學習的成員，給予特殊之認可。 

 

（四）管理 

指的是透過工作結果與過程，進一步管理有助於成員學習。 

1.組織設計方面：鼓勵團隊學習；組織傾向簡單；建立網狀組織；確保組織保持

彈性與適應。 

2.溝通方面：保持溝通順暢；公開表揚有學習能力的成員；資訊透明化；保持資

訊平面結構流通；分享資訊與經驗。 

 

（五）工作體系的改革 

1.納入各界對於成果、規劃與發展的意見。 

2.接受改革的挑戰與考驗。 

3.建立有彈性且流動的組織進路體系。 

4.建立鼓勵分享的學習環境。 

 

（六）領導 

1.有效地訓練組織成員。 

2.具有建設性的晤談與討論。 

3.舉辦特殊的研討會與專業計畫。 

4.面對未來願景的溝通。 

5.經常走動式的管理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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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徵詢成員問題及對問題的看法。 

7.經常參與各階層組織成員的研討。 

 

綜合以上，研究者認為組織學習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障礙與提升組織學習的

方法如下： 

一、組織學習的障礙 

（1）盲目：指組織無法感應知覺外界變化或機遇。 

（2）能力陷阱：過去的成功導致組織過分自信，因而脫離未來的變化。 

（3）機制缺陷：缺少發現問題的流程和部門。 

（4）捨本逐末：針對症狀而不是本質解決問題。 

（5）癱瘓：沒有能力採取新的行動。 

（6）活動過度：組織經常增加新的活動而沒有考慮活動以後的後果。 

（7）連結斷層：組織的意圖和行動失去聯繫與脈絡相關。 

（8）記憶喪失：組織無法記住過去學習的成果。 

（9）擴散失效：學習成果無法在組織內共享。 

（10）短視：偏重於短期目標的績效評估。 

（11）結構限制：不利於學習的職位結構。 

（12）目標不清：組織學習意圖未在組織上下溝通。 

 

綜合以上，在組織學習上的障礙、影響因素與助長因素，研究者認為組織

學習反應了組織做為一個整體，對各種內外訊息的認知與反應能力，可以從下面

環節來思考因應： 

（1）對未來的警覺程度，洞察組織是否具有準確預警的能力。 

（2）對事物的認知程度，組織是否掌握全面認知的能力。 

（3）對於訊息的傳遞速度，組織是否具有暢通分享的能力。 

（4）對於變化的調整程度，組織是否具有應變調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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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組織學習的方法 

組織學習的提升，顯示了組織在面對某個問題時對於訊息的敏感與認知程

度，組織內部運作的效率與團結程度，和對於變化的及時調節程度，針對以上，

研究者認為當組織面對問題，可藉由下列方法來提升組織的學習： 

（1）確定並選擇問題：了解組織渴望有什麼變化，其中有許多待考慮的問題，

並提出理想狀態的目標，在問題上達成一致性，且對此問題進行具體之描述。 

（2）分析問題：分析是什麼阻礙組織達成理想狀態，了解存在的潛在因素，需

進一步找出並證實關鍵的原因，並清楚列出關鍵因素。 

（3）產生可能的解決方案：接著進行怎樣改變現狀，開始研發解決問題的方案，

列出可能解決的方案表。 

（4）選擇並規劃解決方案：探討達到目標的最好途徑是什麼？擬定衡量可行方

案的指標，進行評估選定方案的意見，制定和監督改變進程的計畫。 

（5）貫徹實施方案：過程中重視組織是否在按計畫進行，落實執行方案。 

（6）方案執行效果的評估：重視方案的執行效果，找出仍未解決的問題，探討

問題是否已解決，並在未解決的問題上達成一致。 

 

 

第三節 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 
 

本節針對國內外組織學習相關研究及國內人口環境變項在組織學習的差異

進行討論。 

 

壹、國內外在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 
 
一、Simonin 和 Helleloid 的組織學習策略模式 

Simonin 和 Helleloid（1994）從企業組織競爭策略計畫的擬定與策略選擇的

觀點出發，將組織學習策略視為提昇企業組織競爭力的手段，而提出組織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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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模式，如圖 4-7 所示： 

 

資料來源：引自“Organization learning and a forms core competence.”,by B.Simonin 

& D. Helleloid, 1994,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3）, p.218. 

在圖中組織的持續競爭優勢，來自於組織核心知能的不斷的強化與成長，

而此核心能力則仰賴組織的學習。其程序是在於組織經由資訊與知識的傳遞，組

織學習的主要行動在於有效率的知識獲取、知識處理、知識的儲存與知識總量的

增加，以彌補組織中所欠缺的核心知能。 

 

二、Lant 和 Mezias 的組織學習螺旋成長 

Lant 和 Mezias（1995）指出組織需要推動學習活動的動機，是來自組織成

員執行工作後的績效程度，如圖 4-8 所示： 

 
 
 
資料來源：引自 An organization learning Model of convergence and reorientation. 

(p.86), by T.K.Lant & S.J. Mezias, l995, CA：Sage. 

成員 

行為改變水準 

抱負水準(aspiration level) 

目的、目標 

行為改變水準 

成員 

成員 
抱負水準 

(performance) 

成員 

成員 

成員 

組織學習 

滿意 執行 不滿意 

學
習
活
動 

資訊/知識 組織學習 組織核心知能 

現有核心知能 資訊 知識 
 知識獲取 
 知識處理 
 知識儲存 
 知識增補 知識 提昇核心知能 

圖 4-7 Simonin 和 Helleloid 的組織學習策略模式 

短期競爭優勢 

持續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 

圖 4-8 Lant 和 Mezias 組織學習之螺旋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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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組織成員的表現介於滿意與不滿意之間，組織學習被寄予提升成員工作

績效的厚望。於是在組織目標的指引下，為成員設定初階的「行為改變水準」，

以及經由學習活動後所產生的「行為抱負水準」，而每一層的「行為抱負水準」

均代表前一階段組織目標的達成。換言之，當組織內成員的行為改變水準常有落

差存在時，經由組織團隊的學習活動設計和學習行動開展後促使組織成員改變行

為，可以達到更高一層的抱負水準。 

 

三、Hickman 的個人專精論（personal mastery） 

Hickman（1998）認為組織學習需要植基於成員的個人學習才能克盡其功，

個人的學習則不保證等同於組織的學習，但捨棄個人學習的途徑，則組織學習便

無從發生。他認為組織學習首要在於「個人專精」，而塑造個人學習，焦點在組

織中成員的個人願景，個人專精可經由培育途徑來擴充成員的能力，此主張與

Senge（1990）所提學習型組織五項基本修練之中的「改善心智模式」、「自我超

越」、「系統思考」等個人專精化有相同的意指。 

 

Hickman 的「個人專精」理論的核心乃建立在個人願景（vision）與真實

（reality）之間存在著落差（gap），由於落差的產生，能引出「創造張力」（creative 

intention），此張力是個人採取行動邁向願景的主要動力，其形容此一創造張力在

概念上類似在具有彈力的橡皮筋中，置入願景與真實分執上下兩端，當任一端固

定不動時，另一端則會因彈力而朝對應端之方向靠攏，並將情感張力加入型塑個

人精進的範疇中，讓整體概念更具有動態性。Hickman 以個人專精圖示來加以說

明，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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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自 Leading organizations. (p.76), by G.R.Hickman, l998, CA：Sage. 

 

圖中分別顯示出上下兩個迴圈，每一個迴圈相互作用影響，也相互調和趨

於平衡。上層的迴圈重在個人理想面的調整，中間顯現創造張力落差顯示出個人

經常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結果並不能符合預期目標，因此在現實與理想間不斷

的折衝，而在下層的迴圈，則強調個人完成願景的行動力。這種落差的存在促使

個人為了完成願景，轉化內在動機成為行動的驅策力，進而採取有效的學習行

動，來拉近願景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Hickman（1998）認為組織要建立能力需依循下列步驟達成，分別是：（1）

個人專精化（2）建立個人學習（3）建立組織學習（4）導引組織改變（5）建立

差異化管理（6）以績效管理相連結。 

 

四、DiBella 和 Nevis 的學習週期理論 

DiBella 和 Nevis（1998）提出組織學習的能耐由「學習導向」（learning 

orientation）和「協助因素」（facilitating factors）兩大部分所組成。「學習導向」

創造張力的落差 

情感張力 

壓低願景 

願景 
平衡 

平衡 

完成願景的行動 

延遲 

真實的現況 

圖 4-9 Hickman 的個人專精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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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組織的文化和核心競爭力為基礎，描述學習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已經學習到什

麼，而「協助因素」則是從組織的一般性運作中，協助提升學習的特別因素有哪

些。他們提出組織的學習週期（learning cycle），其中以學習焦點、領導關係、

系統觀為核心，外圍透過獲得（acquire）、擴散（disseminate）與利用（utilize）

三個階段環繞形成了組織學習的循環，而影響組織學習週期的因素包括如下： 

1.從外在環境資訊的蒐集。 

2.現階段與被期望績效間的落差。 

3.學習活動的測量。 

4.組織關心的創新、新科技和必要實驗的狀況。 

5.組織開放性的氣氛。 

6.各種繼續進行的教育。 

7.面對多元環境變化，在工作程序上有否不同方法的應對。 

8.成員的新想法、方法是否提升在組織預期的水準。 

9.領導是否支持組織學習環境的建立。 

10.系統性的檢討組織與團隊間學習行動與績效之關係。 

基於此，DiBella 和 Nevis（1998）提出一個學習風格矩陣（learning style 

matrix）以決定知識來源與學習範圍間的關係。如圖 4-10 所示。 

 
資料來源：引自 How organization learn-an integrated strategy for building learning 

capability. (p.58), by A.J. DiBella, l998, CA：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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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學習風格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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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風格矩陣圖中可看出，當知識來源來自內部時，將可能出現組織學

習的範圍增加，對組織產生修正更新或增加既有知識的效果，同時也可能從組織

成員所擁有的操作面和知能使用上去轉換，產生產品或過程的創新效果。當知識

來源來自組織的外部時，具有調適和獲得兩種效果。當組織經由外部獲取知識，

則適應變產生，經由學習轉換至成員，以發揮學習的實質效益。 

 

五、鄭金治（2003）在組織學習的研究 

鄭金治（2003）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運作實際情形，以高雄市國民小學

校長為研究樣本，採用質性研究法，透過訪談和內容分析法，瞭解六所國民小學

組織學習的實際運作，其研究重要結論如下： 

 

（一）學校組織學習是循序漸進，可分為四個階段循環歷程，分別是： 

1.先找到著力點，成為啟動學校組織學習的動力。 

2.蒐集資訊，整合運用有效的資訊，增權賦能。 

3.建立支持的環境，發展團隊學習，激勵教師專業成長。 

4.掌握資訊，整合資源，轉化行動，不斷創造績效。 

 

（二）學校組織學習的成效與學校領導者的理念與全心投入息息相關，學校組織

學習能夠啟動、運作及有成效，學校領導者的理念有催化引導的作用，但是實際

作為會考量背景環境而有不同的著力點，因此學校組織學習的成效與學校領導者

的理念與投入有關係。 

 

（三）建立明確可信與流暢的實踐歷程，可以引發學校組織學習的能量，組織學

習運作的歷程脈絡，包括理念引導、組織建構、溝通暢通、資源整合、團隊行動、

有效執行、持續改善，因此要引發學校組織學習的能量，積極建立明確、可信與

流暢的實踐歷程，是重要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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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組織學習的策略，焦點放在教師團隊學習能力的提昇，提供教師多元

的分享管道包括專題報告、主題研討、協同教學、讀書會、網路互動等方式，焦

點都放在教師對話擴散的學習。換句話說，學校組織學習的策略就是提昇教師團

隊學習的能力，進而學校組織學習能力也會提昇。 

 

（五）校園學習文化的開展是以學習者為核心，兼顧學校組織的特性從研究的整

合分析，動力、目標、行動、激勵是校園學習文化開展的重要指標。學校組織學

習是要以學習者為核心，激勵教師有意願的學習，並兼顧學校組織的特性，才能

促使校園的學習文化不斷開展，產生學習的正向循環。 

 

（六）願意改變的學校，會掌握環境的脈動，整合各項資源，創造學校的績效，

學校效能的持續創造，要敏銳察覺外在環境的變化，掌握資訊的趨勢，找到改變

的契機。另外，學校效能如果要成功不墜，就要保有願意改變的學校文化，注重

執行的細節，包括流程改進、問題解決，並且不斷嘗試創新與反思修正。 

 

（七）鼓勵學校成員共同參與，有認同感、歸屬感，可以減少學校成員的異動。

學校成員的異動，很容易造成學校組織學習運作的困境，產生狀況不能掌握、資

訊過於簡化、執行力不佳等學習障礙。因應之道就是鼓勵多參與校務；建構人性

自主的學習空間，營造關懷與尊重的組織氣氛，產生認同感、歸屬感，可以減少

學校成員的異動。 

 

（八）提昇工作的意義及內涵並給予合理的期待，可以化解成員學習的壓力，工

作量的壓力大部份源自「時間不夠」，因此，學習時間管理、尋求合理的工作期

待、重視工作的核心價值與意義，可以化解學校成員學習的壓力。 

 

貳、國內組織學習與環境個人背景變項探討之研究 
有關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知識管理的表現程度差異的探究，以下舉出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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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關的國內知識管理相關研究，包含性別、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以及組織規

模等項。 

 

一、性別與組織學習 

張弈華（1997）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針對台灣省九個

縣市國民小學學校人員為研究樣本，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上會因性別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男性優於女性。 

 

張昭仁（2001）研究國小校長轉型、互易領導與組織學習能力關係，以問

卷調查問卷國小教師，發現性別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究

結果男性優於女性。 

 

二、服務年資與組織學習 

張弈華（1997）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針對台灣省九個

縣市國民小學學校人員為研究樣本，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上會因服務年資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年資淺者表現較佳。 

 

李佳霓（1999）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教師個人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

以問卷調查高雄縣國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在教師的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上，

服務年資長者的表現較佳。 

 

張昭仁（2001）研究國小校長轉型、互易領導與組織學習能力關係，以問

卷調查問卷國小教師，發現服務年資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年資越長表現較優。 

 

黃瓊容（2003）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關係，以問卷調查嘉

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的學校人員，發現發現服務年資不同在組織學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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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年資越長表現較優。 

 

三、擔任職務與組織學習 

張弈華（1997）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針對台灣省九個

縣市國民小學學校人員為研究樣本，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上會因職務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兼任行政者表現較優。 

 

李佳霓（1999）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教師個人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

以問卷調查高雄縣國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在教師的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上，

兼任行政者的表現較佳。 

 

張昭仁（2001）研究國小校長轉型、互易領導與組織學習能力關係，以問

卷調查  國小教師，發現擔任職務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

究結果兼任主任者表現較優。 

 

 

四、學歷與組織學習 

李佳霓（1999）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教師個人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

以問卷調查高雄縣國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在教師的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上，

學歷高者的表現較佳。 

 

白穗儀（1999）研究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以問卷調查

中部四縣市國中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學歷高的教師對組織學習的程度較佳。 

 

張昭仁（2001）研究國小校長轉型、互易領導與組織學習能力關係，以問

卷調查國小教師，發現學歷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

研究所畢業者表現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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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瓊容（2003）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關係，以問卷調查嘉

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的學校人員，發現發現學歷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

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研究所畢業表現較優。 

 

五、組織規模與組織學習 

張弈華（1997）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針對台灣省九個

縣市國民小學學校人員為研究樣本，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上會因組織規模的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小型學校表現較優。 

 

彭淑珍（1998）研究學習型組織理論在國民中學行政上的應用，以問卷調

查學校人員，發現學校規模小有利於團隊學習的進行。 

 

Bryk 等人（1999）研究芝加哥學校的專業社群、助長因素與組織學習結果，

發現建立專業社群是組織學習的核心，其中學校規模小者較有助於專業社群發展

提昇組織學習能力（張昭仁，2001）。 

 

張昭仁（2001）研究國小校長轉型、互易領導與組織學習能力關係，以問

卷調查問卷國小教師，發現學校規模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規模小者表現較優。 

 

蔡志隆（2003）研究雲林縣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氣氛關係，以問卷調

查問卷國小教師，發現學校規模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究

結果規模小者表現較優。 

 

六、組織地區與組織學習 

張弈華（1997）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針對台灣省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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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國民小學學校人員為研究樣本，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上會因組織地區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偏遠地區學校表現較優。 

 

白穗儀（1999）研究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以問卷調查

中部四縣市國中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偏遠地區學校組織學習程度較佳。 

 

張昭仁（2001）研究國小校長轉型、互易領導與組織學習能力關係，以問

卷調查國小教師，發現學校地區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究

結果偏遠地區學校表現較優。 

 

黃瓊容（2003）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關係，以問卷調查嘉

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的學校人員，發現學校地區不同在組織學習能力的

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都會型學校表現較優。 

 

七、組織類型與組織學習 

Mark & Louis（1999）研究教師權能與組織學習能力關係，以國小、國中高

中各八所教師為研究樣本，研究結果學校類型的不同在組織學習上有顯著差異，

發現小學的組織學習能力表現優於國中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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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針對文獻探討的結果，研究者針對研究對象、變項差異、研究方法、內容

與相關主題分析如下： 

 

一、研究對象 

發現在組織學習的研究上，在教育領域幾乎都偏重於學校層級，包括：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高中等，目前國內外針對組織學習的研究對象大致上以企業

與學校為主，國內對於教育行政機關並未有實證的研究。 

 

二、研究變項 

從研究的「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上發現在：「性別」、「年資」、

「職務」、「學歷」、「規模」、「地區」與「類型」的不同，分別在組織學習的研究

上有著不同的結果。 

 

三、研究方法 

國內的研究皆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進行量化分析。 

 

四、研究內容 

有些以組織學習的層次為研究內涵，分個人、團隊與組織的學習，有些以

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鍊為研究內涵，有些以組織知識獲取與應用為研究內涵，顯

現出組織學習在研究向度上具有高度的差異。 

 

五、相關研究主題 

與組織學習相關的研究領域，分別是：學校效能、轉型互易領導、教師專

業成長、教師權能、組織創新、組織氣氛等領域。 

基於此，研究者以「教育行政機關」為對象，研究工具採用「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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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訪談法」來進行，並將教育行政機關組織學習以「自我超越」、「系統整合」、

「提升知能」和「改進革新」四個層面為研究的內涵。並針對文獻探討主要差異

之背景變項：「性別」、「年資」、「職務」與「學歷」；環境變項：「規模」、「地區」

與「類型」來進行差異考驗。如表 4-6 所示組織學習在不同背景環境變項研究分

布情形。 

 

表 4-6 組織學習在不同背景環境變項研究分布彙整表 

變項 研究者 性別 年資 職務 學歷 規模 地區 類型 

張弈華（1997） ˇ ˇ ˇ  ˇ ˇ  
彭淑珍（1998）  ˇ ˇ ˇ ˇ   
白穗儀（1999）  ˇ ˇ ˇ  ˇ  
李佳霓（1999）  ˇ ˇ ˇ    
Bryk 等人（1999）     ˇ   

Mark & Louis（1999）       ˇ 
張昭仁（2001） ˇ ˇ ˇ ˇ ˇ ˇ  
黃瓊容（2003）  ˇ  ˇ  ˇ  

組 
織 
學
習 

蔡志隆（2003） ˇ ˇ ˇ ˇ ˇ   
次數 3 7 6 6 5 4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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