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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發展適用於學校組織之動態能耐評量工具，並透過對高

級中學與高級職業學校動態能耐之測量與實證分析，瞭解學校組織之動

態能耐現況。本章共有五節。第一節敘述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第二節

依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提出相關研究問題；第三節說明達成研究目的之

方法與步驟；第四節進行重要名詞釋義；第五節說明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是個以速度決定勝負的時代，組織要駕馭未來，獲致成

功，則必須具有掌握趨勢、快速回應環境變遷的能耐。學校組織長期以

來溫和改造、緩慢變革、無法及時回應外在環境需求之組織特性深為學

者所詬病。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學校組織具有鬆散結合特性（秦夢群，

2004a；Weiner, 1978），亦即學校組織具有協調緩慢、成員獨立性高、目

標差異性大等特徵，造成學校組織在進行革新的過程中阻力重重，實為

學校運作上之隱憂。尤其對公立學校而言，由於學生來源穩定，學校經

費充裕，故即使創新情形跟不上時代的脈動，亦不足以撼動其不思改進

的營運風格。這種種的問題在未來皆會對學校組織帶來巨大影響，更嚴

重者，使得國家之教育競爭力下降。本研究即希望瞭解當前教育組織外

部環境改變的事實，以及學校組織回應環境變化的情形，將以動態能耐

架構（dynamic capability framework）為理論基礎，做為研究之主軸。 

 

壹、研究背景 

在一些研究中發現學校很少有創新行為，即使有也是意興闌珊、步

履緩慢（李新鄉，1999；Deal, 1990; Haas, 1989; McLaughlin, 1998; Murphy & 

Hallinger, 1993）。李新鄉（1999）直言學校為一保守氣息較為濃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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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對於運用新觀念以改變其教學，都抱持著觀望的態度，被動接受

改變的態勢相當明顯。王如哲（2000）認為學校組織由於乃屬準公務部

門，教育人員之權利與義務受到法律的規範和保障，加上教育人員之表

現也甚少會直接影響其所獲得的待遇與獎懲，故難以產生自發性的革

新。然而，這樣的組織運作型態在知識經濟時代不但不具競爭力，反而

可能造成組織內部核心之僵化，不利於組織之永續經營發展。為活化學

校組織之結構，近年來各國教育紛紛走向市場化（marketization），主要

原因在於政府單位所提供的服務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認為長期以來

由於教育事業受到國家之干涉與壟斷，導致學校缺乏市場競爭、品質持

續低落。學校組織開放與競爭之趨勢相當明顯，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間

不公平之教育經費分配問題長期以來也引發學者廣泛討論。雖自 1971

年 Rawls提出正義論（theory of  justice）以來，社會對於經濟結構提供合

理的正義原則感到相當合理，最主要原因即在對既有的資本主義與社會

主義感到失望所致。正義論以「自由」與「平等」為基本原則，將研究

焦點置於社會分配正義問題，期望國家能在優先保障個人權利不受侵犯

的情況下讓社會財得到平等的分配（Rawls, 1999）。然而，這樣的論調顯

然無法讓 Nozick同意。Nozick（1975）反對國家對個人權利的再分配，

其追求最大的個人利益和最小政府（minimal state）的烏托邦理想，將自

由主義推到極致。對於政府提供足夠經費來維護學校之運作，其認為將

破壞學校之競爭與活力，不利於整體社會與經濟之發展（引自秦夢群，

2004b）。再加上 1980 年代以來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或稱新右派）

崛起，使市場機制導入學校組織中，希望透過學校組織間之競爭使學校

之教育品質獲得提升，這迫使學校必須不斷驅動自己進行革新、提升自

我之競爭優勢，以因應險峻的環境變化，免於遭受市場淘汰。因此，學

校組織導入「競爭與淘汰」的機制，促使學校間的創新與競爭，提升辦

學績效，已成為重要趨勢。 

競爭有利於創新與發展。事實上，「優勝劣敗、適者生存」的戲碼

自二十世紀以來即在世界經濟舞台不斷上演。在競爭激烈的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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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業組織若要生存，則必須不斷吸收與回應外部環境的訊息，不斷

地檢討與創新。由於外在大環境變遷愈來愈快，組織間之競爭愈形激

烈，為了生存，必須不斷尋求創新與變革，以提升競爭優勢，應付環境

之需求。這些改變包括了從勞力密集、資本技術密集，進而提升至知識

密集。在以往，誰能擁有低勞力成本、大量生產製造就是贏家，進入知

識經濟時代，技術與智慧資本，已成為角逐贏家的關鍵。學校在此趨勢

之下，已不能閉門造車，不求改變（秦夢群、黃貞裕，2002）。 

世界上唯一的確定是不確定，唯一的不變就是變。Kast和 Rosenzweig

（1985）指出行為科學之管理時期已經結束，接下來之管理學將以系統

觀點為師，主要因為外在環境充滿不確定性與不穩定性，而組織之目標

是多元與多變的，再加上科技之複雜性與動態性，使得組織必須不按常

理出牌的決策增加。故一個層級較少、彈性較大的適應性有機組織型態

（adaptive-organic organizational form）應運而生，並為未來之主流組織

架構。Drucker（1995）亦認為屬於「非營利組織」的學校組織已從過去

被視為一種靜態的結構，轉化成能適應社會變遷、能成長與發展的有機

體。未來學學者 Schwartz（2003）亦指出未來的世界將是一個充滿劇變

的世界，而且劇變將成為常態。因此，組織唯有不斷關注外在環境的變

化，並適時對組織內部進行調整，才能在險峻的環境中存活。尤其在知

識經濟時代，組織成長動力不再是有形的資產（例如機器、硬體設備），

而是組織的技術資本、智慧資本等無形資本。微軟總裁 Bill Gates 即指

出在知識經濟時代，資訊設備不斷推陳出新，未來的企業將是以知識與

網路為基礎的企業，而未來的競爭則植基於知識與網路的競爭（樂為良

譯，1999）。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指出組織間以知識資本的強弱做為勝敗的

關鍵已是未來必然的趨勢（OECD, 1996）；美國麻省理工學院經濟學院

教授 Thurow 指出人類正面臨全球第三次工業革命，未來將是以知識為

基礎的競爭（齊思賢譯，2000）。在知識競爭的時代，對知識的發明與

掌控才是輸贏的關鍵。唯有全球化之佈局才能緊握市場發球權，處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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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這也就是為何近年來許多企業組織不惜冒險一搏，主導全球化的主

因。現今之企業組織全球化之目的無非是尋求外部資源之整合，以加快

交貨時間，促進組織環境適應力。放眼國際能夠存活百年之企業如

IBM、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奇異（General Electro）、飛利浦

（Philip）等能歷經時代的變遷與企業轉型之考驗而始終維持不墜，成為

當今世界上少數成功的跨國企業，即是因為它們能不斷整合外部與內部

之資源，持續其競爭優勢。尤其奇異公司目前是 1896 年美國道瓊（Dow 

Jones）掛牌上市的所有公司中，迄今唯一碩果僅存的一家，由此可見該

公司整體作戰能力之強勁。學校組織雖然與產業的變動牽連性不大，然

而，許多私立學校在面對公立學校體系的建立與其他競爭者的加入，仍

能在劇變的環境下生存下來，究竟其如何維持競爭優勢？其又具有那些

能耐與策略？值得探討。 

策略管理（strategic management）為管理學之重要研究領域，其主

要研究組織方向分析組織應如何經營以維持競爭優勢。自 1971 年

Kenneth R. Andrews 在《企業策略之概念》（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一書中提出策略架構後，正式開啟整個策略領域的蓬勃發展。

Andrews 將「策略」定義為組織評估本身資源之優勢與弱勢，與衡量外

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後，提出最佳行動方案以達成組織之目標（Collis & 

Montgomery, 1995）。長久以來，該領域之學者致力於瞭解組織究竟如何

發展永續競爭優勢（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以獲致優異績效

（Barney, 1997；Grant, 1998；Roberts, 1999）。關於組織如何創造永久性

之競爭優勢，自 1971 年 Andrews提出 SWOT分析架構，從外部環境構

面（產業分析）與內部環境構面（組織內部結構及資源分析）為基礎，

力指組織內部之優劣應與外部環境趨勢互相配合，而組織之策略既為優

勢（strength）、劣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威脅（threat）交

互作用下的產物。SWOT分析架構一直沿用至今，其策略焦點也歷經三

個不同時期的轉換。首先由 Porter（1980, 1985, 1991）所建構之「競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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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理論」（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為 1980 年代最主要之策略典

範，其認為組織若要維持競爭策略，則必須持續瞭解產業結構與競爭遊

戲的規則，以及組織可用之策略。他同時主張透過組織外部環境之分析

（包括進入門檻障礙、替代品威脅、消費者、供應商議價能力、目前競

爭對手），找出市場潛在發展機會與威脅，並持續運用全面成本領導

（overall cost-leadership）、差異化（differentiation）與聚焦（focus）三種

基本策略，來建立組織之競爭優勢，進而獲取利潤。換言之，Porter 是

從組織所處產業環境的競爭力來分析其組織之競爭優勢者。 

然而，1980 年代中期開始，一些學者認為組織係由不同資源、能力

以及財產所組成，強調組織獨特能力、資產及特殊技能才是決定組織績

效高低的基本要素。企業唯有擁有獨特之資源（例如知識資本）才能保

有競爭優勢，透過本身特有之資源與對手競爭，並同時滿足市場上顧客

的需要，再加上該資源具有不可轉移性與不易經由市場取得之特性，長

期下來不同組織間的內部資源將會產生極大之差異性，而此資源差異即

為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此即為「資源基礎理論」（resource-based theory, 

RBT）之重要觀點（Barney, 1991; Rumelt, 1984; Teece, 1984; Wernerfelt, 

1984）。然而，資源基礎理論卻忽略了外在環境因素與時機（timing）對

於組織的重要策略性角色。因而許多組織即使建立所謂的資源差異，仍

無法避免被市場淘汰的命運。故有學者進一步提出賽局理論（game 

theory）（Shapiro, 1989）、學習型組織（Senge, 1990）、企業再造（Hammer 

& Champy, 1993）、知識管理（Nonaka & Takeuchi, 1995）、動態能耐（Teece, 

Pisano & Shuen, 1997, 2000, 2004）等觀點來解釋組織維持競爭優勢之策

略。其中，由 Teece、Pisano和 Shuen在 1990 年代中期所提出的動態能

耐理論架構，結合資源基礎、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組織學習與

知識管理等多元觀點發展而成，認為組織競爭優勢的持續來自於組織本

身能建立內部與外部資源整合，進而建立良好的動態能耐，此一論點頗

受學界所肯定。 

所謂「動態能耐」（dynamic capability）是指組織能即時反應、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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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彈性進行組織創新，並能有效進行協調與配置內部與外部資源的能

力。其中，優勢組織由於懂得依時間進程來獲得、累積與運用組織所擁

有的資源與能力，故能在激烈動態的環境中生存。動態能耐架構為資源

基礎觀點之延伸，其強調「動態」及「能耐」兩大概念。動態是指組織

能更新本身能力期與環境變化一致，當組織外在環境愈加複雜、科技變

動愈形快速、競爭市場變得難以預測、競爭愈來愈激烈時，則須具有效

率的創新反應。能耐是指組織能運用協調整合、學習、重組與轉換之策

略，增強組織能耐，以適應環境的改變（Teece et al., 1997, 2000, 2004）。

Teece 等人指出組織應不斷檢視本身之價值所在，做為設計或調整之依

據，將有利於發揮組織所擁有之資源整合能耐，來改善其競爭地位與價

值創造流程。進一步而言，對組織所採取的經營策略有重要影響的資源

整合能耐，通常具有獨特性、稀少性、不易模仿性、路徑依賴性（path 

dependence）與因果模糊性（causal ambiguity）等特質，因此其管理的難

度也高（Collis & Montgomery, 1995; Lippman & Rumelt, 1982）。 

動態能耐觀點近年來開始受到重視，例如在 2000 年舉行之能耐基

礎管理會議中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建立具系統性、內隱性、動態性之組織

能耐乃未來組織競爭優勢所在（李吉仁，2001）。組織動態能耐之研究

在歐美研究界已相當盛行，尤其歐洲知識管理學會（KM Europe 

Community）在 2003 至 2004 年間發表數篇有關動態能耐之論文，更引

起廣大的討論，如今亦有專業機構刻正進行動態能耐之相關研究。

Tsoukas和 Mylonopoulos（2004）更以專書探討知識、學習與動態能耐對

組織發展的影響。台灣地區則有李仁芳（1997，2000，2001）、蔡敦浩

（2000）、蔡裕源（2003）等對於組織動態能耐之貢獻，使得動態能耐在

企業界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教育組織近十幾年來經過教育改革的洗

禮，及客觀環境的變遷，正處於一個動盪性的年代。故本研究即以

Teece、Pisano和 Shuen所提出的動態能耐觀點做為理論基礎，來瞭解學

校組織之動態能耐現況，並希望藉由動態能耐之分析，提出學校發展動

態能耐之策略與方向，以提升學校之適應力與競爭力，因應愈趨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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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環境。 

 

貳、研究動機 

本研究之進行乃基於以下動機。首先，高科技運用的快速與普及，

使科技進步與創新運用對教育組織產生廣泛且顯著之影響，並決定國家

競爭力強弱。部分資訊科技傳播更取代了學校的功能。面對無形知識資

本與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結合，不斷

衝擊教育組織之經營。在強調知識累積、流通、應用與動態競爭的知識

經濟時代中，如何加速組織內外資源之整合，促進知識資本的累積與應

用，促進組織知識化，以提升教育組織之競爭力，促動國家整體之發展，

為各國教育發展之重要課題。在客觀條件方面，也產生了改變。在傳統

的教育環境中，政府所提供的教育資源豐富，再加上經濟與人口生育率

不斷成長，就學人口不斷上揚，學校在發展上呈現供不應求的問題，故

從未引發學校運作的重大問題；但關於學校跟不上時代、抗拒變革的微

詞仍時有所聞。近年，台灣教育環境卻面臨了成長減緩及資源漸稀的嚴

重問題。政治動盪不安，使得經濟發展呈現萎縮，加上生育率逐年下降，

恐危及學校系統之整體運作（王紀青、張明慧、陳智華、孫蓉華，

2005.4.8）。學校如何建立本身的競爭優勢與績效來面對不確定的時代，

是學校組織未來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也是本研究動機所在。 

其二，學校組織中非理性與不穩定之現象已獲得相關研究證實，研

究結果皆指出教育組織深具複雜性、動態性與不確定性。Peters 和

Waterman（1982）在《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中指出

卓越的組織應同時具有寬鬆與緊縮的特性，以應付變化快速的環境。他

們並質疑長期以來組織正式規劃系統的有效性，部分組織追求精密、理

性推理的策略，最終卻產生災難性的結果，這證明了組織歷程中混沌現

象之存在，組織必須加以重視。徐振邦（2000）的研究中指出學校行政

組織之運作歷程通常具有明確結果，然而在沒有外界無預期的干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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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卻出現與平常不同的結果，使得行政組織內的人、事、物呈現無秩

序的狀態。基本上，任何一個組織皆可能存在此現象。由此可見，理性

之途在 1980 年代後受到混沌理論的挑戰，其所強調的即是組織對於未

來即將發生之事根本無法透過理性規劃來預測。相關的研究亦指出學校

組織經營充斥混沌現象，若不瞭解組織非線性、非均衡與動態性之特

性，將面臨經營上極大的危機（李宏才，2003；吳春助，2001；徐振邦，

2000；蔡文杰，2002）。由此觀之，面對一個混沌、不確定性與動態性的

組織系統，更需要不斷檢視外在環境的變化與內部資源之整合與更新，

才能保有組織之活力與競爭力，讓組織穩定運作。是以學校組織應如何

不斷檢視外在環境的變化與整合更新內部資源，以維持組織之活力與競

爭力，亦為本研究想要探討之重點。 

其三，政府機能對於教育組織發展而言，已從推力變成阻力

（Friedman, 2002）。以美國為例，即使投入了鉅額的教育經費，公立學

校的改革仍是乏善可陳。僅有極小部分較具理想之學校購買新教科書、

採用新課程方案、進行實作演練、設置視聽教學媒體。大致而言，公立

學校就如一座防範嚴密、難以入侵的城堡，隨時準備抗拒各種革新理念

的入侵（Haas, 1989）。台灣地區之公立學校由於受到重重保護，人員處

在安逸環境，無法感受外在環境的壓力，變革意願也相當薄弱（吳清山，

2005）。濮世緯（2003）指出國民小學在知識分享與外部環境創新經營顯

得相當薄弱。吳素菁（2004）也指出國民小學之創新經營僅偏向於環境

創新與活動創新。由此可見，公立學校在教師工作權的保障與學生來源

穩定的情況下，組織成員不求變革與創新，品質自然不斷下降。有鑑於

此，學者紛紛提出市場化與教育選擇權等政策來改進學校組織。以教育

選擇權政策為例，如今在先進國家已成為重要之教育發展趨勢，其目的

即在破除公立學校壟斷式的教育供給，提供學生家長為子女選擇就讀學

校的彈性，除了能保障學生之學習權，亦促使公立學校能在競爭的教育

市場力爭上游。美國在 1990 年代的 Clinton政府時期，即大力增加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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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charter school）、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與另類學校（alternative 

school）之設立，並透過教育券方案提升私立學校之競爭力。英國於 1988

年之教育改革亦強調開放式的入學方案，讓家長有更多自由選校的權

利，同時又鼓勵學校建立特色、容許學生跨區就讀，並提供上下學之交

通工具或交通津貼等。此種政策雖引起公立學校之反彈，然而對於整體

學校品質與競爭力之提升，有其正面影響。在國家教育經費日漸萎縮的

台灣，競爭的情況勢必愈趨激烈之下，公、私立學校各具有何優勢與劣

勢？又如何面對競爭激烈的未來？亦為本研究之研究重要取向。 

 其四，隨著時代的改變，學校外部環境已愈趨動蕩與不穩定，學

校組織「關起門來當老大」的營運作風已不符時代需求。以高等教育近

年來過度擴張為例，前台大校長陳維昭即大膽預言台灣近年內將有大學

倒閉（林怡婷、張錦弘，2004.8.16）。除了質量失衡，來自國際的競爭、

學生外流等問題使學校在招生上頻吃閉門羹，加速營運的困境。最明顯

的例子莫過於近年外國來台留學大學生人數銳減，顯示台灣各大學之競

爭優勢有衰退之趨勢。在高中職方面，同樣面臨了搶學生搶得面紅耳赤

的窘境。張鈿富（2000）指出近年來教育系統之運作深受兩股力量的影

響。這兩股力量分別是市場驅力與利害關係人的訴求。其中，市場驅力

的衝擊有以下幾點：一、相關科技的發展：網路時代的來臨、數位資訊

化的趨勢；二、學校入學人口的改變：台灣地區學齡人口持續的減少；

三、消費者的力量：家長、社區人士介入學校事務；四、提供者的力量：

同行學校的競爭、私立學校的擴增；五、政府法規的改變：BOT觀念的

引入、教育行政與管理權的鬆綁；六、新的教育提供者加入：面對國際

的競爭，必須開放教育的園地，讓教育面臨更大的競爭（p.430）。 

    無論高等教育階段或義務教育階段，由於全球化與創新經營之新興

教育型態，已帶給學校經營者不小的壓力。就教育政策而言，台灣近年

的一些政策如：幼兒教育下延一年、九年一貫課程、大學整併等，其主

要目的無非在提升整體教育品質，以加強國家競爭力。學校組織與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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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政府單位之援助改革與資源分配，不如自立自強，效仿企業組織精

神，自我尋求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之整合。研究者希望經由本研究之進

行，讓學校組織對動態能耐觀點有所瞭解，並期能歸納出發展學校組織

動態能耐的策略，以加強學校本身之競爭力。 

在知識競爭時代不僅是企業組織面臨快速變遷的產業發展與充滿

挑戰、詭譎多變的經濟環境，學校組織與企業組織同樣處於多變與充滿

挑戰的時代，也因此學校組織亟需有適當的評量工具來評估組織發展與

環境變遷之契合情形。在教育領域有關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評量工具之研

究在國內外均不多見，這使得學校組織缺乏對於本身動態能耐之檢視，

也忽視了維持組織競爭優勢的重點所在。Cohen 和 March（1986）早已

指出學校組織在面對挑戰與難以預測的環境變數，評估本身的價值與核

心能力相當重要。因此動態能耐之評估有助於學校隨時檢視自我的動態

能耐與競爭力強弱，以提出對策及早因應。故若能針對教育組織特性發

展出適用於學校之動態能耐量表，將能進一步瞭解學校本身與外在環境

契合情形，以作為如何提升學校適應環境變遷與競爭力的方向。然而目

前本土化的動態能耐評量工具闕如，因此本研究亟欲發展動態能耐相關

評量工具。此為本研究之重點。 

最後，由於近年來諸多管理學觀點如組織再造（organizational 

reengineering）、組織學習 （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知 識 經 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和平

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等均被教育組織所援用，以做為調整、

改造學校組織之行政體質與教育品質，提昇國家競爭力之重要途徑。而

以資源基礎觀點、資源核心觀點與動態能耐觀點來活化學校組織之研究

卻猶如滄海一粟，也因此引發研究者探究相關主題之興趣。 

 

參、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在藉由動態能耐觀點，發展出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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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之評量工具，用以評估學校組織之動態能耐高低情形，並進一

步經由對學校組織之實證研究，提出結論及促進學校組織動態能耐之建

議。目前在國外有關大學之動態能耐評量指標已有學者進行研究與建構

（Todovoric, 2004），又考量到高級中學以下之學校層級屬義務教育階

段，學校經費來源與外部環境較為穩定，不符合動態能耐觀點之基本環

境假定，故本研究以高級中學階段之學校為研究對象。本具體之研究目

的有以下五點： 

 

一、瞭解學校組織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之變遷情形。  

二、建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評量指標，以評估與分析學校動態能耐

現況。 

三、瞭解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動態能耐之現況。 

四、瞭解學校變項與人員變項與動態能耐之差異情形。 

五、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以作為教育主管機關、高中職

未來決策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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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以動態能耐之理論為基礎，

深入分析學校組織內部資源整合能力與外部資源整合能力之實際情

形，並對以下之研究問題提出解答： 

一、學校組織之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變遷情形為何？ 

二、策略管理領域之動態能耐觀點發展情形，及其在教育組織之應

用情形為何？ 

三、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評量工具如何建立？針對學校組織之動態能

耐量表應包含那些層面？ 

四、學校組織之整體動態能耐現況為何？ 

五、不同性質、類型、規模、歷史、位置之高中職其動態能耐差異

情形如何？ 

六、不同性別、年齡、職務別、教育程度與服務年資之高中職教育

人員其對學校動態能耐之知覺差異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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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於研究之實際需求，採取以下兩項研究方法來進行研究： 

一、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德懷術乃是尋求群體共識而無須面

對面進行溝通的過程。本研究在動態能耐評量工具發展的過程中，使用

德懷術以獲得相關學者之意見與共識。 

二、調查法（survey study）：本研究依文獻分析結果與德懷術之專

家意見整理編製「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並寄發給抽樣學校，以蒐

集學校組織動態能耐之實證資料。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發展動態能耐評量工具，並以之進行實證研究。

本研究過程如下（參見圖 1-1）： 

一、界定研究主題、目的與範圍。 

二、進行文獻探討：廣泛蒐集相關資料並進行文獻探討之整理與撰

寫，分別針對學校動態本質與動態能耐觀點之發展進行論述。 

三、選擇研究方法，並依照文獻探討之結果編製「學校組織動態能

耐量表」，並進行德懷術以蒐集專家之意見。 

四、進行預試完成量表之發展，寄發正式問卷給各校。 

五、將回收之問卷進行統計分析。 

六、依據文獻分析結果與實證分析情形，提出研究結論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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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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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環境變遷之分析。 

B. 策略管理之動態能耐觀

點之基礎分析。 

C. 依文獻探討結果建立學

校動態能耐之初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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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動態能耐 

由 Teece 等人(1997, 2000, 2004）所提出，為策略管理（strategic 

management）領域中深受重視的新觀點。此觀點為資源基礎觀點之延

伸，其強調「動態」及「能耐」兩大概念。動態是指組織能更新能力與

環境變化一致，當組織之外在環境愈加複雜、科技變動愈形快速、外在

環境變得難以預測、競爭愈來愈激烈時，則需要快速的創新反應。能耐

則是指組織能運用協調整合、學習、重組與轉換之策略，增強組織能耐，

以適應環境的改變。動態能耐即是指組織為了因應外部環境變遷而發展

新能力的潛能，該潛能即是組織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而組織經營之績

效取決於組織的經營策略與其所處環境互動的情形。依 Teece等人的看

法，組織之動態能耐來自於組織內部獨特的程序（distinctive processes）

（例如組織協調與整合的方法、對外部環境的觀察力、學習活動等）、

其專屬的內部資源定位（例如其他組織無法經由市場交易而取得之知識

資產及互補性資產）、與組織過去所採用之策略路徑（path）的演化。本

研究所稱謂之動態能耐由七個層面所組成，分別為行政整合、位置、科

技應用、學習、創新、知識管理與策略彈性，經測量結果整體得分高者

代表其動態能耐表現較佳，得分低者則表示其動態能耐表現不佳。 

 

貳、學校組織 

    本研究所指之學校組織，係指台灣地區公私立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

學校，高中包含綜合高中、完全中學高中部與普通高中，高級職業學校

則係指公立與私立之高級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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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評量指標 

指標（indicator）是指用以表徵化具體客觀或抽象不易觀察事物之

概念特質的一組類別或項目。其功能即在化繁為簡，清楚表述某一概

念，以提供我們作為價值判斷之參考依據。本研究之評量指標之建構在

發展一個能夠實際測量學校組織動態能耐之評量工具，評量工具中包括

若干項指標，以做為評估學校動態能耐之基礎。 

本研究依文獻分析結果歸納整理出初步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評量

指標，並經過三次德懷術之意見整合、信度分析、探索性因素分析與驗

證性因素分析後確認而成。 

所編製完成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共有七個向度 47 個細項

指標。七個向度分別為行政整合、位置、科技應用、學習、創新、知識

管理與策略彈性。各向度中各包含數個題目以評量學校之動態能耐。量

表之得分優高，顯示學校之動態能耐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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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發展高級中學與高級職業學校之動態能耐評量

工具，以瞭解高中職動態能耐差異情形。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研究地區

分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 

由於考量到組織動態能耐量表較適合用於外在環境複雜性高、動盪

程度大的組織，故本組織之對象不包括義務教育階段之學校組織。又由

於本研究受限於人力、財力、物力，故捨棄大學階段的研究，而僅以高

中階段來進行研究。故本研究以台灣地區（不包括離島地區）公私立高

級中學與高級職業學校之學校行政人員及教師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地區 

本研究為瞭解學校所處區域與學校動態能耐之關係，故在取樣上涵

蓋北、中、南、東四大地區，但未納入離島地區。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僅侷限於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之行政人員

及教師，不包括其他層級之教育人員。 

 

二、研究方法方面 

    在學校動態能耐評量工具發展方面，本研究採用了 Teece等人之理

論觀點，並依文獻探討與德懷術等過程將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分為七

個層面來進行衡鑑，但顯然無法容納全部之競爭力指標。此外，採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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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術作為評量工具之指標建構方法，雖然能夠避開委員時間上之限制，

然而在問題之深度陳述與意見之當面討論方面仍力有未逮。 

    在探究公私立高中職研究實施上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回收之問卷為

分析的依據，雖然較能廣泛收集各校資料，但就方法論取向上仍有不足

之處。例如填答者在填寫過中所遭遇到環境因素影響而未能真實呈現其

想法與感受。故研究之結果在推論和解釋上也可能會有誤差之情形發

生。 

 

三、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係由研究者經由文獻分析結果與德懷術

小組所建立，雖然經由相關統計分析驗證，然而其實用性與價值性仍有

待進一步考驗與改善。 

 

四、研究結果推論方面 

    本研究係以高中職教師為研究對象，故在研究結果的推論方面也當

以高中職學校為限。研究結果是否可進而推論到其他各級學校，則有待

進一步之驗證。 

 

 

 

 

 


